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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人民网：现实中有两个"舌尖上的中国" 地沟油检测真能

治本？ 

  最近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很火，有评论者在微博

上说，现实中“有两个舌尖上的中国”：一个充满阳光与感

动，是由淳朴、温情、唯美、感动、诱人、人文关怀、奶

奶的眼泪、妈妈的手、故乡的回忆写成的；而另一个充满

晦暗与肮脏，是由添加剂、致癌物、地沟油、增白粉、瘦

肉精、农药残留、荧光粉、反式脂肪酸写就的。这样的感

慨让人五味杂陈，当此之时，“卫生部初步确定 3 个地沟

油快速检测法”这样的新闻，总算让人有了欣喜中夹杂着

苦涩的期待。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北方网：“舌尖上的中国”难咽“工业食用油” 

新浪新闻中心：曹林：另有一个“舌尖上的中国” 

 

本期广东环保热点：食品安全 

 

 

广东省食品安全网：广东汽油罐装“问题油”轻易进餐馆 

昨日，广东省质监局联合珠海中山质监、工商、食药

监、公安等 4 部门执法，兵分 8 路，对窝藏在珠海、中山

两地的 2 个涉嫌非法生产加工问题食用油窝点，4 个涉嫌

销售配送问题食用油窝点以及 2 个涉嫌购买、使用来源不

明的食用油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查获问题食用油

24 吨，抓获犯罪嫌疑人 6 名。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广东食品安全网：佛山高明查获一加工销售病死猪肉团伙 

广东食品安全网：深圳将成立食品安全监管局  

环球网：广州"创卫"复查省检过关 食品安全获高评价 

南方周末：书包零食：小心“中毒” 

http://shipin.people.com.cn/GB/17960846.html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05/23/009282676.shtml
http://news.sina.com.cn/pl/2012-05-24/101324470920.shtml
http://www.gdfs.gov.cn/zwxx/ShowArticle.asp?ArticleID=80818
http://www.gdfs.gov.cn/zwxx/ShowArticle.asp?ArticleID=81039
http://www.gdfs.gov.cn/zwxx/ShowArticle.asp?ArticleID=81043
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2-05/2759138.html
http://www.infzm.com/content/7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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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绿点网：珠江营筹委赴云南曲靖师范学院签订友好合作协

议书   

今年4月28日，华农大学环保科技协会会长黄敏聪和

珠江营筹委张树燕前往云南，与珠江源环保协会商谈第二

届“珠江使者”大学生绿色实践营友好合作事宜。双方代表

根据实地考察具体情况重新修改了珠江营策划书，双并签

订第二届“珠江使者”大学生绿色实践营友好合作协议书。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广州科贸绿协关注食品安全环教活动 

2012 年 5 月 18 日，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绿色环保

协会与广州番禺区南村家庭服务中心在南村镇南村小学

开展了“关注食品安全，健康快乐成长”为主题的食品安全

教育课程。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第四届龙洞高校联盟定向越野赛 

本次活动是由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绿化环保协会、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特勤队、广东工业大学定向越野

俱乐部、中大新华学院轩志社实践部、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五校于 201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00 在广东工业大学

（龙洞校区）共同举办的，得到了广东高校定向总会的大

力支持。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南方医大绿沙废旧电池回收活动 

5 月，夏日炎炎。南方医科大学的绿色沙龙协会的废

旧电池回收活动就在这个炙热的月份正式开展。前期的外

联工作使活动获得 10 多个学校和小区的支持。在用了整

个 4 月的时间进行踩点后，活动负责人最终定下了初期放

置电池回收箱的地点——奥园华庭，都市玫瑰苑，岭岚花

园，大良实验小学等。活动期间，协会成员到各地点进行

箱子设置，并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和报纸、在电梯里张贴提

示语等来增强宣传效果，希望有更多市民了解我们的活动

并参与其中。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绿点网：华工 Fresh 南校区树牌大拯救活动 

绿点网：广工第四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圆满成功 

绿点网：女院绿意环协广东科技中心环保 DIY 互动活动 

绿点网：肇庆环协寻觅环境教育导航者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9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8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9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9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7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8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77


《绿客地球》——关注广东环保动态的青年人刊物 

 

绿客地球办公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489 号佳信花园佳信二街 3 号 C3 栋 9 层 904 房 

电话：020-84054109  传真：020-34150625  交通指引：【地铁】赤岗站 C2 出口；【公交】赤岗东二站 

绿客地球机构动态 

绿点&香港地球之友：知晓 PM2.5，不当二百五

——粤港共“争气” 

 ——[平步青云]第十九讲：广工站精彩回顾 

由香港地球之友和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联

合发起的“平步青云讲坛”第十九讲就粤港两地

pm2.5 和空气污染的话题进行了探讨。“我从香港

赶赴广州累得喘气，还要来这里叹气，真不知道

我们未来还要怎么争气。但我们要争一口气，争

一口什么气，要争一口好空气。”  吴方笑薇女士

一开场就义愤填膺谈“三气”...... 

详情请关注<<<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2011—2012 年度广东高校环保社团

评优 

5 月 26 日，2011-2012 年度广东高校

环保社团评优活动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海珠校区信院南 102、201 隆重举行。„„

此次评优活动受到各环保社团的重视，参

会社团达 22 个，其中包括初审入围社团

15 个，观摩社团 7 个，共百余人参与了

此次大会。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 

“NO IMPACT WEEK”骑行活动 践行

低碳生活 

4 月 23 日，由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与拜客广州携手举办的“NO  IMPACT  

WEEK”骑行活动在广州大学城起航。一

批倡导环保和自行车爱好者们聚集广州

大学城，用行动倡导公众参与低碳活动。 

详情请关注<<< 

 

绿点&香港地球之友：一份送给地球的礼物：废

弃横幅再生为时尚背包 

—— [平步青云]第二十讲：江门五邑站精彩回顾 

“环保绿色消费是一条上升的线，是未来的一

个趋势，大学生创业必须顺应这个趋势。随这条

线流动，才能走得远。” 他在创业初期由于生产

的商品较低档次也曾亏了本，后来他决定放开手

大胆做，不计得失，用心投入资金和心血。“我的

确想做一个品牌出来，但是做一个品牌出来不容

易，需要时间，而品牌出来了就是价值无限的。

所以我不去想收益如何，我只想着这份理想，环

保这份情。”  

详情请关注<<< 

 

香港地球之友： 

改善空气 不及前朝 向曾荫权算账  

香港地球之友指出，董建华最「煞食」

的招数，离不开针对性的限制措施，例如

把柴油的士转用天然气、订立轻型柴油车

新废气标准，及禁售含铅油等。以铜锣湾

的路边空气质量為例，3 年间便因为有关

措施令 PM2.5 污染量大減近 4 成。相反，

曾荫权年代纵使路边空气质量仍有改善，

但大体沿用前朝的工作，即使推出新措

施，主要是鼓励、试验政策居多，欠缺实

质效果。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5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1
http://www.biketo.com/news/activity/8845.html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98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language=tc&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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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点与亮点  

 

亮点<<<深圳龙岗河重生：“绿色发展”的新样本 

如烟的垂柳、柔美的河草，潋滟的水波、远远的石桥、

怡然自得的行人——曾经是“臭水沟”的龙岗河经过两年多

的整治已经水清河晏，这条深圳龙岗的母亲河历经整治，终

于获得新生。 

记者观察到，经过大运会前 9 个月的集中行动，龙岗河

终于告别昔日污水横流的臭水沟，变身为水清岸绿的景观

河，早晨和傍晚时分，不少市民在河边景观带上跑步、健身，

呼吸新鲜空气，他们说“这是政府整治龙岗河给老百姓带来

的最大福利。” 

详情请关注<<< 

 

 

黑点<<<中国青年报：我国每年废弃 1 亿部手机 1 块电池

可污染 6 万升水   

据中国广播网等媒体报道，目前全球每年废弃的手机约

有 4 亿部，其中中国有近 1 亿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期发

布的《化电子垃圾为资源》报告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废

弃手机数量将比 2007 年增长 7 倍。据了解，废旧手机零件

中含有铅、鎘、汞等多种有害物质，若直接丢弃将严重污染

土壤和地下水。一块废旧手机电池的污染强度是普通干电池

的 100 倍，可污染 6 万升水。如果将废旧手机运到垃圾场焚

化，塑料外壳还会产生含氯的有毒物质，甚至是一级致癌物

“二恶英”。手机印刷线路板和外壳都含溴阻燃剂，会破坏人

体健康，引起甲状腺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以及神经、免疫

系统问题等。 

详情请关注<<< 

更多消息： 

新浪网：北京环保志愿者将采取“BMW”出行方式植树   

WWF 新闻：2012 地球一小时再度席卷全球 中国参与城市再创新高   

中国绿色时报：国家林业局重拳打击破坏湿地违法行为 

http://env.southcn.com/xwzx/snyw/content/2012-04/13/content_43629683.htm
http://env.southcn.com/xwzx/snyw/content/2012-04/13/content_43629683.htm
http://zqb.cyol.com/html/2012-03/29/nw.D110000zgqnb_20120329_1-07.htm
http://news.qq.com/a/20120329/000785.htm
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2-04-06/102024229939.shtml
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presscenter/pressdetail.shtm?id=1334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2-04-11/1009242539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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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论 

南方都市报:「王则楚专栏」标准的落后最需要反思 

    报载，近日某国际环保组织发布的一份关于茶叶农残的检测报告再次把茶叶行业推到食

品安全的风口浪尖。昨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官网回应称，对该报告内容持保留意见。因为

经过与国家标准 G B26130-2010《食品中百草枯等54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的严格对照，

比对该组织发布的《报告》中检测的茶叶样品全部符合现有国家标准。但也承认：比照国家

标准，报告检测的茶叶农残量并不超标，但比照欧盟标准却超标。原因是欧盟标准对食品中

农残限量要求很严格。 

详情请关注<<< 

人民网：专家解析“铬超标胶囊”对健康影响究竟有多大 

  铬超标胶囊”事件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公众的恐慌。那么，我国对

药用胶囊有没有执行标准？铬有没有毒性，铬超标对人体会产生多大的危害？使用工业明胶

生产的胶囊，它的毒性有多强？针对公众急于了解的这些问题。 

详情请关注<<< 

 

环保小 tips 

夏季食品安全小知识 

一、选择食用安全的食品 

在选购、消费食品时，要注意选择持有有效证照的饭店和食品商店，查看定型包装食品和散装食品的

标签是否标明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在选购熟食卤菜、凉菜时要注意其防蝇防尘设施是否齐

全，存放条件和存放容器是否符合卫生要求。 

二、烹调食品要烧熟煮透 

未经烧煮的食品通常带有致病菌，只有彻底烹调才能杀灭

各种病原体。 

三、立即食用煮好的食物 

食用煮后在常温下存放 4-5 小时的食物是极不安全的，因

为烹调好的食物冷却到室温时，微生物就开始繁殖，繁殖到一

定数量或繁殖过程中产生的毒素可致进食者中毒。 

四、避免生熟食品交叉污染 

烹调操作时刀、砧板等食品用工具及盛装食品的容器要生熟分开，冰箱内存放食品时注意不要生熟混

放。 

五、彻底再加热熟食品 

隔顿、隔夜的食物如存放于冰箱内，食用前须彻底再加热，这样可以杀灭储存时增殖的微生物，但如

发现熟食品变质时，则应弃去，因为一些微生物产生的毒素靠加热是消除不了的。 

六、厨房保持清洁 

用来制备食品的工具、用具必须清洁，洗碗池定期清洁消毒，接触厨房用具的抹布每天消毒晾干，餐

具清洗消毒后应注意保洁。 

七、避免苍蝇、蟑螂等昆虫接触食物 

最好的保护措施是将食品储存于密闭容器中，以免上述害虫将致病微生物带到食物上。 

八、安全食用蔬菜 

食用蔬菜坚持采用“一洗、二浸、三烫、四冲”的方法，以去除残留于蔬菜中的农药。 

http://gcontent.oeeee.com/a/48/a486cd07e4ac3d27/Blog/206/17e4d8.html
http://news.qq.com/a/20120422/000486.htm
http://news.qq.com/a/20120422/0004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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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信息  

1、“拜客·广州”招募核心志愿者（长期有效）详情请点击<<< 

机构名称: 拜客·广州 招募人数: 不限 地点: 广州  

2、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会——南岭自然解说员进阶营招募  详情请点击<<< 

机构名称: 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会 招募人数:25 地点: 广东  

截至日期: 6 月 10 日  

3、创绿中心——诚征总干事助理 详情请点击<<< 

跟思骋及创绿团队一起荷㦸，并肩吶喊，创弄新潮。有志推动绿色转型，热爱环境，疾污染者如仇，愿为

脆弱的地球砍拼的青年朋友。工作地点： 广州 

截止期：7 月 15 日 

4、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 ISC 招募上海广东职位 详情请点击<<< 

截止期：6 月 25 日 

5、燕山学堂 2012 年暑假自然教育工作坊 详情请点击<<< 

报名截止日期：2012 年 7 月 25 日 

6、绿耕云南项目招聘多名工作人员 详情请点击<<< 

截止日期：2012 年 6 月 15 日 

 

联系我们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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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a.com.cn/bikegz 

 

香港地球之友 

网址：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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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栏长期征

稿，限于环保话题，字数 800-1500 之间。 

 

温馨提示：为节约办公资源，绿点青年环境

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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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袁淑文 游路西 

 

助理编辑：邹贵珍 陈姚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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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月刊内容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均为公益目的（且其中观点不代表编辑者立场）。

如果本刊内容不慎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尽快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将相应的内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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