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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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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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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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谁

关于桃花源
ABOUT  PARADIS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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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与自由 专注与专业

桃花源价值观
VALUE OF PARADIS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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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与成就 合力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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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还在眼前，我们可能一念之间就划过剩下的时间匆匆开始一个新的数

字。在十年之后我们也许会记错 2019 和 2020 的界限，这一年的大事记和前

一年 大区别也许只是一个数字。当我们眼看着每年地图上标记的森林大火在

跳跃着标记在卫片上成为记录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和巡护员一样的行动——起

身，去用自己脚走出一串坚定的足迹。

2019年过得好快。时间，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但常常会各执己见的概念。

2019 年在时间曲线的波形像撞击后的振动——充满了变化。时间如果像亚

里士多德表述的是衡量变化的尺度，那 2019 需要更细密的齿纹给后人在刻

度里解读。

1月云贵强降雨洪灾，2月印尼矿区滑坡，3月广西玉林森林火灾，4

月尼泊尔暴风雨灾害，5月云南四川黄淮旱灾，6月江南华南强降雨洪涝，

7月南海台风“韦帕”登陆，8月亚马逊森林大火，9月昭通滑坡……一些

气候现象串起了这一年。桃花源也以特殊的形式被时间记录下一串足迹：1

月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获评 5A级社会组织，2月太阳坪公益保护

地正式成立，3月四川老河沟首次拍摄到水獭，4月自然嘉年华在杭州、上

海和福州三市同时举办，超过 150 家自然教育机构参与，5月八月林自然

保护区红外相机首次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6月正式发起蓝色倡议

海洋保护基金，7月举办第一场“桃花源 Talk”自然分享讲座，8月“超级

志愿者”项目在微博上线，9月九龙峰公益保护地获得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黄山区人民政府共 175 万元资金支持。

桃花源作为年轻的环保机构迈进了第四个年头，成长的阵痛也一直伴随

着团队的进步。2019 年，我们进行了第一次保护地督查工作 : 在仅提前 24

小时通知的情况下，督查小组抵达老河沟、九龙峰和太阳坪，通过检查制度

执行情况，直面保护地管理问题；我们与阿里云合作，尝试通过智能巡护系

统进一步规范保护区巡护工作；我们制定巡护员星级标准，训练更加优秀的

保护工作者。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卷首语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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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动物日，黄山九龙
峰“一元共建公益保护
地”众筹项目上线支付
宝 APP 首页，一天内
22万人参与筹款

九龙峰公益保护地获得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
山区人民政府共 175 万
元资金支持

“守护巡护员计划”上
线腾讯公益筹款平台

“超级志愿者 (Super	
V)”传播项目在微博上
线，话题量突破 7亿

向海公益保护地联合禁牧行
动将鹤类核心区内的非法放
牧全部清退

众安保险在老河沟公益保护
地挂牌公益实践基地

桃花源蓝色倡议海洋保护基
金在香港启动并 开第一次
决策委员会会议

桃源里自然中心获选“国家
自然学校能力建设项目”自
然学校试点

2019 年桃花源巡护员奖
全国 10名获奖者出

10 名蓝色先锋学员在蒙
特雷国际研究院参加加
速器课程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取得免税资格
续五年

联合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举
办第二次联合
党建暨理事企
业公益业务交流活动

八月林自然保护区红
外相机首次监测到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

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获评 5A级社
会组织	

深圳市桃花源生
态保护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深圳市仙

湖植物园管理处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将共
同建设一所自然教育中心	

公益保护地联盟
参与主办的“国家
公园改 出发”
研讨会在北

开	

黄山洋湖保护地
检查站 入使用

联合阿里巴巴
公益基金会举
办桃花源第一
次联合党建暨

理事企业公益业务交流活动

阿里云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支持建设的
保护地云端巡
护监测管理平
台在老河沟和
九龙峰公益保
护地试用

自然嘉年华活动在杭州、上海和福州三
市同时举办，超过 200 家自然教育机构
参与

与神农架林区林
业管理局签订合
作 协 议， 将 85
平方公里国有林

委托给桃花源基金会，太阳坪公益保护
地正式成立

老河沟公益保护地红外相
机首次拍摄到水獭

向海公益保护地在核心区内
建立了10个东方白鹳的招
引巢，其中一个招引巢成功
监测到孵化出3只幼雏

1

2

3

4

5

6

7

8

9

10

桃花源Talk第一期《与
自然共生》在武汉卓尔
书店举办

2019 年非洲巡护员奖
50名获奖者名单公布

桃花源保护地督查小
组成立，并完成走访监
督 3个保护地

20192019

YEAR IN REVIEW



-10- -11-

THE PARADISE ANNUAL REPORT

2019

保护项目进展
PROJECT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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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110平方公里

我国第一例由民间公益机构推动成立

并实施管理的自然保护区

2019 年主要进展 

强化全员参与巡护，巡护人数和里程比去年大幅度提升。2018

年 9月至 2019 年 8月底共监测巡护 2624.47 公里，331 次，

886 人次参与。

优化了巡护路线，试点推行智能巡护系统，实现了巡护数据的

收集、上传、分析和报告的实时化和智能化。

制定社区走访三级响应制度，确定社区关注对象名单、社区联

络人名单、商贩名单以及社区重大事项列表。全员参与社区工作，

责任到人。截至 8月底，共社区走访 408 人次，走访 697 户。

支持福寿村组建巡护队，制定村规民约和管理制度；3月，福

寿保护小区成立。新驿村社区保护地继续稳定运行。启动核桃

嫁接、民宿改造两项生计试点项目，开办农民田间学校 5次，

组织社区农民学习中药材种植、核桃嫁接技术、竹鼠养殖以及

养蜂技术。

监测巡护

2624.47 公里

331 次

886 人次参与

共社区走访

408 人次

697 户

四川老河沟公益保护地
LAO HE GOU

CIVIL PROTECTED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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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

102平方公里

县级自然保护区委托民间公益机构

管理

BA YUE LIN
四川八月林公益保护地

2019 年主要进展 

新团队首次走完保护区所有巡护监测线路，实现了保护地范

围内的保护工作全覆盖。2019 年 1 月至 8月，完成巡护里程

999.5 公里，449 人次参与。

完成所有网格红外相机布设，首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

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林狸，红外相机记录物种新增两种，

共计 23种。

完善三级巡护体系，建立应急事件处理预案，修订保护地的入

区管理制度及对违法入区的处理流程。

完成支持社区发展茶叶产业的赠款协议，为林丰村捐助15万元。

为周边社区孩子组织自然体验活动，共 27人次参加。

与金口河区政府更新托管协议，八月林保护中心全面接手八月

林区域森林管护职责，重新组建团队，建立参与式内部管理制度，

实现了制度自定、责任共担、互相监督。

监测巡护

999.5 公里

449 人次参与次

为林丰村捐助

15 万元
自然体验活动

共 27 人次参加

CIVIL PROTECTED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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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

102平方公里

国家级保护区委托（部分委托）

民间公益机构管理

XIANG HAI
吉林向海公益保护地

2019 年主要进展

2019 年 1 月初至 8 月底，共完成 705 次有效巡护，总巡护里程

24988.7 公里。共处理违法事件 71 起，与 2018 年（242 起）同期

对比下降 70.6%。

联合向海保护区、向海森林公安和草原站，在鹤类核心区 6500 公顷

的草原上开展联合禁牧，原有固定放牧场被全部清退。

2019 年初，保护中心与管护区内的 3家承包期内草原的主人协商，

在春季夏季进行联合禁牧，截至 8月底，草原上的草平均高度已达 15

厘米，覆盖率 90%以上。

与向海森林公安分局签订联合行动协议书，对管护区内动物活动密集

区域进行为期 32天的重点巡护。

2018-2019 年秋冬季防火期内，保护中心配合向海保护区防火办共

完成向海周边 17场火灾的扑救工作，参与救火 79人次，总扑灭面积

160 余公顷。

2019 年 1月初至 8月底，共监测到 189 种鸟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 7种，包括丹顶鹤、白尾海雕、白头鹤、白鹤、大鸨、白鹤和东

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7种；特殊鸟类青头潜鸭；发现保护区境

内新纪录鸟类两种。

2019年 3月，配合保护区在核心区内建立了10个东方白鹳的招引巢，

其中一个招引巢成功监测到孵化出 3只幼雏。

与向海森林公安分局开展联合宣传，在管护区周边 11 个村屯的进行

为期 8天的社区现场宣传；

协助牛马养殖户种植青储高粱作为饲料来源，替代放牧。2019 年试种

植的示范户共 9名，预估亩产量 4吨 -5.5 吨。

监测巡护

24988.7 公里

共处理违法事件 71 起

同期对比下降

70.6%

共完成 17 场

火灾扑救工作

总扑灭面积

160 余公顷

CIVIL PROTECTED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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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黄山区

40平方公里

省级自然保护区委托民间公益机构

管理

安徽九龙峰公益保护地
JIU LONG FENG

2019 年主要进展

规范和强化巡护工作，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底共巡

护 2240.11 公里，331 次，747 人次参与。其中，专项夜巡

247.64 公里，共计 38次，85人次参与。

试点使用智能巡护系统，基本实现了巡护数据的收集、上传、

分析，及时出具智能报告。

	

与保护区周边的3个村庄举办联合巡护暨反盗猎宣传活动4次，

与焦村森林公安、黟县宏村森林公安共同建立联合反盗猎协查

办案机制。

与社区共同制定出采野茶管理制度，2019 年茶季保护区采野茶

人员 372 人次，同比上一年度减少 100 多人次。茶季过程中未

发现茶农任何违法行为。

获评安徽省首批中小学环境教育实践基地；自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月，九龙峰共接待各类自然教育活动 14期，累计服

务人数 370 人次。

巡护

2240.11 公里

331 次

747 人次参与

茶季保护区

采野茶人员

372 人次

同比减少

100多人次

CIVIL PROTECTED AREA

1



-20- -21-

THE PARADISE ANNUAL REPORT

2019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

85.8平方公里

国有林场委托民间公益机构管理，

建立地方认可的自然资源保护地

2019 年主要进展

建立了巡护信息录入制度，依据巡护中发现的威胁区域，拟定了

16条巡护线路。4月至 8月巡护 62次，巡护里程 826.97 公里，

发现人为干扰 70 处，动物痕迹 137 处，拆除了 4个窝棚，清缴

了 145 个猎套。

布设红外相机 11台，拍摄到的物种包括亚洲黑熊、猕猴、鬣羚、

斑羚、黄麂等。

	

在周围 6个村庄开展社区调查、走访和宣教，收缴 32 个兽夹、

528 个猎套。

支持与保护地相邻的长坊村组建爱家园巡护队，针对非法捕捞进

行夜巡。

链接卓尔集团“乡亲乡爱”项目团队，支持周边村庄生产蜂蜜作

为替代产业，已销售 1000 斤。

与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太阳坪公益保护地正式成立。

组建7人工作团队，并进行了一系列巡护、社区和野外生存技能的培训。

湖北太阳坪公益保护地
TAI YANG PING

巡护里程

826.97 公里

拆除 4 个窝棚

清缴 145 个猎套

收缴 32 个兽夹

528 个猎套

生产蜂蜜已销售

1000 斤

CIVIL PROTECTED AREA

1

Photo by KYLE OB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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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护地
POTENTIAL 

PROTECTED AREA

2019 年主要工作进展

，是一片 接近深港澳大

湾区的天然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也是深圳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同时还保留着藏酋猴、中华鬣羚等珍稀物种 南的种群。这

里虽然已经建立了县级自然保护区，但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管

理机构。目前地方政府对将保护区委托民间机构管理还存有

疑虑，有待进一步沟通。

，是仙霞岭自然保护区外一片生态条件与

保护区类似的天然林地，具有同样的保护价值。在这里建立

保护地能够扩大武夷山保护优先区的保护范围，扩大黒麂、

白颈长尾雉等珍稀物种的栖息地。目前已与签订与政府合作

意向书，正在开发保护地建立和具体管理方案。

为实现建立 10 个精品保护地的目标，基金会一直寻找

有显著保护价值的区域，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建立由

政府监督、民间管理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

CIVIL PROTECTED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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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

由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和阿里云物联事业部一同开发的智能巡护

监测平台，于 2019 年 4 月起在老河沟保护地及九龙峰公益保护地

开始应用，目前已经取得以下核心进展：

项目二期计划实现数据TO	C场景的应用，实现保护区数字化，

内容将与蚂蚁森林对接，实现消费者用户层面互动，公众可以

在手机同步获取保护地信息。后续将基于此方案实现桃花源基

金会及其他自然保护联盟的推广实施，让中国的生态保护实现

数字化升级。

“云管理平台+移动终端APP”实现

“基金会-保护地-巡护员”	有效协

同管理，融入精细化管理理念，巡护

工作效率以及数据质量得到提升。

人工智能“云端训练 AI 算法 + 边缘

计算”的方案已在老河沟完成部署，

自动识别红外相机拍摄的对象，对老

河沟 25 种重点监测物种的识别准确

率高达 99%；同时配备了智能管理

相册，可实现人机交互，不断完善AI

识别的准确性。

平台实现了巡护数据与科研监测数据

的统一管理分析，数据孤岛被打通；

系统后台可实现一键成图、发布报告，

数据时效性大幅提高，便于及时调整

保护策略。

部署的 LoRa低功耗广域网配合卫星

电话，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巡护人员

实时位置显示，保障无信号覆盖区域

的通讯，保障巡护人员安全。

CIVIL PROTECTED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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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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打造的桃源里自然中心，经过近三年的潜心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知

名的自然教育机构。三年来服务人数稳步上升，截止至 2019 年 10

月底，全年举办 600 多场活动、服务人数达到 67000 多人，并入

选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的“国家自然学校能力建设项目”。

桃源里自然中心

600 
67000 

10 
600 

50 

形成了“绿马甲”，“小河长”，“自

然嘉年华”三大品牌。目前共培训

600 名绿马甲文明公益行动志愿者，

有 50 所学校加入了小河长计划。自

然嘉年华活动今年4月在杭州、上海、

福州三所城市同时举办，吸引了全国

200 多家自然教育机构、3万多公众

参与。今年 11 月的秋季嘉年华，将

配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自然教育

周，先后在石家庄、南宁、杭州、武

汉等城市举办。全年嘉年华参与人数

预计达 10万人。

桃源里自然中心在服务公众的同时，

致力于打造自然中心的样板，目前已

经拥有 50 多套自主研发的课程，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志愿者管理机制，并

和云谷幼儿园合作，共同开发融入幼

儿园教育体系的自然教育。

NATURE EDUC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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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圳仙湖植物园、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共同打

造的深圳自然中心，将在 2019 年底对公众开放。深圳自然中心的定位为

服务深港澳大湾区，推动深圳自然教育之城的建设。

Photo by KYLE OB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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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是桃花源保护地自然教育坚持的理念。

2019 年，保护地自然教育项目在“自然守护者”系列课程的基础上，不断优

化活动体验，推动多元合作模式，传播自然保护知识，努力实现保护区和社区

共益。同时，桃花源开展了以自然保护地为主题的自然教育培训，孵化在地自

然教育人才，实现行业内交流。

桃花源公益保护地自然营地

为推动四川省平武自然教育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结合中小学社会实践

教学需求，2019 年 4 月和 6 月，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平武县

人民政府、阿里巴巴脱贫基金，组

织平武县自然教育骨干人员培训，

累计培训来自政府、保护区、教育

系统、社区骨干代表等 70 余人。

随着

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推进，保护地

自然教育成为了新热点，同时对在

地团队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桃花源面向自然保护地体系工

作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希望为保护

地培养更多专业自然教育人才。

2019 年 9 月，来自全国 26 个保护

地的 32 名自然保护工作者接受了桃

花源开展的保护地自然教育培训。
桃花源自然教育团队专

业度提升，完善保护地“自然守护者”

系列课程，设计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课程内容，标准化活动流程，为自

然教育参与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体

验活动。

截至 2019 年 10 月，老

河沟自然保护区和九龙峰公益保护

地共举办 39 场活动。其中包括，

26 次面向学生与亲子家庭组织的研

学营期，13 次面向企业与社会群体

的自然体验活动。项目累计服务约

2600 人次，较 2018 年增长 4 倍；

为周边社区创收逾 20 万元；保护地

活动总收入近 90 万元。
2600

4
20
90

NATURE EDUC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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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r Awards

4

Photo by Scott Ramsay | African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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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非洲是地球上 美丽、 原始、 具野性的大陆之一，是

无数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然而，这一生物宝库因贫

穷而导致盗猎猖獗，野生动植物贸易屡禁不止。2017 年，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与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

非洲巡护员奖，每年奖励 50 名一线巡护人员，每人奖金

3000 元美金，项目将持续 10 年。我们希望通过“非洲巡

护员奖”唤醒公众对非洲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关注非洲

一线巡护员真实生活与经历。

2018 年，首届非洲巡护员奖颁奖典礼在南非开普敦举办，

这群用生命保护大象、狮子和犀牛的巡护员们，第一次得

到来自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2019 年，在非洲巡护员奖的基础上，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与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还一同发起“巡护员守护计划”，

资助因保护事业殉职的巡护员家庭，帮助他们拥有继续生

活的能力和希望，让每一个在一线战斗的巡护员心有所依。

50 名

一线巡护人员

每人奖金

3000 元美金

2019.6-7

评委审核提名材料

2019.7.31

发布 50 名非洲巡护员获奖名单

2019.11.15

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办“2019 年非

洲巡护员奖”颁奖典礼

2019.4.1

非洲巡护员奖”提名通道开启

2019.5.31

“非洲巡护员奖”提名结束，共计收到

来自 15 个国家的 115 份提名

Ranger Awards

4

Photo by Marcus Westberg | African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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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约有 12000 个自然保护地，约占国土面积的

18%。此外，仍有许多尚未被统计的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

在这些保护地之上，众多一线巡护员日夜巡护、风雨无阻，

守护着栖息其中的野生动植物。然而，在我们谈论野生动植

物保护的时候，却没能对其背后的巡护员给予足够关注。

今年，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正式发起“桃花源巡护员奖”，

为优秀的巡护员提供现金奖励和技术支持。我们希望，一线

巡护员的付出被更多人知晓、认可，更多人能够关注他们以

及他们日夜守护的山山水水。正是因为这些巡护员，绿水青

山才能依旧，金山银山也才能成为可能。

自提名通道开放以来，我们共收到了来自各全国各地的国家

级、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等相关机构申

报的 74 份优秀巡护员提名材料。经过初审、专家评审、现

场复审及终审后， 终评选出了 10 位 2019 年“桃花源巡

护员奖”获奖者。

桃花源巡护员奖

2019.4

“桃花源巡护员奖”提名通道开启

2019.6.24

“桃花源巡护员奖”提名结束，共计

收到来自全国 74 份提名

2019.7

评委审核提名材料

2019.7.26

评委线下评审会

2019.8.26

发布 10 名优秀巡护员获奖名单

2019.10.28

在中国香港举办“桃花源巡护员奖”

颁奖典礼

12000 个

自然保护地

约占国土面积

18% 以上

74份
优秀巡护员提名

终评选出

10 位获奖者

Ranger Awa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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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和维龙加国家公园合作开展的竹炭能源项目旨

在打破贫困、森林砍伐与暴力的恶性循环。通过2017年的具体设计，

桃花源计划通过输出我国成熟的机制竹炭生产技术，与维龙加共同筹

资建设	40	公顷的竹子种植园和一座年产量	240	吨的试验性小型竹炭

厂，探索机制竹炭在当地市场的经济价值，摸索可持续、可复制的竹

炭产业商业模式——鼓励公园外围的当地人从种植竹子、生产和销售

竹炭来获取稳定的经济效益，逐步替代传统木炭，从而保护山地大猩

猩的家园，增加地方就业。

维龙加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是非洲 古老的国家公园、世界自

然遗产和非洲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保护地，山地大猩猩的家；同时，

这里也是世界上 危险、保护处境 艰难的地区之一：由于政局多变、

内战迭起，公园周边 400万人常年处于战争、贫穷之中；部分民众为

了谋生而选择加入反叛武装，砍伐维龙加的原始森林烧制成木炭进行

非法贸易成为了反叛武装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它支撑的暴力又加剧了

贫困。

刚果维龙加竹炭能源项目

2017.3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到刚果维龙加实

地踩点调研，提出设立竹炭厂项目

2017.11

维龙加国家公园主管伊曼纽尔访华，实

地探访中国竹炭厂

2018.6

在中国竹炭专家的指导下，项目设计完

成，在维龙加国家公园开始厂房建设

与维龙加共同筹资建设	

40 公顷的竹子园

年产量	240	吨

的试验性小型竹炭厂

2018.10

完成竹炭生产线的设计、设备的采买和

运输

2019

受刚果共和国埃博拉疫情及内战影响，

刚果维龙加竹炭厂项目暂停，将于社会

秩序恢复后重启

OVERSEAS PROJEC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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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马拉生态系统中，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里的大象被安全保护着，但是当大象走

出国家公园将面临许多盗猎的威胁和与村民的冲突。大马赛马拉地区保护项目在马

赛马拉国家公园之外 40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开展保护行动：组建反盗猎巡逻和快速

反应小组，定期巡护；监测与研究大马赛马拉地区大象活动情况；避免或缓解当地

人象冲突。

肯尼亚大马赛马拉保护项目

2018.8

桃花源基金会与非洲当地保护机构马拉大象保护组织（Mara	

Elephants	Project）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大马赛马拉地区

保护项目

手机淘宝上线公益游戏“野生小伙伴”，公众可通过线上养护

非洲象，随时查看非洲象动态

2019.3

在“野生小伙伴”游戏平台上，已有超过 120 万志愿者参与大

马塞马拉保护项目，每一位参与游戏的用户都成为了野生动物

的守护者

2019.7

桃花源基金会组织青年夏令营，参观了解大马塞马拉项目的实

地工作

OVERSEAS PROJEC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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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蓝色倡议海洋基金正式启动。

蓝色倡议基金是专注海洋生态保护的资助型基金，资助方向包

括：海洋保护区的政策建议、试点示范；可持续渔业的管理水

平和能力提升，帮助渔民转产转业；支持青少年海洋科学知识

的普及。

蓝色倡议海洋基金同时也资助国际项目，加强海洋保护的国际

合作和交流。

2019 年，第三期蓝色先锋项目继续在昆山杜克大学继续海洋公

益人才培养计划。第二期国际课程也顺利在美国蒙特雷国际研

究院举办，9名来自中国的蓝色先锋学员和 10名国际学员共同

在蒙特雷进行了 15天的加速器课程。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理

事专程前往蒙特雷，与蓝色先锋学员进行交流。

MARINE PROJEC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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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基金会理事马化腾和沈国军在两会期间继续代表桃花源

基金会提案，进行政策推动。其中，马化腾提交《关于推动深

入开展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林草局的高度重

视。国家林草局正在与桃花源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关于建

议国家海洋公园的提案也即将落地，其中，山东长岛，深圳粤

港澳大湾区都在与桃花源基金会沟通合作，自然资源部还邀请

桃花源基金会参与深圳中心海洋城市建设。沈国军理事提交《加

强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建设》提案，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并

进行了国内外研究梳理。2019 年 10 月，四川省发布的《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中，鼓

励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自然资源实施保护地役权管理。

政策倡导

联盟 26家公益机构合作，编写公益保护地标准与指南。在指南的支

持下，2019 年，我们全国识别 37 块公益保护地，覆盖面积 7477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0.78%。

撬动外部资金支持公益保护地，通过蚂蚁森林的平台，支持了 4块

公益保护地，覆盖面积 109 平方公里，蚂蚁森林提供 10 年 830 万

元的资金；近 1亿网友通过蚂蚁森林参与公益保护地的能量捐赠。

生态环境部李干杰部长邀请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发起成立公民生

物多样性联盟，为 202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昆明举办的缔约国大会

做准备。

公益保护地联盟

CIVIL PROTECTED AREA ALLIANC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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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及品牌活动

今年是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党建工作开局之年，在做好支部党建基

础规范化、搞好三会一课等日常党建工作的同时，桃花源党支部努力

探索以跨界联学联建、名人示范引领等方式创建“基金会示范党支部”，

逐步实现党建实体化。

桃花源黄山九龙峰保护中心联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理事单

位五星桃花源三家单位开展联合党建。

桃花源第一次联合党建暨理事企业公益业务交流活动在杭州

阿里巴巴举办，来自 9 个理事企业的 19 位代表参与。

桃花源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举办公益业务交流活动并启

动了公益业务交流“织网工程”，来自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及其直属基金会及桃花源 9 个理事企业共 31 位代表参与。

桃花源与卓尔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党建内部培训，桃花源全

国 5 个保护中心及两家基金会共 18 位同事参与交流。

3月

4月

5月

7月

党 建

Party Building And 
Brand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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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9.25

老河沟、向海线下探访，多领域大 V

齐聚桃花源公益保护地近距离接触野

生动植物。

9.25-9.30

传播收尾期，相关阅读量累计破7亿，

话题总讨论量 225.8 万次，公益桃花

icon 掀起全网转发热潮。此次“超级

志愿者（Super	V）”项目开启了桃

花源全新的传播模式。

6-7

项目筹备及保护地线下踩点。

8.29-9.19

线上预热期，品牌影响力破冰+公众参与。

项目微博上线 20小时，热门话题排行榜

第八；上线 34 小时主话题 #让 TA安住

桃花源 # 话题阅读量破亿；截止 2019

年 9 月 15 日，#让 TA安住桃花源 #话

题阅读量突破 5.3 亿，80 余位明星志愿

者、大V达人在微博上为生态保护发声，

头条新闻、英国每日邮报（DailyMail）

等数十家国内外媒体在线报道。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桃花源、了解桃花源的保护理念，今年，我们启动了“桃花源

Talk”系列演讲。未来，我们将邀请各行各业中与生态保护、环境、自然相关的嘉宾，

讲述“有趣、有料、有温度”的自然故事。

7 月 13 日，“桃花源 Talk”第一期《与自然共生》在武汉卓尔书店举办。这次活动

由桃花源生态保护地和卓尔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邀请了生态保护领域的微博大 V

以及桃花源太阳坪生态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人王大衍分享自然保护的故事，140 多名

公众参加了线下分享活动。

品牌活动

为了增加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桃花源及自然保护工作的认知，桃花源联合新浪微博

共同发起“超级志愿者（Super	V）”项目，招募有传播力的意见领袖作为志愿者，

前往桃花源各保护地探访，将真实的保护地一线工作展现给大众，唤醒公众对保护的

了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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