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Ԇଅੀ

ሾहᩒۗᘏᗑᕶҁCEGA҂ԭ 2018ଙ 1์ 29෭ڠত౮ᒈ҅ԭ

୮ଙ ԧݎᦞࣚḒེݎचᰂտӾࣁ11์ 2018ሾहᩒۗᘏᗑᕶ

ҁCEGA) ಸکݑ҅ޞӱኴጱཻᬨ̶य़ਹᦊԅᧆಸޞฎلٖፅᤈӱ

ӾݶӞᶾऒचᰂտḒེړՁᩒۗႴܔጱ౮ຎ҅ંԭḒضမጱԈ̶ۖ

Քଙ 4์᩸҅౯ժ໑ഝ 2019ଙ ጱݸचᰂտਠ౮ਭᦇݱ3์ 2018

ଙහഝಸޞᬰᤈԧץᦈ҅զ֛ሿ๋শ๋ٵᏟጱ 2018ଙሾहᩒ

चᰂտݱෙ̵ڣ۱ೡ CEGAվ֎ᩒۗ۠ጱޞಸݶ̶௳מۗ

ጱᩒۗኼ҅ զ݊ሾहᶾऒلፅᕟᕢᶱፓړຉ̵ ٖሾहᒽڽ

ຉ݊ᴬሾहلᕅ༷ᥦᒵፘٖى̶ ࣁྌ౯ժᶋଉṛيਖ਼ 2018 

CEGAሾहᩒۗᘏᗑᕶಸޞ ҁץᦈᇇ҂  ޝሿᕳय़ਹ̶๕य़ਹ

ಸޞጱᥠ̵ୌᦓ̵๗๕ޞᦫ౯ժ҅զֵ౯ժጱಸޞ෭ਠ҅࠺

य़ਹጱૡ֢ๅํଆ̶ۗ

Քݸ౯ժྯଙ᮷տݎሾहᩒۗᘏᗑᕶҁCEGA҂ಸ̶ޞ๕᭗

ᬦ౯ժጱಸ݊ޞփ᭓ሾहᩒۗᶾऒጱىᲫݎސ̵௳מय़ਹኼ

࠺ጱଶӧෙറᔱӾሾहᩒۗො҅ݻਫሿሾहᩒۗᶾऒᐒտප

ፅ๋य़۸̶  ๕౯ժ൭᩸ಋ҅ڠوሾहᗦঅ๚Ѻ

ఽᨀก᭲࠺ଆۗᕟᕢᖫٟಸ҅ޞఽᨀ CEGAվ֎ժጱ݇ݶو

Ө̶ݶఽᨀचᰂտӾஞᗑ CEGAጱᬩᤈඪ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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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ҁChina Environmental Grantmakers Alliance҂ሾहᩒۗᘏᗑᕶԭ 2018ଙ 1

์ 29෭౮ᒈ҅ฎӾሾहᩒۗᘏԻၞ֢ݳጱଘ̶ݣਤฎᬩአኼ࠺ቘஷ҅ᬰሾह

ᶾऒᩒۗᘏጱ֢ݳӨݎ҅ᶾ๚ሾहᶾऒጱᩒۗො҅ݻਫሿሾहᶾऒ࠺ᩒᰂᐒտප

ፅ๋य़۸̶

CEGA ӧฎᇿᒈጱဩՈဳׁٙ҅ಓचᰂտӾஞᗑᬩᤈ̶CEGA ᦡᒈ٬ᒽާտ

 CEGA ᬩᤈ̶Ḓ٬ᒽާտኧᴨ࠺ SEEचᰂտ̵ᴨ᯾૬૬لፅचᰂտ̵۹Ղૣঀ

ಷचᰂտ̵ӡכचᰂտ̵໘ᜰრኞா܄ᐸᐒ܉ፅचᰂտ̵ᕁचᰂտ̵ᘌᇍचᰂտ̵ل

ᑀلፅचᰂտ̵Ӿᖖᜋचᰂտ̵Ӿሾहכಷचᰂտ̵ᛔᆐԏचᰂտᕟ౮̶٬ᒽ

ާտྯӣଙ̶٬ᒽާտԆଅኧ٬ᒽާտԈԾኞ̶ᘌᇍचᰂտቘԪᳩᵮᙯ̵ᴨ

࠺ SEEचᰂտᑃԡᳩୟᒈԅ CEGAḒձᘶଅԆଅ̶ ୟታԅ CEGAḒձಗᤈԆձ̶

CEGA Ԇᥝૡ֢ᶾऒғ

1.	 建立环境领域慈善公益数据中心，对环境领域慈善公益项目进行综合分析，为

成员单位工作提供支持。

2.	 发表环境领域慈善公益年度白皮书，	引领未来环境领域慈善公益工作方向。

3.	 组织召开 CEGA 年会，推动成员间交流和影响力传播。		

4.	 促进环保慈善公益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	组织成员单位参加相关领域重要国际

会议。

5.	 建立环境领域慈善公益项目分类标准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系统准确地评

价环境慈善公益组织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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ಸޞ໑ഝ CEGA ౮ާ׀ጱ๋শጱሾहᩒۗמ௳҅ፓڹӾሾहᩒۗጱԆᥝᶾऒᬰᤈԧᥴຉ҅ݶړՁԧ CEGA 

ᩒۗᘏ๚ሾहᩒۗ۠ጱڣෙ ;ಸޞᬮ۱ೡፓڹሾहلፅᕟᕢૡ֢ݎ̵ໜ̵ֺٖሾहᒽڽຉ݊ᴬሾहلᕅ༷ᥦᒵ 

ፘٖى̶

 ̔ CEGAሾहᩒۗᘏଙଶړຉғ

	· 基于 CEGA 成员分享的 2018 年资助清单，对项目资助的领域、地域、资助规模、评估等信息进行分析。

	· 访谈 CEGA 成员的秘书长及资助官员，从资助方角度介绍对行业及各细分领域发展现状的评价、对资助对象的建议、

对资助趋势的判断，及对未来 3-5 年环保公益领域的发展展望；同时对于各资助者的具体工作手法、与资助对象合

作的心得等也做了分享。一方面让环保公益领域从业者更加清楚发展现状，了解资助的趋势，另一方面公开的环保

资助信息促使更多的资助者思考行业生态的建设，进而展开更高层面的合作。

 ̔ Ӿሾلכፅᕟᕢૡ֢ᶾऒጱଙଶݎ̵ૡ֢ಋဩՕᕨ݊ፘىໜֺғ

	· 基于各方初步达成共识的领域分类，本次报告主要更新了 5 个细分领域的内容：生态保护领域中，物种保护和森林、

草原、湿地保护的内容；污染防治领域中，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的内容；气候变化应对领域清洁能源、低碳经济、

碳交易的内容；环境治理领域的环境立法、供应链及绿色消费的内容；此外，回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专就生态

扶贫开设了专题。

	· 由于环境问题不分国界，具有全球化特性，中国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环境事务中，本报告增加了重要环境国

际公约及进展的介绍，希望国内的行动者更具国际视野、链接国际行动框架，使中国的环境实践也为国际环保行动

作出贡献。

ಸޞԆᥝᕮᦞғ
	· 2018 年 CEGA 的 11 个成员为中国的环保公益行业提供了总计约为 2.87 亿元的支持，占年度总业务活动成本的

44.6%。

	· 从 2018 年 CEGA 成员的资助领域来看：

- 投入生态保护领域的资金 多，约有 1.17 亿元，占资助金额的 41%，有 191 个项目受到支持，项目数为第二位；

其次为重大专项，215 个项目获得约 5914 万元支持，占资助总额 20%；宣传教育项目是环保资助的传统领域，获得

的资助金额接近五千万元，占 17%，并有 106 个项目获得资助；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领域，获得近 2900

万元资助，占 10%，与气候变化一样，有 103 个项目获得资助；气候变化是在国内比较新的细分领域，也有超过

2200 万元的资助，占 8%。环境法治则相对关注的资助方 小，获得资助的金额及项目数也 少，占 4%。

- 各领域的细分领域中，生态保护领域的物种与栖息地项目获得的资助金额超过 4000 万元；其次是森林保护获得超

过 2400 万元资助；宣传教育领域的行动倡导获得超过 2300 万的资助；气候变化的气候适应领域也获得超过 2100 万

元的资助；获得资助在 1500 万元 -2000 万元的领域还有生态保护 - 自然保护地管理、重大专项 - 绿色供应链和行

业基础设施建设，宣传教育 - 自然教育、污染防治 - 水污染防治、重大专项 - 生态扶贫与可持续生计。

3ٖ
൹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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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没有获得资助的细分领域包括污染防治 - 土壤污染防治，气候变化 - 清洁能源、低碳消费，宣传教育 - 信

息公开，重大专项 - 绿色金融、生态补偿。

	· 从 2018 年 CEGA 成员提供的 737 个项目资助信息中，可以看到，阿拉善 SEE 基金会的项目资助 多，为 530 个；单

个项目资助金额 高的是老牛基金会，平均每个项目超过了五百万元。地域分布来看，在西北、华东、华南和全国

范围开展工作的项目资助 多，均超过90个；从省份来看，资助 多的是内蒙古项目（104个），其次为全国范围（94

个），以及广东省（82 个），其他省份均未超过 50 个。项目资助 为集中的西北地区和内蒙古，以阿拉善 SEE 基金

会的“一亿棵梭梭”项目资助为主。

	· 从资助金额来看，431个项目的资助金额在10万以下（占项目总数的58.6%），10-50万元之间的项目资助有206个（占

项目总数的 28%），37 个项目在 50-100 万元（占项目总数的 5%），52 个项目为 100-500 万之间（占项目总数 7%），

7 个项目在 500-1000 万元之间，资助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项目有 3 个。本次 737 个项目资助中，近 87% 的项目资

助金额在 50 万以内。

	· 项目效果评估方面，基金会评估的项目占 61%，无评估的项目占 35.2%，另有第三方评估的项目占 3.8%。资助金额超

过 100 万元的 62 个项目中，无评估约占 46.6%，基金会评估占 34.4%，第三方评估占 19%；其中超过 1000 万元的 3

个项目中有 1 个开展了评估。

	· 从资助者角度来看环保公益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有不少默契和共识：首先，提及环保公益的发展趋势时，科技创

新、公众唤醒、领域分化、专业组织品牌项目、跨界合作等关键词被普遍提及；其次，多数资助者认为，项目和组织、

人是不可分的，也认为资助组织能更系统地推动领域发展；在资助的操作中，人的素质和承诺很重要。同时，报告

发现 CEGA 的环保资助者在提供资金支持外，普遍都为受资助者提供成长相关的能力建设、交流网络及资源链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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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ፓํوڹ ࠺ሾहᩒۗᶾऒጱԆᥝᩒۗᘏ҅۱ೡᴨٖԧݳ౮ާ҅ᵞݷ11 SEEचᰂտ̵ᴨ᯾૬૬لፅचᰂտ̵۹

Ղૣঀلፅचᰂտ̵ᕁचᰂտ̵ᘌᇍचᰂտ̵܉ᐸᐒ܄चᰂտ̵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ӡᑀلፅचᰂտ̵Ӿᖖᜋ

चᰂտ̵Ӿሾहכಷचᰂտ̵ᛔᆐԏचᰂտ̶ݱਹጱचఘ٭ইӥғ

౮ާݷᑍ ౮ᒈᳵ ਤ ૡ֢ᶾऒ ҂כᇈᶱፓҁሾߝ

ᴨ࠺
SEEचᰂտ

2008ଙ ᛘێԭᩒۗಡ೮Ӿ࿆ᳵ
ሾلכፅᕟᕢጱ౮ᳩ҅᭜
մӱਹ̵ሾلכፅᕟᕢ̵ل
ռ݇ݶوӨጱᐒտ۸כಷଘ
ݢಷכവۖኞாݶو҅ݣ
೮ᖅݎ̶

զሾلכፅᤈӱݎԅच
Ꭺ҅ᘸᆌងᄏ۸ᴠလ̵ᖖᜋ
כଫ᱾Өວᴠလ̵ኞா׀
ಷӨᛔᆐරᙙӣӻᶾऒ

ӞՊ༒̵ӥכಷ̵
ᖖᜋ׀ଫ᱾̵ܣ᠗̵ׂձề
̵ᷢӣრכಷ̵᧚Եොᛪ̵
ኸ֘ᳩጱஙᒞ̵ڠᖖਹ̵
កݶᤈ

ᴨ᯾૬૬
ፅचᰂտل

2011ଙ
12์

០᭜لፅ࿎ݎ҅ࢱلፅԪ
ӱ҅ᬰՈӨᐒտ̵ՈӨᛔ
ᆐጱݢ೮ᖅݎ҅ᩒۗ᯿ᅩ
۱ೡ ሾहכಷ̵ሾहכ
ಷਯփզ݊ඪ೮ሾכᔄلፅ
ᕟᕢጱݎ̶

ሾहכಷ̵ሾहכಷਯփ
զ݊ඪ೮ሾכᔄلፅᕟᕢጱ
ݎ

Ⴔრᤈ̵ۖXINվ֎ᦇ̵ښ
Ӿრכಷמ࠺ಓ̵
ṛሾहق̵ࢶᛔᆐර
ᙙᦞ̵ࣚӾੜኞҁྎ҂
ᛔᆐᒟᦕय़ᩦ̵Ӿᛔᆐঅ
ԡॹ̵໘რ᯾ᛔᆐӾஞ̵ᖖ
Ḙከᦇ̵ښੜမᳩᶆଙಷ
ᦇ̵ښᛔᆐଙ̵ᤈ
ᶆᢚلፅԏ̵ᰀኞੜվ֎̵
ᳳṺਹࢮ

ᕁ
चᰂտ

2012ଙ ᭗ᬦሾכਯփරᙙ҅لռ݇
Ө҅ඪ೮ᑀᎸᑪ
௩॔ᕁᙙၚۖ҅ᖌ೮כ
҅כಷᕁᩒრኞᇔ
ग़҅വۖզᕁԅդ
ᤒጱᄄၹლכಷ̶

ሾכරᙙਯփ̵ᕟᕢلռ݇
Ө ̵ඪ೮ᕁᩒრ̵
ኞᇔग़כಷጱᑀᎸᑪ
ᙙၚۖכ

ᄄၹლכᙙ̵لռሾहර
ᙙ̵ᤈӱඪ೮̵ᑀᎸᑪ

ᘌᇍ
चᰂտ

2004ଙ 1 ਤғŉჁՈჁ૩ ஞ̔ఽ௮Ҕ
Ո๙҅ᨱձॠӥŊ
ғŉරᙙᒈ࿆෧ԏ̵ֵ
ሾहᒈኞਂԏ̵لፅᒈᐒ
տԏ

ሾहכಷ̵۸රᙙ̵ᤈӱ
വ̵ۖಡᨹමᅒᒵ

ኞா॔ץӨכಷ̵ლכಷ̵
Ӿ̵ሾहᚆێୌᦡ

4
CEGAሾहᩒۗᘏଙଶړຉ

4.1��౮ާᓌՕ݊ᩒ༷ۗᥦ

1 ŉٖ᠃ݘᘌᇍلፅԪӱݎᬰտŊ౮ᒈ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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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ᐸᐒ܉
चᰂտ

2009ଙ ଡ଼ಛӾ࿆෧ಡܧၧ҅ࢯԔ
ԭۗՈጱ࠺۸҅ᒈ᪃ଠ
ӳ҅ԅํᵱᥝጱᐒ܄׀ൔ
ۗ҅വۖᨹࢯᐒ܄ጱද݊ݒ
̶ݎ೮ᖅݢ

ඪ೮ᨹࢯᐒݢ܄೮ᖅݎጱ
ᏝկկୌᦡҔඪ೮ො
ᒵ᮱ᳪᛘێ
ԭදݒᨹࢯᐒ݊܄വଠلፅ
࠺ጱਫḵᎸᑪҔඪ೮
ᶱݎ܄ፅᕟᕢጱᐒل࠺
ፓ̶

ᐸሾहचᰂᒵ܉

۹Ղૣঀ
ፅचᰂտل

2012ଙ ਤғஞᔮቖ҅ᑌຄവۖ
ӾلፅԪӱጱݎ
ቖಷכғֵ ಷᛔᆐ̵҅כ
ಷኞᇔग़כ

ۗಡᘌ̵ಡࢯၧᨹ̵ඪ೮
ᬰउ૱Ԡኞாሾहද
ᦡෞጱୌᦡول࠺

ॠઊૣঀᛔᆐכಷӾஞ̵ࢡ
ᨄૣঀᛔᆐכಷӾஞ̵ᳩၹ
ૣঀᛔᆐכಷӾஞᒵ

໘ᜰრ
ኞாכಷ
चᰂտ

ࢥ
-2011ଙҔႮ

-2015ଙ 1

አلፅጱஞா ᑀ̵ጱොဩ̵
ࠟӱጱಋဩכಷ౯ժىᆽጱ
ࢿٳ

ݎ᭗ᬦ҅௳Ძىಷכ
ᛔᆐԾߝᦏᐒݑ܄ፅ҅ԅل
ռ׀ᛔᆐ֛ḵ

ᘌမဋᛔᆐכಷ์ك̵܄
ᛔᆐכಷ̵܄ᥜកၹᐒտل
ፅכಷᒵ

ӡᑀلፅ
चᰂտ

2008ଙ ᗦᗦ҅܄೮ᖅጱᐒݢғֵ
Өوጱ๚ਹࢮ

ᖖᜋሾݘ̵כୌᒺכಷ̵د
ᒏ̵଼؋රᙙݎ̵ᔜٵಡ
ᨹᒵ

ᐒ܄ଳᇔᓕቘ̵ቐશᵪᨣ
य़տ̵࣯ײ࿈ݳಷ̵ᘶכ
ᔄړ

Ӿᖖᜋ
चᰂտ

2010ଙ വᬰզଫ࿈۸ݒײԅፓጱ
ጱ༙᭜̵༏ᕪ០̵ٺ
ྪٌ՜ፘىጱीٺ
ഭၚۖ҅ฦ݊ํىᎣᦩ҅
ṛلռଫ࿈۸ݒײጱᦩ
༏Ӿ࠺ਠඪ೮҅ێᚆ
ኞாපፅᤑ̶ؑګ

ඪ೮០᭜̵༏
ኴ݇Өݱಷ҅ඪ೮ᐒտכ
༙᭜̵ងᄏ۸လቘᒵ҅
ඪ೮ᦇᰁ̵ፊၥ݊ፘى
ຽګٵਧ҅ਯփ༏ࣁଫ
࿈۸ݒײӾጱۑᚆᒵ

ӱᶱፓ ŉ̵ᖖ۸ᐙ·֗
ᤈۖŊ༙ᜓ̵Ӿᶱ
ፓᒵ

Ӿሾहכಷ
चᰂտ

1993ଙ
4์

ଠာ۩ᵞ̵ݐԏԭ̵࿆አԏ
ԭ̵࿆כಷሾह̵᭜ᐰՈᔄ

ඪ೮ӾጱሾहכಷԪӱ҅
ඪ೮݇Өᴬᐒտጱሾह
ಷᤈۖכ

Ӿሾहॹ̵ោềᖖᜋᘶፑ
لሾहဩလፅचᰂ̵Ӿل
ፅଘ̵ݣᬧݻኞாก  ݻሾ
ᒵښᛘස̵ŉḙŊဉᦇضכ

ᛔᆐԏ
चᰂտ

2013ଙ ਤғሾहכಷ̵ᬰ
ᐒտ᧯̶
ౄวғࣁՈӨᛔᆐ᧯ጱᐒ
տӾ҅ྯӻՈ᮷ᚆړՁਞق
ጱᩒრᗦঅጱሾह̶
ጱᐒ᧯ՈӨᛔᆐࣁғֵ
տӾ҅ྯӻՈ᮷ᚆړՁਞق
ጱᩒრᗦঅጱሾह̶

1.ᶎݻӾጱក໑ሾכᕟᕢ
ᬰଠာํ҅ݳபౄᘏᕟ
පጱلռ݇ӨᤈۖҔ
2.ᶎݻӾጱក໑ሾכᕟ
ᕢ ӫ̵ӱᒽവۖᘏ҅
ᬰ೮ᖅํපጱሾहᒽ
ૡ֢Ҕ
3.ᘶݳᐒտग़ොێᰁ҅ඪ೮
࿆ᳵሾכᤈۖᬰᤈሾहᨶᰁ
ፅ༄ၥ̶ل

ፅᦫᦟᗑᕶ̵ᵭଳᘶፑ̵ل
้ᕪកܻ

���� ଙᩒۗᰂ᷐༷ᥦ

CEGAق᮱ 11ਹ౮ާ׀ԧሾכᶾऒጱᩒۗמ௳ғ

	· 2018 年，11 家环保资助者为中国的环保公益领域提供了 2.87 亿元资助。

1、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成立于 2011 年 9 月，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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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资助金额来看，提供资助 多的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资助总额达到 9320 万元；其次是阿拉善 SEE

基金会，共资助总额 7902 万元。其他基金会资助金额在一千万到五千万的包括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老

牛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和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资助金额在一千万以内的有

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自然之友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和红树林基金会。

	· 从资助金额（环保领域）占业务活动成本比重来看，比重 高的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达到 94.59%，其

次为自然之友基金会占 91.16%。比例超过 50% 的还有阿拉善 SEE 基金会（58.64%）、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

会（53.56%），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51.65%）；此外，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占 38.57%，阿里巴巴公益基

金会占 33.52%，千禾社区基金会占 21.97%，万科公益基金会占 20.05%，老牛基金会占 16.33%，红树林基

金会占 4.03%。其中有些机构不只做环境资助，如万科公益基金会等。

ݷᑍ ᩒۗᶾऒ
���� ଙ
ӱۓၚۖ
౮ҁӡز҂

���� ଙ
ᩒۗᶱፓ
ᰂ ҁ᷐ӡز҂

ᩒۗܛӱۓ
ၚۖ౮
ྲ᯿

1
ᴨ࠺ SEE
चᰂտ

• ኞாכಷғᇔᐿӨ௳̵ლכಷ̵កܻכಷ̵
ၹ၇כಷ̵ងᄏ۸ᴠလ̵ᛔᆐכಷᓕቘҔ

• ວᴠလғວᴠလ̵य़࿈ວᴠလ̵֛ࢴଳ
ᇔᓕቘ̵۸ߝሾहᓕቘҔ

• ࿈۸ݒײғᜓᚆीප̵֗ᕪၧ̵࿈ײᭇଫ
• ਯփරᙙғᛔᆐරᙙ̵ሾहරᙙ̵ᒽਯփ̵ᤈ

ۖ
• ሾहဩလғሾहᦫᦟ̵ᒽᎸᑪ
• ᯿य़ӫᶱғᖖᜋ׀ଫ᱾̵ᖖᜋӞଃӞ᪠̵ኞாಡ

ᨹӨݢ೮ᖅኞᦇ̵ڠෛڠӱ̵ᤈӱचᏐᦡෞୌᦡ

13476 7902 58.64%

2
ᴨ᯾૬૬
ፅचᰂտل

• ኞாכಷғᛔᆐכಷᓕቘ
• ວᴠလғວᴠလ
• ਯփරᙙғᛔᆐරᙙ
• ሾहဩလғሾहᒈဩ
• ᯿य़ӫᶱғڠෛڠӱ

8551 2866.70 33.52%

3
۹Ղૣঀلፅ
चᰂտҁ׀
2017ଙහਁ҂

• ኞாכಷғᛔᆐכಷᓕቘ
• ᯿य़ӫᶱғᤈӱचᏐᦡෞୌᦡ 2478.3 955.76 38.57%

4 ᕁचᰂտ
• ኞாכಷғლכಷ̵ၹ၇כಷ
• ਯփරᙙғᛔᆐहරᙙ
• ᯿य़ӫᶱғCEGA֢ݳᶱፓ

1648 66.40 4.03%

5
ᘌᇍचᰂտ
ҁ׀ 2017
ଙහਁ҂

• ኞாכಷғ༏כಷ̵ლכಷ
• ࿈۸ݒײғ࿈ײᭇଫ
• ᯿य़ӫᶱғCEGA֢ݳᶱፓ

13286 2170.00 16.33%

6
܄ᐸᐒ܉
चᰂտ

• ວᴠလғວᴠလ̵֛ࢴଳᇔᓕቘ
• ࿈۸ݒײғ࿈ײᭇଫ
• ਯփරᙙғᛔᆐරᙙ̵ሾहරᙙ
• ᯿य़ӫᶱғᖖᜋ׀ଫ᱾

1202.3 264.15 21.97%

7
໘ᜰრኞா
ಷचᰂտכ

• ኞாכಷғᇔᐿӨ௳̵ၹ၇כಷ
• ਯփරᙙғሾहරᙙ

24,90.27 1333.67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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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ӡᑀلፅ
चᰂտ

• ኞாכಷғᇔᐿӨ௳̵ლכಷ̵ၹ၇כಷ
• ວᴠလғ֛ࢴଳᇔວᴠလ
• ࿈۸ݒײғ࿈ײᭇଫ
• ਯփරᙙғሾहරᙙ̵ᒽਯփ̵ᤈۖ

7151.6 1433.86 20.05%

9
Ӿᖖᜋ
चᰂտ

• ኞாכಷғᛔᆐכಷᓕቘ
• ࿈۸ݒײғ࿈ײᭇଫ
• ਯփරᙙғሾहරᙙ̵ᤈۖ

3554.1 1835.60 51.65%

10
Ӿሾह
ಷचᰂտכ

• ኞாכಷғᇔᐿӨ௳̵༏כಷ̵កܻכಷ̵
ၹ၇כಷ̵ងᄏ۸ᴠလ̵ᛔᆐכಷᓕቘ

• ວᴠလғວᴠလ̵֛ࢴଳᇔᓕቘ̵۸
ሾहᓕቘߝ

• ਯփරᙙғሾहරᙙ̵ᒽਯփ̵ᤈۖ
• ሾहဩလғሾहᦫᦟ̵ဩൔ̵ۗᒽᎸᑪ
• ᯿य़ӫᶱғᖖᜋ׀ଫ᱾ ኞ̵ாಡᨹӨݢ೮ᖅኞᦇ̵

ኞாሾहॹᶱ̵ڠෛڠӱ̵ᤈӱचᏐᦡෞୌᦡ

9704.9 9179.49 94.59%

11
ᛔᆐԏ
चᰂտ

• ኞாכಷғកܻכಷ
• ວᴠလғ֛ࢴଳᇔᓕቘ̵۸ߝሾहᓕቘ̵

ᇔቘວᴠလ
• ሾहဩလғሾहᦫᦟ
• ᯿य़ӫᶱғኞாಡᨹӨݢ೮ᖅኞᦇ̵ڠෛڠӱ

775.4 706.84 91.16%

���� ଙᩒۗᶾऒ༷ᥦ

զӤᤒ໒ጱᩒۗᶾऒړᔄԅ 2019ଙ 3์ 22෭ CEGA٬ᒽާտᕚӤݶಢٵҁᥠӥࢶ҂̶

Ӟኞாכಷ ԫວᴠလ ӣ࿈۸ݒײ ਯփරᙙࢥ Բሾहဩလ ᯿य़ӫᶱم

1̵ᇔᐿӨ௳ 1̵ວᴠလ 1̵ᜓᚆीප 1̵ᛔᆐරᙙ 1̵ሾहᒈဩ 1̵ᖖᜋ׀ଫ᱾

2̵༏כಷ 2̵य़࿈ວᴠလ 2̵Ⴔ၄ᚆრ 2̵ሾहරᙙ 2̵ሾहᦫᦟ 2̵ᖖᜋᰂᣟ

3̵ლכಷ ॉວᴠလࢿ3̵ 3̵֗ᕪၧ 3̵ᒽਯփ 3̵ဩൔۗ 3̵ᖖᜋӞଃӞ᪠

4̵កܻכಷ ଳᇔ֛ࢴ4̵
      ᓕቘ 4̵֗ၾᩇ 4̵ᤈۖ 4̵ᒽᎸᑪ 4̵ኞாಡᨹӨݢ೮ᖅኞᦇ

5̵ၹ၇כಷ 5̵۸ߝሾह
      ᓕቘ 5̵࿈ײᭇଫ ل௳מ5̵ 5̵ኞாᤑؑ

6̵ងᄏ۸ᴠလ
6̵ᇔቘວ
      ᴠလҁන̵
ᶪ ̵ط ᅾ̵ວ҂

6̵ኞாሾहॹᶱ

7̵ᛔᆐכಷ
      ᓕቘ ӱڠෛڠ7̵

8̵ᤈӱचᏐᦡෞୌᦡ

9̵CEGA֢ݳᶱፓ

 ᤒ໒ԅሾכᶾऒጱᶱፓ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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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य़ӫᶱ҅6ਹၿ݊ວᴠလ҅5ਹၿ݊࿈ಷ҅8ਹၿ݊ਯփරᙙכӻԆᥝᩒۗᶾऒӾ҅10ਹሾहᩒۗᘏၿ݊ኞாمࣁ

ํݝ۸ଫ҅ݒײ 4ਹၿ݊ሾहဩလҁԅᴨ࠺ SEEचᰂտ̵ᴨ᯾૬૬لፅचᰂտ̵Ӿሾहכಷचᰂտᛔᆐԏचᰂտ҂̶

ᩒۗᶾऒጱೠ֛ሿԧݱӻሾहᩒۗᘏጱဳىᅩ̶

ᩒۗᰂ᷐ ᩒۗᶱፓහ ᩒۗොහᰁ

ኞாכಷ ��������������� ��� ��

ວᴠလ �������������� ��� �

࿈۸ݒײ �������������� ��� �

ਯփරᙙ �������������� ��� �

ሾहဩလ �������������� �� �

᯿य़ӫᶱ �������������� ��� �

ಷᶾऒ҅2018ଙכጱኞாဳىᩒۗᰂ᷐ӨᩒۗොහᰁጱഭଧचӞᛘ๋҅ग़ᩒۗො҅کզ፡ݢݶ 10ӻᩒۗොಭف

ԧᕅ 1.17Պ҅زฎᒫԫ֖ጱᬪӷܛ҅ 41%҅ᩒۗᶱፓහԞᬡک 191ӻҔٌེฎ᯿य़ӫᶱ҅ᬯӻᔄ۱ڦೡጱᕡړग़҅و

ํ 215ӻᶱፓ឴ԧᕅ 5914ӡጱᩒۗ҅ܛ 20%Ҕਯփරᙙᶱፓฎሾכᩒۗጱփᕹᶾऒ҅឴ጱᩒۗᰂ᷐ളᬪԲ܉ӡܛ҅ز

17%҅ଚํ 106ӻᶱፓ឴ᩒۗҔວᴠလฎሾहכಷጱ᯿ᥝૡ֢ᶾऒ҅឴ᬪ 2900ӡزᩒۗ҅ܛ 10%҅Ө࿈۸ݒײӞ҅

ํ 103ӻᶱፓ឴ᩒۗҔ࿈۸ݒײฎྲٖࣁෛጱᕡړᶾऒ҅Ԟํ᩻ᬦ 2200ӡزጱᩒۗ҅ܛ 8%̶ሾहဩလڞፘဳىጱ

ᩒۗො๋ੜ҅឴ᩒۗጱᰂ᷐݊ᶱፓහԞ๋҅ܛ 4%̶

զӥ੪ݱӻᶾऒٖ᮱ጱဳىଶᬰᤈړຉ̶

20%

᯿य़ӫᶱ

ሾहဩလ

ਯփරᙙ

ኞாכಷ

ວᴠလ࿈۸ݒײ

41%

17%

4%

8% 10%

5

4

3

2

1

0
ᇔ
ᐿ
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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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保护领域：基于保护对象分为 7 个小类。

- 从关注细分领域的资助者数量来看，关注海洋保护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的相对 多，各有 5 家；其次是湿地保护

和物种与栖息地保护，各有 4 家；关注草原保护、荒漠化防治、森林保护的资助者相对较少。

- 从资助金额来看，物种与栖息地保护获得的资金占该领域 1/3，达到四千万元，资助的项目数量达到 131

个，占该领域总体 191 个项目的 2/3；其次是森林保护，虽 11 家资助者只有 3 家提供资助，但资助金额占

生态保护领域的 1/5，约 2400 万元；自然保护地管理占 17%，近两千万；荒漠化防治占 13%，资助金额也近

一千五百万；草原保护则是较少资助者参与且资金量不大，约 562 万元；湿地保护和海洋保护虽然是多个资助

方关注的领域，但目前投入的资金额并不高，尤其海洋保护虽然是这两年的热点，但 5 个资助者在 2018 年投

入的资金不超过五十万元。

-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阿拉善 SEE 基金会均关注了 7 个细分领域中的 6 个，关注 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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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污染防治领域：基于防治对象，分为 6 小类。

- 从关注细分领域的资助者数量来看，6 家资助污染防治的资助者有 5 家关注固体废物管理和水污染防治，这也

是环保领域有较长历史、经验相对丰富的领域；虽然大气污染成为近些年的关注热点，但只有阿拉善 SEE 基

金会资助了大气污染防治的项目；此外，只有自然之友基金会资助物理性污染防治；2018 年度没有 CEGA 成员

资助土壤污染防治。

- 从资助金额来看，水污染防治占到 57%，超过 1600 万元，资助项目数 74 个，也达到污染防治领域的 70% 以上，

是污染防治领域 受关注的部分；其次是固体废弃物管理，受到约 930 万元的资助，共有 16 个项目；此外，

化学品环境管理占 8%，近 230 万元；大气污染防治关注的基金会少，受到资助的金额也不高，约占该领域 2%，

为 74 万元；物理性污染防治占 1%。

- 阿拉善 SEE 基金会关注了 6 个细分领域中的 4 个，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自然之友基金会关注了其中的 3 个。

	· 气候变化应对：分为 5 个小类。

- 从关注细分领域的资助者数量来看，5 家资助该领域的资助者，阿拉善 SEE 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千禾社区基

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全部都资助了气候适应的项目；只有阿拉善 SEE 基金会资助

了低碳消费和节能增效。2018 年，没有 CEGA 成员资助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项目。

- 从资助金额来看，气候适应项目获得的资助占该领域 99%，近 2200 万元。

- 阿拉善 SEE 基金会关注了 5 个细分领域中的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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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法治领域：分为 4 小类。

- 从关注细分领域的资助者数量来看，在 4 家资助该领域的资助者中，3 家资助环境诉讼，为阿拉善 SEE 基金会、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自然之友基金会，2 家关注政策研究，1 家关注环境立法，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另

有 1 家关注法律援助。其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资助了除环境立法之外的其他 3 个细分领域的项目。

- 从资助金额来看，环境立法虽然只有 1 家资助方关注，但获得的资助占 45%，为 560 万元；环境诉讼占 34%，

约为 418 万元；政策研究获得近 250 万的资助，法律援助收到资助较少，仅有 1 个项目获得 10.5 万元资助。

	· 宣传教育领域：分为 5 小类。

- 从关注细分领域的资助者数量来看，在 8 家资助该领域的资助者中，6 家资助了环境教育；4 家资助了行动倡

导和自然教育；3 家资助了政策宣传。2018 年，没有 CEGA 成员资助信息公开的项目。

- 从资助金额来看，行动倡导获得的资助 多，占近一半，达到 2300 多万元；自然教育占 1/3 左右，获得 1600

余万元资助，资助的项目数量为 61 个，占该领域 106 个项目的一半以上；环境教育占 16%，政策宣传占 2%。

- 阿拉善 SEE 基金会关注了 5 个细分领域中的 4 个，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万科公益基金会各关注了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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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大专项领域：分为 9 小类。

- 从关注细分领域的资助者数量来看，创新创业获得了4家资助者的资助；绿色供应链、生态扶贫与可持续生计、

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均有 3 家资助者关注；有 2 家资助者填写了 CEGC 合作项目；此外有 1 个资助者阿拉善 SEE

基金会关注绿色一带一路，另有 1 个资助者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关注生态环境奖项。2018 年度，CEGA 成员中

没有资助绿色金融和生态补偿项目。

- 从资助金额来看，绿色供应链占 29%，近 1700 万元；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占 28%，超过 1600 万元，并有 96 个

项目获得资助，占该领域项目数 215 个的 45%；生态扶贫与可持续生计占该领域 26%，超过 1500 万元；创新

创业占 15%，项目数为 95 个，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一道，共占到该领域项目数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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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ᶱፓᶾऒړ

737ӻᶱፓᩒۗמ௳Ӿ ᥜ̔۹ᶱፓํ 145ӻ ํ܄ӳ̔ 141ӻٌ҅ ེฎ܄ܖҁ122҂̵ ҁ94҂̔ࢱق ҁ89҂̵܄۹

ᥜ܄ܖҁ88҂Ӿ܄ҁ61҂҅හᰁፘኼጱԅӳ۹܄ҁ16҂̵ᶋၖ܄ҁ2҂قቖᶱፓҁ1҂̶

֛ᘒ҅11ਹᩒۗᘏጱᶱፓᩒۗզᥜ۹̵ӳ๋܄ܖग़ٌེ҅ฎق܄۹̵ࢱᥜ̵܄ܖӳ۹̶܄

ᖓݳ 11ਹሾहᩒۗᘏ׀ጱ 737ӻᶱፓᩒۗמ௳҅౯ժᶱፓጱᶾऒ̵ऒ̵ᩒᰂ̵පຎᦧᒵᬰᤈړຉ҅ଚݱਹ

ଙଶդᤒᩒۗᶱፓᬰᤈႮفՕᕨ̶

	· 从项目数量来看，11 家机构中阿拉善 SEE 基金会提供了 530 个项目的资助信息，其次为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提供了 65 个资助项目信息。其他机构提供的项目资助在 50 个以内。

	· 从项目平均资助金额来看，老牛基金会平均每个项目资助达到 542.5 万元，其次是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单个项目资助为266.73万元，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为191.12万元，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也达到143.39万元；

其他基金会的项目平均资助金额在一百万元以内。

4.2������ ଙᩒۗᶱፓړຉ

ᖫݩ ݷᑍ ᩒ᷐ۗ ᩒۗᶱፓහᰁ ଘྯӻᶱፓᩒۗᰂ᷐
ҁӡز҂

1 ᴨ࠺ SEEचᰂտ 79,020,368.87 530 14.9

2 ᴨ᯾૬૬لፅचᰂտ 28,666,708.80 37 77.48

3 ۹Ղૣঀلፅचᰂտ 9,557,578.18 5 191.12

4 ᕁचᰂտ 664,000.00 10 6.64

5 ᘌᇍचᰂտ 21,700,000.00 4 542.5

6 चᰂտ܄ᐸᐒ܉ 2,641,536.00 34 7.77

7 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 13,336,746.00 5 266.73

8 ӡᑀلፅचᰂտ 14,338,643.67 18 79.66

9 Ӿᖖᜋचᰂտ 18,356,808.35 20 91.78

10 Ӿሾहכಷचᰂտ 91,794,923.14 65 143.39

11 ᛔᆐԏचᰂտ 7,068,392.61 9 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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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个项目可能涉及多个区域

ղ፡҅کݑᩒ๋ۗग़ጱฎ֖ԭٖ᠃ݘጱᶱፓҁ104ӻ҂ٌེ҅ԅقࢱҁ94ӻ҂҅զ݊ଠӳҁ82ӻ҂ٌ҅՜

ղ๚᩻ᬦ 50ӻ҅ํݚἓὄ̵ݴ̵ݣკقቖࢱԅ 1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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ᥜ۹܄ᶱፓӾํ 86ӻԅ࿈۸ݒײᶾऒᶱፓ҅ܛᬪم౮ҔٌӾ֖ԭٖ᠃ݘᶱፓӾํ 84ӻၿ݊࿈۸҅ݒײᬯᔄᶱፓच

᮷ંԭᴨ࠺ SEEचᰂտࣁᴨ܄࠺ጱŉӞՊ༒Ŋᶱፓ҅وᦇ 81ᶱ̶ইຎ݄ധŉӞՊ༒Ŋጱහഝ҅کݑڞᩒ๋ۗग़ጱ

ฎӳ̶܄ܖ܄

ၿ݊ӳ܄ጱᶱፓํ 84ӻԅኞாכಷᶱፓ҅35ӻԅວᴠလᶱፓ҅ၿ݊܄ܖጱᶱፓํ 38ӻԅ᯿य़ӫᶱ҅36ӻԅ

ວᴠလٌ҅Ӿଠӳጱ 86ӻᶱፓӾ 31ӻၿ݊᯿य़ӫᶱ̶ྌक़҅قࢱጱ 94ӻᶱፓᩒۗӾํ 38ӻԅਯփරᙙᶱፓ̶

ጱᶱፓᩒۗӾ҅ํز100ӡک62ӻᬡࣁ 24ӻၿ݊ኞாכಷᶾऒ 1̔2ӻၿ݊ਯփරᙙ 1̔0ӻԅ᯿य़ӫᶱ 6̔ӻၿ݊ວᴠလ҅

5ӻၿ݊࿈۸҅5ݒײӻၿ݊ሾहဩလ̶ٌӾ҅ᕡړᶾऒړԅړව҅᩻ᬦ 5ӻᶱፓᬡک 100ӡزጱᕡړᶾऒํғኞாכಷ -

ᇔᐿӨ௳כಷԅ 9ӻ҅ਯփරᙙ -ᤈۖ 6ӻ҅࿈۸ݒײ -࿈ײᭇଫ 5ӻᶱፓ҅ኞாכಷ -ᛔᆐכಷᓕቘ 5ӻ̶

ٌӾ᩻ᬦ 1000ӡزጱᶱፓᩒۗํ 3ӻ҅ڦړԅᘌᇍचᰂտጱŉᘌᇍᶱፓŊҁ2097ӡز҂҅Ӿሾहכಷचᰂտጱŉោ

ềᖖᜋᘶፑلፅӫᶱचᰂŊҁ1570ӡز҂ŉӞଃӞ᪠ኞாכಷૡᑕŊҁ1055ӡز҂̶

�������ᶱፓ݊ᕟᕢᩒᰂړ

ਖ਼ 737ӻᶱፓᩒۗጱᰂ᷐ᬰᤈݢ҅ړښզ፡کᬪԲړԏӣጱᶱፓᩒۗࣁ 10ӡզӥҁӧތ 10ӡ҂ٌེ҅ฎ 10-50ӡزҁӧ

ތ 50ӡ҂ጱᩒۗᕅ ํݚ28%҅ 37ӻᶱፓԅ 50-100ӡزҁӧތ 100ӡ҂҅52ӻᶱፓࣁ 100-500ӡزҁӧތ 500ӡ҂҅7ӻ

ᶱፓࣁ 500-1000ӡزԏᳵҁӧތ 1000ӡ҂҅ᘒᩒۗᰂ᷐ᬡک 1000ӡزጱᶱፓԅํ 3ӻ̶

ងᄏ۸ᴠလ

̔ �� ӡզӥҁӧ۱ތ �� ӡ҂� ̔ ����� ӡҁӧ۱ތ ��ӡ҂

̔ ������ ӡҁӧ۱ތ ��� ӡ҂� ̔�������ӡҁӧ۱ތ���ӡ҂

̔ �������� ӡҁӧ۱ތ ���� ӡ҂� ̔ ���� ӡզӤ

58.56%

0.41%0.95%

7.07%
5.03%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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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ᶱፓපຎᦧ

ጱکතࣁ 733ӻᶱፓᦧמ௳Ӿ҅ኧचᰂտᦧጱํ 447ӻᶱፓ҅ܛ 61%Ҕ෫ᦧጱᶱፓํ 258ӻ҅ܛ 35.2%Ҕᒫӣො

ᦧᶱፓ 28ӻ ̔ܛ 3.8% ྌ̶क़ ̔ࣁ 4ӻ๚׀ᦧמ௳ጱᶱፓӾ ᕪ̔ԧᥴ Ӿ̔ᖖᜋचᰂտํ 1ӻᶱፓܨԅᦧᶱፓ̶

	· 基金会评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91% 的项目、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80% 的项目，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68% 的项目、阿拉善 SEE 基金会 64% 的项目、以及老牛基金会全部 4 个项目都进行了基金会评估，其中阿

拉善 SEE 基金会采用内部评估的项目达到 339 个。此外，千禾基金会 35% 的项目和红树林基金会 11% 的

项目采用此类评估。

	· 第三方评估：28 个采用第三方评估的项目中，阿拉善 SEE 基金会有 8 个项目、红树林基金会有 7 个项目、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有 6 个项目采用此类评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及自然之友基

金会也有项目采用这种方式评估。

	· 无评估：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之友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的项目、千禾社区基金会的多数项目未开展

评估。

	· 此外，在 62 个资助金额达到 100 万元的项目中，58 个项目提供了评估信息，其中无评估约占 46.6%，基

金会评估占 34.4%，第三方评估约占 19%。其中超过 1000 万元的三个项目中有 1 个开展了评估。

�������&(*$౮ާଙଶᩒۗդᤒໜֺ

ᴨ࠺ 6((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ᐰୌᥡềܐտғفےក҅ᦏఘԞํӫӱᴿ֎

ᐰୌᥡềܐտᛔ 2003ଙ౮ᒈզ ̔ԧஉग़य़ࣳํԎጱ᧣Ꮈכಷᶱፓ ই̔Ӿڀ१ᆱỆ̵

ಷ̶౼ᛗכጱ௳ᇔᐿٌ݊ܧӻᄺ܈ᒵහლݗỹ̵ᐰୌ෫࿆ၹછ̵မۭ 2017ଙ҅ềտو

ᕟᕢ 400ग़لռᥡềၚۖ҅ޕԧᬪ 40000Ոེᑌຄ݇Ө҅ङِԧᕅ 60֖ၚ݇Өềᔄ᧣ັጱտ

ԧӧᲙጱ౮ຎ̶ᆐᘒ҅ᥡềၚݐಷᶱፓӤԞכࣁ҅ާ ŉۖݞঅӧݞଷŊ̔ ҅فےᰁጱێෛኞکතޕԒဌํپ

Ӭᘌտާጱᅾఘࣁӥᴳ҅ํԶଗᚈ౮ԧب੬ᔇ҅໐ஞ౮ާԞဌํܻၚ̶

ኼܩಷૡ֢҅כࣁຉӾ፡Ⴔᳯ᷌ғय़ᰁᳵනړጱࣁ֎վềտᨮᨱՈᰂ҅ݸកفے

ԧտާᒫӞᵱฎᥡềၚۖ҅ဌํ؉অտާ๐ۓҔဌํᤈᕪᩇ҅चᶌபౄᘏࣁ؉ᶱፓ҅பౄᘏ؉ᶱ

ፓӞতஉஞ҅֕ձۓ᯿ԧ̵ᳵᳩԧ੪ํዜఽ̶ᬯԶԞฎෆӻӾᥡềᕟᕢ᮷ᶎԁጱᳯ̶᷌ಅզ҅

កӣଙ੪ࣁᴿ֎ӥ᭑ྍᥴ٬ᬯԶ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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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年：鸟会应该在让会员稳定增加的前提下，再拓展项目。鸟会组织很多观鸟活动和会员内

部交流、培训活动，加强会员沟通连结。这一尝试效果相当不错，相当多的老会员和潜水会员

纷纷露面。

	· 第二年：开发系统的观鸟培训课程。该课程两个月为一次培训周期，由一次室内培训、三次野

外实践、一次考试组成。课程开展的一整年中，共有 400 多人参与，培训课程结束后，一半以

上的人都加入了鸟会，成为鸟会的新生力量。

	· 第三年：鸟会遴选了50多位会员加入培养核心骨干的“雄鹰计划”，为未来的管理团队储备力量。

ᰂᦊԅғŉفےក҅ݸӣӻӧݶᇙᅩጱ҅ềտጱӧݶᳯ᷌ᬰᤈԧڽຉ̶ࣁժጱӥ҅

౯ժݎሿํఘԞᥝํොဩ҅כಷૡ֢ᚆ؉ๅঅ̶Ŋ

ݪلᑀದํᴴכਊվ֎ńńӤၹঅႎሾكᖖਹᒫڠ����

Ӥၹঅႎሾכᑀದݪلฎኧ 3֖ᕗᕢ๐ᤰᤈӱᩒႮՈॊ҅ېڠᕟୌԭ 2017ଙ 8์҅ᦶࢧත PET

ා֢ԅփᕹᕗᕢᤈӱܻා҅ද࠺ᕗᕢᤈӱय़ᰁֵአጱ PETयාಅԾኞጱວᳯ̶᷌2018ଙ 3์឴

ڠᖖਹጱඪ೮҅ڠতՈ݊໐ஞࢫᴚฎஉय़ጱᄶۜ҅ඪ೮՜ժقᘳಭفሾلכፅڠӱ҅ଃӷӻදݒғ

ᒫӞ҅໐ஞದጱํප݊᯿॔զḵᦤ҅ፓຽֵๅႴศ̶໐ஞࢫᴚ೮ᖅӬӫဳಭفӨፓຽ

̶ۖ᧣ቘݳጱവᬰ̶ᒫԫ҅กᏟᕟᕢਧ֖҅ๅग़ᩒრզֵ

ਠ౮զӥᕟᕢፓຽғכᖖਹਖ਼ඪ೮অႎሾڠ

Ŏ� Ꭸ๗ፓຽғ

a.	 持续推动产品定制与服务业务，2018 年销售额达到 80 万元人民币；

b.	 记录所有订单原材料消耗数据，并定期公开更新数据；

c.	 积极参与行业相关的环保类公益项目，如捡拾中国，并做活动记录与总结；

d.	 持续推动行业供应链的整合与合作；

Ŏ� Ӿᳩ๗ፓຽғ

a.	 推出自有纱线并通过自有纱线推出特有面料；

b.	 与纺织服装行业大型品牌公司合作，推动实现规模化原材料供应；

c.	 实现国内 PET 塑料瓶产业链闭环，公开产业链信息，以更低成本实现高效率的原材料认证。

2018ଙ҅অႎሾࢫכᴚጱ Bᒒӱۓവۖڡᥠ౮ප҅ሿ૪ӨӧݶറᦎڹᒒԾӱ᱾ጱᦊ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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ᴨ᯾૬૬لፅ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ᖖᗑ �ሾहࢶᶱፓ

ṛࢶฎෆݳᑀದᩙᚆӨلռᯯࠏӷय़ොݻጱӞྃԾ҅ߝմӱս۠Өᐒտᩒრ෫ᖲള҅Өᬡ౮ᜉঅ

ӞӞࠔፅचᰂտ֢ԅلᔮᕹහഝଫአጱय़വۖŊ̶ᴨ᯾૬૬௳מۓ֢ݳݪلӱࠟचᏐ҅ᬯฎŉ࿆ᳵᕟᕢ֢ݳ

ਹմӱचᰂտࣁŉمԲሾह෭ŊਹԆ᷌ၚۖሿݎᧆᶱፓ̶चԭṛጱአಁचᏐଃሾहࢶጱݱ҅ێߥ

Ԇ֢ۖ҅ݳፓڹ૪ํጱ۱֢ݳೡғ

	· 环保部信息中心提供土壤环境数据用于建立全国土壤环境大数据平台；

	· 山东省卫计委在其《山东省医健通》app上增设环境健康板块，包括水，大气，土壤，排污企业信息，

可根据居民所在位置主动提醒空气、地表水体、污染等因素及其它公共卫生健康事件，提醒居

民提前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健康伤害。

	· 广东、陕西、吉林、贵州等省环保厅提供数据用于土壤环境管理和环境应急管理。

	· 向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提供环境数据，用于宏观的环境规划。

	· 嘉兴市政府的智慧城市平台（环境信息板块，包括水，大气，排污企业信息，正在开发）。

	· 广东省环保厅环境应急管理平台（环境数据库板块，包括水，大气，土壤，排污企业信息，正

在开发）。

����;,1 վ֎ᦇښ

2017ଙ҅ᴨ᯾૬૬لፅचᰂտ᩸ݎኼᩒۗᦇښŉXINվ֎ᦇښŊ̶ᧆᦇښࣁ᭗ᬦݻሾلכፅᶾऒٍ๋ٖ

ڠ̵ێߥෛ̵౮ᳩጱᐒտᕟᕢ׀ᳩ๗ኼᩒۗᩒრඪ೮҅ۗܐ՜ժᑱᏈݎኒ̵֢᷀ۗ҅ܐଫ

ਡय़ᘒ॔ጱሾहᦓ᷌҅ڠݶوୌӞӻՈӨᐒտ҅ՈӨᛔᆐጱݢ೮ᖅݎጱ๚̶Ḓಢ XINվ֎ํ۹ՂݳӞᖖᜋل

ፅचᰂտ̵۹Ղ૱๖ᴡل܄ռሾहᎸᑪӾஞ̵۹Ղᛔᆐԏلፅचᰂտ̵ᳩဉᖖᜋᄛეሾכᑀฦӾஞ̶౯ժݶوୌ

ᒈŉXINվ֎ኼ֢ݳཛྷୗŊ҅വۖӾሾहכಷጱᚆێୌᦡ҅ᩙᚆᤈӱݎ̵ڔਫํපᥴ٬ሾहᳯ᷌҅ᇙڦ

ฎሾहᳯ̶᷌

����೮ᖅവۖᛔᆐරᙙᤈӱݎ

	· 推动成立全国自然教育网络，发布行业发展计划（区域性自然教育网络、人才培养、行业研究、

行业盛会），持续五年支持全国自然教育论坛。

	· 打造自然体验的盛宴——“自然嘉年华”	（包括：自然音乐会、生态创意市集、环保服装展、

自然好书展、自然朗读亭、开放空间、自然体验工作坊等），是杭州孩子的节日，未来将拓展

到全国 10 个城市。

	· 推动全民自然阅读与自然写作，举办“中国自然好书奖”，57 家出版社推荐 300 多本好书，引

130 万公众关注。

	· 武汉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大赛，进入武汉28个公园自然教育基地，150多所中小学，覆盖30万学生，

将探索出一个政府支持、机构参与、公益性普惠公众的自然教育“城市模式”，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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۹Ղૣঀلፅ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ᦡಷכ���� �ᶆၹࢡᨄ

ᶆၹࢡᨄጮಎכಷฎ۹Ղૣঀلፅचᰂտय़ሞכಷኼӥୌᦡጱᐏᶱፓԏӞ҅ᶱፓ܄ಅ॒ጱӣრ

ߥฎ౯҅܄ቖय़य़မ̵٩̵ᵪઊ݊ṛܻኞᇔग़๋ᵞӾጱقฎᳩ̵Ἆမ̵ᄰထጱრ१҅ฎ܄

ऒ̶܄ጱߥ፳᯿ᥝํײԞฎӮኴ࿈ݶ҅܄ᚆۑय़ጱኞா๋ࢱ

ૡ֢Ӿکक़҅౯ժᬮೠᩒۗԧӷਹٍํӿᕪḵጱ൭ಋ݇ӨفಭێୌᦡᬦᑕӾ҅ᴻᛔํՈಷכࣁ ق:

ቖሾहᎸᑪಅӨሞፑ CFCA̶

	· 全球环境研究所：主要协助我们针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及生计升级进行调查和规划，以及准备

巴麦村社区保护和可持续生计发展试点建设。例如帮助村民开展生态旅游产业、川贝母培植及

手工艺品制作产业作为替代生计，减少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及放牧、挖虫草等对自然环境有所破

坏的生计。另一方面对村民进行技术及其他方面的基础培训，并进行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

大力发展有机牧业，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减少对自然牧场的使用。

	· 猫盟 CFCA 主要负责在项目区的科研工作，例如：布置野生动物、水文观测和气象观测设施，获

取并积累基础观测数据并进行初步的处理和研究，为项目地构建生态数据库；在白扎林场开展

全面的生态环境本底调查，针对区域内的大型猫科动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开展社会经济基

线调查，为制定保护和生计发展规划提供数据基础。在今年 3 月，我们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到了

雪豹猎食野牛的珍贵画面，作为指示物种，雪豹的存在证明了整个保护区良好完整的生态系统，

为下一步科研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基础。

चᰂտፓڹՖࣁറᔱᦶᅩጱᥢ۸ຽ۸ٵ ᦶ̔ᅩ౮ݸۑ ౮̔ۑᕪḵਖ਼տവଠᛗጮಎٖጱٌ՜ 7 ӻᛔᆐ̶

๚҅۹Ղૣঀلፅचᰂտࢧᰒᥴ٬Ոْ٫ᑱ̵ᛔᆐරᙙᒵොᶎਫ᪢ૡ֢҅Ӟොᶎׁᶌᛔํێᰁୌᦡᑀ

ᥢጱכಷ֛ᔮ҅ݚӞොᶎԞտ᭗ᬦᩒۗਫሿӥӞྍጱכಷፓຽ̶

ᕁ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Ӿဠၹლכಷᖖጼԡ

ᖖጼԡฎՕᕨӾဠၹლ੦ٌฎဠၹכಷᑮᗌლጱ଼؋ᇫכ̵٭ಷᬰӨᅾᅩᳯ᷌ጱଙଶᦧಸ҅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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ᑀׁഝ̶׀ಷӨᓕቘ٬ᒽכဠၹლහഝପ҅ԅӾහ̵ኞாᔮᕹᦧ଼؋ୌᒈᄄၹლࣁ

ᶱፓፓຽ 1ғӾဠၹლ଼؋හᬰᤈຽս۸හഝᵞ౮҅ୌᒈӾဠၹლ଼؋හഝପଚୌᒈᑀ

ᔮᕹๅ୩ጱᒵᕆຽ̶ٵ

ᶱፓፓຽ 2ғ᭗ᬦក໑ NGOᦧݑশᙢლ̶᧔กᦧොဩӨຽٵҁ1ᶭ҂҅ྯӻლ᧔กლכ̵٭༷ಷሿ

ᇫ̵শᙢӨୌᦓᒵ҅ଚᴫӤԪᧆლכಷጱ݊ᘶᔮොୗ̶

ᶱፓፓຽ 3ғአӾဠၹლ଼؋හᒵᦧհဠၹლ੦ٌฎכಷᑮᗌლጱሿᇫӨᶎԁጱশᙢ҅ଚဠၹ

ᬰᤈ᪙᪵ᦧଚഭଧ̶٭ᇫ଼؋ᒵጱლ܄ಷכᛔᆐ݊௳᯿ᥝề̵ᴬ᯿ᥝლ҂̵܄ҁ૱̵ᛔလݱ

ᶱፓፓຽ 4ғአᶋ૱۸հ꧊ᦧොဩҁNon-market valuation methods҂ᒵොဩ҅ᦧӾဠၹლኞா

ᔮᕹ๐ۓጱհ꧊҅ଚᴬ᯿ᥝლ̵᯿ᥝề௳݊ᛔᆐכಷ܄ጱᕪၧհ꧊ᬰᤈᦧଚഭଧ̶

���ӾဠၹლכಷᗑᕶლරᙙӾஞᶱፓ

ᘌᇍचᰂտጱඪ೮ӥࣁ ݪᓕቘកܻੴლਹӱ̔ ಷᗑᕶŊ̔כဠၹლ౮ᒈԧŉӾݶوਫ਼༏चᰂտ̵כ

ଚࣁྌचᏐӤኧᕁचᰂտᇘ१ᦡᒈԧŉӾဠၹლכಷᗑᕶლරᙙӾஞŊᶱፓ̶ᧆᶱፓࣁ᭗ᬦقࣁࢱ

ٖङِӞಢٍํդᤒጱლරᙙӾஞ҅ଚ๋ᕣ᭗ᬦ᩸ݎୌᦡӾლරᙙӾஞᤈۖ҅ෆ֛വۖӾဠၹლጱਯ

փරᙙૡ֢ๅےӫӱ۸ݎ ԅ̔ํපဠၹლכಷૡ֢ॽਧلռඪ೮ᐒտ݇ӨचᏐ 2̶018ଙᶱፓ૪ݎ̽ Ӿ

ङᦒ̵ӞॺښරᙙӾஞᬩ០݊ᥴ᧔ᥢ2ེლ҅̾ޞරᙙӾஞ᧣ັಸლ CEPAૡٍ۱҅വଠᛗق 15ӻਹᕆ

ლכ҈ࢮلಷֵ܄አ̶

ᘌᇍ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ŉኞா॔ץӨכಷҁᘌᇍ҂Ŋᶱፓ

ŉኞா॔ץӨכಷҁᘌᇍ҂ᶱፓŊᛔ 2010ଙত҅ᛘێԭԅᕅܛቖᴭᶎᑌӣړԏӞ҅᭭݊قቖ 50

ग़ӻਹٌ݊܄ᬟᖭଃጱଗ̵ଗ܄׀ᭇݳ୮ጱŉኞாӨᕪၧݎ᧯Ŋݢᤈොໜ̶ᶱፓᕪᬦ೮

ᖅಭ҅ف૪ݐᴤྦྷᬰғ

	· 模式探索：2010年，在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干旱、半干旱区域，从气候适应、

植被恢复、水资源管理、绿色产业四个方面开展生态修复的探索和示范。修复退化土地近4万亩，

种植乔木 330 余万株，存活率达 90% 以上。生物多样性从不足 30 种增加至 80 余种，年均固定

土壤 2.5 万吨，土壤潜在蓄水总量从 400 万吨增加到 530 万吨，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未来

30 年，预计能吸收固定 22 万吨二氧化碳，其中 16 万吨已获得华特迪士尼公司认购。依托生态

修复成果，探索“经济发展支持生态修复，生态修复保障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

气候智慧型农业、智慧草地管理等帮助项目地 13 个行政村居民受益，合作社农户年户均增收

突破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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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广完善：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提供“智慧草地发展方案”，2019 年度计划恢复草地 5 万亩；

为内蒙古赤峰市提供“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方案”，2019 年度已实施面积 1000 亩；为河北省

张家口市提供“3 万亩冬奥碳汇林生态修复方案”，修复退化土地 3 万亩。积极推动生态修复

与保护工作的全球化进展。目前基金会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已与蒙古国商讨合作意向，预计

2019 年度签署协议，提供适合当地的“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方案。

�����ŉᘌᇍლכಷᶱፓŊ

ŉᘌᇍლכಷᶱፓŊԆᥝӷᶱૡ֢҅Ӟฎവᬰლڹဠӫ᷌Ꮈᑪૡ֢҅ԅӾლכಷ׀ᑀቘᦞඪඅ̶

ԫฎ൫ୌଚׁಓლᗑᕶ ᬰ̔ᤈӫӱՈङᦒӨᚆێୌᦡ ̶ቘᦞᓕቘ֢ӷොᶎ ԅ̔౯ლכಷૡ̶֢ێۗ׀

ӫ᷌Ꮈᑪғ

	· 与保尔森基金会合作，研究并出版《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对中国滨海湿地存在

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科学的、可执行的解决方案。研究成果已被国内环保组织采用，

作为开展滨海湿地保护的依据和指南。

	· 研究制定《鄱阳湖湿地生态研究文集	NO.3》，与前序文集共同记录了自 1999 年以来，鄱阳湖

越冬水鸟、植物、水文和气象等宝贵数据，为鄱阳湖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 与西藏潘德巴协会合作研究制定珠峰自然保护区《高原湿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报告》，对

定日、聂拉木和吉隆县 29 个行政村 12055 人进行环境宣传教育，恢复高原湿地 5 万亩。

	· 研究制定《中国红树林保护及恢复策略研究》，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的近 5 万公顷红树林

恢复造林重点建设项目实施的空间布局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具体保护恢复方案。

	· 研究编制《中国沿海水鸟及其栖息地数据集》，依托该数据集，开发基于手机应用的水鸟栖息

地查询与信息填报系统，发布《中国沿海重要鸟区综合报告》。

ᚆێୌᦡғ

	· 搭建“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与长江、黄河两大湿地保护网络构成了“两横一纵”的保护格局，

基本构建了我国境内大尺度、大跨度的湿地保护框架。依托网络举办“香港米埔湿地管理培训

班”，为 236 名滨海湿地业务主管官员和保护区管理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指导。

����Ӿᶱፓҁᘌᇍᵭᤈۖ҂

ԅ᭮ྊقቖჅਰපଫ҅വۖٺഭी҅चᰂտ 2011ଙྋୗۖސᶱፓ҅ᛘێԭᐏଃۖᕟᕢӻՈਖ਼Ӟਧ

ᳵٖፗളᳵളԾኞጱഭන҅զ᭜ीٺഭනጱ୵ୗਫሿŉᵭഭනŊፓຽ̶౼ᛗፓڹғ

	· 会议支持：老牛基金会为2016中国杭州G20峰会，中国绿公司年会（连续9年）等提供会议支持，

实现“零碳会议”目标。

	· 累计造林 950 亩，成活率 87% 以上，未来 10 年时间可“中和”8878 吨二氧化碳当量。

	· 已把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理念传递给了 1000 企业，50 家环保社会组织，影响超过 2.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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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ᐸᐒ܉

����ᩃᴡἔՌኞாلፅݎӾஞ（水污染防治 & 机构发展支持）

ԅԧᬰӾܖො࿆܄ᳵሾכᕟᕢጱᶾێ܉҅܋ᐸሾहचᰂᛔ 2015ଙ 7์᩸ᩃᴡἔՌኞாᬰᤈԧ೮

ᖅጱݎඪ೮̶ڹӷ๗ඪ೮ἔՌኞாԧᩃრਝಷᘏᗑᕶୌᦡᶱፓ҅റᔱᒧݳᩃਫᴬఘ٭ጱမၞ

ᒫӣ๗ඪ೮ᩃრਝಷᘏᗑᕶୌᦡᶱፓ̶ސӷ๗ᶱፓᬰᤈᕮᶱᦧ҅ڹಷૡ֢ཛྷୗ̶2018ଙכ

2017ଙἔՌኞாۖސŉၹោᜰᦇښŊ҅വۖᩃࢿሾلכፅێᰁङᙙမၞਝಷૡ̶֢ၹោᜰᦇ۱ښೡᩃ

မၞכಷੜ᷐ᩒۗᶱፓ̵ᩃမၞכಷᶆଙᑀਹੜ᷐ᩒۗᶱፓ̵ᩃᶆଙሾכՈङِᦇښᒵӣ᮱҅ړፓڹ૪ᥟ

ፍᩃ 6ӻ૱̵6य़ᔮ̶๚ਖ਼ᖀᖅ᭗ᬦᧆᦇۖݎښङᙙᩃࢿሾێכᰁ҅ୌᒈᥟፍᩃ 9ӻ૱ጱ

ᩃრਝಷᘏᗑᕶ҅੪ᬪ̵੪ګࢩ̵ਹԠမၞכಷૡ֢҅զྌവۖᩃမၞכಷૡ̶֢

ଫ፳ŉမᳩګŊጱॶ҅ᩃᦡᒈᕆ࿆ᳵမᳩ ᦇوபౄᘏӾἔՌኞாૡ֢Ոާٌ҅ݷ33 13Ոᤩᘷԅᕆ

မᳩٌ҅Ӿቐၞऒํ ᒫӣ๗ᶱፓਖ਼զᬯ̶ݷ5 ᔮ҅զྌ֛ۓᕆ࿆ᳵမᳩԅ໐ஞറᔱ࿆ᳵမᳩጱඪ೮๐ݷ13

ԅᐏ҅വۖق࿆ᳵမᳩᴚշୌᦡᩃမၞכಷૡ̶֢ݶզᕆ࿆ᳵမᳩԅ҅ݗفڔӨမᳩݱ̵ې૱

မᳩ݊ېၿ݊݅܄૱မᳩېୌᒈᘶᔮ҅൫ୌမၞວᳯ॒᷌ቘ᪙ᬰᗑᕶ҅ԅلռ̵لፅࢫᴚᒵقမၞວፊ

မდכಷ׀ඪ೮Өྲ҅ۗܐইᇙਧᶾऒጱԐӤሾह᧣ັӨਝಷᤈۖ҅ᩃᴡ૱हٖမၞጱכಷૡ֢Ҕᬮํ

ಷૡ̶֢כᩃԠမၞጱဳى

����ᶲ՛ᇇݢ೮ᖅᐒ܄ᦶᅩໜֺ

՛ᇇ֖ԭଠӳ֡ઊ૱ᶲ܄ևරᤋ᭲ᥜܖ᮱҅ᬏ܄ᶎᑌᕅ 4.06ଘොل᯾҅ፓڹ֘Ոݗय़ᕅ 7300Ո҅ํ

١ኦᐏ܄ 3600Հ҅ᜰ܍ᐿ༙ 700Հ҅Ṻऱ ਹኪ̵ਹ̵ٍԲᰂ̵ኪᒵմӱٖ܄զ҅ᶲݎᛔදᶐ̶ݗ220

ᬥ᭛ݎ҅ኞԾᬦᑕӾ᯿ᰂંԞզग़ᐿ୵ாᬰفय़࿈̵ᒵሾहኞᇔ᱾Ӿ๋҅ᕣࢿࣁॉӾဃᑌ̶ᶲ܄ࣁग़

ᅩ֖ፊၥړຉڊय़࿈ᴳӾ᯿ᰂંວޝሿԧَࣳૡӱວᇙ̶՛ᇇ෬ํᠳचṺऱ̵࿆ੜ̵ܻ܄ত៧҅Ԟ

ํૡӱݱ҅܄ࢮᐿ୵ாጱ܄ऒԅᵞӾӿ҅ࢩᘒᤩᶲ܄ԅ١ᨶᰁሾहᦶᅩ̶

՛ᇇᐒ܄០᭜ᶱፓኧ۹จᐒտૡ֢๐ۓӾஞԭ 2014ଙྋୗᬩ០҅ฎ֡ઊ૱ᶲ܄ᒫӞಢᐒ܄០᭜ᐏᅩ̶

ᶱፓᕟᛘێԭവ࿆ۖ݇ဳىݶوӨٖጱՈ̵̵̵Ծ̵วᒵᐒݎ܄ᦓ̶᷌܉ᐸሾहचᰂ 2017ଙӥ

ଙতࣁቐӣ܄ᬰᤈᐒ܄ሾहလቘᦶᅩಚൈ҅ࣁྌᬦᑕӾӨ۹จᐒտૡ֢๐ۓӾஞ՛ᇇᶱፓࢫᴚᬡ౮֢ݳ

2018ଙ҅ݻ ԅғٖ֢ݳŊᶱፓ҅Ԇᥝښᙙᦇכńń՛ᇇኞாŉਝಷᮎӞᇆᖖۖސ3์

a. ࿆ᛔᕟᕢङᙙғ՛ᇇᜬᠳԠࢮᕪၧ֢ݳᐒ̵՛ᇇᐒ܄ஙचᰂҔ

b. ᖖᜋ֗ᐒ܄᭜ғኞၚ࣯ړᔄ̵ኞா١ӱ CSAཛྷୗറᔱ̵١ӱႻӱ࿈ײᭇଫොໜݎҔ

c. ᐒ܄᧣Ꮈᵱಚൈғಁف᧣Ꮈ̵ग़ڥፅፘىොᎸᦎտඪ೮Ҕ

d. ۹จᐒૡࢫᴚሾहૡ֢ᚆێୌᦡ̶

ᐸӨ۹จ൭ಋറᔱ՛ᇇ܉ "ᐒૡ +ሾכ "ጱڠෛཛྷୗ҅ԅᐒݢ܄೮ᖅݎզ݊ᐒ܄ଫ࿈۸ݒײᤈۖറᔱݢ

ᤈො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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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ᶲਹኪᤈӱᖖᜋ׀ଫ᱾ୌᦡҁ׀ଫ᱾݊ᖖᜋၾᩇ҂

ᰒૡӱګ᭜ӱᕳቐӣ܄ଃጱሾहວᳯ᷌҅զ݊ᰁय़ᶎଠጱӾੜմӱࣁሾहፊᓕӾ᭬کጱࢯᵙ҅܉ᐸ

ᐒ܄चᰂտ᭗ᬦᩒۗᤈӱܐտᒵڥፅፘىො҅ࣁᶲਹኪὄ१մӱӾവۖᖖᜋ׀ଫ᱾ᓕቘ҅զਫሿԾӱӤӥӾੜ

մӱጱٺᜓ̵ᜓᚆٺ̶

ᶱፓᛔ 2017ଙ᩸ਫෞ҅ኧ܉ᐸᐒ܄चᰂտܐ᧣ᶲᜓ܄ᚆܐտ̵ૡמ᮱ᴬᕪၧದ֢ݳӾஞᒵᕟ౮ᶱ

ፓᕟ҅Өᶲ܄ਹኪὄ१ၹמᑀὄ̵ᗦጱᒵ 8ਹմӱ֢҅ݳୌᒈԧŉᶲਹኪᖖᜋ׀ଫࠟᦧհຽٵŊ҅᭗ᬦຽٵ

ጱ׀ଫࠟԨզἩۜ҅വۖӾੜ׀ଫࠟሾݳכᥢଚਫෞᜓᚆٺഭᤈ̶ۖ

ᶱፓ૪ࣁᶲਹኪմӱӾԾኞᑌຄ҅ߥᶼᦇ᭗ᬦŉᖖᜋ׀ଫࠟᦧհຽٵŊጱവଠզ݊ๅग़ὄ१մӱጱ݇Ө҅ਖ਼

ํපᯈݳਹᖖᜋګ᭜ኼጱਫෞ҅ᬰ܄ऒਹኪᤈӱሾכଘጱṛ҅ଚํڥԭႣ៧ݸԾᚆ҅ےளԾӱ܋ᕆ̶

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ᐒտلፅᛔᆐכಷࣜى�ᛔᆐכಷੜ܄ᶱፓ

2017ଙ҅ኧ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 23ਹلፅ᩸ݎവۖᐒտᕟᕢ݇Өلፅכಷୌᦡᓕቘጱᐒտلፅ

ᛔᆐכಷᘶፑ̶2018ଙ҅ᘶፑޕक़᮱ᩒᰂ҅ᩒۗᘶፑᦊݢጱلፅᛔᆐכಷࣜى̶ᛔᆐכಷੜ܄ኧ໘ᜰრኞ

ாכಷचᰂտ໑ഝᘶፑىԭلፅᛔᆐכಷጱຽ҅ٵᦧݸവគ౮ԅŉᡶᡵ༏Ŋلፅכಷ҅ኧᡶᡵᰂ๐ᵞࢫӨࢥ

ଘྎ݅ᓋᗟŉኞாᚙᨹŊܐ֢ݳᦓ҅ଆۗଘྎ݅ኞாᢸጱᲀࠓവଠ̶

զӥොᶎ୵౮ᳩ๗ᤈࣁ܄ಷੜכᛔᆐࣜىכᴤྦྷ౮ຎጱचᏐӤ҅᭗ᬦᩒۗ҅Ꮯݐ૪ᕪ܄ಷੜכᛔᆐࣜىࣁ

ۖᦇښńń

	· 定期巡护与监测

	· 反盗猎应急机制

	· 自然教育

զӤᤈۖ҅ਖ਼Ꮯࣜىכᛔᆐכಷੜ܄ᚆड़ࣁ๚ 10ଙ҅כಷ 44.02ଘොل᯾ጱכಷ҅ଚᦏᐒݑ܄ፅ̶

�҂ᶋၖಷާॹᶱፓ

ኧ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ᴨ᯾૬૬لፅचᰂտ᩸ݎጱᶋၖಷާॹ҅ᦇྯښଙࣁᶋၖᩒۗ ಷާ҅ྯݷ50

ՈᕳԨ 3000ᗦزॹᰂඪ೮҅զٌ݊՜ದඪ೮̶2018ଙ҅ኧ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ᘶݳᴬᎣݷሾכو 9ਹ

ᕟ౮വគާտᦧਭާտ ڞਧᥢ̔ګ 1̔46֖ಷާኩಸ๋҅ ᕣᦧڊ ಷݷ50 ҁާ۱ೡ 5֖ྚᘳಷާ҂̔

ԭ 8์ 7෭ܖࣁᶋฦශԅಷާᶹ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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ӡᑀلፅ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ᶱፓݷᑍғउ૱ᐒړ࣯܄ᔄਫ᪢

2018ଙ҅ӡᑀلፅचᰂտᘶݳلސፅचᰂտඪ೮ԧق 8ਹᐒտᕟᕢقࣁग़ጱउ૱ੜ܄ᬰᤈ࣯ړᔄਫ᪢̶ྌᶱፓ

೮ᖅݢ๚ᚆ۸ԅܩ૪ᬰᤈग़ଙᔄጱړᒒڹ࿆੶ᶎ҅܄ᐒࣁଳᇔᓕቘᔮᕹጱӣय़ᳯ᷌ғӞฎڹ᭗ᬦᐒտᕟᕢᥴ٬୮ࣁ

ጱګҔԫฎᐒտᕟᕢጱᕪḵ૪ᕪᑌᔴग़ଙ҅ܩ๚ᚆᑱᏈ॔ګጱኒ᷀Ҕӣฎݱጱڥঅᒽ᩼᩼ग़ׁ҅֕෯ᶎԁපຎӧกด̵

ग़ڥፅፘىොጱ֢ܐӧႴศᒵᳯ̶᷌౯ժտ᭗ᬦᩒ̵ۗᚆێୌᦡ̵ᤈۖᎸᑪ̵ᦧᒵොᶎᬰᤈᥴ٬ොໜጱറᔱ҅ᶱፓ౮

ຎਖ਼տࣁ 2019ଙ๛ݎ̶

�������� ଙउ૱ᐒ܄࿆ኞၚଳᇔٺᰁړᔄٚڥአᎸᑪಸޞ�

ԅႮفᦧउ૱ᐒ܄ኞၚଳᇔٺᰁړᔄٚڥአሿᇫ҅ӡᑀلፅचᰂտӨᵭᅩํහݎԧӞᶱզउ૱ᐒ܄࿆ԅᦧԆ֛ጱ࣯

قᥟፍԧޞᬯӻಸ̶ޞஞහ᧣Ꮈಸמᔄړ 17ӻउ૱̵102ӻੜ̵܄ᬪ 4000ղ᧣ັᳯ҅ܫଚᔮᕹጱᦧԧ࿆ጱ

ᦩᤈԅ̵ᐒ܄੶ᶎጱᓕቘ̵ഷෞᒵ̶᧣ັݎሿ҅ᕷय़᮱ړ࿆࣯ᳯ᷌ᦩਮᥡᦊᦩӧ᪃Ӭ࿆ቘᥴጱړᔄྋᏟሲ

֗Ҕݶ҅ᬪ 70%ጱੜ܄๚ᚆํපᯈ॓ଫํጱᏝկᦡෞ҅ํᬦጱੜׁ܄෯ਂࣁႰݳතᬩጱఘ٭Ҕݶ҅ࣁӞེአ̵ߝ

۱ᤰٺᰁ̵ᴴयեጱፊ੶ᶎێᰁׁᆐํړ܈ᴴ̶ᬯղಸޞԭ࣯ړᔄग़ଙጱ౮ຎᦖړ܈᯿ᥝ҅Ӭکԧग़ਹড়֛ጱ҅ဳى

ᕮᦞ̶Ӿጱහഝޞୌ᮱Ԟ้አಸ֘ኞாሾह᮱ݶ

Ӿᖖᜋचᰂտ

����မ۹଼݅כኞா॔ץૡᑕᶱፓ

ԅද֖࠺ԭՂၐᷚဉრኞாრ႗ِ܄ጱမ۹଼݅כጱኞாሾह҅ӾᖖᜋचᰂտԅቖྮՅӫᶱच

ᰂԭ 2014ଙ᩸ᩒ଼ۗࣁ݅כჿझԠכ଼꧒༙ᐿក҅ਫෞኞா॔ץૡᑕ̶ӫᶱचᰂኧชᐾᵞ̵ࢫชᐾᛯᑮ݊

ሴྋضኞᒵ 24֖ᛔᆐՈഓᩒ̶᩸ݎ

ᶱፓኧ۹Ղӱय़ᥢښᦡᦇ҅զࢱໄᐬ 4011Հᭅᘗᬮ҅ԗᅆកፘᕮݳ௩༙॔ᤩ҅᭜ᐿํཛৼຂ̵

̵༹ԯ̵ጮ̵ઊ̵Ἆگሼ̵ӟḕ̵ຯ̵ဉ་ᒵ҅ᐿ༙ᇓកᔳᜰᝊᠠ̵ဉᒵ҅ᦶḵङᙙᕪၧ֢ᇔཾ

ӱੴጱ݅כӱੴ̵଼૱ݗԧမ۹ӱ̵ܱୟਹکਫෞᬦᑕӾ҅ښᒽࣁយἎᜩ̵Ἆᜨᒵ̶ᧆᶱፓ

य़ێඪ೮̶

ᶱፓٍํٺᖨᭇଫ࿈۸ݒײጱ᯿ۑᚆ҅ഀݎᬰ١࿆ीතٺᨹ̵כಷ଼כኞᇔग̵़ٺ۹Ղᷚဉܧ

ਸ਼ᒵग़᯿පፅ̶2017ଙ 9์ᕪੴ᧣ັᥢښᦡᦇᴺᇿᒈ໐ັḵත҅໓༙ݱᔄᝇ 28ӡ֟໌҅ଘ౮ၚሲᬡک 90%҅

ٌӾཛৼຂ౮ၚሲ 99%զӤ҅ڠୌԧӾ۹ොଗᷚဉ܄ኞா᭜ጱᴬӞၞᐏૡ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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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ḕḘտӳრ᭜ᶱፓ

ᶱፓԅḕḘࣁḕጱᷴአრńńӳრ१ଠӳὄ݅ਫෞጱᥢཛྷԅ 8000Հጱ᭜ᶱፓ҅ᧆᶱ

ፓአᕁᲣ̵ἑ᠈̵រ๙̵ທḕᒵᭇݳ୮ኞᳩጱԠࢿᴒݨᐿ֢ԅ᭜ᐿ҅០᭜ᐿग़ṛ̵ኞாපፅঅጱ

ႰԻ༙҅و 71ӡग़༒̶౼ᛗፓ҅ڹ᭜౮ၚሲ̵ਂכሲپԒฎ 100%̶ഝᒫӣොၥᓒ҅ᶼᦇࣁ๚ 20ଙ

තԫ࿔۸ޕݢٖ 21ӡ҅ފਖ਼ํපٺഀݎᖨ࿈۸ݒײጱ᯿ᥝ֢አ̶

Ӿሾहכಷचᰂտଙଶᩒۗդᤒໜֺ

����ŉᬧݻኞாกݻ�ሾضכᛘසŊᶱፓ

ᶱፓ༷٭

• ᳵғ2016ଙ 4์ᛗՔ

قᅩғ •

• ಗᤈғӾሾहכಷचᰂտ

ሾहݳᘶ̵ېܐय़ሾहᴺႴ҅ېಡᨹचᰂտԆಷचᰂտ̵ӾכሾहғӾ֢ݳ •

ᗟӾդᤒ̵॒Ӟ -य़ռํᴴݪل

ᶱፓፗളԾڊғᶱፓԧӣଙ҅ᔴᦇಭفᩒᰂ 1500ग़ӡزᩒۗԧ 60ӻሾכᐒտᕟᕢ҅ᶱፓၿ݊

ᶾऒጱሾכᳯ᷌کดද̶࠺

Ծኞጱ᯿ᥝߥғଠာփඎԧԟᬪଘኞாกమ҅ଃۖଆۗԧռग़ጱሾכᕟᕢᐒտلռ݇Ө

ኞாกୌᦡኞாሾहכಷᤈ̶ۖ

ᶱፓଃጱސᐏғሾכᐒտᕟᕢฎሾहכಷૡ֢ӾጱӞඪ᯿ᥝێᰁ҅՜ժૡ֢ࣁच੶҅կᜊᝒ҅

ᗌԓᕪᩇ҅౯ժ๕᭗ᬦۘݢ҅ێզզᩒۗጱොୗӞਧᑕଶӤᥴ٬ሾכᐒտᕟᕢᩒᰂӧ᪃ጱᳯ᷌҅ಡ

೮՜ժݎ଼؋҅ᦏ՜ժࣁኞாกୌᦡጱᬰᑕӾๅঅഀݎᇿᇙጱս֢۠አ̶

����Ӿሾहॹ

Ӿሾहॹ 2000ଙᦡᒈ҅ᤒॹۜԅ౯ሾहכಷԪӱ؉ڊᑱڊᨯሠݐս౮ᖂጱᵞ֛

ӻՈ҅ਧ֖ԅ౯ሾहכಷᶾऒ๋ṛጱᐒտॹ̶ۜ

ॹᶱᕟᕢާտኧقՈय़ሾहӨᩒრכಷާտ̵قܐՈݗᩒრሾहާտ̵ኞாሾह᮱ᒵ

11ਹ᮱֖ܔᕟ౮̶ٍ֛ૡ֢ኧӾሾहכಷचᰂտಥ̶ېᦧਭާտኧኞாሾहכಷᶾऒٌ݊ፘى

ොᶎጱӫਹ̵ᘏ̵ᓕቘՈާᐒտᎣݷՈॊᕟ౮̶

ᦧᤒၚۖޮ๗ԅ 2ଙ҅ೲउ꧒ሾह̵ሾहᓕቘ̵մӱሾ̵כኞாכಷ̵ሾכਯර 5ӻᔄڦړڦ

ᦧ ౼̶ᛗፓڹ ӻՈᨯሠጱᵞ֛ڊᑱڊ؉ಷᶾऒכሾह౯ࣁᤒ̔و 215ӻٌ҅ Ӿᵞ֛឴ॹᘏ ҅ݷ136

ӻՈ឴ॹᘏ ದ̵כෛሾڠቘஷ̵כ፳ᑌຄጱ֢አ҅ԅਯփሾഀݎᶾऒٖᛔᤈӱݱࣁᬯԶ឴ॹᘏ҅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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ṛሾכᦩᨯሠԧێᰁ̶

ᕪᬦ 19ଙጱݎ҅ӾሾहॹࣁኞாกୌᦡӨሾहכಷᶾऒ឴உṛጱ्҅ӧՐߥ፳ሾכ

ᤈӱٖ᮱҅Ԟଃۖ፳ᐒտݱӻᤈӱ̶݊܄ᕪᬦᒫӣොॹᶱጱᦧᦊԅғᧆॹᶱӫӱ୩̵ᥟፍ

ᶎଠ̵ᐒտێߥय़҅உঅഀݎԧᐒտॹۜጱᙗਧۑᚆ̵ೠۑᚆᐏۑᚆ҅Բय़ᔄॹᶱ

ᚆঅഀݎလቘۑᚆ҅ᬰਫሿሾहᳯ᷌ጱग़وزလ̶

ሾहॹᕟտᬮԧ۱ೡӡ᯾ᤈ̵उ૱ᦞ̵ࣚ឴ॹᘏᕪḵԻၞտᒵ୵ୗग़ጱԆ᷌Ի҅Ӿݶ

ၞၚۖ҅ԭل܋ռ݇Өሾहכಷૡ֢ጱᅾఘ̵ᖖᜋኞၚቘஷ̵വᬰኞாกୌᦡ؉ڊԧᨯሠ̶

����Ӿሾहဩလلፅଘݣ

Ӿሾहဩလلፅଘݣࣁ܋Ӿሾहဩૡ֢ፘىොጱᚆ҅ێी୩ဩࣁኞாሾहכಷૡ֢Ӿ

ጱ֢አ҅വׁۖဩလොኼጱ៧ਫ̶

	· 环境法律能力提升项目——先后围绕环境立法、环境守法与执法、中美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检查公益诉讼制度等，举办了 10 期环境法律能力提升培训班，来自基层人

民法院法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环保民间组织人员、环境法律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环保企业等，共计 5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 中国环境法治丛书出版——组织相关专家编写，丛书第一部《环境公益诉讼案例精编》已出版

发行，对环境法律从业工作者和环境工作者更好的运用法律武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智力

支持。

	· 环境损害鉴定基金——专门针对人民法院在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遇到因鉴定费无

法落实而影响案件审理的情况，对鉴定费予以资助。2018 年共有两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分

别获得了人民币 10 万元和 2.3 万元的鉴定、评估费用资助，有效推动了案件的审理。

	· 环保民间组织法律能力建设基金——项目资助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环保民间组织的法律能力建

设，包括但不限于雇佣专业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以及开展相关生态环境法治公益项目。

2018 年，首批对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等 8 家社会组织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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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ᩒۗᘏ᧔

CEGAጱ౮ާचԅሾلכፅᤈӱጱԆᥝᩒۗᘏ҅՜ժ੪ݱᛔဳىጱᶾऒᦓ᷌ૡ֢҅ӨӞᕚᕟᕢੂ֢҅ݳڔ

ᤈӱጱݎᇫํ٭፳ᛔ૩ጱஞ֛տ̶ಸޞ੪ፓڹጱᩒۗ۠ᬰᤈᎸڣୌᦓ҅ଚᩒۗᘏಋဩ֢݊ݳஞᒵᬰᤈՕᕨ̶

�������ሾلכፅᤈӱ݊ᕡړᶾऒݎሿᇫጱᦧհ

֛ᘒ҅Ӿሾכ NGO܈ࣁଙӾහᰁᨶᰁ᮷ํԧஉय़ጱᑱᏈ҅ᕟᕢහᰁᘉڊ҅ሿԧӞಢᶾጱሾכᕟᕢ҅ڦړ

כๅग़ጱሾ̶֕ێߥԧӞਧጱݐᴬӤ᮷ࣁཛྷୗ҅ኜᛗݎጱۑԅ౮ڊಷ̵ວᴠလ̵ᛔᆐරᙙᒵᦓ᷌Ӥറᔱכᛔᆐࣁ

NGOᬮ॒ݎࣁڡ๗҅໐ஞᒋԩێ๚୵౮̵Ո܂ԓ̵Ոާၞۖय̶़ٖሾلכፅᤈӱጱഓᩪො̵ᩒۗᘏཹړ܈ᗌ̶

ሾلכፅᤈӱ॒ࣁሾहګଶӾ҅ᴨ᯾૬૬لፅचᰂտᦊԅ౯ሾहګଶୌᦡොᶎਂݎݱࣁӧᤍ҅Ӭग़ᐿګଶԏᳵ

ෛጱሾहဩလ۸ොໜ̵ڊಷጱ֛ᔮ۸ਫෞ҅ᵱכԭሾहڥවᒈဩཛྷୗӧړԊᛗፘጱᇫா҅ݖกดጱᏦᇆ۸̵᯿ࣁਂ

ୌᒈෛጱሾहᒈဩཛྷୗ̶

ሿᇫ݊ᳯ᷌ғݎᶾऒݱ

ኞாכಷᶾऒғ多家资助者认为该领域科学性和专业性越来越强。

�· ᴨ࠺ 6(( चᰂտғ该领域的民间组织在数量和成功模式上有所发展，越来越重视公民科学，注重于义

务教育系统的合作，以及助力政府保护政策的落地。

�· ۹Ղૣঀلፅचᰂտғ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出现越来越多“小而精”的机构脱颖而出，越来越得到政府及

相关公共部门的认可和服务采购，“分布式存在”、“精细化专业分工”的特色，可能是发展趋势。

�· 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ғ公益保护地是一个成熟的公益模式，已经有一些示范，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资金和

捐赠者进入该领域。

�· ӡᑀلፅचᰂտғ物种保护组织的科学研究和保护工作越来越专业，但物种保护与社区发展如何和谐进行

还需要更多努力。

�· ᘌᇍचᰂտғ当前，生态保护工作需要更注重物种、栖息地、生态系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同时促进生态

保护工作与当地经济、民俗文化间的创新跨界融合。此外，减少土地退化和恢复退化土地是保护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确保人类福祉的紧急优先事项。

ວᴠလᶾऒғ发展不均，污染调研、企业监督比较成熟，而水保护和废弃物管理仍需提升。

�· ᴨ6࠺((चᰂտғ污染调研、监督企业信息公开等方式方法越来越成熟，一些组织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试图提供更多的污染问题解决方案。

�· ᴨ᯾૬૬لፅचᰂտғ水环保领域 NGO 普遍起步较晚，发展不完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

�· ӡᑀلፅचᰂտғ在废弃物管理领域，战略性关注和支持太少，与政府和社区需求相比差距巨大，这个问

题不仅是环境问题，需要多元、多方、多角度的应对。

�· ᘌᇍचᰂտғ当前，污染防治可以更关注我国农业污染问题，包括化肥和农药等农资的不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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ଫ࿈۸ݒײᶾऒғ“基础设施”不足，挑战大但也潜力大。林业是其中的重要手段。

�· ӡᑀلፅचᰂտғ该领域刚刚引起关注，缺乏系统了解和参与，挑战较大，表现在公益资源投入稀缺，参

与的公益机构极少；资助者和运作机构能力薄弱；以倡导居多，应对和专业研究有限；与境外同领域机构

的交流和合作战略性不足。但是该领域成长潜力大，主要机会在于，中国政府的作为在国际上可圈可点，

对社会领域带动性强。

�· Ӿᖖᜋचᰂտғ由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事业正

处于寒冬期。但我国正在积极履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中国的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一直走在世

界的前列。未来，多重效益的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包括林业碳汇项目、碳中和项目、森林可持续经营

项目等，以及林业碳汇纳入全国碳市场大有可为。

�· ᘌᇍचᰂտғ目前社会各界在林业碳汇等减缓措施方面投入较多，下一步需考虑加强“气候变化适应”课

题的探索，降低气候变化对生命、财产以及健康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合理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

ሾहလቘᶾऒғ仍处在摸索阶段，需要与国家的环境治理体制相协调，并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 चᰂտғ十年来环境治理领域的民间发展状况差强人意，环保组织试图按照西方环境治理的逻辑܄ᐸᐒ܉

框架工作，与我国环境治理体制严重错位；作为社会组织链接公众与环境议题或者公共政策的功能没有实

现，环保组织普遍动员和组织能力较弱，仅有个别公众参与案例出现。

�· ᴨ᯾૬૬لፅचᰂտғ经历几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内自然教育机构数量呈现井喷爆发，但是由于起步较

晚，机构发展参差不齐，行业缺乏共识、自律和规范，业内力量尚需更好地整合凝聚，集中发力去解决自

然教育发展中的普遍问题。

�������ᩒۗጱୌᦓ̵ᩒۗ۠ጱڣෙ

ፓڹሾכᕟᕢጱݎଘ॒ԭڡ๗ᴤྦྷ҅ݱᩒۗᘏᩒۗڊԧզӥୌᦓғ

֛ୌᦓғ了解行业、提高专业度、找准机构定位、连结公众，与资助者建立“事业共同体”。

�· ᴨ᯾૬૬لፅचᰂտғ建议资助对象提升组织管理和运营水平，提升环保工作效率和专业度，增加商业化

的手法去管理和评估项目。

�· ᴨ࠺ 6(( चᰂտғ建议环保组织充分调研所在领域和所在行业，探索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建立自己的

捐赠人网络和志愿者网络，并逐步积累自己的良好品牌和口碑。

�· Ӿሾहכಷचᰂտғ希望资助对象加强项目的规范性、专业性，并具有项目执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敬

业精神。

�· चᰂտғ建议社会组织要脚踏实地，放弃幻想和情怀，认真理解和学习现阶段国家现代治理体系܄ᐸᐒ܉

和改革方案，找到行动空间和自身的角色定位，推动工作方法创新和治理政策完善，连结广泛的公众参与

到推动可持续发展中来。

�· ӡᑀلፅचᰂտғ建议环保组织持续提升项目管理能力，多邀请资助机构参访和参加项目活动，增加相互

了解、学习，建立信任，致力于建立“事业共同体”关系。

�· ᕁचᰂտғ重视环保公益品牌打造，通过多元化的推广及筹款渠道，拉动广泛的社会化参与。

�· ᘌᇍचᰂտғ项目设计需要有长远思考与规划，在不同阶段设计出具有特点的“产品”，提升有效沟通的

能力，以吸引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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ᩒۗᘏԞٍ֛ᶾऒጱૡ֢ڊԧୌᦓғ

�· ᘌᇍचᰂտғ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不得不面对的环境问题，受关注度只会增强，希望资助对象能够从多角

度提出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并能有效率推进。

�· 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ғ公益保护地是综合管理，不单纯是项目。可量化的成效和产出是决定是否能得到

资助的关键。

ᩒۗ۠ғ分领域、组合式资助，资助者也需要提升专业性和事业，并与境外资助机构加强交流合作。

�· ᴨ᯾૬૬لፅचᰂտғ随着环保资助力量的整合，未来资助的趋势将会在整体布局后，通过分层、分领域

的资助，激发环保 NGO 组织发展的积极性和紧迫感，同时，借助各资助组织的专业度和各自特色，开展更

专业、更聚集的环保公益工作。

�· ӡᑀلፅचᰂտғ资助机构数量不会显著增加，在专业性、专业领悟力和视野方面还需要持续不断投入。

由于境外资助机构专业性领先，应该加强相互交流和合作。

�· ᘌᇍचᰂտғ行业资助未来更倾向于多组织、跨地域、专业化、战略性联合行动。

�������ሾلכፅᶾऒጱݎ๕

ሾلכፅጱݎ۠ғ科技创新、公众唤醒、领域分化、专业组织品牌项目、跨界合作。

�· ᴨ᯾૬૬لፅचᰂտғ科技创新和公众唤醒将是在环保公益领域发力的两大主要方向，科技创新主要用于

防治污染、推进绿色低碳产品与行为、促进环保产品与技术的研究开发，公众唤醒主要在于公众的公益、

环保意识的提升与倡导。

�· ӡᑀلፅचᰂտғ由于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远景，未来 3-5 年环保公益领域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不过

领域内分化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其中既有政策导向原因，也有资源导向原因。新兴、新型（比如与商

业方式结合）环保组织也会大幅涌现，但是淘汰也会快。

�· ᴨ࠺ 6(( चᰂտғ出现一批更具专业性的本土 NGO 和品牌项目，善于利用互联网渠道，与公众、捐赠

人互动能力强，善于与政府部门形成合作关系。这些 NGO 和项目所在的议题包括城市垃圾管理、自然影像、

自然教育、公民科学、公众宣传教育。

�· ᘌᇍचᰂտғ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趋于系统化完善和专业化分工。全球范围内环保联合行动势在必行。

�· ᕁचᰂտғ环境教育行业蓬勃发展，“进校园”、“进公园”行动成效显著，行业网络逐步成熟，将

进一步提升行业专业性及政策影响力。

ᩒۗᘏጱૡ֢ᦇښғ按照机构战略规划，继续推进。

�· ᴨ᯾૬૬لፅचᰂտғ未来几年将继续在水环境保护、环保宣传、环境制度建设、自然教育，以及支持环

保类公益组织发展等方面发力，通过整合公益资源、提升公益效率和专业性，用科技赋能公益，唤醒公众

公益和环保意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 ۹Ղૣঀلፅचᰂտғ本机构计划在未来几年将围绕自然保护地建设与发展，资助一批重点伙伴，以合作

的形式，一起开展工作。

�· ᕁचᰂտғ基金会下一年仍然会专注于资助滨海湿地保育、自然教育领域的机构及项目。

�· ᘌᇍचᰂտғ按照战略规划一如既往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 चᰂտғ资助重点在环境治理方法与技术创新，推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机构下܄ᐸᐒ܉

�����ᩒۗᘏ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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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也将在“珠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珠三角社区应对气候变化”两个战略议题下，围绕以上资助重

点开展资助。

�· 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ғ公益保护地。

�· ӡᑀلፅचᰂտғ下一年资助重点根据战略规划，会继续资助气候变化、物种保护和社区废弃物管理领域

或议题，资金保持当前水平或少量增加。

�· Ӿᖖᜋचᰂտғ结合此次国家机构改革，基金会的重心放在持续推进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方向，结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重点工作部署，推动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国家公园建设、

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向。

�· Ӿሾहכಷचᰂտғ未来的资助项目紧紧围绕国家环保重点工作，继续发挥在生态扶贫、环保宣教、污

染防治、环境维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 ᩒۗਫ᪢Ӿጱಋဩ̵֢ݳஞ̵ಅဳىᶾऒጱݎ۠ᒵ

����ᶱፓᩒۗᕟᕢ �ӻՈᩒۗጱىᔮ

ग़හᩒۗᘏᦊԅ҅ᶱፓᕟᕢ �ӻՈฎӧړݢጱ

�· ，चᰂտғ环境项目资助以特定环境领域的环境绩效为导向，基于项目提供机构发展和人的支持܄ᐸᐒ܉

这三者是分阶段和相辅相成的关系。组织创始人和领导者的个人能力、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是社会组织发

展和项目执行成功的关键；而要将一个问题解决是需要很长时间积累和迭代完善的，所以需要通过组织化

来去实现，支持从个体的人走向组织化以支撑机构核心业务的不断发展也是千禾关注的。

�· ᘌᇍचᰂտғ通过资助行为推动项目、组织、人才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逐步改善“行业生态”。

ᩒۗᕟᕢᚆๅᔮᕹവۖᶾऒݎ

�· ӡᑀلፅचᰂտғ倾向于资助组织，一是因为在基金会所关注的领域中，已经有较为专业的组织和机构，

这些组织正处于成长和转型期，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注；二是基金会注重对整个议题领域的关注，资助组

织能更系统的推动领域发展。

�· ᴨ࠺ 6((चᰂտғ项目资助侧重于取得环境成效，组织资助带动行业发展。

ಥ᧚உ᯿ᥝᩒۗጱ֢Ӿ҅Ոጱᔰᨶࣁ

�· ۹Ղૣঀلፅचᰂտғ首先关注机构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的个人素质和之前的项目成绩，作为信任基础。

机构负责人对项目稳定性很重要。

�· ໘ᜰრኞாכಷचᰂտғ基金会核心资助为公益保护地， 终还是看公益保护地的核心管理人员是否有长

期致力于公益保护地管理和运营的承诺。

����ᩒۗጱ٬ᒽ

ᩒۗ٬ᒽฎᩒۗᘏ᯿ᥝጱૡ֢ሾᜓ ٌ҅ىӨኼፓຽፘضḒٵਹᩒۗᘏጱᩒۗຽ̔ݱ ེᩒۗጱӫӱᚆێ ᴚ̵̵ࢫ

զஃᕪḵ҅զٍ֛݊ᩒٖۗሾहᳯ᷌ጱᥴ٬ොໜ̵ڠෛ̵ګ॔ݢ҅ኜᛗګଶս۸ጱᨯሠᒵ᮷ํಅᘍᰁҔ݇Өᩒۗ٬

ᒽጱՈଉଉฎՈާӨक़᮱ӫਹፘᕮ̶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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ᩒۗᘏ ᩒۗຽၞٵᑕ ٬ᒽՈ٬ᒽොୗ

ᴨ࠺ SEEचᰂտ 根据项目目标制订标准和流程，任鸟飞的标准侧重于伙伴
执行湿地巡护和保护的能力；劲草的标准侧重于伙伴的成
长期飞跃的可能性；创绿家侧重于伙伴负责人的创业家特
质

理事会、项目审核委员会、SEE 企业家
捐赠人代表、秘书长、秘书处员工、外
请专家等

ᴨ᯾૬૬لፅचᰂտ 严格按基金会章程及理事会审批通过的规则。首先符合基
金会宗旨、遵守法律，其次是资助对象资质、团队、组织
发展、项目是否符合资助板块总目标，是否解决真实社会
问题、是否有创新性、可复制性，是否对制度的优化有所
贡献等

基于项目规模、影响、战略地位，可能
涉及理事、专家、志愿者等，以评审组
等方式，综合决策，力求将资源作用
大化

۹Ղૣঀلፅचᰂտ 合作部负责人、总裁、主要捐赠人参与
决策

ᕁचᰂտ 以基金会整体资助战略为指导，关注滨海湿地保育和教育
议题，重视项目科学性以及可持续性。通过发布招募书、
召开评审会或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项目执行阶段需定期
提供执行报告及成果。

理事会、项目委员会、捐赠方代表、外
部专家等

ᘌᇍचᰂտ 每年对收集到的新项目开展前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召集
项目负责人、法律顾问等，开展下一步审批，再提交秘书
长审批，审批结果提交理事会，理事会确定年度开展项目

项目负责人、法律顾问、秘书长及理事
会参与审批决策

चᰂտ܄ᐸᐒ܉ 符合资助领域和地域（珠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珠三角社区
应对气候变化两大战略议题）；符合千禾环境基金整体资
助战略及方向。

战略委员会（环境科学家、企业家、基
金会及资深环保组织领导人）负责资助
项目审批。每年召开2次会议。下设“工
作小组”，负责合作伙伴与资助项目的
实地考察、前期评估、项目推荐等，在
项目执行阶段负责资金拨付、项目管理
及监测评估。也负责小额项目的审批。

ӡᑀلፅचᰂտ 在资助过程中，我们看中被资助组织已有的专业能力及其
项目对领域的潜在贡献度。资助流程一般分三步：先实地
考察组织过往的项目，了解成员在所选议题的专业度和机
构潜力；邀请组织提交书面概念申请书，并以此为基准评
判其项目的可行性和与资助者向的匹配度；符合标准后，
组织需按照模版提供更详细的项目申请资料，包括详细的
项目背景、规划、预算、及组织信息。

项目官员全程参与到资助的决策，秘书
长和副秘书长会参与到 后两个环节的
决定。

Ӿᖖᜋचᰂտ 视项目情况，基金会、捐赠方及第三方
代表参与决策过程。

Ӿሾहכಷचᰂտ 专家评审

����ᩒᰂզक़ጱඪ೮

CEGAጱሾכᩒۗᘏࣁ׀ᩒᰂඪ೮क़҅ฦ᭭᮷ԅݑᩒۗᘏ׀౮ᳩፘىጱᚆێୌᦡ̵Իၞᗑᕶ݊ᩒრ᱾ളᒵғ

�· ᚆێୌᦡғ例如阿拉善 SEE 基金会提供导师辅导、线上线下培训；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邀请合作伙伴参与

集团内部的管理者培训，将企业的管理思考带给伙伴；老牛基金会提供专家技术团队及规范的项目管理工

具及培训机会；

�· Իၞᗑᕶғ例如阿拉善 SEE 基金会的伙伴社群；万科公益基金会为被资助者搭建的专业交流网络，机构还

积极与领域内国际联盟型组织合作，将资助案例推广到国际性平台上，增强被资助组织和基金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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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ᩒრ᱾ളғ例如阿拉善 SEE 基金会提供的会员资源，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提供的理事机构的资源。北京

巧女公益基金会还提及分享政府关系资源等。

ྌक़҅܉ᐸᐒ܄चᰂտᰒӧݶᦓ᷌ᩒۗጱݎᴤྦྷ҅׀ӧݶඪ೮̶ইຎᦓ᷌ፘ౮ᆧ̵ᕟᕢᚆێ୩҅܉ᐸ

տ׀ݎ̵क़᮱ᩒრ᱾ളඪ೮Ҕইຎᦓٍ᷌ํ҅ᕟᕢᚆێӧ᪃҅܉ᐸտࣁᦓ̵᷌ᚆێୌᦡ̵ᤈӱԻၞᒵො

ᶎ׀ඪ೮҅ኜᛗᇘ१ᦡᦇᶱፓ̵֢ݳಗᤈᶱፓ҅ङᙙ֢ݳᕟᕢጱ౮ᳩ̶

����ᩒۗጱፊၥᦧ

ᴻԧԻਠෆጱᶱፓਫෞ̵ᨰۓಸ҅ޞኪᦾ̵ᮒկ̵տᶎ̵ਫᩳᦢᒵ୵ୗԧᥴᶱፓਫෞఘ٭ԏक़҅ᴨ᯾૬૬لፅचᰂ

տᘌᇍचᰂտԭᩒۗጱᶱፓᕟᕢտአᒫӣොᦧ҅ᴨ࠺ SEEचᰂտԭߝᇈᶱፓҁ۱ތग़ӻᩒۗᶱፓ҂ᬰᤈෆ֛

ጱᒫӣොᦧҔ܉ᐸᐒ܄चᰂտտෟލ݇Өվ֎ጱ᯿ᥝտᦓၚۖ҅ଚࣁᕮᶱ݇ڹӨ֢ݳվ֎ጱᵞ֛ᕮտᦓҔӡᑀل

ፅचᰂտᦊԅፊၥᵱᥝᩒۗොݶوਠ౮҅տᥝᩒۗᕟᕢᵋಸޞᬰӾݎሿጱᳯ᷌ಅᵱඪ೮҅ଚஙᥡଶᥡᕟᕢጱ

ᶾऒᬰӾጱ֢አ̶ࣁ۸҅ਡᥡଶԧᥴᶱፓݒ

����ሾلכፅᶾऒۖާᐒտᩒრጱսᐹਫ᪢ӧ᪃

ፓڹ ग़̔හሾلכፅᕟᕢ᧣ۖᐒտᩒრጱᦩ୧ ᚆ̵ێӧ᪃ ᘒ̔Րᶌሾلכፅᕟᕢᛔጱێᰁᵙզവۖሾहᳯ᷌ጱᥴ٬҅

ᵱᥝ᭜ग़ො݇Өጱଘ҅ݣଠာۖާᐒտᩒრ҅۱ೡմӱ̵لռ̵ড়֛ᒵզग़۸ጱොୗ݇Өሾلכፅ̶CEGA౮ާݱᛔ

ٌ՜ጱսᐹۖާਫ᪢ᬰᤈԧവគ҅ᴻԧग़ӻᕟᕢ݊ጱඪ՞ਪ -ᡶᡵ༏̵ᚸᦔلፅ࠺चᰂտ ፅ෭҅զ݊ᴨل99-

᯾૬૬चلፅचᰂտጱᩒۗໜֺᖖᗑ҅ԞํӞԶ౮ާጱսᐹਫ᪢ғ

ᴨ࠺ 6((चᰂտմӱਹ݇ӨሾلכፅଘݣғԆᥝմӱۖާጱොୗ۱ೡғ

	· 捐赠，包括会费、拍卖、参加 99 公益日等多种形式。

	· 体验与学习，包括企业家参加各种环保类活动、会议，并在其中学习了解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

	· 创绿家评审，企业家在其中担任主要的“伯乐”，以识人的眼光去挑选环保创业家。

	· 劲草导师，企业家在其中担任企业家导师，将企业中的战略、管理等经验输入给成长期环保组织的负责人。

	· 绿色供应链参与机构，企业家带动自身的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用企业行动参与管控供应商的环境表现。

	· 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2015 年 6 月，在老牛基金会的支持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

保尔森基金会共同倡导成立了“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旨在打造沿海省份湿地保护和管理的合作交流

平台，并促进网络成员达成协调一致的保护行动。

	· 沿海网络是继长江、黄河流域湿地保护网络之后，我国创建的第三个湿地保护网络，成员为北起辽宁、南

至海南的 11 个沿海省份和直辖市的湿地管理部门及保护组织。

	· 红树林基金会（MCF）牵头在“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中设立了“湿地教育中心项目”，旨在通过培训、

陪伴辅导、样板点建设、国内外优秀湿地教育中心考察学习等方式，整体提升中国沿海湿地保护区和湿地

公园的湿地教育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为沿海湿地的有效保护奠定公众支持和社会化参与基础。

ԭᐒտᩒრۖާӧ᪃ጱሿᇫ҅CEGA౮ާᦊԅᬯḒضฎփඎᳯ᷌҅உग़ӫӱሾכᕟᕢኞԾํڊᎣᦩํᥡᅩጱٖ҅֕փ

ඎࢱݎጱᐒտํဳىᴴ҅ဌํᑱᏈሾࢻכ੶ᬟኴ҅ᬡلռ̵մӱ҅מࣁ௳ᬡဌᚆਠ౮ጱڹӥۖާᐒտᩒრ

ฎྲࢯᵙጱ̶ᘒݍփඎ҅ํԶײฎဌํತکӨྯӻՈኞၚቘஷๅԅᩂڔጱփඎොୗ҅ইᇔᐿग़כಷӨय़ռኞၚᳵጱ

̶ݒᤩᩒۗᘏᛔᖌጱۗܐොᶎጱզ݊ێߥᶱፓᩒۗၞᑕӾᗌԧᐒտࣁᚆݢӞොᶎ҅ԞݚᔮҔ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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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ᶾऒ༷ᥦ

ኞᇔग़ฎՈᔄᩢզኞਂጱկ ᬰ̶21فӮᕉզ҅ɛ ፳ਹᇔᐿכಷێଶጱӧෙीय़ ᇔ̔ᐿכಷૡ֢ݐԧӞԶ౮ຎ҅

ᰀኞ༙ۖᇔමᔺᙙ౮ຎᑱ҅ڊय़ᆢሞ̵ӳ۹ᡡ̵Եၖ̵烕̵ಛৼẪᒵӞय़ಢቊᑑᄺܧᰀኞ༙ۖᇔचಜԧහᰁ೮ᖅӥ

ᴳጱா۠ ด̔ሿڊᑞӾํ܋ጱᜉঅ۠१ٌ҅ ௳ሾहԞӧෙս۸  ̶ᆐᘒ Ո̔ݗᬦଶीᳩ उ̵૱ᥢཛྷಘय़ ኞ̵ᇔᇔᐿᩒრᬦଶ̵ݎ

क़ᇔᐿ̵فኞாᏈࣕᒵࢩᔰጱ҅ߥ᭜౮౯ᇔᐿᩒრၞ०Ӹ᯿҅শᙢ፳ᇔᐿጱኞਂ݊ᇔᐿᩒრጱݢ೮ᖅڥአ̶౯ᇔᐿ

໑ಜ҅ኞکኞா௶۸۠๚֛Ӥ҅౯҅ڊᕐᥝ̾ښӣԲŊᥢ܈ŉښኞாᥢقӸષ̶̽ړ܈ಷᶎԁጱশᙢՖᆐכ

ாכಷӨݎୌᦡၚۖጱׁᆐᑱ҅ڊኞாਞق୵ׁ۠ᆐӸષ̶ፓ҅ڹ౯ᇔᐿכಷૡ֢ᶎԁጱํғ

1.	 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栖息地丧失：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等因素造成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影响种群数量。例

如，《2017 年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报告》显示，近三分之一观测样区的蝴蝶多样性受到旅游开发的威胁。

2.	 物种资源过度利用，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现在严重：出于食用、药用等原因，过度消费野生动植物资源。

例如，围湖造田、过度捕捞等影响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网络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产品的行为快速

上升，走私及非法携带象牙等野生动植物产品入境情况屡禁不止。

3.	 物种资源受威胁现状认识不清：本底调查工作力度不够。现有的全国及各地区植物志的编写主要是基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前积累的标本资料，未能真实反映 近 20 多年来野生植物分布的现况，尤其是近年来

经济植物的消长情况以及濒危植物面临的实际状况尚不清楚。	

4.	 政策与法律体系不完善，行政执法力度不足：我国制定发布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保护区建设的政策

法规，但由于资金支持力度不足、监督机制薄弱、职能部门权限不清等问题导致政策法规的落实不尽如人意。

�������ᒽ݊ਫ᪢ᬰ

ฎכಷӾ֢ጱԆێᰁ҅Ӟොᶎ᭗ᬦᇔᐿכಷጱፘىᒽဩᥢ҅׀ᇔᐿכಷጱᒽሾह̶ݚӞොᶎ᭗ᬦୌᒈፘى

ጱᓕቘྲ҅ګ ইᛔᆐכಷ܄ ಷૡ֢ᬰᤈᓕቘכᒵᇔᐿࢮلਹ̵ ̔ൎכಷૡ֢ጱय़ੴ 2̶018ଙۓᴺදᶐ҅ݸ

զஃग़᮱ᳪכࣁಷොᶎጱᘳᨱԻ݉ํಅᖨᥴ҅౮ᒈਹӱកܻੴ҅ݸᨮᨱ༏̵ក̵ܻლ̵ងᄏᰀኞ༙ۖᇔᩒრ

ጱכಷᓕቘӨڥݎአ҅ଚᓕቘਹࢮلᒵݱᔄᛔᆐכಷ̶

ᒈဩොᶎ҅2017ଙ 4์҅ڋᰀኞ༙ۖᇔᶋဩᩆฃ᮱ᳪᳵᘶۖګྋୗᬩᤈ҅ਖ਼ےࣁள̽ਹ᯿ᅩכಷᰀኞۖᇔݷ୯̾

᧣ෆᬰᑕ ̵ਧ̽ ڋᰀኞ༙ۖᇔᶋဩᩆฃᤈۖᦇ̵̾ښ զ݊Ԥഔᄂሐᄂᷣᰀኞۖᇔ̵ᩳ ᐺ݊ᶋဩᕪ០ᇌᒵᰀኞ༙ۖᇔԾ̵ߝ

ᰀኞۖᇔᔺᙙᄍၚۖӧᥢӣय़ᑱڊᳯ᷌ᬰᤈᖓݳෆလ̶2018ଙ ಷૡכ୩ᳩኞኞᇔےԭى̽ݎܱلېᴺۓ10์҅

֢ጱᥠ ̾ڊ ਫ̔ෞզӾẎ ᳩ̵Ẏ ᳩ̵ԅդᤒጱቊᑑᄺܧኞኞᇔಶමכಷᤈۖ զ̔כಷᳩၞऒጱኞᇔग̶़

ŉᖖݳਹၹ၇ੴᒵग़᮱ᘶਹӱੴ̵ಷ᮱̵כӤଙचᏐӤ҅ሾहࣁጱᓕቘොᶎ҅2018ଙ҅܄ಷכ 2018Ŋᛔ

ᆐכಷ܄ፊ༄ັӫᶱᤈۖ҅قᶎഭັق 469ӻਹᕆᛔᆐכಷ܄ 847ӻᕆᛔᆐכಷࣁਂ܄ጱᑱڊሾहᳯ᷌҅ࣙګ٬

ྊధ॒Ꮘࣕᛔᆐכಷ܄ኞாሾहጱᬲဩᬲᥢᤈԅ̶

ጱୌᦡԞ᭑ྍവᬰӾ̶2017ଙࢮلਹ 9์ӾوӾ।ۓ̵ܱلېᴺݎܦܱلېԧ̽ୌᒈਹګ֛ࢮل֛ොໜ̾҅ຽ

5
Ӿሾلכፅᕟᕢૡ֢ᶾऒጱଙଶ
ໜֺى̵ૡ֢ಋဩՕᕨ݊ፘݎ

5.1��ኞாכಷ �ᇔᐿכಷҁ۱ތӫ᷌ғኞᇔग़لᕅ̵ᄺܧᰀኞ༙ۖᇔᴬᩆฃل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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ப፳౯ਹګ֛ࢮلᬰفਫᨶᴤྦྷ̶2018ଙ Ҕ2018ଙ̾ښ֛ᥢࢮلਹදᶹԧ̽ӣრݎ1์҅ 10์҅ᐔᬳઊ

ਹࢮلᓕቘੴय़ᆢሞਹࢮلᓕቘੴ೯ᇈ౮ᒈ̶ᛗྌ҅౯૪ᕪୌᒈ᩸۱ೡӣრਹࢮلᓕቘੴ̵ӳ۹ᡡᨣਹࢮلᓕቘ

ੴ̵ᐟ١ຝਹࢮلᓕቘੴٖࣁጱ 5ӻਹࢮلᓕቘ̶

ྌक़҅ᬮग़ᐿ୵ୗጱፊၥӨᑀᎸૡ֢҅ݎݸضԧ̽Ӿኞᇔग़ᕁᜋݷ୯ńńṛᒵ༙ᇔ̾ܫᦧಸ̽ޞӾ

᮱ᳪԞፘᖀىፘݱᇔᕁጼԡ̾ᒵᇔᐿᖫፓபԡ̶ۖܧᄺᎸᑪ̵̽Ӿىᒵፘޞᦧಸ̾ܫ୯ńᚊ༚ۖᇔݷኞᇔग़ᕁᜋ

ԧݱᛔᶾऒᇔᐿᩒრᑀᎸӨፊၥૡ֢҅ୌᒈԧፘଫጱፊၥᗑᕶ֛ᔮ̶ 2017ଙ҅ኞாሾह᮱ܖՂሾहᑀᎸᑪಅݎԧ

̽2017ଙقኞᇔग़ᥡၥಸ̾҅ݎ 13ᶱኞᇔग़ᥡၥದ҅ڞ୵౮ࣁᴬӤٍํӞਧߥጱقኞᇔग़ᥡၥ

ᗑᕶҁChina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ᓌᑍ China BON҂̶ᧆᗑᕶጱୌᒈຽப፳౯ྍڡୌᒈԧኞᇔग़ᥡၥጱದ

ਖ਼᩸کஉय़ଆ̶ۗ

�������ሾכᕟᕢࣁᇔᐿכಷᶾऒӾጱ֢አ

ሾلכፅᕟᕢࣁਯරၚ̵ۖᑀᎸፊၥ̵ᐒ܄ኞᦇᒵොᶎӧෙറᔱ҅ଚࣁᒽ̵لռ݇Өᒵොᶎഀݎ፳᯿ᥝጱ֢አ҅

ฎכಷૡ֢ጱ᯿ᥝᤑ꧌ێᰁ̶

1.	 直接开展保护行动：民间环保人士基于本地情况，开展打击盗猎、拆除鸟网、日常巡护等基础工作。比如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自成立以来，在北京周边开展野生动物的巡护工作。让候鸟飞的志愿者开展查处鸟网、

打击盗猎的活动。

2.	 监测与科研：开展这部分工作的民间组织通常会与专业的科研团队、研究部门、高校等合作，针对某一地

区或者某一特定物种的监测与研究工作。比如，绿色江河与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合作，通过布

设红外相机的方式，对雪豹进行为期 10 年的跟踪调查，了解长江源地区的雪豹种群情况。近年来，公众

已经成为开展环保工作的重要力量。环保组织以“公民科学”的方式，让自然爱好者参与到研究、监测中。

比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于 2016 年上线自然观察 APP 和网站，采用公众上传物种信息，专家鉴定的方式

带动普通大众参与物种数据收集。此外，还以招募科学志愿者的方式为公众提供参与物种监测的机会。

3.	 公众教育：民间组织开展公众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社区范围内的一是针对保护地社区的宣传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公众开展教育工作。比如，鸟兽虫木通过开展生态旅行的方式，带领家长及孩子了解物

种的生存环境及现状。

4.	 社区保护：很多民间组织在开展物种保护工作时，都以社区作为切入点，充分利用社区的力量，开展物种

保护工作。然而，社区居民的环保意愿和保护能力与自身的经济水平关系密切，因此，这部分的工作大多

会涉及社区生计问题。比如，荒野新疆在开展雪豹保护工作时，在做好雪豹保护宣传工作的同时，还与当

地政府协商建立雪豹补偿基金，环节人与雪豹的冲突。广西美境自然帮助渠楠白头叶猴保护小区建立自然

教育基地，接待冬令营夏令营活动，在做环境教育的同时提升村民生计。

5.	 政策倡导：当发现政府的行为会对物种生存造成威胁时，民间组织会采取多方合作的方式，以相关研究为

基础，游说政府，开展政策倡导工作，保护物种不受威胁。比如，绿色江河编撰的“烟瘴挂植物和植被调

查报告”、“烟瘴挂峡谷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报告”使得青海省政府明确表示不会批准在烟瘴挂水电

站建设项目。	



38   I   2018-ሾहᩒۗᘏᗑᕶҁCEGA҂ಸޞ

�������ሾכᕟᕢَࣳໜֺٌ݊౮ප

ઊᛔᆐሾכӾஞғᵪᨣכಷᗑᕶ

机构成立于2007年，扎根于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三江源和西南山地（青海、云南、四川、甘肃、陕西），

工作分为社区实践、科学研究、价值传递三个模块。首先协调当地创新实践基于社区的保护模式，使生

态保护融入当地的文化价值与经济生活中。同时长期开展以保护为导向的科学研究及生态监测，评估生

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价值和面临的威胁。山水同时希望成为自然与城市公众之间的桥梁，让公众认可生态

机制，共同支持当地社区成为有力的自然家园守护者。

ᵪᨣכಷᗑᕶ

2015 年，雪豹保护网络由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首届玉树雪豹论坛上，

联合众多的雪豹保护机构共同发起，以线上交流和线下培训、论坛、小额赠款为

主要方式，搭建中国雪豹研究与保护的沟通交流平台。2016 年，网络成员发布《雪

豹调查技术手册》。2018 年，为响应《国际雪豹保护深圳共识》的号召，网络成

员发布《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报告 2018（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汇集多家机构

成果和多方意见的尝试，试图用标准、可量化的方法综合各方信息，对中国雪豹

调查与保护的现状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

ᗦहᛔᆐғכಷ໗ᥜܖኞாᔮᕹ

美境自然全称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机构希望通过提高当地人的保护能力和促进公众参与来

有效保护广西西南部喀斯特生态系统以及北部湾滨海生态系统。

ኞாᔮᕹܖಷ໗ᥜכ

项目针对的是广西地区具有全球重要价值的生态系统——以濒危特有灵长类和植

物为代表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由于这里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是南方集

体林区，许多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都在现有保护区之外，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存

在许多冲突。美境用市场手段，使社区从保护中受益，并提高其自治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推动物种保护工作。在渠楠白头叶猴保护小区，美境指导社区居民开展

集体巡护、科学监测等工作，并成立自然教育基地，接待夏令营冬令营等自然教

育活动，让社区在保护中受益。在政策层面，机构推动广西及国家层面对社区保

护地的法律认可，2017 年 12 月，美境发布《社区为主体的广西自然保护小区建

设指南（第一版）》，为广西其他保护小区的建立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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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ݎ�������

ኞᇔग़כಷ᭑ྍکݑ᯿ᥤ҅ਹጱኞா֛ګදᶐ̵ਹګ֛ࢮلጱୌᒈ҅ᕳሾכᕟᕢ݇Өਹဩဩᥢጱګਧ̵ಥ

ള๐ۓᒵ׀ԧᜉঅጱ̶᭬ݶ҅ሾلכፅᕟᕢࣁૡ֢҅ᵱᥝӨٌ՜ᐒտԆ֛ྲ̶֢ݳইᑀᎸፊၥ̵൫ୌԻ

ၞᗑᕶ̵֢ݳၚۖᒵ̶

ดڈಷૡ֢Ӿጱ֢አכᇔᐿࣁ܄ᐒ࿆ل ሾ̶כᕟᕢᥝ꧌ړ᯿ᥤ࿆لጱێᰁ ᭗̔ᬦلռ ப̵ౄᘏङِ ᑀᒵොୗ̵࿆҅ل

ԅฦ᭗य़ռ݇׀Өᇔᐿכಷૡ֢ጱտ҅ݶ꧌لഀݎړռጱፊێᰁ҅ፊ̵մӱጱᤈԅ҅ԅכಷૡ֢כ׀ᵑ̶ࣁ

ᩒრᵙզᥟፍጱ҅܄ሾلכፅᕟᕢݢզ꧌ڥړአᐒ܄ጱێᰁ҅റᔱᐒݎ܄Өᇔᐿכಷଘᤍݎጱཛྷୗ҅ඪ೮ᐒ܄ጱሾ

೮ᖅኞᦇᒵᶱፓ̶ݢᰁ҅ᰀኞۖᇔಷ̵ێכ

�������ӫ᷌ғኞᇔग़لᕅ&%'�

̽ኞᇔग़لᕅ̾(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 ҅ฎӞᶱכಷቖኞᇔᩒრጱᴬلᕅ҅ԭ 1992ଙ 5

์ 22෭ٖࣁᗔླᘶݳሾहᥢښᗟ᩸ݎጱᳵ᧨ڣާտᒫӠེտᦓӤ᭗ᬦ 2҅1993ଙ 12์ 29෭ྋୗኞප҅ፓํڹᖩᕅ

ොو 196ӻ य़տҁCOP҂̶ᕅ̾ጱ๋ṛ٬ᒽฎᖩᕅل3̶̽

وቘጱොୗݳଘلአҔӣฎ҅զڥ೮ᖅݢጱړಷኞᇔग़Ҕԫฎ҅ᖌಷኞᇔग़ᕟ౮౮כᕅํӣय़ፓຽғӞฎ҅ل

Ձ᭳փᩒრጱࠟӱڥፅٌਙ୵ୗጱڥአ 4̶ፓلࣁ҅ڹᕅຝӥ୵౮ԧ̽ܜरᩱᕑኞᇔਞقᦓਧԡ̾ى̽ԭ឴᭳ݐփᩒრ

ᦓਧԡ̶̾ݘݷՁጱړణፅ

ᦓᒵᥢկ̵ܖ̵ڞٵ̵ښጱૡ֢ᦇڜᕅᬮ᭗ᬦԧӞᔮل , ইᒫ 10ེᖩᕅय़տ᭗ᬦጱ̽2011–2020ኞᇔग़

ኼᦇ̾ښ(۱ೡŉᆽᎣኞᇔग़ፓຽŊ)҅ԅقቖኞᇔग़ᥢښԧ᠗̶ࢶ ᆽᎣፓຽڊԧԲӻኼፓຽ҅ڦړԅғ

	· 采取法律和政策措施，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府和社会工作的主流，从根本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

	·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

	·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化，改善生物多样性现状；

	·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的人类福祉；

	· 通过制定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执行工作。

चԭᒫࢥᇇ̽قቖኞᇔग़๕̾ಸޞҁಗᤈ̽2011-2020ଙኞᇔग़ᛔᤈኼᦇ̾ښಅݐᬰጱӾ๗ᦧ҂҅

ᡱᆐӮኴݱݐԧեՈἩᛩጱഷෞ҅զݱࣁӻ੶ᕆᥴ٬ኞᇔग़ӹ०ᳯ᷌҅֕ฎᝑೲᆙྌݎ۠҅ᬯԶഷෞਖ਼ӧ᪃զই

๗ਫሿŉᆽᎣኞᇔग़ፓຽŊ̶5

Ӿԭ 1992ଙ 6์ 11෭ᓋᗟᧆلᕅ҅ฎ๋̽فےኞᇔग़لᕅ̾ጱਹԏӞ̶Ӿᑌຄઆᤈ̽ኞᇔग़لᕅ̾

ٌ݊ᦓਧԡ҅ࣁኞᇔग़כಷොᶎݐԧᦜग़ᑌຄጱᬰ҅ݎਫෞӞᔮڜኞᇔग़כಷᥢګ҅ښਧԧ̽ኞᇔग़כಷ

ኼӨᤈۖᦇҁ2010-2030ଙ҂̵̾̽ᘶݳኞᇔग़܈ଙӾᤈۖොໜ̾ᒵկҔଚے୩כಷ֛ᔮୌᦡ̵വۖኞᇔᩒრ

ጱݢ೮ᖅڥአ̵य़ێኞहכಷӨ௩̵॔വۖلռ݇Өᒵ 6̶౯ࣁ 2015ଙ૪ᬡݱکᔄᴭऒכಷ܄ᶎᑌܛᴭࢿᶎᑌጱ

18%҅ڹਠ౮ԧلᕅᥝጱک 2020ଙᬡک 17%ጱፓຽ̶

2、资料来源：https://www.cbd.int/history/

3、资料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 生物多样性公约 /1529928?fr=aladdin

4、联合围 . 生物多样性公约 [J]. 世界环境 , 1992(4):6-11.

5、生物多样性公约 .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4[R].2014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 [M]. 中国环境出版社 , 2014.



40   I   2018-ሾहᩒۗᘏᗑᕶҁCEGA҂ಸޞ

ᬤՔԅྊ̽لᕅ̾૪ᕪݟԧ 13ེᖩᕅොय़տ҅ᒫ 13ེᖩᕅොय़տڊԧ̽ࣔਯ̾, ᬰኞᇔग़Ԇၞ۸҅ڊ

ԧ᭗ᬦኞாᔮᕹ௩॔Ꭸ๗ᤈۖᦇښҔᒫ 14ེᖩᕅොय़տҁCOP 14҂ਖ਼ԭ 2018ଙ Ҕᒫݟइ݊ဉঢဉնᩱࣁ11์ 15ེᖩᕅ

ොय़տҁCOP15҂ਖ਼ࣁ 2020ଙࣁӾݟ҅ਖ਼ਭᦓଚ᭗ᬦኞᇔग़ 2050ౄวኼፓຽ2030–2021̽ኞᇔग़

ኼᦇ̶̾ښ

�������ӫ᷌ғᄺܧᰀኞ༙ۖᇔᴬᩆฃلᕅҁ&,7(6҂

̽ᄺԁᕷᐿᰀኞ༙ۖᇔᴬᩆฃلᕅ̾ҁ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ᓌٟ̔ԅ CITES Ӟ̔ᛱᑍԅፐᶷلᕅ҂̔ ᧆلᕅ 1973ଙ 6์ 21෭ࣁᗦḒፐᶷᓋᗟ ԭ̔ 1975ଙ 7์ 1෭ྋୗኞප̶

ᦤጱොୗݢᕆӨᦜړ᭗ᬦᇔᐿࣁᕅҁCITES҂لፐᶷ ̔ᓕګᰀኞᇔᐿጱᴬᩆฃ ̔ᘒᬡکᰀኞᇔᐿ૱ጱݢ೮ᖅڥአ 7̶

ፓڹፐᶷلᕅํو 183ӻᖩᕅ҅Ӿԭ 1980ଙ 12์ 25෭فےԧᧆلᕅ҅1981ଙ 4์ 8෭Ӿྋୗኞප 8̶

୭ᔄ౮ӣᶱᴫ୯҅ᴫ୯ݢᴬᩆฃᇔᐿጱګᕅਖ਼ᓕل Iጱᇔᐿԅᝑٚᬰᤈᴬᩆฃտᛘᅋᕷጱ༙ۖᇔ҅กᏟᥢਧᐬྊٌ

ᴬጱԻฃҔᴫ୯ IIጱᇔᐿڞԅፓڹ෫ᅋᕷܧ҅ᓕٌګᴬᩆฃጱᇔᐿ҅ᝑՖᶎԁᩆฃܴ҅ێ෧ᗭᰁᖀᖅᴳ֗҅ڞਖ਼ٌ܋

ᕆفᴫ୯ I̶ᴫ୯ IIIฎݱᥤٌٖᵱᥝ҅܄ऒᓕګᴬᩆฃጱᇔᐿ 9̶ሿᤈᴫ୯ᇔᐿහᬡکԧᕅ 35600ᐿٌ҅Ӿۖᇔᕅ

5600ग़ᐿ༙҅ᇔᕅ 30000ग़ᐿ҅Ӿ᩻ํᬦ 2000ӻᇔᐿᤩفڜᴫ୯̶

य़տಭᐥ٬ਧጱ̶ฎᖩᕅܨ୯ݷᕅጱᴫ୯ᇔᐿلӞེ҅ᧆېӣଙԈکय़տ҅य़տྯᵍӷଙᕅ๋ṛ٬ᒽฎᖩᕅل

ֺই 2016ଙ ጱᒫݟᶋܖࣁ9์ 17ེᖩᕅොय़տӤ҅ᑯઊከંӥ 8ӻᐿق᮱܋ԅ CITESᴫ୯ I҅ਠقᐬྊᴬᩆฃ҅2017

ଙ 1์ 2෭٬ᦓྋୗኞප 10҅౮ԅᧆᇔᐿכಷጱ᯾ᑕᏧԏӞ̶

ኧԭلᕅଚ෫ಗဩጱᚆ҅ێಅํᧆلᕅጱྃᵱᥝٖݱဩጱᯈݳവ̶ۖ໑ഝᒫ 17ེᖩᕅय़տጱᩒා҅ፓڹ

Րํӣ౮ᖩᕅԻԧັ឴ᰀኞۖᇔጱፘىහഝ̶CITESᩆฃහഝପᩒාดᐏ҅2010-2014ଙ҅CITESಗဩ឴ັو 64000

ग़ݝၚ֛ᰀኞۖᇔ̶ഝᦇ҅قቖྯଙ؎ሐᄺܧᰀኞۖᇔጱᶋဩᩆฃ᷐ṛᬡ 80Պᛗ 100Պᗦ̶ز

Ӿلفےᕅ1982҅ݸଙӾᑀᴺ౮ᒈᄺܧᇔᐿᑀާտ֢ԅઆᕅጱᑀ҅ਹӱੴᄺܧᇔᐿᬰݗڊᓕቘې

ਰ֢ԅઆᕅጱᓕቘҔ2006ଙل 9์ 1෭ᶹ̽ӾՈ࿆وᄺܧᇔᐿᬰݗڊᓕቘֺ֢̾ԅઆᕅጱਹဩᥢ 11̶

7、资料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 华盛顿公约 /909827?fr=aladdin

8、资料来源：http://www.trafficchina.org/node/4

9、资料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 华盛顿公约 /909827?fr=aladdin

10、资料来源：http://news.ifeng.com/a/20170215/50694098_0.shtm

11、资料来源：http://www.cites.org.cn/page/abou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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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ኞாכಷ �༏̵ក̵ܻლכಷҁ۱ތӫ᷌ғঢ៣ਫ਼لᕅ҂

�������ᶾऒ༷ᥦ

ҁӞ҂༏ᩒრ

༏ᩒრ҅۱ೡ༏̵๙̵զׁ݊ಓ༏̵๙̵ኞਂጱᰀኞۖᇔ̵༙ᇔஙኞᇔ҅ࣁᴠᷚࢴဉ̵දࢿ࠺ॉ

ᒵොᶎഀݎ፳ӧ๊ݢդጱ֢አ҅ଚӬᖌ೮፳ቖᤒᶎኞாࢻጱଘᤍ̶ԭ༏ᩒრጱכಷݢ೮ᖅڥአ૪ᕪ౮ԅݱጱوᦩ̶

2017ଙ᭗ᬦጱ̽ ᘶݳ༏ኼᥢښҁ2017-2030ଙ҂̾ ԅ̔༏ጱݢ೮ᖅᓕቘ׀ԧقቖຝ ౯̶Ԟ᭑ྍୌᒈ᩸զ̽ ༏ဩ̾

ԅԆ֛҅ग़᮱ဩဩᥢԅᤑ꧌ጱӱဩ֛ᔮ҅ଚӧෙਠ̶࠺

ग़ଙ҅᭗ᬦय़ێ༙᭜̵ӧෙے୩༏ᩒრጱכಷᓕቘ҅౯༏ᩒრݐԧᳩ᪃ݎ̶౯༏ᥟፍሲኧෛ

Ӿ౮ᒈڡ๗ጱ 8.6%ṛک 21.66%҅༏ᶎᑌᬡک 2.08Պلᶯ҅Ոૡਂכᶎᑌᬡ 6933ӡلᶯ҅ӮኴḒ̶֖֕ฎ҅౯

ժᵱᥝ፡کᰁӧ᪃̵ᨶᰁӧṛ̵ړӧ̵ۑᚆӧ୩ጱᳯ᷌๚ک໑ᥴ٬҅༏ᩒრጱ֛ᇫ٭ᬮᵙզჿ᪃ᖌಷਹኞ

ாਞقጱᵱᥝ̶ 

ҁԫ҂កܻᩒრ

កܻฎՐེԭ༏ጱᒫԫय़ኞாᔮᕹ҅ಥ፳ᴠᷚࢴဉ̵႗ِრ̵ᖌಷኞᇔग़ᒵۑᚆ̶កܻԞฎ౯ᶎᑌ๋य़ጱ

ᴭኞாᔮᕹ҅ᥟፍ፳ 2/5ጱ҅ࢿកܻኞாሾहىᔮ౯ጱኞாਞ̶ق

ᳩ๗զ҅ኧԭក̵ܻ᩻ᬦଶ̵ݎ࿈ݒײำᒵࢩᔰ҅౯ ᯿ଶᭅᑕଶጱᭅ۸҅Ӿଶݶሿӧڊጱॠᆐកܻݦ90%ૢ

۸ᬡک አॠᆐកܻྯଙզڥݢ30%҅ 200ӡلᶯጱ᭛ଶᭅ۸҅ងᄏ۸ᶎᑌӧෙी̶ے

ᬪଙ҅ਹࣁកܻכಷૡ֢ݐԧӞԶ౮ᖂ̶ࣁᭅᘗᬮកጱᒽӥ҅2003ଙਘॕقࣁሲضਫᤈ܄قऒកܻᐬᇓᙙ҅

ᛗՔ܄قᭅ۸កܻᶎᑌٺԧ 640ӡՀ҅ဉ۸ᶎᑌٺԧ 210ӡՀ̶ਹӱកܻੴلහഝดᐏ҅قॠᆐកܻẌក

Ծᰁᬳᖅ 7ଙ᩻ᬦ 10Պ҅ފਫሿᑞӾํी̶2017ଙកܻᖓ༙ݳᤩፍଶᬡ 55.3%҅ 2011ଙṛ 4.3ӻጯړᅩ̶ ֛֕Ӥ

፡҅౯កܻኞாੴ᮱ද̵࠺֛௶۸ጱ۠๚ک໑ಜ҅កܻᇓ܄ՐՐݎጱՖᆐړ܈ᑱ̶ڊ

ҁӣ҂ლᩒრ

ლฎᤒᬦლᕪଉᑌ̵ኞᳩლኞᇔጱ҅܄ᤩ౮ԅŉቖԏᙟŊ̶ ლٺํၒာᄂ̵ᷴ׀አᩒრᒵ֢አ̶

ᆐᘒ҅ኧԭᩒრጱᬦଶڥአ̵उ૱ಘୟᒵܻ҅ࢩლጱӹ०᭛ଶՖᆐள҅໑ഝਹӱកܻੴӾᑀᴺᒵጱፊၥ

ᕮຎ҅ࣁᬦ݄ጱӻӮᕉ᯾҅Ӿ૪ᕪഖ०ԧ 53%ጱჅଃᄄၹლ73̵%ጱᕁ 80%ጱተᐉ҅ლכಷૡ֢ڰӧᖨ̶

य़զك܈ य़ےଶ᭑ྍێಷכጱਹԭლ̔ 2̶015ଙ Ӿ̔।ݎጱ̽ ኞாก֛ګදᶐ֛ොໜ ̾ڊୌᒈლכಷ̶ګ

2016ଙۓᴺܱلېᶹԧ̽ლכಷ॔ץොໜ̾҅ᑱڊԧኞாսض ڞጱܻضಷսכ , , ᥢਧԧლᕹӞܐ᧣Өړ᮱ᳪᕮݳጱ

ლכಷᓕቘ̵֛ګლכಷፓຽᨱձق؋̵ګლፊၥᦧհ֛ᔮ̵ਠ࠺ლכಷכ॔ץᵑګᒵٖ҅ຽப፳౯ლכಷ

ኧŉಶමכಷŊکŉقᶎכಷŊ̶ლԞḒེᤩᕑڥࢿ̽فአሿᇫړᔄ̾ෛຽ҅ࣁኚᘾ̵ਘॕଘᑞവᬰლԾᏟᦶᅩ҅

กᏟਖ਼᯿ᥝლᕑفԧኞாכಷᕁᕚ̶ࢱ 

�������ᒽ݊ਫ᪢ᬰ

ࣁಷૡ֢Ӿ҅ಥ፳Ԇᘏጱᜋ̶כ༏̵ក̵ܻლࣁ 2018ଙጱۓᴺදᶐ҅ݸፘىૡ֢Ԇᥝኧਹӱ

កܻੴᬰᤈᓕቘ ෆ̔ݳԧܻਹӱੴᘳᨱ ١̵ӱ᮱ጱកܻፊᓕቘᘳᨱ զ̔݊ࢿᩒრ᮱̵֘ ୌ᮱ ̵ڥ᮱ᒵጱᛔᆐכಷ̵܄

ᷚวݷᙯ܄ጱᓕቘᘳᨱҔᨮᨱ༏̵ក̵ܻლᩒრጱፊᓕቘ҅༏̵ក̵ܻლ̵ងᄏᴭኞᰀኞ༙ۖᇔᩒრۖாፊ

ၥӨᦧհᒵ ଚ̔ᦡํ༏ᩒრᓕቘݪ ក̵ܻᓕቘݪ ლ̵ᓕቘݪᒵӫᳪ᮱ᳪ զ̔݊܄ᦡᗝ 15ӻ༏ᩒრፊӫާېԪ॒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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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ଙ҅ፘىᒽਫ᪢ํইӥᬰғ

	· 滨海湿地保护：2017 年 1 月，国家海洋局印发《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这是我国首个专门关于

海岸线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弥补了我国海岸线管理的空缺，为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滨海湿地保护、构建

科学合理的自然岸线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

海的通知》，提出严控新增围填海造地，完善围填海总量管控，取消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除国家重

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也再次完

成修订。

	· 国家公园：2018 年 10 月，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至此，我国已经建

立起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内的 5 个国家公园

管理机构。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将实行 严格的保护制度，强化对祁连山冰川、湿地、森林、草原等的

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建立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强化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状况监测与监管，

有效保护祁连山生态系统安全。

	· 重点生态功能区：2007 年，环保局发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中央财政设立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并不断加大力度。转移支付资金已从 2010 年的 249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627 亿元，

2018 年将达到 721 亿元，比上年增加 15%。

�������ሾכᕟᕢࣁᶾऒӾጱ֢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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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造林营林、植被恢复。造林营林工作中，影响 大的是阿拉善 SEE 基金会，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探索出

以草原植被恢复与绿洲地下水保护为主的荒漠化防治体系。生态恢复方面，深圳绿源环保协会联合社区、

学校、企业等多方力量，修复了白沙湾区 3000 多平方米的湿地，并培养志愿者开展巡护、自然导赏活动，

每年累积有 4500 余名公众参与。

2.	 探索社区替代生计、可持续农牧业发展模式。森林、草原、湿地的保护仍然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冲突。开展这些工作的环保组织通常会将保护工作与社区生计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开展新能源替代、生

态农业、可持续牧业发展等形式，让村民在环保工作中受益，以激发他们持续参与的热情。比如，云南绿

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开展保护区周边社区低碳示范项目，支持保护区周边的贫困村开展林下经济种植、社区

管理能力培训、专业合作社以及能源替代（天阳能、节柴灶等）活动。甘肃伊山伊水在平凉市崆峒区回族

聚居的贫困乡村开展“绿色母牛银行”项目，探索出“灾害风险管理—	生态恢复—	生计改善耦合模式”，

使得十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四十多万亩草场得到恢复。

3.	 科普与倡导工作。环保组织在环境教育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讲座、游学、导览等方式实现的。伴随着

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环保组织也会通过志愿活动，比如巡护、植树造林等形式带动大众参与。松鼠学堂

与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合作开展生态导览、生态讲座、自然笔记活动，带领孩子前往保护区，实地了

解红树林、湿地保护保护的相关知识。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定期招募志愿者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4.	 交流与合作平台。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认识到多方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因此通过开展研讨会、交流会等

形式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通过建立“中非森林管理学习平台”以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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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喀麦隆、乌干达、莫桑比克等四国在木材贸易、海关政策、投资协定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促进中国与非

洲四国在可持续林业贸易和森林治理议题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并通过开展中非记者交流促进中非更多的了

解相关议题。

5.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以及环保组织能力的不断提高，为政府与环保组织合作提供了

机会。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也成为了环保组织不可缺少的工作内容。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与深圳市福田

区政府建立红树林生态公园综合管理战略合作，福田区政府将综合管理、生态保育、科普教育委托给红树

林基金会运作，是国内第一家由政府规划建设交由社会公益组织管理的生态公园。云南绿色环境发展基金

会在云南省林业厅的委托下，将 45824 亩国有林地中幼林开发出符合中国资源减排交易市场条件的森林经

营碳汇项目，通过开展森林经营，促进林木生长，改善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碳汇量。

۠݊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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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森林治理成为各国林业发展的共同诉求，推进全球森林的保护及可持续经营，促进林业在全球可持续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森林的可持续经营近年获得较多关注，这是一种为获得森林的可持续性、并在

这种状态下持续地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采取的新的经营措施。其中，生态恢复力是森林可持续

经营的重要指标，是指一片森林、一种植物或动物的种群在逆境环境中生存甚至发展的能力。一些国际组

织通过探索如何提高森林的生态恢复力来增强森林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从而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利用。

	· 此外，大豆、可可、咖啡等景观及作物的种植整个在导致热带森林的丧失，这些作物的种植占发展中国家

森林砍伐的70％以上，这些森林砍伐往往是非法的，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打击非法森林贸易也值得关注。

ҁԫ҂កܻᩒრ

	· 草原的保护一方面要减少畜牧超载、植被退化，减少开发导致的污染，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畜牧业转型升级，

以及利用草原传统文化等，实现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相关内容仍需各方进一步探索。

ҁӣ҂ლᩒრ

	· 湿地恢复工作将是湿地保护的重点。2018 年，“湿地修复与全球生态安全”主题论坛上，林草局局长李

春良指出，我国湿地恢复工作下一步要把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把高质量

的湿地生态系统作为美丽中国的重要标志，力争到 2020 年，全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亩，湿地保护率达

50%，到 2035 年，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 湿地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环保组织有机会参与到湿地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中。

�������ӫ᷌ғঢ៣ਫ਼لᕅ

ঢ៣ਫ਼لᕅقᑍԅٍ̽ํᴬԎጱლ҅ᇙڦฎ֢ԅᐷ௳ጱლلᕅ̾ҁ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ࣁ 1971ଙ 2์ጱն๔ঢ៣ਫ਼ŉლ݊ᐷכಷᴬտᦓŊӤྋୗ᭗ᬦ҅1975

ଙ 12์ྋୗኞප̶ྯӣଙӞེᖩᕅտᦓ҅ਭᦓݱლሿᇫכಷၚۖጱํىಸޞᶼᓒ̶

໑ഝلᕅᦇ҅ቖӤ 64%ጱლࣁ 1900ଙݸၾ०ٌ҅ӾԵၖጱྲֺๅṛٖ҅ᴭლၾ०ጱ᭛ଶྲᄄၹლๅள̶ᬯ

Өֵࢿአํ١҅ىӱ̵ኻᇓӱጱݎ҅ପ̵न̵ࣜჀᰁጱၞ҅မધ݊ၹધ܄ጱचᏐᦡෞୌᦡ҅ᑮ࿈̵ጱວ

݊០ِ۸ᒵ᮷ଃԧლጱၾ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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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አლڥզ๗೮ᖅٖࢱኞாᔮᕹጱӧഖਸ਼ლࣁ҅ڞአŊҁwise use҂ԅܻڥŉกฬಷכᕅ̾Ԇୟզლل̽

Ԇᥝ۱ೡғᖩᕅํԎۓਖ਼हٖᛗ݊ӻզӤጱํᴬ᯿ᥝԎጱლفڜლ҅ܔݷଚےզכಷҔᖩᕅଫ໑ഝጱګ

ଶಅጭᦕጱლᬰᤈכಷᓕቘ҅ଚٌࣁኞாᇙݎኞ۸ݒݻᑃԡ॒ಸ̶ޞ

౼ᛗ 2014ଙ ૪ᬡᕅᖩᕅل1์҅ 168ӻ҅ํو 2333ࣘლᤩفڜᴬ᯿ᥝლݷ୯҅ᶎᑌᕅ 2.5Պلᶯ̶౯ᛔ

1992ଙفےლلᕅզ҅ک 2018ଙ૪ਧᴬ᯿ᥝლ 57ࣘ҅ᶎᑌ 695ӡلᶯ̶ፓڹ᯿ᥝლ๋ग़ጱਹฎ 170

ߵᥜूࣘ ᶎᑌ᩻ᬦಷლכݑ142ࣘ҅ ᴬࣁᗔේᒵ̶2018ଙ҅אຎ̵ڟ೭य̵़ԑ̵ےᖌԵ̵ڥਹํቄᶯጱلӡ܉1

ლلᕅᒫ 13ེᖩᕅොय़տӤ҅Ӿଉ̵ଉᆧ̵ӳ០̵ߢਫ਼ᄄ̵ၹ̵ݗᱷ 6ਹउ૱فقቖḒಢጱ 18ਹლ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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य़֛ݢզਖ਼֛ࢴଳᇔጱᐿᔄړԅӣय़ᔄ҅ܨғૡӱ֛ࢴଳᇔ̵ኞၚ࣯ܧᴾଳᇔ̶ኞၚ࣯ړԅउ૱ኞၚ࣯

١ኞၚ࣯Ҕૡӱ֛ࢴଳᇔฎૡӱኞၚӾԾኞጱ֛ࢴଳᇔ҅ইୌᒺଳᇔૡӱଳჂҔܧᴾଳᇔฎӞԶٍํᚣᡴྰ

ᚆड़ሾहզ݊ՈԾኞӧڥߥጱଳᇔ҅܅ዌ̵࣯۸យߝզ݊ӧ౮ۑጱਫḵߝګ᮷ฎܧᴾଳᇔጱդᤒ̶

֛ࢴଳᇔጱଉᥠ॒ቘොဩฎܣኞऴई̵ᆋᅹञᙑ̶ܣኞऴईጱଫአ๋ଠ҅ಅܛතᬩᰁጱྲֺԅ 60.32%Ҕᆋᅹڞզဠ

ၹ܄ԅԆ තᬩᰁྲֺጱ̔ܛ 37.5%Ҕञᙑጱපຎஉঅ҅֕ አֵೠ܄ڦӻํݝ ੴ̔ᴴय़ ܛතᬩᰁጱྲֺӾ̔ࣁ 2.18% 

̶

ᵋ፳उ꧒ኞၚ࣯෫ਸ਼۸॒ቘದጱ෭Ⴙ౮ᆧ҅उ꧒ኞၚ࣯ጱතᵞ̵ᬩᬌ̵॒ቘ॒ᗝޝሿইӥݎ۠ғړᔄතᵞ̵

ᬦᑕᓕቘقݻ۸҅ᓕቘᥢ۸҅᭑ྍزᰁ۸̵ᩒრ۸̶֢ӱ૱۸̵ಭᩒग़ٺԭਫሿ෫ਸ਼۸̵ڥᔄ॒ቘ॒ᗝ҅զړᔄᬩᬌ̵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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Ŏ� ૡӱࢴଳғ2013 年开始，在国家加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下，工业固废的生产量有所下降，2016 年我国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0.9亿吨，较上年同比下降5.53%，在《中国制造2025》、《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规划》等政策颁布实

施的影响下，2017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进一步下降至29.41亿吨 12。根据环保部2017年11月发布的《全

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6 年，214 个大、中城市工业固体废物的生产量为 14.8

亿吨，占全国工业固废产生量的 5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利用处理总量的 48%，处置、贮存分别

占 21.2% 和 30.7%，综合利用仍然是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途径。

Ŏ� ኞၚ࣯ғ2016-17 年城镇生活垃圾方面系列规划和方案出台后，至 2017 年 9 月底，全国 46 个垃圾分

类重点城市有超过一半按照《方案》要求，制定了本地的实施细则，还有一些城市根据细则开始改造完善

12、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 年中国固废处理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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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体系。与此同时，2018 年 2 月，教育部联合环保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在

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教育工作，

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工作，到 2020 年底，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要达到 100%。

Ŏ� ଳғ2018ܧ 年 5 月 10 日，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	进一步加强

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的通知》，以有效防控固体废物环境风险为目标，以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为重点，摸清

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情况；分类科学处置排查发现的各类固体废物违

法倾倒问题等。生态环境部将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定期调度督导，相关问题将通过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等机

制严肃追责问责。

Ŏ� ŉ၇࣯Ŋ݊ݸᖅߥғ2017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将在 2019 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提升国内固体废物回

收利用水平。2017 年 12 月 15 日，环保部修订并印发了《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

理规定》。相关法令已对全球垃圾处理产生了连锁反应，包括多个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和泰国）已经或正

在考虑出台类似于中国禁令的措施，《巴塞尔公约》（全称为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也有可能将废塑料纳入管辖范畴，由于目前废塑料进口的主要国家都是巴塞尔缔约国，可能会对废塑料贸

易产生深远影响。

Ŏ� ࣯ᆋᅹܯғ生态环境部于2018年 3月 5日印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以

下简称《条件》），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引导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包括制定完整、细致的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案，明确参与方式、时间节点等具体要求等；

要通过在厂区周边显著位置设置电子显示屏、企业网站等途径公开企业自行监测环境信息；并要建立与周

边公众良好互动和定期沟通的机制与平台，畅通日常交流渠道	。

�������մӱ݇Өࢴଳວᴠလ

333 ཛྷୗ

	· 2016 年 10 月 11 日发布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第二条提出

进一步加大 PPP 模式推广应用力度。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PPP 模式运用较为广泛，操

作相对成熟。2018 年资管新规出台后，去杠杆化解债务风险成为重中之重，大环境下政府也对 PPP 项目

开始调整。不过，仍有多个固废项目的 PPP 项目出现，例如全国首个大件垃圾 PPP 项目——福州市大件垃

圾（园林）处置厂已招标成功，福建东飞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美城环境）牵头的联合体成功中标，获得特

许经营 30 年，处理规模将达到大件垃圾 100t/d、园林垃圾 60t/d。

ଳᇔٺ

	· 戴尔在第 51 届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公布了两项回收计划，将创建首个商用规模的全球海洋塑料

供应链，承诺 2018 年使用 16000 吨海洋塑料，到 2025 年将把海洋塑料的年使用量提高 10 倍；以及从废

弃的电子产品主板中提炼黄金，并把这些材料重新用于循环经济。

	· 乐高在 2018 年 2 月份宣布，将推出一系列以植物为原料制作的积木产品，以减少塑料污染。目前，乐高

总部公司已经给可持续材料中心投资了	10	亿丹麦克朗（约	1.65	亿美元），用于研究和测试可持续材料，

以替代目前的产品用材。并且乐高计划在	2030	年前将可持续材料用于更广泛的核心产品和包装中。

ᩒრࢧතڥ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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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黄狗是一家于 2017 年 9 月份成立的环保公司，主营业务是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环保公益项目，打造对生

活垃圾进行前端返现分类回收、中端统一运输、末端集中处理的“物联网 + 智能回收”新模式，将公众、

废品回收商、再生资源产业、垃圾处理事业单位等有机整合，打造一套完整的废品回收生态链，减少填埋

焚烧垃圾量，解决垃圾回收 后一公里的难题。

�������ሾכᕟᕢࣁᶾऒӾጱ֢አ

໑ഝྌڹጱሾلכፅᕟᕢૡ֢ᶾऒᥡಸ҅ޞचԭݳӞᖖᴺӾᵭଳᘶፑጱړᔄ҅ሾلכፅᕟᕢ֛ࢴࣁଳᇔᓕ

ቘᶾऒጱᜋํӣᔄғဳىᐒٺ࣯܄ᰁጱᕟᕢ̵࣯ဳىᆋᅹ̵ܯऴई॒֟݀ቘܯᒵ๛ᒒፊጱᕟᕢ̵ဳىᒽጱ

ᕟᕢ̶

2018ଙ҅ݱᔄᕟᕢ᮷ํࣁଧവᬰᛔ૩ጱૡ̶֢4์҅ࠔٖӞӫဳԭၹ၇࣯ᦓ᷌ጱӤၹՌჁၹ၇لፅݎӾஞᘶݳŉᐰ

ᇙሾכॹŊᕟտݎԧ̽2017ଙၹᄅ࣯ߝᇈፊၥಸ҅̾ޞ๕᭗ᬦߝᇈགጱොୗֵӤኞԾմӱဳىयා࣯ጱኞԾ

ԧកܻ࣯ېտ҅զፘ֒ጱ᪠ԆܐכኞாሾےኚݳᬰӾஞᘶಷכၹ၇̶࣯10์҅۹Ղកܻԏፑሾहٺතֵአ҅ࢧ

ጱ᱾ग़ଶقၾᩇکᕟᕢኞԾכՁ̶ӷӻၚۖ᮷֛ሿԧሾړԧՌჁጱ࣯༄ၥದکयᦞࣚ҅՜ժԞٺᇈፊၥืߝ

ෛཛྷୗ̶

۠Өݎ�������

ऴईฎŉ܈ӣԲŊ๗ᳵጱ᯿ᅩො̶ݻᓌฃञᬰفᴤྦྷ҅ऴईૡ֢ጱ᯿ᅩԅ॔ץԫེວഴ҅ګզ݊

ਂᰁ࣯ጱᖓݳෆလᒵ̶ٖ๚ਖ਼ے୩ܣኞऴईႽᄁ႖̵ऴई࿈֛ഭනႽᄋఘ٭ጱፊၥ҅զ݊ऴईፊၥԳጱᓕ

ቘᖌಷ҅ᬰᦡෞጱṛපᬡຽᬩ̶ፘىວᴠလԞᵱᥝ࿆ᳵጱፊ̶

ྌक़҅١࣯॒ቘԞ꧊2016̶ဳىଙত҅꧒࣯॒ቘጱಭف૪ᕪ᩻ᬦԧԭउ૱࣯॒ቘጱಭ2017̶ف

ଙ ጱᥠګګෛ١चᏐᦡෞಭᣟᩒ֛ڠԭى̽ݎᴺۓ2์҅ (̾զӥᓌᑍ̽ᥠ̾)҅ےள١चᏐᦡෞୌᦡྍպ҅

꧒࣯॒ቘ૱Ԟਖ਼᭑ྍݻᐒտᩒ̶꧒࣯॒ቘचᏐᦡෞጱୌᦡ̵ሾहڹ݊ߥᒒړᔄ̵ٺᰁጱਯփ᮷ํሾכᕟᕢ

݇Өጱᑮᳵ̶

�������ӫ᷌ғٺय

2018ଙ҅यාེٚ౮ԅݱኴဳىጱᆌᅩ҅4์ 22෭Ӯኴቖ෭ጱԆ᷌ԅŉᕣᕮयාວҁEnd Plastic Pollution҂Ŋ҅6์

5෭Ӯኴሾह෭ጱԆ᷌ฎŉयय٬ҁBeat Plastic Pollution҂Ŋ̶ᘶݳय़տԞԈᤈӫ᷌տᦓᦎᦞٺयා࣯ᳯ̶᷌ኧԭयා

ࢿॉ̵မၞ̵ၹ၇̵ኞᇔՈᔄጱݢ೮ᖅݎଃԧ᯿य़শᙢ҅ٺय૪౮ԅوᦩ̶

໑ഝŉयय٬Ŋ̔ፓڹጱयාԆᥝአԭ۱ᤰҁ39.9%҂̔ၾᩇߝਹꁿአߝ ਹ̵̵ٍ֛ ᙙአߝ ߝ؋̵כ ਞ̵قᴠಷአܛߝҁ22.4%҂̔

ୌᒺૡᑕҁ19.7%҂҅ҁ8.9%҂҅ኪৼԾߝҁ5.8%҂݊١ӱҁ3.3%҂̶ྯଙӮኴٖࢱयාᤢጱၾᘙහᰁฎ Պӻ҅܉5

౯ժֵአጱयාํ 50%ฎӞེጱ҅यාܛଳᇔᰁጱ 10%҅ྯଙṛᬡ 1300ӡفၞ࣯ފၹ၇̶໑ഝݎᤒࣁᑀபጱᎸ

ᑪ 13҅ྯଙᕅํ 15%-40%ጱ๚ᦊ፥॒ቘጱयා᭗ᬦမၞᒵᬰفय़ၹ҅ၹ၇यාວᨯሠ๋ग़ጱਹᛔӳԵܖԵ̶܄

ஙयා

यාଳᇔԆᥝํӷᐿ୵ୗ҅य़ࣳयාଳᇔੜࣳयාஙᔉ̶ݸᘏጱฎፗஆ 5ྺᔂզӥጱयා᷋ᔉ̶य़ࣳयාଳ

13、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7/622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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ᇔฎݢᥠጱ҅۱ߥೡᰀኞۖᇔጱօਸ̵਼܄ऒႻӱጱᕪၧഖ०҅ᘒੜࣳयාஙᔉҁஙयා҂ړԅӷᔄ҅Ӟᔄฎڡኞங

यාٌ҅౮ߝ੪ฎஙयාᔉֺ҅ই෭۸አߝӾํތጱஙयා݊यාஙቐҔӞᔄฎེኞஙयා҅ฎय़ࣳयාᇔկጱഖᘙ҅զ݊य

ා࣯ᬰفᛔᆐሾहݸᕪᬦطᆙ̵ᇔቘ̵۸݊ኞᇔᴳᥴ֢አ҅Ꮶᇆ۸୵౮ጱஙयා̶ፓڹᦊԅྲَࣳጱஙयා۱ೡᙩᐃ

ഖጱयාᔇ̵Ոૡݳ౮ᤏᇔࣁ။ႍᬦᑕӾව៧ጱஙᕃᖌ̵ᗑቖᐃഖ̵။ᤏ။Ꮹٽቐ̵ᅶ̵ᤰ᷶አጱطݎՄᇆ̵ლ૯̵

۱̵क़ᷴܕාᒵ̶ஙयාጱړ܄ऒ૪᭭݊ቖݱӻ៧҅ᬪધမ܄ݗऒکय़၇҅ᩮ᭲ၹऒ۹ܖکຄ҅ၹ၇ጱᤒ੶ک

य़၇ጱ᩻ႮႵଃ҅Ոᔄ᮷ݎሿԧਙጱ᪵ᭃ̶

2014ଙ 6์҅ᘶݳሾहᥢښᗟݎᤒಸޞ҅ڊयා࣯ྯଙԅၹ၇ኞாᔮᕹ᭜౮ጱᕪၧഖ०ṛᬡ 130Պᗦق҅زӮኴ

ጱၹ၇෭ፅکݑŉஙयාŊጱশᙢ̶ಸޞᦊԅ҅ᡱᆐֵአयාጱय़᮱ړᕪၧ౮ᛔ॒ቘयාԾߝഭනڊጱჅਰ࿈֛ಅ᭜౮ጱഖ

ਸ਼҅֕ፗളفׯၹ၇ኞாᔮᕹጱयාߝګಅ᭜౮ጱഖਸ਼ᤩŉ֗Ŋԧ̶ஙयාӨ֗០ِᕆၶኞᇔጱාᔉஆᔄ֒ᘒฃᤩٌ

൱ᷣ҅ଚํݢᚆᵋᷣᇔ᱾ݻๅṛ០ِᕆփ᭓҅ᕳኞாᔮᕹՈᔄ଼؋᭜౮ຄय़ᵌఋ̶

ੱᓕፓڹᬮဌํٍ֛ໜֺกᏟڊஙयාՈ଼֛؋ጱᷚߥᴾ҅֕ᘶݳሾहᥢښᗟ 2016ଙݎጱಸޞڊғፓڹ

ԭஙयාጱྰߥጱᎸᑪӬӧ᪃҅֕ᥝဳஙयාᤒᶎݢզޕᴫᦜग़ᕡឿ፥ឿ҅ݢզ֢ԅየܻ֛ጱ֛ᬰفՈ

֛҅ߥՈժጱ̶଼؋Ӟᛱጱ॒ቘොୗӧᚆ໑Ⴔᴻஙय҅რ१ٺयාԾኞฎ๋ํපጱېဩ̶

ፓىڹԭஙयාວጱᎸᑪԆᥝᵞӾԭၹ၇ሾह҅ᘒႨஙयාວහഝፘ܂ԓ̶Ӿᑀᴺྎ༙ᇔࢮວኞாܗॊ

ሴ՜ጱਫḵਰࢫᴚ౮ާӧෙࣁදᬰڠෛक़ጱದ҅᭑ႹࣁႨᶾऒᬰᤈஙयᎸᑪ̶ஙयාᎸᑪොݻ૪᭑Ⴙၹ

၇ᩳݻᴭय़࿈̶

౯यාጱᓕቘᒽොᶎਂࣁӷොᶎጱᳯ̶᷌Ӟොᶎ҅ޝሿग़१ᓕቘ̵ᨱӧก̵ಭفӧ᪃ᒵሿ̶౯यා࣯݊

ஙयාጱᓕቘၿ݊ሾ̵כၹ၇̵١ӱ̵֘ୌᒵग़ӻ᮱ᳪ҅ᗌਹ੶ᶎӫᳪጱᒽਞഭګଶ֛ᔮ҅๚୵౮ग़ොێݳᬰᤈ

ፊလቘ̶ݚӞොᶎ҅ӫਹժᤒᐏ҅౯ஙयාວጱፊၥӨߥᦧᎸᑪӧ᪃҅๚୵౮ํපጱଫᒽኼ̶ሿํፊၥૡ֢૪ӧ

ᚆჿ᪃ᓕቘᵱ݊ํපଫፘىᴬԪۓጱᥝ̶

ᴴयե

ᛔ 2002ଙਈےḒӻতਫෞ҅ŉᴴयեŊکՔॠ૪ᕪํ᩻ᬦ܈Բଙጱܲࣁ̶ݥᬪӷଙጱयාᅾᅩӾ҅ŉᴴयեŊԞᤩ᯿

ෛ୩᧣̶ইᙗੰԵࣁ 2017ଙ᭗ᬦقቖ๋ӸᝉጱŉᴴयեŊ҅ኞԾ̵ᲀࠓᘏֵአयාᤢਖ਼ᶎԁ๋ṛࢥଙፊᐬ҅զ݊ 3.8ӡᗦز

ጱᗖ̶ྃ2018ଙ҅ཾၖᦓտࣁဩጱේᇙේधզܴׯඪ೮ᐥහ᭗ᬦԧӞᶱ႗ፍ਼ࢱଠጱᐬྊֵአӞེयාߝګጱ

ໜ҅ک 2021ଙཾፑਖ਼ᐬྊֵአํ๊դߝጱӞེयාԾֺ҅ߝইयාޕᓕ̵Ӟེᘦल̵ᷧፏᒵҔयාኒک 2025ଙਫሿࢧ

ත 90%Ҕදݒლ૯ᕕ࿈ቖᒵԾߝጱक़۱ᤰ҅ຽกٌሾह᭜౮ጱߥগ॒࠺ቘ࣯ጱොဩᒵᒵ̶

౯य़ᥢཛྷጱŉᴴयŊতԭ 2007ଙ̽ۓᴺىܱلېԭᴴګኞԾᲀֵࠓአयාᨻᇔᤢጱ᭗Ꭳ̾ҁᓌᑍŉᴴयեŊ҂ጱਫෞ̶

10ଙ҅ŉᴴयեŊഀݎԧӞਧ֢አ҅֕ᵋ፳ள᭓̵क़ܕᒵᤈӱ᭑Ⴙᅉᆷ҅ŉᴴयեŊපຎত᭑Ⴙ୧۸̶

2018ଙ 5์ 31෭ᵭଳᘶፑݎԧ̽ŉ܈ଙᴴयեŊࠟਹಗᤈఘ٭᧣ັಸ҅̾ޞಸޞดᐏ҅ࠟߝᵭࠓಅಗᤈŉᴴयեŊ

ጱ֛ఘ٭ӧड़ԔᥡҔӧݳᥢयාྲܛ 78%҅რ१ܕࠓᬲᥢयාᤢጱఘྲ٭ฦ᭭Ҕᴻԧय़ࣳ᩻૱֜قᬳᲁڥମԅӸ໒

क़҅यාᤢතᩇپԒ๚کಗᤈҔक़ࠟܕਹक़ܕଘݣचဌํֵአݳᥢयාᒵ̶

҅ێۘݶوयՖᵱग़ොٺ

2018ଙ 7์҅̽ӾՈ࿆֛ࢴوଳᇔວሾहᴠလဩҁץᦈកໜ҂ҁᥠᑤ҂̾لݻռᥠ҅ଳयා

ວလቘํ๕ਫሿํဩ̶ׁݢ



48   I   2018-ሾहᩒۗᘏᗑᕶҁCEGA҂ಸޞ

5.4��࿈۸ݒײଫ �Ⴔ၄ᚆრ̵֗ᕪၧ̵Իฃҁ۱ތӫ᷌ғ࿈۸ݒײຝلᕅ҂

������ ᶾऒ༷ᥦ

࿈۸ݒײฎ࿈ײଘᇫாጱय़දݒᘏ೮ᖅᳩӞྦྷᳵጱ࿈̶ۖݒײ᩸࿈۸ݒײጱࢩᔰ෬ݢᚆᛔٖ᮱ᬰᑕ

क़᮱୩ᬼጱᛔᆐူۖҁॡᴡᬊ۸̵ݒᅉઊᆷݎᒵ҂҅ԞݢᚆฎኧԭՈᔄၚۖय़࿈ᕟ౮ڥࢿአጱ೮ᖅՈԅදݒಅ᭜౮

ጱҁჅਰ࿈֛Ꮬ۸ᇔ࿈წᚂጱഭන̵ڥࢿአጱ۸ݒᒵ҂̶໑ഝ IPCC๋ෛݎጱᒫԲེᦧಸޞดᐏ҅Ոᔄၚۖฎᬪଙ࿈

ৼ̶ࢩ۸ጱԆᥝݒײ

࿈۸ݒײտᛘၹଘᶎӤ̵ูᷚ܋ᄤी̵ےမၞஆၞᰁٺ̵١֢ᇔԾᰁӥᴳ̵ᛔᆐኞாᭅ۸̵ຄᒒ࿈ײᅒਸ਼Ԫկी̶ے

໑ഝӾ࿈ੴݎጱ 2018ଙ̽Ӿ࿈۸ݒײ᠗ጼԡ̾ดᐏ҅قቖݒำ۠Ֆࣁ೮ᖅ҅ᘒӾฎقቖ࿈۸ݒײጱභఽ̶܄

1951ᛗ 2017ଙ҅Ӿᤒଙଘ࿈Ⴥଘྯ 10ଙ܋ṛ 0.24Ȣ҅܋Ⴥሲṛԭݶ๗قቖଘଘ̶

ํӧ᪃̵ێ۸ጱਡᥡᓕቘᚆݒײԆᥝᶎԁᚆრᕮզᆗԅԆ̵ၾᩇཛྷୗԷᵱ̵֗ࣳଫ࿈۸Ӥ҅౯ݒײଫ࿈ࣁ

ଫ࿈۸ݒײጱᑀದଘՖᆐ៧ݸᒵ̶

������ ᒽ݊ਫ᪢ᬰ

ፓຽńń2020ଙፘྲݎӾ҅୩۸ԧᖖᜋ֗ښӣԲᥢ܈ਹ੶ᶎӤ҅౯ࣁ 2015ଙ୩ଶᥝӥᴳ ֖ܔ18%҅ GDPᚆ

ᘙᥝᴳ֗ 15%҅ᶋ۸ᎪᚆრܛӞེᚆრၾᩇጱྲ᯿ᬡک 15%҅༏ᥟፍሲᬡک 23.04%҅༏ᑌᰁᥝᬡک 115Պᒈොᔂ҅Ԇ

ᥝᩒრԾڊሲᥝṛ 15%҅Ԇᥝວᇔጱഭනᰁᥝय़ଏଶٺ҅ኞாሾहጱᨶᰁ֛ද̶࠺

ԅԧਠ౮܈ӣԲᥢښӾጱ֗ݎፓຽ҅ 2016ଙ҅ۓᴺ̽ݎܦŉ܈ӣԲŊഴګჅਰ࿈֛ഭනૡ֢ොໜ̾҅กᏟᥝݱ

ҁ̵܄૱҂ᥝਖ਼य़ଏଶᴳ֗ԫ࿔۸ഭන୩ଶᕑف܄ᕪၧᐒտݎᥢ̵ښଙଶᦇښૡ֢ಸګ҅ޞਧٍ֛ૡ֢ොໜ̶

౼ྊک 2017ଙ 6์҅૪ํ 18ӻҁ̵܄૱҂ݎԧᕆŉ܈ӣԲŊഴګჅਰ࿈֛ഭනૡ֢ොໜፘىᥢ̶ښ

2016-2017ଙ๗ᳵ҅ਹݱ᮱ᳪፘଫᖫݱګᶾऒଫ࿈۸ݒײጱፘىᥢ҅ښইૡӱ۸௳מ᮱̽ݎܦૡӱᖖᜋݎᥢښ

ҁ2016-2020ଙ҂̵̾ਹݎද̵ᚆრੴ̽ݎܦᚆრኞԾၾᩇᶐኼҁ2016-2030҂̵̾̽ᚆრݎŉ܈ӣԲŊᥢ̵̾ښ

ݎउԠୌᦡ᮱಄֘҅̾ښӣԲŊᥢ܈ෛŉڠᚆრದ̽ݎܦਹᚆრੴ̵̾ښӣԲŊᥢ܈ŉݎኞᚆრٚݢ̽ݎܦදݎਹ

̽ୌᒺᜓᚆӨᖖᜋୌᒺݎŉ܈ӣԲŊᥢ̵̾ښᑀದ᮱̵ሾכ᮱Ӿ࿈ੴᘶݎݳ̽ଫ࿈۸ݒײᶾऒŉ܈ӣԲŊᑀದڠෛӫ

ᶱᥢ̵̾ښਹӱੴݎ̽ӱݎŉ܈ӣԲŊᥢ̵̾ښӾՈ࿆ᱷᤈ̵ᱷፊտ̵ᦤፊտ̵כፊտ̵ਹຽٵᘶݎݳԧ̽ᰂ

ᣟӱຽ۸֛ٵᔮୌᦡݎᥢښҁ2016-2020ଙ҂̾ᒵկ̶

ŉᎸفڜᤩڦړഭනԻฃᓕቘֺ̾̽۸ဩ̾ݒײਹਖ਼̽ଫ࿈ጱဩဩᥢ̶2016ଙ҅ىፘ࠺ਠࣁਹԞक़҅ݚ

ᑪᶱፓŊŉᶼ॓ᶱፓŊ̶

	· 《应对气候变化法》：我国目前有《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	( 事 ) 业单位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等直接规范温室气体排放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但由于法律位阶较低

等原因，在制度设计和效力方面均受到限制。因此国家亟须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 进行顶层设计，对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进行政策激励，并对超标排放的行为进行追责，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 终确保国家提出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和峰值目标得到有效实现， 终构建以《应对气候变化法》

为纲领，以国务院条例和国务院部门规章为主干、以配套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法规为支撑的应对气候变化的

法律体系。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2011 年起，国家发改委已经在 7 个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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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7 个试点碳市场共纳入 20 余个行业、近 3000 家重点排放单位，累计成交排放配额约 2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额约 47 亿元。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深圳和湖北 7 省作为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以及四川、福建等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地区均发布了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地方规章或规范行为

文件。

قኪᤈӱ҂̾҅ݎഭනԻฃ૱ୌᦡොໜҁق̽ݎܦදݎਹԻฃӥचᏐ̶2017ଙ҅قऒᦶᅩԅ܄

ഭනԻฃ֛ᔮྋୗ̶ۖސ౼ᛗ 2017ଙବ҅ق૱Ḓಢᕑفᕅ 1700ਹݎኪᤈӱմӱ҅ഭනᰁ᩻ᬦ 30Պފԫ࿔۸̶໑

ഝྌොໜᥝ҅2011ଙզ܄ऒԻฃᦶᅩጱ܄ਖ਼ᒧݳկጱ᯿ᅩഭන֖ܔ᭑ྍᕑقف૱҅ਫᤈᕹӞᓕቘ҅ک

2019ଙقԻฃᕣਖ਼ᬰفᦶᬩᤈ̶̽ഭනԻฃᓕቘֺ ਖ਼̾զᒈဩጱ୵ୗᏟਧഭනԻฃጱګଶፓຽ ̔ഭනᦜ̵ݢ

ᥢਧ̶ڊ؉ဩᨱձᒵ̵ۓԎڥොጱݱᯈ̵Իฃ̵ᓕቘ̵Իฃړ

������ մӱ݇Ө࿈۸ݒײଫ

մӱฎ࿈۸ݒײᒽኼጱ᯿ᥝಗᤈᘏ̶2017ଙḒղ̽Ӿմӱଫ࿈۸ݒײᛔԆᨯሠᎸᑪಸ̾ޞӾ҅մӱԆᥝํইӥӠᐿ

ොୗ݇Өଫ࿈۸ݒײғ

	· 搭建综合管理能耗体系：如百威英博与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共同研发出一套“碳足迹”管理系统，全

面追踪碳排放流程、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推广可再生资源，减少碳足迹：如苹果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发清洁能源，建设光伏发电设施，2016 年，

在四川阿坝州红原县和若尔盖投资建设的两座 20 兆瓦光伏发电站已成功接入电网。

	· 改进生产方式与流程，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如立邦公司建立绿色生产的组织架构，整合工厂中的空压

机设备，减少空压机空载时间，有效节约用电。

	· 建立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如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每年投入约 3000 万美元用于提升资源

节约效率和替代能源项目，努力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

	· 价值链合作，降低产品的影响：如克莱恩与供应商紧密合作，对原材料进行评估，确保原材料的可持续性。

同时，企业加入“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组织（TFS），以评估和改进生态和可持续的采购行为。

	· 支持当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项目”，通过开发和示范多

重效益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促进碳吸收，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其他环境效益，促进乡村社区发展

并增强周边自然保护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ፓ҅ڹմӱ݇Ө࿈۸ํݒײইӥᳯ᷌ғ

մӱᳵᛔԆᨯሠᤒሿ૧᪗य़ Ӿ̔।մӱഀݎᕷጱᶾ֢አ ୌ̔ᤈӱ ኪ̵ێᤈӱզ݊ᛯᑮᤈӱጱᓕቘӨਫ᪢ԅᶾضҔ

Ŏ� ᓕቘොᶎғ企业高层的支持与参与有待于提高；相对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缺乏更有针对性的专项组织建

设及资金管理；亟待打造专业化的环境人才队伍；

Ŏ� ದ੶ᶎғ企业重视降低能耗，更多的技术仍集中在本身生产运营的节能降耗方面，对直接降碳措施的重

视程度还有待提升；

Ŏ� क़᮱ᤈԅғ企业外部行为多集中在增加碳汇方面，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意识不强；

Ŏ� ᭇଫ࿈۸ݒײғ对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高于适应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整体水平一般，认识不够深

刻；重视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缺乏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意识；

Ŏ� ᶂଘғ企业积极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增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有待提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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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披露的系统性和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传播方式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创新。

������ ሾכᕟᕢࣁᶾऒӾጱ֢አ

ጱڹଙ܈ 2007ଙ҅ᛔᆐԏ̵Ԕෞտ̵ᖖᜋଘ̵ᤈۖൔ̵ۗቖ̵Ӯኴᛔᆐचᰂտ̵ᖖਹࢮபౄᘏلռӨሾहᎸ

ᑪӾஞٖࣁጱ 8ਹ NGO੪ۖސԧ̽Ӿ࿆لᐒտଫ࿈۸ݒײғوᦩӨᒽኼ̾ᶱፓ҅ސԧٖ NGOဳىଫ࿈۸ݒײ

ጱᬰᑕ̶

አғ֢ഀݎᑌຄࣁ۸ᶾऒՖݒײ࿈ࣁፅᕟᕢلכሾ҅ݸଙ܈

	· 直接开展减缓气候变化或提高社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行动

	· 通过增加碳汇，或推动自然传统农业改造、水资源管理、草原治理、滨海湿地修复等方法减缓气候变化，

或提高当地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如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近年来在中国三江源地区开展社区资源管理，

草场管理等以社区为主的自然保护项目，同时在云南大理开展森林修复工作。

	· 监督和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 通过持续推动污染源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在线举报、撰写调研报告、绿色供应链等方式，推动企业通过

改造升级生产设备来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参见 5.3。

	· 开展节能、减排宣传项目，培育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

	· 主要通过发起绿色出行、出版相关科普读物、家庭节能宣传等贴近普通公众生活的项目，在高校、街道等

社区开展活动，引导公众开展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如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食物银行”将余

量食物免费援助给贫困家庭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减少近 100 吨余量食物浪费。

	· 参与气候立法，通过开办研讨会、专家沙龙，给立法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 通过引入先进的国外技术并推广、参与政策讨论，对政府与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帮助政府

实现目标并为政府带来新的观念。如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牵手中美低碳政策研究机构，研发并推广了“低

碳政策分析工具包”，协助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相关低碳发展政策；截至 2017 年，共有 15 个省市、1000

多名政府官员和 300 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工具包的相关技术培训。

	· 培养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专业人才

᭗ᬦᚆێୌᦡԅ࿈۸ݒײᶾऒᬌᭆՈ ᧆᶾऒ꧌୮ୌᦡचᏐᦡෞጱᜋ̔ࣁ ই̶Ӿᶆଙଫ࿈۸ݒײᤈۖᗑᕶҁCYCAN҂

ጱᖖᶾૡܯᶱፓ҅ԅٖक़Ӿय़ኞ׀ᚆێୌᦡ̵ᖖᜋਫԟ̵੪ӱߎᧃ̵ᖖᶾՈړՁԻၞଘ҅ݣଚӨᴨ࠺ձੜᔂ̵

ᖖᜋ׀ଫ᱾ᶱፓ̵GBPNҁGlobal Buildings Performance Network)̵מಓᒵग़ਹୌᒈᳩ๗ىᔮ҅ᬌᭆ࿈۸ݒײᶾऒጱᤈ

ӱՈ̶

•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表达民间社会立场与声音，推动气候变化民间外交

զᥡާղ݇Өᴬ࿈ײय़տ҅ݎනկଚӨ᧨ڣՈާᶎᶎԻၞ҅๕ڣ᧨ߥᬰᑕ̶ইӾሾכᘶݳտฎŉᘶݳ

࿈۸ݒײຝلᕅŊᥡާ้҅ݸضग़ེ݇ےᘶݳ࿈۸ݒײय़տ҅ԧᥴ࿈ڣ᧨۸ݒײఘ٭ଚ݇ӨԈېӾᬟ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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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ሾכᕟᕢَࣳໜֺٌ݊౮ප

۹Ղ૱๖ᴡ܄ᖅقቖሾहᎸᑪಅҁ*(,҂

 ���� ଙ౮ᒈ҅قቖᥤ҅ݎڊᕮݳ୮ਫᴬఘ҅٭റӾق݊ቖሾहᳯ᷌ጱᥴ٬ොဩ҅ଚ᭗

ᬦਫᐏ̵ᕮᕪḵ҅ԅڹ׀ጱᒽୌᦓ̶ᶱፓᶾऒ႗ፍᚆრӨ࿈۸̵ݒײኞாכಷ

Өᐒݎ܄҅զ݊ၹक़ಭᩒᩆฃӨሾह̶ᛔ౮ᒈզ *̔(, ૪ٖࣁԫ܈ग़ӻ̵૱̵ᛔလ҅܄զ݊ܖԵ̵

ӳܖԵᶋၖᒵ܄ਫෞᶱፓ҅വۖԧ۱ೡӾᗦ݊ܖܖ࿈̵֢֗ݳײᕪၧ̵ࣳኞாᔮᕹכಷӨᐒ܄

݇Ө̵ၹक़ᨮᨱձಭᩒӨᩆฃᒵොᶎጱᒽګਧӨᴬ֢҅ݳฎ๋ŉᩳ݄ڊŊࣁၹक़ሾहૡ֢ጱӾ

ᶋᕟᕢԏӞ̶

ᗑғKWWS���ZZZ�JHLFKLQD�RUJ�

ૡٍᦶᅩښኞᚆრᥢٚݢ

2017 年 GEI 在低碳规划工具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研发，与美国气候战略中心（CCS）和中国科学院广州

能源研究所（GIEC）共同开发了一套“可再生能源规划工具”（简称 REI 工具）。

团队以广州市黄埔经济开发区作为示范点，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开展了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潜力的分

析和评估等，并研究如何帮助减少经济开发区的碳排放。通过使用 REI 工具，GEI、CCS 和 GEIC 在广州黄

埔经济区完成了一个32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工业屋顶分析评估试点项目，总计包含大约130个单独项目，

平均每个项目约 2.5 兆瓦，并分析了基准情景下黄埔经济区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可行性，分析结

果与政策建议得到广州发改委的认可。

2018 年，GEI 在广东省及其它省市推广该工具进一步深入研究多种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实施方案（如生物

质能、风能等）、以及落地项目的商业投资模式。

Ӿᶆଙଫ࿈۸ݒײᤈۖᗑᕶ

&<&$1ฎᶆଙଫ࿈۸ݒײᤈۖᗑᕶҁ&KLQD�<RXWK�&OLPDWH�$FWLRQ�1HWZRUN҂ጱᓌᑍ҅���� ଙ �์

̵ײᕟᕢ̶&<&$1Ԇᥝ᭗ᬦ࿈כሾڥ۸ጱᶋ០ݒײᒫӞӻӫဳԭവۖᶆଙଫ࿈ᒈ҅ฎӾڠ

۸ጱݒײവۖᶆଙՈԧᥴ̵ᦊᦩଚᑌຄ݇Өଫ࿈ێӻૡ֢ᶾऒํࢥᴬԻၞᤈ̵ۖᤈӱറᔱࣁ

ᬰᑕ҅ԅํபᶆଙ׀ᶾᖖᜋݒᶐጱଘ̶ݣፓڹ૪ํ᩻ᬦ ��� ಅӾṛ໊݇Ө1$&>&کᕟᕢ᩸ݎጱ

ᤈۖӾ҅᩻ߥᬦහ܈ӡᶆଙ̶

ᗑғKWWS���ZZZ�F\FDQ�RUJ�

࿈ײᭇଫᶆଙଗᶼᶱፓҁᓌᑍោጼᶆଙ҂

项目着重关注青年在气候领域的参与和实践，搭建青年气候实践的参与式平台，并提高青年对于气候热

点议题的关注、调研和干预的能力。内容包括培育青年开展踩点预调研、中西部气候调研、实地考察、

设计思维工作坊、报告撰写与方案设计等环节，让青年人走入田野，直面气候变化带来的真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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۹Ղ૱๖ᴡ܄ᚆრӨԻ᭗ڠෛӾஞҁL&(7҂

ฎӞӻ֗ࣁᕪၧ࿈۸ݒײᶾऒӾٍํᶾێጱฬପ҅ࣁᗦےӾ۹Ղဳ̶ٙL&(7 ໐

ஞֵฎԅݱᕆ٬ᒽᘏ׀ᚆड़ᖨᥴᚆრ࿈ܧײଚڠ᭜ᖖᜋᚆრኞா֛ᔮಅᵱጱڠෛࣳᥴ٬ොໜ̶

ᗑғKWWS���ZZZ�LFHW�RUJ�FQ�LQGH[�DVS

Ŋޞŉෛᚆრ૱නහಸݎ

2018 年，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正式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开放指数报告”，对中国各城市新

能源乘用车市场实际表现进行了评比与分析。该指数以新能源乘用车为研究对象，对全国各城市的新能

源乘用车市场品牌多样性及市场覆盖率进行表征，通过新能源汽车市场实际表现直观地反映各地区在新

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制定、行业执行及市场落实等层面的差异性，进而分析地方保护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ԯܖᖖᜋሾहݎचᰂտ

౮ᒈԭ ���� ଙ � ์҅ຄੜᐿᗭቊᑑᄺܧᇔᐿכಷᤈ̵ۖᐒ܄ಷᤈ̵ۖ༏ဝ࿈ٺഭ

ᶱፓ̵ݎၾᴻ᪃ᭃ̵༙ඪൔԯܖಯզ݊١๊դᚆრҁဝ࿈̵ᜓຸᅏ̵ॡᴡᚆᒵ҂ୌᦡᒵ ��

ग़ӻᶱፓၚ̶ۖ

ᗑғKWWS���ZZZ�\JI�\Q�FQ

ᚸ٫༏ᕪ០ᐏᶱፓ

机构的森林碳汇项目从 2003 年试点，目前已成功在云南腾冲县、临沧市的凤庆县、镇康县、红河州的

建水县、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等地开展 4 个林业碳汇项目，总开发面积 84276.5 亩，预计可产生 99 万吨

CO2 的减排量；并为云南 16 个州市 40 个县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骨干。

近年由于省内可造林地的逐年减少，机构的林业碳汇业务也从造林项目逐步发展为森林经营项目。2016

年，基金会通过参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竞标，开展“云南省腾冲市森林经营碳汇示范项目”，这是云南

省第一个森林经营类碳汇项目，将 45625 亩中幼林开发成符合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条件的森林经营碳

汇项目。这些人工中幼龄林分布在腾冲市 5 个国有林场，项目期 20 年，预期产生 81900 吨 CO2 当量的减

排量，年均	4099	吨	CO2	当量。

������ ۠݊ݎ

2005ଙզ҅ӾሾכᕟᕢӞፗࣁᑌຄ݇Өᴬ࿈ڣ᧨۸ݒײጱૡ֢҅֕Өᴬሾכᕟᕢፘྲ҅݇Өํᴴ҅ێߥӧ᪃̶

ԧٌ՜݇ӨԆ֛ጱکӾګ֛ײᴬ࿈ࣁአ૪֢֖NGOጱ҅ضᑮᳵ̶Ḓݎᕟᕢํஉय़ጱכ۸ᶾऒ҅ሾݒײ࿈ࣁ

ଠာᦊ̶ݶզᴬ࿈ڣ᧨ײԅֺ҅ NGOᤩ꧋ᦜզᥡާղ݇̽ےᘶݳ࿈۸ݒײຝلᕅ̾ҁNFCCC҂ӥጱय़᮱ړྋୗ̵

ᶋྋୗ᧨҅ڣଚݢ᭗ᬦࣁտ๗ݎනկզ݊Ө᧨ڣՈާᶎᶎԻၞڣ᧨ߥᬰᑕ̶ٌԫ҅Խᦊᦩک NGOࣁ࿈۸ݒײᶾ

ऒጱᑌຄ֢አ҅ᦊԅ՜ժጱਫ᪢ฎᤈۖጱํፅᤑ꧌̶ᬯ 2013ଙܻ҅ਹݎද࿈ݪݪײᳩጱݎӾ݊ᥝ NGO

݇ӨӾଫ࿈۸ݒײૡ֢ጱ᭔ஆӾݢզ፡̶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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ᴬᕪḵ፡҅NGO٬ᒽጱێߥᛔԭٌӫӱ̶࿈۸ݒײᦓ᷌෫ᦞฎࣁᴬᬮฎਹ੶ེ᮷ٍํஉ୩ጱڥፅᙧ

วလ҅࿈۸ݒײᶾऒํፘ୮य़Ӟ᮱ړฎᎸᑪࣳ NGO҅ᘒփᕹጱࣳ NGOԞݻԭے୩Өӫਹᘏጱᘶᔮ̶Ӿ NGO

ṛଫ࿈۸ݒײጱᑀᎣᦩӫӱ۸҅ٵ݇܋Өᚆێ૪౮ԅ NGO౮ᳩጱץ᧞ԏӞ̶ 

������ ӫ᷌ғᘶݳ࿈۸ݒײຝلᕅҁ81)&&&҂

    ᘶݳ࿈۸ݒײຝلᕅҁ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ᖽٟ UNFCCC҂ฎ 1992

ଙ 5์ 22෭ᘶݳᳵ᧨ڣާտ੪࿈۸ݒײᳯ᷌ᬡ౮ጱلᕅ҅1994ଙྋୗኞප҅ฎӮኴӤᒫӞӻقᶎഴګԫ࿔۸ᒵჅ

ਰ࿈֛ഭන ଫ̵قቖ࿈ݒײำᕳՈᔄᕪၧᐒտଃӧڥߥጱᴬلᕅ ଙ֟܈ᛗՔӣݎᕅ̶ل य़̔ᛘړԅզӥپӻᴤྦྷғ

������������� ଙ҅ᦿኞኞපᴤྦྷ

1988ଙᳵ࿈۸ݒײӫᳪާտḒེݎԧ̽࿈۸ݒײᒫӞེᦧಸ1990҅̾ޞଙ҅ᘶݳय़տ٬ਧ౮ᒈӞӻ

ᳵ᧨ڣਧلᕅ̶1992ଙ҅ᘶݳय़տ᭗ᬦԧ̽لᕅ̾҅ଚԭ 1994ଙ 3์ 21෭ኞප̶

ᕅኧଧ݊ل 26ྋᕟ౮ٍ҅ํဩᕅ҅ێᕣຄፓຽฎਖ਼य़࿈Ⴥਰ࿈֛ၫଶᖌ೮ࣁӞӻᑞਧጱଘ҅ࣁᧆଘӤՈ

ᔄၚۖ࿈ײᔮᕹጱܧᴾଗಟӧտݎኞ̶

ਲ਼ဩŊ҅ԅײᕅԏӞ҅ᤩᑍԅŉ࿈لቖٍ๋ฦ᭭ጱग़ᬟقᴬဩկ҅ฎ۸๋໑ጱݒײᕅ̾ฎᬤՔԅྊᰒ࿈ل̽

 ғڞᏟᒈԧԲӻचܻڣ᧨ײᴬ࿈ᕅ̾ԅلဩचᏐ̶̽ԧचຝ׀۸ݒײଫ࿈֢ݳᴬᐒտ

	· “共同而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

的国家清单的义务。

	· 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

	· 各缔约国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

	· 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

	· 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

ኧԭ̽لᕅ̾ဌํӻڦᖩᕅොᥢਧٍ֛ᵱಥጱԎ҅ۓԞ๚ᥢਧਫෞݸࣁݢ҅ګᖅંጱᦓਧԡӾᦡਧ୩ګഭනᴴ̶ګ

Ӿԭ 1992ଙ 11์ᕪقՈय़ಢ̽ٵᘶݳ࿈۸ݒײຝلᕅ̾҅ฎ̽لᕅ̾ጱᒫ 37ӻᖩᕅ̶

������������� ଙ̽Ղ᮷ᦓਧԡ̾ᦿኞኞපᴤྦྷ

1995ଙ҅ᒫ 1ེᖩᕅොय़տࣁຣݟ҅٬ਧۖސӞӻᬰᑕ୩۸̽لᕅ̾ᴫկӞਹጱಥ᧚̶1997ଙବ҅ࣁ෭

Ղ᮷Ԉᤈጱᒫ 3ེᖩᕅොय़տӤ҅̽Ղ᮷ᦓਧԡ๋̾ᕣᬡ౮҅ଚԭ 2005ଙ 2์ 16෭ኞප̶౯ԭ 1998ଙ 5์ 29෭ᓋᗟ

ଚԭ 2002ଙ 8์ 30෭໐̽ٵᦓਧԡ̾҅̽ᦓਧԡ̾ԭ 2005ଙ 2์ 16෭᩸Ӿኞප̶

̽Ղ᮷ᦓਧԡ̾ጱԆᥝٖ۱ೡғ

	· 首次确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设置了发达国家集体目标，即在 2008-2012 年第一承诺期

内排放量年均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5.2%，同时每个国家还确定了各自的减限排目标。

	· 确定了三种灵活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

	· 包含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所应具有的要素，包括目标和时间表、灵活机制、机构设置、核查

规则、生效条件、履约机制等。

֕ྌᴤྦྷޝሿڊᡡ१ᢐੲጱᇙ̶ኧԭᗦᕷ໐̵ٵय़ᰁದᕡګࣁڞਧᬦᑕڊሿጱԩᦓ̵ݎӾਹই֜ಥ᧚ᒵ

ᳯ᷌҅2000ଙԏ҅ݸ࿈۸ݒײᬰᑕᬰ֗فᄤ๗҅Ոժতቘమ۸᭑Ⴙӫݻሿਫ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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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ଙ૬ܸ᪠ᕚࢶᬰᑕᴤྦྷ

Ԇᥝٖғ1҂ӷ୵౮҅ݎᬡਹٺᖨಥ᧚ݎӾਹᭇ୮ٺᖨᤈۖጱਞഭҔ2҂࿈۸ݒײᳯ᷌Բय़կጱᏟਧ҅

۱ೡݶوౄว̵ٺᖨ̵ᭇଫ̵ᩒᰂ̵ದ̶

ᬯӻᴤྦྷጱݸᖅᬰଚӧᶲ̶֕ڥฎ҅ܐᦓጱٍ֛ᦡᦇ᭑ႹতํᛔӤᘒӥጱොୗݻᛔӥᘒӤጱොୗᄍ۸̶ᡱᆐݶوౄ

วጱ᧨ڣӾݱොਂࣁय़֕҅ྏړฎ๋ᕣᬮฎ୵౮ӞӻกᏟጱقቖፓຽ҅ܨፘᅎၚᘒقᶎጱ 2ȢჅഴፓຽ̶

ᧆᴤྦྷ๋य़ጱ౮ຎࣁԭᗦ᯿ෛզᑌຄጱாࢧ୭ଫ࿈۸ݒײጱԆၞᬰᑕզ݊ݎӾਹݐਫᨶᤈۖጱᑌຄ

ಅ๚ํጱṛଶ̶ڹک۸ᳯ᷌ጱ᯿ᥝጱᦊᦩᘒݒײᴬᐒտଫ࿈҅ݎᄶک

������������� ଙቔଘݣᬰᑕᴤྦྷ

Ԇᥝᦎᦞই֜ے୩ 2020ଙݸଫ࿈۸ݒײጱᴬݎ̶֢ݳᬡਹกᏟᤒᐏڊᥝ᯿ٟ̽لᕅ̾ጱ̶ࢶྌᴤྦྷڊԧਹ

ᛔԆᨯሠҁINDC҂༷ஷ҅ᥝݱොੱளٖጱ॓ٵૡ֢҅Ꮯਧݱᛔࣁෛܐᦓӥጱಥ᧚ፓຽ̶֕ฎԭਹᛔԆᨯሠጱ

ਭᦧଚ๚ᬡ౮ਫᨶᕮຎ̶ڹԪࢱ

�������� ଙᛗՔ૬ἑտᦓᬰᑕᴤྦྷ

2015ଙ҅ᒫ 21ེᖩᕅտᦓݎ̽૬ἑܐਧ̾҅ፓጱਖ਼قቖଘ࿈Ⴥ܋ṛഴࣁګด֗ԭ 2Ȣጱଘ҅ଚۘێਖ਼قቖჅ

ଶӤ܋ഴࣁګҁૡӱ۸ڹଘጱ҂1.5ȢզٖҔࣁӧশᙢᔕᷣኞԾጱఘ٭ӥ҅ी୩ᭇଫ࿈۸ݒײᨮᶎߥጱᚆ҅ێᬰ࿈ײ௩

ֵ҅ݎჅਰ࿈֛֗ഭනጱێ॔ ᩒᰂၞۖӨჅਰ࿈֛֗ഭන࿈ײ௩॔ێጱݎፘᭇଫ ਹ̵ᕅᤈۖᘏ෬۱ೡᖩᕅො̶ل

ᘶݳ̵ᳵᕟᕢ̵ૡࠟኴෛড়֛҅զ࿆݊ᳵᐒտێᰁ̶

̽૬ἑܐਧ̾ᤩᦊԅฎᏟᒈԧ 2020ଙݸզŉਹᛔԆ٬ਧጱᨯሠŊԅԆ֛ጱقቖ࿈۸ݒײလቘ֛ᔮ҅ฎᴬᐒտᒫӞེᬡ

౮وᦩԅଫ࿈۸ݒײᘒ̶ۘێԆᥝٖ۱ೡғ

	· 采用“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机制以实现全面参与，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的减排承诺。

此次发展中国家也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已经有 188 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接近全球

排放的 100%。

	· 引入“以全球盘点为核心，以 5 年为周期”的更新机制。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缺乏更新机制，每隔一

段时间就需要启动新的谈判进程来更新各方承诺。《巴黎协定》规定自 2018 年起，每 5 年将对全球长期

减排目标进行盘点，这将有助于各国政策的协调及同步加强。

	· 开启“自下而上”的行动模式，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有别于之前全球气

候治理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解决了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与可操作性。但在此模式下，各国都担心搭

便车现象，在承诺时都留有余力，因此国际社会的整体目标又面临力度不足的问题。

Ӿԭ 2016ଙ 4์ 22෭ᓋᗟ̽૬ἑܐਧ̾҅ଚᕪՈय़ଉտಢ҅ٵ౮ԅᒫ 23ӻᖩ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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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ሾहလቘ �ሾहᒈဩ̵׀ଫ᱾݊ᖖᜋၾᩇ

������ ᶾऒ༷ᥦ

1995ଙ҅قቖလቘާտŉလቘŊਧԎԅғလቘฎولᐺՈӻՈᓕቘݶوԪۓጱ᧘ग़ොୗጱ҅ਙฎෆݳग़

۸ጱڥፅ᭄ᖨᥴݱො٫ᑱጱ೮ᖅጱᬦᑕ҅෬۱ೡྋୗګଶᥢ҅ڞԞ۱ೡᶋྋୗጱګଶ̶ىԭŉሾहလቘŊ҅Ӯኴᛔᆐכ

ಷᘶፑӻ IUCNጱਧԎฎ҅ଫሾहᵱᘒګᦈ݊ಗᤈሾहᒽጱग़᮱ᳪҁਹ̵૱̵࿆لᐒտᒵ҂̵ग़੶ེҁො̵ਹ̵

̶ݎ೮ᖅݢቖᒵ҂ۖ҅ፓຽฎਫሿሾहق

౯ࣁ 1983ଙ੪ਖ਼ሾहכಷ֢ԅӞᶱचᒽᏟᒈӥ҅ୌᒈ᩸चᒽӨᓕቘګଶ҅֕ฎሾहလቘጱොୗӞፗฎ

پԒ۱ൗԧሾहכಷጱಅํૡ֢҅ਡᥡᒽګਧکஙᥡሾहፊ҅᮷Ԇᥝኧፗള֢҅ଚզᤈಋྦྷԅԆ̶֕ฎ 30

ग़ଙጱሾह୵۠ړ܈Ӹષ҅ሾहလቘ֛ګᵱᥝ̶ࣳ

������ ᒽ݊ਫ᪢ᬰ

ᕍׁᶌ૱ܔ҅ولक़᮱݊ํٍۓ๐ߝԅሾहᳯٌ᷌݊ԾࢩԆ֢አฎᆐጱ̶ഀݎሾहလቘ֛ᔮӾ҅ࣁ

մӱ෫ဩᥴ٬̶

ਹလቘ֛ᔮሿդ۸҅ሾहလቘ౮ԅێလቘᚆਹလቘ֛ᔮԧදᶐጱፓຽ҅വᬰڊտقय़ӣӾك܈ጱؾ҅Ӿࣁ

ጱ᯿ᥝᕟ౮᮱ك܈̶ړय़ಸޞӾ҅ਹ૪ਖ਼ŉኞாกୌᦡŊ܋ᛗŉԲ֖Ӟ֛Ŋ֛ੴጱኼṛଶ҅ଚᥝےளኞாกሾ

हכಷګଶ۸ୌᦡጱ᭛ଶ̶֎ᵋ፳ሾहכಷ֛ګᐒտလቘ֛ګጱݒᶐ҅փᕹጱሾहፊᓕཛྷୗྋࣁᤩද҅ݒԆጱሾह

ፊᓕ҅ᩳާۖݻᐒտلռ݇Ө̶

2013ଙԏ҅ݸ౯ݣڊݸضԧӞᔮڜፘګىଶᒽկ҅ԅلռ݇Өሾहכಷ׀ԧᜉঅጱᒽ࿎ࢱሾह̶ෛץᦈ

ጱ̽ሾहכಷဩ̾ᦡᗝӫᒍŉل௳מلռ݇ӨŊ҅กᏟᥢਧ۱ೡሾכᐒտᕟᕢٖࣁጱ̵࿆لဩՈٌ՜ᕟᕢׁဩՁํ឴ݐሾ

हמ௳̵݇Өፊሾहכಷጱ҅ڥଚᩙԨᒧݳկጱሾכᐒտᕟᕢሾहلፅᦫᦟጱۓ̶ڥᴺݎܦጱ̽य़࿈ວᴠ

လᤈۖᦇ̵̾ښ ̽ວᴠလᤈۖᦇ̵̾ښ ښॉວᴠလᤈۖᦇࢿ̽ ᮷̾ํӫᳪጱᓤଏ୩᧣ŉل௳מŊ̵ ŉلռ݇ӨŊŉᐒտፊŊ̔

ୌ࿆قᤈۖ໒ੴ̶ሾहכಷ᮱ݎጱ̽ىԭവᬰሾहכಷلռ݇Өጱᥠ̵̾̽ሾहכಷلռ݇Өېဩ̾݊Ө࿆᮱ᘶ

̵Ⴠ᭲ᒵ̵ٖڞಷጱܻכռ݇Өሾहلᥢᓕቘጱᥠ̾ᬰӞྍᕡ۸ԧݎᐒտᕟᕢכ୩ሾےԭىጱ̽ݎܦݳ

̶ٍ֛ٖ

2017ଙ҅ؾጱ܈Ԝय़ಸޞྋୗ҅ڊୌԅԆ҅մӱԅԆ֛҅ᐒտᕟᕢلռ݇ݶوӨጱሾहလቘ֛ᔮ̶ࣁୌᦡ

ᐒտԆԎဩလਹጱຝӾ҅ୌӾᇙᜋጱሾहလቘ֛ᔮ҅౮ԅവۖኞாกᶾऒਹလቘሿդ۸ጱ᯿ᥝձ̶ۓ

ࣁሾहလቘ֛ᔮӾጱԆᜋ۱ೡզӥپӻොᶎғ

	· 构建有效的环境治理政务体系，进一步理清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环境治理权责划分，做好政府内部不同

层级和不同部门间的环境治理权责分工。

	· 2018 年 3 月，全国人大决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对环境保护相关的部门进行了调整，

组建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为政府参与环境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次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环境

保护职责交叉重复等问题，改变环保“九龙治水，多头治理”的现状。

	· 重视制度投入，逐渐完善环境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让环境保护有法可依。

	· 2018 年，有多部环境政策法规开始实施，包括《环境保护税法》、《水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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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等，同时，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法及相关法律，资源税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领域法律法规和规章制修订，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 做好向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不同参与主体的赋权工作。

	·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达到资源

合理配置，以实现更高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质量。如政府正在探索和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包

括排污者通过缴纳治污费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模式，以及推行碳排

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等。政府通过圆桌协商、公益诉讼等机制将公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纳入制度

化渠道。

	· 加强行政问责，实行环境治理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突出环保考核对政府行为的引导作用。

	· 近几年，政府加强行政问责的重要手段是中央环保督察。2015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成立。至 2017 年

底已开展四批督察，实现对31个省(区、市)全覆盖。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直接推动解决8万余个环境问题，

问责 2266 人，并推动各省 ( 区、市 ) 有针对性地出台或修订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制度标准等 240 多项。	

	·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针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领域组织开展机动式、点

穴式专项督察，全面开展省级环保督察。开展了重点区域和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打击进口废物加

工利用行业和固体废物集散地及危险废物相关环境违法行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专项执法、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绿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等 6 大专项行动。根据第一批

“回头看”情况，十省区共计办结生态环境问题共 37640 件，立案侦查 543 件，罚款 71005 万元，行政和

刑事拘留 610 人，约谈 3695 人，问责 6219 人。第二批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将在 2018 年下半年开展，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也将于 2019 年继续启动。

������ մӱ݇Өሾहလቘ

մӱ݇ӨሾहလቘԆᥝฎਝݱᶱሾכဩᥢ҅ਖ਼ሾहလቘᨱձ៧ਫکմӱᕪ០̵ᓕቘ̵ኞԾ̵ၾᩇጱݱӻሾᜓӾ҅Ⴃ

෯ጱኞԾದ̵ᬰාᚆრጱሾڥአ҅ᴳ֗ᚆᘙວ҅ਫሿմӱ̵ሾहᐒտጱग̶़ᩬوزմӱ݇ӨሾहလቘԆᥝ۱

ೡզӥپӻොᶎғ

	· 完善环境管理体系：企业内部建立一套全面的环境管理体系并配有专门的负责部门，将环境责任纳入到整

个业务运营的流程中。

	· 建立绿色工厂，推行绿色生产流程：在选址、设计、建设及产品生产等各环节坚持为环境而设计，打造绿

色工厂，努力降低每个环节对环境的影响。包括能源使用、水资源利用、废弃物管理等。

	· 研发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从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包装材质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符合国际可持

续标准的产品。

	· 建立绿色供应链：企业与采购、物流、销售等供应链伙伴合作，共同降低企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打造绿色文化：通过鼓励绿色办公、参与环保活动等方式，在企业内部帮助员工更好的理解可持续发展议题。

	· 支持社区的环境保护行动

������ ሾכᕟᕢࣁᶾऒӾጱ֢አ

2017ଙ ሾ̔כ᮱࿆᮱ᘶݎݳጱ̽ ᥢᓕቘጱᥠݎᐒտᕟᕢכ୩ሾےԭى Ӿ̾ڊ զ̔ሾכᐒտ̵֛ࢫ

ሾכचᰂտሾכᐒտ๐ۓԅԆ֛ᕟ౮ጱሾכᐒտᕟᕢฎ౯ኞாกୌᦡᖖᜋݎጱ᯿ᥝێᰁ҅ଚ2020҅کଙ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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ᐿғ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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Ŏ� ݇Өሾह٬ᒽ

方式主要包括参加政府召开的环境决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或通过对政府公布的政府法律法规征求意见稿提出

意见和建议。如自然之友自 2014 年至今，共参与制定和修订近 50 部环境政策，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等；2017 年，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委托自然之友参与中国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

立法研究和立法建议，并就《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行专题政策研究。

ྌक़҅ᴨ᯾૬૬لፅचᰂտጱሾहဩَᎸᑪᶱፓ҅ᩒۗӾဩտሾहᩒრဩᎸᑪտࣁ 2018-2020ଙ๗ᳵᕟᕢ೮

ᖅӣଙጱӫ᷌Ꮈᑪ҅ԅ٬ᒽ᮱ᳪᶾጱ٬ᒽ׀ଠာጱቘᦞฬێඪ೮҅വۖሾहဩَੱளᕑفՔݸጱᒈဩᥢښଙଶᒈဩ

ᦇ̶ښ

Ŏ� մӱઆᤈሾहᨱձ

环保公益组织可以以中立的态度监督环保部门及相关行政领导是否环保不作为、是否违法违规，企业是否超标排放或有

环境污染和违法行为等。通过举报、申请信息公开、媒体曝光等途径，通过政府行政力量解决相关环境问题。如从2013	年开始，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阿拉善 SEE	基金会联手多家环保公益组织一起建设“全国重点污染源排放企业的在线污染排

放实时监控的信息公开体系”。一年之后，中国实现了所有的重点监控企业在网上实时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由此公众可以通

过公开的信息监督企业。

除此之外，环保公益组织也正在探索与政府、企业的更多合作方式。如在河湖管理中，推行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的同时，

公众和环保组织可以成为民间河长，民间和官方河长进行定期交流和沟通。又如通过环境圆桌对话机制，环保公益组织与相关

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和当地居民的代表针对某一环境问题交流意见和看法，并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十多个省的 30 多个城市试验了圆桌对话机制，对话机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解决社区环境问题。另外，一些环保公益组织与

企业或行业组织探索共治的机制，如阿拉善 SEE 基金会、中诚联盟、全联房地产商会与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发起的房地产行业绿

色供应链行动，福建绿家园与兴业银行共同推动绿色信贷等。

Ŏ� ሾहلፅᦫᦟ

环境公益诉讼是我国环保公益组织有效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我国符合环境公益诉

讼资格条件的社会组织扩大到 300	家左右，民间环保组织能够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或依法代表公众以本组织的名义

提起公益诉讼，从而达到保护公共环境权益的目标。

Ŏ� ׀ሾولכ๐ۓ

我国环保公益组织逐渐走向专业化的道路，关注的领域更加具体化、长期化。例如，开发出“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

国空气污染地图”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长期关注我国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致力于中国荒漠化土地的

治理、恢复。专业化的提升使社会组织逐渐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能力，使其成为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之一。

Ŏ� փඎሾहכಷቘஷ҅ل܋ռሾכᦩ

解决环境问题尤其需要公众参与，环保公益组织需要广泛传播环境知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促进全民行动。如从 2017

年开始，阿拉善在全国开展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通过摄影作品向普通公众展示生物多样性之美，同时邀请环保公益组

织来分享他们的保护故事，拉近自然与公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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ᑌຄلռਫ᪢ሾכኞၚ҅ڠوኞாᐒ̶܄

ᗑғKWWS���ZZZ�V]KE�RUJ�

Ⴎ࿆ᳵမᳩ

根据 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为了更好

的支持和配合《河长制》的实施，探索一条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之路，2017	年 3 月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

协会与《深圳晚报》共同面向全社会招募“深圳民间河长”，“深圳民间河长”作为市民与官方河长的

沟通桥梁，及时将河流环境问题和市民意见反馈给“官方河长”，协调群众与政府良性互动沟通。

至 2018 年，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培育了 53 位“深圳民间河长”，守护深圳九大流域、六个一级

饮用水水源地以及57条主要河流；河流走访调研1000+人次，举报201起河流污染问题，推动解决39起，

汇编产出《深圳民间河长 2017 年度工作报告》；联合多家企业和社区，开展 12 次公众倡导活动；联动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科研机构、企业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深圳的河流共治；参与超过

18 次政府部门的沟通交流会，与政府相关部门形成日渐紧密的协作机制。

۹Ղ૱մӱਹሾכचᰂտҁᓌᑍᴨ࠺ 6((चᰂտ҂

���� ଙ҅ᴨ࠺ 6(( चᰂտҁဳٙݷԅŉ۹Ղ૱մӱਹሾכचᰂտŊ҂౮ᒈ҅ᛘێԭᩒۗಡ೮Ӿ࿆

ᳵሾلכፅᕟᕢጱ౮ᳩ҅᭜մӱਹ̵ሾلכፅᕟᕢ̵لռ݇ݶوӨጱᐒտ۸כಷଘݶو҅ݣവۖ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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ᗑғKWWS���ZZZ�VHH�RUJ�FQ�)RXQGDWLRQ

ŉᖖᜋ׀ଫ᱾Ŋᶱፓ

项目联合全国环保公益组织和环境专家，制定绿色标准，评审供应商的环境表现，发布环境表现良好的

供应商名单，推动企业进行绿色采购，推动供应商进行环境整改，全国在地的环保 NGO 对供应链的绿色

升级进行监督核查，从而实现整个供应链上的污染减排和碳减排。

目前第一个绿色供应链行动，是由阿拉善 SEE、中城联盟、全联房地产商会、万科和朗诗共同发起的“房

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企业选择建材品类进行绿色采购，第三方独立机构、检测认证机构和行业

协会等来制定绿色采购标准，达到了环境要求的供应商进入推荐采购名单，即“白名单”。目前，已对

5 个材料品类、8 种产品制定了绿色采购标准，“白名单”已对外共公布了 577 家企业，接受公众监督，

实时更新。

2018 年，阿拉善 SEE 联合中国石材协会、中城联盟共同发起的“石材行业绿色供应链及绿色金融发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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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此次论坛希望通过地产商的影响力，推动房地产上下游供应商的绿色转型升级，降低环境污染，

共同保护碧水蓝天。

Ӥၹᳶᤈ܄ᶆఌሾמכ௳ದ๐ۓӾஞ

 ���� ଙ � ์ဳٙ౮ᒈ҅ᛘێԭവۖሾहل௳מ̵ሾहහഝන҅ڥአמ௳ದവۖሾहכಷ҅ଆ

ۗଠय़لռ឴ሾहᨶᰁᎣఘፊ҅ଆۗፘى᮱ᳪ׀ๅঅول๐̶ۓ

ᗑғKWWS���ZZZ�HSPDS�RUJ

Ꮈ݊ෆදവۖ᧣٭ᇫل௳מአᦧհמմӱሾहܱכᕆሾق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到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企业环境信用制度。上海青悦决定以监督此文件落实。	

2017-2018 年期间，青悦通过举报、建议等方式与税务、国资委、财政、发改委、银监部门沟通落实企

业环保信用的核查与联合惩戒，并推出企业 IPO/ 再融资的环保体检报告，尝试将环保信息与信用体系与

融资紧密联接。

已取得的成果包括：	1、向 32 个省级环保厅递出建议信，对做出回复的 5 个省份：浙江、安徽，湖南，

四川和福建 2017 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进行检查，联合全国 11 家环保公益组织发布 205 份超标企业

榜单，成功推动几十家企业被处罚，或做出整改或说明；2、对 5 个省份进行了环保信用纠偏检查，	监

督国税，地税，财政，国资等部门对环保信用不良企业进行联合惩戒，追回资金 3700 多万；3、联合 5

家环保组织对 IPO，上市公司再融资进行监督，发布 10 期企业 IPO 体检报告，4 期企业再融资的环保体

检报告，向证监会举报多家 IPO 及再融资企业环保信息披露违规，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对信用不良企业

压减贷款。

������ ۠݊ݎ

ሾلכፅᕟᕢ݇ࣁӨሾहလቘӾഀݎ፳᩼᩼᯿ᥝጱ֢አ҅ଚޝሿڊզӥ۠ғ

	· 第一，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环保组织已不限于宣传教育和举报，而是不断探索包括环境信息公开、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圆桌对话等在内的多种工作手段。一些组织不仅限于发现问题，也会

联合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共同为污染相关方提供解决和整改方案，积极推动环境问题的及时解决。

	· 第二，机构间联合协作增加。既有因为具体环境议题临时结成的联合，如为了推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由

阿拉善 SEE 基金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十多家环保社会组织共同成立黑臭河治理民间观察网络；也有交

流平台形式，如“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人与草原网络”以及“NGO 发展交流网”等。

围绕共同的环境目标，迅速动员，合力解决环境问题。

	· 第三，与政府开展的合作越来越多。环保公益组织与政府在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目标是基

本一致的，近年来政府也非常注重与环保公益组织的合作，如地方政府环保部门根据治理计划，向环保公

益组织采购环境治理服务等。	

	· 第四，组织动员社会参与的能力有所增强。社交网络平台（如微博、微信、QQ、论坛等）的兴起和普及，

为环保公益组织和组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便利条件。环保公益组织运用新媒体工具发布相关信息，

倡导和组织相关活动，方案设计新颖独特有针对性，提高了公众参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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ሾلכፅᕟᕢ֛Ӥޝۡݎ۠҅ݶԞਂࣁஉग़ᳯ᷌҅ইஉग़ሾכᐒտᕟᕢਹᒽӧԧᥴᘏቘᥴӧႮ҅ف

ᛔਧ֖ӧกᏟ҅ӫӱӧड़҅ᥴ٬ᳯ᷌ጱᚆํێᴴ҅ᗌԓํපጱ݇Өګಋྦྷ҅ᗌԓӨ᮱ᳪٌ՜ᐒտԆ֛ጱํපဋ

᭗ۖᒵ҅ӞਧᑕଶӤګᕅԧሾلכፅᕟᕢ݇Өሾहလቘጱපຎ̶ሾلכፅᕟᕢᥝమࣁሾहလቘӤԾኞๅय़ጱێߥᬮํஉ

ᳩጱ᪠ᥝᩳ̶

5.6��ӫ᷌ғኞாಡᨹ

������ ᶾऒ༷ᥦ

ഝਹሾכ᮱ 2008ଙ قᕐᥝ̾҅ښಷᥢכ܄ኞாᚈ୧قጱ̽ݎ9์ 80%զӤਹಡᨹ᯿ᅩ݅ 95%ጱᕷᨹࢯ

Ոړݗࣁኞாሾहᚈ୧ࢩ̶܄ኞாᚈ୧܄Өᨹࣁਂ܄ࢯṛଶጱ᯿҅ݳӾጱኞாಡᨹ҅໑Ӥฎਖ਼ݢࢿ೮ᖅᓕቘ̵ᭇ

ଫ࿈۸ݒײሾहঅݎጱቘஷᨽᑯکಡᨹݎӾ҅ܐ᧣ᨹ܄ࢯጱᕪၧᐒտݎӨኞாሾहද̶࠺ 

ӾኞாಡᨹጱᦊᎣ̵ᒽਫ᪢҅ᕪܲԧኞாᏈࣕӨᨹࢯጱ௶ሾᴤྦྷ̵ኞாୌᦡӨಡᨹړᐶᴤྦྷ̵ኞாୌᦡכಷ

Өಡᨹᕮݳᴤྦྷ̶ࣁ 20Ӯᕉ 80ଙդզ҅ڹӾࣁᳩ๗ٖਫᤈŉզᔕԅᕐŊጱ١ӱݎᒽ҅ྪྪកង౮ԅྲฦ᭭

ጱ୵ୗ҅᭜౮᩼ᑫ̵᩼ࣽ᩼ࣽ᩼ᑫጱ௶ሾ̶1986ଙզ҅Ӿԧय़ᥢཛྷጱಡᨹݶ҅ݎԞࣁ᮱܄ړԧ

လቘၞࢿ०ᒵኞாୌᦡၚ̶ۖ֕ฎࣁፘ୮ᳩጱ๗ٖ҅ኞாୌᦡಡᨹฎፘړᐶጱ̶1999ଙզ҅੦ٌฎᭅᘗᬮᬮក

ૡᑕय़ᥢཛྷവզ҅Ӿতํᦩਖ਼ኞாୌᦡכಷӨಡᨹݎᕮ᩸ݳ҅ਫሿኞாӨಡᨹጱܐ᧣വᬰ҅୩۸ᨹࢯ

̶ݎ೮ᖅݢጱ܄ࢯኞாୌᦡ҅വۖᨹ܄

2016ଙ ᒈŉᖖᶆઊ੪ࢴ҅ᇑݎ೮ᖅݢ᧣ܐᥝࣙ೮ᖖᜋ̾ښӣԲŊᚙᨹධࣙᥢ܈ŉ̽ӾڊᴺۓӾ।ؾ11์҅

ฎᰂઊᱷઊŊ ጱቘஷ ̔ᨹ܄ࢯኞாሾहכಷ൳ࣁๅے᯿ᥝጱ֖ᗝ റ̔ᔱኞாᚙᨹํප᭔ஆ വ̔ۖಡᨹݎӨᩒრሾहፘܐ᧣̵

ᚙᨹᛘӨݢ೮ᖅݎፘᬰֵ҅ᨹࢯՈݗኞாכಷӾکๅग़ਫణ̶

2018ଙ 3์҅ԅᨽ៧ਫ̽ӾوӾ। ۓᴺىԭᩬᚙᨹධࣙጱ٬ਧ̾̽ŉ܈ӣԲŊᚙᨹධࣙᥢ̾ښᔜᐟ҅꧌ഀݎړኞ

ாכಷࣁᔜٵಡᨹ̵ᔜٵᚙᨹӾጱ֢አ҅ਹݎදᶐ̵ਹӱੴ̵ᨰ᮱̵ڥ᮱̵١ӱ᮱̵ۓᴺಡᨹګݶوېਧԧ

̽ኞாಡᨹૡ֢ොໜ̶̾̽ොໜ̾ᬰӞྍᕡ۸៧ਫԧݱᶱٍ֛ૡ֢҅᭑ᶱกᏟԧᨱձ̵֖ܔᨱձՈ̵ᳵᬰଶ҅ฎവۖኞாಡ

ᨹૡ֢ᬰଶጱ᯿ᥝ̶

������ ኞாಡᨹݎఘ݊٭

ਫ᪢፡҅Ӿറᔱ୵౮զӥԆᥝኞாಡᨹཛྷୗғ

����ሾहঅࣳԾӱݎಡᨹ

自 1986 年中国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扶贫以来，发展依托当地资源环境友好的产业扶贫，一直被作为重要的扶贫增收形式，

各地都探索和开展了适合当地生态环境条件的具有较高经济回报的产业和产品，包括林果种植、养殖、特种种养业、生态旅游

等，成为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收入来源。

����ኞா॔ץಡᨹ

中国贫困地区多属于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脆弱地区或严格禁止开发的生态功能区。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	中国政府实

施了三北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保护、

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以控制水土流失、遏制贫困地区土壤沙化退化趋势、缓解土地荒漠化、石漠化。在生态修复建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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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各地的贫困地区探索和总结出了生态环境改善与扶贫协同推进的扶贫方式，主要包括：	在生态治理中建设基本农田；	

组织动员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护建设工程；	结合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因地制宜地发展舍饲圈养和设施农业，大力发展具

有经济效益的生态林业产业。

����ኞாכಷಡᨹ

自然保护区内的农民，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被迫放弃许多正常的生产和创收活动，这已成为保护区内不少农民的主要致贫

原因。通过生态补偿、提供公益岗位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保护区内农民所遭受的损失，增加就业收入。孔令英等研究发

现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能够显著增加贫困牧民收入或就业机会、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环境以及促进贫困地区替代产业和新生产

业的发展。	

����ኞாᑏ࿆

生态移民是应对贫困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人口承受能力低、建设和维护成本高的情况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生态扶贫形式。从

2001 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安排专项资金，在全国范围内陆续组织开展了以生态移民为主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虽然生态扶贫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很大普及，在一些地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生态经济效益，但如何在贫困地区取得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仍然是重要问题。

ᴻԧ֢ԅӾಡᨹૡ֢ጱԆᥝێᰁ҅ᐒտᕟᕢԞکݑἩۜ҅݇Өᔜٵಡᨹ҅ഀݎ᭗Ⴠ᭲ጱ֢አ̶ሾلכፅᕟ

ᕢ݇Өኞாಡᨹૡ֢҅ํզӥս۠ғഀݎሾहכಷ݊ᩙᚆᕪḵ҅᭗ᬦᶱፓङᦒᒵݱᐿ᭔ஆ҅ۗݑ܋ጱᛔԆݎᚆێҔፔ

ᭇଶஃஃ୩Ҕٍํᅎၚ҅ᬩአᘶᗑݢᶱፓᅩ҅ᰒٍ֛ٵ +ᒵದ҅ᄶلݎռ݇Өᅾఘ̶ᵋ፳ቘᦞറᦎӧෙႮف

ਫ᪢ӧෙവᬰ҅ሾכᐒտᕟᕢ݇Өኞாಡᨹྋ᩸ᐒտጱ᯿ᥤ̶

������ ሾכᕟᕢَࣳໜֺٌ݊౮ප

ग़ො݇Өࢥᖍᴡଘྎ݅ࣜىݎໜֺ

关坝地处保护价值较高的地区，因为需要承担保护责任，无法简单、快速地进行资源开发活动，其民生发展一

直受限。早在 2009 年，环保公益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已关注到关坝的生态保护价值，以协作者角色，支持村

民开展巡护并促进村民的环保意识改变。2011 年起，关坝村开始了一场“内外联动”的生态发展运动。在环保

组织的引导下，从之前饲养“环境消耗型物种”牛羊改为“环境友好型物种”蜜蜂，原来以挖药为生的村民改

种药草与核桃。自此，养蜂成为关坝村的生态产业之一，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也参与到巡护队伍中，支持家乡

生态产业。

产业规模逐步形成后，销售渠道受限成为一大挑战。适逢 2017 年 12 月，阿里巴巴宣布脱贫将成为阿里的战略

性业务。由于关坝村已有较好的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规划基础，有返乡青年的内生力量以及外部环保公益组织

的专业支持，2018 年，四川绵阳平武县政府与阿里巴巴签约，将平武县关坝村作为阿里生态脱贫的一块实验田。

阿里旗下蚂蚁森林将从个人参与的环境治理平台，升级到生态脱贫平台。网友在蚂蚁森林上认领经济林，并可

以直接购买“自己保护”的经济作物。另外，蚂蚁森林和淘宝供应商也将为保护地、经济林出产的环境友好型

产品提供市场机会，帮助贫困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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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ᖖ۸चᰂտ�ŉଛᐰਹ҆ࢮᥜ᮱ᖖ۸ᤈۖŊኞாಡᨹلፅᶱፓ

“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动”生态扶贫公益项目由中国绿化基金会 2007 发起创建，采用生态建设和农村产业发

展相结合的方式，以“公益组织＋政府部门＋贫困家庭＋农林公司”四位一体的新型生态扶贫公益模式，在西

部贫困地区开展“植树造林、劳动脱贫、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生态保护与消除贫困建设活动。种植生态经济林，

帮助项目区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妇女，通过参与生态经济林种植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和提高家庭经济收入，

改善当地恶劣生态环境和实现家庭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项目充分借助互联网优势，以 10 元一棵树的小额捐款

模式，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网络植树全民在线植树造林公益活动。10 年中，影响和带动超过 3500 万人

次捐赠超过 5500 多万元，种植生态经济树超过 1500 万株，绿化荒山荒地面积超过 11 万亩，贫困地区受益农户

达 15000 户。

Ӿሾहכಷचᰂտ�ŉᛔᆐझࡅḘᵝلፅӫᶱचᰂ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的共同影响，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面临水土流失和植被

沙化情况问题，冰川消融使草地生态退化，威胁着各种植物、动物的生存。2016	年	9	月，自然堂携手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成立了“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2017	年 5	月在西藏日喀则亚东县的多庆湖畔种植了

６６万平方米绿麦草。2018	年与西藏农牧学院合作，在西藏林芝市鲁朗镇开展种植龙胆草活动，并开展龙胆草

生态栽培示范项目，利用当地龙胆草母体，尝试原生栽培野生龙胆草。通过扎西岗村藏民种植农牧学院专家的

技术指导，将实现“爱心企业 + 公益基金 + 示范基地 + 藏民农户”的精准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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