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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新的行车污染禁令能推行吗? 

 

为了有效降低城市污染，巴黎市长 Anne Hidalgo 宣布直到 2015 年 7 月 1 日禁止污

染严重的车辆通行，在 2016 年将全面禁止重污染车辆通行，以此加强此项规定的

实施。巴黎市长预计，此条禁令将与其他欧洲城市一样，使用柴油和汽油的重污染

车辆将在这些禁行区域无法通行。禁令反映出政府整治环境和公共卫生的信心，同

时也引发了强烈的持续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大大提高行车成本。因此，巴黎市长提

出几项出行补贴方案，包括提供 Autolib 电动车租赁的新收费套餐、补贴地铁月票

和购买低污染车辆的全部补贴，这些补贴预计将达到五百万欧元。毫无疑问该禁令

与经济目标、生态环境问题互为矛盾，其实施将面临各种压力。因此巴黎政府在 2

月 9日的反污染计划演讲令人期待。 
 

 

            环境—沙丘革命 

 

 

 

1 月 24 日周六 4500 至 7000 人在

Côtes-d'Armor 省 \Lannion 市游

行，抗议海湾贝壳砂开采项目。事

实上，Roullier 集团下属 CAN 公

司申请开采位于玫瑰花岗岩海岸的

八百万立方贝壳砂，该地区风景秀

丽。CAN 公司计划在 20 年间以每

年 40 万立方的速度开采贝壳砂用

于农业土壤改良。这个项目将会危

害到生态系统，也将威胁 160 至

450 名渔民的生计，还会影响当地

的贻贝养殖与旅游业。2010 年就

有监察员文件对此项目评价积极。

至此，人们等待经济和工业部对此

项目的采矿特许权批复结果。

Lannion 环境监察主席 Joël Le 

Jeune 表示，违背民意批准的开采

许可是对民主的不公正对待；他也

建议 CAN 公司可以借鉴布列塔尼地

区的做法，去更广阔的地区寻找这

种含钙的沙子。 
 

 

 动物—SEGOLENE ROYAL 保护象群资源 
 

“2013 年法国给 116 枚非洲象牙发了出口许

可证，这是自 1990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记

录。”鉴于此，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

长 SEGOLENE ROYAL 决定停止颁发原生象牙

向欧盟以外区域的流通证书。1990 年以来，

象牙贸易受到严格监管：仅仅 1947 年之前

的象牙古董和 1990 年之前在欧盟内流通的

原生象牙块能够流通，且需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方可在欧盟区域内出售。目前在法国也存在经西非洲而来的灰色象牙交易。

事实上，证书文件存在诸多疑问：近年来出现了假冒证书和非正式证书冒用于

象牙交易的问题。希望三月议会审核生物多样性法案项目时会考虑这一生态犯

罪问题，提高对象牙等濒危物种商贩的处罚力度。 

 

 沿海地带-黄腿鸥：一个让人烦恼的濒危物种 
 

黄腿鸥是一种迁徙物种，每年一月和二月到达法

国海岸。在 21 世纪初，黄腿鸥繁殖率的大幅飙升

使其突然成为周围动植物种群的威胁因素。 

 

当它们在产卵期入驻海岸地带，它们的粪便影响

到其他物种的生存，特别是对贝壳类造成窒息效

应。此外，当他们孵下的蛋在夏天破壳，成年黄

腿鸥只能袭击其他物种及其蛋卵来给刚出生的小

黄腿鸥提供食物：这一切扰乱了自然的平衡，威

胁到包括黄腿鸥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 

 

但黄腿鸥也会滋扰到人类：事实上，它们所产生的粪便需要有人来清洗，市民

对此多有埋怨。他们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方式（这是他们试图让天敌远离鸟蛋的

本能之举）也成为旅游业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海滩被这些鸟儿大量占据，游

客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尽管是被保护物种，但省政府还是下令允许采取或严或

宽的措施，来减少黄腿鸥的数量，但到目前来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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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雇主蓄意犯错 
 
 

最高法院-刑事上诉法院 2015 

年 1 月 9 日-案例 N ° 13 

85.937 
 

特别提醒，雇主以蓄意杀人罪或意

外伤害的在一定条件下承担刑事责

任，条件分为故意不当行为和过失

不当行为（违反安全或谨慎的特别

条例）。关于故意不当行为对证据

的条件要求较高。案情中，雇员因

摔倒在其工作场所而猝死使得法官

保留对雇主故意不当行为的判决，

其根据劳动法条款 R.4324-14 和 

R.4324-16 劳动法 。这两例法条

分别要求给任何工作设备配有可供

员工安全停止的配置，以及存在的

警告、 信号和报警装置，以确保

工人的安全。 

尽管已经对雇员行使了的避免类似

摔倒的责任，法官仍旧判其故意不

当行为，正是因为预防措施的采取

清晰反映出上述案文的意愿。 
 

 

 

 

丧失工作能力程度的测定 
 

 

最高法院-民事二庭-2015 年 1 

月  18 日 -案例号  N ° 13-

25.714 

 
特别提醒，社会保障法第 R.143-33

条所述的所有文件必须传达到基层

医疗保险基金（CPAM）设置永久性

残疾率。这些意见和结论促使 CPAM 

保留部分永久丧失工作能力率，以

及调查结果和意见所基于的分配元

素。在这种情况下，CPAM 选择所最

后决定的伤残率，及承担相关雇员

的职业病，需要有雇主来证明。尽

管确认这一伤残率需要由国家法院

和工伤事故保险的定价的验证，以

及提交最高上诉法院提醒社保法第 

R.143-33 法律条款中提到的所有文

件。它指出上述提交的医疗文件必

须强制性的给出意见。 
 

 污染-大堡礁—世界之最珊瑚礁群近期将清除污染 
 

 

1 月 24 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即将禁

止向大堡礁海洋公园倾倒废物的禁令。 

 

这些废物是由扩大通行船只的渠道而产生

的。废物垃圾被暴露从而污染和损害了该

区域的珊瑚和藻类。这项禁令被制定的初

衷是希望避免大堡礁登上世界自然遗产 '

危险'名录的列表。 

 

澳大利亚环境部部长格雷格 · 亨特详细表明，已下令大堡礁公园制定规则，

允许"一劳永逸"的规则。这项禁令将受到公众咨询，并最终将批准于 2015 年 

3 月。 
 

 

 

 食品-ECOPHYTO 伊克非多计划失败旨在减少农药的使用 
 

  

法国是世界上消费农药的第三大国，尽管对

卫生、 水质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产生的风

险。 

 

这就是为什么环境的为什么农业部，农业食

品部和林业部门于 2008 年，继格勒纳勒环

境章程，制定 Ecophyto 计划，旨于逐渐减

少农作物保护产品（通常称为农药）的使

用，同时保持经济高效农业。其目标是减少

50%的农药使用从现在到 2018。然而，此举失败，在法国，2012 年至 2013 年

的农药产品在农业领域使用的有 9.2%的升幅。 

 

因此，农业部长 Stéphane LE FOLL 乐佛乐，在 2015 年 1 月 30 日全国会议上

提出了："2015：农业生态年度”，提倡 Ecophyto 计划的新方向，倡导由多米尼

克测试报告衍生的新的农业生态做法。这些做法主要是培训农民更负责任地使

用农药（签发农药产品使用个人证书） 和创建试点农场，创建一个庞大的农场

网络来实践新的方法，如"Dephy"农场。 

 

因此减少农药的使用 50%的目标并推迟到 2025 年。 
  

 

 

 气候-波尔多上诉 
 

应对气候变化作斗争是国际讨论的核心。然而，举措不只于政府，也应当到地

方一级。 

 

上周四波尔多上诉始于法国的城市和地区的人民，想要标记它们愿意参与这场

斗争，一个里程碑在巴黎会议举行成功将至。 

这一呼吁发起人包括几个城市的市长安妮 · 伊达尔戈州，阿兰 • 朱佩和生态

部长，以及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长罗亚尔希望通过它而记住，政治家以及经济

地区为在对抗全球变暖的斗争中是“主力队员”。 

 

观望即将到来的国际事件，波尔多上诉的组织者想要提醒不同的国家有必要给

各级地区一个重要的角色来实现谈判设定的目标。据说，它是通过地方和区域

调动，来保护区域环境，因为靠近公民，城市和地区都能够更好地调动围绕一

个共同的目标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