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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防止气候变暖协议在利马达成 	  

 
201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作为 195 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主席的秘鲁环境部

长 Manuel Pulgar-Vidal 宣布了大会的 后决议，该决议关系到未来减少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所应实现的目标。 
此次大会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持续两个星期。由于南北方国家难以就目标实现的形

式达成一致，会议 终比预期延长了三十六小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实

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此原则，各国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气体的过程

中应该充分考虑其国家财政等经济因素。 
为了在本世纪末达到将气温提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的这一重要目标，2015 年 12 月

的巴黎气候峰会必须要在世界各国间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共识协议。这次利马峰会在通

过各国协商后达成的一份 37 页的协议文件无疑将为明年的巴黎协议提供重要的讨论基础。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项协议与其未来的目标相比还相差甚远。另外，此次会议期间召开的绿色气候基金认捐会议实现并超

过了初始资本 100 亿美元的目标。从 2015 年 1 月开始法国将主持联合国气候大会，而各项谈判将持续至 2015 年 12 月。 
 
 
           研究-有机农业：不仅是 

简单替代品也是必需品  

 
有机农业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成

效，英国皇家学会会刊（相当于英

国的科学院）在本年12月9日发布的

美国“元研究“ 中印证了这一点。事

实上，有机农业经常被边缘化和被

诽谤，就像其被认为是一种表现疲

软的农业生产，不足以满足七十亿

人每天的食物需求。但现在看来，

根据这项研究，有机农业生产率赤

字较其他农业生产相比，差距变得

小了，而且该差距可以进一步减

少。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的生物

学家和教授克莱尔 · 克雷曼的研究

告诉我们有机的和传统的农业生产

率的差距是 19.2%。另一个并非不

重要的启示是： 当有机农场进行混

作 （在一个单一的农场上种植不同

的几个植物物种) 或轮作 （在同一

块田地上，有顺序地在季节间或年

间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或复种组合

的一种种植方式 ），其差距会分别

下降到 9 和 8%。 
有机农业仍不足以克服全球的饥饿

问题，但是克雷曼认为考量到保护

水资源，土壤和生物多样性方面，

有机农业是必须的。当前问题问题

是并不是农业生产和食物供应的关

系。减少集约农业并不会绝对地导

致饥饿的增加，但是能够更好地保

护我们的环境。推广有机农业，为

保护环境做斗争。 

 
     农产品–鹅肝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已近年底，关于在节日中食用鹅肝这

一法国古老的传统是否应得到支持又

成为了大家的争议焦点。鹅肝其实是

通过对鹅或鸭的强行灌食而得到的一

种脂肪肝，一般要对鹅或鸭在 12 天的

时间里每日灌食多次。 
由于制作工艺的手段残忍，这种技术

已经在多个国家被禁止使用。1998 年

7 月 20 日关于保护饲养动物的欧盟指

令（编号：n°98-58）命令禁止这项技术，但是因为法国在 2006 年将鹅肝成功

注册为世界遗产，法国成为了这项指令的例外。法国的鹅肝产量因此达到了全

球产量的 72%。 
近日，饲养动物在恶劣的饲养环境下生长以及食用抗生素等各种丑闻层出不

穷。英国的“每日镜报”曝光了一家法国在维也纳的生产商并强烈谴责其“对

待动物的残忍行为”“。同时，使用此生产商产品的一家英国米其林餐厅厨师

Heston Blumenthal 也被相应曝光。2013 年该报纸曾基于相同原因的报道导致另

外一位大厨 Gordon Ramsay 停止了其相应供应商的供货。 
 
 
 
     能源–2016 欧洲杯 

	  
“在能够容纳至少 30 000 人的体育场地中，广告设备，无论其发光与否，可以

在符合 高行政法院指令的范围内成为环境法典第 L. 581-9 条所规定的关于位置

和高度等设置条件之例外”，Macron 法草案第 62 条如是规定。   环境法典第 L. 
581-9 条规定了广告设备的设置必须符合节能和对光污染的预防原则。Macron 法
草案对这一条规定提出了例外情形，这无疑将为将近的 2016 欧洲杯的组织提供

了便利条件。 
 
 
 

	  



 
 
 

判例 

个人数据保护  
 
欧盟法院 — 2014 年 12 月 11 
日 — — 案例编号 C-212/136 
 
此案中，法院提醒，一旦由照相机拍

摄存储的图像可以被用于识别相关

人，此图像构成了个人数据的含义，

且由相关欧盟法规保护个人数据，禁

止未经相关人的同意而使用和处理此

类数据。其次，法院规定了个人数据

使用上的豁免，该豁免由欧盟法令严

格规定，是指由私人（自然人）对个

人数据的处理严格控制在个人和家庭

使用范围内。在本案件中，Rynes 先
生，不明多次袭击的受害者，在其房

门前安装了视频监控摄像头，用于监

控他的公寓，以及监控了公共马路口

和他的邻居的公寓的入口处，因而监

控所得的图像识别了两名犯罪嫌疑

人，基于前述个人数据保护，法院不

予与采用此图像。 
 
 
污染：欧盟成员国应承担的义

务  
 
欧洲法院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 案例编号 C-404/13 
 
欧盟法令编号 2008/50/CE，第 13§1
条第二款关于欧洲环境空气质量和更

清洁的空气仅牵扯到二氧化氮和苯，

其言’‘10 号附件所指的有限值不可超

出其规定的时限’‘， 从而言之，原则

上 即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法院认定，如果一个欧盟成员国未能

遵守上述的法令规定，则不能要求延

期执行根据该欧盟法令第  22 条规

定，然而此项司法权归属于相关国

家， 终由其权利部门进行审理或者

扣押，或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例如强

制令， 终保证此欧盟法规在成员国

由约束力而贯彻执行其内容。 
 
 
 
 
 
 
 
 
 
  

 生物多样性-	  魁北克对抗石油工业而保护大白鲸的胜利 

	  
 

这是一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胜仗 ！于 12 月 1 日，在加

拿大魁北克的圣罗兰河域，大白鲸被加拿大当局宣布列

为濒危的物种。此项措举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中止了某石

油公司（TransCanada 碳氢化合物提取公司）的一个项

目，该项目旨在从西部到东部国家靠河流分布水路来运

输石油。此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在 Cacouna 建设一个石

油运输终端，而众所周知，该地区是小型北部白鲸栖息地。石油巨头已决定停止该项

目的建设工作，而该项目之前面临保护物种生态环境举措，保护该区域至今存在超过

一千多个物种。 
 
根据加拿大濒危野生动物现状委员会向加拿大环境部提出的一份报告，该地区此类白

鲸的生活依然受到环境污染和工业发展的强烈威胁。然而，这场胜利见证了该地区保

护鲸类物种生存重要的一步，其中，很可能，会为保护其他地区物种带来积极的影

响，包括 Gaspésie （魁北克东部地区），正在经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严重威胁。 
 
 
 

 社会-大象杀手案件之后民事追诉案 

 
一场悲剧酝酿于利兹-叙尔-乌尔村庄的，此地区迎来了大马戏

团的墓碑。2013 年 9 月 8 日，大象坦尼娅在地掷球的比赛中被

一个八十多岁高龄老人击中。大象立即摔倒在地上，因为伤口

猝死。在 2014 年 7 月，大象坦尼娅业主监护人被免除其刑事

责任，但无法免除其民事责因"缺乏不断监视动物‘’ 的责

任。 
12 月 2 日在莫城 Meaux 民事庭已开始审理此案件，来确定赔

偿金额给受害人的家属。 
尽管即使按照不同的动物保护协会，极为罕见的事故原因，动

物虐待被认为是事故原点，但是法院即将作出判决，依照的是

"非自愿杀人"的原则。 
受害人要求赔偿 185 000 欧元的精神损害作为被害人亲属，65000 欧元给受害人。但

问题是保险公司只提供 41000 欧元赔偿。案件待续..... 
 
 
 
 

 经济-德国的移民和吸引力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字可追溯到 2012 年，但结果是真实的：  
400,000 移民 (259,000 移民进入法国) 德国成为经合组织迎

接移民第二大国。 
 
这一发展的原因有三种： 良好的国家经济能力需要投入的

劳动力。这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但是伴随德国立法机关愿

意协助方便移民。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德国的发展了

‘’欢迎好客文化‘’，并通过采取措施，例如放宽雇用

外国工人，以及德国带国外的发展。 
 

德国必须重视的的移民问题是随着移民人口增加的而带来的歧视问题，更为重要的

是，避免贫民区移民和其融入问题。德国在此要点上继续努力，由私企伴随增加自由

化政策由，此政策 初见于 2006 年签署的"多样性宪章"，目的是，悉心培育企业文

化，提升个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