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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致辞

白驹过隙，绿源自 2013 年 8 月正式注册成立至今已走过了三个年

头。2016 年，对于绿源来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迎来了深圳首批民间流域污染监督员的毕业礼；

这一年，我们深入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开启深圳市生态环保教育基

地的探索；

这一年，我们曝光坝光盐灶村大片珍稀古银叶树被砍事件，为生态

发声，推动红树保护立法；

这一年，我们情系深圳河，探溯源头，走访调研，完成了首部深圳

河民间观察纪录片《明溪》的摄制；

这一年，我们成立了绿源党支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绿友之歌》，

举行了三周年植树纪念活动 ......

感谢绿友们过去 365 天的共同努力，让绿源收获了来自社会各界

的肯定和赞许。无论是获得“第八届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出

访学习资助”，还是荣获第十八届“广东五四青年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无论是被评为“深圳市市级 4A 级社会组织”，还是“碧水流深”项目

入选广东省 2016 年度环保公益龙头项目，绿源都将不忘初心，在环保

路上继续前行。

最近全国各大城市严重的雾霾天气再次刷爆了朋友圈、微博及各大

媒体，当我们还在为“深圳蓝”而骄傲的时候，殊不知深圳也难逃灰霾

之手，正如我们的绿友所说：“生态是个大系统，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深圳，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拥有着众多公园绿化，拥有着美丽的

山光海色。然而，我们的城市同样存在诸多的环境问题，多条黑臭河的

存在让河岸居民竟不敢打开窗户，深圳红树林面积在近 30 多年锐减了

3/4......

面对这些环境问题，有的人或选择默默忍受，有的人或选择逃离，

而有的人则选择了行动。我很庆幸，绿源志愿者们依旧坚守在环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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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行动来为身边的环境多做一点点，质朴而真实，执着

而乐观。大家始终奔走于环保第一线，用脚步丈量深圳的

大小河流，身体力行守护红树林的生灵，将环保绿趣带进

各大社区，感召更多市民的同时，积极为生态环境发声。

亲爱的绿友们，感谢你们的付出！

然而未来依旧任重道远，2017 年，我们将进一步联

合政府职能部门、人大政协、企业、学校等社会各界力量，

提高公众的环境觉悟及参与意识，有效推动环境问题的解

决；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民间河长制”的建立，搭建跨界

流域环保志愿者网络，持续助力滨海湿地的修复，深入开

展校园生态环保教育基地建设，让环保实践走进更多的家

庭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17, 我们继续

在一起！

会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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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我们的使命

从事公益多年的黄幸达，在助学过程中目睹了城乡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勾起了他的儿时记忆。小时候的深

圳河河水干净清澈，是他游水玩乐、捕捉鱼虾的好去处。后来，小溪被高楼遮盖，河流成为了让大家“敬而远之”

的臭水渠。

这些变化让他感慨万千：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太沉重的环境代价，环境保护已刻不容缓。助学可以帮到一部分人，

而环境保护可以帮到更多的人，惠及自己及子孙后代。

于是 2006 年，他从助学转为投身环保，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和伙伴们一起走进各个社区、学校、企业开展

环保活动、宣传环保理念。

为了让活动更有成效，让志愿者服务更有价值，2011 年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四处拜访老师，希望走专业

化道路，使活动项目化，进而为环境带来改变。随着越来越多公益伙伴的加入与支持，一个专业化的环保团体——

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成立，并于 2013 年 8 月在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成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理想，不曾拒绝任何一个虔诚努力的团队，绿源志愿者协会就是这样开始的。

绿源以“合力行动，改善环境”为使命，坚信“每一次志愿服务都有价值，每一份贡献都是力量”，致力于河

流及入海口的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同时，引导湾区及河流周边社区居民污染减排，实践绿色生活，共建绿色生态社区，

从而推动整个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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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绿色足迹 >>>

1 月 13 日

获得“第八届中国青年
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
出访学习资助”

3 月 30 日

绿源福田小学志愿者部
正式成立，共同开启生
态环保教育基地的探索。

5 月 4 日

荣 获 第 十 八 届“ 广 东
五四青年奖章集体”荣
誉称号

5 月 22 日

深圳首批民间流域污染
监督员毕业

6 月

机构被评为“深圳市市
级 4A 级社会组织”

7 月

与光明新区城建局取得
战略合作并参与污染源
“双随机”抽查

8 月 6 日

绿源成立三周年植树纪
念活动热闹举行

12 月 9 日

“碧水流深”项目入选
广 东 省 2016 年 度 环 保
公益龙头项目

8 月

曝光坝光银叶树大面积
被砍事件，为生态发声，
推动红树保护立法

12 月 17-18 日

参 与 组 织 深 圳 河 探 源 活
动，带领市民一起寻找深
圳河源头。首部深圳河民
间观察纪录片《明溪》正
式对外放映。

10 月 21 日

正式公开对外征集“绿
友之歌”歌词

6 月 5 日

第五届户外清洁日顺利
举办，全国共有超过 3
万人参加。

4 月 26 日

中共深圳市绿源环保志
愿者协会支部委员会成
立

5 月 7 日

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顺利召开，大会通过了 2015
年工作总结及 2016 年工作计划，并产生新一届理事
会成员。

2 月 2 日

世界湿地日，举行线上
线下的“秘密红树林”
涂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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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生态保护

绿源志愿者

Annual Report

湿地是“地球之肾”，而红树林湿地更是被称为海岸卫士、海上森林。深圳作为滨海城市，有着丰富的红树林

生态资源，然而 30 多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填海造城、污染加剧、人为破坏等种种原因，深圳的红树林面积减少

了 3/4。

自 2012 年起，绿源志愿者开始关注深圳的滨海湿地生态保护，联合社区、学校、企业等多方力量，通过预警巡护、

调研监测、参与环评、生态修复、培育种苗等方式助力滨海流域的生态保育。

2016 年项目

开展活动总计 85 场

志愿者服务 1169 人次

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2500

总服务时长 5394.5 小时

绿源志愿者中的他们或是律师，或是媒体记者，或是企业员工，或是普通民众，他们选择了义务奉献自身的时

间和智慧，以“众人之力，大我之心”助力滨海湿地的生态保育。

2016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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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巡护：
开展红树林日常预警巡护 50+ 期，针对巡护中的

发现的异常情况进行记录并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其中

2016 年 8 月对坝光盐灶村大量珍稀古银叶树被砍事件进

行曝光，引发政府与社会关注，推动红树保护立法。

与大鹏新区规划土地执法局及社建局达成合作，共

同推进红树林保护及监督工作。

物种调研：
2016 年，项目组完成坝光国际生物谷建设期间银叶

树群落调研，持续跟踪坝光银叶树群落的生长情况，并

进一步扩大物种监测调研范围。根据 2015 年、2016 年

的调研情况编制《深圳市红树林小手册》，并印刷成品。

红树林保育：
自 2011 年在坝光种下首棵红树幼苗起，绿源持续

专注于坝光红树林海滩的修复工作。2016 年项目组红树

种植及育苗超 5000 棵，不定期组织志愿者开展浒苔清理、

围网、净滩、锄草等工作，身体力行守护红树生灵。

环评建议：
以保护红树林生态为原则，针对坝光区规划建设提

出建设性的环评意见，此外还向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提交保护建议信 5 次，积极推动入侵物种清理、林下

垃圾清理等工作。

对外交流：
参加由 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及广西科学院红树

林研究中心主办的“红树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越交流

研讨会”，项目代表在会上作经验分享。

公众倡导：
2016 年，项目组开设生态导赏员课程，开展包括红

树知识科普、安全技能培训、鸟类知识普及等 10 场培训，

培养了 15 名生态导赏员。截至目前，绿源生态导赏员已

进入学校开展红树林课堂 5 场，共计约 500 人次学生受

益，同时还为公众及企业开展户外生态导赏活动 7 场，

带动 7 家企业参与到红树保育行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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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流深

生态深圳依山临海，境内虽无大江大河大湖，但拥有着

大大小小近 310 条河流，然而大多数河流污染状况严峻，茅

洲河、观澜河屡次进入广东省跨境河流水质最差前五名，恶

劣的水环境已成为深圳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最短

板。

作为深圳首家关注水污染的民间公益环保社团，绿源通

过建立民间流域污染监督员队伍、实地调研、推动信息公开、

公众倡导等方式推动深圳流域及跨界流域的水环境保护。

民间监督力量建设
2016 年，深圳首批民间流域污染监督员毕业，第二期

流域污染监督员课程启动，共招募监督员 30 余名，采用老志

愿者带新志愿者的方法，对新一期监督员进行培养。这一年，

监督员实地走访河流 41 次，参与人次达 390，累计走访时

间 1836 小时，举报排污 29 次，取缔 1 家非法企业，处罚 2

家非法排污企业，要求 1 家企业进行环保设施整改。

2016 年项目

开展活动总计 70 场

志愿者服务 390 人次

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5000

总服务时长 3338.5 小时

参与志愿服务的有环保及水务专家、建筑工程师、大学

生青年、热心市民和环保同行等，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力量，

群策群力，不记时间与智力的奉献，只为共建美好的水环境，

实现碧水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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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河流公众倡导
充分发挥流域污染监督员的宣传倡导作用，将水知

识课堂及乐水行活动带进社区，共开展公众倡导活动 11

场，共 500+ 居民参与活动，有效提升了居民的水环境

知识及环保意识。

《明溪》纪录片摄制
完成首部深圳河民间观察纪录片《明溪》的拍摄，

并面向社会各界进行公开放映，用镜头真实客观地记录

当下深圳河流域的现状，传递民众对于“碧水流深”这

一美好设想的希冀。《明溪》纪录片历经近一年筹制，

期间共实地河流走访调研 24 次，民众及专家访谈超过

20 次。

污染企业调研，推动信息公开
与阿里巴巴基金会合作，开展广东省国控污染源调

研，已在粤西、粤东、粤北等多个区域进行污染企业线

上调研 571 家，实地调研 444 家。

同时，每月定期开展广东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

监测信息盘点并形成总结。针对国控企业信息公开问题，

发往省环保厅建议信 2 封、市环保局建议信 1 封，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 18 次。

此外，还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及调研资料形成了《2016

年广东省河流水质状况分析报告》。

东江流域环保志愿者网络建设
联合东江流域范围内的其他环保组织或志愿者队伍

的力量，共同建设东江流域环保志愿者网络，监督东江

流域的污染情况，培养首支东江流域民间污染监督员队

伍。目前已在东莞流域开展了首次监督员培训交流，后

期还将与其他各地环保组织进行合作。

茅洲河流域保育倡导
与光明新区相关部门打破常规合作模式，首次与政

府合作开展流域污染监督。绿源流域污染监督员共参与

开展“双随机”企业排污检查 2 次，进入社区开展 3 展

场环保倡导活动，同时在茅洲河流域进行污染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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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趣社区

寻绿——绿趣课堂
2016 年对于绿趣社区而言是突破性的一年，除了常规

社区环保倡导活动外，项目组积极加强与学校的合作，以校

园兴趣班的模式开展环境教育，先后分别在深圳市福田小学、

深圳市教科院附小建立校园生态教育基地，通过“课堂 + 田

间实践”的方式将环保理念和自然教育理念融入学校课程当

中。

从开荒整畦到认识种子，从播种到堆肥，从植物观察到

收获，学生在绿趣课堂上从土壤、种子、种植、昆虫等多个

方面感知大自然，在生态环保教育基地里，孩子们与家长、

老师一起共同参与绿趣空间营造和课堂教学，从而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并在劳作的过程促进亲子关系、师

生关系，家长和老师的沟通。

2016 年，项目组共计开展 33 堂绿趣课程，受益学生

达 1000+ 人次。

环保从来都不是触不可及，而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之间，或是一块废弃布料的手工制作，或是蔬香

阳台里一次美妙的种植，或是绿趣空间的巧妙改造 ...... 作为深圳首个以推动居民环保行为准则，实践环保生活为主

题的社区环保倡导项目，绿趣社区走近居民、与企业携手、与学校合作，围绕“寻绿、护绿、创绿”三大主题开展活动。

2016 年，绿源首创深圳校园生态教育基地，通过校园空间的绿色改造和环境教育课程的开设，让城市的孩童

们在生态实践中亲近自然及学习环保生态知识。

2016 年项目

开展活动总计 85 场

志愿者服务 580 人次

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2321

总服务时长 6332 小时

社区居民、学校师生、家长、都市白领、在校青年等利

用闲暇参与其中，为之付出宝贵时间和劳作，只为让环保成

为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践行，在寓教于乐的体验中传递环保理

念。



11

创绿——零废弃工作坊
利用社区废弃物品进行改造再利用，让环保实践走

进社区居民的同时，促进邻里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

2016 年，项目组先后在罗湖区、福田区多个社区

开展零废弃手工坊活动，开展了环保筷子袋、南瓜盒制作、

时尚收纳袋缝制、旧牛仔改造等多种形式创意环保手工

制作，用创意为生活添一点绿。零废弃手工坊不仅推动

社区手工兴趣小组的形成，营造友好的社区氛围，还将

创绿理念带进包括世界 500 强——伟创力公司在内的多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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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绿——绿色生活营造
一直以来，项目组倡导营造绿色生活，对厨余垃圾

进行减量处理。2016 年，绿趣社区通过制作环保酵素、

厨余堆肥等方式，源头上为城市垃圾处理减压的同时，

将厨余垃圾变废为宝，以减少化学洗涤剂和种植肥料的

购买。护绿活动跨越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龙华新

区及龙岗区等十余个社区和企业，与深圳市龙园山庄实

业有限公司、天虹商场达成合作，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参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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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壶暖流
今年衣壶暖流项目持续开展校服回收活动，前往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

学、深圳市莲南小学、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等三家学校回收校服，回收校服共计 200 套，

这些校服将统一送往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娘拉乡中心寄校。 

户外清洁日
6 月 5 日，第五届“户外清洁日”暨“美丽龙华·幸福家园”大型公益活动在羊台山

公园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垃圾袋着走“，协会联合深圳市龙华新区城建局、深圳市

龙华新区城市管理局共同举办了此次活动。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 59

个地市，144 个团队、三万多个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参加。参加团队于“6.5”

这一天在全国多地同时行动，清洁市政道路、公园、山野户外、绿道、海岸线等线路、地

点多达数百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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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部

星星之火，助力生态保护。

2016 年，绿源新增 3 个志愿者部：福田小学志愿

者部、深职院图灵志愿者部、南方科技大学志愿者部。

福田小学志愿者部，由学校家长及老师组成，主要

参与学校的生态教育基地建设志愿工作，积极推动绿趣

课堂进学校，让城市的孩童们在生态实践中亲近自然及

学习环保生态知识，后期还将组织社区环保倡导活动，

带动更多家庭参与实践环保。

深职院图灵志愿者部及南方科技大学志愿者部，以

青年学生为主，洋溢着青春气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及

高度的环境责任感。两大志愿者部在过去一年中分别结

合各自的特长，参与承接协会各项活动的同时，主动提

绿友故事
因为热爱自然而聚首。

因为相信未来而坚守。

2016 年，绿源大家庭共有缴费会员 88 名，注册志愿者 6800 名，新增志愿者伙伴近百名，开展新志愿者培训

2 次，培育骨干志愿者 20 名，共开展志愿服务 247 次，志愿服务参与人次 2479，服务总时长 17785 小时。

过去的一年里，绿友们不忘初心，身体力行守护红树林的生灵，用脚步丈量深圳的大小河流，用实践营造美好

的绿趣社区。感谢绿友们的付出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好，因你们而骄傲！

高自身项目运营能力，尝试独立开展环保活动，充分发

挥青年环保志愿者的力量。

截至 2016 年 12 月，绿源共成立 11 个志愿者部，

分别为：深圳技师学院志愿者部、新疆吐哈志愿者部、

福田志愿者部、宝安志愿者部、惠州志愿者部、深圳一

定好公司志愿者部、深圳中学志愿者部、大亚湾志愿者部、

福田小学志愿者部、深职院图灵志愿者部、南方科技大

学志愿者部。

2016 年，各志愿者部积极参与开展各项环保活动，

其中大亚湾志愿者部和深职院图灵志愿者部表现尤为突

出，被授予“2016 年度绿源优秀志愿者部”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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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湾志愿者部

2016 年，是大亚湾志愿者部成立的第一年。这一

年他们多次参与滨海湿地生态保护，利用业余时间，组

织分部成员前往坝光开展育苗及维护活动，共培育红树

幼苗 2000 余棵，种植银叶树 21 棵。同时也利用自身的

专业性质，自发开展福田河水质监测及环保公众倡导活

动。作为一个企业志愿者部，大亚湾志愿者部充分展现

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虽然在开展活动中曾历经诸多困

难，但始终坚持在环保的一线，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为环

保奋斗的决心。

深职院图灵志愿者部：

作为新成立的学校志愿者部，他们展现了学生的独

特活力。活跃于绿趣课堂的他们，扎根福田教科院附小

的生态教育基地，不管是前期改造工程，还是后期开展

环保课堂，他们都积极参与其中，从未缺席。除此之外，

作为计算机的专业人才，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对国控污

染企业实时排污监测情况进行盘点并总结，有效推动了

公众的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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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突出贡献奖
2016 年是绿趣社区项目突破性的一年，福田小学、教科院附小的生态环保教育基地相继完成建设，并深受学

生家长的认可，这一成果离不开一位绿友的默默付出，他就是 2016 年绿源突出贡献奖获得者——陈毅。

陈毅

他常说自己是个农民，又何止是一个农民？他是耕田又耕心的智者，尊崇自然，爱己、爱人的践行者。孩子们

喜欢围着他问这又问那，他笑脸盈盈，轻轻点拨。如何让孩子既轻松又能收获一点什么？是他常在思考的问题。没有他，

便没有精彩的绿趣课堂。

感谢“只问耕耘，不求回报”的农夫——陈毅。

2016 年度环保家庭
在绿友中有着这样的志愿者，他不仅自己热衷参与各种环保志愿活动，还积极带动家人共同践行环保。下面让

我们来听听 2016 年度环保家庭——崔世才一家的美好故事。

崔世才一家：

最温暖的事之一，就是带着家人朋友在海边种红树。除了自己身体力行保护红树之外，崔世才还常常组织家人

一起培育红树、为红树围网立桩。在他身边总会有温暖的画面同在。今年，果果也成为爸爸的好帮手，帮爸爸一起

立木桩。崔哥一家是对“志愿不分男女老少”最好的诠释，有他们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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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哥

每天徒步七公里，足迹遍布深圳湾、深圳河、观澜河、布吉河、

茅洲河 .... 从 2013 年关注深圳湾污染问题至今，王哥依旧坚持关

注流域污染问题，是流域监督员的原型。2016 这一年里，他仍然

战斗在河流监督调研的最前线。

桂姐

一个关注公益，关注环保的“退休阿姨”。能穿起美丽的裙子

跳舞，也能穿上户外衣服，背上背包，来个长途艰辛的河流调

研。2015 年她成为流域监督员，并顺利毕业成为优秀监督员。

2016 年，桂姐依然坚持着践行环保，还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关

注并参与河流调研监督。

晓帆哥

普通而不平凡的绿源志愿者。普通的他因关注环境成为了流域

监督员，并晋升为河流知识的传播者。不平凡的他作为三个孩

子的爸爸，自己践行环保之余，还带领下一代关注环境问题，

了解环境问题。晓帆哥注定是不平凡的爸爸，是不平凡的流域

监督员。

彭哥

布吉河专业户。在成为流域污染监督员后，他也化身为布吉河的

专属守护者。在日常下班后，周末闲暇时，他时刻关注着布吉河

的情况，还为《明溪》纪录片的拍摄提供大力支持。

水哥

资深户外爱好者、环保践行者，关注环保超 15 年。自 2015 年

成为流域监督员便开始关注河流的污染问题，现在已经持续河流

污染调研 2 年，从最初的关注者成为污染监督的传播者，坚持在

河流边，默默守护河流。

2016 年度十佳绿友

在我们的绿友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身体力行感召身边的人践行环保，环保志愿服务早已

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感谢 2016 年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十佳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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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洪：

他一直是志愿者眼里的活宝，在每次活动里都发挥着自己的热情，

并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作为深技师志愿者部的前任部长，认真

负责的他在交接完分部工作后，依然积极参加绿源活动，并协助新

任部长带领分部开展各项环保志愿工作。期待着他在离开校园后，

能为环保发挥更大的力量，继续践行环保时尚新生活！

丘俊杰

生活中处处留心自然，热爱生态摄影的丘俊杰，因为绿源生态导赏

员课程而与绿源结缘。完成基础课程后的他回馈所获，常常为公众

导赏，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树。同时他每周来到教科院附小的绿趣课

堂为孩子上课，与孩子们一起劳作，周末还带上家人一起参与绿趣

空间的改造。

霞姐：

曾经是数学老师的霞姐退休后没有闲下来，而是成为一名热心

积极的志愿者。住在大鹏的她，有时候天未亮，便只身前往市

区，参加绿源的公益活动；而在红树林保育活动中也时常看到

她育红树、割杂草、参与物种调研的身影。

坚姐：

每次的红树保育活动，她总是最积极地开着自己的车拉上一群小伙

伴前往坝光。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时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参与

环保活动，把环保理念传播到家庭当中，带动家人实践环保。

明姐：

在坝光育苗基地里，她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人，如同照顾孩子般

细心呵护着一颗颗红树苗。育苗、除草、除浒苔，不管再苦再

累，她的脸上始终都洋溢着笑脸，仿佛这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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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绿源优秀志愿者
志愿者是绿源最不可或缺的力量，衷心感谢以下优秀志愿者及每一份绿源志愿者的倾情参与和支持！

李秀芳     范红英     黄曼琪      高建华      周宗文      李燕芸      吴俊萍      曹井秋      刘淑琴      杨   芳      

宁跃兴     潘洪汉     庄     玲     张春朋      崔世才      叶建华      黄    丹     苏桂花      叶振球      黎文娟      

郑远强     宋    美     杨海发      庄伟珍      叶以恒      赖耀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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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王志明 （深圳报业集团晶报社，社区区域主任）

理事：

黄幸达（理事长    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理事）

朱珠（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熊杨（副理事长    全国排水委员会委员）

伭志成 （副理事长    福田街道福安社区党委书记、站长）

李毅  （深圳市第六届政协委员，民革深圳市委常委）

陈旭绯 （深圳市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衣咏梅 （深圳市美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绿源第二届理事会

2016 年绿源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顺利召开，经投票选举产生绿源第二届理事

会，未来的三年他们将带领绿源在环境保护的路上继续前行。

绿源志愿者

Annual Report
2016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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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
2016 年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总收入：1,703,675.81 元，其中：

捐赠收入：135,682.72 元

会费收入：38,880.00 元

提供服务收入：1,214,323.07 元

政府补助收入：305,000.00 元

其他收入：9,790.02 元

2016 年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总支出：1,320,846.66 元，其中

业务活动成本（即项目支出）：1,261,917.02 元

管理费用：59,955.58 元

其他费用：-1,025.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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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

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劲草同行、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南中国环境基金、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广东省与人公益基金会、广东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深圳市公园管

理中心、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广州市天河区米公益服务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福田区社

会建设专项资金、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广东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福田区社会工作委员会、深圳市罗湖区社会工作委员会、深圳市光明新区城市建设局、深圳市大鹏新区社

会建设局、深圳市大鹏新区规划土地监察局、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市罗湖区慈善会、深圳市义工联、合

一绿学院、深圳市福田区企创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光合春田社会组织联合发展

中心、深圳市观鸟协会、福田街道办事处、福安社区工作站、福华社区工作站、罗芳社区工作站、彩田社区工作

站、学府社区服务中心、文化社区服务中心、北斗社区服务中心、仙湖社区服务中心、深圳市升阳升社会工作服

务社、深圳市福田小学、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广核研究院、深圳市莲南小

学、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星海音乐学院音乐与新媒体制作中心、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麦田同行计划等

企业：

深圳市龙园山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合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

司、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市奥伦达部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东方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伟创力科技 ( 珠海 )

有限公司、伟创力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深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深圳市星驰

缝纫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泊洋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宁波银行、深圳爆棚科技有限公司

个人：

陈毅、吴瑞龙、林俊生、汤宇凡、邝建文、黄丹、刘献磊、朱雪君、练海嫦、杨芳、腾讯乐捐 1893 名捐赠人、

乐汉宁、孙亮

名誉理事：李正军、刘海龙、薛铮、沈成平

顾问：

胡小军、马锦华、孟庆杰、徐本亮、王文卿

志愿者：

李春水、明放、王文俊、李秀芳、丘俊杰、周志坚、范红英、郭晓帆、康镜霞、李正军、黄曼琪、高建华、罗芳、

李燕芸、吴俊萍、曹井秋、刘淑琴、杨芳、陈毅、宁跃兴、王莎、郭锦洪、庄素霞、刘君、熊玲、汤工、邓雯宜、

崔世才、蔡桂、徐英、叶建华、黄丹、曾喜莉、苏桂花、黄城达、叶振球、黎文娟、万昌龙、刘复港、付雪、李思佳、

刘悦、蔡怡雯、邱羽嘉、黄金龙、王咏睿、刘金红、郑滦欣、刘鹏飞、杨琦、曾桐韵、杨海发、沈成平、高砂、

致谢（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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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雪、王闪、华乐、来盼、罗培玲、邓发清、秦侠、彭应文、范希文、李桃、连晓君、张雪娟、叶丽芬、钟勇、

郑松林、王笃祥、夏海容、王工、蒙彬、李昌隆、孙海露、夏雨菲、肖莹佳、黄诗健、程伟、崔雨婷、熊杨、李艳、

张本深、马丽萍、陶木坤、彭钧豪、李连明、范圆圆、徐其涓、曾祥冬、吕晓莉、高宇飞、钟惠云、肖佳莹、程泳霞、

庄伟珍、郑紫燕、叶瑞媚、刘冠、薛义、郑远强、王勇、冯海慧、戚秋芬、姚俞妃、吕小莉、练滔、程雪莹、王泽佳、

刘谦茂、杨琦、庄玲、丰冬琴、曾笑连、王丽香、胡阳、杨存伟、章一华、李军、陈瑞霞、陈旭绯、何嘉玲、陈健虎、

周治平、陈香香、高奇、纪炜挺、刘芳、张师傅、张师傅（小）、周师傅、刘欣仪、刘定平、陈俊、李佳、陈若汐、

刘婉丽、何志林、陈利娟、张余兴、赖耀俊、周宗文、黄敏、林玉、郑燕彬、林炜、林思仪、刘献磊、李东英、伍昆、

叶丹丹、裴佳、李珊瑜、袁婷、谭富倾、胥璤、孙华倩、张琪、杨超、沈永刚、王超、许燕飞、李晓莉、孙炜、于承鑫、

闻达、杨怡妮、杨茅、郑坚华、郑海孟、郑坚雄、王安惠、梁远、曾翠茹、林蔼婷、陈奕明、陈嘉雯、林富华、郭煜锐、

谢美兰、赵贝兰、齐宇婷、周燕、曹美玲、杨栩旗、王子、杨硕、张思奇、崔子琦、俞子琦、俞启星、陈昊然、甄子博、

温佐良、燕超杰、杨震、黄日昌、张亦驰、张威、高集舒、黄丹妮、张意、孟喆、张冲、李旭堃、彭福、张西贝、蔡金、

朱学佩、郝雅迪、史玉洁、胡文轩、纪梦雨、宋雨晨、张悦、张夏卿、吴观龙、郑婷婷、刘世卓、林诗凡、刘彧初、

薛铮、来小栋、蓝海、陆奇、杨再勇、陶小月、于璐、杨胜、王殿尧、李斯明、潘彩萍、李洋、赖泽廷、赖泽伦、朱明、

陈耿洲、李宝宝、林晓银、陈振宇、李令龙、唐焕然、林冠君、王以强、华乐、谢林珊、刘思达、赵静雯、李知玄、

周家文、吴锐锋、蓝海燕、林玲玲、舒上子、吴玥霖、陈瑶、李岚兰、邓思红、高玉莹、俞俊、李庆霞、张继凯、

陈秀梅、何长权、张宇、丘程、彭锦蓉、张国英、王迎喜、夏飞平、王安圻、吴健梅、蒲继红一家 3 口、小诗、庄

碧靖、曾水木、杨淦中、李成、闵兰、翁秀兰、刘亿纯、罗翠芬、方昕、徐凡、刘进国、周嗣杰、谭茹芳、李建荣、

邓锦、衣咏梅、刘海龙、沈亚兵、孟思彤、徐心怡、袁梦楚、马丹虹、张家栋、廖晓双、张国英、郑久霞、闵臣、

刘晓伟、秋茄、金世峰、霍杏娟、汤毅、李勇、顾班、栗队、陈丽娜、沈志楠、苏凯欣、范翠华、苏海生、俞振福、

侯梦婧、萧彩容、陈凯玲、乐克亮、张仲豪、陈健雄、夏毅伟、雒君梅、陈惠清、蔡婷燕、李靓晗、朱成成、赵伟、

王瑶瑶、邱海玲、陈泽璇、李晓丽、杜冶军、陈燕丽、小熊、翟老师、小尤、PT、曾双菊、郑然、黄子玲、郑凯荣、

廖晓双、马军、张莉、刘磊、陈卓、赵丽娜、陈邦如、赵井水、一宾、赵继贤、杨玉梅、黄思、许艳丽、魏凤利、周信、

滕二帅、代志会、梁远行、陈聪、陈成颖、香月、云姐、唐丽华、娄天佑、郭莲花、蒋利波、洪学勇、陈江、刘灿、

杨艳香、曾凡东、周存丰、周倩茹、陈文浩、杨丽婵、易卫明、陈青、唐世宾、王建锋、何静、张志成、马嘉鑫、

张浩、徐梓垅、许晓曼、杨丽娟、王海港、张宝君、叶以恒、林耿丰、林美钰、谢易格、李绮晴、乔小洋、印大为、

曾捷、张剑、王红、江兰、况潇、朱智星、邓洪焰、涂婷婷、陈晓萍、柯志航、董江天、江文武、张凯勋、张燕灯、

陈央冲、游楚娜、郭禹成、江兰、张帆、朱玉程、杨顺良、秦国英、游月美、王月、潘绮智、郑利芳、游美烟、王

文卿、李开辉、李帆、邓乔蔓、周文艺、徐军军、李若滢、孔紫玥、张宇、曾笑莲、陈剑薇、刘娇、陈新瑞、赵仪、

宋美、王柳蓉、曾显植、曾志军、贡植雁、张博禹、石悦均、张桓超、张冰利、庄碧佳、杨锐坤、江云、苗林、冯

佳欣、张新雨、刘美珍、蔡俊波等等绿源志愿者的倾情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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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源志愿者

Annual Report
2016 年度报告

支持我们

合力行动，改善环境。

如果您是热爱自然的行动派，

欢迎成为绿源志愿者，用行动带来改变。

如果您是关注生态环境的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大牛，

欢迎加入我们的咨询顾问团，施一技之长，助力环境改善。

如果您是具有环境责任感的企业、社会各界组织机构，

欢迎以赞助商、合作方或支持者的身份参与及支持我们的环保行动。

绿色未来，源于你我。

更多项目信息及如何参与，请与我们联系 :

官网：www.szhb.org

电话：0755-83695069

邮箱：contact@szhb.org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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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团队

感谢秘书处每一位小伙伴的付出：

朱珠、练海嫦、曾荣佳、郭旭燕、蒲春森、曾天虹、唐佳敏、郭雯怡

感谢 2016 年曾与绿源相伴的小伙伴：马泓珊、刘君、林丽珍

感谢张本深、李靓晗、曾喜莉等作为兼职或实习生提供的服务



电话：0755-83695069

邮箱：contact@szhb.org

网址：http://www.szhb.org

微博：新浪 / 腾讯 @ 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

微信：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 1001 号锦峰大厦 A 座 510

绿色未来，源于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