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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a collection & publication



Data Collection & Publication

Website

App 
News

IPE

WeChat 
Public

EPB



• 先前已经开通环保微博的城市例如环保北京粉丝有62万，北京
环保宣传粉丝达117万，而江苏环保粉丝高达214万，越来越多多
市民通过微博等新等方式了解环境知识和发布环境信息。







污染地图—污染源分布



污染地图—企业监管纪录分布



2/ Crowdsourced Reporting



Pollution Report

WeChat 
Report

Apps



Why we need public report?

• Lack of EPB staffs 

Why report to us?

• No big concern from EPB

• Believe

• Good result



Report platforms

• Microblog

• Wechat

• map







Pollution 
Mapping 

污染绘图	  



2011年6月15日，钱塘江水地图开发者忻皓作为嘉宾

受邀请参加在美国加州州府萨克拉门托举行的加州水

质监测委员会联席会，专题演讲介绍钱塘江水地图的

技术并展示成果，标志着钱塘江水地图的正式问世。	�

On June 15th, 2011, the developer of the 
Qiantang River Map Hao Xin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California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Council Meeting in Sacramento, CA to present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the Qiantang River 
Map. It was recognized as the formal birth of the 
platform. 	�



Map development 地图发展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	�

Computation 
电子化	�

Interactivity 
互动性	�



ì  New sites 
新地点 

ì  Errors 错误 

View 
浏览  

Search 
搜索 

Report 
报告 

Analysis 
分析 

ì  Sites 点 
ì  Polygons 多边形 
ì  Waterways 河道 

Functions 功能 



ì  The first Ushahidi platform was launched during Kenya’s post-
election violence in January 2008. Ushahidi means “witness” in 
Swahili. The Ushahidi platform is free and open source.  
第一个“见证”平台出现在2008年1月肯尼亚总统选举之后的暴

力事件中。Ushahidi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为“见证”。“见

证”平台是开源和免费的。 

ì  The software allow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o collaborate in creating 
live multi-media maps for all kinds of projects. For example, the 
Ushahidi platform has been used for projects focusing on loc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ublic health mapping,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citizen-based election observation, 
nonviolent protests, disaster response and crisis mapping. 
“见证”平台允许个人和团队协作创建为不同项目的实时多媒体

地图。例如，“见证”平台在区域管理、环境监测、公共健康地

图、人权状况监测、公民选举观察、非暴力抗议、灾难救助和危

机中发挥作用。 

Ushahidi platforms “见证”平台 



ì  Ushahidi builds tools for democratizing information,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and lowering the barriers for individual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见证”平台提供了民主化的信息，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

公众分享其言论的障碍。 

ì  The Ushahidi Platform allows anyone to gather distributed data via 
SMS, email, web, Twitter, Facebook and voice mail and visualize it on 
a map or timeline.  
“见证”平台允许任何人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博等社交网

站或是语言留言收集或分配数据，并将相关信息实时可视化。 

ì  Ushahidi’s goal is to create the simplest way of aggrega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public for use in crisis response, early warning, 
development and anything you may have in mind!  
“见证”平台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能够在危机处理、早期警报发展和

其它各种能想到的工作中，从公众汇集信息的最简方式， 

Features 特点 





	  	  



iWitness Pollution Map 见证污染地图 

The iWitness Pollution Map is 
produced by the 
Louisiana Bucket Brigade (LABB). 
This map was created so that you - 
fenceline communities, workers 
and concerned citizens - can speak 
out about how petrochemical 
pollution is threatening your 
livelihood, your health and the 
ecosystems you rely on. 



Qiantang River Water map 钱塘江水地图 

An interactive collaborative map was developed to visually illustrate  
the pollution sites. Volunteers could use the platform to report pollution 
to the government and media and finally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钱塘江水地图”是钱塘江水环境公众协作互动型信息平台的俗称，是以

Ushahidi开源系统为基础研制的，这个系统被用在许多危机与灾难情况中，在

去年 海地、智利地震以及今年日本地震的救灾工作中发挥过卓越效力，为救

援者指明道路、受灾地点、受灾人数等信息，为救援提供了便利。“钱塘江

水地图”是一个关 于钱塘江水环境信息收集、可视化以及互动绘图的一个平

台。制作“水地图”的绿色浙江环保组织曾经监测出多处钱塘江污染源，为

防治钱塘江水域污染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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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南开大学 2012 杭州春季班开设

了金融、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企业管理、会

计、应用心理学和行政管理六大热门专业；应

广大宁波学生要求，从 2012 年开始金融和劳

动经济学（人力资源）宁波单独开班，有报宁波

班的同学，可以在杭州中心办理预报名手续。

教学中心冷静老师介绍，从现实的就业情

况来看，随着高校的扩招，本科生就业的优势

早已大打折扣。另外，很多人现在的工作和本

科学的专业不对口，也需要重新选修一个和职

业挂钩的专业来学习的，只有在知识层面和学

历上继续“转型升级”，才能增加竞争砝码。

同等学力申硕的在职研究生班优势在

哪？冷老师进一步解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免试入学。只要拥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

位，就可以申请硕士学位，自由选择喜欢的

学校和对口专业。很多人想读研，是因为好

的学校和热门专业入学门槛太高，而与自己

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无缘；二、周六和周日上

课，是种“零存整取”的学习方式；不影响正

常的工作和生活，毕业后工作经验和学历学

识两不误；三、两年学习过程中，有同学聚

会、专业沙龙、名家讲座，认识一批社会精

英，扩展人脉，对工作和事业发展，都是有帮

助的；四、在职申硕可以拿到和“统招研”一

样的硕士学位，评职称、加薪、出国、考公务

员、申请博士学位都符合条件，可为职业发

展生涯锦上添花。

值得一提的是创建于 1919 年的南开大

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

高校，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教育部学科

排名全国前三。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班，汇

集了南开大学实力派核心师资，报读一个专

业，都可以免费旁听其他任何一个专业的课

程，致力于培养具备政治眼光与国际视野的

未来政治、企业、金融等金领人才。

目前，教学中心每专业只招 30 人，2012

春季班 6 月开学，每个专业有少数名额可报

名。有兴趣的学生可到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

杭州教学中心进行咨询。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15号国信大厦515室（武林银泰对面）
咨询热线：0571-85063572；85062097；
亦可网上咨询和报名：www.nankaiedu.
com。

免试入读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
金融、会计等专业 6 月开学
边工作边继续深造是当今很多白领的追求，而在职申硕的出现，无疑成为了

最佳的深造方式。不用放弃得来不易的工作，又能成为国内一流学府的研究
生，可谓鱼和熊掌兼得。据南开大学杭州教学中心冷老师介绍，从 2010 班开始
报名就很火爆，在职研究生班以其性价比高、时间灵活、不影响职业规划而受到
高度关注，毫不亚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本报讯 6 月初，连通杭州百货大楼的百大天桥要开

始改造了。昨天，建设单位透露，这次的改造，人行天桥的

主桥基本不变，两侧的人行楼梯将换成电梯。位于南面的

一组无障碍观光电梯，这在杭州的天桥中还是头一回见到。

这次“百大天桥”的改造，是延安路整治工程的一部分。

改造后的百大天桥，第一个亮点就是楼梯全部拆除，全

部改成电梯，行人上下天桥会方便很多。

其中，天桥的北面，将改为上下自动扶梯电梯，南面将

设置一对垂直电梯，主要的功能是方便残疾人和老年人上

下。不过建设单位称，这个电梯的四周都是玻璃的，还能起

到观光的功能，“像这种形式的电梯，又能观光又能为很多

不方便的行人服务，在杭州的人行天桥中还是首次使用。”

负责人吴工介绍说。

拆桥的时间，目前定在 6 月初，拆除的仅是楼梯部分，

主桥不动。吴工说，拆楼梯是进行切割的，仅需一个晚上，

对主干道的交通不会产生影响。不过到时候桥要封闭，行

人不能上去。改造过程会封闭一部分人行道，像百大门口

的报刊亭靠楼梯太近，施工时可能会要往旁边移点位置。

主桥部分，虽然不大动，但还是会重新装修一番，栏杆

会换城玻璃，外包铝板，还会加入灯光来美化。

改造后的百大天桥，第二个亮点就是在主桥西侧，将和

国大连通，让天桥成为杭百和国大之间的一条空中连廊，方

便又安全，它和杭州大厦位于环城北路上的长廊有异曲同

工之妙。建设单位的吴工说：“我们会留一个接口，等到今

后国大的房子建好了，就能连过来。”

本报通讯员 沈亚威 胡毅 本报记者 余雯雯

百大天桥将改造
首现观光电梯
北面改为上下自动扶梯
天桥将连接杭百和国大

钱塘江水地图从前年开始开发，去年8月正

式投入使用。打开网址，在首页上就会显示钱塘

江水地图，上面有被标注的点，把鼠标放在标注

的点上，点击后，就能看到该点的水环境情况。

钱塘江水地图的研发者、绿色浙江总干事

忻皓说，目前这张“水地图”上已经有20多处水

系污染点，都是绿色浙江环保组织的志愿者们

标示出来的。

这几年，志愿者在钱塘江流域巡防 30 多

次，走访了 8000 多公里，将这些点位拍照上传

到水地图上。去年，环保部门通过水地图的举

报，成功查处并解决了桐乡、东阳、兰溪等地 4

起环境污染案件。

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居住在钱塘江流域附

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钱塘江水地图这个平台，

实时记录下钱塘江水域环境。具体怎么操作？

忻皓说，用能上传照片的手机，拍摄下污染水源

的照片，并要附上污染点的具体信息，然后传到

水地图的网络平台。网络后台的工作人员经过

初步去人之后，能在水地图上标示出来，只要在

水地图上点击标示的污染点，就可以弹出相应

的照片及信息。

也就是说，今后凡是发现污染源，大家都可

以把拍到的照片和说明发送到平台上，标注在

地图上。所以，这张水地图非常具有互动性和

协作性，必须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完善。

“我们会将大家举报上传的这些点的情况

反映给省环保厅，由他们来进行核实、查处。”忻

皓说，“今后人人都能参与环保监测，人人是观

察者。”

除此之外，这张水地图还有一个更强大的

功能。当把个人住址输入之后，水地图就能把

附近受污染的最新情况发送给查询的居民，提

醒居民注意。大家可以点击接收你附近的报

道，选择你需要查看的位置，可以选择范围，比

如 50 公里，再输入自己的邮箱等，网站会自动

将信息传送到你，今后在这个位置附近有新增

污染源也会自动传送到你的邮箱。

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博上将照片、位置@

绿 色 浙 江 ，或 者 发 邮 件 至 qtriver@gmail.

com，进行实时举报。

目前，绿色浙江环保组织招募了一批钱塘

江护水志愿者，主要是钱塘江流域社区、学校的

志愿者，共24名，对全流域饮用水保护区，特别

是杭州市的一、二级饮用水保护区的 29.2 公里

段进行常规巡护。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浙江环保组织“绿色浙

江”制作了一个钱塘江水地图平台（http://www.qian-

tangriver.org/）。大家可以将自己监测到的钱塘江水

域环境情况拍照上传，经初步核实后，可能会标注在地

图上，帮助“绿色浙江”共同来完善这张水地图。

近日，钱塘江水地图获得了 2012“芯世界”公益创

新计划技术应用奖。

本报记者 孙燕

发现污染，请发到网上“水地图”
目前志愿者已标出20多处钱塘江污染点，协助查处4起污染案件

制图/林焱挺

改造后百大天桥示意图改造后百大天桥示意图



Track the case  跟踪处理情况 

The Waterkeeper Hao Xin was appointed as 
a supervisor of the Zhejia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in August 2011. 
According to the appoint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endowed the Waterkeeper the 
rights to request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ported by the Waterkeeper.  
忻皓被聘为省环保厅政风行风监督员。该项任
命同时赋予其要求环境局解决问题并进行监督
的权力。 

跟进追踪相关环
境执法部门的工
作。 



将执法部门的反馈信息及时回复举报人，邀请
举报人加入协会统一管理，并指导其开展基于
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的公众参与环境监督。 

Respond to the reporter  向举报人反馈 













How to promote?

Recruiting

Training

Conducting

Feedback





下城区环境观察行动启动仪式







2、环境观察志愿者队伍建设

• 2015年1月，绿色浙江率先在杭州
下城区启动“环境观察”行动，在
下城区主要河流选取三十个环境观
察点，并招募三十名环境观察员；

• 5月，联合江干区城管委，为江干
取30条黑臭河道招募了30名环境观
察员；

• 6月，联合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
在全省11个地市选取11条河流作为
观察对象，招募11名环境观察员；

• 8月，联合宁波鄞州区团委，鄞州
中学启动鄞州环境观察行动，招募
50名环境观察员分布在全区。

• 目前，环境观察志愿者网络已经初
步建立



下城区环境观察员培训









Ambassador 

The waterkeeper Hao Xin was named as Water Conservation 

Ambassador by Zhejiang Zhejiang Water Resources Bureau, . 
“钱塘江水地图”是钱塘江水环境公众协作互动型信息平台的俗称，是以
Ushahidi开源系统为基础研制的，这个系统被用在许多危机与灾难情况中，在
去年 海地、智利地震以及今年日本地震的救灾工作中发挥过卓越效力，为救
援者指明道路、受灾地点、受灾人数等信息，为救援提供了便利。“钱塘江
水地图”是一个关 于钱塘江水环境信息收集、可视化以及互动绘图的一个平
台。制作“水地图”的绿色浙江环保组织曾经监测出多处钱塘江污染源，为
防治钱塘江水域污染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Hao Xin was recruited as 

an official Water 

Conservation Ambassador 

of Zhejiang Province by 

Zhejiang Water Resources 

Burean and other 7 

governmental agencies 

from 2012 to 2015.  



Awards 

• National Water Conservation Persons of the 

Year 2011 

• 2012 Better China Award 

•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ize of the China’s 

2012 Intel Social Innovation Awards 

• EPLC Excellence Award 



3/ Communication & Response



Communication

Chatting 
Groups

Online 
Forum

Microblog





绿色浙江声明（一） 

S  第一，悬赏20万、30万、50万也好，表达了网友们对水环境的一种

无奈，但我们不愿意悬赏没有结果，甚至被一些网友认为是一些企

业的免费广告。从悬赏开始至今，我们尚没有看到任何人真的下水。

我们联合当地环保组织共同提出游污河，不是要将几十万给我们任

何一个团体，而是请金总这些严重感受到家乡水质恶化之士，能够
将一些钱实实在在地用于沿河居民、企业意识的提高、行为的改善，
添置一些有需要的物资，做一些有意义的政策倡导等。《温州一家

人》热播中，我们愿意看到，天下温州人联合起来共同帮助恢复江

河可游、可饮、可渔的本性。同时，我们作为悬赏环保局长游泳第

三方，已经和浙江阳光教育基金会初步商量决定，共同设立浙江阳

光教育基金会绿色浙江环境教育基金，专门支持江河治理的公众参

与行动。	�



绿色浙江声明（二） 

S  第二，花钱是一种智慧，温州有不少企业家在慈善事业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但是如何花好钱，是门大学问。不可否认，悬赏环保

局长游泳起到的涟漪效果之强出乎预料，我们也看到有关部门已

经开始行动。但是，如果公众意识不提高，行为习惯不改变，政
府前脚清了垃圾，老百姓后脚就继续倒垃圾。污染江河的不是别
人，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污水，我们企业的肆意排放，所
以解铃尚须系铃人，一个持续性的清洁江河行动，需要的不是别
人，不仅是政府，更是我们公众自己那双手，更是一个强有力的
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我们绿色浙江将联合当地温州水网等更多

环保组织，配合有关政府部门，在媒体和公众监督之下，利用这

些来自于民间的资金，联合一些专业的团体，共同来实施一些工

作，实地调研、拟定方案、实施行动，并建立长效机制。	�



绿色浙江声明（三） 

S  第三，我们相信，包括金总和其它悬赏网友的本意，不是游污河

行为本身，而是用这种办法激发政府和公众行动起来治污河的勇

气。当然，绿色浙江和我们的合作环保组织本身会做好随时游污

河的准备，并且已经有专职人员和志愿者报名，不过我们的前提

条件是全副武装自我保护，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在这一过程中有身

体上的伤害，也不希望这仅仅是作秀一场。我们更愿意把“武装

起来游污河”作为不仅是温州、更是全国各地公众亲近水源、护

水行动的口号，把这种形式上的走近污河和捡垃圾、排查污染源

等具体的环保清洁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新闻媒
体、民间组织和网友们能够共同引导这个事件往更加健康的方向
发展，从小江小河生态恢复开始，从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
——行动起来，清洁江河！ 







































































电视论坛上共商治霾对策





地址：杭州下城区绍兴路337号	�

            野风现代之星大厦2204室	�

电话：0571-85900500  87755205	�

网址：www.greenzj.com	�

@绿色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