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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本文件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a) 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向第六十六次会议提交的项目和活动数目分析； 

(b) 项目审查期间确定的问题； 

(c) 提交供一揽子核准的项目和活动；以及 

(d) 供单独审议的投资项目。 

各双边和执行机构提交的项目和活动 

2. 各双边和执行机构提交了 85 项供资申请，包括新的多年期协定，已获核准多年期

协定以及项目和活动，金额 112,597,371 美元，包括适适用的机构支助费用。供资申请呈

件包括： 

(a) 8 项低消费量国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 11 项非低消费量国家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包括撤销的）； 

(b) 4 项已核准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以及一项已核准氟氯烃淘汰管理

计划第一次付款的第二次支付； 

(c) 一项已核准甲基溴淘汰项目的付款；  

(d) 一项加快 生产淘汰项目的第二次付款； 

(e) 7 项消耗臭氧层物质试点示范活动（4 项为国家级，一项为区域级，两项为

项目编制申请）； 

(f) 13 项体制建设项目的延长申请；以及 

(g) 一项制定可持续制冷设施和系统指南的全球性活动。  

3. 继项目审查进程后，建议一揽子核准总额 4,249,508 美元（包括支助费用）的 14 个

项目和活动；正在呈交执行委员会供单独审议的总额 80,133,308 美元（包括支助费用）

（向第六十六次会议申请 35,814,039 美元）的 52 个项目和活动。向本次会议总共申请的

供一揽子核准和单独审议的项目的供资总额为 40,063,547 美元。原先提交总额 1,532,237

美元的两项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缅甸和菲律宾）已由相关机构撤回，原因是项目审查进

程中提出了问题或经有关政府请求；金额 4,777,951 美元的 5 项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

活动以及金额 129,000 美元的一体制建设项目也被撤销。一个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正由秘书处与有关机构商讨中。讨论的结果将提供执行委员会

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 

4. 正如“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UNEP/OzL.Pro/ExCom/66/4）中指出

的，截至 2012 年 3 月 9 日，可供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批准的可用资金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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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9,890 美元。这一数额低于在同一次会议上为各种项目和活动申请的 40,063,547 美

元。 

项目审查期间查明的问题 

5. 第六十六次会议的项目审查期间查明了一项政策问题，即没有提交第六十六次会议

的低消费量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的项目编制申请。秘书处还在征求执行委员

会的意见，以决定秘书处是否可在供一揽子核准的项目清单下提交所有氟氯烃淘汰管理计

划第一阶段所有今后的付款，但有一项谅解，即不存在供审议的问题。 

没有提交第六十六次会议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 

6. 工发组织和日本分别提交了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两项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提

案，以及亚太 14 个国家的一项区域消耗臭氧层物质销毁和制冷空调设备替代方案，供执

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在项目审查进程中，秘书处同有关机构讨论了若干技术和

费用相关问题。但是，以下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提案还没有符合第 58/19 号决定为消耗臭

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规定的一些标准（即试点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项目准则），例如：

提供关于可信的收集方案的信息，这些方案已处于建立的高级阶段，并且与这些项目下的

活动相关联；以及到期设备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来源以及与这些老远相关的收集活动。因

此，已请这些机构将其项目提案推迟至今后问题已经圆满解决后的一次会议。  

7. 除了上述处置示范项目外，工发组织还根据第 64/17 号决定（即低消费量国家的消

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的所有未来提案的提交均不得晚于第六十六次会议）提交了为

4 个南美洲低消费量国家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和销毁战略的项目编制供资的申请。在审

查这一申请时，秘书处注意到，工发组织尚未全部满足第 58/19 号决定关于提交项目编制

供资活动的要求，并请工发组织 将申请推迟至今后一次会议。 

8. 鉴于上述情况，并鉴于第 64/17 号决定，请执行委员会澄清： 

(a) 第 64/17 是否适用于以往会议已经核准其项目编制供资的低消费量国家的项

目 ；以及  

(b) 是否可以考虑将已提交第六十六次会议、但由于与第 58/19 号决定不符嗣后

被推迟的低消费量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项目的项目编制申请仅仅提交第

六十七次会议。 

提交供一揽子核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付款的文件 

9. 为 亚 美 尼 亚  (UNEP/OzL.Pro/ExCom/66/29) 、 哥 伦 比 亚

(UNEP/OzL.Pro/ExCom/ 66/33) 、 克 罗 地 亚 (UNEP/OzL.Pro/ExCom/66/35) 和 尼 日 利 亚

(UNEP/OzL.Pro/ExCom/66/45) 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第二次付款的供资已经

提交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这些呈件还包括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年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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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的进度报告、氟氯烃消费量（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的核查报告以及年度执行计

划。  

10. 相关牵头执行机构提交的 4 项提案系根执行委员会所做相关决定编制的。除了克罗

地亚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第二次付款外，所有政策、技术和费用相关问题均已由秘书

处和相关执行机构解决和议定。但秘书处列出了项目供单独审议。  

11. 截至第六十五次会议，执行委员会已核准 106 个第 5 条国家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

划；另有 16 项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已提交第六十六次会议。预期尚未提交的 20 项氟氯烃

淘汰管理计划将于 2012 年内提交。因此，将从第六十七次会议起直至第一阶段执行工作

的完成期间，连续不断地提交所有符合条件的第 5 条国家的为付款供资的申请（即大多数

非低消费量国家 2015 年底之前提交，大多数低消费量国家 2020 年底之前提交）。  

12. 鉴于在所有已核准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中，氟氯烃淘汰目标和氟氯烃消费的总体削

减起点业已议定，以及供资金额原则上业已核准，并注意到有可能提交的付款申请的数

量，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是否将继续单独地讨论每一申请，或者，鉴于其不包含政策问

题，是否请秘书处提交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所有今后付款供一揽子核准，但条

件是，必须符合多边基金的相关政策和决定，而且，所有技术和费用问题均已经秘书处和

相关双边和（或）执行机构议定。 

提交供一揽子核准的项目和活动 

13. 本文件附件一列出了总金额 4,249,508 的 14 个项目和活动，包括建议供一揽子核准

的支助费用。执行委员会对这些项目的核准将包括相应的项目评价表中的有关条件或规

定，以及核准与多年期项目相关付款有关的执行方案。 

供单独审议的投资项目 

14. 经秘书处审查后，建议对包括支助费用在内的总额 80,133,308 美元（其中在第六十

六次会议上申请了 35,814,039 美元) 的 52 个项目和活动进行单独审议。与非投资项目相关

的 问 题 列 示 于 开 发 计 划 署 (UNEP/OzL.Pro/ExCom/66/22) 、 环 境 规 划 署

(UNEP/OzL.Pro/ ExCom/66/23) 、 工 发 组 织 UNEP/OzL.Pro/ExCom/66/24) 和 世 界 银 行

(UNEP/OzL.Pro/ExCom/ 66/25) 的 2012 年工作方案中。 

15. 为便于执行委员会审议提交供单独审议的项目，秘书处已按行业对项目进行了分

类，并根据问题对项目进行了分组，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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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单独审议的项目清单 

国家 项目 机构 执委会 问题 

氟氯化碳生产 

印度 氟氯化碳生产加快淘汰（第二次付

款） 

世界银行 66/38 关于海关记录核查的

报告；未确认非药用

级氟氯化碳的销毁 

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 

哥伦比亚 消耗臭氧层物质废物管理和处置试

点示范项目 

开发计划署 66/33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土耳其 消耗臭氧层物质废物管理和处置试

点示范项目 

工发组织 66/48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 

亚美尼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

第二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 /

环境规划署 

66/29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哥伦比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

第二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 /

环境规划署 

66/33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克罗地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第

二、第三和第四次付款） 

工发组织 /意

大利 

66/35 申请核准 3项供资付

款的申请。已撤销项

目资金用于氟氯烃淘

汰管理计划活动 

尼日利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

第二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 /

工发组织 

66/45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低消费量国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安提瓜和巴布达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66/27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工发组织 66/30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文莱达鲁萨兰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开发计划署 

66/31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吉布提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66/36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莫桑比克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 

66/42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尼加拉瓜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 

66/43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尼日尔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 

66/44 所有问题均已圆满解

决 

非低消费量国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行业计划 

阿尔及利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工发组织 66/26 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

划的相比，第 7 条的

氟氯烃基准数据较

低。削减至基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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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项目 机构 执委会 问题 

10% 

阿根廷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工发组织 /世

界银行 /意大

利 

66/28 请求将 2008 年的起点

改为氟氯烃基准。削

减至基准的 10% 

科特迪瓦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

工发组织 

66/34 前低消费量国家（第

62/11 号决定） 

几内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

工发组织 

66/37 前低消费量国家（第

62/11 号决定） 

印度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 /

环境规划署 / 

德国 

66/38 削减至基准的 10% 

肯尼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法国 66/39 削减至基准的 10% 

科威特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 /

工发组织 

66/40 削减至基准的 10% 

苏丹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工发组织 66/46 削减至基准的 10% 

泰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第一阶段，

第一次付款） 

世界银行 66/47 削减至基准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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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IA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Renewal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 
7/2012-6/2014)

UNEP $109,200 $0 $109,200

$109,200 $109,200Total for Albania

BELIZE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Renewal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I: 
4/2012-3/2014)

UNEP $76,700 $0 $76,700

$76,700 $76,700Total for Belize

BRAZIL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II: 
1/2012-12/2013)

UNDP $351,000 $26,325 $377,325

$351,000 $26,325 $377,325Total for Brazil

INDIA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IX: 
4/2012-3/2014)

UNDP $373,230 $27,992 $401,222

$373,230 $27,992 $401,222Total for India

MALAWI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III: 
4/2012-3/2014)

UNEP $66,733 $0 $66,733

$66,733 $66,733Total for Malawi

MEXICO

FUMIGANT

Methyl bromide

National methyl bromide phase-out plan (third tranche) UNIDO $1,200,000 $90,000 $1,290,000

National methyl bromide phase-out plan (third tranche) Spain $800,000 $93,000 $893,000

$2,000,000 $183,000 $2,183,000Total for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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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IBIA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II: 
4/2012-3/2014)

UNEP $60,000 $0 $60,000

$60,000 $60,000Total for Namibia

NICARAGUA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Renewal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I: 
4/2012-3/2014)

UNEP $60,000 $0 $60,000

$60,000 $60,000Total for Nicaragua

PARAGUAY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I: 
7/2012-6/2014)

UNEP $60,000 $0 $60,000

$60,000 $60,000Total for Paraguay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 4/2012-3/2014)

UNEP $60,000 $0 $60,000

$60,000 $60,000Total for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TANZANIA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 4/2012-3/2014)

UNEP $60,000 $0 $60,000

$60,000 $60,000Total for Tanzania

TUNISIA

SEVERAL

Ozone unit support

Extension of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phase VII: 
7/2012-6/2014)

IBRD $247,270 $18,545 $265,815

$247,270 $18,545 $265,815Total for Tunisi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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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BABWE

PHASE-OUT PLAN

HCFC phase out plan

HCFC phase-out management plan (stage I, balance of the 
first tranche)

Germany $419,417 $50,096 $469,5135.4

$419,417 $50,096 $469,513Total for Zimbabwe 5.4

5.4GRAND TOTAL $3,943,550 $305,958 $4,24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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