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信息

组织名称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5300006708537829

宗旨
以开展始终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关规定，通过公开募集和接受捐赠，动员和吸引社会各界、 国
内外组织和人士支持并参与生态建设，共同关注森林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多重效益造
林，探索创新保护模式，提高公众参与和环保意识，构建和谐社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慈善活动为宗旨。

业务范围

（一）恢复和改善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着力开展多重效益造林、森林经营、消除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等 活
动；
（二）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机制和模式；
（三）探索解决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四）开展公众环境教育，提高公民环境意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五）引进国际先进理念，制定保护规划，与合作伙伴共同实施保护行动;
（六）承接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购买服务的项目;

业务主管单位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成立时间 2008-01-14 原始基金（开办资金）（万元） 400.00

是否为慈善组织 是 认定（登记）为慈善组织时间 2017-06-19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是 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时间 2017-06-19

住所 昆明市五华区茭菱路167号林园小区24-1-102

电子邮箱 ygf@ygf.yn.cn 传真 087165018953

邮政编码 ygfofficial@163.com 网址 www.ygf.yn.cn

法定代表人

姓名 邹恒芳

在本组织担任的职务

理事长（会长）

固定电话 087165018953

手机号码 13908717885

秘书长
姓名 奚霄娅 固定电话 087165018953

手机号码 18787035668 电子邮箱 mxixiaoya@163.com

联系人
姓名 殷瑶 固定电话 087165018953

手机号码 13608858741 电子邮箱 471978806@qq.com

新闻发言人
姓名 解莉敏 固定电话 087165018953

手机号码 13116280856 电子邮箱 xlm9922@foxmail.com

理事人数 17 监事人数 3

负责人人数 3 专职工作人员人数 11

工作人员总数 12 中共党员人数 4

大学专科人数 1 大学本科及以上人数 11

35岁及以下人数 4 36岁至45岁人数 6

46岁至55岁人数 1 56岁及以上人数 1

举办刊物情况 未发行刊物

税收优惠资格 是否取得 最近一次获得资格时间及有效期 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
2020年度第三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社会组织名单的公示
2021年第3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公布
云南省2018年第一批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的通知 云
财税【2018】16号

其他 否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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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情况

本届理事会成立时间 2019-10-14

章程规定的理事会任期 5 年

是否到换届时间 否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本组织于 （ 2021 ）年 （ 03 ）月 （ 28 ） 日召开（ 3 ） 届（ 4 ）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1-03-28

会议地点 德宏芒市

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请输入其他召开方式

会议议题 1、审议并通过绿基会2020年工作报告和2021年工作计划及2020年财务报告；2、选举产生理事

出席理事名单
吕植、郭松川、周祥、邹恒芳、吴於松、马剑、王月、李晓风、刘晓海、王清民、司志超、倪玖斌

未出席理事名单
孙卫邦、裴彤

出席监事名单
张佳琦、张铮

未出席监事名单
况荣平

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绿基会2020年工作报告和2021年工作计划及2020年财务报告
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基金会的筹资和工作开展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在理事们的大力支持下,基金会仍 然
筹集到资金1407.4万元，占年计划筹资目标（1000万）的140.74%，其中通过线上有6.6万名公众参与捐款筹得
163.9万，占比11.65%；有37家政府、企业和境内外NGO组织累计捐款1206.5万元，占比85.72%；投资收益及其他
收入37万元，占2.63%。2020年共投入1436.86万元开展了40个项目和活动，共计8000多人直接受益，7个濒危动植 物
受到保护，项目涉及云南20多个县市及四川、贵州、陕西、湖南、广东和厦门。
参会理事对基金会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报告编写时的数据归纳和表达方法提出建议，审议并通过报
告。
二、选举产生理事
会议听取了《关于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变更的说明》，同意靳彤不再担任本届基金会的理事，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投 票
表决，倪玖斌同志以11票通过，成为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会上理事长邹恒芳向新当选理事倪玖斌颁发了聘任书。
三、基金会2021年重点工作
1、应积极围绕cop15大会开展活动，其中包括与腾云公司“一部手机游云南”APP合作进行“我最喜欢的野生动
物”公众投票评选；联合中华环保基金会在大会期间开展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平行论坛的参与和宣传；结合新闻媒 体
理事资源围绕COP15开展宣传活动；发挥基金会在云南林业碳汇的优势，联合多方机构促成本次COP15大会实现
“碳中和”。
2、充分发挥基金会在林业碳汇领域的优势，结合国家发展目标和政策，抓住当下碳中和热点和机遇，开展多重效益 造
林+社区效益+气候变化领域+非官方自主贡献结合的项目，并着力进行碳汇方法学的探索。
3、在实施好蚂蚁森林项目的基础上，结合蚂蚁森林未来规划与国家公园结合的总体思路，继续做好新项目的开发。
4、应结合自身业务，制定和完善机构发展策略和规划，在打造极小种群物种保护明星项目时，争取能破圈扩大资金 来
源，还应结合企业对COP15大会、对疫情下的生物多样性领域热点的关注开展筹款。
5、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时应结合政府推行的基层群众参与式决策，推动环境保护立法。

6、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理事和企业理事的资源，在6月份组织开展一次消除碳足迹-公众植树活动。

表决方式 投票

请输入其他表决方式 第3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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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组织于 （ 2021 ）年 （ 08 ）月 （ 20 ） 日召开（ 3 ） 届（ 5 ）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1-08-20

会议地点 昆明

召开方式 视频会议

请输入其他召开方式

会议议题 1、审议绿基会2021上半年工作报告；2、增补理事并选举产生秘书长；3、会议审议通过章程修改内容

出席理事名单
窦虹、郭松川、郭昕、刘晓海、吕植、马剑、倪玖斌、裴彤、孙卫邦、王月、奚霄娅、夏娜佳、杨硕、周祥、邹恒 芳

未出席理事名单
王清民、吴於松

出席监事名单
况荣平、张佳琦、张铮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一、第三届理事会审议并通过2021上半年工作报告
截止2021年7月31日，绿基会筹款收入561.25万元，完成年初制定的筹款目标（1500万）的37.4%；总支出

479.33万元，其中捐赠支出437.1万元，管理费41.98万元。机构年检与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申报顺利完成；滇金丝猴 全
境保护网络工作进一步加强；林业碳汇项目得到积极推进，公众参与践行低碳行动热情高涨；廊道修复和保护地 工
作持续推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和自然教育稳步推动；围绕CBD Cop15的科普宣传面扩大。
参会理事对基金会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审议并通过报告。
二、增补理事并选举产生秘书长

会议听取了《关于第三届理事会增补理事的说明》，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投票表决，奚霄娅以10票通过，成为基 金
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并以12票当选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窦虹、郭昕、杨硕、夏娜佳以10票当选理事， 会
议同意窦虹担任基金会副秘书长。
三、会议审议通过章程修改内容

会议审议通过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核心内容写入章程，并同意基金会章程草 案
相关内容，会后秘书处将修改内容上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并进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表决方式 投票

请输入其他表决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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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理事会职
务

在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 时
间(最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
组织领取的
报酬和补贴
(人民币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
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
退（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邹恒芳 女 1953-07-19 中共党员 理事长 2019-11-0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是 是

2 马剑 男 1976-06-26 群众 副理事长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3 吕植 女 1965-05-10 群众 副理事长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4 奚霄娅 女 1983-02-08 中共党员 秘书长 2021-08-20
2021-08-20

~
2024-10-13

100269.48 有，劳动
合同

否 否

5 孙卫邦 男 1964-06-04 中共党员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6 吴於松 女 1968-08-29 中共党员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7 裴彤 男 1969-01-29 群众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8 王月 女 1979-08-21 群众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9 王清民 男 1969-03-09 民主党派成员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10 郭松川 男 1986-07-20 群众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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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理事
会职
务

在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 时
间(最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
织领取的报酬
和补贴(人民
币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干部

退（离）
休干部是
否办理备
案手续

11 周祥 男 1976-12-14 民主党派成员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12 刘晓海 男 1972-07-02 群众 理事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13 窦虹 女 1978-03-05 群众 理事 2021-08-20
2021-08-20

~
2024-10-13

89831.52 有，劳动
合同

否 否

14 倪玖斌 男 1984-12-20 群众 理事 2021-03-28
2021-03-28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15 郭昕 男 1983-08-23 中共党员 理事 2021-08-20
2021-08-20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16 杨硕 女 1973-01-02 群众 理事 2021-08-20
2021-08-20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17 夏娜佳 女 1978-10-17 中共党员 理事 2021-08-20
2021-08-20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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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事（监事会）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在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时间

(最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
织领取的报酬
和补贴(人民币
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干部

退（离）
休干部是
否办理备
案手续

1 况荣平 男 1956-12-20 民主党派成员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2 张佳琦 女 1979-09-24 中共党员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3 张铮 男 1984-10-18 群众 2019-11-18
2019-10-14

~
2024-10-13

0
无 否 否

~

~

~

~

~

~

~

是否成立监事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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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组织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1）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1 王美 女 1983-12-27 中共党员 本科
项目部部长

2 奚霄娅 女 1983-02-08 中共党员 本科
秘书长

3 窦虹 女 1978-03-05 群众 博士研究生
副秘书长

4 黄小燕 女 1991-11-09 群众 本科
外事筹资部部长

5 贾远 女 1988-02-09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
社区发展和保护地部长

6 蔡玲 女 1975-12-24 群众 本科
运营部经理

7 解莉敏 女 1995-10-01 群众 本科
外事筹资部经理

8 许浩 男 1992-08-06 群众 硕士研究生
社区发展和保护地部经理

9 方翔 男 1990-08-10 群众 本科
项目部经理

10 谢寅锋 男 1986-04-19 群众 专科
外事筹资部经理

11 殷瑶 女 1982-12-06 群众 硕士研究生
运营部经理

专职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 78692.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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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
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

内设机构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内设机构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
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
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
用合同人数

11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
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11 养老保险 11
医疗保

险
11

工伤保险 11 生育保险 11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10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资产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开户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列出全部账号)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圆通支行 24010401040003160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盘龙支行 24019813040018061

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大观支行 2502024019249677405

招商银行昆明拓东路支行 871904234310502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 887110010122814617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开户行) 外币银行账号(列出全部账号)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盘龙支行美元 24019814040000286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盘龙支行港元 24019813040000056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盘龙支行日元 24019827040000023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盘龙支行欧元 24019838040000012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盘龙支行境外人民币 24019801040022279

税务登记 登记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捐赠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蔡玲 会计 有 无 管理会计师

殷瑶 出纳 有 无 会计从业资格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

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基金会员工手册、基金会项目和合同管理办法、基金会工作规则、基金会资产管理办
法、基金会车辆管理办法、基金会印章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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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组织建设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是否将党的建设纳入章程，并报业务主管单
位或党建领导机关审查，报登记管理机关核

准
已纳入章程，审核中 章程核准通知书文号

201306

基本情况

党组织名称

中国共产党云南
省绿色环境发展
基金会临时党
支部

党组织类型 其他 临时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中国共产党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局
机关委员会

党员总人数 4 人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本组织中所任职务

邹恒芳 理事长

参与内部治理情
况

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办公会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本组织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奚霄娅 秘书长 18787035668

活动情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场所 是 活动经费数额 800.00 元/年

活
动
经
费
来
源

社会组织自筹运营费列支

组织生活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2 次 1 次 3 次 7 次

群团工作
是否建立工会 否 是否建立团组织 否

是
否
建
立
妇
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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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 办理情况 批复时间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负责人变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九）专项基金、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专项基金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1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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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设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机构住所

1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秘书处 奚霄娅 昆明市五华区茭菱路167号林园小区24-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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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支出等情况/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支出情况

（一）捐赠收入情况

（二）公开募捐收入情况

（三）大额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捐赠收入 21020485.02 0.00 21020485.02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收入 19154376.95 0.00 19154376.95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474178.66 0 474178.66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18680198.29 0 18680198.29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1866108.07 0.00 1866108.07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1866108.07 0 1866108.07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443505.46 0.00 443505.46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443505.46 0.00 443505.46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352078.66 0 352078.66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91426.8 0 91426.8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00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欧缇丽企业基金会 1274581.22 0 用于昭通昭阳区造林

蚂蚁智信（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566500 0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道植被修
复造林项目二期、三期

合计 13665431.2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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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万象信托股份公司 1204350 0 用于兰坪县植树造林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20000 0 芒市菲斯叶猴保护地、老君山保护地

合计 13665431.2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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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出情况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9868142.64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9864142.64

本年度总支出 14486700.49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3158583.64

管理费用 1318410.95

其他支出 9705.9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的比例） 133.4 % (综合三年 105.7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9.10 %

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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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共开展了(38)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13158583.64)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芒市低碳生态示范村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505735.57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591526.85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由香港恒生银行和长春社支持在云南省境内开展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类项目。项目旨在降低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尤其是对薪柴
的利用，实现能源替代，提高周边社区的经济水平，缓解保护区和周边社区的矛盾，促进两者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保护区内的珍贵稀有生物资源得到
有效保护。为了有效推动云南省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扩大项目的实际意义，加强项目的示范效果，资助方决定在2019年继续在云南德宏州芒市菲
氏叶猴栖息地周边开展第三期项目，具体为芒市镇河心场村白坟、一村、三村、小街子共4个村小组，支持菲氏叶猴栖息地生态示范村建设，缓解核心栖息
区内人猴矛盾，推动菲氏叶猴保护地内相关农村社区融入生态保护工作。项目于2020年11月中旬全面完成，并验收。2021年整个项目完成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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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 乡村社区绿色领导力能力建设二期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500000 元

项目支出： 463897.69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以小基金形式支持其他生态保护机构进行保护学习和行动，重点支持社区自身保护力量的培养，本着社区参与的精神进行农村工作，社区自己主导做调查去
梳理社区，发现和分析问题，最终形成解决方案，通过社区合作去保护生态。通过对云南、四川、贵州31家生态保护机构和个人的访谈，确定项目第一期资
助方向，最终通过项目公开征集，支持8个扎根社区的工作团队开展活动。一期项目实施完成并结项，为继续推动农村社区生态可以持续发展，2021年，社
区伙伴和基金会继续合作推出了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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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贵州新生代乡村支持计划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66322.33 元

项目支出： 166887.12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通过开展两次乡村协作者工作坊及日常跟进，培养24名当地新生代乡村工作者的文化反思及参与式协作，也借此更深入了解他们的样貌和成长动力，同时初
步设计立基于贵州多元文化乡村背景下，针对这群体的培养体系，以期为下一步系统的培养贵州乡村协作者奠定基础。该项目于2021年结项，并完成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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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理生活汇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307024.35 元

项目支出： 141311.73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1年，基金会与PCD签署关于大理生活汇项目的合作协议，项目以大理古城镇为中心向周边社区/社群进行拓展参与者，深化对大理的文化、自然和生活变
迁的深入认识和分析，反思急速变化的不可持续生活方式。截止2021年8月份，基金会跟大理好在自然签订了捐赠协议，以小额赠款的形式支持该机构在本
地尝试开展乡土教育，并与大理的新教育机构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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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宣明会童趣乡村（2020）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130831 元

项目支出： 137970.86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昆明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试验区”，在云南省党委、昆明市市委、市政府的全面统筹下，全面探索乡村
振兴政策实践，为云南省乃至全国提供“昆明经验”和“昆明模式”。为了更好的推动社区及社区儿童的持续和整全发展，世界宣明会与绿基会在该项目周
期内（2021年10月25日-2023年9月30日）达成合作意向，由世界宣明会进行资金和项目管理的支持，绿基会具体实施该项目。“童趣乡村——昆明市乡村振
兴实验区参与助推项目”合作内容包括：绿基会完善麦地冲村、雨美堵村2个项目村的生态旅游产品、开展生态旅游知识培训、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编制自
然教育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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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老、缅跨境联合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生态示范村试点项目

（第一期）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34125.49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本项目由云南省商务厅支持资金35万，计划结合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问题——亚洲象保护以及老挝当地村寨发展需求，通过在亚洲象集中活跃的
区域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村寨，开展生态示范村建设试点工作，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保护、亚洲象巡护监测和发展结合生态保护需求的产业，缓解保护与发
展之间的矛盾，使村民在参与保护中获益，改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该项目将作为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行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中方提供资金
和技术支持，帮助老挝以1-2个村为试点，开展生态示范村试点建设。相关成果将为深化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作、共同构建绿色生态屏障、融洽边民关
系提供重要的经验与借鉴。该项目2020年实施完成，并于2021年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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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昭通昭阳造林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1274581.22 元

项目支出： 1428698.18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1274581.22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8年至2022年期间，由欧缇丽企业基金会和PUR等机构支持资金700万元左右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种植经济林和生态林，通过开展社区再造林活动，使
当地村民共同关注森林与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混农林学是土地管理基数性学科，近10年来已成为新兴的研究领
域。随着混农林系统的深入，它将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绿基会继续与PUR合作，开展昭通昭阳区混农林项目，在昭阳区种
植生态林和经济林木10万株，共计1000多农户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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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三期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5250000 元

项目支出： 5007200.83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1年，基金会继续执行蚂蚁森林第三期的造林项目，项目资金规模1050万，在云龙、兰坪和维西种植4576亩云杉、冷杉和华山松。项目于2021年2月份与
蚂蚁森林完成备忘，3月份开展三县造林方案设计，并于4月份完成专家评审。三县在云南雨季完成了全部造林任务，并提交了初植报告。同时，三县还对
一、二期的造林地块进行了补植补造，以确保造林成活率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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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人象和平共处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2787 元

项目支出： 30009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2787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基金会通过网络筹集到资金3.8万元用于开展人象和谐共处项目，2021年，基金会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管护所签署合作协议，为空格六队村民购
置50套蜂箱和蜂种，并开展4次养蜂防象培训。目前勐养所已开展社区调查和养蜂市场调查，社区调查主要针对项目计划社区空格六队开展，通过挨家挨户
调查了解社区养蜂的意向和需求；同时勐养所还开展养蜂市场的考察，希望选择适合当地的蜂箱和蜂。项目计划在2月份安装蜂箱和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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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滇金丝猴3000+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6515.5 元

项目支出： 394773.97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6515.5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9年由省林草局联合绿基会等13家社会团体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我省首个野生动物保护网络—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2021年，秘书处完善议事机
制，与新一届轮值主席讨论网络日常事宜；积极增加新成员2家（高黎贡和梦南舍）；编写3期网络季报。编写印刷网络年报，分别邮寄给各成员单位，同
时以电子书的形式放在省林草局官网；开展4次网课分享，邀请国内外著名灵长类专家松泽哲郎、珍古道尔、龙勇诚等进行主题分享，有超过五万人次参
与。6.5世界环境日，滇猴网络联合蚂蚁森林开展了线上滇猴保护主题宣传活动，同时在COP15大会期间，网络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合作，共同在省林草局办公区举办云南珍稀保护动物和植物展览，网络秘书处选送了滇金丝猴和其半生物种小熊猫等动物照片参与了展览。2021年初，
众安保险推出“滇金丝猴巡护员保险守护计划”， 为8个滇金丝猴保护地单元的滇金丝猴巡护员等一线工作者及其家属捐赠意外险和健康险近1000份，希望
用保险保障和健康权益守护巡护员等一线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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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守护大草原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733832.23 元

项目支出： 6144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125259.03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旨在在呼伦贝尔典型草原区开展保护工作，以实现：1、超过1万公顷退化的草地得到恢复；2、培训超过1000户牧户；3、形成草地科学保护与利用
的政策建议的目标。项目具体将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补充草原季节性休牧政策，根据天气情况适当延长休牧时间，增强草地关键期恢复生长。通过“以补代
奖”的形式，促进牧民在暖季进行草畜平衡管理；扩大冷季牲畜饲料来源及转场，维持冷季基础母畜的维持性管理。同时，建立草地智慧管理培训讲堂，培
训牧民进行可持续草地管理模式，并组织牧民联合经营，逐渐实现草地生态与生产的和谐发展。此外，建立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治理的新模式，为政府提供草
地回复新模式示范点。2021年，项目请专家对项目区内进行初步的草地调查，确定草地主要类型，以便制定草地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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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华特迪士尼滇西南林业碳汇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270604.4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在云南临沧凤庆、镇康和建水开发一个总面积1500公顷的林业碳汇试点项目。项目包括前期开发、造林、森林管理，周期为20
年，期间会按照CCER核定陆续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一个CCER信用额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当量。该项目按照CCER预计可核证并签发70万个CCER信用额，
价值人民币1452.5万元。2021年项目进入第二阶段的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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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理生态修复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17900 元

项目支出： 6437.3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大理苍山生态保护公益项目：致力于推动大理苍山范围内历史遗留的大理石采矿区植被及其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并支持和动员公众积极参与矿区修
复、本土物种回归等公益活动。该项目进展如下：1.2021年7月9日，在昆明举办了天然大理石慈善义卖会，现场义卖的全部善款由主办方全部捐赠给绿基
会，绿基会与捐赠方达成对苍山进行生态保护的合作意向；2.2021年9月，绿基会邀请专家至苍山进行采石场修复项目可行性调研，现场了解苍山管理情
况、自然资源概况以及采石场修复相关政策、规划等；并编制《大理苍山采石场生态恢复综合项目项目建议书》；3.2022年1月，绿基会联动大理州林草
局、苍山管理局以及捐赠方在大理召开大理苍山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建设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项目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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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芒杏河保护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920000 元

项目支出： 350734.1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0年9月，得到蚂蚁森林-社会公益保护地项目支持，启动了“芒杏河保护地”项目，项目将从机构建设、保护管理、科研监测、自然教育及国家自然公
园建设等方面综合开展保护、科研和发展等内容，深入和全面地推动菲氏叶猴的保护工作。2021年3月至12月，芒杏河保护地分别从机构建设、保护管理、
科研监测、自然教育和宣传五个方面开展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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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腾冲碳汇可研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80000 元

项目支出： 21613.92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1年，基于基金会与腾冲前期的多次合作，经基金会建议，由腾冲市林草局委托基金会承担腾冲市林业碳汇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为政府部门在林业碳汇
工作方面提供决策依据。目前项目已组建工作团队，拟定可研报告和腾冲碳排放专题报告框架，前期资料已基本收集完毕，专家团队正在编制报告的过程
中，项目计划在1月份开展专家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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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巴美保护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315223.85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9年，在蚂蚁森林的支持下，启动了德钦巴美保护地项目，巴美保护地面积65平方公里，涉及9个村民小组，188户家庭，主要由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
金会组织当地保护机构开展保护工作，保护内容涉及巡护监测、社区发展以及科普宣传等等。
在项目支持下，目前已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制定了社区巡护和监测制度，未来还将以自然资源保护为内核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地的建成，也将促
成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生态效益以及文化价值的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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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老君山保护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1700000 元

项目支出： 665792.56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丽江老君山滇金丝猴公益保护地位于丽江市玉龙县石头乡和黎明乡的国有林区、集体林区和周边社区（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及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老君
山管理区范围内），保护地规划面积120.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核心区栖息地面积50.7平方公里。保护地分布有金丝厂和大坪子两个滇金丝猴种群，总数约
300只，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价值。2021年3月1日，老君山保护地上线蚂蚁森林。11月，蚂蚁森林支持的老君山保护地首笔资金完成拨款，蚂蚁老
君山保护地工作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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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上海纽约大学菲氏叶猴探访体验活动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44400 元

项目支出： 30345.66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1 年6月2日至7日，基金会与上海纽约大学合作开展了“2021年芒市菲氏叶猴保护地探访体验活动”。绿基会工作人员带领上海纽约大学师生17人深入芒
市菲氏叶猴保护地，开展了菲氏叶猴探访、菲氏叶猴栖息地巡护监测体验、周边社区体验、栖息地植被恢复等一系列活动。一方面让学生亲近大自然、增 加
了很多动植物保护知识，另一方面为菲氏叶猴栖息地周边社区发展及栖息地植被修复贡献了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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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动物王国你最喜欢谁”网络投票活动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83500 元

项目支出： 95581.73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在云南省关注森林活动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昆明动物园共同发起,31家伙伴单位共同支持，鼓励

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网络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野生动物并参与抽奖的一次公益宣传活动。本次投票活动筛选出在云南有分布并具有代表性的兽类、鸟类、
两栖爬行类、昆虫类4大类共40种的野生动物，以图文形式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科普展示，网友可从中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野生动物并参与抽奖。活动共设置锦
鲤奖、人气奖、幸运奖、参与奖4大奖项，共计80个中奖名额，奖金奖品总价值达5.4万元 据统计，投票活动的总浏览量为32701人次，共有来自全国32个
省市及地区、海外的9727名网友参与投票。活动期间，绿基会官方网站、公众号、微博三大宣传平台同步发布了3篇推文，浏览量共计3w+，云南日报、春
城晚报、绿色时报、云南广播电视台、央视新闻、新华社等多家主流媒体对活动开幕式、闭幕式暨抽奖仪式进行了采访报道，共计发布20余篇新闻报道，
云南广播电视台还对抽奖仪式全程进行了直播，共计有12.4万人在线观看。活动的成功举办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
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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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七匹狼守护联盟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352405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0年9月15日，七匹狼X云南绿基会战略合作发布会暨【守护者联盟】专项基金揭牌仪式在厦门隆重举行。在发布会上，七匹狼与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
金会宣布展开长期战略合作，以“万物共生，共爱共护”为愿景，致力于通过对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助力地球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者联盟首个项目是芒
市菲氏叶猴保护项目，项目通过新浪微公益积分捐号召网友关注和参与，由福建七匹狼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在芒市开展菲氏叶猴栖息地社区可持续
发展，扶持当地农户发展林下产业，种植魔芋和黄精等经济作物，进行现有无序草果地改造，并进行社区农业提质增效种养殖培训。2021年初，项目支持
的社区发展项目之一魔芋种植完成。为检查项目成效，5月12日芒市芒杏河自然生态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协会）邀请市林草局专家至轩岗乡水井、上团坡和
下团坡对18亩魔芋的种植进行了初步验收，种植达到标准。10月12日，社区发展项目之二的黄精种植的完成，协会再次邀请芒市林草局专家开展了验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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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老君山自然中心布展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122100 元

项目支出： 425508.46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老君山自然中心布展是对自然中心场地进行策展设计、室内展厅展陈设计、门牌设计、院子展牌及门外展牌设计、室外场地整体设计，以及室内展厅展陈、
门牌制作、院子展牌和门外展牌制作等。2021年，该项目完成所有内容，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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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白马雪山狼群监测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50000 元

项目支出： 36002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国内对狼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生态习性、栖息地与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十分匮乏，极有必要开展狼种群调查与监测，并基于监测数据开展针对性的保护工作。
由于狼种群数量稀少、分布在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山区，加之其行踪隐秘，野外难以观察到实体，主要可以利用红外相机获取其珍贵影像。项目主要从三个方
面开展：1.开展狼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与分析，掌握其种群现状与致危原因；2.开展狼盗食家养动物（牛、羊）调查与监测，掌握人与狼
的冲突现状，探讨缓解人-狼冲突的措施；3.开展狼文化与保护宣传，增强对狼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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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生物多样性纲领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50000 元

项目支出： 20534.8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BDCOP15”）即将于2021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契机之下，为提高云南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政策
倡导的能力，为中国乃至全球生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定建言献策和提供“云南经验”，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支持绿基会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开展了
两期项目，具体通过组织“云南省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坊”、“民间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研讨会”等会议，以及收集整理云南本土保护案例并
召开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民间保护案例分享研讨会”等活动，不仅探讨了云南社会组织参与大会的机遇，也总结了近十多年来云南社会组织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和面临的困难挑战，同时还增进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了解互信，为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加深交流、合作营造
了机会，也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政策建议以及与政府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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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守护南水北调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4215671.29 元

项目支出： 397114.88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205671.29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9月腾讯99公益日期间发起，同时通过线下宣传和线上募集，计划开展河南淅川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保护项目。并开展如下工作：
1. 探索石漠化土地近自然植被修复的技术模式，建设面积超过200亩的石漠化土地近自然植被修复技术示范区，推动丹江口库区周边1万亩以上石漠化土地的
近自然植被修复。2. 探索低污染的绿色农业技术和产业模式，建设面积超过200亩的绿色农业产业示范区，推动丹江口库区周边9个乡镇2万亩以上农业用地
的绿色转型。3、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示范，"复绿”淅川，改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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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守护水源计划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34395 元

项目支出： 222967.4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34395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17年9月腾讯99公益日期间发起，同时通过线下宣传和线上募集，计划开展寻找和保护全国100个小水源地，让更多的孩子喝上安全的饮用水。1.
寻找存在饮用水安全隐患的区域，并准确定位要保护的小水源地位置。2.以科学保护为准则，在小水源地当地开展保护调研和社区调研活动。邀请专业的相
关科学人员一同走访实地并做科学分析，得出小水源地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针对保护威胁制定保护方案。在科学分析的同时也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关系，寻
找社区与保护的关系。3.根据执行的保护方案，开始实施保护行动。依照前期经验，保护行动主要从人工湿地、人工造林、隔离带、植被恢复、农业最佳管
理实践等工程中进行选择。4.实施定期水质监测。在确定保护对象之后，首先会对水质进行本底监测，保护行动实施之后，会再对水体进行监测，以确保水
源保护成效。5.在水源地保护周边社区实施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产业，使得保护工作能够可持续，并且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从而减少水源地周边的农业行
为。环境友好型产业如生态农产品、手工艺开发等等。同时设计并实施对公众的环境教育活动，提供水源地周边居民的环保意识，同时提高项目对公众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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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富国基金净水项目二期、三期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181010 元

项目支出： 131069.73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0年—2021年，由上海富国环保公益基金会支持资金近38万元，在云南沧源县芒卡镇4所学校安装改造管线管道并安装32台净水热水设备，并定制健康饮
水宣传牌，解决了近7000名学生的饮水困难，培养了学生健康饮水的习惯，使学生们使用上了干净的纯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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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海通爱健康净水暖心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31950 元

项目支出： 130771.9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0年，由海通证券、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支持资金56.95万元，为云南文山州西畴县27所学校进行饮水管线管道优化，并安装净水热水设备，并定制健康饮
水宣传牌。培养学生健康饮水的习惯，使学生们使用上了干净的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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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小种群期盼大团圆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6951 元

项目支出： 568385.75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6951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19年腾讯99公益期间上线筹款，有1131人次公众参与捐款31195.84元，腾讯配捐3770元，项目得到国内21家企业关注，企业捐款达340万元，本
目标是建立10平方公里大熊猫栖息地修复和廊道建设的科学示范，推动四川九顶山大熊猫小种群所在的4个保护区协同保护，预计修复关键区域超过40平方
公里，为共计35只大熊猫及其超过140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实现有效保护管理，提升该区域内大熊猫的生存力。2021年，项目围绕大熊猫保护继续开展各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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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漾濞槭主题科普活动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13772.41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漾濞槭是极度濒危植物，目前仅在云南大理发现有分布。为科普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知识，让更多人认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漾濞槭，了解漾濞槭的保护手
段及保育技术，意识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2021年5月29日，绿基会与昆明植物园、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
点实验室联合举办的“科学家带你守护绿色宝藏”—漾濞槭主题科普活动，活动吸引了昆明市云南大学附属小学、昆明市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和中国银行云南
省支行的亲子家庭共计112人参与，通过观看科普视频、听科普讲座、做手工画拓印、植物园参观、亲手种植漾濞槭等方式，参与人员在植物园里与科学家
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物种保护日，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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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青山常在猿声长鸣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7307.61 元

项目支出： 23010.16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7307.61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本项目由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在联劝平台共同发起筹款，由基金会认领并继续在腾讯、阿里平台发起筹
款，共筹得资金42665元，用于开展天行长臂猿保护工作。项目计划通过保护区、NGO和科研机构共建共管保护科研基地的模式，组织规范化的野外监测和
巡护，推动公众参与保护、推广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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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为小金丝猴添饭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3409 元

项目支出： 25352.05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3409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2016年给小滇金丝猴添饭的项目延续。在腾讯平台开展为维西白马雪山新生滇金丝猴提供充足食物，进行轻微人工干预喂食，让新生小猴生存下
来，物种长久持续的繁衍。2021年，绿基会将筹集的资金支持香格里拉维西为维西滇金丝猴保护协会用于采购鸡蛋、松箩和杂粮包，根据工作人员30多年
的观察和研究经验摸索出的一套保护滇金丝猴的科学有效方法，轻微的人工干预喂食，已经让猴群维持在基本稳定的数量，提高了新生猴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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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玉龙黎明乡造林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50378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由基金会与玉龙县黎明乡森林绿色产品专业合作社合作，于2017年-2019年期间在丽江市玉龙县黎明乡黎明村种植果树和中草药，主要造林树种为木
瓜树花椒，青椒，毛桃，云南榧等。完成补植补造。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部造林，进入监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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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收容亚洲象保护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0 元

项目支出： 67061.4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1年，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与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实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护中心收容亚洲象保护”项
目。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是国家林业六大工程（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15个物种拯救工程在云南实施的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2007年列为西双版纳州重点项目进行建设。中心先后参与过20次、23头亚洲象的野外营救，其中10头在中心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
绿基会与中心合作的本期项目，旨在通过缓解收容亚洲象治疗和饲养的经费压力，保证现有野象数量的稳定，有效缓解象群肇事伤人、危害农作物及经济作
物等的状况，保障亚洲象分布区内民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具体涉及的项目内容包括：1、采购收容亚洲象治疗药品和羊奶粉，为救助象“龙龙”等进行治
疗和饲养；2、为救助的象宝宝房舍铺装胶板，防止小象受潮生病；3、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项目已完成所需必要物品的采购，羊奶粉及药品已经由西双版
纳亚洲象救护及繁育中心接收使用，为象舍采购的胶地板也已铺设完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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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林业碳汇开发调研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45000 元

项目支出： 18731.83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1年，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在CI的支持下，针对云南省腾冲市189万亩的人工中幼林开展森林经营类型的林业碳汇项目可行性研究，同时，双方也
在积极为该项目的碳汇开发寻找资源，目前，还在进一步沟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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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帮助猴子和它的邻居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47276 元

项目支出： 20872.77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47276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一个滇金丝猴家庭生存需要1-2平方公里，大概是166666个6㎡。过去，偷猎是滇金丝猴致濒的主要因素，现在偷猎情况有所缓解，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更
多的森林被开垦利用，滇金丝猴栖息地破碎化十分严重，社区发展与滇金丝猴生存矛盾突出。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将在云南省丽江老君山和白马雪山滇金丝猴栖息地选择合适的地块种树，改善滇金丝猴的生存环境。同时为滇金丝猴栖息地周边
社区的小学安装饮水设备，开展自然教育，通过帮扶孩子来缓解社区与滇金丝猴保护的矛盾。2021年该项目为滇金丝猴栖息地修复种植云杉1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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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万向信托滇金丝猴廊道栖息地植被修复造林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1204350 元

项目支出： 4995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万向信托滇金丝猴廊道栖息地植被修复造林项目是由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捐赠资金用于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公益项目，总捐赠资金为120万元，用于“蚂蚁
森林公益开放计划”；项目于2021年6月落地，共规划设计7个造林小班，总面积为750亩，2021年7月完成种植55500株华山松和云杉（其中：33300棵云杉
和22200棵华山松）。2022年3月经自检，项目区华山松和云杉长势较好，成活率较高。目前造林地正处于管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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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一期、二期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3316500 元

项目支出： 68465.06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本项目由支付宝-蚂蚁森林项目支持资金400万元，用于2019年蚂蚁森林云龙县滇金丝猴生物廊道植被修复造林一期项目，项目地位于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龙马山片区与天池片区之间，云龙县苗尾乡的茂盛、天灯行政村，计划种植云杉60162株，华山松171051株，恢复植被2083亩。项目执行期限3年。
2020年，蚂蚁森林继续出资603万元，用于2020年蚂蚁森林云龙县、兰坪县、维西县三地滇金丝猴生物廊道植被修复造林二期项目，计划种植云杉15万株，
华山松18万株，恢复植被2070亩。项目执行期限3年。2021年，一期、二期项目完成了造林检查及第三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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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其他保护项目和活动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收入： 70473.93 元

项目支出： 13592.08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3991.89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0 元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种类（可多选）：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21年，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持续在淘宝周边、消除碳足迹植树活动、芒市沼气减排项目、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滇金丝猴保护等项目开展筹资及零
星活动，目前暂未披露，绿基会将继续跟进各项目进展情况，一旦有产出将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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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共新增募捐方案备案 4 个， 其中涉及互联网募捐备案 4 个，线下异地募捐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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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的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情况
是否开展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

有 无

开展了（3）项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 蚂蚁森林云南德钦巴美保护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315223.85 元，受益人 105 户 424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云南省 省 迪庆州 市 德 钦 县

项目类别（多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健康医疗 基础设施

选）： 直接救助 志愿服务 易地搬迁 其他

德钦县巴美村位于滇藏交界处，是滇金丝猴模式标本产区，约有150只滇金丝猴栖息在社区周边的高山原始森林中，由于完全位于保护区外，
该区域的滇金丝猴保护工作多年来备受关注。2019年，在蚂蚁森林的支持下，启动了德钦巴美保护地项目，巴美保护地面积65平方公里，涉及
9个村民小组，188户家庭，主要由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组织当地保护机构开展保护工作，保护内容涉及巡护监测、社区发展以及科普宣
传等等。在项目支持下，目前已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制定了社区巡护和监测制度，未来还将以自然资源保护为内核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地的建成，也将促成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生态效益以及文化价值的全方位发展。2021年巴美保护地项目完成了巴美塔玖协会发展、科学保
护、社区发展、项目宣传和项目阶段评估工作。为保障项目执行的科学性，项目资助方和科学指导方、执行方还召开了项目阶段总结评估会，

会议肯定了巴美保护地在过去两年内取得的进展，同时指出了科学记录方面的不足，为下一阶段巴美保护地的工作重点厘清了方向。

项目内容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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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 945250 元，受益人 851 户 3254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云南省 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市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县

项目类别（多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健康医疗 基础设施

选）： 直接救助 志愿服务 易地搬迁 其他

2021年，绿基会继续执行蚂蚁森林-滇金丝猴植被修复第三期造林项目，在云龙、兰坪、维西三县种植4576亩云杉、冷杉和华山松。目前已完
成全部造林任务，同时，绿基会还督促三县执行伙伴对一二期的造林地块进行了补植补造，以确保造林成活率符合标准。造林项目先后得到了
20多家媒体单位的采访和报道，绿基会蚂蚁森林植被修复项目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高。项目的实施将改善云龙县、兰坪县、维西县三地滇金丝
猴生境，促进种群壮大，进一步完善森林生态系统，出境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造林绿化工程既是一项生态工程，也是一项社会工程。能有效构筑生态安全屏障，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同时带动周边

社区群众经济收入，改善农田小气候和农作物生长条件，减少自然灾害，确保农业稳产高产。

项目内容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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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 2398750 元，受益人 491 户 9000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云南省 省 迪庆州 市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县

项目类别（多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健康医疗 基础设施

选）： 直接救助 志愿服务 易地搬迁 其他

2021年，绿基会继续执行蚂蚁森林-滇金丝猴植被修复第三期造林项目，在云龙、兰坪、维西三县种植4576亩云杉、冷杉和华山松。目前已完
成全部造林任务，同时，绿基会还督促三县执行伙伴对一二期的造林地块进行了补植补造，以确保造林成活率符合标准。造林项目先后得到了
20多家媒体单位的采访和报道，绿基会蚂蚁森林植被修复项目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高。项目的实施将改善云龙县、兰坪县、维西县三地滇金丝
猴生境，促进种群壮大，进一步完善森林生态系统，出境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造林绿化工程既是一项生态工程，也是一项社会工程。能有效构筑生态安全屏障，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同时带动周边

社区群众经济收入，改善农田小气候和农作物生长条件，减少自然灾害，确保农业稳产高产。

项目内容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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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年度计划开展的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情况
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

有 无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元，受益人 户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XX省XX市XX县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
选）：

乡村产业振兴
直接救助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志愿服务 易地搬迁 其他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健康医疗 基础设施

项目内容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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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支出

为提供慈善服务 为管理慈善项目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其他
组织资助给受益

和实施慈善项目
发生的人员报

使用房屋、设
备、物资发生的

发生的差旅、物
流、交通、会 其他费用 总计

人的款物 酬、志愿者补贴 相关费用 议、培训、审
和保险 计、评估等费用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
廊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
三期

5250000 4987500 0 0 19575.93 124.9 5007200.83

合计 5250000.00 4987500.00 0.00 0.00 19575.93 124.90 5007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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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本组织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
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三期

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

681625 5.18% 造林项目款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
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三期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护局维西分局

1885750 14.33% 造林项目款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
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三期

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
保护局管护局

2420125 18.39% 造林项目款

%

%

%

%

%

%

%

合计 4987500.00 37.90%



第18页

（八）慈善信托情况

2021年共参与 0

单慈善信托。

有 无

单慈善信托。其中，本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运营 0 单慈善信托，作为委托人设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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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组织作为委托人设立的慈善信托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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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关联方

关联方 与本组织的关系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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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关联方交易 有 无 单位：人民币元



第22页

3、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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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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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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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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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金: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5024760.86 29476345.34 短期借款 61 0 0

短期投资 2 0 0 应付款项 62 6962006.26 3774040

应收账款 3 350055.37 215433.55 应付工资 63 390000 500000

预付账款 4 0 0 应交税金 65 471.82 949.89

存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0 0

待摊费用 9 0 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
权投资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
债

74 0 0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25374816.23 29691778.89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7352478.08 4274989.8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364436 372310.05

减：累计折旧 32 333312.67 337589.11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31123.33 34720.94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7352478.08 4274989.89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31123.33 34720.94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267378.45 687018.83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6786083.03 24764491.11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18053461.48 25451509.94

资产总计 60 25405939.56 29726499.8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5405939.56 297264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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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2021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0 8804505.35 8804505.35 0 21020485.02 21020485.02

会费收入 2 0 0 0.00 0 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 340000 340000.00 0 125000 12500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00 0 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350000 350000.00 0 0 0.00

投资收益 6 354682.47 0 354682.47 669624.76 0 669624.76

其他收入 9 18954.82 0 18954.82 78132.47 0 78132.47

收入合计 11 373637.29 9494505.35 9868142.64 747757.23 21145485.02 21893242.25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0 13515682.36 13515682.36 13158583.64 0 13158583.64

（二）管理费用 21 1145270.57 0 1145270.57 1318410.95 0 1318410.95

（三）筹资费用 24 6177.03 0 6177.03 9232.5 0 9232.50

（四）其他费用 28 1427.99 0 1427.99 473.4 0 473.40

费用合计 35 1152875.59 13515682.36 14668557.95 14486700.49 0.00 14486700.4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0 0 0.00 13158583.64 -13167076.94 -8493.3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779238.3 -4021177.01 -4800415.31 -580359.62 7978408.08 73980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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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2021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1020485.02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125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228520.14

现金流入小计 13 21374005.16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3158583.64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186170.87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2239416.88

现金流出小计 23 16584171.3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4789833.7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2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669624.7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12669624.76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7874.0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13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13007874.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338249.2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44515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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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账款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311705.37 0 0 81196.25 0 0

1-2年 7350 0 0 99887.3 0 0

2-3年 31000 0 0 3350 0 0

3年以上 0 0 0 31000 0 0

合计 350055.37 0.00 0.00 215433.55 0.00 0.00

2、应收款项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合计 350055.37 100.00 215433.55 100.00 -- --

1 凌先志植树造林 197178.3 56.33 99887.3 46.38 2020-01-07 项目开展

2 李丽 50000 14.28 0 0 2020-12-19 项目开展

3 绿化源 31000 8.86 31000 14.4 2018-02-16 项目开展

4 奚霄娅 30000 8.57 0 0 2020-12-23 项目开展

5 李保标 3750 1.17 0 0 2020-04-24 项目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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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由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6

上海一嗨汽
车租赁有限
公司北京分
公司

0 0 18300 8.49 2021-11-16 项目开展

7 陈珽 0 0 15000 6.96 2021-10-12 项目开展

8 殷毅 0 0 13195.27 6.12 2021-08-06 项目开展

9 李三功 0 0 12300 5.71 2021-06-09 项目开展

10 王美 4000 1.44 4000 2.86 2021-04-16 项目开展

11 方翔 0 0 10000 5.94 2021-07-08 项目开展

12
社保（个
人） -22.93 -0.01 -2051.02 -6.6 2021-10-14 办公费用

13 住房公积金

（个人）
0 0 -948 0.03 2021-10-14 办公费用

14 石林天外天

—押金
50 0.01 50 0.045 2021-08-26 办公费用

15 张娇 0 0 11400 6.84 2021-11-16 项目开展

16
房屋押金—
王爱宁 3300 0.15 3300 2.83 2021-04-15 办公费用

17 赵泽学 5550 1.8 0 0 2021-07-27 项目开展

18 谭荣书 13600 3.8 0 0 2021-10-28 项目开展

19 廖维森 9050 2.9 0 0 2021-10-28 项目开展

20 张利陶 2600 0.7 0 0 2021-04-12 项目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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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预付账款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

比例（%）

合计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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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400000 0 400000 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浙江中胜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易居（中国）企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广州盛高投资有限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鹿鸣谷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史维学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北京凯思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100000 0 100000 0
秦皇岛市江盟投资有限公
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广州福德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公益宝贝 10000 0 10000 0 李晟

公益宝贝 10000 0 10000 0 黄志旁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
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二期 1736652 0 1736652 0

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护局

巴美保护地 42680 212800 212920 42560
德钦县白马雪山社区共管
协会

保护滇金丝猴 20724.26 0 20724.26 0
丽江市老君山保护与发展
志愿者协会

富国基金净水项目三期
0 126800 115320 11480

昆明碧波节能设备有限公
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100000 0 100000 0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蔡明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 200000 0 200000 0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 0 300000 0 300000
嘉盛兴业（北京）投资有
限公司）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 0 300000 0 300000 曾凡志

合计 4220056.26 939600.00 4505616.26 6540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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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上海云峰新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华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优创投资有限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200000 0 200000 0 吴鹰

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北京宜宏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
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二期 316350 0 316350 0

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

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河南居悦置业有限公司

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北京德福悦安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蚂蚁森林滇金丝猴生物廊
道植被修复造林项目二期 615600 0 615600 0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护局维西分局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300000 0 300000 0

绿瘦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200000 0 200000 0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200000 0 200000 0

深圳市小赢公益基金会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10000 0 10000 0

神州付（北京）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200000 0 200000 0

深圳市金活关爱健康基金
会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100000 0 100000 0

浙江恒峰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200000 0 200000 0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200000 0 200000 0

北京嘉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守护南水北调水源地项目
200000 0 200000 0

苏州金螳螂公益慈善基金
会

合计 2741950.00 1600000.00 2741950.00 16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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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童趣乡村一期 0 33500 33500 0 世界宣明会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吴鹰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深圳市金活关爱健康基金
会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苏州金螳螂公益慈善基金
会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易居（中国）企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守护心中最美大草原项目
0 200000 0 200000 蔡明

腾冲市碳汇可研 0 0 80000 -80000 腾冲市林业和草原局

合计 0.00 1633500.00 113500.00 152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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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合计 0.00 0.00 0.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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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20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改进建议书 是 否

本组织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报年检情况

(二)评估情况

1、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等级已过有效期

2、已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评估等级为 4A 有效期：自 2021 至 2026 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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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有 无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资产管理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投资期限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期末余额

1
恒丰银行丰利系列
2020年第385期（财
富尊享）

10000000 10个月 669624.76 10669624.76 0

2 恒心季季盈第3期 10000000 3个月 0 0 10000000

3
农行安心半年开放第
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4000000 18个月 0 0 4000000

4

农银理财“农银安心
灵动”90天人民币理
财产品

3000000 3个月 0 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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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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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投资情况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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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投资情况

有 无



七、信息公开情况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
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是 否

信息公开内容 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国）公开

年度工作报告 是 否

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 是 否

信息公开制度 是 否

项目管理制度 是 否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是 否

重大资产变动 是 否

重大投资 是 否

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 是 否

关联交易行为 是 否

领取报酬从高到低排序前五位人员的报酬金额 是 否

出国（境）经费费用标准 是 否

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标准 是 否

招待费用标准 是 否

差旅费用标准 是 否

定期公示公开募捐活动实施情况 是 否

定期公示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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