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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自然之友通过行动，持续聚焦三项核心业务 : 法

律政策、公众参与、环境教育。工作团队和会员志愿者们牢

记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推动核心战略目标 :“发现、

培育、支持更多的绿色公民，并推动更多的自组织环保行

动”。

今年的年报，我们第一次将内容排布从“机构工作逻辑” 

转变为“现实环境保护影响”逻辑，即“蓝天、碧水、城市、

荒野”，希望创造更友好的阅读体验 :

面对大气污染的“十面霾伏”，自然之友用专业行动捍卫公

众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 : 推动全国重点工业污染源的信息全

面公开、打造“蓝天实验室”、用法律诉讼手段遏制非法排

污行为；持续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政策法规的制定修

订过程； 

面对江河湖海的“生态红线”，自然之友责无旁贷：博弈多

年的长江“小南海”事件初见曙光 ; 水污染类公益诉讼力量

初现。在黄河、长江、钱塘江、湘江、 汉江、清河等众多流域， 

会员们的守护行动从未停歇。 

面对依然严重的“城市病”，自然之友帮助更多人放下抱怨

和无力感，用行动探索改变的可能：“低碳家庭”节能改造、

“废弃物与生命”校园行动、“自然体验师”培训体系 ......这

些都是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入口、绿色公民成长的路径；

面对荒野的生态挑战，自然之友结合法律工具和各地会员行

动，用公益诉讼和政策倡导回应“自然保护区自身难保”等

现实问题；同时打造自然教育基地、研发自然教育课程 , 引

领更多人建立内心与大自然的连接，培育自然荒野保护的行

动力量。 

面向 2016, 自然之友将启动一项重要的资源战略 : 公众定

期定额捐助计划。我们相信，唯有来自更多个体的小额定期

捐助，才是构筑自然之友未来行动蓝图的坚实基础，也是自

然之友积累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环境保护需要足够的力量、耐心和勇气。我们希望，在这一

年中，有更多朋友关注和支持自然之友，用你们的支持和监

督，陪伴这个环境组织向碧水蓝天的目标坚实迈进。

总干事致辞

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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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积极变革：

主动调整自身架构及职责

以面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

2015年，自然之友的战略逻辑更为清晰，工作团队和会员、

志愿者的协作更为有效。我们基于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牢记核心战略目标：“发现、培育、支持更多的绿色公民，并

推动更多的自组织环保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继续聚焦

在三项核心能力上：法律实践与政策倡导、公众参与、环境教育。 

在法律实践与政策倡导领域，自然之友在深度参与新《环境

保护法》等多项重要立法修订过程的同时，发起和支持了十

余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打造了一支专业有力的环境法律团

队，搭建了面向广大 NGO 的“环境公益诉讼支持网络”。

我们相信，中国的生态环境需要更多好原告、好律师。我们

将继续为之努力； 

在公众参与领域，自然之友整合了大气、低碳、垃圾等多个

公众参与类项目团队，成立了全新的“公众行动中心”，致

力于开发一系列低入口、高出口的“行动产品原型”，并通

过不断迭代升级，为各地环保行动者提供更多“面对真问题”

的有效支持；

我们重新定义了“会员中心”，将志愿者发展、各地小组支

持和公众小额筹款结合起来，希望集合遍布各地的会员和志

愿者，成为同乐共进的“环保事业合伙人”。 

自然之友的业务逻辑

在环境教育领域，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在一年中有了长足

发展。我们自主建设了第一个自然教育基地，开发了全新的

自然体验师培训课程，有了面向 3-16 岁青少年及其家庭的

各年龄段自然体验产品，同时培养了数百名各类自然教育讲

师，激发支持了近十家全新自然教育机构的成立发展，为行

业提升做出身体力行的贡献。

法律与政策倡导：

公众参与空间的拓

展与保障

会员 + 公众行

动中心：

公众参与环保

行动的支持

环境教育：

培育未来的绿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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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行动计划

03

2016 年 , 自然之友将进一步聚焦战略目标 , 推进重点行动板块 :

2016 年，期待更多人成为自然之友的小额定期捐赠人和志愿者。涓涓细流，汇成支持自然之友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力量。

法律行动与政策倡导：

聚焦大气、水、土壤和自然保护区四项核心议题，以自然之友为主体发起至少 20 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资助支持环保社会

组织发起至少 15 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并对行政公益诉讼进行探索；进一步建设“环境公益诉讼支持网络”、“环境公益

诉讼支持基金”；

深度参与《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多项重要立法工作。

希望有更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公益基金会、学者和专业人士加入自然之友行动当中，推动环境法治，捍卫生态红线 。

公众行动：

基于雾霾、城市黑臭水体、社区能耗及垃圾管理四项核心议题，打造和优化以公众参与为目标的“行动产品”，如“低碳家庭”

五步法、“蓝天实验室”工作坊、“废弃物与生命”课程、“零废弃会议”支持体系、“清河”共治体系等。

支持个人会员与各地小组进行更多环保行动实践，进一步提升“蒲公英小额资助”、“学习网络”等支持型工作的品质；

希望与更多伙伴在渠道、资源、研发、专业技术等方面形成合作，探索更多有助于绿色公民成长的行动途径和解决方案。

环境教育：

打造盖娅自然学校教育基地——“盖娅沃思花园”，初步形成“自然教育基地”的建设指导手册；

完善“自然体验师”等师资培训课程体系，培养至少200名专业自然教育类讲师，推动建立中国自然教育联合师资培养体系；

推出一系列环境教育、自然体验课程，以及相应出版物；

希望有意致力于自然教育、环境教育的各界人士加入盖娅自然学校团队，更多人成为自然体验类课程的用户，更多社会资

源投入，支持盖娅自然学校发展得更加专业和可持续。



对抗雾霾，捍卫公众呼吸清

洁空气的权利

2015年春，一部关于雾霾的视频传遍网络内外，使公众加深了对清风蓝天

的期许，也让更多人了解到自然之友应对雾霾而采取的行动、发出的声音。

2015年，自然之友用一系列行动回应着雾霾的挑战：通过“蓝天实验室”

帮助公众更清楚地认识雾霾、了解如何科学地应对雾霾；通过法律武器让

制造雾霾的污染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通过联合各地行动力量推动大气污染

排放信息公开……这些行动都在表明：重夺蓝天，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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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动

政策倡导

采取法律手段对大气污染行为寻求救济，对已发生的污染和破坏行为进行制止，遏制雾霾最

主要来源——工业排放的违法超标问题。

通过建立民间的交流平台以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及政策制定，尤其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的完善。

◎ 贵州

贵州清镇市生态保护联合会与自然之友起诉清镇市铝矿厂及清镇市站街填龙滩前

明铝铁矿山至清镇市法院生态保护法庭。最终，被告公开道歉，并修复所破坏的

10 亩林地。这是新环保法生效后首起结案的大气污染类环境公益诉讼。

◎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

2015 年 1 月，自然之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大气

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修改建议，提出：应设专章规定“信息公开和公

众参与”，主要针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与大气污染相关的环

境信息、参与和监督大气环境保护的权利，特别建议增加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

条款。

 

◎ 山东

自然之友起诉山东金岭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被告大气污染物排放长期持

续超标等行为严重危及大气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自然之友提起公益诉讼，

索赔大气污染治理费用约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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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蓝天实验室”携手专业研究机构和科学家，针对空气污染与健康防护进行探索和实践，并

开展系列调研及教育活动，支持更多人成长为富有行动力的绿色公民。

◎ 带空气检测器回家活动

2015 年春节期间，“蓝天实验室”招募一百位最具实验精

神的志愿者，带着空气检测器踏上了对抗雾霾的旅程。

◎ PM2.5与出行方式选择测试

与达尔问环境研究所携手，联合空气污染专业领域学者，对

不同出行方式所处环境中空气质量进行测试与分析，并发布

正式报告，让公众在选择出行方式时有更多专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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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制空气净化器种子讲师

面对日益凸显的雾霾问题，培养公众动

手自制空气净化器，并培养种子讲师影

响更多人，在 DIY 过程中加深对雾霾

形成原因和大气污染治理的认知。

◎ 民间空气观察网络

依托 18 个城市的志愿者小组，联合关注大气问题的不同类

型的 NGO、专业科研人员，培养公众及志愿者对环境问题

的科学认知与探讨能力，以及应对空气污染问题的行动力。

◎ 大气污染源信息公开推动第二期

通过襄阳绿色汉江、武汉绿江南、苏州绿色江南、郑州绿色中原，以及广州、无锡、郴州、嘉兴、绍兴、新乡等各地自然

之友小组共同行动，推动全国重点大气污染源排放信息实时公开。结合专题培训，帮助各地行动伙伴有效监督信息的公开性、

真实性和准确性。

◎ 植物滞尘实验

植物滞尘实验是蓝天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青年科学家合作设计的实验活动。活动分两期，第一期是家庭

室内植物滞尘实验，第二期是户外植物滞尘实验。活动开展使公众有实际动手参与、了解雾霾减少的方式及可能性；对生

活环境周边的植被有更系统且全面的认知。此活动设计动手性极强，且活动过程及结果均具正面性，成为蓝天实验室一个

代表性的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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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小南海保护曙光初现

小南海的危机，是全中国自然保护区因建设开发遭破坏威胁的缩影。

位于长江重庆小南海江段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专家认

为是平衡长江保护与开发的最后底线，也是自然之友坚守“生态红线”长达8年的地

方。近年来，随着小南海水电工程等建设项目被提上日程，这个长江鱼类最后的栖息

地和庇护所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009年以来，为了保住长江珍稀鱼类最后的生存家园，自然之友投入各种努力，深度

参与长江保护的博弈过程。2015年两会期间，自然之友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发布

了“保护长江鱼类保护区、停建小南海水电工程”的呼吁书，阐发中国民间组织对国

内水电开发的思考及“十三五”规划的建议。

2015年3月底，环保部发文叫停否决了长江小南海水电站建设。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

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使这个一度就要上马的项目最终停留在了设计

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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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泰州

江苏中丹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非法倾倒废酸污染长江支流，自然之友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提起公益诉讼；2015 年

1 月 15 日，以不符合起诉资格为由被泰州市中院裁定不予受理；2015 年 1 月 22 日，自然之友上诉到江苏省高院，5 月

15 日，江苏省高院裁定本案由泰州市中院立案受理；8 月 13 日，本案正式受理，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

◎ 重庆铜梁

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约 50 亩的渣山违法堆放在涪江水边上。经检测，废渣中含有大量的硫化物和砷等有

害物质及其他重金属。2015 年 2 月，自然之友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目前该案尚未立案。

◎ 云南安宁

2015 年 10 月 27 日，自然之友针对云南昆明安宁大型炼油项目未批先建提起预防性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中石油云南全面

停止建设、运营炼油项目，不得向螳螂川排放任何污水，目前该案尚未立案。

◎ 湖北黄石

2016 年 1 月，针对湖北黄石砷污染事件，自然之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起三起诉讼。要求被告修

复污染的土壤及地表水，治理至符合环境质量标准；支付相应的大气治理费用及赔偿相应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目前该案

尚未立案。

◎ 云南曲靖

持续推动珠江源头——南盘江边铬渣污染公益诉讼案。

法律行动

采取法律手段保护江河湖海，提起和支持一系列水污染公益诉讼。



翻转对江河破坏巨大的决策，参与完善污染防治政策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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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

提起辽宁环境公益诉讼首案——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该

案于 2015 年 12 月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达成协议，被告

分期支付 200 万元环保公益赔偿金用于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 辽宁大连（渤海）

2015 年 6 月 5 日，就大连“7•16”漏油事件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中油燃料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七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海洋生态环境、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损失等诉讼请求。本案在

2015 年 6 月 24 日和解，中石油拟出资 2 亿元建立海洋生态专项资金，用于大连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

◎ 海南东寨港

莆田绿盟滨海湿地研究中心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共同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被告停止在海南省东寨港国

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侵害的木栈道的行为，拆除木栈道，并恢复原状。

◎ 小南海水电站建设项目被环保部叫停

2015 年 4 月 8 日，环保部否决了长江小南海水电站建设。该水电站一旦开工，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此前被“掐头”后，又面临“去尾”

的危险。以往遭抗议的西南地区水电项目中，被行政手段明文指令叫停的，小

南海水电站是珍贵的案例。

◎ “水十条”城市黑臭水体公众参与行动

与环保部污染控制司、宣传教育司紧密合作，策划和推动“水十条”公众参与。

针对城市黑臭水体的公众监督与多方治理，和各方配合推动线上线下参与机制。 

“自然之友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支持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

心等伙伴机构提起三起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政策倡导



2015Annual Report 年度报告

11

公众参与

通过发动公众参与，针对河流污染进行研究、实践、教育、监

督，探索具有本土特点的城市河流共治模式。

◎ 公众参与清河调研

基于对北京市区北部的清河污染问题的长期关注，自然之友与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发动

公众力量，针对清河干流及支流整个流域，展开全面的调研、监测与研究活动。经过

两期的调研，发布《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关于清河流域污染现状的调查及治理建议》，

提出了提高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避免污水直排、全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等建议。

◎ 清河主题社区宣讲与展览

通过走进清河流域周边的社区与学校，开展清河主题的社区宣讲、展览，将调研成果

以图文、实物、视频等形式在社区及学校巡回展出，使清河流域的居民深入了解自己

的生活与清河之间的关系。

◎ 各地小组的河流保护行动

各地志愿者小组也在进行河流保护行动。郴州小组对郴江河流域进行调查，襄阳小组

对汉江流域调查，厦门小组保护九龙江，长株潭小组保护湘江流域。



“低碳家庭”亮相巴黎气候大会

2011年以来，自然之友通过微小而坚实的一步步努力，形成了切实可行的低碳解决方

案，并最终在国际舞台，展示了中国家庭面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积极而有效的市民行

动。

自然之友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开展了两期“宜居要好房，好房要节能”活动，共有

42户北京的家庭通过DIY式低碳节能改造，实现了节能30%~5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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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都市芳园湖泊非法填湖案

2015 年 7 月，自然之友就北京市昌平区都市芳园小区湖泊非法施工事件发起的公益诉讼案立案，为北京第一例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自 2014 年 10 月起，被告北京都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九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顾居民群

众的反对，在没有办理许可手续的情况下，非法组织填湖，将建筑垃圾和建筑开槽土等倾倒入湖，填埋湖泊区域，严重破

坏了植被、湿地等生态系统。

◎ 湖南株洲垃圾焚烧厂案

2015 年 6 月，自然之友对湘潭环保协会向株洲市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支持，请求判令被告株洲市金利亚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即停止对环境造成侵害的垃圾渗滤液泄露行为；立即消除危险，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彻底消除其已泄露的垃圾渗滤液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危害。6 月 12 日，湘潭环保协会诉株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法律行动

以法律手段维护城市中非法排污、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全力维护城市公众的基本环境权利。

对城市环境风险进行长期调研，推动政策优化和环境善治。

政策倡导

◎ 《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申请公开报告》

自然之友和芜湖生态中心持续关注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情况，共同完成

了《160 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申请公开报告》。报告指出，位于

城市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新国标现象较为严重；整体污染物信

息公开状况差，尤其是二噁英、飞灰等污染物。

此报告公布了环保组织在 2014 年申请全国 160 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

染物排放数据的结果。数据分析发现，环保组织分别向 24 个环保厅和 103 个

环保部门进行了两轮申请，仅有 14 个环保厅和 51 个环保部门提供了监测数

据信息。仅获得 65 座垃圾焚烧厂的十项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二噁英和飞灰

的数据极少；北上广三城市回复很差，在二噁英数据依申请公开方面更是全部

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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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 城市低碳家庭行动

2015 年 3 月，低碳家庭在北京继续招募 18 户改造试点家庭，全年共开

展 10 余次低碳家庭工作坊课程和参访，学习低碳家庭改造经验。家户改

造完成后，举办展览展示改造成果。同年 11 月，自然之友在上海召开了

上海低碳家庭改造启动会并招募到 8 户改造家庭。

◎ “我为城市量体温”之空调26度行动

连续 4 年开展“我为城市量体温”活动，呼吁在夏季将办公楼、饭店、商

场等公共场所空调温度调至 26℃，以减少能源消耗，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2015 年 7 月 18 日，自然之友通过志愿者在上海、襄阳、广州等 14 个城

市的公共场所测量温度，收集数据 600 余条，其中北京市以 74% 的不合

格率占据了“冷飕飕排行榜”首位。

在城市生活中从节能减排、废物利用等角度出发，鼓励市民从日常点滴做起参与到环境保护

的行动中。

◎ 垃圾减量公众动员

通过垃圾减量宣讲、组织公众参访垃圾处理设施、社区垃圾分类等活动，

动员公众以个人、家庭或团队为单位，了解并参与到垃圾减量行动中。

◎ 化妆品空瓶回收行动

2015 年化妆品空瓶回收活动在全国 15 座城市进行，累计共回收到空瓶近

两万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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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自然体验

亲子团转型为全部由家长志愿者组织向自组织、自服务、自循环的目

标迈进；开设“自然北京无痕游”系列亲子课程，将无痕的理念融

入到自然体验活动中；在“缤纷大自然”系列活动基础上，开设 3-5

岁森林幼儿园系列亲子课程。共享自然初体验，主要面向 10 岁以上

亲子家庭及成人，每月一次活动。

◎ 城市边的自然教育基地：盖娅沃思花园

位于平谷的盖娅·沃思花园，是自然学校的教学基地，组织多次“生

态建造”课和“工作假期”，并在此开办“绿色生活”夏令营，进一

步贯彻“生活即教育”的理念。

◎ 《废弃物与生命》系列教材

自然之友研发的《废弃物与生命》中学生环境教育教材，透过对自然

的理解与体验式学习、对垃圾领域全面的知识渗透，引导学生在建立

与自然连结的同时，认识、思考垃圾问题，进而从自己开始，践行垃

圾减量。通过教师共修营的方式，与感兴趣的教师、环保教育工作

者一同研修教材，开展《废弃物与生命》选修课的授课过程。截止

2015 年底，全国共有 15 个省市的 18 所学校开展此课程，七千余

名学生受益。

环境教育

通过自然体验课程、垃圾减量宣讲及低碳家庭改造等活动，普及自然生态理念、垃圾分类和

低碳知识，倡导公众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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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环境公益诉讼“第一判”

2015年1月1日，自然之友与福建绿家园依据当日施行的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被受理，被告在武夷山脉非法采矿毁坏天然林地，环保组织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并赔偿生态

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

2015年底，这起全国瞩目的诉讼案件历经一审、二审，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获得终审胜诉。法院判令四被告修复环境，

并赔偿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是人民法院立案审判的

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此案是用法律捍卫荒野生态的一个里程碑，并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乃至今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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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 生态调研

2015 年 4 月，自然之友团队与生态学专家考察云南省腾冲县北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现状，了解旅游开发对湿地生态的影响

以及对周围原住民的影响，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北海湿地独有的漂浮型草甸生态环境。5 月，考察丽江拉市海自然保护区

现状，了解丽香铁路建设对拉市海湿地生态的影响，探讨如何有效地推动拉市海湿地的保护。

◎ 重金属污染调研

在曙光环保的协助下，进行湖南石门砷污染调研；与自然之友郴州小组联合在郴州进行重金属污染调研；撰写《重金属污

染 NGO 行动手册》、《NGO 参与突发环境事件：路径与策略》、《环境政策倡导手册》。

◎ 福建南平武夷山脉非法采矿毁林案

自然之友提起的该案在新环保法实施第一天立案。该案历经一年一审、

二审，最终胜诉。法院判令四被告修复环境，并赔偿期间服务功能损

失。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十大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报

评选的“2015 年十大典型案例”，“2015 年十大公益诉讼案例”。

◎ 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生态破坏案

神华煤制油化工项目造成草原地下水超采、污染严重，自然之友在

2015 年初提起诉讼，目前尚未立案。

法律行动

提起生态类环境公益诉讼，为无告的大自然代言。

组织项目团队与各地志愿者小组，以考察、调研、户外活动等形式推动公众参与环保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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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痕山林 

无痕山林（Leave No Trace）推动尊重和最小冲击为核心的户外环保理念，引导人们如何负责任地享受自然。自然之友

于 2011 年正式将无痕山林理念引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传播。 2015 年 6-8 月，盖娅讲师在山西、天津、河南完

成了三期无痕山林初阶讲师培训。

◎ 自然教育培训

● 自然体验师培训

2015 年的自然体验师培训增设了初级集训营和中级课程，该课程设计与授课全部由盖娅讲师完成。

● 全国自然学校网络会议

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筹办了 2015 年 9 月的全国自然学校网络会议，并在会议上形成 6 个行动小组，盖娅人参与了其中

人才培养和教材研发两个组的工作，且认领了总召集人的角色。

◎ 自然教育论坛

做为筹委会成员，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参加了 2015 年 11 月底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并在“自然教

育社会企业模式探索”分论坛中分享经验。

环境教育

通过普及自然生态知识及理念，引导更多人走向荒野，了解荒野，保护荒野。

18

◎ 各地志愿者小组的生态保护行动

植物组 野鸟会 登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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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营地

通过主题冬夏令营活动，建立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结，使参与者产生对大自然深沉的爱；让孩子们了解自然生态知识及理念，

使他们增强环境意识，提升行动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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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各地会员行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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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和报告

◎ 出版物和调研报告

《NGO 环境政策倡导手册》

《NGO 重大环境事件应对手册》

《重金属污染 NGO 行动手册》

《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申请公开报告》

《“废弃物与生命”教材》

《PM2.5 与出行方式选择测试活动与成果报告》

《清河中下游水质检测报告》

《清河下游湿地生物多样性调研报告》

《圆明园听证 : 政府与 NGO 合作的一次实践》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15》

《关于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效实施的建议》（全国两会建议案）

◎ 所获奖项

2015 福特汽车环保奖 传播类一等奖

2015 SEE 生态奖（法律与政策倡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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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2015年度收支表           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

1.本表格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财务信息，不包括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及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的财务数据。

2. 如果对财务信息有任何疑问或进一步了解的需求，请致电或邮件联系自然之友运营部：

    010-65232040-806 office@fonchina.org

3. 自然之友在 2015 年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 GTI 得分 87.14 分，在 1755 家社会组织中位列第 19 名。



鸣谢

协和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华北项目中心、蚂蚁金服（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京东公益、路人甲公益众筹平台、

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厂协力中心、汇丰银行（中国）、利乐中国、

博世基金会、德国亚洲基金会、国家地理空气与水保护基金、Bread for the World、国际传播促进机构、福特汽车环保奖、

美国律师协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伯尔基金会、英特尔基金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优酷公益、

国际传播促进中心、威能中国、Cheil China

环境保护部、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北京市朝阳区科委、北京市政协城建环资委、

北京市东水西调管理处、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北京大学出版社、

社科文献出版社、ABC 美好社会咨询、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联合优斯、佳信德润、雅诗兰黛、斯特沃克软件、悦诗风吟、

康明斯（中国）、Origins 悦木之源、北京明恩文化传媒、中青旅集团、鸿芷咖啡馆、北京中永恒会计师事务所、北京鹰眼、

法国大使馆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芜湖生态中心、上海爱芬环保、宜居广州、绿色和平、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曙光环保、重庆两江中心、福建绿家园、安徽绿满江淮、重庆绿联会清镇市生态保护联合会、绿行齐鲁、

绿色江南、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成都河研会、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北京五中自然之子环保社、中国民促会、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博雅小学堂、大小爱玩、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北京爱 •自然教育咨询中心、北京乐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美国佛蒙特法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环保部环境规划院、

环助律师事务所、环鸣律师事务所、山东通德律师事务所、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复恩机构、义派律师事务所、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

王立礼、王灿发、刘湘、刘金梅、吴安心、胡玉来、廖晓勇、马栋、陈正、王军、 林燕梅、张兢兢、林英、金煜、高胜科、

胡静、李波、孙姗、王海军、邹鲲、魏哲、刘雅雯、高嵩、合煜、宫悦、冯世锋、周延、王宏伟、李振基、蒋高明、冯倩丽、

李迪华、高武、郭耕、赵绘宇、白敏、侯佳儒、郄建荣、孙佑海、贾西津、张世秋、廖红、霍志剑、李力、陈杰、张译文、

房满满、姜向阳、袁丁荣、牛健、胡钧、吴景山、东梅、张伟光、阳海鹰、王华、郑世红、谢虹、陈旭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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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 2016 年迈入第 22 个年头

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志愿者及捐赠人的支持

我们募集责任担当，募集宏观远见

持续推进法律与政策倡议、公众环保实践、

自然教育推广与绿色公民培育

共同守护中国碧水蓝天，做大自然的合伙人

让每一元都值得！

支持方式:

◎ 邮政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华展国际公寓 C 座 406 室

收款人：自然之友

邮编：100029

◎ 银行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支行

帐号：0200 2194 0900 6700 325

户名：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 支付宝

账户名：office@fonchina.org

收款人（自动显示）：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约起来，一起做大自然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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