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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oreword

从我们大家第一次谈起在四川建立公益保护地至今，整整 7年了。和婚

姻一样，七年之后，初始的欣喜和兴奋也许淡了，留下的更多是亲人般的依

赖与亲切。提起老河沟和周边的村子，那里的山山水水就像我们熟悉的家乡，

尽管我们的理事无一来自巴蜀。

2010 年之前老河沟是个林场，2010 年后开始向保护区转型。

如果历史的记述能够在大数据和云的时代久远传承，我们这代人希望被

纪念的故事是这里山花烂漫、鸟语花香，油锯和伐木机械的轰鸣声都被封存

在扉页之前。地质学家讲，这里的山谷 7.5 亿年历史，经历的澄江运动、2.5

亿年前的印支运动、1.35 亿年前的燕山运动，鬼斧神工、成山就水。动物学

家讲，大熊猫在这里延养生息 800 万年。植物学家说，这里的红豆杉世世代

代 250 万年。

相比之下，七年，也许只是个无法记录的瞬间。而 2017 年用此书来报

告这个瞬间，我们只感到诚惶诚恐：2000 余种动植物的家园，14 万张红外

相机监测照片，用脚丈量超过 6000 公里巡护路线，无数双磨破的靴子……

所有的一切，在时间和空间的尺度里似乎难以分辨，却实实在在记录下了我

们的用心。

愿尽我们有生之力，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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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沟
Laohegou

摄影 / 马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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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是桃花源基金会管理的第一个保

护区，也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部门监督、社会资金支持、

民间机构管理的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区。曾有媒体把这一

尝试称作自然保护区的“改革开放”。

老河沟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紧邻唐家河和白

水江自然保护区，是岷山山系大熊猫迁徙的重要廊道。

曾经，这里是一片林场，以每年 3000 立方米的采伐量

持续到上世纪 90 年代全面禁止天然林采伐。2011 年，

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支持下，桃花源基金会（原四川西

部自然保护基金会）在老河沟开展本底调查。2012年，

与平武县政府签订了 50 年委托管理协议。彼时，22 名

老河沟林场工人唯一需要做的是定时上山巡查和冬季防

火。周边村子里则有许多贫困户，村民们多靠山吃山，

盗猎盗伐现象时有发生。因为缺少管护，老河沟里一度

很难看到动物，河里的齐口裂腹鱼也几乎绝迹。

为了做好自然保护工作，基金会吸纳原林场职工为

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面积 110 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设立

了 26条巡护线路，全年巡护里程超过 1200 公里。保护

区内还布设了70多台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活动情况，

同时也起到了震慑盗猎、盗伐和盗采人员的作用。

科学的保护，使保护区内的人为干扰大幅减少。

2015 年，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显示，老河沟片区约有

13 只大熊猫。今天，曾经几乎绝迹的齐口裂腹鱼能够在

任何一条溪流里轻易看到，红外相机捕捉到的野生动物

影像也越来越多，就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也

时不时溜达到保护区基地附近了。

保护的同时，桃花源也兼顾社区发展，依托保护区周

边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帮助周边村民开发生态农产品，搭

建销售平台，利用商业的手法实现生态扶贫。

41 岁的陈小红是第一批参与定制农业的村民，目前

按照标准生产的生态猪肉、土鸡、核桃、花生等一批农产

品大多被基金会收购了，去年家庭增收近５万元，比６年

前翻了一番。

赵静也是定制农产品计划的受益者。计划开始的第

二年，赵静便参与进来，今年她依然按照基金会的标

准养猪：不能用饲料，养猪密度不超过每栏两头，给

猪足够的活动空间，这样原本 3 个月就能出栏的猪现

在要喂 10 个月。“虽然出栏时间久了，但这样喂出来

的猪至少能卖 24 元一斤，以前的饲料猪拿到市场上卖

只能卖 14 元。”赵静说，“今年，合作社收购 400

斤猪肉。还有多的猪肉我们就自己留着吃，确实比原

来饲料猪好。”

“我们指导村民用生态农业的方式进行生产，为他

们提供全套严格的操作指南，避免他们使用农药、化肥。

对那些符合标准的农产品，我们会以超过当地市场价的

较高价格收购，保证农民的收益。”负责与村民联络的

舒成说。

“很多村民一开始都不相信市场能认可生态产品，

认为成本太高，任凭联络员说破了嘴皮也不参与。”陈

小红说。但当村民们看到收益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2017 年，陈小红、赵静这样的定制户，在民主村已经有

100 多户，每户平均年增收达一万元。“他们热爱自己

的土地，靠山吃山，但只要有办法生活得好，也不愿意

破坏环境。”高村乡乡长孙军说。

除了定制农产品，桃花源基金会也希望能够为村民

开辟更多增收可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因为保护区的存

在而受益。

2017年，保护区从周边社区招募了10名自然导赏员，

对导赏员进行自然体验、动植物物种和自然保护知识的培

训。通过培训，２名讲解员和３名安全员已上岗。他们参

与自然保护区组织的自然体验活动，不仅增加了收入，也

成为保护区的乡村“代言人”。

不仅如此，基金会还投资在村子边建起了蜂蜜酒厂，

上好的百花蜜在保护区内酿成后，被送到这里以古法酿制

蜂蜜酒，提高附加值，从而获得更高收入，反哺保护区的

运营开支。2016 年，酒厂的八千瓶蜂蜜酒一售而空。销

售利润覆盖了老河沟全年的运营经费，老河沟实现可持续

运营。

老河沟保护区将保护与社区发展有效结合的成功探索

受到了很多机构的关注，前来老河沟参观、访问和学习的

政府和NGO的合作伙伴络绎不绝。2017 年初，四川省

林业厅更是将老河沟保护区纳入了拟建设的大熊猫国家公

园的范围之内。

“在未来大熊猫国家公园这么庞大的土地上和丰富的

生态系统下，保护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王德智说，

“我们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系统。”

老河沟
自然保护区	

Laohegou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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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河
自然保护区

木皮乡

福寿

民主村

山河沟

小河子沟

老河沟

沙坝子基地

双石头检查站

扩展区

白水江

雪宝顶

王朗

唐家河

平武县

摩天岭

九寨沟

平武县

岷山—横断山北段区

四川省
横断山南段区

老河沟概况

位置：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面积：

110 平方公里

管理形式：

将曾经的国有林场建成县级保护区，由社会资金支持、

民间机构管理、政府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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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沟自然保护区，中国第一个由政府部门监督、社会资金支持、民间机构

管理的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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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这里是一片国有林场。1998 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国有

林场面临保护和发展的矛盾，老河沟里盗猎盗伐、毒鱼电鱼等现象时有发生。



30 31



32 33



34 3534

2012 年，桃花源基金会（原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与平武县政府签订 50

年委托管理协议，获得了老河沟保护管理权。2013 年，老河沟获批成为县级自

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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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川金丝猴      下图：羚牛      图片来源：保护地红外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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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大熊猫      下图：黑熊      右图：豹猫

老河沟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大熊猫迁徙的关键廊道。在全国大熊猫第四次

调查中，老河沟片区约有 13 只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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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来自于一批热爱自然的企业家。2014 年，

老河沟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作为在地机构长期管理老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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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林场伐木人员，放下伐木工具、拿起望远镜，成了今天的保护区巡护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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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积 110 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设有 26 条巡护路线，全年巡护里程超过

1200 公里。保护区内还布设 70 多台红外相机，对于野生动物的情况进行监测。

上图、右图摄影 / 文凯  马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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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同时，我们还兼顾发展，

帮助村民开发生态产业，

以产业转型实现生态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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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村，紧邻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全村共有 280 户村民。

目前，已有 1/3 村民加入生态农产品定制计划，每户年均增收

达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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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岁的陈小红是第一批参与定制农业的村民，目前按照标准生产的生态猪

肉、土鸡、核桃、花生等一批农产品大多被基金会收购了，去年家庭增收近

５万元，比６年前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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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是老河沟的明星产品。这些中华蜜蜂吃百花蜜，在好山好水好空气中

酿出了上好的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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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基金会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极其严

格。2015 年，因一户蜂农的蜂蜜检出氯

霉素超标，老河沟当年的蜂蜜全部被销

毁。为了时刻警示自己对质量的要求，

这些被销毁的蜂蜜被制成了蜂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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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桃花源基金会投资 300 万在民主村建设了蜂蜜酒厂，生产出的 8 千

瓶蜂蜜酒一售而空。销售利润覆盖了老河沟全年的运营经费，老河沟实现可

持续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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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河沟的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运营资金实现自给

自足。现在，基金会正在联合更多公益机构，共同推广

老河沟的成功经验，希望能够保护更多青山绿水。



八月林
Bayu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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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林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乐山金

口河区，以山地溪流生态系统为主，

是小凉山大熊猫种群及其朋友们“串

门”的潜在通道。这里还有四川特有

物种——四川山鹧鸪。在保护区外 2

公里处的林丰村是金口河区唯一的纯

彝族村。

自 2014 年正式管理八月林保护区

以来，基金会在八月林成立自然保护中

心，吸纳原林场职工组建巡护队，建

成了日常、重点及专项三级巡护体系。

2015 年，八月林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

到大灵猫，这是 2000年以来四川省内

第二个确认大灵猫踪迹的记录。目前，

八月林保护区内已有 6条巡护监测线路

上安装的红外相机分别拍到过大灵猫。

2017 年春天，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

实现全面禁牧。

在林丰村，上山采药是当地老百姓

的重要收入来源，由于过度采挖，对资

源破坏比较严重。八月林地区的气候和

海拔非常有利于茶叶的生产，因此用茶

产业来替代老百姓上山挖药成为保护区

做好自然保护的重要途径。为了帮助老

百姓发展生态茶产业，基金会投资 30

万元在林丰村建立茶厂，试验开发了

八月林绿茶 , 指导老百姓进行科学生产

提高原料品质，并建立了茶叶品牌。

2016 年，茶叶已经为当地 100多户农

户带来了 33万元的收入。

八月林
自然保护区 

Bayuelin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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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林概况

位置：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

面积：

102 平方公里

管理形式：

政府将原有的县级自然保护区委托给桃花源基金会管理

岷山—横断山北段区

四川省
横断山南段区

金河口

金口河区
金口镇

金口河

峨边彝族自治区县

峨边彝族自治区

甘洛县

汉源县

洪雅县

永和镇

大堡镇

大为镇

新场乡

共安

永胜

马拖乡

宜坪乡
沙坪乡

乌斯河镇

皇木镇

峨眉山市

县马伐场

森林电站

停大富电站

金小佛电站

林丰电站

古尔石沟

月民山
林丰村

髅子坡

自立电站

三
岔
河主岔河

银河电站

火石岩沟

白石沟

龙竹山沟

花椒林

红岩沟

妻
下

脚

张子万坪

丝栗坪
雪都都

大象电站

龙胆溪盐
井

溪

树王岗

八月林自然保护区





7776





80

八月林保护区藏在大渡河峡谷深处，四川山鹧鸪和金猫等珍稀物种生活在这里。

上图：白腹锦鸡      下左图：四川山鹧鸪      下右图：白鹇



82

八月林保护区的员工过去都是林

场职工，转型对大家是个挑战。

但大家不断学习，很快适应了新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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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八月林已建成日常、重点及专项三级巡护体系和完善的保护区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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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面临的两个难题，一个是林区放牧，一个是社区进山挖药。经过一年

努力，保护区通过建立茶产业，对老百姓在保护区周边生产生活进行疏导，

帮助村民提高收入，从而实现了核心区完全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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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八月林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大灵猫，这是 2000 年以来四川省内

第二个确认大灵猫踪迹的记录。目前，八月林保护区内已有 6 条巡护监测线

路上安装的红外相机拍到过大灵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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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周边社区林丰村是金口河

区唯一的纯彝族村，有着悠久历

史和文化。。

摄影 / 马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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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村民发展生态茶产业，桃花源投资 30 万在当地建立茶厂，开发了八月林

绿茶，为当地 100 户农户带来了约 33 万的收益。

上图摄影 / 李建瑜      右页图 / 桃花制团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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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草海
Xicao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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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草海，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曾经这里是一片高原水泽，人人

依水而居，后来，湿地经历了围湖造田和

鱼塘改造，直到本世纪初，经过一系列退

耕还湿的举措，才重新开始恢复其湿地的

面貌。

鹤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

居区，这片湿地养育着周边两万多村民，

也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2014 年，在桃

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大自然保

护协会的团队在西草海湿地开展调查，摸

清本底生态资源，并确立了迁徙候鸟、水

量水质、多样化的湿地栖息地、紫水鸡这

四个保护对象。

每天 8点不到，西草海的 6位巡护队

员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们当中，有的

是上世纪城郊渔场的老员工，有的曾经是

制银匠，还有刚从警官学院毕业的年轻人。

巡护时，巡护队员们收缴地笼、清理

垃圾。晚上，巡护队穿上了反光背心，开

展夜巡，确保没有盗猎人员出没。

经过两年多的保护工作，2016 年，

在西草海消失多年的海菜花再度出现。

现在，保护中心还面向周边居民开展

了一系列自然教育活动，宣传湿地保护的

重要性。

西草海
公益保护地

Xicaohai
Protect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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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云 南 省

鹤庆草海

草海

鹤庆县

中海

南海

罗伟邑（河头）

母屯

彭屯

白龙潭

草海湿地概况

位置：

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

面积：

1 平方公里

管理形式：

政府将州级自然保护区——鹤庆母屯海湿地自然保护区，

部分委托给桃花源基金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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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草海是鸟类迁徙通道，虽然水面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但每年冬天有

8000-10000 只候鸟到西草海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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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草海也是极其重要的水源地，周边坐落着 5 个村庄，农田面积约 1 万亩，

超过 2 万的村民生产生活都与西草海息息相关，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湿地 -

农田复合生态系统。



126

草海上游的新华村，是个传统的手工艺加工基地，以银器及铜器加工为主，

很多本地居民及外来打工者都以这一手艺糊口。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却

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湿地，成为水体的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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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大自然保护协会在西草海湿

地开展调查，摸清本底生态资源，并确立了迁徙候鸟、水量水质、多样化的

湿地栖息地、紫水鸡这四个保护对象。

右图：黄尾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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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黑翅鸢      下左图：紫水鸡      下右图：白骨顶      摄影 / 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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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材厂老板，变成鹤庆西草海边“捡垃圾、守鸟”的巡护队队长，58 岁

的寸玉周，在西草海这片土地上，经历了出生、工作、离开又重回的 40 年，

最终成为了西草海的守护人。寸玉周说：“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那些鸟的

家乡，守候它们，是我一生的期待。”

下图摄影 / 黄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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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周围的小学生们在参加多次保护

中心的自然教育活动后，成为了这里

的“少年巡护队”，是西草海的小小

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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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菜花作为一种水质好坏与否的指示物种，一度在草海消声觅迹许多年，然

而自 2016 年的夏季开始，草海的水面上，已经时时可以看到它白色的花瓣

随水流轻舞。

上图摄影 / 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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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
Xi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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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地处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松嫩平原区内，是我国沼泽分布最广、

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候鸟繁殖地和

迁徙途中的补给站，生物资源丰富。世界上仅

有的近 2000 只丹顶鹤中，最多时有 200 多

只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垄状沙丘与垄间洼地

交错相间排列，形成了沙丘榆林、茫茫草原、

蒲草苇荡、湖泊水域四大生境景观。

然而，向海目前的保护状况堪忧，自然资

源退化严重，一是因为保护区面积巨大，保护

投入不足；二是土地权属复杂，区内存在大量

生产活动，给保护管理造成极大难度。

从 2015 年开始，吉林省政府启动核心区

移民搬迁工程。2016 年年底，通榆县政府、

向海保护区管理局、桃花源基金会签订三方协

议，将保护区移民后的核心区内部分区域交由

桃花源保护，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共同监督，

协议期限 30年。

我们的保护目标是恢复向海独特的半干旱

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同时，引导农户在

周边建立生态友好的发展模式。

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管护区内的农田已经被过腰深的绿草所替代。

在这一年里，向海生态保护中心成立，并

获得免税资质；东北分会成立，共筹集资金

3260万元支持向海保护地 3年的发展。

在这一年里，我们从周边村屯招募并培训

巡护队员，开展巡护，巡护里程超过两万公里，

处理违法事件 481 起。勇抓打鸟惯犯一事，

成为全省森林公安学习的案例，也为未来的巡

护工作赢得了执法部门有效的支持。

在这一年里，自然营地完成概念设计，十

多户农户开始尝试定制农业，我们设立的教育

基金资助了8名周边村屯的大学新生。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护与发展齐头并进，

不断提升队伍能力，规范保护管理，让越来越

多的丹顶鹤愿意重回向海筑巢，让更多生态产

业落地，惠及更多农户。

公益保护地 Protected Area

向海 Xianghai

右图摄影 / 杨树青（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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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辽宁省

内蒙古

吉林省

向海公益保护地

准太本苏木

呼和车力
蒙古族乡

西艾力
蒙古族乡

四井子镇

S301

S301

S301

HOULIN RIVE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向海概况

位置：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

向海蒙古族自治乡

面积：

整个向海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1054.67 平方公里，桃花源基金会帮助保护

区管理鹤类核心区和黄榆核心区相连处的 150 平方公里

管理形式：

桃花源基金会帮助保护区收回核心区内的生产用地，并接受保护区委托对其中的 150 平方公里实施严格保

护，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共同监督，同时在周边社区引导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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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地处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松嫩平原区内，是我国沼泽分

布最广、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候鸟繁殖地和迁徙途中的补给站，

生物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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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仅有的近 2000 只丹顶鹤中，最多时有 200 多只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

由于向海的环境不断受到威胁，已经连续很多年都没有野生丹顶鹤在此筑巢了。

上图摄影 / 马立军（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右图摄影 / 杨树青（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上图：丹顶鹤和幼鸟的资料图



摄影/杨树青（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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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马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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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初，桃花源基金会在向

海成立向海生态保护中心，在周

边村屯招募人员，组成巡护队，

抵制非法捕鱼、盗猎等现象。现

在，巡护体系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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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生态扶贫，桃花源基金会帮助保护区周边村屯开发生态友好产业，

种植各种生态农产品、养殖本地小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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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峰
Jiulo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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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位于黄山主峰西

侧，是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约 30平方

公里。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为森林生态综合

型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 95.8%，主

要保护对象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

统。区内有云豹、黑麂、白颈长尾雉以及

红豆杉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植物。位于

九龙峰东侧的洋湖林场紧邻黄山风景区西

麓，天然林植被保存完好，生态区位重要，

动植物资源丰富。

由于紧靠黄山风景区，九龙峰及洋湖

林场一带人为活动频繁，旅游开发和道路

网的发展导致天然林破碎化严重，保护区

域范围变小，非法采集和偷猎盗猎现象时

有发生。

2017 年 8 月，桃花源基金会与黄

山区政府正式签订委托管理合作框架协

议，引入公益保护地模式，并扶持安徽

在地公益组织绿满江淮成为该保护地的

管理团队。

2017 年 9月，桃花源基金会与蚂蚁

森林合作，将九龙峰东部 8平方公里的

洋湖林场纳入保护范围，打造为第一个蚂

蚁森林保护地，让更多公众参与保护。

目前，九龙峰公益保护地区域管理

面积共 40 平方公里。下一步，我们将

完成九龙峰保护区及洋湖保护地的正式

托管，对整个保护区域实行保护，建立

三级巡护体系和生态监测系统，减少人

为干扰，杜绝非法盗猎。同时，在保护

区周边村落发展生态产业，提高周边村

民收入。

九龙峰
自然保护区 

Jiulongfeng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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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

池州市

合肥市

黄山市

九龙峰自然保护区

上岭村

九龙峰
洋湖

黄  山

宏 村

郭村

贤村

焦村镇

九龙峰管理站

九龙峰概况

位置：

安徽省黄山市

面积：

40 平方公里（含洋湖蚂蚁

森林保护地 8 平方公里）

管理形式：

政府将自然保护区、林场委托给桃花源基金会管理，

桃花源基金会与安徽在地公益组织绿满江淮合作，

支持绿满江淮具体实施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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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黑麂      下图：青鼬      图片来源：保护地红外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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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藏酋猴      下图：鬣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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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西侧分布大量天然竹林，从高海拔垂直往下至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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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峰自然保护区是 2001 年在原有国有林场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目前是一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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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内有一处水电站，为林场时期所建，目前仍在运营，形成了深潭、瀑

布等景观。形成新景观的同时，水电站也影响了河流生态特别是鱼类的洄游。

在枯水季节，也会让下游 2 公里的河段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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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桃花源基金会与黄山市林业区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绿满江淮作为

在地管理机构，正式入驻九龙峰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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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周边的村子保留着传统的徽派建筑，景色优美，适合发展生态体验和

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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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周边分布有生态茶园，品质较好，适合开发生态茶产业，以支持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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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桃花源基金会与蚂蚁森林合作，将九龙峰东部 8 平方公里的洋湖

林场纳入保护范围，打造为第一个蚂蚁森林保护地，让更多公众参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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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河
Chayua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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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的神农架茶园河公益保护地位于湖

北省神农架林区徐家庄林场东南部，是国有

林场的一部分，面积 85.8 平方公里，海拔

850-2863米。境内气候湿润，土壤肥沃，

年平气温 18.2℃。区内已经设有茶园河猕

猴保护小区和太阳坪生态保护小区。区内向

南有长坊河、茶园河在两河口汇合经中岭河、

毛家河等流域流入长江。

茶园河区域内森林覆盖率 99.6%，动

植物资源丰富，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区内

有高等维管束植物143科、650属、1719种，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有银杏、红豆杉、

南方红豆杉、伯乐树(钟萼木)、珙桐等5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有蓖子三尖杉、秦岭

冷杉等 15 种。据不完全统计，茶园河区域

内有野生动物 240 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有云豹、林麝、梅花鹿（引进种）、

金雕、白肩雕等 5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

猕猴、鬣羚等 32种。

作为传统的国有林场，茶园河从生产向

保护转换的过程中，受限于资金、人力等因

素，目前面临盗猎、盗伐、非法采挖、非法

捕鱼等威胁。与此同时，周边以长坊村为主

的社区正在探索更有效的发展模式。平衡保

护与发展的关系，使居民从保护中受益，从

而达到更好的保护成效，是拟建的神农架茶

园河公益保护地主要的目标。下一步，桃花

源基金会希望尽快与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签

署委托管理协议，建成华中的第一个公益保

护地。

公益保护地 
Chayuanhe

Protected Area

茶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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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林区

红坪镇

木鱼镇

神农架红坪机场

徐家庄
林场

茶园河保护地
（拟建）

茶园河概况

位置：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徐家庄林场东南部

面积：

85.8 平方公里

管理形式：

委托桃花源基金会进行全面管理（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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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湖北四川

青海

内蒙古

黑龙江

山西

安徽

新疆

盈江

西草海

普洱

碧溪

大耒山
神农架茶园河

关坝

熊耳村

云桥湿地

老河沟

八月林

斑德湖

马鹏

呼伦贝尔

林甸

和顺

东宁

黄山九龙峰

天山

管理保护地 支持保护地

海南
新盈
海口金沙湾等

贵州
佛顶山

向海
吉林

目前，桃花源基金会管理着包括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八月

林自然保护区、西草海公益保护地、向海公益保护地、九

龙峰自然保护区（含洋湖保护地）在内的5个公益保护地。

2017 年，桃花源基金会启动“公益保护地资助计划”，

计划 3-5 年投入 1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公益机构建设

和管理公益保护地，首批获得资助的机构和个人共有 18

个。下一步，资助计划还将持续进行，未来希望打造 10

个精品、支持 100 个公益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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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班德湖
Bandehu

长江源班德湖的早晨，湖中的岛屿是斑头雁的孵化地。

图片由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促进会提供



白唇鹿，拍摄地点：通天河三角地，海拔 4400 米。

图片由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促进会提供



山西 和顺
Heshun

冬季，华北山地一片萧瑟，生命就在这森林里孕育。

图片由重庆江北飞地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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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豹经常好奇地观察安装在树上的相机。 一只雌豹带着约两个月大的小豹行走在积雪的山脊上。

图片由重庆江北飞地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提供图片由重庆江北飞地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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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大耒山
Daleishan

大耒山生态保育园原始森林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有多达17种萤火虫。

图片由湖北省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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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耒山中的水稻田是 3种珍稀水栖萤火虫的栖息地。守望萤火虫将土地从村民
手中流转，再雇村民进行生态耕种，以保护萤火虫。

图片由湖北省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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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
Yingjiang

天行长臂猿栖息地风景。
图片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
（云山保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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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地区的村寨视长臂猿为神猴，认为它们的歌声可以预报天气。 东白眉长臂猿雌性。

摄影／董磊  图片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云山保护）提供 摄影／赵超  图片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云山保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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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关坝
Guanba

图片由平武县关坝流域自然保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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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平武县关坝流域自然保护中心提供 图片由平武县关坝流域自然保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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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碧溪
Bixi

摄影／唐凌

碧溪村景色。云南原筑文化在这里开展工作，希望帮助
村民保护他们的竜林和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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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唐凌

竜林里的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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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制
The PARADIS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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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制

经过多年的摸索，我们打造了
桃花制产品标准，希望帮助更
多保护地实现保护与发展的
双赢。

桃花源基金会一直坚持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并重。在传统保护区划的核

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外围，基金会将周边社区作为保护区的扩展区纳入

到保护工作中。扩展区工作的核心是产业扶贫，引导村民放弃破坏生态的生

产方式，按照生态的方法种植、生产，开发高品质的生态产品，再将这些好

产品推向市场。

老河沟里的花生、蜂蜜、蜂蜜酒，八月林的明前绿茶……这些产品的每

一份收入，都会分成两块，一块用于提高村民收入，一块用于保护区建设管理。

”

”The PARADISE Products

扩展区

扩展区

保护区

提高老河沟周边村民收入

收入反哺保护区

桃花制产品

好环境带来
好产品

每户每年平均增收 1万元

桃花制产品的收入会分成两块，一块用于提高村民收入，
一块用于保护区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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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好山好水好空气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以“桃花

制”的名义进入市场，代表着这些产品来自于最优生态环

境的保护区，有着严格的产品品质控制体系，检验标准基

于欧盟食品标准，产品销售收入同时用于当地保护环境和

社区可持续发展。

”
”

对于消费者来说，不仅买到

了放心的好食品，也为青山

绿水献了一份力。

本页上图及最下两图
均由桃花制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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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策略
Conserv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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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Strategy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 2740 个自然保护区，覆盖国土面积超

过 14.8%。加上其他的保护地，2016 年，我国保护地面积已经达到

20.75%，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但在这些保护地中，

相当一部分的资金、人员、管理水平都存在欠缺。根据环保部统计资料，

15% 的省级、40% 的市级、58% 的县级自然保护区没有建立相对独立

的管理机构。国家在保护地建设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和发达国家相比，

还显得不足。中国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单位面积的投入仅仅相当于美国

国家公园投入的 1/4。在鼓励公益机构建设和管理保护地方面，中国也

还处在早期。2015 年，美国共有 1363 家土地信托机构（公益机构）在

建设和管理保护地，管理土地占美国面积 2.5%。

保护策略

（2012）

美国

55,307.44

187.99 140.66

单位面积投入
万元 / 平方公里

总投入 总投入

亿元人民币 亿元人民币

中美保护地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自然保护区经济投入特征与问题分析，《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6，32（1）：35-40】

国家公园

33.99 94.04

407

万平方公里万平方公里

总面积 总面积

4,618.92 3,456.02
单个投入 单个投入

万元人民币 万元人民币

14,957.46
单位面积投入

万元 / 平方公里

（2013 年）（2012 年） 中国

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07个

在保护区里，我们组建巡护队，守好山门，保证偷猎者不进来；

在保护区外，我们为村民找出路，生态产业扶贫，让他们能够

以不牺牲环境为代价创收。

打造精品示范，发起保护联盟，共同保护 1%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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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机构可以充分参与国家保护地建设，帮助国家填补保护空缺。

在中国，很多公益机构已经在开展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尝试，例如利用社

区力量的社区保护地、利用托管和流转建立的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等。老河沟

自然保护区就是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的一种形式。

然而，由于公益保护地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

从事公益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机构很少，

能力有待提升；除了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

胜区之外，其他的保护地类型在中国还没

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公众对于保护地及公

益保护地的认知还不足；公益保护地的建

设和管理还缺少可持续的资金模式。

我们期待，到 2030 年，公益

机构将帮助国家有效保护 1%

的国土面积。

具体来说，我们的保护策略将围绕
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1%

连接

示范

政策和法律

赋能资金

建立保护地和大众的连接纽带，让更多

公众了解、热爱保护地，从而支持和参

与保护地的建设

建立精品公益保护地，为其他

机构落地公益保护地做示范

推动中国的保护地立法和政策，让

公益保护地进入国家法律或者政策

认可的保护地体系

对公益机构进行能力建设和陪伴式

成长，培育更多愿意并且有能力建

设和管理公益保护地的机构

帮助公益保护地建立多元化和可持

续资金机制

民主村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老河沟自然保护区

小河子沟
（高村乡有林）

山河沟
（零星国有林）

双石头检查站

因此，桃花源基金会

联合一批公益机构，

发起社会公益自然保

护地联盟 ( 网络 ) ，

推动公益保护地在中

国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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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理事会
成员名单
Board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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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席

执行主席

常务理事长

监事长

副监事长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

欧亚平

吴 鹰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腾讯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著名当代画家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云锋基金创始人及主席

老牛基金会创始人、名誉会长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CEO

马   云

虞   锋

牛根生

张   爽

马化腾

沈国军

朱保国

曾梵志

王中军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董事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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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名单
（排名按姓氏首字母顺序）

北京昭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A8 新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环球国际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然保护支持人士

英才杂志社社长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博裕资本管理合伙人

李 伯 潭

刘 晓 松

钱 峰 雷

宋 铁 铭

李  锂

罗 琪 茵

宋 立 新

卢 志 强

鲁 伟 鼎

沈 培 今

童 小幪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联合金融集团主席

柏年康成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阿里健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执行副主席

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盛金控集团董事长

大 族 激 光 科 技 产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长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亚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 CEO

蔡  明

高 云 峰

蒋 锦 志

黄 有 龙

姜  杰

蔡 朝 晖

陈  晓

陈 晓 颖

陈 义 红

杜  力

注：该名单更新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最新名单以网站为准：www.pf i .org.cn

青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烨

河南省天伦集团董事长

金活医药集团董事局主席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鹿鸣谷旅游发展集团董事长

裕福集团董事长

苏州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凯思博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创始人
及首席投资官

广东思埠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张 瀛 岑

赵 利 生

周 少 雄

朱 志 刚

张 幼 才

郑 俊 豪

朱 兴 良

郑  方

朱  强

小赢科技董事长兼 CEO唐  越

五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亚太阳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城市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嘉盛兴业（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 建 国

于 明 芳

叶 远 西

王 小 端

王 张 兴

吴 光 明

肖  风

迈瑞医疗国际有限公司、鹏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  志

徐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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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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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保护地房屋及其他建筑                                                       804                             821
其他固定资产                                                                                 60                               79
保护地支援（股权投资）                                                  135                            1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0,916                     11,377
其他资产                                                                                      4,669                        2,719                                                                                       

资产合计                                                                                   16,583                      15,131

 负债及净资产

应付款项                                                                                    1,072                             61
其他负债                                                                                           0                               0
净资产合计（包含港币折算差异）                   15,511            15,070

负债及净资产合计                                                             16,583                     15,131

 收入

接受捐赠收入                                                                            5,141                       9,793
其他收入                                                                                     134                             25

  

 支出

 项目支出                                                                                3,870                        1,493
 筹资支出                                                                                    228                                  4
 管理费用                                                                                     416                      174

 支出合计                                                                                 4,514                  1,671

 当年净资产增加                                                                    761                         8,147

2015-2016年财年数据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活动数据

此合并数据包含三家桃花源基金会：

此合并数据的编制基础：

KE CorporateServicesLimited 作为三家桃花源

基金会的会计服务商准备了 2015 年和 2016 年的

财务数据；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由 KPMG

审计并签署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中四川桃

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是由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四川分所审计并签署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此合并数据只用于三家桃花源基金会内部参考，
并不应作为其他任何第三方对三家基金会财务情
况的判断及决策依据。

TheParadis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Limited 

( 一家成立在香港的基金会 )，港币换算人民币汇

率为 0.89451（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的中间价汇率）和 0.83778（中国人民

银行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中间价汇率）；

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

*

*

我们很荣幸通过设置在中国和香港的专业团

队，为桃花源基金会提供会计、税务和管理咨询服

务。

基金会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取得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基金会通过其官方网站、微信和微

博平台，以及中国社会报、基金会中心网等社会媒

体，及时公开项目和财务信息，积极接受公众监督。

我们为基金会提供服务的专业团队是由本公

司之创立人赵杨玉娥女士所领导。赵杨玉娥女士在

会计服务行业中有着近四十年的经验并曾于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及亚洲区知名企业服务公司担任高层职

位。

我们期待在未来继续加强与基金会的合作，为

基金会提供专业财会服务。

K E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东方凯誉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及净资产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2016 年 2016 年2015 年

收入合计                                                                                    5,275                        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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