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环保青年创业家 

垃圾堆成就的青年创业家：“生源启动”创立人

黄骏杰 

“我们是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环保创业团

队。”黄骏杰习惯这样介绍自己的团队。今年 7月 10

日，生源启动环保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生源启动”)

获得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3 万元，实收资本 0 元，这是深圳市鼓励应届大学生

创业的政策。黄骏杰相当于免费注册了一个公司，3

万元可于两年后开始偿还。详情请关注>>>  
 

百度百科：生源启动（新浪微博：@生源启动） 
生源启动是深圳深职院学生创

建的环保创业团队，于 2011 年 9 月

创建；如今是深圳市生源启动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

是广东深圳一家专注于环保再生产品贸

易的环保科技公司。 

生源项目的宗旨是“生源启动与你一

起环保”。生源让人们更方便，更舒适的

享受低碳生活。生源启动公司方便了客

户废品的合理利用。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中国青年报:黄骏杰：10万个塑料瓶催生公益创业梦 

青年创业网：黄骏杰：垃圾堆成就的创业家 

南方日报：借钱投身环保 梦想公益致富 

晶报：这支创业团队，从“扫楼”开始 

【优酷视频】：生源启动《彩弘公益》报道 垃圾堆里的创业梦 

http://gcontent.oeeee.com/a/b8/ab88d8ddf1923e0c/Blog/1a8/489b30.html
http://e.weibo.com/shengyuanqd?ref=http%3A%2F%2Fweibo.com%2F2183474040%2Ffans
http://baike.baidu.com/view/9178562.htm
http://zqb.cyol.com/html/2012-12/03/nw.D110000zgqnb_20121203_3-11.htm
http://www.qncy.com.cn/a/chuangyegushi/2012/0929/9709.html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9/05/content_7122124.htm
http://jb.sznews.com/html/2012-07/09/content_2115922.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wNjI1NDQ4.html


本期热点——回收再利用 

金羊网：数亿只节能灯深陷回收难 危害环境无

回收体系 

目前生产的节能灯主要以出口以及内销为主，2011 年生

产出的 47 亿只节能灯中 19 亿只留在了中国。日前，有媒体

警告大规模推广的节能灯由于含有汞粉，将会对土壤、水源

等造成大规模的伤害。其认为，如果每只节能灯中含 5 毫克

汞计算，这 19 亿只节能灯最终报废时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

将释放出 95 吨汞。而林昭景告诉记者，目前地方并没有专门

机构回收处理节能灯，民间并没有技术和能力对报废的节能

灯进行处理，而生产的企业和工厂亦缺乏相应的体系和能力，

对节能灯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详情请关注>>> 

 

 

 

阿里巴巴：“以旧换新”没了 废旧家电送去哪 

业内人士介绍，这些个人或回收站的处理旧家电的

方式非常不环保。旧电器中含有重金属、氟利昂等有害

物质，直接拆解、焚烧或者掩埋，会污染土壤和空气。

例如废旧电视里的显像管就含有大量重金属，极易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但目前具备资质的处理企业数量非常

少。广东共批准了 6个电子垃圾处理企业配额，其中佛

山有两个。一个是位于顺德区，一个是位于南海丹灶。

无论旧家电报废与否，这些正规拆解企业都会将其拆

解，不让其重新流回市场。 

详情请关注>>> 

 

 

 

新华网： 废旧手机回收仅四成：一块电池可污

染 6 万升水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卢海滨告诉记者，华南地

区的一些小作坊，会在提取了废旧手机的贵金属之后，

把加工残液倒进河流，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如果处

理不当，电子垃圾中的铅、镉、汞等有毒物质便会进入

土壤，严重污染水源。被电子产品污染的土地和水，100

年都恢复不了。”同济大学固体废弃物研究所所长何品

晶教授说。 

详情请关注>>> 

 

 

 

 

和讯网：广东“绿色回收”进高校 

    2012 年广东省废旧商品回收利用宣传活动在广州大学

城广东工业大学正式启动，约 250 名来自省直部门的有关领

导、企业代表和高校师生出席启动仪式。现场举行的“产学

共创绿色家园”签约仪式中，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

东工业大学与广州市万绿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废旧商品

回收利用合作协议。 

详情请关注>>>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11/06/content_1998565.htm
http://info.china.alibaba.com/detail/1076106071.html
http://news.xkb.com.cn/guangzhou/2012/1003/228555.html
http://bschool.hexun.com/2012-11-15/147988100.html


环境评论 

【中国低碳网】：垃圾回收行业前景广阔 专家称政策出

台执行难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的外号叫“垃圾市长”，正是在他的

大力推动下，广州这个拥有 1300 万人口，日产垃圾 1.4

万吨的城市，目前垃圾回收率达到 33%。而陈建华的目

标，是让这个数字达到国际先进的 50%。为此，陈建华

介绍，广州有三句口诀。 

陈建华：第一句话，能卖拿去卖，什么能卖?纸能卖、

木材能卖、金属塑料能卖。第二句，有害的单独放。第

三句话，干湿分开。 

陈建华：废玻璃的回收，价值比较低，研究给补贴

回收起来。我们出台政策限制玻璃罐的生产，在城市里

用玻璃就加收费用，用易拉罐就不加收。分类投放之后

由垃圾回收部门分类收集，之后是分类运输，以政府主

导和企业运作执行。 

 潘永刚：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你不用分就有人拿走，

但是剩下的东西怎么分啊？这就需要政府来投入了。政

府要加大这方面的管理力度，制定相关的规定，多大的

城市建立多大的规模的，多少数量的垃圾分类加工处理

的场合。 

李方旺：目前征收范围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空调和微机等五类产品。基金向电气电子产品的生产者

和进口者征收，全部用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

费用补贴。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扩大征收范围，进一步发

挥政策的引导作用。 

潘永刚：城市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尤其中国的

人口还这么多。实事求是讲政府很难出台一个很得体的、

各方利益都能满足又能被执行的政策。个人观点是即使

出台一些相关规定，执行起来恐怕也是有问题的。 

 

详情请关注>>> 

【人民网】： “问世广州城市病”

系列报道：如何破解垃圾围城？ 

对于如何破解垃圾分类，学

界普遍认为垃圾分类有助于实现

垃圾的有效回收，同时可以大大

减少垃圾焚烧产生的有害污染以

及垃圾填埋所需要的用地。面对

垃圾分类，广州多数市民表示支

持，但同时又认为可行性不强，

而事实也是如此。广州垃圾分类

处理率长期徘徊在 33%左右。虽

在国内已经处于相对先进的水

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

的差距。 

不久前，广州番禺垃圾处理

厂计划遭到当地居民抗议，这显

然从另一角度折射出中国化解城

市垃圾面临的困境，需要新思维，

开辟新途径。如何破解垃圾围城

的困境，让我们看看国外是如何

做的？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全球节能环保网：粤将制定垃圾焚烧排放标准 部分指标或严于欧盟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节能灯污染风险大 回收处理体系尚空白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家电企业进军回收领域 专家呼吁加大扶持力度 

广州中收资源回收：金属包装：应突出可回收和再利用 

http://www.ditan360.com/jieneng/Info-119834.html
http://gd.people.com.cn/n/2012/1130/c218365-17797068.html
http://www.gesep.com/news/show_2_325517.html
http://www.carcu.org/html/xinwenzixun/20121206/10451.html
http://www.carcu.org/html/xinwenzixun/20121129/10369.html
http://www.wshb88.com/iku558152/158.html


环保小 tips：垃圾分类 

 

     一、广州市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

圾。目前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堆肥、资源返还。 

（一）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1、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各种包装纸、办公用纸、广告纸、纸盒等等，

但是要注意纸巾和厕所纸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 

 2、塑料：主要包括各种塑料袋、塑料包装物、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牙刷、杯子、

矿泉水瓶、牙膏皮等。 

 3、玻璃：主要包括各种玻璃瓶、碎玻璃片、镜子、灯泡、暖瓶等。 

 4、金属物：主要包括易拉罐、罐头盒等。 

 5、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巾、书包、鞋等。 

通过对可回收垃圾的综合处理和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 1 吨废

纸可造好纸 850 公斤，节省木材 300 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

74%；每回收 1 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 0.7 吨二级原料；每回收 1

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0.9 吨，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 47%，减少空

气污染 75%，减少 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 

（二）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

食品类废物，这类垃圾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 0.3

吨有机肥料。 

（三）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

过期药品等，这些垃圾需要特殊安全处理，以免对环境造成危害。 

（四）其它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

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

理。 

二、垃圾分类小误区 

1、大棒骨是餐厨垃圾 

   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它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

鸡骨等则是餐厨垃圾。 

2、厕纸卫生纸，不可回收 

   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 

3、餐厨垃圾装袋扔进桶 

   常用的塑料袋，即使是可以降解的也远比餐厨垃圾更难腐蚀。此外塑料袋本身是可回收

垃圾。正确做法应该是将餐厨垃圾倒入垃圾桶，塑料袋另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4、花生壳算其它垃圾 

   固废中心专家说，发给试点小区居民家的宣传资料，“果壳瓜皮”的标识就是花生壳，的

确属于其它垃圾。家里用剩的废弃食用油，目前也归类在“厨房垃圾”。 

5、尘土算其他垃圾 

   尘土属于“其他垃圾”，但残枝落叶属于“厨房垃圾”，包括家里开败的鲜花等。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华联环保协会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2012 年 11 月 26-27 日，环保协会契合物

业管理中心“优等服务月”于宿管办门前举办

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活动主题是：请给垃圾

找个合适的家。宗旨是让同学们加深对垃圾分

类认识。 

详情请关注>>> 

 

 

广科贸环保公益“筷筷行动” 

    2012年12月11日到12月12日,广州科技

贸易职业学院绿色环保协会开展了以“拒绝

一次性餐具，收益你我他”为主题的环保活

动。倡导大家环保节约，追求绿色的环保意

识。 

详情请关注>>> 

 

更多动态：绿点网 

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沙面大街公益项目展示活动 

广外绿色先锋环保协会（南）2012年环保周：环保新气 

中大绿青举行绿风活动 

华师生态绿叶社开展街区志愿服务活动 

广药职院绿化环保协会举办“第五届环保设计大赛” 

广师天院绿缘环保协会携米龙小学开展环教活动 

广科贸绿协之罗边小学环教活动 

仲恺GreenSky环保协会承办亚洲动物基金会“动物微摄影大赛”图片展 

嘉应学院同心环保协会环保手工制作大赛决赛 

广东食品绿化环保协会文化艺术节 

广铁绿洲环保协会举行十周年晚会 

五邑大学环境保护协会义卖活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3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3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4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3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3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2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2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2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1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1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1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4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3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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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讲广工龙洞站精彩回顾：垃圾堆里的社会企业创

业路 

2012 年 12 月 11 日晚,由香港地球之友和广州市绿

点公益环保促进会主办,广东工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

会承办的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三讲 “垃圾堆里的社会

企业创业路”在广东工业大学龙洞校区学术报告厅举

办。本次讲坛由深圳生源启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黄骏杰与何文琛先生担任主讲嘉宾，与大家分享了其环

保创业的点点滴滴。 

详情请关注>>>  

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培训集中工作坊之自然

教育交流会  

继第一期工作坊一个月后，大学生环境教育

讲师培训第二期工作坊在学员们的期待下如期而

至。2012 年 12 月 01 号下午，以“自然教育分享”

为主题的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集中工作坊在绿客

地球办公室进行，环境教育讲师学员、鸟兽虫木

团队和绿点志愿者参与了此次工作坊。 

 详情请关注>>>  

       

How to do it right 社团环保项目管

理工作坊——主讲人：陈志强 

2012 年 11 月 24 日，以“How to do it 

right?”为主题的环保项目管理工作坊在

绿客地球办公室进行，绿点社团成长计划

的中的深度陪伴社团成员和绿点志愿者

参与了此次工作坊。 

详情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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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行车后座到骑上自行车再到拥有自己的自行

车，其实是众多 80 后的梦。如今，单车不仅是免费锻炼

身体的最佳选择，更成了爱心传递的桥梁；离开封闭的

空间，骑着单车走向广阔的自然，让心重新自由。 

2012 年 12 月 1 日 15 点 30 分，以“如果你有一部单

车”为主题的第五期拜客沙龙在 T.I.T 创意园流行美首发

空间和大家见面，再度唤醒你生命深处的那个自行车梦。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3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1
http://bikegz.org/article-233-1.html


【香港地球之友】 

「饮水思源东江行」步行筹款活动 

香港地球之友举行

「饮水思源东江行」步行筹

款活动已达第三届，今年以

「香港真的没有水危机吗？」为题，希望能唤起市

民大众对全球水资源危机的关注，从而了解珍惜食

水的重要性。 

 

详情请关注>>>  

东江之子喜获环保奖 宣扬保育获认同 

 (2012 年 12 月 2 日) 4 年来，每到暑假和

寒假，香港地球之友都带领中港两地大学生，

化身一队东江之子，走上江西省寻乌县，探源

寻踪，并且尽一己之力保护水源。今年 11 月，

第十三届福特汽车环保奖将“自然环境保护—

传播奖”三等奖颁授予地球之友东江之子义工

生态服务计划，奖励该计划在宣扬保育自然方

面所作的努力。详情请关注>>>  

地球之友《源来护水自有方》正式出版 

12 月正式出版的《源来护水自有方》作为纪念香港地球

之友致力于香港和中国大陆环保工作 30 周年的献礼，记录

了香港地球之友开展“饮水思源东江上下游伙伴计划”的理

念和四年工作历程，更收录了江西省东江发源地的人物和故

事，以及下游爱心人士的考察感受和东江之子志愿者的体验

感想，让更多喝东江水的人，饮水知源，饮水保源。本书不

仅仅是一本工作记录，更是一个以民间公益生态补偿手段来

保护水源地的真实案例。 

一滴水、一条江、一群人、一份关怀、一同报恩，下游

给上游送上温暖，送上友谊，送上知识，送上希望，点滴的公益行动，汇聚一江城乡关怀。 

欢迎对此书感兴趣的朋友联系索取。 

香港地球之友第九届东江之子义工入选名单 

第九届东江之子招募正式结束，本次收到 48 位个人、环境

教育及环境调研各 1 个团队报名，除南昌、佛山，人员均来自

东江沿岸寻乌、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广州。要守护清洁

的东江，唯有通过上游下游、政府与民众的积极沟通与合作。

相信这批热心义工可以成为联系上游下游的枢纽。在接下来一

年，积极行动！ 

香港地球之友第九届东江之子义工入选名单：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112643550915/ 

祝贺各位入选人士，同时感谢大家对计划的支持与参与！本会将与报名者沟通相关疑问，

同时期望未能入选的报名者 在接下来的假期报名第十届东江之子，以及香港地球之友更多

活动。 

最新消息可关注：@香港地球之友东江之子 

http://photo.weibo.com/2812632585/albums/avatar?from=otherprofile&wvr=4&loc=guipor
http://photo.weibo.com/2812632585/albums/avatar?from=otherprofile&wvr=4&loc=guipor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ont_page.asp?content_id=1246#.UM7TCrJfXIg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ont_page.asp?content_id=1245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2112643550915/
http://weibo.com/foedongjiang
http://photo.weibo.com/2812632585/albums/avatar?from=otherprofile&wvr=4&loc=guipor
http://photo.weibo.com/2812632585/albums/avatar?from=otherprofile&wvr=4&loc=guipor
http://photo.weibo.com/2812632585/albums/avatar?from=otherprofile&wvr=4&loc=guipor


NGO 招募 

 

 

1、拜客广州“项目经理&传播和公关经理”全

职/实习生招募 

招募人数：各 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1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2、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招募全职（传播经理、

灾害管理部项目官员、灾害管理部项目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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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爱中行社会服务中心招聘全职人员（中心

主任、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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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招募全职人员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2 月 17 日 

详情请点击>>>  

 

 

5、汉达康福协会招募全职人员（出纳后勤干

事、人事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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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会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基金招募（专

员、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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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企业家会员服务总队招募全职

（行政干事）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1 月 1 日 

详情请点击>>>  

 

 

8、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招聘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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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全职（康复治

疗师、宣传干事、活动助理）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东莞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1 月 17 日 

详情请点击>>>  

 

10、明善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招募全职（平面

设计师、网站编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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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映诺社区发展机构招募（一线社工、服

务主管、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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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实

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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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kegz.org/article-231-1.html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3051093999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5391925706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398015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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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345429477749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242295537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5296712786
http://ngo.job1001.com/Job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9748912301&ZhoaPinDetail=45646206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2168533813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708755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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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斯洁 林淑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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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