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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环保模式创新升级

用心构筑可循环立体自然保护体系
2014 年春天，一场人为引起

的大火吞噬了云南大理西部一
片 4200 亩的森林， 打破了当地
的生态系统平衡。 在与其相邻的
阴坡上生活着滇金丝猴，这一种
群是滇西北地区的旗舰种，也是
世界级濒危物种， 全球数量仅
3000 多只。

回忆起那场大火，云龙天池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至今心有余悸：若大火没有被及
时控制，蔓延到阴坡的针阔混交
林中，对滇金丝猴的影响将不堪
设想。

为了促进当地森林植被的
恢复、 守护动植物们的自然家
园，2017 年 5 月 19 日，广汽丰田
携手中国绿化基金会、山水自然
保护中心、 广汽丰田的车主、员
工、经销商以及大学生自愿者等
来自五湖四海、拥有着相同的环
保公益梦想的人们，在云南云龙
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同启
动“广汽丰田公益·环保行动自
然保护项目”， 保护这里珍贵的
生态资源。

火烧迹地

据民间环境保护机构“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介绍，这种被火
烧过的林地称为火烧迹地。 而当
地这片火烧迹地紧邻云龙天池
国家自然保护区，在澜沧江和金
沙江之间的云岭山脉南段，归属
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
流区域内。

这片火烧迹地位于一座山
的阳坡，山地陡峭，原本生长着
云南松、华山松等针叶树，含树
脂、易燃的山地针叶林，一旦起
火，极难控制。

“犹记得爬到火烧迹地的半
坡，在浓雾中看着已成焦木的一
根根树干。 寂静的山坡，就像一
个墓园，森林的墓园。 ”广汽丰田
项目负责人李莹在亲眼看到火
烧迹地的惨象时无比地痛心。

“希望通过广汽丰田启动自
然保护项目， 这片森林能恢复，
生机勃发，能具备‘混合动力’，
不插电的混合动力。 ”李莹用最
生动的比喻说出了内心对于这
片受到人类伤害的土地最大的
期待。

“广汽丰田公益·环保行动
自然保护项目”将先恢复 400 亩

的火烧迹地作为第一期的实验。
随着小规模实验的开展，项目将
逐年扩大恢复的规模，最终将在
五年内分三期完成。

据了解，广汽丰田的自然保
护项目将在保护区内开展多重
效益森林恢复、科研监测、社区
发展及自然教育等相关工作，形
成科学、有效、兼顾多重效益的
森林恢复方案和生物多样性科
研监测，并且形成示范效应在更
大范围持续推广，为更多地区生
态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科研检测
贡献力量，形成可自然循环的和
谐生态体系。

用心保护

广汽丰田本次的环保活动
以自然教育为重点，打造创新的

“情景学堂式”公益模式，并依此
搭建共享型的环保公益平台。

在活动期间，广汽丰田带领
同行者考察了火烧迹地，让大家
亲身感受当地亟待恢复的生态
环境。 随后，全体人员还来到大
浪坝草甸和天池周边等地，通过
对当地动植物观察以及保护区
工作人员生动的现场讲解，了解
了森林和湿地的生态功能等知
识。

“可能刚开始看这片绿色的
林子，会觉得无聊。 因为我来过
好几次，就知道不应该这样看森
林。 ”热爱大自然、热爱摄影的人
都成为了森林的朋友。 保护区工
作人员告诉《公益时报》，森林里
有好多的奥妙，就算是一块小苔
藓也有它自己的故事和作用。 森
林杂乱无章，其实也恰恰是最有
章法。 通过近距离的体验自然，
就会慢慢地认识到这些，就不会
看轻一片树叶、一条小溪或一根
倒下来的树桩。

主办方希望此番到来的车
主和公众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认
知： 通过与自然的近距离接触，
实现参与者真正的感受自然、认
识自然、了解自然，进而更好地
“用心”保护自然。 这也是广汽丰
田打造“情景学堂式公益”模式
的核心出发点。

生态保护需要每一人的关注
与努力， 广汽丰田表示将不忘初
心， 始终用心关注社会的每一个
人，用心关注每一方绿色的自然，
以企业的身体力行筑造人与自然

的可持续发展， 携手社会公众一
起筑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社会。

和谐共生

在环保公益的路程上，广汽
丰田已经前行十年。 如何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广汽丰田
一直在积极思考、探索的问题。

十年里，广汽丰田始终坚持
从自身做起，用心探索与改善环
保公益的新形式和新成效，追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目标。

自 2007 年起，广汽丰田持续
专注于改善企业的环保公益实
践。 在产品方面，为“构建中国
NO.1 环境企业”，广汽丰田不仅
形成了全车系低油耗、低排放的
优势，而且构建了从工厂、产品
到上下游的绿色产业链，将环保
理念融入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
节。

在公益环保领域，广汽丰田
积极在所在社区种树，推动社区
环境的美化，充分利用企业环境
馆、社区内特有生态环境，面向
公众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提升公
众的自然保护意识。

2015 年，广汽丰田过往的植
树项目全部结束，截至 2016 年，
项目全部验收完毕。 但是广汽丰
田并不满足于以往的环保项目
模式，在请第三方对广汽丰田的
环保公益项目做了彻底的调研
报告后，决定要寻找一个具备生
态效益、环境效益和公众效益可

复制的环保项目。
在和众多环保 NGO 接触

后，广汽丰田决定选择和山水自
然保护中心合作开展自然保护
项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项
目理念是要做一个可循环系统，
这非常打动我们，也是和广汽丰
田的环保理念是一致的。 ”广汽
丰田相关负责人告诉《公益时
报》选择和后者合作的原因，“然
后在彼此理念一致的情况下，去
寻找具体的项目实施地。 ”在衡
量各种利弊后，广汽丰田决定在
山水曾经开展过项目的云龙天
池自然保护区共同开展保护项
目。

“广汽丰田作为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自成立伊始就将坚
持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经营
战略。 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始终践
行绿色环保理念，更是通过推广
环保节能产品，开展环保公益活
动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分
享给更多的社会公众。 ”广汽丰
田副总经理加藤一隆表示，“十
年间，广汽丰田在不断探索企业
公益的新形式和新成效。 ”这次
走进云南， 启动自然保护项目，
正是广汽丰田公益创新的成果，
希望以自然教育等方式，让更多
人可以通过接触自然、 认识自
然， 关注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更希望广汽丰田能以自己的
绵薄之力号召更多人一起为环
保公益贡献力量，在兼顾生态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科学性森林恢
复方案中，筑造出一个自然环境
与社区经济和谐发展的共生生
态圈。

创新升级

广汽丰田这次开展的环保
项目与以往都不同的是项目的
专业化。 除了找到专业的环保团
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来执
行本次的环保项目，广汽丰田还
与中国绿化基金会联合发起广
汽丰田环保公益专项基金，保证
资金使用的高效。 中国绿化基金
会是环保领域最具专业性和影

响力的国字头的环保基金会之
一，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业务主
管单位是国家林业局。

在专项基金的管理框架下，
广汽丰田只需做好相应的环保
规划，所有来申请专项基金的项
目都由相关专家进行评估，保证
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而项目本身具有高瞻远瞩
的“预防性”，即不会等到生态系
统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才
出面干预。

“4200 亩的火烧迹地让金丝
猴的活动范围被割裂、种群近亲
繁殖，这必然对金丝猴的种群数
量带来影响。 我们不能等到金丝
猴种群的数量明显下降时再来
做这件事情。 ”广汽丰田相关负
责人说这个环保项目能够得到
广汽丰田高层支持的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防患于未然”。

本次的自然环保项目是多
重效益森林恢复， 既具备绿化
环保的功能， 也具备生态环保
修复的功能， 同时有利于物种
的保存。

“火烧迹地的恢复过程肯定
会比较复杂，但是我们一定会坚
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为了做
好这个项目，广汽丰田企业社会
责任部门的同事反复到项目地
进行实地的考察，广汽丰田副总
经理加藤一隆表示，“我们支持
的资金也许不是最多的，但是我
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得漂亮。 ”

通过对于项目的深入参与，
广汽丰田所有参与项目的工作
人员对于人类来自于大自然有
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体会———与
自然共生，这也是丰田所倡导的
理念。

青山绿水是自然馈赠的礼
物，为了保护好自然，也为了人
类自己，广汽丰田的公益环保活
动探索不断深入，其模式也在发
生着多方位的创新升级———打
造厂区到社区，再到保护区的自
然保护体系，多方位地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逐步建
立起立体自然保护体系的环保
公益成果。 （徐辉）

� � 这片火烧迹地的山坡背后便是滇金丝
猴的栖息地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大家在松林里体验自然课堂

“广汽丰田公益·环保行动自然保护项目”启动仪式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