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马都有“身份证”
本报驻波兰记者 李增伟

波兰一直是欧盟最大的马肉出
口国，该国出产的马肉以营养丰富和
健康安全著称。波兰马肉的传统进口
国主要是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有食
用马肉习惯的西欧国家，其中意大利
是波兰马肉的最大进口国。

今年年初以来
!

在欧盟国家内
发生的马肉风波对波兰的马肉出口
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其马肉出口量
一度锐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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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肉风波渐渐
平息之际，本报记者走访了波兰最
大的一家屠马场。

波兰最大的屠马场名为
%&'

公司，位于波兰西南部大波兰省拉维
赤县。公司总经理马可·范帝尼向本
报记者介绍说，波兰目前约有六七家
屠宰场从事肉马宰杀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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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年宰杀
()*+

万匹肉马，年宰
杀量占波兰肉马宰杀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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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所生产的马肉全部出口意大利。

范帝尼说，欧盟国家对适合宰
杀并用于食用的肉马种类有严格界
定，屠宰场宰杀的每一匹肉马都需要
专业兽医的查验和批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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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开始，波兰对肉马的饲养和屠宰实行
更加严格的标准，规定每一匹马在出
生时，就必须由兽医在其体内植入能
够识别身份的电子芯片，同时必须为
每一匹马建立独立档案，记录包括马
匹种类、是否可宰杀食用以及这匹马
的病史和用药情况等全部生长信息。
宰杀肉马时，必须取出其体内的电子
芯片，连同档案资料一起封存备查。
严格的程序要求，既可避免对马匹的
滥杀和食用，也充分保障了餐桌上马

肉的安全。
在范帝尼的陪同下，本报记者凌

晨
*

点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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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马场的深加工车
间。只见偌大的低温车间内异常整洁，
八九名屠宰工人正在半自动化车间内
有条不紊地紧张忙碌着。肉马宰杀后
先被切割成两大扇，吊挂在冷藏库内
保存，然后才被逐一送到深加工车间。
一名工人手持扫描仪找到电子芯片的
位置后，另一名工人将电子芯片取出，
交给同事将电子数据扫描进电脑，再
用打印机打出几个条形码，然后工人
们将这些条形码分别粘贴在刚刚被切
割成小块的马肉上。范帝尼说，这些条
形码是在进入意大利后，供质检人员
检查与确认马肉的来源和质量。

范帝尼说，从肉马宰杀到马肉
进入意大利超市内，虽然时间最长
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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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但这期间经历宰
杀、储藏、切割、运输、再储藏、深加
工和包装上市等复杂环节，而其中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
成食品安全问题。范帝尼认为，欧盟
国家的肉类食品安全制度，已经基
本上可以解决生产企业源头上的食
品安全问题，但马肉丑闻说明，无论
法律制度和监管措施多么完善和严
密，如果没有社会的道德支撑，商业
欺诈行为和食品安全问题就不可能
被完全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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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土两国跨境铁路开通
本报阿拉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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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黄文帝）连接哈
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跨境铁路开通仪式

((

日在哈
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举行，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土
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参加仪式。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这条跨境铁路把里海、黑
海、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连接起来，它不仅具有经济和商
业价值，而且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将对本地区以及周边地
区局势带来积极影响，成为亚洲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纳扎尔巴耶夫则表示，这条跨境铁路的开通具有历
史性意义，连接哈土两国的跨境铁路将成为未来过境运
输走廊的关键组成部分。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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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开
始实施“北—南”运输走廊改造项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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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签
署的协议，哈土伊

*

国计划将相互之间的铁路连接起
来，再将

*

国铁路与俄罗斯铁路相连接。“北—南”运
输走廊建成初期年货运量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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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至
+##

万吨，远
景货运量将达每年

(###

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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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这条铁路开
通将有助于欧洲和亚洲国家开拓中亚和海湾国家市
场，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可以通过这条铁路干线将货
物运往欧洲。该项目获得亚洲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开发
银行的资金支持。

巴西推行“便携式”医疗
本报巴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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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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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王海林）巴西新
城市基金会近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
使用“便携式”医疗来监测该地区病患，可以提高他们获
得医疗保健支持的机会，同时也能减少医疗保健支出。

这项研究源于该基金会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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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城市电子保
健项目。他们为贫民窟诊所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背包，
内含

/

种便携式诊断工具。每周末他们与当地
(##

名患
有慢性疾病及行动不便的老人联系，测量他们的血压、血
糖浓度及监测其他健康指标等。

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配备便携式诊断背包后，
诊所的工作人员可以携带相关医疗设备在社区狭窄的街
道步行并能在患者家中进行会诊，几分钟内就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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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不同的疾病做出监测。

这种快速、简便的诊断，能在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出现
前做好预防，如减少心脏衰竭、中风等疾病。“便携式”医
疗也为巴西公共卫生系统节约几十万美元，因为很多严
重的疾病治疗费用极其昂贵，将这些疾病扼杀在萌芽中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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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工业部近日宣
布，为助力国内绿色工业发展，政
府将推出一系列财政激励措施，
包括对环保企业实行税收减免
等。工业部长默罕穆德·希达亚特
表示，目前正在与环境部商讨奖
励措施细节并制定企业“绿色名
单”，通过测试的企业除能获得税
收优惠外，还更易获得印尼央行
的授信。

印尼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
缺乏监管，导致环境恶化加剧。
据印尼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统
计，印尼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
温室气体排放国，若不采取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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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印尼温室气体排放量
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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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对此，印尼总统苏
西洛做出承诺，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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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基准排放情
景（排放量不加控制时的情景）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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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产是印尼温室气体排

放增加的一大原因。据印尼工业
部统计，化肥、化工、水泥、造纸、
食品饮料等领域成为温室气体排
放的主要来源，发展绿色工业势
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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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印尼政府在工
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绿色
工业，并将推出优惠政策，鼓励企
业应用环保技术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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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印尼绿色企业奖”
获得者之一的“生物制药”公司公
共关系部主任努尔莱拉对本报记
者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出口目
标国家都采取绿色贸易壁垒，对
进入本国的产品制定环保技术标
准，不达标的就会被拒之门外。努
尔莱拉说，发展绿色工业是为了
提高“印尼制造”的海外竞争力，
希望政府多加扶持。

印尼对绿色工业的现有激励
措施主要体现在设备补贴上。政
府规定，纺织、鞋履、制糖企业购买符合环保标准的制造
设备时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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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扣。工业部统计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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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
行以来，这一政策已令相关领域企业能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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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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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尼工商会负责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副主席
辛达·卡姆达尼说，单纯的设备补贴远远不够，政府对绿
色工业的支持仍有待加强。

卡姆达尼表示，环境友好型产品每个生产环节的成
本都高于普通产品，导致零售价格偏高，而国内消费者还
未养成购买绿色产品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价格低
廉的商品，削弱了环保产品的竞争力，也不利于绿色企业
发展。卡姆达尼说，政府的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
环保产品成本较高的问题，印尼工商会将与政府积极合
作，确保奖励措施的实施。

目前，工业部与财政部已制定“低成本高效能汽车鼓
励草案”。依照草案，符合低碳排放标准的汽油、电力驱动
车将获得奢侈品销售税减免，以汽油为动力的低成本绿
色汽车生产商更能享受零销售税待遇。“如此一来，汽车
就有了降价空间，消费者自然会选择既廉价又环保的产
品，”印尼经济统筹部负责工业与贸易统筹的艾迪·伊拉
瓦迪对本报记者说，“只有工业生产、环保标准和成品价
格三者之间达到平衡，工业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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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试图跳出“石油诅咒”怪圈
本报驻南非记者 苑基荣

非 洲 经 济 银 行 近 日 发 布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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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洲油气展望》报告指出，
过去

+

年来，
0.$

的新发现油气都集
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要分
布在东南非。路透社最近报道，非洲
新增油气国家未来

+

年将重塑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油气版图。与以往
不同的是，非洲国家希望掌控新发
现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传统上非洲油气主要集中在北
非和西非，但现在东南非和中非也
正在加入这一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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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洲
油气展望》 报告称，过去

-"

个月，
非洲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分别占全
球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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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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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原油日总产量将由
去年的

++.

万桶升至
+/.

万桶，天
然气则由去年的

-*..

亿立方米增

至
-+..

亿立方米。南非 《商业日
报》 近日报道，中非地区发现新的
加蓬—喀麦隆—刚果（金）能源带，
去年中非天然气产量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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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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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原油日产量将达到

22.

万
桶。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天然
气年出口量达

0..

亿立方米，足够
供应意大利或德国全年的天然气消
费。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即便如
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油气潜
力仍然被市场严重低估。

面对东南非和中非崛起的能源
国家，国际能源巨头纷纷加大投
入。本报记者最近在刚果共和国滨
海城市黑角看到意大利埃尼石油公
司和法国石油公司毗邻在此生产石
油。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油田都是

最近两年发现开采的。雪佛龙、壳
牌等全球油气巨头也争相开发东南
非油气资源。据肯尼亚媒体报道，
东非国家去年至少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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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
要勘探合同，是前年合同数量的两
倍以上。

与此同时，非洲自身能源需求
也在急剧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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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洲油气
展望》 报告指出，本地区电力需求
推动油气能源需求迅速增长。据肯
尼亚 《东非人报》 日前报道，受地
区经济发展、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
消费增长和非商业部门扩张驱动，
东非地区电力需求大幅增长。世界
银行估计，目前东非地区电力危机
日益严重，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
尼亚电力缺口分别高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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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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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指

出，如不能显著提高发电能力，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将无法在未
来

-.

年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
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

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首席投资
官布鲁维勒对本报记者说，非洲新
发现的油气资源正在冲击原有能源
格局，不仅加剧了非洲区域内能源
的竞争和区域领土纷争，也推动了
国际能源巨头在非洲的竞争。布鲁
维勒表示，非洲国家不仅需要利用
好这些能源，还要管控好这些能
源，避免出现尼日利亚漏油和肯尼
亚与索马里边境争议等能源纷争。

为加大新发现能源收入向可持
续发展的倾斜力度，乌干达目前成
立了“自尊发展基金”；加纳已设
立两支石油基金，将石油收入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及发展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官员和学者纷纷探讨如何将能源收
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开采石油资源理应使一国变得
富足，但有的国家却因此变得更加
贫困，这就是所谓的“石油诅咒”。
其核心原因是石油的开采、加工等
为外国人所控制，肥水流入了外人
田。南非基础设施建设领军企业艾
维格集团核建设部部长丹尼对本报
记者表示，新发现能源不一定带来
经济发展，未来非洲经济必然要转
向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从单
纯出售能源资源，转向利用自身能
源发展工业化。这需要非洲不断加
大对能源的掌控力度，如何利用新
发现能源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契机。

南非金山大学商务学院学者科
菲·库阿库对本报记者说，非洲资源
开发模式必须由非洲需求来决定，
新发现油气收入要支持传统产业及
社会发展，这样既能避免出现“石油
诅咒”的怪圈，又能为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打下基础。
（本报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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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绿色节能理念 采用现代建筑材料

德国旧房改造释放“正能量”
本报驻德国记者 黄发红

密闭性和隔热保

温是防止热量流失的

关键

“房子一方面能生产能源，另一
方面消耗能源，如果到年底生产的
能源大于消耗的能源，那么房子就
符合‘正能量’标准。”年轻夫妇兰德
维希热情地向本报记者介绍“正能
量”房屋的理念，并带着记者参观这
座祖父传下来的旧房，了解如何通
过修缮实现“正能量”。

负责制定该旧房改造整体方案
的建筑师乌尔里希·青克介绍说，通
过使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

新建“正能量”房屋已经在德国成为
现实。但在旧房改造中，绿色节能的
建筑理念能否得到实现和推广？他
们希望通过这个试点项目进一步探
究论证。

兰德维希家的
*

层小楼位于波
茨坦市周边乡村乔厄维茨，占据整
座农家楼南侧的

(3*

，居住面积约
-1.

平方米。楼前是花草丛生的大
院，再往前是大片的农田和树林。夫
妇俩在科技公司任职，都可以家庭
办公，因此也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
自己参与房屋修缮。

从外观看，新修缮小楼浅绿色
的外墙、乌黑的屋顶上铮亮的太阳
能板在旁边砖黄色旧房的衬托下显
得格外引人注目。除了鲜明的色泽，
新楼的墙体比旧楼突出大约

-.

厘

米。兰德维希介绍，墙面原来与旧房
在一个平面，突出来的是新增加的
隔热层。兰德维希找了一块隔热砖
给记者看，隔热砖用蓬松的石棉制
成，保温、防火而且可以重复利用。
“
-.

厘米厚的隔热层可以阻挡大部
分热量的流失。”

走进屋内，地板尚未铺好，建材、
塑料纸随处可见，墙面也还是粗糙的
石灰涂层。兰德维希说，确保密闭性
和隔热保温是第一步，这包括对四
壁、屋顶和地窖的改造。密闭性主要
通过石灰涂层实现，涂层同时还具有
调节房屋内湿度和清除异味的功能。
与普通装修不同，密闭涂层不仅要刷
在看得见的墙面上，在一些不起眼的
缝隙处也要确保密闭性。

门窗通常也是房屋热量流失的
重要通道，因此在改造时做了特别
处理。例如，将门框安装在外墙的隔
热层内，在门框、窗框与墙壁交接处
涂上隔热胶，在门窗玻璃中间填充
惰性气体氩气等。通过采取这些密
闭和隔热措施，使房屋形成一个密
闭的保温空间，阻止热量散发。

密闭空间的通风换气，由专门
的通风管道系统实现。兰德维希带
记者参观了房子中间隔墙上主要通
风管道的布局。各两根碗口粗细的
管道用于房子的进气和排气通风。
通过热量交换机的热量交换，排出

空气的热量被回收，用于加热新鲜
空气。这样既实现了空气的循环流
动，又保证了热量不流失。热量回收
率可达

/+$

。

符合“正能量”标

准的修缮可减免
-.$

低息贷款

房屋的能源来源包括太阳能发
电、太阳能热水和地热。兰德维希带
记者来到地下室，太阳能控制单元、
热量交换机、热水存储器都安装在
这里。这里像是整个房屋的心脏，所
有采集的能源都先在这里汇集。

太阳能发电电力并入公共电
网，年底结算发电量和用电量。控制
器显示，从去年

/

月开始，屋顶的
-411

千瓦的光伏太阳能已经发电
0/.

千瓦时。太阳能热水则存储在
这里的一个黑色保温水罐中，用于
洗澡等家用热水，冬天也用于供暖。

如果冬天太阳能热水不够用，
则由地下热水供暖。为此，兰德维希
家在院子里钻了一口

2.

米深的井用
于抽取地下水，这一深度的地下水常
年保持大约

(-

摄氏度恒温。通过地
窖中的热量交换机，

(-

摄氏度的地
下水可以降温至零下

+

摄氏度，从而

获得温差中的能量。这些能量可以再
把部分地下水加热到大约

*.

摄氏
度。热量交换机也需要消耗电力，但
是每消耗

(

千瓦时电力，可以加热出
相当于约

+

千瓦时热量的热水。
由于整个楼房地面都铺设了地

暖，而且房屋的保温性能很好，因此
*.

摄氏度的地暖就可以保证冬天房
屋内舒适的温度。夏天的时候，地暖
还可以反向运行，将房屋内过高的
温度吸收，通过热量交换机输送到
地下。

除了热水和供暖，房屋里电炉
灶、冰箱、照明等家庭用电，也计算
在能源消耗中。房屋修缮完成后，
德国能源署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将对房屋进行验收，如果符合
“正能量”标准，那么修缮房屋低息
贷款的

-.$

可以减免。此外，该房
屋也是青克所在的德国联邦旧房
改造协会的一个试点项目，因此青
克的建筑设计所为房屋的改建提
供了无偿咨询。除了这些优惠措
施，兰德维希夫妇估算，与普通修
缮相比，“正能量”房屋改造大约需
要增加

-+$

的预算。
兰德维希的妻子认为多花的钱

很值，“不仅房屋的舒适度提高了，
而且从长远看，还不用担心电价、燃
气价格上涨”。

（本报柏林
+

月
(-

日电）

核心阅读

房屋也有“正能量”？“正能量”房屋是指能源消耗小

于其能源生产的房屋。开源节流，是“正能量”住房的基

本原理。通过采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德国已经

可以新建“正能量”房屋。德国联邦旧房改造协会目前正

在开展一项试点项目，通过对德国大约
*.

座旧楼房进

行改造，努力实现开源节流，最终达到“正能量”目标。

鲜花走俏
每年

+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
+

月
(-

日，印度首都新德

里的花店迎来了不少为母亲购买鲜花的顾客。图为一名店员在新德

里的花店整理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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