


 

 

 

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Our Mission :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by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systematically with the converged 
power of doing good

Our Vision : 
Minds to serve, hands to 
give, hearts to love

汇聚善的力量，为系统化

解决社会问题奋力先行，

让世界更美好

Our Values : 
equality            integrity           responsibilit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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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势在必行——写给爱佑的十五年

十五岁，从一个孩童慢慢长成为少年，开始去探索这个世界，也开始思考人

生……于爱佑，也是这样。创始人寄语

A LETTER FROM 

OUR FO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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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我初入公益领域，和一群有情怀、有使命感的企业家朋友一起，想做一件

救孩子的事情，并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在蹒跚学步中，我们体会到公益是一个专业活，

也通过实践找到了一些方法论。十五年间爱佑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契合着

社会问题的迁移，也记录着爱佑的成长轨迹。

爱佑还在项目探索阶段之时建立了公开透明原则，我们深知公益组织的公开透明是立

身之本。为了让每一分捐赠都不留遗憾，我们设计了公开透明的流程与台账体系。时至今

日，这两套工具仍然在爱佑的公开透明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两年后，爱佑建立了第一个系统化的项目。我们以孤贫先心病儿童救助为切入点，以

与医院合作和结算的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救助流程及项目管理方法。项目对专业化和

规范化的追求，使得爱佑的儿童医疗救助项目迅速地规模化，同时根据经验复制出了多个

平行的救助项目。这个阶段爱佑充分增长了专业能力，完成了公益项目的工业化历程。这

为以后开展儿童福利项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如今爱佑已经累计救助超过 76,000 人次孤

贫病患儿童，服务覆盖超过 50,000 名困境儿童，儿童医疗项目从单一救助到包含患儿支

持和对抗疾病两大方面的转变；儿童福利项目也依据联合国“儿童四大权益”进行了更加

系统的设计。

2013 年我们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接触到了公益创投理念，彼时的爱佑已经有了一

定的经验和能力，我们结合互联网思维与国内公益行业的发展状况，设立了爱佑公益创投

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建立中国公益创业和公益创新的全行业、全方位、全链条的赋能平

台，对于公益伙伴除了资金支持以外，我们还通过多维度咨询与赋能教育的形式助其成长

和发展。这个阶段爱佑搭上了弯道超越的快车，建立起对公益行业全方位的认知体系。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爱佑来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我们正式成为公募基金会，这就意味

着我们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要贡献更大的能量。与此同时，爱佑也面临着转型变革的

关键时刻。沧海浮沉，人类也是在不断地进化中得到文明。全球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擦

出火花，全行业筹款压力剧增。爱佑兼具运作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的特点，筹款结构

由非公募转向公募和非公募结合。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内部环境空前复杂，慢下来修炼内

功变得十分重要。所以这一次，变革势在必行。

于是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梳理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汇聚善的力量，

为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奋力先行，让世界更美好。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迁移，社会问题

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爱佑需要不断调整航线，去洞察变化、拥抱变化、不断解决新问题。

十五年匆匆过去，爱佑很荣幸成为公益事业蓬勃发展浪潮中的一份子，今后的爱佑将

更加系统化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公益是个庞大的课题，所知有限，未知无限，愿你我穷尽

毕生精力，能找到一份答案。

爱佑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王兵



《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施行，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前身）成为国内首家注册成立的非公

募基金会

“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成立，

标志着爱佑专业化、系统化慈善救助正式开启

在民政部建议下，经国务院审批，爱佑成为

全国性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爱佑童心”项目获民政部“中华慈善奖”

爱佑慈善基金会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矩阵全面升级，开启系统性解决

社会问题新篇章

爱佑公益创投项目获民政部第十届“中华慈善奖”

正式更名为“爱佑慈善基金会”

“爱佑天使”——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正式成立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正式成立

开启爱佑儿童福利领域的探索

完成第1万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

“爱佑新生”首个养护中心落户上海并投入运营

“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正式成立，9月

第一家残障儿童康复中心落户深圳并投入运营

“爱佑益+”公益创投项目设立，多维度

支持公益慈善领域社会组织发展

信息系统全面升级，爱佑用数据化、科技化为公益全面助力

爱佑开启国际交流合作业务

“爱佑新生”在全国 15 个地区设立养护中心，养护病患孤儿突破3000人

“爱佑赋能社”成立，全面为公益行业人才赋能，爱佑公益创投矩阵搭建完成

爱佑儿童医疗从“先心病”、“白血病”两方面入手，开启科研资助

爱佑获民政部颁发的2015年度“全国优秀社会组织”称号

“爱佑新生”项目获民政部第九届“中华慈善奖”

爱佑被民政部评定为“5A级社会组织”

“爱佑晨星”——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正式成立，爱佑儿童医疗矩阵搭建完成

“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正式成立，爱佑儿童福利矩阵搭建完成

“中国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数据库”正式上线

爱佑儿童医疗正式开启医务社工、医生培训业务，全

面开启在人文医疗、数据医疗、创新医疗领域的探索

十五年，感恩有你

十五年，初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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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佑

ABOUT 

AI YOU

爱佑慈善基金会（5A 级基金会）创立于 2004 年，

由企业家发起并管理运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项目，是中

国首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2018 年 5 月，爱佑取

得公开募捐资质，正式成为公募基金会。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发展，爱佑形成了儿童医疗、儿

童福利和公益创投三大项目矩阵。

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矩阵在专业化救助基础上，打破原

来固有的传统救助格局，从患儿支持和对抗疾病两大方面

着手，通过医疗救助、人文关怀倾力于孤贫患儿的救助，

同时致力于医务人员培养、区域医疗干预、数据库建设、

疾病预防及科普等多方面的提升，助力行业交流与发声，

积极推动政策健全完善，使爱佑儿童医疗项目更具环境适

应性和时代发展性。



爱佑儿童医疗矩阵的医疗救助中，开展的项目包括“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

治疗项目、“爱佑天使”——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

项目和“爱佑晨星”——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累计救助孤贫患儿

超过 76,000 人次。

爱佑儿童福利项目矩阵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四大权利出发，项目包括“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和“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爱佑新生”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累计帮助超过 11,000 名病患孤儿获得新生；“爱佑安生”牵头搭建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

捐赠人等多方组成的儿童福利服务和儿童权益保护平台，在云南、贵州、青海等 6 省 12 县 190 个村

开展试点工作，覆盖儿童超过 50,000 人。

爱佑公益创投项目矩阵依托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引进国际先进的理念与模式，为社会组织

提供资金、资源拓展、战略指导、管理（HR、财务、IT）辅导、品牌活动等多方面定制化支持。项

目矩阵包括“爱佑益 +”——多维度公益资助项目和“赋能社”——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赋能平台。“爱

佑益 +”为受助机构提供定制化的多维度支持，帮助受助机构冲破瓶颈，迅速发展和成长，从而推动

其所在的公益领域发展；“赋能社”以搭建最专业的公益人蜕变平台为目标，通过专业的视角和方法

论，用优质、稀缺的培训资源去匹配来自不同领域伙伴们的人才发展需求，助力公益人才从优秀到卓

越。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爱佑公益创投项目矩阵累计资助机构达 119 家，覆盖 8 个公益大类 109

个子领域，培训覆盖了超过 380 家机构的 3900 余人次全方位赋能中国公益生态。

爱佑三次获得民政部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获民政部颁发的 2015 年度“全国优秀社会组织”

称号、《福布斯》中国慈善基金会排行榜第一名、责任中国“公益组织奖”，并连续获得中基透明指数“满

分”。

爱佑实行企业化管理，始终坚持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国际化，追求慈善透明以及结果可度

量。在企业家精神的指引下，爱佑始终坚持创新并不断摸索能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公益慈善行业发展、

产生更大社会影响力的新模式，不断尝试适合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理念和手法，以丰富的项目实

践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慈善方法论，其承载的更大价值在于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提供可借鉴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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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OF DIRECTORS

理事会

王兵 ｜ 创始人
北京鼎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懿宸 ｜ 理事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丛志刚 ｜ 理事
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李家杰 ｜ 副理事长
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副主席

曹国伟 ｜ 理事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左晖 ｜ 理事
链家董事长

马化腾 ｜ 副理事长
腾讯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江南春 ｜ 理事
分众传媒 ( 中国 ) 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鲁伟鼎 ｜ 理事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彦宏 ｜ 理事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耿源 ｜ 理事长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虞锋 ｜ 理事
云峰基金创始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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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第十三次理事会

2018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

通过基金会 2017 年度工作总结、2018 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

通过理事陈东升、李东生、陈晓、史玉柱辞去理事职务。

通过注销影响力投资公司 , 相关投资业务仍由影响力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

选举基金会负责人：耿源担任爱佑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李家杰、马化腾担任爱

佑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丛志刚担任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员为肖风、王兵、耿源）”留任，继续负责基金会的财务投资事项，

以实现基金会财产的保值增值。

本届理事会任期内按以下程序制定基金会内部管理制度：由秘书处根据工作开展需要，适时

起草、修订基金会内部管理制度，报秘书长、理事长批准后生效。

陈江涛 ｜ 监事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风 ｜ 监事长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吴尚志 ｜ 监事
北京鼎晖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HIGHLIGHTS OF BOARD MEETINGS IN 2018

BOARD MEETINGS IN 2018

BOARD OF SUPERVISORS

2018 年理事会重要决议

2018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会召开情况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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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告
- 儿童医疗项目矩阵

PROGRAM 

REPORT

对抗疾病

患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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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矩阵，从“患儿支持”和“对抗疾病”两大方面着手，通过医疗救助、

人文医疗倾力于孤贫病患儿童的救助，同时，开展医务人员培养、区域医疗干预、数据库建设、

疾病预防及科普等业务，为对抗疾病的更高目标而努力，促进行业交流发声、助力推动政策不

断利好发展，进一步探索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路径。

经过十五年的发展，爱佑儿童医疗经历三次创变，从让孤贫病患儿童生病之后，“看得起”，

到“看得上”，再到“看得好”，每次变革都力图关注社会最亟需的问题、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

CHILDREN MEDICAL CARE PROGRAMS

儿童医疗项目矩阵



014

2018

BOARD

REPORT

政策推动
行业交流与发声

人文关怀
无痛穿刺
活动空间
患者教育
医务社工

患
儿
支
持

爱佑童心     爱佑天使

爱佑晨星     爱佑和康

区域医疗干预

医务人员培训

科研支持

医疗救助 医务人员培养

对
抗
疾
病

疾病预防及科普

数据库建设

DDH预防
先心筛查
孤独症早期筛查

爱佑儿童医疗业务整体布局



015

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矩阵的“患儿支持”包括医疗救助和人文关怀两大部分。

“医疗救助”是爱佑一直以来的传统核心板块，包括“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爱佑天使”——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和“爱佑晨星”——

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矩阵累计救助孤贫患儿超过 76,000 

人次。其中，“爱佑童心“项目累计救助孤贫先心病患儿超 55,000 人，“爱佑天使”项目陪伴患儿度过了近

20,000 次治疗，“爱佑晨星”项目救助患儿超 2,000 人。

“人文关怀”是爱佑在儿童医疗领域更具温度和人性化的探索，协同各方资源，发展以病患儿童为中心的

慈善 + 医疗模式，改善患儿就医体验、缓解患儿就医情绪、尊重每一位患儿的心理及精神需求，助力全面提升

儿童医疗的服务质量。

—患儿支持儿童医疗项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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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55,000例

截至2018年底累计救助人数超过55,000人

864,536,450.32元

累计支出

140,790,985.43元

2018年善款支出

93
另有分期手术资助人次

7,385
2018年救助人数

先心病仍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

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虽然医保政策不断完善

但还有很多贫困家庭难以承受手术费

我们希望，“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能让更多孩子拥有健康心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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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55,000例

截至2018年底累计救助人数超过55,000人

864,536,450.32元

累计支出

140,790,985.43元

2018年善款支出

93
另有分期手术资助人次

7,385
2018年救助人数

先心病仍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

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虽然医保政策不断完善

但还有很多贫困家庭难以承受手术费

我们希望，“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能让更多孩子拥有健康心脏

����

项目简介

先心病在我国新生儿中的发病率约为7-11‰，

每年有 11-18 万先心病患儿出生。在 5 岁以下儿

童的死亡原因中，先心病位列第一。随着医疗技术

的不断提高，治疗先心病的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

早手术”，若能得到及时治疗，大部分简单先心病

可以彻底治疗，大多数复杂先心病也可治疗，加以

术后的康复辅助，生活质量基本等同正常人。先心

病的治疗费用通常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之间，虽然在

现有的医保政策下能够部分报销，但对大多数贫困

家庭来说仍然难以承受。

“爱佑童心”项目设立于 2006 年，是爱佑慈

善基金会首个慈善项目。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项

目依托网络平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救助流程及项

目管理方法。

项目采用定点医院合作模式，在全国各地区选

择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为合作定点单位，为先心病

患儿提供治疗；主动联合定点医院、捐赠方、政府

部门及其它社会组织搭建救助网络，实现优势资源

的互补及共享，发挥救助平台高效作用，为孤贫患

儿创造就医条件，使更多孤贫患儿享受优质的医疗

检查及手术治疗。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爱佑童心”

救治患儿数量超 55,000 人。

“爱佑童心”项目多年来不断优化升级，先后

开展了医生培训、先心病数据库等工作。“爱佑童

心”以先心领域的儿科医生培训为切入点，与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合作，采用

“配套成组、导师带教”的方式，帮助已开展先心

手术或希望开展先心手术的医院培养先心手术人才，

提升先心治疗水平。同时，项目建立了首个“中国

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数据库”。

受益人群

项目旨在救助 0-14 周岁家庭贫困的先心病儿童。

流程模式

项目借助“申请 - 治疗 - 结账 - 归档 - 项目评

估”的流程化管理，利用网上平台实现定点医院与

基金会远程协同办公，保障救助通路的高效、便捷、

公开、透明。项目组对外合作从合作流程、文本协议、

操作指南等方面制定相关合作规范，确保与合作方

的工作流程顺畅、高效透明。项目组内部通过一系

列管理办法，进行项目监测和质量控制，提升项目

品质，确保工作质量。

患
儿
支
持
·
医
疗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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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童心”项目专家委员会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   琪

陈寄梅

陈   瑞

董念国

顾   虹

华益民

李守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刘锦纷

刘迎龙

王辉山

易定华

俞世强

张海波

张泽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爱佑童心”项目 2018 年定点医院名单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市儿童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华东地区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华信医院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儿童医院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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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北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河南省胸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昆明同仁医院

昆明市延安医院

昆明市儿童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东省人民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定点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有所调整，最新定点医院名单以官网为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心脏病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患
儿
支
持
·
医
疗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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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天使-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白血病及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

不再是不治之症

漫长艰辛的治疗过程和高昂的费用，

让很多家庭陷入绝境

 我们希望，不让任何一个与病魔斗争
的小战士被贫困打倒

19,645
在7年多的时光中陪伴患儿度

过了19,645次治疗

131,976,284.58
“爱佑天使”项目累计支出善款

591人

“爱佑天使”2018年全年审批通过救助申请

4398人次

“爱佑天使”2018年救助患儿

31,923,981.50
2018年支出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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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天使-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白血病及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

不再是不治之症

漫长艰辛的治疗过程和高昂的费用，

让很多家庭陷入绝境

 我们希望，不让任何一个与病魔斗争
的小战士被贫困打倒

19,645
在7年多的时光中陪伴患儿度

过了19,645次治疗

131,976,284.58
“爱佑天使”项目累计支出善款

591人

“爱佑天使”2018年全年审批通过救助申请

4398人次

“爱佑天使”2018年救助患儿

31,923,981.50
2018年支出善款

项目简介

以白血病为代表的儿童恶性血液病是危害儿童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若无法及时获得规范诊治，患儿将

受到严重生命威胁。可喜的是，儿童白血病已不再是“不治之症”。专家一般认为，经规范治疗，儿童白血

病治愈率可达 80%，大部分患儿可健康长大并正常生活。但漫长的治疗周期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很多家庭望

而却步甚至放弃治疗。“爱佑天使”项目于 2011 年 5 月成立，通过先后与全国 13 家儿童血液病医疗救治领

域领先机构建立合作，帮助提高规范治疗可及性。2018 年，项目在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下，对儿童实体瘤现状

进行调研，并于同年确定平行开展相关业务，探索促进儿童实体瘤早诊早治及医疗水平提升的高效通路。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爱佑天使”项目累计救助患儿近 4,400 人，陪伴他们度过近 20,000 次治疗。

受益人群

项目旨在救助 0-14 周岁家庭贫困、患有血液病及实体肿瘤疾病儿童。

患
儿
支
持
·
医
疗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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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展情况

规范管理 保证高透明度

项目制定有一系列规范化管理制度，并拥有配套的线上业务管理平台，项目人员直接在网上进行审核操作、

实时跟踪救助患儿的治疗情况并及时与医院结算救助款，家长通过手机端口可直接申请并实时查询审批及汇款

进度，同时可进行实时反馈。线上管理方式使得项目得以更加专业、高效地进行，并持续保持高透明度。

高效流程 提升善款使用效率

 “爱佑天使”项目具体流程包括五个部分：1、申请；2、审批；3、治疗；4、结账；5、归档，具体每个

部分的实施步骤如下：

患儿家属自愿通过“爱佑儿童医疗救助通道”进行在线申请。

爱佑慈善基金会项目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管理平台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批。在此过程中家属可随时查看审批进

度及结果。

经过严格审核进入项目的患儿将获得 4-10 万元善款用于治疗，治疗费用资助属于多次资助，累计至资助

上限为止。

爱佑与定点医院按批次进行结算 , 最大程度保证善款用于患儿实际治疗，大部分定点医院实行医院垫付制，

即出院结算时，家长仅结算除爱佑资助金额外的自付部分，及时有效地减轻了患儿就医的经济压力。

由项目组对所有患儿资料进行整理和归档。

审批

归档申请

结账

便捷、高效 高质量
优服务

便捷、及时、准确

信息完整
资料齐全

自我评估
第三方评估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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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

“爱佑天使”项目专家委员会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爱佑天使”项目 2018 年定点医院名单

陈  静

方拥军  

胡绍燕  

江华    

金润铭  

林愈灯  

汤永民  

于洁   

翟晓文  

郑胡镛  

竺晓凡  

朱易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南京市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患
儿
支
持
·
医
疗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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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晨星-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很多救助需要打破病种限制、

连同多科室协作

通过三级预防体系的推广，

致力于实现出生缺陷不发生、不致残的目标

我们希望，每个天生不完美的小孩都能

得到爱

57,166,348.16
累计支出

2,000
累计救助患儿近2,000人

25,927,515.22
2018年支出善款

774
2018年救助774名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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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晨星-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很多救助需要打破病种限制、

连同多科室协作

通过三级预防体系的推广，

致力于实现出生缺陷不发生、不致残的目标

我们希望，每个天生不完美的小孩都能

得到爱

57,166,348.16
累计支出

2,000
累计救助患儿近2,000人

25,927,515.22
2018年支出善款

774
2018年救助774名患儿

项目简介

“爱佑晨星”项目设立于 2015 年 4 月，目前项目救助病种已涵盖 17 种。在整个爱佑儿童医疗项目矩阵中，

“爱佑晨星”项目首先打破了病种限制，采用多科室协作的模式，最大程度地帮助孤贫病患儿童恢复健康。“爱

佑晨星”项目通过帮助符合救助病种范围且经济困难家庭的患儿及早得到相应救治，避免致残等不良结局的发

生，同时唤起大众关注出生缺陷群体，并希望联合更多的社会群体通过三级预防体系（即一级孕前预防、二级

产前预防、三级出生后预防），最终实现出生缺陷不发生、不致残的目标。

受益人群

0-14 周岁家庭贫困、符合项目救助病种范围且在项目定点医院进行治疗的患儿。

项目救助范围

       神经系统疾病：先天性脑积水、脊膜 / 脊髓膨出；

患
儿
支
持
·
医
疗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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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系统疾病：先天性食管闭锁、先天性食管狭窄、先天性巨结肠、先天性胆道闭锁、先天性胆总

管囊肿、先天性小肠闭锁、肛门闭锁、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胎粪性腹膜炎；

    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先天性 /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先天性膈疝、腹裂、脐膨出；

    早产儿。

项目开展情况

外部渠道拓展

2018 年，爱佑晨星项目依托基金会强大的国内儿童医疗资源，经过严格的遴选，在原有合作医院的基础

上吸纳了 3 家区域性有实力、有意愿的医疗机构（其中包括一家儿童医院和两家妇幼保健院）成为项目新定点

医院，使得更多的患儿受益。

新生儿探视系统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的“甘肃省新生儿重症救护中心”是甘肃省规模最大的新生儿专科体系，科室平均每年

收治新生儿 23,000 余例，其中危重症患儿 5,000 余例，早产儿 2,000 余例。早产儿一出生就住进重症监护病

房（NICU），他们的出生往往令父母陷入非常担心和焦急的状态。很多家长在 NICU 病房外轮番守候，就算

不能做什么也不想离开。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远程探视系统启动于 2010 年，由医院信息中心自主研发，2018 年 9 月爱佑

携手链家，与其签署亲情生命岛捐赠协议，正式启动新生儿探视系统升级工作。2018 年 11 月 30 日，新版系

统正式上线试运行。新生儿远程探视系统可以让新生儿家属，通过视频远程了解到患儿的生长、发育、治疗等

具体情况，有效缓解患儿家属内心的急躁情绪，并减少部分家长来回奔波的艰辛，缓解医患紧张关系，提高患

者家属对医院和治疗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更加有效地促进孩子早日康复。

流程模式

项目借助“申请 - 治疗 - 结账 - 归档 - 项目评估”的流程化管理，利用网上办公平台实现定点医院与基

金会远程协同办公，形成一条高效、便捷、公开、透明的救助通路。

在项目定点医院治疗，且病种符合的贫困家庭患儿，在填写完整申请书后，由医院对接人在项目平台上提

出申请，基金会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患儿家庭经济状况，根据其家庭收支水平及灾难性支出最终衡量是否批准

患儿进入项目。审核通过患儿在院完成治疗后，根据实际治疗费用，结合资助病种上限，按照资助比例计算出

具体资助金额，在出院时直接减免治疗费用，保证在第一时间为患儿提供救助，所有资助款项由基金会与定点

医院直接结算，不会涉及到患儿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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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河北省儿童医院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昆明市儿童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市儿童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武汉儿童医院

西安市儿童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后期评估

归档

申请 结账

便捷、高效

高质量
优服务

便捷、及时、准确

信息完整
资料齐全

自我评估
第三方评估

治疗

“爱佑晨星”项目 2018 年定点医院名单

患
儿
支
持
·
医
疗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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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孤独症（“自闭症”）是一种严重侵害

儿童身心健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
康复机构质量参差不齐，
康复过程十分艰难和漫长

我们希望，千万孤独症患儿家庭

得到理解和力量

907
2018年支持907家孤独症康复机构

18省

覆盖18省

130,888人

累计受益儿童总计

67,505
2018年受益康复机构惠及孤独症儿童67,505人

2,723
2018年培训2,723名孤独症康复教师

2,047
累计受益康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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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孤独症（“自闭症”）是一种严重侵害

儿童身心健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
康复机构质量参差不齐，
康复过程十分艰难和漫长

我们希望，千万孤独症患儿家庭

得到理解和力量

907
2018年支持907家孤独症康复机构

18省

覆盖18省

130,888人

累计受益儿童总计

67,505
2018年受益康复机构惠及孤独症儿童67,505人

2,723
2018年培训2,723名孤独症康复教师

2,047
累计受益康复机构

项目简介

孤独症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明确将孤独症列为精

神类残疾，是儿童精神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疾病。

由于孤独症存在病因未明、无特效治疗药物和干预方法、致残率高等因素，它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严重的公

共卫生问题。而我国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比率和世界其他国家相似，约为 1%，国内孤独症个体可能超 1000 万，

其中 0—14 岁孤独症儿童的数量可能超 200 万。近年来，国内孤独症康复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各类孤独症儿

童康复机构数量及规模增长迅猛，但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水平和质量却良莠不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孤独症

专业康复人才的稀缺，以及行业规范、行业标准的不明确，这已成为阻碍孤独症儿童康复事业发展的瓶颈。

2012 年 6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爱佑和康”——残障儿童康复项目，致

力于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康复服务，推动国内孤独症儿童康复事业的发展。项目通过

引进国外先进康复理念和技术体系，与国内多家省级残联开展长期性合作，面向孤独症儿童、从业人员、行业

协会三类群体提供针对性支持，建立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高水平和专业化综合服务的体系。希望通过广

泛宣传康复工作的社会意义，普及相关的康复知识和技术，倡导社会各界对孤独症儿童群体及其家庭的关注和

支持，多角度解决孤独症儿童康复这一社会问题。

受益群体

项目面向孤独症儿童、康复从业者、行业协会三类群体提供针对性支持，建立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高水平和专业化综合服务的体系，并推动国内孤独症行业技术发展。

     孤独症儿童                              康复从业者                              行业协会

患
儿
支
持
·
医
疗
救
助

美国加州大学 圣塔芭芭拉分校 Koegel Autism Consultants ( 凯戈尔自闭症咨询中心 )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教堂山分校 TEACCH Autism Consultants( 结构化项目 )

美国 B.F.Skinner 基金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ABAS® 教师学院

CBEM 行为教育创势公司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

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广西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国际合作

国内合作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

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宁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

新疆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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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反应训练
（PRT）

CABAS R

结构化教学
（TEACCH） 应用行为分析

（ABA）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美国B.F.Skinner基金会

美国加州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VB-MAPP

引进康复专业技术，催化多领域创新合作

“爱佑和康”项目积极同国外多家孤独症相关

权威科研机构、大学及行业专业组织等开展深度合

作。同时，“爱佑和康”凭借多年国际先进技术的

引进与推广经验，得到了美国 B.F. 斯金纳基金会对

B.F. 斯金纳教授著作的独家授权。未来，爱佑将以

B.F. 斯金纳著作为重要参考，帮助提升国内孤独症

谱系障碍人士服务机构的专业技能。

权威技术传播，搭建多维孤独症康复人才培养体系

2018 年“爱佑和康”项目分别同 18 个省市残联合作开办了 31 场孤独症康复技术培训。其中包括 8 场孤

独症机构管理培训及 5 场基层教师培训。受训学员为来自 907 家孤独症康复机构的骨干教师及基层康复教师，

共计 2,723 人，通过上述活动直接受益的各参训康复机构孤独症儿童数量合计约 67,505 人。

2018 年“爱佑和康”项目联合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联合启动湖南全省

基层康复教师培训项目，使得这些一线从业人员有机会系统学习孤独症康复技术，惠及全省在训孤独症儿童。

截止 2018 年底，项目已在湖南省下辖 5 个地市开展培训，受训学员来自 67 家基层孤独症康复机构的教师及

管理人员，共计 525 人，通过培训活动直接受益的各参训康复机构孤独症儿童合计约 6,535 人。

项目开展情况

携手行业主管单位，举办孤独症康复技术国际论坛

2018 年 6 月 22 日，由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主办、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孤独症康复技术发展及

政策研讨国际论坛”在京圆满举办。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的国内外知名孤独症研究、干预和康复的组织及专家通过主题发言、高端对话等形

式进行了孤独症谱系障碍适宜康复技术发展的沟通，分享了国内外相关康复政策并探讨优化服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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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不仅给贫困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求医治疗过程中患儿遭受的痛苦、家庭承受的压力也不可忽视。

爱佑基于多年儿童医疗救助领域的资源和项目经验，整合优势资源，开展“人文关怀”业务，为贫困家庭的患

儿提供更多就医支持，改善就医体验、减轻患儿痛苦、优化就医过程，我们正在做更多努力。

宝贝不痛计划

常规骨髓穿刺 / 腰椎穿刺操作下的患儿普遍感觉到强烈的恐惧，造成不必要的身心伤害，也会引发对后续

治疗的抵抗。“宝贝不痛计划”协助医院开展无痛穿刺，即对患儿注射麻醉药品，使患儿在短时中度全麻状态

下进行骨髓穿刺或腰椎穿刺。严格管理下的无痛穿刺操作安全且可大幅度改善治疗体验。同时，医院儿童友好

化改造和相应患儿服务已在酝酿中。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团队为爱佑天使“宝贝不痛计划”操刀的医疗空间改

造方案初稿已正式诞生，住院治疗过程的痛苦将被儿童友好的环境和融入医疗程序的游戏所分解，配合无痛穿

刺技术的实施，最大程度缓解治疗给患儿带来的痛苦。

PSYCHOSOCIAL SUPPORT

人文关怀
患
儿
支
持
·
人
文
关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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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空间

2018 年 6 月 1 日，在儿童节当天，由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银城集团支持建立的儿童游戏室“爱佑银城童

馨小屋”在南京市儿童医院病房正式开放，在医务社工的陪伴下，通过参与不同的主题活动，小朋友们都玩得

不亦乐乎，减少了住院期间的压力。

武汉儿童医院的游戏室也正在建设当中。

2018 年 9 月，爱佑 - 汉鼎宇佑 Child Life 空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启动。Child Life 项目是

北美和欧洲的大部分儿童医院的标准服务，其工作主要关注于患儿住院期间及其他治疗护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心

理社会问题。这是首个在大陆地区公立医院成立的 Child Life 空间，通过“儿童医院 + 基金会 + 企业”的共建

模式，为患儿提供优质的医疗康复环境。

患者教育

患者教育是贯穿于患者整个医疗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儿童血液病患者，有针对性的提供入院教

育、与疾病有关的知识介绍、心理指导、各种检查及用药知识的指导、饮食知识指导、患者的出院指导、家庭

护理指导、疾病随访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8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打造儿童血液健康讲堂，针

对多类儿童血液疾病开展线上直播讲座和在线答疑，2018 年共进行 6 次，累积观看次数达 5000 余次，观看

人数近 4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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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工

项目介绍

社会工作是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以为民解困和助人自助为宗旨的、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手段

的专业性、职业化的社会服务工作。医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中重要的分支服务领域，是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共

享的重要内容，是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协助病人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经济、家庭、职业、心理等问题，

配合医生进行疾病防治和伤残康复等服务的一种专业社会工作，主要服务六大领域：临床医疗、公共卫生、疾

病防控、社区服务、政策支持、理论研究。

医务社会工作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和谐社会，保障国民基本生活与改善服务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医疗社会工作还处于初期阶段，其理论基础、价值观、伦理观等都未充实，队伍也较为薄弱。所以，需要

政策制定者、医务工作者、众多学科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健全医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及各

项制度，促使医务社会工作实现专业化、制度化。

基于爱佑十余年的医疗救助业务发展，在救助过程中逐步关注到医疗服务问题，于 2017 年 8 月正式设立

“爱佑医务社工”项目。致力于推动有政策保障的行业发展，从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行业研究、理念倡导、

政策推动五大版块着手推动，联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为医务社工行业助力。希望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壮大，

开辟出一条特色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之路，开创医务社会工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项目模式

上海模式：政策主导，补充社会资源。上海是国内引入职业医务社工的先行者，医务社会工作蓬勃发展，

已形成全国最为系统的医务社会工作体系。在上海市卫健委的指导下，基于上海医务社工发展现状，充分发挥

爱佑自身优势，补充关键性“能力缺口”，来满足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

广东模式：搭建平台，打通服务全链条。基于广东省的地理位置，临近香港特别行政区，社工行业蓬勃发展。

项目组开展了深度的调研工作，根据广东省的地域特色，结合爱佑医疗项目，设计出适用于广东省的医务社工

模式，有效打通医院和社区的连接，实现医社联动。

患
儿
支
持
·
人
文
关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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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资源

童心
天使
晨星
和康
……

卫生宣讲
常规护理
医疗义诊
……

健康教育

省级医疗单位医务社工

中心枢纽图

社区社工 社区医疗单位

案主

入口／归口

爱佑定点医院

人才培养

为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创造良好的职业环境，满足不同层级医务社会工作人才职业发展需求，提升医务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的整体专业服务能力。2018 年，爱佑联合国内知名高校专家学者为医务社工人才培养撰写系统

性教材，并依托教材大纲分别在上海市、广东省开展了 7 场培训，培训学员 507 人，覆盖了 292 家机构团体，

其中医疗机构 178 家、民办非企业 65 家。

模式推广

在上海市、广东省稳步推进的基础上，2018 年 12 月与河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分

会达成合作意向，并于当月支持开办了一场面向全省医院中高层领导的医务社工普及论坛，得到了河南省卫健

委医政医管处的指导与支持。

项目开展情况

在我国医务社工萌芽较早，但发展相对缓慢。社会认知度低，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2018 年，爱佑医务社工项目积极参与和支持行业论坛会议，向更多人、更多组织传递医务社工概念及价值。

同时引进专业医务社工进驻医院，为广大住院儿童提供更多心理社会层面的专业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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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支持浦江儿科论坛 • 儿童医务社会工作分论坛召开，在上海卫计委、民政、高校等专

家学者的见证下，爱佑医务社工项目正式启动。

    2018 年 6 月，爱佑与武汉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合作，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派驻一名专业医务社工，充分利用社工服务技巧和方法，在医院小儿血液科、心外科开展服务。

    2018 年 9 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爱佑与广东佛山福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派驻一名兼职社工在

医院心外小儿病区、心儿科开展儿童医疗救助服务，利用社工工作方法，为申请救助的住院儿童家庭带来温暖

的救助申请服务体验以及人性化的关怀与支持。

    2018 年 10 月，支持第四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二届广东省医

务社会工作研讨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举办。

    2018 年 12 月，在河南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的指导支持下，爱佑联合河南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暨

志愿服务工作分会举办面向全省医院中高层领导的医务社工培训班。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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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疾病是爱佑从专业化的简单个体救助，到系统化解决儿童健康问题的进化，以期持续推动中国儿童医

疗事业数据化、系统化发展。

“对抗疾病”包括医务人员培养、数据库建设、区域医疗干预、疾病预防及科普四个方面。

其中，截至 2018 年 12 月爱佑相关的医生培训计划，包括骨科医师、配套成组、师带徒、海外进修、靖

远县医护培训等子计划，已累计资助 88 名来自 23 个省、直辖市的学员开展进修；爱佑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十

余项临床科研，并已成功将部分成果应用于临床；爱佑还建立了心血管医护人员培训体系和评估体系，帮助各

受训单位提高儿童心血管疾病治疗水平。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中国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数据库”已录

入超过 40,000 例先心病手术数据。

—对抗疾病儿童医疗项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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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给患儿身心带来极大痛苦，给家庭带来精神和经济的负担，爱佑慈善基金会不仅致力于为患儿家庭提

供经济支持，更希望联合各方资源，通过医务及康复人员培训、区域医疗整体干预、科研及数据库资助、规范

技术引进、疾病筛查等方式来提升相关医疗技术水平，并设立“爱佑医务社工”项目为医务社工行业助力，为

医院服务的发展储备人才。从技术水平及服务水平两方面推动行业发展，联合更多力量与患儿及其家庭一起对

抗疾病。

医务人员培训

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医生培训”项目着力为儿科医生提供系统化、多层次的培训支持，培养国内儿科优秀

人才和团队，提升儿科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瞄准儿科科室需求，帮

助受训医院提升医疗水平和科室管理水平。截至 2018 年 12 月，爱佑相关的医生培训项目，包括骨科医师、

配套成组、师带徒、海外进修、靖远县医护培训等子项目，已累计资助 88 名来自 23 个省、直辖市的学员开

展进修。

    西部医生培训 : 截止 2018 年底，已经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等 5 所医院达成合作意

向，并签署合作协议。

    师带徒 : 截止 2018 年底，项目资助的来自贵州、湖北、青海三省的 6 家贫困县医院的 6 名基层骨干

医生已顺利结束中期培训，2018 年 9 月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召开中期总结大会。

    配套成组 : 项目采用“配套成组、导师带教”的方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组建院内心外手术、麻醉、ICU 等来自临床一线的医生导师团队，开发个性化、精细化、实操性强、具有专业

水准的培训方案，对学员进行一对一的专门指导，第二期培训班已于 2017 年 7 月开班，课程周期 2 年。目前，

来自湖南、安徽、河北等地的 6 名医护人员正在受训。

    骨科医师海外进修 : 爱佑与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共同设立“爱佑骨科医师公益培训项目”。截

止 2018 年年底，已完成第一期 56 名学员的协议签署及其中 42 名学员的进修资助；同时，第二期 64 名学员

的进修资助已全面启动，并且已完成第二期 26 名医师的协议签署。

科研支持

为提高儿童医学临床治疗技术水平，基金会于 2014 年首次尝试资助医院开展临床科研，最初主要集中于

先心病和白血病两个方向。爱佑先后资助了 13 项儿童先心病领域临床科研课题和 6 项儿童血液病领域临床科

研课题。2017 年，爱佑升级科研合作模式，直接与医院科研处进行合作，实现全科开放。在整体科研模式下，

爱佑先后资助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儿童医院、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截至 2018 年底，已有 9 项科研课题结项，共产出已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 21 篇，参编著作 1 本，获得全

国性奖项 1 次，获得专利 3 项，制定行业诊断标准 1 项，开展国际会议 6 次，国内会议 4 次。

MEDICAL WORKFORCES TRAINING

医务人员培养
对
抗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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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数据库

2016 年，爱佑选择与国内顶尖医院建立“中国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数据库”，旨在通过所采集的先天

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数据对手术质量进行控制，完善医院内部管理机制并探索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规律，推动

先天性心脏病诊疗水平在国内的整体发展。目前该数据库已有九家录入中心，包括广东省人民医院、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

总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数据库”全年录入 14,368 例，累计录入 40,122 例。

为加强协调沟通，2018 年 4 月数据库管理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一次专家委员会会议。会议强调了数据库进一步

提升数据质量的必要性，并提出尝试发掘数据库的应用领域作为下一步主要工作方向。

儿童骨髓衰竭类疾病数据库

儿童骨髓衰竭类疾病多为罕见儿童血液病，由于缺乏大量的病例样本做研究支撑，相关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研究进展也较为缓慢，国内外也罕有突破性研究进展。因此围绕相关领域开展多中心协作研究，对于提升儿童

骨髓衰竭类疾病的诊疗水平则尤为重要。

儿童骨髓衰竭类疾病数据库项目是在儿童血液病（骨髓衰竭类疾病）多中心协作项目的合作框架下，为做

好骨髓衰竭类疾病登记及随访工作所建立的科研数据库项目。项目旨在通过登记随访，研究该组疾病的发病原

因、发病率；提高诊疗标准，制定诊疗规范；分析治疗花费，为医保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项目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为牵头单位，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共五家单位，以多中心协作

组形式，开展相关疾病数据的整理归档及随访工作。

截至 2018 年底，数据库已经收录包括 DBA、SAA、FA、CAMT 等 14 类疾病的共计 540 例病例数据。

除此以外，还收录了 29 例 SAA-1 病例的 66 次随访数据。与此同时，医疗团队在此数据基础上，已同步开

展了疾病的研究及分析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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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初，爱佑医疗整体干预项目在多地开展医疗精准扶贫试点。通过专家调研、医护培训、专家义诊、

医疗救助等多维度的创新模式，全面提升当地医疗水平，将政府、医院、企业、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进行资源整合，

开始协同工作。从点到面、从个案救助到地区受益，在爱心企业和爱佑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总结出在贫困地区

进行医疗健康帮扶，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精准扶贫模式”。

    在甘肃省，爱佑携手爱心企业、白银市侨联和靖远县卫生局，开展“甘肃省靖远县儿童医疗帮扶项目”。

截止 2018 年底，已邀请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开展“儿童先心病”和“儿童消化、

呼吸类疾病”义诊 2 次，累计服务患儿 300 余人次。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合作开展培训，资助县人民医院和县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护理人员、儿科超声人员完成培训。

    针对新疆喀什地区，项目采用多方合作形式，联合喀什地区民政局、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爱心捐赠人，对喀什地区贫困先心病患儿，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基础之

上对剩余部分进行全额救助。合作自 2018 年第四季度开始以来，累计手术救治两批共 13 名患儿，并对有医

疗费用救助需求的患儿给予了帮扶。

    在海南省，项目携手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开展先天

性心脏病救治公益行动，支持海南省儿童先心病救治体系建设，逐步实现海南省先心病患儿救治不出岛的愿景。

截至 2018 年底，累计救助 40 名先心患儿，同时爱佑支持了 2 名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前往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培训。

REGIONAL MEDICAL INTERVENTION

区域医疗干预
对
抗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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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心筛查

项目一直以来致力于构建立体的先心病救助网

络，从先心病个体救助不断延伸至先心病筛查工作

体系建设。2018 年，项目支持浙江省先天性心脏

病救治网络平台，依托定点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儿童医院，联合地方合作医院共同进行儿童先心

病的筛查和救治。

在这个平台中，由先心病治疗方面具备领先水

平的省级三甲医院负责提供筛查培训、技术支持、

平台搭建、连接社会资源等；地方合作医院利用自

身扎根基层和服务地区的特点，重点推进筛查工作，

发现患儿；爱佑的加入则对筛查出的贫困家庭提供

更及时的资助，通过各方的资源及优势互补，惠及

更多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从“早治疗”到“早发

现”，依托平台网络模式推广，协同上级医院、基

层医院及社会公益资源，创造更多筛查和救助通道，

更系统化、专业化的解决问题。

作为医疗 + 慈善深化协同创新网络构建的尝试，

截至 2018 年底，浙江省先天性心脏病救治网络平

台已有衢江区妇幼保健院、慈溪市人民医院、永康

市妇幼保健院、温岭市妇幼保健院、瑞安市妇幼保

健院、富阳区妇幼保健院、平阳县人民医院等 7 家

基层单位，全年累计筛查超过 19,000 人。

DDH 预防

2018 年爱佑经过调研及与专家的探讨，针对

先天性 /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DH）这一病种，希

望通过早期超声筛查，达到早发现、早干预，避免

后期手术以降低致残率及减轻家庭负担，最终推动

政策发展将 DDH 纳入新生儿筛查体系。在疾病相

关科普教育方面，联合医院权威专家，尝试运用新

媒体，采用录制系列短视频的方式将疾病预防等相

关知识传递给大家。

孤独症早期筛查 :

构建孤独症早筛网络体系，助力脑发育大

数据研究

在孤独症康复领域，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已成为业内共识。给予科学干预可使多数孤独症儿

童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越早期获得诊断和干预的

儿童，其改善的空间就更大。因此，目前全世界都

将孤独症早期诊断和干预作为孤独症防治的重点

工作。

“爱佑和康”项目与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合作开

展“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项目”，开发了一套基于

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孤独症早期筛查工具——小

小启明星，目前项目已经在深圳市妇幼系统开展试

点实施数据采集并不断完善系统功能，而后将通过

在国内其它省份的模式复制及推广，进而推动全国

孤独症早期筛查与诊断的专业网络系统的构建，从

而提高国内孤独症早期筛查与早期干预工作的水平。

项目已覆盖深圳妇幼系统的 54 家单位，关注

数量达到 2,166 个，量表填写量 6,283 份。

DISEASE PREVEN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疾病预防及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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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 爱佑孤独症儿童脑发育评估项目旨在通过采集脑电、眼动和量表数据，将孤独症儿童同正

常发育儿童比较，通过多种特征分析，客观评价孤独症儿童的脑发育状态；通过数据库的逐步扩大，建立客观

的评价标准，为进一步精准诊断打下基础，为后期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完成 300 余份数据报告，经过对孤独症儿童的脑电数据进行分析，提取相应指标，将

正常发育儿童与孤独症儿童做区分，分类精度达到 91.38%。项目二期将进一步扩大数据量以提高测量精确度，

探寻孤独症儿童脑发育的生物标记物，为中国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研究中孤独症脑科学研究助力。

EEG signal

Preprocessing

Power Spectrum Analysis Entropy Analysis Biocoherence Analysis Coherence Analysis

Absolute Power
Relative Power

Approximate Entropy
Sample Entropy

Permutation Entropy
Wavelet Entropy

Bicoherence
{delta_theta
delta_alpha
delta_beta

theta_alpha
theta_beta
alpha_beta}

Phase Lag Index
{delta

    theta
     alpha
      beta}

Feature selection

minimum-redundancy-maximum-
relevance

Classification

SVM-guass, SVM-poly, SVM-linear

NormalAutistic

对
抗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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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告
- 儿童福利项目矩阵

PROGRAM 

REPORT

爱佑安生

爱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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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爱佑儿童福利矩阵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

儿童四大权利出发，包括“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

目和“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全面分析受益

群体需求，不断深入项目内容，同时整合爱佑各类领域资源，共

同为困境儿童进行救助与服务。

“爱佑新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病患孤儿养护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累计帮助超过 11,000 名病患孤儿获得新生。

同时，“爱佑新生”结合多年病患孤儿养护项目经验，从 5 大指标、

13 个二级指标和 34 个三级指标进行项目核心内容沉淀，为后期

病患孤儿的养护专业模式进行技术推广。

“爱佑安生”牵头搭建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捐赠人等多

方组成的儿童福利服务和儿童权益保护平台，在云南、贵州、青

海等 6 省 12 县 190 个村开展试点工作，覆盖儿童超过 50,000 人。

利用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探索分地区、分类别困境儿童救助

保护模式，识别困境儿童及其个性化需求，并为其提供现金支持、

医疗救助、专业心理咨询服务、转介服务等多项紧急救助和福利

支持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尽早摆脱生存及发展困境。

CHILDREN WELFARE PROGRAMS

儿童福利项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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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有很多孩子一出生

就因为生病而被父母遗弃
福利院人力资源紧张，仍有重症

病患孤儿无法及时得到最佳的医疗养护

我们希望，那些曾经种种

不幸的孩子在这里重获新生

1,029张

2018年救助机构养育孤儿床位总数

11,166人

截至2018年底累计救助

机构养育孤儿

50人

2018年事实孤儿代养项目服务人数

2,773人

2018年救助机构养育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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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有很多孩子一出生

就因为生病而被父母遗弃
福利院人力资源紧张，仍有重症

病患孤儿无法及时得到最佳的医疗养护

我们希望，那些曾经种种

不幸的孩子在这里重获新生

1,029张

2018年救助机构养育孤儿床位总数

11,166人

截至2018年底累计救助

机构养育孤儿

50人

2018年事实孤儿代养项目服务人数

2,773人

2018年救助机构养育孤儿

 项目介绍 

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4）》所述，中国弱势儿童群体中，2013 年孤儿人数已达到 57.4 万， 

这些孤儿 80％以上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大多病情危重，需要及时的抢救治疗、专业的护理照料及康复训练。

近年来，国家对儿童福利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儿童部的投入逐年增加。在民政部“蓝天计划”的推动下， 

各地福利机构的基础建设日趋完善。但受制于医疗水平存在地域性的差异化、福利院管理经费与人员编制紧张 

等因素，部分地区尚有一些重症病患孤儿无法及时获得最佳的医疗救助，部分已获得医疗救助的孤儿缺乏术前、 

术后专业养护，新入院的早产、体弱孤儿缺乏更好的专业养护，脑瘫等先天性残疾儿童无法通过手术治愈，亟 

待高水平的医疗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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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设立 “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通过设立“独立式”和“嵌 

入式”的养护中心，为急需救治的病患孤儿提供特殊抚育、手术治疗和养护康复，挽救病患孤儿的生命，帮助 

他们获得新生，拥有美好未来。爱佑新生项目开展七年来，已在全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 16 家养护中心，

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有效解决了当前福利机构普遍存在的“最后一羹匙的距离”的问题，大幅提升了病患孤

儿特殊养护的水平。

2018 年，爱佑新生基于孤儿康复早教需求、社会融入需求继续开展医康教项目、类家庭项目。通过设立

早教康复课程及支持机构内开展的“类家庭”养育模式，为孤儿提供更多的康复教育及养育服务，提高其生活

质量。同时利用儿童福利院渠道优势，继续深挖特殊困境儿童代养项目，对项目执行团队进行实践训练，提高

救助精准度、完成闭环打通。

截至 2018 年底，已有 11,166 名病患孤儿得到“爱佑新生”项目的救助，其中 10,384 人完成了养护周期， 

开始了他们全新的人生，还有 782 名患儿正在积极的接受养护。同时 50 名事实孤儿得到“爱佑新生”项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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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福利机构

国内、国际收养

类家庭、寄养家庭

集中养育

医康教一体化项目

事实孤儿代养项目

类家庭及社工项目体检及
医疗隔离

病患孤儿医疗
养护项目

医疗养护
及手术 继续养护

红色字体为救助流程，白色字体为项目内容。

业务深化 / 升级

一、基于多年项目经验，沉淀病患孤儿医疗养护核心技术。

基于新生项目在福利机构集中养育的经验及资源，从 5 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 34 个三级指标进行项目

核心内容沉淀，聚焦对七年来累积的立项经验、养护养育经验、项目管理经验进行实操型描述。核心内容作为

项目新增核心实力，后续可将新生各模块内容灵活嫁接至所需合作方，同时在此版本上迭代复制，实现业务技

术推广。

二、聚焦极端困境儿童，探索福利机构集中养育模式的转型。

2018 年，项目聚焦由于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能力不足，处于高危风险状态的极端困境儿童，并通过深耕

内部管理、打通项目服务闭环、提高项目救助精准度等多方面措施，优化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特殊困境儿童的服

务模式。

在提高救助精准度方面，项目联合高校专家团队开展课题研究，打磨筛查评估标准。在内部管理方面，完

成了落实及迭代项目系统化管理，包括建立并完善招聘标准、岗位职责、工作目标、薪酬标准、考核机制、培

训及督导等项目管理制度。在项目服务方面，完成了打通服务流程，构建了闭环式服务链条。

提供服务

入户筛查

结束代养 服务评估

跟踪服务 合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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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

我国有数百万困境儿童，面临

无人抚养、贫困、残疾、被虐待、被侵害

……等困境

我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需要

进一步健全

我们希望，每一个

童年都能被爱守护

178
培养178位村级儿童福利主任

178
运营178所爱佑儿童之家

7,800
督导员走访7,800余次

180,000
活动参与人次累计超过180,000

3,500
个性化救助超过3,500人次

7,000
组织活动超过7,0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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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

我国有数百万困境儿童，面临

无人抚养、贫困、残疾、被虐待、被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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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人次累计超过180,0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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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组织活动超过7,000场

项目简介

民政部第二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8 月，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697 万人 ，

孤儿 34.3 万人，其中社会散居孤儿 27.5 万人 。与此同时，根据民政部的抽样统计数据，全国至少有 61 万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加上其他类型的困境儿童，预计全国困境儿童数量达数百万。我国有近 3 亿未成年人，困境

儿童是其中最弱势、最困难的群体。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16 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我国保障困境儿童权益的政策法规体

系逐步完善，困境儿童的生存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还有一部分困境儿童因家庭经济贫困、自身残疾、

缺乏有效监护等原因，面临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

2016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设立“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项目本着儿童利益优先原则，

旨在解决困境儿童救助兜底保障问题，探索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路径。

2018 年，爱佑安生项目持续为全国项目点辐射的 5 万余名儿童提供福利递送服务，178 名儿童福利主任

通过 7,800 余次家访及时发现困境儿童的需求并帮助他们解决温饱、就医、上学、心理等问题，累计为困境儿

童提供个性化救助超过 3,500 人次，其中包括：为面临基本生存问题的儿童提供 3,498 次营养包、充饥包、冬衣、

棉被等生存救助服务；为项目点重病患儿提供 25 人次医疗确诊救助服务；为 11 位遭受性侵的儿童提供专业

心理咨询服务；为 41 名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儿童提供助学和学习用品帮助等服务。项目在 190 个村开放儿童之

家 28,000 余次，组织活动超过 7,000 场，参与人次超过 18 万。为儿童之家添置益智、体育类玩具器材 9,876

件，补充图书 34,888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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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模式

以儿童福利主任为核心搭建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

爱佑安生项目在困境儿童集中的村 / 社区 / 校选拔一名全职儿童福利主任，通过一系列关于儿童福利政策、

儿童权利、社会工作方法、基础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及专家团队不定期督导活动使其成为熟悉儿童福利政策、拥

有一定专业能力的基层儿童福利工作人员。项目以儿童福利主任为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核心，在项目地入户

排查困境儿童规模和评估其需求；组织搭建儿童福利网络，为有需求者申请各类社会保障，切实回应困境儿童

的政策需求，如协助办理户口、申请低保、申请大病救助等；及时为项目地困境儿童提供帮助，帮助困境儿童

满足吃饱穿暖、改善卫生习惯等生存性需求。

依托爱佑儿童之家建设儿童服务基地

爱佑安生项目在每个项目村 / 学校建设或改造一所爱佑儿童之家，并按儿童生长发展需求配备学习、娱乐

等设施。儿童之家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儿童安全活动场地，儿童福利主任利用儿童之家组织儿童活动，提供儿

童福利服务，提高儿童安全意识，减少意外伤害事件。依托爱佑儿童之家，基层儿童福利服务可以辐射全村域

/ 学校儿童，提升儿童的情感、认知、社会交往等能力。

针对困境儿童提供紧急救助和福利支持服务

爱佑安生项目通过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识别困境儿童及其个性化需求，并为其提供现金支持、医疗救助、

专业心理咨询服务、转介服务等多项紧急救助和福利支持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尽早摆脱生存及发展

困境。

探索分地区、分类别困境儿童救助保护模式

爱佑安生项目基于专业调研数据，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需求的困境儿童提供福利支持方案，探索分地区、

分类别困境儿童救助保护模式和机制，及时有效解决困境儿童生存、发展、安全问题，进而推动我国儿童权益

的发展。

儿童信息 家访信息

查看审核 查看审核

查看审核汇总

困境儿童

处理

处理

处理

儿童之家和组织活动村
福
利
督
导
员

县
级
官
员

执
行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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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主任的培训与督导

2018 年，爱佑安生项目继续助力儿童福利主任成长，为全国 178 位儿童福利主任提供集中培训和实地督

导共计 401 小时。通过培训，儿童福利主任获得了包括儿童相关权利、儿童实务工作、主题教育课程、项目管

理等四大模块的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权利与保护的理念，掌握了与儿童沟通的技巧，能够更加准确地挖掘

儿童深层需求。通过赋能培训多数福利主任已经成为优秀的基层儿童福利工作者。

项目管理

经过 2018 年的探索与实践，爱佑安生项目组联合爱佑赋能社共同研发了项目的培训体系，内容涵盖了儿

童相关基础知识——儿童权利与儿童保护，儿童实务工作——方法与实践，主题教育课程——“爱自己、爱他人、

爱家乡”主题活动，项目管理——儿童福利主任的工作标准。

爱佑安生项目通过提炼个性化救助流程和规范项目标准，开发了《儿童福利主任绩效管理 2.0》，《困境

儿童医疗救助转介手册 2.0》，四川、青海及贵州省《儿童福利政策汇编》等项目管理资料，以协助儿童福利

主任顺利开展工作，使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更高效地服务于更多困境儿童。

专题探索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受保护权和发展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2018 年，爱佑安生项目聚焦儿

童保护、0-3 岁早期发展与养育，对这两大模块进行探索。

儿童保护

针对儿童受侵害事件，爱佑安生项目组联合当地检察院、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通过 EMDR 技术为 11

名受害儿童和家长提供了共计 36 小时的心理干预，并联合业内伙伴共同探索针对公安、检察院等在一线接触

受害儿童的人士进行非专业人士应急心理干预的培训，希望受训人能对未成年受害者心理干预伦理、法律法规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能掌握基本的心理干预理念和技巧，能为被性侵儿童、青少年进行紧急的或者事后的心理

辅导和咨询，从而帮助受害者稳定情绪、复原和成长。

0-3 岁儿童早期发展

2018 年爱佑安生项目资助法泽神奇亲子园流动儿童早期发展公益项目，旨在通过在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

建立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提供系统科学高质的幼儿早期发展教育，帮助 2-3 岁的流动儿童在运动、认知、语言、

社会、艺术等五个领域得到全面发展，并开展家长（微）课堂帮助家长在育儿知识、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方面

得到提升，给流动儿童和家庭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同时培养学员妈妈成为儿童早期发展教育方面的专业教师，

为她们的就业创业提供平台。

2018 年爱佑安生项目支持了该项目 28 个项目点的创建与运营，培养了 23 名早教项目官员和 60 名早

教老师，共组织 5 场亲子早教师资培训，在 45 个家长微课堂群同步开展 35 次微课，并组织中山大学金宇

教授团队抽取 9 个项目点为儿童成长发育测评。项目累计直接受益人数达到 12779 人，累计服务人次达到

41436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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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告
- 公益创投项目矩阵

PROGRAM 

REPORT

3900培训覆盖了超过 3,900

余人次

109 个子领域

赋能社

爱佑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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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 8个公益大类

爱佑公益创投项目矩阵依托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引进国际

先进的理念与模式，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资源拓展、战略指导、管

理（HR、财务、IT）辅导、品牌活动等多方面定制化支持。

项目矩阵包括“爱佑益 +”——多维度公益资助项目和“赋能

社”——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赋能平台项目。“爱佑益 +”为受助机

构提供定制化的多维度支持，帮助受助机构冲破瓶颈，迅速发展和成

长，从而推动其所在的公益领域发展；“赋能社”以搭建最专业的公

益人蜕变平台为目标，通过专业的视角和方法论，用优质、稀缺的培

训资源去匹配来自不同领域伙伴们的人才发展需求，助力公益人才从

优秀到卓越。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爱佑公益创投项目矩阵累计资

助机构达 119 家，覆盖 8 个公益大类 109 个子领域，培训覆盖了超

过 380 家机构的 3900 余人次全方位赋能中国公益生态。

VENTURE PHILANTHROPY

公益创投项目矩阵

119 家已资助机构达119家

380 家培训覆盖了超过 380 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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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益+-多维度公益资助项目

国内许多优秀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缺乏人力

资源、财务、IT、法律等专业管理人才

的短板，这些瓶颈严重制约了他们的

可持续发展
国内针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大多集中在

主营业务上，而非机构自身发展

我们希望，多维度、全周期助推

伙伴机构持续成长、协同行业共同发展

105.6%
12家机构3年资助期内实现年收入平均增长率

109
109个子领域

119
累积资助机构119家

12家

资助期满3年的机构

8
8个公益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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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益+-多维度公益资助项目

国内许多优秀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缺乏人力

资源、财务、IT、法律等专业管理人才

的短板，这些瓶颈严重制约了他们的

可持续发展
国内针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大多集中在

主营业务上，而非机构自身发展

我们希望，多维度、全周期助推

伙伴机构持续成长、协同行业共同发展

105.6%
12家机构3年资助期内实现年收入平均增长率

109
109个子领域

119
累积资助机构119家

12家

资助期满3年的机构

8
8个公益大类

项目简介

“爱佑益 +”项目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于 2013 年 6 月发起，依托爱佑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资源，通过为社

会组织提供定制化资金、资源拓展、战略指导、管理（人力资源、财务、IT）辅导、品牌活动等多方面支持，

帮助其建立更有效的组织，产生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爱佑益 +”项目累积资助机

构达 119 家，覆盖 8 个公益大类 109 个子领域。

“爱佑益 +” 覆盖机构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型资助项目

 “爱佑益 +”机构资助产品

VC计划

益+伙伴

益+创客

机构资助产品

个人资助产品

创新公益
领袖支持计划

行业资助产品

协同支持计划

一对一
战略咨询

赋能社
训练营

公募筹款

品牌传播 慈善管家

国际交流

行业展会

跨界实验场

影响力投资

基础业务

投前评估体系
（101项指标）

投中管理工具
管理咨询工具／流动资金资助／

灵析数据提升

投后分析建议
141项填报指标+分析建议

益+创客

54家
共30万元，连续3年
的非定向资助

未来之星
创新与成长

益+伙伴

65家
共100万元，连续3年
的非定向资助

领先实践
行业标杆

公益VC计划

环保、教育
1000万元，连续3年
的非定向资助

社会议题规模化解决
平台组织引领与带动

01 02 03 

机构资助项目的申请网站： http://yiping.ay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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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益 +”个人资助产品

创新公益领袖支持计划

2017 年，爱佑首次发起“爱佑创新公益领袖支持计划”，是聚焦公益创新实践的个人支持计划。该计划

旨在激励利用创新的方式、产品、工具等，已经或有潜力大规模解决关键社会问题的公益实践者。资助金额为

100 万元，面向全行业采用评审委员会推荐制，从社会问题定位、解决方案创新性、有效性、规模化、可持续

等 5 个维度进行评估。

朝阳行动乡村服务创新中心（黑土麦田）联合发起人兼首席执行官秦玥飞，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带动贫

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秉承为乡村造血的理念，在不断服务实践中形成一套科学、实用、可持续、可推广的公益

方法论，当选为“2018 爱佑创新公益领袖”。

“爱佑益 +”工具类产品

机构发展报告及数据分析系统

实现受助机构资助过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在线化；通过定期收集机构发展报告，沉淀机构运营及项目产出等

数据，可视化对比分析，为机构提供更科学的发展建议和持续跟踪。

财务指标

年度计划收支、年度实际收支

收入（按照资金来源、按照资金用途）

支出（按照用途，例如项目成本、管理费用、品牌筹资、其他）

重大变化

机构战略变化、管理层变动、理事会改选、关联交易声明

项目指标

项目点描述、人员配置、项目收支、

项目产出、评估结果

运营指标

组织发展、品牌传播、活动与渠道筹款、

信息化建设、对外披露报告、行业协同

资金使用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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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内部控制管理评估体系

通过访谈、查验、核对、抽凭以及登录税务及社保等相关网站核实等多种方式相结合，从 6 大评估维度、

22 个子维度、上百个扣分点及加分项，针对财务人员专业性、资金管理规范性、会计核算规范性以及财务管

理有效性等方面，通过数 10 项待提升、一般风险与重大风险的判定，综合评定被资助机构内控制度的建设与

执行情况，指出相关风险并配套提供改进建议。

公益机构评估体系

与安永共同合作开发投前、投后整套评估模型，包括 101 个评分点，以此对项目进行项目筛选、项目跟踪、

资助效果评估，并根据模型的持续积累不断优化资助选择和资助方案制定。

评估指标

内部岗位设置及信息化管理 制度及信息公开 收入及预算 采购及项目执行 薪酬福利 税务

财
务
及
内
控
岗
位
配
置

机
构
信
息
化
程
度

U

盾
及
印
章
管
理

档
案
整
理
规
范
性

财
务
制
度
及
执
行
情
况

物
资
的
来
源
去
向
清
晰
合
规

预
算
及
追
踪
跟
进

员
工
合
同
签
署
及
工
资
支
付

遵
循
准
则
设
置
会
计
科
目

借
款
报
销
差
旅
制
度
执
行
情
况

借
款
流
程
合
法
合
规

收
入
合
法
合
规

个
人
所
得
税
缴
纳

财
务
人
员
专
业
性

其
他
制
度
及
执
行
情
况

采
购
流
程
合
法
合
规

入
账
及
票
据
处
理

社
保
缴
纳

增
值
税
及
所
得
税
及
其
他
税
费

岗
位
设
置
遵
循
回
避
原
则

审
计
报
告
及
信
息
公
开

资
金
使
用
与
项
目
预
算
偏
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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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长表现

公益 VC 支持计划 -4 家机构均超额完成资助期内绩效目标

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 - 致力于打造农村留守寄宿儿童支持平台

截至 2018 年底服务学校 6544 所，年度指标完成率 118.7%，覆盖全国农村寄宿制学校的 5.94%，农村

寄宿留守儿童 180 万人。

北京市朝阳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努力推动污染防治协作网络的构建

“绿色企业在地推动伙伴计划”的 12 家环保组织对超过 891 家有污染的企业发出沟通函，与 150 家企

业进行了沟通，推动了其中近 54 家企业对环境违法记录做出解释说明或者公开了整改方案。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 在公众应用、企业应用、政务应用和媒体应用上表现不凡

上线环境数据约 4.2 亿条，高德环境地图上线，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上线，山东省公众医疗卫生服务平

台上线，澎湃、界面、财新就尾矿库开展专题合作。

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 填补面源污染数据空白，培育行业环境

搭建国内第一个面源污染数据库，已收录 533 万条数据，带动 10 余家在地机构进入此议题开展工作。

爱佑“益 + 伙伴”机构

1） 完成重大战略聚焦及转型，成为行业领军者：2018 年底，“益 + 伙伴”共计 12 家机构顺利完成三

年期资助。他们在爱佑的陪伴下已经成长为行业中独树一帜的优秀机构，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生长的可持

续发展路径。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2016 年 -2018 年，将社区健康业务进行品牌化、产品化、标准化，实现了全

国新途联盟的战略布局；筹款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收入从 2015 年的 1032 万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3500 万元，

增长率达 239%。

2）规模化成长显著：体现在自身业务增长（本机构收支、受益方数量、地域拓展、孵化分支机构等），

技术输出（对外培训、督导、出版物），或者是传播、倡导和联合行动（论坛、政策倡导、公众影响力）等方面。

这也反映出机构拥有较强的运营支持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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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者行动让阅读就在教室里发生

活力社区亲子阅读收获成长与幸福

3）搭建行业支持型平台：“益 + 伙伴”机构均在各自细分领域深耕多年，对受助群体的密切接触使机构

深刻地掌握他们的实际需求，由此可以追根溯源制定出有效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同时，机构适时地从执行型组

织向支持型平台转型，受益群体规模拓展至更广的范围。

北京幸福活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流动儿童服务和亲子早教领域深耕 10 年，2017 年建立起完善的合作

推广流程，2018 年合作推广工作进入平稳开展阶段。机构以培训和督导的方式对合作机构进行支持，目前合

作机构近 30 家，分布在华南、华东和华北地区。

广东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持续聚焦于为乡村孩子提供高品质阅读，品牌项目“班班有个图书角”从分散

式建设转变为以县域模式为主，极大地提高了建设效率。2016 年底覆盖 1,744 所学校的 14,739 个图书角，2 年内增

加至 3,615 所学校的 28,692 个图书角，增长率达 109%；近 2 年的图书角建设量接近过去 8 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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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母亲百日小组带领人培训 丽江健康村寨银行项目抽签现场

2）对受益个体或项目区域产生深度影响力：很多“益 + 创客”机构在社会问题的关注或解决上具有独特性，

或是关注小众弱势人群，或是探索与所在地民俗文化密不可分的解决方法，或是有效利用新兴渠道推动公众参

与。机构具备富有活力的思维和高度的专注力，在创始初期就开始注重有深度的个体改变，因为个体的变化才

能带来社群和社会的变革。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经过 2 年的积累，在 2018 年迅猛发展，目前已经形成“自媒体理念倡

导→社群理念培养 + 自助学习→内容产出→线下单次轻量活动→线下百日小组深度支持”的整体服务方案，服

务产品的效果在 3,000 多位社群用户、15,000 多位自媒体用户中得到验证。 

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扎根云南省丽江市老君山周边三江并流区域，进行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

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在“内生式发展”项目理念指导下，机构共组建 127 个村民小组，建立 47 个社区自然保护地，

开展 38 个村寨银行项目和 23 个生态产业项目支持村民经济生产。

爱佑“益 + 创客”机构

1）综合实力提升迅速：在资助期内，部分机构从初创阶段开始迈向高速成长阶段。这类机构本身具有独

特的成长基因，勇于突破自身在初创期内较单一的优势，注重专业化、有效性、品牌传播和公众效应，有效利

用资源和人才，使创新和脚踏实地完美结合，领导力与机构能力在持续探索和实践中得到不断丰满。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集结和支持优秀青年到乡村任教，凝聚关心教育的各方力量，培养促进教育

公平的领导者。入选“益 + 创客”项目两年来，机构更新战略、升级业务模式、建立组织能力、信息化配套也

完成了部署，发展稳健而且全面。

为中国而教支教老师带领孩子们上针织手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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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益 +”资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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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赋能社-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赋能平台

公益与商业、学术与实践之间的

边界壁垒需要打通

行业发展需要不断引入多元化资源、

专业视角和更宽的视野

我们希望，构建起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

赋能平台，助力人才从优秀到卓越

公益行业赋能

垂直领域赋能

公众赋能

赋能社

380+ 机构

3,9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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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社-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赋能平台

公益与商业、学术与实践之间的

边界壁垒需要打通

行业发展需要不断引入多元化资源、

专业视角和更宽的视野

我们希望，构建起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

赋能平台，助力人才从优秀到卓越

公益行业赋能

垂直领域赋能

公众赋能

赋能社

380+ 机构

3,900+人次

价
值
深
度

价值广度
伙伴 增量 拓展

CEO训练营

中层训练营

创业营

筹款营
机构定制赋能

捐赠人教育

跨界营

村福利主任
赋能系列课程

项目简介

爱佑赋能社成立于转型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不断更新迭代自身业务，以专业的视角和方法论，用优

质稀缺的培训资源，去匹配来自不同领域的伙伴人才发展需求，促进公益组织的跨越式发展。

2018 年的赋能社不仅关注为初创期的公益机构提供更加前沿的创业认知和产品思维，还不断激活跨界伙

伴与公益的联动效应，连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生态建设。除此之外，赋能社开始研发针对财富人群以及公

众的慈善教育产品，不断深化赋能的内涵、拓宽赋能的外延。

赋能社希望通过公益赋能、跨界连接和慈善教育，打破公益与商业、学术与实践的边界，促进公益人成长

和交流，并不断向公益领域引入多元化资源，构建中国公益行业的教育赋能平台。

伙伴
培训

行业
教育

定制
赋能

赋能
平台

CEO训练营

CEO海外营

中层管理者训练营

员工线上培训

筹款新思维训练营

品牌训练营

爱佑公益创业营

机构定制化赋能

跨界营

伙伴社群

慈善教育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3阶段 第4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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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项目 时间 受益人数

公益机构 CEO“战略营销”训练营 2018.4 55

创业营第二期 2018.5 40

创业营第三期 2018.8 40

中层管理者训练营 2018. 5-9 44

机构定制赋能 - 智渔项目 2018.1-10 10

筹款新思维训练营三期 2018.7-2019.3 53

捐赠人慈善教育斯坦福课程 2018.4 16

跨界营 1 期 2018.4 10

跨界营 2 期 2018.7 10

村福利主任赋能系列课程 2018.6-10 210

截至 2018 年底，赋能社的培训覆盖了超过 380 家机构的 3,900 余人次，全方位赋能中国公益生态。赋能

社全年的赋能项目如下：

2018 年重点项目介绍

1. 持续深度赋能机构 CEO 

CEO 训练营旨在帮助发展期、成熟期的公益机构负责人突破思维窄门、拓宽视角、自我迭代，从领导人

能力的改变推动组织的变革，进而推动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截止 2018 年底，赋能社已经举办 7 期 CEO 训

练营，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从“再创业者”的视角，通过不同维度去帮助公益机构负责人理清机构发展脉络，

不断推动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以往，赋能社 CEO 训练营重点关注公益机构的运营、负责人决策力与内部治理。2018 年爱佑赋能社鼓

励伙伴机构结合外部市场大环境，优化自身产品、业务外冲，不断持续造血。2018 年邀请到 3 位跨界导师围

绕“战略营销”主题探讨公益组织的发展问题。为期 3 天的课程，从趋势洞察、到内容分析与方法研究，跨界

导师深入浅出的为学员剖析公益组织营销方法，系统性地打通营销脉络。

训练营期间，学员就公益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公益项目快速扩大化、公益机构人才招募、公益组织筹款

四大主题展开分享讨论，伙伴机构从自身经验出发分享组织发展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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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佑公益创业营

爱佑公益创业营向种子期、初创期的公益创业机构提供前沿的创业认知和多维资助，促进中国公益领域涌

现更多优秀的创业者，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

2018 年爱佑公益创业营共举办 2 期，爱佑赋能社联合多位跨界导师、专业顾问及优秀公益创业者，带来

关于战略趋势、营销推广、商业模式的碰撞与交流，每期三天沉浸式案例教学和群组讨论，借鉴商业头脑和思维，

结合极具启发的创业案例，有效帮助公益创业者们打磨创业模式，理清机构价值，推动公益创新及社会价值创造。

截止 2018 年底，赋能社累计举办 3 期创业营，学员以 85 后、拥有海外留学及国内优秀学历背景的年轻

创业者为主力。120 位公益创业者来自公益创业不同领域：教育、环境保护、青年发展、社会工作、艺术文化、

人类服务、行业支持、公益传播等。学员平均年龄 31 岁，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50% 以上，国际学习工作背景

占 25% 以上。

3. 公益组织筹款新思维训练营

赋能社自创始以来一直视筹款业务为公益组织命脉与核心业务，因此持续多维度对公益机构进行筹款业务

的赋能，包括带伙伴参与 IFC 国际筹款大会、举办筹款沙龙、筹款课程等。2018 年 7 月，第三期爱佑赋能社

公益组织筹款新思维训练营再次邀请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可持续性发展慈善中心主任 Adrian Sargeant 教授和

慈善心理学家、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可持续性慈善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尚悦教授，依据欧美多年累积的筹款教

学经验，辅以更多中国本土落地案例，实现筹款思维的全新升级。本课程周期为十个月，包含四天线下培训、

四次实操训练作业练习与六次线上辅导反馈，跟踪帮助学员系统搭建筹款体系。

赋能社将循序渐进开发与推出不同层级的筹款课程，将筹款理论与实操相结合，帮助机构有系统有方法的

持续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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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名

12个月48节课
研发投入10小时／课／人

10,000名

100个村庄

儿童之家

困境
儿童

项目
地区

督导员

主题
课堂

主
题
月

4. 村福利主任深度赋能

除了赋能外部机构，赋能社还持续保持爱佑生态内部打通。针对“爱佑安生”项目，围绕“儿童之家主题月”

的设计，通过深度调研，赋能社自主研发出针对各地村福利主任的培训项目。

村福利主任是链接公益资源与困境儿童的枢纽，在儿童社会工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爱佑安生”

项目对提高村福利主任运营儿童之家的能力的需求，赋能社开发出“儿童之家主题月”课程。课程为期一年，

共三次，每次三天。内容主要包括教师角色认知、教学沟通技巧、课程活动设计、主题月内容教学、儿童之家

实践教学等培训内容。从爱自己、爱他人、爱家乡三个维度拆解出自我认知、卫生习惯、团结友爱等六大模块

共 12 个月主题，对五省七县 210 位村福利主任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培训和实践督导，间接辐射超过 10,000 名

困境儿童。

赋能社自主研发的这套课程包含定制化合作课程与标准化普及课程，将在更大范围规模化赋能村福利主任，

为更多困境儿童谋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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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慈善教育

赋能社不断探索与拓展赋能的内涵和外延， 开始研发针对财富人群以及公众的慈善教育产品。2018 年，

依托爱佑慈善基金会全球合作伙伴，整合国内外高端学术、教育资源，围绕“家族传承”、“慈善传承”、“慈

善设计”等主题，赋能社在财富人群慈善教育领域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索。2018 年 4 月，赋能社与斯坦福大学

慈善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PACS）合作， 组织 16 位爱佑捐赠人在斯坦福大学开展“家族有效慈善设计与

IMPACT 2030”工作坊。帮助家族设计有效的慈善路径，通过个人参与的慈善活动，分析自身、家族以及企

业的慈善方向，学习并且试用斯坦福大学 d. school 的方法，用来设计社会影响力解决方案，并且在设计中将

受益人考虑入内，课程还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帮助财富家族从宏观到微观，规划家族与企业慈善的目标。

赋能社将通过一系列公益慈善理念植入到不同产品形式（课程、体验、交流、共创、参访等）， 对财富人

群以及公众进行可持续的慈善理念教育，包括综合的财富家族传承、可持续慈善以及创新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

6. 资源嫁接与跨界共生

赋能社跨行业搭建了资源嫁接与对话的桥梁。2018 年，爱佑赋能社“跨界营”历经多方的沟通、研讨和设计，

基于对爱佑伙伴机构业务模式及内容需求的了解，以“连接跨界资源”为核心，为爱佑伙伴设计了一系列垂直

领域的跨界交流与参访，旨在多元赋能爱佑伙伴机构。通过爱佑赋能社跨界营，公益伙伴能够借鉴到优质、专

业的跨界经验，同时，也让跨界伙伴了解公益项目，真正了解公益伙伴的诉求，更好地参与到公益中来。

未来，赋能社将利用和开发现有公益、商业与学术等资源，为更多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互通提供更多可能性，

全面促进跨界生态繁荣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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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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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

2018 年 8 月 7 日，民政部网站发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爱佑慈善基金会

信息公开行为，保护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爱佑在制度方面做了进一步工作。

    修订并发布《爱佑慈善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对公开透明提出更高要求

    修订《员工差旅管理规范》

系统化披露模式

2018 年爱佑持续开展公信力、专业化的形象建设工作，将信息公开、透明度建设进行到底，开展系统化、

专业化披露模式：

慈善中国网等民政部指定平台按时如实披露；

日常披露包括周报、月报、季报、年报，将救助情况、项目进展、财务情况、新闻动态等分级、系统化、

全方位披露；

爱佑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平台联动，动态公布善款捐赠及使用信息、项目进展；

爱佑慈善基金会在 2018 年度中基透明指数 FTI 上获得满分，并且保持连续第六年满分。

区块链救助公示平台

自成立以来，爱佑始终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面对区块链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爱佑希望能借助前沿技术，

方便公众更加直观地监督，从而推动公益项目的公开和透明更上一层楼。

为此，爱佑携手万向区块链旗下专注开发者服务的国内首个中立的区块链开放创新平台——万云，通过翔

实的前期调研和案例研究，对当前公益行业状况进行了从内到外的分析，并梳理了爱佑现有项目应用区块链技

术的主要诉求和业务痛点。最终选择在充分保证捐赠人和受助人隐私的情况下，从最受捐赠人及公众关注的善

款流向问题入手，布局爱佑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发展。

在爱佑区块链救助公示平台中，通过区块链实时图和区块链救助信息的形式，实现了“爱佑童心”、“爱佑天 

使”和“爱佑晨星”三大项目救助患儿信息的公开（隐私信息已处理）。这些数据一经上传即无法修改，体现

了爱佑追求透明化的决心，让捐赠人及公众可以看到每一个被救助的患儿信息，监督善款使用的同时，让捐赠

人及公众更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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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专户系统 —— 捐赠有轨迹 爱心可查询

2018 年爱佑开发了资金智能分配规则引擎以及捐赠人专户平台，让每一分捐赠从来源到用途都可以随时查询，

让公益路径更加公开透明。

    建立专户：不论捐赠金额大小，每个捐赠人都会有专门账户，记录每一笔捐赠轨迹

    月度台账：每个月每个捐赠人都会收到一份资金台账，爱心善款支出情况通过可视化和明细清晰呈现

    日清校验：日清对账平台对匹配的数据进行校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随时查看：捐赠人可以随时登录平台进行在线查看自己的善款动向

    个性化捐赠：更加灵活的满足捐赠人的捐赠意愿

2018 薪酬前五公开

根据《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按年度公开在本组织领取报酬从高到低排序前五位人

员的报酬金额，爱佑慈善基金会 2018 年人员工资信息（单位：RMB 元）如下：

排序 2018 年年薪

1 409,501.79

2 364,314.49

3 289,196.44

4 289,046.84

5 288,202.60

合规治理

合法合规是爱佑慈善基金会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首要原则。爱佑一贯重视合规工作的开展。为了进一步确

保爱佑各项工作合规开展，提升内部风险防控能力，2018 年爱佑成立合规部，构建爱佑合规管理体系，完善

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法务审批：2018 年，合规部工作围绕着法律文件的合规性审核、业务活动的合规性监控、新法新规梳理、

制度建设工作等方面有效开展，积极推进，全年处理法律事务 270 余份。

合规体系建设：建立了合规审批流程，对外签署的全部法律文件均需经过合规部审核，重大活动在开展前

也需经过合规部的风险评估，在工作流程中加大内部合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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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 学历分布

90后        80后        85后        其他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28%

24%

41%

7%

47%
47%

4%

2%

法律法规贯彻：对现行有效的慈善领域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同时积极学习新法新规，并确保每位员工

均能获知相关内容。在确保严格依法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着手修订和完善爱佑的规章制度。通过“规范文件

模版、专项事务咨询、典型案例剖析、法律法规解读、制度建设建议”等形式，结合实际工作逐步培养全员的

合规意识，为下一步构建爱佑合规管理体系，完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奠定了基础。

人才结构

2018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有专职员工 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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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报告

FUND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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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募款概述

2018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年度募款额约 3.91 亿元。

一方面，爱佑正式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互联网平台筹款顺利开展，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化方式，进一步拓

展筹款渠道，筹款结构由非公募转向公募和非公募结合。

另一方面，爱佑加强捐赠人服务和信息化建设工作，为捐赠人进行定制化服务，并上线捐赠人专户系统，

让每一分捐赠从来源到用途都可以随时查询，让公益路径更加公开透明。真正做到，捐赠有轨迹，爱心可查询，

让每一分捐赠都不留遗憾。

2018 年捐赠收入统计

2018 年：391,715,719.75 元

年度捐赠收入构成（元）

个       人       40,897,154.36 

公益机构       212,258,274.04

企       业       138,560,291.35

总       计       391,715,719.75公益机构

212,258,274.04

企业

138,560,291.35

个人

40,897,154.36

年度捐赠

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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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通 过 阿 里 巴 巴 公 益 宝 贝 和 公 益 网 店、 蚂 蚁 金 服 公 益、 腾 讯 公 益 四 大 筹 款 渠 道 筹 集 善 款

25,078,910.41 元，其中公益宝贝爱心网商 10,071,515.60 元，淘宝网店爱心网友 1,022,766.00 元、蚂蚁

金服爱心网友 7,890,497.74 元、腾讯公益爱心网友 6,094,131.07 元。

善款跟踪与反馈

 2018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接收 178,830,502 笔公益宝贝爱心网商捐赠的善款 10,071,515.60 元，

累计支出善款 533,834.27 元，帮助 41 人次孤贫患儿。

INTERNET-FUNDRAISING REPORT

互联网筹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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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共有 326,551 人次爱心网友通

过爱佑慈善基金会淘宝网店捐赠善款 1,022,766.00

元，累计已经支出善款 39,999.21 元。

 2018 年，共有 6,800,950 人次蚂蚁金服

爱心用户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7,890,497.74

元， 累 计 已 经 支 出 善 款 3,248,277.48 元， 帮 助

205 人次孤贫患儿。

 2018 年，共有 420,131 人次爱心网友通过

腾讯公益平台捐赠善款 6,094,131.07 元，累计已经

支出善款 950,840.50 元，帮助 86 人次孤贫病患儿童。

反馈推送

经过多年的维护与运营，爱佑童心、爱佑天使

与爱佑新生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积累相当数量的历

史捐赠人，同时这三个项目也是腾讯月捐项目。基于

腾讯公益平台的社交属性，我们制定了向历史捐赠人

定时推送优质项目进展的动员计划，并在 2018 年 8

月起开始实行。通过每月推送的受益患儿故事向我们

的捐赠用户传达项目价值，并激励历史捐赠人复捐。 

2018 年 6 月以来，爱佑慈善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

共向腾讯爱心网友发布月捐反馈报告 16 篇，项目深

度进展 34 篇，其中推送 18 篇，单次进展最高共收

获 4163 位爱心网友点赞。初步估计由进展激励历史

捐赠人复捐带来的筹款额约 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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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公益宝贝联合筹款

“公益宝贝”是阿里巴巴为公益组织和公益项

目提供网络公众筹款支持的平台型互联网公益计划，

消费者在淘宝上购买带有“公益宝贝”标志的商品，

在商品成交后，平台会按照卖家设置的比例或金额

代扣一定数目的善款给公益组织或公益项目。2018

年淘宝“双十一”期间，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爱佑童

心、爱佑新生项目通过公益宝贝渠道共获得超过

17,796.87 万笔捐赠，筹得善款 916 余万元。

世界上最贵的礼物

2018 年 12 月，在淘宝搜索“世界上最贵的东

西”成为网络热搜。网友通过搜索“世界上最贵的

东西”，可以看到淘宝平台上的“公益捐赠”宝贝。

爱佑慈善基金会的五个项目在热搜期间获得了大量

爱心捐赠，超过 26 万名爱心买家在爱佑慈善基金

会公益网店捐出 70 余万元善款。

平台活动

95 公益周

2018 年 9 月 1 日 -9 日，第二届阿里“95 公益周”

完美落幕。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医疗与儿童福利五

大项目联合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公益参与了本

次 95 公益周，成功募集善款 1,629,430.73 元，共

获得 2,026,725 笔爱心捐赠。

99 公益日

2018 年 99 公益日，爱佑慈善基金共有五个项

目参加，分别是爱佑童心、爱佑天使、爱佑新生、爱

佑晨星、爱佑安生项目。99 公益日期间，爱佑慈善

基金会联合贝壳找房、58 集团、银城集团、365 日历、

汉鼎宇佑、多特瑞等爱心企业、知名演员昆凌、泰国

明星Mike Angelo为爱佑5个项目发起爱心加倍卡，

号召一起助力 99 公益日。活动期间，共发起 17 种

爱心加倍卡，卡面还包含项目介绍等个性化内容。

2018 年 99 公益日期间，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

爱心企业配捐 4,182,845.19 元，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 3 天时间内，共动员 75,792 人次腾讯公益爱

心网友为爱佑的项目捐款 1,523,652.00 元，获得

腾讯公益配捐 416,189.69 元。



077

2018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推出了捐赠人专户系统。捐赠人专户系统将按照捐赠人的捐赠意愿配置规则实

现对基金会每笔费用的智能匹配，使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善款跟踪与反馈

2018 年，爱佑进一步提升捐赠人服务水平，结合项目执行情况定期为捐赠人提供台账，汇报善款使用情

况及项目进展，并且通过与捐赠人分享救助故事，增加捐赠人对项目和受助对象的了解。爱佑计划在 2019 年

对台账进行全新升级，将传统的 PC 端台账升级为 PC 端、手机端均可查看的形式，优化台账展现形式及内容，

便于捐赠人更好地查看善款使用情况，分享公益历程。

志愿服务

爱佑结合捐赠企业及项目本身对志愿者的需求，分别携手爱佑（香港）慈善基金会、58 集团、湖北卓尔公

益基金会、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链家集团、禹洲地产等捐赠方，组织了受助患儿家庭回访、医院探访

等活动，让志愿者深入受助患儿身边，了解项目实际情况；联合银城集团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建立爱佑银城童馨

小屋，联合汉鼎宇佑集团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建立爱佑汉鼎宇佑 Child Life 空间，为患儿创造更好

的康复成长环境，同时让更多企业志愿者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活动回顾

DONOR RELATIONSHIP

捐赠人服务报告

 北京加拿大国际学校慈善晚宴捐赠活动回顾

2018 年 3 月 31 日，北京加拿大国际学校举办

了首届慈善晚宴，学校教职员工、学生家长和学校

的各界友人 300 人出席了这次盛会。晚宴通过慈善

竞拍等形式共募集善款 48 万余元，并于活动后进

行了全额捐赠，用于支持爱佑安生项目在云南地区

的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工作。



078

2018

 乐高 Build To Give 活动捐赠合作回顾

2018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与乐高公司达成合作，

乐高通过其 Build To Give 全球公益活动，向爱佑

捐赠共计 5700 套乐高玩具。依托爱佑在全国的项

目资源网络和透明高效的执行力，全部玩具在第一

时间发放到位，惠及孤贫患儿及困境儿童万余名。

此次捐赠的爱心玩具通过爱佑儿童医疗项目在

全国的几十家定点合作医院，送到了 1100 余名正

在接受救助的小朋友的病床前，陪伴他们度过艰难

的治疗阶段，同时，爱佑的儿童福利项目在各地搭

建起的贫困儿童救助和服务网络，也发挥了有效作

用，爱心玩具中的一部分，送往 6 省 12 县 190 个

村的爱佑儿童之家，供当地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香格里拉酒店“骑向未来 3”公益骑行助

力爱佑晨星

2018 年，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发起“骑向未来 3”

公益骑行活动，助力爱佑慈善基金会发起的爱佑晨

星项目。此次公益活动融合了香格里拉集团旗下 30

家酒店、区域及集团 1,000 多位同仁，历经数月的

准备与运作。同时，还集合了 32 位主力骑手、5,000

多位本地骑手的集体力量，历时 15 天，完成了 4

条路线，穿越 68 座城市，累计 5,000 公里的公益

骑行，带动数万名酒店客群间接参与，向社会发出

共同关注孤贫出生缺陷疾病患儿的爱心倡议。

活动结束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向爱佑慈善基

金会捐赠 568 万余元，用于救助至少 100 名患有

髋关节脱位、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等运动障碍类出生

缺陷疾病的患儿，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健康与运动的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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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产捐赠到慈善事业
专业团队、系统服务、成就您的公益慈善事业

传统慈善捐赠
不带有慈善理念的
购买式捐赠行为

可持续型慈善事业
财产保值增值
创造社会影响
传承慈善理念

慈善资源
法务／税务管理
家族慈善实践国际慈善交流

金融回馈有影响力的慈善家圈层

系统性的公益解决方案社会反馈

金融资源
家族慈善信托DAF

PHILANTHROPY ADVISORS

慈善管家服务

2018 年，爱佑正式发布并启动慈善管家服务，基于爱佑十几年的运营管理实践以及爱佑公益创投在行业

内优质的 100 多家创投项目储备。爱佑成立了具备金融背景的专业化管理团队，引入系统性服务体系，联合权

威研究机构为财富家族及企业提供咨询、订制系统性的专业化综合慈善治理解决方案、以及监测、评估、反馈

等项目管理服务，助力家族文化建设、提升企业社会价值、完善资产配置及税务规划等。同时打造全球慈善家

圈层的交流、赋能平台，积极参与对高净值人群做慈善的倡导引导，以慈善管家的身份做慈善多元跨界的有效

连接者。

2018 年 9 月 12 日，爱佑慈善基金会与万向信托在上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信托客户提供线上系统及

线下管家并行服务，并通过运用信托风险隔离、架构灵活的特色优势，为企业、慈善组织及高净值人群提供定

制化慈善信托设计和资产管理方案，实现委托人对慈善的透明化、高效率和持续性等要求，可通过信托文件灵

活多变的设计，实现多样化利益分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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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慈善管家通过咨询服务协助捐赠人设立慈善信托，基金会做为执行机构设立并监测管理符合捐赠

人意愿的慈善项目。

模式三：根据捐赠人的慈善需求，基金会帮助捐赠人设立捐赠建议基金并对慈善项目进行监测管理。

咨询

慈善想法 家族慈善信托 爱佑慈善基金会 受益人/公益机构

爱佑慈善管家

直接捐赠
善款直接用于爱佑自有公益项目

DAF账户

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人

受益人/公益机构
独立建户，捐赠人享有建议权，
可灵活操作账户

业务模式：

模式一：慈善管家通过对于捐赠人意愿的咨询梳理制定直接捐赠项目方案

咨询

慈善想法

爱佑慈善管家

直接捐赠
善款直接用于爱佑自有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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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全职员工人均公益效能

5,344,684.10 元
以数据表示平均每个全职员工完成的公益项目金额。

社会资源动员及公益支出能力
爱佑慈善基金会在2016年的捐赠收入增幅为31.78%
年度公益支出占上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72.52%

影响力报告

IMPACT 

REPORT

影响力报告

IMPAC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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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爱佑继续践行“让公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的理念，通过品牌推广进行概念层和文化层建设，

提升爱佑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爱佑慈善基金会新浪微博粉丝数超过 32 万人，发布微博 6300 余篇；发起重

点话题 # 爱佑安生 #，阅读量超过 7500 万 +，2018 年爱佑线上活动得到明星卢靖姗、昆凌、汪峰、Mike、

杨玏等助力。爱佑微信公众号粉丝超 2 万，累计总阅读 30 万 + 人次，媒体关注超过 600 余篇，网络新闻影响

力千万人次。移动化平台已成为爱佑更广泛的传播平台 , 提升了目标受众精准触达的效率，实现了爱佑品牌高

质量、大范围、广幅度的传播。

在移动互联快速更新迭代的 2018 年，爱佑以互联网、移动端、新媒体为主，注重社会化媒体的立体打造

和布局，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让品牌助力机构的对外合作、项目倡导、公众筹款等各个环节，向社会传递公

益正能量和机构价值观。

在创新方面，爱佑的品牌推广增加了视频建设，在移动互联时代，短视频成为公众更青睐的内容传播形

式，爱佑制作了 12 期科普小视频、15 期项目申请工具类视频、10 支项目传播视频等，入驻抖音、快手等移

动 app，对公益倡导起到有益补充。

BRAND IMPACT

品牌影响力

年度活动及公众倡导

在线下活动方面，爱佑先后组织了“爱佑新生广州开放日”、“公益创新说”等活动，通过探访体验、大

咖演讲、落地场景等形式，实现了品牌与项目价值的聚合与提升。

2018 年 3 月，爱佑慈善基金会举办“广州开放日”，给病患孤儿过生日，并欢送“爱佑新生”项目被领养的宝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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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爱佑通过公益广告发布，通过品牌传播的方式进行公众倡导，在 99 公益日、世界儿童日等公益日

积极进行宣传倡导，2018 年公益广告发布有分众传媒楼宇广告、北京地铁广告、首都机场广告等，面向公众

场景式传播公益理念。

2018 年 6 月，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与“社会创新家”新媒体联合主办的“公益创新说——暨 2018 爱佑创新公益领袖支持计划发布”活动
在北京举行。多位跨界大咖、公益领袖在活动上分享精彩内容。

2018 年 11 月 16 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携手华夏同学会、好未来教育集团联合主办的“爱 • 不忘初心”2018 爱佑慈善夜圆满收官。
本届爱佑慈善夜取消了以往的拍卖环节，然而爱佑的家人们依然踊跃奉献爱心，全场共捐赠善款 155,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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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部在 2018 年继续秉持多元的国际化视域及敏锐的前沿趋势洞察力，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爱

佑慈善基金会在行业内的国际影响力，促进资源对接，拓展全球合作，引领业务发展。 

2018 年，爱佑持续践行“引进来”、“走出去”的主导原则，开拓了超过 80 家海外合作机构。截至

2018 年底，已与全球多家圈层智库、政府组织及 200 余家国际合作伙伴在儿童医疗和儿童福利等领域建立了

合作关系。

在业务上，爱佑致力于技术与模式的引进与输出，在过去的一年中成功邀请多名海外医护专家来华对国内

相关领域人员展开专业培训，促成国内外医护工作者的科研合作，并引入海外先进的项目运营及管理模式，助

力组织升级和转型；同时积极将国内的先进经验输送至海外，一方面增强了爱佑慈善基金会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一方面也为提升中国慈善公益的国际影响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GLOBAL IMPACT

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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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佑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合作伙伴及业内相关人士纷纷表示出认可与期待，称爱佑为“公益

行业创新和影响力的驱动者”。2018 年，在以领英为重点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爱佑主页的年度浏览量逾

数千人次，得到了关注者的高度评价。

尼泊尔民生项目

联合英国 GOSH 医院儿童血液病团队、血液

病医院儿童血液病中心在中国天津举办中英儿

童血液病工作坊，促进多中心项目的国际发展

2018·硅谷·慈善 + 论坛及慈善之旅，共 120 余

位嘉宾参加，包括 30 个财富家族及其代表。全程共

举办专题研讨 3 场，探访机构 6 家。

参加国际合作培训及会议

香港筹款学习

GLOBAL 
IMPACT



PARTY BUILDING OF CPC

党建工作

在中共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的热情指导和亲切关怀下，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获准成立，截至 2018 年底，共有党员 9 名，其中支委 3 名。

2018 年，爱佑党支部党建工作按照中央和民政部党组、中心党委部署要求，全面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理论的学习。同时，我支部在进一步完善党支部组织建制同时，

推动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确保党员民主生活的顺利开展；在基金会整体发展中支部党员起到较为

明显的带头作用，通过工作、学习、实践，党员作风明显改进提升，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效

力显著提高，为推动 2018 年年度工作任务完成，加快社会组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2018 年 9 月 17 日，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联合喀什地区民政局党组、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心血管一支部，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共同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医疗扶贫进喀什”主题党建活动。



爱佑党支部结合本组织工作实际，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从严治党的重要

论述。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廉洁教育、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等活动，全面加

强党的纪律建设，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同时，支部认真承办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举办的“两

学一做”主题党日活动；积极贯彻落实《党建工作要点》，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精准扶贫业务；

由党员带领群众下乡看望、解决弱势儿童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在“下乡义诊”、“患儿探访”等党

员活动中评选示范岗，以党建工作促机构工作，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推动基金会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2018 年 1 月 12 日，由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举办，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承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部管社会组织‘两学一做’主题党日活动”。



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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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单位 :RMB 元）

2018 年度主要财务

指标（单位 :RMB 元）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率

收入

捐赠收入  432,030,770.29  391,715,719.75 -9.33%

提供服务收入  166,415.09  83,490.57 -49.83%

政府补助收入  -    -    -   

其他收入  14,690,130.95  26,570,049.86 80.87%

总计  446,887,316.33  418,369,260.18 -6.38%

支出

总计  331,239,947.70  349,947,715.52 5.65%

2018 年度资产及负债情况（单位 :RMB 元）

类别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资产

货币资金  35,565,275.81  26,058,750.41 

短期投资  510,660,783.95  588,081,037.23 

应收款项  1,529,526.05  4,345,934.20 

待摊费用  769,610.28  364,482.36 

其他流动资产  330,557.49  626,080.19 

固定资产  270,735.65  316,812.24 

长期股权投资  7,593,613.88  4,084,032.88 

总计  556,720,103.11  623,877,129.51 

负债

应付款项  7,202,300.99  5,724,167.83 

应付工资  728,002.73  952,189.02 

应交税金  65,562.59  54,991.20 

总计  7,995,866.31  6,731,348.05 

2018 年度财务报告



090

2018

2018 年度捐赠收入构成（限定性、非限定性）（单位：RMB 元）

类别  金额  占当年捐赠收入比例 

限定性  235,848,259.68 60.21%

爱佑童心  108,983,076.65 27.82%

爱佑天使  15,202,123.29 3.88%

爱佑晨星  11,438,026.37 2.92%

爱佑雅安  -   0.00%

爱佑和康  4,108,946.00 1.05%

科研创新  6,000,000.00 1.53%

儿童医疗非限定  6,061,502.00 1.55%

爱佑新生  53,972,355.91 13.78%

爱佑安生  10,284,388.30 2.63%

儿童福利非限定  8,000,000.00 2.04%

公益创投  4,500,000.00 1.15%

其他  7,297,841.16 1.86%

非限定性  155,867,460.07 39.79%

总计  391,715,719.75 100.00%

2018 年度捐赠收入构成（捐赠来源）（单位：RMB 元）

类别  金额  占当年捐赠收入比例 

个人  40,897,154.36 10.44%

企业  138,560,291.35 35.37%

公益机构  212,258,274.04 54.19%

总计  391,715,719.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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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公益项目支出统计表（单位：RMB 元 )

项目  金额  占当年公益项目支出比例 

爱佑童心项目  140,790,985.43 42.23%

爱佑新生项目  48,883,348.40 14.66%

爱佑和康项目  8,229,563.05 2.47%

爱佑天使项目  31,923,981.50 9.58%

公益创投项目  49,128,828.82 14.74%

爱佑雅安项目  538,848.34 0.16%

爱佑晨星项目  25,927,515.22 7.78%

爱佑安生项目  12,255,966.48 3.68%

大数据项目  8,013,691.40 2.40%

慈善管家项目  2,741,342.24 0.82%

科研创新项目  4,217,406.30 1.27%

其他项目  700,000.00 0.21%

合计  333,351,477.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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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慈善基金会 2018 年费控及资金平台招标信息。

一、招标目的

爱佑在积极探索信息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为进一步提升机构财务及业务的及时准确性、提升公开透

明度，爱佑慈善基金会大数据中心，规划并建设爱佑资管平台。

资金智能管控平台包括捐赠人台账管理，费控系统，银企直连，智能匹配捐赠人和资金计划等，从根源上

打通了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保证了捐赠人台账的及时性及多维度的数据展现需求，解决了资金管控的问题，

同时银企直连也为财务工作提供了便捷性。

本次招标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招标原则，特对此平台实施邀请招标工作。

二、招标执行

1、招标前期工作

     爱佑慈善基金会于 2018 年 1 月向社会进行招标，征集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

    接受报名：2017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接受招标报名，共有三家机构报名并提供相

关文件。

    选取投标方：按照机构资质选取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Beijing Join-Cheer Software 

Co.,Ltd.）、北京华科诚信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元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机构，并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发送

邀请。

     邀请现场讲标：2018 年 1 月 15 日邀请三家机构现场讲标。

     评标委员会召开多次会议：2018 年 1 月 16 日召开评标委员会，对评标内容多次探讨和沟通。

2、评标

2018 年 1 月 18 日举行评标会，评标委员会针对投标单位进行公正合理的评标工作。

3、中标公告

2018 年 1 月 19 日通过爱佑慈善基金会官网公示中标结果，并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向中标方北京久其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发送中标通知书。

说明：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主动提出对爱佑慈善基金会本次项目提供部分

费用减免，所以最终选择其执行本项目，再次表达感谢。

三、项目执行

招标信息公示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交付时间 备注

首付50%

二次付款40%

尾款10%

2018年11月20日人民币585,000.00元
《爱佑慈善基金会2018年

费控及资金平台》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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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YOU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DOTERRA HEALING HANDS FOUNDATION

MA HUATENG FOUNDATION LIMITED

UBS OPTIMUS FOUNDATION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安徽省红十字基金会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北京链家公益基金会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北京圃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阿里巴巴公益

滴滴公益

蚂蚁金服公益

BRIGHT UNISON LIMITED

JPMORGAN CHASE ACCOUNTS PAYABLE

KPMG FOUNDATION LIMITED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奥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北海香格里拉大酒店

北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非格络绎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嘉业异通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卓尔公益基金会

江苏省慈善总会

厦门市禹洲公益基金会

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精锐教育基金会

顺丰公益基金会

太湖县红十字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苏威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万家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鼎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托普泰特管理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常州富都盛贸饭店

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车立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得到（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感谢以下公益机构 2018 年对爱佑的支持

感谢以下爱心企业 2018 年对爱佑的支持

感谢以下公益平台 2018 年对爱佑的支持

新浪微公益

腾讯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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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香格里拉大酒店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大象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

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

海南妈宝荟母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

杭州面对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杭州香格里拉饭店

杭州汉鼎宇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盛美启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捷文传动（上海）品牌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

晋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拉萨香格里拉大酒店

乐高玩具（上海）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香格里拉大酒店

南京东方颐年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

宁波挺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青岛海丰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厦门香格里拉大酒店

山东省海丰国际货运报关有限公司

上海百颜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佰丝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力德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上海朗裕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上海新海丰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云锋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云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韶远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

斯贝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太仓新海丰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天津英雄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股份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之星教育行业服务平台

温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港嘉里大酒店

香格里拉国际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扬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义乌凯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义乌香格里拉大酒店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浙江翰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恒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汽 - 大众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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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MR BONKE SVEN OLIVER

WONG FUI FUEN

曾琳

陈慧婷

程宏亮

戴珊

耿乐

纪中展

赖海波

李斌

李延婷

毛京梅

任重

庞升东

孙浩茗

王屹芝

杨临风

感谢以下爱心人士 2018 年对爱佑的特别帮助

张雷

张馨月

张子欣

郑乃瑞

郑拓

赵福君

张建伟

张俊杰

张永琪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爱佑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 马化腾先生

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 江南春先生

今日头条

小红书

爱奇艺创始人 CEO 龚宇博士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 曹国伟先生

滴滴出行董事长兼 CEO 程维先生

携程集团 CEO 孙洁女士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民政局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慈善协会

安徽省红十字基金会

安徽省蚌埠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安庆市全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北京春苗儿童救护服务交流中心

北京小水滴贫困儿童服务中心

北京加拿大国际学校

成都市儿童福利院

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感谢以下机构和个人为“爱·不忘初心2018爱佑慈善夜”做出的特别贡献

感谢以下机构在 2018 年对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民政局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民政局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民政局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

广州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

广州市儿童福利院

河南省医院协会

河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分会



132

2018

感谢以下媒体对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关注

百度公益、北京时间、北京晨报、比特网、财经评论、慈讯网、《家族企业》杂志、凤凰公益、凤凰资讯、FT 中文网、

公益慈善论坛、公益时报、公益中国、光明网、环球网、华讯网、和讯网、基金会中心网、今日头条、科技讯、人民网、

人民政协报、善达网、搜狐网、天极网、腾讯公益、网易、新浪公益、新华网、益家人、央广网、中华网、责任中国、

中国网、中国日报、中国发展网、中国商报、中国新闻社、《中欧商业评论》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民政局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民政局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慈善会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慈善总会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教育志愿者协

济南市儿童福利院

喀什地区民政局

开封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宁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南昌市社会福利院

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民政局

上海宝贝之家病患儿童关爱中心

上海复惠社会工作事务中心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医学会医务社会工作学专科分会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民政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民政局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民政局

太湖县红十字会

太原市社会福利院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

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

武汉市儿童福利院

西安市儿童福利院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民政局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年报内患儿图片均为真实患儿照片，患儿肖像权使用均得到监护人同意

啜妮

陈雅森

段林希

付豪

昆凌

Mike

卢靖姗

刘奇

刘明辉

蒋林静

倪安东

潘美辰

感谢以下明星志愿者2018年对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助力

潘协庆

单薇

汪峰

王宫良

王嘉诚

万宇贤

小 P 老师 

许芳铱

杨玏

朱匀天

朱匀一

赵俞澈

张洪量   

张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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