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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致辞
从 2013 年 8 月注册成立到现在，绿源已经走过

了两个年头。刚刚过去的 2015 年，绿源收获了很多

的硕果。从不到十平米的蜗居到 30 平米稳定的办公

室；从 4 个专职到 7 个人合理分工的团队；从 6 个志

愿者部增加到 8 个；从多头发展到项目定位和方向的

明晰化、专业化。从熟人圈的募款到 2000 多个陌生

人的捐赠……还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始将成熟的项目

复制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环保中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团队的成绩获得了各方的肯定，

从市级的优秀志愿者团队、优秀项目等多个奖项，到

获得广东省重点培育项目；基于两年来的积淀，绿源

志愿者更是获得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联合丰田汽

车推出的“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项目出访

学习资助”，这是所有绿源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然而，在深圳谈环保依旧是艰难的，因为深圳有

非常多的公园，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城市绿化和

蓝天是深圳的靓丽名片。所以，很多市民并没有意识

到环境的恶化，没有直接感受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对自

身造成的危害。以致于我们在发起河流保护项目的众

筹时，有一些不理解的公众在质疑作秀或圈钱。

我们知道，尽管做了很多，但对于日益恶化的环

境，对于公众环保意识的唤醒，改变才刚刚发生，未

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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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绿源作为志愿者社团，有着非常多热爱

深圳、热爱环境的环保志愿者，他们在别人抱怨的时

候选择了行动，在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中选择了相对

辛苦的环境保护。他们长期奔波于保护区以外的红树

林和黑臭的海湾与河流，穿梭在各个社区，积极影响

身边的人践行环保生活。

2016 年，我们将继续坚守在环保的第一线，和

政府职能部门、人大政协、媒体、企业、学校和环保

同行建立联系与合作，不断深化项目，有效推动环境

问题的解决。同时，继续推动公众参与，搭建公众参

与环保的桥梁，不断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也欢迎有

更多民众监督绿源的工作，汇聚更多绿能量，一起为

美丽深圳而努力！

关注绿源，关注我们自己的环境！保护环境，就

是保护我们自己！ 2016 年，绿源志愿者，继续用行

动坚持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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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2011 年，一群资深环保志愿者、公益团队共同发起成立深圳市绿
源环保志愿者协会，2013 年 8 月 6 日在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
专注于环境保护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社团。

使命：汇聚点滴绿能量，促进公众参与实践环保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绿源项目生态图景

绿源环协致力于对河流及入海口进行生态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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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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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绿色足迹 >>>

1 月 18 日

零废弃工作坊获得福田专项

资金资助并成功入驻社区开

展环保倡导活动。

5 月 1 日

绿源秘书处办公室搬迁至深

圳社会组织总部基地（福田）。

6 月 1 日

设立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绿源基金，可以向社会募

款开展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7 月 4 日

成功推动国家城市污水处理及

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南

中心捐赠大鹏新区南隆社区沙

坑村民宿污水处理试点。

9 月 9 日

“还深圳河一个清白”项目

参与腾讯首届“公益日”，

募集款项 85600.01 元。

9 月 18-20 日

首次参展第四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向社会

展示绿源的工作和成果。

9 月 30 日

大鹏分会成立，将立足大鹏

开展在地环境保护及社区环

保倡导活动。

11 月 27 日
作为唯一的民间环保组织
代表，参与《深圳经济特
区环境保护条例》立法后
专家评估。

12 月 27 日

主办“深圳跨界河流调研情况

报告会”，绿源志愿者被媒体

誉为“治污界的第三只眼”。

9 月 12 日

和香港大学睿智计划联合主办东江流域环保分享沙龙，来自江西、

河源、惠州、东莞、广州、深圳及香港的 30 余名民间环保组织

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交流分享。

5 月 31 日

第一届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顺 利 召 开， 大 会 通 过 2014

年工作总结及 2015 年工作

计划，并增选一名理事。

6 月 7 日

第四届户外清洁日顺利举办，

全国共有接近 3 万人参加。

3 月 22 日
邀请市民一起走读大沙河，

记录深圳水环境情况，从而

拉开 2015 年流域水污染防

治项目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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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生态保护：行动彰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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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守护深圳红树林
2015 年，绿源志愿者对分布在深圳东部、中部、西部的红树林生态仍在继续

保护。2015 年，培训红树林保育队员 136 名，共计开展活动 56 次，参与活动人
次 575 人次，服务时间 3271 小时。

开展“红树林卫士”能力建设，进行 6 场专业培训及讲座，培训 109 人次，
培训总时长 276 小时。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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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坝光，用行动说话
十几年来，从精细化工园到滨海电厂，再到国际生

物谷，坝光的命运几次变迁，2015 年，绿源环协提出国
际生物谷坝光湿地公园项目环评意见 2 次，提出坝光地
区规划环评意见 1 次。在民间力量的联合推动下，最终
使坝光银叶树湿地园规划转向侧重于保护红树林生态。

持续修复坝光红树林海滩，种植红树并进行海苔清
理、补种等养护工作。

助力银叶树物种延续
2015 年，项目组完成坝光盐灶小区银叶树种群调研

报告，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银叶树新旧更替问题采取了
补救性措施，在 2014 年培育 1400 棵银叶树苗的基础上，
2015 年再次培育银叶树苗 2000 余棵。

对外交流
参加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员会举办的

第七届中国红树林学术研讨会，参加由 IUCN 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举办的“未来红树林”中越红树林管理成果与
经验交流会。

公众倡导
项目组 2015 年开发了《红树林课堂》并不断进行

完善，先后进入福田小学、深圳南山实验学校鼎太风华
小学部等学校开设红树林课堂。

征集红树林画作，有十幅作品被选送至第 21 届联合
国气候大会，并在巴黎展出。其中优秀作品制作成红树
林明信片，将深圳的美丽寄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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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流深：擦亮治污“第三只眼”
深圳的水污染非常严重，全市 310 条河流，其中 173 条为黑臭河，茅洲河、观
澜河、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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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流域污染监督员，社会力量推动治污

2015 年，在河流及海湾周边社区招募了 30 名流域水污染监督员，开展了
包括水污染知识、新环保法、户外安全知识等在内的 11 场培训，全国排水委员
会专家委员熊杨老师、全国五名优秀环境律师之一的陈旭绯律师、清华大学张锡
辉教授等都为监督员进行了授课。

监督员实地走访河流 41 次，参与人数 115 人，累计走访 419 小时。举报
重大非法排污事件 10 起，使 3 家非法排污企业受到相应处罚。

12 月 27 日，“深圳跨界河流调研情况报告会”召开，现场就深圳河、观澜
河等河流的调研情况进行了汇报。报告会结束后，深圳晚报、晶报、深圳卫视法
治频道、深圳特区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推出深圳河流治污连载，绿源志愿者因此被
喻为治污的“第三只眼”。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
发布会现场部分优秀
流域污染监督员合影



9

推动信息公开

2015 年，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10 次及相关环评、规
划建议 5 次。1 月起推动深圳 57 家国控企业的环境信
息公开，在广东省重点企业监测信息发布平台（http://
epinfo.org/）盘点深圳 57 家排放污染物的国控企业是
否按照国家条例进行信息公开。该盘点共进行 12 期，推
动 100% 企业实现信息公开。共发现企业数据超标现象
7 次，推动近 20 家企业按时进行信息公开。平均每月推
动 10 家企业按时在平台进行信息公开。

企业定位

与 IPE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合作，对深圳、广州、佛
山三个城市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以及水质监测站进行桌
面调研定位 160 家。对深圳市 33 家企业进行了实地定
位调研。

对外交流

2015 年组织多场内外部交流活动，与香港大学睿智
计划联合举办“东江环保沙龙”，接待珠海·大学联盟
环保参访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师生交流，
参观布吉污水处理厂、与深圳市水务局等进行座谈，多
次参加广东省内及全国性的社会组织交流及培训活动。

公众倡导

联合绿趣社区走进河流及海湾周边社区进行水资源
保护宣传，并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环保酵素制作、自然
课堂等环保体验活动。2015 年，项目主要在深圳河、深
圳湾、福田河等河流周边社区开展了 10 余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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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绿趣社区共走进社区、学校和企业开展了 42 场活动，
包含自然课堂、环保酵素推广、废旧布料改造、厨余堆肥、环保讲座等
丰富趣味的环保体验，带动 1166 人次参与实践环保生活，志愿服务时
数达到 4695 个小时。

绿趣社区：让社区生活更环保
2015 年，社区零废弃项目升级为绿趣社区，是深圳市首个以推动居民
环保准则，实践环保为主题的社区项目，融合参与性，实践性，环保性，
开放性，乐趣性于一体的社区共享活动项目。

共分为：寻绿（科普趣味课堂 )、创绿（零废弃工作坊）、护绿（绿
色社区生活营造），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环保理念，利用社区废弃物品
进行加工再利用，倡导低碳生活的同时，增进居民间的互动交流和了解，
一起做自然手工，一起了解学习自然科普知识，了解生态美，共同推动
社区资源再利用、倡导居民低碳、环保行为准则，共建绿色社区。

寻  绿
（科普趣味课堂）

创  绿
（零废弃工作坊）

护  绿
（绿色社区生活营造）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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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壶暖流
2015 年度，衣壶暖流项目分别走进安徽梅市小学和西藏罗布沙小学，

共计捐赠夏季校服 870 套，冬季校服 603 套，环保水壶 700 个。另外
积极联动社会力量，向安徽省凤阳民政局捐赠衣物 1000 件，向肇庆市
怀集县永固中心小学捐赠学生桌子 40 张，椅子 35 张。

6 月 7 日上午，第四届“户外清洁日”暨“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
大型公益活动在莲花风筝广场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零废弃、零暖
化”，由深圳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深圳市蓝天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
深圳市义工联、莲花山公园等单位联合举办此活动。

共有来自广东、广西、山东、北京等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 46
个地市，161 个团队、27393 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报
名参加。

户外清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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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分部
2015 年，新增 2 个志愿者分部：深圳中学志愿者部和大亚湾志愿者部。

深圳中学志愿者部的志愿者平均年龄只有 16 岁，他们勇于担起保护环
境的责任，不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参与环保活动，更是将环保志愿者发展到
了校园。

大亚湾志愿者部目前全部由中广核研究院的员工组成，83% 为研究生以
上学历。他们将在清洁能源的开发推广及三废处理的技术应用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解决相关生产生活环境问题，同时将深入社区开展环保倡导，服务
社会，保护滨海生态环境！

截至 2015 年 12 月，共成立 8 个志愿者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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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学志愿者部和大亚湾志愿者部。

2015 年，各志愿者部都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环保志愿活动。深圳技师学院
分部为慈展会提供了大量的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秘书处各项活动；深圳中学
的高中生们对红树林湿地进行了深入调研，并走进下坪垃圾处理场进行调研；
新疆志愿者部除了开展环保宣传、清洁山野、校服捐赠等环保活动外，还结
合当地需求，开设了心理咨询室、月嫂培训班、再就业培训等一系列独具特
色的志愿服务活动。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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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故事：因为爱你，所以坚持不放弃
2015 年 12 月，协会缴费会员共有 83 名，全年组织服务 158 次，志愿服务参与 1350 人次，
服务总时长 5664 小时。绿源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但是，有一点是
相同的，他们热爱深圳，愿意相信行动的力量！ 

崔哥—红树林巡护队西涌组组长

身为组长，严格以身作则，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参与红树林项
目活动。他不仅自己积极做志愿者，更带动全家老小及同事
一起参与到红树林保育工作中，是名副其实的红树林家庭。

帆哥—绿源志愿者三组组长

对环保工作有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绿源组织的各项活动，
作为河流监督员观澜河小组的组长，长期负责带领组员对
观澜河进行走访调研，并积极参与其他小组的活动，是流
域监督员中的超级活跃份子，为深圳的环境保护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监督流域排污，有他一份力量！

俊哥—绿源骨干志愿者

作为碧水流深项目及滨海湿地生态保护项目的骨干志愿
者，积极辅助项目人员的工作，对发现的排污现象锲而不
舍，追根问底，跑步巡护河湾区排污口。同时善于分享、
不断学习，将自身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分享给新志愿者，为
倡导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做出表率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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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哥—绿源志愿者一组组长，滨海湿地保护东部组长

心系深圳红树林湿地的保育状况，善于学习，掌握红树林湿地的
各种知识，并成为深圳首批优秀自然教师。积极发动身边的朋友
参与到红树林的保育活动当中，影响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红树林保
育工作中。深圳红树林保育，有他一份力！

水哥—红树林项目与碧水流深项目的骨干志愿者

积极参与红树林的保护与河流的走访，参与碧水流深项目组项
目安排的工作，为深圳的环境保护无私地付出和奉献！同时在
生活中践行环保生活，倡导绿色出行。深圳生态保护，他用行
动来表达！

小郭—技师学院志愿者分部部长

无论机构大型活动，还是河流走访、绿趣社区的活动，都能看到他
的身影。作为志愿者分部部长，一直尽职尽责管理分部的各项事宜，
同时将绿源精神传递给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带领分部积极参与深圳
环境保护的各项志愿工作中，同时身体力行参与其他志愿服务。是
一位爱环保、践行公益时尚生活的新青年！

潘惠晶—吐哈再就业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

她始终奉行帮助他人、完善自我、服务社会的宗旨。积极开展扶
贫助残、敬老爱幼、就业指导等志愿者服务。协助分部创立了月
嫂中心、心理咨询工作室，组织开展了志愿者环保活动、为贫困
农村学校送温暖活动、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志愿者学雷锋、
志愿者趣味活动等一系列形式多样、惠及民生的志愿服务活动。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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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绿源滨海湿地保护项目助理

从义工到专业志愿者，燕子热爱红树林生态，作为项目助理，
积极起到带头作用，组织志愿者开展红树林保育工作，还常
常自发带领朋友到红树林做预警巡护。积极配合项目协调沟
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滨海湿地巡护工作建言献策。

赵凤良—绿源吐哈志愿者分部部长，吐哈再就业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她不断开拓志愿者协会工作领域，积极推动社区服务和油田志愿者事
业，创立了吐哈巾帼月嫂中心、心理咨询工作室。多次组织环保志愿
者活动，将环保捡约生活在新疆落地并实践，开展金秋助学志愿者服
务、帮困扶贫志愿者服务、敬老志愿者服务、促进就业志愿者服务、
维稳志愿者服务、心理咨询志愿者服务、平安社区志愿者服务等 9 场
志愿者活动，参加人数达 700 多人次。在帮困扶贫、敬老爱幼、环
境保护、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张继凯—一定好公司志愿者分部志愿者

他一直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积极参与到衣壶暖流项目的志愿活动
当中。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公司同事参与到项目中。利用
自己的行业优势以实际行动为山区的孩子送上一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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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财务状况
2015 年收入

756890.27 元

7830 元

764720.27 元

2015 年支出

327554.88 元

80335.3 元

407890.18 元

捐赠收入

会费收入

合计

项目支出

管理成本

合计

固定资产：19834 元

备注：2015 年收入中含 2016 年项目预收款，尚未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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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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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南中国环境基金、深圳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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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鹏新区社会建设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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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企创

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光合春田社会组织联合发展中心、路人甲公

益、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小鸭

嘎嘎公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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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园、深圳市福田小学、深圳市南山实验学校鼎太

小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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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胜清洁用品（深圳）有限公司、安博（中

国）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穆迪   牵手香港、深圳科赛威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摘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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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广东大埔县高陂中学 1987 届初中（1）班全体同学、学府小学（海

珠部）一 (5) 班、淘宝众筹 708 名捐赠人、腾讯乐捐 1638 名捐赠人、

陈毅、方芳、付小姐、华哥、黄城达、黄木信、黄伟光、黄伟良、

黄幸达、李春水、李开辉、李正军、林俊生、刘海龙、刘陈恩、刘

君、罗茗佳、苏桂花、王海港、王明英、谢杏春、熊杨、徐礼强、

伭志成、张锡辉、张小桐、郑康鑫、周宗文、朱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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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秘书处每一位小伙伴的辛勤付出
感谢 2015 年曾陪伴绿源走过一程的伙伴：王明英、刘韵陶、徐玉燕
感谢钟华、周宗文、郑紫燕、林玲玲、韦泽钦、李妙、刘毅敏、徐凡等
作为兼职或实习生提供的服务

绿源志愿者
2015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理事：黄幸达、朱珠、薛铮、李正军、刘海龙、沈成平、伭志成

监事：衣咏梅

顾问（按姓氏首字母排序）：陈耿洲、陈俊、陈旭绯、黄海峰、胡小军、梁通才、
马锦华、孟庆杰、熊杨、徐本亮、王文卿

志愿者（按姓氏首字母排序）：感谢十佳志愿者崔哥、帆哥、骏哥、潘惠晶、球哥、
水哥、小郭、燕子、张继凯、赵凤良；优秀志愿者蔡桂、曹井秋、曾祥冬、邓雯宜、樊国军、

丰冬琴、冯海慧、郭胜英、黄丹、黄敏、黄明东、黄燕娣、蒋秀芳、康镜霞、柯基梅、

黎文娟、李秀芳、李燕芸、林玲玲、刘进国、刘青华、刘淑琴、刘献磊、刘亿纯、罗翠

芬、明放、宁跃兴、彭应文、苏桂花、万玉辉、王勇、翁秀兰、徐英、叶瑞媚、张建林、

周志坚及每一位绿源志愿者的倾情参与和支持。

执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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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绿源，关注深圳人自己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