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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国际·人物

Hedge Fund Giant's Bold Mission to Save the American West

保卫荒野的金融富豪
� � 路易斯·培根（Louis Bacon）是
大型对冲基金摩尔资本管理公司
（Moore Capital Management）的
创始人，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
个 名 叫 特 林 切 拉·布 兰 卡
（Trinchera Blanca）的牧场。接受采
访的这天，他正坐在牧场主屋内的
一把豪华真皮座椅上，饱览周围 7
万公顷旷野的原生态美景。

采访开始后， 培根如坐针
毡，无法做到应对自如。 经过半
小时的局促不安后，他的紧张神
情突然烟消云散，开始变得滔滔
不绝。 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他谈到
了保护特林切拉免受环境退化
影响的“正义之战”。

20 年来，这位职业资产管理
人一直在收集纽约、 北卡罗莱纳
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土地， 并且不
辞辛劳地悄悄将其“地役权”
（easement） 捐献———使其永远不
会被进一步开发。 位于圣路易斯
谷（San Luis Valley）的特林切拉
是他购买的面积最大的土地———
1.75 亿美元的售价使其在当时成
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住宅物
业。即便如此，交易还是保持了低
调，培根喜欢这样做。

低调环保受挑战

但在购买特林切拉后不久，
培根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严
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将不得不做看似不可思议的
事：成为公众人物。 他的天堂受

到了某个侵略性的人造物体的
威胁： 有人提议建造一条输电
线， 这条线路用一连串 46 米高
的金属塔支撑， 其中有 17 公里
将贯穿特林切拉的核心地区，正
好位于圣路易斯谷的标志性景
观———3 座海拔 4300 米的高峰
的前方。 该项目是由艾克塞尔能
源公司（Xcel Energy）和三州发
电及输电公司（Tri-State Gener－
ation & Transmission） 合作进行
的，它们向公众宣称这是一条“环
保”输电线，传输的是太阳能，此
外该项目得到了博尔德市（Boul－
der） 某个著名环保组织的支持。
看起来培根将蒙受重大损失。

可是 30 年来在金融市场上
摸爬滚打、与无数未谋面的交易
对手搏斗的培根不想束手就擒。
他组织了一个由输电线专家、律
师和公关专家组成的团队，秘密
地开始研究。 他说：“起初我只想
看看进行这场战斗是否值得。 很
快我们意识到，这条输电线根本
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

培根发现：能源企业拥有比
现有输电线更廉价的替代方案；
艾克塞尔能源公司已经满足了
该州的可再生能源要求；那条输
电线尚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甚
至很可能不会传输任何“绿色”
能源。“他们想造这条输电线的
唯一原因是为了赚更多钱，和公
共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 ”培根
说，能源公司得到了零利率贷款
外加两位数回报的担保。

为环境挺身而出

处于防守位置的培根有两
个选择：要么悄然退却，要么走
到聚光灯下。 他在《丹佛邮报》
（Denver Post） 上发表了一篇社
论作为回应。 此外，他还透露了
自己的环保背景，透露了自己捐
给环保团体的巨额财富，透露了
近 20 年来捐献地役权的工作。

培根的施压起到了作用，他
逐渐赢得了民意。 今年早些时
候，培根和美国内政部长萨拉查
（Ken Salazar）共同出席了一个新

闻发布会， 宣布将特林切拉 3.6
万公顷土地的保护地役权捐给
美国渔业及野生动物局（U.S.
Fish & Wildlife Service）。加上此
前已经捐献的特林切拉约 3 万
公顷土地的地役权，培根创造了
科罗拉多州面积最大的一片拥
有保护地役权的土地。

地役权的存在使新输电线
的兴建极难实现。 由于受役者是
美国渔业及野生动物局这个联
邦机构，难度就更高了：这块土
地上的任何新建工程都将需要
尚无前例的“土地征用权”（emi－
nent domain）裁决。

坚持理想的代价

培根说：“我有财力去进行战
斗，所以我就去做了。揭露企业的
不当交易是有些乐趣， 不过代价
不菲。 ”为了对抗输电线计划，他
的总花费超过了 1000万美元。

虽然捐献了地役权的私人
不动产一般不向公众开放，但地
役权的确起到了保护作用，使土
地保持原生态，使水域和濒临灭
绝的动植物不受侵扰。

因输电线一役暴露在公众视
野中后， 培根已经逐渐接受了自
己的公众角色。明年年初，全美奥
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
ciety） 将授予他著名的奥杜邦勋
章。 采访中，他偶尔凝望窗外，看
起来更愿意在山上打猎， 用他的
话说， 在那里他完全自由行动，
“摆脱了文明社会的压力”。

（据《福布斯》）

链接>>>

路易斯·培根在 20 年来一直
在世界范围内呼吁对自然资源的
保护。 1992 年，培根创建了摩尔
慈善基金会， 向致力于保护野生
动植物和改善其生命用水系统的
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 截至目前
已陆续向多家环保和教育团体捐
献了共 5000 万美元。 目前，其私
人资产为 13 亿美元，在福布斯美
国富豪 400 强中位列第 34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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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63610 互联网地址 www.ql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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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41,193,692.75

本年度总支出 73,530,559.4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2,688,123.4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87,012.91

行政办公支出 555,423.0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51.4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15%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72,793,793.68 953,694.97 73,747,488.65

70,275,155.48 953,694.97 71,228,850.45

45,248,690.10 0.00 45,248,690.1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71,333,754.06 85,230,869.72 流动负债 81,140.14 92,030.35

其中：货币资金 71,333,754.06 80,162,482.72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4,000,000.00 3,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30,274.56 184,626.33 负债合计 81,140.14 92,030.35

净资产合计 85,482,888.48 88,323,465.70

资产总计 85,564,028.62 88,415,496.0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85,564,028.62 88,415,496.0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9,668,445.65 81,138,210.8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5,814,442.83 7,185,254.8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213,721.43 74,157,415.23 76,371,136.66

其中：捐赠收入 473.42 73,747,015.23 73,747,488.6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444,295.71 410,400.00 854,695.71

二、本年费用 842,435.97 72,688,123.47 73,530,559.44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72,688,123.47 72,688,123.47

（二）管理费用 842,435.97 0.00 842,435.97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371,285.46 1,469,291.76 2,840,577.22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邓龙 高天仕 耿诚聪

� � 今年 9 月 14 日 ，在美国内政部长萨拉查 （右 ）的见证下 ，培根
（左）捐出了牧场的地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