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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 涛
贺玉凤
张 涛
孔媛媛
代进萍
张 强
白 金
董永宏
刘德天
万晓白
杨建生
牛广成

盛 建

鞠 鑫

忻 皓
孙 毅
郁振伟
王双喜
陈志鸿
钱巧玲
林 鹏
李宝宝
李发珍
运建立
陶桂萍
朱硕杰
唐治红
黄枢余
王 琨
李 波
张菁华
陈良勇
郑 建

工作单位
北京绿色啄木鸟志愿服务中心

已退休
天津生态城绿色之友生态文化促进会

邯郸市环境文化交流促进会
廊坊市中太建设集团

太原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锡林郭勒盟锕锷铱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退休干部)

上海闵行区古美社区环保服务中心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本职）、南京爱心之旅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志愿服务）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本职）、靖江赤子之心环境文化交

流中心（志愿服务）
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

浙江省杭州市环保志愿服务总队
镇海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总队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厦门市滨海湿地与鸟类研究中心

东南网南平站专题部南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宁波市镇海区青朴公益中心

淄博市绿丝带发展中心
河南平顶山市净乡村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襄阳市环保协会（绿色汉江）
长沙市青山绿水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汝城县志愿者联合会、湖南省绿色卫士汝城大队
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治安队
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红沙村

广西南宁小太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重庆市潼南区梓潼街道纪念碑社区

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根据《关于开展“美丽
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系
列活动的通知》（环办宣教
函〔2019〕348 号）要求，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经各地各部门组织推荐、
集中推选、网络投票、评审
组评审，现将推选通过的
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名单进行公示。

公 示 时 间 ：2019 年 5
月 22日至 5月 24日

公示期间，对公示名
单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有异议的，请以实名书
面方式向生态环境部宣传
教育司进行反映，并提供
必要的证明材料。

联系人：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

司宣传处 孟蝶
电 话：

（010）66556974
传 真：

（010）66556974

关于“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名单的公示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十
佳公众参与案例

江苏“环境守护者”行动

组织单位：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推荐单位：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17年8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面向全省公开招募了642名

“环境守护者”，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69岁，最小的 15岁，来自全省
各个行业。2018年 1月，首批“环境守护者”在接受统一培训后

“走马上任”，成为江苏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鹰眼”和“参谋”。
通过“环境守护者手机端 APP”和“江苏省环保公众参与

信息管理系统”两项信息化技术手段，环境守护者们监督环境
治理，传播绿色理念，化解环境矛盾，参与生态环境事务的管
理。一年多来，他们上传数千条环境问题线索，推动了一大批
环境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积极向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交工
作意见和建议，在群众和政府部门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江苏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了“民众智慧”。

环境守护者队伍带头组织开展各类环保公益活动，用实际行
动践行“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的诺言，引导公众选择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不定期组织相关专业培训和座谈
交流，提升“环境守护者”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绿色离校”全国校园公益行动

组织单位：物物福公益团队
推荐单位：首都文明办

“绿色离校 绿色感恩”项目由“2016 北京榜样”获得者陈
文森于 2012 年在西南石油大学发起。项目旨在倡议毕业生
在离校时通过实际行动，为社会创造价值，提前承担自己对社
会的责任；倡导绿色回收，让大量闲置的衣物、书籍循环利用
起来；培养在校学生“绿色感恩”理念，引导学生通过参与公益
活动的方式，舒缓学习压力。

7 年来，项目累计引导全国百万学子参与公益行动，累计
回收书籍 97 万余册、衣物 65 万余件、塑料瓶 42 万余个，其他
物品 9 万余件，为毕业生免费搬运行李 1 万余次，成为目前国
内影响力最大的高校公益活动之一。

项目所有回收的物品均不统一处理，本着各学校“就近处
理”的原则，或出售将资金用于公益活动，或把书籍捐赠循环
利用，衣物则由各地慈善总会、公益机构进行整理及再利用。

项目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目前已覆盖全
国 1000 多所高校、中学。不仅为毕业生们带来了独特的毕业
季，更是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绿色公益的种子，传递了爱心、
环保、感恩之心。

长江源斑头雁保护青海项目

组织单位：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
推荐单位：自荐（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
斑头雁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之一，冬季在印度越冬，夏

季迁徙到青藏高原繁殖。班德湖内岛屿正是斑头雁在长江源
的重要繁殖地之一，过去这里每年约有 2000 枚鸟蛋被盗捡。
从 2012 年开始连续 7 年，每年 4 月到 6 月，四川省绿色江河环
境保护促进会便招募志愿者驻守在班德湖畔，保护迁徙到长
江源繁殖的斑头雁。通过志愿者的努力，2018 年在班德湖栖
息的斑头雁已达到 3195 只，与 2012 年相比数量增长近两倍，
并已连续 4年稳定在 3000 只左右。

2018 年，项目还开创性地开展了连续 45 天的网络直播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守护斑头雁2018”，让城市人实时
观察到千里之外生活于海拔 4600米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同时，
与全国 18家动物园联动，不仅在动物园的大屏幕同步直播斑头
雁孵化全过程，还在线下开展长江源野生动物图片展览、观鸟、绘
画、校园宣讲等活动共53场，参与人数达 272万人次。

项目还促进了当地野外观测站的建设，推动当地政府在
班德湖畔建起长期性的“班德湖野生动物观测站”，成为长江
源的第一个野生动物野外观测站。

上海社区垃圾分类减量项目

组织单位：上海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
推荐单位：上海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2011 年，上海徐汇区凌云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以

下简称“绿主妇”）以“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项目
在全市推进契机，在徐汇区梅陇三村率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

8 年来，“绿主妇”从干湿垃圾分类做起，逐步摸索出一条
“厨余变宝、循环利用、便民利民”的湿垃圾源头减量生态循环
链。借助品牌优势链接多方资源，将环保公益组织、企业等引
入社区治理，并聚集了一批厨余收集、破碎处理、防腐防臭的
专业团队，为湿垃圾源头减量提供先进的理念、合理的方法和
专业的指导。

“绿主妇”通过推广家庭厨余分装投放，建立厨余资源回
收点，与垃圾清运系统分离，形成“场社对接”新模式，在源头
减量基础上进行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逐步实现社区湿
垃圾零外排。在项目带动下，梅陇三村居民养成了“湿垃圾手
动破袋”“厨余垃圾单独投放”等分类习惯；通过粉碎发酵处理
等，平均每天实现厨余垃圾减量 180 公斤，每年收集到的 500
多桶厨余垃圾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液体酵素用于小区种植，
居民吃上了用自家“垃圾”种的大米和蔬菜。

截至目前，梅陇三村及“绿主妇”团队共接待来自全国各
地的参观团队 860 余批次，其影响和辐射力已扩至全国 20 个
省市。

光大国际环保设施整体开放

组织单位：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自荐（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把“闲人免进”的环保封闭场所变

为向市民开放的“城市客厅”，有助于取信于民，是化解邻避效
应最好的“润滑剂”。同时，让污染治理设施在群众监督之下
运行，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增强内在治污动力，不断提升环境管
理水平，实现企业自律与他律的良性互动。

2018 年 11 月，光大国际郑重承诺，3 年内以“企业整体”的
名义向社会开放公司旗下垃圾焚烧发电、污水处理、危废处
置、生物质发电等业务领域 77 个环保运营项目，自愿主动接
受公众和社会监督，并将不断增加开放数量，提升开放效果。

为使公众开放工作落到实处，光大国际设立了专职的环
境管理部，履行运行质量、环境质量、公众开放等专门监督职
责；成立公众开放讲解队伍，并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的讲解
内容。公众可通过政府网站、媒体、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
了解开放时间、地点、内容、报名方式、行程路线等信息，直接
网上报名，并可及时反馈自己的参观感触、意见建议等。

经过不断探索，光大国际环保设施开放工作公众影响力
日益扩大。一是实施深层次的开放，与周边村企居民建立良
好的亲情关系。二是依靠真诚、实力和担当打破邻避效应。
在新项目建设过程中，多次组织村民及周边群众去光大其他

运营项目参观考察。三是不断完善公众开放工作机制，提升
开放水平。如成立公众开放领导小组，由专职部门具体组织
落实；健全完善公众开放体系，制定公众开放管理制度和工作
细则；在公众开放队伍建设、设施建设、组织形式、工作方法、
管理办法等运行机制上创新实践。

奉化生态环境议事厅

组织单位：浙江省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分局
推荐单位：浙江省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聚焦生态环境·奉化议事厅”是由浙江省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奉化分局创新搭建的一个政商议事平台，针对群众关心
的热点环境问题，企业关注的环保管理难题，由环保部门牵
头，企业、部门、镇街道、社会组织、群众共同参与。

议事范围有四类：一是群众关注度较高，且各方争议性较
大的民生性、普遍性、公众性的环境事件。二是专项任务布置
落实前，需要多方探讨、研究的工作事项。三是企业违法行为
较难判断，从环保法律法规上定性比较模糊，对地方经济发展
有一定影响的事件。四是环保局党组认为可纳入环保议事厅
范围的议题。

议事厅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议事档案，每期确定主题后，
各方代表汇聚一处广泛议事，共同推动解决。目前，已开展机
械行业整治、滕头开发区企业提升、VOCs 企业治理、环境突
发事件应急、固废管理、信访投诉、“1+X”环境监管新模式探
讨、铸造企业整改提升等 10 期议事，共有 1200 余家企业、210
余名群众代表参与议事，其中 920 余家企业会后进行了自查，
380余家企业投入整改提升。

奉化议事厅的开设，帮助生态环保部门在对企业刚性执
法之余，增加了柔性手段，将部分工作重点转移至服务、指导、
帮扶企业中去，进一步提升了环保部门政务公开的透明度。
同时，明显提升了企业的环境意识，助推了行业及区块环境整
改的进度，有效拓展了社会公众参与环保的渠道和平台。

千村妇女争创绿色庭院

组织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妇女联合会
推荐单位：全国妇联
江苏省盐城市发挥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组织开展“千村妇女争创绿色庭院”活动，并将其与全市“两海
两绿”发展、“一片林”建设、生态富民、“绿色扶贫”紧密结合，
整合扶贫、林业、邮储银行等部门资源，以“五个一”活动为载
体，动员组织农村妇女种植林木果树，既绿化美化居住环境，
又发展庭院经济，引导将绿色庭院延伸为绿色经济。

“五个一”活动，即组织一轮知识培训、开展一次“双月集
中行”活动、提供一个专项信贷产品金融支持、组建一支巾帼
志愿者队伍、培树一批先进典型，以此为载体培育农村“绿富
美”。

开展“千村妇女争创绿色庭院”以来，全市首批评选 10 个
庭院绿化巾帼示范村、100 户绿色庭院巾帼示范户，分别给予
奖补。发动妇女参与大规模绿化行动，两年新增巾帼绿色基
地近万亩。组织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以土地、劳动力或扶贫
项目等入股的方式，联手苗木大户、林业合作社共同实施，免
费送树 221.5 万株。联合邮储银行发放“绿色庭院贷”2320 万
元。举办专项培训 120 余场，提供技术辅导 31.3 万人次，签约
林果包销合同 1.32万份。

“菜鸟回箱”计划

组织单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
推荐单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阿里巴巴基金会

“菜鸟回箱”计划是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联合菜鸟网
络、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发起的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围绕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核心主题开展的环保主题活动。
活动开展的主要形式是在菜鸟校园驿站、菜鸟社区驿站以及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设置回收箱，鼓励公众将收到快递后
废旧的纸箱共享出来，提供他人再次使用。部分参与者可在共享

纸箱后，通过在回收箱上扫码互动获得蚂蚁森林能量，活动主办
方则会根据活动参与情况在西部地区栽种生态林。

活动开展两年来，得到了生态环境部、国家邮政局赞许以
及超过 50 多家地方生态环保部门的关注，通过线上线下积极
推广，吸引了企业、政府、居民等诸多主体参与。

2018“菜鸟回箱”计划实现了几大突破：一是通过平台化
运作，实现社会化大协同，活动覆盖全国 200 多个城市，设置
了 5000 多个回收箱，在“双 11”期间 100 多家高校社团举办纸
箱回收活动，约两万名志愿者在网络或校园参与回收倡导，并
带动 10 多家企业设置回收箱，在多个县村进行回收倡导；二
是搭建了可持续运营的基础设施，通过捐箱扫码互动后的激
励机制，如将生态林的种植作为奖励，激励公众持续参与活
动；三是充分推动广大青年群体身体力行参与环保事业。邀
请 100 多所高校环保社团参与环保行动力及领导力提升培
训，增强实践能力，同时依托这些种子力量，将环保理念带回
校园进行后续传播。

陕西“行走三江三河”系列活动

组织单位：陕西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
推荐单位：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行走三江三河 绿染三秦大地”系列活动，以改善水环境质
量为核心，以新媒体和自媒体为主要传播手段，集中展示陕西省
近年来通过实施渭河、延河、无定河及汉丹江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再现三秦大地山清水秀、景美民富的生态文明新画卷。

活动从 2016 年起，历时 3 年，邀请陕西文化学者、媒体记
者、摄影达人、网络名人、环保志愿者等组成团队，调研、走访
陕西省境内的汉江、丹江、嘉陵江，渭河、延河、无定河（“三江
三河”）的生态治理与保护成效，寻找历史文化遗迹，采访流域
治理和保护成效。

每到一站，调研者就取一瓶水样、收集一种绿色生态地方
特产、拍一张（组）照片。他们用笔、相机、摄像机全程记录行
走过程，采访报道沿线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成效，
还原和发现真实的“三江三河”流域现状，以此唤起人们的环
境保护意识。

利用新媒体平台，行走系列活动在新浪微博的阅读话题
量超 4000 万，有效地动员了公众参与，凝聚了社会合力，推动
了“三江三河”流域绿色发展，同时也为全省水污染防治工作
的深入开展积极建言献策。

村寨生态守护行动

组织单位：中共盈江县委、盈江县人民政府
推荐单位：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委会石梯村大谷地村

民小组，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以鸟为媒，村民自觉投身于生态
保护，从以往打鸟、捕鸟转变为主动保护野生鸟类，主动给鸟
食物，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修复与脱贫致富“双赢”的路子，实
现了“旧习惯”变“新理念”、“狩猎人”变“护鸟人”、“砍树人”变

“护林人”、“穷山沟”变“幸福窝”的蜕变。
石梯村是一个典型的傈僳族村寨。村寨生态环境优越，

鸟类资源丰富，有鸟类数百种。但由于全村 36 户村民经济来
源主要以种植香茅草为主，结构单一，收入低下，因而村民常
有盗猎行为发生。2015 年 2 月，全国各地观鸟协会走进村寨，
村长蔡五在与各地观鸟爱好者的接触中受到了启发，认识到
了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也看到保护鸟类带来的商机。

为转变村民经济发展模式，更好保护生态环境，蔡五主动
和县观鸟协会联系，在大谷地开设了村民第一个盈江犀鸟的
拍摄地，通过为各地观鸟爱好者提供吃、住、行等服务，增加了
村民经济收入。群众改变了长期靠山吃山、刀耕火种的粗放
开荒生产生活方式，自觉投身于生态保护。同时，主动邀请相
关部门进村培训动植物资源保护相关知识，让村民了解保护
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打击非法伐木、盗猎行
为，促使村民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石梯
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消失百年的花头鹦鹉、鸟类中的“大熊猫”
红腿小隼等越来越多的野生珍稀鸟类重回人们的视野。

关于“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
十佳公众参与案例的公示

根据《关于征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
践活动案例的通知》（环办宣教函〔2018〕1387 号）要
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经过征集、初选和专
家评审，选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
十佳公众参与案例，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9 年 5月 22日至 24日。
公示期间，对公示案例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

以实名书面方式向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进行反
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联 系 人：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 连斌
电 话：（010）66556051
传 真：（010）6655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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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均
罗 丹
王吉勇
张峰屹
王 冰
赵向阳
葛玉修
杨 欣
王宇箫
蒋可威
廖理纯
师彦文
王 璟
杜 杰
吴向荣
侯书文
任建国
初建美
丁伟光
陈光荣
方 倩
蒋 忆
郭联发
贾迎辉
董玉清
柯志强
曾晨希
袁淑文
郑理治
沈 尤
雷月琴
刘文化
李晓红
徐明昊
陈朝煌

退休
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贵阳黔仁生态公益发展中心
昆明文明行动义工联合会
陕西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

平凉市青少年生态文明宣教志愿辅导员
青海省银保监局

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
宁夏生态文明促进会

新疆乌鲁木齐市百鸟汇生态环保志愿者团队
北京绿化基金会
石家庄爱鸟协会

山西省环境文化促进会
太原市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阿拉善锁边生态协力中心
本溪市卫生健康发展服务中心 暨本溪市溪缘爱心联盟

吉林省上营森林经营局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

百威英博（佳木斯）啤酒有限公司
泾县汀溪乡兽医站

安徽省万薇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市青山绿水自然保护中心

南昌市微爱公益发展中心
濮阳市衣往情深志愿服务队

荆门日报社（已退休）
武汉绿色江城环保服务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海南省绿手帕社区环保健康服务中心
成都观鸟会

退休
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新疆巴州阳光志愿者服务协会

河海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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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旭
张佩环

刘智勇

蔡鹏泽
杨长寨
陈晓丹
李景茗
朱理华
郑卫钢
张 昕
路思阳
肖开心
林美钦
李玉鹏
赵军友
杨建南
汤丽娟
黄永富
高孝河
谭敦双
提 布
郭 峰
王幼奇
初雯雯
董 剑
武亭亭
丁耀先
陈天锐

黄 威

宿伟中
高宝燕
张建伟
张 月

天津市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社会宣传活动部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里幼儿园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设公司油田建设
设计研究院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
济南市回民中学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广西绿色联盟 广西青年绿色营
贵州省贵阳市生态文明基金会
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

西安市青益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金川集团公司镍钴研究院镍锍项目组

江西师范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国家海洋局大连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省连云港市城建控股苍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永嘉县蓝天公益中心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石城县鸟人健康活动馆
禹城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无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金川集团公司铜业公司原料分厂
宁夏大学

阿勒泰地区瞳之初自然保护协会
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绿领环保）

张家口慈善义工联合会
包头市环保联合会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连云港日报社（本职）、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

（志愿服务）
济南无痕环境文化传播中心（无痕中国）

武汉市长江日报社
长沙市雨花区洞见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兰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