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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中美达成气候共识
众所周知, 美国和中国，在所有气候协商中引领两大对立阵营, 但是这是第一次, 两个
国家终于决定为环境改善向前迈出重大一步。 周三， 11 月 12 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
污染国达成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
我们知道，仅仅在北京的碳排放量超出了整个欧盟，中国和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污
染者, 两个国家的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接近全球总体排放量的 40 %。对于全球变暖来
说,这项共识有着进步性的作用，同时这项协议也构成了 2015 年 12 月底在巴黎举行的
环境大会的内容之一。

生态-电动汽车,不环保也
不经济
人类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来保护地球
已成为老生常谈,地狱由善意铺成，
电动汽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生态车的好处是
声音阶和一氧化二氮,
二氧化碳
和细颗粒的排放。然而，我们必须
着眼于产品从生产到回收的整个过
程。在细颗粒的排放中，电动车的
表现逊于其竞争对手们: 那些靠柴
油和汽油的汽车 ;电动车的产生的
氮氧化物比常规汽车略少，但是差
别并不显著；同时电动汽车的生产
取决于能量生产的模式,比如核能
源。
另外要知道的是电池是由锂做的，
而锂的提取在南美国家进行的，此
生产活动对周围自然环境产生了负
面影响。从经济角度来看，需要注
意的是，锂取决于原料，原料的价
格会影响到车辆的价格，尤其是我
们要考虑到到改善基础设施来应对
这些车辆的费用，最后我们才能质
疑这些车辆的经济效益。

凡尔赛大学-中国检察官的凡尔赛行
2014 年 11 月 4 日,凡尔赛大学环境法专业研二的学生们热
情招待了来自中国检察官的短暂访问。本专业负责人和此行
人员进行了交流并发表演讲, 演讲的内容是关于法国法律中
受害者赔偿的问题, 特别强调了受害者在民法和刑法前的区
别对待,同时他也提到了受害人律师以及责任人律师的作用,
根据此要求下的检察官以及赔偿基金的作用。
参观的尾声,代表团一起品尝了同学们精心准备的糕点和饮
品,同时大家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健康-昂贵的工业化代价
在中国走向西方化发展模式之后, 出口带动经济强力发展,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在中国
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因素。在耶鲁大学世界环境绩效指数排名中,中国今年排名
第 118。大气污染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每年有 75 万人因大气
污染死亡。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燃煤发电厂在消耗一次性能源中产生。大气污染
导致的四大疾病分别是肺癌，冠心病，支气管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中风,这些疾
病都与小于 2.5 微克的微粒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空气中颗粒含量的最大值为每
平方米 10 微克,大约有 1.57 亿中国人曾经生活
在空气颗粒含量为 100 微克以上的环境中,但是
在 2012 年空气颗粒含量已经降低到 2.5 微克以
下。此外，70％以上的人口被暴露于空气微粒为
每立方米 35 微克(中国政府规定的标准为:空气
中颗粒含量的最大值为每平方米 35 微克)以上的
环境中。环境污染已经成了当今很难扭转的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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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编号 2014/19335

国际-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历史性访问加拿大
这是 27 年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第一次访问加拿大。
从 11 月 2 日至 4 日, 在这一历史性的访问期间，法
兰西共和国总统总统奥朗德举行一系列会议，以加强
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学术合作。
在访问三天，双方对与环境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需要指明，奥朗德表示出借机解决环境问题的愿望。
法国总统，以其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设法召集加拿大
参与实现其共同的目标。巴黎世界气候大会的将在
2015 年 12 月举办，世界排名的前 10 个污染最严重
的国家将会参加。

天然气市场上的核心公司，世界级能
源巨头——法国 GDF-Suez 苏伊士，
确认该公平竞争委员会决定, 从
2014 年 9 月 9 日开始,要求开放其客
户档案。但是法院审判，重新改变了
这个决定开放的时间。原本设定为
环境污染-储煤车
2014 年 12 月 15 日的开放时间，延
长到 2015 年 1 月 15 日(物质特性),
客户公司档案精神特性设置为 2014 他们是环保主义者的一个噩梦，他们声称污染的权利，这种现象是发生在美国。少数
年 11 月 13 日，而不是 2014 年 11 月 人特别在意自己对气候变化怀疑的权力和反对联邦政府自由定制他们自己的汽车，他
们改装自己的车，使他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最大。在
3 日。
这个以汽车产业为传统经济支柱的国家里，储煤车
的过程标志着对奥巴马和他的环境政策的分歧。
L'EPA 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后者指出，这种做法是
垃圾管理
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清洁空气法案，旨在减少美
国在 1970 年签署的空气污染。这种做法是显著的
欧盟法院，2014 年 11 月 06 号，案 财务成本开销，还可能导致他们要缴纳罚款。一些
这种做法的追随者需要付出 125 美元的整箱油费，
件编号 C-385/13
政府担心其他市民的健康问题，所以立法反对这种行为。
但是储煤车的追随者准备他们强力的反驳，针对于不同车辆的类型，以逃脱法律的制
法院驳回了全意大利的索赔，并确认 裁。
决定，此该委员会拒绝支付其浪费在
坎帕尼亚的垃圾管理和处置的财政支
事件-巴黎事记 10 周年
出。法院认定，与欧盟法院相比，意
大利委员会没有创建适当的网络来正
确的处理影响，缺乏保障，缺乏创造 在著名的《巨人传》的书中，弗朗索瓦•拉伯雷曾说："没有良心的科学只是那灵魂的
的产生对于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资助 废墟。这则杰出的语录完美的体现在本周五 11 月 14 日的会议上，其地点在教科文
的交易产生影响。
组织、 医生、国会议员和律师联合场所。在 2014 年 11 月 14 日，此项会议上，有科
学家指出由证据佐证的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化学污染和其他污染，除此之外，有些政
治家谴责一些不利于环境发展的政治态度及某些否定性的政策，甚至法律专家们建议
利用法律手段以应对 ; 今时代面临的新的灾难： 生态灭绝。在这方面，律师以及
消费者保护
兼任教授洛朗尼黑先生， 其从事专业环境法律兼任
凡尔赛大学的环境法教授，带领的第三次专题研讨
欧盟法院，2014 年 11 月 13 号案件
会，题为"科学服务于司法，刑事司法拯救人类"。
编号 C-443/13
在开幕词中，洛朗尼黑先生首先强调赋予国家责任
的重要性，其次是强调污染肇事人的责任，之后鼓
励全球性的司法正义，以及建议根据侵权严重程度
法院要求所有相关产业链遵守家禽产
和侵权的主观性来划分的不同刑事责任对策。最
品的最新标准，其中包括零售的各个
后，当然仅当前述手段不足以应对污染威胁时，根
阶段连接到沙门氏菌的微生物标准。
据洛朗尼黑先生，应该引入危害人类生存的犯罪的
这项收费是根据法院所需要达到欧洲
重罪概念。知道了对于环境领域，科学家、政治家
食品法，和人类健康的目标。此外，
和法律专家之间的合作的重要性，环境法硕士的学
欧盟法院要求所有相关产业需要保持
对于柑橘相同标号，不区分最终用户
生们兴奋参加这个会议并且能够意识到科学对环境
是否位于内部或外部欧盟。
领域的认知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