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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2011 年，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简称“绿驼铃”）在甘肃省民政厅和甘肃省科

学技术协会的领导下，在甘肃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甘肃省环保厅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在

绿驼铃各位理事、志愿者、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下，绿驼铃立足甘肃，

直面各种环境问题，在环境宣教、志愿者发展、水资源保护、社区发展、灾后重建、草原保

护等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日常工作与能力建设

（一）办公室

2011 年，为推进绿驼铃各项工作进一步实现规范化、专业化，办公室统一发布了绿驼

铃考勤请假制度、日常工作规范等文件，并传承了每周召开工作例会、内部培训汇报分享、

定期志愿者交流等良好的工作习惯，充分营造了绿驼铃平等、务实、参与、和谐的工作氛围。

同时，绿驼铃办公室也致力于搭建一个志愿者互相交流、环境保护知识相关培训和接待外界

人士到访的交流平台。在 2011 年中，先后有来自 7 家媒体的记者到访绿驼铃办公室，采访

报道绿驼铃的工作；有来自 16 家的民间环保组织及科研院校共 31 人到访绿驼铃办公室，参

观交流，共享资源。

（二）环境书籍影视资料中心建设

目前，绿驼铃环境书籍影视资料中心各类图书、音像资料约达 7000 册（张），通过近

年来的宣传推广，2011 年，图书影视资料借阅率较往年有所提高，未出现资料损毁、丢失

现象。为使更多关注环境的人士及时了解环境信息资讯，绿驼铃向多家单位、个人定期赠送

环境期刊、书籍，如《青年环境评论》、《中外对话》、《绿色的跫音》等，深受志愿者欢

迎。

（三）绿驼铃网站和电子通讯

绿驼铃网站（www.gcbcn.org)是绿驼铃为了更好的宣传环保理念，使志愿者、合作伙伴

及广大市民能通过网站获知绿驼铃的各项目工作进展、活动通知以及甘肃省环境信息等内容

而创建的，在方便与绿驼铃交流和沟通的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截止 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绿驼铃网站（中文）上发布的信息共计 9182 条，总访问人数达 47902 人。为推动

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绿驼铃英文网站（http://www.gcbcn.org/en)运行正常,国际志愿者

们可以通过访问绿驼铃的英文网站来了解甘肃省环

境信息及绿驼铃开展的各项工作。同时，为宣传黄

河上游水资源保护、利用等状况，绿驼铃还开通了

黄河上游水环境守护者网页

（www.gcbcn.org/yellowriverkeeper），欢迎访问

了解。

绿驼铃每月在网站上发布月度工作动态，及时公开绿驼铃各项工作进展及工作计划。

（四）组织建设



目前，绿驼铃拥有专职工作人员 6 名、兼职工作人员 2 名、实践者/实习生 6 名。2011

年度，共有两位新成员加入绿驼铃，分别担任水环境项目助理和玛曲草原保护项目助理。

2010 年的实习生尝试初显成效，涌现评选出三位优秀实习生。2011 年，在总结实习生

招募管理的经验基础之上，绿驼铃拥有 6 名实习生，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学习成长，并为推动

绿驼铃各项工作的进展付出努力。为加强绿驼铃新入职

员工及新进实习生对公益行业、环境保护的认识，同时

也为建立组织归属感，绿驼铃针对新入职员工及新进实

习生开展了系列能力建设培训，内容包括公民社会及NGO

行业背景、环境英语、项目计划与策略、办公室礼仪规

范及财务知识分享、甘肃环境状况分享等，受到参与者

好评。

2011 年 8 月，为加强团队间的沟通融合，绿驼铃组

织工作人员、实习生等共计 11 名成员前往青海湖开展团

队建设活动。

2011 年 12 月，为加强团队建设和团队协作，回顾

评估以往项目工作，并规划讨论 2012 年度的工作方向，

绿驼铃特别邀请外部协作者开展绿驼铃 2012 年度目标

和工作计划讨论会议，成果丰硕，绿驼铃将在未来的工

作中以战略计划为指导，加强团队沟通协作，共同推动

绿驼铃工作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绿驼铃项目

（一）绿驼铃志愿者活动

历年来，绿驼铃都非常重视为志愿者提供认识环境、了解环境的机会，并积极搭建志愿

者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并将开展公众环境教育，支持志愿者发展，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行动作为绿驼铃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总结历年开展自然大学活动所积累的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2011年，绿驼铃经过三次集中式主题讨论后，系统规划了绿驼铃志愿者活

动的工作目标及工作内容等重要指标，并融入以水资源为主题的“黄河大课堂”系列活动，

推动绿驼铃志愿者活动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2011年，绿驼铃先后组织志愿者开展了社区低碳宣传活动、植树活动、保护玛曲湿地

专项行动、黄河水环境“认知之旅”系列活动等共计 17次，直接参与志愿者 300余人次，

受益人群约 910余人次，媒体报道 6次。通过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学校、公园、机场等公

共区域开展低碳生活、绿色出行、水资源保护等主题的公众宣传教育活动，使参与志愿者及

受益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环境保护知识，提高了环境保护意识，同时也有力的推动了绿

驼铃组织公信力的提高。

2011 年 6 月 17 日，

绿驼铃与甘肃广电报业传

媒有限公司、海航兰州机

场公司等单位在兰州中川

机场航站楼共同举办了

“倡导绿色出行，共创低

碳生活”大型环保宣传活

动，通过现场发放低碳生



活手册、滚动播放绿色出行宣传展示片、启用电子版碳计算器等活动向现场旅客及公众介绍

在日常生活中及乘坐飞机的过程中如何绿色出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场约有 70名公

众参与此次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知识的了解。同类型的公众宣传

教育活动还包括在天庆嘉园开展的社区环保宣传活动、世界水日纪念活动、动物园宣讲活动

等。

2011年 8月 8日至 12日，在互动百科、中国数字科技馆等单位的共同支持下，绿驼铃

组织志愿者开展了酷夏-黄河水环境“认知之旅”活动，参观走访了安宁污水处理厂、水车

博览园、威立雅水务集团等单位，同时分时段对黄河水质进行检测。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参

与志愿者了解黄河水质、水资源现状及关于黄河的变迁历史等知识，将实地考察与知识传播

相结合，受到志愿者欢迎。同类型的自然考察实践活动还包括“乐水行”观鸟活动、玛曲湿

地保护专项行动、可口可乐公司污水处理线参观活动等。

（二）绿色记者沙龙

为搭建新闻媒体与环保 NGO 之间沟通的桥梁，更

好的合作推动甘肃环境保护事业。2011 年 4 月 9 日-10

日，由甘肃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共青团兰州大学

委员会和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联合承办的“甘

肃省绿色记者沙龙”交流座谈会在兰州大学如期召开，

共有 57 名嘉宾应邀参加此次交流论坛。

此次论坛邀请“绿色记者沙龙”发起人汪永晨及

多位资深媒体人，共同讨论前沿环境议题及媒体关注

的环境领域问题，并就如何高效的与媒体沟通展开讨论。在 10 日的论坛中，还特别邀请了

来自于《时代周报》记者王鹏和甘肃政法学院新闻系主任张俐亲临授课，用图文并茂、理论

联系实践的讲座为 NGO 组织和各大高校环保社团关于如何做好活动宣传上了生动的一课。

此次论坛成果丰硕，从各个层面为参会代表提供了一个沟通研讨甘肃环境问题，了解环保组

织动态的平台。

（三）甘肃水环境项目

甘肃省大部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是中国最干旱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随着人口，

经济发展，甘肃水污染问题加剧，水环境不容乐观。黄河干流兰州段、临夏段、白银段污染

一直较为严重，黄河支流流经地天水

市、定西市、庆阳等地河流污染呈现

加重趋势，同时以上地区均为甘肃主

要人口聚集地，饮用水问题也日渐突

出。

自 2006 年 7 月，针对甘肃省水资

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绿驼铃开展了

各项工作，希望通过绿驼铃的工作改

善已经被破坏的和正在恶化的甘肃省

水环境，在不断提高团队自身的行动

能力的同时支持相关组织的发展。甘

肃省水环境治理与交流项目已经开展

了五期。2011 年绿驼铃水项目以黄河上游流域为关注地区，重点关注兰州、白银、临夏化

工工业企业污染以及庆阳地区的饮用水问题，调动社会力量关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的水环境



问题，同时在水污染受害社区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黄河上游守护者”行动旨在关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的环境变迁以及监督人类活动对于

河流水环境的影响，同时积极应对和改善已经遭到破坏的河流环境。2011 年“黄河上游守

护者”行动包括志愿者“乐水行”活动和河流定期监测调查两部分组成。绿驼铃“乐水行”

活动带领志愿者沿黄河参观了市民广场、水车园、近水广场、龙源公园、湿地公园等景点以

及威立雅水务集团、可口可乐公司、安宁污水处理厂等企业，对身边的环境有了更多认识。

绿驼铃河流定期监测调查也逐步形成了志愿者每周一次的黄河水质检测和污染源监督的体

系。今年还专门对黄河的支流洮河临洮段、永靖段和泾河庆阳段进行了生态和环境调查。

污染企业监督治理和突发性环境公共事件应对机制建立。绿驼铃作为公众的代表，通过

收集和关注环保部门和媒体公布的环境污染信息，以中国水污染地图、清洁生产和绿色选择、

上市企业环保核查为基础，积极与相关部门和企业进行沟通，实现企业对环境负责的污染治

理模式。2011 年共收集环境信息 60 余条，进行两次集中污染企业定位行动，参与 3次企业

环境保护工作检查，联合国内 11 家环保组织对 2 家上市企业环保核查向甘肃省环保厅递交

了提示信，并就反馈的环境问题与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向甘肃省环保厅、武威市环保

局、酒泉环境评价所等 6 家企事业单位发送了近 30 次环境信息公开申请，部分得到回复。

绿驼铃已经开始逐步发挥 NGO 的社会和环境监督作用。同时，绿驼铃工作人员也受聘兰州市

环保局政风行风监督员、环保义务监督员，工作得到了认可。在以往绿驼铃应对突发性环境

公共事件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国内环保团体工作方法，2011 年讨论制定出了绿驼铃应对突

发性环境公共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将为今后的突发事件判断、启动、工作内容和结束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

关注饮用水健康安全。自 2010 年绿驼铃成功解决梁

家湾村饮用水问题后，2011 年，绿驼铃重点关注了武威

市白塔河和众多企业围困的社区健康发展和饮用水安全

问题。在武威市以沙子沟村为代表的多个村饱受污染围村

之苦，沙漠排污的“全圣纸业”和“荣华集团”，以及在

受白塔河排污的以“达利园”为代表的武威市东工业园区

共同对当地社区的浅层饮用水和空气质量造成了严重影

响。绿驼铃积极开展社区调查，向村民发放《水污染受害

者法律援助手册》，对社区地下水取水送检，向村民发放

净水剂应对水质变化问题。通过 10 次的社区、企业、政

府走访和调查，2011 年 5 月沙漠排污的全圣纸业彻底关

停，6 月由城市搬迁至农村的“荣华”就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法》的要求在社区居民中重新召开了公众意见征询会

议。10 月绿驼铃拜访了东工业园区企业，通过与企业及政府交涉以及走访取证等方式寻找

一条能够解决白塔河污染的方法。

水环境教育与促进

青年志愿者成长。经过

2010 年水环境教育第一

次培训后，2011 年 4 月对

开展环境教育的高校社

团骨干举办水环境教育

技能培训，鼓励指导社团

在市民及中小学校开展

环境教育活动，在兰州饮



用水源地，绿驼铃向周围中学提供水质快速检测试剂，建立“黄河上游守护者青少年行动基

地”，为当地学生提供直观了解黄河水质的机会，对兰州水源地进行定期监测。下半年结合

“社区戏剧教育工作坊”，绿驼铃分别在明仁花苑社区、兰州各高校和中小学校开展了 20

余次工作坊和社区戏剧教育工作培训。经过一年的努力，编制完成《水环境教育手册》，为

志愿者们开展水环境教育提供了一个参考。青年一直是绿驼铃开展各项活动的生力军，2011

年绿驼铃继续以促进青年志愿者成长为目标，举办了“兰州高校水环境暑期项目交流会”和

“社团能力建设培训”，提升青年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

（四）生态农业与合作社项目

绿驼铃“葵花种植与生态农业示范推广项目”旨在通过在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牛家河

村推广以葵花种植为主的生态农业，推动当地农户自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改善贫困农户

的生计问题，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减轻当地土壤污染状况，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近两年的社区工作，会宁葵花推广种植及统购统销得以初步实现。2011年，绿驼铃在

社区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进一步培养合作社社区领袖、协助合作社统购统销、开展妇女文化

活动及推动合作社硬件建设。这一系列举措得到合作社理事及社员的认同和欢迎，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合作社的工作能力及社区凝聚力，推动了项目目标的进一步实现。

2010年下半年以来，在行动援助及聚贤社的支持下，为培养合作社社区领袖，绿驼铃

参与在牛河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中选举出三名社员（一名女性）作为农村实践者参与一系

列能力建设培训活动。农村实践者先后在北京、重庆、贵州雷山等地参加了相关主题的参与

式培训，学习以专业的视角挖掘自身社区存在的问题，以专业的方式参与改变，并成立实践

者小额项目团队。通过培养农村社区发展的骨干力量，建立专业团队解决社区问题。

2010年至今，绿驼铃协助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葵花籽种和对困难种植户赊贷籽种，实

现了合作社葵花种子的统购，为当地村民节约种子成本达 40000元。但是 2011年受干旱气

候的影响，导致葵花颗粒小且不饱满，合作社统一销售葵花事宜遇到重大挑战。因此，在

2012年的工作计划中，绿驼铃也将重点关注合作社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

通过以往的工作调查显示，牛河村

妇女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缺少文化

娱乐活动。因此绿驼铃在协助农户提高

经济收入的同时，更注重推动妇女能力

的提升及整体精神面貌的改善。2011
年 3月-- 7月，为增强社区凝聚力，调

动妇女参与积极性，提升妇女社会地

位，绿驼铃志愿者和农村实践者团队在

牛河村开展“我行我绣”妇女刺绣活动

比赛和“亲子桥”小组活动。这些活动

在提升妇女参与性，激发妇女内在潜能

的同时，推动了当地的文化建设，并在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区妇女团结性与

互助性，为合作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合作社硬件建设方面，自项目开展以来，绿驼铃先后向合作社捐赠葵花种子清选一体

机、资金、图书、办公设备等基础设施。葵花种子清选机与资金的投入，为合作社“统购统

销”模式给予了技术与资金上的扶持。通过帮助合作社建立图书室，合作社社员可以利用闲

暇时间阅读种养殖及科教文卫等方面的书籍，提高了合作社社员的知识水平，也丰富了社员

的文化生活。



（五）灾后重建与灾害管理项目

在 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甘肃陇南文县的茶园村是文县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地

震造成该村 4人死亡，705间房屋、圈舍、厕所、沼气池报废，4处人饮工程全部报废。地

震发生后不久，绿驼铃开始在茶园村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截止 2010年 12月份，绿驼铃完成

在茶园村的生态建筑推广工作，茶园村的家园重建工作基本结束。

为了完成房屋重建，茶园村村民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而，帮助村民发展生产、恢

复生计成为灾区的主要任务。而震后重塑社区风貌，美化社区，帮助社区走出震后阴影，也

需继续开展。因此，2011年绿驼铃在茶园村的

工作重点是村道的垃圾集中处理以及社区能力

建设。

绿驼铃通过村民访谈、村民小组会议以及

政府访谈完成垃圾集中处理的前期调查，形成

分路段建设垃圾房的集中处理方法，并达成了

“政府与绿驼铃提供建材，村民出义务工”共

同建设垃圾房的协议。最后，经过各方努力，

茶园村共建成垃圾房 9 个。为了使垃圾房得到

有效利用，在村民配套 20%资金的情况下，绿驼铃为村民共提供家用垃圾桶 88个。同时，

先后携手香港浸会大学、文县二中韵绿自然环保协会开展了村道垃圾清洁、垃圾分类回收宣

传以及“清洁地球日——垃圾清洁比一比”等活动。通过“参与建设——意识宣传——参与

清洁”思路下设置的系列活动，茶园村村民对垃圾桶和垃圾房的使用率提高，村道的垃圾也

大幅度减少，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在社区能力建设方面，为了将生计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推广有机茶叶种植，帮助村

民成立生态茶叶合作社，绿驼铃带领 20名村民代表赴有机茶种植大村李子坝参观交流，也

曾邀请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汪维行和荣春丽

老师为村民开展合作社基础知识培训。在参与各

种学习活动之后，茶园村村民掌握了合作社成立

与经营的基本知识，并积极为合作社的成立筹备

做贡献。

除此之外，《茶园导赏手册》的编写完成增

加了村民对家乡的了解及自豪感，来自香港浸会

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丰富了

村民的闲暇生活，西南民族大学的叶宏老师也为

村民带来了灾害管理知识，以提高村民防灾备灾

的意识。

2011年 9月，绿驼铃正式结束在茶园村的灾后重建项目。通过三年的社区工作，绿驼

铃与政府、村民共同谱写了社区重建、发展与保护的篇章。项目的结束不意味着社区发展与

保护的结束，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茶园村的每个村民都能为家园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六）玛曲黄河草原生态保护交流项目



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的玛曲湿地是青藏高原湿地面积较大，是最原始、最

具代表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自然湿地之一。此处对黄河水源具有特

殊的涵养作用，素有“黄河之肾”之称，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功能。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不合理的放牧方式等因素影响，玛曲县 1288万亩草场中有

90％以上的草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鼠害情况逐年加重。玛曲草地的退化沙化，对

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

绿驼铃从 2010年起，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玛曲县开展草原保护项目。在 2010年调

研的基础上，2011年草原保护项目的工作重点在于社区保护及学校环境教育。

该项目以“多方合作，共同保护”为基

础，绿驼铃联合政府、研究机构、企业、民

间组织以及社区等在玛曲推动保护工作。在

兰州大学杜国帧教授及其研究生团队的协

助下，绿驼铃工作人员曾走访 2个城镇 7个
乡调研玛曲草原现状，并选定阿万仓乡道尔

加 5队作为目标社区；2011年 6月 5日系第

40个世界环境日，在甘肃省青年志愿者协会

的支持下，绿驼铃携手当地政府部门及安利

公司甘肃分公司，在玛曲县开展“保卫黄河

之肾”系列宣传活动，为目标社区 8户牧民

捐赠太阳能设备；同时绿驼铃代表也参与了由绿家园主办的“黄河十年行”活动，在玛曲县

担当向导，向同行记者介绍玛曲概况，增加参与者对“黄河之肾”玛曲的了解；绿驼铃与民

间组织绿哈达、当地志愿者团队“更盼环保联盟”共同收集藏族传统环保知识，编写藏汉双

语的环保乡土故事集。同时，与社区牧民包括妇女共同讨论社区保护计划，成立社区自然资

源共管委员会，推动联合草场经营、绿色畜牧产品生产销售等工作。

在环境教育方面，绿驼铃以“玛曲湿地保护”为主题与当地小学合作，分别在玛曲县第

一藏小及阿万仓小学开展 2次环境教育活动。在未来，绿驼铃计划通过与当地教育局、学校

老师合作，编写玛曲当地适用的藏汉双语乡土教材，搭建当地青少年环境教育平台。

（七）气候变化

2011 年因“京都议定书”续签问题、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多发，气候变化成为公众生

活中的热门词汇。为应对减缓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社会各界开始了积极的行动。自

2009 年绿驼铃正式成为“黄金标准”的支持者（GS-support）后，绿驼铃曾先后参与气候

变化碳基金项目的开发和审核，对项目进行监督，促进项目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环

境和社会效益。



2011年，绿驼铃分别向多个

农村能源项目申请碳基金提出

意见和建议。同时，也积极参与

了甘肃省内小水电站建设的意

见征询会。如 2010年 10月，绿

驼铃工作人员在张掖临泽县参

加了梨西四级 1.6MW 水力发

电 项 目 、 临 泽 县 梨 西 五 级

1.26MW水力发电项目、张掖临

泽县南台子三级 2.2MW 水利发

电项目利益相关方会议，来自县

级水利、环保、电力部门代表、

企业员工和社区居民参加了会

议。按照“黄金标准”新规则，

参会者对 12项关于环境、社会发展和技术及经济发展三方面进行逐一介绍和可持续发展指

标打分，并收集减缓相关影响的措施提议。绿驼铃分别在会议现场和当地人员联络，对项目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2011年 10月，绿驼铃工作人员参加了“黄金标准”学院会议，共同讨

论中国碳基金项目发展情况和核算体系。

展望 2012，我们满怀希望，。绿驼铃将继续秉承致力于西部环境保护事业和五年战略规

划目标，调动各界力量，促进多方合作，在黄河流域内开展水环境安全、社区发展和草原保

护工作，希望继续得到各领域专家、志愿者和伙伴们的关注与支持。

四、致谢

绿驼铃一年来的成绩离不开各环保机构以及个人的帮助和支持，再次特别向以下单位及

个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甘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共青团甘肃省委员会、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甘肃省环境保护

厅、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甘肃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共青团城关区委员会——绿驼铃各项

工作的指导和支持；

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绿驼铃各项工作的法律支持；

甘肃崇业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绿驼铃财务支持；

北京富平学校、北京绿家园、济溪环境交流网络——绿驼铃网站支持；

新华网甘肃频道、兰州日报、兰州市城关区爱心集结号网站、兰州晨报、新闻晨报、中

国气象频道——绿驼铃媒体支持；

冯乐然——绿驼铃环境戏剧教育支持；

铃木兰、刘伟、胡小军——绿驼铃能力建设支持；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绿家园、绿色和平中国、济溪环境交流网、青年环境

评论、西部阳光基金会、绿色潇湘、庆阳市政府办公室、甘肃省庆阳市能源办、共青团庆阳

市庆城县委员会、甘肃省宣传教育中心、兰州市环保局、武威市环保局、庆阳市环保局、甘

肃省庆阳市统计局、武威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武威市凉州区政府信息中心、兰州黄河风情

线管理办公室、庆阳市西峰区水务局、庆阳市庆城县环保局武威市凉州区环保局、定西市临

洮县水务局、庆阳市西峰区供排水公司、定西市临洮县给排水总公司、刘家峡管理办公室、

共青团庆阳市委员会、共青团兰州大学委员会、西北民族中学、兰州六十九中、兰州六十九

中阳光志愿者大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兰州理工大学环境保护协会、兰州理工大学机

电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环保协会、兰州大学绿队、兰州大学达



尔文协会、兰州交通大学大学生绿色工程协会、西北师范大学环境保护学社、科学松鼠会、

北京嘉禾绿洲环保甘肃分公司、天津环境影响评价西北分公司、酒泉环境评价所、威立雅水

务集团、兰州佛慈制药、武威荣华集团、甘肃达利食品有限公司、长庆油田陇东指挥部、中

石油庆阳石化公司综合办、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临洮县污水处理厂、兰州泽锐净水剂

公司——甘肃水环境项目支持；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美国环保协会、天庆嘉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甘肃联合大

学环境保护协会、西北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甘肃广电报业传媒有限公司、海航兰州机

场公司、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绿色出行项目支持；

国际行动援助、聚贤社、西北民族大学 08级社会工作班级、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甘肃省会宁县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各位理事及社员、甘肃省白银市人民政府、甘肃省会

宁县人民政府、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人民政府、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会宁生

态农业与合作社项目支持；

福特基金会、甘肃绿哈达可持续发展中心（筹）、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甘肃省青年

志愿者协会、安利甘肃分公司、绿家园志愿者、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玛曲县教热教育扶贫基

金会、 玛曲更盼环保联盟、玛曲县人民政府、玛曲县环保局、玛曲县畜牧局、玛曲县草原

站、玛曲县尼玛镇人民政府、玛曲县阿万仓乡人民政府、玛曲县曼日玛乡人民政府——玛曲

黄河草原生态保护交流项目；

福特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共陇南市委组织部、甘肃省陇南市人民政府、

中共文县委组织部、甘肃省文县人民政府、 甘肃省文县教育局、 甘肃省文县中庙乡人民政

府、 安泽国际（中国）救援协会、 四川 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

究及推广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成都观鸟会、 香港浸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环

境保护协会、北京阿尼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灾后重建与灾害管理项目支持；

甘肃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共青团兰州大学委员会、甘肃省环境宣教中心、中国环境报甘

肃记者站、“绿色记者沙龙”发起人汪永晨女士、青年环境评论霍伟亚先生、《时代周报》王

鹏先生、甘肃政法学院张俐女士——绿色记者沙龙支持；

兰州市动物园、兰州理工大学环境保护协会、甘肃中粮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中国数字科

技馆、互动百科、兰州大学达尔文协会——绿驼铃志愿者活动支持；

同时，我们要真诚的感谢所有民间组织的朋友们、绿驼铃理事、顾问、工作人员、实习

生和志愿者，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绿驼铃今天的发展与壮大，才有了公众环保意识的

提升，才有了西部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才有了绿驼铃美好的发展前景。

谢谢大家！

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