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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2020 年项目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15)项公益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l 九龙峰项目 

一、项目内容: 

桃花源安徽项目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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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效：2020 年取得的成效和四个方面表现: (1) 团

队基本功越来越扎实；(2)保护成效日渐明显；(3) 保护威胁

有效降低；(4)促进社区主动参与保护。具体表现为：2020 年

巡护里程 3259 公里比 2019 年的提升了近 80%。社区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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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周边 288 户的社区访谈，在黟县大同社区成立社区巡

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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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千鸟谷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 

六、项目支出：217.7206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七、项目收入：135.31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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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四川老河沟项目 

一、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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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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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河沟及周边7个村合计176平方公里的野生动植物及生态系

统；周边 7 个村 900 户村民。 

四、项目成效  

1、保护区内盗猎线索查明数量 1 例（保护区覆盖 2 次）； 

2、保护区缓冲带盗猎事件下降 50% 

3、对保护区及缓冲带开展网格化巡护，合计 176 个公里网格，

每位巡护员覆盖 1 次，团队覆盖 3 次，排查盗猎威胁 

4、在周边 7 个村开展入户访谈，900 户村民每户访谈不低于

2 次，充分了解村民基本情况，所思所想，跟老百姓交朋友 

5、在周边 3 个村开展社区好邻居项目，周边社区有 100 位小

孩通过夏令营和周末参与持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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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 2 个社区保护地建设及顺利开展⼯工作，并启动另三个

村的村民参与保护工作前期调查 

7、在周边社区及平武县引入健康元慢性病扶贫，捐赠 100 万

元的药品 

五、合作方 

平武县人民政府、涪水源国有林场、福寿社区保护地、新驿

社区保护地、柏林、山河、民主、五一、光一等 5 个村 

六、项目支出：216.5869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八、项目收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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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神农架项目 

一、项目内容 ：                                                       

  2019 年 2 月，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将 85.4 平方公里国有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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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雕、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太阳坪保护地周围有 6 个社区，村民

通过收取野蜂、挖药等资源利用行为来获取收益，保护中心将在

严格保护的基础上，识别出可持续资源，让周围社区在支持生态

保护前提下，从可持续资源利用中受益。 

⼆二、运行时间：2019 年 2 月 17 日至今 

三、项目目标 

建立⼀一个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相互协同的自然资源保护地 

四、受益方 

1. 85.4 平方公里国有林 

2. 2 个村 66 户次 

五、项目成效： 

巡护监测：2020 年，太阳坪团队巡护时长 1736.2 小时，巡护

里程 2251.25 公里，人均巡护里程 802 公里，发现的狩猎痕迹

信息从 2019 年的 206 起减少到了 2020 年的 9 起。布设了 92

台红外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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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保护：2020 年，太阳坪团队走访户数 503 户，人均走访

164 户，走访户次 1231 户次。支持长坊村在茶园河区域设立

了长坊茶园生态保护小区，设立哨卡，组建巡护队。 

六、合作方： 

神农架林区林管局 

七、项目支出：141.4652 万元，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八、项目收入：120.19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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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自然教育项目 

⼀一、项目内容 

自然教育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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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而保护自然。桃源里

自然中心是自然教育的⼀一个板块。 

⼆二、运行时间：2018 年 4 月-至今 

三、项目目的 

自然教育项⽬目的原景是造优质的自然教育众创空间,带领公众

走进自然、了解自然。进而保护自然。  

 四、受益方 

生态保护公益行业、热爱自然的公众 

五、已取得成效 

自然教育项目的桃源里自然中心秉承“让自然成为生活”的

理念，在 2019 项目周期中运用周未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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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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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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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学校试点。品牌项目“自然嘉年华”获中国林学会第八

届梁希科普奖，小河长计划获得联合国颁发的 2019 年度全球

可持续发展教育旗舰项目。 

六、合作⽅方 

杭州植物园，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七、项目支出：385.8199 万元，主要用于自然教育活动、宣

传等 

八、项目收入：289.00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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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自然知识传播项目 

⼀一、 项目内容 

桃花源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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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桃花源基金会正式在内部成立

传播委员会，由刘晓松任委员长，与一众理事共同指导桃

花源传播工作。2019 年，在传播委员会的指导下桃花源正

式发起超级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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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等形式作为物料在线上

发起了 传播活动，在全网影响了超 7 亿网友。 

2020 年，桃花源自然知识传播主要集中在所辖保护地一线

故事，拍摄、制作各类段视频在微信、抖音、微博传播。 

⼆二、运⾏行行时间 2020 年 1-12 月 

三、项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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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受益方 

生态保护公益行业、热爱自然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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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经取得的成效 

团队原创视频超过 100 条，在 4 个自媒体平台发布话题词 

#让 TA 安住桃花源# 全网累计阅读量达 9 亿。 

六 、合作方：新浪微博微公益 

七、项目支出：142.8029 万元，主要用于自然知识传播 

八、项目收入：302.98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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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民间保护地联盟项目 

一、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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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运行时间：2017 年 2 月至今 

三、项目目标 

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希望凝聚公益保护地放向上各自探

索的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推动公益保护地在中国的发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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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已取得的成效 

公益保护地联盟成立至今，26 家机构加入成为合作伙伴，编

撰修订公益保护地标准与指南。在全国范围内逐年识别符合

标准的公益保护地并建立数据库，截止 2020 年 10 月，已有

51 块公益保护地被纳入，覆盖国土面积达 10,311 平方公

里，还将 5 块暂未达到标准，但具备潜力的公益保护地纳入

预备名录。2020 年启动了十佳示范保护地的评选，树立典

型，进⼀一步扩大公益保护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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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发展也吸引了社会资金的参与，截止 2020 年底，蚂蚁

森林总计支持了 12 个公益保护地，提供资金将近 2000 万；

逾 1 亿网友通过蚂蚁森林参与公益保护地的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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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项目支出：294.3366 万元，主要用于保护地考察、保护

地保护等 

八、项目收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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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吉林向海项目 

一、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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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运营时间：2017 年 1 月至今 

三、 项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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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受益方 

丹顶鹤等珍稀湿地候周边村屯将近 6000 村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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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 

次，巡护总里程  44361.8 公里，共处理了  8 起违法事件，

对比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减少 86.3%、71.4%和

20%，且违法事件发生的区域也大幅度的缩小，为迁徙鸟类提

供了安全和足够的繁殖及栖息环境。 

2. 社区发展：成立胜利屯社区巡护队以及东升建国协议保

护，让社区养殖户参与保护行动。 

六、 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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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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项目支出：247.8712 万元，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 

八、项目收入：1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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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蓝色先锋 

一、项目内容 

培养下一代的海洋保护领军人才，孵化海洋保护领域的非营

利机构和社会企业。透过集中且高强度的课堂培训，填补与

海洋保育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空缺。通过实地研究和小组标志

性项目，将课堂知识应用到实际实践中扩大海洋保护领域未

来领袖的网络，包括学者、决策者和专业人士。 

二、运行时间：2019 年至今 

三、目标 

为中国海洋公益保护领域输送具有商业⼿手法运作海洋公益项

目的年轻公益人才。  

四、受益方 

中国海洋公益保护领域，热爱海洋保护的年轻公益人才。

五、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 

2020 年，项目局办了第三届海洋公益论坛分论坛-科技如何解

决海洋保护问题，同时在集中式培训模块，主题涵盖海洋科

学与污染防治，海洋保护地建设、管理与在中国的发展现

状，资源经济学与可持续渔业，运用法律、科技、传媒等手

段解决环境问题，从基金会、智库的视角出发解决环境问

题，公益与互联网创新。在小组项目及个人项目方面，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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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主题分别为江河入海流，垃圾给我留；一起做岛主；

传统渔村生机模式；抖动海洋；清岛近岸海岛公益保护地探

索与规划等。 

六、项目合作方 

昆山杜克大学 

七、项目支出：25.2885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海洋人才培养 

八、项目收入：638.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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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巡护员项目 

⼀一、 项目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共有 2700 多个自然保

护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8%以上，还不包括尚未被统计在

内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在这些保护地上，众多一线巡护员

风雨无阻冲在最前面，守护着栖息地上的野生动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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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发起“桃花源巡护员奖”，

每年奖励 10 名一线巡护员，每人奖励 2 万元人民币。我们

希望，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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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他们，绿水青山

才能依旧，金山银山也才能成为可能。 

二、 运行时间 2019 年至今 

三、项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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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受益方 

一线巡护员，生态保护 

五、 已经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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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全国范围内选出 20 名一线巡护员，每人奖励 2 万元人

民币。 

六、项目支出：25.4255 万元，主要用于巡护员奖励 

七、项目收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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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海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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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蓝色倡议”海洋专项受疫情影响，未新增资助

项目。对于已有的资助项目，进行了持续支持和管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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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蓝色倡议还与专业第三方合作，对于项目的资助策略等

进行了梳理，并将于 2021 年向社会公布新的资助策略和资助

方式。 

六、项目合作方 

腾讯基金会 

七、项目支出：62.0493 万元，用于支持海洋保护相关研究 

八、项目收入：638.36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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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自然保护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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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坞水源保护项目：在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龙坞水源地试

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乡村小型饮用水水源地的生态保护

工作，在保证饮用水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小水源地的

生态价值和服务功能。 

2.河南丹江水源地保护与生态修复项目：创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与社会组织紧密合作的创新模式，通过保护区内外部资

源整合，实现保护区鸟类核心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消落带

修复与重建、农业面源污染/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保护区

内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使保护区与社会组织共建、共管、

共赢的合作模式成为社会组织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成功案

例，并将保护区建成为未来辐射整个丹江流域的创新合作示

范基地。 

3.深圳海绵城市项目：落地海绵城市的社会参与示范项目，

促进行业能力提升，带动社会各界对于城市环境更为广泛的

认识和参与。 

4.上海城市生境花园项目：项目围绕助力上海 2035 生态之

城愿景展开，从绿图规划方法研究到社区生境花园营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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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探索和巩固为城市提供自然解决方案的核心理念和行

动。并且积极寻求和建力多方合作伙伴关系，提升项目影响

力。 

项目支出：262.7414 万元，主要用于保护项目支出 

项目收入：14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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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我是谁”线上课程 

⼀一、项目内容 

桃源里自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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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培训、活动等不同

学习方式带领公众体验自然、了解自然，进而行动起来保护

自然。 

⼆二、运营时间 2017 年 4 月至今 

三、项目目标 

结合热点动物，让大家了解自然知识和规律，消除大家的恐

慌情绪； 

结合人与自然热点话题：食品安全、拒绝野味、拒绝野生动

物贸易、气候变化等，传播生态保护行动知识； 

结合蚂蚁森林保护地，了解真实发生的自然保护共作，触发

大家的公益行动；通过孩子影响大人，倡导不吃野味以及和

野生动物友好相处的理念。 

四、受益方：公众 

五、已取得成效 

线上 57 万人次观看，428 位小学生参与互动承诺。 

六、合作方 

指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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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筹备工作执行委员

会办公室  

出品单位：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支持单位： 

钉钉教育、蚂蚁公益、优酷公益、天猫精灵、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 

七、项目支出：30.7546 万元，主要用于课程制作 

八、项目收入：32.74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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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四川八月林项目 

⼀一、 项⽬目内容： 

保护地项目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金口河区政府与桃

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把已经建成的八月林自

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权委托给基金会。 

⼆二、 运营时间： 2014 年 7 月至今 

三、项目目标：科学保护以大熊猫、四川山鹧鸪、珙桐等珍

稀动植物的野外种群及其栖息地，促进周边社区居民可持续

发展。 

四、受益方：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地

周边三个行政村 900 余户村民。 

 五：项目成就： 

1.科学保护方面：时隔十年再次监测到了大熊猫在八月林保

护区范围内的活动，拍摄到了金口河区历史上第一张野外大

熊猫照片。证明了凉山山系大熊猫勒乌种群仍然可以迁移到

最北缘的金口河地区。该项工作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

媒报道，并被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政协网站等权威平台转载。 

2.资源管护方面：保护区全年巡护里程 2200 公里，比上一年

提高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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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保护方面：在象鼻村万家沟发起了社区共管，推动社

区内的村民自己参与万家沟流域的巡护和管理。 

4.应急管理方面：建立了完善的四项防护制度，特别是建立

了系统的防火管理流程和制度。 

六、项目支出：32.4051 万元，主要用于保护地保护工作 

七、项目收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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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生态扶贫项目 

⼀一、项目内容 

桃花制是桃花源各个保护区周边生态农产品的集合和品牌，

项⽬目通过对老河沟、八月林、向海、九龙峰保护区周边的社

区开发⽣生态农产品来实现对农民的精准扶贫。 

⼆二、运行时间：2017 年至今 

三、项目目标 

项⽬目致力于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和对农民的技术支持，鼓励农

民生产出无污染、高品质的农产品，并且通过企业采购、电

商平台等渠道，连接城市消费者与保护区周边的贫困村落，

帮助社区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   

四、受益方 

保护区周边社区村民 

五、取得的成效 

1.制订高标准的品控体系，开发出多款具有当地特色的高品

质生态农产品，部分产品在 2020 年取得有机标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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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桃花制团队在包装设计、品牌运营等农民不擅长的领域

上，通过自身的经验以及专业人士的合作，进一步改良产品

的外观与包装，扩大品牌影响力。 

3.与热衷公益和扶贫的企业达成合作，帮助农民将产品销售

给大企业作为员工福利，提高农民收入并且传播产品的品

牌。 

4.与蚂蚁森林达成合作，通过蚂蚁森林的平台和流量，向公

众推广生态扶贫理念。 

六、项目支出：5.1081 万元，主要用于农产品开发支持 

七、项目收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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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非洲巡护员项目 

⼀一、项目内容 

在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非洲大陆，保护⼀一线的巡护工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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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运行时间 2017 年至今 

三、 项目目标 

支持非洲野生动物保护一线巡护员，唤起更多人的关注 

四、 受益方 

非洲一线巡护员及非洲保护区 

五、 已经取得的成效 

该奖于 2017 年启动，已连续举办 3 届。截止 2020 年，共奖

励 110 名工作在非洲各国家公园共作的优秀⼀一线巡护员和 23

个殉职巡护员家庭，涉及肯尼亚、刚果（金）、南非、尼日

利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 23 个非洲国家。 

六、合作方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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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支出：44.3572 万元，主要用于奖励一线巡护员 

八、项目收入：80.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