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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附有具体报告要求的项目报告 
 

1. 本文件包括应在第八十七次会议上提交的、或应在第八十六次会议上提交但根据举

行第八十六次会议商定程序推迟到第八十七次会议上审议的、对中国有具体报告要求的项

目报告。1 

2. 本文件分为以下三部分： 

 

部分 文件标题 段落 

一 
氟氯化碳生产、哈龙、聚氨酯泡沫塑料、二类加工剂、制冷

维修和溶剂行业财务审计报告（第 86/41 号决定） 
3 - 11 

二 关于第 83/41 号决定(e)段所列活动的实施进度报告 12 - 15 

三 

确定可能导致了三氯氟甲烷（CFC-11）和二氟二氯甲烷

（CFC-12）非法生产和使用的监管、执法、政策或市场情况

的研究（第 83/41 号决定(d)段） 

16 - 17 

  

                                                      
1 UNEP/OzL.Pro/ExCom/86/IAPext/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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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氟氯化碳生产、哈龙、聚氨酯泡沫塑料、二类加工剂、制冷维修和溶剂行

业财务审计报告 

背景 

3. 在第八十四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氟氯化碳生产、哈龙、聚氨酯泡沫塑料、

二类加工剂、制冷维修和溶剂行业财务审计报告，其中还提供了每个行业计划中开展的活

动的最新情况。2 随后，除其他外，执行委员会请中国政府通过相关执行机构在第八十五

次会议上提交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氟氯化碳生产、哈龙、聚氨酯泡沫塑料、二类加

工剂、制冷维修和溶剂行业计划财务审计报告，以及氟氯化碳生产、聚氨酯泡沫塑料、制

冷维修和溶剂行业计划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在第八十五次会议上向多边基金退还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尚有的与氟氯化碳生产、聚氨酯泡沫塑料、制冷维修和溶剂行业计划相

关的资金余额（第 84/39 号决定(c) (一)段和(c) (二)段）。 

4. 按照第 84/39 号决定(c) (一)段，相关执行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向第八十五次会议提交

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氟氯化碳生产、聚氨酯泡沫塑料、制冷维修和溶剂行业财务

审计报告和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提交了制冷维修和溶剂行业的补充性最终报告以及二类加

工剂的最新进展情况。3 

5. 为第八十五次会议设定的休会期间核准程序没有审议这一事项。鉴于与 COVID-19

大流行有关的限制导致会议延迟举行，这一事项再次列入供第八十六次会议审议。4 通过

为 2020 年 11 月第八十六次会议设定的休会期间核准程序，执行委员会审议了该事项，并

决定：5 

(a) 注意到： 

(一) UNEP/OzL.Pro/ExCom/86/21/Add.1 号文件中所载中国氟氯化碳生

产、哈龙、聚氨酯泡沫塑料、二类加工剂、溶剂和制冷维修行业财务

审计报告； 

(二) 世界银行将向第八十六次会议退还氟氯化碳生产和聚氨酯泡沫塑料行

业的剩余余额 314,015 美元和累计利息 22,119 美元； 

(三) 工发组织将向第八十六次会议退还制冷维修行业计划的剩余余额 752

美元，加上累计利息 99,178 美元； 

(四) 开发计划署将向第八十六次会议退还溶剂行业计划的累计利息

356,151 美元； 

                                                      
2 UNEP/OzL.Pro/ExCom/84/22/Add.1 号文件第 6 至第 105 段。 

3 UNEP/OzL.Pro/ExCom/85/9。 

4 UNEP/OzL.Pro/ExCom/86/21/Add.1。 

5 第 86/4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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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世界银行按照第 84/39 号决定(b)段向第八十七次会议提交将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的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财务审计报告，以及相应的项

目完成情况报告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任何剩余余额；以及 

(c) 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与相关执行机构合作，确保所提交的氟氯化碳生产、

聚氨酯泡沫塑料、制冷维修和溶剂行业计划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反映出对最终

受益人的资金发放情况，并且与提交给第八十六次会议的财务审计报告中提

供的信息一致。 

提交第八十七次会议的报告 

6. 按照第 86/41号决定，世界银行代表中国政府向第八十七次会议提交了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的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财务审计报告和相应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7. 财务审计报告显示，将向多边基金退还哈龙行业计划的余额 8,723,002美元（表 1）

及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的累计利息 22,163 美元。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没有余额，

因为 2020 年的发放额为 2,416,996 美元，导致累计发放了 46,832,188 美元，比为该计划核

准的 46,500,000 美元高出 332,188 美元；这些额外资金由中国政府提供，作为监测和管理

2020年行业计划的共同资金。表 1汇总了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的余额和累计利息。 

表 1. 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的剩余余额和利息（美元） 

活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的余额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余额 
累计利息 完成日期 

哈龙行业 8,913,167 8,723,002 
22,163 

2020 年 12 月 

二类加工剂 2,084,808 -332,188* 2020 年 12 月 

* 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作为监测和管理 2020 年行业计划的共同资金。 

秘书处的评论 

8. 秘书处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了氟氯化碳生产、聚

氨酯泡沫塑料、溶剂和维修行业计划，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了哈龙和二类加工剂

行业计划，与这些行业计划相关的余额，包括累计利息，已退还多边基金或将退还第八十

七次会议。 

9. 按照第 84/39 号决定(c) (三)段，6 世界银行告知，各地方生态和环境局正在继续努

力按照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政策和法规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管理和监测。在第八十六次
7 和第八十七次会议之间，没有非法消费或生产 CFC-11 的其他结果或案例需要进一步

更新。 

                                                      
6 执行委员会请中国政府通过相关的执行机构，在今后财务审议报告中报告地方生态和环境局监测工作的结

果，包括发现 CFC-11 的案例。 

7 UNEP/OzL.Pro/ExCom/86/21/Add.1 号文件第四部分提供了第八十六次会议之前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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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虽然氟氯化碳生产、聚氨酯泡沫塑料、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的项目完成情况

报告载有与各自财务审计报告一致的财务数据和向多边基金退还剩余余额情况，但 2019

年 12 月完成的制冷维修和溶剂行业计划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并不包含这些数据。将于

2021 年任命的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需要继续与相关执行机构合作，确保将财务数据纳入

这些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建议 

11. 执行委员会不妨注意到： 

(a) UNEP/OzL.Pro/ExCom/87/9/Add.1 号文件中所载的中国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

业计划财务审计报告；和 

(b) 世界银行将向第八十七次会议退还哈龙行业计划的剩余余额 8,723,002 美元

和与哈龙和二类加工剂行业计划有关的累计利息 22,163 美元。 

  



UNEP/OzL.Pro/ExCom/87/9/Add.1 
 

 

5 

第二部分 关于第 83/41号决定(e)段所列活动的实施进度报告 

背景 

 

12. 在第八十三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以下两份文件： 

(a) 按照第 82/65 号决定和第 82/71 号决定(a)段，根据开发计划署代表中国政府

提交的中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氟氯烃消费和生产淘汰管理计划协定，

审查现行的监测、报告、核查和执法制度；以及 

(b) 世界银行代表中国政府按照第 82/67 号决定(c)段提交的、关于在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第一阶段下协助完成的监测企业泡沫塑料发泡剂消费情况的现行制

度和核查方法的案头研究。 

13. 在审议过程中，除其他外，执行委员会欢迎中国政府将采取若干监管和执法行动；

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将采取额外行动支持执法行动；又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将

考虑一系列建议，以补充并增强其监管和执法行动。执行委员会还注意到，中国政府将在

第八十四次会议上并再次在第八十六次会议上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其在实施第 83/41 号决

定(a)至(d)段所述活动方面的进展情况。 

14. 在第八十四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中国政府按照第 83/41 号决定(e)段提交的

进度报告。8 经讨论后，执行委员会表示注意到中国政府代表提供的关于第 83/41 号决定

所列活动开展情况的信息。 

15. 中国政府按照第 83/41 号决定向第八十六次会议提交了一份进度报告（“进度报

告”）。按照举行第八十六次会议的商定程序，执行委员会将进度报告的审议推迟到第八

十七次会议。9 进度报告全文未经编辑或进一步审查附在本文件之后。 

  

                                                      
8 UNEP/OzL.Pro/ExCom/84/22/Add.1。 

9 UNEP/OzL.Pro/ExCom/86/IAPext/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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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确定可能导致了三氯氟甲烷（CFC-11）和二氟二氯甲烷（CFC-12）非法生

产和使用的监管、执法、政策或市场情况的研究（第 83/41号决定(d)段） 

背景 

 

16. 在第八十三次会议上讨论中国的监测、报告、核查和执法制度时，除其他外，执行

委员会决定注意到，中国政府将考虑聘用一名非政府顾问开展一项确定可能导致了三氯氟

甲烷（CFC-11）和二氟二氯甲烷（CFC-12）非法生产和使用的监管、执法、政策或市场

情况的研究（包括可用的定量数据和定性市场信息）（第 83/41 号决定(d)段）。 

17. 按照第 83/41 号决定(d)段，中国政府向第八十六次会议提交了由非政府顾问编写的

关于中国臭氧消耗物质的监督、执法、政策和市场情况的研究报告。根据举行第八十六次

会议的商定程序，执行委员会将研究报告的审议推迟到第八十七次会议。10 研究报告全文

未经编辑或进一步审查附在本文件之后。 

     

 

                                                      
10 UNEP/OzL.Pro/ExCom/86/IAPext/1/Re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