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65 世界环境日 

【深圳旅游】2013 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思前·食后·厉

行节约 

4 月 22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了 2013 年世界环境日

中国主题，确定今年的主题为：“同呼吸 共奋斗”，旨

在释放和传递建设美丽中国人人共享、人人有责的信

息，倡导在一片蓝天下生活、呼吸的每一个公民都应牢

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切实履行好呵护环境的责

任，自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养成健康合理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激发全社会持久的环保热情，为

改善空气质量、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而奋

斗。 

详情请关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

主任阿奇姆.施泰纳致辞 

每年的 6 月 5 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举行很多活

动庆祝联合国世界环境日。这一天，几乎每一个国家都

会采取行动，举办各种活动，以改善现在和将来的环境。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关注食物浪费和食物损失。思前.

食后.厉行节约：减少你的耗粮足迹运动是今年早些时候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一

些快速发展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发起的一项运动。该

运动吸引人们关注这一问题，从而减少从农场到餐桌的

大量食物浪费。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食物浪费事实与数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环境日主题 

和讯网： 2013 世界环境日特别报道 节能减排：通信业“翻新”家当 

河源网：加强环境保护 打造“广东绿谷”——纪念 2013 年“6·5”世界环境日 

http://www.sz.net.cn/firstpage/2013-05/16/content_3210561.htm
http://www.unep.org/chinese/wed/messages/ED.asp
http://www.unep.org/chinese/wed/quickfacts/
http://www.unep.org/chinese/wed/theme/
http://tech.hexun.com/2013-06-05/154863624.html
http://www.heyuan.cn/xw/20130605/79684.htm


本期热点——世界环境日 

广州荔湾：区环保局：荔湾区纪念“6.5”世界环境日

系列宣传活动精彩纷呈 

“光盘有礼”活动是荔湾区环保局为配合今年世界

环境日“思前、食后、厉行节约”主题特别策划推出的

系列活动之一。活动首先通过微博邀请市民分享光盘行

为，发扬光盘精神，宣传节约粮食的理念。在“6-5”

世界环境日当天，区环保局联合辖内 9家酒楼食肆发起

绿色餐饮承诺，对“光盘达人”给予“光盘”优惠价，

通过开展员工培训，在餐牌加“温馨提示”，对餐单进

行改造等方式，减少餐饮企业的厨余浪费。同时发动大

学生志愿者到各大酒楼食肆向食客宣传光盘理念，寻找

“光盘达人”给予惊喜大奖。 

详情请关注>>>  

21CN 网：纪念 6·5 世界环境日 专家与市民热议空气

污染 

为纪念第 42 个 6·5 世界环境日，由广东省环保厅、

省精神文明办、团省委和广州市环保局、荔湾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广东省 2013 年纪念世界环境日活动在广州市

陈家祠广场举行，省环保厅副厅长黄文沐呼吁市民积极

保护生态、自觉珍爱自然，做环保、文明的现代公民，

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广东。 

详情请关注>>> 

 

中国文明网·深圳：第 42 个“世界环境日” 深圳推

10 个绿色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以“美丽深圳·幸福家园”为主题，包括

市民中心主会场在内，全市十个区联合市人居环境、发

改等 12 个市政府相关部门，推出了生态文明·绿色系

列十篇章等活动。活动中，有 200 多家学校、企事业单

位和家庭个人因践行环保理念表现突出，获得表彰。 

详情请关注>>> 

 

南都网：世界环境日授旗 历届最环保 

   昨日是第 42 个世界环境日，深圳市启动了“美丽

深圳·幸福家园”生态文明宣传暨世界环境日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首次采用高科技技术授旗，现场无任何纸质材

料和花束等，仅花 20 分钟完成，为深圳历届最环保、

最具高科技含量的世界环境日。 

   详情请关注>>> 

 

http://www.lw.gov.cn/zwgk/13114/13115/mryw/bmxx/201306/t20130605_230695.htm
http://house.21cn.com/news/jishi/a/2013/0602/15/21988256.shtml
http://gdsz.wenming.cn/wmbb/201306/t20130606_675857.htm
http://epaper.oeeee.com/H/html/2013-06/06/content_1872183.htm


环境评论——世界环境日 

【21CN 生活】 

世界环境日引发的思考 

如何为世界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水环境，不

让蒂莫西一家的悲剧重复上演，已经成为全世界

共同努力的目标。 

其实早在 10 年前，来自以色列顶尖研究机构

魏茨曼研究所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专家们，

早已对饮水安全问题产生了关注，并对这一课题

开始了深入研究。在以色列著名食品集团施特劳

斯的赞助下,几十位世界级的专家学者，在生物、

化学、物理等方面做了大大小小上万次实验，如

何将化学与物理两种净化手段有序组合起来，从

而兼顾饮用水的安全与健康，始终是实验室中一

致追求的目标。 

通过数年的努力，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净

水技术终于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做 MAZE。

“MAZE 技术包括了生化、塑料和微生物等多方

面的专利，每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都发挥着不同

的过滤作用。它们之间特殊的排列组合方式，让

水在重力的作用下，穿越迷宫一般的装置，有效

的与滤料密切接触，确保每一滴水都经过净化的

同时，保证水中的矿物质不至流失。”  

详情请关注>>> 

【广州日报】 

生态广州 共同行动—— 2013 年世

界环境日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致全体市民

的公开信 

今天是第 42 个世界环境日。为响应

联合国“思前，食后，厉行节约”及国家

“同呼吸，共奋斗”的世界环境日主题，

我市将“生态广州，共同行动”作为宣传

纪念活动主题，旨在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关

注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携手建

设美好家园。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本条件。保护好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

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过去的一

年，我市认真贯彻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全面部署

和深化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晶报：世界环境日，写给一条河的挽歌 

河源网：加强环境保护 打造“广东绿谷”——纪念 2013 年“6·5”世界环境日 

金羊网：世界环境日说车内环境 

【优酷视频】：世界环境日：广东 PM2.5 监测站点今年底增至 100 个以上 

http://life.21cn.com/zaojiao/shopping/a/2013/0625/17/22329782.shtml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06/05/content_2272637.htm
http://jb.sznews.com/html/2013-06/06/content_2506893.htm
http://www.heyuan.cn/xw/20130605/79684.htm
http://auto.ycwb.com/2013-06/03/content_4502470.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2NzIxNzA4.html


绿客地球机构动态以及活动预告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十年铸剑——互动式环境教

育 

1.环境教育背景与意义 

 我们身边的气候越来越炎热，最高气温的记

录、长期高温的记录被不断刷新；我们呼吸的空气

越来越差，PM2.5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们身

边的河涌发生着我们看得到的变化，各种垃圾，废

水正在淹没着我们的美好回忆…… 

详情请关注>>>  

 

绿色创意，快乐童年 

    2013 年 6 月 1 日，值儿童节之际，广州绿点公

益环保促进会联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启智

服务队、华南师范大学生态绿叶社以及广州美术学

院绿意环境保护兴趣小组等组织在广州市妇女儿童

医院开展了主题为“绿色创意，快乐童年”的大型环

保创意工作坊。本次工作坊充分融合了 DIY 时尚环

保创意，并力求为孩子们提供发挥创意以及亲子交

流，合作的机会与平台。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 

城市单车运动：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道路 

    如果我说单车有 50 种优点，你相信吗？如果我说

单车能够拯救地球，你又是不是会觉得我是疯子呢？其

实，当我们每一个人踩上单车的时候，不仅仅改变了自

己的生活习惯有更好的身体和心态，更重要的是，城市

的单车模式让人们看到“汽车霸权”之外的另一种可

能性——一个对人更加友善、可持续的城市生活模

式……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关于海珠生态城完善低碳绿色的慢行系统的意见 

案由：历时一年多酝酿，海珠生态城规划草案日前在广州规划局官网公示。生态城规划

面积 52 平方公里，范围大于半个海珠区。未来，环绕生态城的有轨电车线路匍匐其中，位

于生态城西部的有轨电车线路密集，涵盖城市新中轴线两侧、广州大道南、南洲路、海珠湖

四周等范围。对该规划草案，拜客广州于 6 月 19 日向广州市规划局提交了以下建议书……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9
http://bikegz.com/article-256-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6-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8-1.html


不让小洲便桥新闻”烂尾“，拜客广州在行动 

前段时间，城中媒体多次报道小洲便桥确定被拆新闻，引起广大市民热议。自 2003 年

建成投入使用，小洲便桥是两岸市民和大学城学生往来的重要通道。随着十年间大学城和周

边地区的迅速发展，小洲便桥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对于需频繁来往河两岸的市民、学生

来说，小洲便桥的拆除更是引起了极大的不便。 

详情请关注>>>  

 

 

 

 

【香港地球之友】 

香港地球之友第十一届东江之子义工入选名单（大陆部分） 

1  倪伟华  东莞理工学院 

 2  刘毅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3  龙伟丽  中山大学 

 4  李艳红  江西农业大学 

 5  陈焕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6  ……  …… 

详情请关注>>>  

 

 

【活动预告】 

东江之子分享会系列活动之陈志强台湾行分享--"关注城市垃圾分类,探索合适发展道路" 

香港地球之友中国项目顾问陈志强先生随广州市市长在台湾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学习台湾

的垃圾分类和处理，并与台湾慈济青年义工共同探讨台湾垃圾处理的问题，获益匪浅，希望

将自己的收获与大家分享，届时还会分享台湾之行的趣闻。详情请关注>>>  

详情请关注>>>  

 

 

http://bikegz.com/article-258-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8-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8-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8-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8-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8-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60-1.html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5324210736/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5324210736/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52601333163/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52601333163/
http://foehk.blog.163.com/blog/#m=0
http://foehk.blog.163.com/blog/#m=0


环保工艺品：废物利用 

【浴室收纳盒 DIY】用光的浴液瓶子其实有很

好的质感，扔掉十分可惜呢~~~只要几步就可

以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哟~~~  

 

【室内收纳盒 DIY】自己动手做个

收纳盒吧~还能废物利用哦，9 个洗

净的酸奶盒就可以喽~来学学吧~ 



【收纳桶 DIY】简单的步骤就可做出好看又环

保的小桶，可多用哦~~~ 

 

【凳子、坐垫 DIY】奶粉罐 DIY 简

易凳子，家里有多余奶粉罐的可以试

试哦~ 



NGO 招募 

1、 2013 年社团成长计划暨夏令营志愿者团队

招募 

招募人数：6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013.7.8 

详情请点击>>> 

 

2、广州市青少年心理辅导协会招聘项目助理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3、壹基金招聘 IT实习生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26 日 

详情请点击>>>  

 

4、社区伙伴招聘青年实习生及青年人行动网

络项目经理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5、打工者中心职位招聘干事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6、广州市人人社会服务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6 日 

详情请点击>>>  

 

7、创绿中心招聘水项目官员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8、深圳青草工友成长服务部招聘暑期实习生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31 日 

 

9、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招聘全职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12 月 26 日 

详情请点击>>>  

 

10、香港仁人家园顾问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

招聘项目官员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1、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招聘全职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2、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招聘公关项目部项

目助理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1 日 

详情请点击>>>  

 

13、广州市萝岗区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14、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招募全职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长沙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5、广州市幸福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6 日 

详情请点击>>>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zyzzm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04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04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50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50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38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38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3998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3998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2627994848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2627994848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022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022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5529960443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5529960443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9196059722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9196059722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026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026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47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hr-itemid-4147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3980158973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3980158973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3917511389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3917511389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9673413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96734131


 

联系我们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网址：www.gpaction.net  

电邮：gpaction@vip.163.com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paction  

 

 

拜客广州 

网址： http://bikegz.org/ 

电邮：bike.gz@163.com 

博客：http://bike.gz.blog.163.com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bikegz 

 

 

香港地球之友 

网址：http://www.foe.org.hk/  

电邮：foehk@foe.org.hk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foehk 

 

欢迎投稿：lkdqyuekan@gmail.com 

投稿须知：本月刊“环境评论”、“环保小 tips”两

栏目长期征稿，限于环保话题，投稿若被刊选，将酌

情奖励。 

 

温馨提示：为节约办公资源，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

促进会、拜客广州、香港地球之友（大陆办事处）三

大机构的办公地点已经合并。 

 

办公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恒信路信和街 10

号粤信广场嘉东楼 1407-1408 

   

编辑:袁淑文 游路西 

 

助理编辑：林淑漫 梁斯洁 陈美玉 

 

订阅方式：以邮件名“订阅绿客地球月刊”发送邮

件到 lkdqyuek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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