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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致辞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带着深刻的记忆和由衷的感动，我们即将

跨入充满机遇、富于挑战的 2015 年。

纵观 2012 年开篇至今，《低碳信息快报》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

这三年，《低碳信息快报》办报理念逐渐清晰。在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广开言路，汇集大众智慧，从最

初的青涩单一，逐渐丰富来源，贴近生活。

这三年，《低碳信息快报》内容质量稳步提升。所选文章大多来

源于国外优秀网站、杂志，并进行原创编译。内容新颖、时效性强，

深受读者好评。

新的一年，《低碳信息快报》将在版式、内容、功能上都有一个

跨越性的改变。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征程承载新的梦想。我

们将努力办好《低碳信息快报》，朝着目标奋进向前，也衷心希望《低

碳信息快报》能得到读者的关爱，茁壮成长。

最后，在此新年钟声敲响之际，致以诚挚的问候！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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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超市的草莓不好吃？

现在正是新鲜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超市里那些饱满红润、娇艳

欲滴的大草莓尝起来却没有看起来那么惊艳，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不全是草莓的错。在培育适合超市售卖的草莓时，培育者

们不可逆转地把一些曾有的香气和味道给冲淡了。现在，科学家们正

在摸索着重塑这些美味。

现代草莓的培育史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为了满足当今工业化

农业的需求，植物育种家们不知疲倦地对草莓各种杂交，努力将优良

性状尽可能多的集中在一个品种上。他们培育出的草莓能结更多的

果，茎秆粗

壮，提前甚至

全年挂果，提

高抗性使植

株不易生病，

并保证果实

有红唇般的

色泽。他们在育种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关注草莓香气和味道，但要保证

草莓在杂交这么多代之后还能保持这么多不同的特征，实在太困难。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草莓育种家万斯·惠特克说：“每次有培育者想

加入一个新性状，育种的复杂度就会增加，也更容易搞砸，”这种情

况下，培育者们优先选择了让草莓长得更好的性状。对于育种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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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客户——苗圃、运输者和食品店并不把味道作为首要指标。大

家主要关注的是产量、皮实程度和卖相。

现代超市里卖的草莓大概是种植最广泛的品种，不过它们当然

不是唯一的品种。有好几种品种都比现在超市里的要好吃的多，如阿

尔卑斯草莓、麝香草莓和马拉渡斯草莓等，它们都是香馥十足，味道

超赞。既然这些好吃的草莓存在，我们为什么不商业化种植它们呢？

麻烦在于，这些品种很容易罹患常见的作物疾病；它们结的果实比较

少；浓郁的味道集中在比市面草莓小很多倍的果实上；此外，它们很

容易在从田野被运到超市的路上变得软烂，就算幸存也不会新鲜很

久。

一些科学家们没有去尝试商

业种植这些相对娇小的麝香草莓

和阿尔卑斯草莓，而是取而代之试

图将它们的味道融入大个的现代

商业品种。不过，试图通过这些品

种和商业种杂交来达到这个目的

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这两种草莓已

经有了不同的染色体数，它们的杂交后代将不再可育。相反，研究者

们尝试过解码它们各自色香味的化学组成，找出决定性的成分，然后

再用这些信息弄出能孕育最美味草莓的植株。

这些年来，科学家们已经锁定了一些关键的分子。比如说呋喃酮，

这种分子是草莓味的精华，它的别名就是草莓呋喃酮。另一个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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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分子，邻胺基苯甲酸甲酯，存在于那些遗留品种，但超市草莓里

没有。

用科学培育草莓的前景惹人垂涎。但我们也该记住，超市草莓让

我们失望的地方不仅只在化学组成，其中也有心理因素。现代的超市

草莓像一种视错觉：我们把它培育得非常有色相，但也同时耗尽了它

的香和味。如此一来，一个标准的草莓，那种闪亮的猩红色心形果子

带着亲切的蒂，不断地在舌头发现真相前挑逗着眼球。这种感官上的

不匹配有可能给它的味道招来更多差评。在超市购物也剥夺了丰收的

喜悦。熟的恰到好处时采摘下的草莓会有更结实的口感，糖分和香气

也比在卡车暗箱里几经折腾后货架上的要浓郁。不过这其中也夹杂着

自己采摘后发自肺腑的满足感。亲手摘下水果并品尝的喜悦之强烈，

有时甚至能补偿美味的缺失。“如果我让人们到田里采些草莓吃，他

们会说：‘啊这个超赞的！’”惠特克说，“不过我会告诉他们‘这其实

就是你在超市买到的品种’。”

沈娅瑜综合编辑

2014 年中国碳交易市场大回顾

2014 年，中国碳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伴随着湖北、重庆两个

市场的开市以及国家碳交易管理办法的出台,7 个试点市场得以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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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

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

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

用的市场机制。

碳交易就好比是物理中的

质量守恒原理。假如碳排放的总

量是限定好的，那么在这个框架

内，就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来降低

碳排放。每个国家都有相应的碳

排放“指标”。比如说今年全球

限定排放 100 个单位的碳排放

量，A国获得 15 个指标，B国获

得 10 个指标,其它国家获得其

余 75 单位指标。如果 A国只排

放了 10 个单位的碳排放量，而

B 国刚好排放了 12 个单位，那

么B国就需要从A国购买2个单

位的碳排放量。

启动，而全国市场设计框架也已清晰。在这一年里，各地区碳交易试

点运行平稳，创新频出。年中，2013

年开市的五个试点顺利完成履约，企

业对碳市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进一

步加强。同时，市场交易量也日益增

加，自各试点市场开市起计算，二级

市场成交额突破 5亿元，配额拍卖收

入超过 7亿元。

4 月 2 日，中部地区惟一的一个

碳交易试点终于迎来了开市。湖北碳

市场在这一天正式启动，成为国内第

六个开市的试点。湖北市场配额总量超

过 3亿吨，使之位列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大碳市场。

6 月 19 日，重庆碳市场正式启动，开市当日多家碳市场投资机

构参与了交易。作为最后一个启动的试点，重庆在配额发放方式上进

行了创新，采用了企业自主申报的方式，由此给予企业更多自由度。

在全部开市后，7 个试点碳市场均对社会投资者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开放，不仅国内的投资机构、个人参与到了碳市场中，境外机构也

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碳市场的交易。

就二级市场线上交易而言，2014 年里，深圳碳市场成交总量达

到 195 万吨，成交额为 1.22 亿元，成交均价为 60.21 元/吨，最高价

达到 86元/吨，最低为 30元/吨。作为运行时间最长的市场，深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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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价格波动有所放缓，市场更加平稳。

上海市场成交总量为 133 万吨，成交额为 0.226 亿元，成交均价

为 49.9 元/吨，最高达到 45.4 元/吨，最低为 25元/吨；此外协议成

交 62万吨。进入 12月以来，上海市场成交量稳定放大，市场活跃。

北京成交总量为 106 万吨，成交额为 0.628 亿元，成交均价为

59.29 元/吨，最高达到 77 元/吨，最低为 48 元/吨，协议成交 103

万吨。年末，北京市场放低了机构投资者门槛，并对具有实力的个人

投资者正式开放。

广东全年成交总量为 126 万吨，成交额为 0.5619 亿吨，成交均

价为 44.28 元/吨，最高达到 77元/吨，最低为 21元/吨。2014 年下

半年，广东开始采用阶梯底价方式拍卖，由于底价设置较 2013 年大

为下调，市场价格下行。

而天津则一共成交 101 万吨，成交额为 0.2048 亿元，成交均价

为 20.3 元/吨，最高价达到 50.1 元/吨，最低价为 17.0 元/吨，履约

期间，天津市场协议成交量上涨，共成交 77万吨。

湖北自 4 月开市以来成交总量为 685 万吨，成交额为 1.6 亿元，

成交均价为 23.4 元/吨，最高价为 26.59 元/吨，最低价为 22元/吨。

市场交易活跃的湖北长期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总成交量居各试点之

首。

而重庆市场在开市后除首日外，暂未产生后续交易。目前共成交

14.5 万吨，成交均价 30.74 元/吨，成交额为 445.75 万。

胡周颖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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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500 强企业碳排放量依然较高

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3 年，世界 500 强公司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了 3.1%，与联合国的减排倡议相去甚远。

根据这份由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咨询企业BSD

咨询公司起草的研究报告，2013 年，GDP 占全球 28%的世界 500 强企

业共排放了全球 13.8%的温室气体。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汤森路透的

可持续发展部门主管蒂姆·尼克松说，“这事关透明度问题，我们希

望这些公司能看看这份报告，并与他们的利益相关者一起削减碳排

放。”

2014 年 11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制定过一份路线图，力求将

全球气温相对于前工业化时代水平的升幅控制在 2摄氏度（3.6 华氏

度）以内，这意味着 2010年至 2013年的全球排放量降幅需达到 4.2%。

全球将近 200 个国家已经将 2℃设为上限，以避免更多干旱、洪

水、热浪以及海平面升高等灾害的发生，而这些都被科学家视为全球

变暖的后果。各国政府将努力在 2015 年年底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上

达成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报告称，2013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钢铁生产企业安赛乐米塔尔

公司。2010 年至 2013 年碳排放削减量超过 10%的大型企业以康菲石

油公司、瓦莱罗能源公司和道明尼资源公司为首。而碳排放增长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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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的大型企业则首推金属和矿业集团嘉能可、俄罗斯苏古特石油

天然气股份公司和美国艾索伦电力公司。这些数据来自这些企业本身

以及汤森路透 ASSET4 数据库的估算。

(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安塞乐米塔尔集团位居世界最大碳排放量公司榜单前列)

BSD 咨询公司执行经理约翰·穆尔黑德指出，许多 500 强企业，

尤其是金融、信息技术或电信行业的公司，碳排放量都相对较少。但

他表示，他们可以通过选择供应商的碳排放从而产生巨大影响。

韩俊编译，摘自路透社网站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2/22/us-climatechange-companies-idUSKBN0K01MX2014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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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计划斥资 40 亿美元实行低碳能源改革

2014 年以来,英国一直在爱尔兰进行着斥资近 40亿美元的电网

开发和升级计划。该计划将包括新建 80 万米的输电线，一位来自爱

尔兰的欧洲议会议员称其为“对爱尔兰田园的亵渎”。但英国国家电

网的克里斯·伊赛克认为，在未来几年内需要忍痛做出一些决断。

全世界对电力的需求都在增长。英国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承担着

相当于现有发电量 20%的设施将在未来十年内被淘汰。新一代设施需

要采用低碳能源，比如风力发电或核能发电。而这些新的设施就将建

在目前没有输电线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让这些需要电的人

们可以用上电，就得建这些设施。未来十年我们需要新建更多输电线。

英国国家电网正在努力减小新建高压电缆塔施工带来的影响。他

们想出了一种新型设计方案——T 型电缆塔，比目前的电缆塔要矮

25%，还计划投入 80亿美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风景秀丽的地方将现有

的电缆线埋入地下。不过这巨大的账单最终还是要由用电的个人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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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来支付。昂贵的埋线计划可能会使大家更乐意多建些电缆塔。

冯春华编译，来自 BBC 新闻网

微波炉，你真的会用吗？

家里的微波炉，你只用来热饭热菜吗？其实，微波炉还有不少妙

用呢！

妙用一：切洋葱不流泪。将洋葱清洗干净，切掉头尾放进微波炉，

开到最大功率 30秒，再切的时候就不会害得你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妙用二：快速泡发食材。

香菇、木耳等干货正常泡发时

间大概为 2-3 小时，若泡于水

中，水完全没过干货，放入微

波炉加热 2 分钟左右即可泡

发。

妙用三：消毒作用。微波炉的光波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沙门氏菌等有害菌有很好的杀菌效果。利用光波的高温加热功能可

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餐具、杯盏、毛巾、餐巾等家庭用品上的病毒

和细菌。奶瓶、碗、勺、筷、口水巾、小毛巾等婴幼儿用品也可以放

入微波炉内加热，实现消毒效果。

妙用四：烤脆受潮食物。把受潮的饼干、面包干、马铃薯片甚至

乳酪等放入微波炉，高温烘烤 10-30 秒，取出 2 分钟后再食用，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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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酥脆感。

妙用五：水果去皮更轻松。主要指桃子和番茄，放入微波炉高火

加热 30秒，然后在微波炉中静置两分钟，剥皮就会变得很轻松。

妙用六：加热面膜。脸部保湿面膜，若微微加热 10-20 秒更能见

效，记得在敷面膜前先用手指试温度，这比隔水加热更方便。

妙用七：除虫作用。把生虫的粮食、药材等放入微波炉高档加热

2-5 分钟，取出冷却后重新盛装完好，里面的虫子已被全部杀死。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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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科协、浙江省科协
送：中国科技馆、浙江省科技馆，市科协主席、副主席

总编： 牛卢璐 校对：金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