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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快乐行，爱佑守护童心童梦！

六·一儿童节，爱佑童心、爱佑天使联合顺
丰公益基金会、北京链家公益基金会，开
展“爱佑快乐行”活动，分别走进河南省
胸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
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
儿童医院、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拼音排
序），和小朋友们一起欢度六一。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地联动了CSR
和医院资源，让暂时远离家乡和学校的儿
童，在异地也能够过上特别的儿童节。



“爱佑·一汽-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成立五周年

2017年6月2日，“企业公益创新”主题论坛

暨“爱佑·一汽-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成立

五周年纪念活动在上海举行

在主题论坛上，来自公益、企业、学术、媒

体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代表一起围绕“企业公

益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

来自社会各界的100多位嘉宾、志愿者出席

了五周年纪念活动，共同为宝贝之家献上关

爱与祝福

与爱同行创见未来



爱佑•阿里巴巴南京儿童养护中心喜迁新居

6月12日，设立于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彩虹楼二层的爱

佑•阿里巴巴南京儿童养护中心，随福利院正式启动搬迁。

在这场“爱的迁徙”中，200名宝贝乔迁新家，800万市民

爱心护航。

从后宰门到祖堂山，30公里搬家路，爱心人士共守护。



爱佑理事长王兵出席2017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连接

进化

涌现

2017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爱佑慈善

基金会理事长王兵用三个故事，折射出中

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并提出对未来的洞察：

连接、进化、涌现。

王兵表示：公益不应该是独立存在的，而

是应该不断和其他资源去发生连接，发生

化学反应，由此不断催化新物种、新形式，

这种结果将令中国公益充满活力。



爱佑秘书长耿源出席2017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耿源出席2017年中国

互联网公益峰会，她表示：作为传统公益形式

的补充和创新性的探索，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

资以其独特的方式激活社会资本，充分利用社

会资源，助力公益的规模化和优秀人才、稀缺

技术的引入。让公益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促进

社会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的进步。



爱佑赋能课程 “公益组织筹款新思维训练营”精彩登场

2017年6月18-25日，由爱佑赋能社主办的“公益组织筹款新思维训练营”在北京创享空间精彩进行。

来自爱佑伙伴机构及百度基金会、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链家公益基金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农学院等组织机构的近百位筹款专业人员分别接受为期四天的系统课程培训。

突破
思维
局限

拓展
视野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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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 提升

筹款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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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坚守生的希望，一波三折先心病患儿终被救治

噩耗
初临

绝望
中获
希望

2015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的一户人家迎来了第二
个孩子小玉儿，孩子出生就患有共同动脉干，这是一
种少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该病一旦诊断，即应手术
治疗，超过六个月便会错过最佳手术期。这个消息如
同晴天霹雳，夫妻二人如何面对如同天价的手术费？

四处筹钱、省吃俭用、万般努力下，夫妻二
人终于在去年十月份，凑够了一万元钱，带
着孩子赶往昆明当地医院进行救治。在当地
医院，夫妻二人了解到爱佑慈善基金会的
“爱佑童心”项目，并第一时间提交资助申
请。收到资助申请后，经过项目审核，爱佑
决定全额资助小玉儿的手术费用！



逆境中坚守生的希望，一波三折先心病患儿终被救治

此时的小玉儿已错过最佳手术期，手术面临风险较大。在昆
明当地医院的引介下，小玉儿一家来到北京进行救治。经医
院诊治，小玉儿肺动脉高压严重，当前无法展开手术。于是，
小玉儿一家回到云南，先进行药物救治，几个月重返北京。
但手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时无法展开。小玉儿的病情不能
再拖了，情况一度又陷入困境。

为了让孩子尽快得到救助，爱佑的工作人员每天坚持不
懈联络各大医院。在得知对于小玉儿的病情，阜外医院
当前可以实行救治后，小玉儿一家人立即赶往阜外医院，
爱佑依然全力陪伴并支持小玉儿的救治。最后，手术终
于顺利进行。如今，一家人已回到云南，开始了新的生
活，这个家庭也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

再遇
波折

逆境中不
低头，终
获曙光



逆境中坚守生的希望，一波三折先心病患儿终被救治

爱佑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道：“他身披战袍，头顶盔胄，身上还带着能

量储备，一路披荆斩棘战胜了病魔，痛魔，孤单魔鬼。明明是这样的

英雄，面对褒奖他却腼腆一笑，云淡风轻。他的康复，对我们来说也

是莫大的鼓励。谢谢你，男主角，让我们感受到工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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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2017年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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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

非限定性收入 1,010.08

限定性收入 18,918,738.17

爱佑童心项目 6,008,738.17

爱佑新生项目 7,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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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爱佑安生项目 0.00

儿童医疗未定向捐赠 0.00

日常运营 0.00

合计 18,919,748.25

项目 金额

儿童项目支出 27,602,249.91

爱佑童心项目 13,623,461.02

爱佑新生项目 6,150,640.78

爱佑和康项目 316,170.32

爱佑天使项目 4,364,741.99

爱佑晨星项目 3,088,149.82

爱佑安生项目 59,085.98

公益创投项目支出 12,097.82

爱佑益+项目 12,097.82

其它支出 0.00

合计 27,614,347.73



项目进展

爱佑天使：

孤贫白血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审核通过：58人

治疗患儿：562人次

爱佑新生：

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

新入患儿：171人

养护完成：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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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人

治疗患儿：723人

1 2 3

4 5 爱佑晨星：

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审核通过：119人

治疗患儿：121人

康复中心
截止上月
在训人数

历史累计
服务人数

北京中心 47 182

深圳中心 84 387

湖北中心 86 187

宁夏中心 84 117

湖南中心 119 281

安徽中心 141 234

合计 561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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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腾讯公益

新华网

公益时报

新浪公益

连接、进化、涌现丨王兵关于公益未来的三点思考
腾讯公益： http://gongyi.qq.com/a/20170613/042573.htm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7-06/13/c_129631908.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爱佑赋能课程 “公益组织筹款新思维训练营”精彩登场
公益时报：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qiyeCSR/11971.html
新浪公益： http://gongyi.sina.com.cn/gyzx/ngo/2017-06-22/doc-ifyhmtcf27506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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