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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新的十年，展开飞的翅膀！

曾经的一群企业家们，为了防治弥漫北京的沙尘暴而聚集在

阿拉善的沙漠中，以为靠我们的力量就能还首都一个蓝天。到了

一望无际的令人心灵震撼的戈壁滩，才发现原来我们不但渺小，

而且无知。

这里曾经有过绿洲，但人类贪婪的对自然的掠夺，让绿植不

见了。如何在满足人类无限制的物质欲望不断提高的同时，又能

保护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

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二百年 , 人类发明了各种有利于提高

效率，有利于加速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和破坏的工具。让农作物的

产量大幅提高时，也在污染着土地、水源与空气 ; 让人类的生活

质量提高的同时，却让生存环境的质量在降低。

一群在社会中不断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们，不断地靠工业、科

技和管理技术的创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但同时 , 也应更重视

对环境的保护。不要一面为了效率的提高而创造，一面因为创造

出的新产品而对生存环境产生着破坏。化肥与农药提高了农业种

植生产的效率，但也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汽车与飞机提高了运

行的速度与效率，但也带来污染的排放。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

系，如何让大自然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如何在不降低人类生活

质量的同时，提高生存环境的质量，就是一道摆在企业家责任心

面前的难题！

当空难出现时人们会高度地关注 , 社会与人类在关注着的是



阿拉善SEE公益机构会长

会长致辞

生命的可贵。但在对大自然的保护中，人们却忽略了环境对生命

的伤害，忽略了空气、水资源与土壤的污染对生命的伤害。这就

更需要企业家们站在环境保护的最前面 , 唤醒社会对环境伤害认

识的同时，努力地承担起治理与维护的重担！

很高兴看到的正是 SEE 集合了这样一群有责任心、有社会

公益心的企业家们。这个团体在不断地扩大 , 既包括了第一代的

创业者，也包括了第二代的继承者，更包括了八零后、九零后的

年轻一代。近两年各片区中心的成立，不但使 SEE 环保的行动

从阿拉善走向了全国，也扩大了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影响，扩大了

公益环保的队伍，树立了社会 NGO 组织的榜样形象。

感谢所有加入 SEE 的会员们，无论你们加入的时间早晚，

都在为凝聚企业家的精神做出了贡献；感谢所有为 SEE 捐助和

支持的所有人，无论你们的捐助多少，都在为留住碧水蓝天做出

奉献；感谢所有为 SEE 行动宣传的媒体，无论你们的声音大小，

都在为唤起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做出了呐喊！

亲爱的朋友们，虽然我们今天只是刚刚开始，但再小的努力

也有重大的意义。只要有了开始，只要从自己做起，我们就会坚

持走下去，一代接一代地坚持走下去。我们相信，终有一天，我

们的理想会全部实现。水会比今天更清，天会比今天更蓝！

                                                                2015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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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岁的 SEE 成了今天中国环境保育的重要力量和企业家公益的标

杆之一。SEE 能健康发展到今天得益于成立大会晚上“受精一刻”形

成的优良基因：平等参与，民主透明，理性效率。中国的环境还在继

续恶化，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SEE 在治理结构上的两个挑战是：

如何让各地的企业家都能发挥能量；学习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环境公募

基金。本届章程委员会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摸索前行。 
王维嘉  
SEE 生态协会章程委员会／主席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进入新的十年，在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导引下，

我们面临新的战略、组织发展与治理结构、业务与活动模式等诸多新

因素，监事会的核心工作是确保 SEE 的公信力！ 

钱晓华 
SEE 生态协会／监事长

2014 年，注定是 SEE 最重要的一年。我们共同度过了 SEE 十周

年生日；我们启动了一亿棵梭梭项目，计划未来十年内在阿拉善建成

延缓荒漠化的生态屏障；我们成立了节水小米的社会企业，尝试通过

商业的力量来推动环境改善；我们的基金会获得了公募资格。这一切

都证明了这个组织在走向成熟，它正通过自己十年孜孜不倦的行动取

得公众的信任。作为秘书长，我与大家一起见证着机构的成长，心中

无比欣喜。今天，我们站在新十年的起点上，将继续秉承 SEE 的环保

理念，为守护碧水蓝天竭尽全力。

刘小钢
SEE 生态协会／秘书长



2014新增
终身会员

周庆治郑瑛彬

梁天龙

万  捷

邢  彦

陈劲松

张  跃

潘胜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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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岁的刘奶奶在阿拉善生活

了 44 年。在她年轻时，阿拉善曾

经有一条绵延 800 多公里的梭梭

林带，但是如今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在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

大沙漠的侵蚀下，阿拉善荒漠化的

土地面积已相当于一个贵州省。眼

看着草场退化，儿女远走打工，刘

奶奶坐不住了。腿脚不便的她开始

种植梭梭，一个人赶着驴车参加培

训、种树、巡护。她的理想是将自

家的 3000 亩草场种满梭梭、嫁接

苁蓉，早一日儿女返乡、全家团圆。



在前期项目积累基础之上，SEE 于 2014 年启动“一亿棵梭

梭”项目，计划用十年时间，在阿拉善关键生态地区种植一亿棵

梭梭，恢复 200 万亩荒漠植被，从而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同

时通过梭梭的衍生经济效益提升当地牧民的生活水平。“一亿棵

梭梭”项目完成后，可以有效遏制沙漠的扩张，截断三大沙漠的

交汇握手，减少起源和途径阿拉善的沙尘暴对毗邻地区的影响。

一亿棵梭梭

2014 年主要进展

完成 1 项科学规划

• 为了确保植被恢复工作更加科学和成效，SEE 在 2014 年完成

2014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年度报告／ 09



了“一亿棵梭梭”的项目规划。SEE 邀请专

家借助地理信息空间系统，并参照过去多年

的梭梭分布图、土壤、气象等因素对梭梭的

生境进行模拟，计算出适宜梭梭恢复的空间，

并加以实地调查，对一亿棵梭梭项目进行了

科学、实用的规划。

确立 3 个合作关系

• SEE 与阿拉善盟林业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在“一亿棵梭梭”项目框架下共同出资

合作推进植被恢复、信息共享等工作。 

• SEE 和甘肃省治沙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甘肃省治沙所将为 SEE 提供荒漠化防治的科

学指导，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同时，双方合作将 SEE 公益治沙示范基地建

设成为西北干旱区荒漠化研究的第七个基地。

• SEE与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植树造林、公众环境教育、高端论

坛会议上展开合作，共同探索民间机构参与

公益环保的模式。

实施 3 项主要工作

• SEE 在苏海图嘎查——位于腾格里、巴丹吉

林、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握手的重点区域，通

过合作社管理方式与当地牧民开展人工梭梭

种植示范。2014 年全年累计恢复梭梭林 10

万亩，成活率达到 96%，参与户由 17 户发

展到 77 户。

• SEE 在阿拉善当地开展了 6 次近 200 人次对

种植户的培训，以课堂、现场、外出等形式，

提升合作牧户的梭梭种植技术、苁蓉嫁接技

术及合作社管理能力。

• 2014 年，SEE 公益治沙示范基地落成，进行

了作业道路、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也开展了包括固沙技术展示在内的核心示范

区的建设，完成引种、育苗地建设、种植等

7 项工作。

10 ／

苏海图基地 20 万亩梭梭人工恢复示范区

以色列 KKL 基金会专家考察 SEE 公益治沙基地



“来过阿拉善荒漠亲手种梭梭的人，对这里的风沙和日晒都

深有体会，我们年轻的项目团队平时就是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工

作。验收梭梭的时候，每个人一天平均都要走上 15-20 公里。虽

然辛苦，但随着付出，我们对阿拉善这片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深，

也对一亿棵梭梭项目十年后为这里带来的改变充满了期待。看到

草场上逐渐梭梭成林，牧民们有了收获苁蓉的喜悦，我们的内心

也有了满满的感动和欣慰。真心感谢一直以来关注一亿棵梭梭项

目的朋友，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路向前。”

——一亿棵梭梭项目经理孙静

2014 年项目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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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岁的王兆云是 SEE 项

目办的“老搭档”，参与过很多

SEE 项目，比如：太阳能热水器

安装项目、社区基金等。2014 年，

SEE 推动地下水保护，鼓励牧民

们种植节水作物，王兆云组织合作

社成员种植了 100 多亩葵花。葵

花授粉困难，他从别处引进蜜蜂；

为了保证瓜子绿色健康，他尝试有

机种植……2014 年葵花大丰收，

他种的瓜子品质受到了好评。在他

精细的灌溉管理下，瓜子在整个生

长期的用水量仅为 169 方 / 亩。



地下水保护

阿拉善是极度缺水的荒漠化地区，保护地下水是改善生态环

境、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SEE 立足于保护阿拉善地区最

具代表性的十大沙漠绿洲之一的腰坝绿洲，以节水替代作物为基

础，探索集作物、技术、农艺为一体的节水农业综合管理模式；

发挥 SEE 会员企业家优势资源，建立以销售绿洲友好（节水的、

绿色的）农产品为核心的社会企业，拓宽商业渠道，撬动腰坝绿

洲友好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形成沙漠绿洲友好农产品产销体系，

促进沙漠绿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SEE 计划未来 5 年内，通过以上节水项目推广及社会企业

促动，逐步实现腰坝地区地下水采补平衡。

2014 年项目进展

高效节水农业试验示范

• 完成节水农业示范基地规划，建立三大核心功能区，被纳入阿

拉善盟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并首次获得政府资金支持。

• 和宁夏大学进行科研合作，测定出阿拉善地区三种主要农作物：

玉米、谷子、瓜子的灌溉定额，并形成一套高效节水种植技术

集成模式，将为政府定额管理的制度建立提供科学的数据基础

和技术方案。

• 对比试验膜下滴灌、管灌、插干微喷等节水灌溉方式，相较传

统的大田漫灌方式，亩均节水 30%-50%。

2014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年度报告／ 13



14 ／

开拓节水作物市场化渠道

• 与当地三个合作社合作，推广种植 680 亩沙

漠小米，产量 93 吨，覆盖 2 个乡镇、3 个嘎查、

15 位农户。

• 建立沙漠小米种植技术与品控管理标准手册，

并与张家口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为项目和产品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 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实现规模化节水效应，

SEE 成立社会企业，并与大成、中粮、旺旺

建立市场合作关系，开发两种沙漠小米产品，

打通市场销售渠道。2014 年底，“沙漠小米”

产品正式上线销售。

• 推广沙漠节水绿色瓜子种植 100 亩，产量 320

斤，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探索市场销售

渠道，协助其完成产品品牌建设，建立微信

公众平台和网络销售平台。

水资源综合管理

• 在前期的水权交易试验基础之上，2014 年协

助当地政府在腰坝地区进行水权交易试点推

广，涉及 6 个嘎查、2362.39 亩耕地、119 户

农户、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帮助当地社区

接受并认可水权交易和灌溉定额的可行性。

• 撬动腰坝镇政府，共同出资建立了腰坝水资

源管理节水基金，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水权交

易和节水灌溉，形成共管共治的监督和激励

机制。

SEE 高效节水农业示范基地收获节水谷子

SEE 会长任志强（左）在节水小米上市及社会企业成立发布会

现场



2014 年项目产出 “阿拉善荒漠化地区的地下水保护任重而

道远。对转变传统的种植方式和水权交易，当

地老百姓们从不接受，到慢慢地理解和愿意加

入，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我们想办法不断提

升节水技术，一次又一次地做社区动员。逐渐

地，老百姓们也被打动了，因为他们觉得，一

群外来的、和当地环境没多大关系的人，在为

当地的地下水保护一直努力着，而且也确实能

够给他们带来经济实惠。巴润别立镇孟根塔拉

嘎查的林兴辉书记说，通过推广节水谷子种植，

不但能大大地节约用水，每亩地还能让农户增

收 800 元左右。”

——阿拉善项目办总监庞宗平

2014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年度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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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SEE 在全国范围内的八个会员

中心启动和探索当地环保项目；68 家会员企业

加入绿色供应链行动，参与学习和推动企业内

部环境管理水平的提高。SEE 会员全年参与环

保公益活动 1244 人次，参与时长 22000 小时。

会员发展

图 2: 会员参与时长统计情况

2012 年 6000 小时

2013 年 10000 小时

2014 年 22000 小时

图 1: 近三年会员总数

2014 年
370 人

2013 年
280 人

189 人
2012 年

2014 年，SEE 会员净增 90 人，会员总数

发展到 370 人。其中，华北中心：107 人；上

海中心：70 人；珠江中心：37 人；深港中心：

58 人；台湾中心：19 人；西南中心：22 人；

西北中心：29 人；湖南中心：24 人；湖北中

心（筹）：4 人。

／ 17



华北中心：107 人

台湾中心：19人

上海中心：70人

深港中心：58人

珠江中心：37人西南中心：22人

西北中心：29人

湖南中心：24人

湖北中心（筹）：4人

22%

78%
  女性     

  男性

图 1: 现有 SEE 会员性别比例

83%

6% 11%

图 2: 现有 SEE 会员年龄比例

  55-75 岁    

  35-55 岁    

  25-3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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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年会

2014年11月7日，西北项目中心承办的“新

十年、新起点、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2014 

SEE 年会在西安成功召开，吸引了 SEE 会员

和当地商会及组织代表在内的 400 余位企业家

参加。

在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上，企业家和专

家们热烈探讨如何提升中国企业的环保意识，

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与环保的问题，引导中国绿

色经济转型。在“念水·美丽中国公益之夜”

公益晚会中，企业家们通过“一亿棵梭梭”认捐、

节水小米认购及慈善拍卖，为环保公益捐献善

款 5,404,850 元。在 SEE 会员大会上，SEE

章程进行了两年一次的修改和完善。

／ 19

2014年11月7日，SEE年度会员大会在西安召开。本次大会主要议题为讨论和表决由章程委员会提交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

修正案。

SEE 章程修改要点

• SEE 章程委员会不认可的章程修正案，有会

员总数 5% 的会员附议仍然可以直接提交会

员大会讨论表决。

• SEE 理事会增加 2 个理事席位，改为 11 位理

事。

• 增加 SEE 会员退会时的“辩护机制”，保障

会员权利。



绿色供应链行动

2014 年，SEE 启动“中国企业绿色契约”第一个行动计划“绿色供应链行动”，推动 SEE 会

员企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2014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企业绿色契

约论坛上，《SEE 会员企业绿色发展报告》

发布，首次对 SEE 会员企业目前在绿色发展

和企业环境行为改善方面的现状以及正在采

取的行动进行了全面摸底，为后续推动企业

绿色发展行动奠定了基础。SEE 会员企业整

体上已经具备比较强的绿色发展意愿，但在

相关目标制定、环境管理体系和机制的落实

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2014 年 4 月，SEE 组织近 50 位会员企

业家赴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考察可持续发

展道路上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企业参与自

然保护、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慈善公益、

企业绿色转型等。

6 月 5 日，SEE 联合 7 家企业家联盟组

织启动了“绿色供应链行动”。承诺共同发

起该行动的 68 家企业，将通过学习，建立内

部管理机制，并在生产与采购过程及与上下

游合作伙伴的交往互动中，推动企业自身和

供应商加强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公开的工作。

2014 年 8 月 4 日 -5 日，“SEE 绿 色

供应链行动工作坊”在万通中心开坊，约 40

家 SEE 会员企业的 60 位代表参与。两天时

间内，大家别对政策法规、民间环保、企业

绿色供应链等议题做出了精彩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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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心发展

华北项目中心

SEE 华北项目中心会员企业家参访寻找优

秀 NGO 项目，关注华北地区雾霾和自然教育

问题，通过与“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

中心”、“燕山学堂”合作，推动公众持续关

注现下特点环境问题，推动会员及会员企业的

参与。2014 年，华北项目中心会员人数增长明

显，净增 24 人，总人数达到 107 人，会员参

与项目及活动时间累计 5315 小时。

 环保项目

2014 年，华北项目中心经过考察和论证，

确定了关注华北地区雾霾和自然教育问题两条

项目主线。

• 关注雾霾治理，计划资助自然之友的“蓝天

实验室”项目，发动会员企业员工与 NGO

一起关注和测量 PM2.5 在不同生活环境下对

人的影响；计划支持公众雾霾研究中心的公

众传播工作，让更多的人关注空气污染源治

理问题。

• 同时，计划资助燕山学堂、自然之友的环境

教育基地建设，改善自然教育营地条件，更

好地为自然教育软件课程建设服务，从而推

动行业规范发展。

会员活动

• 1 月 17 日，华北项目中心新年联谊暨会员大

会，与 NGO 组织联动交流，超过 80 人到场

参与；

• 6 月 5 日，发起并承办 SEE 成立十周年森林

音乐会，邀请谭盾与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呈

现以自然为主题的交响音乐会，现场参与超

过 1500 人。

• 8 月 7 日，组织呼伦贝尔森林草原亲子生态游

学参访，深入了解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

原始森林生态状况；在当地走访一个草原生

态保护组织，并成功推荐成为创绿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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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5 日，SEE 华北中心发起并承办 SEE 成立十周年

森林音乐会。



上海项目中心

2014 年，上海项目中心会员净增 15 人，

会员人数达到 70 人。会员积极参与了企业家

环保之路公益论坛、上海饮用水水源地考察、

穿越贺兰山、年度会员大会等多项活动，会员

参与共计 262 人次，累计时长超过 2468 小时。

环保项目

经过近半年的讨论和多次实地调研，上海

项目中心于 2014 年启动了“饮用水安全项目”，

全面分析了上海地区的饮用水源的供给情况。

目前，由于政府保护及边防检查等原因，民间

组织无法进入青草沙水源地进行水样采取及水

质检测工作。项目组着重对上海市城区水龙头

水质情况进行了取样及检测工作，对其中各类

病菌、微生物及消毒附属物进行了检测，并完

成了初步检测报告。

会员活动

• 2014 年 1 月，SEE 上海项目中心会员赴中驰

集团参观，对工厂、产品等进行了解，对新

材料、新科技等环保领域相关技术进行了分

享与讨论，加强了会员之间的沟通联系；

• 2014 年 3 月，在福建厦门举办《当代企业家

环保公益之路》大型论坛，任志强会长进行

了主题演讲，在当地企业家中形成了较大的

影响，激发了当地企业家的环保公益热情；

• 2014 年 8 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探

寻善待自然的归途”大型论坛，与国内外多

位艺术家共同探讨了艺术与环境如何完美邂

逅，进一步扩大了 SEE 在上海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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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上海项目中心会员在会长任志强的带领下，与同济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科研人员水源地取样后合影。



人员在湿地规划、资源保护、组织协调、生

态旅游等方面的管理技能，深港项目中心支

持和推动红树林基金会与 WWF 香港签订“湿

地管理培训合作协议”，并组织深港项目中

心会员参与学习、交流。

• 深港项目中心支持和推动红树林基金会在深

圳启动“守护中国海岸线海漂垃圾清理和监

测”项目。活动现场共有 23 支由会员企业、

市民、政府机构组成的队伍，约 700 人参加，

清理垃圾约 1200 公斤。深港项目中心 13 家

会员企业分别积极组成 30 人的企业净滩队，

会员企业家身体力行，带领企业员工投入到

清理海漂垃圾的活动当中。

深港项目中心

2014 年，深港项目中心会员人数从 55 人

增加至 58 人，会员参与中国海岸线净滩行动

及垃圾监测项目等活动，共计 280 人次，累计

3800 小时。

环保项目

深港项目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围绕红树

林保护区保护及公众自然教育项目开展工作。

2014 年，深港项目中心与深圳市城管局签订《福

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与广东内

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福田

红树林自然保护合作 2015 年度工作计划协议

书》，并开展了 56 次活动，带动了 1860 名公

众参与到自然学习中来。深港项目中心已经面

向会员企业招募了近 20 支长期企业净滩队，

在未来持续开展净滩活动。同时，深港项目中

心也将推动在全国 12 个滨海城市开展此项目。

会员活动

• 深港项目中心举办“走进自然——香港米埔

自然保护区考察”活动，来自深港、珠江、

湖南、北京近 50 位会员参观了米埔自然保护

区，学习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米埔自然

保护区成功的经验，为深圳红树林保育找到

了标杆。

• 深港项目中心会员赴惠东县考州洋地区和深

圳大鹏半岛坝光古银叶树保护小区，对红树

林保护情况进行了项目考察，深入了解环大

亚湾区域的发展规划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

• 为提高中国红树林湿地保护，以及管理工作

2014 年 6 月 13 日，SEE 深港中心会员赴惠州考洲考察红树林

湿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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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项目中心

2014 年，珠江项目中心新增会员 7 人，总

人数达到 37 人，会员参与活动共计 319 人次，

累计 3624 小时。

环保项目

2014 年，珠江项目中心正式启动“流溪河

水源地社区生态环保项目”，具体涉及环保宣

教、自然教育、农耕体验、社区支持农业等板块。

项目将通过推动社区污染防治和生产能力的提

升，帮助当地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会员活动

• 2014 年，珠江项目中心第一届工委共召开 7

次会议。

• 2014 年，珠江项目中心多位会员积极主动，

组织了许多学习型、交流联谊型的会员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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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溪河水源地社区生态保护项目源头取水活动

2 月 , 珠江项目中心组织春茗暨君则读

书会。

5 月，阿拉善 SEE 珠江项目中心会员美

国行考察分享会在佛山举行，以“可持续企

业与自然同行”的主题分享了美国之旅的考

察历程和收获。

9 月 , 珠江项目中心在中山组织了第一

期 SEE 珠江项目中心私董会，多位会员深入

探讨了对 SEE 的发展建议。

10 月 , 为了准备穿越贺兰山活动，珠

江项目中心的会员在广州火炉山组织了一场

10km 徒步的拉练活动。

11 月，举行了阿拉善 SEE 珠江项目中

心周年庆、第二届 SEE 珠江论坛暨流溪河水

源地社区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启动仪式。以“问

道生态珠江”为主题，探讨如何通过深化跨

界合作进一步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态保

护与建设的核心问题。

一次次的相聚和交流 ,SEE 珠江项目中

心的会员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凝聚力不断

增强。



西南项目中心

SEE 西南项目中心倡导西南地区的企业家

和公众参与，以自然保护、环境治理和倡导绿

色消费回应西南地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解决。

在项目治理上，西南项目中心与云南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共同成立致力于西南地区生态保护

的“SEE 西南生态公益基金”，成立基金管理

委员会进行专项管理。西南项目中心现有会员

22 人，2014 年发展新会员 8 人，增长率明显。

环保项目

2014 年，西南项目中心通过 SEE 生态公

益基金的支持，在巩固社区森林管理机制的前

提下，长江第一湾项目进一步将生计与保护进

一步结合，先后尝试了喜马拉雅蜂养殖与“千

花觅”公益产品开发、濒危（药用）植物保护、

生态葡萄种植、民宿改造与山区生态环境改善

项目，建立起生态公益农产品营销平台“穀东

会”。项目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共投入110万元，

巩固社区参与保护高山原始森林超过 60 万亩，

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目标得到进一步推动。

会员活动

•  5 月 3 日西南项目中心发起了长江第一湾 •

生态毅行宣传和义卖筹资，并组织开展了长

江第一湾 • 生态毅行公益徒步筹款活动，45

名企业家和公众共同参与，两次活动共募集

生态保育资金 389,160 元。

• 5 月 31 日，西南项目中心召开会员大会，

SEE 会长任志强与其他中心会员共同参与，

为绿色经济发展与丽江生态保育献计献策。

•  9 月 20 日，西南项目中心、长江第一湾专项

基金管理委员、媒体与社会公众监督代表于

翠湖拾翠召开项目中心联系会议，讨论决策

项目中心项目，同时正式成立“SEE 西南生

态公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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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西南项目中心长江第一湾保护项目，鼓励村民学习新式中

华蜂养殖技术，减轻对砍伐树木的经济依赖。



西北项目中心

2014 年西北项目中心会员净增 4 人，总

人数达到 24 人。会员参与共计 95 人次，累计

2230 小时。

环保项目

西北项目中心自 2013 年 8 月成立，逐步

将环保项目议题聚焦在秦岭的生态保护上，讨

论落地项目，从西安水源地保护、公众环境教

育到植被保护，并与在地的 NGO 伙伴进行了

广泛的交流。2014 年，环保项目立项 5 个，由

于负责实施的 NGO 小伙伴自身管理及能力问

题，未能全部落地，仅完成了“绿染秦岭”的

植树活动。

会员活动

• 3 月 24 日，组织会员、会员企业员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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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公益组织等 400 余人深入秦岭腹地开

展大规模行动“绿染秦岭——秦岭植树活动”，

此举一方面制造了 SEE 在本地的影响力，更

重要的是促进和会员及员工参与自然保护，

使得 SEE 环保项目与公众环境教育相结合。

• 6 月 25 日，组织会员及其他中心走进秦岭佛

坪小镇，举行城镇化论坛和秦岭生态体验，

探索会员企业自身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经

济之路；

• 8 月 3 日，西北项目中心邀请冯仑为全体分享

立体城市理念，探索低碳和绿色与经济发展

共赢之路；

• 8 月 18 日 -11 月 6 日，共召开 14 次会议，

筹备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十周年庆典活动，

整个筹备和执行过程中，西北会员群策群力，

大大加强了会员凝聚力；

• 11 月 8 日，西北项目中心访问台湾中心，促

进两岸会员之间的了解；

• 承办 SEE 十周年会员大会。

2014 年 3 月 24 日，SEE 西北中心组织会员、会员企业员工、

社会公众、公益组织等 400 余人深入秦岭腹地开展大规模行动

“绿染秦岭——秦岭植树活动。



台湾项目中心

台湾项目中心是 2010 年 SEE 第一批成立

的项目中心。2014 年，台湾项目中心会员净增

7 人，总人数达到 19 人。台湾项目中心目前有

9 位终身会员，同时也是 SEE 的发起人。由于

台湾临海、多山，故台湾项目中心经过会员们

积极讨论后，确立以“山”、“水（海洋丶河流）”

两个议题为主轴的资助方向。

环保项目

SEE 台湾项目中心联合台湾荒野保护协会

进行海岸净滩及海洋废弃物的监测，从净滩行

动、公民教育、企业合作、海废监测、政策推

动的几个维度进行项目推动。2014 年 8 月，

台湾项目中心、荒野保护协会、国立海洋生物

博物馆合作，号召 60 位青年学子于海生馆参

与“海洋减塑青年行动”论坛，透过国内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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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海洋行动者分享自身经历，在恒春半岛直接

向民众推广“减塑生活”，希望透过消费者、

店家的力量去约束对环境造成伤害的塑料产品，

呼吁全民共同拯救塑化海洋。

会员活动

2014 年，台湾项目中心会员活动共计 19 

次， 会员参与 78 人次。其中：会议类共 9 次，

42 人次参与。如 6 月 9 日，老会员晚餐会暨新

会员邀约。环保项目类共 6 次，15 人次参与，

如 8 月 23 至 25 日，2014 海洋减塑青年行动

论坛，11 月 14 日 2015 年新项目讨论与遴选

会议。宣传推广类共 1 次，1 人次参与。沙龙

聚会类共 2 次，17 人次参与；学习类共 1 次，

如王石、陈致远、郑瑛彬拜访花莲慈济证严法师，

交流环保理念。

SEE 台湾项目中心组织志愿者参与国际净滩行动



湖南项目中心

2014 年 9 月 16 日，SEE 湖南项目中心正

式成立。致力于湖湘环保事业，支持湖湘环保

公益行动，成为湖南项目中心的使命。2014 年

底，湖南项目中心会员发展至 24 人。全年组

织并参与公益环保活动共计 15 场，会员参与

率平均达 50% 以上，累计会员参与活动时间

1309 小时。

环保项目

2014 年 10 月，湖南项目中心确定了项目

的基本方向，并面向湖南 NGO 等公益环保组

织征集项目书。2014 年 12 月，SEE 湖南项目

中心项目初审会召开，绿色潇湘的《湘江流域

公众参与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和长沙市曙光

环保公益发展中心的《湖南饮用水安全检测中

心》两个项目通过了初审。

会员活动

2014 年 1 月，为筹备湖南项目中心成立，

阿拉善 SEE• 湘江论坛召开。“SEE 议事规则

学习”、“湘江读书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接

连展开，传播 SEE 理念、感召潜在会员。9 月，

湖南项目中心成立大会举办。此后，湖南项目

中心与本地 NGO 合作，开展了“行走间，爱

无间，SEE 为呼吁守护湖南四水而行走”的公

众环保教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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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16 日，SEE 湖南项目中心成立，选举产生第一届工委，并召开首届湘江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论坛。



2014 会员嘉许

 穿越贺兰山最给力筹款奖

珠江中心、上海中心、华北中心、

深港中心、珠江蓝天队、溪石队、

山猫队、任志强、团贷网   

 积极参与奖     

钱大纪、陈思、于成、刘雷、袁地保、

樊朝侠、郭树凤、刘文杰、王红卫、

张谊、王炜

 会员发展奖 

华北项目中心、上海项目中心、

台湾项目中心、斯琴塔娜、陈志忠、

董敏、何梅、黄海弟、杜李虹瑶、

王岚、武克钢、邱连庆、徐颂东、

陈致远

 特别贡献奖     

颜明、孙茵、童书盟、韩家寰、

汪小菲、孙莉莉、颜俊、王瑛
 活动组织奖    

西北项目中心

珠江项目中心

 中心发展奖    

 湖南项目中心

 项目推进奖    

西南项目中心

深港项目中心

 企业伙伴奖     

探路者、大成食品、

诺亚财富、兴业银行

 大额捐赠奖    

王静、汪静波、李仁杰、

任志强、陈劲松

 穿越贺兰山最给力筹款奖

最具人气奖：上海项目中心小队、

踏贺兰队、汪小菲、钱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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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十周年

十年前，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的月亮湖畔，阿拉善 SEE 生

态协会成立。面对黄沙，近百名创始会员发布《阿拉善宣言》，

开启了中国企业家环保公益之梦。历经十年发展，SEE 已经由

最初聚焦荒漠化治理的环保组织，变成了今天以推进中国环保事

业，促进人们环保意识提高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环保公益平台。

值此十周年庆典之际，SEE 策划和组织了三场不同类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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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六一期间，SEE 携手 NGO 小伙伴上演了一场“环保公益嘉年华”。



环保公益嘉年华 

“2014 环 保 公 益 嘉 年 华 SEE HAPPY 

GREEN DAYS”于 5 月 31 日 -6 月 2 日，在

北京朝阳公园与公众见面。此次活动是 SEE 与

北京市朝阳区环境保护局联合主办，携手环保

公益领域 43 家合作伙伴，在“六一”期间为

孩子们奉上的一场绿色游乐盛宴。本次环保公

益嘉年华也被列为首届北京环境文化周的重要

活动内容。30 余名会员及会员家庭直接参与活

动，多家企业员工、客户组团，活动直接吸引

24000 余人次的参与，现场辐射人数超过 10

万人。这是 SEE 品牌面对公众的第一次直接沟

通尝试，向社会推广参与性强、多样的环境教

育，孩子和家庭参与热情度非常高。

从沙尘暴到雾霾  十周年环保公益论坛

作为一个环保组织，SEE 存在的意义在于

解决环境问题。SEE 缘起于沙尘暴，发展到今

天，还有了支持推动雾霾治理等其他环境议题

的基金会。2014 年 6 月 5 日，SEE 成立十周

年之际，SEE 会员与各届伙伴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如何携手面对和解决这些环境问题。

同时，由阿拉善 SEE 联合 7 家企业家联盟

组织启动了“中国企业绿色契约”的第一个企

业自我行动计划——绿色供应链行动，并发布

了第一批加入该行动的 60 余家企业。

聆听自然  2014 夏季森林交响乐会

2014 年 6 月 5 日，SEE 携手“北京彩虹

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森林音乐会，并邀请谭

盾担任森林音乐会首席指挥，在献上一场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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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的同时，也让大家有机会与大自然亲密接

触，共同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SEE 希望让音

乐作为大自然的代言人，用音乐唤醒更多人，

凝聚力量共同卫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留住

碧水蓝天。

在 SEE 十周年环保公益论坛上，现任章程委员会主席王维嘉（左一）、

现任会长任志强（左二）、创始会长刘晓光（右二）、第三任会长韩

家寰（右一）对话。

在 SEE 十周年系列活动中，SEE 会员共唱会歌。





财务报表

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4.62% 

年末净资产金额 305.70 

支      出  2,288.93 

项目活动  1,828.33 

会员活动  109.35 

管理费用  351.25 

收      入  2,377.44 

捐赠收入  2,155.64 

会费收入 160.00

其他收入  11.80 

年初净资产金额 218.88 

以下数据出自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本次审计服务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免费支持，完整报告请

见 SEE 官方网站 Http://www.see.org.cn。图表中金额以人民

币（万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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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阿拉善盟委

阿拉善盟行署

阿拉善盟林业局

阿拉善盟科技局

阿拉善盟环保局

阿拉善盟农牧局

阿拉善盟水务局

阿拉善盟旅游局

阿拉善盟委宣传部

阿拉善盟科学技术协会

内蒙古阿拉善乌海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中共阿拉善左旗旗委

阿拉善左旗政府     

阿拉善左旗旗委宣传部

阿拉善左旗林业局

阿拉善左旗水务局

阿拉善左旗农牧局

阿拉善左旗科技局

阿拉善左旗环保局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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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一直以来给予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机构发展和项

目工作大力支持的政府、合作伙伴、高校、科研院所及各界朋友

们表示感谢！



左旗巴彦浩特镇政府

巴润别立镇政府

吉兰泰镇政府

巴彦诺尔公苏木

宁夏苏峪口自然保护区

甘肃治沙研究所

中国对外和平友好基金会

以色列 KKL 基金会

宁夏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

长安大学

兰州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宁夏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张家口农科院

中国动物科学院

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

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中粮我买网有限公司

奥美集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HeArt 赫尔特

北京市科协学会部

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

基金会中心网

北京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探路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北京嘉富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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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致谢

2014 年，很多会员企业家都为 SEE 的

机构和项目发展贡献了智慧和时间，在此深

表感谢！

SEE2014 年度会员大会由 SEE 西北项目

中心承办，感谢西北中心工委及会员（按姓

氏拼音顺序排列）的贡献！

孙    茵           SEE 西北项目中心主席

颜    明           SEE 西北项目中心副主席

杜旭强           SEE 西北项目中心副主席兼秘书长

崔    程           SEE 西北项目中心副主席

王    辉           SEE 西北项目中心副主席

曹明海           陈    群           陈郁洁           崔    良

崔荣华           傅源峰           黄建新           刘文锦

强林梅           邱连庆           任    芳           石小娟

王红卫           王少华           王发友           徐束萍

张民宪           赵俊德           赵翌然           邹    斌





扫描二维码，关注和支持SEE，共同守护碧水蓝天！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1号万科中心
邮编：100026
电话：+86-10-65000710
传真：+86-10-65000722
网址：http://www.see.org.cn

SEE 微信公众号 SEE官方微博 本品采用环保纸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