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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记者近日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获悉，该所研究员王瑞武和云南大学教授李耀堂 、博士
研究生王亚强等合作，发现环境选择压力增加可能导致物
种性别失调。该成果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

据王瑞武介绍，自然界大多数物种的性别比例是 11，
少数物种在进化过程出现偏雌或偏雄的性别比例。但传统
理论难以解释相同环境下为何有些物种出现偏雌性比，而
有些物种偏雄性，以及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环境条
件会出现不同性别比例的问题。
“为研究何种机制或原因决定、影响一个物种的性别比

例，我们将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引入进化生物学。”王瑞武
说，通过理论模型发现，生态学著名的“多生少管”和“优生
优育”繁殖策略，本质就是资源变化对幼崽存活率影响大小

不同所致。
同时，该模型还发现资源变化对幼崽存活率影响大小与

环境选择压力都会影响性别比例的演化。选择优生优育繁殖
策略的个体或物种，如老虎、人类等，环境选择压力的增大将
会导致其后代雌性比例增大。而选择多生少管这样粗放繁殖
策略的个体或物种，如老鼠、蚊子等多数昆虫，环境选择压力
的增大将会导致其后代雄性比例增大。

如果资源变化对幼崽存活率影响不大或没影响，环境选
择压力的增大，将不会改变其后代性别比例。性别比例的改
变可能是由个体的激素或荷尔蒙水平变化所致。

该理论模型有效解释为何有些物种出现偏雌性，而有些
物种却是偏雄性的性别比例，并解释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
物种在局部范围内出现的性别失调现象。

环境选择压力或影响性别比例

姻本报实习生 王珊记者潘希 郑金武
近日，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鲍晓军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汽车尾气排放是导致雾霾的
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北京的 PM2.5有 22%以上来
自机动车排放，上海则是 25%来自车船尾气排放。”
“油品质量跟不上新排放标准，是造成中国

汽车污染的重要原因。”近日，在北京地球村环境
教育中心举办的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郝吉明也呼吁，相关油品企业应通过技
术革新，为公众提供更清洁的油品。

标准滞后引发环保危机

“汽车尾气是污染物中非常重要的来源。因此，
限行对减少环境污染所起的作用还是显著的。”厦
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解释说。
其中，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的多少受油品标准

的影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举例
说，国Ⅳ柴油车的颗粒物排放相比国Ⅰ柴油车，
要降低约 95%。
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油品先行”以降低机

动车污染的成功经验，我国油品标准严重滞后于

汽车排放标准已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中国的小型汽车基本上已达到欧Ⅳ排

放标准，但各地的油品质量普遍达不到此标准要
求。市场上供应的油品，大多与欧Ⅲ标准相当，这
使得国内汽车欧Ⅳ排放标准的实施一推再推。
其实，早在 2005年，我国就发布了国家第四

阶段汽车排放标准，但与之相匹配的车用汽油国
Ⅳ标准到 2011年 5月才“千呼万唤始出来”，而
且设置了 3年的过渡期。
“国Ⅱ到国Ⅲ的升级也是如此，好车吃坏油，

环保标准可想而知。”鲍晓军无奈地说。

高额成本制约油品升级

在我国，高硫、高烯烃含量的催化裂化汽油
在汽油池中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加氢清洁后处
理和清洁汽油调和组分的生产成为油品质量升
级的关键环节。
“加氢处理可有效降低汽油硫含量和烯烃含

量，从而减少排放。油品升级，技术不是问题，关
键在成本。”鲍晓军告诉记者，国内一些油企已经
自主研发或引进吸收了选择性加氢脱硫工艺技
术等很多先进的汽油清洁化技术，目前推行的困

难主要是投资和成本。
“油品升级后，要增加生产设备，改进工艺。

从加工过程的能耗来讲，每加工 1吨汽油，要消
耗 15～20千克标准油，这是一块很大的成本；从
投资的角度来说，一套 100万吨的装置建设要投
资约两三亿元。”鲍晓军认为，如果这些投资和操
作成本最后全部摊到油价上，油价必然上涨。
能源基金会北京办公室交通项目主任龚慧

明表示，关键是油品提价需要的投资、进度、价格
等要公开透明，“如果油品改善纯粹是一个黑匣
子，公众对油品涨价响应的积极性就不会高”。
在国外，油品升级的成本基本由政府、炼油

企业及民众共同承担。而在我国，油品成本仅由
企业和民众承担，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往往缺乏
技术改造升级的积极性。

燃料替代不宜过分乐观

既然油品升级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那么甲

醇汽油、天然气和电力等可替代性燃料开始被寄
予厚望。
“使用这些燃料，汽车的排放更为清洁，但成

本依然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这些新型燃
料完全发展起来，能够替代的也不过是 5～10个
百分点。”鲍晓军告诉记者。

柴发合也认为，推广新型燃料要考虑的因素
很多，比如电动汽车几乎没有污染物排放，但电
从何而来值得思考。

他认为，油品升级困难更多反映的是产业发
展与环保要求的脱节。“逐步改造的价格成本比
较大，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从欧Ⅲ到欧Ⅴ，而不
是从欧Ⅲ到欧Ⅳ再到欧Ⅴ，分次升级会造成改造
成本的重复浪费。”
“油品升级需要国家推动，一方面完善立法、

强制推行标准，另一方面要推出鼓励性措施，比
如‘优质优价’，让企业新增成本通过市场弥补回
来。”鲍晓军则希望，能从立法和政策支持的角度
加快油品升级的步伐。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近日，多家媒体对去年
的热点事件进行了跟踪回
访，发现山体滑坡、矿难瞒
报、塑化剂、速生鸡等一起起
牵动老百姓“神经”的事件无
果而终。虽然在事故发生时，
有关部门表态及时，并承诺
将追查责任人，但迄今为止，
不见有任何动静，使相关报
道成了“烂尾新闻”。

从单条“烂尾新闻”来
看，某些调查部门可能存在
渎职、失职或更为严重的腐
败行为。然而，如果将这些
“烂尾新闻”综合起来考量，
问题则要严重得多———政
府未实现其承诺，致使公信
力被削弱。

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
政府权力来自公众权力的
让渡。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
委托—代理关系：公众将行
政权赋予政府，政府为公众
提供相应服务。因此，这种
关系存在的基础是相互之
间的“信任”。从公众信任政
府的角度来说，这种“信
任”，即为政府的公信力。它
也是政府执政合法性———
“公众对统治权力的认可”
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公信力过低，其合
法性将受到威胁，公众不再
认可和服从政府的权威。其

后果，已经在近几年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
件中初步显现出来。这些群体性事件有一
个共同点，即公众几乎众口一词地质疑当
地政府对事件成因的解释，对事件进展的
介绍。这种不认可降低了政府的执政效率，
反过来又促使公众对其权威的进一步不认
可，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影响问题的解决。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纷
繁复杂，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定要言出
必行，珍惜并维护自身的信誉。这样才能得
到民众的拥护与认同，也才能使目前正在
进行的社会改革能够顺利完成。

其实，对于“烂尾新闻”问题，解决的办
法有很多，例如加强问责机制建设、增加调
查机构独立性等，但这些措施背后的指导
思想却只有一条———诚信乃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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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5日讯（记者潘希）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中国气象局例行发布会上获悉，据往年资
料统计，春运期间亦是灾害天气频繁的阶段。气象
部门对雾霾天气加强了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气象部门将加强雾霾
信息发布。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陈振
林表示，针对大范围持续性高污染的雾霾天气，国
家卫星中心利用风云三号卫星监测雾霾主要覆盖
省份。针对春运期间的天气情况，每天给部委、决
策者报送相关的信息，各个气象部门都有气象服
务专报。

据了解，气象部门从总体部署、及时制定方案，
应用新技术增强预报质量，服务增强针对性、人性
化，创新信息发布方式，加强部门联动、提升防灾效
率和应急能力五方面入手强化气象保障服务。

陈振林介绍，面向各个部门的预警联动平台已
经在春运第一天正式运行，26个部门可以第一时间
获取全国范围内春运各种特色的气象服务。

京津冀等地区
将加强雾霾信息发布

姻本报记者 丁佳
今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冷，但中科院人的心

中却是暖意融融。
2013年新春将至，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

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礼等院领导代表中科
院党组和学部主席团，看望了部分在京的老领
导、老院士、老专家和困难职工，为他们送去新
春的问候与祝福。
白春礼在看望中科院原领导张劲夫、周光

召、路甬祥、钟炳昌、李振声、孙鸿烈、王佛松、胡
启恒、余志华、杨柏龄、王德顺、许智宏、陈宜瑜、
郭传杰、王庭大、侯自强、竺玄，以及先后看望谢
家麟、陈创天、李荫远院士，郭永怀院士夫人李
佩，李国杰、吴文俊、张存浩、师昌绪、唐有祺、刘
光鼎院士，郭慕孙院士夫人桂慧君，赵忠贤院士
等时，和老同志们亲切交谈，话科研，论教育，聊
生活，细数过往点滴，展望未来发展。白春礼还
陪同中央有关领导看望并慰问了叶笃正院士。
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李静海、詹文龙、

丁仲礼、阴和俊、张亚平，党组副书记方新，中
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李志刚等也
分别走访慰问了有关老领导、老专家、老干
部、困难职工。

话科研：“中科院要有自己的特色”

1月 16日下午，白春礼看望中科院原院长、
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两
人一见面，就聊起了中科院近来的工作。路甬祥
十分关心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实施情
况。听白春礼介绍部分已启动实施专项的进展
情况后，路甬祥非常高兴。
“我认为，由中科院来做先导专项是合适

的。”路甬祥说，“中科院就是要作基础性、方向
性、战略性、创造性的前瞻研究，要致力于一些
大学难做、企业又不能做的事情。”
白春礼介绍，中科院 2012年启动的两个 A

类先导专项“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
术与示范”、“面向感知中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研究”，以及 B类先导专项“大气灰霾追因与控
制”，都是针对中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展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设立的。与此同时，先导专
项也促进了中科院资源配置的调整，“无论是课
题数量，还是科研人员、研究经费等，都得到了
更有效的整合与凝练”。

对此，路甬祥表示非常赞同。他说：“中科院
要有‘一把米’把大家吸引过来。中科院要形成
自己的特色，先导专项要好好抓。”
白春礼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科院院

士吴文俊家中看望时，科学研究也成为他们谈
得最多的话题。作为一个生在旧社会的“过来
人”，吴文俊深深感觉到，中国正处在伟大复兴
的前夕，而当今的中国科学家更是作出了许多
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成绩。
“您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

贡献。”白春礼说，“中科院数学院现在发展得很

不错，还要继续琢磨自己的特色、优势和不可替
代性。您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论教育：“培养‘标新立异’的科研人才”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院士的夫人李佩在
中科大和国科大教了一辈子英语，如今，耄耋之
年的她仍然十分关心教育问题。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听话的学生才是好

学生。”她对白春礼说，“但当年我在西南联大读
书的时候，在课堂上为了一个学术观点，同学们
就能‘吵起架’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好学生，
争鸣可能就是创新的萌芽。”
对此，白春礼深有同感。他说：“青年人才要

创新，就要学会质疑，更要敢于挑战权威。在汉
语里，‘标新立异’常常是个贬义词，但想要创
新，就应该去‘标新立异’。”

99岁的张劲夫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出任
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当时新中国刚刚成
立，百废待兴，党中央对中科院寄予厚望，要求
中科院发展成为国家科技的火车头。面对复杂
的外部环境，张劲夫带领党组班子紧紧抓住“出
成果、出人才”这一中心任务，真正做到不辱使
命。受他的影响，他的家人也对中科院的各项工
作如数家珍。
白春礼在看望张劲夫时，介绍了中科院近来

的工作进展，着重提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更名前后
的思考。张劲夫的儿子张远东说：“中科院有自己
的独特优势，希望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办成国家的
精品大学。”

叙情谊：“中科院永远记得您，感谢您”

“周院长，快到春节了，我来给您拜年了。您为
中科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科院永远记得
您，感谢您。大家也都关心您，想念您。”

1月 11日，白春礼来到中科院原院长、党组
书记周光召的病榻前，握住了他的手。周光召用
力握着白春礼的手，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后，白春礼看望了老红军、中科院原纪检

组长钟炳昌。白春礼刚进门，钟炳昌一眼就认了
出来。98岁高龄的他声音洪亮、底气很足，现在
还保持着每天读书的习惯。
“我正在学习十八大精神呢。”他告诉白春礼，

“我平时一有点精神就会读书。多知道些国家大
事，对提升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有好处。”
白春礼对此表示十分钦佩，他叮嘱钟老不

要太劳累，多注意休息。钟炳昌幽默地回应道：
“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也要多保重身体才是，这
样才能为国家做更多事情。”
几天前，中科院院士、材料科学家陈创天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而住院。白春礼次日即赶
赴医院探望。“您现在要安下心来，好好做个
检查，好好养病。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科学家
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做好工作。”他叮嘱
说，“身体不适，一定不要硬扛。有需要院里做
的事情请尽管说话，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踏寒送暖意迎春话情长
———中科院领导慰问老领导老院士老专家侧记

灰霾之过油品之祸

“雾霾留给我们的反思”系列报道③

据新华社电（记者吕诺）2月 缘日，卫生部和总
后勤部联合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
行动，暂缓辅助生殖技术审批，集中整治非法买卖
卵子、代孕等不法行为。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启动会上指出，一些未取
得资质的机构和个人违法违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
服务；一些非法机构在网络上随意销售促排卵药
物；个别医务人员受利益驱使参与违法违规活动；
一些地方还存在法规明令禁止的代孕和非法买卖
卵子等现象，严重侵害群众健康权益，易造成社会
伦理关系混乱和法律纠纷。

陈竺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全面清理现有审
批情况，暂缓新的审批，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依法严惩涉案责任人员，重点对医疗机构未经批
准或超出批准范围开展辅助生殖技术，非法采供
精卵，非法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实施任何形式的
代孕技术，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参与非法实施辅助
生殖技术以及非法销售、滥用促排卵药物等行为
进行查处。

目前，全国不孕症发生率约为 苑豫至 员园豫，约二成
不孕夫妇需要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行治疗。截
至 圆园员圆年底，全国共有辅助生殖机构 猿缘愿个。

我国暂缓
辅助生殖技术审批

本报北京 2月 5日讯（记者张双虎）今天，民
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 16部门发布全国
自然灾害基本情况，指出 1月份各类自然灾害共
造成全国 739.3万人次受灾。

相关部门对全国自然灾害情况会商分析后核
定，1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滑坡、低温冷冻和雪灾
为主，干旱、地震、海冰灾害、生物灾害等均有不同
程度发生，灾情较去年同期偏重，较近年同期偏
轻。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739.3万人次受灾，
47 人死亡，2 人失踪，2.5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1900余间房屋倒塌，4.5万间不同程度受损；农作
物受灾面积 1536千公顷，其中绝收 41千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 25.6亿元。

总体看，1 月份自然灾害情况呈现四大特点：
地质灾害数量多损失大；南方低温雪灾情况突出；
中东部雾霾天气明显偏多；海冰冰情明显缓解。

1月自然灾害致
700多万人次受灾

2 月 5 日，行人在
江苏连云港一处公园的
灯笼旁走过。

从 2 月 4 日起，我
国中东部地区雨雪纷
飞，华北南部、江苏北部
等地区普降春雪。

王健民摄
（新华社供图）

白春礼与吴文俊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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