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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NC到“桃花源”

企业家的“诗和远方”

王德智至今还能回想起他
2010 年第一次来到四川老河沟考
察的情景：在一片位于岷山横断山
脉北段的原始森林和山地溪流中，
一些珍稀鱼类被电死、毒死，不少
野生动物难逃被偷猎的命运。

老河沟毗邻唐家河自然保护
区，与甘肃白水江保护区共同组成
一片连片的大熊猫栖息地，生物多
样性丰富，是岷山山系大熊猫的迁
徙廊道和基因交流的咽喉要道，在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审议通过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 面积达 27134 平
方公里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将为分
散在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六大山
系的 1800 多只野生大熊猫打造统
一“王国”，之前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的老河沟将被纳入其中。

六年前，老河沟野生动物保护
的窘境就得到了王德智等一批科
学家和自然保护志愿者的关注。

“中国已建成 2600 多个不同
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然而，缺乏保
护可持续资金、缺少统一规划以及
保护能力不足等因素，极大地制约
了自然保护区功能的有效发挥。更
何况，还有很多像老河沟一样的地
方并没有纳入保护体系。 ”四川桃
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首席科学
家王德智说。

为此，他建议，可参照国际上

较为成熟的方式，由专业的民间公
益组织来做自然保护管理。

通过两年的调查和沟通，2012
年，基金会与老河沟所在的四川省
平武县政府签订了 50 年的委托管
理协议。 一年后，老河沟获批成立
县级自然保护区。

然而， 获得保护管理权的初
期，基金会就遇到了难题。“人们世
代居住于此， 他们认为这里的山
林、河流都属于自己。 ”王德智说，

“偷猎和盗采草药是成本最低的赚
钱方式，村民们如果无法过上好日
子，谈自然保护就是一句空话。 ”

老河沟过去是一个国有林场，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设立， 主要以
伐木为主。 1998 年，国家开始实施
天然林保护工程，叫停了区内所有
的采伐经营活动，国有林场面临极
大的保护和发展的压力。

2012 年以来， 王德智团队根
据老河沟的实际情况，找到了解决
方案， 并形象地总结为“一管一
找”：一方面组织巡护队，将山门管
好，保证偷猎者不进来，另一方面，
为附近村民找到活路，让他们能够
以不牺牲环境为代价创收。

陈祥辉曾在国有林场工作，对
老河沟的情况十分熟悉。自然保护
区建立后，陈祥辉帮助基金会开展
了详细的本底调查，并带领巡护队
一周四次上山查看偷猎情况，检查
80 架红外相机是否正常运行。

“今年 5 月， 我们发现了偷猎

者， 这是近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但
是他没偷猎到任何动物。 ”陈祥辉
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参与巡护和
监测。 生态恢复了，前几年不易见
到的羚牛现在经常碰到。 ”对于保
护区内高村乡民主村的村民们来
说，最令他们受益的是基金会开展
的生态种养项目。

“我们指导村民用有机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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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岁的陈小红是第一批参与
生态种养的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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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村民一开始都不相信市
场能认可有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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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村 280 户中的 90
户家庭先后加入了生态种养项目，
高村乡乡长孙军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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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军说，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试
点方案下发后，乡里的两座矿山全
部关停， 一些厂矿工人下岗了；不
过， 结合国家确定的 2020 年脱贫
目标，乡里与基金会联手打造生态
农业、 生民俗旅游等新兴产业，创
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今年， 基金会已经招募了 10
名导览员，就保护区发展史、如何
进行保护和科研、学习物种基础知
识等方面进行培训，目前 2 名讲解
员和 3 名安全员已合格上岗，负责
未来的访客预约、接待、导览服务
以及访客区内安全，并力争使人类
活动对栖息地的干扰降到最低。

“我们还与一些村户合作，将
房屋改造成民宿，以解决未来生态
旅游的住宿问题。 ”王德智说。

老河沟生态保护区将保护与
扶贫结合的经验，得到了四川省林
业厅专家的青睐。 今年早些时候，
林业厅派队来老河沟考察，希望在
四川全省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建
设时参考老河沟模式。

老河沟在规划之初就分成了
核心区、拓展区、实验区，这与大熊
猫国家公园的 4 大功能分区———
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科普游
憩区、 传统利用区———极为相似，
目的是在保护了区内野生动植物
的同时，也让社区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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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保护区内的
居民得到妥善安置，保护工作才能
做好。 说到底，我们是要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系统。 ”

（据新华社）

老河沟的变化：
保护大熊猫的生态扶贫实验

四年间，同一拨人在四川、深
圳两地相继成立两家同名基金
会， 成立仪式上有众多企业大佬

“加持”，但基金会行事极其低调，
就如同其名称“桃花源”一样，显
得有些神秘。

翻开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以下简称“桃花源基金会”）的理
事会和工作人员名单， 不难发现
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对其的烙
印之深———从秘书长到普通员
工，绝大多数都曾有在 TNC 中国
部多年的工作经验； 几位理事也
同时是 TNC 中国部理事会的成
员。

事实上， 桃花源基金会就是
在 TNC 的支持带动下成立的，基
金会也并不避讳这一点， 在基金
会副总裁马剑看来， 让更多的公
益组织一同为环保而努力， 引导
社会资金去做实实在在的实地保
护，远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

源于 TNC 保护的老河沟

北京雍和宫旁的箭厂胡同深
处，在一排并列的两层小楼中，有
一栋取名为“立夏”，正是桃花源
基金会在北京的办公室。 基金会
的董事会聚集着马云、马化腾、沈
国军、王中军、牛根生、虞锋等一众
商业领袖，但在这华丽阵容之外，
基金会却很少出现在媒体的镁光

灯下，它给人的气质正如同“桃花
源”的名字一样，略显神秘。

或许， 这正是这批中国企业
家的另外一面———他们的“诗和
远方”。

桃花源基金会名下的第一家
机构———四川省桃花源生态保护
基金会， 其实由成立于 2011 年 9
月的“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更
名而来。

彼时，马云、欧亚平、黄怒波、
胡祖六、郭广昌、牛根生等共计 16
人， 执意要将至少 5000 万元的真
金白银投入到一片近 10 万公顷的
高山密林。

在 SEE 阿拉善生态协会之
后， 这可算得上是中国民间含金
量最高的公益阵容，但这一次，他
们的野心似乎更大， 希望在中国
开创“自然保护地” 的示范模
式———将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的老
河沟打造成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监
督、 民间筹资及管理的社会公益
型保护地。

桃花源基金会看上的这片地
由老河沟国有林场及零星国有林
和少部分集体林组成， 总面积约
110 平方公里， 夹在四川唐家河、
甘肃白水江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之间，是大熊猫、羚牛、林麝等野
生动物重要的迁徙和繁衍廊道；
老河沟林场内密布天然林和人工
林，垂直气候明显，生物多样性丰

富———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主持编订的《平武县老河沟主要
动植物名录》中就收录有 228 种动
物和 301 种植物。

素有“天下大熊猫第一县”之
称的平武， 在 2003 年第三次大熊
猫调查时的大熊猫栖息地占全县
总面积近一半， 约为 2700 平方公
里，然而，当时县内的各级保护区
总面积不过 1200 多平方公里。 这
多出来的空白区也正是桃花源基
金会介入的问题所在。

在此前，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
从来都是政府的分内事， 桃花源
基金会欲实现“民办、民管、民营”，
让政府回归监督职能， 难度可想
而知。

这一次 ， 牵线搭台的便是
TNC———这个在中国并不太为人
所知的国际 NGO，在美国管护着
600 万公顷、1600 多个自然保护
区， 而其在全球募集资金的能力
也非常突出，事实上，TNC 的高层
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富豪俱乐部。

2010 年初，马云成为 TNC 全
球董事会中的第一位中国人，而
牛根生、欧亚平、黄怒波、胡祖六等
人在彼时也都纷纷成为 TNC 中
国部的理事。 他们的影响力顺着
各自的朋友圈延伸开来， 这样的
资源逻辑非常自然， 而这些新上
任的中国理事们迫切需要一件可
以亲自操练的公益大事件。

而 2009 年初， 在我国林权制
度改革的政策下，TNC 便开始与
林业系统一道， 探索利用社会公
益资本建设由政府监督、 民间投
入和管理的“自然保护地”，填补
现有保护区体系的空缺。

拥有强大潜在资金和人脉资
源的桃花源基金会， 它的适时出
现和接手，也是 TNC 乐于看到的
事情。

保护地的存活与扩大

在基金会副总裁马剑看来，
“公益保护地”与政府主导划定的
“保护区” 在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上
一致， 都是为了对一定区域进行

科学有效的保护， 但也存在一些
差异。

首先， 公益保护地采用民间
管理，政府监督及考核的模式；

其次， 公益保护地采用公益
组织主导，社会资金支撑，而保护
区是政府主导，财政支撑；

再者，基金会所建设的“公益
保护地”，一部分是国家划定的保
护区，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基金
会从地方政府手中承接过来进行
保护， 还有一部分则是没有被划
入保护区但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
而亟需保护的区域， 尚不具备法
律地位；

最后，运作手法上，公益保护
地是在保护的基础上， 引入商业
手段，开展生态友好型的产业，让
保护地周边居民获得收益的同
时， 也给保护引入了可持续的资
金。

“我们已经在老河沟自然保
护区项目上实现了资金的良性运
转。 这将是我们所有项目的发展
趋势。 ”马剑说。

在常规的保护区划定外，桃
花源基金会将老河沟保护区外的
社区范围作为“扩展区”，扩大工
作范围， 组织社区居民以高标准
来生产特色的生态产品并对外销
售， 这是基金会为了让老河沟保
护区能够实现自我“造血”、持续
运转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在公益保护地外围生产诸如
蜂蜜、蜂蜜酒、花生、腊肉等特色生
态产品， 基金会辅助搭建销售渠
道进行售卖， 所得收益用于反哺
保护地日常运作的资金需求，进
而形成稳定资金循环链。 经过 4
年的努力， 商业模式的引入成功
实现了老河沟保护区的良性运
转，产品销售情况也非常理想。

“有时候还没等对外销售，就
已经被我们的很多理事抢购一
空， 而所得的收益也可以支撑老
河沟日常运作的开支。 ”马剑说。

“商业模式的引入，最重要的
是找到可持续的资金模式， 让项
目能够自我运转。 ”作为土生土长
的云南人， 桃花源基金会对外拓

展总监杨方义看过了太多环保组
织来了又撤走， 也看过太多的项
目因为人员的撤离而最终停止。

“不可否认， 在过去很长时期，公
益组织所开展的环保项目为当地
生态保护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最终停止或失败， 就是因为这
些项目离开公益组织的资助后，
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人走了，项
目也就停了。 ”杨方义说道，“桃花
源基金会目前的运作模式具有非
常强的复制性， 我们希望将这样
的模式推行到更多的公益机构和
公益项目当中。 ”

由于老河沟自然保护地的成
果斐然，目前，桃花源基金会已将
这一模式扩展至四处， 分布在四
川、云南和吉林三省。

一样的人马，不一样的参与

翻开桃花源基金会主要成员
的简历，近乎都有 TNC 的工作经
历， 对于在 TNC 工作了 13 年的
马剑而言， 国际生态环保组织所
给予的除了先进的环保理念及运
作模式， 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
人。

“当前很多活跃在国内环保领
域的公益人士， 此前都有国际环
保组织的工作经历， 他们从中掌
握了先进的理念， 也看到了当前
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的问
题， 将先进的环保理念进行适合
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改良， 进而弥
补我们存在的不足， 这就是这批
人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马剑说。

虽然几乎从 TNC 搬来了原
班人马， 但桃花源基金会也逐渐
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事参与机
制。

为了让类似老河沟自然保护
区这样的商业模式更可持续，让
公益保护地的生态产品品质更
好，销售更稳定，桃花源基金会着
手推进“桃花制·保护地友好产品”
的标准制定及销售平台建设，“搭
建一个稳定的销售电商平台，为
符合‘桃花制’标准的保护地周边
生态产品提供一个销售平台，从

而更好地获得市场认可， 才能保
证保护地实现稳定收入；同时，我
们打造的平台是开放的， 只要产
品满足标准， 并且收益继续用于
其环保项目， 都可以在我们的平
台进行销售。 ”马剑说。

引入生态产品，打造“桃花制”
平台， 这些都是桃花源基金会理
事会的提议，而在马剑看来，提供
成熟的商业智慧、 广泛的商业资
源、稳定的资金来源，是理事会的
主要职能， 而基金会的具体运作
及项目的落地执行， 则由基金会
工作人员承担，这样的相处之道，
简而言之就是各司其职， 他说：

“这是桃花源基金会与理事会之
间形成的共识，理事会确定目标，
给予支持和指导， 而我们负责具
体的落实及项目执行， 这样的模
式更加高效。 后期，我们还将在现
有的商业模式上进行拓展。 ”

诗和远方：
保护 1%的国土面积

为了让更多的公益组织参与
进来，前不久，桃花源基金会正式
启动了“公益保护地资助计划”，
计划 3~5 年投入 1 亿元人民币，用
于资助地方性生态保护组织，首
批获得资助的机构和个人共有 18
个。“我们的目标是建立 100 个公
益保护地， 影响 1000 家公益组
织。 ”杨方义说道。

5 万元、50 万元、500 万元，这
是资助计划的三个资助等级，只
要入选资助计划， 每家组织均可
拿到首轮 5 万元的资助金，对于入
选标准，杨方义表示：“第一轮主要
支持入选组织在当地开展建立公
益型保护地的可行性研究， 和土
地权益人达成建立保护地的共
识，并建立团队开展保护行动；对
于能够最终与土地权益人签署保
护协议的组织， 基金会在考察其
团队能力及保护地的整体规划可
行性后， 给予第二轮 50 万元的资
助金， 用于公益保护地的软硬件
设施建设；期限为 2~3 年，此后，基
金会对入选组织的公益保护地建

设成果进行整体验收和考评后，
给予第三轮 500 万的资助金，作为
其后期的运作资金。 ”

我们的尝试和探索， 是希望
形成一种可借鉴的长效运作模
式，但最终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公
益组织参与进来， 共同推动更多
公益保护地的建立。 ”

到 2030 年，建立 1000 个公益
保护地， 让 1%的国土面积得到有
效保护， 这是桃花源基金会希望
达到的目标， 而多方联合及完善
法律保障是基金会急需推进的两
项工作。

中国目前已经建成了 2740 个
自然保护区， 覆盖了国土面积的
14.8%， 政府也为此投入大量的人
力及财力， 取得了很好的保护成
效， 而各地相继出台一些鼓励政
策， 也在激发民间组织参与生态
保护的热情； 但面对我国大量的
亟需保护的土地而言， 现有的环
保力量仍存在不足。

“要实现 2030 年的目标，就需
要有更多的民间公益组织加入，
与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希望在运
作自有项目之外， 为更多的公益
组织附能，给予资金、团队建设、项
目运作等方面的支持， 并将基金
会探索的可持续模式推广。 ”马剑
说道，“在不断建立的公益保护地
中， 可能会出现不在国家现有法
律保护体系内的土地， 而推动现
有法律体系的完善， 扩大法律保
护的范围， 是保证公益组织参与
以及公益保护地得到切实有效保
护的制度保障。 ”

而对于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马剑表示， 资金来源都为理事捐
赠， 但并不是每年固定捐赠放到
基金会账上， 而是在基金会有新
的公益保护地要建设或者新的项
目启动时，根据项目资金需求，由
理事们进行捐赠。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截至
2016 年年底， 四川桃花源生态保
护基金会净资产超过 7800 万元；
深圳桃花源保护基金会净资产超
过 1000 万元。

陈小红和他养的土鸡在自家门前留影

野外拍摄到的金丝猴老河沟景色 公益保护地研讨会

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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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基金会主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