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环保立法 

【新京报】博弈环保法—— 

环保法二审稿未提请人大常委会表决；“公益诉讼”

等内容仍存较大争议 

6 月 27 日，环保法二审草案进行分组讨论，不

少人拿到草案的第一感觉是“眼前一亮”。去年一

审草案内容太过温和，遭到批评。环保部甚至罕见

地对此公开了 34 条意见。其中约有 20 条意见，被

写进新版草案。 

“稿子比一审有进步。”一环保系统官员说，

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现在是修法甚至大修的

最好时候。 

详情请关注>>> 
 

【搜狐网】：中华环保联合会回应垄断公益诉讼:不

会一家独办 

据了解，中环联采取企业、个人两种会员方式，

根据级别不同，每届缴纳一定的费用。而在其企业

会员中，很多都是曾被曝光的“污染大户”。业内

因此质疑中环联的公益性。 

7 月 10 日，中环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在独

家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称，被授予独家环境公益起

诉权，不是中环联自己的意思。他表示，中环联就

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好环境保护的工作，维护人民群

众的环境权益。并且，中环联不会一家独大。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南方周末：环境公益诉讼：民间忧冰封，官方称待定 

南方周末：治污，重典时代来临？ 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出台内幕(组图)  

国家能源网： 环保法“小步走” 期待更多“大动作” 

中国新闻网：广州日报：环保法修正应善纳民意“开门立法”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7/08/content_446175.htm?div=-1
http://green.sohu.com/20130718/n382009542.shtml
http://www.infzm.com/content/92069
http://roll.sohu.com/20130704/n380697685.shtml
http://www.cmen.cc/2013/carbon_0709/52700.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7-24/5076468.shtml


本期热点——环保立法 

中国新闻网：区环保局：荔湾区纪念“6.5”世界环境

日系列宣传活动精彩纷呈 

7 月 13日，广东省江门市委、鹤山市委、中核集团、

中广核集团等多方面证实，原本规划在广东省江门鹤山

市址山镇建设的中核集团龙湾工业园区项目，决定“在

社会未达成广泛共识之前，绝不办理立项手续，绝不开

工建设。”这一结果被有关人士解读为“又一场‘邻避

运动’的胜利。” 

详情请关注>>>  

中金在线：环保法修正案被指立法不科学 

紧急呼吁信分析，该条款单独针对环保联合会予以

授权，违反众多法律原则和立法基本技术性要求。呼吁

信说，该条款违反了立法抽象原则和立法的普适性原

则，直接规定具体个人或个别组织的权利义务，侵犯行

政和司法裁量权，混淆了具体法律行为和抽象法律行

为；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形成针对个别组

织(而非某类型或达到某条件组织)的“特权条款”。 

详情请关注>>>   

凤凰网：专家：环保法修正案二审稿“特权条款”违反

立法原则 

与一审稿相比，二审稿改动很大。其中，引起较大

争议的规定是：“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不少学者和专家认为，这一规定与民事诉讼法规定

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符，是对公益诉讼

主体资格的限缩。 

详情请关注>>>  

环球网：广州日报：“污染大户”岂能参与环境公益诉

讼 

   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准官方的全国性环保组织，有

着自身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但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的全权授予这样一个单一主体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排斥

其他更多环保公益组织的积极参与，中华环保联合会能

否有效承接纷繁复杂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履行好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确需打一个问号。 

   详情请关注>>>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7-20/5064849.shtml
http://news.cnfol.com/130626/101,1280,15409776,00.shtm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6/27/26845857_0.shtml
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3-07/4084179.html


环境评论——环保立法 

【新快报】 

环保立法不能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如果中华环保联合会被法律确立为唯一的环

境公益诉讼主体，一旦其掌握了起诉企业的选择权

之后，很容易成为污染企业竞相“收买”的对象，

成为污染企业的一个“避风港”，会有更多的企业

用这种花钱免灾的低成本方式来逃避其污染环境

的法律责任，而受害的民众则更是欲哭无泪。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无论如何，环保立法都不

应该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避免这一最坏结果的发

生，可行办法就是放开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限

制。无论是从法律上说还是利益相关性上说，任何

一个公民或者民间组织都应该有资格对污染企业

提起公益诉讼。诉讼主体的多元化，既有利于加强

对环境污染的社会监督，也能有效分散权力，降低

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没必要管

得过细、伸手过长。  

详情请关注>>> 

【金羊网】 

环境保护亟须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 

问题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

拓宽一点就会发现，贺江污染不过是当

前工业化大潮中各类跨区域环境污染

事件的缩影。总体来说，这种跨区域的

污染具备几个特征：一是水流的上游污

染下游受害，二是受害者所在地政府并

非施害者的管理者，三是事故发生前后

往往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正因如此，

污染侵权时间更长，处理起来更麻烦。  

用动态的眼光分析，环境污染事故

尤其是重特大污染事故，很容易发生在

跨区域之间。但纵观我国环境保护的法

律制度，无论是现行的《环境保护法》

还是《水污染防治法》，还是其他相关

法规，对跨区域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和

处置，均缺乏较为具体的规定。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南方日报：环保部去尴尬需多方发力 

广州日报：环境公益诉讼之春为何迟迟不来 

金羊网：世界环境日说车内环境 

21CN：周筱赟：环保部独家垄断环保公益诉讼，污染企业只要交会员费就不会被起诉？ 

 

 

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id=870907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3-07/08/content_197287.htm?div=-1
http://news.nfdaily.cn/content/2013-07/10/content_73134486.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06/26/content_2296895.htm
http://auto.ycwb.com/2013-06/03/content_4502470.htm
http://ts.21cn.com/jingshi/a/2013/0629/11/22413062.shtml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风雨无阻，爱撒南岭 

——记“蒲公英的种子——绿沁南岭”项目

正式开始 

７月１６日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

２７名队员，在风雨的洗礼中抵达河源市紫

金县南岭中学，开始为期１６天的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据悉，此次项目旨在关爱当地留

守儿童，为当地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

献一丝力量。 

详情请关注>>> 

认识自然，倾听自然——环教组自然体验全

纪录 

7 月 21 日上午，环教组队员何家鸿（熊

娃娃）和其他组员带领孩子们一起走到课堂

之外，认识身边的花草树木，倾听自然的声

音，发现自然的美。 

这一次的自然体验，让学生从课本里走

出了课堂之外，使他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

妙，并且了解到大自然的重要性，这是比课

本知识更为重要的一次体验。 

详情请关注>>> 

【更多动态】 

南岭中学钟校长与“蒲公英”见面 

蒲公英的种子再次飘落油山——“蒲公英的种子-绿漫油山”第三期项目正式启动 

拜访镇政府，解惑革命文化和垃圾问题 

“蒲公英的种子”夏令营开营啦 

放眼校园 发现绿色——记绿色沙龙环保协会植物认知活动 

南方医科大绿沙环保协会废旧电池回收活动 

南方医科大绿沙环保协会“美丽南医，环保在行动”活动 

南方医科大绿沙环保协会衣物回收活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3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3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3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3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3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3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2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2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2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26


绿客地球机构动态以及活动预告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第六届精英（会长）夏令营暨第五届环教夏令营邀请函 

 

    亲爱的会长、环教组组长： 

你们好！ 

追逐老人家的环保脚步，铭记绿友们的环保行动，回顾过去几年绿点夏令营的主题： 

2010 年“个人成长”，促进营员提升自我，共同成长； 

2011 年“社团管理”，授以营员管理技能，管理社团； 

2012 年“社团发展”，分享协会发展历程，凝聚经验； 

今年，我们将以“实战·互助”为主题，一起探讨社团实操工具，携手前进，促成活动。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 

2013 年毕业感谢会，感谢有你 

    6 月是一年绚烂的夏季之初，在拜客广

州这个活力四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公益组

织里，也迎来了毕业季。为感谢大家过去对

组织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在 2013 年 6 月 22

日晚上，毕业生与志愿者们欢聚一堂，度过

了一个温馨欢乐的晚上。与众多的毕业聚会

不同，这里更多充满了欢声笑语而非离别的

忧伤。因为我们深知毕业并不代表离开，而

是换个方式、地方来关心帮助组织成长，即

使身处他方，关心依旧，支持不变！ 

    详情请关注>>>  

 

 

芳村村过村，与不同的人，欣赏不

一样的风景 

与不同的人，欣赏不一样的风景！记

第三期芳村穿过村活动 

7 月 14 日，虽然苏力在福建登陆，

但是广州的天气非常适合骑行，没有下雨

也没有太阳。今次活动又十名参与者，共

同一起去探索芳村。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2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24
http://bikegz.com/article-265-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65-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66-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66-1.html


骑车进藏致青春，记第 9 期拜客沙龙 

“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西藏。”这是多少人怀揣的梦想啊。而在去西藏的形形色色的交通

工具中,有的人选择了耗时漫长、行程艰巨的单车来完成这个旅程。这些进藏骑客似乎遥不可

及,但其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7 月 20 号下午，拜客沙龙第 9 期#一起骑车进藏#在木每私生活咖啡吧如期举行。陈耀龙、

张巍胧和刘韵晖跟大家分享交流了他们的经历经验，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以

不同的骑游方式向拉萨进发，用自己的态度去致青春！ 

详情请关注>>>  

 

 

环保小 tips：环保之旅——自行车远行应注意的问题 

 

现如今，自行车旅行因能够锻炼意志，亲近自然，结识好友，环保生态而被越来越多的“驴

友”所接受和喜爱，自行车旅行是一次小型的但是完整的旅游活动，需要注意很多问题，下

面就为大家介绍在自行车旅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1、自行车配备 

首先要拥有一辆比较好的套件的山地自行车，也可稍加改动（装上货架、换上蝶形车把），

就很适合长途旅游。其理由是它的道路通行能力强。公路自行车虽然轻量化、有速度，但是

旅行骑游太累；而旅行车一类的自行车仅在城市道路比较合适，因搬动比较沉重，不适合道

路较差的沙石路面和雨中泥泞地骑行；折叠自行车短途以及出差比较方便，但是进山区骑行

下坡发飘危险性比较大。 

 

2、旅行路线设计 

    在设计线路的时候要考虑以下几点： 

(1)去哪里？ 

(2)现在去的这个季节那里是否是最合适的旅游季节？ 

(3)当地哪些景色是必须看的，哪些是看不看都无所谓的？ 

    这些信息可以在一些旅行网站上获得消息和解答，这样可以减少贸然出行，不至于出现

到达目的地后后悔的情况。适合自行车旅游的地点，应该满足的基本条件是——“那里正是

http://bikegz.com/article-269-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69-1.html


旅游适宜的季节，当地景色值得一看，各种景观有自己的特色。”不求参观到所有的景色，

但是一定要争取看到独具特色的景致才好。 

出行前一定要认真在图上作业，可以通过在自行车旅行网看帖子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

听取同行者意见，设计好沿路的食宿点、旅游观光点。一人出行比较方便，随意，多人组队，

就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吸纳好，把费用预算告诉大家。 

 

3、穿戴及旅途物品准备 

必须戴出行头盔，穿醒目的外套，最好是醒目的骑行服，（醒目的冲锋衣也好），内衣应

该是贴身、排汗的。切勿穿棉质的内衣、裤，因为会导致出汗后阴湿，袜子多准备几双，到

驻地换洗。鞋最好是防水的轻量化的旅行山地鞋。在雨季出行数日，即使出发当天晴空万里

也要备雨衣。维修车辆的工具必须要带，方便车辆出现故障时维修。 

 

4、骑行训练 

   出行一个月前就应该有针对性的训练，主要以耐力训练为主。平时早晨训练饭前骑车

40-50KM，周末中距离骑行 150KM/天。以这样的训练强度训练之后，再出去骑游连续数天

每天骑行 120KM-150KM 就毫无问题。 

 

5、旅途骑行安全 

    要注意道路观察，随时注意避躲路面车辆的转向、停顿。发现坑洼，用手势或喊话提醒

后续车友。旅行不是车队集训，不必跟车避风，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前车随时可能的

停顿,且方便摄影活动。 

 

6、钱款携带 

    计算好每天的用钱量，少量携带现金即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途中用钱可以事先存入

银行卡，或者请家人随时等候通知存入。邮政和农行银行卡比较方便，网点很多，存取方便。 

 

7、通讯联络 

    现在移动电话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通讯费用也不贵。在途中应该随时打开，以保障与

同行者、家人的联络畅通。出行前应该对家人交代如何防止坏人（利用你遗失的手机）来电

的诈骗。成队出游，亦可以购置对讲机（通讯距离在 3-5KM），前后呼应。 

 

8、食与宿 

    自行车旅行，食宿一定要好，不要太简陋，食要有一定的营养补充，宿干净不必说，尽

可能要具备洗澡的条件。每天下午 3 点左右就应该物色好称心如意的旅店。住宿点一般是安

排在第二天出城（镇）的路口，当晚要问清楚并且设计好第二天的前行路线。 

 

9、药物准备 

    除了自己平时的常用药外，还要准备好适量的感冒、止泻药，金、红霉素眼药膏、爽身

粉（保持屁股干燥）、伤药等。 

 

10、地图的使用 

    出行旅游，看地图是必须掌握的本领。如果你会使用电子地图那就更方便了，可以下载

保留。也可以携带一本高比例尺的地图册，随时备查。不过现在的 GPS 导航不是很实用，

数据更新远赶不上城市建设速度。 



环保工艺品：废物利用 

 

婴儿床改造的创意写字桌，而且还有黑板的

哦~~ 

 

 

解决食物返潮，好棒的废物利用~~ 



NGO 招募 

1、拜客广州招募项目管理&媒体传播实习生 

招募人数：3 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2、深圳恩派招募 2013慈展会志愿者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11 日 

详情请点击>>>  

 

3、广州番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4、深圳打工者中心招聘全职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0 日 

详情请点击>>>  

 

5、广州市萝岗区太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聘

全职 

招募人数：4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6、广州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招聘项目专

员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4 日 

详情请点击>>>  

 

7、深圳青草工友成长服务部招聘暑期实习生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8、广州市萝岗区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9、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招募

文字编辑实习生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0、广州市海珠区土华爱护动物协会招募全

职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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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幸福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社

工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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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绿前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招聘水

项目官员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5 日 

详情请点击>>>  

 

14、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招募机构组委副主席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5 日 

详情请点击>>>  

 

15、广州市幸福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6 日 

详情请点击>>>  

 

16、佛山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社工

及项目主管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佛山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25 日 

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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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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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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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

促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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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恒信路信和街 10

号粤信广场嘉东楼 1407-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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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