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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潇湘是一家湖南本地的环保社会组织，2007 年由一群

热爱家乡环境的湖南人成立，2011 年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绿

色潇湘的使命是致力于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提倡可持续的生活

方式。目前主要开展“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环保公众参与活动、

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绿行家公益徒步活动等项目。2013 年绿

色潇湘带领的湘江守望者群体获全国普法办、司法部和中央电视

台联合颁发的“CCTV2013 年度法治人物”称号。

注册信息

注册名称：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

登记机关：长沙市民政局

业务主管单位：长沙市科学技术协会

登记证号：580947777

组织机构代码：58094777-7

联系我们

电话：0731-85861192

邮箱：greenhunan@greenhunan.org.cn

网址：www.greenhunan.org.cn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南二环一段 518 号阳光 100

后海 1-15 栋 402 号房（后湖路）

微信：绿色潇湘（ID: ghgreenhunan）

微博：@ 绿色潇湘

从绿色潇湘创立之初将“环境知情权”作为核心工作手法，到 2016 年 9 月以组织

身份获得公益诉讼资格——从无到有，从 0 到 1。新的环保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环境知情、

参与、监督的权利，这让我们越发明晰：面对问题，不仅要保持精进勇猛的状态，更要具

备行使公民权利的视角。

绿色潇湘是国内第一个拥有自己“基本法”的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在 2016 年的“基

本法”修订中，我们再一次明确了“公众立场、直面问题、在地视角、开放真诚”为核心

价值观，这注定了我们始终要与本地公众、与一线环境问题紧密相联，与所有有意愿和行

动力保护自己家乡环境的个人、团队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生态大灭绝时代，成为一名环

境公民，并尽最大可能联结其他环境公民，守望相助，共进同行，是我们的必然之选，是

我们的价值基因——争取平等环境权益和坚持广泛的公众动员——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2016 已过，此刻不谈过往。我们愿意用更多的精力去畅想 2020 年的绿色潇湘是什

么样子，不与任何人做比拼，只与未来的自己作比较。

2017 年，

我们将全面拓展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将在湖南的实践推广至其他流域，我们希望

与全国成千上万的河流守望者在一起，让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

我们将坚持环境权利视角，以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为策略核心，以更专业的手

法推动本地环境议题发展。

我们也将更加坚定公众参与之路，运用更多元的手法带动在地公众走近身边的环境，

与家乡的山水、空气、土壤产生真实的联结。

我们还将继续坚持本地公众筹款，聚沙成塔，让每一个在地公众都成为我们的捐赠

人和支持者，与我们一起，构建大家心中共同的理想国。

谁说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当我们去创造它时，时机已到，未来已来。

绿色潇湘秘书长

不念过往，且看未来
——绿色潇湘 2017 年新年致辞

2017 年 2 月 11 日，

是绿色潇湘发起成立十周年的日子，

至此，

绿色潇湘走进下一个十年。

不念过往，且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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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发布“2015 年湖南省十大环境

事件”评选结果。这也是绿色潇湘连续第七年

开展湖南省十大环境事件评选工作。

2 月，发起“净滩百平米”项目，发动志愿者

参与清洁湖南各地的河岸，协助解决影响饮用

水安全的重要问题之一——河流垃圾问题。

2016 年，绿色潇湘在各地组织净滩活动 28 次，

共计 1735 人次参与，清理了约 40000 平米、

超过 2000 公斤的垃圾。

3 月 16 日，由湖南省政协委员李娟向省政协

十一届四次会议提交的第 0465 号提案暨《关

于保障志愿者监督权、维护志愿者人身安全的

建议》，得到了湖南省公安厅的回复。这是第

一份由绿色潇湘草拟并深度参与的两会提案。

4 月 4 日，联合四位环保摄影师一同发起的“湘

见·想见”公益影展顺利闭展。在为期两周的

展览中，四位摄影师向大家展示了从 2011 年

至 2015 年对于湘江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像记录。

5 月 19 日，向湖南省环保厅递交了《2015

年湖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公示》反馈建

议，共对 96 家企业信息提出不同意见，省环

保厅经过核查最终对其中的 4 家企业进行了降

级处理。

6 月 19 日，联合“水环境学习网络”的 7 家

机构一起在北京、黑龙江、江苏、甘肃等 8 个

城市开展“上游一公里”活动。2016 年，我

们共在 15 个城市，和超过 60 个学校 / 社区

744 个家庭一起开展了“上游一公里”活动，

探访我们自己的饮用水源地。

2016 年

7 月 6 日，受邀参与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召开的 “黑臭水体整治公众参与”

研讨会。2016 年，绿色潇湘共跟进湖南 13 个

地市黑臭水体 149 条，累计监督举报 426 条，

获得回复处理 425 条，有效推动了黑臭水体

公众监督工作，成为了全国环保组织参与黑臭

水体治理的典范案例。

8 月，开始筹建“守望者学院”，同时推出“春

风助长”计划和“谷雨同行”计划，从知识和

资金两个层面支持在地守望者的行动。努力实

现“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有守望者的地

方就有在地支持”的美好愿景。

9 月 26 日，“2016 年河流守望者年会”在

湖南长沙举行，来自全省各地 44 个志愿者团

队的 120 多名志愿者参加了此次年会。

10 月 29 日，联合湖南省律师协会、湘潭大

学法学院、法治湖南建设与区域社会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共同举办“首届环境公益诉讼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环保人士、律师围绕环境公

益诉讼的实践与发展进行研讨，并分享相关案

例。

11 月 5 日，联合湘潭环保协会、盘龙大观园

和湘潭在线主办 2016 湘潭“绿行家”20 公

里公益徒步筹款活动，这也是绿行家活动第一

次走出长沙，共筹集了 196135.12 元善款。

10 月 22 日在长沙举行的绿行家活动上，我们

共筹集了 116361.63 元善款。

12 月 19 日，“绿色潇湘诉长沙县江背镇乌

川湖村赤霞走马峡采石场、陈某、吴某破坏生

态环境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这是

2016 年湖南省立案的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

也是我省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案件。

Jan.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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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你的参与，
正在改变湖南的生态环境；
你的支持，
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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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大讲堂

小额项目资助

文化活动

守望者年会（120+ 人）

区域团队负责人会议

   稳步拓展：新增成员 155 人

  此刻，分布于 62 个县市，426 位河流守望者，正守护着湖南的湘资沅澧。2016 年，他们

发现并跟进污染案例 151 起，解决 98 起，发布日常环境监测微博超过 2500 条。

   创新探索：筹建“守望者学院”

   2016 年 8 月，绿色潇湘开始筹建“守望者学院”，同时推出“春风助长”计划和“谷雨同

行”计划，从知识和资金两个层面支持在地守望者的行动。希望真正实现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

有守望者的地方就有在地支持。

   快速反应：见证、参与解决 45 个环境问题

  过去的一年里，绿色潇湘环境快速反应中心总是在马不停蹄的集结、出发，第一时间赶往三

湘四水的污染现场，见证、记录现场的第一手信息。2016年，快反中心共计参与推动案例总计45起，

其中基本解决的有 18 起。

   多元化升级：多维度的社区共建

   除了传统的守望者年会、区域团队负责人会议外，2016 年，我们改良了我们的小额项目资

助体系，同时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活动来活跃整个守望者团队的氛围，促进大家相互间的交流，邀

请大家一起参与共建守望者社区。

155

45

多

升

河流守望者

绿色潇湘始终认为，本地人才是解决本地问题的中坚。应对河流污染，我们必须要发动河岸

边的当地人一起行动。2016 年，绿色潇湘继续深入到湘资沅澧的每一条支流，寻找那些有行动意

愿的当地人，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保护我们湖南的河流。我们的期望是“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

望者，有守望者的地方就有在地支持”。

43 期

11 次

04 次

01 次

01 次
（39 个 团队）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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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

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也许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们创

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和极度丰富的物质世

界。同样，我们也应当反思，我们将会给我们的子

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孩子是我们的希望，也是生态环境的希望。绿

色潇湘从 2014 年开始，将公众参与活动的目标群

体定位在了亲子家庭，希望通过吸引一个孩子参与

环保活动，撬动提升一个家庭的环保意识。

公众参与：

“霾的漂流记”是绿色潇湘开发的一款以“大气污染防护”为主题的亲子类环保科

普活动，提升孩子们对与空气污染的知识水平和防护意识。

2016 年，我们和 150 组家庭 1128 名学生和家长一起“霾的漂流记”，追踪我们

的空气污染问题。从 11 月起，绿色潇湘对该活动进行了改良升级，新版的“霾的漂流记”

将会为小朋友们带来更好的参与体验，提供更系统的空气保护知识。未来，我们将更多

地走进中小学，和学校合作一起来提升孩子们的空气保护意识。

“上游一公里”是绿色潇湘开发的一款以“饮用水源地保护”为主题的亲子类环保

科普活动，带领孩子们一起步行关注城市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的环境状况。

2016 年，我们共在全国 15 个城市开展了 39 场“上游一公里”活动，超过 620 组家庭、

2195 位市民直接参与。特别令孩子们高兴的是，长沙、常德两位市长还亲笔回复参加活

动的小朋友的信，表示感谢小朋友们的关注，未来要加大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力度。

2016 年 10 月，“上游一公里”活动正式入驻南都公益基金会战略转型项目“中国

好公益”平台，将为全国更多的水保护组织提供活动支持。

上游一公里 : 探索饮用水源地

霾的漂流记 : 追踪我们的空气污染问题

和孩子们一起守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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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在地行动，回应本地污染问题一直是绿色潇湘最核心的工作。2016 年，我们继续坚守在湖南环境问

题的第一线，和政府、公众一起应对本地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2016 年，我们重点发起了“扫黑行动”应对城市黑臭水体难题；开展“净滩百平米”，协助解决河流垃

圾问题。此外，我们还完成了针对全省 14 市州 22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摸底调研，为即将开展的水源地保

护项目积累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长期以来都是包

括绿色潇湘在内的本地环保组织的软肋，也

是阻碍我们更深层次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的一

大短板。从 2015 年开始，绿色潇湘着手搭

建自己的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团队，系统化

地参与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程。

2016 年，我们再接再厉，撰写并提交了

9 篇环境政策建议报告，涉及公众参与、水

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多个议题。

在环境法律倡导上，我们联合湖南省律

师协会、湘潭大学法学院、法治湖南建设与

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了“首届环

境公益诉讼论坛”，和专家学者、公检法机

关并肩一起，为湖南的环境公益诉讼发展建

言献策。

我们也在不断创新、挑战自我。2016 年

的一头一尾，我们在法律与政策倡导工作上

实现了两大突破：

2016 年 1 月，我们草拟了绿色潇湘第一

份两会提案并汇报至湖南省政协委员李娟，

形成的《关于保障志愿者监督权、维护志愿

者人身安全的建议》（第 0465 号提案）递

交至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最终得到了湖

南省公安厅的回复。

2016 年 12 月，我们发起了作为原告的

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于 12 月 19 日在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这也是 2016 年湖

南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法律与政策倡导：

“扫黑行动”：湖南 129 条黑臭河被我们承包了
城市黑臭水体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城市人居环境，同时也是国家《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重点内容。2015 年 8 月，住建部、环保部发布《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同时创新性地将公众参与作为重点工作进行推进。

在此背景下，2016 年 3 月，绿色潇湘发起“扫黑行动”，通过河流守望者网络动员全省各地的市民参与

城市黑臭水体监督工作。2016 年全年共跟进湖南 13 个地市黑臭水体 149 条，累计监督举报 426 条，获得回

复处理 425 条，有效的推动了黑臭水体公众监督工作，成为了全国环保组织参与黑臭水体治理的典范案例。

“净滩百平米”：清洁河流垃圾，为饮水安全排雷
你随手丢弃的每一片垃圾都将可能流入我们的河流，漂流在我们的饮用水源地。

这些富含毒素的垃圾在河水中在浸泡下分解或被鱼类吞食，最终又回到了我们水杯

里、餐桌上。如果我们再不行动起来，减少浪费，清理河流垃圾，最终危害的不仅

是我们的河流，更是我们自己。

为了弄清我们河流垃圾的构成，协助解决河流垃圾问题，2016 年 2 月，绿色

潇湘发起“净滩百平米”项目，动员志愿者参与清洁湖南各地的河岸。仅 2016 年，

绿色潇湘在各地组织净滩活动 28 次，共计 1735 人次参与，清理了约 40000 平米、

超过 2000 公斤的垃圾，相当于 10 个足球场面积、30 个成年人的重量总和。

做最在地的环境智库

包装袋
饮料瓶

泡
沫

......

河流
垃圾

专项行动

直击黑臭水体与河流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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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助会

湘助会是绿色潇湘发起的一个年捐项目，希望汇聚全体湘人的力量，给予家乡的守望者持续

而长远的支持。２０１６年，绿色潇湘的年捐项目“湘助会”新增捐赠人４８人，全年共计

捐赠１３１００元善款。这些捐赠人来自北京、上海、香港等 20 个城市，多数为在外地打

拼的湖南人，通过每年定期捐赠 200 元 /500 元支持家乡的河流守望者。

线上筹款

为了给环保活动筹集更充裕的经费，绿色潇湘也在积极通过线上平台发起筹款活动。2016年，

我们通过腾讯乐捐平台发起了两次筹款活动，为“守望澧水清源”和 “净滩 100 ㎡保护湘江”

两个项目进行筹款，共有 2875 人向我们捐赠了 135088.28 元善款。此外，我们还通过淘

宝公益店、支付宝等平台获得了 7811 元善款捐赠。 

公众既是绿色潇湘首要服务对象，也是我们最坚定的支持者。感谢过去一年你对绿色潇湘慷慨相助，因

为你的支持，让我们更有力！我们也将竭尽全力做好我们的工作，实施更严格的财务管理，不辜负你的

一点一滴爱心。

绿行家 20 公里徒步公益活动

绿行家是由绿色潇湘发起的一项亲子户外公益徒步活动。参与者须通过线上报名组建

3-6 人的队伍，在三个月内完成筹款目标，捐赠给环保公益项目，同时在 6 小时内完成 20

公里徒步挑战。

2016 年，绿行家活动第一次走出长沙。11 月 5 日，绿色潇湘联合湘潭环保协会、盘龙

大观园和湘潭在线主办了 2016 湘潭“绿行家”20 公里公益徒步筹款活动。共有 86 支队伍

参加了此次活动，筹集了 196135.12 元善款。

10 月 22 日，绿行家连续第四年在长沙举办。共有 421 人组成了 80 支队伍参加了我

们的活动，共筹集了 116361.63 元善款。另有 16 家爱心企业对本次活动进行了大力支持，

捐赠了价值超过 19 万的物资。

公众
筹款：

（扫描二维码关注
绿行家活动信息）

（扫描二维码关注
绿行家活动信息）

（打开手机淘宝扫

描关注绿色潇湘淘

宝公益店）

* 说明：本报告中的财务数据均为未经审计前的数据，最终数据将以审计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谢谢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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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湘江

绿色潇湘联手海信广场发起了“信守湘江”公

益品牌项目，主要通过海信广场的平台举办公益义

卖、环保活动等方式支持绿色潇湘的湘江保护工作。

2016 年，在“信守湘江”的品牌下，我们共同举办

了小 C 公益屋圣诞义卖、感恩便当等活动，吸引了

大量市民的关注与支持。

媒体传播

绿色潇湘珍惜每一个与公众接触的机会，向大家展示我们志愿者的风采，传播环境保护信息。2016 年，

我们继续活跃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发布了 237 篇微信稿，466 条微博，收获了超过 115 万次阅读量。此外，

在媒体伙伴的支持下，我们的工作在新华社、湖南日报、湖南卫视等省内外媒体上亮相，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们。

感谢记者伙伴们，因为有你们，让我们的声音更坚定、更响亮。

湘江·想见公益影展

3 月 22 日，由绿色潇湘联合肖毅、李锋、刘科、

刘东四位环保摄影师一同发起的“湘见·想见”公益

影展在海信广场开幕。在为期两周的展览中，四位摄

影师向大家展示了从 2011 年至 2015 年对于湘江生态

环境变迁的影像记录。参与记录的摄影师都是生活在

湘江边的普通人。四个人一台车，带着对湘江的执念

与希望，走近江湾、爬上山脊、淌过浅滩，以最草根

的方式、用最真实的感知去体验、记录湘江的美与痛。

荣誉

2016 年 5 月 27 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绿化委员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 8 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母亲河奖”在

京揭晓，绿色潇湘获颁“‘母亲河奖’绿色团队奖”。

10 月 20 日，在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主办“2016 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实践高端论坛

暨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成立 20 周年庆典”上，绿色潇湘获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创新奖”。

品牌传播
：

绿色潇湘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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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7

2017 年，是绿色潇湘发起成立的第十年，也注定将是充满挑战与希望

的一年。过去的十年里，在你的帮助与支持下，绿色潇湘取得一系列

令人可喜的成绩。新的一年，期待我们一起携手走进绿色潇湘的第二

个十年。

发起成立河流守望者中心，在长江寻找更多的守望者参与大保护

在中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背景下，

我们将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发起成立“河流守望者发展中心”。首度走出湖南，与

长江沿岸的核心水保护组织合作，推广复制河流守望者发展模式，组建在地河流保护联

盟，一起参与长江大保护。 

完善守望者学院建设，为守望者提供全方位支持

2017 年，我们将继续完善“守望者学院”的建设，优化学院课程体系和资助体系，

深入开展“春风助长”计划和“谷雨同行”计划，从知识和资金两个层面、多角度支持

在地守望者的行动。

聚焦饮用水源地保护，回应本地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

2017 年，我们将配合省委省政府的饮用水源地专项整治工作，通过构建“三湘护

源人网络”、政策倡导等形式进一步推动消减饮用水源地污染源，保护我们共同的饮用

水安全。

复制与共享公众参与活动工具，坚持公众筹款实践

2017 年，我们一方面将继续对“上游一公里”、“霾的漂流记”两大公众参与项

目进行改良升级，借助中国好公益平台对项目进行规模化复制与共享；另一方面，我们

也将持续展开公众筹款实践，特别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公众筹款尝试。

筹建长江环境法论坛，积极开展环境政策与法律倡导

2017 年，我们将进一步整合、拓展在环境政策和法律上的资源。以筹建长江环境

法论坛为平台，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共建法律诊所、合作开展公益诉讼等形式，联合

长江流域的重点高校、律所、环保组织共同参与环境政策与法律的倡导，从法制与政策

的层面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十年，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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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绿色潇湘团队主要由理事会、执行团队构成。2016 年，我们在完善机构治理体系

的同时，团队规模不断壮大，让我们有更充分的人力为保护湖南的环境而奋斗。机构现
有理事 9 位，来自企业、媒体、高校等社会各界，其中常任理事 7 人，终身荣誉理事 2
人，监事 1 人；执行团队现有成员 17 人，其中全职 15 人，兼职 2 人。

理事会（按加入先后顺序）

终身荣誉理事 : 章志标    程   娟 

理              事 : 刘    盛（兼首席顾问）      文   钰（理事长）      刘建勇      贺秋萍                              
                        张学文                               张碧文                        张贤铭（副理事长）

监              事 : 闵    捷

* 原副理事长杨博智于 2016 年 10 月辞任副理事长一职，同时不再担任理事。

致谢（排名不分先后）

政府部门

环保部宣教司      环保部政研中心      湖南省人大环资委      湖南省文明办   

湖南省环保厅      湖南省水利厅          长沙市环保局             株洲市环保局   

湘潭市环保局      长沙市科协              开福区环保局            益阳市环保局   

衡阳市环保局      长沙市检察院

公益组织

企业

学校 / 研究机构

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湘潭大学法学院      中南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   长沙市明达中学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

腾讯公益基金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全球护水者联盟

P8 可持续创新社区

绿满江淮   

绿色大学生论坛

绿色汉江

绿色龙江

绿石环境行动中心

绿驼铃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太平洋环境组织

中华环保联合会

阿拉善 SEE 湖南项目中心

鸿芷   

蔚然大连

芜湖生态中心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空气与水保护基金

自然之友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

湘潭环保协会

湖湘自然

人人公益   

小鸭嘎嘎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合一绿学院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开福区环保联合会

HOME 共享家

环友科技

阿里巴巴集团

海信广场

三湘银行

远大集团

湖南日报集团   

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上汽大众

湘江电缆

顺丰速运

先导洋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洋湖湿地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

* 原总干事戴晓艳于 2016 年 10 月离职。



绿色潇湘绿十条

1. 节约用纸

2. 节约用电

3. 低碳出行

4. 节约用水

5. 增强物资使用频率

6. 提倡光盘行动

7. 践行垃圾分类

8. 减少白色垃圾

9. 零垃圾出行

10. 禁止公共场合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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