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暖让北
极的冰雪都要融
化了，我就无家
可归了！”装扮
成北极熊的绿色
和平志愿者正用
生动活泼的语
言，向学生讲述
我们正在面对的
全球气候变暖带
来的危害。
©绿色和平

工作简报
扭转环境恶化关键一步
——贺环境保护部成立

5月12日汶川震灾牵动着我们的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国家
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简称环保

绿色和平携手北京奥组委的“换灯护地球”项目已经进入公众参与阶段。 自2008年3月始，绿色和平在北

部)的举措，既是全国人大对媒体和公众

京市城区内的百所小学开展“换灯护地球”项目，以生动活泼的“环保行动课程”，向小学生传达“保护地球

殷切期待的响应，也是深化行政体制改

气候，换灯护地球”的信息，由小学生充当“家庭节能大使”鼓励家长换掉白炽灯泡，使用节能灯泡。

革、建立让人民满意的政府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环保部成立后，对环境利益的尊重

第四届“20国集团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3月中旬在日本千叶

将得以在重大政府政策的制订和项目决

县举行，会议讨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资金援助以及

策的讨论中发出更为有力的声音，这是

2012年后国际减排框架等问题。绿色和平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经

最显而易见的利好。另外，环保部的设

理杨爱伦在会议之前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平

立也将使得政府对于环保的投入以及相

衡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是中国的一大挑战，在中国

关政府资源整合变得更加合理，人力资

努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也有责任在技术及资金

源配置也将更加充足。

方面予以帮助。”以上发言被路透社、日本共同通讯社等多家媒

然而，环保部的成立只是扭转环境

体报道。

恶化之必须条件却远非充份的条件。 升
级后的“环保部”会否慢慢地演变成更

2月24日，绿色和平的喜马拉雅冰川调查行动获得“中国户外

具影响力的“大环保部”？具体的环保

年度金犀牛奖”之“最佳环保精神奖”。此奖项是授予在2007年

部会获得多大的实际权力和资源去执行

以实际行动捍卫自然权利、唤醒人们环保意识的环保事件。能够
获得这一奖项，是对绿色和平喜马拉雅气候变化见证之旅的肯定
和鼓励。

2007年，绿色和平喜马拉雅冰川考察队队长钟峪
（左）、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右）
手持奖杯。©绿色和平

中国的环保法规？新的部门又会有多大
的政治意志以及有多聪明的政治手腕去
碰触躲在“经济发展”大旗下的那些利

（左图）5月15日，绿色和平快速反应小组成员抵达地震灾区实地考察，并将就
了解到的信息随时与政府沟通，以协助最大限度地避免次生环境灾难的发生。图
为考察小组成员就库存化工原料可能导致的次生环境灾难的风险向当地群众了解
情况。（右图）绿色和平的员工们自发地积极行动起来，自愿通过各种渠道向灾
区人民捐款,捐物。©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国际总干事致中国环保部长的慰问信（译文）
周生贤先生：

益集团？环保部成立后，在保护环境事

我谨代表绿色和平，对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中的遇

务上不可或缺的“公众参与”和“公共
绿色和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绿色和平
成立于1971年，目前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有超过280万名支持者。为了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我们
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
绿色和平中国分部于1997年在香港成立，目前在北京和广州设有项目联络处。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全球环
境的影响至关重要。绿色和平相信经济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我们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致力于以实际行动开
拓一条绿色的发展道路。

监督”会顺流跟上吗？

难者和灾区人民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慰问。
中国政府作出了快速反应，以解决受地震影响的人民的需

诚然，没有绝对完美的政府职能重
组。突出相关的政府职能，比如污染治

要，这令我们深受鼓舞，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环境保

我想进一步表达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帮助，包括

护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顺理成章也顺

确定和监测这次地震的环境风险，以及为灾区的人民提供帮

应民意。

助。

(更多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

如果有任何绿色和平可以帮助的事，请告诉我们。

骋就环境保护部的采访与文章，请参考
中国网、《第一财经日报》、《华尔街

联络我们
电话：86+10 65546931

传真: 86+10 65546932

日报》等中外媒体。)

地址：北京朝阳区朝外大街吉庆里蓝筹名座E座2区19层（100020）

葛德·莱堡博士 (Dr. Gerd Leipold)
绿色和平国际总干事
2008年5月14日，发自阿姆斯特丹

联络人：赵锦铭 政府和公共关系主任 分机187
电邮：zhao.jinming@cn.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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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环境保护政府部门的合作

在开幕式上，绿色和平中国分部总干事戴慕韬强调，绿色和平秉承独立精
神，同时也非常重视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以最有效地在中国推动环保工
作。©绿色和平

4月26、27日，在北京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召开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国际研讨会”。此次会
议由国家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绿色和平协
办，联合国环境署、欧盟驻华代表团提供支持。会
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各界对于公众参与在环境
保护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探索并展望公众有
序参与环保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介绍国内外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和案例,并提供一个讨
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在中国具体执行方式的平台。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理
论、立法和实践以及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题包括
环境信息公开、社区参与和听证会、公众参与环境
执法监督与决策、公众法律诉讼等。
此次会议引起了广泛关注。新华网、中国网、人
民网、搜狐、财经网、新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电视台等国内各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为推动国际政府间环境管理经验交流，在绿色和平中国和绿色和平奥地
利办公室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前，维也纳河流管理局公共关系部主任Gottschall
先生和维也纳环境废弃物处置公司经理Wandl博士访问了沈阳市环保局。双方
介绍了两个城市在环境保护尤其是水污染防治方面的经验，并表达了进一步合
作的意愿。
3月8日，来自国家、省、市级相关部门的专家对《沈阳市环境信息公开
实施细则（讨论稿）》进行了专题讨论。预计在今年5月，沈阳市环保局将
在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公开一些重点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此《细则》是由绿
色和平与沈阳市环保局合作制定的。《细则》实施后，沈阳市将可能成为全
国第一个强制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的城市。目前，《细则》的讨论稿具体内容
正在研究中，沈阳市环保局已公布了网站和电话，供公众提出意见或建议。

“拯救森林，筷行动”又添新成员。2008年4月26日，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10家餐厅集体承诺，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餐厅代表手持“本餐厅
不推荐使用一次性筷子”的“筷行动”联盟招贴，向媒体和公众做出表率。
©绿色和平

为提升绿色消费的理念，推进全民环保的实践行动，让餐饮服务行业成为“绿色奥运”的窗口。绿色和平
于2007年10月启动了“拯救森林，筷行动”项目，倡导广大市民和各大餐馆的积极行动，拒绝使用一次性筷
沈阳市环保局总工程师李刚（左二）,绿色
和平污染防治项目经理梅家永（左四），
维也纳河流管理局公共关系部主任
Gottschall先生（左一）和维也纳环境废
弃物处置公司经理Wandl博士（左三）。
©绿色和平

子，共同保护中国的森林资源。目前，已有北京和广州等地的逾千家餐厅承诺加入“筷行动”。“筷行动”获
得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国内的38家报刊杂志及多家国际新闻机构对“筷行动”进行了翔实报道。北
京市奥组委还派出代表，参加了“筷行动”在校园的推广活动。

2008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绿色和平推出《超市食品安全排行

企业责任和绿色投资项目的新进展

榜》，帮助消费者选择安全卫生、健康环保的食品。2007年末，绿色和平致函
联系多家超市，查询其自有品牌非转基因原料与新鲜蔬果农药监控政策。根据超

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信息

国公司在中国尽快全面公开其环境

4月9—11日，绿色和平与德

市回复与企业网站上公布的信息，汇总整理，给予评分和排名如下：家乐福、百

公开办法（试行）》已从5月1日开

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并且实行清

国技术合作公司、自然制冷联盟一

佳、欧尚三家超市获得绿色和平正面评价，而沃尔玛、乐购、易初莲花、物美、

始正式实施。为表示支持该《办

洁生产。

起，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2008年

百联集团（包括世纪联华、联华等超市）、麦德龙等则得到负面评价。

法》的实行，4月26日，绿色和平发

绿色和平第一期《绿色投资》

第19届国际制冷、空调、供暖、通

布调查报告指出，在2007年，全球

（“Green Investment”）已于2008

风及食品冷冻加工展览会”。通过

100强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型工厂的

年3月出版。这是一份季度刊物。该

展示，绿色和平强调自然制冷剂，

28家知名跨国公司中，埃克森美

刊物致力于搭建一个信息平台，通过

包括CFCs（氟氯化碳）、HCFCs

孚、通用汽车、皇家壳牌石油、丰

和大家分享绿色和平的实地公司调

（氢氯氟烃）、HFCs（氢氟碳化

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器、福特

查、行业研究及政策分析的成果，促

物）等是最节能、最环保的替代氟

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巴

使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分析师等

利昂的制冷物质。绿色和平希望借

斯夫、宝马和东芝等13家跨国企业

关注他们的投资项目或研究对象所涉

此展览帮助生产商和用户更好地了

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对中国采取

及的环境破坏问题，以及紧随而来的

解自然制冷技术。展会期间，绿色

“双重标准”，即：其网站上公开

投资风险。这份刊物将从环境保护的

和平还举办了题为“欧洲选择天然

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污染

视角出发，为金融机构及投资者提供

冷媒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的经验借

绿色和平鼓励、支持公众更深入地合法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我们编写了《污

物排放的具体信息，但对在中国的

独立的而且具有价值的信息，并鼓励

鉴”的技术交流会。据展会承办方

染受害者维护权益能力建设手册》。手册内容分为系列。第一册已印制完成，主

环境污染信息却鲜有提及。绿色和

对环境有利的可持续的投资行为与技

初步统计，来自31个国家的15463

要是从材料写作说起，因为一份清晰易读的材料是大部分污染受害者与外界沟通

平认为，上述跨国公司这种“双重

术发展行为。今后，绿色投资刊物将

个制冷空调企业和来自101个国家

的最重要工具。以后第二、三册等会细化深入至涉及能力建设的其他内容，包

标准”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公众的

会针对绿色信贷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分

的38350个观众，参加了制冷展。

括：如何调查污染情况并保留证据，如何与政府部门、媒体记者、律师沟通，如

环境知情权。绿色和平呼吁这些跨

析及建议。

www.greenpeace.cn

5月7日，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发布名为《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
基因水稻？》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国内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三种
转基因水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如果这样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被大规模商业化种
植，国外专利可能从推高种子价格开始，进而导致大米价格上涨，影响米制品加
工及贸易，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报告建议对转基因水稻涉及的国外专利进行
深入全面的调查，并充分研究其影响。在调查研究没有完成之前，为了保护国家
利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应暂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

何通过法律渠道保护自己的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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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国内的38家报刊杂志及多家国际新闻机构对“筷行动”进行了翔实报道。北
京市奥组委还派出代表，参加了“筷行动”在校园的推广活动。

2008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绿色和平推出《超市食品安全排行

企业责任和绿色投资项目的新进展

榜》，帮助消费者选择安全卫生、健康环保的食品。2007年末，绿色和平致函
联系多家超市，查询其自有品牌非转基因原料与新鲜蔬果农药监控政策。根据超

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信息

国公司在中国尽快全面公开其环境

4月9—11日，绿色和平与德

市回复与企业网站上公布的信息，汇总整理，给予评分和排名如下：家乐福、百

公开办法（试行）》已从5月1日开

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并且实行清

国技术合作公司、自然制冷联盟一

佳、欧尚三家超市获得绿色和平正面评价，而沃尔玛、乐购、易初莲花、物美、

始正式实施。为表示支持该《办

洁生产。

起，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2008年

百联集团（包括世纪联华、联华等超市）、麦德龙等则得到负面评价。

法》的实行，4月26日，绿色和平发

绿色和平第一期《绿色投资》

第19届国际制冷、空调、供暖、通

布调查报告指出，在2007年，全球

（“Green Investment”）已于2008

风及食品冷冻加工展览会”。通过

100强企业在中国设立生产型工厂的

年3月出版。这是一份季度刊物。该

展示，绿色和平强调自然制冷剂，

28家知名跨国公司中，埃克森美

刊物致力于搭建一个信息平台，通过

包括CFCs（氟氯化碳）、HCFCs

孚、通用汽车、皇家壳牌石油、丰

和大家分享绿色和平的实地公司调

（氢氯氟烃）、HFCs（氢氟碳化

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器、福特

查、行业研究及政策分析的成果，促

物）等是最节能、最环保的替代氟

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巴

使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分析师等

利昂的制冷物质。绿色和平希望借

斯夫、宝马和东芝等13家跨国企业

关注他们的投资项目或研究对象所涉

此展览帮助生产商和用户更好地了

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对中国采取

及的环境破坏问题，以及紧随而来的

解自然制冷技术。展会期间，绿色

“双重标准”，即：其网站上公开

投资风险。这份刊物将从环境保护的

和平还举办了题为“欧洲选择天然

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污染

视角出发，为金融机构及投资者提供

冷媒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的经验借

绿色和平鼓励、支持公众更深入地合法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我们编写了《污

物排放的具体信息，但对在中国的

独立的而且具有价值的信息，并鼓励

鉴”的技术交流会。据展会承办方

染受害者维护权益能力建设手册》。手册内容分为系列。第一册已印制完成，主

环境污染信息却鲜有提及。绿色和

对环境有利的可持续的投资行为与技

初步统计，来自31个国家的15463

要是从材料写作说起，因为一份清晰易读的材料是大部分污染受害者与外界沟通

平认为，上述跨国公司这种“双重

术发展行为。今后，绿色投资刊物将

个制冷空调企业和来自101个国家

的最重要工具。以后第二、三册等会细化深入至涉及能力建设的其他内容，包

标准”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公众的

会针对绿色信贷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分

的38350个观众，参加了制冷展。

括：如何调查污染情况并保留证据，如何与政府部门、媒体记者、律师沟通，如

环境知情权。绿色和平呼吁这些跨

析及建议。

www.greenpeace.cn

5月7日，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发布名为《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
基因水稻？》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国内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三种
转基因水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如果这样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被大规模商业化种
植，国外专利可能从推高种子价格开始，进而导致大米价格上涨，影响米制品加
工及贸易，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报告建议对转基因水稻涉及的国外专利进行
深入全面的调查，并充分研究其影响。在调查研究没有完成之前，为了保护国家
利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应暂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

何通过法律渠道保护自己的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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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让北
极的冰雪都要融
化了，我就无家
可归了！”装扮
成北极熊的绿色
和平志愿者正用
生动活泼的语
言，向学生讲述
我们正在面对的
全球气候变暖带
来的危害。
©绿色和平

工作简报
扭转环境恶化关键一步
——贺环境保护部成立

5月12日汶川震灾牵动着我们的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国家
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简称环保

绿色和平携手北京奥组委的“换灯护地球”项目已经进入公众参与阶段。 自2008年3月始，绿色和平在北

部)的举措，既是全国人大对媒体和公众

京市城区内的百所小学开展“换灯护地球”项目，以生动活泼的“环保行动课程”，向小学生传达“保护地球

殷切期待的响应，也是深化行政体制改

气候，换灯护地球”的信息，由小学生充当“家庭节能大使”鼓励家长换掉白炽灯泡，使用节能灯泡。

革、建立让人民满意的政府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环保部成立后，对环境利益的尊重

第四届“20国集团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3月中旬在日本千叶

将得以在重大政府政策的制订和项目决

县举行，会议讨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资金援助以及

策的讨论中发出更为有力的声音，这是

2012年后国际减排框架等问题。绿色和平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经

最显而易见的利好。另外，环保部的设

理杨爱伦在会议之前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平

立也将使得政府对于环保的投入以及相

衡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是中国的一大挑战，在中国

关政府资源整合变得更加合理，人力资

努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也有责任在技术及资金

源配置也将更加充足。

方面予以帮助。”以上发言被路透社、日本共同通讯社等多家媒

然而，环保部的成立只是扭转环境

体报道。

恶化之必须条件却远非充份的条件。 升
级后的“环保部”会否慢慢地演变成更

2月24日，绿色和平的喜马拉雅冰川调查行动获得“中国户外

具影响力的“大环保部”？具体的环保

年度金犀牛奖”之“最佳环保精神奖”。此奖项是授予在2007年

部会获得多大的实际权力和资源去执行

以实际行动捍卫自然权利、唤醒人们环保意识的环保事件。能够
获得这一奖项，是对绿色和平喜马拉雅气候变化见证之旅的肯定
和鼓励。

2007年，绿色和平喜马拉雅冰川考察队队长钟峪
（左）、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右）
手持奖杯。©绿色和平

中国的环保法规？新的部门又会有多大
的政治意志以及有多聪明的政治手腕去
碰触躲在“经济发展”大旗下的那些利

（左图）5月15日，绿色和平快速反应小组成员抵达地震灾区实地考察，并将就
了解到的信息随时与政府沟通，以协助最大限度地避免次生环境灾难的发生。图
为考察小组成员就库存化工原料可能导致的次生环境灾难的风险向当地群众了解
情况。（右图）绿色和平的员工们自发地积极行动起来，自愿通过各种渠道向灾
区人民捐款,捐物。©绿色和平

绿色和平国际总干事致中国环保部长的慰问信（译文）
周生贤先生：

益集团？环保部成立后，在保护环境事

我谨代表绿色和平，对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中的遇

务上不可或缺的“公众参与”和“公共
绿色和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绿色和平
成立于1971年，目前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有超过280万名支持者。为了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我们
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
绿色和平中国分部于1997年在香港成立，目前在北京和广州设有项目联络处。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全球环
境的影响至关重要。绿色和平相信经济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我们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致力于以实际行动开
拓一条绿色的发展道路。

监督”会顺流跟上吗？

难者和灾区人民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慰问。
中国政府作出了快速反应，以解决受地震影响的人民的需

诚然，没有绝对完美的政府职能重
组。突出相关的政府职能，比如污染治

要，这令我们深受鼓舞，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环境保

我想进一步表达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帮助，包括

护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顺理成章也顺

确定和监测这次地震的环境风险，以及为灾区的人民提供帮

应民意。

助。

(更多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

如果有任何绿色和平可以帮助的事，请告诉我们。

骋就环境保护部的采访与文章，请参考
中国网、《第一财经日报》、《华尔街

联络我们
电话：86+10 65546931

传真: 86+10 65546932

日报》等中外媒体。)

地址：北京朝阳区朝外大街吉庆里蓝筹名座E座2区19层（100020）

葛德·莱堡博士 (Dr. Gerd Leipold)
绿色和平国际总干事
2008年5月14日，发自阿姆斯特丹

联络人：赵锦铭 政府和公共关系主任 分机187
电邮：zhao.jinming@cn.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cn

www.greenpea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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