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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项目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11）项公益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四川八月林公益保护地项目 

一、 项目内容及目标： 

四川八月林公益保护地项目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

这里位于大熊猫栖息地凉山种群与大相令种群之间的关键廊

道。2014 年金口河区人民政府与西部自然基金会（现更名四

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把已经建成的四

川金口河八月林自然保护区（县级，面积 102 平方公里）的

保护管理权委托给基金会管理，形成一种政府监管、民间组

织管理的保护模式。 

二、 运营时间： 2014 年 7 月至今 

三、 项目目标： 

科学保护大熊猫、四川山鹧鸪、珙桐等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

种群及其栖息地，促进周边社区居民可持续发展。 

四、 受益方： 

大熊猫等珍贵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环境，保护地周边 4 个

行政村 900 余户村民。 

五、 项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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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保护方面：组建了一只平均年龄 28 岁的年轻的巡护

队伍，年度巡护总里程 1069 公里，巡护人次 700 人次。巡护

总里程比上一年度提高 40%。在八月林保护地全境依照公里网

格布设红外相机 50 台，红外相机累计有效工作时间 11000 天，

累计监测到平均体重大于 500 可的兽类 19 种，雉类 5 种，其

中 2019 年新记录种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二级保护动物

斑林狸。 

2、资源管护方面：八月林建立了完整的应急事件处理预案，

并组织了一次防洪演习，2 次防火消防演习，初步建立了团队

应对自然突发事件的能力。项目根据自身特点修订了保护区

入区规则，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区宣传，在实际运行中发挥

了良好作用。共劝返 36 人，拦截并处理非法入区采灵芝、抓

石蛙等 9 次 25 人。社区散养放牧一直是对保护区影响 大的

人为干扰活动，将社区的牛赶出保护区是一项长期斗争。

2019 年共赶牛 197 头次。 

3、社区工作方面，持续开展好邻居项目，暑期邀请社区儿童

进入保护体验自然保护，共邀请 27 名社区儿童参加保护地一

日体验活动。社区生计发展方面，项目支持林丰村发展对环

境友好的集体经济，为林丰村茶叶加工厂提供技术支持与设

备援助。同时在全村进行了中华蜂养殖培训，帮助村民提高

养蜂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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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合作方： 

金口河区共安乡林丰村茶叶加工厂、金口河区共安乡共安小

学、金口河区森林公安局、金口河区消防中队 

七、项目支出：3.23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八、项目收入：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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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知识传播项目 

一、项目内容： 

桃花源传播项目旨在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基金会影响

力，向公众、合作伙伴等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唤醒更多人参

与到自然保护事业中。其中，本年度发起的超级志愿者 Super 

V（Super Volunteer）项目。招募了一批爱自然、有传播力

的明星、意见领袖、有志青年等作为超级志愿者，前往桃花

源保护地体验和探访。并用年轻人喜欢的趣味图文、短视频

等形式，将超级志愿者们在一线保护地的所看、所听、所感

展现给网友与大众。希望探索公众更易参与的保护动作，彼

此能以行动的力量唤醒更多人对自然保护的热爱。超级志愿

者从来不止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每个人都可以是超级志愿者。 

二、运行时间：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受益方： 

生态保护公益行业、热爱自然的公众 

四、已经取得的成效： 

1、相关话题在一个月内总阅读量破 7 亿，网友参与话题讨论

量超 228 万。 

2、设计的“小桃花 icon”活动也引起全民参与热潮，共有

200 万+网友互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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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支出：146.99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自然知识传播 

六、项目收入：198.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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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巡护员奖 

一、项目内容  

在野生动物资源 丰富的非洲大陆，保护一线的巡护工

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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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非洲举行颁奖典礼，

项目将持续 10 年。2018 年，来自 17 个国家的 50 名巡护员入

围 2018 年非洲巡护员奖；首届非洲巡护员颁奖典礼于南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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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延续

去年的工作。 

二、项目进展  

2019 年 4 月 1 日提名通道开启至 5 月 31 日提名结束，我们共

计收到来自 17 个国家的 115 份非洲巡护员提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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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月 31 日，经经评委会评审确

认，我们公布了2019年非洲巡护员50名获奖者名单。其中，

来自肯尼亚 19 名、坦桑尼亚 5 名、刚果民主共和国 3 名、卢

旺达 3名、利比里亚 2名，马拉维 2名、赞比亚 2名、津巴布

韦 2名、贝宁共和国 2名、喀麦隆 2名、埃塞俄比亚 1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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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1名、纳米比亚 1名、尼日利亚 2名、刚果共和国 1名、苏

丹 1 名、乌干达 1 名。2019 年 11 月 15 日，我们于加纳首都

阿克拉举办非洲巡护员奖颁奖典礼，邀请 10 名巡护员代表参

加。 

三、 受益方 

非洲一线巡护员及非洲保护区 

四、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五、项目支出：57.13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巡护员奖励 

六、项目收入：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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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九龙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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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的理事企业五星控股集团发起成立了

黄山千鸟谷生态科技公司（社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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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取得的成效： 

    黄山区九龙峰保护地项目在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具体工作为：（1）保护初级成效，动物遇见率大大提升，40

台红外相机拍到动物次数增加 40%；（2）上岭社区保护地的

建立，有了保护的同盟军-社区巡护队；（3） 团队的建设—

—当地青年的加入，8 名巡护员全部通过 1 星巡护员 ；（4）

保护区智能化、信息化建设，保护上云——智能管理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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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使用；（5）公众参与越来越高：自然教育 680 多人次，

100 万公众捐款募集 82 万元人民币；（6）获得政府的认可与

支持：175 万政府资金的支持，荣获安徽省中小学环境教育实

践基地；（7）桃花源基金会引入的五星控股公司在保护区周

边发展替代农业，全年共实现销售 234 万，对周围百姓开展

生态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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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千鸟谷生态 

六、项目支出：528.07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七、项目收入：20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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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倡议”海洋专项 

一、项目内容 

2019 年 6 月 7 日，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正式启动“蓝

色倡议”海洋专项。“蓝色倡议”海洋专项汇集了一批热心

海洋保护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共同支持海洋保护工作。“蓝色

倡议”将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在海洋科考研究，

科学普及和海洋保护区示范，海洋保护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

海洋保护政策研究和倡议及可持续渔业等领域展开一线保护

行动。“蓝色倡议”在 2019 年启动第一次资助。 

二、运行时间：2019 年 6 月至今 

三、目标 

为从事海洋科考研究，科学普及和海洋保护区示范，海洋保

护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海洋保护政策研究和倡议等方向工

作的高校、科研机构及社会组织提供资助。 

四、受益方 

海洋公益行业及包括全国中小学生、沿海居民等海洋公益行

业服务对象。 

五、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 

2019 年度，“蓝色倡议”海洋专项共资助 8 家国内高校、科

研院所及社会组织开展海洋保护工作，这些组织包括：上海

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曹玲）、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周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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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天津生态城大地之声社会

教育中心、成都市和川公益发展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

研究所、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六、项目合作方 

腾讯基金会 

七、项目支出：341.11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海洋保护资助 

八、项目收入：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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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岭社会公益型保护地项目（老河沟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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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会)开始与平武县政府洽谈，共同将这里建设成为一个社会

公益型保护地，实行政府监督、民间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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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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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的成效 

1、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会议，制定护林防火预案，加大了森林

防火宣传，提升消防队伍的应急处置的综合能力。 

2、按照制定的巡护工作计划结合三级巡体系开展巡护工作，

对巡护中发现的非法持有枪支进入老河沟保护区人员及时报

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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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第一次大熊猫国家公园两省三县联合反盗猎大巡护 

4、在巡护中全员使用“手机智能巡护系统”巡护，通过“手

机智能巡护系统”中划出40条巡护线路,确定了航迹和里程，

绘制出老河沟更新后的巡护路线图 

5、展开一年一度的星级巡护员大比武提升巡护员的巡护能力

及工作技能 

6、按计划开展四项演练，梳理了预案流程并更新安全手册 

7、根据社区走访三级响应制度重新设计了新的社区工作方法 

8、更新完善制度，严格纪律、制度的落实并严格执行 

六、项目支出：12.20 万元，资金主要用户保护地保护 

七、项目收入：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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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森林公益保护地 

项目介绍： 

2019 年，桃花源基金会与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合作，在蚂蚁森

林上线公益保护地，让网友参与公益保护地的认领和支持贫

困县的生态产业发展。2019 年上线云南德钦巴美，吉林汪清

和陕西洋县公益保护地。 

项目支出：337.87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投入保护地保护 

项目收入：445.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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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先锋 

项目介绍： 

2019 年，桃花源基金会与昆山杜克大学合作，继续资助昆山

杜克大学开展蓝色先锋海洋公益人才培养项目。项目招募 30

名海洋公益人才，在昆山杜克大学开展 3 期的课程，以及实

习实践课。项目将为中国海洋公益保护领域输送具有商业手

法运作海洋公益项目的年轻公益人才。 

项目支出：51.24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海洋保护人才培养 

项目收入：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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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向海社会公益保护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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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等珍稀水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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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顶鹤等珍稀湿地候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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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巡护了 1003 次，巡护总里

程 35181.4 公里，共处理了 103 起违法事件，对比 2017 年

（600 起）和 2018 年（291 起）分别减少 82.8%和 35.1%且违

法事件发生的区域也大幅度的缩小，保护中心联合相关执法

部门（保护局，森林公安分局及县草原站）对该鹤类核心区

内草原进行 6 次集中整治，共清退 10 余户放牧的村民，为迁

徙鸟类提供了安全和足够的繁殖及栖息环境；保护中心与鹤

类内草原承包主达成“草原共管”合作，共同对破坏草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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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进行管理和控制；2019 年一年监测期内，监测到新记录

的鸟类比 2018 年多 76 种，并发现极危物种青头潜鸭 1 对。 

2、社区发展 

2019 年社区引进茅台博物馆到向海进行农产品的开发，帮助

社区开发销售了5吨小米，并将全部7万元利润捐赠到了向海

保护地，支持保护工作；尝试引导养殖户由放养改为圈养，

2019 年有 9 户养殖户参加了青贮高粱向海区域试种植，种植

面积 9.44 公顷；引进健康元&丽珠集团的慢性病扶贫项目落

地向海保护地周边的村屯，对 16 个村屯共计 800 名村民捐赠

价值 100 万元的药品，助力医疗脱贫。 

3、团队管理 

2019 年向海保护中心开设了员工内部学习沙龙和外出学习培

训，每周组织员工进行一次生态学理论常识的学习和一次鸟

类学的学习，平均每月有 1 名员工被送出去深造学习，提升

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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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项目支出：356.46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七、项目收入：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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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坪社会公益型保护地项目 

一、 项目内容    

2019 年 2 月，神农架林区政府将 85 平方公里的国有林委托给

桃花源基金会进行管理，区域内的主要保护对象为黑熊、珙

桐、红豆杉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太阳坪自然资源保护地周围

有 6 个社区，社区村民通过在保护地内挖药放牧等方式来获

取收益，村民的发展与生态保护存在一定的矛盾，保护中心

将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识别出可持续利用资源，让周围社

区在支持生态保护工作的前提下，从可持续利用资源中受益 

二、运行时间 ：2019 年 2 月 17 日至今  

三、项目目标  

建立一个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相互协同的自然资源保护地 

四、受益方 

黑熊、猕猴、红豆杉等珍稀野生动植物，2019 年受益方 1 个

村 1040 人。 

五、已经取得的成效   

   1.团队建设 

组建了 7 人工作团队，其中 1 人通过星级巡护员考核 

   2.巡护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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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护了111次，巡护里程1343.54公里，其中发现人为干扰信

息 88 次，动物痕迹信息 250 次，清除狩猎工具 214 处。布设

了 30 台红外相机，拍摄到 13 个物种。 

   3.社区保护 

  入户 411户，回收狩猎工具670个，支持1个村组建了巡护

队，自主开展生态保护。  

六、合作方 

神农架林区林管局 

七、项目支出：182.21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八、项目收入：7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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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里自然教育项目 

一、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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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致力于为公众提供专业多元、形

式丰富的自然教育课程活动，以游戏、体验、探索、讲座、

培训等不同学习方式带领公众走进自然、了解自然，进而保

护自然。中心以让自然成为生活为宗旨，愿景是成为公众喜

爱的自然乐园、打造优质的自然教育众创空间、树立城市型

自然中心的典范。 

二、工作产出 

桃源里自然中心秉承“让自然成为生活”的理念，在 2019 项

目周期中运用周末课程、进校讲座、社区活动、自然嘉年华

等多种形式的自然教育活动 995 场，服务 10 万+公众。 

新开发自然教育课程 30 个，《植物园里的自然探索》教案集

正在筹备出版。延续“绿马甲”项目培养了 600+志愿者为公

众提供服务。与 82 所幼儿园、中小学校，89 个社区建立了合

作链接。 

三、行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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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国林学会理事长、自然教育总校校长赵树丛带队参访

桃源里，参加桃源里组织的自然教育机构展示交流，亲身体

验桃源里自然课程，并给予高度评价。 

12 月，浙江省林学会成立自然资源与文化教育专业委员会，

桃源里主任王立雪当选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除了直接服务公众，桃源里共组织和参与组织了 16 次自然教

育相关培训，为自然教育行业、教师行业等从业人员进行赋

能。培训学员来自 16 个省/直辖市（湖南、湖北、四川、重

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上海、

安徽、河南、北京、吉林），他们来自学校、自然保护区、

景区、公园、科普场馆、自然教育机构等。 

四、获得奖项 

6 月，桃源里自然中心入选国家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颁布的

“国家自然学校能力建设项目”第四批自然学校试点。 

11 月，品牌项目“自然嘉年华”获中国林学会第八届梁希科

普奖。学军小学以“小河长青少年护水计划”获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实践类一等奖，建兰中学沈轩宇针对乡村水环

境中抗性细菌的研究获第三十四届杭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 

12 月，小河长计划获得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专业区域中心

网络颁发的2019年度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旗舰项目(SD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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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334.14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自然教育活动，自然

教育宣传等 

项目收入：312.42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