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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案：阿尔及利亚 
 

本文件载有基金秘书处对以下项目提案的评论和建议：  

制冷： 

• 制冷和空调行业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剂管理计划：

2004 年方案 
 工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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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评价表 

阿尔及利亚 

行业：   制冷              行业消耗臭氧层物质使用量(2002 年)：            726 ODP 吨 
次级行业成本效益临界值：            不适用 
项目名称： 

(a) 制冷和空调行业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剂管理计划：2004 年方案 

项目数据 制冷剂管理计划 

   

企业消费量 (ODP 吨) 
项目影响 (ODP 吨) 200
项目期限(月) 12
要求的初始金额 (美元) 524 647
最终项目费用 (美元) 

 增加基本建设费用 (a) 524 647
 应急基金 (b) 
 增加经营费用 (c) 
 项目总费用 (a+b+c) 524 647
 当地所有权 (%) 100%
 出口部分 (%) 0%

要求的金额(美元) 524 647
成本效益 (美元/公斤) 不适用

对应方供资是否确认? 不适用

国家协调机构 国家臭氧机构 
执行机构 工发组织 

  

秘书处的建议 

建议金额 (美元) 524 647
项目影响 (ODP 吨) 200
成本效益 (美元/公斤) 不适用

执行机构支助费用 (美元) 39 349

向多边基金申请的总费用 (美元) 563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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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原则上核准向阿尔及利亚提供 1 424 647 美元的总资金，

以便落实到 2007 年淘汰 245 ODP 吨 CFC(相当于制冷维修次级行业所用 CFC 消费量的

85%)，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淘汰非正规经济部门和直接进口 CFC 的一些大用户使用的另外

315 吨 CFC 方面，将不寻求多边基金提供额外资金。 

2．  执行委员会还为制冷剂管理计划项目第一期拨款 200 000 美元，但有一项谅解，即下

一年度的资金在执行委员会对前一年的进度报告予以积极评价之后才能拨付。随后，执行

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又为制冷剂管理计划项目第二期核准了 700 000 美元。 

3．  阿尔及利亚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提出了制冷剂管理计划项目第三期申

请供审议，其金额为 524 647 美元。 

进度报告 

4．  据进度报所述，海关官员培训方案已经完成，为设在主要边境口岸的海关部门提供

了 60 套消耗臭氧层物质识别工具。一名国际制冷专家开办了良好制冷维修做法培训员培

训课程(2003 年 1 月和 5 月，于 Institut National Specialisé en Froid)，来自各职业学校的技

术人员参加了培训。截至 2003 年底，有 60 名技术人员接受培训，将从中挑选 30 人担任

2004 年举办培训班的培训员。培训班已经购买和使用第一套培训设备和再循环设备。已

编写阿拉伯文和法文版的培训班材料。 

5．  已与主要有关利益方讨论过回收和再循环设备的规格并达成了一致意见。2003 年 12
月为六个回收/再循环中心和 100 个维修车间供应回收和再循环设备的合同已经发标。 

6．  为执行阿尔及利亚制冷剂管理计划 2003 年工作方案所分配的 700 000 美元已经承付

和部分拨付。 

2004 年行动计划 

7．  2004 年实施的主要活动有：在六个培训中心举办 30 个培训班，为 750 技术人员提供

制冷剂管理良好做法培训；购买更多回收/再循环设备并分发给六个维修车间；设立更多

回收/再循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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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8．  阿尔及利亚政府根据第 7 条报告的 CFC 消费量为 2001 年 1 021.8 ODP 吨，2002 年 1 
761.8 ODP 吨。秘书处请工发组织解释一年增加 740 ODP 吨的原因。工发组织报告说，阿

尔及利亚 CFC 消费量的增加发生在泡沫塑料行业。根据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基金秘书处提

交的阿尔及利亚国家方案执行进度报告，2001 年泡沫塑料行业的 CFC 消费量为零；而

2002 年据报告消费量为 726ODP 吨(将在请求协助阿尔及利亚泡沫塑料行业淘汰 CFC 的范

围内讨论这种消费量增加的情况)。 

9．  秘书处还请工发组织解释，估计自核准阿尔及利亚制冷剂管理计划项目以来通过迄

今所实施的活动已淘汰 CFC 总计 45 吨的依据何在。工发组织报告说淘汰数量是一个估计

数字，是以制冷剂管理计划 2003 年工作方案所设想的所有活动都圆满完成为基础得出

的。这种淘汰靠的是切实执行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口条例、控制非法进口、减少 CFC 排放

量和技术人员认证等。  

10．  执行委员会是在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政府同意在淘汰非正规经济部门和直接进口 CFC
的一些大用户使用的另外 315 ODP 吨 CFC 方面将不寻求多边基金提供额外资金的情况下

核准阿尔及利亚制冷剂管理计划的。在这方面，秘书处请求解释非正规经济部门和其他用

户是否已经淘汰。 工发组织报告阿尔及利亚政府正向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用户提供技术援

助，这项措施加上许可证和配额制度及立法和管理措施将逐步停止其 CFC 消费。 

建议 

11．  基金秘书处建议在下述供资水平上一揽子核准该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美元) 

支助费用  

(美元) 

执行机构 

a) 制冷和空调行业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

剂管理计划：2004 年方案 
524 647 39 349 工发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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