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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年中学生环保英语征文比赛细则及奖励办法 

  

一、参赛对象 

    在校高中学生。 

二、报送时间 

    于 2016 年 1月 5 日前（以邮戳和邮件发送时间为准）将

作品材料报送评委会。 

三、作品报送要求 

   （一）报送要求 

1.主题：“一带一路：是可持续发展的机遇，还是对环境

的挑战”（“ ONE BELT ONE ROAD ” DEVELOPMENT 

INITIATIVE: Challenges to Environment or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关于主题的解释： 

   （1）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将焦点带向欧亚国

家间的连通与协作。这一倡议也将创造许多跨境经济区。作为

在这一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的一方，中国大陆将与其他

国家合作，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工业，能源，交通物流，

技术和旅游等诸多领域迎来机遇与繁荣。 

（I） The One Belt One Roa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f 

Mainland China has brought focus 

on the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primarily in Euro Asia. It will also create many cross border 

economic zones. Mainland China,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i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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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up many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rities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areas such as trading, building infrastructures, 

industries, energy,transport logistics, technology and tourism etc. 

（2）在 21世纪及未来，采纳可持续发展的蓝图，中国大

陆应：如何利用以往经验教训，以绿色贸易，清洁技术，低碳

行动，前期环境保护政策，标准和法规，绿色服务，绿色金融

和环境咨询服务支持接受这一倡议？香港应如何利用其在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过往经验，分享这一倡议带来的利益并

作出自己的贡献？ 

（ II ） To take on board the bluepri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21st Century and further, how would 

Mainland China embrace this initiative by supporting it with 

green trading, clean technology, low carbon action, upfro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green service, green banking and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service riding on the pa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How would Hong Kong, with the past experien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are the 

benefit or contribute to the 

initiative? 

2.字数：每篇 800-1000字（英文） 

3.视频材料：10 分钟以内的 MP4格式文件 

4.填写参赛登记表 

5.文章体裁不限 

6.截稿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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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送方式：参赛登记表带章扫描件、作品及视频材料发

送至指定邮箱（邮件名统一以城市+姓名+学校的格式发送），

其中视频材料视实际情况而定，内容较大发不了邮件的以邮寄

形式报送。 

   （二）其它注意事项 

    要求参赛学生具备一定英文口语水平，每份参赛作品限一

名作者。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名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颁发获奖证书 

二等奖 4 名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颁发获奖证书 

三等奖 15名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颁发获奖证书 

一、二等奖获奖者及所在地方环保宣教中心代表 1 人，被

推荐赴港参加 2016 年 2 月下旬在香港举办的“第十六届狮子

会国际青年交流征文比赛”决赛。 

五、赴港经费 

（一）获奖参赛学生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负责香港往来差旅、食宿、交通

等，深圳往来交通及港澳通行证自行办理； 

（二）地方宣教中心代表 

地方宣教中心代表深圳往来差旅、深圳住宿及港澳通行证

自行办理，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负责深圳用餐及赴港差

旅、食宿。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雅京  杨  俊 

联系电话：010-84646361 转 602 

传    真：010-84646361 转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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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地址：zhangyajing@ceec.cn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1 号（环境保护部宣传

教育中心）   

邮政编码：100029 

mailto:zhangyajing@ce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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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中学生环保英语征文比赛参赛登记表 

  

作品名称  

所在城市 
 

参赛声明 
本人确认参赛时为在校中学生（高中学生）。 

本作品为申报者独立完成。 

 

参赛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作

者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申报者 

免冠照片 

学校全名  学校电话  

学校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  家庭电话  

作品中、英文

摘要 

（各限200字

以内） 

 

 

 

 

所在学校 

选送意见 

 

 

 

(盖章) 

所在省（市） 

环保宣教中心 

选送意见 

 

 

（盖章） 

所在省（市）环保宣教中心联系人 

姓名、电话、传真 
 

注：1.登记表需参赛者本人签字，主办单位已对作品享有有使用权。 

    2.所在省、市宣教中心报送此表须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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