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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环境教育基地

基地分设金杨、上南两个点，以

传播环境科学知识、掌握环保技术

为基本内容，为青少年儿童提供生

动直观、特色鲜明和功能多样的环

境教育，并兼顾成年人的环境教育。

张家浜环境教育基地

基地以同创共建“美丽浦东”为

目标，开展以环境教育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发挥提高公众环境科学素

质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作用。

上海海洋水族馆环境教育基地

水族馆展示水生物 450 多种，

引导公众在穿越五大洲四大洋的

“海洋之旅”中，关爱水生物及海洋

生态，关注人类生存环境。

上海市进才中学环境教育基地

学校建立了环境教育基地领导

小组，定期组织师生外出参观学习，

并在校内外开展绿色环保宣传。每

年有许多学生自主开展环境类课题

研究，多次在市级平台获奖。（因疫

情防控需要，学校暂停对外开放。）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环境教育基地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设立于

1996年 9月，由上海金桥（集团）有

限公司全额投资举办。校领导高度

重视、全力支持学校的环境建设，积

极实施环保行动，把环境保护目标

纳入年度计划，致力于环境教育的

建设和环保实践项目的落实，有效

推进绿色学校的建设。学校高中部

环保小组凭“减少一次性筷子使用”

的倡议在全球 352个项目中胜出，

获沃尔沃环保探索一等奖。（因疫情

防控需要，学校暂停对外开放。）

川沙新镇连民村环境教育基地

2010年，连民村被正式命名为浦

东新区环境教育基地，2011年6月5
日挂牌。村里设有专门的环境保护基

地，包括连民23组环境教育知识点

（示范点）、东方瓜果城和宿予民宿。

金杨新村街道环境教育基地

基地自 2017年创建以来，积极

引导居民树立环保理念，引导青少

年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凭借基地有

利条件，为学生讲授环保知识政策，

并组织学生在小区垃圾投放点位为

居民开展分类宣传。

赫斯基注塑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环境教育基地

赫斯基是一家为塑料工业提供

注塑设备与服务的全球领先跨国企

业，上海园区是赫斯基亚太中心。

公司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创建

生态园区等方面有着杰出表现，于2007年

获得浦东新区环境教育基地称号，并将争

取在2025年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环境教育基地

基地是目前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利用行

业唯一的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目

前建有两个室内展馆，展示内容为电子废

弃物回收信息化与无害化处理技术和科学

知识，让公众了解到电子废弃物的危害性

和资源再利用的必要性。

上海浦城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环境教育基地

公司是一座千吨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每天对120万—150万城市居民产生的

生活垃圾进行“三化”（减量化、无害化、资

源化）处理，并通过余热利用，日发电能力

40.8万度，每年可上网售电 1亿度。公司

专门制定了参观路线，其中，在中央控制室

可看到可容纳5000吨垃圾的垃圾坑，唤起

参观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华博智慧生态园环境教育基地

生态园致力打造绿色环保生态高地，

园内建设有上海智慧家园体验馆，并深入

地方中小学校、社区街镇等开展生态环保

宣传活动。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环境教育基地的主题为科技环

保，结合公司大数据平台的强大数据分析

能力及其他科技能力，向同学们揭示科技

与环保这两者间的紧密关系。

孙桥溢佳农业园环境教育基地

基地占地面积 140亩，展示区域包括

设施农业景观展示馆、设施无土栽培试验

馆、蔬菜绿色高效种植示范园，普及节水、

节肥、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农药使用、降低

能耗等方面的环保常识。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垃圾分类
教育示范点环境教育基地

基地利用度假区生活垃圾中转站建设

而成，包含一层干垃圾压缩转运间、可回收

物打包实体操作间、游戏互动区，以及二层

新建垃圾分类教育展厅，主展厅包含垃圾

溯源、垃圾揭秘、分类实效、低碳实践、迪士

尼展区及未来愿景 6 个板块，打造出“旅

游+垃圾分类小课堂”。

浦公节能低碳馆环境教育基地

以“绿色、环保、零碳”为理念建设，是

国内首个可旋转式装配式低碳建筑。基地

以宣传绿色节能理念，传播智慧低碳思想

为主要目标，每年围绕节能宣传周、世界环

境日等重大节日举办低碳宣传活动，自使

用以来已接待社会各界参观人员 5000人

次以上。

展现建设成就 弘扬生态文明

环境教育基地：
浦东生态环保的璀璨明珠

在波澜壮阔的浦东开发开放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也
在激流勇进、开拓创新。通过接续奋斗，浦东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到86.2%，水体治理达标率达到9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2.9
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17.03%……“天蓝，水清，地绿”已成
为浦东高质量发展的厚重底色、高品质生活的亮丽主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重要的生产力，必须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共同体意识汇聚社会
各界的智慧和力量，让市民群众真正成为生态环境发展的积极
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环境教育基地，正是浦东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璀璨明珠，是

展现浦东生态环境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以及弘扬浦东生态文
明的重要载体。2005年以来，浦东环境教育基地已发展壮大到
18家，形成了“环保少年行”“生态文明，趣享自然”等一批具有知
名度的环境品牌。

这些环境教育基地，让市民群众深入了解浦东生态环境建
设走过的不凡历程，更加踊跃投身浦东生态环境建设，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浦东，必将是蓝天白云、繁星
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本版资料整理：章磊）

上海市浦东新区
环境监测站环境教育基地

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环境教育

基地坐落于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大

楼内，于 2007 年 6 月 5 日成立。

2008年 1月，基地成为全国首批被

授予“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称号的单

位之一，并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

2019 年，基地被授予“国家生态环

境科普基地”称号。

基地利用环境监测大楼有限空

间资源，设置六大环境主题，包括全

球环境问题、生物多样性、水环境、大气环

境、固体废弃物、噪声和辐射等，结合展板、

模型、趣味问答、游戏、小实验等互动环节，

向社会公众，尤其是中小学生宣传环保知

识、普及环保理念，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同时，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落实《关于推进环

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

放的指导意见》，基地结合监测站工作内

容，围绕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推进环境监测设施对外开放，并在确

保正常监测工作的前提下，环境监测设施

面向社会逐步加大开放力度，逐步实现公

众开放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上海金桥再生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环境教育基地

上海金桥再生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是

全国首个“电子废弃物网上回收和管理

平台”，在环保科普宣教方面具有丰富的

资源和条件。平台以“资源有限，再生无

限”为主题，集生态展示、智能回收、趣味

实验、互动体验和培训于一体，公众能现

场体验利用“阿拉环保”网实现方便、快

捷的科技化回收，领略到再生资源行业

发展的最新技术成果。

上海风电科普馆
环境教育基地

上海风电科普馆（闭馆中）坐落

于上海滨海森林公园内，于 2006年

3月落成开馆，展厅面积达800多平

方米，是国内首家风电科普基地、上

海市科普基地、上海市环境基地、上

海市专题性场馆、上海市普通高中

学生社会实践场所之一、上海市校

外基地和工业文明联盟成员单位之

一。

场馆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地阐

述了风电基本原理、风电发展历程，

让参观者充分认识到发展风电绿色

能源的必要性，以及保护地球资源

和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

九段沙湿地生态
展示馆环境教育基地

九段沙湿地生态展示馆环境教

育基地总面积 551平方米，分序厅、展厅、

演绎厅、尾厅 4 个展示区域，采用模型陈

列、互动、多媒体及图文版面等多种形式，

展现了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和九段沙独特的

生态美。基地于2019年被命名为“上海市

环境教育基地”。

基地以提高公众保护自然的自觉意

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开展芦苇

编制体验、芦苇画制作等形式多样的环

境教育活动，还把“湿地课”带进校园，组

织九段沙少年宣讲团，向公众介绍湿地

基本知识，普及湿地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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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环境教育基地

九段沙湿地生态展示馆环境教育基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级别
国家级

国家级

市级

市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基地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

上海金桥再生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上海风电科普馆

九段沙湿地生态展示馆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家浜

上海海洋水族馆

上海市进才中学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川沙新镇连民村

金杨新村街道

赫斯基注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上海浦城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华博智慧生态园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孙桥溢佳农业园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垃圾分类教育示范点

浦公节能低碳馆

地址
浦东新区灵山路51号

浦东新区川桥路399弄3号2楼

浦东新区东大公路5366号

浦东新区人民塘路东侧九段沙三甲港基地内

浦东新区枣庄路998弄1号（金杨基地）

浦东新区张家浜（上海科技馆1号门对面）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88号

浦东新区杨高中路2788号

浦东新区黄杨路261号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连民村

浦东新区灵山路2011弄19号

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巴圣路101号

浦东新区敬业路870号

浦东新区御桥路869号

浦东新区下盐路168号

浦东新区秀沿西路189号信息园区B4楼理想公司

浦东新区张江镇科农路1705号

浦东新区申迪北路565弄3号

浦东新区川大路700号

开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9:30～11:00，13:00～16:00

每周一至周五 10:00～16:00

闭馆中

周一至周日 9:00～16：00

虫虫乐园项目场馆搬迁中，具体开放时间待网站通知。

每周四 上午9:30～11:00

日常营业时间9:00-18:00，七八月份暑假、十一黄金周及春节营业时间调整为9：00-21：00

提前预约（因疫情防控需要，暂停对外开放）

提前预约（因疫情防控需要，暂停对外开放）

提前一周预约

周一至周五 9：00～11:00,14:00～16:00

周一至周五 9:30～11:00,13:30～16:00

周一至周五 10:00～16:00

周一至周五 9:30～11:00,13:30～16:00

周二至周六 10:00～16:00（节假日除外）

周一至周五 9:00～16:00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需提前与公司人员联系预约安排） 9：30～11:30，13:00～17:00

周一至周日 9:00～16:00

参观门票
免费

免费

15元/成人；特殊群体票价：60-70岁老人(凭证)7元/人；免票：本市70岁

以上老人、残疾人、伤残军人、现役军人(凭证)及身高1.3米以下儿童

免费

免费

免费

成人票160元，儿童票110元

免费

免费

见活动详情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参观免费

采摘、DIY活动等适当收成本费

免费

免费

预约方式
提前一周预约：68750172 50580273

提前一周预约：400-880-3828

无需预约

联系电话：58293030*0

提前一周预约：王辉50930850

联系电话：50332080

提前三天预约：58923498

联系电话：58779988

联系电话：68541158-8046

提前预约：50310791

联系电话：68168700

联系电话：50763361

提前一周预约：20331643

提前三天预约：58387009

提前一周预约：68938597

021-31291868或关注“华博智慧生态园”微信公众号预约

联系电话：20305588

提前预约：58575641

021-31589288或关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微信公众号预约

提前一周预约：18964708852

接待对象
市民、学生及社会公众团队，每批30人以内

中小学及以上学生、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员工、政府机关单位员工

对外开放

市民、学生及社会公众团队，每批30人以内

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学生

团队，每批10～15人

对外开放

团队，每批30人以内

团队，每批31人以内

团体，每批接待100人以下

团队，每批接待不超过20人

市民、学生及社会公众团队，每批30人以内

团体，每批接待50人以下

市民、学生及社会公众团队，每批60人以内

无特别规定

团队，每批不超过30人

团体，每批接待50人以下

团体，每批接待50人以下

团队，每批不超过30人

国
家
级

市
级

区
级
（
部
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