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拯救气候倒计时——京港两地齐投影

绿色和平督促美国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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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开展了任内第一次访华行程，期间

绿色和平（中国）举行一系列活动，呼吁中美两国发挥不可或缺的

领袖作用，采取实际行动，保证全球采取积极的气候保护行动，确

保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以引领全球共同拯救气候危机。

 绿色和平致信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信中提

出，目前的金融危机为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投资机会，能够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重建关键基础设施的同

时，为中、美两国奠定新的能源经济结构基础。

　　绿色和平还通过美国大使馆给希拉里国务卿送上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一个玻璃沙漏，上刻“时不我待——拯救气候就现在”，

寓意全球变暖的威胁已逼在眼前。要避免最可怕的气候灾难，各

国，尤其是中、美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需率先行动起来。

引领全球走向气候保护、清洁能源和更为丰硕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5月21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能

源安全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了限

制，提出美国到2020年需要将其温室气体减排到2005年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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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最多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7%，这种保守的目标显然与国际

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对于美国大打折扣的减排目标，环保组织是

不会满意的。　　

　　绿色和平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需要更迅速地减少碳排放量，

至少到2020年要比1990年的水准低40%——才能避免全球变暖的最

严峻后果。

　　2009年3月23日，在世界气象日当天，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在北京的永定门启动了拯救气候倒计时的活动，希望籍此向中国公

众传达全球变暖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并呼吁中国在对抗全球变

暖的国际行动中展现大国风范，带领和敦促世界各国，在今年年底

具有决定意义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上形成切实有效的气候拯救计划。

　　夜幕下的永定门城楼上，高8米、宽42米的城墙面变成了倒计时

钟，“拯救气候，刻不容缓”的字样格外醒目，一个巨大的计时器

正在分秒倒数，寓

意气候危机的倒计

时已经开始。“我

们正身处一个前所

未见的环境危机当

中，全球变暖的趋

势已经加速并正在

滑 向 失 控 的 边

缘。”绿色和平气

候能源项目主任李

雁说，“只有各国

领导人携手行动，

在今年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制定强有力的气候行动纲领，

人类才能避免最可怕的气候灾难。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此刻的香港，绿色和平也于礼宾府进行了相同主题的投影，寓

意拯救气候危机已刻不容缓。距离会议只剩下不足九个月时间，我

们必须为拯救气候贡献自己的力量！

　　绿色和平诚恳期望胡锦涛主席以及香港特首曾荫权能够亲自出

席哥本哈根会议，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显示中国应对全球变暖

的决心，并且争取

达成一份能够有利

国家可持续发展，

有利人民福祉和有

利 地 球 环 境 的 协

议。”

　　这次的活动为

绿色和平今年拯救

气候危机系列行动

的启动仪式。
2009年3月23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的永定门启

动了拯救气候倒计时的活动，“拯救气候，刻不容缓”的

字样格外醒目。　　绿色和平c

2009年3月23日,香港礼宾府外墙也出现绿色和平的投影。

　绿色和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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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贺环保部成立一周年

绿色和平    全球在行动

巴    西  2009年1月20日，绿色和平船只“北极曙光号”从亚马孙河的马瑙斯港启航，开始其“拯救地球”之旅。我  

               们希望籍此突显巴西在禁止滥伐森林及开发可再生能源上的重要角色，可以扭转全球暖化危机。

英    国  2009年2月2日，绿色和平与社会人士将买下的伦敦希斯罗机场一英亩地向公众免费出让，以拖延希斯罗机场

               扩建计划，保护周边的环境和居民。 

比利时  2009年3月10日，欧盟财长会议期间，绿色和平采取行动，敦促欧盟做出资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

               诺。欧盟国家每年应该拿出350亿欧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挽救全球气候危机。

　　在环保部成立一周年之际，绿色和平（中国）向周部长发去贺

信，并从民间环保组织的角度对环保部成立一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一

些回顾，希望对中国环境保护的讨论有所裨益，也更希望能对接下

来一年中面对更大挑战的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环保部升格后，我们观察到中国的环境治理正从过去的仅靠行

政手段，进入到更全方位的治理方式，以更多样化的手段控制和治

理污染。

　　同时，我们也看见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扭转环境恶化的

趋势仍然任重道远。环保部一方面努力寻找行政手段以外的方法控

制和治理污染，但升格以后环保部的行政力量，特别是监督和执法

能力仍然未见显著的提升，地方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仍然普遍；讨论多时的“绿色GDP”和改革官员考核制度雷声大雨

点小，没有根本上触动垂直管理缺失的制度问题。面对巨大和紧迫

的环境危机，以及社会和公众的殷切期望，环保部的行政力量仍然

不够，环保部的牙齿还不够锋利。

　一、环保部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增高，但需更多实力部门支持

　二、环保手段多样化，政策落实仍需加强

　三、推动信息公开，更多概念需清晰化

　四、节能减排、污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

　　

　　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政府已经出台包括四万亿投

资在内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以扩大内需、保持增长。能否将经

济危机转化成产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契机，将成为对环保部

乃至整个中国政府的一次重要考验。

　　既要“保增长”也不能放松“保环保”，环保部肩上的担子毫

不轻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创造更多绿色就业机会的机遇就在眼前。我们期待着看到一个能够

有效推进中国环境保护的环保部，在危机中“咬定青山不放松”，

推动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

绿色和平就环保部成立一周年致周生贤部长的信

尊敬的周生贤部长：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成立一周年！

　　2008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揭牌成

立。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环保部的任务十分重大，公

众也对环保部寄予厚望。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一年来环保部

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推进，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环保部升格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希望从民间

环保组织的角度，对环保部一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一些回顾并

展望未来，希望对中国环境保护的讨论有所裨益。

　　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的任务仍

然任重道远。未来一年将是历史性的一年，是否能将经济危

机转化成产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契机，这是对环保部

乃至整个中国政府的一次重要考验。

　　绿色和平期望与环保部继续积极的沟通和合作，共同推

进中国的环保事业，迎接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

　　预祝环保部在未来一年取得更大的成就！

　　　　

　　　　　　　　　　　　　

　　　　　　　　　　　　

                                           绿色和平（中国）总干事戴慕韬

　　　　　　　　　　　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施鹏翔

                                                       二OO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倡导绿色出版，爱书人一样爱森林

内地出版业的积极态度：弘文馆、先知先行率先承诺

　　2009年3月11日植树节来临，绿色和平携北京弘文馆出版策划

有限公司和北京先知先行图书发行有限公司率先签署“绿色出版承

诺书”，声明：将在第一年内做到10%的出版物用100%再生纸印

刷，并在三年内对适宜的出版物全部采用再生纸印刷；还将优先采

购低排放的“无氯漂白”纸品，拒绝购买污染排放超过国家标准的

纸品等；并在每一本用森林友好型纸张印刷的书刊上，传播保护森

林、拯救气候的信息，让更多的读者加入绿色和平发起的“爱书人

爱森林”的行列。

香港作家在行动：邵家臻推出100%再生纸新书
　　　　自绿色和平推出“爱书人爱森林”项目以来，愈来愈多作家关

注书籍出版与滥伐森林之间的问题，并承诺逐步转用“森林友好

型”纸张出版书籍。香港作家邵家臻响应绿色和平呼吁，于2008年

12月推出100%再生纸新书——《非关系者》。出版新书的同时，

没有造成任何森林破坏。

　　

　　绿色和平以三口之家一天所需量为标准，在北京、上海和广州

的易初莲花购物中心、沃尔玛超市、华润万家超市、农工商超市，

以及两个农贸市场，购买了当地常见的蔬菜和水果进行检测。检测

结果显示，多种农药混合使用的情况非常严重，还检出少量违禁高

毒农药。例如在某超市的一颗草莓和另一超市的一根黄瓜上分别检

测出13种农药，俨然一杯威胁健康的“农药鸡尾酒”。　　

　　经检测，在北京、上海、广东和香港4个地区的一些大型超市销

售的国产木瓜均为转基因木瓜，而这些转基因木瓜并没有任何标

识。　

　　面对此类关系食品安全和威胁人体健康的问题，绿色和平在第

一时间向有关政府部门通报了检测结果，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

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有学者指出“绿色和平的检测报告会促

进我们的农产品检测工作。”　　

　　绿色和平要求超市尊重消费者的健康，承担起作为销售终端应

有的责任，加强对所售产品的管控。更重要的是，食物上的有毒农

药残留根源在于高度依赖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只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种生产方式，将目前严重依赖农药化肥的化学农业生产模式转变

为生态农业，才能最终保障食品安全。

　　愿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更安全的食品，过着更健康的生活！

　　2009年2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共同发布

《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目前主

要的8种转基因水稻品种都涉及多项国外专利。

　　我们遗憾地发现，正待审批的最主要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都

涉及多个国外公司和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专利。鉴于国外专利控制的

转基因作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粮食安全和粮食

主权。绿色和平要求孟山都等国外生物技术公司公布涉及中国粮食

问题的专利细节，以及他们与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和种子公司之

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

　　绿色和平紧急提请中国政府须立即冻结所有转基因水稻的商业

化审批，并大幅增加生态农业投入以及对其他生物技术的投资，比

　　

如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生态水稻种植方法等。这样才能真正保持农

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2009年4月28日，绿色和

平成员在跨国生物技术公

司孟山都的办公室前展示

“孟山都：不要插手中国

粮食！”的横额，要求孟

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

达等国外生物公司，停止

垄断稻米基因专利、侵犯

中国粮食主权的行为。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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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食品安全，绿色和平检测超市蔬果

捍卫我国粮食主权，向国外转基因专利说“不”

　　邵家臻的个人资料：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任教，专栏作家、电

台及电视台节目主持。著作十八本，近作为《非关爱情》及《天水

· 违》等。

背景：绿色和平“爱书人爱森林”项目，推动全球绿色
出版

　　2000年绿色和平在加拿大发起“图书项目”，呼吁作家和出版

社使用包括再生纸、FSC认证纸在内的森林友好型纸张。九年来，

绿色和平已经推动600万本再生纸图书。例如，从2003年起《哈利

波特》先后在23个国家使用了环保纸张印刷，相当于保住了20万棵

大树，减少了800万公斤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有史以来最绿色的

书。

　　2008年8月，绿色和平推动中国第一本全再生纸图书《阿米》

由弘文馆推出。同时，包括张抗抗、杨红樱、李银河、陈冠中、郭

耕、盖尚铎、吴建雄、戴锦华、冯永峰等已经签署“作家爱森林宣

言”，成为支持绿色出版的一员。香港青桐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也

承诺将在今年推出用100%再生纸及大豆油墨印刷的两套环保图书。

c

2009年5月23日：绿色和

平要求易初莲花等大型连

锁 超 市 承 诺 提 供 “ 无 农

药，无转基因”的蔬果产

品，同时提请消费者警惕

超市所售新鲜蔬菜水果的

农药残留和转基因问题。

　 绿色和平c



“我的城市，我的河流”——全国首个“环境信息立体地图”在沈阳展出

　　2008年底，名为“我的城市，我的河流”的“沈阳环境信息立

体地图”展览在东北大学开幕。此“立体地图”由15名绿色和平沈

阳大学生志愿者沿浑河两岸一路采集的水样组成，为全国首个城市

环境信息立体地图。绿色和平志愿者说：“我们考察了浑河等市内

主要水系，收集沈阳本地水样200余瓶，并沿途记录了空气、土壤

的情况，考察周围社区的居民生存环境，拍摄照片资料。这个立体

地图就是为大家还原一个由重要环境信息组成的沈阳。” 此地图还

在辽宁大学、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沈阳化工学院、沈阳建筑大学等

院校展出。

　　展览期间，绿色和平发放了印有市环保局网站地址和环保热线

的手绘地图明信片，帮助公众了解《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

及《沈阳市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

定，从呼吁信息公开的角度参与环境保护。

　　

绿色和平元宵节推出节能花灯, 呼吁取缔白炽灯

　　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来临之际，绿色和平在北京中关村购物广

场展出了一组别致的花灯，由节能灯公牛代替白炽灯老鼠，在表达

辞鼠年迎牛年美好寓意的同时，更是希望能借此机会呼吁中国政府

出台相关政策，让白炽灯尽早成为历史。

　　中国是白炽灯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节

能灯生产国。但节能灯泡的使用率仍然很低。

　　日前，中国有关部门正酝酿推出淘汰白炽灯的时间表，绿色和

平十分支持政府的这项节能减排的工作，并希望相关政策能在2009

年出台，将全面淘汰白炽灯列入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

2008年10月31日，“我的城市，我的河流 ——绿色和平“沈阳环境信息立体地

图”展览在东北大学开幕。     绿色和平

“积水坑”现身京城，绿色和平世界水日宣传水污染

　　2009年3月21日，北京的一些地面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半米见方

的“积水坑”，倒影着一个正在捧水喝的孩子。原来，这是国际环

保组织绿色和平在3月22日世界水日前的宣传贴纸，贴纸上写着

“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正在喝不安全的水”。绿色和平期望以这种

特殊的活动形式，把中国正在面临的严重的水污染问题直接带到了

人们面前。

　　

2009年3月22日，北京市

民 正 在 关 注 绿 色 和 平 的

“积水坑”，以了解更多

中国水污染问题。

     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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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我们
电话：+8610 65546931 传真: +8610 6554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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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人：雍容   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   分机187

电邮：yong.rong@cn.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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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8日，绿色和

平在北京中关村购物广场

展出了一组别致的花灯：

由节能灯构成一个公牛，

对比白炽灯做成的老鼠，

希望能借此机会呼吁中国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让白

炽灯尽早成为历史。

      绿色和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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