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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 刘永龙

感谢

刚刚，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我向来自全球
的参加国际塑料会议的80多位环保人士，介绍了我们
的“三地同心护海洋” 联合行动，并展示了自去年国际
海滩清洁日开始的品牌卡监测初步结论，获得了一片
赞许声。

在各种国际交流中，“中国是海洋垃圾的贡献大
户”“每年排海塑料垃圾全球第一”……总是会不时地被
与会者提起。大家也并没表达谴责，但压力是无形的，
毕竟，塑料垃圾入海不是可以心安的事情。

但，今天，我们因为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负责
任的态度，获得了全世界的代表的鼓掌。不论来自内
地的我，还是来自香港的伙伴，都心情愉悦。

这掌声，是给所有参加“三地同心护海洋” 的伙
伴的，是给所有志愿者、所有组织者的，谢谢大家
的参与和坚持。

2014年开始，我们的全国联合行动，一浪高于
一浪，越来越多的伙伴机构参与了进来，越来越多
的城市进入了活动的地图。我们坚信，明年会更精
彩！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理事长刘永龙信

刘永龙
2017年7月19日

于巴厘岛，国际塑料会议



理事长 刘永龙

历史

2014年底，在仁渡海洋启动全国性项目“守护海
岸线”时，我们有一个设想，希望三年后每个沿海城
市都能够有伙伴参与和组织净滩活动。

2015年9月，在红树林基金会（MCF）的支持和
协助下，仁渡海洋作为国际海滩清洁活动（ICC，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的中国大陆协调人，
组织了全国第一次联合净滩行动——920全民海滩清
洁活动。

自此，仁渡海洋在每年的6月海洋日环境日和9月
的国际海滩清洁日（ ICC日，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
六）期间联合全国社会团体开展覆盖全国的净滩联合
行动。

6月海洋日、环境日的全国净滩即为“三地同心护
海洋”联合行动，9月ICC日的全国净滩即为“国际海滩
清洁活动”中国大陆地区联合行动。迄今，守护海岸
线项目已经组织了4次全国联合行动。

2017年是守护海岸线项目的第三年，“三地同心
护海洋”联合行动已经基本覆盖了中国沿海各省。现
在，距离9月ICC活动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希望能
够在今年的国际海滩清洁日联合行动中实现沿海城
市全覆盖的目标，每一个沿海城市都有伙伴参与！

守护海岸线——净滩协作平台
2015.9-2017.6



参与度
2015.9-2017.6数据

2015.9 2016.6 2016.9 2017.6

志愿者×7411

志愿团队×31

志愿者×2252

志愿团队×49

志愿者×5534

志愿团队×102

志愿者×3645

志愿团队×81

国际海滩清洁 三地同心护海洋 国际海滩清洁 三地同心护海洋



海洋垃圾
2015.9-2017.6数据

2015.9 2016.6 2016.9 2017.6

40.9吨22吨29.3吨 15吨

国际海滩清洁 三地同心护海洋 国际海滩清洁 三地同心护海洋



覆盖地区
2015.9-2017.6数据

2015.9 2016.6 2016.9 2017.6

国际海滩清洁 三地同心护海洋 国际海滩清洁 三地同心护海洋

18个城市 14个城市 19个城市 20个城市



12个参与活动的省级行政单位 20个参与活动的城市

2017.6 三地同心护海洋 地区直观图



精彩瞬间



精彩瞬间



张新晨
6月8日

大连 黑石礁

理事长 刘永龙

视角

大连高校环境联盟（槐盟）参加了2017年的“三
地同心护海洋”活动，在大连市内、旅顺区、金洲开
发区三区组织了净滩活动。本人有幸担任总协调，并
带队进行大连市内部分黑石礁的净滩活动。

傍晚的黑石礁，夕阳的余晖如轻纱一般披在她身
上，远远看去，美丽非常。走进沙滩仔细看去，却是
满目疮痍。沙滩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干净，尤其是在
近海的海带堆积区域，大量的海带中夹杂缠绕着各式
各样的垃圾，上面还盘旋着成群成群的飞虫，令人作
呕。

我带着其他七名成员在海滩上分散开来，两人一
组或是三人一组配合着开始展开净滩活动。一个多小

时的时间里，八个人共清理出生活垃圾七十斤左右，
清理海滩长300m，宽20m。我们的活动也引起了一
些市民的注意，有的捡起自己刚刚随手扔掉的垃圾
投入垃圾箱里。

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光靠几个人的力量是起
不了多大作用的，我觉得我们的净滩活动更大的意
义在于宣传，唤醒人们心中的环保意识，从源头上
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我们的力量太小太小了，但
我相信，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至少，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我会守护黑石礁这片
海滩，也会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加入到守护黑石
礁、守护大连、守护中国、守护世界的行动中去。



蒲春森
6月8日

深圳 坝光白沙湾

理事长 刘永龙

视角

2017年6月8日，是第九个“世界海洋日”。
为保护海洋环境，响应世界海洋日活动，今年的

海洋日，我们积极参加了“三地同心护海洋”联合行动。
在这个有80多个团队参加，覆盖全国19个城市

的大型活动中，绿源志愿者和中广核团队联合清理了
深圳市坝光白沙湾4500平方米面积的海滩垃圾。

坝光白沙湾是一片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丰
富的区域，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银叶树，并有大群
栖息在此的鸟类，这是一片疑似发现濒危物种圆尾鲎
的区域。

但这块区域依然是保护力度相对薄弱的区域，游
客无次续进入海滩后留下的速食垃圾，海湾区海产养

殖业产生的大量海漂泡沫，且紧邻的大型基建项目
也在轰轰推进，这些看得见的行为正在破坏这一方
美丽的水土。

我们在行动守护这一片海域，我们希望能在产
业结构上改变现有的破坏方式，同时我们呼吁更多
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的力量来持续关注，来保护这一
片美丽的白沙湾海域。



王淼
6月11日

广州 南沙滨海公园

理事长 刘永龙

视角

美国佐治亚大学研究组在2015年发行的美国
《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统计结果显示，全球每年流入
海洋的塑料垃圾达480万至1270万吨，其中垃圾流出
量最多的国家为中国。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
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总和。这些垃圾里，70%以上都
是来自于陆源输入。

看到这些数据，你是否有什么想法？
作为潜水员的我们有。
因潜水相识，但不止于潜水。
初出茅庐的“Diver For A Better Ocean” 小组

织第一次大搞做活动就是参与“三地同心护海洋”
“世界海洋日”联合净滩行动！

响应号召的二十三名广州的小伙伴们顶着毒日
头来捡了一个下午的垃圾！队友里有带着小朋友过
来参加的，有从湖南坐了一晚上火车赶来的，还有
当天过生日还专门从广西飞过来支持活动的。

第一次做记录的时候想发那么多的图片来配合，
只因全身心投入活动中的大家实在是太酷了！虽然
我们现在的努力看似微乎其微，但只要有大家在，
只要有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这星星点点的努力积
蓄，总有一天能聚沙成塔，星火燎原。



全科名
6月8日

大连 开发区

理事长 刘永龙

视角

自己作为槐盟的一份子，很荣幸能参加这次“三
地同心护海洋”联合清滩活动。若能在外太空俯瞰我
们的星球，你一定会被它的这片蔚蓝色所深深的吸引
和震撼。它由约百分之71的海洋面积组成，所以看起
来是蔚蓝色的。

此次槐盟为响应仁渡海洋的号召，选择在大连旅
顺区月亮湾海滩、开发区海贝海滩及市区黑石礁海滩
三地联合进行清滩。自己在参与开发区的清滩过程中
感触颇多，这一次在看到这片海滩的时候比上次干净
了许多，大件的垃圾基本没了。

一位母亲带着小孩在海滩上玩耍的时也特意准备
了一个垃圾袋，由此见得以前开展的清滩活动还是对

人们有所影响的，人们的环保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让人较为头疼的便是，海滩上的烟头较多，由

此说明有许多吸烟者的随意性还是较大，吸烟本身
便对周围人们身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了一定伤害，随
地乱扔烟头更是对环境造成了二次伤害。这需要我
们在以后的环保活动中加强在这个方面的宣传，提
高烟民的环保意识。

水作为生命之源，海洋则作为地球的肾，需要
大家一同携手保护。



李佩恩
6月3日 6月7日

上海 南汇嘴海滩

理事长 刘永龙

视角

在2017年的三地同心护海洋活动中，我在上海
南汇嘴海滩参加了6月3日和6月7日的两场净滩行动，
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净滩。能够投身公益行业，有机会
参与志愿者工作，以及亲自到海边拾捡垃圾，我心中
感到欣喜万分。

尽管从小学时就了解了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严重
影响，也在生活中注意约束行为，实践环保，但这两
次活动让我认识到，我们的环境污染依然很严峻。我
眼前看到的虽是海滩垃圾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其
实这关乎人类的安全健康等问题。

因此仅仅是我自己的环保意识提高了还远远不够，
为了美好的环境，需要更多的人关注环保，了解海洋

正在经历的灾难，行动起来，参加环保活动。也因
此，我想我更应该从自我做起，多参加像净滩活动
这样的公益活动，更好地了解环保现状，强化自己
的社会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同时将我的经历和体
会分享给更多的人，以带动更多的人，参加环保行
动。

三地同心护海洋活动不仅让我认识了环境面临
的问题，也让我看到了自己能为环保事业贡献的力
量。



联合发起团队名单（按拼音字母排序）

埃森哲
安利连云港公司
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圣若瑟大学
大连环境高校联盟
Diver For A Better Ocean(大连)
Diver For A Better Ocean(广州)
Diver For A Better Ocean(江西)
Diver For A Better Ocean(深圳)
Diver For A Better Ocean(重庆)
房管家连云港公司
福建青年触享空间溪游记项目组
高校环保能力建设项目水精灵儿团队
广州观爱自然文化中心
广州市黄埔区绿世自然保育中心
海南绿脚印环保公益发展中心团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洋科学技术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海南省海洋环保协会
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
来必堡餐饮舟山团队

蓝海守护者
蓝色领袖
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连云港市海洋局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
林下见叶露
绿色未来
美境自然
宁波北仑岩东环保节水志愿服务大队
宁波市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
潜窝
钦州学院海洋协会
三亚潜水技术培训中心（德贝潜水）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绿光志愿者服务队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少年志海洋营地教育
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
深圳翠北实验小学
深圳市爱心树生态志愿者协会
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悦意实业有限公司
嵊泗县岛城志愿者协会
石狮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
特缔思潜水
腾讯志愿者协会
天津绿色之友
潍坊滨海义工
温岭市朝阳志愿者服务中心
WWF香港分会
厦门小小鸥自然生态科普推广中心
烟台本源环保公益志愿署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臻·善义工队
烟台三环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月亮公益发展中心
阳西县同心志愿者协会
医直爱义工服务队（滨州医学院）
衣旧不舍志愿服务队
益路阳光爱心服务队
优宝少儿影视艺术培训中心
月亮公益发展中心点亮生命艺术团
浙江海运学院

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中广核集团
中国蓝康公益舟山爱心同盟
舟山爱尚海洋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舟山岱山县岱东镇团委
舟山定海区志愿者协会
舟山海星公司
舟山海洋五水共治公益服务队
舟山龙凤天河策划有限公司
舟山聋人志愿者服务队
舟山普陀区青年人才发展促进会
舟山千岛海洋环保公益
舟山瑞邦心聚汇公益中心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爱帮义工协会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海蓝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舟山市携手志愿者协会
舟山泰隆银行
舟山甬定商贸有限公司
舟山元生大酒店

倡议团队名单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WWF香港分会、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圣若瑟大学、绿色未来、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
保育志愿联合会、为蓝低碳发展促进中心、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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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海洋保育协会（Ocean Conservancy）
在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发起国际海滩清洁活动（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ICC）

仁渡海洋作为本活动的

中国大陆地区协调人
邀请

伙伴们9月16日继续联合净滩

更多精彩 尽在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