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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联合国就十月三十一日温室气体排放主题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31 日在日内瓦，作为联合国第八次年度环境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阐述了温室气体减排的需求
情况和情况深层次分析，报告揭示了各个国家减排的任务仅仅是作为第三方起着作用，这将有助于降低并达到 2030
年的气候变化目标。报告论证了 巴黎协定框架内规定的环境目标任务，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 11 到 13.5 兆吨以
内，以便将 2030 年的气候变化限制在 2 摄氏度以内。此外，为了达到巴黎协定规定的 1.5 摄氏度的控制目标，现今
的实际情况与目标之间差距，将需要把温室气体控制在 16 到 19 兆吨。一兆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大约为欧盟交通行
业，包括航空业在内的全年排放的总量。

环境 - 有毒的蓝藻
环境判例
国家标准评估委员会 对
公共可饮用水服务的缺陷困
难做了限定。有两项新要求
的公众服务指标 :须向水务
机构报告水费信息，须向市
政府呈示年度水质和水价报
告。
2017 年 8 月 1 日一项法
律提议已经提交参议院，简
化水务方面的国家公共义务
程序。参议院在 2017 年 10
月 26 日采纳了这项提议。
这项法律旨在于简化行政负
担，以方便公共资源的费用
预算和水资源预先调配。上
述法律将给受益的公众预留
更多时间申报必要的数据，
用来计算费用；申报的数据
将由水务所通过公共指标进
行调查，除此以外，法律更
替期间将延迟水费涨价的推
行时间。
此项决定将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去年夏天，卢瓦河谷 13 条狗游泳后死
亡。地区健康部门对此展开研究，以期找到
原因。
淡水中经常生长有蓝藻。由于含有叶绿
素的成分，蓝藻可以改变水体颜色并不断增
长。当温度升高时，蓝藻不停增长，污染水
质。蓝藻会打破水体生态平衡，导致生物窒息，降低其他生物的存活率。而
且，受污染的水质将会引起人类和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引起瘙痒和刺激。
一项政令立刻执行，政府封闭了属于国有的污染区域，当地沿岸居民的私
人区域也被要求进行安全管控，避免接近污染源。

化妆品–国家经济消费管控司勒令召回 140 多种市场流通的产品
化妆品 国家经济消费管控司鉴于产品成分隐患，勒令召回市场上 140 多种
市场流通的产品。这是由 « UFC 消费选择 »协会提出的一项警告引发的，该协
会警告说违禁成分存在于商业化妆品中。国家经济消费管控司针对含有违禁成
分的 1026 个产品展开调查。为了确认责任人，国家经济消费管控司 在产品分
销渠道中自下而上地进行管理调查（从经销商到制造商）。国家经济消费管控
司发现了多个假冒商品，并由此公示了一项加强产品安全的警告。

环境判例

2001 年 9 月 21 日，图卢兹化
工厂 AZF 发生污染事件，造成 31
人死亡，8000 人受伤，关键物件
损毁。此事件由道达尔的附属公
司 Grande Paroisse 和前场地负责
人 Serge Biechlin 在 AZF 场地的爆
炸操作引起。
法院在 2009 年 11 月 19 日对
AZF 事件作出第一项判决：无罪
释放，法官认为过失机构和事故
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确切的。
2012 年 9 月 24 日图卢兹上诉法院
确认出 公司和 Biechlin 先生对事
故存有过失杀人和过失伤人的责
任，以及由于爆炸造成的过失损
坏。但是 2015 年 1 月 13 日最高
法院取消上诉法院的判决，基于
两点事实：法官曾就职于受害者
所在的国家伤病救助协会，担任
副主席，这对判决有失公正性；
另一点是犯罪描述不充分。案件
发回巴黎上诉法院重审。

巴黎上诉法院 2017 年十
月三十一日作出审判决定，她
认为 公司和 Biechlin 先生存在
疏忽和过错特征，判决向公司
罚款 22.5 万欧元，向前负责人
罚款一万欧元和 15 个月监
禁。 但是，AZF 案件没有终
结，公司和 Biechlin 先生可以
向法庭提起上诉。事实上，他
们的律师认为，案件没有充足
证据，当证据缺失时不可以定
罪。

健康 – 米索前列醇药物退出市场
1987 年 Pfizer 实验室生产了一种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品名 Cytotec。很快人
们将此药物从最开始的治疗用途转为 用于妇科疾病，以此引致分娩。但是药品
实验室没有收到转变药品用途的许可。而且，医院
对于这种廉价的药片进行全额经济补贴，每片仅为
三毛钱，而其他药物（啫喱状，栓剂，等等）花费
可达 90 欧元。历经 30 年市场需求 Cytotec 因此造成
多个家庭的安全隐患丑闻
事实上，阴道给药经常容易导致用药过量，产
生不良的健康副作用，包括强烈的宫缩和胎儿不良氧和。多次监测表明，该药
物从未被禁止使用，但实验室决定将药物于 2018 年 3 月 1 日撤出市场。最
后，2016 年在凡尔赛行政法院一审法庭判定药物造成一户人家的孩子严重残
疾。.

气候 – 12 座城市致力于零排放
2017 年 10 月 23 日，巴黎 C40 城市网络会议上 12 位大都市市长联合签署
声明，致力于 2030 年零排放温室气体。巴黎，伦敦，洛杉矶，巴塞罗那，基
多，温哥华，墨西哥，哥本哈根，奥克兰，西雅图，米兰和好望角都将通过不
同的措施降低减排，从 2025 年起发展可持续能源轨道交通，设置公交车站，
采取鼓舞人心的措施来协调市场循环。根据会谈签字协定，逐渐减少使用化石
能源的车辆。C40 会议主席 Anne Hidalgo 联合 91 座城市改善气候变化。他们组
织了主题口号为 Together4Climate 的二日会晤，包括一个星期日的企业活动，
共同致力于交通、能源和城市化。

聚焦 –Chancia Plaine 出席气候公正性的法律服务研讨会
201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巴黎召开了一场国际研讨会，讨论有关气候公正
性的法律服务，议题包括判例和公民出行。当日活动围绕两块内容展开 : 三场
教义层面的公民出行圆桌会议，出席者有不同领域的律师和法务顾问；另一块
内容是气候和环境角度下的公民出行圆桌会议。
会议的高层出席人员包括 Chancia Plaine，他在去年九月毕业凡尔赛大学
“环境法、企业安全与质量”硕士专业，她以 Huglo Lepage 律所的 Christian
Huglo 律师名义发言，发言主题是气候诉讼中的证据和因果关系。她说，经过
对不同判例的研究，尽管气候科学作为证据有不确定性，也有相关性，对于气
候因果关系的认可在不断发展，尤其在马萨诸塞州、乌干达基金会、荷兰；她
重点指出了对证据文件进行论证的必要性，需要承认政府间气候革新专家组织
对于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