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July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简报

中国建立新的虎豹保护区

世界自然基金会赞赏中国政府在东

北地区黑龙江省建立 24 个新保护区的举

措。这些在 2002 年到 2005 年间陆续建

立的保护区总面积 180 万公顷，相当于

瑞士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黑龙江省政

府还承诺，将在 2010 年前再增加 100 万

公顷的保护区，使得黑龙江省的保护区

总面积达到 640 万公顷，占该省总面积

的 14%。 

“ 黑龙江省是中国－乃至全世界－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通过

建立保护区和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省政

府正在把保护自然资源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黑龙江省林业厅厅

长韩连生表示。

42 万公顷森林获得可持续经营认证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 42 万多公顷森林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认证。世界自然基金会表示，中国对这两片国有森林进

行经营认证的决定是向可持续森林管理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的陆地森林覆盖比例仅为 18.22%，远低于 34% 的国际平

均水平。中国森林面临的诸多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政策、市场

和体制方面的缺陷。森林认证是一种改善森林管理的重要的市场

化方法。 

WWF 中国森林项目主任朱春全博士表示，“ 本次认证为我国

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森林认证起到重要的示范和推广作用。”

42 万多公顷的森林认证工作得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

处、宜家集团和德国 DEG 公司的大力支持。

26 度行动

为减少 2005 年夏季北京的能源消耗，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其它

5 家环保非政府组织将在 6 月 26 日开始展开一项联合行动，敦促

酒店、商场和写字楼将空调温度设为 26 度或更高，以实现节约能

源，保护环境的目的。这一活动将从 6 月 26 日持续到 9 月 26 日。

这是继 2004 年第一次“26 度行动”之后的第二次联合行动。

由于人类大量使用空调，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和建设大量水

坝来提供所需的电能。北京 2004 年的能源消耗较 2003 年上升

14%。夏季的能源消耗有大约 40% 是因为使用空调所致。

企业行动

WWF 呼吁金融机构关注环境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汇丰银行的合作促使这家影响力巨大的银

行向水利工程提供“绿色贷款”。 

2005 年 5 月 27 日，汇丰银行对外公布了《水利工程贷款条例》。

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其他金融机构能够效仿汇丰银行，在企业发

展同时承担更多社会、环境责任。 

继 2004 年推

出《林地及林产

品贷款条例》后，

今年汇丰银行又

在全球众多商业

银行中率先推出

《水利工程贷款条

例》，希望通过规

范企业贷款行为，

为全球淡水保护

做出贡献。数据表明：全球目前有近1亿人无法得到清洁的饮用水；

湿地及湿地物种破坏及消亡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森林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破坏速度。 

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执行主任罗伯特 . 内皮尔（Robert 

Napier）指出：“ 银行有责任在考虑项目贷款时，参照相应的社

会和环境标准，并确保这些标准在审批贷款的过程中得以履行。

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汇丰银行近年不断推出一系列贷款政策，

规范自身商业行为，履行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拉法基“环境大使”秦岭受训 

为了补充拉法基－ WWF 环境大使的信息，加强 “ 大使 ” 之

间的交流，16 名来自拉法基中国各工厂的 “ 环境大使 ” 相聚在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秦岭项目点黑河森林公园，接受由基金会带来

的环境教育培训。

在培训活动结束

后，“ 大使 ” 们将把

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带回

到工厂的社区，为社区

的孩子和学校带去生动

的环境教育活动，成为

宣传环境、保护环境的

先行者、传播员。这是

第二次举行拉法基环境

大使培训活动。

最新消息

长江涨渡重携手，母子今日血脉通

2004 年 6 月 15 日，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汇丰银行长江项目的

努力下，武汉在涨渡湖首次开启挖沟闸，实现了涨渡湖与长江的

季节性水文联系。 

涨渡湖是长江中游地区距长江最近的一块湿地，1950 年代因

建闸而切断了与长江的自然水位联系。这次开闸放水将实现江湖

季节性联系，涵养湿地，进行灌江纳苗。

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第三阶段启动

2005 年 4 月 27 日，中国教育部、世界自然基金会与 BP 公司

在北京举行签字仪式，宣布三方将继续合作以启动并在全国范围

内推动《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的实施。《指南》将进一步加

强全国近 50 万所中小学校的环境教育，推广采用探索式学习的教

学方法，鼓励学生的参与和集体活动。 

“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第三阶段（2005 年至 2007 年）

的重点是推动《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



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 企 业 合

作伙伴项目不仅开

创性地同跨国公司

建立起战略合作关

系，协助它们实现

其环境责任目标，

而且也希望推动中

国公司建立可信的

全球声誉。WWF 欢

迎在华企业为基金

会提供环保项目支

持，成为 WWF 企业

环保联盟成员，或

捐赠所需物资和服

务。

WWF 欢迎企业与我们一道，共同促进中国自然保护事业，增强公司的

社会责任感。为了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生机勃勃的地球，现在正是一个

难得的机会。

关于 WWF 企业合作伙伴项目及加盟方法的更多信息，请登陆如下网站

查阅或与我们联系 www.WWFChina.org

    丁鶄  企业合作伙伴项目高级经理 传真 :86 10 6522 7300  电

话 :8610 6522 7100 ext 3226 jding@wwfchina.org

     

中国颁布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

4 月 27 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五项新的排放标准，用

于加强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管理。新的标准包括排放标准、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以及针对各种类型车辆的

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数据，全国目前有 2000

万辆汽车和 4500 万辆摩托车。

世界自然基金会关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项调查指出，

中国一些较大以及重要的企业正在努力提高环境标准和实践。所

有接受调查的企业都认为环境保护十分重要，超过半数的企业称

环境保护是其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这项调查指出，22% 的问卷反馈企业正在实施比现行的中国法

律要求更高的环境标准，同时有 13% 的问卷反馈企业要求在中国

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法规。这些法规涉及二氧化碳减排、污染控

制和节约能源技术等。 

这项调查代表了来自中国能源、金融、电子信息与通讯产业

的一些大企业的意见，其中包括中国石油、海尔、联想、上海银行、

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移动等企业。 

“ 如果我们支持这些环境意识领先的中国企业，那么中国不

仅能够针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会对解决全球的环

境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世界自然基金会贸易与投资项目组的

彭磊表示。

中国企业具有超出预期的环境领导力 

中国制订全球首个生态建筑认证标准

WWF 为企业环保联盟成员颁证

六月九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在上海汉源艺术中心

举办了湿地图片展。这次

活动是基金会在中国 25 周

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同时，

部分 WWF 企业环保联盟成

员，如利乐、佳能、上海商

业周刊、拉法基、中媒公司，

在活动中接受了基金会颁

发的 2005 年成员证书。此

次活动吸引了 200 多来自

上海商业界的朋友。 

WWF 召开企业社会责任感座谈会

5 月 20 日，在财富论坛即将闭幕之际，WWF 中国企业伙伴成

员们在北京共同探讨有关企业社会责任 (CSR) 的问题，并听取了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专家 John Elkington 就企业社会责任最新发展

趋势发表的见解。John Elkington 是 SustainAbility 公司董事

长，畅销书《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 21st Century Business 》的作者。

WWF 在秦岭大熊猫栖息地 

为发展绿色地方经济奠定基础

1960 年修建的一条山区公路国道把秦岭兴隆岭大熊猫亚群分

成两部分。1999年，这条公路被废弃，由一条12公里长的隧道代替。

如此一来，便有可能建立一个连接不同栖息地的大熊猫和其它动

物的“走廊”。 

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找出适宜的解决方案，世界自然基金

会对当地社区活动和企业（金矿和铁矿）对该地区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进行了研究。调查获得的重要信息被用于规划在隧道周围建

立大熊猫走廊，并为当地的板房子乡发展绿色经济奠定基础。

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房地产协会正式联合开展国家生态建筑

标准的制订和认证工作。目前正在制订生态建筑认定标准、示范

项目、生态建筑设计与建造技术，以及认证发放管理计划。首批

认证将在 2006 年颁布。

电价同煤炭价格挂钩

4 月 30 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宣布，由于煤炭价格上涨，

平均电价将相应提高人民币 2.52 分，同时中小农产企业用电价格

将保持不变。发改委还在研究调整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四地

的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电价，并在试点成功后向全国推广新的

电价方案。

                              (信息来源：ERM 环境简报 )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把《指南》

作为指导性文件，让教师在教

学计划中融入环保教育内容。

《指南》还将推广新的教学方

法，在教授知识的同时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和进行实践。

简迅

世界自然基金会环保照片展

WWF-Canon 图片展览为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您了解中国

环境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 WWF 为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环境所做的努力。在此，您可亲自参与，了解如何能够为拯救大

自然，改善中国环境现状尽一份力，更有参与抽奖，赢取佳能数

码相机的机会。

时间 地点 :

上海 7 月 22-28 日          北京 8 月 3-9 日

华润时代广场               嘉里中心商城

正大广场                   金源燕沙　　

大上海时代广场             东方新天地　

新天地                     中粮广场　　

美罗城                     新东安　　　

更多信息请联系 :

吴家立 , 对外联系官员 ,WWF China.

电话 : (86) 6522-7100 ext. 3286. 邮件 :jlwu@wwf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