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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简称“两江”）成立于 2010 年 2 月，是一家专

注工业污染防治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两江针对工业污染建立了基础调查、诉

讼调查、专题调查三个调查组，通过环境污染源调查分析，从行政、司法、传

媒、市场等方式推动污染源治理和减排，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减少超标、偷排

等环境违法问题，改善环境质量。

使命：推动公众参与、削减环境污染

愿景：人人享有环境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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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查

项目简介：运用桌面调查、实地调查、文献分析、取样检测等方式，筛选重点

地区的工业污染企业进行持续性的跟进调查。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向环保部门

投诉、环境司法推动等手段督促污染企业进行污染治理，以达到削减污染的目

标。

项目进展：

内蒙古 本月，两江对内蒙古和辽宁开展了综合调查。

继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三次调查后，两江于 7 月对内蒙古开展了第

4 次污染调查。本次调查主要是对一些新的疑似污染点位进行现场确定，调查

地点集中在鄂尔多斯、乌海、包头等地。

（直排黄河的酸性煤矿废水 摄于乌海，2017 年 7 月）

辽宁 本月，两江首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展工作。辽宁省具有近百年的工业

历史，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重工业多，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和原材料基

地，有“共和国长子”之称。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盘锦、锦州、葫芦岛、营

口、大连、丹东、本溪、鞍山等地。

以上两地调查发现的污染问题已书面举报至环保部及地方环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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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调查

2017 年 7 月，两江对前期锰三角（重庆秀山、贵州松桃、湖南花垣）举报

中的污染企业进行了回访调查。调查中发现湖南花垣县的西部锰业、保靖天和

锰业，贵州松桃群兴锰业、秀山天雄锰业或在整改中或在停产中。湖南花垣县

东方锰业和衡民锰业，贵州松桃汇丰锰业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存在。两江将在相

应检测结果出来后，继续举报、跟进污染企业整改。

（流经农田里的浅棕色污水 摄于贵州松桃汇丰锰业渣场南侧，2017 年 7 月）

前期项目进展

贵州 收到贵州省环保厅针对两江 4 月举报污染问题的

回复。（详情见右侧二维码）

四川 收到四川环保部门针对两江 5 月举报污染问题的

回复。

（欢迎扫描二维码，了解环保部门回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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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调查

项目简介：针对前期污染调查举报企业整改后的情况进行回访调查，对回访中

发现的污染严重企业或者其他典型污染企业，通过再次持续举报、提起公益诉

讼的方式以增加企业违法排污成本等方式， 以推动环保法律的实施、环境污染

企业整改。

项目进展：

两江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污染案 与

重庆市人民政府诉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环境

污染责任纠纷案 合并审理

2017 年 7 月 27 日，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简称两江）收到了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编号为（2017）渝 01 民初 508 号民事裁定书。

该裁定书明确两江诉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中院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立案。经审查认为，

本案与中院受理的（2017）渝 01 民初 773 号，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诉被告首

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

案，系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应当合并

审理。裁定本案并入本院（2017）渝 01 民初 773 号案件审理。

2016 年 8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在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的报告》，确定在吉

林、江苏、山东、湖南、贵州、重庆、云南开展试点，试点内容包括明确赔偿

范围、确定赔偿义务人、完善赔偿诉讼规则、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等。

而上述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提起的对被告首旭环保和重庆藏金阁物业的水污

染责任纠纷案，正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点的案例之一。



5

两江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作为共同原告诉国网能源哈密煤

电有限公司关于破坏生态责任纠纷案

该案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开庭审理，至今一直未宣判。

被告国网能源哈密煤电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办理法定审批手续的情况下，

于 2013 年 9 月在新疆哈密市南湖乡违法开工建设大南湖二号露天煤矿项目。

该未批先建项目的开工，使开采境界内的地表结皮、砾幕层全部遭到破坏，加

剧了土壤侵蚀和沙化，使煤层及以上水层结构遭到破坏；同时该开采区未配套

建设选煤厂，露天开采对周边地区的大气也造成污染。

据两江信息公开申请资料显示，2016 年 12 月 19 日，大南湖二号露天煤

矿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的备案。

环保部前期否决该项目环评报告提到的主要问题为：

1、露天开采破坏开采境界内的地表结皮、砾幕层，加剧土壤侵蚀和沙化，

破坏煤层及以上地层含水层结构；

2、未配套建设选煤厂，不符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2013〕37 号）和矿区总体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而在该项目备案通过的支持文件《国网能源哈密煤电有限公司大南湖二号

露天煤矿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新环评估【2016】398 号）中却称“本煤

矿只有采用露天开采，才能实现矿田煤炭的安全开采和高效开发，才能实现煤

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开采，露天开采造成的生态和环境影响是可控的”，

“露天开采的原煤完全可满足电厂对煤质的要求，目前选煤厂无建设的必要性

且投入后经济效益不理想，所以暂不建设选煤厂”。

对于这前后不一致的认定，两江接下来将向新疆哈密环保局、国家环保部

及发改委申请该项目备案技术性论证等相关信息公开，并将就获得的资料开展

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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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诉广东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阳江翌川金

属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环境污染损害公益诉讼案 广东省茂名中院裁定驳回起

诉

2017 年 7 月 31 日，两江收到广东省茂名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16)粤 09 民

初 122 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两江、广东省环境保护基

金会起诉。

案情介绍

广东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青山）、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广青）、阳江翌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

江翌川）在未依法在未依法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之时，世纪青山即于

2011 年 8 月擅自开工建设、广青科技于 2010 年 9 月擅自开工建设、阳江翌川

于 2013 年 9 月擅自开工建设并分别投入生产。生产过程中，在未做任何防护

措施的情况下将大量的工业固体废物堆填、倾倒在厂区周边及临海岸线边的滩

涂、湿地及红树林分布区内。

三被告企业倾倒的工业固体废渣中含有镍、铬、铅、砷、锌、镉等重金属，

导致大量的红树林被覆压、污染而死亡。仅三鸭涌入海口西侧的红树林即被毁

损达上百亩。而无防护的工业固体废渣，在海潮的侵蚀和冲刷下，又造成大面

积的海岸滩涂、湿地及近海海域被严重污染，且对该涉案地区埋下长期、持久

的重大污染风险。

两江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向广东省茂名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

讼，以期让三被告停止侵害和恢复生态环境。茂名中院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

受理了此案并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广东省环保基金会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

讼。

2017 年 6 月 7 日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合议庭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全面调

查，原、被告双方围绕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分别进行了陈述、举证质

证、辩论。因案情复杂，法院未作当庭宣判，称待合议庭评议后择期宣判。

2017 年 7 月 31 日，两江收到广东省茂名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16)粤 09 民

初 122 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民事裁定书，因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裁定

驳回原告起诉。

茂名中院裁定书全文详见链接：http://suo.im/35kO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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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查

项目简介：针对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实地考察、访谈相关群众、专家和决策部

门人员等方式，结合当前产业政策以探究环境污染的内因和症结，从产业、经

济、政策等角度寻求环境污染的根本解决方案。

项目进展：

华北废渣、渗坑回访

2017 年 3 月，两江调查发现天津市静海区佟家庄村、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

南赵扶镇这两地工业废水渗坑，以及南赵扶镇的大量工业废渣堆放问题。并在

4 月向环保部、两地市环保局和县环保局举报。环保部、天津市和河北省非常

重视，并且迅速调查，向社会公开渗坑详情，承诺治理。

1、渗坑治理进展

天津静海区佟家庄村渗坑修复工程由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牵头，天

津市生态城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三

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加。

现场公示牌介绍——

该渗坑为天津市典型酸污染渗坑，2014 年静海区对该坑塘进行了治理，治

理后，部分坑塘水质保持良好，5 号，6 号坑塘作为养鱼池已使用多年；但仍

有部分坑塘水质不能稳定保持。

2015 年后，1 号、2 号、3 号、4 号坑塘出现水质反复现象，PH 值、锌、

镍、铁超标，其中 3 号坑塘情况最为恶劣。

3 号坑塘总面积约 44010 立方米，平均水深 6 米，水体总量约 20 万方，底

泥量约 5 万方，水体 PH＜1，铁、镍、锌均超标，底泥中铁、镍、锌也超标。

自 2017 年 4 月两江举报后，静海区对该坑塘群再次治理，目前水体污染程度

较轻的 1 号、2 号和 4 号坑塘基本实现 PH 值达标，而 3 号坑塘由于水体和底

泥均严重污染，治理难度大，急需进行系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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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津静海区的渗坑，其中黑色水坑即为难以治理的 3 号坑 摄于 2017

年 3 月 ）

（正在治理的渗坑群，3 号坑水色已由黑变绿 摄于 2017 年 7 月）

南赵扶镇渗坑治理工程已由上市公司博天环境中标，治理资金为 6000 万元

人民币。举报信中提到的南赵扶镇大、小两处渗坑均在治理，边上围了蓝色彩

钢板。大渗坑里的水多数被抽走，所见主要是格子状的泥坑。几台挖掘机正在

开挖泥塘。该治理工程将在 2017 年 10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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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北南赵扶镇的渗坑，坑水为锈红色 摄于 2017 年 3 月）

（河北南赵扶镇的渗坑的大部分坑水已经被抽走 摄于 2017 年 7 月）

2、举报废渣的处理情况无信息反馈

在两江的举报信中，同时提到的南赵扶镇大量废渣堆存问题，没有任何政府

公开信息。

2017 年 7 月，两江回访废渣堆存点和两处渗坑。发现在南赵扶镇的三处锈红

色工业废渣堆存点，均已经被围上了蓝色彩钢板。但渣量并未减少。

两江就此拜访了大城县环保局，信访办刘主任介绍说，废渣案已经移交公安

部门，正在调查，环保局也对废渣取样做了检测。因检测报告原件一并送至公

安部门，环保局并未留备份，暂时不知道废渣性质。

举报信中对废渣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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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位置：八方工业园西边，桑德环卫垃圾处理站南墙外。（E116.688302，

N38.684723）

情况描述：这块红色废渣堆占地面积约 7000 平方米。桑德环卫的人称，这是

化工废泥，去年有人半夜将废渣偷偷倾倒至此。

另外在附近还发现两处一模一样的红色废渣堆。且有新鲜倾倒的痕迹。其中

一处位于津保路与富民路交叉口东南方向。据附近居民，这堆废渣于 2015 年

底开始有人来倾倒，夏天尤其腥臭，无法开窗。

（南赵扶镇的大量工业废渣堆放 摄于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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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财新网 ：法院判决环保组织无权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遭质疑

【财新网】（记者 周辰）此前曾多次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

展中心（下称：重庆两江）遭遇公益诉讼“滑铁卢”。

7 月 31 日，重庆两江收到一份民事裁定书，该组织因“不具有作为提起海

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提起的公益诉讼被法院驳回。

对此，法律专家认为，该法院对法律的理解有误，判决并不合理。重庆两江

负责人也表示正在准备上诉。

2016 年 12 月 28 日，重庆两江、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诉广东世纪青山镍

业有限公司、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阳江翌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环境公

益诉讼获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立案。2017 年 6 月 7 日，该案开庭

审理。

据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介绍，被告广东三家镍企在获得环

评批复之前，擅自开工建设，自 2010 年来陆续将工业废渣倾倒在沿海湿地，

导致大面积红树林被覆压死亡，也致近海海域严重污染。广东省环保厅及阳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已经分别对三被告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三被告均具有“未批先建，违法堆填、倾倒”的环境违法行为。原告请求

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红树林和滩涂的侵权行为，清除非法倾倒地的污染

物，修复生态环境，并赔偿相应损失。

虽然污染企业违法事实“板上钉钉”，此次公益诉讼的结果却令人意外，茂

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重庆两江和广东环保

基金会不具作为本案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因此，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起诉，本

案案件公告费三万元由原告重庆两江自行承担。

法院对此解释称，《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律，适用所有的

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是一般性规定，而《海洋环境保护法》是针对海洋

生态这一特殊资源的特别规定，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特别规定优于一

般规定”的原则，对于本案的主体适用的法律应为《海洋环境保护法》，具有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的主体只能是“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而不能

是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

据介绍，《海洋环境保护法》赋予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

对破坏海洋生态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主体地位，《环境保护法》则规

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还认为，依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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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海洋环境监管部门依法针对破坏海洋生态责任者提起的民事诉讼属于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且有别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向财新记者表示，该中级法院对法律

的理解存在误区，把《海洋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保护法》所做出的补充性规

定理解成两法规定不一致，《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排除环保社会组织来提

起公益诉讼，也没有说只有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才能够提起公益诉

讼。

王灿发认为，《环境保护法》是环保方面一个牵头的法律，它的基本原则和

制度应该在整个环保领域都适用，所以《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

法》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修改时都没有专门规定公益诉讼，“这种情况

下都自然的适用《环境保护法》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

王灿发说，由于《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关于海洋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于

是《海洋环境保护法》里规定行政部门提起诉讼可以进行损害赔偿，实际上是

对《环境保护法》的一个补充性规定。此外，仅仅提出损害赔偿并不足够，

“并没有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治理和恢复原状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不让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那么海洋部门就只能提起损害赔偿的诉

讼，那海洋环境的恢复怎么办？”王灿发表示，这些都是该判决所无法解释

的，它将会造成很多环境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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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解释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徐以祥）

茂名中院适用和解释法律有误，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能简单地认为特别法里的所有法律规范都是一般法的所有法律规范

的特别法律规范。

两个法律规范之间是否构成一般规范和特别规范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两个

法律规范所规范的对象，构成一般法律规范和特别法律规范的基本前提是两个

法律规范应当规范同样的对象，如果两个法律规范规范的是不同的对象，不存

在一般法律规范和特别法律规范的关系。

虽然《环境保护法》是一般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是特别法，但不能简单

地认为《环境保护法》里的所有法律规范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所有法律规

范都构成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对污染环

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公益诉讼（包括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包括“法律规定

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两种类型。《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规范

的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情形，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89 条第 2 款

规范的是海洋生态领域里海洋监督主管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情形。

这两个法律规范之间，不存在一般法律规范和特殊法律规范的关系，因为

《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规范的并不是所有环境公益诉讼，而只是“有关组

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情形，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89 条第 2 款规范的

“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规范对象是不一样的。

规范对象不一样，不能认定为一般法律规范和特别法律规范的关系。

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分析，《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和《海洋环境保护

法》第 89 条第 2 款都是对《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的具体化，不能认为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89 条排除了《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的适用。

如果认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89 条排除了《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的适

用，这种解释方案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的立法目的。《民事诉讼

法》第 55 条规定的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有

关组织”两种类型，并不是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一种类型。海洋环境保护

领域并没有任何理由打破《民事诉讼法》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

定的“有关组织”并行的公益诉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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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茂名中院的解释逻辑，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海洋环境

保护领域也应当排除适用，因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89 条第 2 款没有规定

检察机关的诉讼主体资格。

这种解释逻辑显然是占不住脚的。

（徐以祥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环境法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

研究领域为公法和环境法。）

环保组织无权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葛枫 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部总监 ）

7 月 31 日，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下称：重庆两江）收到广东省茂

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该法院以社会组织“不具有作为提起海洋环

境污染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原告重庆两江和广东环保基金会的起

诉。

该裁定再次引起大家对社会组织是否是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合格原告的关注。

这是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其实早在 2015 年该

问题即暴露出来。

当年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就大连 7.16 溢油事件依据《环境保护法》第五十

八条提起公益诉讼，当地法院却以原《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为依

据裁定其不符合起诉资格不予受理；而中国绿色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

就康菲溢油事件提起公益诉讼，却被当地法院受理。

类似的情况，不一样的法律结果，这说明亟需协调《环境保护法》与《海洋

环境保护法》的关系，否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造成法律实施的混乱。

因此，自然之友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征求意见期

间提交修法建议，建议对当时该法的第九十条第二款进行修改，明确规定“对

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

理权的部门和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诉

讼”。遗憾的是，此意见未被采纳。因此，两个法律在此事宜上的协调问题悬

而未决。

本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具体理由对法律理解有误。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国家利益受损时的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保护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1MTc4MA==&mid=2652702265&idx=2&sn=c073544b86001197e03369b51148ea9d&chksm=bcd196928ba61f84a7c311818f2c4b979c995545d9ad6d2ceefa0799a124ea19356c9e762fb5&mpshare=1&scene=1&srcid=0804yRMhIfWTZFe5F4HQsGq3&pass_ticket=PpfOKiePcNHNuc8UrWAv86s93QN2NQbTX2PyljLHVSLcwD1W4F3s+eEzynnbu8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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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制度设计目的

和保护利益类型、救济方式、救济范围上均不同，因此不是特别规定和一般规

定的关系。前者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救济方式可以是诉讼，亦可

以采取其他方式，救济的范围就是赔偿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而后者制度设计的

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救济方式明确规定是诉讼，救济范围包括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比前者要广泛的

多。

综上，因海洋污染或生态破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并不能通过前者即《海

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损害赔偿制度得到有效全面的救济，如果否定社会组织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在此种情况下， 社会公共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

护。在本案中，被告的违法行为及违法后果均是明确的，缺的就是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的诉权主体，因此，在本案中，社会组织的起诉合法且必要。

即使如裁定书所说，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机关和社会组织同属于《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五条公益诉讼条款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那两者

均有权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而不应该厚此而薄彼。更何况，在本案中，海

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并未提起诉讼。

相关法条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

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

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

求。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

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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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收支表】

单位：元

分类
两江执行金额

2017 年 07 月 2017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340,995.81 888,897.38

收入（小计） 148,076.36 302,002.35

捐赠收入 - 147,621.37

提供服务收入 148,000.00 148,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 -

其他收入 76.36 6,380.98

支出（小计） 188,511.89 890,339.45

业务活动成本 186,906.15 881,883.90

管理费用 1,605.74 8,455.55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300,560.28 300,560.28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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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198 号天江苑 12-7

邮编：400015

电话：+86 15723012329

传真：023-63235317

邮箱：office@gz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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