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期中法法律与司法交流周

（2018 年 10 月 3 日至 18 日，巴黎、北京、武汉、图卢兹）

中法论坛：

“饮、食、呼吸：健康环境的法律保障”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科研楼 2 层
2018 年 10 月 11、12 日

会议议程草案
最新修改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10 月 11 日（周四）
08h15

接待与登记

09h00

开幕式致辞

-

09h30

时建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安娜• 戈若斯（Anne-Charlotte GROS），大陆法基金会秘书长
尹宝虎，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主任
满安（Anthony MANRARING），法国驻华大使馆联络司法官

主题发言（一）：重要嘉宾发言
主持人 : 王灿发教授，联合国环境署-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基地主任
发言人：
1. 科琳·勒帕吉（Corinne LEPAGE）律师，前法国环境部部长
2. 孙佑海教授，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待定）

10h30

茶歇

11h00

主题发言（二）：主要参与人与公共政策
主持人：法方发言人（待定）
发言人：
1. 法国国家健康与环境计划（2015 年-2019 年）
贝特丽丝•帕任斯（Béatrice PARANCE）教授，法国国家公共健康与环境领域职业道
德与预警委员会委员
2. 法国国家健康与环境领域监管机构
本杰明•皮邱（Benjamin PITCHO）律师，巴黎律师公会委员会委员
3. 中国生态环境部科技规划司环境健康处代表（待定）

1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代表（待定）

12h00 提问环节
12h30

午餐

14h00

专题发言（一）：食品与水安全的法律保障
主 持 人 ： 亚 历 山 大 • 穆 斯 塔 吉 埃 （ Alexandre MOUSTARDIER ） 律 师 , 巴 黎 律 师 公 会 、 HUGLO
LEPAGE & Associés 事务所主管合伙人
发言人：
1.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法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权
曼纽尔•贝纳福特（Manuel PENNAFORTE）律师，法中环境协会(EFC)创始人兼法国会长
2.

中国食品安全法治的新发展
胡锦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主任

3.

法国饮用水安全问题
贝蕾蒂特•贝博（Bénédicte BEVIERE-BOYER），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卫生法和私法研
究中心主任

4.

中国饮用水质量的法律保障
张波司长， 中国生态环境部水污染防治司司长（待定）

5.

中国水污染防治法关于饮用水保护的制度和措施
王海燕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6.

欧洲关于有机食品的规定
诺安娜•佩勒兹曼（Joanna PELTZMAN）律师，法国德尚律师事务所

15h30

提问环节

15h45

茶歇

16h15

专题发言（二）：健康清洁空气权的法律保障与大气污染诉讼
主持人：韩德强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环境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宪法行政法室负
责人
发言人：
1. 空气污染与诉讼：法国现状与经验总结
科琳·勒帕吉（Corinne LEPAGE）律师，前法国环境部部长
2. 中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 年-2020 年）：法律方面问题
中国生态环境部大气污染防治司代表（待定）
3. 中国大气污染诉讼
刘湘教授，河北环境工程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业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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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XXX
龙迪（Dimitri DE BOER），欧洲环保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17h20

问答环节

17h30

会议结束

10 月 12 日（周五）
08h30 三场分论题研讨组（三场同时进行，参会者选择参加其中一场）
分论题研讨组（一）：企业环境和食品守法与企业社会责任
主持人：李华律师
发言人：
1. 工业用地的转让：对环境与健康的考虑
- 亚历山大•穆斯塔吉埃（Alexandre MOUSTARDIER）律师, 巴黎律师公会、HUGLO
LEPAGE & Associés 事务所主管合伙人
- 克里斯多夫•奥什（Christophe HOCHE）公证员，法国乡村与环境公证事务研究院院长
2. 企业环境和食品守法：河南猪饲养案例分享
Benoît DE VULPILLIERES，科普利信中国（COOPERL CHINA）环境总监
3. Alexis CALVET（待定）
4. 对企业环境守法的监管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代表（待定）
5. 企业社会责任
吕梦醒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教师
6. 中国企业如何环境守法
骆建华秘书长，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

分论题研讨组（二）：污染与健康安全
主持人：曼纽尔•贝纳福特（Manuel PENNAFORTE）律师，法中环境协会(EFC)创始人兼法国会
长
发言人：
1． 土地污染
安德赫亚•贺嘉（Andréa RIGAL-CASTA）律师，法中环境协会
2． 欧洲及法国在因食品而引起内分泌混乱方面的相关法规
诺安娜•佩勒兹曼（Joanna PELTZMAN）律师，法国德尚律师事务所
3． 健康视角下的食品安全定义
孙娟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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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代表（待定）
5． 食品安全：最大供应商的关注
艾维•马汀（Hervé MARTIN），家乐福（中国）质量与健康安全负责人

分论题研讨组（三）：环境司法专业化与环境司法人员能力建设
主持人：李艳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发言人：
1. 法官与检察官培训
艾利•赫纳（Elie RENARD）司法官，法国国家司法官学院副院长
2. 律师培训
杰明•皮邱（Benjamin PITCHO）律师，巴黎律师公会委员会委员
3. 法官培训
国家法官学院代表（待定）
4. 检察官培训
迟晓燕，国家检察官学院行政检察教研部讲师、第四期“中法百名司法官培训项目”
学员
5. 王灿发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10h15

茶歇

10h45

三场分论题研讨组（三场同时进行，参会者选择参加其中一场）

分论题研讨组（四）：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赔偿
主持人：竺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人：
1.

科学鉴定中利益冲突的公开与管理：对欧洲现状的思考
贝特丽丝•帕任斯（Béatrice PARANCE）教授，法国国家公共健康与环境领域职业道
德与预警委员会委员

2.

环境损害的赔偿
亚 历 山 大 • 穆 斯 塔 吉 埃 （ Alexandre MOUSTARDIER ） 律 师 , 巴 黎 律 师 公 会 、 HUGLO
LEPAGE & Associés 事务所主管合伙人

3.

环境损害的鉴定
赵丹，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

4.

环境损害的赔偿
最高法院环资庭法官（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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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题研讨组（五）：环境刑事责任
主持人：玛丽•孔贝尔（Marie COMPERE）司法官，法国国家司法官学院
发言人：
1． 关于人身伤害主要适用的刑罚
欧德•勒基谢尔（Aude LE GUILCHER）检察官，法国巴黎检察院公共健康处主任
2． 刑事侦查：实际案件分析
克里斯多夫•乐卡罗（Lieutenant-Colonel Christophe LE GALLO）警官， 法国内政
部打击对环境与公共健康损害中央办公室（OCLAESP）副主任
3． 环境损害调查：中国经验总结
中国公安部相关部门代表（待定）
4． 韩德强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环境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宪法行政法室负责
人
5． 李欣宇主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副主任
6． 中法法人在环境领域的刑事责任比较
郑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博士

分论题研讨组（六）：健康环境与世界环境公约草案
主持人：龙迪（Dimitri DE BOER），欧洲环保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发言人：
1. 杨•阿吉拉（Yann AGUILA）,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法学家俱乐部环境委员会主席
2. 顾孜华处长或者周倩主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待定）
3. 王灿发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4. 中国民间组织积极推动全球环境治理
王华，中国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发展基金会

12h30

午餐

13h30

为了健康环境：环境法实施的有效性
主持人：艾利•赫纳（Elie RENARD）司法官，法国国家司法官学院副院长
发言人：
1． 法国环境法紧急处理程序（环境法典第 L216-13 条）
曼纽尔•贝纳福特（Manuel PENNAFORTE）律师，法中环境协会(EFC)创始人兼法国会长
2． 法国巴黎检察院公共健康处：一支综合、特殊的团队
欧德•勒基谢尔（Aude LE GUILCHER）检察官，法国巴黎检察院公共健康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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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环境法的实施
别涛司长，生态环境部政法司（待定）
4．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
王天颖副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厅
5． 芦建茹处长，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督察处
6． 曹晓凡教授：河北省环境工程学院

14h45

茶歇

15h15

健康环境未来国际形势：走向未来的国际环境法
主持人：曹明德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
发言人：
1． 供应链企业的环境损害预防责任
贝特丽丝•帕任斯（Béatrice PARANCE）教授，法国国家公共健康与环境领域职业道
德与预警委员会委员
2． 气候变暖与司法
克里斯蒂昂•雨洛（Christian HUGLO）律师
3． 环境权：即将得到联合国的承认
杨•阿吉拉（Yann AGUILA）,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法学家俱乐部环境委员会主席
4．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环境治理
王明远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
5．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司司长

16h3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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