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基金”落地千岛湖
探索水资源长效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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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今年 3 月 22 日是第 26 个
“世界水日”，3月 22日至 28日是
第 31 个“中国水周”，有关水资源
保护的话题近来已成为公众关注
的热点。 在很多水资源保护项目
中，政府或企业出资、公益组织执
行是比较常见的模式， 但这种单
一模式往往不可持续。 探索一种
多方参与且能够持续运作的保护
模式已成为形势所需。

今年 2 月，国内首支为保护
重要水源地而建立的基金———
千岛湖水基金在杭州成立。 该基
金是中国水源地保护慈善信托
资助的首个项目，也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水基金。 中国水源地
保护慈善信托成立规模 1000 万
元， 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民
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各出资
500 万元，万向信托作为受托人，
美 国 大 自 然 保 护 协 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简 写 为
TNC）作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科
学顾问。

业内人士表示，引入慈善信
托架构进行水源地保护是一种
很好的创新。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能够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为
项目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同时也
能整合企业、社会、公益等多方
资源，最终实现水源地长效保护
机制。 日前，《公益时报》记者跟
随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以及
TNC、万向信托相关负责人来到
浙江杭州，对项目试点地进行了
实地探访。

探索长效保护模式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淳安县和建德市境内，是杭州等
城市约 1000 万人的饮用水水源
地，杭州市约一半的饮用水取自
于此。 目前，千岛湖湖体水质整
体较好，但实际上也面临着面源
污染的威胁。 当地环保部门水质
监测数据及评估结果显示 ，
2001~2015 年间， 千岛湖湖体水
质类别为Ⅰ~Ⅱ类， 水体富营养
化程度为中营养状态。 总氮是水
质下降的首要污染物，导致千岛
湖水质一度逼近Ⅲ类标准。

据媒体报道， 千岛湖面源污

染主要来自流域范围的农业生
产。环保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淳安
县境内“一江十九溪”、建德市九
条汇入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的水
质均比湖体及新安江水质差，尤
其是总氮等指标。 淳安县的总氮
排放量中 75%来自农业， 氨氮排
放量中农业源占 56%； 建德市氨
氮排放量中 62%来自农业生产。

据 TNC 千岛湖水源保护项
目经理穆泉博士介绍，农业面源
污染与农户在种植过程中过量
使用农药化肥有很大的关系。 以
当地的茶叶种植为例，茶园涉及
的农户比较分散且数量众多，农
户自身管理水平也参差不齐。 因
此，如何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
提下进行治理、降低农药化肥的
使用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千岛湖水基金项目选取了
两条流域进行试点，包括淳安县
安阳乡上梧溪和建德市航头镇
乌龙溪。 在安阳上梧溪流域，记
者跟随项目组探访了源头的红
山岙村茶园、乌龙村的溪流以及
下游的黄家源村水稻田。 这条溪
流最终将汇入千岛湖，因而茶园
和稻田使用农药、化肥等都将直
接影响水质。

以茶园为例，由于当地多为
山地，一些茶园坡度很陡，管理、
采摘茶叶难度都很大。 为了节约
人力成本，很多农户都采用粗放
的管理方式，大量使用农药和化
肥。 穆泉告诉记者，遇到下雨天，
茶园所施农药化肥都会被冲刷
下来， 肥料流失率超过 70%，而
受污染的水最终会进入千岛湖。

“针对这种问题，我们首先
要提高农户的管理水平。 我们在
水源地保护慈善信托框架下成
立了一家公司，公司和村民合作
社进行合作，将村子里分散的茶
园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就有点儿
像让大家‘入股’。 比如防治病虫
害以及使用化肥，我们都会统一
进行施用，利用指定的品牌或者
有机肥料，或者通过无人机等高
科技手段， 降低对水源的影响。
这样一来，在提高茶园管理水平
的同时，茶叶的质量得到了很大
提升，产量也可以翻倍，农民自
然愿意参与到水源保护的行动

中。 ”穆泉谈道。
从性质上来看，她觉得这家

公司更像是一家社会企业。 除了
开展合作，公司还将帮助农户拓
宽销售渠道，让当地所产茶叶得
到市场认可，提高茶叶的销售价
格。 通过这种方式，公司的盈利
在扣除成本之后一部分会分给
村民，剩余部分将进入水源地保
护慈善信托，继续为水源地保护
注入更多资金。

在万向信托研究员褚庆鑫博
士看来， 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首
先能够保证环保的公益目的和效
果，他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
剩余资金， 可以通过信托架构下
的公司进行一些环境友好型产业
的开发。 而通过这个公司赚的钱
都要回到信托里， 继续资助环保
项目。 我们实际上是搭建了一个
完全开放的平台，可以实现捐赠、
影响力投资或者其他合作， 为环
保项目创造了一个合理合法合规
的资金流转机制和法律架构。 ”

先试点再复制升级

据了解，水基金模式是国际
上针对面源污染治理最有效的
管理模式与资金机制之一。

该模式一方面通过土地经
营权流转，将原来小农耕作的分
散土地集中管理，开展生态友好
型耕作方式，消除或减少影响流
域水质的关键土地上的农业面
源污染，改善流域水质，保障土
地生态健康；另一方面，水基金
模式引导享受生态服务（如清洁
水）的消费者为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恢复而付费，帮助参与水基金
生态友好型活动的农户获得劳
务报酬，并享受水基金下游产业
盈利的分红。

事实上，水基金模式此前已
经在杭州龙坞水库进行试点，并
取得了显著效果。

龙坞水库位于杭州市黄湖

镇青山村，始建于 1971 年，供给
周边村庄四五千人的生活用水。
水库周围区域有 2700 多亩毛竹
林。 此前竹林都是人工除草，为
了提高产量村民开始施肥。 而施
肥产生的氮、磷是造成水库污染
的主要因素。 2014 年一份水质监
测报告提到， 龙坞水库的 29 项
检测指标中总氮、总磷和溶解氧
超标，水源地水质未达标，已被
轻度污染。

“在一次健康体检中，部分
村民的健康指标出现异常，大家
才意识到是水出了问题，水源受
到了农业污染，容易导致疾病。 ”
原青山村村干部王康云表示。

2014 年，TNC 邀请科学家
团队进行调研，发现在浙江省像
龙坞水库这样的小水源地有两
万多个， 供给浙江省 44%的人口
用水，也就是 2400 万人，但是水
质普遍受到了农业污染。 2015
年，TNC 联合万向信托以及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会，成立了中国第
一个水基金———善水基金（信
托）。 善水基金的成立也标志着
TNC 全球流域保护和资金机制
即水基金在中国落地。 龙坞水库
成为其第一个项目地。

据 TNC 龙坞项目官员张海
江介绍，水基金通过集中管理龙
坞水库水源地周围 500 多亩竹
林，有效地控制了水源地内竹林
的农药、化肥使用，让竹林处于
最好的水源涵养状态，水库的水
质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而对于当
地农民来说，将自家的竹林委托
给项目方进行管理后，其通过竹
林获得的收益并不会减少，项目
方会给予相应的补偿。 因此有很
多农户也愿意将竹林托管，大家
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提高。

“TNC 对于中国农村面临的
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进行了梳理。
我们发现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
很多， 主要包括河流的富营养
化、生态环境恶化、年轻人外流

导致农村产业持续萎缩以及后
续发展乏力等。 我们关注水源地
保护其实就是关注中国农村的
发展， 也是关注中国的乡村振
兴。 ”张海江谈道。

水基金采取了投资自然的
方法， 一方面进行生态环境治
理，另一方面也帮助当地发展生
态友好型产业。 他们鼓励当地农
民利用环保的方式进行生产，同
时帮助农户连接市场，推动绿色
消费。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还在
当地设立了自然教育基地，开展
以森林管理、水质监测以及动植
物研究为主的环境教育活动，每
年有近 2000 名阿里员工、合作企
业和杭州市民及学生参与。

此外， 水基金还与老板电器
等企业以及杭州融设计图书馆合
作， 邀请国际知名设计师教授当
地农村妇女金属编织等技艺，在
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也推动了当
地绿色产业发展。 融设计图书馆
也从杭州市搬到了青山村的旧礼
堂，并在村子里建立了工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 由农民制作
的手工艺品走进了米兰设计周等
国际场合， 其产品产生的收益也
将回到当地社区和水源地保护项
目中。 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计划
在青山村投资建设生态友好型酒
店。 这一系列改变让当地真正实
现了绿色发展， 产业结构也得到
了最大程度上的优化升级。

鉴于龙坞水库项目的成功
经验，2017 年 7 月， 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TNC 和万向信托成立
了中国水源地保护慈善信托，这
也是全国首个针对水源地修复、
生态环境保护设立的慈善信托。
千岛湖水基金是其资助的第一
个项目，也是龙坞模式的复制升
级。 未来，千岛湖水基金将致力
于通过科学的方法减少农业面
源污染，通过绿色消费帮助流域
生态产业的发展，以探索流域面
源污染治理的长效治理机制。

目前千岛湖水质整体较好，但也面临着面源污染的威胁

� � 茶园坡度大导致所施用农药化肥等容易被雨水冲刷， 最终汇入
水流中造成水质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