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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 – 2015 年 7 月 22 日:法国国会正式通过能源交易提倡书 
 

2012 年 9 月， 正是里约峰会后的几个月， 法国政府计划设计了一套能源交易的计划书，并于 2013 年 6 月向公

众宣布了此项计划。最终，该项目于今年 7 月 22 日通过了国会的审议，该国会审议周期持续较长，起始于 2014 年

10月。该项目核心内容如下： 

- 关于煤炭价格, 该法律规定煤炭价格将逐步升高： 目前价格为 14.5 欧元每吨, 在 2016 年每吨的价格降上升

至 26 欧元，100欧元每吨于 2030年。该项法令旨在促进各大企业减少自己的二氧化碳排量。 

- 关于核能源开采， 该法律规定至 2025 年时法国境内核能发电需减少至介于现阶段的 75% 至 50%之间.与此同

时， 该法律还规定至 2030 年，需要将使用可再生能源提升至所有能源总量的 32%. 

- 关于交通，该法率规定将在法国各城市内减少有污染气体排放的汽车总量，若市民购买一台电子驱动的汽车

将获得政府 10000 欧元的奖励，并且该法律还将鼓励上班族在相同城市之间拼车这一行动，以至于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  

- 关于建筑内可再生能源使用，该法律预期自从 2016 年，每年将对外建造 500000 户的环保型住宅。该环保型

住宅将获得政府经济上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环境能源支票，环境能源资金项目等以确保该将项目能够顺

利实施。 
 

              生物多样性–可传播花

粉昆虫不可缺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健康科

学院于7月15日«The Lancet»的

发文中表示，东欧可帮助花草

授粉的昆虫量急剧下降， 这将

是对人类一个非常危险的信

号。他们是体面植物生态系统

的保护者以及传播者，可授粉

昆虫对自然生态极其重要，他

们参与了地面70%至80% 植物的

生长于繁衍。若缺少了他们的

帮助，世界上的水果将减少

22,9%，蔬菜将减少16,3%，果

仁类植物将减少22,9%，这将引

起每年全球 1.4 亿人口的死

亡。    

因此，保护可传播花粉类

昆虫对人类非常重要，保护他

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农业–在法国城市 CAEN, 农民大型示威 AGRICULTURE – A CAEN, ELEVAGE DE BARRAGES PAR LES 
AGRICULTEURS 

在法国城市CAEN，农业经济发展受到了

很大的打击。起因是法国政府的一项新的需

要猪肉降价的政策，很多的农户因此受到了

严重的影响。农业部的数据显示，至少有

20000户农户收到了损失。在等待法国政府经

济援助的同时，法国的农民们于2015年6月22

日开始进行大范围内的示威。在这项农民示威中，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然而

农业部部长Stéphane Le Foll的答复并没有使群众满意。实际上, 诺曼底的农

民不接受法国政府所提出的降低猪肉价格这一政策，而且很大的销售商在猪

肉这一日常必需品的利益链上有着很大的利润。降低价格的原因有很多，法

国零售商 "最低价" 以及其余不愿意接受政府这一决定的其余零售商于决定

保持原价甚至抬高猪肉价格，在法国产量过剩的猪肉以及消费能力市场的下

降都是这一决策的原因 。法国国家决策委员会将于7月29日重新将这一议题

于政府内部讨论以寻求一个可以满足民众的答案。  

 

 气候变暖–图卢兹寻求解决方案？ 
 

相比于2003年以及2006年, 2015年法国

的夏天似乎非常热。正是在这种大前提下，第

九届国际城市气候大会 (ICUC9) 于 7月20 日

至 24 日于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举行。 

该会议聚集了600位科学家以便于大家讨

论一个共同的话题： 在温室效应的当今，如

何避免城市成为火炉？根据法国气象台，该大会聚集了60多个不同国籍在该

领域的专家，以至于大家可以再这个国际平台上交换意见，找到解决方案。  

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室效应下城市会比农村地区热很多？因为城市中建筑

密集，没有足够的通风条件以至于温度无法下降。根据图卢兹气象台总负责

人 Valéry Masson先生的观察，所有的与会参与者都希望在今年末巴黎举行的

COP21 巴黎国际气象大会上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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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商业经营许可 

 

最高行政法院 - 第 10 分庭 – 

2015 年 7 月 10 日 - 案件编号

356173  
 

根据商法典第 L752-6 款之规定，省

级商业规划委员会必须将项目对区域

规划、可持续发展以及消费者保护等

方面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估。该法典第

R752-51 款规定政府专员要收集有关

部长的意见以递交给委员会。为了揭

露 X 公司获得的准许经营证是非法

的，Y 公司援引该授权的不规范性，

理由是授权申请不完整：事实上，政

府专员只是简单地咨询了生态部的意

见而忘记咨询商务部的意见。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申请撤销授权成

立，决定取消商业规划委员会在没有

咨询商务部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授权

许可。 
 

 

 

缺陷产品   

 
最高民事法院 - 民事 1 庭  – 

2015 年 7 月 1 日 - 案件编号 1-

18.391 
 

本案中，一家生产玻璃瓶的企业为一

名客户生产的玻璃瓶存在缺陷，该客

户销售瓶装酒并因此无法出售该批次

产品，因此客户将该生产商告到法院

要求赔偿。负责审理案件性质的法官

驳回了客户公司的要求，他们认为因

缺陷产品产生的损失属于经济损失，

针对民法典第 1386-1 及其后的法条

规定，该损失不在其要求的赔偿范围

内。 

 

根据民法典第 1386-1 和第 1386-2 条

款之规定，最高法院撤销了里昂上诉

法院的判决：酒瓶的缺陷不仅存在还

影响了储存其中的酒的质量，因此而

产生的滞销是有根据的，为了保障客

户公司本应享有的产品质量保证，民

法典第 1386-1 和第 1386-2 条款是可

以引用的。  

 
 
 
 
 

 企业环保污染分级–加强 SEVESO 欧盟指令界定的工地安全 
 

由于一名员工于6月26日周五威胁攻击

Isèred 一处Seveso级别的工厂和于7月13日到

14日夜间发生的Berre-l’Etang 化工厂的两

次刑事爆炸事件，能源与生态部部长Ségolène 

Royal 女士于7月17日周五宣布对法国所有

Seveso级别的环保污染机构展开检查一直到今

年底。 

这些建筑储存着大量的危险物质，在法国总共有1171座，其中656座被列

为高危险级别。这些建筑的经营者必须自此至9月末回答一个详细的必须建立

的关于安全和防护措施的调查问卷。 

一个操作指南会分发给涉及到的工业建筑，其中列出了因不安全防护和恐

怖袭击所引发的各种危险情况。这些安全检测结果可以加强规范管理层的监管

以防护这些建筑受到外来入侵，司法层面的保护也在时刻准备着。 

 
 

 

 中国–中国土壤污染: 政府要行动了 
 

据统计，在中国有20%的土壤受到污

染。土壤污染对农业尤其是河流的开发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素有中国“粮仓”之称的

湖南省每年的水稻产量在三千万顿，占到全

国大米产量的15%。随着附近采矿业的发展

并由此产生的土壤镉污染，根据去年4月中

国环境部颁布的一项2005年到2013年的调查

显示，该地区水稻的镉含量超标。污染影响了水稻的质量，并最终影响着农民

的收入。 

截至目前，中国制止土壤污染的政策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农民的困境也

使政府认识到工业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今年7月初，该政策得到了新的诠

释。政府提供了旨在修复污染土壤的财政拨款，并建立了“10项土壤规定”的

新程序，其被列入特别措施中以保护环境，例如10项大气治理规定和10项水治

理规定。  
 

 

 

 气候–碳价格的调整及法规的强化  
 

今年是欧洲配额制度交换的第十个年

头。根据该制度，成员国针对一些企业限

定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该排放量的企

业可以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给污染最少

的公司。但是，该制度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市场过剩的排放配额， 用于支付污染

权的价格对于鼓励企业向其他能源转型的

价格实在过低，而能源转型远比这个昂贵。由于经济衰退，欧洲经济的碳排放

密度仍然在1995年至2010年下降了28％。 

刚过去的7月1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新的法律草案旨在到2030年前减少

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3%。欧盟正在为配额制度的改革努力工作着，以使碳

价格重新回到2007年的水平。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规范全世界范围内的碳价

格有助于为应对气候变暖提供资金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