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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 
  

L’ONG 1% pour la planète et le club de rugby le Stade rochelais, ont conclu un partenariat. 法国环境部部长是非政府组织 1%协会
的会长，该协会创立于 2016年 
 

Charles Kloboukoff先生代表 Rochelais运动场橄榄球俱乐部主席发言，表示俱乐部将把 2016-2017赛季最好的 14场球赛和欧
洲杯比赛的 1%门票收入捐献给 1%协会，支持环境公益活动。这是非政府组织 1%协会的一项创新环境行动，第一次将环境公益
活动结合体育职业赛事。Rochelais 体育场经理 Pierre Venayre 先生说，这项活动完美诠释了体育俱乐部的三大精神——进步、责
任、团结。我们期待双方长期的战略合作结出硕果。 
 
  
                        城市化 ——代表和协会
呼吁加强巴黎地区航空噪音污
染管理	  
	  

	  
	  

大巴黎包括城市与机场协会成员
在内的 20多名代表联合 10多名防卫
协会向国务委员会提交了上诉请求，
敦促法国执行欧盟 2002年 6月 25日
法令，内容包括管理和审议环境噪音
污染。 

事实上 这条欧盟指令在欧盟成员
国中施行，统一测绘机场、每年有五
万次勘测更新以便改善和预防环境噪
声污染问题 PPBE。距离 2007年的环
境指令和 2008年噪音测绘的已经有五
年之久。 

首先，上诉请求指出 PPBE中没
有对 Bourget机场进行过测绘，2015
年 4月的公众质询中未能对此进行研
究。其次，请愿者希望修改 Orly机场
和 Roissy的噪音污染问题。请愿者的
律师在 2016年 12月 26日递交给总理
未获得回复，考虑向欧盟委员会提起
上诉。 

  
 气候	  ——气温升高 2摄氏度的大浮冰危机	  

	  

	  
	  

根据 2015 年 COP21 巴黎气候大会。与会国家致力于改善气温升高 2 摄氏度的问题
，努力将气温增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一份气候变化研究报告，控制气温增幅将拯救
夏季北冰洋的大浮冰。但是如果气温增长超过 2 摄氏度，夏季过后大浮冰将有 60%可能
性会融化。气温升高 1.5 摄氏度，会有大浮冰 290 万平方公里.如果气温升高 2 摄氏度，
大浮冰将会是 120 万平方公里. 在 2012 年大浮冰的登记面积是 341 万平方公里。如果我
们不采取行动阻止气温升高，北冰洋上的大浮冰在本世纪中期消失。环境措施刻不容缓
。大浮冰也有助于降低气候变暖，反射阳光，阻止海洋气温升高。 
 
 核能——拆除 CADARACHE的钚料工作间	  

 
法国核能集团 AREVA 宣称结束了一项棘手的工程：完全拆除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CEA 下的 CADARACHE 钚料技术工作间 ARPU.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 CEA 与核能安全中
心的分歧危机发生在 2009 年。当时发现工程场所有多于计划的钚。钚料技术工作间
ARPU 获准许可生产 350 吨混合有钚和铀的燃料，并获准在 1989 年至 2003 年间使用
EDF电力公司的核能园。钚料技术工作间 ARPU最后一次运行是在 2004年，当时为改一
批用于俄罗斯民用核能反应堆的钚弹头，以便在 2008年拆除废弃的场地设施。每次的微
尘飘逸造成了隐患，因为数量微小，无法测算。尘埃颗粒尽管微小，但因为数量众多，
会有几十公斤的重量。 
  
 
 
 
 
 
 

	  



 
 

判例 

 
判决  1503615 号 MX，Mandres-en-
Barrois市，2017年 2月 28日 
 
在 2 月 28 日的一项判决中，南希

NANCY 法院否决了国家放射性废弃物
研究所 ANDRA的森林买卖行为。法院
认为：2015年 7月 2日清晨 6点的无记
名投票是非法的。事实上，如果无记
名投票根据通用法典公共土地 2121-21
条款受批准，那么城镇需要证明无记
名投票经过三分之一议员同意，或者
市长根据判例接受申请，但事实并非
如此。然而，法院认为，受质疑的不
当行为本应可以改正，法院命令
Mandres-en-Barrois 市在四个月内重新
审议森林置换条款。 
. 
 
C巴黎上诉法院，1- 2 号庭，2017年 2
月 23日，编号 15/22928 
 

2017年 2月 23日，巴黎上诉法院
确认一项 2015 年 11 月 10 日由巴黎
TGI 法官递交的命令，驳回国家黑苹果
协会的请求，该请求希望取消法国绿
色和平协会发布的报告中的“腐化”一词
。在协会的报告里，贬损了腐化的概
念。最高法官认为，表达自由是民法
典 1382 条所赋予的不可质疑权利，除
非产品或服务贬损造成民事责任，这
是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不可推卸的责
任。 

因此，法官需要辨认是否作者考
虑到公共整体利益，这决定了是否超
越了言论自由的限制。 

绿色和平组织旨在于保护环境，
最高法官认为协会考虑到了公关整体
的利益和健康，对于 “腐化 的”这一个
形容词的使用表达确切，谨作为研究
目的使用。 
 
 
 
 
 
 
 
 
 
 
 
 
 
 
 
 
 
 
 
 

 科技——美国科学院：在公众冲突和转基因技术之间	  
 

2016 年 5 月，美国科学院退回了一份世界性的转基因胚胎研究报告。这本科学期刊
总结 认为(技术）在医疗安全、商业性植物嫁接方面缺乏安全性 ，评价其缺乏生产效率
优势。  

关键的一个问题主要在于，专家组在认知上存在冲突，使得执笔人不能独立发表观
点，（一所尊贵的高等学术机构由于文章的公证性评判而退稿，实属罕见）。 

私人企业向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会使研究结论带有企业倾向性. 在此案中，研究院组
织了 20名科学家中的 6位开会，他们在近三年的研究工作中受到过生物技术农作物企业
资助，五家企业持有转基因作物的专利。研究所同时面临了资金问题。2014 年三个主要
企业（孟山都，陶氏，杜邦）都给研究所赞助了 5百万美金。 
 
 

 动物——福岛核辐射环境下的野猪问题	  
	  

	  
	  

 
尽管政府提高了福岛周边 4 个城市疏散命令等级，受辐射的野猪成为执行这项任务

的困难点。他们的出现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无法控制他们繁殖，野猪的数量增长客
观，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野猪从 3000 只增长到了 13000 只。另外，这些野猪受核辐
射，放射性铯含量指标达到 137，超出正常安全值的 300 倍。为了阻止野猪增长，一份
指导方案出版了，为当地政府和市场提供跟踪依据。指导方案推荐当地建造野猪陷进，
用无人直升机驱赶野猪。在二本松市有三个尸体堆被填埋在 1800 只野猪附近。另一方
面，SOMA政府安装了焚烧炉处理尸体，同时过滤放射性铯 137含量. 

采取这些行动后，要恢复往日的人口依然是遥遥无期，愿意回到福岛的旧民不到原
先的一半。 
 

 绿色经济——ORPI住房网和法国政府达成合作协议	  
 

法国包括住房部在内的国家政府和 ORPI 住房网于 2 月 28 日签署了绿色经济协议。
此协议未受法律强制，她将引导 ORPI 住房网与私人住宅房主共同行动，改善住房的能源
耗费。这样，房屋中介公司将对客户、卖家、买家、公共物业主、租客都有了详细规定
，房屋中介将举办客户培训，助其了解各项帮助、各个机构、乃至各种改善房屋能耗的
装修形式。通过这份协议，总理将能更好地有效理解并回复各种问题，包括节能技术，
经济和社会困境，发展翻新节能技术。此项目在广泛推广于 ORPI 住房网之前，会在 Val 
de Marne和 Toulouse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的市场进行 4到 6个月测试，最终确认一切能耗改
造工程的手续顺利不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