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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活动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会前文件不妨碍文件印发后执行委员会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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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所作决定
1.
载有执行委员会各项决定的第六十二次会议的报告（UNEP/OzL.Pro/ExCom/62/62），
业已提交给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第六十一次会议其他与会者，并已张贴在多边基金的网
站和内联网上。此外，还向 58 个第 5 条国家以及有关双边和执行机构送交了与项目核准、
执行拖延和年度付款申请提交拖延有关的决定。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形式向会议的所有与会
者和经由环境规划署臭氧行动转各区域网络发送了概述第六十二次会议所作决定的会后文
件，并已公布于多边基金的内联网和网站上。
请执行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会成员、秘书处和/或执行机构采取某些行动的决定
2.
秘书处向财务主任发出指示，请其向四个执行机构转移第六十二次会议核准的拨款
净额的资金和在有关国家的捐款中抵消核准的双边项目。

氟氯烃共同惠益资源动员（第 62/20、第 62/22 和第 62/23 号决定）
3.
根据第 62/20、第 62/22 和第 62/23 号决定，在第六十二次会议举行前，由瑞士代表
团牵头，就促进氟氯烃共同惠益的资源动员的提案举行了闭会期间协商。秘书处开设了内
联网站点，提供讨论论坛和背景文件，借以推动这一进程。

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闭会期间协商（第 62/60(c)号决定）
4.
第 62/60(c)号决定请中国和执行委员会有关成员就中国的氟氯烃淘汰问题举行闭会
期间协商，以便利第六十三次会议的讨论。 根据上述决定，秘书处向 2011 年执行委员会
成员发函，向其通知闭会期间协商一事，并请其提供有意出席的成员的姓名。根据收到的
答复，中国政府安排协商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并向打算出席的执行委
员会的代表发出了邀请函。此外，还向各执行机构发出了邀请，请每一机构派一名代表与
会。副主任和高级项目管理干事作为顾问出席了会议（见第 23 段）。为便利协商进程，秘
书处建立了载有项目文件的内联网站点，这些文件是双边和执行机构代表中国政府提交执
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同时还合编版本的 UNEP/OzL.Pro/ExCom/62/26 和 Add.1
号文件。协商会议期间提交的文件也张贴在内联网站点。

中国的技术审计（第 62/63 号决定）
5.
继中国政府错题对中国化工生产行业进行一次技术审计的请求获准之后，基金秘书
处开始了合同程序。2011 年 1 月 31 日，向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采购办公室提交了一份
整套招标文件。在访问内罗毕期间，高级行政和基金管理干事继续跟进了这一事项（见第
24 段），以便加快采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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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关于减少加工剂用途受控物质排放所取得进展的报
告
6.
根据第 62/68 号决定，秘书处在其内联网站点上建立了对所有执行委员会成员开放
的讨论论坛，以便让各成员能够就执行委员会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的
“关于减少加工剂用途受控物质排放所取得进展的报告”
（UNEP/OzL.Pro/ExCom/62/Inf.2）
提出第一轮的反馈意见。秘书处校对了截至 2010 年 12 月 19 日所提交的反馈意见，并在内
联网上张贴了文件的修订本，供执行委员会成员于 2011 年 1 月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完成这
一程序后，报告的修订本提交给臭氧秘书处，以便由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收录进缔约方第
二十一次会议第 XXI/3 号决定所要求的联合报告。
审查第六十三次会议的筹备任务
7.

秘书处为筹备第六十三次会议执行了各项任务。

资源和规划情况

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
8.
为编制 UNEP/OzL.Pro/ExCom/63/4 号文件，秘书处审查了各机构持有的已完成项目
的已承付的余额，以及与这些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有关的机构支助费用。文件包括了对可
供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核准的资源总额的计算（截至 2011 年 3 月 11 日为 139,253,870
美元）。

拖延项目的执行情况和第 5 条国家实现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今后管制措施的前景
9.
所提交的 UNEP/OzL.Pro/ExCom/63/6 号文件共分 9 个部分。秘书处根据第 32/76(b)
和第 46/4 号决定的要求编制的最新情况涉及：第 5 条国家的履约情况、须执行缔约方的决
定及履约委员会关于履约问题的建议的第 5 条国家的履约情况、关于国家方案执行情况的
数据以及关于执行有拖延的项目的资料。文件所含其他章节涉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
编制、执行 2007 年商定的氟氯烃管制措施的情况、共同筹资、国家方案格式和网络报告，
以及关于 2009 年业绩指标的对话。
2011－2014 年业务计划
10.
基金秘书处与双边和执行机构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蒙特利尔举行了协调会
议（见第 27 段），审议了各机构的业务计划（包括为氟氯烃淘汰的供资）、多年期协定和
标准费用，以及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处置问题。根据第 60/5(o)(ii)号决定，各机构的计划不仅
述及 2011 年至 2014 年，而且包括了 2014 年之后的规划活动。秘书处编制了各双边和执行
机构 2011-2014 年业务计划的合订本（UNEP/OzL.Pro/ExCom/63/7 号文件），参照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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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决定，特别是同 2010-2014 年业务计划和氟氯烃准则有关的决定，对业务计划进行了
分析。
方案执行情况

监测与评价
11.
根据第五十八次会议期间就中短期需要问题（第 58/5 号决定）进行的讨论，以及高
级监测与评价干事同各利益攸关方所作的进一步讨论，编制了 2011 和 2012 年监测与评价
工作方案草案，即 UNEP/OzL.Pro/ExCom/63/13 号文件。

年度付款申请提交的拖延
12.
秘书处编制了根据第 61/5(f)号决定应提交第六十三次会议的关于年度付款申请的信
息，即 UNEP/OzL.Pro/ExCom/63/14 号文件，并注意到，应该提交的 5 项年度付款申请中
有 4 项已经提交。

审查附有具体报告要求的核准项目
13.
UNEP/OzL.Pro/ExCom/63/15 号文件载有秘书处对关于相应多年期协定所列具体报
告要求的项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所作审查和评论。8 个项目（消费行业的 4 个国家淘汰
计划/最终淘汰管理/行业计划，一个哈龙淘汰方案，2 个将继续淘汰计划以及一个氟氯烃示
范项目）已由双边和执行机构提交。秘书处参照原项目提案、各国政府根据《蒙特利尔议
定书》第 7 条报告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数据以及执行委员会和缔约方会议所作相关决定，对
进度报告进行了审查。
项目审查
14.
秘书处编制了 UNEP/OzL.Pro/ExCom/63/16 号文件，文件概要说明了自执行和双边
机构收到的 111 项关于新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已核准多年期协定的付款和项目及活动
的供资申请，金额为 688,157,691 美元，并适当包括机构支助费用。提交的资料包括 22 项
低消费量国家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涉及 12 个第 5 条国家的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氟氯烃淘
汰管理计划；7 项非低消费量国家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行业氟氯烃淘汰计划（在完全
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之外），其中包括中国的泡沫塑料、溶剂和制冷维修行业的示范项
目；墨西哥气雾剂行业一项单独的投资项目；两个国家的销毁消耗臭氧层物质项目；两个
国家的氟氯化碳淘汰活动；10 项目体制建设项目的延长申请；以及，有关双边和执行机构
的 14 项非投资项目。
15.
经项目审查程序后，总额 1,290,147 美元（包括支助费用）的 17 个项目和活动被建
议一揽子核准，总额 644,154,233 美元（包括支助费用）的 90 个项目和活动被提交执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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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单独审议。截至 2011 年 3 月 9 日，可供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用作核准之用的资
金总额为 139,253,870 美元（UNEP/OzL.Pro/ExCom/63/4），低于在同一次会议上所申请的
167,035,210 美元。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多年期协定表格数据库（第 59/7 号决定）
16.
根据第 59/7 号决定，编制了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多年期协定表格数据库的报
告，即 UNEP/OzL.Pro/ExCom/63/57 号文件。
多边基金气候影响指标（第 59/45 和第 62/62 号决定）
17.
在第六十二次会议上，在内联网站点上转贴了试印版多边基金气候影响指标，供执
行委员会成员研读。继“关于实施多边基金气候影响指标所取得经验的报告”推迟到第六
十三次会议审议后，秘书处向内联网站点补充了背景文件，并开设了讨论论坛，供执行委
员会成员就模式提出评论和交流信息。这些评论已附于提交第六十三次会议的
UNEP/OzL.Pro/ExCom/63/58 号文件之后。
化工生产行业
18.
秘书处就氟氯烃生产淘汰问题为化工生产行业分组的会议编制了若干文件，该会议
将在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的空隙期间举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可通过多边基金内联网
查阅关于化工生产行业的文件。
基金秘书处编制的文件和政策文件
19.

在提交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文件中，以下文件由基金秘书处编制：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的议程；



秘书处的活动；



收支情况（同财务主任共同编制）；



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



2011 年现金流动供应情况；



拖延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第 5 条国家实现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今后管制措
施的前景；



2011－2014 年多边基金综合业务计划；



对各机构 2011－2014 年业务计划的评论；



2011 和 2102 年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提交年度付款申请出现的拖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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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有具体报告要求的核准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



项目审查期间发现问题的概览；



双边合作；



关于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1 年工作方案的评论
和建议（4 份文件）；



提交第六十三次会议的项目和活动的项目评价表、评论和建议（34 份文件）；



关于东帝汶国家方案的评论和建议；



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多年期协定表格数据库的报告（第 59/7 号决定）



关于多边基金气候影响指标的报告（第 59/45 和第 62/62 号决定）。

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20.
主基金秘书处收到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要求，请其对 UNEP/GC.26/INF/21 号文件
发表评论意见，该文件的标题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环境规划署所管理的多边环境协
定之间关系的演变情况：执行主任的说明”。根据这一要求，基金秘书处就上述文件第 9
页的脚注 10 提出了关切，该脚注提及，审计委员会要求将多边基金信托基金列入环境规划
署的财务报表，并建议该信托基金应“从法律上被归类为环境规划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否
则应予以单列”，但却没有澄清说 UNEP/GC.26/INF/21 号文件其他地方暗示了该信托基金
1
在环境规划署内有着特殊地位这一情况。根据审计员的要求， 环境规划署指出，多边基
金账户与环境规划署账户合并的问题将由《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决定，并自实施该准
则时开始。基金秘书处提醒环境规划署注意多边基金的特殊地位。嗣后，印发了更正
（UNEP/GC.26/INF/21/Corr.1 号文件），该文件指出，由于多边基金其同环境规划署的明
显不同的关系，其未被列入多边环境协定的名单。
出席的会议和进行的出访
主任的出访

肯尼亚内罗毕（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25 日）
21.
主任和高级行政和基金管理干事出席了 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24 日举行的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第二十六届理事会/部长级环境论坛。除了能够同跟踪上文第 20 段
所述 UNEP/GC.26/INF/21 号文件有关的问题的发展情况外，主任还有机会同环境规划署高
层工作人员讨论了诸如待任命的工作人员等同基金秘书处相关的事项。

1

A/65/5/Add.6：200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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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加德满都（2011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
22.
主任将出席前往尼泊尔参与履约问题访问团，以讨论同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尼泊
尔政府批准《哥本哈根修正案》相关的问题。除了主任外，访问团成员将包括臭氧秘书处
的执行秘书以及来自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的代表。将与参与批准工作的政府高级官员
举行会晤，包括环境部长和臭氧机构秘书（工业部），以期鼓励尼泊尔批准《蒙特利尔议
定书》其余各项修正案，并确保对履约和氟氯烃的淘汰的坚定政治承诺。
其他工作人员的出访

中国北京（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
23.
副主任和一名高级行政和基金管理干事作为顾问出席了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问
题的闭会期间协商（见第 4 段）。

肯尼亚内罗毕（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26 日）
24.
在访问内罗毕期间，高级行政和基金管理干事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的官员，
讨论同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有关的问题，包括东道国政府协定和基金和臭氧秘书处
对巴厘的联合真相调查团。对内罗毕的访问还为加快同对与化工生产行业的技术审计相关
的采购工作以及跟踪若干行政问题（包括完成高级方案干事的招聘程序）提供了机会。

印度尼西亚巴厘（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
25.
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高级行政和基金管理干事以及信息技术协理干事以及臭
氧秘书处一名代表前往巴厘评估 11 月蒙特利尔议定书会议的会议设施和举行无纸张会议
的可行性。
对区域网络和其他相关会议的贡献
26.
在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4 日在安提瓜和巴布达举行的讲英语加勒比国家网络臭氧干事
的会议上，秘书处向履约协助方案小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办公室）全面介绍了执行
委员会最近所作的决定。
机构间协调会议
27.
为便于筹备第六十三次会议，各执行机构和基金秘书处 2011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举
行了机构间协调会议。与会者包括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所有 4 个执行机构和两个双边机构
（德国和日本）。会议让与会者能够讨论广泛的问题，包括资源分配和财务规划、业务计
划的数据要求、计算业务计划的气候惠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第二阶段、根据现有执
行委员会决定调整业务计划、国家方案数据格式及国家方案网络门户用法、早于缔约方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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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次会议商定时间表加快淘汰氟氯烃、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和多年期协定的项目完成报
告的格式。会议还讨论了已核准气候影响项目清单中的一项指标、资源动员、低消费量国
家制造商的成本效益值以及关于中国氟氯烃提案的闭会期间协商。
招聘和甄选进度报告
28.
基金秘书处完成了高级方案和管理干事员额的甄选工作，并已选出候选人。关于遴
选的候选人的建议现已提交内罗毕的环境规划署，等候中央审查机构的反馈和中心主任的
核准。
工作人员的培训
29.
所有工作人员均参加了 2010 年 12 月 14 日在基金秘书处举行的“共同努力：我们每
日工作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的培训课程。2010 年 12 月，一些工作人员还参加了同联合国
驻蒙特利尔主要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一道举行的急救和去纤颤器使用方法的培训课程。
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
30.
为定于 2011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举行的执行委员
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做了后勤安排。向执行委员会成员、缔约方第二十二次会议主席团主席、
履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臭氧秘书处执行秘书、各执行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发出了邀请函，并通报了查阅内联网上会议文件的密码。
信息活动
31.
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的阿拉伯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报告以及一份会
后摘要已张贴在多边基金的公共网站上（www.multilateralfund.org）。已在内联网上开设了
载有文件和后勤信息的第六十三次会议的站点。基金秘书处审查并更新了第六十三次会议
的以下数据库、文件和业务准则：


截至 2010 年 12 月的核准项目清单；



截至 2010 年 12 月的国家方案一览表；



截至 2010 年 12 月的政策、程序、准则和标准；



截至 2010 年 12 月的淘汰计划和项目；



截至 2010 年 12 月的氟氯烃淘汰计划和项目；



执行委员会入门读本（2011 年）。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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