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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第七十七次会议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蒙特利尔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执行委员会主席致开幕词。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UNEP/OzL.Pro/ExCom/77/1 号文件载有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的临时议程。 

需要讨论的问题： 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以 UNEP/OzL.Pro/ExCom/77/1 号文件所载临时议程为基础，并

在必要时根据全体会议的口头修正，通过会议的议程。 

(b) 工作安排 

 主席将向全体会议提出关于工作安排的建议。 

3. 秘书处的活动 

UNEP/OzL.Pro/ExCom/77/2 号文件介绍关于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以来秘书处

活动的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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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表示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2 号文件所载秘书处的活

动。 

4. 收支情况 

UNEP/OzL.Pro/ExCom/77/3 号文件提供了截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环境规划署记录

的基金状况的信息。基金是余额为 103,473,353 美元，其中扣除了执行委员会所核

准的直至并包括第七十六次会议的所有资金。 

需要讨论的问题： 

 反映各国在支付财务主任出具的发票的当年的付款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3 号文件所载财务主任关于收支情况的报

告，以及关于期票和在 2015-2017 三年期选择使用固定汇率机制的国家的信

息； 

(b) 敦促所有缔约方尽早向多边基金全额缴纳捐款； 

(c) 赞赏地注意到白俄罗斯政府打算在 2016 年开始缴纳捐款，并且 2016 年的缴  
款与白俄罗斯过去年份的未缴认捐款无关； 

(d) 请财务主任出具反映付款当年的所付款项的发票；以及 

(e) 请主任和财务主任对三年期或更长时间未缴纳捐款的捐款缔约方的未缴纳捐

款状况继续做后续工作，并向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作出汇报 。 

5. 资源和规划情况 

(a) 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 

UNEP/OzL.Pro/ExCom/77/4 号文件概述了各双边和执行机构退还的资金。文件中包

括项目完成后超过 12 个月仍持有结余的所有项目的数据，并述及将“根据决定”

要退还的余额。将向第七十七次会议提交关于余额和资源供应情况的 新情况。 

需要讨论的问题： 

 可供用于核准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项目提案的现有资金不足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4号文件所载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

告； 

(二) 各执行机构退还给第七十七次会议的资金净额为863,471美元，其中

包括开发计划署退还的244,115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17,643美元；

环境规划署退还的126,301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17,643美元；工发

组织退还的42,829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2,664美元；以及世界银行

退还的机构支助费用411,441美元； 

(三) 各双边机构退还给第七十七次会议的资金净额为66,266美元，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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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意大利政府退还的59,486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6,544美元，以及

日本政府退还的209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27美元； 

(四) 环境规划署有余额138,818美元，但不包括两年前完成的9个项目的支

助费用； 

(五) 工发组织有余额137,311美元，但不包括两年前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支

助费用； 

(六) 德国政府一个已完成和两个现行项目的未承付余额共计1,989美元和

149,090美元，其中包括机构支助费用，将与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可

能得到执行委员会核准的双边项目冲抵； 

(七) 意大利政府的4个已完成项目的未承付结余17,327美元，包括机构支

助费用，将根据意大利政府向第七十七次会议提出的 新情况以现金

退还； 

(八) 西班牙政府两个超过两年的已完成项目机构支助费用结余15,600美元

将与提交未来会议的双边项目冲抵； 

(b) 请： 

(一) 拥有超过两年的已完成项目的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将结余退还第七十

八次会议； 

(二) 各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发放或取消已完成的项目和根据执行委员的

“决定”完成的项目不需要的承付款，以便将结余退还第七十八次会

议；以及 

(三) 环境规划署将未承付结余退还第七十八次会议。 

(b)  2016-2018 年业务计划的最新执行情况 

UNEP/OzL.Pro/ExCom/77/5 和 Add.1 号文件根据第七十六次会议所核准金额和提交

第七十七次会议的文件，概述了 2016-2018 年业务计划，以及 2016 年业务计划的

执行情况，以及所产生的对于业务计划资源分配和 2015-2017 年三年期预算的影

响。附件一提供了截至 2016 年 11 月 14 日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向第七十七次会议提

交的关于所建议供资数额的供资总额的 新情况；以及根据建议和与氟氯烃淘汰管

理计划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相关预先承付款分配给 2016 年和 2017 年的资源。 

需要讨论的问题： 

 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活动的金额较业务计划超过47,448,806美元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表示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5 和 Add.1 号文件所载关

于多边基金 2016-2018 年综合业务计划的 新执行情况。 

(c) 付款申请提交的拖延 

UNEP/OzL.Pro/ExCom/77/6 号文件介绍了秘书处根据第七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就拖延

提交付款申请的决定所采取的行动；对没有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每个付款申请的

分析；以及对已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但嗣后又撤回的付款申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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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的问题：  

 应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29个国家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付款

申请的49项活动没有提交； 

 拖延提交的原因包括：20%的发放阈值；来自过去付款的充足资金；政府

决定；认可；国家臭氧机构的变化；核查报告；牵头机构没有准备好提

交；投资组成部分的执行；安全问题；协定的签署；以及以往付款的拖延  

 一个国家提交了付款申请但嗣后又撤回，原因是未就与消费数据的国标相

关的费用达成协议 

 相关双边或执行机构表示的，这些付款申请的延迟提交没有或不可能对遵

守情况产生影响，但一国除外，该国正在经历内部困难，但其付款申请预

期要到第七十九次会议时才提交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6 号文件所载关于拖延提交付款申请的报

告； 

(二) 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和工发组织提交的关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

的交付款申请提交的拖延的信息；  

(三) 在应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付款申请相关的

91 项活动中，42 项活动已按时提交，其中 2 项付款申请在与秘书处

讨论后撤回；  

(四) 相关执行机构指出，应于 2016 年 后一次会议上提交的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付款申请拖延提交，对于尊重《蒙特利尔议定书》没有影响

或不可能有影响，但一个国家除外，并且没有迹象显示有关的任何国

家在 2014 年有不遵守 2013 年冻结氟氯烃消费量，或已报告 2015 年

数据的国家不遵守 2015 年 10%削减量的情况； 以及 

(b) 请秘书处向 UNEP/OzL.Pro/ExCom/77/6 号文件附件一所列有关国家政府发

函说明就拖延提交付款申请作出的决定。 

6. 方案执行情况 

(a) 监测和评价 

(一) 2016 年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UNEP/OzL.Pro/ExCom/77/7 号文件概述了 2016 年 10 月 20 日之前收到的多年期协

定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和各单项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所报告的结果，以及 2017 年

提交多年期协定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和各单项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所报告的时间表。 

需要讨论的问题： 

 应提交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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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7 号文件所载 2016 年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

告； 

(b) 敦促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提交积压的多年期协定和单独项目

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如果应提交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尚未提交，则应提供

未提交的理由和提交的时间表；  

(c) 敦促各合作执行机构完成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属于它们的部分，以便牵头执

行机构得以按照时间表提交报告； 

(d) 敦促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在提交其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时，纳入清晰、撰写得好

并且透彻的经验教训；以及 

(e) 邀请所有参与编制和执行多年期协定和单独项目的人员，在编制和执行未来

项目时考虑到从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二) 多年期协定数据库报告（第 76/6 号决定(b)段） 

UNEP/OzL.Pro/ExCom/77/8 号文件提供了根据第 76/6 号决定(b)段采取的后续行动

的报告，并对新数据库、企业的清单情况以及根据需要对数据库进行更新的进程

作了说明。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8 号文件所载多年期协定数据库报告

（第 76/6 号决定(b)段）；  

(b) 又注意到各双边和执行机构目前正向多边基金资助的所有使用氟氯烃的企业

数据库清单输入相关信息，并在每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后新企业获得批准转换

时，或一企业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时，更新数据库；以及 

(c) 倘若执行委员会要求处理涉及企业数据库清单的任何问题时，请高级监测和

评价干事向执行委员会的未来一次会议作出汇报。 

(三) 关于评价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氟氯烃淘汰项目的最终报告 

UNEP/OzL.Pro/ExCom/77/9 号文件根据对受访的几个制造企业的 8 个国家的实地访

问，概述了制冷和空调制造业评价的第二阶段的主要结果和结论。文件中包括吸取

的经验教训和供执行委员会审议的一项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9 号文件所载关于制冷和空调制造业氟氯

烃淘汰项目评价的 后报告；以及 

(b) 邀请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在执行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所包括的项目

时，酌情适用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氟氯烃淘汰项目评价的结果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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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7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UNEP/OzL.Pro/ExCom/77/10 号文件包括 2017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该草案

的编制参照了：执行委员会以前历次会议就监测和评价所涉问题进行的讨论；对当

前项目的进度报告报告和项目完成报告进行的审查；以及与各执行机构和秘书处进

行的讨论。附件一和附件二包括关于体制加强项目的评价的拟议案头研究的职权范

围，以及冷风机项目评价的第二阶段。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核准 UNEP/OzL.Pro/ExCom/77/10 号文件表 2 所示预算金额

192,749 美元的 2017 年拟议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 

(b)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进度报告 

(一) 综合进度报告 

UNEP/OzL.Pro/ExCom/77/11 号文件概述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由基金资助的项

目和活动的执行情况和财务信息。报告包括三个部分和三个附件：第一部分是多边

基金的执行进展情况概览（累计）；第二部分是 2015 年项目执行进度概览；第三

部分载有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附件一载有按国家分列的项目执行情况。附件二提

供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按国家分列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执行情况。附件

三是对进度报告中的数据的分析，并包括附录一，其中载有执行有拖延的项目，以

及附录二，其中载有项目清单和建议的补充情况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执行拖延的报告 

 补充情况报告  

o 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试行示范项目  
o 全球冷风机项目  
o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项目编制活动 

 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调查的完成情况 

 一个国家的超过2个现行体制强化项目 

 关于 新规划的完成日期的估计 

 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中的资金发放数据 

 维修行业分析的日期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1 号文件所载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多

边基金的综合进度报告； 

(二) 各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在报告 2015 年活动方面的努力，并对之表示

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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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将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报告 UNEP/OzL.Pro/ 
ExCom/77/11 号文件附件三的附录一和附录二分别述及的执行有拖延

的 16 个项目和建议提交补充情况报告的 119 个项目； 

(b) 审议是否延长以下各个项目的核准完成日期： 

(一) 印 度 四 氯 化 碳 淘 汰 计 划 （ IND/PHA/71/INV/451 、 IND/PHA/ 
71/TAS/448 和 IND/PHA/75/INV/464）延长至 2017 年 11 月； 

(二) 也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多年期协定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或取消付

款，并在该国状况改善后重启该项目； 

(三) 中国的甲基溴项目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以便让消费行业和化工生产

行业能够提交项目完成报告，同时指出消费行业的活动已经完成，未

使用的资金应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还； 

(c) 请各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 

(一) 自第七十八次会议开始为所有处理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试行示范项目提

交年度报告，因为这些项目在完成前都有提交具体报告的规定； 

(二) 自第七十八次会议开始为所有正在进行的冷风机项目提交报告，因为

这些项目在完成前都有提交具体报告的规定； 

(三) 一俟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获得执行委员会核准，报告已完成的项目编

制活动，并在核准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后 12 个月内退还编制项目活

动的资金结余； 

(d) 请各执行机构酌情为以下这些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付款申请修订其进度报

告 内 的 资 金 发 放 数 据 ， 以 便 符 合 第 76/14(b) 号 决 定 的 规 定 ：

BAH/PHA/68/TAS/28 （ 环 境 规 划 署 ） ； BRA/PHA/73/INV/306 和

BRA/PHA/74/INV/307（开发计划署）；CHI/PHA/71/INV/179（开发计划

署）；CHI/PHA/71/TAS/180（环境规划署）；CPR/PHA/75/INV/563 和

CPR/PRO/74/INV/561 （ 世 界 银 行 ） ； IDS/PHA/64/INV/191 和

IDS/PHA/71/INV/202（世界银行）；MEX/PHA/71/INV/168（开发计划

署）；THA/PHA/68/INV/161 和 THA/PHA/68/INV/162（世界银行）； 

(e) 敦促各双边和执行机构采取适当行动，依照第 74/53(h)号决定，在 2017 年 1
月以前完成对消耗臭氧层物质代用品的调查并提交报告，使秘书处能对这些

调查的结果进行的分析供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审议； 

(f) 决定： 

(一) 不应有两个以上体制强化项目同时进行； 

(二) 已报告发放了 100%资金的项目，应在报告已发放全部资金后一年内

完成该项目；以及 

(三) 重申年度进度报告中的 新计划完成日期应该是机构预期完成日期的

佳估计，并且项目完成报告应继续根据相关协定或核准的项目提

交，并且不应合并应根据不同协定或核准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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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边机构 

UNEP/OzL.Pro/ExCom/77/12 号文件载有关于所有双边活动执行进度的概要，以及

关于通过以下双边合作执行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各单独进度报告的信息和评

论：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没有收到法国的进度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  

 法国未提交进度报告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2 号文件所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

日本和西班牙政府提交的进度报告，对此表示赞赏；   

(二) 各双边机构将就综合进度报告（UNEP/OzL.Pro/ExCom/77/11）附件

三附录一和附录二所列的执行存在拖延的一个项目和建议提交补充进

度报告的 4 个项目向第七十八次会议进行报告；以及 

(b) 请法国政府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提交其进度报告。 

(三) 开发计划署 

UNEP/OzL.Pro/ExCom/77/13 号文件载有关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开发计划署

活动执行进展的概要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执行工作的拖延（一个项目） 

 补充情况报告  

 马尔代夫制冷管理计划的完成日期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3 号文件所载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开

发计划署的进度报告； 

(二) 开 发 计 划 署 将 向 第 七 十 八 次 会 议 报 告 综 合 进 度 报 告

（UNEP/OzL.Pro/ExCom/77/11）附件三的附录一和附录二所列一个

执行有拖延的项目和建议提供补充情况报告的 11 个项目的情况；以

及 

(b) 指定 2015 年 12 月为完成日期，并要求马尔代夫制冷剂管理计划（MDV/ 
REF/38/TAS/05）的任何所剩余额均应退还第七十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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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环境规划署 

UNEP/OzL.Pro/ExCom/77/14 号文件载有关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环境规划署活

动执行进展的概要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执行工作的拖延（4个项目） 

 补充情况报告  

 完成日期和所剩余额的退还，涉及： 

o 马尔代夫制冷剂管理计划  

o 提供技术援助以便淘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使用的甲基溴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4 号文件所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环

境规划署的进度报告； 

(二) 环境规划署将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报告资料分别载于综合进度报告

（UNEP/OzL.Pro/ExCom/77/11）附件三附录一和附件二所列 4 个执

行有拖延项目和 61 个建议提交补充情况报告的项目的情况； 

(b) 指定 2015 年 12 月为完成日期，并要求以下项目的任何所剩余额均应退还第

七十八次会议： 

(一) 马尔代夫制冷剂管理计划（MDV/REF/38/TAS/05）；以及 

(二) 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淘汰甲基溴用途的技术援助（TRI/FUM/ 
65/TAS/28）。 

(五) 工发组织 

UNEP/OzL.Pro/ExCom/77/15 号文件载有关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工发组织活动

执行进展的概要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执行工作的拖延（9 个项目） 

 补充情况报告  

 伊拉克和也门氟氯化碳淘汰项目的核准完成日期的延长 

 撤销项目 

o 阿尔及利亚熏蒸剂（高水分枣子）行业的项目编制  

o 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全部淘汰赞比亚烟草、鲜花、园艺和收获后用途中

使用的甲基溴  



UNEP/OzL.Pro/ExCom/77/1/Add.1 
 
 

10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5 号文件所所载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工

发组织的进度报告； 

(二) 工发组织将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报告综合进度报告（UNEP/OzL.Pro/ 
ExCom/77/11）附件三附录一和附录二中所示 9 个执行有拖延的项目

和建议提交补充情况报告的 36 个项目的情况；  

(三) 执行伊拉克和也门氟氯化碳活动的拖延； 

(b) 撤销以下项目： 

(一) 阿 尔 及 利 亚 熏 蒸 剂 行 业 （ 高 水 分 枣 子 ） 的 项 目 编 制 工 作

（ALG/FUM/72/PRP/80），并要求不晚于第七十九次会议退还资金

余额；以及 

(二) 如果到 2016 年 12 月项目没有完成，为赞比亚全部淘汰烟草、鲜花、

园 艺 和 收 获 后 用 途 中 的 甲 基 溴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ZAM/FUM/ 
56/INV/21）。 

(六) 世界银行 

UNEP/OzL.Pro/ExCom/77/16 号文件载有关于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世界银行活动

执行进展的概要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要求就全球冷风机项目的拖延提交特别报告（综合进度报告

（UNEP/OzL.Pro/ExCom/77/11）中也作了审议） 

 执行工作的拖延（1 个项目） 

 补充情况报告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6 号文件所所载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世

界银行的进度报告；以及 

(二) 世界银行将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报告综合进度报告（UNEP/OzL.Pro/ 
ExCom/77/10）附件三附录一和二中所列执行有拖延的有关项目和建

议提交补充报告的 7 个项目。 

(c) 评价 2015 年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 

UNEP/OzL.Pro/ExCom/77/17 号文件介绍了对各执行机构在 2015 年业务计划所确定

的各项绩效指标的以及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各机构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的评价。

文件还介绍了 对以往各年所使用的 8 项绩效指标的各项指标进行的趋势分析，以

及根据国家臭氧机构干事的意见对各执行机构的业绩进行的量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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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的问题：  

 量化评估显示，所有机构均实现了各自 72%或更多的指标； 

 对投资项目的 8 项业绩指标的趋势分析显示，2015 年大多数指标较 2014
年有所提高； 

 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和工发组织应进一步考虑其今后业务计划中非投

资项目的“资金发放”指标，同时亦顾及该项指标的 2016 年的绩效  

 关于国家臭氧机构代表与一个双边机构就得到不太满意的定性评分的评估

一事举行的对话的报告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7 号文件所载参照 2015 年业务计划对各执

行机构的绩效进行的评价； 

(二) 在总分 100 分中，所有执行机构 2015 年的绩效的量化评估至少达到

72%； 

(三) 趋势分析显示 2015 年的绩效优于 2014 年的绩效；以及 

(b) 请德国政府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报告其与纳米比亚国家臭氧机构就定性绩效评

估中确定的涉及纳米比亚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执行情况的问题进行的公开和

建设性的讨论。 

(d) 国家方案数据和履约前景 

UNEP/OzL.Pro/ExCom/77/18 号文件载有第 5 条国家的履约状况和前景（第一部

分）；需要遵守缔约方关于履约的决定的第 5 条国家（第二部分）；以及对氟氯烃

国家方案执行情况的数据的分析（第三部分）。 

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部分：第 5条国家的履约状况和前景 

 毛里塔尼亚许可证和配额制度中未列入氟氯烃加快管制措施 

 布隆迪无法 后确定其正规的配额制度 

第二部分：需要遵守关于履约的决定的第 5条国家 

 无 

第三部分：关于氟氯烃国家方案执行情况的数据 

 国家方案报告与第 7 条数据之间的数据差异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18 号文件所载关于国家方案数据和履约前

景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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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131 个已提交 2015 年国家方案数据的国家中，109 个国家已利用

网上系统提交了数据； 

(三) 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依照第 76/7(e)号决定就氟氯烃用作加工剂

的问题作出的解释； 

(b) 请： 

(一) 环境规划署继续协助毛里塔尼亚政府 后确定对其许可证颁发制度的

修订，以便纳入氟氯烃加速管制措施；协助布隆迪政府 后确定正式

的氟氯烃配额制度，并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报告其在这方面的工作情

况； 

(二) 各相关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协助第 5 条国家解决 2015 年国家方案报

告和第 7 条报告中的数据差异问题；以及 

(三) 秘书处致函尚未提交 2014 年和 2015 年国家方案数据报告的各国政

府，敦促其尽快提交报告，同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报告，秘书处便

无法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量和生产量进行相关分析。  

(e) 关于具有具体报告要求项目的报告 

UNEP/OzL.Pro/ExCom/77/19 号文件载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与氟氯烃淘汰管

理计划相关的进度报告，其中包括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相关项目提案文件中所载

的中国、印度、约旦和墨西哥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进度报告；1 第二部

分涉及关于中国的哈龙、氟氯化碳生产、泡沫塑、加工剂 II、溶剂和氟氯化碳制冷

维修行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第三部分涉及甲基溴项目。 

第一部分：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相关的进度报告  

阿富汗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和第二次付款执行工作的转型（第 76/8 号决定
(a)(三)段） 

需要讨论的问题： 

 德国将在会议上提供 新情况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待定 

关于阿根廷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 Audivic 和 Foxman 转型的情况的报
告（工发组织）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工发组织提交的关于阿根廷 Audivic 和 Foxman 转型执行情况的进度

报告； 

                                                      
1  分别为 UNEP/OzL.Pro/ExCom/77/37（中国）、UNEP/OzL.Pro/ExCom/77/49（印度）、UNEP/ 
OzL.Pro/ExCom/77/51（约旦）和 UNEP/OzL.Pro/ExCom/77/55（墨西哥）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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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所包含的室内空调制造项目已经完成，

因此淘汰了 53.5 ODP 吨的 HCFC-22； 

(三) 企业 Audivic 和 Foxman 已停止生产使用 HCFC-22 的空调设备，因此

产生总余额 500.636 美元；以及 

(b) 请工发组织在第七十八次会议上将余额 547.973 美元返还多边基金，其中包

含 322.644 美元，外加给工发组织使用的机构支助费用 24.198 美元，以及

177.992 美元，外加给意大利政府使用的机构支助费用 23.139 美元。 

巴西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年进度报告）（开发计划署）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由开发计划署提交的关于巴西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

情况的 2016 年进度报告； 

(b) 请开发计划署在向执行委员会 2017 年的 后一词会议提交的下一次进度报

告中列入： 

(一) 多边基金在第一阶段协助的下游泡沫塑料企业的完整清单，包括其所

淘汰的 HCFC-141b 消费量、次级行业、基准设备和采用的技术；以

及 

(二) 转换企业 Ecopur 和 Panisol 转型的执行情况，但有一项谅解，即：如

果企业 Ecopur 退出该项目，Ecopur 转型工作的剩余资金将退还给多

边基金。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2015-2016 年进度报告）（挤塑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行业计划）（工发组织）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由工发组织提交的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挤塑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第五次付款执行情况的 2016 年进度报告；以及 

(b) 请财务主任在今后向工发组织划拨资金时抵消 24,945 美元，这笔资金为根

据第 69/24 号决定，中国政府在 2015 年 12 月之前自以往划拨用于执行中国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资金中获得的额外利息。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2015-2016 年进度报告）（聚氨酯硬质泡沫塑
料行业计划）（世界银行）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由世界银行提交的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聚氨酯硬质

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第五次付款执行情况的 2016 年进度报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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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财务主任在今后向世界银行划拨资金时抵消 3,443 美元，这笔资金为中国

政府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自以往划拨用于…..的资金中获得的利息。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2015-2016 年进度报告）（工业和商用制冷和
空调行业计划）（开发计划署） 

需要讨论的问题： 

 临时使用已转型为利用 HFC-32 生产 HFC-410A 设备的生产线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由开发计划署提交的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工业和商

用制冷行业计划的第五次付款执行情况的 2016 年进度报告； 

(b) 请财务主任在今后向开发计划署划拨资金时抵消 103,708 美元，这笔资金为

根据第 69/24 号决定，中国政府在 2015 年 12 月之前自以往划拨用于执行中

国工业和商用制冷行业计划的资金中获得的额外利息；以及 

(c) 请开发计划署在每次会议上向执行委员会报告盾安环境公司已转型的生产线

制造 R-410A 设备的情况，直至已转型生产线只生产 HFC-32 设备时为止。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2015 年核查、2015-2016 年进度报告）（室内
空调机制造行业计划）（工发组织）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由工发组织提交的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室内空调行

业计划的第五次付款执行情况的 2016 年进度报告；以及 

(b) 请财务主任在今后向工发组织划拨资金时抵消 62,305 美元，这笔资金为根

据第 69/24 号决定，中国政府在 2015 年 12 月之前自以往划拨用于执行中国

室内空调行业计划的资金中获得的额外利息。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2015-2016 年进度报告和 2017 年工作方案）
（溶剂行业计划）（开发计划署）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由开发计划署提交的关于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溶剂行业

计划的第三次付款执行情况的 2016 年进度报告；以及 

(b) 请财务主任在今后向开发计划署划拨资金时抵消 2,656 美元，这笔资金为根

据第 69/24 号决定，中国政府在 2015 年 12 月之前自以往划拨用于执行中国

溶剂行业计划的资金中获得的额外利息。 

印度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第一阶段）（2015 年核查、2015-2016 年进度
报告）（开发计划署）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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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建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由开发计划署提交的关于印度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

阶段的第三次付款执行情况的 2015-2016 年进度报告，以及关于 2015 年氟氯烃消

费情况的核查报告。 

约旦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2015-2016 年进度报告和 2015 年核查报告）
（工发组织）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由工发组织提交的关于约旦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的第二次付款执行情况的 2016 年进度报告，以及关于 2015 年氟氯烃消费情况的

核查报告。 

墨西哥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2016 年进度报告）（工发组织）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由工发组织提交的关于墨西哥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情况

的 2016 年进度报告； 

(二) 完成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的的费用低于原核准的资金，因此，行

业计划一旦完成后，需要评估所产生的节省，并对此表示赞赏； 

(三) 开发计划署和墨西哥政府可重新提交其提案，以便一俟臭氧秘书处修

订 2008 年的 HCFC-142b 消费量的更正后，将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的

节省重新分配用于淘汰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造业的 HCFC-142b
用途的一个投资项目，同时指出，转型所需 1,271,000 美元将由与聚

氨酯泡沫塑料行业相关的节省中支付；以及 

(b) 请墨西哥政府、工发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在将要提交执行委员会 2017 年 后

一次会议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下一份进度报告中，列入由多边

基金在第一阶段协助的下游泡沫塑料企业的完整清单，包括其所淘汰的

HCFC-141b 消费量、次级行业、基准设备和采用的技术。 

第二部分：中国氟氯化碳生产、哈龙、聚氨酯泡沫塑料、加工剂Ⅱ、制冷维修及
溶剂行业的财务审计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 

 报告研究和开发项目的 终研究报告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赞赏地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19 号文件所载中国氟氯化碳生产、

哈龙、聚氨酯泡沫塑料、加工剂Ⅱ、制冷维修及溶剂行业的财务审计报告 

(b) 请中国政府向第七十八次会议提交关于利用多边基金氟氯化碳生产行业下的

资金进行的所有研究和发展项目的 终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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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甲基溴淘汰项目 

阿根廷甲基溴淘汰计划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注意到，除《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批准的任何关键用

途豁免外，阿根廷 2015 年甲基溴的 高消费量为零，与该国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之

间的《协定》一致。 

墨西哥甲基溴淘汰计划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注意到，除缔约方批准的任何关键用途豁免外，墨西哥

2015 年甲基溴的 高消费量为零，与该国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协定》一

致。 

7. 2017-2019 年业务计划 

(a) 多边基金综合业务计划 

UNEP/OzL.Pro/ExCom/77/20 号文件分析了对各双边和执行机构提交第七十七次会

议的业务计划。文件述及资源调动、秘书处关于履约所要求的活动和标准费用的意

见，以及根据执行委员会现有决定提出的调整建议。文件还述及根据执行委员会的

决定进行的调整，以及各机构业务计划中的政策问题，包括未提交核准的 2016 年

业务计划中的活动或将推迟至第七十七次会议的活动，以及超额编制预算。 

需要讨论的问题： 

 2017 年业务计划金额较 1.538 亿美元的总预算超出 1,417 万美元（占

9.2%），这主要与非低消费量国家的业务计划的金额有关，这些国家氟氯

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供资被推迟，也就是说，2017 年之后的拨款的

金额更高 

 业务计划中的活动比 2017-2019 年总体指示性预算多 2.2457 亿美元，如果

假定 2018-2020 年充资期间的指示性预算每年均为 1.69167 亿美元，即与

2015-2017 年充资金额相同，到 2020 年将比 2017-2019 年总体指示性预算

多 1.6469 亿美元  

 是否根据第七十七次会议原则上核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资金数额，

进一步调整 2017-2019 年业务计划，原因是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新的氟

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金额为 7.2038 亿美元，而其原则上核准的年度金额对

未来的三年期有影响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20 号文件所载多边基金 2017-2019 年综合

业务计划； 

(b) 决定是否： 

(一) 根据秘书处在 UNEP/OzL.Pro/ExCom/77/20 号文件中的建议调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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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二) 在执行委员会讨论过程中和（或）各双边和执行机构提交业务计划过

程中，进一步调整业务计划，做法是将第七十七次会议推迟的 2016
年业务计划中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体制强化活动增列到 2017 年

业务计划中； 

(三) 根据第七十七次会议原则上核准的新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金额，进

一步调整业务计划； 

(c) 请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在业务计划中列入肯尼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氟氯

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活动；以及 

(d) 认可经秘书处[和执行委员会]调整后的多边基金 2017-2019 年综合业务计

划，同时指出认可既不表示核准其中确定的项目，也不表示核准其供资或吨

数。 

(b) 各双边和执行机构的业务计划 

(一) 双边机构 

UNEP/OzL.Pro/ExCom/77/21 号文件介绍了介绍了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各双边机

构的业务计划。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政府提交了 2017-2019 年的业务计划。文件中

所列表格现时了根据与原则上核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相关活动分配给法国的资

源。 

需要讨论的问题：  

 为反映根据 2017-2019 年期间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协定

而核准的实际供资额，对德国的业务计划进行费用调整的建议 

 根据德国可动用剩余资金，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德国部分，同

时指出，德国 2017 年没有可分配给各项活动的剩余资金，与此同时，假

定 2015-2017 年三年期的充资金额相同，原则上核准的 2018-2020 年的资

金不应超过 2,604,720 美元。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UNEP/OzL.Pro/ExCom/77/19 号文件所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波兰提交的

2015-2017 年双边机构业务计划；以及 

(b) 应参照 2015-2017 年三年期财务规划中双边活动拨款重新审议德国的 2015-
2017 年业务计划。 

(二) 开发计划署 

UNEP/OzL.Pro/ExCom/77/22 号文件概述了开发计划署 2017-2019 年期间的规划活

动，以及基金秘书处根据执行委员会现有决定所做调整的影响。文件还载有开发计

划署业务计划的业绩指标和供执行委员会审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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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22 号文件所载开发计划署 2017-2019 年业

务计划；以及 

(b) 核准 UNEP/OzL.Pro/ExCom/77/22 号文件表 5 中所载开发计划署业绩指标。 

(三) 环境规划署 

UNEP/OzL.Pro/ExCom/77/23 号文件概述了环境规划署 2017-2019 年期间的规划活

动，以及基金秘书处根据执行委员会现有决定所做调整的影响。文件中还载有环境

规划署业务计划的业绩指标和供执行委员会审议的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23 号文件所载环境规划署 2017-2019 年业

务计划；以及 

(b) 核准 UNEP/OzL.Pro/ExCom/77/23 号文件表 4 和 5 所载环境规划署的业绩指

标。 

(四) 工发组织 

UNEP/OzL.Pro/ExCom/77/24 号文件概述了工业发展组织 2017-2019 年期间的规划

活动，秘书处关于履约所要求的活动和标准活动的意见，以及秘书处根据执行委员

会现有决定所做的调整。文件还载有工发组织业务计划的业绩指标以及供执行委员

会审议的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24 号文件所载工发组织 2017-2019 年业务

计划；以及 

(b) 核准 UNEP/OzL.Pro/ExCom/77/24 号文件表 5 所列工发组织的业绩指标。 

(五) 世界银行 

UNEP/OzL.Pro/ExCom/77/25 号文件概述了世界银行 2017-2019 年期间的规划活

动，秘书处关于履约所要求的活动和标准活动的意见，以及秘书处根据执行委员会

现有决定所做的调整。文件还载有世界银行业务计划的业绩指标以及供执行委员会

审议的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25 号文件所载世界银行 2017-2019 年业务

计划；以及 

(b) 核准 UNEP/OzL.Pro/ExCom/77/25 号文件表 5 所列世界银行各项业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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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提案 

(a) 项目审查期间所查明问题概览 

UNEP/OzL.Pro/ExCom/77/26 号文件载有四个章节：对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的项目

和活动的数量的分析；项目审查进程中查明的问题；提交供一揽子核准的项目和活

动；以及供单独审议的投资项目。文件还向执行委员会通报了对体制强化延长申请

的审查，以及提交第七十七次会议但嗣后又撤回的项目和活动。 

需要讨论的问题： 

 执行核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执行机构的变动或增加 

 提出核查报告和满足具体条件之前留置的资金 

 获得资金转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的企业临时制造高全球升温潜能值

的制冷和空调设备 

执行核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执行机构的变动或增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在指出执行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机构更改或增加往往不

产生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请秘书处考虑一揽子核准这些申请，除非在这一变动之外

还有未决问题需要执行委员会进行审议。  

提出核查报告和满足具体条件之前留置的资金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在指出划拨已核准的用于提交核查报告或满足具体条件之

前资金已撤回的项目的资金的条件应在第七十六次会议后不久予以满足，而与已核

准的付款有关的活动在资金转入执行机构之后才能开始的情况下，敦促：环境规划

署、工发组织以及海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南非政府尽快提交氟氯烃消费情况的

核查报告；环境规划署与智利和洪都拉斯政府尽快签署执行各自的氟氯烃淘汰管理

计划的相应协定；开发计划署和加纳政府尽快执行第 72/32(b)号决定，以便不再拖

延地实施各项活动。  

获得资金转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的企业临时制造高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制冷和
空调设备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请各双边和执行机构： 

(a) 如果发生已获得制造低全球变暖潜能值设备的资金的企业在生产线上临时生

产高全球变暖潜能值设备的情况，一经查明，应立即予以报告。该报告应包

括使用高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的原因，政府（如适当则包括企业）为使企

业能够开始制造采用 初提出的低全球升温潜能值的设备而将采取的步骤，

以及预期开始制造这些设备的时间表； 

(b) 继续向执行委员会的每次会议报告在企业改装的生产线上使用高全球升温潜

能值替代品的情况，直至改装生产线上只生产利用原先提出的低全球升温潜

能值技术的设备之时； 

(c) 支付的增支经营费用只能用于制造利用原先提出的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技术的

设备。 

提供一揽子核准的项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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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按照 后报告附件[ ]所示供资金额核准提供一揽子核准的项目和活动，以及

相应项目评价文件中所列条件或规定和执行委员会对各项目附加的条件；同

时注意到以下《协定》已经更新： 

(一) 案文载于 UNEP/OzL.Pro/ExCom/77/40 号文件附件一的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的《协定》，以考虑到核准的氟氯烃淘

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的供资金额、增支费用的节省以及环境规划署

的部分移交给工发组织； 

(二) 案文载于 UNEP/OzL.Pro/ExCom/77/43 号文件附件一的厄立特里亚政

府与执行委员会的《协定》，以考虑到所确定的氟氯烃履约基准；  

(三) 案文载于 UNEP/OzL.Pro/ExCom/77/56 号文件附件一的蒙古政府与执

行委员会的《协定》，以正确反映 2015-2019 年的 高允许消费量；  

(b) 决定，就与体制强化延长相关的项目而言，一揽子核准包括核准 终报告附

件[ ]中所载将要通知受援国政府的意见。 

(b) 双边合作 

UNEP/OzL.Pro/ExCom/77/27 号文件概述了各双边机构提出的 8 项申请，以及根据

2016 年双边合作的 高可用资金的额度，这些获得核准的资格。文件交叉引用了

相关文件，包括关于双边合作申请的讨论。对两个国家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付

款申请，已建议一揽子核准。 

需要讨论的问题： 

 德国所提双边合作的申请超过了该缔约方 2015-2017 年三年期 20%的资金

分配额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请财务主任在第七十七次会议核准的双边项目冲抵如下费用： 

(a) 在法国 2016 年双边捐款余额中冲抵 XX 美元（包括机构费用）； 

(b) 在德国 2015-2017 年双边捐款余额中冲抵 XX 美元（包括机构费用）； 

(c) 在日本 2016 年双边捐款余额中冲抵 XX 美元（包括机构费用）；以及 

(d) 在西班牙 2016 年双边捐款余额中冲抵 XX 美元（包括机构费用）。 

(c) 2016 年工作方案修正案 

(一) 开发计划署 

UNEP/OzL.Pro/ExCom/77/28 号文件载有开发计划署提交的 7 项活动，包括供在议

程项目 8(a)下考虑一揽子核准的 6 项项目延期申请和 1 项供为编制核查报告提供技

术援助的申请。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二) 环境规划署 

UNEP/OzL.Pro/ExCom/77/29 号文件载有环境规划署提交的 32 项活动，包括供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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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 8(a)下考虑一揽子核准的 25 项体制强化项目延期申请和 7 项为编制核查报

告提供技术援助的申请。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三) 工发组织 

UNEP/OzL.Pro/ExCom/77/30 号文件载有工发组织提交的 5 项活动，包括供在议程

项目 8(a)下考虑一揽子核准的 3 项体制强化项目延期申请、阿根廷（制冷维修行

业）和突尼斯（制冷维修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的投资活动项目编制的 3 项申请和 1 项为编制核查报告提供技术援助的申请。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四) 世界银行 

UNEP/OzL.Pro/ExCom/77/31 号文件载列了世界银行提交的 6 项活动，包括供在议

程项目 8(a)下考虑一揽子核准的 2 项体制强化项目延期申请和关于泰国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投资活动（总体战略、泡沫塑料行业、商用制冷行业和溶剂行

业）项目编制的 4 项申请。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d) 环境规划署 2017 年履约协助方案预算 

UNEP/OzL.Pro/ExCom/77/32 号文件载有环境规划署 2017 年履约协助方案，文件中

包括 2016 年履约协助方案进度报告、2017 年履约协助方案工作方案、对 2017 年

履约援助方案预算中的变动的解释，以及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核准 UNEP/OzL.Pro/ExCom/77/32 号文件附件一所载环境规划署 2017 年履

约协助方案的活动和金额 9,776,000 美元的预算，外加 8%的金额 782,080 美

元的机构支助费用； 

(b) 请环境规划署继续提交履约协助方案的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并在其中： 

(一) 提供详细的信息，说明关于 2016 年工作方案确定的在完成之前将要

使用全球资金的 4 项新活动的进展情况； 

(二) 扩大履约协助方案各预算项目之间的供资优先次序，以便适应不断变

化的优先事项，并提供详细情况说明依照第 47/24 号和第 50/26 号决

定对预算所作的重新分配；以及 

(三) 报告现有工作人员员额的职等，并向执行委员会通报其中的任何变

化，特别是与增加预算拨款有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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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7 年核心单位费用 

UNEP/OzL.Pro/ExCom/77/33 号文件载有关于 2011-2015 年的实际行政费用以及

2016 年估计费用及其相关核准预算的信息。文件还载有关于 2017 年拟议核心单位

费用的申请、关于 2016 年行政费用总额中有多少可用于支付 2017 年的预期费用的

评估、落实行政费用研究的情况以及秘书处的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根据第 73/62(b)号决定核准开发计划署和工发组织的核心单位费用较

2016 年预算增长 0.7%的申请，以及世界银行申请的 2017 年的金额与 2016
年所核准金额相同 

 落实行政费用研究的情况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33 号文件所述关于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

和世界银行 2017 年核心单位费用的报告； 

(二) 根据第 75/69(b)号决定对行政费用制度及其核心单位供资预算进行的

审查的情况； 

(三) 世界银行核心单位业务再次低于编入预算的金额，并且将在执行委员

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向多边基金返还未使用的余额，对此表示赞赏； 

(b) 考虑是否核准所申请的 2017 年核心单位预算： 

(一) 开发计划署为 2,055,000 美元，工发组织为 2,055,000 美元；以及 

(二) 世界银行为 1,725,000 美元，依据的是执行委员会对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二十八次会议在关于对氢氟碳化物活动额外供资的议程项目

10（UNEP/OzL.Pro/ExCom/77/70 号文件）下提出的与执行委员会相

关问题的审议所引起的任何体制变化。 

(f) 投资项目 

UNEP/OzL.Pro/ExCom/77/26 号文件载有在议程项目 8(f)下单独审议的项目清单

（见下表）。 

需要讨论的问题：每一项目均应单独审议核准。项目说明以及秘书处的评论可查阅

下表 1 中提及的相关的国家项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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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提交供单独审议的项目 

国家 项目 机构 执委会 问题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 

南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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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3 所有技术和费用问题已

经解决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 

亚美尼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环境

规划署 

77/35 氟氯烃削减承诺 

多米尼加共和

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环境

规划署 

77/41 所有技术和费用问题已

经解决 

印度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环境

规划署/德国 

77/49 没有关于技术和成本问

题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环境

规划署/工发组织

/德国 

77/50 所有技术和费用问题已

经解决 

约旦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世界银行/工发组

织 

77/51 HCFC-141b 和多元醇分

配问题。采用高全球升

温潜能值制冷剂。 扣

除吨数 

马来西亚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 77/54 所有技术和费用问题已

经解决 

摩尔多瓦共和

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环境

规划署 

77/58 所有技术和费用问题已

经解决 

乌拉圭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 77/67 所有技术和费用问题已

经解决 

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 

中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一次付款 

数个 77/37 尚需讨论中国行业计划

聚氨酯硬泡沫塑料行业计划 世界银行 费用仍在讨论中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

计划 

工发组织/德国 费用仍在讨论中 

室内空调制造行业计划 工发组织 费用仍在讨论中 

工业和商业制冷和空调行业

计划 

开发计划署 费用仍在讨论中 

溶剂行业计划 开发计划署 在第七十六次会议上原

则上核准 

制冷和空调维修行业计划和

保障组成部分 

环境规划署/德

国/ 日本 

在第七十六次会议上原

则上核准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付款申请 

古巴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 第三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 77/39 临时使用高全球升温潜

能值技术 

格林纳达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 第二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工发

组织 

77/47 有待讨论消费量问题。

将工发组织列为合作执

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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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项目 机构 执委会 问题 

墨西哥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 第二次付款 

工发组织/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环

境规划署 

77/55 修订协定，将西班牙政

府列为合作执行机构 

卢旺达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 第三次付款 

环境规划署/工发

组织 

77/59 核查报告中的数据不一

致  

沙特阿拉伯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 第四次付款 

工发组织/环境规

划署 

77/60 投资活动进展有限;在

达到协定附录 8-A 的要

求方面进展不足  

塞内加尔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 第二次付款 

工发组织/环境规

划署 

77/61 修订协定、起点、资金

数额和活动 

索马里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 第二次付款 

工发组织 77/62 调整起点 

泰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

段- 第三次付款 

世界银行 77/65 退还资金、修订协定 

9. 计算转换为 HC-290 技术企业的热交换器生产线转产增支成本的额度（第 76/51 号

决定(b)段） 

UNEP/OzL.Pro/ExCom/77/69 号文件概述了关于对使用 HCFC-22 的空调机改用

HC-290、HFC-32 或 R-452B 制冷剂的热交换机和热交换机生产线所需进行的转换

的修订研究报告的结论。该研究报告系根据第 76/51 号决定进行的修订，提供的进

一步的信息主要涉及：缩小冷凝器和蒸发器的管直径对于 290 技术与的影响，缩小

管直径时每种工具/设备所需的组件的数目。文件还包括根据执行机构的反馈对报

告所作的调整。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关于计算转换为 HC-290 技术企业的热交换器生产线转产增支成本的

额度（第 76/51 号决定）的 UNEP/OzL.Pro/ExCom/77/69 号文件； 

(b) 请秘书处在收到巴西提交第二次付款申请时，依照第 75/43(f)号决定，根据

UNEP/OzL.Pro/ExCom/77/69 号文件所载的技术信息，酌情对其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费用作出调整；以及 

(c) 请秘书处和执行机构在评估使用 HCFC-22 的空调机转换为使用 HC-290、
HFC-32 和 R-452B 制冷剂而需改变热交换器生产线的增支成本时，使用

UNEP/OzL.Pro/ExCom/77/69 号文件提供的技术信息。 

10.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八次会议产生的与执行委员会相关的问题 

UNEP/OzL.Pro/ExCom/77/70 号文件载有秘书处的说明，该说明征询执行委员会对

缔约方第二十八次会议产生的问题的咨询意见。第一部分概述了第 5 条国家氢氟碳

化合物的消费情况，以及关于由多边基金资助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的调查

的信息。第二部分介绍了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通过的关于资助削减氢氟碳化

合物的决定组成部分对氢氟碳化合物的削减进行资金援助的准则的要点，同时亦借

鉴了第 60/44 号和第 74/50 号决定中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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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准则。 第三部分提出了在捐助国和基金会的潜在补充捐款方面取得进展的建

议。第四部分概述了执行委员会不妨考虑就氢氟碳化合物的削减可能采取的行动。 

需要讨论的问题： 

 是否于 2017 年举行一词特别会议讨论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基加利

修正》有关的事项 

 执行委员会有关《基加利修正》的行动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审议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ExCom/77/70）第四部分所列

的潜在行动。 

11. 审查执行委员会的运作情况（第 76/55 (b) 号决定） 

UNEP/OzL.Pro/ExCom/77/71 号文件介绍了秘书处的说明，该说明提供了关于第七

十六次会议有关执行委员会运作情况的讨论的 新情况。附篇 UNEP/OzL.Pro/ 
ExCom/76/63 号文件则介绍了秘书处对于 2014 年和 2015 年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的机

制的审查的主要结果和结论。 

需要讨论的问题： 

 是否继续根据 2017 年执行委员会的两次会议以及这些会议的时间进行运

作，同时亦顾及有可能需要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与《蒙特利尔议定书》

的《基加利修正》有关的事项 

 是否对执行委员会的运作作出改变，包括： 

o 在每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审议年度进度报告工作和对各执行机构上一年

的业务计划/绩效进行的评价  
o 改变各双边和执行机构提交文件的时限  
o 根据秘书处提议的分列制度重新安排议程项目 

 安排进一步审查执行委员会的运作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根据第 76/55(b)号决定编制的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运作情况的文件

（UNEP/OzL.Pro/ExCom/77/71）； 

(b) 同意执行委员会自 2017 年起继续每年举行两次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好第

一次会议在六月的第三周以及 后一次会议在十二月的第一周举行，与此同

时，如果需要，有可能另外举行一次简要的会议，以审议来自蒙特利尔议定

书缔约方的项目提案或特别要求； 

(c) 指出： 

(一) 关于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 

a. 将请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在每年 4 月 15 日以前，或在执行委员

会的第一次会议早于 6 月的第二周时在其之前的 8 周向秘书处

提交其年度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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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双边和执行机构的综合进度报告和相关进度报告将于每年的

第一次会议上审议； 

(二) 关于业务规划，对以往年份业务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价将于每年的第一

次会议上进行； 

(三) 关于项目提案，将请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在执行委员会之前向秘书处提

交以下完整的项目提案，这些提案将于该次会议上予以审议，以便秘

书处能够有时间进行审查，让各机构能够讨论秘书处的评论和就有关

国家的评论作出回应： 

a.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 16 周提交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或行业淘汰计划，同时需附带一份协定草

案和第一次付款的拟议执行计划； 

b.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 14 周提交消费行业氟氯烃淘汰项目，

同时附带关于超过 500 万美元的供资金额申请； 

c.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前 10 周全部提交所有其他项目提案； 

(d) 请秘书处根据本文件附件四的分列办法重新安排执行委员会会议议程项目的

顺序； 

(e) 在 2018 年举行的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审查每年两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的

制度。 

12. 多边基金账户 

(a) 2015 年决算 

UNEP/OzL.Pro/ExCom/77/72 号文件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多边基金的

2015 年 终账户；第二部分提供了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关于多边基金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账户的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关于未清应收捐助的意见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77/72 号文件所载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编制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多边基金 后财务报表； 

(二)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向环境规划署提交的关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终了

的年度的报告； 

(三)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其中表示，环境规划署应将长期拖

欠摊款一事提请执行委员会审议或核销，以及嗣后环境规划署根据秘

书处对此事的意见所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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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财务主任将 UNEP/OzL.Pro/ExCom/77/72 号文件表 1 所示各执行机构 2015
年临时财务报表与其 2015 年 终报表之间的差异记入多边基金 2016 年账

户；以及 

(c) 请执行委员会向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九次会议报告联合国审计委员

会关于“环境规划署再次将此事提请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审议或核销”的意

见和建议 。 

(b) 2015 账户核对 

UNEP/OzL.Pro/ExCom/77/73 号文件提供了 2015 年账户信息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各执行机构年度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以及秘书处核准项目数据库

清单的核对。文件还提供了秘书处的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环境规划署未完结核对项目：2014 年账户核对结转的 221,570 美元 

 2015 年未完结核对项目：来自环境规划署的收入（41,106 美元）和支出

（18,992 美元）；工发组织的收入（43 美元）和支出（37,725 美元）；以

及世界银行的收入（143,940 美元）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77/73 号文件所载 2015 年账户的核对； 

(b) 请财务主任： 

(一) 从今后向开发计划署转拨的款项中收回 105,346 美元，这是其 2015
年临时账户中报告的利息收入高于其决算账户中报告的利息收入； 

(二) 向工发组织转拨 21,467 美元，这是 2012 年中国获得的利息，这一数

额在第七十一次和第七十四次会议核准额中被抵消了两次； 

(c) 请开发计划署在 2016 年账户中调整收入 82,831 美元，这是 2015 年多报的

利息； 

(d) 请环境规划署在其 2016 年账户中作如下调整： 

(一) 2015 年需调整支出 329,000 美元； 

(二) 支出 221,570 美元，这是自 2014 年结转的未核对金额； 

(三) 907,514 美元，这是 2015 年未调整/采取行动的 2014 年核对项目； 

(四) 在 2015 年决算账户中记录错误的支助费用 219,231 美元； 

(e) 请环境规划署在其 2016 年进度报告中作如下调整： 

(一) 收入 217,633 美元计入环境规划署 2015 年账户而不是进度报告； 

(二) 123,412 美元的支出和 190,385 美元的节省反映在环境规划署 2015 年

账户中，而不列入其进度报告； 

(f) 请工发组织在其 2016 年账户中反映 2015 年未记录的 2015 年 2,040,715 美元

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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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注意到 2015 年尚未完结核对项目如下： 

(一) 环境规划署进度报告和决算账户之间出现的收入差额为 41,106 美

元；环境规划署的进度报告和决算账户之间出现的支出差额为 18,992
美元，环境规划署将在第七十八次会议之前提供关于这种差异的 新

情况； 

(二) 工发组织进度报告和工发组织进度报告中将调整的清单之间出现的差

额为 26 美元；工发组织进度报告和决算账户之间的收入差额为 43 美

元；37,725 美元代表工发组织进度报告和决算账户之间支出支助费用

的差额；以及 

(三) 世界银行进度报告和决算账户之间出现的收入差额 143,940 美元。 

(h) 注意到固定核对项目如下： 

(一) 开发计划署未具体说明的项目金额为 68,300 美元和 29,054 美元；以

及 

(二) 世界银行，在适用情况下与其他双边机构一起执行以下项目： 

- 日本双边项目（THA/PHA/68/TAS/158），金额为 342,350 美元； 

- 瑞典双边项目（THA/HAL/29/TAS/120），金额为 225,985 美元； 

- 美利坚合众国双边项目（ CPR/PRO/44/INV/425 ），金额为

5,375,000 美元； 

- 美利坚合众国双边项目（ CPR/PRO/47/INV/439 ），金额为

5,375,000 美元； 

- 泰国冷风机项目（THA/REF/26/INV/104），金额为 1,198,946 美

元； 

- 泰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THA/PHA/74/INV/164 和
165），金额为 10,385,585 美元；以及 

- 中国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CPR/PRO/75/INV/568）
，金额为 17,740,800 美元。 

13. 基金秘书处 2015、2016、2017 和 2018 年核准预算和 2019 年拟议预算 

UNEP/OzL.Pro/ExCom/77/74 号文件载有基金秘书处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的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核准预算和 2019 年的拟议预算。 

需要讨论的问题： 

 翻译费用的提高 

 2017 年增加一次会议的费用 

 4 个 P3 员额的提升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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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UNEP/OzL.Pro/ExCom/77/74 号文件所载基金秘书处 2015、2016、
2017 和 2018 年核定预算和 2019 年拟议预算文件； 

(二)  未计入秘书处 2015 年核定预算的 378,099 美元的支出已重新分配给

2016 年核定预算；  

(三) 在第七十七次会议上将 1,477,253 美元（1,449,117 美元来自秘书处

2015 年核定预算，28,136 美元来自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 2015 年核定

预算）退还多边基金； 

(b) 核准： 

(一) 2016 年订正预算，总额 7,561,218 美元，其中对 2015 年未入账支出

378,099 美元和预算项目 1309 下的 25,934 美元的结存进行重新分

配，以及增加 30,800 美元，用于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增加的

文件翻译费用； 

(二) 自 2017 年起，将 4 个 P3 员额提升到 P4 级、将 1 个 G7 员额下调到

G6 级、将 1 个 G5 员额提升到 G6 级，为此增加费用 39,500 美元； 

(三) 2017 年订正预算，总额 7,748,982 美元，其中包括执行委员会增加一

次会议的费用 355,800 美元，以及与执行委员会会议相关的其他费用

92,791 美元； 

(四) 基于执行委员会三次会议和 2017 年订正预算编制的 2018 年订正预

算，总额 7,829,038 美元；以及 

(五) 基于执行委员会三次会议、2018 年订正预算和工作人员费用增加 3％
编制的 2019 年拟议预算，数额为 7,961,748 美元。 

14. 化工生产行业分组的报告 

UNEP/OzL.Pro/ExCom/77/75 号文件将于第七十七次会议期间印发，并将提供关于

在此次会议间隙举行的化工生产分组会议的报告。该文件将说明分组对临时议程考

虑、氟氯烃生产行业准则、中国 2015 年进度报告氟氯烃生产核查报告，以及 2016
年中国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第一阶段的进度报告。 

15. 其他事项 

商定的列入议程项目 2(a)的实质性事项将在该议程项目下审议。 

16. 通过报告 

执行委员会将收到供其审议和通过的第七十七次会议的报告草案。 

17. 会议闭幕 

预期会议将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