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中国“绿色复苏”观察
加速推动“十四五”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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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是疫情反复、风云波动的一年，也是经济复苏、曲折前行的一年。在

疫情影响下，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危机交替中，我们

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绿色复苏与包

容性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复苏政策焦点，中国也在提振经济、促进复苏的多项政

策措施中，注入多种“绿色元素”，使中国朝向更低碳、更包容、更可持续的

方向发展。

当“绿色复苏”正在以新的内涵和分量加入到全球复苏与气候治理的格局之中，

2020 年的中国绿色复苏之路如何？本报告通过梳理和分析中国“绿色复苏”

在互联网舆情大数据中的讨论和表现，记录和呈现中国复苏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和群策群力，探讨和展望中国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动能。本报告所

使用的主要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公开数据，包括搜索引擎、网站、“两微一端”（微

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以及学术平台等，所使用的技术包括团队自有数据聚

合方案和授权的第三方数据工具，希望借此全面客观地描绘出中国 2020 年“绿

色复苏”故事画卷，为媒体报道和解读中国复苏进程、决策者制定“十四五” 

及更长时期的决策规划提供舆情参考。

策划：刘文杰 徐嘉忆 龚一悦

数据： 孙逸轩

视觉：那宇奇 杨英姿

传播：韦毅 田梦

顾问：王香奕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公园借助“光伏 + 储能”成为江苏首个“零碳公园”。

©Greenpeace/Na Yu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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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源起：金融危机后的“绿色复苏”

“绿色复苏”之于人类社会并非全新课题。早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时，“绿

色复苏”已经作为融合短期经济刺激和中长期绿色转型发展的理念被提上议程，

逐步成为各国经济复苏政策的讨论热点。2010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来自亚洲

和全球政界、工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围绕“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

选择”展开深度探讨。“绿色复苏”的概念在全球经济复苏中逐步形成和丰富，

并在此次论坛中得到集中探讨和传播。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习近平在 4 月 10 日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题为《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一、 源起：金融危机后的“绿色复苏”

集中报道 : 声浪初起，传播有力

专家观点 : 理性认知，长远期待

理论研究 : 视野开放，重点延续

二、聚焦：公众信心与“十四五”挑战

构筑中国“绿色复苏”理念

“绿色与包容”并举

“十四五”规划聚焦

三、加速：新引擎与新动力

“全民光伏”时代

更多、更便宜的新能源汽车

“垃圾分类”落地接轨

四、危机：绿色复苏的机遇和阻力

“绿色”声浪前赴后继

 “复苏”天秤待平

领先过弯下的持续观望

五、结语：持续呼唤“绿色”声浪

更多关注

更多内容

更多声音
十年后，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承

前启后，再次呼吁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同时，宣布“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目标”。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为了实现

亚洲和世界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使人类赖以生存

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资源环境得到永续发展，

我们亚洲各国应该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

中央电视台 《博鳌亚洲论坛 2010 年年会 特别报道》 201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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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报道：声浪初起，传播有力

2010 年前后，关于“绿色复苏”的探讨在全网逐步形成声浪，并在博鳌亚洲

论坛 2010 年会期间达到峰值。回溯全网现有信息，以“绿色复苏”为主题或

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约为 3185 条次。

商业网站中，财经类网站的报道最为频繁和集中，一大批传递“绿色复苏”与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闻和讨论涌现。

2010 年前后中央媒体“绿色复苏”相关报道全网影响力综合指数前五（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专家观点：理性认知，长远期待

短期看来来会有负面影响
长期看有利，更会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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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在 2010 年博鳌亚洲论坛围绕世界经济复苏、通货

膨胀和低碳经济等话题发表见解。在和讯网针对部分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的问

卷调研中，有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产业结构不合

理、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缺乏长期持续的战略规划”等问题，同时，也有

90% 的专家认为“低碳经济长期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这些思考也能为

我们当下应对疫情后复苏提供参考。

2010 年问卷调研中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问题的结果（数据来源：和讯网）

2010 年问卷调研中关于发展低碳经济对 GDP 影响问题的结果（数据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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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视野开放，重点延续

随着“绿色复苏”在政策领域讨论热度上升，相应的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变化。

通过学术检索工具，对“绿色复苏”相关论文进行聚类分析发现，2010 年前

后至 2020 年的十年间，理论研究领域的观点和热词具有一定延续性。其中，“可

再生能源”与“世界经济”关注度显著提升，“气候变化”与“碳排放”也有

所增长。“绿色复苏”作为新的热词出现。

二、聚焦：公众信心与“十四五”挑战

2010 年前后至 2020 年“绿色复苏”相关学术研究热词变化（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CNKI）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互联网舆情整体有较大波动。根据全网舆情体现的正

负面倾向性测算，在中国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之下，网民的经济复苏信心指数

整体呈迅速上升趋势。然而，由于部分地区疫情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复，信心指

数有所下降。

2020 年互联网舆情中“经济复苏信心指数”走势图（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2020 年“经济复苏”主题相关季度正面与负面舆情核心词（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对照全年各季度经济复苏进度和舆情核心词变化，舆情中的正面关键词包含了

“经济、支持、企业、脱贫、加油、希望、韧性、发展”等等，舆论中对抗击

疫情的支持逐步转为经济复苏的信心；负面关键词包含了“瞒报、风险、倒闭、

排放”等等，舆论关注逐渐由聚焦经济到兼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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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中国“绿色复苏”理念

与会官员一致同意密切监控新冠肺炎疫

情发展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并同

意制定一项应对疫情的 G20 联合行动计

划。他们还同意未来定期召开视频会议，

继续讨论并采取必要措施应对这场全球

挑战。

新华社，4 月 16 日

黄润秋表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蔓延，中国最先深受其害。疫情

发生后，中国政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习近平主席

的亲自指挥下，采取坚决果断的举措，

疫情防控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同时，我们也在积极为

各国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4 月 29 日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召开视频会议
同意共同应对疫情

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召开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视频发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挑

战，欧洲各国将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考量，在清洁

交通、可再生能源、老旧建筑翻新改造

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行动。

人民日报，9 月 2 日

中国呼吁各国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

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

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国际社会评

价，这是重要的思想指引，体现了中国

致力于绿色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国担当。

人民日报，10 月 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要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济。

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相互尊重各国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定

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的道路，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华社，9 月 22 日

欧洲各国积极推进“绿色复苏”
（记者观察）

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倡议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

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坚持

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宣布中国

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人民日报，12 月 12 日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

纵观 2020 年全网舆情，在总量约为 15 万条的“绿色复苏”信息中，国家层

面的政策风向是最有力的舆情发生器。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向全球阐述中国的

绿色发展理念，主流媒体也在下半年加强了“绿色复苏”相关主题的报道。从

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到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国发表重要讲话，再到气候雄

心峰会自主贡献承诺，都给“绿色复苏”带来了多次舆论高峰。

2020 年“绿色复苏”相关舆情走势与重点报道（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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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各省市区陆续发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绿色复苏、

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等相关主题均有不同程度的强调和体现。通过对各省发布的“建议”

相关政务信息观察发现，安徽、四川、北京、湖南、内蒙古提及“绿色复苏”次数最多。“绿

色复苏”在内蒙古、青海、湖南等省“建议”相关政务信息总量中占比更高，相对获得

更多关注；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江苏、山东、浙江以及能源生产大省山西、陕西、

河南等省“建议”相关政务信息总量中占比较低，相对获得较少关注。虽然“低碳经济”“可

再生能源”等关键词在煤炭大省内蒙古、山西等“建议”中多次出现，能否在“十四五”

期间持续推动绿色转型仍待观察。

“十四五”规划聚焦“绿色与包容”并举

“绿色复苏 ”理念在互联网舆情中的体现是多维度的、立体的。它与经济发

展的关联度较高，同时也在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上有明显体现。“绿色复苏”不

仅关注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也关照公正、就业和民生。在“绿色复苏”相关

主题的声量在第三、四季度均有明显上升。

绿色复苏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 绿色转型

低碳

就业

公正

民生

值得注意的是，“就业”相关舆情在第四季度有明显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经济复苏过程中相关难题正在逐步得到缓解。

2020 年“绿色复苏”相关主题在互联网舆情中的声量（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185 9359 44723 96057

60 242831292 51012 65 298801650 48442

65 6213566 39544 54 3029493 26315

53 244383778 40382

26 194931888 16938

40 76531385 24230

34 2522537 16248

各省市区“十四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对绿色复苏的体现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报道，未包括港澳台数据）

数量 占比 绿色复苏相关 低碳经济相关 可再生能源相关

内蒙古自治区 15046 3169 21.06% 57 10 14 0.2% 6%以上

河北省 14030 1923 13.71% 18 3 9 3.9% 尚未公布

天津市 6918 919 13.28% 28 5 4 1.5% 6.5%

北京市 37772 3997 10.58% 23 5 7 1.2% 6%以上

山西省 21443 1842 8.59% 29 13 28 3.6% 8.0%

吉林省 7930 1009 12.72% 23 4 19 2.4% 6%-7%

辽宁省 12496 1329 10.64% 31 4 8 0.6% 6%以上

黑龙江省 7844 565 7.20% 21 6 6 1.0% 尚未公布

安徽省 37852 4583 12.11% 37 5 13 3.9% 8.0%

福建省 11627 1100 9.46% 20 7 7 3.3% 7.5%左右

山东省 21761 1905 8.75% 18 6 13 3.6% 6%以上

江苏省 25652 2164 8.44% 18 4 4 3.7% 6%以上

江西省 15708 1272 8.10% 24 2 8 3.8% 8%左右

浙江省 18123 1276 7.04% 18 4 6 3.6% 6.5%以上

上海市 5693 331 5.81% 24 6 2 1.7% 6%以上

湖南省 26829 3792 14.13% 18 6 6 3.8% 7%以上

湖北省 18989 2117 11.15% 27 4 9 -5.0% 10%以上

河南省 19318 1388 7.19% 19 8 10 1.3% 7%以上

广东省 18723 2018 10.78% 19 10 6 2.3% 6%以上

海南省 4974 450 9.05% 18 12 11 3.5% 10%以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 14080 1135 8.06% 23 11 10 3.7% 7.5%以上

青海省 5622 976 17.36% 34 9 18 1.5% 6%以上

宁夏回族自治区 4326 470 10.86% 28 7 9 3.9% 7%以上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11756 1200 10.21% 3.4% 6.5%左右

甘肃省 27268 2727 10.00% 18 6 9 3.9% 6.5%

陕西省 20217 1520 7.52% 18 4 13 2.2% 6.5%左右

西藏自治区 10195 1377 13.51% 15 3 3 7.8% 9%以上

贵州省 17716 2023 11.42% 33 3 7 4.5% 8%左右

重庆市 9108 1040 11.42% 25 2 3 3.9% 6%以上

云南省 17726 2002 11.29% 45 7 22 4.0% 8%以上

四川省 44048 4530 10.28% 8 3 6 3.8% 7%以上

西南地区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2020年
GDP增速

2021年
GDP增速目标

地区 省份
“建议”中典型关键词词频

“建议”相关
政务信息总量

“建议”相关政务信息中体现“绿色复苏”的信息



10 11

某民营品牌车企的新车间里，一批新能源发动机配件正待运上下一条生产线。

2020 年，中国陆续颁布出台多个鼓励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各行各业在政策引导下全面铺开复工复产。未来，中国经济转型

势在必行，光伏、新能源汽车、循环经济等绿色产业，或将成为

“绿色复苏”的新引擎和新动力。

三、加速：新引擎与新动力

©Greenpeace/Na Yu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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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光伏”时代

股市
波动 股市

波动

股市
波动

股市
波动

股市
波动

股市
波动

2020 年“光伏”相关舆情变化与股市波动对应示意图（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某光伏产品配件车间内，工人正在对成型的硅材料进行精密切割，制成超薄硅片。

光伏行业已持续投入和发展多年，悄然之间，一块块太阳能板已经在平原、山地

和湖面上排兵布阵，在楼顶、庭院、公共设施慢慢产生能量，注入整个社会的能

源中枢。

走过多年争议，光伏的应用和效益逐步落地推广，为人所见。在互联网舆论场中，

光伏也已不仅仅是一项环保技术，它与“脱贫”“增收”相连接，打开了一个多元的、

可参与的“全民光伏”时代。

在 2020 年的光伏舆情走势中，大多数舆情数量的较高点与股票市场波动情况

相吻合。这一特征在“绿色复苏”所涉及的行业中较为特别且明晰。

2020 年“光伏扶贫”主题舆情热词（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Greenpeace/Na Yuqi



14 15

更多、更便宜的新能源汽车

当前，新能源汽车风头正盛，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新的增长点之一。将“新能

源汽车”相关舆情走势与 2020 年 GDP 总量变化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存在

较强的相关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同

比增长 10.9%，对上下游供应链复苏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

但从舆情来看，新能源汽车与“汽车”“金融”等关键词贴合更加紧密，还未

被完全贴上“绿色环保”的标签。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或需与经济转型

及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结合。

汽车

金融

其他

政务

绿色

科技

第一季度：206504

第二季度：250110

第三季度：266172

第四季度：296298

经济复苏期间，不少车企相继推出新款产品，加强销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20 年“新能源汽车”相关舆情主题内容分布倾向表（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2020 年“新能源汽车”舆情总量增长趋势与全国 GDP 总量增长趋势（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新能源汽车”相关舆情数量（条）

全国 GDP 总量（亿元）

©Greenpeace/Zhang Dagang

1,336,282

1,156,438

1,789,875

1,848,364 1,856,610

1,715,944

1,847,579 1,851,217
1,906,042

2,016,648

2,669,396

2,45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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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落地接轨
四、危机：绿色复苏的机遇和阻力

2020 年，垃圾分类措施在全国范围普遍得到加强和优化，促进循环经济产生新的契机。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每月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伴随

着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已经全面回暖，消费将为“双循

环”发展格局之下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助力。

2020 年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2020 年各季度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复苏的研判变化（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20 年“绿色复苏”主题下垃圾分类舆情走势与热点情感分析（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每季度开展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显示，过去

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复苏的研判也具有明显的趋势变化。在第一季

度中，除物价和消费投资外，经济学家预测就业、外贸、利用外资、股票市场

均为下行趋势，而第二、三季度中，外贸、就业和利用外资均预测上行，对宏

观经济总体形势转为乐观，这与中国实际经济复苏趋势也相一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就业压力 物价水平 消费投资 对外贸易

就业压力 物价水平 消费投资 对外贸易

利用外资 股票市场

利用外资 股票市场

就业压力 物价水平 消费投资 对外贸易 利用外资 股票市场

2020 年，在“绿色复苏”的主题之下，垃圾分类相关舆情总量达 42 万条。纵

观全年，北京市于 5 月 1 日开始实行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

年度舆情热点。分析其情感构成，喜悦类占据多数，一定程度上说明垃圾分类

宣传效果和公众接受程度都在提升。

悲伤 3.60%

惊奇 0.22%

愤怒 6.94%

喜悦  66.6%

恐慌 9.20%

中性 13.44%

©Greenpeace/Na Yuqi

2020 年 4 月至 5 月舆情热点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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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声浪前赴后继 “复苏”天秤待平

总体来看，“绿色复苏”理念在当下的舆情传播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声量和

效果还与“经济复苏”相距较远。值得欣喜的是，“绿色发展”、“绿色转型”

等相关理念开始得到关注和有效传播。未来，“绿色”相关概念或将以矩阵形

态进行整合传播。

绿色发展 经济复苏

绿色转型 绿色复苏

在绿色声浪中，我们也看到了高污染、高排放问题的阴影。通过分季度获取的

高碳排、高污染行业企业相关新闻及舆情，并提取文本信息关键词及词频可见，

第二季度，随着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一批与“绿色环保”相悖的生产行为、

违法案件集中突显，得到了监督和处理。在第三、第四季度，“生态治理”舆

情强化，反映出生产逐步走向规范、绿色的轨道。

2020 年全年舆情中“绿色复苏”相关概念传播趋势（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2020 年全年舆情中“绿色复苏”与相关概念高频词汇对比（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2020 年各季度高碳排、高污染问题舆情焦点变化（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2020 年全年舆情中“就业压力”相关信息总量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除此之外，就业问题也是 2020 年社会重点和复苏难点问题。在互联网舆论场中，

“就业压力”获得较大的舆情关注。但随着复苏进程加快，就业压力反应在舆

论场上有一定好转。然而，新增就业是否来自更加绿色、更可持续的行业犹未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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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过弯下的持续观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国媒体对 2020 年中国“绿色复苏”关注较低、报道

总量较少。在发布相关报道数量较多的媒体报道中，大部分体现了对中国复苏

进程的关注和认可，也有一部分对于中国复苏进程是否真正低碳、可持续仍在

观望。

China's choking smog descends again as factories open

Times, The (United Kingdom). 05/09/2020,

Next China trade battle could be over electric cars

Washington Post, The. 01/18/2020.

China is ‘business as usual’

Daily Telegraph, The (Sydney). 05/08/2020.

约 258 篇相关文章

约 81 篇相关文章

约 68 篇相关文章

“如何在不同情况下都赢得发展的机会”是人类社会长期探究的问题，也是此

次疫情发生后集中暴露、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此时，一份能够兼顾短期经济

社会迅速复原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创造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高质量”经济复苏方案尤为重要。纵览疫情发生后世界各国的复苏计划，其

中还能看到有悖于绿色发展潮流的高污染高碳排风险，许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效果也有待观察。

在舆情大数据当中，我们较为乐观地看到，在中国经济复苏之时，“绿色复苏”

在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中被多次提及和强调，时代也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绿色”和“高质量

发展”都将继续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如何构建“经济可持续增长、创

造绿色与包容性就业、绿色低碳助力零碳未来、营造公平与包容的社会环境”

还需更多持续、专业的舆论讨论，为“十四五” 及更长一段时期实现绿色转

型提供参考与借鉴。基于以上舆情研究，我们建议：

更多关注

更多内容

更多声音

当前，各大主流媒体对于全网舆情的引领作用仍不可替代。但是，通过此次舆

情分析，我们发现主流媒体对“绿色复苏”主题的报道关注不足，有限的报

道依赖于重大事件，缺乏持续报道，导致整体声浪不足、规模效应有限。在

“十四五”绿色转型关键期，媒体应当对“绿色复苏”议题给予更多关注，上

传公众关切和公共讨论，下达政策指导并监督落地。

“绿色复苏”和包容性发展理念应在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中得到强化体现。除

了关注经济和社会秩序恢复，也应关注到增进民生福祉、加大环境保护、应对

气候变化、加强绿色科技创新等提升社会发展韧性和包容度的方方面面。增加

绿色技术、资本和人才的持续投入，深化绿色产业政策，强化舆论引导，培育

绿色发展新动能。

推动这场“绿色复苏”变革，除了主流媒体在舆论场报道发声，还需要更多的

决策部门、商业领袖、业界专家和公众就舆论关切的问题展开更为广泛的讨论，

特别是那些相对弱势、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更应该在讨论中得以尊重和体现。

细致甄别出政策制定和社会问题中的薄弱环节，才能在中长期的社会发展转型

中真正走向“绿色和包容”。

五、结语：持续呼唤“绿色”声浪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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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化名）是长三角地区某知名企业老员工，2020 年下半年 ，

他所在的企业复工复产势头良好，经济效益甚至超过 2019 年全年。

在光伏产能飞速提升，技术不断迭代之时，他也面临被自动化高效

流水线替代的中年危机。

©Greenpeace/Na Yuqi



24

绿 色 和 平 是 一 个 全 球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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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 : 北 京 东 城 区 东 四 十 条 94 号 亮 点 文 创 园 A 座 201 室 邮 
编 :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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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 :010-6408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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