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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发展 三年大变样

京都灵活机制的诞生，是直接
推动全球碳市场发展的关键因
素。然而，尽管《京都议定书》于
2005 年 2 月才正式生效，由于《京
都 议 定 书》规 定 2000 年 以 后 的
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以抵免
发达国家2008~2012年承诺期的减
排义务，加上人们的乐观预期，碳
交易活动事实上在 2005 年之前就
已经开始。并且，所谓的“全球碳
市场”，事实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目
的、不同类型且又相互关联的碳交
易活动。这些碳交易活动按照交
易的目的分，可以分为京都机制下
的碳交易活动和京都机制外的自
愿交易活动；如果按照不同管理体
制和合同类型所产生的碳资产不
同类型分，又可分为基于项目的减
排 量 （project based emission
reductions）和 基 于 限 额 - 交 易
（Cap Trade）的配额交易。同时，
碳交易还可分为现货（Spot）交易
和 期 货（Future）交 易 、初 级
（Primary） 市 场 交 易 和 二 级
（Secondary）市场交易、交易所交易
和 场 外 直 接 交 易（over the
counter），等等。由于碳交易形式
的复杂多样，对碳市场的交易情况
进行准确统计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点碳公司 2009 年碳市场
报 告 （Carbon 2009： Emission
trading coming home），2004 年以
前碳交易活动已经开始，但市场规
模很小。随着 2005 年《京都议定
书》的生效，碳市场迅速发展，交易
规模每年成倍增长。到 2008 年，
全球碳市场各种交易活动的交易
量总计达到 49 亿二氧化碳当量，
比2005年增长6倍左右；交易金额
达到920亿欧元（合1250亿美元），
比2005年增长10倍左右。碳市场
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市场，其发展速
度之快，几乎超过了同期任何其他
全球性的交易市场。从市场构成
来看，EU ETS（欧洲排放交易体
系，主要是配额交易）一直占据了
较大的份额，2005年以后始终保持
在 60%以上。因而，欧洲碳市场是
左右全球碳市场动向的主导力量。

在碳市场交易规模高速增长
的同时，碳价格也呈现出一种总体
上不断走高的趋势。2008年以来，
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对全球碳市场
影响最大的因素，导致了成交量的
萎缩和交易价格的急剧下跌，但此
后出现了逐渐恢复的迹象。金融
危机对碳市场影响的机理是：一方
面，由于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许
多工厂停产或者减产，能源需求下
降，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下降，
这种自动减排效应减少了对碳信
用的需求；另一方面，对碳资产的
投资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的资金
供应，由于部分金融机构陷于困
境，资金供应链收紧，投入到碳资
产的资金减少。随着全球经济的
恢复，碳市场也将恢复到正常状
态。长期影响全球碳市场的因素
是国际气候制度、能源市场和经济
增长的长期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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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市场
发展概况

上海楚基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证：沪B23490。

上海恒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领购薄。

上海联弘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证：沪AQ7226。

上海相宇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许可证正本：310230002927。

现代人保健的意识越来越强，利
用各种途径来强壮身体，以达到健康
长寿的目的。然而，健康的获得既不
是单纯靠药物，更不是靠金钱，而是取
决于良好的生活习惯。

人们在生活过程中总会采取某种
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断地重复
便形成了生活习惯。好的习惯在不知

不觉中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还可从中
享受人生乐趣；相反，那些不良的生活
习惯，如少运动、嗜烟酒等则会影响身
体健康，终身受害。

散步从步速上来看，比正常的走
路慢上半拍，完全凭自己心境而定，闲
适而随意。

相对于跑步而言，散步看上去显
得散漫，但事实上，散步也属体育项目
中的一种锻炼方式，民间就有“饭后百
步走，活到九十九”的说法。临床医学
发现，散步能够调节和改善大脑皮层
功能、松弛神经、稳定情绪以及扩张全
身毛细血管。据介绍，最佳的散步应
保持在每分钟70至120步之间，脉搏
维持在每分钟80至110次以内，在这
种前提下的散步，就像吃一剂毫无副
作用的补药。而散步者走走停停，停
停走走，也仿佛不是在散步，而是在散

心，当心情不愉快时去外面走走看
看四处风景，此时的散步，就类似对
自己的心理进行一次调节和按摩，
因此散步对散步者生理及心理而
言，都大有裨益。

同时，散步应注意周边环境。相
对于城市而言，郊区具有自然优势，
出门不远，就有田埂或长满绿意的草
坪，清新的空气，自然另人心旷神
怡。若身处城市，在人满为患、喧哗
不绝的主干道上散步绝对是不适宜
的，若去僻静的小巷走走，也聊胜于
无。如果居住地周边有河流，无疑是
散步者的福气。茶余饭后或结伴或
独行去护城河边或者滨江路上散散
步，绝对是个很棒的选择。

漫话散步1 晚餐饮食不当隐患多3

科学家就锻炼对心脏的影响所
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周利用休闲时
间锻炼一两个小时有助于防止心脏
出毛病。他们同时还发现，紧张工作
中所做的体力活动对心脏产生的影
响弊大于利。

这项研究对800名年龄在40岁至
68 岁的中老年人进行了调查。在被
调查者中，有 312 人患有心脏病。研
究人员注意到，在夏季和冬季，由于
人们减少了休闲时间里的体育锻炼
而使得心脏发生问题的报告明显增
多。这说明由于缺乏锻炼，血液中某
些会触发心脏病的物质增加了。例
如，在人体的免疫系统里，有一种参
与炎症反应的蛋白，当这种蛋白的数
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血管里
形成有害的块状物，使得血管变窄或
硬化。

研究表明，与喜欢老是坐着的生
活习惯相比，每周在休闲时间里运动
上哪怕是两个小时也可以使患心脏
病的机会减少一半以上。然而，与工

作有关的体力活动往往会对人的心
血管系统产生不健康的影响。研究
还表明，较之那些不锻炼的人，即使
每周休闲时间里锻炼少于一小时的
人也能使发生心脏病的机会减少
15％。如果每周能在休闲时间里锻
炼上两小时，发生心脏病的机会可
以进一步减至40％。

研究人员表示，一些比较简单
的活动，如低强度的散步就可以大
大降低心脏病引起的死亡率。但
是，这种锻炼活动不应当与工作有
关，因为研究结果显示，与工作有关
的体力活动往往是一种爆发性的锻
炼，不会对人体的心血管带来益
处。研究人员介绍说，过去体育锻
炼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人们把工
作中和休闲时间里所做的体力活动
都视为锻炼。但是，研究表明，休闲
时间里的身体锻炼才可能对人体心
血管系统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工作
中的体力活动，不论其强度如何，均
是在一种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进行
的，对心血管系统不但没有益处，还
会产生负面影响。

休闲时锻炼才有益健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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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家庭有早餐和午餐马马
虎虎，晚餐过于丰盛的生活习惯。
这种习惯潜在问题很多，会给人们
的健康带来诸多危害。有调查资料
显示，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疾病，如
心绞痛、心肌梗塞、糖尿病等，与长
期进食丰盛的晚餐有密切关系。

一是晚餐太晚。一些家庭在晚
上8点以后，甚至超过10点才进晚
餐。老人为了等子女回家一起进
餐，尽管非常饥饿，却仍然坚持着。
长此下去，就容易发生胃肠疾病。

二是比例失调。一日三餐进食
量的比例应当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
和健康状况而定。一般来说，早、
中、晚三餐的比例应为 3：4：3。如
果晚上9~10点睡觉，其比例应为4：
4：2。这样既能保证能量的供给，又
能让胃肠得到休息。

三是营养过剩。大量摄入高蛋
白、高脂肪、高能量食物，会造成血
脂的凝固性增强，促使动脉硬化和
血栓的形成，从而导致肝脏制造更
多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把过多的
胆固醇运载到动脉壁堆积起来，造

成“雪上加霜”的局面。太丰盛的晚餐
使消化液分泌供不应求，食物停滞于
胃肠，高蛋白食物在肠道内受到厌氧
菌的作用，胺、酚、氮、甲基吲哚等有害
物质可直接刺激肠壁，还可进入血液，
损害心、肝、肾、脑等重要器官。胆汁
酸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还会生成脱
氧胆酸等致癌物质，因此，常进食过于
丰盛的晚餐是恶性肿瘤，尤其是结肠
癌的重要诱发因素。

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处理糖的能
力会逐渐下降，若每天的热量供应集
中在晚餐，会加速糖耐量的降低，加重
胰岛负担，促使胰腺衰老，最终发生糖
尿病。而糖尿病和血管病变互为因
果，形成恶性循环。

有实验表明，晚餐过饱会使人在
睡眠中常做噩梦，久之引发失眠、神经
衰弱等病症。其原因是肠胃紧张而又
过重的劳作，会把大量信息传入脑细
胞，兴奋的“波浪”扩散到大脑皮层，促
使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疲劳。有专家
认为，长期失眠、多梦的患者，不妨在
晚餐上找找原因，少而精的晚餐，或许
可以解除失眠、多梦的烦恼。

□解玉明

（上接1版）县农委充当“红娘”，成功
“撮合”绿叶菜、金瓜、葡萄、老毛蟹等
4 家合作联社，本县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要增
强农民的竞争力，更要使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落到实处。”县农联会秘书长陈
忆民告诉记者，近三年来，本县涌现出
了一大批不走传统路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他们积极探索打造立体农业，让一
亩三分地里长出了看得见的高效益。

位于三星镇西新村的上海瀛西果
蔬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一员。采访
时，记者在合作社的种植基地看到：区
别于传统的农田，瀛西果蔬专业合作
社的土地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开设一

条小水沟。“可别小看了这些沟渠，里
面养着黄鳝呢！”合作社负责人施太康
向记者介绍道，“合作社的芋艿地里也
有秘密，土里‘藏’着蚯蚓。”

施太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药用
蚯蚓制成干货，是用来治疗心脑血管
等疾病的重要药材。合作社每亩地能
产出50公斤蚯蚓干，每公斤蚯蚓干的
售价为 200 元，仅蚯蚓就能为土地创
收1万元。同时，蚯蚓的粪便，能改善
农田板结现象，大幅提高土壤肥力，提
高芋艿产量，目前每亩芋艿地的经济
效益为 7000 元左右。养在小水沟里
的黄鳝，每亩能产出近百斤，以每斤
35元算，能产出3500元的效益。收完
芋艿，还可以插种当季蔬菜，也能带来
2000 多元的亩产值。合作社打造的
这条“芋艿+蚯蚓+黄鳝”的产业链，能
产出每亩地 2 万多元的收益，是种植

传统水稻的20多倍。接下来，合作社
还打算带动周边农户一同发展这一组
合种植模式。

采访中，陈忆民还向记者提到了
一个可喜的现象，崇明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生态意识正越来越强。

以上海双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为例，合作社现有奶牛 4000 多头，
约占崇明奶牛养殖总量的80%，每年
向市区提供的优质无公害鲜奶达到2
万多吨，占上海奶产量的九分之一。
与奶产量同比攀升的，是4000头奶牛
每天产生的粪污。“崇明正在进行生
态岛建设，我们绝不能抹黑。”合作社
负责人唐小六立下军令状。合作社
积极联系科研单位和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在北八滧奶牛养殖小区成立了
有机肥生产厂，看着“牛粪”在生产线
上变身成为有机肥料，唐小六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我们还计划进一步加
大对粪污处理设施的投入，努力实现
粪污零排放。”

同时，为契合生态岛建设，近年
来，本县的很多合作社都致力于打造
循环农业。迎泽蔬果专业合作社就打
造了一个“玉米+花菜+养猪养羊+虾
蟹+塘泥还田”的循环种养模式。合
作社春天种玉米，秋天种花菜，玉米
秆、花菜叶等“农业垃圾”用来养猪养
羊；猪的部分粪便“撒”入蟹塘，作为食
饵，同时还能成为浮游水生物的营养
食品，而浮游生物创造的优良水环境
则为虾蟹质量“打基础”；年底清塘时，
塘底污泥作为“生态”牌肥料还田，土
地肥力得到增强。

打造立体农业 经济效益飘红
发展循环模式 减少环境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