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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活动新闻公报
本期摘要
由学院理事会成员José Juan González领
导组织的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六次年度研讨
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我们正全力筹
备在中国武汉举行第七次年度研讨会，并为
此与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RIEL)展开紧密
合作。该研讨会与相关活动预计在今年11月
的第一星期举行。

秘书处公告
理事会会议
马斯特里赫特专家会议
第七次年度研讨会, 中国武汉
生物燃料讨论会, 武汉

学 院的 官 方 语 言有 四 种 ‐‐‐‐‐‐ 英 语、 法
语、西班牙语和汉语。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我们将尽全力使那些最重要的文件都具备这
四种语言的版本，这些文件包括新闻公报、
年度报告以及我们的一些会员资料。

学院新的出版商
学院的项目
学院的研究调查
学院的学术优异奖

此外，我们还会对学院的网页外观进行
全面的改版‐‐‐‐‐‐使之更加实用，并添加一些
新的资源链接。这些新增内容将包括一个可
搜索的关于学院所有专家学者研究兴趣与专
长的数据库，其中的资讯全部来自我们在今
年较早时候对机构会员所做的问卷调查。再
者，我们将继续组建一个关于气候变迁法律
的资源中心，提供包括教学大纲编写、课堂
演示与互动等相关的教学技术支持。最后，
学院将在这个秋季开始发行一份环境法电子
杂志，我们将使之成为一套涵盖世界范围内
法律与政策发展最新信息的开放性在线资
源，详情请见本公报下文.

新的在线杂志
贵客来访
学院会员获奖情况
学院会员简介
在非洲的出版发行工作
新近出版物及学术会议

秘书处公告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以下
简称“学院”）2008‐09项目年度的工作刚
刚结束。我们很高兴可以向大家报告我们在
过去的六个月当中所组织开展的一系列主要
会议和活动，并将2008‐09年度的工作报告
在学院的网页上进行公布。我们的学院目前
拥有超过110个机构会员，在此基础上我们
不断努力，继续与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一道
合作开展新的项目与活动，以促进在环境法
相关热点议题上的国内和国际对话。

理事会会议
5月22‐23日，学院理事会在荷兰马斯特
里赫特大学举行了今年的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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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理事会成员Marjan Peeters主持，
对学院去年所执行的包括规划性和操作性的
各项计划进行审查， 并肯定了学院及其秘
书处在维持财务状况稳定方面所取得的良好
成绩（这也要部分地归功于一笔$90,000的匿
名捐献）。

现在，这一系列精彩的演讲以及会议录
相都可以通过学院主页www.iucnael.org获取
，为此我们特别感谢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支
持。

第七次年度研讨会
武汉, 2009年11月

此外，理事会就下一年度的工作，包括
武汉研讨会等事宜进行了讨论，为负责教
学、研究及能力建设等各个委员会设定了工
作重点。 再者，理事会还深入讨论了学院工
作成果的宣传手段问题， 包括出版会议记
录、更新学院网页、编写供全体会员机构使
用的高质量的教学研究材料等。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在中国武
汉召开第七次年度研讨会的各项计划均已付
诸实施。 本次研讨会由本学院与中国武汉大
学环境法研究所联合组织，将于2009年11月
1‐5日召开。 研讨会的主题是“环境管理与
可持续发展”。在此，我们非常荣幸地宣
布，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Michael Faure教授
将应邀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主讲人。

马斯特里赫特专家会议

由于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摘
要，我们已将研讨会的投稿截止日期延长至
8月31日。关于会议主题、登记注册以及最
新的活动时间表（包括参观三峡大坝和水电
站的行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学院的网
页。

生物燃料讨论会，武汉
为与2009年的武汉研讨会互相衔接，学
院将在10月31日举办一个为期一天题为“生
物燃料和气候变化法律”的讨论会。会议将
着重讨论对生物燃料产业进行规范的问题，
特别是它跟各种气候变化政策问题的关系。
投稿说明可以从学院的网页上查到。

照片: Javier de Cendra de Larragán, Marjan Peeters (马斯
特里赫特大学)， Rob Fowler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
境法学院主席), Yves Le Bouthilllier (学院主任),
Jan Jans (格罗宁根大学), and David Hodas (威德纳大
学)。

就在理事会会议召开之前，马斯特里赫
特大学组织召开了一个名为“哥本哈根谈判
中的欧盟立场：一个全球性的视角”的专家
会议。超过50位学者、政策专家和学生聚集
一堂，讨论持续了一整天。小组讨论中， 来
自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主讲人就全球气候变化
框架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并特
别强调欧盟在此过程中应该采取的立场。

学院新的出版商
学院最近与Edward Elgar 出版公司签订
了新的出版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了本学院
未来计划出版的一系列书籍刊物，包括年度
研讨会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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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要出版的是学院在渥太华召开
的关于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法的学术研
讨会的会议记录。此前在美国佩斯大学
召开的关于环境法规的执行与强制执行
的 研 讨 会 成 果 ， 则 计 划 在 2010 年 初 出
版，随后则是巴西和墨西哥研讨会的会
议记录。

学院的研究调查
2009年初，学院对其所有会员机构的教
员进行了一项网上调查，重点收集他们目前
以及未来有意向进行的研究活动和学术兴趣
的信息。调查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学院秘书
处将很快把所收集到的信息做成可搜索的数
据库，在网页上公开。

学院的项目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学院将开设一个关
于多边环境公约的履行与强制执行的课程。
课程的教材，包括一本主讲人手册和一套幻
灯片，均由学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编
制。整个编制过程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的指
点，这里要特别感谢 Jamie Benidickson, Ben
Boer, Carl Bruch, Jorge Caillaux, Isabel Calle,
Loretta Feris, Elizabeth Maruma Mrema, 和
Manual Pulgar- Vidal，他们的工作使得这套教
材的编制能够顺利而出色地完成。此外，学
院正在制定详细的计划，预备在未来的一年
里开设一系列的前沿课程。

该数据库将使学者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
寻求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兴趣的合作伙伴，
也将为在校的研究生和刚毕业的学生提供一
个寻求研究指导意见或导师的信息资源平
台。此外，这个数据库也将全面收录各种环
境法热点和问题的信息，因而也会成为媒体
和政策制定者的资讯来源。关于这次网上调
查的简报将于9月初在网上公布，而数据库
本身则会随着会员数目和分享信息的增加而
不断更新。

学院的学术优异奖

去年，由学院和加拿大社会与人文科学
研究理事会（SSHRCC）倡议并支持开展的
自然保护区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
别是2008年6月在渥太华召开的讨论会尤为
成功。2009年7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
法律中心(ELC)在德国波恩召开了一次法律
草案讨论会，重点审议由Barbara Lausche 与
中心高级顾问Françoise Burhenne-Guilmin共
同起草的《自然保护区立法指南》报告第三
稿。该报告最后的定稿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
成，这必将引起在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以及生态社区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从事研
究工作的环境法专家们的极大兴趣。

从今年起，学院研究委员会将开展每年一度
的学术优异奖评选活动，用以奖励会员机构
中发表了优秀的文章专著或取得了其他优异
学术成果的教员。所谓学术优异奖分两种，
一种用以奖励自取得法学学位之后从事教学
研究工作不超过10年的年轻教员；另一种则
是奖励有10年以上经验的资深教员。今年获
奖者的名单将在武汉研讨会上宣布。这次活
动的候选人提名于8月31日截止，相关的表
格和信息均可在学院的网页上获取。

此外，由加拿大（联邦）自然资源部支
持的名为“自然资源法律与管理知识网络”
的项目第二阶段已经启动，并由该部继续给
予资助。该项目第一阶段的参与者包括加拿
大的七所法学院和研究机构，而第二阶段将
扩大纳入本学院的一些海外会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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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新的在线杂志

此外，他在访问期间开设了名为“环境
司法判决的履行与市民社会的参与”的课
程，与法学院的学生一同分享了他在祖国从
事司法实践的经验。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本学院新的在线
杂志已经启动，这将成为报道学院学术活动
的一个国际平台。重要的是，这个杂志会为
本学院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会员提供一个
可以随时就任何环境法和政策发展热点问题
进行公开评论的共享空间。杂志的内容除了
经过专业评审发表的学术文章外，还包括非
正式的国别报告、以及由学院会员对研究领
域的最新发展状况进行介绍和对新出版物进
行评论的观点信息专栏。基于秘书处在今年
年初关于杂志观点多元化的倡议，杂志编辑
委员会的 组 成如下： 主 编由Karen Morrow
（英国）和Alexander Paterson (南非)共同担
任，其他成员包括Paul Martin (澳大利亚)，
Jacqueline McNamara( 美 国 ) ， 秦 天 宝 （ 中
国）和Francesco Sindico (英国/意大利)。

随后，渥太华大学法学院又迎来了
Christopher Weeramantry法官。他曾是国际法
院的一位大法官，具有丰富的国际司法实践
经验。他强调，拥有环境法和国际法知识是
一位法官的重要素质，并分享了他为提高人
们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及长远意义的认知而
做出的努力。

Christopher Weeramantry 法官

该杂志最终的分工、形式等技术细节目
前仍由编委会和秘书处进行商讨，其进展情
况将在11月的武汉研讨会上公布。

5月底，中国兰州大学法学院的刘艺工
教授前来本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访
问。作为（由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资助的）
访加中国学者代表团的15位成员之一，刘教
授在来访期间会见了加拿大联邦环境部的高
级官员和渥太华大学法学院的负责人。并
且，他就中国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中国环境
立法和政策发表了演讲。

贵客来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环境法学院及其所在的渥太华大学法学院迎
来了几位学术界的贵宾。

Imran Akram

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的Imran Akram教
授是今年前来本学院访问的贵客之一，他曾
驻留渥太华两个月。作为本学院研究委员会
的成员之一，他在学院针对会员机构的研究
兴趣调查中承担了分析和撰写报告的工作，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9年5月，兰州大学刘艺工教授在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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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会员获奖情况

两个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的水资
源项目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作为本学院会员
的佩斯大学Richard Ottinger教授日前被美国
环境保护总署（EPA）授予2009年环境质量
奖。该奖是环保总署对在环境和公共卫生领
域做出重大贡献而具有终身成就的个人所颁
发的最高级别奖项。此外，Ottinger教授在
本学院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委员会
的工作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让我
们一起对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从 2009 年初开始，我所与世界基金会在
“WWF-HSBC 中国环境合作计划”的名义下
开展了两个项目的研究工作。第一个项目称
为“黄浦江水资源保护地区居民与环境间和
谐状态的长期管理”。其目的就在于设计出
一套与当前各种环境工程项目相结合的有效
的长期管理机制。这个机制将通过一套完备
的地方法律法规制度，将提高河流沿岸居民
生活水平与改善水质相结合，从而长期有效
地保护河流水资源的质量。这个项目最终将
提出一整套法律规则的建议，以及一系列旨
在改变项目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良性实践方
法。

请注意：我们衷心希望利用这个专栏与各位
一道分享本学院会员在环境法领域所获得的
荣誉和奖励。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或建议，
请发送到iucnael@uottawa.ca。

学院会员简介

第二个项目称为“黄浦江水资源保护地
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它与第一个项目有
着紧密的联系。其目的在于设计一个适用于
水资源保护地区居民的生态补偿政策框架。
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沿岸居民为保护该地区
水质而被迫放弃的各种发展机会将得到相应
的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修
订研究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1989 ） 曾 被 誉 为 中 国 “ 环 境 保 护 的 宪
章”。自1989年该法通过实施以来，中国在
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
化，这也就要求法律必须做出对应的修订以
适应现实的状况。因此，受中国环境保护部
委托，我所承担了这个法律修订的研究项
目。项目的目的在于对《环境保护法》条文
提出主要的修改或增删建议，并阐述理由。
具体的研究工作包括设计一整套正当化的法
律方法用以改进政府决策过程，使之能够把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效地结合起来。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环境资源法研究所 (ERIL)
Wang Xi and Zhanghao, ERLI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
(ERIL)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上
海市政府的委托，目前正在开展下列研究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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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urrey.ac.uk/errg 或联系Rosalind

近年来，我所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与美国（纽约）佩斯大学环境法项目以
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环境法中心联合进行的
比较法研究。
~

Malcolm教授r.malcolm@surrey.ac.uk 或
Francesco Sindico f.sindico@surrey.ac.uk. 。
~

萨里大学法学院
环境规范研究组
Rosalind Malcolm and Francesco Sindico
环境规范研究组（ERRG）最初是由萨
里大学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律师所组建的。本
研究组的总部目前设于大学法学院（萨里
市）内，同城还设有许多从事欧洲或国际法
律研究的机构。我们常年与大学内其他环境
研究机构保持联系，并在去年将其工作关系
拓展至全世界。
佛蒙特法学院简介
Tseming Yang

去年，我组将其工作重心放在气候变
化、纳米技术、饮用水供应、森林开采、食
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光业等领域。其
所从事的研究往往横跨环境科学、社会学和
经济学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多学科综合性特
征，包括以下的项目：
 为个体自来水供应商建立法律机制；
 从法律的角度为加拉尼含水层
(Guarani Aquifer)提供环境保护措施；
 为低碳经济设计规范机制：可持续发

佛蒙特法学院很荣幸地正式成为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的机构会员之一，并
热切期盼未来有更积极的作为。我们的法学
院是一个私立并且独立运营的法学学术机
构，坐落在佛蒙特州中部风景秀美的South
Royalton郊区，现有学生约650人。我们以拯
救地球和人类为己任，并以环境法作为最重
要的教学科目。

展的观光业在乡镇地区发展中的作用

正如大家所了解到的，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佛蒙特法学院在各种环境法项目的评比
中一直位于前两名之内。除了传统的J.D.学
位项目，我们现在也开设了环境法的LL.M.
学位项目，以及环境法律政策硕士(MELP)学
位项目，用以培养环境管理的专业人才。我
院的课程包括了50多门环境法课目，涉及污
染防治、环境正义、土地利用、自然资源
法、海洋与海岸法、国际环境法、替代性争
端解决机制等诸多方面。除了常规的课堂教
学，我们还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机会，
让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尽早学习应对实际的
环境问题。作为我院各种环境法课程项目的
主要活动场地，我院的环境法律中心拥有完
整硬件配备，内设环境法律诊所（接受全美
国范围内的案件诉求）、能源法律研究所、
土地使用研究所、环境税收研究所、替代性

与此同时，萨里大学法学院在本科和研
究生级别的教学中都开设了有关环境法律与
政策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萨里大学开设
了环境卫生法硕士的远程教育项目；我组成
员也在英国和海外的许多项目课程中担任讲
师。
就像英文缩略语”erg”代表能量单位一
样，我组(ERRG)的工作在所有组员及其他
朋友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充满能量，迅速发
展。研究组全体也衷心期待未来与全世界的
同行建立更多的联系，做出更好的工作。关
于我组的项目和活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我
们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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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ermontlaw.edu.

争端解决项目办公室、以及我院与中国环境
法合作项目的办公室。

~

与中国方面的合作是我院在环境法方面
最新也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活动。为此，
从2006年开始，我院一直与广州的中山大学
法学院、以及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
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进行紧密的合作。这个
项目获得了美国国际发展署超过二百万美元
的资助，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增强中国的个
人、机构及社区在解决能源与环境法律问题
方面的能力。此外，我们还致力于提高中国
能源与环境规范制度的有效性，并改进该制
度的法治水准。为此，我们的项目在过去的
两年里在中国和美国举办了许多学术研讨会
和训练课程，主要邀请学者、法官、政府官
员参加，这一切都得到了许多国际知名环境
法专家的协助。譬如，2008年6月，我们在
广州举办的环境法教学研究讨论会，就请到
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的多位专家
担任讲者，其中包括Robert Percival教授、
Ben Boer教授和王曦教授。

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
澳大利亚农业与法律中心
Paul Martin
新英格兰大学农业与法律中心是一个横
跨特定学科的研究组。我们的研究队伍由少
数的全职职员、博士研究生以及为参加特定
项目而来自法律、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专业
的合作人员组成。在环境法研究方面，我们
的工作重心在于为可持续自然资源利用事业
设计出新一代的法律与制度体系，因为目前
来看，这些方面都亟待改进，而包括气候变
化在内的各种新问题的出现更使之刻不容
缓。我们的工作比较具有特色的一点是，我
们主要关注环境问题在非城镇区所造成的效
应。

2009年5月间，我们举办了最新的一系
列以环境法院与司法为主题的讨论会。在北
京，我们与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以
及中国国家法官学院合作；在广州，我们的
合作伙伴则是中山大学以及广东省法官协
会。讨论会的主讲人均为环境法院法官，包
括澳大利亚的Brian Preston, 美国佛蒙特州的
Merideth Wright以及菲律宾的Maria Austria。
他们分别和与会者分享各自的司法实践经
验，并共同探讨如何使最近在中国个别省份
新设立的环境法院发挥更大的实际功用。

在这项工作的最初四年，我们重点为这
个宏大的目标设计一套概念框架。我们相当
一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可以通过网上查到，或
者一些由出版商提供的网上资源。相信大家
会对此颇感兴趣。其实，所有的这些研究工
作都试图从跨学科的、制度本位的角度去解
决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问题。

我们衷心希望，我们在中国所做的这一
切，不仅能改善中国民众的环境和公共卫生
状况，而且最终能够改善全人类所共有的地
球生态环境。关于佛蒙特法学院以及我们的
环境法项目的信息，包括我们与中国的合作
项目，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

Developing a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mpacting on Farmers
Australian Farm Institute and Land and
Water Australia 2007
(www.farminstitute.org.au/researchprogram/research-report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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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for private sector funded conservation using
tax-effective instruments Land & Water
Australia,
November
2007.
(www.lwa.gov.au/products/PR071389 )
• Transaction costs and water reform: the devils hiding
in the details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Irrigation Futures Technical Report 2009
(www.irrigationfutures.org.au/newsDownlo
ad.asp?ID=768&doc=CRCIF-TR0808web.pdf )

为此，我们欢迎全世界的合作伙伴与我
们联系。我的电子邮件是
paul.martin@une.edu.au。

•

~

为实现设计新一代资源管理法律体系的
目标，我们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进行下列各
项研究工作：
 受维多利亚州政府委托，我们预备
提交一份报告，阐述在气候变迁的
大环境下为刺激对生态保护和复原
的投资而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的问
题；
 受联邦政府可持续灌溉合作研究中心
委托，我们正在对公共牌照、政策风
险以及城镇周边地区水资源市场机制
进行研究；
 受昆士兰州政府委托，我们对
未来主要基础建设的社会影响
评估过程采用公有制计量单位
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我们与其他机构共同合作，对自然
资源有效管理的法律与制度的行为
基础进行研究；
 受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GEF）委托，
我们正在对跨国自然资源有效管理的法
律制度进行研究设计；
 此外，我们的博士研究生们正在进行下
列课题的研究：
o 注意义务与农场的公共牌照；
o 根据环保要求对风险设施进行
更新；
o 跨国环境法律原则；
o 新一代环境法律条例原
则。
下一步，我们将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
综合整理，提出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和制度
建议，为未来的自然资源管理奠定坚实的基
础。

荷兰蒂尔堡大学新环境法综合计划
Kees Bastmeijer
坐落在荷兰国境之南的蒂尔堡大学建于
1927年，现已成为以社会和人文科学为主的
综合性大学。根据建校宗旨，蒂尔堡大学致
力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对社会
（包括国内和国际层级）所关注的各种问题
进行分析，并落实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
对于我们的法学院而言，环境法是教学科研
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法学院长期开设环境
法硕士学位项目，而教职员们也投入大量的
时间从事各种高质量研究项目的工作。这些
研究涵盖了相当多的环境法问题；但是，主
要的研究力量却放在自然保护法，包括其与
气候法、水法等部门法的关系的内容上。
今年夏天，法学院进行了两次新教员任
命：首先是Kees Bastmeijer大法官（在2009年
6月1日）被任命为自然保护与水资源法（全
职 ） 正 教 授 ； 再 者 是 Arie Trouwborst （ 在
2009年8月1日）被任命为环境法（全职）助
理教授。他们二位将与主管研究事务的副院
长 、 国 际 法 与 欧 盟 法 教 授 Jonathan
Verschuuren通力合作，带领一批勤奋实干的
博士研究生，努力创设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并
实现其最终目标。该项目的具体内容很丰
富，主要地可以归结为两个主旨：1）研究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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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作的完成得到了佩斯大学法学院
院长Alexandra Dunn，本学院秘书处协调官
Carolyn Farquhar，以及渥太华大学两位法学
学生Robert Kibugi和Julian Dallar (见照片)的大
力支持。本学院衷心希望在将来继续开展这
样的工作。

制的效用问题；2）研究与保护野生区域相
关的法律机制的效用问题。这两项主旨之下
的研究工作均涉及国际、欧盟以及国内法律
的层级。因此，我们蒂尔堡“团队”将全力
确保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呈现。我们坚信，与
全球的专家学者们通力合作将对我们项目目
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也衷心
希望，通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的
网络，这种合作可以成为现实。

新近出版物及学术会议
新近出版物 (由研究委员会提供信息)

Prof. Jonathan Verschuuren, email
j.m.verschuuren@uvt.nl;
URL:www.tilburguniversity.nl/webwijs/show/?
uid=j.m.verschuuren
• Prof.
Kees
Bastmeijer,
email
c.j.bastmeijer@uvt.nl;
URL:www.tilburguniversity.nl/webwijs/show/?
uid=c.j.bastmeijer
• Dr.
Arie
Trouwborst,
email:
a.trouwborst@uvt.nl; URL: available
soon.
General information on Tilburg University:
http://www.tilburguniversity.nl/.
•

Abbot, Carolyn, Enforcing Pollution Control
Regulation: Strengthening Sanctions and Improving
Deterrence (Hart Publishing, 2009).
Barnes, Richard, 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al
Resources (Hart Publishing, 2009).
Baur, Donald C., Ocean and Coastal Law and Policy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9).
Benidickson, Jamie, Environmental Law, 3rd Ed.
(Irwin Law, 2009).
Brooks, Karl Boyd, Before Earth Da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aw, 1945-1970 (UP of
Kansas, 2009).

在非洲的出版发行工作

Burnett-Hall,
Richard,
Burnett-Hall
on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 (Sweet & Maxwell,
2009).
Cottrell, Jacqueline, et al., Critical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Taxation: Volume VI: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ellapenna, Joseph W. and Joyeeta Gupta, The
Evolution of the Law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Springer, 2009)
Ebbesson, Jonas and Phoebe Okowa,
Environmental Law and Justice in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今年6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
院与美国律师协会(ABA)环境与能源研究部
合作，向本学院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
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的会员寄发了一批由该律
协编辑出版的关于一系列环境法问题的书
刊。

Gerrard, Michael B. and Sheila R. Foster (eds),
The Law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cond Edition:
Theories and Procedures to Address Disproportionate
Risk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9).
Gowlland-Gualtieri Alix,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 of the World Bank to Third Party NonState Actors (Hart Publishin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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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nerie, Roger and Henry Tulkens (eds), The
Design of Climate Policy (MIT Press, 2009).
Jordan, Andrewand
Andrea Lenschow,
Innov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for Sustainabilit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9).
Koetze, Louis and Alexander Paterson, The Role
of Judiciar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Koh, Kheng Lian, ASEAN Environmental Law,
Policy and Governance: Selected Documents - 2
volume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9).
Koivurova, Timo, Carina Keskitalo and Nigel
Bankes (eds), Climate Governance in the Arctic
(Springer, 2009).
Langlet, David, Prior Informed Consent and
Hazardous Trade: Regulating Trade, 2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MacLeod, Michael, et al (eds), Understanding The
Cos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Europe
(Edward Elgar, 2009).
McEldowney, Joh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Edward Elgar,
2009).
Morgera, Elisa,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U.P.,
2009).

Vranes, Eric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Fundament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nd WTO Law
(Oxford U.P., 2009).
Warner, Robin, Protecting the Ocean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
Brill Academic, 2009).

即将召开的学术会议和讨论会
生物燃料与气候变化法律讨论会，2009年
10月31日，中国武汉大学
http://www.iucnael.org/
碳捕获与封存高峰会，2009年9月14-15日，
美国华盛顿
http://www.americanconference.com/CCS.htm
环境 2009, 2009年9月30日-10月2日, 智利
圣地亚哥
http://www.enviromine2009.com/evento_
2009
约塞米蒂环境法大会，2009年10月15-18日，
加利福尼亚约塞米蒂鱼类营特纳瓦渡假村
http://www.calbar.ca.gov/state/calbar/calbar_g
eneric.jsp?cid=12461
生态系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9 月 23-25 日 ，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
http://www.waset.org/wcset09/amsterdam/ees
d/

Plater, Zygmunt J.B. et 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Nature, Law, and Society (Aspen Publishers,
2004 [3rd ed.]; 4th edition forthcoming).

环境污染、复原与管理国际研讨会，2010年
3月1-5日，越南胡志明市
http://vniceporm.com/

Scott, Joan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uropean
Law and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phens, Tim,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ompson, Mark P., Modern Land Law (Oxford
U.P., 2009).
Trevees, Tullio, et al. (eds), Non-Compliance
Procedur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sser Press,
2009).

规范全球性议题：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与知
识产权，2010年5月10-12日，丹麦南堡
http://www.neln.life.ku.dk/Calendar/20100510
_Regulating_Global_Concerns.aspx
资源管理法协会年会，2009年10月1-3日，新
西兰惠灵顿
http://www.rmla.org.nz/event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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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第七次年度研
讨会，2009年11月1-5日，中国武汉
http://www.iucnael.org/

联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
IUC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Law
Secretariat
University of Ottawa
Faculty of Law, 57 Louis Pasteur
Ottawa, ON K1N 6N5
电话: +1 613 562 5800 ext. 3245
传真: +1 613 562 5184

第十次全球环境税收年会，2009年9月23-25
日，葡萄牙里斯本
http://www.gcet2009.com/alternativa/index.ph
p/X/gcet
第三次能源与环境国际研讨会，2009年12月
7-8日，马来西亚马六甲
http://icee2009.uniten.edu.my/conference/inde
x.php/ICEE/ICEE2009

主页: www.iucnael.org
Rob Fowler, 学院主席
e-mail: rob.fowler@unisa.edu.au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delaide)
电话: 61 8 8172 0558
Skype : robfowler48

非洲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10年5月
24-26日，加蓬利伯维尔
http://www.eauafrique.org/libreville2010/en/index.html

Yves Le Bouthillier, 主任
e-mail : ylebouth@uottawa.ca
电 话 : 1 613 562 5800 ext.
3355
Carolyn Farquhar, 总协调官
e-Mail : Carolyn.Farquhar@uottawa.ca
电话： 1 613 562 5900 ext. 3245
Winnie
Carruth,
行政与会员协调官
e-Mail: Winnie.Carruth@uottawa.ca
Tel: 1 613 562 5800 ext. 3260
秘书处综合性事务电子邮件:
iucnael@uottawa.ca
本 公 报 由 Carolyn Farquhar 编 辑 ， 内 含
Benjamin Richardson, Julian Daller 以及“学院
会员简介”一目中的每位作者所撰写的内
容。 特此感谢。
任何意见、建议或投稿请发送给总协调官
Carolyn, Carolyn.Farquhar@uottaw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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