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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巴索风云在微博给自己的描述：法院

嘅正義女神，天平代表“公平”，寶劍

代表“正義”，緊閉雙眼話你知：一視

同仁。背後刻有古羅馬嘅法諺：為實

現公平正義，哪怕天崩地裂。 

 

腾讯新闻：巴索风云：普通网民变身官民互动代表 

番禺“垃圾门”之前，“巴索风云”不过是淹没

在众多 ID 当中的一个，并不起眼。 

而一年后，网上关于巴索风云的搜索链接，已

近 30 万条，在各大报章、网络社区等，常能见到他

的名字，前缀大多为“著名网民”、“网络红人”等。

短短一年内，巴索风云的生活圈中一下多了许多社

会公益人士、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媒体记者等，“多

了一大拨新朋友！”巴索风云说。 

„„ 

巴索风云最近一篇网帖作品《广州：可否放缓

你前进的脚步，等待灵魂跟上来》，同样拨动了广州

人敏感的心弦，“广州发展得太快了，有时候快得连

生活在其中的我们都认不得。”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时代周报：巴索风云：如何寻找垃圾处理的最佳方式 

时代周报：巴索风云：只想垃圾一烧了之只会形成对立情绪 

新快报：三人小机构，撑起垃圾分类大梦想 

2009 年底，番禺传出建垃圾焚烧厂，令华南版块业主不得不起之保卫家园，@巴索風雲 

等业主形容为“就像被敲醒了一般”。时势造英雄，英雄又被时势推着走。3 年后，原来这帮

人成立了@宜居廣州生態環境保護中心 ，把目光投向全市垃圾分类处理问题。 

 

详情请关注>>> 

 

http://news.qq.com/a/20110610/000792.htm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1-04-21/113968.html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1-04-24/114110.html
http://epaper.xkb.com.cn/index.php?id=163688
http://weibo.com/n/%E5%B7%B4%E7%B4%A2%E9%A2%A8%E9%9B%B2
http://weibo.com/n/%E5%AE%9C%E5%B1%85%E5%BB%A3%E5%B7%9E%E7%94%9F%E6%85%8B%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4%B8%AD%E5%BF%83
http://epaper.xkb.com.cn/index.php?id=163688
http://epaper.xkb.com.cn/index.php?id=16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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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广东环保热点：垃圾分类 

微访谈：我们的绿色理想国，干净整洁的都市 

  城市是固体垃圾的重要源头，大量生活垃

圾和工业垃圾的堆砌不仅使寸土为金的城市

土地更显拮据，也严重地污染了空气。6 月 12

日 15:00—16:00，社会科学研究协会中国环境

与健康项目资讯主管蔡超、自然之友调研部主

管张伯驹将与广大网友共同探讨如何利用城

市固体垃圾的先进处理技术，打造干净整洁的

城市。 

详情请关注>>> 

 

垃圾处理得当与否，事关百姓的生活与健康。

——卢广 摄 

 

从前年试点的首批16条街道，到去年底扩

至50条街道，再到今年7月10日起全市将正式

启动垃圾分类，广东省广州市完成由点辐射到

面的提速。 

中国环境网：广州垃圾分类步伐提速 

广州近日首次公开提出广州垃圾分类技

术路线，未来将在全市推广"垃圾不落地"的"

南华西"模式。另据报道，广州市垃圾处理分

类动员大会将于 7 月 10 日召开，垃圾分类将

由此正式启动。 

从前年试点的首批 16 条街道，到去年底

扩至 50 条街道，再到将在全市推广垃圾分

类，广州市垃圾分类步伐骤然提速。试点两

年多来，"广卫"模式、"南华西"模式、"万科

"模式等层出不穷，面对众多的垃圾分类试点

模式，广州为何更青睐"南华西"模式？肯定

一种模式是否意味着否定其他模式？各个模

式各有何优缺点，又适合怎样的环境？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广州日报：一期新建垃圾焚烧厂减一座 

羊城晚报：广州 3 年内新建 5 座垃圾焚烧厂 

羊城晚报：广州垃圾焚烧厂建设时间表 

新浪广东：垃圾也应该“实名制”？ 

时代周报：垃圾焚烧番禺再起争议 

北方网：垃圾分类需要压力亦需动力 

民政互动： 

花都区城市管理局：广州市花都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

二次公示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遴选社会公众代表义务担任广州市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

督委员会委员的通告 

视频分享： 

東西的故事 - 完整版 The Story of Stuff 中英字幕 

http://talk.weibo.com/ft/201206125917
http://www.cenews.com.cn/xwzx/cysc/gfk/201207/t20120704_720145.html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06/19/content_1738883.htm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6/19/content_1418978.htm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6/19/content_1418981.htm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616/1313124.html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1-04-07/113333.html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07/05/009585717.shtml
http://www.huadu.gov.cn/web/hdcsgl/ggl/201206/t20120618_130271.html
http://www.huadu.gov.cn/web/hdcsgl/ggl/201206/t20120618_130271.html
http://www.gzcgw.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gzcgw/zwgk_nrpage.portal?contentId=PWGJEN8BLVEGZ9A6IUJGH6MNI2YZ69QE&categoryId=FDR4HA4XB81LKJ3QPESAD5DCEH307SP6
http://www.gzcgw.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gzcgw/zwgk_nrpage.portal?contentId=PWGJEN8BLVEGZ9A6IUJGH6MNI2YZ69QE&categoryId=FDR4HA4XB81LKJ3QPESAD5DCEH307SP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zNzcwOTU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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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绿点网： 绿意参加“2012 年第二届国际（广东）节能展” 

6月9日到11日，由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主办，广

东省节能协会、广东经济投资促进会、中国工业节能与

清洁生产协会承办的"2012年第二届国际（广东）节能展

"在广东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我院绿意环保协会应

邀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在活动期间在一号展馆的展区上

展示了生活中废旧物品的“环保 DIY 作品”。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华工 Fresh 环保协会社团展示活动 

    2012年6月22日，华南理工大学 Fresh 环保协会的

多名干事参加了华工校园开放日社团展示活动。我们的

摊点设在北校区1号楼前。 

上午九点多，在北校的干事已经支起帐篷。南校的

干事携带展板、会旗、奖牌等物资赶到摊点。大约半个

小时后，摊点布置完毕。丰富多彩的展板和海报、五颜

六色的筷袋以及整洁的会旗，使摊点吸引到不少路人的

目光。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夏季珠海高校环保社团三合一分享会 

2012年6月2日上午9点30至下午5点30，在中山大

学珠海校区举办了2012年夏季珠海高校环保社团三合

一分享会。本次会议由绿色珠海主办，中山大学绿色青

年组织承办。与会人员有 CEF7参会人员，绿色珠海团队，

珠海各高校环保社团代表。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为：1、

CEF7参会人员珠海地区成果分享；2、“如果高效开展项

目和传播”工作坊成果分享；3、新老会长经验传承。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绿点网：广州科贸绿协资源回收活动 

绿点网：第三届广东环保志愿者行动周活动 
绿点网： 华师绿社收集废旧书籍 

绿点网：华工 Fresh 环保协会 13 周年晚会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1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1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2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2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2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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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客地球机构动态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1、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注册攻略 

注册花费了多少时间？ 

我们是自今年春节后开始正式启动注册工作

的，到今天为止大概4个月时间吧。实际操作中

时间耗费最大的是探查民政局内部的态度，托人

进行内部咨询大约花费了其中的3个月，另外一

个月左右是准备文本的工作。 

详情请关注>>>  

 

2、绿点注册攻略——成立大会篇 

2012年7月1日，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

进会召开成立大会。 

首届理事会： 张立凡 曲栋 林智海 贾蔚 

龚朋 陈嘉俊 谭志刚 

首届监事会：陈志强 蒋有清 袁淑文 

秘书长：李玮珊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拜客约华哥一齐踩单车  

 “I have a dream ，同华哥踩踩单车吹吹水！”7

月1日，“拜客广州”负责人陈嘉俊在微博上表示，希

望能在暑假找个阳光灿烂、蓝天白云的某一天，跟

“华哥”一起骑单车畅游广州，一起挥洒汗水！届时

他愿意当陈建华的导游，带着他穿街过巷，以最低

碳的方式去感受广州之美，并借着与“华哥踩单车”

的良机，“一边吹水，一边为广州绿色出行出谋划

策”。 

详情请关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epk.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epk.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wn7.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4e6a1701013wn7.html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7e4e6a1701013wn7&url=http://s5.sinaimg.cn/orignal/7e4e6a17gc4711936d9a4
http://bikegz.org/portal.php?mod=view&aid=151
http://bikegz.org/portal.php?mod=view&aid=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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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球之友：大学团体不齿超市浪费食物化身英雄 拯救食物 

 

多个大学生团体不齿超级市场每日浪费大量食物，伙同香港地球之友成员于超市门外演

出「拯救食物」的街头剧，并发表《拯救食物》宣言，要求香港四大连锁超级市场拾回良心，

捐赠卖剩食物予贫富大众。 

 

详情请关注>>>  

 

 

其他消息: 

卧底直击 超市浪费食物三大罪状 

 

日用两度电 挑战林超英 全城节能「知悭惜电」比

赛夏季展开第七届 

 

2012 年 6 月 29 日- 过期?! 腐烂?! 损坏?! 百佳，你

讲大话!! 

绿客地球三个机构动态预告： 

“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拜客广州、香港地球之友（大陆项目）联展 

展位名称：广东青年环保行动 

 

展位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市会展中心 7 号和 8 号馆（主会场） 

6 号馆 C-07，免费标准展位（3×3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时间：2012 年 7 月 12 日—14 日（周四至周六）。 

详情请关注>>>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language=tc&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56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language=tc&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56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41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42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42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language=tc&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61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language=tc&id_path=1,%207,%2028,%20150,%204859,%204961
http://www.cncf.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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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点与亮点  

 

亮点 

和讯网： 广州将实验垃圾分类投放新模式 

昨日，市城管委作出澄清，实验按袋计量收费是鼓

励居民分类后垃圾减量，少用的垃圾袋会获得政府

奖励减免垃圾费。厨余垃圾专袋上只印有一个数字

编号，并不出现居民姓名、地址，只有环卫站掌握

编号对应的具体住户，以方便上门教育、处罚不分

类者。广州市城管委打算用半年时间开展这两项新

的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再评估哪种模式更能有效推

动市民参与垃圾分类。通过听证、立法，最终选出

更符合广州实际情况的垃圾分类投放模式。 

详情请关注>>>  

 

黑点 

人民网： 七成垃圾无害处理？数字乐观现实残酷 

  前有目标，后有欠账，广东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被

逼到了艰难之地。最近，就《条例》执行情况，广

东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三路赴河源、梅州、

汕尾、汕头、江门、茂名进行执法检查。 

地方政府责任久未落实 

近年垃圾无害化处理推进较快，是因为省里将其作

为考核项目 

《条例》颁布十年，茂名、汕尾还是没有自己的垃

圾无害化处理厂，每日成千吨的垃圾还在通过简易

填埋处理，部分地区还停留在“烧垃圾”的原始阶段。

填埋场是“乌蝇煌煌，臭不可闻”；焚烧场和四处烧

垃圾的火头，更是黑烟滚滚，有毒气体四散，让周

边居民叫苦不迭，投诉不断。 
详情请关注>>> 

更多消息： 

搜狐网： [绿色广州]拟推行垃圾袋实名制 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 

中国环保设备展览网：  广州公布下一阶段全市推广垃圾分类工作的细则 

新华网： 广州 166 街镇分 4 类推广垃圾分类 
广东环境保护公众网：增城年底前全面推广垃圾分类 

 

 

 

 

 

http://www.hexun.com/
http://news.hexun.com/2012-07-03/143108170.html
http://news.hexun.com/2012-07-03/143108170.html
hhttp://www.people.com.cn/h/2011/1106/c25408-2808250507.html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条例
http://www.people.com.cn/h/2011/1106/c25408-2808250507.html
http://roll.sohu.com/20120703/n347159054.shtml
http://www.hbzhan.com/news/Detail/67212.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2-07/04/c_1233676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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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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层 904 房 

电话：020-84054109  传真：020-34150625  交通指引：【地铁】赤岗站 C2 出口；【公交】赤岗东二站 

环境评论 

搜狐新闻： 专家：垃圾分类做得好 80%垃圾可再利用 

王如松指出，包括广州在内的特大型城市都面临种种城市生态健康问题。比如：肾功能

衰竭，即城市湿地消失、河道退化；肺功能减退，即城市绿地结构单一、布局不合理；皮功

能失调，即地表硬化、土壤退化、屋顶灰化；肠胃消化不良，即排污超标、生态调节能力不

强；经络不畅，即景观破碎、交通拥堵、风水失调。 
  对于广州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王如松大加赞赏。他认为，广州建设生态城市的途径

应该是：区域城镇化、乡村现代化、生态文明化和社会和谐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广州生态

城建设的“一二三”格局。包括：一锋，以南沙湿地生态屏障和珠三角滨海生态新城为先锋；

两翼，左军是广州新城区新园区，右军是广州老城区老文化；三脉，东路是增江流域山水生

态休闲基地，北路是流溪河流域山水生态休闲基地，西路是空港产业及农工复合生态产业基

地。 
详情请关注>>>  

热门微博： 

@刘先生在广州  

《我只想让广州变的更好》——对近期广州垃圾分类试行办法的一些看法 

详情请关注>>>  

 

环保小 tips 

搜狐广东： 五招让你轻松把家里的垃圾“变废为宝” 

一、抽油烟机油盒里的废油可利用 

现在许多家庭厨房里，都使用抽油烟机，其油盒内不几天就存满了废油。用它清除厨房

窗棂、换气扇和抽油烟机污渍是最佳的“祛油污剂”。 

具体方法：用破布或破毛巾在废油中蘸一下涂于油污处，再用布擦净油污，然后用干净

布揩拭亮。油污厚的物件可先用废油浸泡几秒钟，等油污软化后即可用布擦掉（特别厚的需

用薄竹板刮一刮。） 

抽油烟机油盒里的油可利用。门窗都用铁制合页连接，经常开闭磨损很厉害，可用小木

棍将废油点在合页轴上，既延长合页的寿命，又降低了噪声。 

二、西瓜皮妙用 

三、过期啤酒的妙用 

四、鸡蛋壳的妙用 

五、瓶子的废物利用 

详情请关注>>>  

搜狐广东：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我们扔对了吗？ 

按照有关标准，居民生活垃圾基本可分为 3大类： 

一、 有害垃圾，如废电池、废荧光灯管、水银温度计、废油漆、过期药品等。 

二、 有机垃圾，即湿垃圾，在自然条件下易分解的垃圾，如果皮、菜皮、剩菜剩饭等。  

三、 无机垃圾，即干垃圾，可回收垃圾，如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等。

其中废纸包括报纸、各种包装纸、办公用纸、广告纸片、大小纸盒等；废塑料包括各种

塑料袋、塑料瓶、塑料包装、泡沫塑料、一次性塑料餐盒餐具、硬塑料等；废金属包括

易拉罐、铁皮罐头盒、铅皮牙膏皮等。 

详情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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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信息  

1、高校环保社团成长计划第四期志愿者团队招募 详情请点击>>> 

机构名称：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7月6日 

2、环境教育实习生招募 详情请点击>>> 

机构名称：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岗位：环境教育实习生 

服务期：2012.7-2013.7 

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7月13日 

3、高校环保社团成长计划第四期社团招募   详情请点击>>> 

机构名称：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报名截止日期：2012 年 7 月 13 日晚上 23:59 前 

4、“拜客·广州”招募核心志愿者（长期有效）详情请点击>>> 

机构名称: 拜客·广州 招募人数: 不限 地点: 广州   

5、创绿中心——诚征总干事助理 详情请点击>>> 

跟思骋及创绿团队一起荷㦸，并肩吶喊，创弄新潮。有志推动绿色转型，热爱环境，疾污染者如仇，愿为

脆弱的地球砍拼的青年朋友。工作地点： 广州 

截止期：7 月 15 日 

6、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 招募 2 个四川职位 详情请点击>>> 

7、燕山学堂 2012 年暑假自然教育工作坊 详情请点击>>> 

报名截止日期：2012 年 7 月 25 日 

8、 WWF 世界自然基金招募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驻北京 详情请点击>>> 

截止日期：2012 年 7 月 31 日 

9、 德鲁克学习会《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课程报名  详情请点击>>> 

截止日期：2012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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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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a.com.cn/bikegz 

 

 

香港地球之友 

网址：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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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栏长期征

稿，限于环保话题，字数 800-15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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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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