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武汉白鱀豚基金会年检工作报告摘要

一、公益活动情况(成绩与不足)

1、1月 28 日召开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王丁理事长和张先锋副理事长分

别作了基金会 2014 年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与会者审议了两个报告，围绕人才引进、健全

规章制度等议题进行讨论，一致认为基金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卓有成效,资金使用合理；同意

基金会引进专业管理人员，为 2016 年基金会 20 周年筹划大型募捐活动；同意基金会项目

资助程序和基金会网站改版升级方案；同意建立健全基金会的财务管理、接受捐赠管理、

信息公开、志愿者管理等 12 项规章制度。与会者建议积极争取农业部委托，将长江流域涉

水工程的生态补偿资金划出一定比例，设立由基金会管理的长江水生生物养护和资源保护

项目专项基金。还建议加强基金会的文化建设。理事、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杨百昌代表东贝集团下属的金贝乳业有限公司向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50,000.00 元。

2、4月 26 日，理事长王丁在“首届长江生态经济发展论坛暨阿拉善 SEE 湖北中心发

起大会”上作《长江生态环境状况与保护对策——以长江江豚保护为例》报告。6 月 6 日，

王丁理事长应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和国家图书馆的联合邀请，在国家图书馆专题讲

座《一个物种的命运与长江的兴衰》。10 月 29 日，副理事长张先锋在上海《艺术•江豚》

公益展作《留住江豚的微笑》科普讲座。12月 7日，郝玉江副秘书长参加南京费尔蒙酒店

举办2015年点亮圣诞之光暨江豚保护宣传募捐活动，并获得捐款人民币32,427.60元。2016

年 1 月 4 日，王丁理事长在阿拉善 SEE 湖北项目中心组织的“长江生态经济论坛—绿色联

接与跨界合作”作《一个物种的命运与长江的兴衰》演讲。9月 15 日，王丁理事长获得由

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举办的 2014 年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海昌奖评选“海昌突出贡献

奖”。

3、3月 12 日，全国最大规模江豚迁地保护行动在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启动。从 2015

年 3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的团队从江西鄱阳湖都昌和永修水

域共捕起江豚 36 头次，经过体检，从中优选 8 头，3 月 27 日分别迁入位于湖北石首天鹅

洲、湖北监利与湖南华容交界处的何王庙/集成垸两个江豚保护区； 11 月底至 12 月初，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同开展了天鹅洲

故道长江江豚种群普查工作，历时 8 天，证实过去 5 年天鹅洲故道江豚种群高速增长，规

模已经超过 60 头。12 月 1 日，从石首天鹅洲保护区引入 4 头江豚至何王庙/集成垸保护区。

基金会积极参与了这两次重要工作。

4、基金会两度协助长江日报“影像自然”工作室举办《艺术·江豚》展览。2月 4日，

《艺术·江豚》展在武汉市昙华林半亩园美术馆开幕，共展出 20 多位艺术工作者以江豚为

主题创作的绘画、雕塑、工艺、摄影等作品近百件，展览持续至 3 月 30 日。10 月 29 日，

《艺术•江豚》公益展在上海长风海洋世界白鲸馆开始全国巡展的第一站，60多名艺术工

作者创作以江豚、长江生态为主题的国画、油画、陶艺、水粉、装饰画、软雕塑、雕塑、

布艺、动漫等等 20 多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艺术作品 130 余幅（件），展览持续至 12 月 5 日。

基金会副秘书长、长江日报高级记者高宝燕作为“影像自然”工作室负责人，在组织《艺

术·江豚》公益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宣传工作成绩突出。围绕江豚迁地保护行动和天鹅洲故道长江江豚种群普查工作，

中央和地方多家媒体作了大量报道。江豚迁地保护入选 2015 年湖北十大科教新闻。基金会

的王丁理事长、张先锋副理事长、王克雄秘书长等也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呼吁关注长江江

豚保护、支持基金会工作。基金会官网新闻栏全年发布信息 85条。江豚保护志愿者、江西

摄影家余会功拍摄的鄱阳湖江豚捕食照片被选为海洋哺乳动物学领域的权威学术刊物《海



洋哺乳动物科学》杂志（Marine Mammal Science，MMS）2015 年第二期的封面图片。在湖

北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的大力支持下，《湖北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会刊》《水生生

物学报》《科技进步与对策》《湖北农业科学》《人民长江》《湖北水利》《江汉大学学报》《化

学与生物工程》《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水利水电快报》《长江蔬菜》《农家顾问》《中

小学实验与装备》《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亚太传统医药》15 家期刊在显著版面陆

续刊登了整页的《留住江豚的微笑 我们只有 10 年时间》公益广告，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

益。

6、基金会派出专家为地方江豚保护出谋划策。6月 8日，理事长王丁和秘书长王克雄

应邀出席江苏省江豚保护工作座谈会，介绍长江江豚的种群现状及主要保护措施，就江苏

长江江豚保护工作提出建议。9月 14 日，秘书处王克雄、郝玉江、梅志刚三人参加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航务工程局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和畅洲水道

整治工程项目部江豚保护专项方案专家咨询会，提出了相关建议；之前还对项目部全体职

工和水上施工人员进行了江豚保护知识培训。5 月，基金会副秘书长郝玉江应邀在全国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主办的海洋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网络管理培训班作专题讲座。

7、基金会积极支持科普宣传活动。基金会发挥白鱀豚馆人工饲养江豚和标本馆的优势，

常年接待访客 1525 人（水生所参观人数未计入）。7月 20 日，接待“留住江豚的微笑”长

江江豚科考营，王克雄秘书长在开营仪式上致词，欢迎营员们关注和加入到长江江豚的保

护工作队伍，希望通过所见所闻所思感受长江环境变化及长江江豚濒危现状和保护新希望；

郝玉江副秘书长作《长江江豚的保护与研究》的报告。9 月下旬，WTA（国际女子网球联合

会）的选手来中国参加武汉网球公开赛，武网公开赛的两项推广武汉内容之一就是参观白

鱀豚馆，通过接待网坛名将帕芙柳琴科娃，宣传“生态武汉·关爱江豚”主题。

2015 年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基金会的运作及募捐的能力和力

度还需要大力加强。

二、业务活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表、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 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601638.27 0.00 601638.2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566638.27 0.00 566638.2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29238.27 0.00 129238.27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437400.00 0.00 4374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35000.00 0.00 3500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35000.00 0.00 35000.00



二、 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 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

符 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三、 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黄 石 东 贝 电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0000.00
0.00

何王庙保护区江豚保护

中 国 绿 化 基 金 会

128800.00
0.00

长江流域湿地及水生生物保护

合计 328800.00 0.00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或者 500 万

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二）募捐情况表（公募基金会填写）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组织开展募捐活动(
2

)项，

募捐取得的收入（自动求和）

566638.27 0.00 566638.2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566638.27 0.00 566638.2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29238.27 0.00 129238.27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437400.00 0.00 4374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三）公益支出情况表（公募基金会填写）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2153791.86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2153791.86

本年度总支出 1526084.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508606.1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5800.00

行政办公支出 4449.01

其他支出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

综合近三年比例）

70.04
%

综合两年
73.51

%

综合三年
74.18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4.6
%

综合两年
5.61

%

综合三年
5.4

%

三、资助项目

1、《艺术.江豚》中国巡展.上海站（2.00 万元）

项目介绍：由武汉碧博创意设计广告有限公司（乙方）执行的《艺术•江豚》公益展览

是中国首个以长江江豚和长江环境为主题的艺术公益展览，希望能推动长江江豚保护的宣

传，让更多人看到长江江豚的微笑。

2、对长江江豚及鄱阳湖生态环境的拍摄和考察（0.90 万元）

项目介绍：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目前数量稀少，亟需保护。为了支持长

江江豚的研究和保护，拨出专款对鄱阳湖江豚的生态环境、习性、分布进行拍摄和记录，

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图片资料。

3、武汉-监利何王庙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周边社区宣教项目---洪湖湿地志愿者活动实

施方案（7.00 万元）

项目介绍：1）通过实地考察洪湖国家级湿地保护区以及参加环境修复行动，如鱼类增

殖放流与水草种植，了解湿地保护相关知识，为何王庙/集成垸社区宣传积累知识体系和相

关素材；2）交流社区渔民替代生计开发设想，为何王庙/集成垸故道湿地保护提供社区共

管建议；3）邀请何王庙/集成垸保护区工作人员参加，学习国家级湿地保护示范区-洪湖湿



地保护区的管理经验，加强其管理能力建设，促进保护区的和谐发展。

4、长江流域湿地及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华鲟考察的媒体行（4.84 万元）

项目介绍：该项目旨在让公众更直观深入的了解长江水生生物的现状、受胁因素（特

别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并参与具体保护措施，从而进一步推动长江流域湿地及水生

生物的保护，通过向志愿者普及长江流域湿地、水生生物生活史知识、现状、受胁情况，

发动公众参与对长江水生生态系统威胁的关注和具体保护等措施，向全社会传播中国多年

来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所作出的努力，提升公众对长江流域湿地和水生生态保护的整体认

识。

5、联合《中国水生野生动物》杂志展示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的江豚保护项目（5.00

万元）

项目介绍：随着白鱀豚功能性灭绝，江豚数量急剧减少，长江生态遍体鳞伤，水生动

物日益枯竭。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水生野生动物，从而了解它们，保护它们。《中国水生野

生动物》杂志计划制作以长江水生野生动物为主题的精美明信片，向社会公众进行发放。

6、感谢爱豚基金小额基金项目： 1）宜昌烟收坝水域江豚活动监测（第二期）（1.00

万元）；2）武汉段渔民及渔业调查（第二期）（1.00 万元）；3）安庆段渔业及江豚调查（第

二期）（1.00 万元）；4）洞庭湖湖口采沙船调查（第二期）（1.00 万元）；5）九江大桥段江

豚活动监测（第二期）（1.00 万元）；6）赣江南昌段桥梁分布及江豚活动调查（第二期）（1.00

万元）；7）、监利段渔民及渔业调查（第二期）；8）、洞庭湖湖口采砂船调查（第二期）。

项目介绍：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目前数量稀少，亟需保护。为了支持长江江

豚的研究和保护，经北京少城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表张靓颖，以下简称“靓颖团队”）

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WBCF）商定，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开

始，在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设立“感谢爱豚基金”专项基金项目。基金主要来源于张靓

颖及其团队的直接和间接捐赠，基金保管于 WBCF 开户银行。“感谢爱豚基金”支持的项目

主要包括：小额基金支持；公众自然保护意识教育；江豚迁地保护。

7、监利县何王庙故道（江豚保护区）拦网建设（二期）（39.20 万元）

项目介绍：何王庙故道是长江江豚理想的迁地保护区。投入资金进行拦网建设对江豚

保护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8、监利县何王庙故道（江豚保护区）拦网建设后续支持（18.20 万元）

项目介绍：何王庙故道是长江江豚理想的迁地保护区和栖息地。拦网建设对保护区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9、监利县何王庙保护区江豚保护监测（6.50 万元）

项目介绍：对何王庙故道新进引入的江豚进行保护和监测工作。加强长江江豚的保护

管理工作，促进长江故道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

10、湖南华容集成垸江豚保护区江豚保护监测（6.50 万元）

项目介绍：对集成垸故道新进引入的江豚进行保护和监测工作。加强长江江豚的保护

管理工作，促进长江故道江豚自然保护区建设。

11、石首天鹅洲保护区江豚普查补充经费（15.00 万元）

项目介绍：2015 年 11 至 12 月，天鹅洲保护区对保护区里的江豚进行了种群普查（本

保护区内江豚数量达 60 余头），开展了包括江豚的健康状况、遗传谱系等一系列科研实验

工作。经费资助主要用于江豚捕捞、江豚网箱暂养、科研实验相关内容。

12、钱塘江江豚资源调查(5.00 万元)

项目介绍：钱塘江与长江是不同的两条江，了解生活在江中的江豚种群数量及变动对

很好的保护江豚这个种很重要，同时调查两江江豚在遗传学上是否有差异等均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