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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总人数
4905人

清理海岸线总长度
60.31公里
*相当于短尾信天翁飞行半小时

清理垃圾总重
12152公斤
*相当于68只成年白鳍豚的体重

参与团队总数
160个

覆盖城市总数
21个

清理垃圾总件数
76216件

大连市 天津市
烟台市 潍坊市
青岛市 连云港市
上海市 舟山市
宁波市 台州市
福州市 泉州市
厦门市 惠州市
广州市 深圳市
澳门特别行政区
珠海市 钦州市
北海市 湛江市

清理垃圾总件数据，仅根据反馈的ICC卡统计得出



理事长 刘永龙

感
谢
信

仅仅是净滩，也价值无穷

ICC大陆协调人
仁渡海洋理事长

刘永龙

近日，《为海洋办“净滩”活动，为什么既

有用又无用？》一文广泛传播。我却觉得仅

仅只是净滩，也是价值无穷。净滩不是为自

己的愚公移山般的痴迷寻找心理支撑，而是

知行合一，是当下应对海洋垃圾问题最切实

有效的反应。

捡起一块垃圾，海里就少了一块垃圾，未来

就少了无数个微型塑料；捡起一块垃圾，心

中有所触动，未来一段日子，便小心管理垃

圾，避免产生新的海洋垃圾；捡起一块垃圾，

认同环保行为，进而劝诫亲友，科普环保……

净滩活动有这些收获，就足够了。

参加联合行动的许多伙伴也是这样想的。来

自祥芝美丽海岸的蔡加渐老师，用垃圾拾尽

后的美丽海滩回应“捡垃圾无用”论。来自

北海民间志愿者协会的许海鸥老师，再次发

现捡垃圾的价值，从2015年恢复组织净滩。

再次感谢所有参加2017ICC全国联合行动的

伙伴——志愿者和组织者，我们是知行合一

的真正有勇气有行动力的人！为我们自己喝

彩！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刘永龙

2017年10月30日



理事长 刘永龙

历
史

1986 年 ， 美 国 海 洋 保 育 协 会 （ Ocean

Conservancy）在当年的9月20日，于美国德

克萨斯州发起海滩清洁运动。1989年，墨

西哥与加拿大的志愿者也加入活动，从此该

运动成为国际海滩清洁运动（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ICC）。自此，每年的九

月第三个星期六便成为了国际海滩清洁日，

号召全世界的志愿者清理当地的海洋垃圾。

在国际海滩清洁活动中，志愿者不仅可以走

上海滩开展活动，也可以坐船收集海面的海

漂垃圾，更可以潜水打捞海底垃圾。在活动

过程中，志愿者使用ICC卡，记录海洋垃圾

的数据。这些信息用于追溯海洋垃圾的来源，

调查海洋垃圾的变化趋势，以及唤起公众对

海洋垃圾问题的关注。

2007年9月16日，国际海滩清洁日，仁渡海

洋与强生公司合作净滩，填补了中国大陆在

国际海滩清洁活动中的空白。自此，仁渡海

洋持续在上海地区组织净滩活动，并于2009

年成为ICC中国大陆协调人。

2015年，借由仁渡海洋的守护海岸线项目平

台，国际海滩清洁活动首次在全国范围铺开。

2017年是全国联合净滩的第三年，我们的目

标依然是——中国海岸线上的每个城市，都

有团队参加净滩！

1986 美国 1989 北美 2007 上海 2015 中国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国际海滩清洁日
1986.9-2017.9



理事长 刘永龙

ICC
任
我
拼

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志愿者组

织各种各样的净滩活动，但

海洋垃圾这个环境问题还没

有引起公众关注，国际海滩

清洁日也远未被公众所知。

因此今年，在 ICC开始前，

我们策划了简单的预热活动

“ ICC任我拼”，以期让更

多的人关注海洋垃圾，知晓

ICC国际海滩清洁日。

“ ICC任我拼”是一个任何

人都可以参加的简单“手工”

活动——用身边的任意物品，

拼出 ICC的形状，并拍照在

网络上晒出。大家给出了精

彩拼图。

2017 ICC
新尝试

预热活动

部分优秀作品

由网友们选出最喜欢的“ICC”

此“ICC”不是拼的，而是网友在海滩
上
拍了一张大自然的杰作——
浑然天成的镜像“ICC”



理事长 刘永龙

ICC的
七
宗
最

每年的ICC活动，总是有一些团队表现突出。今年我们设置了“ICC的七宗最”奖项，鼓励

各位伙伴扩大ICC活动在当地的影响力，并答谢表现突出的伙伴。

2017 ICC
新尝试

答谢优秀团队

最突出
广州绿世，他们并非本
次ICC活动中规模最大的
净滩团队，却最坚持的
团队。从年初时的三人
净滩团队，到ICC活动中
近百人的规模，整个过
程我们相伴见证。国际
海滩清洁运动从来就不
是某段时间的活动，清
洁海滩，保护海洋，污
染仍在，净滩不止…我
想绿世带给到我们的就
是这样的信念。

恭喜广州绿世

最多（品牌）

清理垃圾品牌最多：72个品牌
恭喜仁渡海洋

最多（数量）

清理垃圾数量最多：56640件
恭喜绿色未来、澳门理工大学、
澳门海港历史文化协会、绿野
之友协会

最多（人数）

组织志愿者人数最多：2000人
恭喜蓝色海洋

最长
清理海岸线最长：42.81公里

恭喜蓝色海洋

最重
清理垃圾最重：3吨

恭喜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

最奇特
捡拾垃圾最奇特
经网友投票，

温岭皮裤获265票
恭喜温岭市朝阳志愿者



精彩瞬间



精彩瞬间



理事长 刘永龙

数
据

2017 ICC
Trash Data
捡拾垃圾

ICC期间捡拾垃圾数量占比（按材料分类）

数据根据反馈的ICC卡进行统计



理事长 刘永龙

数
据

2017 ICC
Trash Data
捡拾垃圾

垃圾数量TOP10

数据根据反馈的ICC卡进行统计



理事长 刘永龙

数
据

2017 ICC
Brand Data
垃圾品牌

ICC期间捡拾垃圾品牌数量占比

数据根据反馈的品牌卡进行统计



理事长 刘永龙

数
据

垃圾品牌数量TOP3

数据根据反馈的品牌卡进行统计

2017 ICC
Brand Data
垃圾品牌



理事长 刘永龙

协
调
员

2017 ICC
Zone Captains

区域协调员

活动前夕，我们得到了美国海洋保育协会的授权——作为ICC中国大陆协调人，我们
可以授权优秀的团队成为ICC的区域协调员。于是，在今年的ICC结束后，我们尝试
为每一位报名并实际参与ICC活动的伙伴颁发2017年ICC区域协调员证书。

2017ICC区域协调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宁波北仑岩东环保节水志愿服务大队

高校环保能力建设项目水精灵儿团队

青岛市黄岛区清源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海蓝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发展中心

珠海市观鸟协会

钦州学院海洋协会

观Ai自然文化中心

大连高校环境联盟

烟台红樱桃爱心协会

舟山携手志愿者协会

北海民间志愿者协会

温岭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连云港清洁海岸义工团

嵊泗县岛城志愿者协会

舟山千岛海洋环保公益

烟台本源生活公益环保署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缘之队

深圳中学蔚蓝大海净滩队

温岭市朝阳志愿者服务中心

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

宁波市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

普陀区青年人才发展促进会

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

深圳市蓝色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环大亚湾海洋环保志愿服务队

广州市黄埔区绿世自然保育中心

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

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

潍坊滨海爱心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福建青年触享空间溪游记项目组

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者联合会

广东海洋大学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厦门小小鸥自然生态科普推广中心

天津生态城绿色之友生态文化促进会



理事长 刘永龙

团
队

2017 ICC
Teams

参与团队

每年的ICC活动都离不开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大力支持，感谢大家为国际海滩清洁日期
间的活动所付出的时间、努力、辛劳和汗水。

其他参与团队（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绿色未来、清洁香港、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深圳市蓝色海洋环境保

护协会、舟山千岛海洋环保公益、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澳门理工大学、香港环保促进会

倡议团队名单

山东化工学院

青岛黄海学院

青岛滨海学院

绿洲环保协会

七星湾游艇会

上海海事大学

逸凡环保小队

绿野之友协会

祥芝中心小学

祥芝紫湖小学

石狮老年大学

惠安交警中队

深圳香格里拉酒店

深圳坪山中山中学

深职建环义工分会

大鹏心连心义工队

祥芝柔力球健身队

横湖小学星越志愿队

祥芝七中阳光志愿者

惠安县检察院志愿者

蓝色海洋南山义工队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蓝色海洋葵涌义工队

蓝色海洋宝安义工队

崇武古城在线

惠安县文明办

崇武民兵哨所

西乡微马大队

崇武莲溪卫生队

崇武龙西卫生队

崇武前垵卫生队

崇武大岞志愿者

崇武边防派出所

花鸟乡人民政府

花鸟岛当地民宿

斯道拉恩索公司

北仑公交志愿者

祥芝健身辅导站

崇武志愿者协会

坞根红心志愿队

大鹏中心幼儿园

穿越部落深圳队

蛇口电大义工队

天津志愿者联盟

美固电子（深圳）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祥芝镇太极拳协会

深圳福美信贷公司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澳门海港历史文化协会

深圳宏禧聚信广告公司

快乐童年 崇武中学

南油小学 长天户外

笋岗小学 永旺工会

中海油 绿洲环保协会

UPS公司 湖里幼儿园

博禄公司 惠安爱心社

德勤公司 湖里幼儿园

豆豆假期 向日葵公益

强生公司 零废弃义工队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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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国际海滩清洁日
1986.9-2017.9

团
队

2017 ICC
Teams

参与团队

其他参与团队（排名不分先后）

青岛新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星巴克咖啡（深圳）有限公司

中共祥芝镇祥渔党支部志愿服务队

中共祥芝镇祥农村支部志愿服务队

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公益事业联合会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淮海工学院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湖南吉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石狮市场部

石狮市祥芝祥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者联合会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三年级7班多彩中队

中共石狮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中共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协会团支部

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七个分队

台商区见义勇为协会海上见义勇为工作室

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高校青年交流服务中心

淮海工学院海洋生命与水产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青年志愿服务队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澳门海港历史文化协会

深圳宏禧聚信广告公司

石塘小学小红萌志愿队

九龙小学小红萌志愿队

普陀区青年企业家协会

中国民生银行祥芝社区

中国农业银行祥芝支行

中国石油大学绿茵团队

集美大学学生环保协会

厦门大学绿野环保协会

绿色浙江未来使者民宿

石狮市祥芝边防派出所

万祥祥芝湾志愿者团队

泉州银行石狮祥芝支行

侨乡石狮博爱团志愿者

彩虹人生党支部党员代表

惠安县霞霖慈善公益协会

深圳市爱影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影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壹加壹帆船俱乐部

箬横朝阳志愿者服务中心

石狮七中阳光少年志愿者

中国石油大学蓝丝带协会

连云港市红旗义工爱心之家

广东海洋大学校志愿者协会

中共石狮市亿祥染整党支部

厦门陆海拾尚网络有限公司

惠州蓝微电子志愿者服务队

招商港务（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伊贝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守护那一抹海蓝）

蓝色海洋前海葵花向阳义工队

深圳市领先康体实业有限公司

石狮市祥芝镇健身自骑游车队

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洋与渔业局



新
招
募

2018 ICC 
Zone Captain
Recruitment

招募区域协调员

2018

√条件

1. 申请并实际成为2018年

度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项

目执行伙伴；

2. 2018年参加ICC，并使用

ICC卡和品牌卡完成至少3

次净滩活动；

3.2018年参加ICC，完成至

少6次净滩活动。

√责任

1 完成承诺的净滩活动；

2 有效记录海洋垃圾数据，

反馈ICC卡和品牌卡数据；

3 反馈活动信息和照片；

4 发展本地净滩团队，支

持和组织当地的净滩活动，

对接可能的净滩伙伴给仁

渡海洋。

√福利

1 获得2018ICC区域协调员

证书、净滩工具包、线上

技术支持和及时答疑；

2 使用OC、ICC和仁渡海

洋logo，颁发志愿者证书；

3 获得积分，优先参与仁

渡海洋组织的公益论坛和

NGO能力建设培训等活动。

2018年的ICC区域协调员招开放申请
海洋之浩瀚，决定了海洋垃圾问题涉及面之深广，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和行动。仁渡海
洋期望一些优秀的海洋环保骨干机构，以ICC区域协调员的身份，带动更多周边的合
作伙伴，共同加入全国净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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