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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中国新闻网：调查显示港人人均日丢弃 0.34 公斤

厨余 

地球之友公布十大最经常被丢弃厨余，并与

义工和一些家庭到粉岭绿田园一同参与种菜活

动。 

黄太说，孩子吃剩食物，在下一餐之前，只

能饮水吃块饼干，从此她不敢浪费食物。另一对

黄姓夫妇说，在居住的屋苑租用了三呎乘三呎的

农地，每季租金约 150 元，他们会一家人种油麦

菜、红菜头、西红柿和姜等，“两个多月才有一次

收成，油麦菜只得两小棵，孩子知道种菜不易，

便不会浪费食物。” 

详情请关注>>>  通过种菜来教育孩子节约粮食 

信息时报：斥资千万为垃圾“瘦身”专室“冷藏”

厨余垃圾 

记者日前走进了太古汇负四层的垃圾处理中

心，这个面积达 480 平方米的处理室每天一般只

配备 1 个工作人员，而价值千万元的进口设备却

能将不可回收垃圾的体积压缩 30%~50%、月处理

垃圾量可高达 57 吨，厨余垃圾在这里拥有“专属”

的 15 平方米冷冻存放室。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香港地球之友：家居厨余分类小故事 

大公网：（香港）政府拟推厨余回收运动 

番薯的地：廚餘的回收再利用方法以及评估 

南方卫视：【视频】按袋计量今起厨余垃圾免费投放 

 

http://www.chinanews.com/ga/2012/10-15/4246923.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society/20120904/c_112949419.htm
http://foodwaste.foe.org.hk/html/chi/topic.php?id=35
http://www.takungpao.com/sy/2012-09/22/content_1144711.htm
http://video.sina.com.cn/v/b/84035885-2776839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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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厨余垃圾处理 

信息时报： 

天河石牌街居民用剩的厨余袋可换生活用品 

天河区石牌街芳草园社区试点垃圾干湿分

类，日分出厨余垃圾 500 多斤。昨天，记者从石

牌街获悉，分出的垃圾将最后用于堆肥处理。同

时，该街道的华师社区本月还将进行“垃圾不落

地”试点。 

详情请关注>>> 

 

 

广州日报： 

垃圾量下降率超 8%厨余垃圾专袋最有效 

“厨余垃圾专袋投放”模式在天河区凯旋新

世界、海珠区广重社区、越秀区都府社区等社区

顺利推进；海珠区南华西街、荔湾区冲口街、南

沙区龙穴街、天河区五山街、黄埔区黄埔街等街

道实现“垃圾不落地”模式，垃圾采取直收直运

的方式；“垃圾按袋计量收费”模式在万科金色

家园等多个社区开展。 

  现在，三大模式的实施情况如何？遇到了哪

些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带着一连串

问题，记者走访了多个试点小区，并且推出连续

报道分别对三大模式做阶段性的透析。 

详情请关注>>> 

 

 

 

新快报：  

2014 年底广州各建制镇 都要建厨余垃圾处理站 

2014 年底，广州各建制镇都要建成一座厨余

垃圾和植物体类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站！近日，广

州市城管委向白云区、萝岗区、番禺区、花都区、

南沙区政府，增城市、从化市政府就加强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理工作征求意见，初步方案是要在

各镇配置厨余垃圾和绿化垃圾粉碎、处理设备，

就地消化农村地区有机垃圾。 

详情请关注>>>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2/09/07/014448601.shtml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B3%F8%D3%E0%C0%AC%BB%F8
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2/0925/c25408-19096913.html
http://news.xkb.com.cn/guangzhou/2012/1003/2285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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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广科贸绿协绿洲环协两校联谊，周末火炉山露营 

10 月 20 日-21 日，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绿色环保协会受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绿

洲环保协会邀请参加了以“寻找历史文化”环

保系列·文化旅程系列之一“发现越秀”为主

题的环保火炉山之旅定向露营活动，这次活动

加强了两协会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为两协会

新干事提供了一次互相认识的机会，此次活动

为两协会新旧成员短暂的大学生活创造一段

美好的回忆，使两大高校绿友们的友谊更加真

挚。 

 

详情请关注>>> 

 

广外绿色先锋环保协会携手绿色小超人的第

二次环教 

2012 年 10 月 18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绿色先锋环保协会（南）再次出行天和第一

实验小学，展开以“节水护水”为主题的环

教知识教育活动。通过本次生动的教学，教

员将小朋友带入神秘的水世界，让小朋友了

解到可利用水资源的稀缺，从而学会合理利

用水资源。 

 

详情请关注>>> 

 

环保协会招新进行时： 

绿点网：广东女院绿意环协新生见面会 

绿点网：华师绿色文明社团石牌校区举办第 14 届迎新晚会 

绿点网：“携手创世界，同心为环保”——梅州嘉大环协招新进行时 

绿点网：仲恺 GreenSky 环保协会招新 绿动全仲恺 

绿点网：肇庆学院环保协会理事招新 

绿点网：广外艺绿叶环保协会召开动员大会 

绿点网：广师天院绿缘环保协会招新--绿满天院、缘定环协 

绿点网：仲恺 GreenSky 环保协会成员见面大会--星星火炬，代代相传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5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5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5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5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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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论 

【新浪环保】食物垃圾处理器助力解决中国式厨余垃圾 
不论是租房买房，还是去朋友家串门，多数人都

钟情于环境清新的小区，很多时候从垃圾桶飘出来的

味道成了很多“优质”小区的败笔，这些味道的主要

来源就是厨余垃圾。处理好厨余垃圾，对美化社区和

家庭环境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在中国，厨余垃圾处理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方

面由于中国处理厨余垃圾的技术限制，同时中国的食

物种类丰富，烹饪方式多样，加大了处理的难度；另

一方面由于很多家庭缺乏垃圾分类尤其是将厨余垃

圾分离出来的意识和习惯。 

详情请关注>>> 

 

【胡晨&李静华】厨余垃圾处理器行业

兴起 

“别看搜索一下食物垃圾处理器，

会有很多厂家出现，但你根本分不清

哪个是厂家，哪些不是厂家，有的是

贴牌的，改改名字就是另一家了。不

要听他们自己说得怎么怎么好，也许

下个月就看不到这个牌子了。”9 月

底，记者就食物垃圾处理器行业发展

现状采访湖北环宇美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谢美娟时，她如是说。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中国经济网：国外厨余垃圾如何处理 

城市管理与科技：国内外厨余垃圾现状及处理技术 

央视网：【视频】广州：街道分派垃圾袋上有编号 有效跟踪厨余分类情况 

环保小 tips：厨余如何作堆肥 

家庭厨余包含果皮菜叶与吃剩的食物，属于家庭垃圾的一部分，它不能比照其它垃圾的

处理，因为厨余具有易腐、发臭与渗水的特性，当然也造成了垃圾处理的困扰。所以，能将

厨余经堆肥方式变成有机肥，再让它回归大地，就能达到有机物质循环及垃圾减量。 

想知道厨余作堆肥的好处及做法吗？  

厨余作堆肥的好处  

垃圾不容易发臭滴水。  

垃圾减量，轻松倒垃圾，垃圾随戴征收后将可节省费用。  

厨余水可作液肥及通乐〈通马桶和水管〉  

堆肥可以改善土壤物理性，是家庭园艺的好帮手。 

哪些厨余可作堆肥？哪些不可？  

＜可以＞：水果、蔬菜，蛋壳，剩饭、馒头、面包〈撕小块〉，

剩菜〈若有油必须冲洗掉〉  

＜不可以＞：肉类，骨头，柚子皮〈除非能切小块否则不建

议在家里做〉  

如何作堆肥 

庭园式：直接埋进花园、果园、菜园的土里。  

阳台式：取一大保丽龙箱，装1/2～1/3土，将厨余直接埋进土里。  

厨余桶式：将厨余到进厨余桶，厨余多者每天洒一层肥土菌，少者2~3天洒一层，每周至少

排一次厨余水，此水可用来通马桶、排水管或稀释400~500倍，当液肥浇花或蔬菜用，厨余

桶满后放一个月，再埋进土里。 

http://green.sina.com.cn/2012-09-13/163225166601.shtml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2/10/19/582709.html
http://finance.qq.com/a/20120421/001070.htm
http://www.hbzhan.com/News/Detail/65778.html
http://yueyu.cntv.cn/20120914/1069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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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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一讲：舌尖无废

物，厨余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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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讲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

晚上在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模拟法庭室举行，邀请了香港

有机资源再生中心有限公司 CEO 倪汉顺先生就穗港两地厨余处理

的话题进行了探讨并在现场给大学生们分享了他的环保人生路。 

详情请关注>>>  

附：绿点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一讲”舌尖无废物，厨余有生机

“介绍片 

     

 

【拜客广州】 

五大法则助你寻找“最佳单车伴侣” 

                       ——拜客沙龙第四期 

    单车在你心中是什么，代步工具？玩具？还是伴侣？你的单车作何用处？出行、健身、

休闲、旅行、竞技还是极限？怎样才能寻找最适合你的 ta，第四期拜客沙龙“单车选购二三

事”告诉你！ 

    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单车品种，大部分单车新手都会觉得眼花缭乱，不知从何下手。

10 月 7 日晚，第四期拜客沙龙特邀嘉宾——齐天下游学馆薛智明（芒果），在 T.I.T 创意园流

行美首发空间向观众普及了单车常识，包括单车历史、品牌和组成；又为观众选购单车给予

专业意见。从选车种、选价位、选组零件、选尺寸、选车店五大法则教你挑单车！ 

详情请关注>>> 

   

拜客沙龙第四期精彩瞬间回顾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367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vv6ac0f4tg/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vv6ac0f4tg/
http://bikegz.org/article-1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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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球之友】 

游香港，学生态，体会都市另

一面 

十月中，18 位来自江西、

广东环保团体的员工及东江

之子义工齐聚香港，参加由香

港地球之友举办的第三届访港学习计划。此次活动以

“都市的生态保护”主题，通过徒步、观察、讲座及交

流的形式，使参加者认识香港的自然保育状况，并透过

了解香港的环保机构状况对都市环境议题有更具体的认知。 

详情请点击>>> 

 

 

 

【活动预告】 

2012 东江之子义工行动分享会 

每年暑假，一队大学生，來自中港两地，变身东

江之子，走访东江源头村落及沿岸城市，认识自然，

服务社区。他們满载回忆和感触而归，迫切想要与您

分享。特此诚邀您出席东江之子义工行动分享会。 

10月22-26日于中文大学文化广场将会有小型展

览，展示东江源头和东江之子们的故事，欢迎莅临参

观。右图为东江之子义工行动精彩瞬间回顾。 

详情请点击>>> 

时间: 26/10/2012, 18:30-20:00  

地点: 中文大学利黃瑶壁楼 LT2   

讲者：第八届东江之子义工 

 

 

 

「Riverwalk 飲水思源‧東江行」 

「Riverwalk 饮水思源‧东江行」现已接受报名! 

参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香港地球之友诚邀你与挚爱亲朋一起参与

「Riverwalk 饮水思源‧东江行」，活动将于 201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再次在香港举行。我们希望每天饮用东

江水近半世纪的你，可以一边欣赏全港最大水库──万

宜水库的湖光山色，一边了解东江对香港人生存的重要

性。活动旨为香港地球之友「东江上下游伙伴项目」筹

募来年度经费，巩固东江水源。 

详情请点击>>>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92301439750/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92301439750/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at_page.asp?cat_id=626#.UIK2O7OSDYQ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at_page.asp?cat_id=626#.UIK2O7OSDYQ
http://www.foe.org.hk/riverwalk/chi/event_detail.html
http://www.foe.org.hk/riverwalk/chi/event_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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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招募 

 

1、创绿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会计、出纳兼行

政助理及项目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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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拜客·广州”招募核心志愿者 

招募人数: 不限  地点: 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3、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人员（一

线社工、服务主管及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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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项目主任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佛山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5、汉达康福协会招募全职人员（人事行政主

管及出纳后勤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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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民族基金招募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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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大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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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家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佛山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9、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招募全职人员 

（主任助理、干事） 

招募人数：3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0、爱中行社区服务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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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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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明善公益事务发展中心招募平面设计师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12 月 18 日 

详情请点击>>>  

 

13、深圳市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2012 年

10月招聘启事龙华新区 

招募人数: 4 名  地点: 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下旬 

详情请点击>>>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6909224733
http://bike.gz.blog.163.com/blog/static/126853381201231710331893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5714700902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3666496416
http://ngo.job1001.com/vvip/cm1343178870607/index.php?urlType=job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2681948624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708755421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5795195670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242295537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0531545486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7421438885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9748912301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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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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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fau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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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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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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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fault.asp
mailto:foehk@foe.org.hk
http://weibo.com/foehk
mailto:lkdqyuek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