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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爱佑动态
News

PART ONE



战队阵容

爱佑联合分众传媒、百度、优酷、今日头条四家企

业，提供千万级的传播和筹款资源包，通过路演选

拔的形式，最终找到与之匹配的公益机构。此次活

动共报名136套方案，经过四家企业机构的层层选

拔，最终10家机构的12套方案进入了决赛。

“慈善+”2017跨界公益实验场举办,公益届人士齐聚北京01

分众传媒 百度 优酷 今日头条

2017年5月25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主办的“慈

善+”跨界公益实验场在北京顺利举办。



资源完美匹配，企业机构共赢01

麦田教育基金会

分众传媒

电梯广告资源

优来公益服务中心

百度公益

百度搜索+

百度公益资源

颗粒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优酷公益

优酷热门频道

联合推广资源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今日头条

加V认证+

流量红利

资源包花落TA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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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科技、创新

2017年5月26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与福布斯中国联合主办的“慈善+”2017跨界公益论坛在北京顺利举行。

众多中外跨界嘉宾以及三百多位公益人士出席了本次论坛。

“慈善+”2017跨界公益论坛重磅开启，燃爆公益届



01 跨界、科技、创新——公益的未来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在“慈善 ”

2017跨界公益论坛上发表致辞：不创新，

毋宁死！

面对公益的复杂性，如何在创新和平衡

方面进行选择是所有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所以，公益的未来就是跨界、科技、创

新。爱佑将在传统业务领域加入前沿科

技元素，不断提高效率，继续在战略性

业务上发力。



01 爱佑慈善基金会2016年度报告发布

在“慈善 ” 2017跨界公益论坛上，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耿源女士发布了爱佑慈善

基金会2016年度报告。作为中国首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始终

走在慈善透明化的前列。

今年是爱佑慈善基金会连续第七年公开发布年度报告，

向捐赠人、媒体及社会大众全面、客观地披露爱佑慈

善基金会2016年度整体业务报告、筹款报告、财务报

告及运营情况。报告中显示，2016年爱佑实现了基金

会 捐 赠 收 入 持 续 高 速 增 长 ， 当 年 捐 赠 收 入

351,888,530.60元人民币，与去年相比增长31.78%。



2017爱佑创新公益领袖揭晓01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理事长、广州绿

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理事长向春荣获2017爱

佑公益创新领袖！获得资助金额100万！

向春通过微观和宏观相结合，进行多种类污染源取证，通过大数据技术应用，在环保公益领域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由本次评选提名委员会机构——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推荐，在经过了来自跨界大咖评委团

的层层评审后，向春凭借前沿科技和公益的融合，最终荣获2017爱佑公益创新领袖！



“慈善+”2017跨界星光晚宴圆满举办01

2017年5月25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主办的“慈

善+”跨界星光晚宴在北京顺利举办。星光晚宴为

“慈善+丨跨界公益论坛”的活动之一，以企业社

会责任部门、公益领袖和媒体人为主要邀约对象。

致力于打造成行业内外的交流同台，促进资源共

享和互动合作。本次晚宴，共有二十余家CSR和二

十余家媒体，以及六十余家公益组织出席。



爱佑纽约慈善之旅起航01

Ai You Foundation New York Philanthropy Study Tour

2017年5月7日-12日，爱佑慈善基金

会携SEE阿拉善基金会、腾讯公益、新

浪公益，以及多家伙伴机构开启慈善+

丨纽约之旅。本次行程主要包括参访国

外公益组织，同Synergos协会共同举

办“爱佑慈善+纽约论坛”，旨在搭建

中美公益组织沟通交流平等对话的平台，

打通中美机构间合作的通道。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Peggy 携团队参访爱佑01

5月18日，

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佩
姬 · 洛 克 菲 勒 (Peggy Dulany
Rockefeller)携团队参访爱佑慈善
基金会。Peggy强调，爱佑在中美
慈善创新发展中担当桥头堡，为伙
伴搭桥过河，创造机遇，希望在和
爱佑的合作中不断增进彼此了解，
坚定不移地搞发展、促生产、做实
事。 Synergos协会正积极地带领
当地亲密朋友跨越爱佑之桥向中国
学习，谋求共荣机遇。



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耿源出席“3YI”论坛01

5月17日，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耿源女士出席

2017首届“3YI”论坛。耿源表示，爱佑是由企业

家发起运作的，很注重和商业的结合。我们理解的

和商业结合是对效率的追求，包括创新性。我们自

己有一个说法，我们只比商业慢半拍。从对新技术

的应用来讲，我们不追求比商业还要前沿，但是我

们也不希望落后很多。爱佑的项目中有很多会用到

很多商业思维，像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这两个项

目更偏向商业思维，主要强调可持续性发展。

效率、创新、科技——公益与商业的跨界融合



爱佑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3000患儿将获益！01

2017年，爱佑慈善基金会与顺丰公益基金会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未来一年间，顺丰公益基金会将救助超2000名先心病孤贫儿童的救助；超350名白血病孤

贫儿童的救助；超500名出生缺陷类疾病、实体肿瘤以及早产儿童的救助。



爱佑骨科医师公益培训项目正式起航！01

2017年5月13日，由爱佑慈善基金会发起，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支持的“爱佑

骨科医师公益培训项目”正式启动，中国骨科医师培训拉开新篇章。

爱佑慈善基金会栾贻斌先生表示，从根本上改变

医疗资源分配不平均、医生诊疗操作不标准的现

状，是医疗救助领域需要解决核心问题之一。以

更大的资源整体布局医师教育，让更多医者的仁

心仁术，温暖更多患者，是此次爱佑基金会与骨

科医师分会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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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才露尖尖角 吾家有女初长成02

我们没有放弃任何机会，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荷荷已经10岁了。
2014年经多方努力，联系到北京治疗先心病方面权威的医院，然而
被告知孩子没有手术机会。

2016年冬天，由外籍心脏外科学专家组成的慈善团队联系到我们，
说可以为荷荷做手术。

手术室外八个小时的等待后，荷荷终于出来了，手术成功。看见了她
红润的嘴唇，红润的甲床，我们才相信荷荷真的痊愈了。
如今，荷荷跟其他孩子一样可以玩耍，我们还安排荷荷进入幼儿班进
行学前教育。

荷荷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了奇迹，生活就是这样，只要我们努力，不
轻言放弃，就会看到希望的曙光!

10年前，地级市民政局送来3岁大的小女孩，我们给她起名为：荷荷。荷荷患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无法进行手术，预估活不过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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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项目进展

Donation 捐赠数据

2017年05月

爱佑捐赠收入简况（单位：RMB 元）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爱佑捐赠支出简况（单位：RMB 元）

项目 金额

非限定性收入 9,009,860.00

限定性收入 12,077,325.53

爱佑童心项目 0.00

爱佑新生项目 1,077,325.53

爱佑天使项目 0.00

爱佑和康项目 0.00

爱佑益+项目 0.00

爱佑晨星项目 0.00

爱佑安生项目 0.00

儿童医疗未定向捐赠 10,000,000.00

日常运营 1,000,000.00

合计 21,087,185.53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

儿童项目支出 22,888,458.38

爱佑童心项目 12,117,212.49

爱佑新生项目 3,831,212.64

爱佑和康项目 174,881.42

爱佑天使项目 478,480.80

爱佑晨星项目 48,597.52

爱佑安生项目 5,992,970.31

公益创投项目支出 6,327,434.20

爱佑益+项目 6,327,434.20

其它支出 245,103.20

合计 29,215,892.58



03 项目进展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治项目

审核通过：53人

治疗患儿：48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207人

养护完成：197人

爱佑和康：

残障儿童康复项目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审核通过：698人

治疗患儿：630人

1 2 3

4
序号 康复中心

截止上月
在训人数

历史累计
服务人数

1 北京中心 49 178

2 深圳中心 83 385

3 湖北中心 80 178

4 宁夏中心 80 113

5 湖南中心 119 281

6 安徽中心 141 234

合计 552 1369

5

爱佑晨星：

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审核通过：1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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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媒体报道

网易

腾讯公益

爱奇艺

分众传媒

福布斯中国

凤凰财经

中国日报中文网

东方财富网

中青在线中国慈善家

央广网
人民网

• 一晚筹2.5亿，创始人王兵公开爱佑基金会筹资

秘籍和运营心法

• “慈善+”2017跨界公益论坛在京举办

• “华北渗坑”发现者向春获爱佑创新公益领袖

100万资助

• 罗振宇：关于未来商业与公益的四点猜想

媒体报道

（ Media Report ）

新浪微公益 优酷公益

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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