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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TOTO 水环境基金 

2016 年工作报告 

 

2016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环保工作开启了全面升级的新纪元。 

《新环保法》开始实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出，环保

工作进入重大、系统、全面的制度架构和顶层设计，一系列利好的形

势给环保带来重大机遇。2016 年又是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的第二年，围绕贯彻“水十条”内容，TOTO 水基金开展 2016

年项目有了更为明确的主题方向。 

2016 年已经是 TOTO 水环境专项基金进行公益活动的第 9年,在

历年活动经验基础上，基金支持的各类项目动员大学生社团、民间环

保机构、志愿者团体、共同带动学校、社区、家庭积极投入环保公益

事业，促进全民参与水环保行动。 

在各位委员的指导和直接参与下，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按照 2015 年管委会决议和 2016 年计划工作实施方案，基金办基本完

成管委会议定的项目活动，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完成跨年度项目， 2015 年甘肃省会宁县新添回民中学校园

硬化及蓄水池工程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      

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白银市南端，总流域面积 6439 平方公

里，辖 28个乡镇，284 个行政村，总人口 58 万人。平均海拔 2025

米，年平均气温 7.9℃，年平均降水量 370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1800

毫米。全县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难度大。

1986 年被列为国扶贫困县，2002 年被国家确定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2011 年又被国家列为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 

会宁县新添回民中学始建于 1948 年，位于县城南部少数民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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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地新添堡乡政府所在地。学校现有教学班 9 个，在校学生 359 人，

教职工 39 人，校园占地面积 19709 平方米，建筑面积 6357 平方米。

建校以来，师生用水难一直困扰着学校的发展，由于学校的蓄水池有

限，靠天降水所储存的水完全不能满足学校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水基金办于 2015 年 9 月来该校调研，2016 年 4 月 TOTO 水基金

援助 40 万元和县教育局配套筹资 40.1673 万元，动工建设新添回民

中学 200 立方饮水池和 5562.5 平方米硬化校园工程，2016 年 10 月

对该校的工程进行了现场验收和检查，了解使用情况。 学校原来天

晴漫天灰尘，雨天泥泞满地，操场经过地砖水泥硬化后，环境得到彻

底改善，硬化收集的雨水还能用以浇树冲洗等再利用。  

新添回民中学校长高维珍说：“饮水蓄水池的建设，切实缓解了

学校 400 余名师生饮水困难，整个工程既发挥了它的实用价值，又提

升了学校的审美品位，为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启动、落实、组织 2016 年计划项目及活动 

1、开展第五届大学生社团节水与水环境保护活动项目 

为了持续支持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大学生充分认

识保护地球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珍惜有限的水资源，提高大

学生自身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2016 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TOTO

水基金继续资助大学生团体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根据“水十条”内容，

我们将本年度的活动主题设定为“关注水源地，关注城市黑臭水体。”  

关注水源地：随着社会发展及人口的增加，饮用水安全已成为一

个重大环境问题，提高饮用水质量，保证饮用水安全，已经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问题。水源地是饮水之源，水源地安全是水安全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周围环境遭

到破坏，水源地水质恶化，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当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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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引导大学生社团关注水源地保护，

带动更多社会公众了解各地水源地现状，提高水源地环境保护意识和

公众参与环保能力。 

关注城市黑臭水体：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

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十分突出，其中城镇居民身边直接感受到

的黑臭水体不仅给群众带来了极差的感官体验，降低了人居舒适度，

更直接影响着周围的环境质量。 处理黑臭水体是一个系统工程，不

仅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努力，更需要所有人参与。因此，通过引导大学

生社团关注城市黑臭水体，带动社会公众了解黑臭水体成因与现状，

促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构建全民行动、共同治理水环境新模式。 

TOTO 水基金今年资助的大学生社团水环境保护小额资助活动共

29个，资助金额约 14.5 万元。2012-2016 年开展资助活动 5年中，

申请资助的大学高校社团共达 200 多个，其中共资助 120 所大学高校

的社团组织，此活动已深受广大大学生欢迎，每年申请数量稳定，活

动形式各样，内容丰富，影响力不断提升，影响范围日益扩大。从今

年各校社团的总结报告中同样可以看出，水环境保护活动在高校得到

了同学们和老师们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高校社团还希望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今后多一些此类活动的资助和帮助，多为大学校园生活添

一笔环保色彩。 

江苏理工大学王佳健同学作为活动的参与者，他在新得体会中写

道：“通过调研，我大概了解了居民对治理黑臭和河道的态度，有些

居民认为对自己关系不大不需要治理，而有些居民考虑到对周边环境

破坏而极力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整治黑臭河道需要人们的支持，

环保部门的重视，多方面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治理好黑臭河道。” 

青岛理工大学环保协会的某位同学写的活动感想：“参加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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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O 水基金的活动，我体会到很多，城市黑臭水体问题已十分突出，

并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危害，身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有责任和义务

先于群众去了解它，研究它，而后才可以带动群众。借助这些活动，

我们研究了不同环境与状态下受污染程度各异的水体，它们都与人类

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过去因为人们的干扰，它们才逐渐向黑臭水体演

变，而现在的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逆转这样的演变过程，还水流

以清澈。”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绿创 Green Wall”陈

浩作为该社团的负责人，他在感想里写道：“ 感谢 TOTO 水基金的资

助，使我们团队可以有机会采用“无人机”航拍黑臭水体，运用地空

结合的方式进行水环境调研，可更加清晰的观测整段河流的污染状况，

描绘出全景图，视觉观察更为直观清晰。整体流域感官上更为强烈，

视觉冲击更具有震撼感，具有技术含量。” 

2、上海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生奖学金评选发放 

为充分发挥奖学金在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培养学生全面成才，TOTO 水基金与上海大学、北

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签订了连续 5年奖学金资助协议，每年每

个学校资助 5万元，资助人数和奖学金标准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和学校

商议确定。2016 年 TOTO 水基金第三年资助了上海大学 10 名贫困优

异大学生，每名 5000 元；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和建筑工程

学院 20 名贫困优异大学生，每名 2500 元；北京建筑大学 25 名贫困

优异大学生，每名 2000 元。 

大学生奖学金项目不但缓解了家庭困难学生在经济上的负担，更

激励学生在思想、学习、实践、科研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感召莘莘

学子，发愤图强，立志成才，关注环保，回馈社会。同时，通过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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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大学生们的深度交流，大学生们表达出对社会、企业有更多了解和

参与机会的渴望，显现出建立大学生和社会企业的沟通的桥梁日益重

要。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的获奖学生代表吴晓敏以“自信、感恩、

责任”为关键词，保证要坚定前行，踏实学习，真切做人，为母校添

荣耀，为国业尽绵力。 

北京工业大学获奖学生代表建工学院张云鹏在发言中说道，“感

谢 TOTO 水基金的捐助，我以最对学校的感恩以及未来发展的规划，

用更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捐赠方代表王俭先生肯定了学生们的就业前景，从学习、生活、

实习等多方面，给了学生指导性建议并表示将为获奖学生争取优先进

入东陶（中国）有限公司实习的机会，得到了获奖学生和学院辅导老

师的一致肯定和欢迎。  

3、完成河北省围场县、隆化县 4 个申请水工程援助点现场考察   

2016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为了确定 TOTO 水环境基金 2016 年

农村水环境援建项目援助地点和了解河北农村、学校基层水环境现状，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徐光带队，特别邀请环保部规划财务司

调研员王振刚参加，以及环境规划院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处处长助理

张丽荣、基金会项目管理部主任汪亦红、项目管理部李霄汉、项目管

理部李黄豪、东陶（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王俭部长、东陶（中国）

有限公司市场部赵婷婷等组成的饮用水安全情况调研小组，前往河北

省承德市围场县、隆化县等乡镇进行了调研。在这 3天，我们深入当

地农村，对缺水乡镇农村和学校用水现状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地政府

部门深度交流，多方面了解到了河北围场县、隆化县对于水援建工程

的需求情况。河北省围场县、隆化县提出 4个饮用水安全工程援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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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围场县的项目申请点有克勒沟村和克勒沟镇先任学校，情况如

下: 

（1）克勒沟村饮水工程。该村共有 12 个居民组，820 户 3319

人，以工商业、马铃薯种植和养殖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社会总面积

7785 亩，其中耕地面积 3585 亩，林地面积 1850 亩，养殖用地面积

35 亩。生产生活用水需求量很大。近几年，由于区域性干旱严重，

地下水位下降，原有饮水设施已无法满足全村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加

之大部分生活水井较浅，农药化肥残留和农村自建渗水井内污水长期

积累渗入地下，导致水质不断下降，存在较大的饮水安全隐患。 

重新建设供水工程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该工程的实施不仅能有

效解决镇上 820 户 3319 口人的饮水难题，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改善

生态环境，增强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概算总投资 74

万元，工期预计 4个月。 

（2）克勒沟镇先任学校校园饮水工程。该校位于围场县东南部的

克勒沟镇，是于 2005 年按照在这里任职县委书记的红军前辈、著名

女革命家蹇先任女士遗愿所建，建设教学楼 8263 平方米，由著名科

学家钱学森题写校名。现有中学、小学教学班 40个，师生 2000 余人，

多年来，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瞩目，其严谨

的校风、优良的班风，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成绩和教育教学质量逐年

提升，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学校师生饮用水全部靠校内仅有的

浅水井维持供应，但因学校附近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

后，垃圾、污水等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加之所在地水层较浅，全校

师生生活饮用水存在很大安全隐患，需解决师生饮水安全问题。概算

总投资 36万元，工期预计 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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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化县申请援助的项目点有韩麻营镇海岱沟村和蓝旗镇千松沟

村,情况如下：   

（3）韩麻营镇海岱沟村人畜饮水安全项目。该村位于河北省隆

化县韩麻营镇北部，距县城 17千米，该村总面积 14平方公里，耕地

1185 亩。下辖 7 个自然村，10 个村民小组无矿产，无产业，有经济

合作社 11个，群众收入以种植玉米及外出打工为主，2015 年人均收

入约 2200 元。全村总户数 368 户，总人口 1260 人。其中贫困户 232

户，贫困人口 787 人；低保户 58 户，64 口人；五保户 13 户，13 口

人。现有劳动力 526 人。该村人畜饮水困难，日常用水主要以手压井

为主，且水源地碱含量较高。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为让群众喝上安

全、干净水，提出申请。该项目实施后，将解决两个自然村、3个居

民组 70 余户 380 口人的饮水难问题。该项目拟采取打深水井→高位

水池→管道→入户的模式，分别建水源井 2座，高水水池 2座、主管

网 1.5 千米，入户管网 1.5 千米。概算总投资 29.7 万元。 主要

用于水井、水池和主管网开挖回填以及主水管购置等支出。 

（4）隆化县蓝旗镇千松沟村人畜饮水安全项目。该村人畜饮水

困难，日常用水主要以手压井或到公共浅水井担水为主。水量水质不

能完全保障，用水不方便。公用水井周围还有农田。为让群众喝上安

全、干净水，提出申请。该项目实施后，将解决该村第五居民组 60

余户 216 口人的饮水难问题。该项目拟采取打深水井→高位水池→管

道→入户的模式，分别建水源井 1座，高水水池 1座，水利配置泵房

一处，主管网 1.3 千米，入户管网 1.6 千米。 项目实施后，将解决

该村，第五居民组 60 余户 216 口人的饮水难问题，使各农户均实现

自来水入户。概算总投资 29.5 万元，主要用于水井、水池和管网开

挖回填以及水利配套部件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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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议上面 4个项目申请点的情况，根据水基金资金资助能力

和受益人群，并考虑受益人群最大化，管委会与东陶（中国）有限公

司共同协商研究决定支持河北省围场县克勒沟镇先任学校（克勒沟村）

饮水安全项目。此次调研成果援建意向得到了环保部领导的批示，对

基金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环保部对口扶贫点给予了赞扬及肯定。  

4、河北省围场县克勒沟镇先任学校饮水安全项目动工  

由于近年来常年干旱无雨，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原有饮水设施

已经无法满足老百姓的生活用水需求，克勒沟镇居民包括先任学校的

师生饮水出现了用水量不足的新问题，且大部分生活水井都很浅，农

药化肥渗入地下导致水质严重下降，并且好多农民家的水井为大眼井，

很不卫生，给饮用水质带来了安全隐患。TOTO 水基金援助的水工程，

一处水源地深井取水，管道运输入先任学校，保障先任学校 2000 多

名师生用水，主输送管网建设中，将克勒沟镇居民及克勒沟村民 3500

人一并考虑，一个水源取水工程，解决全镇 5000 多人的 3000 多米供

水主管网。  

为保障 TOTO 水基金落实到公共项目上，2016 年 10 月，项目管

理部李霄汉、李黄豪再次前往河北省围场县克勒沟镇详细了解水源地

情况，并与克勒沟镇政府及县政府多次协调协商地方的配套。克勒沟

镇克勒沟村饮水安全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开始动工，将于 2017 年 5

月完工并验收。项目总投资 85.6 万元，其中 TOTO 水基金援助资金

35 万元，其余资金由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自筹解决。 

此工程的实施，可解决 3200 余口村民和先任学校 2000 多师生饮

水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对保障孩子们健康成长提高当地居民民生活质

量，提高群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幸福感，改善生态环境，防止发生引

用水安全事故，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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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爱水一课堂”(广州培训）项目前期协调工作 

“爱水一课堂”是 TOTO 水环境基金为提升基础教育阶段师生对

水环境认知的一个项目。   

为促进环境教育持续发展，提升基础教育阶段师生对环境保护的

认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环境教育活动。

2014-2015 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展了“爱水一课堂”的教师培训，

70 多所学校和上百名教师参与了此次培训，培训后老师们在本校组

织多场形式丰富的环保教学和实践活动，与此同时，组织大学生社团

志愿者进入学校开展环境教育互动影响学生数量上万名，得到受训老

师及学校师生的欢迎。  

“爱水一课堂”项目计划扩展至广州，原计划 10 月份举办，并

与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多次沟通，拟定培训计划等事项，由黄埔区教

育局承办。通过培训提升广州地区教师开展环境教育的教学技能，丰

富教师教学素材，提升广州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对水环境的认知，

培养学生节水和水环境保护行为习惯。  

考虑到区教育局管辖范围小，辐射影响面有限，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进一步与广州市教育局协商联合名义主办“爱水一课堂”广州全

市的教师培训，共同组织广州市的相关中小学老师参与培训和开展

“爱水一课堂”的教学实践。培训方案已经拟好，培训时间、培训议

程等具体事宜与广州市教育局协商调整确定。 

三、工作中的经验 

基金办严格遵照基金管理细则规定的要求履行职责，认真组织实

施基金计划内的各项公益活动和项目，不断总结项目经验，切实做好

计划工作。经过 9年的运行，水基金各方面都已形成稳定机制，运行

顺畅。在以往项目执行经验的基础上，2016 年做到：1、项目活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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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形式更丰富，除了基金会官网宣传，还有基金会微博、微信公众号

互动，学校所在地报纸媒体报道等，一定程度上宣传 TOTO 水基金及

其支持的公益活动。2、与项目执行方、受益方沟通交流更深入，了

解执行方和受益方的困难和帮助需求，给予合适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四、工作中的不足和下一步建议 

尽管水基金机制成熟，并开展了多项资助项目与活动，但今年的

工作仍存在不尽完善之处： 

1.因人员调整，工作交接以及熟悉工作的过程，水基金工作进度

或多或少受了些影响。水基金项目主管和合作单位对接人员都有了变

动， 2016 年个别项目未能严格按照计划时间按阶段完成。如：北京

建筑大学奖学金颁奖、广州“爱水一课堂”延期。 

2、资助能力有限，贫困需水地区报来水工程援建需求较多都比

较迫切，水基金现有资助规模不够。 

3、受宣传经费所限，TOTO 水基金的宣传仍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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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O 水环境基金 2016 年财务报告 

一、2016 年 1-12 月 TOTO 水基金收支总体情况（单位：元） 

 

1、上年结转余额                           合计    948，496.81                                   

2、2016 年资金收入                        合计   100，000.00 

3、 2016年总支出                          合计  1，089，185.86 

4、账面余额（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合计   859，310.95                              

 

二、2016 年 1-12 月实际支出分项情况（单位：元） 

（一）基金会提留管理费  （5﹪）             合计    50，000.00   

（二）基金办日常办公支出                  合计   100,038.66 

（三）跨年度执行项目支出                  合计  506，369.20 

（四） 2016年大学生社团水环境保护小额资助项目支出 合计     118，662.00 

（五） 2016年上海大学、北工大大学生奖学金项目支出  合计   108，500.00 

（六）2016年围场县克勒沟镇先任学校水安全项目支出 合计     205，616.00 

  

三、待拨付 2016 年的款项（单位：元）       合计  428，36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