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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XX/7 号决定第 2 段，通过第 58/19
号决定通过了关于为处置不需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示范项目供资的暂定准则。在该决定

（c）段和（d）段，执行委员会要求秘书处，除其他事项外，向执行委员会 2011 年第二

次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利用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的报告及其他相关来源的资料，说明在执

行各处置项目方面取得的经验。执行委员会届时将参照获得的经验和掌握的任何其他资料

和指导，在第六十四次会议上审议是否要审查暂定准则和相关的定义。 

2. 本报告根据上述第 58/19 号决定（c）段和（d）段向执行委员会提供资料。 

3. 自第五十七次会议起，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执行机构关于为编制消耗臭氧层物质销毁

报告进行供资的请求，以回应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关于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库进行合乎环境

要求管理的第 XX/7 号决定。在该决定第二段中，缔约方请“执行委员会考虑开始执行一

些可能包括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收集、运输、存储和销毁的试点项目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作

为初步优先重点，执行委员会可以考虑在具有代表性和区域多样性的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

的缔约方中间展开一些项目，着眼于已集中的、净全球升温潜力高的消耗臭氧层库存”。

缔约方会议指出，根据理解，这种初步优先重点不会排除发起包括哈龙和四氯甲烷在内的

其他类型的试点项目的可能，只要这些项目具备重要的示范价值。除了保护臭氧层以外，

这些项目将寻求产生管理和供资方式方面的实际数据和经验，实现气候惠益，并将探讨利

用共同供资的机会。”对于执行委员会在第五十八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为消耗臭氧层物质

处置示范项目供资的暂定准则，这一决定构成了制定暂定准则的基础。 

自第五十八次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 

4. 甚至在通过暂定准则之前，执行委员会从第五十四次会议开始便为亚洲和太平洋的

一个区域消耗臭氧层物质示范项目核准了编制消耗臭氧层物质销毁试点项目的供资。在第

五十七次和第六十次会议之间，执行委员会为另外 13 个国家核准了供资。选择这些国家

是为了便利执行试点项目，这些试点项目将覆盖具有代表性的地域，以帮助取得在同一区

域类似国家中容易复制的成果。执行委员会还为一个国家（尼泊尔）核准了技术援助项

目，该项目旨在成为低消费量国家的示范项目。核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的核准情况 

国家 区域 机构 会议 核准资金额 
（美元） 

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项目编制核准情况 
阿尔及利亚 非洲 工发组织 59 85,000 

巴西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开发计划署 57 40,000 

中国 南亚 开发计划署 59 85,000 

哥伦比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开发计划署 59 40,000 

古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开发计划署 59 40,000 

加纳 非洲 开发计划署 57 30,000 

印度 南亚 开发计划署 61 80,000 

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世界银行 57 50,000 

黎巴嫩 西亚 工发组织 61 85,000 

墨西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工发组织/世界

银行 

58 100,000 

尼日利亚 非洲 工发组织 6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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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区域 机构 会议 核准资金额 
（美元） 

菲律宾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世界银行 57 50,000 

土耳其 欧洲和中亚地区 工发组织 57 60,000 

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执行核准情况 
古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开发计划署 62 525,200 

加纳 非洲 开发计划署 63 198,000 

尼泊尔（技术

援助） 
南亚 开发计划署 59 157,200 

墨西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工发组织/法国 63 1,427,915 

共计    3,113,315 

 

使用第 58/19 号决定关于为处置不需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示范项目的编制进行供资的暂定

准则方面的经验 

5. 从第五十九次会议开始，执行机构应用这些暂定准则提供资料，以支持处置消耗臭

氧层物质试点项目所申请的供资。秘书处还在审查呈件时应用了同样的准则。目前所取得

的经验仅限于审查提供的资料，以支持执行委员会核准供资的上述国家的项目编制申请。 

6. 在针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的项目编制申请应用这些准则时，秘书处注意

到，准则为证实呈件要求的专门信息内容，为了解一国不需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情况提

供了洞察。秘书处通过提出评论或寻求澄清，能够确保人们对消耗臭氧层物质销毁过程的

基本方面——收集、储存、运输和销毁过程本身——取得一致认识。尽管人们认为实际的

项目编制工作将产生更好的数据和资料，能够与整个项目一起提交，但这些准则为秘书处

和各机构之间就执行委员会作为最终示范项目的基本特点而强调的重要因素进行探讨提供

了机会。届时还需要探讨共同出资方案，以确保在将来执行委员会没有额外供资时共同出

资具有可持续性。 

7. 通过秘书处和各执行机构在项目编制过程中的评论和回应，秘书处收集了在准则中

往往不易于获取的信息。在一些情况下，各国也不乐于完全采用共同出资选择，因为这可

能限制他们有效执行项目的能力并限制他们获得碳融资额度的机会。同样，他们还非常谨

慎地确认消耗臭氧层物质废物的具体销毁方式（即通过水泥窑或等离子技术），并希望一

旦拟定了整个项目就能做出这些决定。它还注意到，要求探讨部署到位的国家政策和管理

基础设施并将潜在项目与现有类似的化学废物管理倡议相联系，有益于创造各个项目的协

同作用。执行委员会核准的两个示范项目显示了这一点，这两个项目表明与一些由全球环

境基金（全环基金）或国家能效倡议（比如加纳和墨西哥）供资的已经获得资助的或编审

中的项目建立了联系。 

8. 在已核准的项目编制申请中，迄今仅提交了三个完整的示范项目，其中，执行委员

会在第六十二次会议上批准了古巴项目，在第六十三次会议批准了加纳项目和墨西哥项

目。根据各执行机构在提交给基金会秘书处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的进度报告中提供的信

息，提交完整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出现拖延的常见原因如下： 

（一）国家优先完成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而不是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项目，因为

前者需要遵守氟氯烃管制措施； 

 



UNEP/OzL.Pro/ExCom/64/49 
 
 

4 
 

（二）在同国家就耗臭氧层物质处置方法达成一致时出现了拖延，导致聘请顾问也

出现拖延； 

（三）对于较大的国家，关于已收集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调查花费时间超过预期；

以及 

（四）一些国家在按照第 58/19 号决定的要求确认项目共同出资来源时遇到困难。

一些项目似乎试图将碳市场视为共同出资选择，而碳市场萧条使得相应的方

法形成概念比预期更加困难。 

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项目执行准则方面的经验 

9. 秘书处对第六十二次和第六十三次会议上提交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示范项目的全部提

案进行了广泛的审查。在审查中，秘书处得出结论，按照第 58/19 号决定的要求提供的额

外资料，为便利项目核准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数据来源。它还注意到，这些项目产生的潜在

碳信用额外所提供的共同出资机会，考虑了在制定准则的最初阶段未设想的情形和资料。 

10. 已核准的古巴、加纳和墨西哥项目的项目执行工作仅仅处于最初阶段。在所有情况

下，仍然需要由各国和执行机构达成协定，然后开始执行项目。因此目前无法提供从项目

执行中取得的经验的资料。 

11. 在第五十九次会议上（2009 年 11 月），执行委员会核准了根据第 58/19 号决定提

交的尼泊尔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试点项目，由环境规划署执行。该项目旨在展示最终处 

置/销毁低消费量国家已经储存并待销毁的一定数量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方法，并试图产

生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选择方面的数据和经验，同时考虑以下两种可能性：(1)使用可以

租赁的以及一旦消耗臭氧层物质安全销毁可以运回原籍国的移动式销毁设施；(2)将消耗

臭氧层物质废物运至该国境外的回收设施。预计该项目的结果有利于低消费量国家，并为

要求销毁的不需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量低的国家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选择。 

12. 根据环境规划署，尼泊尔决定选择将消耗臭氧层物质废物运到国外销毁设施的方

法，因为使用微型等离子机器证明是昂贵的。尼泊尔政府根据成本、操作的难易程度、销

毁时间和能够资助项目可持续性的碳额度潜力，做出了这一决定。尼泊尔项目遇到一些挑

战，包括存货纯度，以了解这些方法是否符合获得碳额度的条件，以支持这种废物出口选

择。另外一个挑战在于国家条例限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出口，允许对这一专门用途实行一

次性豁免可以克服这一挑战。目前，正在最后确定职权范围和出口选择投标，正如环境规

划署进度报告所指出的，预计该项目将继续推进，并在 2011 年完成。 

结论 

13. 应用编制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试点项目的暂定准则方面的经验和拟定完整的示范项

目方面的经验都是积极的。关于已核准示范项目的执行现状，目前全都仅处于初级阶段，

已核准的编制供资也出现拖延，因此在项目执行期间还没有产生足够的经验，作为目前审

查准则的基础。 

14. 根据定义，示范项目应该是短期的、具有时间限制，执行期间取得的经验将为未来

的方法提供借鉴。据从各执行机构提交的进度报告中收集的经验来看，执行这些消耗臭氧

层物质处置项目或者编制完整的示范项目供执行委员会审议的主要挑战，集中在这些项目

与各国完成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孰先孰后的冲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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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据上述内容，得出的结论是，鉴于要按照第 58/19 号决定（c）和（d）段的要求

修订暂行准则，已核准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示范项目进入项目执行时期以评估相关经验

供将来参考还为时过早。 

秘书处的建议 

16. 根据上述资料，秘书处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关于为处置不需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示范项目供资的暂定准则应

用情况的报告，同时铭记在执行完整的试点项目方面经验还很少； 

(b) 要求各执行机构至迟于第六十八次会议向秘书处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如

何在执行已核准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处置试点项目时应用这些准则； 

(c) 请秘书处根据上文(b)段编制一份报告供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

议，总结取得的经验，为将来的行动提出建议； 

(d) 请秘书处继续应用暂定准则，并适用于低消费量国家的试点项目，直至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上文(c)段中的报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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