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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信息时报：广州幼儿园开学第一课 垃圾分类要

从娃娃抓起 

 

来自广州市名都幼儿园的三百多名孩子化

身环保小卫士，在老师及滨江街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社工的带领下，来到幼儿园所在的大型楼盘，

宣传垃圾分类及环保理念。 

戴着绶带，背着腰鼓，小不点们出发啦！别

看他们年纪小，介绍垃圾分类却头头是道：“吃

剩的鱼骨和西瓜核是厨余垃圾，阿姨要把厨余垃

圾单独放在一起哦！” 

详情请关注>>> 

 

 

市一幼举办“让垃圾宝宝找到家”的宣传活动， 

相关领导与小朋友一起将垃圾分类。 

 

南方日报：广州垃圾分类后垃圾填埋焚烧量十年

来首降 

 

昨日，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主持召开了市政府

常务会议，垃圾分类、焚烧厂建设、供水水质发

布、食品安全等问题均有涉及。会后的即时新闻

发布会透露，广州市上半年生活垃圾填埋、焚烧

量同比增长率为-2.3%，为 10年来首次下降。 

广州政府在垃圾分类举措上的亮点有：423

个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每月公布 42项水质指标、

源头到餐桌全流程监管。 

 

详情请关注>>> 

 

 

 

 

志愿者们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http://www.gov-news.org.cn/2012/0905/23770.htm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8/28/1714551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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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垃圾分类·深度探讨系列 

 

新华网：广州垃圾分类试点９月全面启

动，个人乱扔每次罚５０元 

 

广州垃圾分类试点将于９月全面

启动，其中对“专袋投放”和“垃圾不

落地”试点的处罚分别设置１个月和３

个月的缓冲期，这是记者从广州市城管

委近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广州市城管委总工程师鲍伦军表

示，鉴于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可

操作性，在缓冲期内，对居民家庭不按

规定分类投放厨余垃圾的行为，将以劝

导为主，暂不作处罚，之后将视情况执

法。 

详情请关注>>> 

 

广州日报：广州厨余垃圾专袋有了“耳朵” “身

份证”升级 

 

有了“袋耳朵”方便提拿和扎口、采用全新二

维码保存和读取居民用户信息、容量增加、采用完

全生物可降解材料制作„„广州垃圾分类厨余垃

圾专袋全新升级换代啦!记者昨日独家获悉，全新

一代厨余垃圾专袋已经在东莞的工厂生产完毕，首

批专袋预计最快在 11 月在万科金色家园和保利香

槟花园率先投入使用，之后将会在全市统一使用。 

第二代厨余垃圾专袋除继续采用完全生物可

降解材料制作，在外形和“身份证”上则有较大变

化。其中专袋长度增加 6 厘米，增加了“袋耳朵”，

方便提拿和扎口。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新快报：30 多名市领导赴 12 区市督查垃圾分类 

羊城晚报：广东江门：三年后餐厨垃圾单独收运 

南方日报：广东推广垃圾分类高校遇冷 仅有一高校试点 

中国新闻网：广东深圳垃圾分类明年有望纳入立法 

佛山日报：[广东]大学生实地调研垃圾分类现状 

南方网：王荣：加大垃圾分类试点范围 

 

 

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2-08/24/c_123624861.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09/14/content_1895693.htm
http://news.ycwb.com/2012-09/13/content_3955059.htm
http://hn.ifeng.com/huanbao/detail_2012_09/14/338170_0.shtml
http://news.sohu.com/20120803/n349765125.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energy/20120803/c_112615439.htm
http://www.fswmw.gov.cn/wmfs/201208/t20120808_308171.htm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817/13442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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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论 

南方都市报：广州垃圾管理：当以信息公开带动民心

“拐点” 

近日，广州市的垃圾管理再次引发争议。8 月 27

日，广州市城管委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通报

了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指

出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成效明显，统计数据近十年首

次出现“拐点”———全市生活垃圾填埋、焚烧量不但

没有增加，反而同比下降 2.3%。 

生活垃圾统计数据刚一出街就引发市民的质疑。

第一，直接质疑有关部门为应景邀功，造成“数据打

架”。第二，连带质疑政府是为焚烧厂建设撑场，给

出“注水数据”。网友“樱桃白”就指出，最近两年来城

管委通报的广州市日产垃圾量竟有 1.2 万吨、1.4 万

吨、1.8 万吨和近 2 万吨四种说法。部分市民和网友

因此怀疑这是政府正在“出招”推进备受争议的垃圾

焚烧项目。详情请关注>>> 

 

羊城晚报：能否缓解垃圾围城？ 

早在 10 年前，佛山市已经启动了

垃圾分类的试点工作。试点 10 年，佛

山已有超过 89 个场所先行探路，对于

垃圾分类，佛山准备好了吗？ 今年，

禅城区张槎街道三个示范点的“有偿

垃圾分类”模式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被称为“佛山模式”，它能否在佛山全

市推广？ 

记者走访祖庙路、岭南大道等佛

山主要道路发现，街上每隔一百米左

右就会放置一组垃圾分类箱，但其中

“内容”“不尽如人意”：果皮、宣传

单、落叶、饮料罐等多种废弃物依然

没有“分家”。 

详情请关注>>> 

 

【更多评论】 

南方日报：垃圾分类难不难？养成习惯就好 

南方日报：陈建华：播种城市矿产理念  

21世纪经济报道 ：垃圾迷局 分类成最大掣肘 

【特别专题】 

6维度： 别让垃圾围城——垃圾分类 人人都能参与的环保生活 

大粤网：广州垃圾分类试行一年祭（深度报道系列） 

 

环保小 tips 

一、除了回收利用，废旧报纸仍有其他用途 

可将废旧报纸铺垫在衣橱的最底层，不仅可

以吸潮，还能吸收衣柜中的异味；也可用来

擦玻璃，减少使用污染环境的玻璃清洁剂，

还可吸异味；还可以进行创意 DIY，例如折

成结实的各种形状的杯垫等。 

 

二、洗衣机的同样时间的洗涤周期，“标准洗”

更省电 

洗衣机的同样时间的洗涤周期，“柔化”模式

比“标准”模式叶轮换向次数多，电机启动电

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标准洗”更省电。 

 

 

三、空的塑料瓶可以 DIY 成各种家居实用品 

例如用塑料瓶口制作笔托；用塑料瓶身来装东

西，譬如装糖瓜等塑料瓶身剪下摊平用作用餐

时装吐出来的骨头厨余等，而不是直接吐到桌

面，方便清理，洗碗时直接清洗塑料身板循环

再用。 

http://www.21cbh.com/2012/nfcity_905/346639.html
http://news.163.com/12/0911/15/8B4PFBNB00014AED.html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911/1356263.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2-09-19/170725209118.shtml
http://www.21cbh.com/HTML/2012-9-24/4NNjUxXzUyODQ4Ng.html
http://6weidu.com/zhuanti/2012/ljfl1209/2012/0907/10989.html
http://gd.qq.com/zt2012/lajifen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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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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教育亲体验，鸟栖红树

林——广州市绿点公益环

保促进会第三次理事会 

2012 年 9 月 15 日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下简称：绿点环促会）第三次理事会在广州
市南沙区海的城酒店召开，会议结束后在理事
林智海的带领下，七位理事、三位监事以及绿
点的工作人员一同去到了有“广州南极”、“城
市之肾”之称的南沙湿地公园游览。详情请关
注>>> 

 

新老志愿者小聚，玩转大夫山 

为促进新老志愿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2012 年 9 月 16 日，绿点新老志愿者在小鹏

的组织带领下，齐聚大夫山，畅玩礼拜天。 

详情请关注>>> 

 

营期归来沙龙聚，同庆绿点五周岁 

2012 年 9 月 22 日，绿点暑期夏令营的九月沙龙如期举行。35 名来自各个广东高校环保

社团的同学相聚“6054 咖啡馆”，畅谈暑假绿点夏令营归来后的感受与现今社团面临的“招

新问题”，绿点社团督导彭宇出席了本次沙龙。 

同时，「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也迎来了又一个生日，绿点从 2007 年 9 月 29 日注册

走到今天将近五年，从 2012 年 8 月 1 日开始，绿点正式注册成为社会团体，所以今年也是

绿点最后一年的生日，而此后，江湖上开始流传的就是「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的传

说。让我们举杯同庆，并祝福绿点的明天会更好！ 

详情请关注>>> 

 

【活动预告】 

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一讲 

承办社团：华南理工大学 Fresh 环保协会 

时间：2012.10 下旬 

最新消息请关注绿点网：

http://www.gpaction.net/xm.php?news_id=5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3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3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3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35
http://www.gpaction.net/xm.php?news_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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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球之友】 

第八屆東江之子：2012 年 7 月 16日 至 

31 日 

“我住东江头,君住东江尾。日日思君不

见君,共饮东江水。”这个暑假,东江之子再启程,溯流而上,饮

水思源。与以往七届不同,第八届东江之子时间更长,内容更

丰富。 

此届东江之子有十名来自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的香港学生,

十名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广州学生,三名来自江

西的大学生,亦有寻乌本地学生及四川大学学生各一名。相信

这二十五位义工回到城市,将会向更多人介绍他们在东江源

的工作与感受,传播饮水思源的理念。详情请关注>>> 

 

 

东江之子聚羊城，献策献力保

东江 

来自江西、广东以及香港的近

五十名东江之子义工 9 月 8 日

齐聚广州，分享第八届东江之

子的活动成果，这些来自东江

上游及下游的青年人也现场

表达了他们对东江保护的要

求和愿望。 

详情请关注>>> 

  

【活动预告】第三届“游香港，学环保”义工奖励计划之“香港—大都市的环境问题与自然

保育” 

“游香港，学环保”计划是香地球之友推出的一项义工奖励计划，在 2010 及 2011 年已成功

举办两届。计划通过组织义工到香港参观考察，认识国际化大都市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环境

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使义工的视野更开阔，同时加深义工的环保理念。 

 

计划目标： 

1. 认识一家环保 NGO—地球港之友 

2.认识一家政府机构—渔农署 

3. 了解一项议题—厨余 

4.参观一个环保基地—嘉道理农场 

5.认识香港环保问题的核心—高度都市化下人与

自然的互动/关系 

详情请关注>>> 

 

附：第三届“游香港，学环保”义工奖励计划入选名单公布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ont_page.asp?content_id=1186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ont_page.asp?content_id=1186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81243218541/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81243218541/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8200291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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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 22 日【第

十三届广东体博会】 

#922 广州无车日#拜客

广州展馆大合照，我们提倡骑车环保，多争一口气！ 

 

详情请关注>>> 

2012 年 9 月 22 日【停车位 72 变】

#922 广州无车日#这一天，终于到了

我们要引爆停车位的变身机制，实现

只有在视频里才能看到的 paking 

day，微型公园、停车展示、单车发

电、有机农墟，一切，只为了提醒这

座城市，人与环境需要和谐共生！这

一天，请选择绿色出行，请体谅一下，

地 球 母 亲 的 伤 痕 累 累 。

http://t.cn/zWHEbgg 

详情请关注>>> 

 

 

 

【南方都市报】 

“停车场停车场变公共广场 拜客

展示行为艺术” 

 

2012 年 9 月 23 日【第三届网络问政研讨会】 

拜客广州正在为中国广州发布颁广东网络问政十大

经典案例奖，祝贺！感谢中国广州发布一直以来对拜

客广州的支持，对绿色出行的支持，期待往后继续携

手推动广州的环保事业建设！！ 

 

【微活动】 

2012 年 9 月 23 日【无车星期六 绿色出行承诺】 

地点：广东广州全城详情请关注>>> 

2012 年 9 月 22 日【拜客沙龙第三期 打造单车友好城

市】 

地点：广东广州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

详情请关注>>> 

 

 

【官网:随便聊聊】 

“922 广州无车日”之——骑车活动资讯专帖  

“922 广州无车日”之——车行优惠大放送 

 

http://t.cn/zWHEbgg
http://gcontent.oeeee.com/f/26/f26dab9bf6a137c3/Blog/e0f/8c5a01.html
http://gcontent.oeeee.com/f/26/f26dab9bf6a137c3/Blog/e0f/8c5a01.html
http://event.weibo.com/602870
http://event.weibo.com/611525
http://event.weibo.com/611525
http://bikegz.org/thread-214-1-1.html
http://bikegz.org/thread-21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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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招募和活动信息 

 

【招募信息】 

 

1、绿点环境教育实习生招募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2、平步青云讲坛招募实习生和核心志愿者 

招募人数：5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3、：拜客核心志愿者招募 

招募人数：1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14 日 

详情请点击>>> 

4、方脑壳工作室  “超人计划”招募实习生 

招募人数：8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5、绿领广州工作站招募前期志愿者 

招募人数：3-4 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6、创绿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7、绿领广州工作站前期志愿者招募 

招募人数：3-4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不限 

详情请点击>>> 

8、中山大学有爱（U&I）慈善商店招募第五

期志愿者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8、V-BUS 义工加油站实习生招募 -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东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公益活动信息】 

 

1、【台湾】第五届青年壮游家大募集 

活动时间：9 月 1 日-10 月 8 日  

详情请点击>>> 

 

2、第六届自然生命印象「城市自然地图」

短片征选 

活动时间：8 月 30 日-10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分钟青年影像大赛：

关于能力！ 

活动时间：9 月 5 日-12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4、【邀请函】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

论坛 2012 年会    

活动时间：11 月 22-23 日   

 详情请关注>>> 

 

5、公益短片盛典——2012 公益映像节 

活动时间：7 月 6 日-10 月 6 日   

 详情请关注>>> 

 

6、创绿家计划 

活动时间：9 月 1 日-11 月 30 日   

 详情请关注>>> 

 

7、美国领事馆 2012 小额资助计划书写作培

训讲座 

活动时间：10 月 17 日 

地点：中国大酒店二楼商务处会议室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gzjh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zyzzm
http://weibo.com/k/%25E6%258B%259C%25E5%25AE%25A2%25E6%258B%259B%25E5%258B%259F
http://bikegz.org/article-181-1.html
http://bikegz.org/article-181-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550a0c601017idn.html
http://www.bigappetite.org/?p=3157
http://forum.gsean.org/read-htm-tid-104105.html
http://forum.gsean.org/read-htm-tid-103905-fpage-2.html
http://www.bigappetite.org/?p=3183
http://volunteers1205.blogbus.com/logs/220878810.html
http://volunteers1205.blogbus.com/logs/220878810.html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2740115/
http://www.bigappetite.org/?p=1969
http://www.unicef.org/chinese/videoaudio/2804_videocontest.html
http://forum.gsean.org/read-htm-tid-104183.html
http://news.youku.com/yingxiang2012/index/_page65722_2.html
http://www.see.org.cn/foundation/chuanglvjia_guide.aspx


《绿客地球》——关注广东环保动态的青年人刊物 

 

绿客地球机构最新动态——请关注新浪微博：@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拜客广州 @香港地球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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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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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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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paction.net/
http://weibo.com/gpaction
http://bikegz.org/
mailto:bike.gz@163.com
http://bike.gz.blog.163.com/
http://weibo.com/bikegz
http://www.foe.org.hk/
mailto:foehk@foe.org.hk
http://weibo.com/foehk
mailto:lkdqyuek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