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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消融、灾害肆虐、水资源短
缺、极端天气频现，由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而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 影响
越来越大。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 21 世
纪最严峻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
性问题之一。 从 1992 年《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1997 年通过
《京都议定书》， 到 2011 年、2012 年
的德班、多哈世界气候大会，国际社
会一直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
战而不断努力。

中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不利
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 多年来，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
同行动，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积极主
动采取措施。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一。1997 年
加入《京都议定书》。 2007 年发布《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全世
界发展中国家中， 第一个应对气候
变化的国家方案。“十二五”时期，把
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减排目标。 2012 年，十
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 在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 又部署了大气污染防
治十条措施。

中国广大企业在积极贯彻落实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绿色
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有不少典型。 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012 年在中国
工业企业中率先发布《中国石化环
境保护白皮书》， 向社会公布公司
“十二五” 环保规划目标和主要任
务。 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公司 2007
年率先签署了 《关注气候变化宣
言》。 2009 年首提“减速航行”，倡导
航运企业进一步减少燃油消耗，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建筑材料
集团公司将低碳技术融入到产品研
发、工艺设计、原材料使用、现场管
理和客户服务的全过程， 形成了特
色鲜明、 卓有成效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研发和推广
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 2011 年获得
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地球卫士”
奖，表彰远大公司在空调、建筑、通
风设备的节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这些企业的行动， 彰显了中国企业
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积极负责任
的态度，为广大企业树立了榜样。

（下转第三版）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忠禹

我们的共同愿望和责任

由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的“生态文明·美丽家园”关注气候
中国峰会于 7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 王忠禹发表主旨讲话， 李德成
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关注
气候中国峰会的重要批示。 三大倡议书成峰会亮点。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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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源自新西兰的优质奶源”的广告语深入人心，俘获
了无数年轻家长的心。

然而，进口奶源也非绝对安全。 8月 2 日，新西兰恒天然
公司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一个工厂 2012年 5 月生产的浓缩乳
清蛋白粉检出肉毒杆菌。 随后就涉及肉毒杆菌的三批次特殊
类型浓缩乳清蛋白（WPC 80）的质量问题向包括 3 个中国客
户在内的共 8家客户发出提醒。 8 月 4 日， 新西兰贸易部长
Tim Groser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 继恒天然公司警告部
分乳粉原料受污染并流入中国后， 中国已停止所有新西兰以
及澳大利亚奶粉进口。

四家企业涉事产品已入市

8 月 4 日，国家质检总局通告称，约 227.8 吨被进口至中
国。 这些乳清蛋白用于和其他原料搭配起来生产婴幼儿奶粉
和功能性饮料。经中新双方核查，现初步确定有 4 家中国境内
进口商进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产
品。分别为：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和杭州娃哈哈进出
口有限公司、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糖业烟酒
（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公司进口了新
西兰恒天然公司 2012 年 5 月份生产的批号为 JW22 的
WPC－80 乳清蛋白计 14.475 吨，这些乳清蛋白用于钙好喝等
酸性产品中。娃哈哈公司对 2012 年至今年 2 月使用这些乳清
蛋白的产品的出厂检测记录进行复查， 并未发现肉毒梭状杆
菌及肉毒毒素。公司还对市场上的产品库存进行了紧急排查，
公司经销商销售的产品已经基本销售完毕， 尚未发现食品安
全方面的问题。目前，娃哈哈公司已要求销售人员全面核查市
场上零售商还有无所涉产品，若有将立即召回。 同时，公司已
委托国家权威机构对产品的留样进行肉毒梭状杆菌及肉毒毒
素的检验。 记者在市场发现，娃哈哈旗下的爽歪歪酸奶饮品、
锌爽歪歪酸奶饮品、AD 钙奶以及营养快线水果酸奶饮品均
在配料表中标明了“浓缩乳清蛋白粉”。 而钙好喝是营养快线
中一种。 目前这些产品仍在正常销售。

而上海质监部门查实， 多美滋公司采购新西兰恒天然问
题乳粉 7 批次，共计 208.55 吨用于较大婴儿及幼儿配方乳粉
的生产，其中已使用 105.45 吨，库存 103.1 吨。 问题乳粉已制
成较大婴儿配方乳粉成品 664.118 吨， 其中已售 420.188 吨，
库存 243.93 吨以及幼儿配方乳粉成品 62.434 吨（尚未售出）。
据了解， 自 8 月 3 日下午起上海在内的各地多家超市开始下
架多美滋涉事产品。多美滋 3 日发布声明称，公司已启动召回
程序，将对以上产品实施预防性召回，并全部销毁。 如消费者
已购买相关产品，建议立刻停止使用。

（下转第十五版、相关评论见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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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然危机发酵
中国乳企能否索赔？

本报记者 闻笛

8月 1 日，全国性地方债审计全面开闸，这也是审计署对
地方债务的第二次全面摸底。审计署突然行动的背后，是部分
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隐忧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无力还债的现
实。

审计署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此前审计署审计的 36 个地
区债务中， 有 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
超过 100%。负债率超 100%即意味着资不抵债，地方政府的底
特律式破产会出现吗？

哪九座城市？

这 9 个省会城市包括谁？
审计署于 6 月份发布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债务审计结果，

近日审计署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两年来审计的 36
个地区债务，有 4 个省和 8 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超过 20%，
有 9 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
100%，最高达 189%。 ”但对 9个省会城市名字却只字未提。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的不透明性， 从市场上现有的资料来
推测这个名单难度很大。

老虎财经整理的数据显示，由于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债务
审计结果的样本中包含 15 个省本级和相应的 15 个省会城市
本级，因此有问题的 9 个省会城市范围被缩小至 15 个。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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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超 100%九城市猜想
本报记者 张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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