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 0
人民币 877

人民币 97.2
人民币 276.38

人民币 50
人民币 39.87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一、项目内容 摩天岭社会公益型保护地(老河沟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 平武县高村乡，地处

川东北地区，是岷山大熊猫的典型栖息地 区域，是我国西南山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西 部自然基金会(现更名为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开始与平 武县政府洽谈，共同将
这里建立成为一个社会公益型保护地， 实行政府监督，民间组织管理运营的新模式。
二、运行时间:2011年至今
三、项目目标 科学保护，营造保护区社区好邻居关系，探索尝试自然宣教， 期望通过生态友
好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四、受益方 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物种，周边社区4个村约2248人。
五、已经取得的成效 1.建立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内部运行顺畅。 2.保护上建立了三级巡护制
度，按照保护计划严格执行。 3.监测上，实现了公里网格布设，并且开始实现监测结果直接反
馈于保护上。 4.社区工作方面有了较大进展。一是开展社区帮扶项目，举办农 民田间学校和组
织社区居民外出考察学习;二是建立和推行了 社区三级访问制度，全员参与社区的走访;三是帮
助周边的社 区发展社区保护。 5.联合企业发展定制农业，帮助社区谋发展，全年为社区带来订
单金额66万元。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2018年项目情况披露

项目名称： 摩天岭社会公益型保护地项目(老河沟保护区)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全国
项目介绍： 一、项目内容: 位于杭州植物园内的桃源里自然中心发轫于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支持的“植物

达人训练营”，由杭州植物园、阿里巴巴公益 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打造，于
2017年4月正式 开学。 桃源里自然中心通过开展“绿马甲文明公益行动”、“小河长 青少年护
水计划”、“自然嘉年华”、“周末课堂”、“桃源 讲堂”公益活动来宣传环保的理念。
二、运行时间:2017年4月至今
三、项目目标:
宗旨:让自然成为生活。 愿景:成为公众喜爱的自然乐园、打造优质的自然教育众创空 间、树立
城市型自然中心典范。
四、受益方:以杭州市民为主
五、已经取得的成效: 桃源里自然中心已经成为杭州市民体验自然教育的场所。2018 年，共举
办活动约600多场，直接参与人数4万余人。其中: 1.绿马甲文明公益行动培养约440名志愿者，
9000多人次参加 活动。 2.小河长青少年护水计划，32所学校加入，8000余名学生参 与。
3.自然嘉年华举办第二、三期，参与公众共计22000人。 4.周末课程全年参与人数约3000人。
5.桃源讲堂举办10场。
六、合作方:杭州植物园、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项目介绍： 一、 项目内容及目标 吉林向海社会公益型保护地是由基金会直接管理、受政府监督 的社会公
益型联合管护区。受委托管理的范围涉及保护区三个 核心区，面积共计17489.9公顷。项目旨
在切实保护丹顶鹤等珍惜水禽，提升生态保护的成效，带动周边居民的可持续发展。
二、运营时间:2017年1月至今
三、受益方:丹顶鹤等珍惜湿地候鸟，周边10个村屯将近6000 村民。
四、项目成效
1.科学保护 向海保护中心巡护队按照日常巡护路线巡护了1428次，巡护总 里程41061公里，共
处理了291起违法事件。2018 年一年监测 期内，生态保护中心共监测到濒危鸟种 10 种。
2.社区发展 2018年社区产业发展重心转至扶植本地中小企业。2018年合作 的本地企业为鹤香米
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通过该企业在保护 地周边的屯子与老百姓开启订单农业，切实为农户增
收。 3.宣传与资源引入 2018年新华社等12家媒体对向海生态保护的新模式进行了报 道。2018
年7月份，马云、马化腾点赞向海保护工作的事情， 引发了700多家媒体再次聚焦关注向海，
200万网友参与讨论。
五、合作方: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通榆县人民政府，吉林省林业厅

项目名称： 自然教育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本年度本基金会开展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吉林向海社会公益保护地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人民币 152
人民币 52.37

人民币 5
人民币 116.2

人民币 0
人民币 86.53

·

项目名称： 蓝色先锋海洋保护公益人才培养计划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

项目名称： 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项目介绍： 一、项目内容及目标 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是由桃花源基金会等23家自然保护公 益机构联
合发起的支持社会公益保护地的能力建设，政策倡导 网络。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希望凝聚
公益保护地方向上各 自探索的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推动公益保护地在中国的发 展，共同有
效保护1%的国土面积。 二、运行时间:2017年2月至今
三、受益方 未被国家正式保护地体系有效保护的生态优先区，公益保护地 周边的社区。
四、已经取得的成效
1. 开展生态脱贫项目:在公益保护地及所在县开展生态保护和 精准脱贫试点。2018年，项目在
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脱贫基金 的支持下，在联盟开发的指南和标准指导下，在四川省平武
县，山西省和顺县，云南省德钦县开展公益保护地建设和生态 脱贫，为四川平武和山西和顺公
益机构提供公益资助。
2. 能力建设:开展网络课程，对4000人次自然保护地从业者开 展能力建设和培训。
3. 政策倡导:2018年两会期间，通过桃花源基金会理事和企业 家会员，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提交提案及建议4份。
五、合作方 参与方:阿拉善SEE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22家基金会 支持方:环保部等

万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某类特殊人群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

项目名称： 非洲巡护员奖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服务地区： 境外
项目介绍： 一、项目内容 在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非洲大陆，保护一线的巡护工作也最 为艰辛，每年都

有众多巡护人员牺牲在和持枪盗猎分子的斗争 中。 2017年，马云宣布桃花源基金会将与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共同 发起非洲保护奖项目，每年奖励50名一线巡护人员，每人奖金3 000元美
金，项目将持续10年。
二、项目进展 2018年4月1日，首届非洲巡护员奖提名结束，组委会共计收到 来自21个国家的
146 份提名。其中有如肯尼亚、刚果(金)、 赞比亚、南非、坦桑尼亚等巡护事业发展较为完善
的国家，也 有贝宁、加蓬、塞内加尔、多哥等巡护系统相对不成熟的国 家。 2018年5月初，经
评委会评审确认，来自17个国家的50名巡护 员入围2018非洲巡护员奖。 2018年8月7日，首届
非洲巡护员奖颁奖典礼于南非开普敦举 办，10名获奖巡护员代表参加此次典礼。
三、 受益方
非洲一线巡护员及其所保护的土地
四、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项目介绍： 一、项目内容 摩天岭社会公益型保护地(老河沟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 平武县高村乡，地处
川东北地区，是岷山大熊猫的典型栖息地 区域，是我国西南山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西 部自然基金会(现更名为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开始与平 武县政府洽谈，共同将
这里建立成为一个社会公益型保护地， 实行政府监督，民间组织管理运营的新模式。
二、运行时间:2011年至今
三、项目目标 科学保护，营造保护区社区好邻居关系，探索尝试自然宣教， 期望通过生态友
好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四、受益方 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物种，周边社区4个村约2248人。
五、已经取得的成效 1.建立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内部运行顺畅。 2.保护上建立了三级巡护制
度，按照保护计划严格执行。 3.监测上，实现了公里网格布设，并且开始实现监测结果直接反
馈于保护上。 4.社区工作方面有了较大进展。一是开展社区帮扶项目，举办农 民田间学校和组
织社区居民外出考察学习;二是建立和推行了 社区三级访问制度，全员参与社区的走访;三是帮
助周边的社 区发展社区保护。 5.联合企业发展定制农业，帮助社区谋发展，全年为社区带来订
单金额66万元。



人民币 381.1
人民币 291.94

人民币 1113.38
人民币 436.69

人民币 0

·

项目名称： 公益项目人员设备管理服务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万元

·

项目名称： 自然保护专项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项目介绍：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共同开展自然保护专项项目:
1.龙坞青山村自然教育营地建设项目 通过自然教育课程等活动为周边学生等提供了解自然的场
所。 建设周期为2018年4月-2019年5月。 2.河南丹江水源地保护与生态修复项目 通过保护区内
外部资源整合，创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社会组 织紧密合作的创新模式。于2018年5月启动，
现已启动多项保 护区本底资源调查。 3.四川龙溪-虹口大熊猫保护区共建共管示范项目 通过引
入国际化的合作资源和保护管理经验，推动大熊猫小种 群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于2018年3
月启动，现已完成保护 区访客中心设计等。
4.海绵城市项目 将深圳作为窗口城市开展海绵城市政策研究等工作。时间为201 6年12月-2021
年12月，目前已完成腾讯新总部大厦等示范项 目。
5.青少年教育项目 于2018年3月-2020年12月运行，现已在深圳的3所试点学校落 地开展教学等
活动。旨在提升青少年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深入认识与实践。
6.上海城市生境花园项目 通过改善城市里的花园，拉近人和自然的联系。运行时间为201 8年11
月-2019年12月。目前完成两个小微示范点的营造等。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

项目名称： 黄山九龙峰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募捐： 否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 万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一、项目内容: 桃花源新项目地——九龙峰省级自然保护区(含洋湖保护地) 位于黄山风景区西

部，面积37平方公里。2018年3月，桃花源 基金会与黄山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获得黄山
九龙峰50年 委托管理权。 安徽当地环保组织绿满江淮与桃花源基金会合作成立了黄山市 黄山
区绿满江淮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保护区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工作。桃花源与五星控股联合发起成
立了五星桃花源生态农业 公司，负责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帮扶和自养。
二、运行时间:2018年1月1日-至今
三、项目受益方: 九龙峰的濒危珍惜动植物、保护区周边4个村庄，约2000人。 四、已经取得的
成效: 组建了一个12人的保护团队，完成保护区洋湖检查站和食堂的 基建;建立了一系列保护管
理制度，2个检查站建立出入管理制 度 ;保护区安装了40台红外相机;建立了23条巡护线路和三
级巡护体系，8个月巡护里程达到2744公里;保护区开展4期自然 教育活动;发展当地8户民宿，给
当地老百姓带来8万元的收益。
五、合作方:黄山区人民政府、黄山区林业局、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黄山国有林场、
五星桃花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一、项目内容及目标 蓝色先锋海洋保护公益人才培养计划由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和银泰基

金会合作，与国际基金会派克德合作发起，并在广东 省民政厅取得境外NGO临时活动备案许可
的海洋公益人才培养 项目。“蓝色先锋”是一个“能力建设与创投”计划，期望于 未来10年
在中国培养超过100名从事海洋保护的专业人才，并 孵化出20个专业从事海洋保护的中国本土
机构。 二、运行时间:2016年至今
三、受益方
海洋公益行业，海洋公益行业投资者
四、已经取得的成效 2018年，项目落户昆山杜克大学，在全国共招募了20名海洋保 护人才。
项目取得了以下成绩:
1. 项目在昆山杜克大学进行4次，每次4天的培训，邀请27名环 境保护专家向20名海洋青年领袖
提供培训支持。
2. 20名蓝色先锋成员中，1人获得联合国地球青年卫士奖，3人 获中国海洋公益奖。
3. 2018年10月，在挪威国王王后访华期间，专门与桃花源生态 保护基金会联席主席马云先生会
见蓝色先锋代表，共同倡议海 洋保护与年轻人才培养。
五、合作方 银泰公益基金会，昆山杜克大学，国际公益学院，学堂在线



人民币 288.61

·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全国
项目介绍： 背景：桃花源是青山绿水的守望者，是江河湖海的孩子，是山水的情人。桃花源是一群敬畏自

然，愿为子孙留下青山绿水的信徒。我们喜欢早春雨后甘露的味道，我们喜欢傍晚田野间淡淡
的炊烟，还有漆黑的山野里的星光，我们理性地尝试商业模式去另辟发展蹊径，我们也坚信智
慧，用科学的手段保护自然，我们以这样的公益信念，一寸寸地建立保护地，守护那些人类必
须捍卫的生存空间。
为确保公益项目按照我们致力于的公益的心态、科学的手段、商业的手法来保护，项目管理人
员对于项目进行：
1. 项目立项管理：从前期进行科学调研，以满足捐赠人以及法规要求确定项目计划书
2. 项目实施管理：制定项目年度计划与预算，经理事会批准后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如发生重大
变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适度对年度计划进行调整，并报理事会批准
3. 项目评估管理：定期递交项目报告，在项目实施不同期间进行评估，确保按照预期执行
此项为满足以上项目管理需求，对项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保险，同时，除了人员以为，同时
有支持公益项目发生的设备支出，包括设备的折旧、设备的日常管理监控产生的费用，以及管
理公益项目产生的相关专业服务费。

项目本年度支出： 万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