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 

中国项目成果报告2020-2021 



 

背景介绍 
小额赠款计划（SGP）由全球环境基金（GEF）

出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实施，支

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以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通过国家层面分散式运行机制，SGP 为当地

民间组织，特别是妇女、原住民、青年和残

障人士赋能。 

作为GEF的共同项目，通过利用GEF专门资金

以及来自社区、政府部门和其他捐赠方的配

套资金，SGP在实现多边环境协议的目标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确保社区包容性和当

地利益相关方参与推动跨部门和综合性解

决方案应对环境挑战的项目，SGP也贡献

于2030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GP中国项目，自2009年7月开始启动，目前在中国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资助了133个项目，提供赠款
6,349,133美金。 

 
方法 
本报告呈现的项目成果指的是2020年7月1日—

—2021年6月30日期间的项目成果，因此项目成

果只统计在此期间结项的项目。

 
 

项目 

2020年7月1日 – 2021年6月30日 

12个 
新项目 

11个 
结项项目 

 37个 
        执行中的项目

 
 
 

资金 

 
执行中的项目资金 

US$ 1,944,226

GEF资金 

 

 

  US$ 3,156,531.98 

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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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
个
个 

 
2个 

3个 
 

 
C  

  生态产品得到开发 
4种 

 
 

5个 

    
 各领域目标的实现情况 

尽管大多数SGP项目包含多个领域，为了报告的方便，这里基于每个项目最主要的领域进行报告。 

生物多样性 
SGP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项目通过执行社区为基础的陆地/海洋景观方法，改善重要的陆地和沿海/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和管理。

支持社区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是SGP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重要部分。 
 
 
 
 
 
 
 
 
 
 
 
 
 
 
 
  
 
 
 
 
 
 
 
 
 
 
 
 
 
 
 
 
 
 
 

 
 

      项目在本报告阶段完成 

 
 

 

社区保护地得到支持 

保护区受到影响 

2,258,300 
公顷土地得到保护 

重点景观保护得到改善 

153种 
重要野生动植物得

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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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的阿尼玛卿神山生态保护项目 
(2018年6月29日 - 2020年12月31日) 

 

实施机构：青海省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 

赠款金额：50,000美元 

配套资金：70,000人民币 

 

阿尼玛卿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北部，玛沁县内的雪山

乡，下大武乡，东倾沟乡从东到西紧紧围绕着阿尼玛卿主峰。阿尼玛卿

雪山是黄河源最主要的水源之一，它拥有黄河流域面积最大的冰川区域

内高峰雄峙，冰川纵横，野生动植物种类多样丰富。本项目贡献于第6执

行阶段陆地社区景观保护的目标。项目取得如下成果：1）培育和提升了

三个当地牧民环保组织的能力。通过培训，三个牧民环保组织的20名牧

民掌握了神山圣湖的调查方法，提升了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的能力，并

在机构所在的三个不同的乡开展了水源地保护、垃圾清理、公众环境教

育、雪线监测等活动，影响的人数约600人，影响的保护面积约1000平方

公里。2）在景观内成立了项目实施机构和当地牧民环保组织共同组成的自然圣境保护联盟。联合开展了自然圣境的调查，记

录了景观内56座神山和12个圣湖的生态文化信息，获得了3772平方公里内神山圣湖分布地理信息，记录兽类19种（4目9科）、

鸟类6种（3目3科），并开发完成《黄河源自然圣境宣传册》。3）开展阿尼玛卿神山文化体验和自然体验的徒步旅游 ，提高

牧民的经济收入。项目邀请高原地区生态旅游专家，设计和开发生态文化行的一线路，并在青海湖，冬给错纳湖，阿尼玛卿

山，玛沁县城设置了四个牧民接待站接待站，项目期内共为社区带来2.8万元的收入。 

 

       项目的创新性在于，基于本土文化和宗教信仰，

推动将每年的藏历5月作为“鲁”神祭祀月的活动, 旨

在通过这个活动，让社区认识到水源和湿地对于高

原生态的重要性，促进人们保护水源和湿地的意愿

和行动。项目周期内，景观内三个乡的牧民环保组

织成功组织了两次水源地祭祀月活动，直接参与的

人数498人，影响1000多人，使景观内水源地的保

护有了符合当地文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项目获得2018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先锋奖。

项目执行机构2019年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户外金犀牛

奖 “最佳公益环保精神奖”。项目也得到主流媒体

的高度关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跟踪拍摄

了项目实施机构和当地牧民环保组织的保护行动，

播出两期节目，并对项目实施人员进行了两次专访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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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保护地促进高黎贡山怒江金丝猴保护 

(2018年6月29日 - 2020年12月31日)  

实施机构：昆明创益生态保护研究院 

赠款金额：50,000美元 

配套资金：1,251,157.1人民币 

 

       高黎贡山纵列在云南西部边缘的中缅边

境地区，是横断山系最西边的一列，北接青

藏高原，南衔中印半岛，东邻云贵高原，西

毗印缅山地。在中国，怒江金丝猴仅分布于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水段的片马和

鲁掌辖区，野外种群数量估计约为 250 只。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列

为极度濒危，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本项目贡献于第6执行阶段陆地社区景

观保护和化学品管理的目标。 
 

项目取得如下成果：1）提高了社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监测的意识和能力。238人次参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森林管理、怒江金丝猴保护的培训；支持社区基于

村规民约制定了社区保护行动，将所有集体森林均划为严格保护区，并在每个村民小组的村委会进行公示；项目期间在12

条巡护路线共开展了2640次巡护，开展社区宣教1440次，主题包括森林防火、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在保护区

内砍伐捕猎、挖草药、放牧等，影响10000人次。2）保护了450公顷怒江金丝猴栖息地。在自愿事先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项目支持社区在UNEP=WCMC注册了高黎贡社区保护地，提升了社区对保护的自豪感和 拥有感，增强了中国的社区保护

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得到了当地林业局的肯定。根据高黎贡山保护区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怒江金丝猴的种群数

量比2018年增长约12%。3）通过建立社区种质库和林下种植，推动了当地传统农作物品种的保护和利用，提高了社区生

计。项目建立了面积2亩的社区种质库，共收集、登记了30个当地农家品种，包括6种粮食作物、9种中草药和15种蔬菜。

项目期间共有70多人次访问社区种质库获取作物种子，社区传统品种的种植面积保持在300亩左右，约占全村总耕地面积

的62.5%。项目支持社区种质库加入了农民种子网络，进一步提升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能力。项目测试

了16个林下种植的组合，筛选出5个表现最好的品种，其中核桃林下种植魔芋每亩为社区增收1500元，得到政府的推广。

4）建立了社区农业化学品管理体系，实现农药废弃

包装的分类处理和农药减量，减少了农药对怒江金丝

猴栖息地的影响。通过村民大会、自由报名、社区推

选，确定每个村民小组有一名专人负责监督村民将农

药废弃包装放入专门的回收桶；通过专题培训宣讲，

重点介绍了国家禁用农药和百草枯的毒害，农户承诺

不再使用国家禁用农药；通过配合实施当地政府的人

居环境提升项目和支持村民执行村规民约，对不使用

农药、不乱扔垃圾或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村民给予积

分和经济奖励，项目结束时农药使用量和农药指数分

别比项目开始前，下降94.3%和93.4%，农作物的产

量没有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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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景观区域内社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2018年1月31日 - 2020年8月31日） 

 

实施机构：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 

赠款金额：50,000美元 

配套资金：65463.6人民币 

 
       项目实施机构自2010 年开始在滇西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

区域老君山地区开展生态保护和社区“内生式”发展项目，并于2013年获得

GEF SGP资助，开始支持社区保护地项目，目前已有49个社区在项目实施

机构的支持下，通过村规民约建立了社区保护地，保护面积18308公顷，参

与人数超过5000人。本项目旨在基于执行机构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果的总

结和分享，组建GEF SGP重点景观区域内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网络，促进政

府、公益机构、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互动、学习，传播分享社区保护

地与可持续发展的案例、经验、模式，促进合作与对话机制的建立，推动重

点景观区域内生态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贡献于GEF SGP 第6执行阶段陆地社区景观保护的目标。项目

取得如下成果：1）项目实施机构通过在自然保护区、非政府组织及社区中

开展相关调研，确立了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课程框架及内容；形成了

内生式发展与社区保护地的相关理论、原则、策略及案例；组建了由公益工

作人员、社区村民和业界专家组成的培训团队。项目期间共开展了6期 “社

区保护地与内生式发展” 工作坊。工作坊以“分享-反思-讨论” 为主要形式，

已经影响到49个公益机构（其中21个为SGP项目执行机构）、25个社区、8

个政府部门的138人次，先后形成了5个社区保护地与内生式发展交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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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推动黎光村社区保护地的同行评审，并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注册，成为国

内第一个通过了同行评审并在 “全球社区保护地注册系统” 内注册的社区保护地。3）项目推动社区保护地扩大到三江平流

地区的其他5个村庄，增加保护面积1423公顷。所有社区保护地以当地社区为治理主体，保护地的保护、管理以及相关的

奖惩措施，都由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和集体讨论决定。4）实地支持和指导社区发展与保护的实践活动。项目对25个公益机

构和13个社区、3个政府部门的项目进行了远程指导，并且赴青海、广西、云南、广东、海南等地的十多个机构或社区实

地指导、交流社区工作。5）项目成果得到总结和广泛传播。项目期间6次次工作坊上的专家分享、案例分析、参会者讨论

汇编成《内生式发展与公共事务治理》一书，在利益相关者中广泛传播。举办了“内生模式在乡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和意

义暨三江并流区域社区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为题的项目总结会，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报告，报送丽江市委政府。项目周期内，

中国环境报、人民网、新华网、新华社、香港商报、云南网等全国主流媒体对三江并流地区的社区保护地进行了深入报道。 

      

   2020年7月，项目实施机构获得瑞士保罗-费耶阿本德基金会每年颁发一次的“保罗-费耶阿本德奖”以表彰机构在三江并流

区域老君山周边社区所开展的促进社区自主治理，可持续发展及社区团结的工作，这也是该奖项自2007年成立以来首次颁

给中国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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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管理民间网络发展与能力建设 
(2018年9月17日 - 2020年11月30日) 

实施机构：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赠款金额：49,853美元 

配套资金：244000人民币 

 

        本项目促进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组织化学品管理网

络的成立。项目贡献于GEF SGP 第6执行阶段促进民

间社会组织-政府对话以及建立本土-全球化学品联盟

的目标，通过培育和发展民间合作网络，推动化学品

管理议题主流化；通过与专业界合作进行检测形成政

策倡导力，为公众日常消费品去毒。项目取得如下成

果：1）大大提高了网络成员对有毒化学品管理的认

识，增强了他们处理有毒化学品问题的能力。项目开

始时联盟由12家民间组织组成，项目结束时发展到18

家成员。项目期间，网络面向成员机构开展线上分享

13次，形成科普文章14篇；线下培训会5次，形成科

普文章16篇；主要内容涉及《巴塞尔公约》、《鹿特

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公约》的基

本知识、海洋的隐形污染、有害农药的影响、危险废

物管理、塑料制品中的有毒物质、海产品和土壤中的

重金属、中国固体废物的新法律以及有毒化学品对野

生动物的影响。影响5000人次，253人次获得相关知

识，国际公约、海洋污染、危废管理等概念开始进入

国内公益组织的视野中。 2）推动民间组织就化学品

议题形成政策倡导力。项目实施机构联合了国内外化

学品相关领域机构举办研讨会7场，形成有关重金属

污染、塑料污染、农用化学品污染等议题的8份报告，

并撰写9份政策提案建议，包括《关于落实环发[2008]82 号文的提案》、《加快建设完善的化学品管理制度建议》、《关

于多部门加强镉污染防治的提案》、《加强社区有害垃圾回建议》、《对取消“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零六条”处罚上限的建

议》、《关于落实《电子商务法》，督促电商平台履行资质审核义务的提案建议》、《关于加强疫情医疗废物焚烧处置环

境监、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提案建议》、《关于落实生活垃圾焚厂周边环境空气和土壤中的二噁英和重金属的企业自行

监测及信息公开要求的建》、《全国政协提案-关于加强害垃圾（家庭源危险废物）分类管理的提案》 ，其中3份提案稿内

容获得全国政协委员采纳，并提交到全国两会。3）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得有毒化学品议题主流化。项目期间发布科普文

章200篇、解毒档案12期、避毒简讯12期 、视频翻译5部、被主流媒体报道23次。 

 

       项目结束前，执行机构获得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40万元资助，以支持化学品安全民间网络的持续运行和后续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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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甘德生态修复及社区持续发展项目 
(2018年6月29日 - 2021年2月28日) 

实施机构：兰州生态发展促进会 

赠款金额：50000美元 

配套资金：422900人民币 

       泥炭地是高原湿地的重要形态，发挥着蓄水、固碳、过滤

淡水、培育植物、保护土地免受洪水侵袭等作用。本项目在青

海黄河源地区的甘德县岗龙乡示范恢复泥炭湿地的储水和固碳

能力，推行温棚育犊的放牧方式改革，提高幼畜成活率，缓解

湿地草地载畜压力，贡献于GEF SGP 第6执行阶段社区陆地景

观保护的目标。项目取得如下成果：1）成功恢复了岗龙乡超

过20公顷的退化泥碳湿地。通过社区参与选址和设计实施方案，

在面积达30-40公顷的退化泥碳湿地的主侵蚀沟中，使用当地

石头垒砌，修筑拦水坝一座，使一条主侵蚀沟得到修复，恢复

退化的泥炭湿地面积20公顷以上。根据项目标尺记录，修建栏

水坝一年后，沉积物层增加了约5厘米，达到修复目标。2）成

功示范了冬季温棚育犊的放牧方式，提高幼崽成活率，减缓冬

季草场载畜过量，提高社区生计。根据项目实际测量，牛犊出

棚后，棚内相比较棚外养育的牛犊体重及体长数值分别高40%和82%，存活率达到100%。夏季到来后，闲置玻璃温棚用

来进行蔬菜种植，丰富了当地人的食物，提高了社区生计。项目制作了《甘德温棚种植图示》对项目活动进行推广。3）

项目的经验和成果在青海、甘肃两地的民间组织及社区代表中分享，提高了社区修复高原退化泥炭地的意识。来自青海和

甘肃的30多名草原社区和民间组织代表参加了项目总结和经验交流会，并实地参观了泥炭地修复示范点，会议代表还提出

了“黄河流域高原湿地保护甘德倡议”。在实地参观泥碳地恢复项目点后，甘青两省机构代表表示愿意尝试复制湿地修复技

术和操作流程，以恢复和保护各自家乡的草原退化泥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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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家庭生活有害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收集管理 

(2018年9月17日 - 2021年4月30日) 

实施机构：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 

赠款金额：49,853美元 

配套资金：153,203人民币 

 

       项目地位于广东省珠三角地

区，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和城市群

和全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同时

也是工业危险废物，家庭化学品

和其他有害废物的大省。尽管广

东省废物处理行业和全球电子废

物拆解行业发达，该地区危险废

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缓慢，固体

废物处置水平普遍不高，垃圾处

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依然任

重道远。因此，项目执行机构在

珠三角深圳、佛山、东莞、惠州

四地的19个城市社区开展有害

垃圾分类处理调研和培训，传播

相关政策法律和科学知识，引导

超过27000位社区居民参与家庭

危险废物的分类和收集。本项目

贡献于GEF SGP 第6执行阶段从地方到全球化学品管理联盟和社会包容的目标。项目取得如下成果：1）示范点的家庭有

害废弃物得到妥善处置，避免了有毒废物排放到环境中。项目在11个社区内设立固定的危废回收设施以及为数百个家庭提

供废旧电池回收周转瓶，回收废电池940.245公斤和15631只含汞废灯管。2）社区居民特别是女性和青少年儿童的家庭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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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管理意识得到提升。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培训活动83次，总计参加人数21787人，其中女性9399人，青少年2646人。组 

织232位社区居民参观本地垃圾处理单位，其中女性122人。3）提升了四个项目示范点的本土民间环保组织的能力，建立

了家庭有害垃圾管理的长效机制。项目为惠州惠联社、东莞英飒社、佛山友邻社、深圳风范社四个当地民间环保组织举办

交流研讨活动13次，受益人数654人，其中女性278人，在地机构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了垃圾管理的长效机制。

例如，在惠州和东莞的示范小区，项目促进了业主大会修订《管理规约》，将生活垃圾分类和收集纳入管理规约；在惠州

的示范小区，项目推动业主大会出台了“危险废弃物健康管理奖励办法”建立了小区基金并实施奖励、设立了“社区危废

日”；在深圳的示范小区，项目建立了社区垃圾管理财务台账，推动业主大会与物业管理公司在新版《物业服务合同》中

包括垃圾管理服务的内容。3）项目成果通过知识产品广播传播，惠及更多人群。项目召开了北京市民冬季危废专题论坛，

编写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管理手册》，广泛传播给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政府部门、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以珠三角四地的实践为基础，形成有害垃圾社区工作规程专家指导手册：《废电池健康管理操作规程》

和《荧光灯等家庭含汞废弃物等健康管理规程》。项目实施机构开发的汞泄露家庭处理安全设备包，通过中科院国家环境

保护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检测报告，获得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公益创新三等奖。4）基于项目实际形成政策建议，并提

交相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与深圳零废弃联盟等环保组织共同发声，向生态环境部提交了 “关于《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的修改意见”（2019年10月10日）和“关于《固废法》（二审稿）有害垃圾条款的修改意见”（2020年4月20日）；

项目通过万捷委员向全国政协成功提交提案：关于加强有害垃圾（家庭源危险废物）分类管理的提案（2020年5月），被

接受。 

         

    在项目周期内，实施机构获得万科基金会提供的11万美元资金，将项目复制到6个城市8个社区。共收集了5181公斤废

电池和75456只含汞灯具。此后，在阿拉善SEE创绿家项目支持下，在海口三亚两个城市8个社区复制并实施。此项目创新

点在于形成有害垃圾分类收集管理的三级工作网络关系，其中项目执行机构作为本项目总体的主持、指导、组织、规范者；

四个地方城市民间组织作为地方项目的组织者和社区公益服务的提供者；项目点城市住宅社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作为实施

者，成为有害垃圾分类收集管理的行动团队，辅助传播有害垃圾的相关政策法律内容和科学知识。从居民家庭生活的源头

开始，动员居民、民间组织、物业企业等共同采取行动，有序管理有毒有害废弃物，妥善转运至后端环保企业，形成健康

和安全处理的无害化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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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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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包容性 
SGP项目致力于支持边缘群体、妇女、少数民族 、青年、残障人士获得更大的社区包容。 

 

100% 

 
100% 

 
45% 

 
项目接受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培
训 

 
 

 
完成的项目具有性别敏感性 

 
 
 

 
完成的项目由女性领导 

3211个 
少数民族个人的能力得到提升 

 

完成的项目由少数民族领导 

 
 

 
完成的项目位于少数民
族地区 

 
 

 

 

36% 

80% 

 7个 

项目
由青
年领
导 

 

 

项目由青年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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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和可持续性 

 
      改善生计是SGP项目应对环境问题的核心战略。几乎所有项目都设计了提高生计的活动或者贡献于社区生计的

改善。下面是已经完成的SGP项目所采用的改善生计的策略. 
 

▪ 发展多元生计（生态旅游、生态产品开发）、收入增加 

▪ 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 

▪ 改善健康状况，增加获得医疗设施的机会 

▪ 获得技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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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知识产品  
 
 
 

 

 

 

 

 

 

 

      

        

更新49条微博 

发布18篇网站文章 

举办144次各类培训 

编写18种手册、出版

物 

获奖项目2个 

监督和评估 

 访问20个项目点 

审查112份项目

报告及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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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 

 
 

    小额赠款计划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代表全球环境基金(GEF) 的合

作伙伴实施的项目。小额赠款计划成立于1992年，在125个国家开展，通过当

地民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促进基于社区的创新、能力发展和赋权，

并特别考虑到原住民、妇女和青年。小额赠款计划支持了24000多个基于社区

的项目，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可持续土

地管理、国际水域保护以及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同时创造可持续生计。 

 
 
 

    在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前夕建立的全球环境基金(GEF)是环境行动的

催化剂——并远远不止于此。全球环境基金通过其战略投资，与合作伙伴合作

解决地球上最大的环境问题。我们的资金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加强治理和实现

更多的男女平等。因此，我们在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地球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占

据着独特的位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社会各阶层的人结成伙伴关系，帮助建设能够抵御

危机的国家，并推动和维持提高每个人生活质量的增长。在177个国家和地

区，我们提供全球视角和本地视角，以帮助实现民盛国强。 www.undp.org 

 
 

 
 
 
 
 
 
 
 
 

中国北京朝阳区
亮马河南路2号
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可持续发展部 

100600 

Email: yi.liu@undp.org 
Website: www.gefsg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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