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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 scientific data for science-based management
• economic information to know if people can maintain a livelihood
• social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vironment
•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to know if you are opposing the government 

or getting their support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photo?



Tools

• Situational analysis – what is it and some methods to do this

• Spatial management

• Primary data collection – field research,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 Secondary data – desk research, interviews



A not so good way to do conservation



In United Nations



在21世纪议程和Rio+20峰会中，均强调青年参与环境保护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鼓励青年参与也是GEF SGP的重要内容之一；

青年在当地的行动，对于实现全球环境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青年如何参与：

o 作为志愿者；
o 青年组织和NGO；
o 参与科学研究、宣传推广、活动的实施等;
o 在社交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o 参与国际会议、并发出声音的机会（如UNFCCC）

What Can Students Do?    --- In United Nations



全球的行动波恩气候峰会青年专刊

青年视频大赛（2015.6.5～8.17）
年龄在18-30岁的青年人均可参加。

年龄在35岁及以下、来自发展中国
家、已投身公共领域写作事业且有
志于以此提高国内和国际公众对气
候变化的意识的记者。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闻故事大
赛 #Voices2Paris#

（2015.8.27～10.11）



NGO Network



http://www.gefcso.org/ 

权利：

•接受GEF和GEF CSO网络的政策和活动更新信息
•接收相关项目资助、能力建设、会议和活动信息
•参与GEF的政策和项目制定评估
•与网络其他成员交流经验，参与GEF CSO咨询会
议和GEF评估会议

目标：

•加强公民社会在保护全球环境的作用
•通过加强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来推动
GEF项目的实施；
•保持和加强GEF CSO网络的能力

GEF-CSO Network

甘肃的绿驼铃是GEF-CSO网络东北亚协调机构，机构负责人赵中也作为GEF CSO网络东北亚协调员
赵中：zzhongcn@gmail.com

目前，中国共有18个NGO加入了GEF-CSO网络，包括：中华环保联合会、北京林学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
国红树林保护网络、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满江淮、绿驼铃、绿色教育中心、绿色龙江、绿色江河、
贵州人网络、杭州生态文化协会、兰州大学西部环境和社会发展中心、天水陇右环境保育协会、CHANGE、
山东省新成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昆明野地环境发展研究所。



NGO network –中国环保组织地图

http://www.hyi.org.cn/go/

成蹊·青新伙伴计划

成蹊·青新伙伴计划
是由合一绿学院携手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为高
校大学生社团量身定制
的环保青年领袖成长计
划，以鼓励更多热心环
保的优秀青年加入到环
保公益行业中来。项目
通过校园宣讲、小额资
助、培训、招聘实习等
一系列活动，让爱公益
爱环保的优秀年轻人有
机会接触公益，也有机
会进入环保领域工作。



NGO network---《中国海洋环保组织名录》

• 仁渡海洋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专注于海洋垃圾议题的公益机构，2007年成立，2013
年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活动以垃圾清理、监测与研究为主，以环保教育和
网络搭建为辅，广泛参与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中长期目标为海洋垃圾领域最专业
的公益机构。

• 愿景：还大海以洁净，恢复人类与海洋的友善关系。

• 使命：通过组织和支持净滩等活动，推动海洋垃圾治理，减少入海垃圾。

• 目标：成为中国海洋垃圾环保领域最专业的公益机构。

•
微信：仁渡海洋

• 微博：@仁渡海洋
• Email：ccmc@renduocean.org





Examples



守护海岸线——中国海岸线
垃圾清理与监测项目

发起机构

•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
•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伙伴机构

•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 秦皇岛市创业者协会
• 天津生态城绿色之友生态文化促进会
• 青岛农业大学蓝色先锋协会

• 清洁海岸义工团
• 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

• 宁波市北仑区志愿者协会
• 宁德市海洋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 深圳市蓝色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 北海红树林关爱与发展研究会
• 海南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集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其前身是绿色学生组织网（GreenSOS），
于2014年1月在成都民政局民办非企业注册登记，是一家培育青年
参与社区环保行动的社会组织，致力于打造青年绿色创意实践平台。

集思：集青年之力，思绿色未来。



用自己的脑子想自己的事！

Use your mind!



Actions

• Feasibility
• Acceptability
• Impact to nature and society



What Can Students Do?

• Public awareness – environment education, petition, communication
• Field trip guide for younger children
•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 Research assistance – e.g. survey/questionnaires
• Ecosystem restoration



Support

1. Marketing for visibility – website, social media
2. Fund raising – school, professors, NGOs, local government, 

foundations, individual donors, funding agencies, crowd-funding
3. Proposals – with “official” partners



国内涉海环保基金会

阿拉善SEE 基金会
海南省成美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
中华环保基金会

国际涉海环保组织

保护国际基金会
大自然保护协会
海洋管理委员会
海洋守护者协会
美国海洋保育协会
美国环保协会
世界自然基金会
太平洋环境组织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
全球环境基金
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Funding -opportunity

国内科研院所、保护区管理机构等

企业



Funding Opportunities
1. Asian Waterbird Conservation Fund
• The Asian Waterbird Conservation Fund (the ‘Fund’) was established in July 

2005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projects at sites of importance for 
migratory waterbirds in Asia of the East Asian – Australasian Flyway

• Maxium US$5,000, annual call for applications, deadline 31 October
• Contact Miss Fion Cheung if any inquiry: awcf@wwf.org.hk
For more info: 
http://www.wwf.org.hk/en/reslib/programme_resources/water_wetlands/?1
6263/res-Asian-Waterbird-Conservation-Fund



Funding Opportunities-中华环保基金会
大学生社团水环境保护和节水活动小额资助

2016年活动主题:

1、关注水源地

2、关注城市黑臭水体

资助对象：高校中的学生会、协会、学生联合会、兴趣小组等学生社团或组织。

资助数量：30个学生社团组织。

资助标准：平均每个社团/项目5000元左右。

http://www.cepf.org.cn/projects/TOTO/XMGG/201605/t20160523_353428.htm



UNDP
https://sgp.undp.org/index.php?co
untry=36&option=com_countrypag
es&view=countrypage&Itemid=271

Packard Foundation 
https://www.packard.org/what-were-
learning/geography/china/



Asia Foundation http://asiafoundation.org/where-we-
work/china

Projects – Yellow Sea Project 



Now, let’s discu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