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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头条 – CETA 综合性经贸协议的签定 – 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 
 
为了欧盟与加拿大的国际自由贸易，综合经济贸易协议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正式签订。此次协议的签订引发关于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 COP21 既定的门槛的问题的思考，此门槛已被认定为有一定的不足。自由贸易协定本质上是为了简化与鼓励国际交易，这
也必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根据研究表明，全球贸易负担了此类气体排放量的 15%。按照巴黎协议所定的目标是抑制升温于 2°C 
以内，所以这多少引起了对 CETA 的质疑。在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欧盟委员会试图安稳道： “所有加拿大的进口产品必须统一符合欧
盟标准。” 如果通过修法来支持激素、瘦肉精或者转基因有必要的话，那么修正案就必须通过欧洲当局来批准。当局并不倾向于深度修
法。然而 Interbev 协会坚持认为进口食品终不能保证在动物食粮使用抗生素和转基因，这也是北美常见的操作手法。从今往后，由加拿
大、欧洲以及各参与国议会来掌舵，如果他们达成一致就会先临时生效然后再确定。 

 
 环境 — 摩洛哥禁止使用塑料

口袋 
 
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东道国做
出了一个好的典范，于去年 7 月 1 日生
效了一条禁止生产销售出口塑料袋的法
律。那些违规者将承担沉重的罚金。 
 
尽管该措施只涉及到收银台的塑料袋，
但此措施却很有可能打击到该国的环境
灾难。事实上，每年消耗 250 亿个不可
回收的塑料袋，大部分废弃的口袋在最
终都寿终与地中海。政府以及完成了大
规模在自然环境中收集袋子的行动措施  
。 
 
然而此项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同样有人
谴责到塑料也是该行业的一部分。为了
保证国民经济与就业，政府实施了 200 
万迪拉姆的重组计划。 
 
有了这样坚定的承诺，摩洛哥在可持续
发展领域领先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
同样领先于了某些发达国家。 

 
工作安全 —工作条件指导理事会反对 ISO 45001 计划 

 
虽然国际标准化组织为希望改善工人安全，减少工作场所风险和创造条件在全球建
立更好更安全的工作条件而建立一个参考框架的意图虽值得赞赏，但工作条件指导
理事会（COCT）却持完全不同的立场。由劳动部长担任主席，工会与雇员组成的 
COCT 在法国直接反对此计划。实际上根据 2016 年 11 月 3 日周四的意见反馈，议
会反对关于在工作中的健康与安全管理标准化项目 ISO 45001。根据 COCT 常设指
导小组人员表示：“虽然技术标准化可以利于职业健康，但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
符合这样的程序定义，同样也不存在一个牢固统一的管理机制。“COCT 秘书长补
充道职业健康不能像技术标准那样被量化。欧洲职业健康与安全咨询委员会也持保
留意见。目前，最初预计在 2017 年年底出版的标准化出版物仍然不能确定。 
 

生物多样性 — 消灭亚洲大黄蜂的法律框架 
 
自 2004 年在法国出现以来，亚洲大黄蜂没有停止繁衍的
脚步，对蜜蜂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尽管在去年 7 月它已经
被列入了入侵物种，但没有任何法律来管理它带来的破坏
，这使受扰业主别无选择只能诉诸于私人公司，有时甚至
要求作废买卖。因此，环境部部长在全法养蜂联盟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了热烈欢迎。实际上，一项将颁布的法令其文案已经转交
给了国务委员会。根据罗亚尔女生声称：“应当赋予州长权力去剿灭黄蜂巢穴，无
论它们在哪里属于谁，包括那些私人领域。” 
 
这是在 LE FOLL 先生在 5 月 28 日宣布即将通过法律规定以消灭黄蜂巢穴为目的行
使公共权利。 
 
该措施得到了自 2013 以来希望养蜂的人们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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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最高行政法院	  2016	  年	  10	  月	  12  

日,	  案号	  387308 
 
通过这项判决，最高行政法院明确了在行
政区总法典中第 L2131-11 条中“利害关系”
的概念。案件中，参与地方城市规划纲领
（PLU）的顾问由于个人与当地超市经理
有家族利害关系，该议员提出尽可能迁移
和扩大超市规模。最高行政法院慎重考虑
后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定义整个城镇的规划
预测和规定，不能触及到违法层面除非有
文件证明他能从中取得个人利益。否则，
该市镇顾问对城市规划感兴趣，并先后参
加了筹备工作，通过先前的讨论辩论甚至
投票不被认定为违法。 

 
环境 – 苹果宣布淘汰 Iphone 4 ：  

对环境有影响 
 
电子产品跨境公司苹果决定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起苹果手机 iphone4 报废。从这个
日期起，苹果将不再对 2010 年推出的手机
进行更新和修复。这个决定更令人惊讶的
是苹果公司对环境保护表现出了决心。这
种 “ 淘 汰 战 略 ” 于  RMC.fr 上 被  Laeticia 
Vasseur 所揭露：  “ 不再提供售后服务， 
phone4 将不在被修理……这的确是一个有
计划的淘汰战略，这样的对消费者的蔑视
却是以保护环境为名。“之后，苹果公司的
淘汰计划被搁浅。美国公司推动消费者购
买最新产品，但却不考虑生产过程和由此
产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为了制造手机，
必须从南部国家开采运输稀有矿产。此外
，这些矿产所换来的钱却用于了支持非洲
的武装冲突。 

 健康 — 农药喷洒 
 

波尔多两个酒庄陷入诉讼中。企业研究与西南
自然保护与规划机构（SEPANSO）历时 2 年
半的时间终于得出结论。2014 年 5 月，来  
自 Villeneuve-de-Blaye 的约 20 名小学生和
他们的老师在这两个酒庄喷撒农药后感到身
体严重不适。葡萄园农药的用量与儿童老师
的身体不适之间的联系已被证实。起初诉讼
被  
驳回，理由是农药产品已得到了批准授权。新的司法调查被启动，它将得出这使用
产品不得当这一新结论吗？事实上，在喷洒农药时风向向着老师学生。 

 
协会律师看来这并不是反对葡萄的种植，而是对植物的农药产品不合适的使用。这
一起诉应当提醒大家提高农业与葡萄种植的意识。今年 7 月，波尔多葡萄酒部门和
区域当局签署了减少农药使用量的新计划。自 2012 年以来，有机葡萄酒的产量在
法国增长了 3 倍。 

 
空气 — 呼吁英国政府 

 
”伦敦空气质量的历史性决定。”正是因为这句话地球
客户协会欢迎高等法院在伦敦向英国政府提出重审其
反污染计划。法院裁定目前这一计划不合法。事实上
，伦敦政府并不尊重自 1999 年以来生效的欧洲标准
，并且现目前的条件下也没有机会实现 2020 年的空
气质量目标。因此，法国断言：“空气质量计划必须被
取消且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也是对政府的打击，政府
也力求履行去年在巴黎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上许下的承诺。在议会前，特里萨总理为摆脱伦敦
的空气污染做过很多承诺，尤其是在二氧化碳方面。
二氧化碳是由柴油汽车运行  
、城市供暖、位于城市以西（顺风）的工业所产生的。伦敦现在是欧洲二氧化碳污
染最严重的首都。在英国，每年有四万名因空气污染受害的早产儿。 

 
能源 — ENGIE 宣布关闭位于澳大利亚 Hazelwood 的工厂 

 
2016 年 11 月 3 日，能源公司 ENGIE 宣布关闭位于澳大利亚的燃煤发电厂。
这家装机容量为 1600 兆瓦的老发电厂位于 Morwell, 自 1960 年以来一直以煤
炭为发电能源。在 2014 年的 9 月，一场为期 45 天的火灾降临在了这片巨型
的露天矿上，这导致了周围 12 万居民遭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该工厂所
拥有的煤炭造成了全世界最严重的污染，基于影响气候的原因在许多非政府
组织的要求下工厂初步决定于 2017 年关闭该厂。因此 ENGIE 在去煤化的进
程上迈了一大步。事实上，这次公告是该集团实施的能源转型政策中的一部
分。这项关闭工厂的决定是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马拉喀什（摩洛哥）第二十
二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前夕做出的。ENGIE 表示在工厂关闭后将多达 
250 人（470 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工厂工作，负责拆除和修复矿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