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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保护市肺白云山，公民在行动 

【新浪微博】：@青城环境文化发展中心 

【致两会代表：

关于“叫停”白

云山隧道工程

的倡议书】 

这 是 一 封

由关注白云山

生态及人文的民间环保公益组织撰写的

倡议书，希望通过此信表达对白云山隧

道工程的深切忧虑，更希望获得你们的

支持——通过合法的方式叫停工程。 

【南方都市报】：广外学生认为白云山隧道“缓建”

表态不够清楚再度信访 

市建委：有反对意见就要研究 

陈志滔说，市建委宣布白云山隧道缓建，体现

了政府部门“尊重民意，从谏如流”的态度，他们

送上感谢信是为了表达赞赏之情，至于送盆栽，是

希望市建委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要更加重视环保，

“缓建让白云山的生态暂时得到保护，我希望今后

政府部门在对所有工程的决策上都要更加考虑生

态环境因素。” 

缓建让白云山的生态暂时得到保护，我希望今

后政府部门在对所有工程的决策上都要更加考虑

生态环境因素。——广外大三学生陈志滔 

详情请关注>>> 

【新浪博客】辉哥的博客： 

历经白云山隧道事件感受 

1 月 18 日之前，一直是在微博上声

援白云山守护小组的行动。  

1月 18日参加了咖啡屋的白云山隧

道研讨会，理解了事件的基本情况。 

1 月 23 日和环协、青城的同仁分赴

人大和市建委，呼吁叫停隧道项目和信

访，基本无果。详情请关注>>> 

http://weibo.com/3052887724/zfDnG9E2D?type=repost
http://weibo.com/3052887724/zfDnG9E2D?type=repost
http://weibo.com/3052887724/zfDnG9E2D?type=repost
http://weibo.com/3052887724/zfDnG9E2D?type=repost
http://epaper.oeeee.com/G/html/2013-01/24/content_1799098.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17aab880101c2h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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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隧道横穿白云山，从动议到缓建 

【南方都市报】穗建委：白云山隧道缓建 

2013 年 1 月 18 日晚 7 时许，在事前没有征兆

的情况下，市建委忽然宣布将白云山隧道项目暂缓

实施。在向媒体发布的消息中，市建委表示缓建的

原因是“各方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经慎重研究，

项目方案目前还不成熟”。 

市建委主任侯永铨表示，市建委、市规划局于

1 月 11 日联合召开的白云山隧道规划建设方案研

讨会的与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沿线单位代表

和技术专家围绕白云山隧道建设项目进行了充分

研讨，存在较大意见分歧。为充分尊重各方意见，

建设主管部门认为，经慎重研究，白云山隧道建设

项方案目前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决定暂缓实

施白云山隧道项目。 

„„  

详情请关注>>>  

白云山开山隧道事件回顾： 

2012 年 10 月中旬政府动议 

  2012 年 11 月中旬方案曝光 

  2012 年 11 月底争议四起 

  2012 年 12 月 25 日市长松口 

2013 年 1 月 11 日官方研讨 

2013 年 1 月 18 日市建委决定暂缓

实施白云山隧道建设 

整理：南都记者 魏凯 

 

【广佛都市网】： 

广州白云山隧道工程首次公开 广外强烈反

对 

一个月前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白云山隧道工

程忽然清晰起来。2012年 11月 21日，目前整个隧

道已经形成工程初步方案并向涉及的单位征询意

见。方案显示，隧道西起黄石路和白云大道交接口，

拦腰横穿白云山后东接京溪路，最终连通沙太路，

全长 6 .4 公里，其中横穿白云山的路段长 1.9 公

里。这是白云山隧道工程方案首次对外公开。 

详情请关注>>> 

 

http://ndgd.oeeee.com/html/201301/19/17362.html
http://www.citygf.com/news/20/201211/t20121121_3905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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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论 

反对方【凤凰网资讯】：白云山隧道要“得民

心才做” 条件不具备就不建 

市建委主任侯永铨：市建委和规划局在去

年 11月召开了一个关于白云山隧道规划建设

方案的研讨会。会后围绕了大家的意见，市建

委和规划局慎重研究认为，存在较大意见分

歧，目前大家的意见不是很统一，方案不是很

完善，目前开挖的条件不是很完备，所以决定

对白云山隧道的开挖暂缓实施。 

为了使这个工作更完善地做好，未来将在

包括交通需求、环境保护、地质水文、人文景

观等各方面论证条件成熟，各方面意见统一之

后才予以考虑。接下来还要进行一些充分论

证，确实条件不具备，不需要建我们就不建，

如果建的话要按法定程序做好有关的申报手

续，这点请广大市民放心，民心工程一定要合

民心才做，不得民心的民生工程不做。 

今后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考虑

借鉴同德围南北高架桥的建设模式，设立专门

的咨询委员会，让更多不同专业的人员加入论

证和咨询。详情请关注>>> 

反对方【新快网】： 地质专家：开建白云山

隧道或致地陷 

广东省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国家地质土

木工程师詹松直言，政府应当从地质生态角

度，重新审议白云山隧道工程。 

詹松介绍，修建隧道必定要抽干地下水，

但由于白云山往西到同德围，往北至钟落潭

这段区域，均为灰岩地区，其地质条件复杂，

容易引起土洞、岩溶、断层、裂隙的发育，

尽管地下水丰富，但抽水后极易引起溶洞的

扩张，进而导致地陷。当处理地质灾害费用

投入达工程总造价的 30%时，通常就证明该

地段适宜性差，不利于施工。他建议，该项

目可以往南移到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南边的齐

富路，穿过白云山进入白云新城，这样至少

可以绕开广外。 

详情请关注>>> 

支持方【21CN 新闻】挖白云山隧道是最好方案 

   昨日，一名来自白云区的代表向白云区委书记马文田建议，应再向市里提意见支持白云

山隧道，但马文田表示，由于市建委已经暂缓项目实施，自己不便公开站出来支持。不过，

他表示，（在白云山）挖隧道，是解决城市交通堵塞、噪音问题的有效手段，“所有解决交通

堵塞的方案都会有问题，但挖隧道的方案是最好的”。 

马文田进一步指出，目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反对修建隧道，但白云山另一侧的南方医科

大学则要求在该校的东门、广汕路上修建隧道，以缓解交通压力。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南都网：白云山隧道暂停，起码政府听民意了 

凤凰网：白云山隧道项目引入同德围模式 

新浪新闻中心：广州限外只是在高峰期 白云山隧道合民意才做 

中国青年报：广州缓建白云山隧道 

南都网·广州：白云山隧道三方案穿广外 可从地下穿越 

第一旅游网：广州白云山：一条隧道引发的争议 

新浪网：白云山隧道争议风波始末 

南方日报：白云山隧道项目暂缓实施 

【酷 6 视频】：广州“白云山隧道”项目：建委.. 最新资讯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1/23/21497613_0.shtml
http://news.xkb.com.cn/guangzhou/2013/0119/246442.html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2013/01/22/14476854.shtml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2013/01/22/14476854.shtml
http://ndgd.oeeee.com/html/201301/19/17399.html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1/20/21385640_0.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3-01-23/150926104820.shtml
http://zqb.cyol.com/html/2013-01/23/nw.D110000zgqnb_20130123_3-07.htm
http://ndgd.oeeee.com/html/201211/26/4597.html
http://www.toptour.cn/detail/info77772.htm
http://gz.house.sina.com.cn/news/2013-01-19/14571872546.shtml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1/19/content_7160635.htm
http://my.ku6.com/watch?loc=tashangchuan&v=hLmjiqaK-_g4ETEOssOsMg..#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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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小 tips：顺手做到的二十件环保小事！  

1、 顺手关水龙头。 

2、 一水多用。 

3、 在马桶的水箱里放一个可乐瓶。如果您家冲水马桶的容量较大，可以在水箱里放一个

装满水的可乐瓶，你的这一小小行动每次可节约 1.25 升水。 

4、 少用洗洁精。大部分洗涤剂是化学产品，会污染水源。洗餐具时如果油腻过多，可先

将残余的油腻倒掉，再用热面汤或热肥皂水等清洗，这样就不会让油污过多地排入水

道了。有重油污的厨房用具也可以用苏打加热水来清洗。 

5、 不要让电视机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 

6、 用温水煮饭。电饭锅的内锅与电热盘要及时清洗。电饭锅用完立即拔下插头，既能省

电，又能延长使用寿命。 

7、 争做公交族或自行车族。 

8、 选购绿色食品。要选购不施农药、化肥的新鲜果蔬，少吃含防腐剂的方便快餐食品、

有色素的饮料和添加剂的香脆零食。或者认准“绿色食品”标志选购食品也行。 

9、 选无磷洗衣粉。 

10、 买充电电池。用完的干电池攒到 30 公斤后，可联系当地垃圾回收中心回收。 

11、 拒绝过度包装。 

12、 自带菜篮买菜。 

13、 少用一次性餐具。 

14、 少用木杆铅笔，多用自动铅笔。  

15、 充分利用白纸，尽量使用再生纸。 

16、 在家里设置三个分类垃圾筐。家庭垃

圾通常可以分为：一、可回收物，包括废

纸、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等；二、不

可回收物，包括灰土、菜叶、瓜果皮核等

厨房余物；三、有害物，包括电池、荧光

灯管。 

17、 每月卖一次废塑料废品、废纸、废玻

璃、金属。不少废塑料可以还原为再生塑

料，而所有的废餐盒、食品袋、纺织袋、

软包装盒等都可以回炼为燃油。每张纸至

少可以回收两次。办公用纸、旧信封信纸、

笔记本、书籍、报纸、广告宣传纸、纸箱

纸盒、纸餐具等在第一次回收后，可再造纸印制成书籍、稿纸、名片、便条纸等。第

二次回收后，还可制成卫生纸。铝制易拉罐再制铝，比用铝土提取铝少消耗 71%的能

量；回收一个玻璃瓶节省的能量，可使灯泡发亮 4 小时。 

18、 交换、捐赠、改造多余物品。 

19、 拒食野生动物、拒用野生动物制品。 

20、 领养一棵树或做一天环保志愿者。一棵 50 年树龄的树，产生氧气的价值约 25 万元；

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 50 万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 25 万元；涵养水

源价值 35 万元；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约 25 万元；产生蛋白质价值 2

万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创值约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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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客地球机构动态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深度陪伴社团计划:社团架构与制度设计工作坊 

2012 年 12 月 29

日晚，以“社团架构与

制度设计”为主题的工作坊在绿客地球办公室举

行，参加此次工作坊的有绿点社团成长计划中的

深度陪伴社团的成员代表和绿点志愿者，共计 30

余人。本次工作坊分为 5 个环节，分别是“回顾

及回答”、“培训及案例分享”、“分组讨论”、“展

示及修改”、“分享讨论”。 

详情请关注>>>  

  

2012—2013 年度绿点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评选 

一、 评选对象 

2012 年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培训项目学员（即 2012 年绿点环教夏令营营员） 

二、 奖项和奖品设置 

优秀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证书 

到香港进行环境教育考察 

三、 评选方式： 

在 2 月 28 日晚上 24 点前提交原创教案，于 3 月 17 日对提交的教案进行公开试讲与答

辩。评委根据“评分标准”对学员进行综合评分。 

四、 相关评选工作时间 

1、提交教案截止时间：2 月 28 日 24 点。 

2、公开试讲与答辩时间：3 月 17 日。 

3、表彰时间：2013 年广东省第十三届高校环保社团交流会，时间待定。 

五、 评选依据 

1、2012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参加绿点组织的关于环境教育的培训或者工作坊次

数。 

2、2012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对小学生进行授课次数。 

3、本次评选中提交的原创教案质量。 

4、本次评选的现场试讲与答辩表现。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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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客广州】 

那些年，我们共同的单车友好城市梦想  

——记拜客•广州3周年生日会 

在刚过去不久的 2012 年 11 月底，拜

客·广州成功进行了民政注册，登记为广

州市海珠区拜客绿色出行宣传活动中心。

2013 年 1 月 12 日下午两点半，拜客·广

州在 TIT 创意园首发空间举办了成立 3 周

年的生日会，与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欢聚

一堂，分享成果，展望未来 

 详情请关注>>> 

【香港地球之友】 

给下一届义工的信 · 第八届东江

之子 

东江之子活动为义工

带来的体验是挺独特的。

探访到东江源头，虽然未算是风景如画，但对于依

靠东江而生的人，确实别具意义。人类为了社会经

济发展开发水资源，但同时往往忽略了过程中为环

境及民生所带来的影响。东江中下游城市于东江取

水亦为上游地区带来环境及贫穷问题。地球之友能

着力引起外界对这问题关注，举办东江之子活动，

加强对东江源村的支持，十分难得。生活在东江源

村十天，与村民同住体验农村生活、与他们交流、

了解，我看到、感受到与城市生活大相径庭的另一

个景象。与一些从未离东江源村的老人谈人生更为

我思想带来冲击。 

详情请关注>>>  

 

 

《源来护水自有方》新浪微博送书活动结束，活动持

续 10 天，183 位网友转发此书介绍，被@ 的网友则有 540

位，而最终获得本书则有 95 人。 

【新浪微博】@香港地球之友東江之子 

【送书进行时】“上游下游，长长久久 源头播种，绿绿无

穷 护水处理，生生不息，饮水思源，共荣共存 ”《源来护

水自有方》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共同凝聚保护东江的

力量，带来更多尝试与转机。活动详情>>> 

http://bikegz.org/article-237-1.html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0644415408/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0644415408/
http://weibo.com/2812632585/zddbjbWMd?type=re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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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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 招募 

1、平步青云讲坛实习生招募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2 月 28 日 

详情请点击>>>  

 

2、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招聘秘书长 

招聘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2 月 28 日 

详情请点击>>>  

 

 

3、拜客广州项目运营经理招募 

招聘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 月 24 日 

详情请点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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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人数：多名  地点：东莞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2 月 17 日 

详情请点击>>>  

 

5、麦田教育基金会项目专员 

招聘人数：4 名  地点：广州、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2 月 25 日 

详情请点击>>>  

 

6、明善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招募全职（网站编

辑助理） 

招招聘人数：2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7、ICO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招募（教育

项目经理、工厂改善咨询师和社会责任审核

员） 

招聘人数：6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8、慈善会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基金招募（专

员、实习生） 

招聘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9、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招聘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0、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招聘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11、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志愿者招募 

招聘人数：多名  地点：云南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2、北京富群环境科技研究院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北京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3、深圳市美德社工服务社 

招聘人数：7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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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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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绿地公益环保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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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漫 梁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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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