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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28 日，自然之友创始人、会长梁从诫先生在北京去世。

梁先生的离开让众多关心环境保护的朋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数以千计的人自发从全

国各地赶到北京，参加了梁先生的告别会和追思会。

作为中国民间环境保护运动的先行者和领头人，梁从诫先生的精神和行动鼓舞了一批又一

批的人加入到环境

保护的行列。梁先

生走了，但他生前

播 下 的 绿 色 种 子，

已在中华大地生根

发芽。

我们对梁先生

最好的纪念，莫过

于每个人在自己选

择简朴生活的同时，

影响、带动更多的

人走进这样的生活

氛围。

社会各界送别梁先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章轲摄

梁从诫先生去世

追忆梁从诫先生，图为梁先生的夫人方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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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垃圾减量与善治

Friends of nature

全国近 700 个城市中的三分之二

已经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垃圾危机需

要我们更有力的行动。

工作目标

从 2009 年开始，计划用至少 10 年的持续努力，化解中国城市的垃圾危机，推

动以减量为本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和政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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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

◆ 以北京为样本，全面调查城市生活垃圾产生及处理的现状与问题，梳理垃圾管理政策；

◆ 推动和监督社区垃圾分类的效果，探索厨余垃圾减量之道；

◆ 进行台湾垃圾管理政策经验的研究，并在两岸废弃物管理议题以及社区实践上，开展

深入交流；

◆ 提升公众对垃圾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认知度和行动力

我们的行动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专项调研

完成中国垃圾管理重要文献综述桌面研究

赴广西横县、广东万汇楼、北京西山庭院、杭州良褚文化村等垃圾减量社区进行专项调研

北京市垃圾分类试点社区分类成效专项调研

持续进行《垃圾真实履历》专项研究

政策建议

向环保部、住建部、发改委《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等重要垃圾管理法规提交正式修改建议

赴青海玉树参加地震灾后重建之“垃圾管理专项规划”, 并撰写《玉树州结古镇生活垃圾管理规划草案》
（与壹基金合作）

在北京市两会和全国两会提交多份垃圾管理相关提案 / 建议

社区工作
在北京市百旺茉莉园、中海枫涟小区持续推动垃圾零废弃试点工作，协助居民进行持续性的户内垃圾
组分统计

组建“社区业主零废弃工作小组”

两岸交流
进行台湾垃圾管理及政策经验的专项研究（与台湾绿盟合作）

邀请台湾绿盟团队成员赴北京、厦门、广州等地做城市垃圾管理政策经验交流、调研与资料收集

撰写《台湾垃圾全记录报告》、《厨余垃圾管理报告》（与台湾绿盟合作）

推动 NGO
形成合力

完成中国 NGO 参与垃圾议题行动的专项调研

启动了第一期“SEE- 自然之友城市垃圾小额资助项目”，向全国五个省市的 7 家民间组织提供经费，支
持其在当地进行垃圾议题的调研工作

在北京、杭州举办三次面向全国 NGO 的垃圾研讨会及论坛

与自然之友上海、广州、河南等会员小组保持联动，在不同城市共同推动垃圾减量社区行动

垃圾学院和
信息平台

与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合作，持续举办 40 余次“垃圾讲堂”、“垃圾之旅”等公众活动，共有上千人次参加

完成“零废弃”垃圾减量门户网站和“零废弃”城市垃圾减量资料库的研发

制作并发布 8 期“零废弃”社区环保电子通讯

发起“我们分了吧 - 干湿分开”、“别再装了 - 限制过度包装”等公众倡议

影响和改变

◆ 垃圾议题再次全面进入全国 NGO 的工作视野，

参与垃圾议题的民间组织数量大幅增加；

◆ 更多市民以实际行动监督垃圾分类效果；

◆ 全国多个垃圾分类试点社区和推动者产生更

多合作；

◆ 垃圾政策制定过程有更积极的公众参与。

      赴广西调研垃圾分类和厨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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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气候变化和低碳家庭建设

工作目标 :

对气候变化议题进行回应；

传播低碳理念，增强社会认知度，探索公众参与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动策略；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节能减排”的实践探索，并总结出

可推广的实际行动方案和“低碳家庭”样本；形成“低碳家庭”

的能效标准。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国际视

野，更需要扎实的本地行动。

Friends of nature



�

Friends of nature

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联合研究项目

年度目标

◆ 探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公民社会立场和策略；

◆ 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和行动；

◆ 在国际层面发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声音

我们的工作

◆ 搜集国内外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

报道，并通过博客进行持续分享；

◆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期

间，举办了以“中国公民社会的低碳行动”

为主题的边会；

◆参与起草、发布了《绿色中国，竞跑

未来——中国公民社会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

判天津站的立场书》和《绿色中国，竞跑未

来——中国公民社会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坎昆会议的立场书》；

◆ 通过“中国环境 NGO 在线”的邮件

组，征集民间环保组织对《立场》（草案）的意见，并征集联合署名；

◆ 在天津气候变化谈判和坎昆气候变化谈判期间，参加了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

交流。并将《绿色中国，竞跑未来——中国公民社会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坎昆会议的立场

书》递交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

我们的影响

和 中 国 民 间 气 候 变 化 行 动 网

络（CCAN）、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联 盟

（GCCA）一起，推动了 60 多家中国

公民社会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

判天津会议期间集体亮相，向国际

社会全面展示了中国公民社会应对

气候变化的努力。

天津气候变化谈判期间,解振华在中国NGO展台前停留

在坎昆会议期间，中美NGO宣布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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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家庭——节能安居到我家

年度目标 

◆ 对北京地区的居民用电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搜集一手数据；

◆ 通过对比研究，探索家庭节能的空间

我们的工作

◆ 在北京市交道口街道的 7 个社区开展居民家庭用电情况调查，了解居民的能源使用习

惯，家庭用水量、用电量、用气量，各种家电的能

耗情况等；

◆ 在交道口街道的 7 个社区举办了 14 场节能

教育讲座；

◆ 和多所学校、企业，以及公共机关合作，

举办了十余场节能教育讲座；

◆ 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并展

示中国公民社会、中国公众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付出

的努力。

我们的影响

“低碳家庭——节能安居到我家”得到了环保部宣

教中心的肯定，并被作为优秀案例收入了由环境保护部

宣传教育中心和远洋地产“老社区、新绿色”环保公益

行动项目组联合编著的《社区环保活动优秀案例集》。

 培训志愿者 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

使用Power Meter测量用电情况

我们展望：

通过丰富的一手调研数

据和社区实践经验，为有关

政策以及节能标准的制定，

提供数据和案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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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可持续交通

自行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最后

1 ～ 3 公里的有益接驳，可以降低交

通中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自然之友

呼吁驾车人能够支持、理解、认同和

尊重自行车交通方式。

Friends of nature

工作目标：

提高慢行交通方式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地位；改善自行车出行的整体环境，重

塑自行车文化；改进自行车租赁方面的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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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环境教育

向“自然缺失症”说不！

Friends of nature

工作目标：

以自然体验为主要手段，重建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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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

◆ 在城市推广自然体验的理念和行动；

◆ 培养环境教育力量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影响

◆ 环境教育项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八达岭森林体验中心的建设获得北京市园林

局 30 万元的资金支持，这是自然之友获得的第一笔政府购买服务；

◆《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获得《中国教育报》“2010 年度影响教室

的 100 本书——特别推荐奖”；

◆ 自然体验的理念被更多公众了解并接受。

自然体验亲子活动

考察青龙谷

培养热爱大自然的孩子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自然体验

和北京市园林局合作，共同规划、建设位于八达岭青龙谷的森林体验中心

举办 2 期冬令营和 3 期“地球守护者”夏令营

举办了 15 次周末常规自然体验课

培训

举办了 1 期地球守护者讲师培训，培训了 12 名营地讲师

举办了 1 期自然体验师培训，培训了 26 名自然体验师

培训了 150 余名环境教育志愿者

教材编写 / 出版

编写完成《门头沟灵溪环境教师培训手册》

翻译出版了《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组织志愿者完成翻译《爱泥巴》

打工子弟学校活动
在北京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启动“亲亲自然小花园”的修建

举办 5 场打工子弟学校户外活动，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环境和户外教学支持

全国其他地方

环境教育支持

举办 3 次全国性的论坛和工作坊

发展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和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成为“绿中心”，在当地开展环境教育

工作，并提供小额资助

派出专家 30 余人次，赴全国各地支援当地“绿中心”的教学和培训

城市绿地图 推出《交道口街道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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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导和公众参与
2010年 Friends of nature

工作目标：

倡导和推动环境领域公众参与机制的形成；反映和代言弱势的呼声，进而影响环境公

共政策；

搭建公众参与的信息平台，增加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渠道；

寻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环境问题，并提高 NGO、公众用法律手段保护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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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导

年度目标 

◆ 分析研究重大环境事件、热点环境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通过各

种途径传递给决策者、专家、民间组织、公众等；

◆ 跟进环境保护的最新进展，掌握环境保护的舆论状态，并将信息提供给关注环境保护

的人，包括官员、媒体从业者、研究人员、学生等

我们的工作

◆ 出版并发布《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

◆ 出版并发布英文版《中国环境绿皮书》（第四卷）；

◆ 对自然保护区管理、西南大旱、西南水危机进行专项实地调研；

◆ 两会期间，提交了四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提案；

◆ 举办世界地球日特别论坛，反思西南大旱的深层次原因；

◆ 发布了 26 期《环境 - 生态 - 经济电子半月刊》；

◆ 发布了 6 期中文《自然之友通讯》、3 期英文《自然之友通讯》；

◆ 持续更新自然之友网站（www.fon.org.cn）；

◆ 开通搜狐、腾讯、新浪微博和博客；

◆ 持续更新自然之友人人网和豆瓣网官方页面。 

我们的影响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中

关于北京“奢侈性水消费”的调研，引

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中央领导的重

视，推动了北京市节水条例的修订工作，

并在条例中增加“限制奢侈性用水行业

准入”等条款；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中

关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调研，引起了

吉林省省长等当地决策者的重视；

◆ 50 余家国内外媒体针对绿皮书

发布以及绿皮书中所反映的问题发表了

上百篇报道；其中，奢侈性水消费问题、

城市空气质量问题更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网络转载量过万。绿皮书中的观点、调研结果也多

次被各大媒体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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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年度目标

◆ 推动已公示信息的再度扩大和有效利用；

◆ 探索 NGO 利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空间；

◆ 推动 NGO、公众参与环境政策制定的机制化建设；

◆ 推动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公开

我们的工作

◆ 发布 30 期《重点环境公示信息简报》，将环保部、

国务院法制办以及重庆环保局、云南省环保厅、四川省环

保厅等政府部门发布的最新公示信息搜集汇总，发给相关

的机构和专家，并及时协助各地 NGO 相应行动；

◆ 开展调研工作，了解环保组织进行环境法律倡导的

现状和法律规定中的公众参与空间；

◆ 举办法律倡导行动分享会；

◆ 组建环境法律专家顾问团；

◆ 同多家环保组织共同谏言港交所和深交所，要求彻查紫金矿业瞒报一事；

◆ 联合多家环保组织，分别就大唐、华电和中石化等公司的上市和再融资环保核查多次

谏言环保部；

◆ 给环保部公示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提交意见。

我们的影响

◆《重点环境公示信息简报》推动了环保组织、公众给多项正在制定中的环境政策提意见；

◆ 法律倡导行动分享会间接促成了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和中华环保联合会此后在贵阳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 谏言上市公司环保

核查的工作得到了环保部

的肯定。

2010 环境事件的频发

令人警醒。如何和灾难赛

跑，赶在事件发生前让企业

和政府意识到潜在的环境风

险并有所行动，是环保组织

的公众参与策略需要回答的

问题。

2010年7月，在贵阳举办

“环保民间组织法律倡导行

动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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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草根支持和会员活动

工作目标：

促进环境 NGO 的合作交流，形成合力； 

支持草根环保力量的发展，扶持其成长

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健全是环境保

护的重要保证。

Friends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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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支持

年度目标

◆搭建环保组织交流沟通的平台；

◆向各地会员小组提供小额资助；

◆提升会员小组的能力和行动力；

◆搭建会员沟通交流的平台

我们的工作

◆完成“中国环境 NGO 在线（GREENGO）”网站的改版和推广；

◆举办了第六届中国大学生环境组织合作论坛绿色就业分论坛，并组织本土环境组织参与

5 月份举行的“西安绿色人才团购会”；

◆开展“采访家乡的 NGO”活动，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的 30 名志愿者参与，并针对 23 家

环境组织的人才现状及筹款方式进行了专访；

◆向广州、河南、襄阳、上海、深圳、观鸟组以及植物组等会员小组提供小额资金支持，

共计支出 105392.05 元：

◆举办了两次“京外会员小组学习网络”活动，分别就“追求食品安全、践行有机农耕”

和“NGO 注册及小组协调人能力建设”主题进行了讨论；

◆举办 20 多期自然讲堂，除配合主题小组举办主题讲座外，还举办了 20 几期其它议题的

公众讲座。

观鸟组活动登山组清理香山的垃圾死角

上海小组社区垃圾减量活动

小组名称 资助内容

广州小组 广州 2010 绿色单车嘉年华

河南小组 河南乡土种子调查 / 河南绿色沙龙

襄阳小组 汉江母亲河流域保护

上海小组 上海绿色世博讲堂

观鸟组 北京公园鸟类调查 / 北京野生鸳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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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活动

自然之友现有三个北京地区主题小组和 9 个京外会员小组，他们在 2010 年开展了丰富多

彩、遍布全国各地的环保活动，在宣传环保理念、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发动公众参与等方面，

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名称 成立时间 现任组长 2010 年简报

北京观鸟组 1996 年 李强
每周末组织天坛、圆明园观鸟，并开展这两个公园的鸟类调查；组织了 13 次远
郊观鸟活动

武汉小组 1998 年 曾祥斌

举办了 4 次公众讲座；3 次“自然观影会”；组织了 5 次环境教育出行活动；启动
了“我的城市我的湖”项目；在湖北省鄂州市举办“有机食品低碳生活拉图尔有机
生活”动员会；在武汉市南湖华德福幼儿园举办自然农夫集市活动；小组成员徐
大鹏第三次蝉联由武汉市环保局聘任的“武汉市环保大使”。

北京植物组 2002 年 胡德强 开展日常户外植物认知活动和室内植物知识普及讲座共计 24 次。

襄阳小组 2002 年 运建立

开展环境教育宣传活动 53 次，受众 10071 人；开展调研活动 68 次，行程 8680
多公里；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如：环保局、河道局、海事局
等反映；并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到环保局或让媒体曝光，促进了污染的
尽快治理。 

广州小组 2002 年 洪霞

举办两次低碳生活公益论坛和交流会；在多所高校、中学举办环保讲座；创作了
“动物联合国气候大会”环保话剧，并进行了十几场公演；举办“垃圾分类和低碳

家庭、时尚生活”社区环保活动；举办自行车绿色嘉年华化妆游行活动；与国内
外 NGO 合作开展项目；参加了广州市林业局和园林局举办广州市绿化条例听证
会，提出古树保护建议。

上海小组 2003 年 何洁

完成了 105 份“社区垃圾分类问卷调查表”，完成 72 份“三林世博家园社区垃圾分
类示范家庭”声明，开展了 47 次垃圾分类活动，有 272 户人家开通绿色账户，
发放蚯蚓 200 公斤，有 13 户人家参与养殖，并在和合苑设立一处集中养殖点，
举办了 4 次垃圾知识讲座、三次小手拉小手活动和一次小手拉大手活动；围绕
富国污染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多方联合向富国皮革提交《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提示
信》，发动媒体力量进行跟踪报道；举办了 6 次自然讲堂。

北京登山组 2005 年 曲志兴
每周末持续组织会员和公众去香山地区进行垃圾清理活动；组织了 10 次远郊登
山捡垃圾活动。

河南小组 2005 年 崔晟

组织了 10 余次环境教学活动；选择适宜的社区，纵深开展“蚯蚓宝宝来我家”项
目，利用蚯蚓堆肥方式实现社区参与家庭的垃圾初步分类和厨余垃圾的减量化，
已经先后进入郑州市的 3 个社区，共计 200 余户志愿者家庭；开展了“垃圾旅行
记”图片展社区巡展；探索“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就古树保护开展了河南省
十地市的实地调查。

南京小组 2005 年 王少明
组织志愿者去百蝶缘志愿者营地养护营地的蝴蝶相关植物和一些基础设施；举办
了多期公益性的自然体验营活动；每个月开展 1 ～ 3 次自然学堂活动，目前已经
举办了 10 多期活动。

深圳小组 2005 年 秦亚黎
坚持推动低碳理念宣传，排练演出环保话剧《地球濒危动物深圳代表会议》；举办

“转基因产品替代传统农副产品的十字路口——你认为应该开红灯还是绿灯”论
坛，以民间视角讨论对转基因食品支持或反对的观点。

浙江小组 2006 年 王国海

即原杭州小组，2010 年 10 月份正式更名。浙江小组在会员管理、活动举行等方
面都有了较大变化。对浙江会员逐个电话联系，进行重新统计，激活休眠会员，
希望通过活动的举行，巩固会员和小组的联系。同时，浙江小组在自然讲堂、绿
希望、环保宣传等方面的工作稳步进行。

福建小组 2006 年 马天南

开展了“关注水资源，再访九龙江”活动，联合环保志愿者、专家学者、媒体记
者对九龙江流域进行回访。对流域内村庄进行回访调研，对水环境变化摸底并抽
取水样进行化验、分析，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分发宣传资料，鼓励沿岸公众
参与到水资源保护行动中来，提升当地公众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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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媒体报道

“绿皮书”聚焦五大环保热点——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进入环境事件高发期——新京报

北京警惕奢侈型水消费——北京晨报

应该刹住奢侈用水——中央电视台

干旱持续水资源需合理调配 ——光明日报

梁从诫：自然之子，坚韧如水——人民日报

环保组织要求召开保护区听证会——第一财经日报

民间组织呼吁修正“限塑令” ——中国环境报

自行车大国骑车人面临诸多尴尬——中国青年报

Office workers want safe way to saddle up——中国日报

Pro-bike NGO drafts plan for livable city——环球时报

26 家下属企业环境违规 中石化再融资申请或缓批——每日经济新闻

垃圾处理政策如何定？ 参与决策公众有话说——中国环境报

低碳一族的生活账本——三联生活周刊

低碳冬令营——中国环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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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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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名称：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单位：元

资产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072,108.49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27,436.60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8,637.99 

  存货 8   预收帐款 66  691,050.00 

  待摊费用 9  15,850.00   预提费用 71  1,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其他应付款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1,356,714.21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资产合计 20  -   2,115,395.09 流动负债合计 80  -    2,057,402.20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    -     长期应付款 8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原价 31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固定资产净值 33  -    -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负债合计 100  -    2,057,402.20 

文物文化资产 35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    -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    -33,055.50 

无形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91,048.39 

  无形资产 41

105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110  -    57,992.89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    2,115,395.0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    2,115,395.09 

此表格显示的是自然之友2010年6月至12月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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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伙伴

北京倍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园林局对外合作项目办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德国EED基金会

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

法国大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

福特基金会

浩然基金会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美国乐步(Rockport)

美国律师协会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SEE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索尼爱立信

台达环境与教育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西铁城（中国）有限公司

协和基金会

英国大使馆文教处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北京科技活动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

环保部宣教中心

四川省茂县教育局 

四川省茂县人民政府  

 安徽芜湖生态中心

北京地球村

北京复绿社区生态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建筑装饰协会

Beijing Open Party

比车牛(Smarter Than Car)

成都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地球纵观环境科普数字图书馆网站

点废成绿

电子垃圾行动网络

Earth Education Institute 

福建环保志愿者协会

福建绿家园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两湖一库环境保护基

金会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IUCN）

湖南绿色潇湘

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乐施会

绿家园志愿者

绿色汉江

绿色和平

绿色龙江

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

骑行者

上海热爱家园

社区參与行动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厦门绿十字

行动援助

云南绿色流域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

中心

中国自行车协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北京市教学植物园 

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广告系

八方环球

北京别处空间建筑设计事务所 

北京节能环保超市

北京市海淀区物资回收公司

贝科蓝图

丹尼菲尔

飞剑水壶

HIT娱乐有限公司

金鼎轩

廊坊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美兰德信息公司

轻舟装饰

商道纵横

丝路大道

万科物业有限公司

新中关购物商城

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

北京漫步

财新传媒

科学普及出版社

谷歌

和讯网

环球时报

京华公益周刊

每日经济新闻

南方周末

蒲蒲兰绘本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尚《座驾》

搜狐绿色频道

腾讯绿色频道

中国环境报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外对话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

中央财经大学09电子商务系

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志愿者团队



2010 年 11 月，自然之友在四川茂县开展

的“灾后绿色学校重建项目”基本完成，壹

基金自然之友黑虎小学新校园也正式投入使

用。黑虎小学校园的设计建设不仅采用了多

项绿色可持续的建筑技术和节能产品，也充

分吸收了当地羌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元素，实

现了绿色建筑和当地传统文化的结合。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西里 5号楼 4层

邮编：100010

电话：010-65232040/65120929/65120827/65120937

传真：010-65286069

E-mail：office@fonchina.org

网址：http://www.fon.org.cn/ 

搜狐博客：http://fonchinavip.blog.sohu.com/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fonchina

支持我们

账户：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帐号：0200 2194 0900 6700 325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黄寺支行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77 号德胜国际中心 D 座     

一层 

邮编：100088

收款人： 自然之友

汇款说明：汇款时请注明汇款人姓名、地址及款项说明

真心实意   身体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