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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创始人寄语 A LETTER FROM 
OUR FOUNDER

2020 年伊始，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整个国

家医疗领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前所未有的考

验，也成为民间公益慈善行业的一场大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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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正在深刻改变着所有领域。

在商业领域，SARS 之后商品的购买陆续转移到线上完成，促成了阿里、京东的

崛起。在消费实现从线下向线上的转移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服务也大规模地从

线下向线上转移，服务的在线化基本实现，比如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本地生活等等。

我们发现，数据化、在线化无所不在，比如小小的健康码，背后就是数据化支撑。

整个社会环境和时代都已经进入到全面数据化的新篇章，如果公益行业不迎头赶上，

就没有办法跟先进生产力对接，更没有办法跟商业在同一个维度对话。不管我们是否愿

意，数据化趋势都会存在，大环境的变革都会发生，后疫情时代，公益机构要适应这个

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爱佑从创立之初就很重视信息化建设，十余年来，爱佑经过“办公自动化—流程

在线化—业务数字化—基金会数据化”的不断迭代，到今天逐步进入数据化的时代。

2019 年，通过五大系统、一个中心的建立，爱佑实现了筹款、业务、行政、资金管理、

捐赠人反馈全部在线化、数据化。

这次疫情，对爱佑的在线化、数据化也是一次全面的检验。在春节和员工在家办公

期间，筹款、签约、执行、监督、反馈等所有环节，都在高效、规范、有序的线上系统

中进行，没有任何延误和质量的衰减，并保证合规透明。为抗疫筹款近 8,000 万元，

支持了 20,000 多名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捐赠抗疫物资超过 18 万件，这是爱佑交上

的答卷，也是爱佑十多年在线化、数据化布局的体现。

站在明天看今天，会发现这已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爱佑一直希望能做敢于尝试、敢

于创新的先行者，能把自己的尝试和经验，给行业提供更多分享和价值。三年前，我们

畅想着爱佑能成为一家数据驱动型基金会，如今爱佑正朝着这个目标一步步迈进！

爱佑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王兵



关于爱佑

ABOUT 
AI YOU

爱佑慈善基金会创立于 2004 年，是全国性 5A 级公募基金会，由企业家发起并管理运作，经

过 15 年的发展，爱佑在儿童救助领域形成了系统化的专业模式。爱佑曾三次获得民政部最高奖项“中

华慈善奖”，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曾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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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佑儿童医疗在孤贫患儿救助领域深耕十五年，不断升级、探索方法论，目前爱佑儿童医疗通

过医疗救助、爱佑三级医疗干预体系、人文医疗三大方面，瞄准贫困家庭重大疾病患儿“看不起”、

“治不好”、“痛苦大”这三大核心问题，积极开展各类项目，致力于系统化解决中国重大疾病患

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累计救助孤贫患儿超过 84,000 人次，其中，“爱佑

童心”项目累计救助孤贫先心病患儿超 60,000 人次，“爱佑天使”项目累计救助孤贫血液病及肿

瘤患儿超 22,000 人次，“爱佑晨星”项目累计救助孤贫患儿近 2,600 人次。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弱势儿童群体中，孤儿人数 34.3 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50 万，

还有大量因家庭困难，导致生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家庭。爱佑儿童福利瞄准孤儿、事实孤儿、困

境儿童群体面临的问题和基本需求，通过提高孤儿的医疗养护水平、事实孤儿的替代 / 辅助养育照

料、困难儿童的生活及学业救助，帮助更多困境儿童摆脱困境，重获新生，拥有美好未来。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底，“爱佑新生”累计救助病患孤儿近 12,000 人，大部分孩子已经恢复健康，进入

收养家庭开启新的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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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儿童超过 60,000 人。

自创立之初，爱佑慈善基金会就开始进行数据化布局。十余年来经过“办公自动化 -- 流程在

线化 -- 业务数字化 -- 基金会数据化”的不断迭代，建立了五大系统、一个中心，全面实现了筹款、

业务、行政、资金管理以及捐赠人反馈的自动化、在线化、数字化、数据化，同时结合区块链等技

术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组织的公开透明度。

“给生命一次机会，给孩子一个未来”，爱佑慈善基金会始终坚持专业化、规范化，追求慈善

透明以及结果可度量。爱佑坚持创新并不断摸索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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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独特的慈善方法论，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的发展贡献更多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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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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基兆业地产集团联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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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风 ｜ 理事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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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锋基金创始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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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

     2019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第三次理事会

     通过 2018 年度决算、2019 年度预算、2019 年度投资计划、2019 公开募捐计划。

     通过《爱佑慈善基金会投资活动管理办法》、《员工手册》2019 修订版。

     通过增选吴尚志、张懿宸为基金会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

     通过鲁伟鼎辞去理事职务，选举肖风担任理事职务。

     通过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及财务负责人方案。

     通过将儿童项目受助对象的年龄上限从 14 周岁调整为 18 周岁。 

陈江涛 ｜ 监事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尚志 ｜ 监事
北京鼎晖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清平 ｜ 监事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HIGHLIGHTS OF BOARD MEETINGS IN 2019

BOARD MEETINGS IN 2019

BOARD OF SUPERVISORS

2019 年理事会重要决议

2019 年理事会召开情况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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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慈善基金会在儿童医疗救助领域深耕十五年，不断

升级项目、探索方法论，经过多年努力，目前爱佑儿童医疗

通过医疗救助、爱佑三级医疗干预体系、人文医疗三大方面，

瞄准贫困家庭重大疾病患儿“看不起”、“治不好”、“痛

苦大”这三大核心问题，积极开展各类项目，致力于系统化

解决中国重大疾病患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儿童医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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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威胁着儿童的身体健康，如无法及时治疗，会导致患儿死亡

或严重残疾。这些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极端情况更可能高达上百万元。

爱佑在儿童医疗领域深耕多年，为了解决重疾患儿“看不起”的问题，一直致力于做资源的整合者，充分

结合政府政策、医疗、慈善和商业等资源，多管齐下，尽全力为重疾患儿解决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1.“医保 + 救助”模式

医保政策无法覆盖全部治疗费用，患儿跨省治疗的自付比例更高，很多贫困家庭因无力担负自付费用而放

弃治疗。2019 年爱佑投入约 1.37 亿，针对这部分家庭进行资助，使得很多原本打算放弃治疗的家庭重新燃起

希望，用“医保 + 救助”的模式完成治疗，挽救了患儿生命。

2.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爱佑组织国内顶级儿科医疗专家前往偏远地区，在当地医院为重疾患儿开展手术治疗，让他们获得高水平

诊疗服务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医保在当地能直补、报销比例高的优势，极大降低了患儿的治疗费用，同时减轻

家长外出就医的各种开支。

3. 以医疗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爱佑引导扶贫资金进行医疗扶贫，2019 年累计救助精准扶贫家庭、“三区三州”贫困家庭患儿共计 1,000

余人，避免重大疾病患儿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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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儿童医疗救助数据

项目 人次

爱佑童心

——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
5,240

爱佑天使

——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2,501

爱佑晨星

——孤贫儿童多病种医疗救助项目
593

“治不好”

基于多年的项目积累及充分的行业调研，针对“治不好”问题，爱佑逐步构建了三级医疗干预体系——“基

层早发现、早诊断”、“大病患儿治疗不出省”以及“疑难杂症诊疗国内顶尖医院接轨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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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 基层早发现、早诊断

解决问题：误诊率、漏诊率高

基层医生接触的病种、病例较少，临床经验不足，加之基层医院普遍设备简陋，诊断能力不足，误诊、漏

诊发生率高，导致患儿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在“早发现、早诊断”方面我们开展如下几项措施：

    搭建儿童大病筛查网络——构建浙江省先天性心脏病救治网络平台

爱佑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合作开展浙江省先天性心脏病救治网络平台项目，联合浙江省地市级

综合性医院儿科和妇幼保健院，依托云平台共同进行先心病的筛查和救治，通过上下联动，对患儿进行甄别和

转诊，从而提高诊治率、降低病死率。

该网络平台已经覆盖省内共计 273 家筛查机构，170 家诊断机构，其中 11 个地市已经将先心病筛查纳入

到政府民生工程中。

    提升基层儿童大病识别、处理能力——开展儿科基层医护人员培训项目

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培训，由国内领先的儿童专科医院带教，针对医、护、技、药人员，为基

层儿科医务工作者提供多种培训内容，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对儿童大病的早期识别、处理能力，使患者在初诊时

就能获得病情精准的判断。2019 年共同培训了约 250 名基层儿科医务工作人员，专业涉及儿科、保健科、小

儿内科等众多专业领域。

2. 大病患儿治疗不出省

解决问题：部分省级医院医疗水平相对薄弱

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医疗水平与北、上、广等发达地区相比仍落后很多，这导致部分省份的大病患儿不得不

选择跨省治疗，就医费用大幅提升；而这些省份的贫困患儿因无力承担跨省治疗的医疗费用及生活成本而耽误

病情，得不到有效治疗。

针对这个问题，爱佑致力于提升省级医疗中心的儿童大病诊疗水平，让患儿在本省就能及时得到高水平的

治疗，挽救患儿生命的同时降低其家庭负担和社会成本。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胸心外科建设支持项目

爱佑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对一支持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小儿心胸外科的建设。按照专业心脏中

心的建设标准，为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制定了系统性的提升方案，以人才为切入点，从科室带头人的选择，

到配套成组医、护、技的协作培养，使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治疗小儿先心病的诊疗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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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实现了海南省先心病患儿治疗不出省的目标。

    山西省儿童医院先心病多学科协作能力提升项目

复杂先心病治疗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水平的临床能力，更需要多学科团队的配合（如麻醉、监护、护理、超声、

体外循环等）。为使山西省儿童医院能够从基本的先心病诊疗水平提高至可以开展复杂先心治疗（尤其是新生

儿以及低龄低体重先心病患儿治疗水平的提升），爱佑协调国际优质医疗资源，为其提供儿童先心病多学科团

队一对一定制化教学，促进其在临床、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提升，从而使本省先心病患儿获得高水平的

诊疗服务和就医体验。 

3. 疑难杂症诊疗国内顶尖医院接轨国际水平

解决问题：危重症及疑难杂症诊疗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

根据《柳叶刀》发布的最新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HAQ）排名和全球癌症生存趋势监测报告，中国排名

第 48 位（78 分），位居世界中游，其中中国先天性心脏病仅得 36 分位居世界下游，中国儿童血液肿瘤的 5

年生存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鉴于此，爱佑开展“学科精英带头人培训计划”，支持国内儿科高水平人才到海外进修，在临床、科研和

管理三方面接受国际领先水平医疗机构的培训。通过培养国内儿科精英人才，缩短国内重大疾病治疗与国际水

平的差距。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山西省卫健委的指导下，爱佑慈善基金会耿源理事长（左）与山西省儿童医院康文娟院长（右）

签订合作协议并正式启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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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大”
疾病本身以及就医、治疗过程会给重疾患儿带来很大的身体痛苦和心理伤害，并对患儿产生长期影响。爱

佑致力于通过“患儿活动空间 + 社工服务 + 志愿者支持”的项目模式，缓解患儿治疗痛苦、减轻心理伤害。

截至 2019 年底，爱佑已经在南京、杭州、武汉、苏州、天津、上海总共 6 家医院完成“爱佑童乐园”患

儿活动空间建设。医务社工在其中开展了救助咨询、患儿心理辅导、艺术疗愈、游戏减压、家属支持、志愿者

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累计开展了 561 场主题活动，共有 5,049 人次在院儿童参加，并动员了 664 人次的

爱心企业及社会志愿者参与。此外，在天津血研所完成 1 间脊髓无痛穿刺室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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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模大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累计救助孤贫患儿超过 84,000 人次，累计支出金额超过 11.87 亿元，其中，“爱

佑童心”项目累计救助孤贫先心病患儿超 60,000 人次，“爱佑天使”项目累计救助孤贫血液病及肿瘤患儿超

22,000 人次，“爱佑晨星”项目累计救助孤贫患儿超 2,600 人次。

2. 合作渠道广

全国范围内近百家优质医院渠道优势，涵盖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和知名专科医疗机构。

3. 精细化程度高

通过患儿家庭情况自述审核、家庭背调、证明人佐证、政府贫困证明等多种方式准确评估救助申请的真实

性及家庭的困难程度。

4. 资金效率高

在患儿出院时会通过统计医保、其他社会救助，精准算出每个患儿的自付缺口，并在此基础上，将救助资

金直接拨付合作医院，使善款最大化利用，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患儿。

5. 在线化、数据化程度高

爱佑与医院之间的审核、审批、结算的执行流程全部在线化完成，患儿家长已逐步开始在移动端自助申请项目。

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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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北京华信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河北省儿童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南省胸科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昆明市延安医院

昆明市儿童医院

昆明同仁医院

2019 年爱佑儿童医疗合作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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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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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武汉儿童医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西安市儿童医院

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注：仅为 2019 年信息，最新信息请以爱佑官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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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学研究所）

“爱佑童心”项目专家委员会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爱佑天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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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静

胡绍燕

江 华

金润铭

林愈灯

汤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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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华西二院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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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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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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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洁

翟晓文

郑胡镛

朱易萍

竺晓凡

方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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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南京市儿童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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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困境儿童群体中，孤儿人数

34.3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50万，还有大量因贫困导致生活、

就学等产生困难的儿童家庭。爱佑儿童福利项目针对三类儿

童的基本需求，通过提高孤儿的医疗养护水平、事实孤儿的

替代 / 辅助养育照料、困难儿童的生活及学业救助，帮助更

多困境儿童摆脱困境，重获新生，拥有美好未来。

儿童福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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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被遗弃的孤儿中，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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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以及康复训练。受制于术前、术后医疗养护水平不足，已获得医疗救助的孤儿缺乏专业养护，导致治愈率不高。

解决方案：

建立省级枢纽养护中心，辐射需要术前术后养护的病患孤儿

在省内儿童福利机构设立儿童养护中心，增加专业的医疗养护人员，为省内病患孤儿提供精细化养护服务。

同时通过培养专业团队，提高省级整体孤儿医疗养护水平。

设立杭州、武汉、南昌、昆明、重庆、乌鲁木齐、南京、成都、西安、宁夏及开封 11 个省级养护中心。2019 年度

共养护病患孤儿 1,609 名，其中 1,046 名病患孤儿完成了养护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人生，另有 563 名正在养护。

建立国内枢纽养护中心试点，为重症及疑难杂症的病患孤儿提供医疗养护

先后在上海、北京设立 2 个国内枢纽养护中心，利用一线城市医疗资源及专业医疗养护团队优势，发挥网络

协同效应，专业高效的为急需救治的病患孤儿提供医疗养护服务，提高整体治愈率。2019 年，基于上海、北京

医疗资源养护病患孤儿 294 名，其中 241 名病患孤儿完成了养护，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人生，另有 53 名正在养护。

针对群体：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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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由于父母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失联失踪等原因，导致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儿童，

使得这些孩子长期缺乏有效的监护、照顾，生活困难，缺少亲情关爱。

解决方案：

根据儿童家庭情况进行事实孤儿替代 / 辅助养育服务

1. 设立儿童福利主任，及时发现事实孤儿遇到的问题，整合资源，提供有效的帮助。

2. 为事实孤儿提供日常温饱、个人卫生等多方面的生活照料。

3. 联动当地民政部门，更换抚养人 / 转至儿童福利机构、寄宿学校。

2019 年，项目在安徽蚌埠配备 65 名日常照料人，为 75 名事实孤儿提供日常饮食、个人卫生等照料服务；

在宁夏中卫，利用当地儿童服务机构，配备专业社工为 20 名事实孤儿提供集中养育；在云南镇雄、四川凉山、

青海称多为事实孤儿家庭提供儿童照料服务培训，协助家庭对儿童进行养育，已覆盖 2,566 名事实孤儿。

针对群体：事实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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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因家庭困难导致儿童生活、就学等困难，主要表现在：

1. 缺乏生活物资，导致营养不良、卫生习惯差，基本生活困难

2. 缺乏学杂费及学习用品，导致辍学、厌学及学习成绩差

解决方案：

搭建儿童福利服务网络，发现困境儿童及其需求，为困境儿童提供基本生活救助、助学等多项紧急救助和

支持保护，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摆脱生存困境。

2019 年，项目累计为困境儿童提供个性化救助 11,002 人次，其中包括：为面临基本生存问题的儿童提

供 10,447 次食品包、卫生包、冬衣、棉被等生存救助服务；为 555 名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儿童提供助学杂费等

助学服务。

针对群体：困难家庭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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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佑儿童之家：

在困境儿童集中的村 / 校，通过利用闲置校舍、村委会空房等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建立爱佑儿童之家，配

备儿童福利主任，组织当地儿童进行学习、活动和娱乐，提高儿童情感、认知以及社会交往能力，提供健康和

卫生知识，促进儿童融入社会，同时通过活动及时发现有生活困难的儿童，并提供救助。

2019 年，在全国 180 个村共设立 168 所儿童之家，覆盖超过 6 万名儿童，儿童之家共开放 15,129 次，

组织活动 7,800 次，参与人次超过 17 万。

    爱佑儿童福利主任：

选取当地留守妇女或积极分子，培养成为本村儿童主任，通过组织儿童之家活动及经常走访村中家庭，熟

悉本村孩子们的情况，他们一方面能尽早发现儿童问题并上报相关部门处理及跟进，另一方面也能在日常工作

中宣传正确的育儿和儿童自我保护知识，提升社区儿童保护意识，预防儿童虐待事件发生。

2019 年，共培养 168 名儿童主任，覆盖 180 个村、超过 6 万名儿童，服务时间超过 10 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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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大，辐射救助更多孤儿、事实孤儿及家庭困难儿童

爱佑儿童福利项目辐射 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 26 个地区，已帮助 12,123 名病患孤儿，2,661 名

事实孤儿，完成困难家庭救助 15,050 人次。

    政府联动，最大化整合当地资源救助儿童

儿童福利项目通过与当地政府联动，建立与当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统筹

各类社会救助资金，建立政府投入、公益支持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资金保障机制，为建立多层次、宽地域的困

境儿童福利体系提供资金保障。

    精细化项目管理，在线监控服务质量，使儿童真正受益

从儿童需求出发，升级专业技能，培养一线专业人员，直接服务困境儿童。同时不断优化升级在线项目管

理平台，可实现远程监控进展，及时反馈孤儿的养护过程及病情情况、事实孤儿家庭情况及生活养育变化、困

难家庭儿童需求及救助服务，在线统计分析项目数据，为持续改进项目模式提供数据支持。

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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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筹款概述：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年度募款额 2.61 亿元。

一方面，爱佑的筹款结构更加多元化，除在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等互联网平台筹款外，还利用新兴技术

持续创新，搭建了“爱 love 佑”官方微信小程序，并不断为公益行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另一方面，公开透明是爱佑长久以来一直追求和坚持的基本原则，爱佑一直致力于通过数据化建设，让科

技的力量更好地推动公益组织公开透明前进的步伐。2019 年，爱佑开发并正式上线了捐赠人专户系统。捐赠

人可以更加便捷、直观、立体地查看善款的使用明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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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261,695,154.60 元

2019 年捐赠收入构成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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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41,925.09 21.07%

企业 90,007,757.53 34.39%

基金会 116,545,471.98 44.54%

总计 261,695,154.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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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FUNDRAISING REPORT

互联网筹款报告

1. 互联网平台筹款公示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通过阿里巴巴公益网店和公益宝贝、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水滴公益、美团公益、

新浪微公益等筹款渠道筹集善款 50,592,198.23 元。

捐赠渠道 捐赠金额（单位：元）

阿里巴巴公益网店 1,834,283.00 

阿里巴巴公益宝贝 6,264,983.07 

支付宝公益 31,334,841.04 

腾讯公益 9,979,620.42 

美团公益 1,043,764.45 

官方小程序 26,503.04 

新浪微公益 82,271.88 

水滴公益 8,877.00 

滴滴公益 579.59 

京东公益 16,474.74

合计 50,592,198.23 

2. 善款跟踪与反馈

    2019 年，共有 188,649 人次爱心网友通过爱佑慈善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网店捐赠善款 1,834,283.00

元，在 2019 年支出善款 2,089,063.41 元，帮助 97 人次病患儿童、148 人次病患孤儿和 1,980 人次困境儿童。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接收 1.12 亿余笔公益宝贝爱心网商的捐赠，共筹集善款 6,264,983.07 元，

在 2019 年支出善款 11,923,874.25 元，帮助 681 人次孤贫患儿。

    2019 年，共有 26,194,128 人次支付宝公益爱心用户，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31,334,841.04 元，

在 2019 年支出善款 31,333,085.15 元，帮助 32,540 人次病患儿童、孤儿、困境儿童等。

    2019 年，共有 652,787 人次腾讯公益爱心网友，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9,979,620.42 元，在

2019 年支出善款 8,220,641.58 元，帮助 315,449 人次病患儿童、孤儿、困境儿童等。

    2019 年，共有 287,724 人次美团公益爱心用户，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1,043,764.45 元，在

2019 年支出善款 673,415.92 元，帮助 101 人次病患儿童、孤儿、困境儿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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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 慈善 -- 跨界合作案例

爱佑携手爱心企业、整合多方跨界资源，为爱心企业及其员工打造丰富多彩的公益场景，制定个性化的公

益参与路径，帮助爱心企业打造更具温度的公益形象，大大提升员工公益热情和凝聚力，获得参与群体多方好评。

2019 年，苹果（中国）、乐高集团、海底捞、中信、银城等二十余家爱心企业，与爱佑携手共同创造更多元

化的公益参与场景。

    结合政策：聚焦精准扶贫 因地制宜助力脱贫攻坚 

爱佑与中信银行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三区三州贫困家庭开展医疗救助，致力解决贫困家庭看病难的问题，

切实为贫困家庭减轻负担，实现医疗扶贫的目标，助力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爱佑与中信银行在项目设计上，

还针对“建档立卡户”先心患儿设置了专门的全免资助政策：患儿医保报销之后，项目在一定额度内进行兜底救助。

爱佑与中信银行的合作，是社会组织与企业各自发挥所长，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齐

心协力地支持更多贫困地区病患儿童及其家庭。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此次合作共救助建档立卡家庭先心病

儿童 361 人，三区三州贫困家庭疾病儿童 144 人。

    跨界共赢：开展可持续性公益项目

2019 年 12 月 7 日，“以爱之名 护佑未来”2019 年爱佑·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冬季开放日活

动在上海温馨开启。乒乓球世界冠军马龙，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志愿者、爱心车主和经销商代表齐聚，与

孩子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温馨美好的快乐时光。

成立七年来，“爱佑·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与支持，也获

得了政府、媒体评选的众多公益奖项。爱佑的项目管理优势、公信力与一汽 - 大众奥迪的资金优势、品牌影响

力相结合，实现了 1+1>2 的效果。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爱佑·一汽 - 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已经收治 1,632

名病患孤儿，其中 1,606 名完成救助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人生。此外，还有 1,831 人次参与义卖活动，11,131

人次参与宝贝之家孩子的医疗陪护，36,978 名的中外志愿者为宝贝之家提供日常服务。

DONOR RELATIONSHIP

捐赠人服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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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撬动城市资源：提升当地患儿就医体验 

2019 年，爱佑携手银城集团继续推动“医疗救助 + 人文医疗”合作模式，结合银城集团的业务发展规划，

在南京、苏州开展孤贫大病儿童救助，建立“爱佑童乐园”—爱佑银城童馨小屋，服务住院患儿的同时，将其

打造成当地员工、业主的长期志愿服务基地，定期在医院内开展主题活动。

此外，在银城樱花跑、公益剧场、亲子跑、开学季等品牌活动中，爱佑均进行了公益环节设计，让公众通

过捐步、亲子活动等方式参与公益，也帮助银城逐步打造了“高管 - 员工 - 业主 - 合作伙伴”的全链条公益矩阵，

助力银城公益的品牌提升。

2019 年，卓尔 & 爱佑贫困儿童医疗救助计划在武汉儿童医院正式启动。此救助计划，是爱佑慈善基金会

携手卓尔公益基金会、武汉儿童医院的三方合作，为孤贫病患儿童提供多病种医疗救助，也是爱佑慈善基金会

撬动多方资源，开展“慈善 + 企业 + 医疗”联合救助新模式的创新和尝试。

爱佑整合卓尔公益基金会在湖北各地多年的扶贫经验以及武汉儿童医院的医疗资源，通过在院救助、义诊

筛查等方式对湖北地区贫困患儿进行定向帮扶，并在院内建立“爱佑童乐园”—爱佑卓尔小维乐园，与卓尔书

店联合开展绘本阅读、健康科普等主题活动，加强医院人文建设，助力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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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企业庆典：公益慈善成效放大企业品牌影响力

2019 年是万科集团 35 周年司庆，恰逢万科支持爱佑公益十周年，爱佑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定制“致敬十

年”专项公益活动，活动期间，万科所资助的先心病儿童与家长、病患孤儿与护理妈妈、留守儿童与乡村教师

纷纷为万科 35 周年录制加油祝福短视频；十年前参与患儿筛查的万科公益志愿者，重返项目地探访十年前接

受万科捐助并已自食其力的首批项目受助人；万科员工通过“为爱走更远”公益活动，组队乐跑助力爱佑项目，

以公益参与延续万科公益价值观。线上与线下联动，十年间所有参与公益的企业员工、用户都以不同方式参与

到本次万科司庆中，公益成就放大了企业品牌影响力。

    公益沙龙：互相启发，儿童领域公益效能最大化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先后两次在上海、北京组织儿童公益主题的沙龙，与关注儿童公益的 CSR 企业代表

分享、探讨新常态下，如何在儿童公益领域把握潜在新机遇。公益沙龙以促进儿童福祉发展为切入点，大家分享各

自的公益案例与心得，过程中相互启发，共同寻找更精准的资源整合和实施方式。爱佑希望通过公益沙龙为企业

CSR 搭建互动交流的平台，提供前沿话题的分析共享，互相启发，合作共赢，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

   深度参与：企业带动更多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慈善项目

2019 年爱佑携手禹洲地产将企业公益品牌与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密切结合。项目在贵州遵义地区开展，围

绕儿童保护主旨，禹洲地产在项目地支持了几十个“儿童之家”场地。禹州地产也将企业品牌的年度活动与合作

公益项目相结合，定期在项目实施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调动员工、业主及媒体深度参与“儿童之家”主

题活动，探访项目受助儿童，真切感受“儿童之家”给他们带来的改变。共建项目，共享成果，不仅为困境儿童

带去更加丰富多彩的关爱和资源，也为企业向社会责任相关方传递影响力带来更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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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管家是什么

以专业的团队、系统化的服务，助力高净值人士、财富家族的慈善事业。

通过咨询、订制系统性的公益慈善专业解决方案，提供监测、评估、反馈等项目管理服务，打造全球慈善

家圈层的交流、赋能平台，协助高净值人士建立属于自己的慈善事业，实现慈善目标。

慈善管家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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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公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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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建户，捐赠人享有建议权，
可灵活操作账户

直接捐赠
善款直接用于爱佑自有公益项目

定制方案一定制方案一

定制方案二定制方案二

定制方案三定制方案三

个人

目标

关注领域

项目

家庭企业

客户的慈善愿望

解决核心策略与驱动维度

客户的慈善理念

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如家族委员会及工作小组

形成影响力策略

目标

关注领域

项目

目标

关注领域

项目

慈善战略订制 慈善项目设立
与执行管理

架构与决策机制设计 全流程监测
评估与反馈

慈善圈层增值服务

定制化、系统性解决方案

1）慈善战略订制

慈善管家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在建立慈善

事业之初，协助客户梳理慈善理念，将慈善愿景

从个人、企业、家族等不同维度分解，进而将其

具象化。通过拆解目标、锁定公益领域和定位回

应的问题，形成系统化的长期慈善战略，并根据

战略体系的复杂程度协助建立专属服务机制。

2）架构与决策机制设计

在建立慈善事业战略的基础上，与客户共同

订制系统化的慈善解决方案，协助搭建事务管理

决策和资金管理决策机制，包括是否涉及搭建独

立基金会，是否引入慈善信托、DAF 账户等，

以及在资金尚未完全拨付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投资

管理，确保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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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慈善项目设立与执行管理

爱佑慈善基金会深耕公益行业十五年，能够协助客户开展项目执行工作，将慈善“想法”落地为慈善“行为”。

在管理项目和赋能机构的全流程中，爱佑开发了投后管理平台，以及财务内部控制评估框架。从项目的行业影

响力、内部管理规范性和财务合规性等多个角度，对执行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过程管理，确保充分贯彻客户总

体慈善策略。

4）全流程监测与评估反馈

爱佑慈善管家提供系统性全流程监测与评估反馈机制，包括尽职调查、协议审定、项目跟踪、执行反馈等，

通过 10 个一级指标，32 个二级指标和 101 个评分点对慈善项目进行立体监测、客观评估，同时，通过专属

爱心账户、年 / 月 / 周报以及项目实地探访等多种形式进行项目反馈。

5）慈善圈层增值服务

提供多元化的慈善教育增值服务、专业系统的慈善课程、沉浸式研讨、世界顶级慈善项目、国际慈善家交流，

我们致力于提升高净值人士使命感和荣誉感，增强财富家族慈善认知、助力财富代际传承，打造有影响力的慈

善圈层。

   面向高净值人群的《公益慈善第一课》：通过《公益慈善第一课》，帮助个人系统的收获慈善意识与理念，

找到适用于自己的公益慈善路径，《公益慈善第一课》已陆续在中融信托、宜信财富、中欧商业评论·浙商领袖营、

恒天财富大学等企业平台开讲，覆盖人群超过 1,600 余人次。

   培养财富二代的公益理念：为不同年龄段的财富家族二代子女设计并推出了青少年公益先锋计划和亲

子公益计划， 助力家族和企业家慈善精神的代际传承。

   赋能企业员工、提升凝聚力：通过公益课堂、公益体验活动、工作坊等多元化形式，为企业平台内的客户、

合作伙伴及员工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与公益志愿体验，助力企业更好的践行社会责任。2019 年，分别携手滴

滴公益和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举办了多场定制公益慈善赋能活动。

合作伙伴

光大信托、建信信托、中信信托、万向信托、中融信托、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宜信财富、米尔肯家族基金会、

Global Philanthropists Circle 全球慈善联盟（G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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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公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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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建户，捐赠人享有建议权，
可灵活操作账户

直接捐赠
善款直接用于爱佑自有公益项目

定制方案一定制方案一

定制方案二定制方案二

定制方案三定制方案三

慈善管家

PHILANTHROPY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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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之初，爱佑慈善基金会就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十余年来经过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 建立了五大系统、

一个中心，全面实现了筹款、行政、业务、资金管理以及捐赠人反馈的自动化、在线化、数字化、数据化。

1. 筹款系统

2019 年爱佑官方公募筹款 H5 上线，为 C 端用户提供线上捐赠场景，也为爱心企业提供了多元的公益合

作服务。H5 可定制页面，满足了爱心企业的个性化诉求，同时针对大型爱心企业不同分公司或门店，实现了

渠道化运营服务。

2. 业务系统：

1）儿童医疗业务在线化：

该系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了与医院的信息互通，并按照基金会的标准和医院的个性需求进行定制，其

中包含信息提交和审核、在线协议的创建与核对、救助费用的申请、核算以及资金拨付等，整个过程均在线上

完成。同时系统支持移动端提交救助申请，极大提高了便捷性与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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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福利项目在线化：

爱佑安生项目通过移动 app 的方式，实现了困境儿童信息提交、督导员入户家访、组织活动的申报、个性

化救助等功能的全过程在线化，并对项目执行的过程进行线上核查、跟踪和督导。

3. 资管系统：

该系统将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打通，将捐赠人与受益人打通，无论从哪个场景切入分析，都可以找到整个

业务链条的上下游。资金链条上的数据可以完整的反映业务场景事实并提供对业务的深入分析。

4. 捐赠人专户系统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开发并正式上线了资金智能分配规则引擎以及捐赠人专户平台， 让每一笔捐赠

都做到轨迹清晰并可随时查询。

主要功能介绍：

    建立专户：爱佑平台上的每个捐赠人不论捐赠金额大小，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专属账户。

    科学匹配：将捐赠人的每一笔捐赠资金按照捐赠意愿与每一笔公益支出一一对应，让善款与受益人之间的

匹配更加灵活、精准、科学。

    月度台账：爱佑平台上的每个捐赠人都会收到一份善款使用台账，捐赠人的爱心通过数据的可视化清晰

呈现。

爱佑儿童医疗三大项目救助患儿信息公开上链（已做脱敏处理），公众可以随时通过爱佑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查询儿童医疗救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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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FOUNDATION

    日清校验：通过每天核对校验的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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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查看自己的善款动向。

    全流程追踪：依托技术的力量，在善款流动的每一个环节留痕，爱心轨迹全部在线可追踪，实现真正透明。

5. 行政系统

综合行政办公系统包括人事管理、行政审批、薪资管理、会议管理等功能，已全面实现线上办公，提高了

整个基金会的办公效率。

6. 统筹中心

该中心定期监测爱佑的救助业务、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的数据，协调捐赠人需求、业务开展和筹款活动之

间的平衡，更好地助力捐赠人的服务、救助业务的规划和筹款业务的开展。

爱佑的数据化建设，在全面支持业务发展、提高公益效率的同时，也使组织的公开透明度得以极大提升。

每一条线都代表一笔资金的轨迹，左侧代表收入，右侧代表支出，线条的粗细体现资金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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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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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活动回顾

4 月 17 日，“慈善 × 医疗 - 共创健康美好未来”战略合作发布会在上海举行，爱佑慈善基金会与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战略合作升级正式开启。战略合作升级通过深化慈善协同医疗的模式，为全面提升我国儿童医疗水

平、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而做出全面长远合作，为探索慈善模式升级、助力整个医疗事业发展带来更积极的促

进作用。

BRAND IMPACT

品牌影响力

“爱佑公益体验官”陆续请来凯叔讲故事创始人“凯叔”、体育冠军张培萌、王力宏太太李靓蕾，到“爱佑安生”

项目地为那里的孩子带去专业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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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倡导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依托全媒体平台，在微博、抖音、快手、分众传媒、腾讯等持续开展公益倡导活动，

陈赫、蔡依林、董力、邓伦、侯明昊、景甜、李现、李治廷、刘涛、欧豪、R1SE、沈月、王力宏、王晓晨、

王子文、杨紫、张若昀……等明星的支持和倡导，年度传播量超过 5,000 万。



043

2019 年，国际合作部继续践行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主导原则。期间，基金会特别关注并积极参与了

与国际同行的线上及线下交流，确保并提升了百余家国际合作伙伴对爱佑项目的参与和支持。爱佑国际网络优势

因此得到充分发挥，使基金会向着全球化合作和发展的目标稳步迈进。

爱佑人积极参加国际交流，在互访、国际会议及活动中相互学习、了解，进一步讲好爱佑故事，了解同行经验，

提升业务能力。2019 年，爱佑支持并参与了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第 13 届新领军者年会（2019 夏季达沃斯论坛）”、

“2019 米尔肯研究所全球大会和亚洲峰会”、“2019 高盛亚洲慈善高峰论坛”、“2019 孤独症康复技术发展

与政策研讨国际论坛”、“联合国妇女署·性别暴力预防与干预会议”、由国内一线院校和国际专家授课的“儿

童福利培训”及赋能社筹款营 - 国际技巧课外课等活动。

GLOBAL IMPACT

国际影响力

国际合作：儿童医疗项目

国际合作部凭借自身经验协调国际专家，引进优质国际资源，在推进爱佑儿童医疗项目及强化合作医院的国

际化进程中增进了业务领域的国际交流，同时从多方面提升了合作医院的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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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儿童福利项目

为了增强基金会团队对国际儿童福利和保护观点的理解，探索儿童福利项目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爱佑邀请了国

际知名的咨询公司 ChildFrontiers 来到中国。ChildFrontiers 为爱佑的团队提供了方法、框架、战略发展和项目设

计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

多名国际专家及相关组织负责人在爱佑支持的孤独症专业国际论坛上就政策倡导、教育培训、职业发展及康复技

术等专题进行发言和讨论。

继 2018 年爱佑赴尼泊尔进行经验交流后，尼泊尔乔杜里基金会与爱佑展开长期对话机制。2019 年，为了提升当

地儿童养护和发展专业化程度，乔杜里基金会专程来华参访爱佑新生养护中心，向爱佑团队学习专业经验，共谋

国际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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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佑荣誉展示

其他信息公示

2019 年奖项

    第八届中国公益节“爱佑童心”——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获得 2018 年度公益项目奖

    2019（第二届）社会责任大会“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系列活动被授予 2019 年度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奖

    2019 中基透明指数发布，爱佑连续八年获得满分，获“2012-2019 年自律透明榜样奖”

人才结构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共有专职员工 58 人

2019 年薪酬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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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排序

前五位人员的报酬金额，爱佑慈善基金会 2019 年

人员工资信息如下（单位：RMB 元）：

排序 2019 年年薪

1    500,188.85

2    496,698.85

3    494,585.80

4    490,565.50

5    469,363.08

80后

36人

90后

16人

其他

3人
70后

3人

年龄分布
本科

29人

硕士

24人

博士

1人
大专及以下

4人

学历分布



PARTY BUILDING OF CPC

党建工作

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截至 2019 年底，共有党员 11 名，其中支委 3 名。

2019 年，支部在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在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党委的指导下，按照中央和

民政部党组、中心党委的部署要求，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理

论的学习，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推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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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保证。

爱佑慈善基金会党支部以脱贫攻坚为目标，带领基金会业务部门开展脱贫攻坚相关工作。根据基金会实际

情况和业务特色，支部党员积极参与到“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工作，对贫困重大疾病患儿开展救治工作，广泛

与东部发达城市医疗资源联系，努力促进东部对贫困地区的医疗帮带教工作，促进儿童健康发展，造福更多弱

势群体。

在“下乡义诊”、“患儿探访”活动期间，支部党员开展“戴党徽、亮承诺、做表率”系列活动，将“学”

与“做”切实结合，设立“下乡义诊”、“患儿探访”活动党员示范岗，“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

护项目和“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的党员，发挥了党员示范岗的引领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感染群众、带动群众、服务群众的初衷。

与此同时，为加强支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积极营造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的良好氛围，提高廉

洁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支部积极参与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纪委开展的廉政主题微视频活动，拍摄了爱

佑廉政主题微视频。视频由三个小故事组成，由党员和群众共同出演，通过真实、生动、鲜活的视频影像，突

出反映爱佑慈善基金会对社会组织纪检工作的思考以及本单位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

新举措、新做法，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实践。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项

目对“三区三州”地区多次开展困

境儿童救助工作，图为支部党员与

项目同事前往凉山州越西县进行困

境儿童回访。

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12

日，爱佑慈善基金会组织中层以上

领导干部及党员前往西柏坡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学

习西柏坡精神，并结合自身工作进

行小组汇报。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爱 佑

慈善基金会党支部、交通银行东单

支行及北京慧云数据应用技术研究

院联合党建，参观“伟大历程 辉

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S



049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单位：RMB元）

类别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捐赠收入 391,715,719.75 261,695,154.60

提供服务收入 83,490.57 83,490.57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26,570,049.86 22,144,895.48

总计 418,369,260.18 283,923,540.65

支出

总计 349,947,715.52 279,910,331.41

2019 年度资产及负债情况（单位：RMB元）

类别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资产

货币资金 26,058,750.41 21,185,424.75

短期投资 588,081,037.23 588,905,905.66

应收款项 4,345,934.20 2,291,834.85

待摊费用 364,482.36 290,946.01

其他流动资产 626,080.19 818,312.73

固定资产 316,812.24 238,104.29

长期股权投资 4,084,032.88 15,442,764.93

总计 623,877,129.51 629,173,293.22

负债

应付款项 5,724,167.83 6,581,774.79

应付工资 952,189.02 1,327,459.60

应交税金 54,991.20 105,068.13

总计 6,731,348.05 8,014,302.52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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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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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36,312.66 74.30%

爱佑童心 71,690,514.74 27.40%

爱佑天使 9,661,129.19 3.69%

爱佑晨星 13,824,206.39 5.28%

爱佑雅安 - 0.00%

爱佑和康 257,908.52 0.10%

医疗行业支持 2,000,000.00 0.76%

儿童医疗非限定 21,868,503.04 8.36%

爱佑新生 47,352,565.74 18.10%

爱佑安生 19,762,509.90 7.55%

儿童福利非限定 4,019,922.48 1.54%

公益创投 1,500,000.00 0.57%

其他 2,499,052.66 0.95%

非限定性 67,258,841.94 25.70%

总计 261,695,154.60 100.0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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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41,925.09 21.07%

企业 90,007,757.53 34.39%

基金会 116,545,471.98 44.54%

总计 261,695,154.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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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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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1,184.06 39.13%

爱佑天使项目 18,504,634.92 7.24%

爱佑晨星项目 18,413,427.99 7.21%

爱佑雅安项目 380,386.85 0.15%

爱佑和康项目 2,006,165.99 0.79%

医疗行业支持项目 12,982,559.72 5.08%

爱佑新生项目 38,194,641.55 14.95%

爱佑安生项目 16,108,393.86 6.30%

公益创投项目 38,832,347.09 15.20%

大数据项目 8,325,700.28 3.26%

其他项目 1,775,689.30 0.69%

合计 255,515,131.6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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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INFORMATION ANNOUNCEMENT

爱佑慈善基金会 2019 年爱佑财务金蝶系统升级招标信息。

一、招标目的

爱佑在积极探索信息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对原有陈旧落后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求提升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爱佑原有金蝶 K3 RISE 12.2 系统是 10 多年前的产品，版本陈旧，功能支持不足，无法满足财务新增需求，

故需要升级至最新版的 K3 Clou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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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向社会进行招标，征集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接受报名：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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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顺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勤时代软件有限公司、北京金蝶管

理软件有限公司三家机构，并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发送邀请。

     邀请现场评标：2019年5月9日第一次就业务需求进行评标；2019年5月10日第二次就技术框架进行评标。

     评标委员会召开多次会议：对评标内容多次探讨和沟通。

2. 评标

2019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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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财务系统升级需求后，供应商选型从公司规模、技术能力、合作稳定的大方向出发，三家产品和技术

都可以满足，采用价低者优先，确认网络实施推荐供应商为北京天勤时代软件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7 日通过爱佑慈善基金会官网公示中标结果，并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向中标方北京天勤时

代软件有限公司发送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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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0日人民币237,760.00元《爱佑财务金蝶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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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公益

百度公益

滴滴公益

美团公益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安仁家族办公室

奥乐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爱奇艺有限公司

北京非格络绎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枫花园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加拿大国际学校	

北京链家公益基金会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富都溪湖国际大饭店有限公司

车立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道天下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	

滴滴公益基金会

分众传媒集团

国投创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汉鼎宇佑集团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悦翼科技有限公司	 	

吉威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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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	

乐高玩具（上海）有限公司	

连我（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蜜芽宝贝（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浦项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瑞银慈善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森马集团

上海爱又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上海吉祥房地产有限公司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嘉里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浦东嘉里大酒店

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	 	

韶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锐教育基金会	 	

顺丰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微保（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蔚来汽车	

58 同城

香格里拉大酒店（成都）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大酒店（广州琶洲）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大酒店（合肥）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大酒店 (拉萨 ) 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饭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小鬼当佳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小红书	

排名不分先后

感谢以下爱心企业 / 基金会的捐赠

感谢以下公益平台的支持

水滴公益

腾讯公益

新浪微公益

支付宝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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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集团

一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迪品牌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禹洲集团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浙江省王麒诚吴艳慈善基金会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卓尔公益基金会

安徽省蚌埠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北京春苗儿童救护服务交流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

成都市儿童福利院

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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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法泽社区公益基金会

广州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

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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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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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

感谢以下机构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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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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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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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民政局

玉树州金巴慈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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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以下媒体的关注

百度公益、宝宝树亲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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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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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教育、华

讯网、和讯网、基金会中心网、今日头条、科技讯、企业时报网、千龙网新闻、人民日报（国际版）、人民网、

人民政协报、善达网、搜狐网、太平洋教育网、天极网、腾讯公益、腾讯网健康、腾讯新闻、腾讯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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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网新闻、《中欧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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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内所用受助儿童照片，均已得到监护人授权

蔡依林	

陈赫			

董力		

邓伦	

侯明昊	

凯叔		

李靓蕾		

李现		

感谢以下明星 / 艺人 / 公众人物的助力

刘涛			

欧豪			

R1SE		

沈月	

宋祖儿		

王子文	

王力宏	

王晓晨			

杨紫		

张若昀			

张培萌				

张靓颖

郑和惠子

郑爽

AdamCharity- 范丞丞公益站

Athena_JiHyo 中站

仓鼠很忙	|	姚琛公益个站

刹寂 _易烊千玺粉丝团	

邓伦吧官博

邓伦反黑组

邓伦公益组

邓伦宣投组

DL董大力妈妈后援团

董大力的发电站

董大力全球粉丝后援会

Dandelion_ 易心益意

疯人院

何洛洛 0504 公益站

华晨宇粉丝团

胡氏文选·胡文煊

李现全球应援首站

李明德全球后援会

木子洋应援会

Primenow0101_ 钱锟

感谢以下明星粉丝团的支持

RORVIN 周震南公益

任豪公益小分队

盛世暖烊

·拾贰日记簿·代瑋

WhiteLight_ 白宇生图站

星琛站 _ChenYosemite

杨幂绿苑 -安徽分会

姚琛粉丝团

姚琛的Cookies

焉栩嘉 0923 公益站

翟妹 999 官方微博

赵磊Germinate 公益站

赵让粉丝团

赵让全球后援会

赵让Ryan 公益站

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

朱正廷粉丝团

张颜齐YoRoll 公益站

刘芷彤（周艺轩粉丝）

2019 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得到了明星粉丝团的大力支持，感谢你们跟随爱豆一起关注公益、传递正能量，由于
篇幅有限，很遗憾仅能展示千元以上为代表。爱不分大小，因为你的加入，世界才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