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全球气候变暖 

【人民网】广东水灾已致 43 人死 9 人失踪 805 万

人受灾 

8 月 21 日下午，省防总召开防御今年第 12 号

台风“潭美”会商视频会，对防御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副省长、省防总总指挥邓海光主持会议并讲话。 

根据会商结果，随着台风“潭美”的到来，21

日夜间到 24 日，我省将有一次极其严重的强降雨

过程。我省刚刚遭受台风“尤特”和西南季风带来

强降雨的重创，对上次灾害影响尚未结束的我省来

说，是“雨上加雨、洪上加洪、灾上加灾”。 

详情请关注>>>  

【中国新闻网】：如果冰川融化，深圳将会怎样？ 

根据 2013 年发布的《华南区域气候变化评估

报告》，预计未来 30 年，华南沿海海平面较 2009

年将上升 73-127 毫米，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将

加大沿海低地、岛屿和滩涂被淹没的面积，延伸海

水入侵的距离，加剧红树林和珊瑚礁的退化。如果

海平面上升 300 毫米，珠江三角洲近海将有 48 个

岛屿被淹没。 

如果地球再继续升温，南极洲融化，那时候海

平面将会升高 56 米。到那时，整个深圳将有五分

之一的面积会沉入海底。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中国经济网：异常天气为何今夏频现 

光明网：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堪比"末日"  

商都网： 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 盘点全球即将消亡的城市 

国际在线：美媒:广州或成全球洪灾损失最重城市 

http://leaders.people.com.cn/n/2013/0822/c58278-22653095.html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3/08-26/5207365.shtml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308/16/t20130816_24666774.shtml
http://travel.gmw.cn/2013-08/21/content_8658360.htm
http://news.shangdu.com/203/20130807/17_5827259.shtml
http://gb.cri.cn/42071/2013/08/23/5951s4228217.htm


本期热点——全球气候变暖 

搜狐网：一边是雨水 一边是火焰 

南方广大地区刚刚结束长达 21天、最高级别的高温

橙色预警,东南沿海将再次遭遇台风,东北防汛抗洪仍在

继续……这个夏天不寻常。 

7 月份以来,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南方地区

出现 1961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旱情发展迅速。

湖南、贵州、江西、上海、浙江、江苏、湖北、重庆 8

省市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少 54%。据国家防总消息,预

计秋冬季节,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仍偏少,可能

出现夏秋连旱甚至夏秋冬三季连旱。详情请关注>>> 
 

新华网：美媒：中国东北华南暴雨成灾多人死亡或失踪 

最近，中国洪水造成的死亡或失踪人数已超过 200

人。台风带来的暴雨引发中国南方山体滑坡，房屋和车

辆遭掩埋，造成多人遇难。在广西，有车辆在山路上被

土石掩埋。上周台风“尤特”带来的降雨，引发湖南、

广西和邻近的广东省洪水泛滥。在广东，上周五以来已

有 22 人死亡，8 人失踪。到周二早间，报道称，南方和

东北洪灾，总共已造成 105 人死亡、115 人失踪。 

详情请关注>>>  

 

大洋网：台风接踵而至 如《环太平洋》怪兽越发疯狂 

热带气旋，就好像《环太平洋》里的怪兽一样，每

隔一段时间就对沿海地区乃至内陆带来冲击。 

在电影里，怪兽袭击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而对广

东这个受到热带气旋“青睐”的省份来说，每年的初旋

和终旋这“一头一尾”出现的日期也越来越靠近，因此，

热带气旋带来的极端强降水也可能会越来越频繁，洪涝

和干旱的几率都将增大。详情请关注>>> 

 

中国新闻网：广州洪灾风险全球最高 报告出自世界银行

经合组织 

   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袭击城市……这

样的场景在电影中并不少见。近日，世界银行和经合组

织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港口城市遭遇洪灾

的预测报告。报告中显示，全球 136 个沿海城市中，广

州洪灾风险最高。电影中的场景会在现实中上演吗？ 

   详情请关注>>> 

 

http://roll.sohu.com/20130822/n384766106.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21/c_125211768.htm
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308/23/73437_32157747.htm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8-29/5222221.shtml


环境评论——全球气候变暖 

【金羊网】 

2050年全球主要沿海城市面临水患 损失将超千亿 

经合组织（OECD）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气候

变化、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地面沉降状况

加剧，诸多因素将使得 2050 年全球主要沿海城市

暴发洪水的风险增加 8 倍，洪灾所造成的损失将超

过 500 亿美元。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气候变

化》杂志上。 

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全球 136 个主要沿

海城市目前和未来因洪水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了

估算。数据表明，2005 年前后，这些城市年均损失

大约 60 亿美元，而到了 2050 年，这一损失额度将

上升到 520 亿美元。根据损失情况，研究人员对未

来这些城市面临的洪水危险程度进行了排名，广

州、迈阿密、纽约、新奥尔良、孟买、名古屋、坦

帕、圣彼得堡、波士顿、深圳、大阪—神户以及温

哥华名列前茅；而中国和美国则是沿海城市洪灾最

严重的两个国家。  

详情请关注>>> 

【求是理论网】 

把气候问题转换为民生问题 

气温的升高或降低是自然事实，光

看数据，高几度、低几度，有的人认为

影响不大。其实，温度本身只是问题一

个方面。热还是冷，归根结底取决于人

的感受。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生

活条件改善，人们趋于追求更舒适的生

活，御寒抗热能力客观上有所下降。这

样一来，过去以区域气候特征为界限的

防寒或防暑安排，渐渐与民众的日常生

活感受不相适应。这也说明，对待极端

天气，气象性防灾减灾远远不够，政府

应当站在人文视角，把气候问题纳入民

生问题来理解和对待。 

既然是民生问题，那么对天气变化

的关注，就不只是特定时期、极端情形

下的紧急应对。各级各地政府无论从应

急部署、日常保障机制设立，还是基础

设施建设、户外作业规定等方面，都要

充分考虑天气因素。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南方日报：理性科学应对极端气候现象 

南方网：高温消退 警钟犹鸣 

人民网：广州日报：高温下，更要多一些环境反思 

【优酷】视频: 全球气候变暖掀起北极资源争夺战 

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id=870907
http://www.qstheory.cn/dj/dbsd/201308/t20130802_255668.htm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8/10/content_7215390.htm
http://qydg.southcn.com/qysp/201308/t20130817_412450.htm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809/c1003-2250319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3NjI4MTY0.html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歌舞青春，撒播希望 

2013 年 7 月 30 日下午，华南师范大学绿

色文明社团第三期“蒲公英的种子——绿漫

油山”文艺汇演暨成果展于油山镇礼堂举行。

油山镇政府团委曾燕书记，油山中学林祥胜

副校长，油山中学团总支曾钰琪书记和学生

家长共 200 余人应邀出席了本次成果展。 

详情请关注>>> 

 

 

多彩毕业季，夏日暖人心气 

    2013 年 7 月 29 号，2013 年“蒲公英的

种子”夏令营毕业典礼在南岭中学举行，为

服务队在南岭中学的环教活动画上完美的句

号。临近分别，环教队员与学生依依不舍，

毕业典礼场景感人而温馨。环教组将在南岭

当地招募学生成立“星火”南岭小分队，旨

在让学生成为南岭的主人，保护南岭环境。 

详情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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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环教之教案研发篇 

7 月 13、14 日，受绿点环境教育项目部

邀请的资深环境教育讲师、各高校优秀环境

教育志愿者近三十人在广州绿客地球办公

室参与了绿点环教项目部举办的互动式环

境教育教材研发工作坊。本次工作坊促进了

绿点环境教育项目志愿者对互动式环境教

育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受到互动式环教活

动设计的启发和引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相关的教案设计。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4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5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4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45


第六届绿点精英夏令营暨第五届环教夏令营 

活动预告 

忆过去，绿点夏令营，一路风雨，不断尝试，已有五年，硕果累累，丰富了广东高校环

保社团成长计划，使该项目生根发芽，而且提高营员多方面能力，推动社团的发展。 

想今年，绿点夏令营，收拾过去，吸取经验，敢于创新，信心满满，通过打开社团会长

及环教组长的视野，提升能力，为接下来的社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 

车友选单车店看重免费项目和单车文化氛围 

由广东自行车展组委会主办、“拜客·广州”协办的“寻找特色自行车店活动”在 8 月 17 日

的 2013 广东自行车展现场举行了颁奖礼。本活动一方面希望联同广大车友发现身边产品、

服务、概念等独具风格的自行车店，推荐给更多自行车爱好者。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寻找典

型发现特色的方式，给予自行车终端销售行业启发和帮助，促进自行车产业发展。最后，也

希望借此机会征集车友们关于自行车店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一个车店与消费者的对话平台，

实现车店和消费者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 

 

    详情请关注>>>  

 

我寻找特色自行车店 之 推荐车店送奖品 

根据车友的推荐和车店的自荐，我们综合筛选出一下几间特色车店向大家推荐！ 

欢迎登陆：http://app.askform.cn/75770001.aspx，告诉我们你心目中最棒的车店是怎样的，

并选出（或推荐）你最心水的自行车店！凡成功完成有效问卷的均可获得单车坐垫防雨罩 1

个，并获得哈泳雅头盔的抽奖机会（名额 50 个）！ 

详情请关注>>>  

 

    通缉广州危险过街设施，送话费 

参与方式： 

市民在出行期间发现危险的过街设施，如：没有照明设施（路灯），没有安全护栏，道

路路况差（容易出现摔伤、撞车），排水管道不畅通，高度不够等导致市民出行不安全的因

素时请@骑士救广州。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5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58
http://bikegz.com/article-275-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75-1.html
http://app.askform.cn/75770001.aspx
http://bikegz.com/article-274-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74-1.html


微博内容包括【标签#通缉广州危险过街设施#+具体地点+清晰的现场照片+不安全因素

的描述+@骑士救广州】请尽可能纤细描述，还可以加上你觉得可行的解决方案。 

详情请关注>>>  

 

 

 

 

 

 

 

 

 

 

 

 

 

 

 

 

环保小 tips：知识普及篇 

 

到目前为止已经威胁人类生存并已被人类认识到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

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圾成灾、

有毒化学品污染等众多方面。 

 

（1）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是指全球气温升高。近 100 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

波动，总得看为上升趋势。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1990 年全球平均气

温比 100 年前上升了 0.48℃ 。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

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 CO2 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

太阳辐射的短波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

是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的后果，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

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

环境。 

 

(2）臭氧层破坏 

在地球大气层近地面约 20～30 公里的平流层里存在着一个臭氧层，其中臭氧含量占这

一高度气体总量的十万分之一。臭氧含量虽然极微，却具有强烈的吸收紫外线的功能，因此，

它能挡住太阳紫外辐射对地球生物的伤害，保护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然而人类生产和生活所

排放出的一些污染物，如冰箱空调等设备制冷剂的氟氯烃类化合物以及其它用途的氟溴烃类

等化合物，它们受到紫外线的照射后可被激化，形成活性很强的原子与臭氧层的臭氧（O3）

作用，使其变成氧分子（O2），这种作用连锁般地发生，臭氧迅速耗减，使臭氧层遭到破坏。

南极的臭氧层空洞，就是臭氧层破坏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到 1994 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

http://bikegz.com/article-271-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71-1.html


破坏面积已达 2400 万平方公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在 20 亿年里形成的，可是在一个世纪

里就被破坏了 60％。北半球上空的臭氧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薄，欧洲和北美上空的臭氧层

平均减少了 10～15％，西伯利亚上空甚至减少了 35％。因此科学家警告说，地球上空臭氧

层破坏的程度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3) 酸雨 

酸雨是由于空气中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等酸性污染物引起的 pH 值小

于 5.6 的酸性降水。受酸雨危害的地区，出现了土壤和湖泊酸化，植被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

建筑材料、金属结构和文物被腐蚀等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酸雨在五、六十年代最早出

现于北欧及中欧，当时北欧的酸雨是欧洲中部工业酸性废气迁移所至，七十年代以来，许多

工业化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防治城市和工业的大气污染，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增加烟囱的高

度，这一措施虽然有效地改变了排放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但大气污染物远距离迁移的问题

却更加严重，污染物越过国界进入邻国，甚至飘浮很远的距离，形成了更广泛的跨国酸雨。

此外，全世界使用矿物燃料的量有增无减，也使得受酸雨危害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全球受酸

雨危害严重的有欧洲、北美及东亚地区。 

 

(4) 淡水资源危机 

地球表面虽然 2/3 被水覆盖，但是 97％为无法饮用的海水，只有不到 3％是淡水，其中

又有 2％封存于极地冰川之中。在仅有的 1％淡水中，25％为工业用水，70％为农业用水，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供饮用和其它生活用途。然而，在这样一个缺水的世界里，水却被大量

滥用、浪费和污染。加之，区域分布不均匀，致使世界上缺水现象十分普遍，全球淡水危机

日趋严重。目前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缺水，其中 28 个国家被列为严重缺水的国家和

地区。预测再过 20～30 年，严重缺水的国家和地区将达 46～52 个，缺水人口将达 28～33

亿人。我国广大的北方和沿海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据统计我国北方缺水区总面积达 58 万

平方公里。全国 500 多座城市中，有 300 多座城市缺水，每年缺水量达 58 亿立方米，这些

缺水城市主要集中在华北、沿海和省会城市、工业型城市。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都离不开水，

人们贴切地把水比喻?quot;生命的源泉"。然而，随着地球上人口的激增，生产迅速发展，水

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珍贵。一些河流和湖泊的枯竭，地下水的耗尽和湿地的消失，

不仅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而且许多生物也正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造成的河流改道、湿

地干化和生态环境恶化而灭绝。不少大河如美国的科罗拉多河、中国的黄河都已雄风不再，

昔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景象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了。 

 

(5) 资源、能源短缺 

当前，世界上资源和能源短缺问题已经在大多数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出现。这种现象的

出现，主要是人类无计划、不合理地大规模开采所至。本世纪九十年代初全世界消耗能源总

数约 100 亿吨标准煤，预测到 2000 年能源消耗量将翻一番。从目前石油、煤、水利和核能

发展的情况来看，要满足这种需求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新能源（如太阳能、快中子反

应堆电站、核聚变电站等）开发利用尚未取得较大突破之前，世界能源供应将日趋紧张。 此

外，其它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的储量也在日益减少，这些资源终究会被消耗殆尽。 



环保工艺品：废物利用 

 

【DIY 收纳盒】废弃的卷子筒没有作用了

吗？试试把他们做成小小收纳盒吧~~~ 

 

【DIY 篮子】家里有废报纸吗？赶快来做个

篮子吧，既环保又好看哦~~~ 



NGO 招募 

1、东莞市爱苗孤独症患儿家长互助中心招聘

工作人员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东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2、厦门市“温馨夕阳”咨询服务中心招聘社

工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厦门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3、广州市安之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招聘活动

干事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4、深圳市福田区天安商会招聘财务兼行政主

管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5、广州市萝岗区太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聘

全职 

招募人数：4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6、深圳市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招聘全职及

实习生 

招募人数：数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7、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招聘全职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8、与人公益基金会招聘项目官员兼财务人员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9、晋江市致和社工事务所招聘专业社工督

导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福建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10、广州市海珠区土华爱护动物协会招募全

职多名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1、广州市幸福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社

工多名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23 日 

详情请点击>>>  

 

12、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

募全职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3、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招募全职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4、广州市荔湾区原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

募全职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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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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