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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来访：考察云南腾冲县傈僳族村庄

健康、环境与发展论坛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召开

云南省图书馆文化讲坛：“环境与健康”专题公益讲座

YHDRA：“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第二周期启动

“和谐”《通讯》和《译丛》新刊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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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初，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the Yunna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YHDRA）环境与健康项目的资助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RBF）来访云南。本次来访，与RBF“中国南方项目”项目主

任郭慎宇女士（Ms. Shenyu Belsky）和项目助理杨刚先生同行的，还有RBF总裁Stephen 

Heintz先生和“全球治理项目”（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的Tom Kruse先生。

11月7日，在腾冲县妇幼保健院彭军支书的陪同下，RBF来访代表们和YHDRA理事

长张开宁老师、项目部主任江汀老师以及环境与健康项目负责人张艺蕴共同考察了腾冲

县上营乡窜龙村委会的傈僳族村新寨田。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来访：
考察云南腾冲县傈僳族村庄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来访：
考察云南腾冲县傈僳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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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寨田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山区少数民

族村寨，地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

内，虽山高路陡，却景色怡人。当天，RBF

来访代表们刚下飞机就直接踏上了青山绿水

的下乡行程，大家一路前行、毫不倦怠，甚

至放弃了停车午餐的休憩安排，只为与新寨

田傈僳族村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有更多

的时间去了解当地环境、健康与发展的相关

情况。此行考察，大家还沿路走访并参观了

腾冲县上营乡卫生院和上营村卫生所，RBF

来访代表们与乡村医生亲切交流，了解中国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层工作的情况。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怒江大

峡谷，坐落于怒江西岸。东西宽9千米，南北

长135千米，总面积12万公顷，以“生物多样

性”而闻名世界。作为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

珠，高黎贡山的森林覆盖率达85%，山势陡

峭，峰谷南北相间排列，拥有非常典型的高

山峡谷自然地理垂直带景观和丰富多样的动

植物资源。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阻挡了西北

寒流的侵袭，又留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使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保护区，形成了典型

的亚热带气候。在东西坡海拔1600~2800米地

区，是自然保护区的主体，它连接东喜马拉

雅区，组成了我国最引人瞩目的原始阔叶林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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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1日－13日，健康、环境与发展论坛（Forum on Health,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FORHEAD）第二届年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召开。年会聚集了

健康、环境与发展论坛
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召开
健康、环境与发展论坛
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召开

全国各地关注健康、环境和发展相关问题的100多位学者、政

府官员、NGO工作者与媒体记者共同讨论，促进跨学科的交

流与合作。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the Yunna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YHDRA）应邀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中国环境健康项目主任Jennifer 

Holdway女士、中科院地理所王五一研究员以及昆明医学院方

菁教授联合主持，涉及以下主题：

1. 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环境形势变化与健康问题及政策响应

2. 基于环境健康影响和健康风险的环境质量标准和制度安排

3. 公共卫生制度、公共卫生政策改革与环境健康风险应对

4. 环境与健康的政府综合决策

5. 公共参与、非政府组织、信息公开与健康风险

会议上，YHDRA理事长张开宁教授通过主题发言“农民

工职业健康相关公共政策分析——以云南为例”，在“公共卫

生制度、公共卫生政策改革与环境健康风险应对”部分与参会

者们分享了“云南农民工基本职业健康服务初步研究”的发现

与思考。

本届FORHEAD年会为研究者、决策者、NGO工作者及其

他关注环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

台。通过研讨，促进了为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与

健康问题而需要的跨学科、跨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论坛圆满成

功，顺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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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7日，由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the Yunna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YHDRA）和云南省图书馆及《春城晚报》联合举办的“环境与健康”专题公益讲座首期

开讲。

首期公益讲座以“谁偷走了我们的未来？——环境改变对健康的挑战”为主题，特邀中国科学

院云南天文台高级工程师、2010年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中国科学院科普先进工作者高衡老师作为

主讲。高衡老师从《寂静的春天》和《被偷走的未来》说起，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及人们身边的故

事向大家介绍了与环境改变密切相关的健康问题，尤其是由可持续有机污染物（POPs）所引起的人

类生殖健康及世代繁衍的问题。通过深入浅出的讲座，高衡老师向大家揭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正是我们自己在偷走自己的未来，若不及时反思并积极采取行动，人类未来的健康与发展必将面临

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由此，高衡老师告诫大家并发起倡议——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环境与健康”专题公益讲座以“公众参与，促进环境与健康”为宗旨，一共将举办八期。

YHDRA将通过讲座，选择贴近民众的“环境与健康”话题，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进行宣讲，面向

公众开展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的互动学习，普及国内外“环境与健康”新理念，提高公众

的健康意识和环保素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本系列讲座从2010年11月开始，将于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六下午2点在云南省图书馆举行，由

《春城晚报》进行信息发布。YHDRA热情欢迎朋友们的广泛参与，希望大家能给以积极支持！

云南省图书馆文化讲坛：
“环境与健康”专题公益讲座
云南省图书馆文化讲坛：
“环境与健康”专题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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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DRA：“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
                 习示范基地”第二周期启动
YHDRA：“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
                 习示范基地”第二周期启动

2009年11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the Yunna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YHDRA）经云南省政府“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成为

云南省第二批共24个省级就业见习示范基地中的一个单位。同年年末，YHDRA与云南省

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合作，开展了YHDRA见习示范基地第一周期的工作——接纳

并指导了十多位应届毕业生进行民间组织类工作的见习实践。

2010年11月，YHDRA“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启动第二周期的工

作，将继续与云南省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为愿意投身于公益行业的应届毕业生

提供见习岗位与就业指导。同时，YHDRA还将通过云南人才网(www.ynhr.com)发布就业

见习岗位，为云南其他高校的广大应届毕业生提供见习机会。

云南省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表示：创建就业示范基地新模式，就是在云南省

筛选一批有实力、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竞争优势的企事业单位，通过建立和设置3个月至1

年时间的就业见习过渡岗位，让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在企事业单位实践锻炼，积累

工作经验，为尽快适应社会和企业的要求，开展就业和创业打牢打好基础。

作为一个致力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活跃的民间组织，YHDRA将积极承担起这份社会

责任，把“见习示范基地”建成一个实现各方共赢、培育公益青年的温暖园地。

www.yh
dr

a.o
rg



NO.05
（2010.12）Environment & health

简讯
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  环境与健康项目

8

“和谐”《通讯》和《译丛》新刊出炉“和谐”《通讯》和《译丛》新刊出炉

2010年11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the Yunna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YHDRA）环境与健康项目推出了新一期的“和谐”《通讯》（总第9期）和《译

丛》（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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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彻底的燃烧，更好的呼吸：使用清洁型炉灶促进健康
 Better Burning, Better Breathing: Improving Health with Cleaner Cook Stoves

2 空气的改变:世界各地禁烟势头发展迅猛
 A Change in the Air: Smoking Bans Gain Momentum Worldwide

3 二手烟暴露可能会改变胎儿血压反应异常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May Alter Fetal Blood Pressure Programming

4 关于石棉的一个全球禁令的案例
 The Case for a Global Ban on Asbestos

5 谈不使用滴滴涕的疟疾防治
 Toward DDT-Free Malaria Control

6 进退两难:墨西哥湾里的分散剂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Dispersants in the Gulf of Mexico

7 急救工作者的健康：我们从过去的灾害中学到了什么？
 Emergency Responder Health: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Past Disasters?

8 书评：《内分泌干扰物：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
 Book Review: 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 
 From Basic Research to Clinical Practice

9 《环境健康社区指南》第七章：修建厕所
 A Community Guide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Building Toilets

10 《环境健康社区指南》第十章：森林
 A Community Guide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Forests

自然保护区政策与民族村寨发展研究 罗辉 云南省林业职业培训学院

社区为主导的森林持续经营 胡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两个云南山区村寨生计的比较分析 李志南 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云贵区域办

人有病，天知否：
社区对环境问题如何反思 郭净 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山与谷的误解 黄光成 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

藏族人眼中的环境与健康 木梭 德钦县卡瓦格博文化社

农药与农业职业健康 孙菁 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

关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杨松 西南林业大学

瓦卡村环境健康现状调查报告 刘慧群 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

YHDRA资助年轻学者
参加环境和健康相关学术会议 张艺蕴 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

参会信息通报：新形势下的食品安全
——机遇与挑战学术论坛 芮溧 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版块	 文		章	 作	者	 机		构

研究

人文

观点

观察

信息

第8期“和谐”《译丛》的主要内容有：

“和谐”《通讯》和《译丛》通过YHDRA的工作网络向关注环境与健康领域的学者、政

府官员和NGO工作者免费发放，广泛分享。如果您有兴趣阅读我们的刊物，欢迎与我们联系

（yhdra_eh@126.com）！

第9期“和谐”《通讯》的主要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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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墨西哥湾居民生怪病 疑与处理漏油有关

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 三大成果

透出温暖曙光

从世界杯到奥运会，主要体育盛会开始"绿化"努力

全球低碳行动上海启动

苏丹南非合作推动供水安全

城市化与健康全球论坛举行

联合国警告说海地感染霍乱人数可能多达20万人

【国际资讯】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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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居民生怪病 
疑与处理漏油有关

墨西哥湾居民生怪病 
疑与处理漏油有关

据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27日报道，美国密西西比州2岁男孩加文日前被诊断患上严重

的上呼吸道感染、窦性真菌感染以及病毒感染。自9月15日以来，他连续高烧39摄氏度，

情况不断恶化。他的父母、医生以及环境咨询顾问一致认为，病情与英国石油公司(BP)在

墨西哥湾中喷洒的石油分散剂有关。加文的父母兄弟也都出现了健康问题，墨西哥湾沿

岸许多人也在遭受类似的折磨。

为缓解墨西哥湾的漏油压力，BP使用了至少190万加仑的石油分散剂，据称这些分散

剂属于禁用物品。分散剂与原油结合后，会生成毒性更强的物质，并随着分散开的石油

向沿岸扩散。亚拉巴马州分析化学测试实验室的化学家纳曼认为，有毒混合物中的芳烃

碳氢化合物是病因的罪魁祸首，能致癌、诱发有机体突变和导致畸形。

受石油灾难影响的四个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以及佛罗里

达州——的渔民报告称，他们看见BP用飞机和小船喷洒分散剂。纳曼说：“这些分散剂

被加入水中，引发化合物混合并溶于水中，蒸发到空气中后又随雨水降落，因此它们的

扩散范围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墨西哥湾地区。”

渔民马斯特勒说：“我的呕吐物呈褐色，小便也是褐色的。整夜盗汗，经常腹泻，

身上还起了许多白色小泡，喉咙痛。”美国环保局分析家休·考夫曼也报告了有毒分散

剂的影响，他说：“我们发现有的海豚正在出血，附近工作的人也有内出血的现象。这

些可能都与暴露在分散剂环境中有关。”半岛电视台调查也发现，墨西哥湾沿岸患有各

种怪病的人数正快速增加。

网址链接：http://www.cenews.com.cn/2009/gjzx/stbh/201010/t20101028_679560.html
发布日期：2010-10-28		

来				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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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焦点：
●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如何就利益分配达成一致？　

● 2010年~2020年，新的十年目标是什么？　

● 各方如何将承诺付诸行动？

中国环境报见习记者 李源 综合报道
十年时间，人类保护的速度能否赶超全球生物多样性锐减的趋势？

在日本名古屋刚刚落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上，人们看到了希望。

在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导致原定10月29

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名古屋议定书》难产，会期被迫延长。经过谈判，双方终于在10月30日凌晨达成协议。

由此，经过近两周的拉锯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终于就未来十年生态系统保护世界目标和生物

遗传资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规则达成共识。

大会共取得了3个引人关注的成果，包括:一份新协议——《名古屋议定书》，这是各方关于遗传资源

的使用和惠益分享达成的国际协议；一个新的十年计划——“爱知目标”(大会在名古屋爱知县举办)，将

用来引导国际和国内力量采取行动，达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保护目标，以拯救生物多样性；一个资源

调动战略，以便于大幅度提高官方援助水平，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

“历史会记得，正是在这里，一个万物和谐相处的新纪元诞生了。”公约执行秘书艾哈迈德·朱格拉

夫说。

大会主席、日本环境大臣松本龙说:“大会能够取得这些成果，要归功于参会者的努力工作、各方的妥

协意愿和对我们星球未来的关注。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将推动我们建立起与世界的和谐关系，最终实

现万物携手步入未来的目标。”

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次缔约方大会
三大成果透出温暖曙光

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次缔约方大会
三大成果透出温暖曙光

网址链接：http://www.mep.gov.cn/zhxx/hjyw/201011/t20101108_197255.htm
发布日期：2010-11-08
来				源：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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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协议　《名古屋议定书》
《名古屋议定书》全称为《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艾哈迈德·朱格拉夫指出，这可

以说是环境保护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随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表示欢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通过关于规定遗传资源利益分

配的新议定书。

潘基文说，这一新议定书的通过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它为获取与平等分享世界遗传资源制定了基本原则。

他表示，新议定书既为保护正在迅速减少的世界生物资源提供了创新性途径，又有利于所有各方，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地方性群体。

潘基文强调，这一议定书是各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采取的积极行动，表明世界各国致力于通过务实合作

以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积极承诺。他还对《生物多样性公约》193个缔约方就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通过新的十年

计划表示欢迎。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总体保护，议定书做出了概括性的规定:通过适当的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来保护生物多样

性，实现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目的在于保障生物遗传资源利益的公平分配。

而在具体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例如，关于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规则问题，议定书采纳了发达国家的主张，未列入将利益分配的

对象追溯到议定书生效前和殖民地时期的条款，但是规定要建立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多边援助框架。议定书具体规

定，利益分配的对象仅限于议定书生效之后利用的生物遗传资源。因此，对于早在殖民时期，发达国家就无偿利用

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而获得的利益，发展中国家不再坚持追溯，从而对这部分利益做出了让步。

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退让。议定书对涉及基因资源的传统知识和病原体问题做出了规定，

这类情况包括:发达国家如何从存在某种地方病的国家获取病毒研发疫苗，来应对公共健康紧急状况。议定书进而要

求各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对过去多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被收集、利用而应该获得补偿的问题。

为此，议定书建议，用这些基因资源产生的利益建立一个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基因资源的保护和科研能力。

由此可见，议定书反映发达国家的主张，将议定书生效前获得的遗传资源排除在外。但另一方面，议定书还加

入了获得国家主权范围之外的公海等地资源的利益分配多边新框架，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意见。议定书认同发达

国家对企业及研究机构的违法利用加以查处。在新型流感病毒等病原体的获取手续上，议定书给了发展中国家一

定的关切。

此外，为加强监管，防止不正当取得和使用，议定书还规定遗传资源的利用国须设立至少一处以上监管机构。对于

发展中国家大幅增加资金援助的要求，议定书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只表示“至少要比现有水平有较大幅度增加”。

议定书还决定，就共享基因资源的获取和受益建立一个国际机制。并且，它为各国获取从真菌、植物到动物的

基因资源的合作制定了基本规则。议定书规定了源自基因资源的利益如何分享，例如千百年来保护和管理某种基因

资源的国家和社区如何在此种基因资源被用于制药以后能够分享其商业利益。

议定书将在50个国家批准后的90天后生效。不过，资金问题和建立分配利益的多边机制等重要课题，都被推

迟到以后的谈判中解决。

一个新目标　　爱知·名古屋目标
大会另一成果是，与会者就一个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达成共识。这项由松本龙提出的“爱知·名古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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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下简称“爱知目标”)包括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两个大的部分。到2020年的近期目标是“有效保护生态系统目

标，各国应采取行动阻止破坏行为”；到2050年的长远目标则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艾哈迈德·朱格拉夫说，大会通过的2020年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目标不仅是大会的

计划，也是整个生物多样性大家庭和整个联合国的计划。

“爱知目标”包括20个具体目标，可以划分成5个大类。这5类战略目标分别是: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源，

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在各个层面展开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利益，以及提供能力建设。

在众多目标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以下几项:关于自然栖息地(包括森林)的损失率:各缔约方同意至少减少一半，

并在可行情况下将损失率降低至接近于零；关于保护区，在2020年前，至少要在17％的陆地和包括公海在内的10％

的海域建立保护区；关于退化地区的恢复:各缔约方表示，通过保护和恢复，政府将至少恢复退化地区的15％；各

方将做出特别努力，以减少珊瑚礁所面临的压力。

此外，各方还同意，为了保障公约的实施，将经济支持水平大幅提高。

“爱知目标”是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总体框架性目标。它不单单涉及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公约，还纳入了整个

联合国体系。各缔约方同意，在两年的时间内，将这一国际总体框架纳入国家体系，转化为各国、各地区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

对于这一目标，各方评价普遍较为积极。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斯坦纳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不

过，一些非政府组织对这些新确定的目标依然表示失望，他们认为目前的目标仍然过于保守。但也有许多人表示，

这一目标虽然不如所期望的那样雄心勃勃，但是大部分内容还是值得肯定的。它朝着全球采取联合行动解决生物

多样性问题的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一个新战略　　从承诺到行动
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跑”，拼得不仅仅是各国的决心和毅力，更是实际行动和速度。

艾哈迈德·朱格拉夫说，保护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气候变化让形势更加复杂。我们需要做的

是将这次通过的协议落到实处，不仅在国家层面，更应该在地方层面贯彻落实。

在大会上，对战略计划的财政支持已经被提上日程，经济支持部分将被纳入资源调动战略框架。即将于2012年

举行的下一次缔约方大会将进一步建立经济资源调动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各方可以准确地判断、调动和管理资源。

各方也纷纷采取行动，将承诺落实到行动。

在大会上，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一致通过了一项多年度行动计划草案，决定在生物多样性发展领域进一步展

开南南合作。计划的内容包括了具体的行动目标、南南合作战略，以及直到2020年的三方合作方案。行动计划得到

广泛欢迎，被认为是为实现新目标服务的重要手段。

日本首相菅直人在10月27日的大会部长级会议上表示，日本将在未来3年内提供20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保

护生物多样性。日本环境部长还宣布将建立日本生物多样性基金。

此外，法国、挪威等国家也宣布，它们将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援。

艾哈迈德·朱格拉夫认为，此次大会是生物多样性大家庭里规模空前的一次国际性会议，1.7万多人聚集在这

里为制定一个新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战略和为了下一代的生存环境而努力，这里面包括5位国家元首和约120名部

长、众多原住民和民间团体等。

三大成果，在2010年的冬日出炉，让人们看到了一丝温暖的曙光。

十年时间，看似漫长，而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说，需要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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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大猩猩和狮子将从“为生命而赛”伙伴关系中受益 
2010年11月9日，内罗毕 - 虽然在赛场上他们遵守着不同的规则，但是今天他们却为了一个

共同的目标 - 如何改善体育赛事的“绿色”表现 - 而齐聚内罗毕。他们便是来自世界杯、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体育活动的组织者们。 

11月8日至9日，全球体育与环境论坛（G-ForSE）在环境署总部召开。与会者们就2010年世界

杯和2010年新加坡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体育赛事中环保项目的影响进行审议，并就未来体育

赛事的可持续性方案规划进行探讨。 

论坛为赛事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分享专业知识与经验的独特平台，帮助2010年伦敦奥运

会、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2014年巴西世界杯以及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建立"绿化"措

施。 

16年来，环境署一直致力于综合考量体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署建议主办国和主办机

构承诺将在重大体育赛事的筹办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并在比赛前和比赛结束后分别进行环境

影响评估。 

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索契拥有黑海、高加索山脉、高山草甸等

多样的生物栖息地。比赛主办方已经开始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减小和补偿赛事对当地环境的影

响：保护自然、气候中和、废弃物管理和环境宣传。 

索契奥委会采纳了环境署在2008年发布的一份专家评估报告的建议，将滑雪中心（雪车、

雪橇项目举办地）以及山地旅馆的选址移至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地点。 

从世界杯到奥运会
主要体育盛会开始“绿化”努力
从世界杯到奥运会
主要体育盛会开始“绿化”努力

网址链接：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651&ArticleID=6823&l=zh
发布日期：2010-11-09
来				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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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0年世界杯“绿色进球”活动的一部分，环境署与主办方合作，在6大主办城市中推行可持

续的公共照明项目。与彪马体育用品公司的合作同样也让11个国家队抵销了他们在比赛期间的碳排放。

不仅如此，世界杯期间，印有当地背景资料、生态旅行小贴士的“绿色护照”发放给10万名足球迷，鼓励

所有的世界杯游客在南非选择可持续的旅行方式。巴西、厄瓜多尔以及将在哥斯达黎加和以色列举行

的新比赛项目也将推广“绿色护照”。 

环境署在体育与环境方面的两大工作目标是：利用体育的普及性促进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鼓励在

体育赛事中开展绿色环保活动，为社区和环境带来切实利益。G-ForSE会议最后，作为环境署-彪马“为

生命而赛”项目的一部分，3个大象、猩猩以及狮子的非洲保护项目一起获得总额为80万美元的奖金。此

项全球倡议旨在在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提高体育爱好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基金最初是从“非洲统一装备”球衣系列的销售中筹集。这套装备专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设计，喀

麦隆的埃托奥和科特迪瓦的埃布埃等国际球星都曾在赛场中穿着使用。世界杯期间，“为生命而赛”活

动号召球迷们在线选择他们最喜爱的保护项目并进行投票。最后，来自尼日利亚、赞比亚、科特迪瓦和

利比里亚的3个保护项目得到垂青。 

其中包括：一，环境署的巨猿生存项目（GRASP）。该项目旨在保护非洲和东南亚的猩猩、大猩猩、

黑猩猩和小黑猩猩（巴诺布猿）种群不遭到灭绝。巨猿生存项目将利用这笔捐款，雇佣并培训森林保

卫员，为赤道附近的非洲森林社区开发谋生的新方式。二，“非洲雄狮 - 无国之王”项目，将利用奖金

帮助赞比亚狮群的生存，并制定保护非洲狮的国家管理计划。三，“大象保护”项目，将使用“为生命而

赛”活动奖金用于帮助建立生物多样性走廊，支持科特迪瓦和利比亚森林中的濒危大象。 

除了国际足联的世界杯等大型赛事之外，G-ForSE也强调中小型体育组织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比

如，国际赛艇联盟（UIM）为减少比赛中产生的排放，推出一系列措施。最近，一个清洁燃料工作组正在

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燃料，如生化乙醇不但能减少比赛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能减少水污染。 

国际赛艇联盟还与环境署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扩大国际赛艇联盟环境倡议的规模并共享信息和

专业知识。 

11月6日至7日，在G-ForSE召开前夕，非洲体育与环境研讨会也在环境署总部举行。来自40个非洲国

家的国家奥委会同意采纳一系列决议，让体育成为推动非洲和平与环境保护的工具。 www.yh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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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球低碳行动”暨世界低碳日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全球低碳行动”旨在通过倡

导生活低碳理念，号召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保护地球家园的行动中。

此次活动由联合国人居署、全球低碳行动促进会、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世界文化产业联盟、国际品

牌标准工程组织、全球总裁协会、河南省安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政

府、安阳市贞元集团承办。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公布了此次“全球低碳行动”的卡通吉祥物——碳宝，与会嘉宾共同宣读了“低

碳宣言”并向观众介绍了低碳生产及低碳生活的相关信息。“全球低碳行动”将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

系列公益活动

全球低碳行动
上海启动
全球低碳行动
上海启动

网站链接：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011/t20101109_681329.html
发布日期：2010-11-10		
来							源：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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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南非合作推动供水安全苏丹南非合作推动供水安全
苏丹一高层代表团上周访问南非调研水管理设施，以支持保障苏丹的水安全。近日，人们对苏丹长

期干旱可能引发的后果的担忧日益增加。

这次调研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UNEP）联合南非水研究委员会共同组织，访问期间苏丹高

级官员了解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分配和监测等方面的具体范例。 

本次调研是环境署向苏丹介绍水资源管理新思路的总体工作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将从达尔富尔开

始，最终与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有关方一道实现水资源的长期综合管理。 

达尔富尔地区的水资源供应极不稳定，达尔富尔80%的居民都依赖雨水和其他环境资源维生。 

在苏丹北部，水的供应常常是一个重大挑战。而在达尔富尔， 200多万的流离失所者对含水土层

造成更大的压力，加剧了该地区常年干旱的现象。 

尽管政府供水企业不断努力，国际机构也在建设水坝、修建水井等为达尔富尔提供饮水，但在当

前的背景下，大旱仍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调研中苏丹官员将了解到关于可持续供水、政府部门协调机制和气候变化影

响等的介绍，并将探讨南非水问题法律和政策、考察现代化牧场和柑橘园、了解灌溉设施，与农牧民交

流经验。 

代表团成员包括西达尔富尔立法会发言人伊沙格 (Mustafa Mohamed Ishag)、苏丹水利和水资源部

副秘书长穆罕默德 (Adam Abbakar Bashir Mohammed)、南达尔富尔州农业部部长杜克里 (Ibrahim Adam 

Ahmed El- Dukheri)、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部部长亚当 (Elfatih Abdelaziz Abdelnabi Adam)、南达尔富

尔水资源与环境部部长比拉尔 (Hassan Mohamed Kaskous Bilal)、北达尔富尔农业部部长伊莎 (H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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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链接：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651&ArticleID=6825&l=zh
发布日期：2010-11-10
来							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Suliman Husain Easa)，以及西达尔富尔城     市规

划和公共设施部部长阿布达拉 (Mohammed Musa 

Ahmed Abdalla)。 

发言人和五位部长通过环境署在开普敦发表了

一份联合声明，肯定了苏丹和南非的共同之处，并表

示本次访问将为今后的交流与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声明表示："在苏丹，干旱是常态，不是意外。南

非采取的抗旱管理措施将为苏丹提供可以效仿的明

确准则和指引。这些与水管理相关的问题，包括政

策和法律等，对苏丹而言都极其重要，因为我们需

要学习这些经验，效仿这些良好做法。" 

这是环境署第二次协调组织此类学习交流活

动。今年5月，环境署安排了达尔富尔各州和国家政

府部门的水务工程师赴南非的东开普和南开普两省

考察抗旱管理战略。 

本次调研考察获得了宝贵经验，也开拓了潜在

的合作领域，为达尔富尔水务管理部门制定共同目

标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了重

要政治支持。本次活动的价值得到了高度认可，苏丹

方面再次请求环境署计划一次高级别后续访问，以

提高他们对水安全问题及潜在解决方案的了解。 

环境署苏丹方案主管Robin Bovey表示："南非政

府在水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次调研之旅为

双方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也使苏丹官员看到南非的

成就。" 

他说："本次交流是为了让苏丹的主要决策者观

察、学习并收集建议，以战胜达尔富尔面临的可持

续发展和水资源管理的重大挑战。" 

这次为期五天的交流活动由意大利政府提供资

金，于上周五结束。 

环境署2007年《冲突后环境评估》明确指出，

需要考察苏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情况。 

随后，环境署在英国国际开发部的支持下，开展了

“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以达尔富尔地区为重点。该

计划包括一个水坝项目和能力建设项目，旨在支持营

地、农村和城市的水资源管理和旱灾应急规划。 

政府部门、环境署、儿基会、联合国项目事务

厅和其他机构联合推动改善供水安全的工作已经取

得不少成果。例如，城市供水投资已经增加；国家公

共自来水公司已于多个合作伙伴一道，为各州起草

2010年水管理计划；戈洛水坝 (Golo Dam) 的恢复，也

是提高达尔富尔地区抗旱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环境署在苏丹设有办事机构，与各级政府机

构、民间社会和国际机构等合作，引导环境活动长

期改变。这些工作是环境署"灾难与冲突"工作领域

的一部分，通过这方面的工作，环    境署致力于帮

助各国减少由灾难和冲突造成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福

祉产生的威胁。 

水资源综合管理 (IWRM) 
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对水资源进行可持续开发、分配和监测以满足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系统方法。 

环境署近几年来已审查苏丹的水文数据并与水务部门开展了广泛磋商，在水资源综合管理方面，为水资

源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能力建设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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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健康全球论坛举行城市化与健康全球论坛举行

地点：日本神户

日期：2010年11月15-17日

2007年以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

市，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到2050年时，每十人中就有

七人居住在城市。在这种快速发生且未经筹划的城市

化面前，以及面对环境、人口和技术方面的变化，城市

居民的健康需要得到保护。

为了突出这一要旨，并使城市领导和决策者行动

起来，世卫组织在2010年通过组织一系列活动来促进

城市健康，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城市化与健康全球

论坛。

本次论坛旨在使决策者和各利益攸关方作出承

诺，减少城市中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这为各国和

各城市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突出面临的挑战，展示解决

方案，并且参与一项全球声明的讨论，以将健康置于

所有城市发展政策的核心。

网址链接：http://www.who.int/mediacentre/events/meetings/2010/urbanization_health/zh/index.html
发布日期：2010-11-10
来							源：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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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班牙《国家报》今天报道，联合国日前警告说，从10月中影响这个加勒比国家的霍乱传

染病病例可能增加到20万人。至今海地已有796人死于霍乱。

联合国与海地政府和各援助机构有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要求国际社会提供1.639亿美元

帮助海地防治霍乱。霍乱可能扩散到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联合国将于11月30日提出援助海地的

2011年整个预算时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在这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霍乱已经在全国10个省的一

半蔓延，仅在北部的阿蒂波尼特已经死亡497人。现有11125人住院治疗。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称，短

期内将有20万人出现严重腹泻或脱水等症状，需要帮助。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哈特说，海地的

居民容易感染霍乱症状。在海地霍乱病人的死亡率近7%，高于其他感染霍乱的国家，很多病例出

现在边远的地区，那里缺乏饮用水。政府和国际机构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上周末因“托马斯”飓

风带来的河水泛滥加剧担心了传染病的扩散。

联合国警告说海地感染
霍乱人数可能多达20万人
联合国警告说海地感染
霍乱人数可能多达20万人

网址链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13205740.html
发布日期：2010-11-13
来							源：人民网 www.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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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国内资讯】
Domestic Information

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发布 北京绿色发展水平居首位

煤矿行业每年尘肺病死亡病例是矿难死亡人数2倍
山西出规划防治尘肺病

2011年中国儿童环保教育计划全面启动

国合作会2010年年会在京召开 聚焦生态系统管理与绿色发展

内蒙古制定城镇污水处理厂监督管理办法

北京市拟实行生活垃圾计量收费

中国超过1/3城市正深陷“垃圾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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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记者 张楠 11月4日北京报道　《2010中国绿色发展

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今日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在参与测算

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北京绿色发展水平居首位，中部地区

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弱。

报告构建了反映绿色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和相应的指数测试方

法。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由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

策支持3部分构成，分别反映经济增长中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资

源与生态保护及污染排放情况、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管理和治

理情况等，共包含55个基础性指标。这项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课题组利用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相应的指数测试方法，对2008

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报告公布

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差异。总体

而言，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相对较弱，西部地

区因资源优势而提升了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指

数的前10位中有7个是西部地区。在参与测算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中，北京绿色发展水平位居首位。专家介绍说，为成功举办2008

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整治措施，使北京的环境质

量得到极大改善，这是北京位居首位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合作完成。今后课题组还将对我国和各地区的

绿色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并将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发布研究成果。

网址链接：http://www.mep.gov.cn/zhxx/hjyw/201011/t20101105_197168.htm
发布日期：2010-11-05
来				源：中国环境报

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发布
北京绿色发展水平居首位
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发布
北京绿色发展水平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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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在全国煤矿职业安全健康经验交流会暨全国煤矿尘肺病防治现场会上，全总副主席

张鸣起说，2009年全国全部新发职业病中尘肺病占总数的79.96%。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理事长

张宝明也说，煤矿行业每年尘肺病死亡病例已超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2倍。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的职业病又以尘肺病为主，备受关注。昨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了解

到，我省刚刚出台了《山西省职业病防治规划（2010—2015年）》，到2015年，新发尘肺病病例年

均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

尘肺病让他丧失劳动能力
10月28日，山西大同南郊法院执行听证会上，昔日的煤矿矿工、如今的二期尘肺病患者钟光

伟为尽快拿到赔偿款治病，同意降低赔偿额度，接受了由49万元降到27万元的赔偿。“我每降一

分钱，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在抵换啊！”钟光伟面对矿主一方大声喊，随后剧烈咳嗽。

而2006年11月，钟光伟接到招工的电话时，还是一个33岁的青壮小伙，健康、壮实。为了养

家，他到大同南郊区云冈镇的一家私人煤矿工作，打岩石风钻。“听着是比挖煤安全点，但风钻

一开动，粉尘到处跑，看不见人，隔着一两米都得喊话。”下班时，钟光伟遍身尘土，走在大街

上连妻子都认不出来。

煤矿行业每年尘肺病死亡病例
是矿难死亡人数2倍
山西出规划防治尘肺病

煤矿行业每年尘肺病死亡病例
是矿难死亡人数2倍
山西出规划防治尘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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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链接：http://www.sxqnb.com.cn/2010/1110/90322.html
发布日期：2010-11-10

来				源：山西青年报

然而不到半年，钟光伟感觉肺部不适，动不动就咳嗽，到小诊所当感冒治，吃些消炎药。

“到后来肺里疼得真是难受。”医生先后作为肺气肿、肺炎甚至肺结核来治疗，病情反而愈加严

重。后来钟光伟得知这是尘肺病。去年9月，工伤鉴定结论显示钟光伟为伤残三级，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当时，他的体重从原来的130斤降到110斤，走路气喘吁吁，咳嗽一声接一声。

累积尘肺病患者27000余人
钟光伟的情况在山西并非个例。尘肺病是我省主要的职业病，占到每年新发病例数的90%以

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我省仅尘肺病患病人数累积达27000余人，每年新增病例约300

到400例，发病率居高不下。“许多患病人员没有得到及时诊治，其实际患病人数可能要远大于

报告数量。”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说，而且近年来随着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尘肺病人呈现出

病程缩短、低龄化的趋势。

全国亦如此。张鸣起表示，全国煤矿有265万接尘人员，据测算，每年有5.7万人患上尘肺

病，因尘肺病死亡的则有6000余人，是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两倍。

工会有关人士表示，煤炭行业尘肺病和职业危害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主要表现在，个别企

业漠视生产安全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职业健康工作基本处于空白。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监管力量薄弱，监管体系不健全，日常监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对违法行为处理不力等，也是尘肺病和职业危害未得到根本扭转的主要原因之一。

开展尘肺病发病规律调查
山西正在扭转这种情况。新的防治规划提出，由政府牵头，卫生、安监、工会等八部门组成

职业病防治领导组，在职业病防治各个环节，八个部门均有明确分工，及时沟通解决、研究、部

署职业病防治。

 而且在防治规划中，尘肺病被摆在了重点防治的第一位，“以防治煤工尘肺、矽肺、石棉

肺为重点，实施粉尘危害综合治理工程，开展尘肺病防治技术和发病规律调查研究。”

为防止尘肺病发生，省政府在新规划中强调“提高生产机械化水平，推进清洁生产技术的研

发和推广。”同时，明确“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艺、设备和材料，关闭粉尘危害严重、

不具备防护条件的小矿山、小水泥厂、小冶金厂、小陶瓷厂等。”

此外，到2015年，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上，确保职工患职业病后

能得到及时救治，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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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儿童环保教育计划在北京启动，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

姆-施泰纳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英雄罗红共同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本届主题 - “林中生命（生

物多样性）”。该计划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罗红环保基金共同主办、好利来承

办，已在中国成功举办三届，共征集儿童环保画作108万余幅，吸引了近640万儿童及老师参与。 

教育计划推进环保普及，儿童画作唤起成人环保意识 
本届教育计划以"环保每一天，行动在身边"为活动口号，由教师环保培训、校园环保课堂、绘

画大赛、未来环保领袖培养、儿童环保画作巡展及义卖、UNEP环保站、"一点爱心 一片树林"植树活

动等8项环保活动组成。 

与往届不同，本届活动希望通过具有童趣和环保创意的儿童画作，唤起更多成年人的环保意

识。教育计划还将继续开展儿童环保画作巡展及义卖活动，并在承办单位好利来全国近千家连锁店

设立UNEP环保站，向成年人传达环保理念，实现校园环保普及与大众环保普及同步进行。 

校园环保教育深入开展，参与师生将突破280万 
本届教育计划将以北京、天津和沈阳为重点开展教师集中培训，预计直接培训的教师将超过

1200名。此外，教育计划还将向全国近2200所中小学校发放5000张环保培训光盘，同时提供网络下

载及远程培训，预计覆盖一万五千名中小学教师。 

培养未来环保领袖，儿童也能成为气候英雄 
以培养未来环保领袖为目标，教育计划从往届大赛获奖者中，挖掘出具有环保理想与杰出理念

的儿童，推动他们参与国际环保交流活动及开展环保实践。目前，近70名大赛优秀获奖者已被纳入

培养体系，同时将有更多儿童加入这一行列。 

网址链接：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651&ArticleID=6827&l=zh
发布日期：2010-11-11

来				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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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系统管理与绿色发展”为主题

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国合会)2010年年会11月10日在北京开幕。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合会主

席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环境保护

部部长、国合会执行副主席周生贤，加拿大国

际发展署署长、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比格

斯女士致欢迎辞。

开幕式后，周生贤发表了题为“积极探

索中国环保新道路努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的特别演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

泰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原执行主任、国合会

网址链接：http://www.65ce.com/page/informactionShow.action?infoId=74,347&columnId=728
发布日期：	2010年11月15日

来				源：中国环境报	

国合作会2010年年会在京召开
聚焦生态系统管理与绿色发展
国合作会2010年年会在京召开
聚焦生态系统管理与绿色发展

副主席特普费尔及挪威红十字会秘书长、国合会副主席布兰德也分别致辞。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沈国舫、外方首席顾问汉森向大会介绍了国合会2010年关注问题报告——《生态

系统与中国的绿色发展》。

2010年是中国充满挑战的一年。在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等复杂形势

下，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又以高频率和多样性考验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

承载力、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

相协调，是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合会2010年的各项工作紧密围绕国际和国内环境与发展的大背景逐步推进。一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支

持下，国合会加强了与国内外主要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在国合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全年工作按照主席团会

议批准的工作计划实施，以生态系统管理为重点，积极探索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达到了预期工作目标。

为期3天的此次年会将分为两个主题论坛展开深入讨论，一是中国环保新道路:关注生态与经济；二是

“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

此外，与会中外专家委员还将就一系列报告与政策建议进行讨论，包括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战略、

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政策、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提高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政策框架、中国土

壤环境保护政策等，最终将形成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自1992年成立以来，国合会跟踪国际社会环境与发展领域的政策发展趋势，就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重

要问题开展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受到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部分建议已被采纳，从而对中国环境与发

展领域的政策调整、立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合会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对话与交流架

设了一座桥梁，也为引进世界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打开了一扇大门。国合会已成为促进世界了解中国、

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中外高层对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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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通讯员 李俊伟 呼和浩特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近日正式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城镇污水处理

厂运行负总责，通过依法征收污水处理费和适当的财政补贴，保证城镇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

《办法》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监管进行明确规定，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的监督管理。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和水量的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城镇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后的实际处理负荷在一年内不得低于设计能

力的60％。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当保持连续运行，不得擅自停运。已建成并具备运行条件而不组织

运行、未按规定安装符合国家要求的中控系统或者不正常运行中控系统的城镇污水处理厂，由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城镇

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达不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应当进行提标改造。污

泥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进行安全处置，并对处置后的污泥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

记录和报告，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网址链接：http://www.zhb.gov.cn/zhxx/hjyw/201011/t20101117_197575.htm
发布日期：2010-11-17
来							源：中国环境报

内蒙古制定城镇污水
处理厂监督管理办法
内蒙古制定城镇污水
处理厂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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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拟实行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北京市拟实行生活垃圾计量收费

新建的住宅项目必须要公开配套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的位置

和功能，并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示。昨天，北京市法制办公布了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并公开征集意见，明确指出北

京将逐步实行垃圾计量收费，市民普遍关心的居民生活垃圾处理

费征收，也由此正式摆上台面。

垃圾管理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草案中提出，涉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布局和用地的，

纳入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列入生活垃圾处理

规划的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调整规

划，不得改变用途。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有

关标准，按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工艺和规模，对设施周边地区

实施规划控制。本市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生活垃圾管理工作考核纳

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

新建住宅　垃圾分类设施须配套 
草案中明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建设应

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具备密闭、节能、渗沥液处理、防

臭、防渗、防尘、防噪声等污染防控措施。

记者注意到，草案中对住宅项目的垃圾处理提出了详细要

求，并明确指出要配建垃圾分类设施。包括配套生活垃圾分类设

施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建设，生活垃圾设施建设费用应

当纳入建设工程总投资。新建、改建住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

当公开配套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的设置位置、功能等内容，并在

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迁移、改

建、停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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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  逐步实行计量收费 
本市鼓励、引导单位和个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采购可以重复使用的商品，使用再生纸

及其制品，不使用一次性的餐盒、筷子、水杯等用品。

本市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生活垃圾处

理费应当遵循分类计价、鼓励减量的原则，逐步实行计量收费。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

圾，产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处理费用。

记者获悉，根据国际上“谁产生谁付费”的惯例，民用垃圾收费已成为一种趋势，至于何

时起收费以及具体收费标准，本市目前仍在研究中。

垃圾运输  分类运输防重新混杂 
今年本市的小区垃圾分类试点中，经常发生居民垃圾在小区分类后，到了垃圾车上又被混

杂到一起运送的状况。这次草案中特别提出，相关单位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至密闭式垃圾

分类清洁站，并按时分类收集运输不同种类的生活垃圾，而再生资源回收应分类储存，扩大收

集渠道，做到应收尽收，并在服务范围内，公示可回收物目录。

相关规划  应依法征求公众意见 
草案规定，生活垃圾管理要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相关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依法征求

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可以采取论证会、听证会、座谈会、公示等多种形式，并在报送审批的材

料中附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涉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内容的城乡规划在报送审批前，组织

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30日。

网址链接：http://www.chinaenvironment.com/view/ViewNews.aspx?k=20101119161726984
发布日期：2010-11-19　　
来				源：中国环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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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地方资讯】
Local Information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滇西北区域）大型图片展开展

云南推进电磁辐射环评  移动联通已启动两万个基站的监测工作

昆明拟开征扬尘排污费

昆明为环保公益诉讼原告“免单”

昆明市社团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全国碳汇造林试点在我省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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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滇西北区域）

大型图片展开展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滇西北区域）

大型图片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余兰）　近日，由云

南省七彩云南保护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办，省环境保护厅、省科学技术协会承办

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滇西北区域）大型

图片展，在省科技展览馆正式开展。此次

大型图片展用特殊的视角和文字把滇西北

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呈现在公众面

前，让公众在感悟大自然神奇与壮美的同

时，进一步了解自然，敬畏自然，亲近自

然，保护自然。通过展示滇西北生物多样

性，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提高社会公众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

强全社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立

来“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2008年

网址链接：http://ynjjrb.yunnan.cn/html/2010-11/05/content_1400236.htm

发布日期：2010-11-05

来				源：云南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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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省政府在丽江召开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加强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若干意见》，发布《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丽江宣言》。。今年5月26日，省政府在腾冲召开了

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第二次会议，发布了《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云南行动腾冲纲领》，

把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由滇西北5州市18个县市（区）扩大为滇西北、滇西南9州市44个县

市（区）；建立完善资源开发利用专家评估机制；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组建云

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成立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在9州市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

基地，并免费向社会开放。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滇西北区域）大型图片展，是我省宣传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一项重

大举措，600多幅展览图片是从48位专家、摄影爱好者，以及10余家单位、团体提供的近万张珍贵

照片中精选出来的，让公众感悟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展览分为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地质

地貌和生态环境、植物（植被及各类植物）、动物板块（包括水生动物）、滇金丝猴板块（旗舰物

种板块）等五个板块，丰富多样的图片向公众诠释了“生物多样性就是生命，生物多样性也是我们

的生命”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恒主题。

雄伟的高山，茂密的森林，湍流的江河，蔚蓝的天空，是滇西北地区汉族、藏族、纳西族、

白族、傈僳族等15个兄弟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从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到滇西北生物性保护行动，从

《丽江宣言》到《腾冲纲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

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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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推进电磁辐射环评
移动联通已启动两万个基站的监测工作
云南推进电磁辐射环评
移动联通已启动两万个基站的监测工作

中国环境报见习记者 资敏 昆明报道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十二五”期间，云南将强力推

进电磁辐射环评工作。

据悉，“十一五”期间，云南全面开展了核技术利用项目环

评工作，集中补办了全省16个州(市)1763家原有核技术利用单位

的环评审批及竣工环保验收手续，总体执行率达到了90％。首次

把输变电项目纳入环评管理，加上其他项目，共审批了新建辐射

项目环评148项、新建辐射项目竣工环保验收10项。

为了解决云南电磁辐射类建设项目补办环评手续多年来推而

不动的问题，云南省政府和环保厅要求，2009年10月1日以前建

设的移动通讯基站和其他电磁辐射类项目，必须在2010年底前补

办完有关环评手续；2009年10月1日以后新建设的项目，要简化

手续，提高效率，做好环评审批及验收工作，做到先批后建、先

验收后投入运行。

目前，电磁辐射环评工作进展顺利，云南机场集团已基本完

成了全省12个机场导航台站的现场监测工作；云南移动公司、云

南联通公司已通过招投标选定了环评及监测单位，并于9月启动

了全省约两万个已建基站的环评及监测工作。

　　

网址链接：http://www.mep.gov.cn/zhxx/hjyw/201011/t20101111_197383.htm
发布日期：2010-11-11
来							源：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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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记者 蒋朝晖 昆明报道 征收扬尘排污费应着眼实际操作进一步细化标准、对排污

企业必须赏罚分明，这是听证代表日前在《昆明市城市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听证

稿)》(以下简称《办法(听证稿)》)听证会上提出的建议。

听证会上，25位听证代表一致赞同尽快征收扬尘排污费，并对《办法(听证稿)》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和建议。如为有效避免企业宁愿缴费不治污的现象发生，制定征收标准一定要科学合理，应着眼操作的

实效性进一步细化；对企业征收扬尘排污费不搞一刀切，对防尘、降尘措施得力且持续投入效果好的企

业应予以鼓励，减征或免征扬尘排污费；对违规企业在责令整改的同时，提高征收比例并毫不留情加大

惩处力度，真正做到奖优罚劣。

近年来，施工扬尘对昆明主城区及呈贡新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日趋严重。截至2009年8月底，

昆明主城区及呈贡新区施工工地总数为184家，施工工地所产生的扬尘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首要污

染源。为控制城市施工工地扬尘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昆明市决定征收扬尘排污费。

《办法(听证稿)》规定，扬尘排污费由所在地县(区)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负责征收，

开发(度假)区扬尘排污费由所在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征收。昆明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

扬尘排污费的征收进行督察、稽查。

《办法(听证稿)》明确了对扬尘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同时对拆迁施工工地、填挖施工工地、散流

物料作业、散流物料堆放扬尘排污费的核定征收标准进行明确。

《办法(听证稿)》规定，施工单位应在工程开工15日前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办理扬尘排污申报手续，并报送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方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具体负责扬尘排污费的核定工作。扬尘排污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作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

专项用于扬尘治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

《办法(听证稿)》还明确，扬尘排污者未按照规定缴纳扬尘排污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扬尘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

罚款。 

网站链接：http://www.goepe.com/news/detail-53914.html
发布日期：2010-11-15
来							源：中国环境报

昆明拟开征扬尘排污费昆明拟开征扬尘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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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为环保公益诉讼原告
“免单”
昆明为环保公益诉讼原告
“免单”

公益诉讼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缓缴诉讼费，其败诉的，免交诉讼费；如果是

被告败诉的，由被告缴纳诉讼费。由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在几天前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被舆论称为破解环保法庭无案可审尴

尬的“解困”之策。

今天，针对这一规定，一些昆明法学专家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要实现环保法庭有案

可审，仅靠减少环保诉讼成本还远远不够，更需要破解诉讼主体的难题。”

降低成本不等于有案可审
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昆明中院的环保法庭成立后到今年4月两年的时间里，共受

理涉及环境保护案件20件，其中无一起环保公益诉讼案件。还有一些基层法院的环保法庭，甚至

全年都没有一起环保案件可办。

“无案可审并不是因为环保法庭成立之后，环境污染没了，无案可审的主要原因，依然是制

度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云南律师马捞定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发起环保公益诉讼的诉讼成本太高，起诉者往往无法或者不愿意负担高额的诉讼成本；另

外，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更是严重制约了公益诉讼。”马捞定说。

有关部门显然也早已意识到这些问题，今年下半年以来，昆明先后出台一些规定，力图破题。

9月，昆明市出台了《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资金管理办法》，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

项资金，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实施救助，规定对涉嫌侵害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时，诉讼者每

案最高可获20万元的专项救济。

不久前，昆明中院、市检察院再次联合发文《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其中规定，公益诉讼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缓缴诉讼费，其败诉的，免

交诉讼费；而如果是被告败诉的，由被告缴纳诉讼费。如果公益诉讼人胜诉，被告承担的修复环

境费用及损害赔偿金应当支付给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而不是付给原告。公益诉讼

网址链接：http://news.sohu.com/20101117/n277684691.shtml
发布日期：2010-11-17
来							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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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提起诉讼产生的差旅费、调查取证费、评估鉴定

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由败诉的被告承担。而上述

费用若是由救济专项资金垫付的，人民法院直接判决

被告向该专项资金专户支付。

云南大学法学院的杨教授认为，很明显，意见明

确了环保公益诉讼中，原告几乎不用更多的考虑诉讼

成本，无疑免去了起诉方的后顾之忧。“但是，诉讼

成本仅仅只是制约环保公益诉讼的一个问题，要真正

使环保公益诉讼常态化，使环保法庭不再无案可审，

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解决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须放开公民个人诉讼权
根据有关规定，环保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主体一

般为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环保社团组织，而作为

公民个人，则无法成为环保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主体。

“对于诉讼主体的限制，是现存最大的弊端，也

成了很多环保法庭无案可审最大的原因。”马捞定认

为，要真正破解无案可审困境，必须放开对公民个人

提起诉讼的限制。

据了解，即便是昆明刚刚下发的意见中，规定的

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仍然为人民检察院、环保机

构、环保社团组织，而对于个人，意见并没有将其纳入

公益诉讼的主体，只规定了公民个人的检举、控告权。

“意见提的，仅仅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重

复，其在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杨教授

认为，作为有权提起诉讼的检察院、环保部门、环保

机构，由于前两者本身的职能工作便很繁杂，往往无

法专注于此类案件。

“同时，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往往与企业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很难主动对污染企业提起环保公益诉

讼。”杨教授解释说，因为环保部门自身便有查处污

染的职能，既然愿意起诉，那为什么不直接查处？为

什么一定要等到造成污染后果之后，才来提起公益诉

讼？提起公益诉讼，会不会反衬出其职能没得到最大

的发挥？    

而民间的环保组织，毕竟其数量、精力有限，

不要说立案起诉，就是关于公益诉讼的一些声音也

很少听见。“像今年云南鹤庆县的血铅事件、大理

的填海造别墅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但民间环

保组织也没多少声音。”杨教授说，恰恰是这些社

会关注度很高、涉及到民生的环保事件，才更需

要环保公益诉讼。如果放宽对诉讼主体的限制，

环保法庭也许才真的能够有事可做、有案可审。 

    “现有对诉讼主体的限制，可能是有关部门担心一

旦允许公民个人诉讼，将会导致案件太多，或者有人

会对诉讼权进行滥用。”马捞定认为，这种顾虑实际

上是多余的，因为法院在立案时会进行严格审查。 

    “可以首先受理一些涉及面广、影响大、后果重的

案件，而且，对于同一个污染事实，仅受理一次起

诉，但可以由一个或者多个公民一起作为诉讼主体，

这就能避免环保公益诉讼权被滥用。”马捞定建议。

本报昆明11月16日电
公益诉讼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

缓缴诉讼费，其败诉的，免交诉讼费；被告败诉的，

由被告缴纳诉讼费。    

公益诉讼人因提起诉讼产生的差旅费、调查取证

费、评估鉴定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由败诉的被告

承担。而上述费用若是由救济专项资金垫付的，人民

法院直接判决被告向该专项资金专户支付。

案件的损害事实、损害后果由公益诉讼人(原告)

承担举证责任。

更为难以证明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涉及技术性或者专业性的问题，当事人可以

聘请专家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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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昆明11月25日电　（记者胡洪江）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为遭遇“案荒”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护航”。

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瓶颈 
“2008年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后，昆明没有再发生能达到一定污染后果的环境案件，但“无案可审”

并不是说昆明就没有环境污染事件了。”昆明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永军认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的成本太高，以及个人不能作为诉讼主体，是最关键的制约瓶颈。

张永军以即将开庭的昆明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举例说：两家农牧公司在未按环评批复要求建成

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情况下，即陆续允许养殖户进入养殖小区养猪，废水渗入地下水系统，导致距养殖

小区直线距离不足1公里的嵩明县杨林镇大树营村委会七里湾大龙潭水质出现发黑发臭现象，人畜无法继

续饮用。昆明市环保局作为原告，请专家对恢复成本诉讼标的进行评估，花费13万元，另外还垫付了监

测费、律师费等数万元。原本计划请地质水文专家对被污染的地下水作鉴定，33万元的鉴定费最终让环

保局望而却步。

“如此高昂的诉讼成本，并不是每个起诉者都能够或愿意承担的。即使能承担，也要反复斟酌，判

决下来的赔偿是否够垫出去的成本，千万别"倒贴"。”张永军说。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诉讼
昆明市中级法院新闻发言人袁学红说，此次出台的意见，一个重点就是解决公益诉讼费用的问题：

公益诉讼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缓缴诉讼费，如果败诉可免诉讼费；被告败诉的，由被告缴纳诉

讼费。公益诉讼人因提起诉讼产生的差旅费、调查取证费、评估鉴定费、律师代理费等诉讼费用，由

“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垫支，最后由败诉的被告承担。如公益诉讼人败诉，相关费用由

“专项资金”承担。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环境公益诉讼费用问题，昆明专门设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由

昆明市社团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昆明市社团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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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法院判决无特定受益人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侵害环境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自愿捐赠款项

等构成资金来源。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付环境公益诉讼所需的调查取证、评估鉴定等诉讼费用，对

因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侵权人给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环境侵权案件的受害

人进行救助。其中，鉴定费、调查取证费等申请限额每案最高可达20万元，对受害人的救助每案每

人最高可达两万元。

检察院可作公益诉讼人
对于制约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问题，该意见将人民检察院、环保机构、环保社团组织

明确规定为公益诉讼人，其他公民、法人和组织对损毁、侵占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生活环境的

侵权行为，有权向环保机构、检察院检举、控告，也可以申请环保社团组织向法院提起诉讼。  

　　意见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的损害事实、损害后果由公益诉讼人举证，侵权行为与损害后

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被告举证。

“检察院支持起诉在民事诉讼法中早有规定，但以何种方式支持却没有具体规定。我们这次

就明确了，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可以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据利益归属于公益诉

讼人。”袁学红说。

“过去办理环境刑事案件时，可能诉讼在进行，破坏环境的行为也在继续。最后，法院判决

破坏行为违法，但危害已经造成。”袁学红说，“为消除这种遗憾，昆明想了个新办法：当被告的

行为可能严重危及环境安全，可能造成环境难以恢复，可能加重对环境破坏的，公益诉讼人可以申

请禁止令，法院审查后，可以颁布禁止令，及时禁止被告的相关行为。先停下来，再进行诉讼审

理。禁止令由人民法院作出，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点评】
新举措操作还需检验
在环境公益诉讼“等米下锅”的窘况下，昆明新举措无疑是紧迫而必要的尝试。同时应该看

到，检察院、环保局的主要职责并非公益诉讼，要求其拿出人员专门从事公益诉讼恐怕有心无力。

再者，有能力制造严重污染的企业一般不是小企业，而大中型企业往往都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纠缠不

清，这足以导致有资格提起诉讼的行政机关望而却步。昆明此次出台的新举措虽具有积极意义，但

是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还需实践检验。

网址链接：http://www.chinaenvironment.com/view/ViewNews.aspx?k=20101126111142000
发布日期：2010-11-26

来							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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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又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在全

国碳汇造林试点启动会上宣布道。17日，全国碳汇造林试点启动会暨国家林业局西南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

心挂牌仪式在昆明举行，这次试点分别在云南、山西、浙江等省进行。

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院长唐芳林等出席了启动会。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大力发展林业，增加森林碳汇，是国际社会公

认的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措施。张永利在会上说：“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不

懈努力，这次全国碳汇造林试点的启动就是中国为保护地球气候做出的最实际的行动。”

“目前，我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50%以上；林业用地3.71亿亩，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2.8%，居全国第

二位。”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在会上略带自豪地介绍。据悉，之所以将西南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设立在

昆明，是因为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之称，森林类型多，造林树种复杂，不同树种固定的二氧化碳量不一

样，在云南建立试点，可以监测到各树种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从而选出能固定二氧化碳量最多的树种，

以便在全国推广种植。

据了解，森林是陆地最大的贮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毁林仅次于化石燃料燃烧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源。树木每生长一立方蓄积，约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每营造15亩人工林，可以清除三口

之家产生的二氧化碳；每营造11亩人工林，可吸收一辆奥迪轿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

云南省林业厅造林处副处长肖华向人民网记者介绍说，在碳汇造林试点建立碳汇计量监测中心有其重

要意义。在没有碳汇计量监测之前，各种树木固定二氧化碳含量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碳汇造林很难见成

效，通过碳汇计量监测可以数据化碳汇造林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从而优化碳汇造林的树种，提高碳汇造林

效率。

此间与会专家表示，“购买碳汇”已经成为时尚的环保方式，等碳汇造林二氧化碳固定量标准体系建

立，国家认可碳汇造林二氧化碳减排量以后，有望出台碳汇交易相关规定，到时可以把造林所固定下来的

二氧化碳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企业出钱购买碳汇造林所固定的二氧化碳，以抵消企业在生产中排放的二氧

化碳量。

网址链接：http://www.kmepb.gov.cn/kmhbj/73464968921481216/20101118/18019.html
发布日期：2010-11-18
来				源：昆明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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