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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months there
has been a public debate about working conditions at
factories in south China – especially since the string of
suicides at the Taiwanese-owned Foxconn plant. Many
NGOs are conducting campaigns and advocacy work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such issues, include health
effects on workers, and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ur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umers.

chinadialogue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isation process on the wider environment and on living conditions outside the factories.
This study by chinadialogue may help to fill this gap.
This vivid and detailed account of repor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in southern China may help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porters, activists, academics, funders and policymakers working in an important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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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家”的中国项目

我们对于每一份支持都倍感欣慰。对我们工作感兴趣的朋

… 塑造未来

友可以到我们的组织来做义工或实习，从而有机会了解非

     凝聚力量

政府组织的运作。您也可以具体了解或参与某一个项目。

德国“亚洲之家”的任务之一，是促进欧洲的亚洲组织和在
亚太地区的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亚洲之家”的成员组
织“亚洲基金会”特别关注中国公民社会运动以及欧中关

您的捐款也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

       促进了解

系。中国项目是“亚洲基金会”的项目之一。

我们塑造未来
为什么以中国为主题？

» 我们构建未来

中国是一个富有多样性也不乏矛盾的国家。中国的发展既赢

» 通过对社会公平正义和环保以及人权话题的分析、介绍

得赞叹也引起畏惧。中国侵犯人权和污染环境的现象是公开
讨论的主导话题。

欧洲与中国关系的构建，是关系全球发展走向的大
事，具有极大重要性。也正是因此，才不能只由政治
家或经济界的高层，而是同样需要公民社会来参与讨
论与决定。

和支持行动

我们凝聚力量
» 通过促进关于中国的以及发展援助方面的网络和项目之
间的合作
» 推动与中国组织的项目协作
» 组织主题培训和专题研讨会
» 举行重点课题的报告会
» 组织交流互访

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重视环境保护，

我们促进了解

我们以中国为主题的工作旨在介绍关于中国和欧中关系的全
方位信息，促进欧中组织之

的基础源于以社会公平正
• 为欧盟内部有关欧中关系等问题的公开讨论提供一个严
肃、有水准的交流平台。避免单纯的指责与孤立，为消
除与化解关于中国的误会和冲突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
• 引导欧盟及其成员国所属的政治机构与单位在同中国建
立发展关系时以改善社会、人权及生态状况为目的。
• 保证中国与来自欧洲的国家建立的合资企业能遵守相应
的生产规定，社会及生态标准。
• 增进欧中相互了解，促进双方合作。

义、环保和捍卫人权为工作

» 通过提供调研资料和培训机会（包括发表报告，举行展
览，制作影片）

苏娜 博士 Nora Sausmikat
费客乐 Klaus Fritsche (编辑)

公民社会与中欧关系 – 合作中的挑战

欧盟－中国民间社会论坛的创办主旨是促使欧盟及其所有
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在树立社会公正性，保护环境以
及改善人权状况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该论坛的具体作用有
以下几点：

最新项目
D中国项目除了提供宣传和培训外，还涵盖一些独立项
目。比如
“来自中国的声音”
德国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有时难免受到偏见和片面报
道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声音”关注的是中国网络以及博

遵循以人为本原则

建立欧盟－中国民间社会论坛的目的
间的交流和合作。中国项目

2009年6月欧中交流行合影，摄于海南

» 提供欧盟、德国和中国政治发展方面的咨讯和分析

公民社会与中欧关系

» 提供有关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独立政治信息

合作中的挑战

» 免费提供中国简讯

客圈子里热议的话题。详情请浏览
www.stimmen-aus-china.de
对话和交流项目
“亚洲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同时参与多个交流、研讨、出
版和互访项目，旨在促进欧中关系。详情请浏览
www.eu-china.net.

更多详情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重点的欧中组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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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欧盟－中国民间社会论坛”与来自
欧洲和中国的不同民间社会事业组织进行广泛合作。

支持中国项目的捐款请汇至
收款人：Asienstiftung 银行名称,
Bank für Sozialwirtschaft
银行编码 370 205 00 帐号 8204100
国际银行帐户号码IBAN: DE 27 3702 0500 0008 204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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