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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内容：
征文主题为“普查数据如何审”，旨在征集各地对普查数据审核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二、活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7月 31日结束。
三、来稿要求：
1.来稿应论点明确，文字规范，数据准确，层次清晰，字数在 2000 字以内。
2.来稿应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3.投稿邮箱：wwpcxyc@163.com。
特别注意：请在来稿中附上姓名、单位、邮寄地址、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一旦文章获奖，主办方将
寄送获奖证书和奖品。
4.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联系人：郭婷 宋杨 电话：010-67118620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依据《全国污染源
普查条例》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调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
阶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是为
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家底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2019 年是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收官之年。改善环境质量、服务
管理决策，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能否实现，数
据质量是关键。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普查数据审核，层层把关，严格验
收，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为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开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经生态环境部批
准，现决定开展“普查数据如何审”征文活动。此次活动由生态环境部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环境报社承办。

“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2019年十佳公众
参与案例名单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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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绿色离校”全国校
园公益行动

组织单位：物物福公益团队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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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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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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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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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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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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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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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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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19年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名单
北京市

王 涛 北京绿色啄木鸟志愿服务中心
贺玉凤 退休
廖理纯 北京绿化基金会
林美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天津市

张 涛 天津生态城绿色之友生态文化促进会
安 旭 天津市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
张佩环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里幼儿园
董 剑 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

河北省

孔媛媛 邯郸市环境文化交流促进会
代进萍 退休
师彦文 退休
武亭亭 张家口慈善义工联合会

山西省

张 强 太原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王 璟 山西省环境文化促进会
杜 杰 太原市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

白 金 锡林郭勒盟锕锷铱公益环保志愿者
协会

董永宏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吴向荣 阿拉善锁边生态协力中心
丁耀先 包头市环保联合会

辽宁省

刘德天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
侯书文 本溪市卫生健康发展服务中心、本

溪市溪缘爱心联盟
李玉鹏 国家海洋局大连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吉林省

万晓白 白城市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任建国 上营森林经营局
初建美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

黑龙江省

丁伟光 百威（佳木斯）啤酒有限公司

刘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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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

杨建生 退休
牛广成 闵行区古美社区环保服务中心

江苏省

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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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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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友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苍梧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陈天锐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黄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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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

忻 皓 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
孙 毅 杭州市环保志愿服务总队
郁振伟 镇海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总队
杨建南 永嘉县蓝天公益中心

安徽省

王双喜 亳州市谯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陈光荣 泾县汀溪乡兽医站
方 倩 安徽省万薇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陈志鸿 厦门市滨海湿地与鸟类研究中心
钱巧玲 东南网南平站专题部、南平市环保

志愿者协会
蔡鹏泽 泉州市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
汤丽娟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江西省

林 鹏 新余志愿者协会
蒋 忆 九江市青山绿水自然保护中心
郭联发 南昌市微爱公益发展中心
黄永富 石城县鸟人健康活动馆

山东省

李宝宝 淄博市绿丝带发展中心

杨长寨 济南回民中学
高孝河 禹城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宿伟中 济南无痕环境文化传播中心

河南省

李发珍 平顶山市净乡村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贾迎辉 濮阳市衣往情深志愿服务队

湖北省

运建立 襄阳市环保协会（绿色汉江）
董玉清 荆门日报社
柯志强 武汉绿色江城环保服务中心
高宝燕 武汉市长江日报社

湖南省

陶桂萍 长沙市青山绿水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朱硕杰 汝城县志愿者联合会、湖南省绿色

卫士汝城大队
曾晨希 长沙市第一中学
谭敦双 澧县梦溪镇彭家厂村
张建伟 长沙市雨花区洞见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广东省

唐治红 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治安队
袁淑文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陈晓丹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黄枢余 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红沙村
王 琨 广西南宁小太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景茗 广西绿色联盟、广西青年绿色营

海南省

李 波 海南师范大学
张菁华 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郑礼志 海南省绿手帕社区环保健康服务中心

重庆市

陈良勇 潼南区梓潼街道纪念碑社区
郑 建 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四川省

何平均 退休

罗 丹 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沈 尤 成都观鸟会

贵州省

王吉勇 贵阳黔仁生态公益发展中心
雷月琴 退休
朱理华 贵阳市生态文明基金会

云南省

张峰屹 昆明文明行动义工联合会
提 布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护局

陕西省

王 冰 陕西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
刘文化 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郑卫钢 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
张 昕 西安市青益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甘肃省

赵向阳 平凉市青少年生态文明宣教志愿辅
导员

路思阳 金川集团公司镍钴研究院
郭 峰 金川集团公司铜业公司原料分厂
张 月 兰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青海省

葛玉修 青海省银保监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宇箫 宁夏生态文明促进会
王幼奇 宁夏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蒋可威 乌鲁木齐市百鸟汇生态保护志愿者
团队、白鸟湖志愿者巡护队

李晓红 巴州阳光志愿者服务协会
初雯雯 阿勒泰地区瞳之初自然保护协会、

瞳之初自然影像工作室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推荐

徐明昊 河海大学
陈朝煌 东北师范大学
肖开心 江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