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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广州日报：约“华哥”骑车 为环保“秀” 

日前，拜客与广州市长陈建华骑车游赏白云湖，成为这座城市的

热闻。因而，拜客广州这个以倡导环保及环保出行方式为己任的社会

组织，再次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 

记：拜客广州对于广州的交通建设，有什么好建议呢？ 

陈：我们真心期望广州市构建一个环保的宏观远景——建设一个

多样化的可持续交通体系。让步行和骑车安全顺畅、让公交地铁方便

快捷、让私家车艰难而昂贵。我们的建议并不是针对开私家车的人，

而是我们调查发现广州市每公里承载的汽车数量大概在 330 至 400 辆

之间、人均汽车拥有量是 0.2 辆，这不但超过了香港，而且超越了新

加坡，这对环境而言将造成巨大负担。 

详情请关注>>>  

 

广州日报：市长约“拜客”骑单车

看绿道 

本月初，“拜客广州”负责人陈

嘉俊连续两天“织围脖”邀请市长

一起骑车游广州，“I have a dream，

同华哥踩踩单车吹吹水！” 如今，

“华哥”欣然应约，快速作出回应，

认真座谈，同踩单车，以实际行动

力撑“低碳广州”。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南都网：市长与“拜客”所骑“单车”不同 

大洋网：政府鼓励骑车低碳出行 网友：政府言行不一 

金羊网-新快报：在广州骑自行车，安全吗？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07/24/content_1794849.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07/15/content_1779521.htm
http://gcontent.oeeee.com/a/6e/a6e4f250fb5c56aa/Blog/38a/801d7f.html
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207/20/73437_25107348.htm
http://news.ycwb.com/2012-07/02/content_38592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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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 

 

此前，广州、深圳、汕头等地已对社会组

织直接登记进行过规定。此次《方案》印发意

味着我省全面铺开社会组织改革。 

南方日报：粤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成立 

省委、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培

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方案》明确，7 月 1 日起，除

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将社会

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

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据介绍，

《方案》推出了许多创新举措，并着眼于稳

妥推进，具有广东先行先试的特色。 

详情请关注>>> 

南方都市报：NGO 注册，围城内外 

摘要：“早上我又去了广东省民间组织管

理局，这已经是第七趟了。跟局长聊了一会儿，

又跟一个处长演讲了 20 分钟。这是我的第四

次演讲，听众只有一个人。”对同性恋亲友会

的阿强来说，申请注册就是一次次的游说和倡

导。 

„„ 

现实困境与“擦边球” 

  如果说同性恋组织、劳工组织是因为行走

在敏感地带而注册碰壁，那么对于符合四大类

要求的公益组织而言，注册的阻力主要来自于

规范化管理和草根组织能力之间的差距。 

拜客·广州（以下简称“拜客”）是本土

颇具影响力的一家的草根环保组织，曾成功邀

请两位市长共同骑行。但自今年 6 月决定注册

后，发起人兼总干事陈嘉俊的烦恼就来了。首

先是场地，拜客自成立以来，迫于资金压力一

直以来与其他几家环保机构合租在一间办公

室，而这间办公室已经被同屋的绿点青年环境

教育中心（以下简称“绿点”）注册了。条文

规定的“一年以上租期”也令他费解，租约一

般一年一签，如果还剩几个月租约，是否也不

合规定呢？ 

„„ 

详情请关注>>>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7/02/content_7098949.htm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7/02/content_7098949.htm
http://gongyi.oeeee.com/ndgyzk/201207/t20120730_1342735.html
http://gongyi.oeeee.com/ndgyzk/201207/t20120730_1342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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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攻略 

新浪博客： @宜居廣州生態環境保護中心 

原文作者：巴索风云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总干事 

1、广州民间组织注册经验分享： 

在今年广东省开放民间组织注册的大背景下，

我们在 2 月 17 日申请核名，3 月 9 日得到第一

次核准通知书，但由于中间我们自身原因（增加

出资人和出资金额的原因），3 月 29 日我们再次

递交了重新核名申请，4 月 13 日再获得核准通

知书。之后因落实办公场地、验资报告的原因，

有所拖延，但已经递交了所有申请资料，现等待

批复中。 

我们申请的是环保类民办非企业的机构，注册

地址在海珠区，现在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过

程的经验，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多指正。 

详情请关注>>> 

2、广州市民间组织申请注册经验分享（第

2 季） 

接着上次注册的情况，介绍第 2 季的

工作。 

一、 流程 

在拿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后，必须

要完成以下工作：办理公章、财务章→组

织机构代码证→免国税证明→地税税务登

记证→银行基本户→到民政局交纳新的资

料，同期要在拿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起一个月内在媒体上刊登成立公告。 

详情请关注>>> 

新浪博客：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原文作者：张立凡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总干事 

1、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注册攻略 

注册花费了多少时间？ 

我们是自今年春节后开始正式启动注册工作

的，到今天为止大概4个月时间吧。实际操作中

时间耗费最大的是探查民政局内部的态度，托人

进行内部咨询大约花费了其中的3个月，另外一

个月左右是准备文本的工作。 

详情请关注>>>  

2、绿点注册攻略——成立大会篇 

2012年7月1日，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

进会召开成立大会。 

首届理事会： 张立凡 曲栋 林智海 贾蔚 

龚朋 陈嘉俊 谭志刚 

首届监事会：陈志强 蒋有清 袁淑文 

秘书长：李玮珊 

详情请关注>>>  

中国发展简报网：中国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攻略 

原文作者：王世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近十几年来，登记注册一直是困扰我国非营利组织（NPO）的难题。在法律意义上，我

国只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才是被承认的非营利组

织，目前有约40余万个。但据统计，我国至少有300万个 NPO，有人估算为800万个。其

原因在于，受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造成多数 NPO 不能顺利登记，而是以工商登记、挂靠

机构和草根团队等形式存在。在性质和功能上，它们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利润不被分配，

也被公认为是我国 NPO 的重要组织形式。 

面对各种注册形式，NPO 创始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注册时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民政注

册有哪几个具体步骤？这些都是公益组织创始人应该了解的基本问题。 

详情请关注>>>  

http://weibo.com/u/2738146140
http://basuofengyun.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1262012515196608/
http://basuofengyun.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1262012515196608/
http://basuofengyun.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126201262613155412/
http://basuofengyun.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126201262613155412/
http://basuofengyun.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126201262613155412/
http://basuofengyun.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126201262613155412/
http://basuofengyun.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126201262613155412/
http://weibo.com/gpactio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epk.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epk.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wn7.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wn7.html
http://www.cdb.org.cn/ngo_talkview.php?id=3480
http://www.cdb.org.cn/ngo_talkview.php?id=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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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关于非营利组织注册登记的思考（作者：韩恒） 

注册登记：一个热点问题！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第三部门的发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第三部门被认为是第二政府（萨拉蒙的

观点）。 

在中国的第三部门研究中，非营利组织

的注册登记问题是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实

践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关于非营利组织的

登记注册，主流的观点认为政府设定的注册

登记门槛过高，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都明确规

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想获取登

记注册必须找到一家业务主管单位，经业务

主管审批同意后，才能在登记机关登记成

立。„„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南方都市报：徐永光：“政府购买服务比工程招标更易‘寻租’” 

海社会组织网：高新民：让社会组织无权可“傍” 

NGO 发展交流网：王世强：政府如何使用补贴方式支持 NGO 

公益时报网：深圳社会组织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珠海新闻网：珠海首个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器”成立 

羊城晚报：社会组织登记开闸之后 

新浪博客：一个同性恋机构的坎坷注册路 文/阿强 

 

更多 NGO 注册消息可以关注 

新浪微博：@NGO 注册攻略 

新浪博客： NGO 注册攻略 http://blog.sina.com.cn/u/278332004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c308690100otvq.html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2-07/11/content_1670254.htm
http://stj.sh.gov.cn/Info.aspx?ReportId=ebf8abd3-0b2e-45d6-8298-281bf282d5e4
http://www.ngocn.net/?action-blogdetail-uid-55149-id-25049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207/145702.aspx
http://www.zhnews.net/html/20120706/085327,349003.html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5/23/content_1397553.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404000102e57z.html
http://weibo.com/u/2783320040
http://blog.sina.com.cn/u/27833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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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绿点网： 华师学子在第 22 个全国土地日

文艺晚会巡回演出南岭站宣传环保知识 

7 月 20 日，由中共紫金县宣传部、紫

金县三打办、紫金县国土资源局和紫金县

文广新局主办的第 22个全国土地日文艺晚

会巡回演出来到了河源市紫金县南岭墟

镇，并进行环保知识宣传。晚会当天在钟

氏祠堂举行，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肇庆学院环保协会暑期三下乡活

动圆满落幕 

“我们同住一个家，我们同在蓝天

下······”，7月22日晚，高要市禄步镇曲

源村文化广场上，伴随着全体队员响亮的

歌声，2012年肇庆学院暑期三下乡文艺晚

会正式落下帷幕，这也标志着由环保协会

首次独立举办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圆满

结束。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 2012年第十届广州大学生绿色营

正式开营 

2012年第十届广州大学生绿色营于7

月20日上午在华南理工大学本部中山像前

举行了隆重的开营仪式。本届广州大学生

绿色营由华南理工大学 Fresh 环保协会组

织筹办，在共青团华南理工大学委员会的

关心和指导下，历经将近4个月的精心筹

备，终于迎来了今天这踏上绿色征程的特

殊时刻。华南理工大学校团委袁卫根老师

和 Fresh 环保协会指导老师梁镰銮应邀出

席了开营仪式。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绿点网：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绿色环保协会“绿携幸福”三下乡到东海 

绿点网：华师绿色文明社团“蒲公英的种子——绿沁南岭”项目获紫金县团委大力支持 

绿点网：第十届广州大学生绿色营营前集训拉开帷幕 
绿点网：绿色营工作按部就班，伴随营员个人成长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3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4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5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4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3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4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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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客地球机构动态以及活动预告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第五届绿点精英（会长）夏令营暨第四届环教夏令营活动预告 

主办：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目的：相互认识、建立自信、了解需求、制定计划、能力建设； 

对象：参与广东省高校环保社团交流平台计划的总负责人（需会长级以上）、深度陪伴社团

的核心成员（2 名会长级、2 名部长级成员）；绿点高校环保社团环教组的核心成员 

时间：2012 年 8 月 20 日-24 日； 

地点：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东莞市中堂镇） 

精英夏令营内容： 

1） 梦想工作坊：自我察觉、负责任与选

择、对社会与环境议题的认识与反

思、青年行动、绿点创始人之一林智

海的寻梦历程； 

2） 社团使命与领导者角色工作坊； 

3） 团队拓展活动； 

4） 根据对参加者的社团需求调查信息，

邀请导师对需求做出回应。并制定出

学习计划与往后营友沙龙的组织方。 

环教夏令营内容： 

1） 梦想工作坊：自我察觉、负责任与选

择、对社会与环境议题的认识与反思、青年行动、绿点创始人之一林智海的寻梦历程； 

2） 环境教育技能工作坊：教案撰写、课堂创新、案例分享、自然体验、授课技能 

3） 团队拓展活动； 

4） 根据对学员需求调查信息，修订“环教讲师培训项目”，并协助学员制定学习计划。 

绿点夏令营是广东高校环保社团成长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通过对新上任的环保社

团会长及环教组长进行为期三天的针对性培训，促进营员们在环保认识、组织管理技能、团

队建设、资源共享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认识。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 

体验拜客沙龙，从荷兰看广州的自行车发展 

2012 年 7 月 28 日 19 点 20 分，由拜客广州主办的

一场名为“广州 vs 荷兰，骑行有不同”的主题沙龙在广州 T.I.T 创意园流行美首发空间隆重

开场。 

本期沙龙特邀嘉宾是来自 ITDP广州市现代

快速公交和可持续交通研究所的荷兰籍自行车

专家 Bram 先生和翻译 Paris 小姐，两位通过事

实、图表数据、视频向在场参加者展示了荷兰

的自行车文化发展历程，介绍了荷兰的单车设

施建设和人性化的公共服务，自行车与民众生

活密不可分，让人羡慕不已。 

„„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26
http://bikegz.org/article-1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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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球之友： 

第八届东江之子 

活动日期：2012 年 7 月 16——31 日 

活动地点：江西寻乌县——广东河源市——广州市——香港 

 

【第八届东江之子  视频：女人的泉水 （抢先预告）】  

  

香港地球之友开启十年「饮水思源」东江源保育计划，其中「东江之子」保育行动为上

游下游的义工提供合作机会，到东江

源头进行绿色报恩。香港地球之友认

为「饮水思源，保育源头，香港人可

以做得更多，即使是到源头河流捡垃

圾，或者为当地学生上一节课，都是

贡献一己之力的方式。香港人可以通

过报名成为「东江之子」与其他东江

沿岸城市的义工一起身体力行参与

东江源保育计划。」本会同时推出生

日树及「Name You Tree」认种计划，

呼吁香港人通过生日送礼物树或者与亲朋好友共同认种的方式，在东江源头种植香港林、新

婚林，保护源头生态环境。 

本会一直正视东江源头保育问题，通过启动「东江之子」保育行动，香港地球之友希望

拉动香港、广东及江西三地义工跨境合作，齐齐到东江源头贡献爱心、贡献时间、贡献知识、

贡献力量、贡献物资，护水护土护生态，扶农扶贫扶农村。这项计划旨在增强下游与上游的

互动，担负起共同保护水源的职责。 

 

【活动预告】 

第一届青年水论坛 

2012 年 9 月 8 日在广州开展“第一届青年水论坛”，其目标是

建立东江上下游的沟通平台，邀请青年代表，包括学生、居民、企

业以及学者展开对话，通过表达对东江的关注和要求，讨论并分析

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和参考案例。 

 

 

会议主题：饮水思源 东江思危   

主要内容： 

（1） 论坛剧场 

（2） 案例分享 

（3） 主题对话 

会议时间：2012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10:00-18:00 

会议地点：广州大学城科学中心（待定） 

参会人数：100 人左右（香港 40 人，广东 50 人，江西 10 人） 

主办单位：香港地球之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MzQ2NjU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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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小 tips：绿色出行 

享受绿色出行  

  绿色出行是指为了减少单人因驾驶私家车而产生碳排放所采用的公共交通方式，比如拼

车、乘公交车、搭地铁，天气好的日子还可以骑自行车；这样既可以节约能源，同时还能减

少交通堵塞。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日子，你还可以

选择步行出门，享受大自然的纯净和安详。 

在市区使用公共汽车运送 100 名乘客，排放的

有害气体只相当于 100个人开小轿车的 1/16。 

 

 

行走是人的天性 

某国际知名咨询机构曾编制了一套可持续交

通发展手册，送给了发展中国家多座城市的领导

人，册子中写道：“行走是人的天性，就像鱼要游

动，鸟要飞翔，鹿要奔跑一样，人类也需要步行。” 

有数据表明，在欧洲，邮递员普遍长寿，这很

大程度上归因于邮递员长期骑车锻炼身体。慢行具

有天然的健身功能，是其他交通方式无法替代的。  

“慢行系统不仅有交通功能，它还是一种文化

符号，是生活品质的体现、城市活力的反映。”熊

文告诉记者，在国外，城市街道有两种表述：Street

和 Road。Road 意为路，以通行为目的，而 Street

意为街，是一个聚会、聊天、游玩的场所。判断一

条街道的好坏，不仅要看它快速通过多少人，更应该看它留住多少人。 

丹麦哥本哈根的调查表明，平均每多建设 12 平方米的步行街道或广场，就会多 1 位市

民加入到城市公共活动中来。 

熊文介绍说，慢行系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休闲健身道路。这些道路宜选择车流量较

低、风景优美的城市支路布局。在旧金山，有这样一种自行车地图，将每一条自行车的坡度

用 4种颜色标注出来。地图上写道：“如果你骑车上班，请选择坡度平缓的道路，如果你选

择锻炼身体，请挑战那些坡度较大的路段吧。” 

培养慢行文化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交通部所做的全国出行调查显示，英国人越有钱，骑自

行车的里程越长。与英国最贫穷的 1/5人口相比，英国最富有的 1/5人口平均每年骑自行车

出游的路程是前者的 5倍。 

要培养慢行文化，建设高档自行车道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摘自《中国环境报：绿色出行，没想起来那么简单》 

详情请关注>>>  

 

 

 

http://gongyi.sina.com.cn/greenlife/2012-04-09/134633467.html
http://gongyi.sina.com.cn/greenlife/2012-04-09/134633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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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招募信息  

1、“拜客·广州”招募核心志愿者（长期有效）详情请点击>>> 

招募人数: 多名 地点: 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2、广州蓝天行动 招募志愿者： 

你关注环保，热爱生活，想做公益？如果你同我们一样关注广州的空气污染问题，请加入@广州蓝天行动 

啦！ 投递简历至 gzblueskyforce@163.com 详情请点击>>>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5 日前 

3、听蛙有机自然生活网招募实习生和志愿者多名(暂无截至日期) 详情请点击>>> 

招募人数: 多名 地点: 北京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4、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 招募 2 个内蒙古职位 详情请点击>>> 

招募人数: 2 名 地点: 内蒙古 

报名截止日期： 8 月 12 日 

5、绿色和平招募 2 个职位 详情请点击>>> 

招募人数: 2 名 地点:北京 

报名截止日期： 8 月 27 日 

6、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在招募企业合作项目官员驻上海 详情请点击>>> 

招募人数: 1 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 9 月 30 日 

7、公益机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www.gvbchina.org.cn），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详情请点击>>> 

招募人数: 10 名 地点:北京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8、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招聘多个职位 详情请点击>>> 

招募人数: 多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30 日 

 

 

http://bike.gz.blog.163.com/blog/static/126853381201231710331893
mailto:投递简历至gzblueskyforce@163.c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897dd101016pjp.html
http://www.ngocn.net/?action-model-name-recruit-itemid-1249
http://www.cdb.org.cn/iafajobview.php?id=5012
http://www.cdb.org.cn/iafajobview.php?id=5011
http://www.cdb.org.cn/iafajobview.php?id=4986804
http://www.cdb.org.cn/iafajobview.php?id=4995
http://www.cdb.org.cn/iafajobview.php?id=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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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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bo.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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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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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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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