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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夥四地環協主辦
已連續第四年舉辦的「綠色中國」評選

活動，由聯合國環境規劃基金會、中國環境保
護協會、香港環境保護協會、澳門環境保護協會、

台灣環境保護協會5家機構聯合主辦，兩岸四地10多家
環保組織協辦，是目前最多環保機構聯合主辦的環保評獎

活動。
主辦單位依托兩岸四地的權威環保組織、企業的優勢，及多間支

持機構的影響力，使活動更具公信力、權威性。活動旨在表彰和鼓勵對
中國環保事業，以及可持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和突出影響的城市、城區、

企業、個人、新能源、建築、食品和環保項目等，以促進綠色經濟發展與振
興，推進中國環保事業的發展，不斷喚起全社會對環保節能以及人類未來生存
環境的關注。
昨日的盛會，邀得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魯，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會聯合會

理事長吳秋北，全國人大代表、東區區議會議員蔡素玉，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文匯報董事長兼社長王樹成，聯合國環境規劃基金會亞太地區顧問張逸堅，香
港環境保護協會主席樊熙泰，中山大學生態與進化研究所所長彭少麟，南開大
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工程系主任于宏兵，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總
裁馮洪章，大埔區議會議員、環保協進會行政總監邱榮光，香港文匯報董事總
經理歐陽曉晴，副總經理姜增和、張錦川出席及主禮。
張逸堅代表主辦機構致辭稱，很榮幸代表聯合國環境規劃基金會出席是晚典

禮，作為本次活動的主辦機構，他感謝香港文匯報和各界人士對環境保護事業
的支持。他指出，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他續說，保護環境，確保人類和自然的和諧相處，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

保證。他相信在政府機構、企業、學校與所有環境組織的共同努力下，環境將
變得更加美好，並呼籲大家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樊熙泰：為可持續發展努力
身兼評審委員會成員的樊熙泰致辭時指出，今屆申請參選的機構範圍越來越

多，也越來越廣，在全國評審過程中，透過每一個出類拔萃的申請資料，感受
到各機構與企業在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確實對環保事業做出了很大的綠色貢
獻。
「我們很高興看到有很多環境治理、節能減排、食品安全、社會公益等的優

良個案。」他說，獲獎的政府機構、私營機構與個人的特殊表現，以及對綠色
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定將成為國家在未來經濟發展中名符其實的環保領袖和領
軍先鋒。

歐陽曉晴籲實現節能減排
歐陽曉晴代表合作媒體在典禮上致辭，對所有獲獎者表示熱烈的祝賀。他強

調，環境問題解決的好壞，關係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國際形象和廣大人民群眾

的根本利益。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節能減排，已成為國
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把生態文明建
設納入國家建設的總體布局，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
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他續說，世界各國皆在探索節能減排、低碳發展的道路，中國作為第二大經

濟體，在應對國際環境變化方面無疑將扮演着更為重要的角色，承擔更為重大
的責任。
當晚，所有獲獎者逐一上台從主禮嘉賓手中鄭重接過獎座及證書，賓主及各

主協辦機構代表一同舉杯祝酒，將典禮盛況推向高潮。
今屆評選活動得到北京大學環境與經濟研究所、北京清華大學、廣州中山大

學、中華環保聯合會環保技術標準研究專業委員會、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公開
大學、澳門大學等兩岸三地高校和研究機構，以及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
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青
年工業家協會的大力支持，香港文匯報繼續作為大會唯一指定宣傳媒體。

環保先鋒環保先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

玲、陳熙）6月5日正值世界環境保護

日，第四屆「綠色中國．2014 環保成就

獎」頒獎典禮昨晚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盛大揭

曉。活動歷經逾6個月的層層甄選，共計16大類

的環保傑出成就獎項，由包括中國電力、華潤

集團、貴州茅台、新鴻基、香港賽馬會等

50個兩地機構及個人分別奪得各項殊

榮（見表）。昨晚，獲獎的香港與內

地知名企業、內地地區政府、環保領

袖人物及兩岸四地的業界精英逾

200人共赴盛會，見證和分享得

獎者的喜悅與榮耀。

「綠色中國2014」頒50獎項 兩岸四地政商界同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昨晚
「綠色中國．2014環保成就獎」50個獎項名
花有主。寧夏作為西部地區自治區，首度包攬2個
「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2個「傑出企業社會責任
獎」、1個「傑出環境保護企業獎」共5個大獎，與浙江、湖
北並列成為獲獎項最多的3個內地省份及自治區。

鈞翔號奪兩獎成大贏家
盛裝出席典禮的昆明鈞翔號茶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于翔，榮膺「傑
出環保領軍人物獎」，其公司旗下冰島老寨「鈞翔號」古樹茶亦
獲「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成為今年最大贏家。另外兩個「傑
出環保領軍人物獎」分別由李小琳及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
董事朱共山摘得。
是屆活動在全國由行業推薦及經網絡接受報名，經嚴格初選、

入圍及評選3個階段，甄選出10多個類別的獎項，涵蓋環境保
護事業的方方面面。評選階段包括專家評選及社會評選兩個部
分，投票比例為60%及40%。評審委員會由國際級權威部門、
兩岸四地頂尖級學術研究機構、專業團隊及社會各界知名人
士組成，評選結果具權威性。
李魯表示，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水污染、霧霾等已強

烈喚起公眾環保意識。經濟轉型升級要與環保發展有機結
合，盡快淘汰高耗、高污等產業，發展環保產業。
他認為，香港在環保方面無論理念和研究都有先發優
勢，在兩地相關合作中完全可以發揮優勢，故希望香港
科技界和專上學院的學術研究可以更積極投入。「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在金融、實體工業等方面引領
和拉動內地經濟，下一步香港想重回亞洲四小龍的
地位和活力，應大力在科技方面引領內地。」
首次擔任活動評委的彭少麟就表示，活動非常
之有意義和權威，為推動綠色環保不遺餘力，他
希望未來可以拓寬參與的廣泛性和代表性，並透
露中山大學與香港開展生態研究與合作逾20
年，與香港合作完成本港的植被誌，合作成果
斐然。

港中樂團致力動物保護
「環保與每個企業和個人都息息相關，
甚至一個人消費方式的不同，都會對社會
環境產生不同影響。」他說，個人雖
小，累加起來就非常可觀，許多行動看
似與環保無直接關係，如是次獲獎的
香港中樂團，對動物保護做出貢獻，
更多的綠色行為都是間接相關，最終
起到很好的效果，但仍值得推崇。
第二次任評委的于宏兵就認為活

動創意很好，從非政府角度做，令活動非常有公信
力和權威性。他說，內地環保獎多由地方政府主
辦評選，對參與機構和企業的知名度和含金量都
有相關要求。非官方的環保活動優勢在於入選
沒有門檻，令活動更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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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危機日益突出的形勢下，環保和低碳概念深入
人心，綠色環保已成為現時和未來世界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當晚，榜上有
名的獲獎機構及企業代表，談及綠色環保之路，都各有心得。

中電新能源：改善生態共創未來
中國電力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獲得「傑出環保上市公司獎」，中國國際新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志穎作為獎項代表發言稱，活動的舉辦具非凡意義，
是對致力於推動綠色中國事業的建設者們的巨大鼓舞，他代表公司對主辦方致
以感謝。
王志穎介紹，該公司多年來秉承不僅要給世界帶來光明和動力，也要為子孫

後代留下碧水藍天的和諧理念，致力於建設綠色中國的偉大事業。去年獲得中
國最具成長企業的稱號，通過在境內外積極開發風能、生物能等新能源發電和
綠色環保項目，有效帶動並促進當地社會經濟良性發展，還為推動節能環保、
改善生態，為實現地區可持續發展積極貢獻力量。希望未來與大家共同成長，
共創未來。

協鑫新能源：續推動綠色能源應用
協鑫新能源董事會主席、總裁唐成代表獲得「傑出領軍人物獎」的朱共山

領獎。他對此次獲獎感到開心和欣慰：「在朱董的帶領下，協鑫集團、保利
協鑫和協鑫新能源等旗下的企業近年來一直致力於環保事業，可以說取得了
我們的同行和世人的尊敬，所有員工都為能從事這個職業而感到開心。本次
獲獎對朱董是一種激勵和表彰，對我們的團隊也是極大的鼓舞。未來我們會
繼續在他的帶領下，把協鑫集團發展的更好，大力推動綠色能源在生活中的
應用！」

合肥市：將加強企業環保意識
安徽合肥市榮獲「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合肥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韓

冰表示，近年合肥市經濟發展很快，2005年至2010年，GDP翻了一番半，

各項經濟指標增長迅速，均名列前茅。合肥市在發展經濟同時注重生態環
保，主要體現在治水、綠化、治理大氣污染等方面。他說：「合肥推動生態
環保工作獲得肯定，我自己也感到很高興，未來還要進一步加強企業環保意
識。」

新鴻基地產：朝着環保目標前進
獲「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的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傳訊總監廖國偉表

示，很榮幸獲獎，環保成就大獎在香港環保事業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該公司
向來重視環保，過去10多年，堅持「以心建家」的理念，致力推動社會平衡
發展，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物業發展各環節，無論在發展物業方面，或是
在日常的物業管理服務，甚至在社區服務，都積極貫徹環保理念。他希望，
新鴻基未來各方面都能做得更多，並呼籲員工朝着環保目標前進，鼓勵同事
積極參與環保公益活動，也將透過活動培養年輕同事更好的與自然環境融
合。

華潤集團：開展資源集約共用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的廣西賀州華潤循環經濟產業示範區獲「傑出綠色

價值創造獎」。集團董事會辦公室品牌傳訊副總監梁柱強表示，該區是華潤
集團利用多元化企業的資源優勢，以華潤電力、華潤雪花和華潤水泥為核
心，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建成的。他續說，示範區透過打造「廢
物循環產業鏈」，利用設備降低企業排放量、開展資源集約共用，達到了不同產業
之間廢棄物相互吸收轉化以實現污染物零排放，獲獎亦感榮幸。

長豐縣：實現更美好生活
安徽長豐縣榮獲「傑出綠色生態示範縣獎」。長豐縣委副書記、縣長許華表

示，現在社會和居民的環保意識越來越強，「吃放心菜、喝放心水」是基本的生活
需求。為改善巢湖水質量，合肥市推行「河長制」，由各縣市領導作為河流轄區範
圍內的「河長」。

他續說，為減少大氣污染，該縣招商引資中特別注重環評，並禁燒植物
秸稈，並加強植樹綠化，近3年，深入實現森林增長工程已完成15萬畝。
許華指，「獲獎代表過去，未來路還長，天變藍、水變綠，長豐縣將繼續
推動實現更美好生活。」

東亞銀行：鼓勵客戶環保節約
東亞銀行獲「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總經理兼人力資源及企業傳訊主管

甘艷美表示，中環、觀塘兩間公司大樓，都在水電方面有獨道設計，在環保
節能方面亦獲得過環保獎項，公司內亦持續積極減少能源消耗、以及紙類等
資源的使用。
她續說，作為一間銀行，與生產商不同，在環保方面更多的是致力與客戶、

股東及供應商合作，提高他們的環保意識，及鼓勵客戶改用電子通訊及電子文
件，節約用紙、水源，舊傢具及電腦等除了排廢過量會被即時淘汰，其它皆轉
予慈善團體繼續發揮作用等。今次獲獎是一個鼓勵，銀行會繼續致力於在環保
方面做更多貢獻。

中寧縣：努力建設最宜居城市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寧縣委縣政府榮獲「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中寧縣縣長

趙建新表示，縣政府積極推進中寧縣在發展循環經濟同時建設生態文明，由政
府和企業共同聯手，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將工業污染減至最低。他說，中寧
縣位處西北，屬乾旱氣候，縣政府亦致力綠化工程，使經濟和環保同步發展。此次
獲獎，趙建新形容，「這是縣政府環保工作邁出的一小步，未來還要繼續努力建設
成為最宜居城市。」

港中樂團：向世界傳遞環保理念
獲得「傑出創意環保概念獎」的香港中樂團樂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表

示，蟒蛇是受保護動物，但胡琴是用蟒蛇皮蒙琴的，香港中樂團在外訪演出
時，曾多次遇到海關不准蟒皮製品通過的難題。於是，香港中樂團開始嘗試
可循環再造的PET聚脂薄膜（全球註冊的環保產品）取代蛇皮製作胡琴。他
說，不僅更符合環保原則，還讓胡琴的音域更寬廣、音色更美、表現力更豐
富。希望帶着環保胡琴到世界各地演出，藉此傳遞環保理念，用自己的方式
為打造綠色中國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解玲、沈清麗、陳熙、劉辰燁

得獎者分享綠色環保路

麗麗 國國中中
綠色中國 2014 得獎名單
獎項 得獎者
綠色中國·傑出環保領軍人物獎 李小琳
綠色中國·傑出環保領軍人物獎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朱共山
綠色中國·傑出環保領軍人物獎 昆明鈞翔號茶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于翔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 安徽省合肥市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 浙江省天台縣人民政府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 雲南省瀘西縣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寧縣委縣政府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 寧夏回族自治區隆德縣委縣政府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 陝西省西咸新區灃東新城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城市獎 浙江省縉雲縣人民政府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生態示範縣獎 安徽省長豐縣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產業街區獎 北京市西城區廣安門外街道辦事處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價值創造獎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創意環保概念獎 香港中樂團
綠色中國·亞洲傑出豪宅人居大獎 武漢萬達東湖置業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創意節能環保概念獎 中國立捷建築裝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創意概念獎 一洲世紀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環保上市公司獎 中國電力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環保上市公司獎 新宇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環保上市公司獎 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治理工程獎 甘肅省蘭州新區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治理工程獎 渭河陝西省西咸新區秦漢新城段綜合治理工程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治理工程獎 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治理工程獎 撫仙湖保護工程 雲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保護企業獎 昆侖山礦泉水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保護企業獎 寧夏天元錳業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保護企業獎 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環境保護企業獎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 東亞銀行
綠色中國·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 寧夏太陽山水務有限責任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企業社會責任獎 寧夏台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環保建築獎 武漢中央商務區建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環保建築獎 浙江綠清灣旅遊投資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環保建築獎 浙江浙大網新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貴州茅台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茅台酒系列產品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湖北叢霖農業生態有限責任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湖北省石花釀酒股份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冰島老寨「鈞翔號」古樹茶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明一國際營養品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河南彤瑞實業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重慶市天友乳業股份有限公司天友牌牛奶
綠色中國·傑出綠色健康食品獎 重慶人和米業有限責任公司 人和牌大米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獎 香港賽馬會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獎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獎 武漢雙虎塗料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獎 山西欣中集團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獎 北汽福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獎 浙江龍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綠色中國·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獎 香港科技園公司

■■賓主及獲獎代表共同賓主及獲獎代表共同
在典禮上合影留念在典禮上合影留念。。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中國電力新能中國電力新能
源發展有限公司源發展有限公司
獲獲「「傑出環保上傑出環保上
市公司獎市公司獎」，」，由由
王 樹 成王 樹 成 (( 右右)) 頒頒
獎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張逸堅張逸堅。。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樊熙泰樊熙泰。。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歐陽曉晴歐陽曉晴。。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典禮上典禮上，，賓主共同祝酒賓主共同祝酒。。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協鑫新能源董協鑫新能源董
事會主席事會主席、、總裁總裁
唐成唐成((左左))代表獲代表獲
得得「「傑出領軍人傑出領軍人
物獎物獎」」的朱共山的朱共山
領獎領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安徽合肥市榮安徽合肥市榮
獲獲「「傑出綠色生傑出綠色生
態城市獎態城市獎」，」，合合
肥市委常委肥市委常委、、常常
務副市長韓冰務副市長韓冰
((左左))領獎領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獲獲「「傑出企業傑出企業
社會責任獎社會責任獎」」的的
新鴻基地產發展新鴻基地產發展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傳訊傳訊
副總監陳晶晶副總監陳晶晶
((左左))領獎領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華潤華潤（（集團集團））
有限公司獲有限公司獲「「傑傑
出綠色價值創造出綠色價值創造
獎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安徽長豐縣榮安徽長豐縣榮
獲獲「「傑出綠色生傑出綠色生
態城市獎態城市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東亞銀行獲東亞銀行獲
「「傑出企業社會傑出企業社會
責任獎責任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寧夏回族自治寧夏回族自治
區中寧縣榮獲區中寧縣榮獲
「「傑出綠色生態傑出綠色生態
城市獎城市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香港中樂團獲香港中樂團獲
得得「「傑出創意環傑出創意環
保概念獎保概念獎」。」。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成就成就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