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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赤道倡议案例研究系列

世界各地的当地和土著社区正在推进适用于人
类和自然的创新可持续发展方案。但目前很少
有相关出版物或案例研究讲述这些新方案如何
逐步发展起来、它们影响力有多广或它们如何
随时间变化。更少有能够挑下担子、在社区从
业者们的指导下去讲述这些事情的出版物。赤
道倡议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在挪威政府的慷慨资助下，赤道倡议将2015年
赤道奖颁发给了21项杰出的关于当地社区和土
著人民的倡议提案，这些倡议提案旨在减少贫
困、保护自然、以及加强面对气候变化的复原
力。这些获奖者是从126个国家的1,461项提名

中脱颖而出的，在巴黎，他们的成就在与联合

国气候变化公约（COP21）一起举行的颁奖典

礼上得到了认可。本倡议提案特别强调森林的

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确保和保护公共土

地、领土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以社区为基础应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为了环境正义的

行动主义。以下案例研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系

列研究的其中之一，该系列研究体现了审查和

同行评审的最佳实践，旨在激发区域性成功进

行扩展所需的政策对话，改善当地的环境和发

展解决方案所需的全球范围的理论基础，并作

为可复制的模型以供参考。

http://equatorinitiative.org/index.php?option=com_winners&view=casestudysearch&Itemid=858


重要内容

赤道奖得主

2015年

成立时间

2000年

地点

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西北部

受益人

拉市海流域的纳西族和彝族土著居民，人口数
目为1万

重点领域：

森林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可持续农业
和粮食安全；以社区为基础对气候变化的应
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流域的陆地和/或水生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确保公有土地、领土和自然
资源的权利；并倡导和确保有效实施自由、事
先、知情的同意（FPIC）

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年赤道奖得主影片

项目总结

云南绿色流域管理研究与推广中心（The 
Yunan Green Watershed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omotion Centre, or 
Green Watershed）是针对1998年拉市海
大坝项目而建立的，该项目的积滞水淹
没了大面积的农田，使得纳西族原住民流
离失所，除了耕种地表不稳定的山坡外，
没有任何生计选择，这导致了泥石流灾害
的发生，以及拉市海过度养殖鱼类。绿色
流域已经成为本地自发组织和参与式流域
管理的典范，建立了四个资源管理自治组
织，各自取得了显着成效：其中属于纳西
族和彝族社区的两个流域管理团队，已经
控制了泥石流，建立了农林业，使得10年
来收入增加了10倍，保护了1300多公顷的
山林；此外一个渔民协会，禁止了非法网
鱼并且恢复了当地渔业；还有一个用水户
协会，该协会成功管理了用水，并协商出
了合理的上下游用水制度。农林业、有机
农业、畜牧业、可持续渔业和适宜的水资
源管理都改善了当地收入和粮食安全，并
加强了面对干旱的复原力。

在本地图上使用的名称和展现的材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
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
局的法律地位，以及其边界的界定表达了任何意见。

https://vimeo.com/album/3754626/video/154784206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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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拉市海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是中国重要
的山地湿地，最大程度保持着中国鸟类的多
样性，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麓少数拉姆萨
尔湿地 (Ramsar Sites) 之一。这是一个独特的
有沼泽草地的淡水高原湖泊，它位于长江和湄
公河的源头。该地区也是近76种野鹅和鸭的重
要迁徙通道、繁殖地和越冬栖息地，如绿翅鸭
(Anas crecca)、白冠鸡 (Fulica atra) 和凤头潜鸭
(Aythya fuligula)。

拉市海流域也是大约1万名土著居民的家园，主
要以两个少数民族为代表：住在拉市海湿地附
近和海拔2400米的丽江古城的纳西族，以及生
活在海拔3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彝族。纳西
族人主要依靠农业和渔业为生，而彝族则依赖
农业和畜牧业。

1998年，为了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拉市海大坝
和引水项目的建设淹没了大片农田，从而迫使
纳西族族人迁徙。随着传统区域的显著减少，
失去土地的纳西族人开始开垦山坡进行耕作，
并使用非法渔网过度捕捞湖泊，导致泥石流、
土壤侵蚀和鱼类数量减少。

这些环境影响使得很多地方变得贫困，当地社
区对复苏的期望与当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渴望
之间关系紧张、存在矛盾。洪水过后，中国政
府禁止在长江上游采伐，使彝族人更加难以在
保护环境和恢复生计之间寻求平衡。

在此背景下，绿色流域组织开始与当地政府合
作，将当地土著社区纳入资源管理决策，同时

考虑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为了促进利益相关
者参与公共资源管理并在当地政府和村民之间
建立有建设性的对话通道，绿色流域于2000年
建立了土著人民的流域管理模式。该倡议建立
了四个土著人民自治组织：

 ■ 纳西流域小组控制了泥石流沟和农林业有机
耕作方法，10年内收入增长了10倍；

 ■ 纳西渔民协会禁止了非法网鱼，恢复渔业资
源和渔民的生计;

 ■ 纳西水利用户协会管理水资源并协商合理的
上下游用水制度;

 ■ 彝族流域小组保护了1,330公顷的山地牧
场，并开发了多种支持扶贫的谋生途径。

该倡议采用参与性方法促进土著人民的自我管
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比政府管理或无管理
的公共土地情况更有效。这一过程阻止了资源
退化，形成了可靠的生计，使土著社区能够更
透彻地理解其土地和资源权利。

几年之内，纳西族成功抵制外来开发商租赁土
地的压力，彝族人民抵制了号称是生态安置的
强制搬迁计划。在其运营中，绿色流域通过资
源保护、社会公平、GDP增长和有好转的生活条
件，努力满足政府和社区的期望。因此，它获
得了合法性、可信度和许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

绿色流域利用参与和资源赋权方法动员土著居
民，鼓励他们拥有资源保护和可持续资源利用
的观念，以保护拉市海流域的生计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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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流域起源与结构

绿色流域成立于2000年，旨在促进拉市海流域
的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得到了贫困救济组织香
港乐施会的支持，因为周边社区面临着贫困，
而且希望实施扶贫项目。

在人类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于晓刚的领导

下，包括彝族社区和纳西族社区在内的拉市海
流域项目逐步形成。于晓刚在2002年注册了绿
色流域，其为一个独立的管理组织，并于2003
年注册了拉市渔民协会和水利用户协会，以确
保社区从环境恢复中受益，并保持资源利用的
可持续发展。

绿色流域的目标包括：

1. 研究和倡导流域的参与式管理。

2. 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将这种方法应用于
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规划中。

3. 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农业组
织、专家学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加强中
国西部地区的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4. 支持其传统、进行能力建设，使穷人和弱势
群体参与流域管理。

5. 支持和协助试点流域管理项目，同时利用这
一经验推广社区流域管理模式。

6. 通过培训和传播有关可持续流域管理的知
识，提高公众对流域可持续管理的认识和能
力。

现如今，绿色流域与社区合作，改善自然资源
管理，恢复和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
性，维持可持续的生计，并建立抵御气候变化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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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挑战

森林砍伐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跃进期间，中央政府在
全国范围内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大面积的森
林被砍伐，以帮助推动革命，对环境造成了严
重破坏并产生了持久的后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长江上游陡坡上的森林砍伐和农业种植面积
增加。这些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过去15年来受
影响地区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约30％。

彝族长期以来一直依靠伐木为生。到20世纪末，上
游生态因森林砍伐而退化，导致社区内的贫困人口
急剧增加。由于森林砍伐，土壤侵蚀和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1998年6月至9月期间，长江沿岸凶猛的洪水造
成近4000人死亡。虽然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洪水
泛滥，但森林砍伐的影响更为严重。森林被清
除并转变为农田，导致洪水径流增加，变得难
以预测。

为应对这场灾难，中国禁止在长江上游的国有
企业和社区团体进行森林采伐。2000年，中国
中央政府制定了天然林保护计划(NFPP)，这是
一项旨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50年计
划，意在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整体环境质量。

旅游开发项目

丽江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毗邻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
(Three Parallel Rivers of Yunnan Protected Areas)
。丽江古城同样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因为它保留了历
史上真实的城市景观。它的架构值得留意，其
融合了几个世纪以来汇合的多种文化元素。丽
江还拥有古老而复杂的供水系统，至今仍在有
效运作。

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影响了中国政府的
决策，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了拉市海大
坝。近年来，其他旅游开发项目威胁到了纳西
族和彝族的土著生活方式和环境。这些项目包
括高尔夫球场、电影和电视拍摄工作室、美食
广场和房地产开发项目，所有这些项目都需要
大量土地，并且可能会迫使当地土著居民搬
迁。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造成了许多风险，都会影响该地区，
包括干旱、洪水、森林火灾和极端寒冷天气，
这些都可能导致饥饿和贫困。例如，山地和湿
地地区都经历了持续的干旱、冰雹和风暴、洪

水和严寒天气、以及严重的暴风雪。在这些灾
害中，当地人经常失去农作物和牲畜。以前从
没有遇到过这些极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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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回应

保护资源权利的土著组织

2000年，绿色流域为每个村庄举行了参与式农
村评估(PRA)，包括拉市海湿地周围的纳西族社
区和喜马拉雅山区的彝族社区。这些参与式农
村评估帮助社区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并鼓励他们参与项目实施。参与式农村评估之
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建立四个保护自然资源权利
和执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的土著
组织。

土著组织对保护资源和“自由、 
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 
权利的主要影响

 ■ 经过几年的谈判，当地政府部门接受了这四个土著协会提出的建议，并承认拉市海
流域及其支持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承认绿色扶贫的做法。 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认可了绿色流
域在绿色扶贫方面的努力，并选择“波多罗”（Buoduoluo）彝族社区作为国内外扶
贫最佳实践数据库的首例案例研究。

重新造林和可持续生计

西湖村的纳西族人建造了淤泥坝，以控制土壤
侵蚀、种植森林、实施家用甲烷生物消化器和
发展农林业。村民年均收入上升到2万元人民
币，是项目初期的10倍。纳西族人依靠彝族来
保护山区的森林，使河流的下游保持水质健
康。

同时，彝族村庄发展了畜牧业和中草药种植。
他们还开辟了一个生态旅游企业，从而使生计
多样化，以应对自然和市场风险。他们的人均
收入达到1万元人民币，是项目开始时的10倍。 
15年前彝族社区颁布的村级禁伐令今天仍然有

效，植物学家与村民一起开展自然资源调查，
鼓励彝族社区进一步保护自然资源。

在此倡议之前，彝族村民每年只能保证四个月
的食物。当绿色流域研究人员调查丽江的当地
资源，并在距离30公里外的纳西泰安镇找到
了一个著名的国际马铃薯种植基地时，这个
粮食安全问题得到了解决。在与国际马铃薯试
验基地(International Potato Experiment Base)
沟通后，该项目向彝族家庭引进了优质马铃薯
种子。一年后，彝族社区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五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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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造林和可持续生
计的主要影响

 ■ 该倡议促进了上游彝族社区对1330多公顷森
林的自我管理和保护，并鼓励生计多样化。

 ■ 彝族和纳西族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增长了10
倍。

 ■ 山区的森林已经恢复，诸如恒河猴（Macaca mulatta）和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等物种已经返回栖息地。

水管理

纳西水利用户协会通过精心规划节约用水，确
保在连续五年干旱期间，超过3300公顷的农田
获得灌溉。该倡议促进了社区农林业和生态栽
培的发展，从而遏制了土壤侵蚀，减少了湿地
沉积物的沉积。

此外，渔民协会建立了禁止使用非法渔网的管理
系统。因此，鱼类种群、资源和相关生计可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并得到保护。与此同时，该倡议帮
助渔民协会恢复了湿地的生态平衡，保证了76个
物种、超过10万的越冬鸟类的食物。这些项目活
动不仅增强了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而且还增
加了土著人民的收入和资源管理权。

水管理的主要影响

 ■ 拉市海鱼被视作珍品，现在在丽江出售。
 ■ 鱼类资源已恢复到20年前的物种规模。
 ■ 根据用水户协会模型，县水资源局在覆盖整

个县境的其他24个乡镇依样建立了用水户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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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主流化

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意见受
到了更多的尊重。该组织使得妇女更多地参与
讨论村庄的发展问题。现在女性有主动权，即
便他们不同意男性，也可以提供不同的意见。

彝族和纳西族社区传统上都有父权制社会。该
倡议为彝族和纳西族妇女建立了夜校，赋予她
们权力并教授他们生态知识和培养技能，旨在
增加他们在社区发展中的声音。十多年来，妇

女在当地社区中的地位显着提高。在外工作或
在家做家务的女性现在在家庭经济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此外，该倡议于2002年制定了妇女小额信贷方
案，目的是鼓励妇女获得经济和社会独立。在
实施小额信贷计划后，社区一致认为妇女拥有
更大的自由。

性别主流化的主要影响

 ■ 纳西族西湖村妇女夜校被丽江市和云南省妇女联合会选为模范夜校。
 ■ 彝族波多罗村的妇女夜校已经高效运作了10年。课程不仅包括语言，

还包括农业技能，一些彝族男子也要求来上课。后来，女子夜校成为决策的见面场
所。

 ■ 妇女积极参与决策过程。例如，纳西族妇女代表参与了每个水利管理小组。彝族妇
女参与山区流域管理小组决策，管理草药生产，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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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管理

2007年，绿色流域与香港乐施会 (Oxfam Hong 
Kong) 合作推出防灾计划。作为该倡议的一部
分，他们为彝族提供了灾害管理培训。他们培
训村民分析不同类型的灾害及其原因，反省传
统的灾害知识，建立一级自然灾害管理小组，
帮助社区改善基础设施以管理灾害。例如，香

港乐施会帮助社区建造蓄水池，加固房屋以抵
御地震，鼓励植树造林和生计多样化。

2013年春天，彝族社区山区发生森林大火。彝
族波多罗村的灾害管理小组带领村民疏散妇女
和老人并扑灭了大火。

灾害管理的主要影响

 ■ 2013年，波多罗村被选为“全国防灾示范社区”，并被
中国民政部评为防灾减灾模范。

 ■ 彝族社区通过山地森林资源管理系统建立了防灾和减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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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

国家政策影响

绿色流域倡议促使政府建立一个作为多边沟通
渠道的流域管理委员会。与流域资源开发项目
有关的讨论都是在土著人民的参与下进行的，
其前提是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表达意见。例
如，当拉市海大坝的扩建威胁到更多村民的土
地时，该倡议组织村民研究国家土地法 (Land 
Law)，培养他们参与决策的能力，并代表他们
表达问题、进行宣传。渔民协会调查了大坝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影响，综合了村民的意见，
然后汇总了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给丽江市政
府。他们还访问了省人大和省林业办公室，以
捍卫他们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并要求赔
偿。因此，政府不得不放弃强制征地，转而采
用土地租赁方式，并与村民签订合同。

此外，对于重新安置方案这一事情，该倡议协
助土著人民保障山地资源权和“自由、事先和
知情同意”(FPIC) 权。在收到有关该项目的信
息后，土著人民拒绝搬迁。 2013年，该倡议还
借鉴了经验教训，编写了一本关于保护土著人
民关于水资源开发权利的手册，特别强调了“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 原则。

绿色流域启动了绿色银行观察小组 (Green Bank 
Watch Group)，以促进银行业的绿色政策，提
高金融机构的认识并监测他们的环境绩效。产
出包括一个跟进银行活动的网站，其包括有关
绿色贷款和筹款的信息，并根据其筹款多少来
排名。他们还对其他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培
训，以提高他们宣传绿色信贷政策的能力。

渔民协会一直在敦促当地政府制定关于淡季捕
捞和大型网状网使用的法规。通过政策支持，
渔业管理协会开始挨家挨户扩展服务范围和捕
捞活动监测。

感谢非政府环保组织，2003年和2005年怒江水
电的争议使大坝项目受到国家的关注。由于绿
色地球志愿者 (Green Earth Volunteers) 和绿色流
域等组织的努力，中央政府暂停了怒江水电项
目。在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和活动首
次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最后，省政府
和中央政府决定在怒江流域建立国家公园。中
国环保组织的活动是朝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迈出
的重要一步。

2004年，绿色流域认为建立良好治理机制对于
克服贫困和水危机至关重要。怒江流域的14个
村庄被带到澜沧江流域附近的漫湾大坝，以便
亲眼了解大坝的建设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漫湾周围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佳，震惊了村
民们。此外，绿色流域促进了怒江村代表参加
2004年北京联合国大坝和发展研讨会 (UN Dam 
and Development Symposium)。随之而来的，
这些方法并未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欢迎，他们
试图拆解当地非政府组织，因为他们从事超出
其使命的活动，但还是成功地设置了四年内不
允许绿色流域创始人出国旅游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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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议程的贡献

绿色流域及其倡议为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做出了贡献，例如消除贫困和饥饿、确保体面
劳动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1；可持续发
展目标2；可持续发展目标8）。 此外，他们通
过赋予女性权力促进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
标5）。他们开展的生态恢复活动支持了负责任

的消费和生产、水下生活和陆地生活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12；可持续发展目标14；可持
续发展目标15）。最后，波多罗村的灾害管理
规划工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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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制性、可拓展性以及可持续性

可复制性

水利用户协会成功建立和运行后，水利局将这
一模式推广到全县。然而，并非每个新成立的
用水者协会都像纳西族人一样成功。绿色流域
认识到，为非政府组织引入适宜的发展模式，
以及为负责用水户协会的人们提供学习机会，
这两者也起着关键作用。

拉市海项目是研究中国非政府组织 (NGO) 发
展的硕士和博士课程。该项目还为其他拥有少
数群体的社区提供了适宜发展的学习模式。四
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来自甘肃和四川省的社
区、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北川县代表访问
了丽江市，了解灾害管理模式。绿色流域为这
些受灾地区的社区组织了培训。

可扩展性

拉市海的倡议已经在几个方面扩大了规模。例
如，根据拉市海乡政府的评估，拉市海项目让
周边所有乡镇政府学到很多。此外，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在该倡议的区域里建立了研究生实地
考察基地。对于如何尊重土著人民的资源权
利，其他土著社区选择了类似的发展方法，证
明其可以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此外，在国务

院减贫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LGOPAD) 扶
贫中心审查后，波多罗的社区发展被纳入国务
院减贫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亚洲开发银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的扶贫案例研究汇编
中，在国内外分享。最后，民政部将拉市海彝
族称为全国减灾示范社区，将自然保护与减灾
相结合的方式已扩展到甘肃和四川灾区。

绿色流域可持续性

经过15年的项目支持，渔民协会、用水户协
会、纳西流域管理小组和彝族流域管理小组建
立了生态旅游和农业合作社，并将其注册为社
会企业。这些合作社在经济上将会变得独立和

自给自足。绿色流域作为一个研究和能力建设
组织，将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其他流域，如怒
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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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计划

 ■ 绿色流域实现了拉市海流域的目标，现在将其活动扩展到怒江流域和缅甸等邻国。
 ■ 由于国家公园成为发展的重点，绿色流域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帮助傈僳族、怒族和

西藏社区，为这些民族社区提供生态旅游开发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培训。
 ■ 中国海外投资一直在扩大，由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中国发起的银行，如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提供资金。一些大型项目具有环境和社会
影响，绿色流域计划与邻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倡导银行间的环境和社会保障
政策。与此同时，它将为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提供能力建设指导，使
金融机构对其行为负责。

合作伙伴

 ■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信贷计划（SGP）：它资
助了一个旨在生态恢复、植树造林和温室栽
培的项目。

 ■ 美国乐施会（Oxfam America）：它支持项
目运作，以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并对
农作物和森林进行混合种植。

 ■ 香港乐施会（Oxfam Hong Kong）：它支持
建立了多样化的可持续生计、村庄能力建设
和对外交流活动。

 ■ 南都基金会（The Nandu Foundation）：它
为中国西南干旱期间水窖和管道基础设施的
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Youchange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它为返
回社区的农民工提供能力建设和培训。



15

案例研究来源和更多的资源

BBC（英国广播公司），China’s floods: Is deforestation to blame?，（中国的洪水：是否
应该砍伐森林？），1999年。可在此获取。

China Development Brief（中国发展简报），Green Watershed（绿色流域）。可在此获取。

China Dialogue（中国对话），Yu Xiaogang Wins Prize for Community Conservation（于晓刚
获得社区保护奖），2016年。可在此获取。

Ewoh, A. and Rollins, M. （埃沃A.和罗林M），‘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Chinese Public Policy’（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Journal of Global 
Initiatives: Policy, Pedagogy, Perspective（全球倡议期刊：政策，教育学，观点），2011
年。可在此获取。

FAO（粮农组织），Logging ba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 overview（亚洲及太平洋采伐
禁令：概述）。可在此获取。

Forest Legality Initiative（森林合法性倡议），中国，2014年。可在此获取。

Gizmodo杂志，After Years of Deforestation, China’s Forests Are Starting to Return（ 
经过多年的森林砍伐，中国的森林正在开始回归），2016年。可在此获取。

Green Bank Watch Website（绿色银行观察网站）。可在此获取。

Green Watershed Website（绿色流域网站）。可在此获取。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ountain Indigenous Peoples（国际山地土著人民网络
INMIP，Biocultural Adaptation in Mountain Communities（山区社区生物文化适应），2016
年。可在此获取。

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Flooding in China Summer 1998（中国洪水1998年夏季） 
1998年。可在此获取。

Tree Hugger，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Winner Yu Xiaogang on Hydropower and 
Community in China（高盛环境奖得主于晓刚在2008年中国水电与社区）。可在此获取。

Ramsar Convention（拉姆萨尔公约），Technical session II Overview paper: Wetlands, 
Water and Livelihoods（第二次技术会议概述文件：湿地，水和生计），2005年。可在此获取。

Ren et al.（任等人），‘Effectiveness of China’s National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 
and nature reserves’（中国国家森林保护计划和自然保护区的有效性），Conservation 
Biology（保护生物学），2015年。可在此获取。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of Boduoluo Village（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丽江市博多罗村的可持续生计发展，2012
年。可在此获取。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ld Town of Lijiang（丽江古城）。可在此获取。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413717.stm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n/directory/green-watershed/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culture/8785-Yu-Xiaogang-wins-prize-for-community-conservation/en
http://digitalcommons.kennesaw.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02&context=jgi
http://www.fao.org/docrep/003/x6967e/x6967e04.htm
https://forestlegality.org/risk-tool/country/china-0
https://gizmodo.com/after-years-of-deforestation-chinas-forests-are-starti-1765930837
http://www.cgbw.org/
http://www.greenwatershed.org/
http://pubs.iied.org/pdfs/14669IIED.pdf
ftp://ftp.ncdc.noaa.gov/pub/data/extremeevents/specialreports/China-Flooding-1998.pdf
http://www.treehugger.com/about-treehugger/goldman-environmental-prize-winner-yu-xiaogang-on-hydropower-and-community-in-china.html
http://archive.ramsar.org/pdf/mtg/mtg_reg_asia2005_ts2a.pdf
http://archive.ramsar.org/pdf/mtg/mtg_reg_asia2005_ts2a.pdf
https://sgp.undp.org/index.php?option=com_sgpprojects&view=projectdetail&id=22616&Itemid=272
https://whc.unesco.org/en/list/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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