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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案：科特迪瓦 

 

 本文件载有基金秘书处关于以下项目提案的评论和建议： 

熏蒸剂 
 

•  逐步淘汰使用 甲基溴化物商品和停止储存熏蒸 工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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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科特迪瓦 

 

行业： 熏蒸剂 行业消耗臭氧层物质使用量(2003 年)： 18.84 ODP 吨 
次级行业成本效益临界值：  不适用 

项目名称： 

(a) 逐步停止使用 甲基溴化物商品和不再储存熏蒸 

项目数据 熏蒸剂 

   

企业消费量 (ODP 吨数) 
项目影响 (ODP 吨数) 8.5
项目期限 (月) 30
申请的初始金额 (美元) 311 894
终项目费用(美元)： 

 增加基本建设费用(a) 255 875
 应急费用 (b) 25 587
 增加经营节余 (c) (59 253)
 项目总费用 (a+b-c) 222 210
 当地所有权 (%) 100%
 出口部分 (%) 0%

申请的金额 (美元) 222 210
成本效益(美元/公斤) 26.14
对应方供资是否确认？ 不适用

国家协调机构 住房、人居和环境部 
执行机构 工发组织 

  

秘书处的建议 

建议金额 (美元) 
项目影响 (ODP 吨) 
成本效益 (美元/公斤) 
执行机构支助费用 (美元) 

向多边基金申请的总费用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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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1． 科特迪瓦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项目提案供其审议，拟议逐

步停止使用 8.5 吨用于商品和熏蒸剂储存的甲基溴化物。甲基溴化物遵守管制基线是 8.1 
ODP 吨数 。 

甲基溴化物消耗量 

2． 甲基溴化物仅用于商品熏蒸；迄今未见有关用于土壤熏蒸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的报

告。2003 年，科特迪瓦国内使用了 18.8 ODP 吨甲基溴化物用于可可豆和咖啡的熏蒸。其

中有 10.3 ODP 吨用于检疫和发货前应用(两个可可豆进口国已要求出口前实行强制性甲基

溴化物熏蒸)，8.5 ODP 吨 甲基溴化物则用于消毒杀虫。 

3． 在 2003 年之前，科特迪瓦政府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提交的报告没有单独

报告检疫和发货前应用(非控制使用)中甲基溴化物的控制使用情况。不过，政府不可能去

修订前几年上报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准确地说，对 2003 年甲基溴化物消耗量作出了修

订。 

4． 科特迪瓦是世界 大的可可豆(125 万吨)和咖啡(19 万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可可

豆加工之后被运往阿比让港口，并储存在那里等待出口。多年来，对可可豆和咖啡的熏蒸

一直采用膦类化合物(并非所有收获的可可豆都经过熏蒸)。用膦类化合物片进行熏蒸时，

储存区要封闭五天(在科特迪瓦的气候条件下的 低限度曝露时间)。只有在熏蒸使用的塑

料膜揭掉后以及对储存区进行通风处理后，工作人员方可进入储存地点。在可进行熏蒸的

时间不到五天的情况下，则使用甲基溴化物，因为规定的曝露时间少于 3 天。  

5． 2003 年，在所收获的可可豆和咖啡总量(144 万吨)中，有 33 万吨使用甲基溴化物

(18.8 ODP 吨)进行熏蒸处理。其中有 18 万吨出口到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要求必

须使用甲基溴化物熏蒸法作为检疫处理方法(10.3 ODP 吨甲基溴化物)。熏蒸工作是由七家

有执照的公司完成的。 

6． 项目的目标是逐步停止对商品的所有甲基溴化物(8.5 ODP 吨)熏蒸控制用法，改用二

氧化碳膦类化合物(生态烟技术)，所用管道与目前甲基溴化物使用的是同一管道。甲基溴

化物与使用二氧化碳膦类化合物两者使用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曝露时间不同(在科特迪瓦的

气候条件下，甲基溴化物需用 1.5 天，生态烟用 3 天)，以及处理期间需要对膦类化合物

进行长期和准确的监测。生态烟技术需要增加的惟一材料是额外的聚乙烯棉布单，用以补

偿要求的较长的曝露时间(43 个棉布单，金额为 193 500 美元)、膦类化合物检测器和监测

用面具(34 6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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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还包括一项关于国家项目协调(44 625 美元)和国家与国际顾问(91 500 美元)的要

求。另外还提出了关于应急费用(10%)的要求。对经营节余(4 年净现值)的估计数为 88 809
美元。 

8． 项目将由工发组织与臭氧单位和农业部协调予以实施。  

9． 预计项目执行时间为四年。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甲基溴化物消耗量方面的违规行为 

10．  秘书处注意到，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规定，科特迪瓦政府于 2002 年报

告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为 12 ODP 吨，超过了应遵守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基线(似乎科特

迪瓦并未遵守 2002 年冻结规定)。项目提案中指出，由于印刷上的错误，1996 年上报的甲

基溴化物消耗量为 4.8 公吨而不是 14.8 公吨。因此，应遵守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基线是按

8.1 ODP 吨(而不是 9.6 ODP 吨)计算的。根据科特迪瓦上报的 1995-2003 年期间的甲基溴

化物消耗量来看，可能是有报告上的错误。在这方面，秘书处建议工发组织进一步考虑协

助科特迪瓦政府更正甲基溴化物消耗量数据，可要求修订缔约方在其第十五次会议上核准

的基线数据(XV/19 号决定)。  

11．  为此，工发组织表示，由于对 QPS 与非 QPS 应用未作任何区别，过去始终没有就

甲基溴化物消耗量适当提出过报告。在 2003 年消耗量问题上扭转了这一状况。工发组织

将协助科特迪瓦政府开展纠正 1996 年上报的消耗量数据错误的工作。 

12．  按照项目提议的逐步淘汰时间表，到 2004 年底将有大约 2.2 ODP 吨被逐步淘汰；

因此，其余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还有 5.9 ODP 吨，根据现有基线计算，到 2005 年将低于

容许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水平(6.5 ODP 吨)。 

拟议技术 

13． 目前，大部分收获的可可豆和咖啡(占总数的 90%)在熏蒸时，全年都使用片剂膦类

化合物，以控制昆虫大量繁殖，其余收获的可可豆(占 10%)采用甲基溴化物处理。在这方

面，秘书处希望工发组织解释为何提议用生态烟技术取代甲基溴化物，而不是使用片剂膦

类化合物，后者在该国是众所周知的处理程序。 

14． 工发组织报告说，过去九年以来，科特迪瓦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一直十分稳定，尽

管甲基溴化物的价格大大高于片剂膦类化合物价格。甲基溴化物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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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运抵储存地点的收获的可可豆虫害侵袭很严重以及不能很快安排用片剂膦类化合物

熏蒸，就要迅速使用甲基溴化物，以避免可可豆受到损害并防止其他货物出现虫害大量滋

生的情况。另外，在可可豆必须发运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使用片剂膦类化合熏蒸时(即不

足 5 天的时间)，就需要使用甲基溴化物。在这种情况下，可可豆储存管理人员和甲基溴

化物熏蒸人员就会认为生态烟技术是可替代甲基溴化物的惟一适当的办法。选用这一技术

时，也慎重考虑到与成本、功效、曝露时间、产品可获性和安全有关的种种问题。  

执行时间 

15． 秘书处注意到，拟议的项目执行时间框架(4 年)过长。考虑到科特迪瓦似乎没有遵守

2002 年甲基溴化物冻结规定，以及它在 2004 年底之前还必须逐步淘汰 5.5 ODP 吨甲基溴

化物以遵守 2005 年逐步淘汰目标，整个项目提案必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予以执行。因

此，工发组织同意将项目执行时间缩短至 2 年半。如果项目在 2004 年 3 月获得核准，生

态烟技术的首次应用将在 2004 年 10 月，估计逐步淘汰的甲基溴化物为 2.2 ODP 吨。到

2006 年底将彻底淘汰对甲基溴化物控制使用(8.5 ODP 吨)。 

与成本有关的问题 

16． 秘书处与工发组织讨论了与要求的设备数量有关的成本问题，并考虑到采用甲基溴

化物处理的可可豆的数量相对不多；在计算经营节余时使用的估计施用生态烟所需劳动时

间；以及提供国家和国际顾问援助的要求，同时也滤及该国现有的对甲基溴化物和膦类化

合物这两者的使用都有经验的高级专家人数有限。因此，工发组织同意修订项目提案。商

定的费用总计为 222 210 美元，资金分配情况如下：183 450 美元用于施用生态烟技术所

需的 低数量的设备，72 425 美元用于培训、协调和监测以及应急费用(25 587 美元)。经

营节余根据修订的项目执行时间进行计算(59 253 美元)。 

17． 科特迪瓦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就甲基溴化物逐步淘汰项目的执行方法达成的一项协定

草案作为附件一列于本文件之后。 

建议 

18． 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根据基金秘书处的评论意见，考虑核准项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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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科特迪瓦在商品熏蒸中逐步淘汰甲基 

溴化物的商定条件(草案) 

1． 执行委员会同意原则上核准资金总额为 222 210 美元，用以实现本文件规定的在科

特迪瓦逐步停止使用甲基溴化物的承诺，但需符合以下谅解和考虑。 

2． 如提交臭氧秘书处的报告所述，同时与提交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的项目文件

资料一致的是，科特迪瓦的甲基溴化物管制规定遵守基线是 8.1 ODP 吨，2003 年控制使

用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是 8.5 ODP 吨。因此，科特迪瓦必须将其 2003 年的甲基溴化物消

耗量减少到 6.5 ODP 吨，以便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提出的到 2005 年消耗量减少 20%
的目标。 

3． 按照本项目的条件，甲基溴化物缩减量将确保科特迪瓦实现以下所列的缩减目标。

具体来说，科特迪瓦通过执行本项目，承诺减少其对控制使用的甲基溴化物的全国消耗总

量，使之在以下所列年份的 12 个月期间不得超过下列水平： 

(ODP吨) 
年份 

逐步淘汰的数量 剩余的消耗量* 

2003年  8.5 

2004年 2.2 6.3 

2005年 2.5 3.8 

2006年 3.8 0 

总计 8.5 0 
* 控制使用的甲基溴化物。 
 
4． 此外，科特迪瓦保证持续执行逐步淘汰计划，为此实行进口限制措施，并对所有非

免除管制的甲基溴化物使用实行控制。上面所示的具体的缩减量就是将通过本项目予以实

现的目标。按照本项目条件实现的缩减量以及项目文件中作出的其他承诺，将确保科特迪

瓦超额达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后续淘汰要求。 

5． 科特迪瓦政府已审查了本项目查明的消耗量资料，相信资料数据是准确的。因此，

政府目前正在与执行委员会签定本协定，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果除了上面第 2 段所说明

的数量(8.5 ODP 吨)以外，在以后某一日期又查明还有更多的甲基溴化物消耗量，则确保

其停止使用的责任仅在于政府。 

6． 科特迪瓦政府在执行它认为比较重要的项目单元时将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履行其

上面提到的逐步淘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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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发组织应当每年向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实现本项目要求的缩减量方面的进

展情况以及与使用选定的备选方案的采用和使用项目资金购买的投入有关的年度费用状

况。工发组织同意按计划方式管理本项目资金，确保实现商定的年度缩减量。 

 
----- 

 2


	¿ÆÌØµÏÍßÕþ¸®ÏòÖ´ÐÐÎ¯Ô±»áµÚËÄÊ®�
	¼×»ùäå»¯Îï½öÓÃÓÚÉÌÆ·Ñ¬Õô£»Æù½ñ�
	ÔÚ2003ÄêÖ®Ç°£¬¿ÆÌØµÏÍßÕþ¸®¸ù¾Ý¡¶�
	¿ÆÌØµÏÍßÊÇÊÀ½ç×î´óµÄ¿É¿É¶¹\(125�
	2003Äê£¬ÔÚËùÊÕ»ñµÄ¿É¿É¶¹ºÍ¿§·È×Ü�
	ÏîÄ¿µÄÄ¿±êÊÇÖð²½Í£Ö¹¶ÔÉÌÆ·µÄËù�
	ÏîÄ¿»¹°üÀ¨Ò»Ïî¹ØÓÚ¹ú¼ÒÏîÄ¿Ðµ÷�
	ÏîÄ¿½«ÓÉ¹¤·¢×éÖ¯Óë³ôÑõµ¥Î»ºÍÅ©�
	Ô¤¼ÆÏîÄ¿Ö´ÐÐÊ±¼äÎªËÄÄê¡£
	ÃØÊé´¦×¢Òâµ½£¬¸ù¾Ý¡¶ÃÉÌØÀû¶ûÒé�
	Îª´Ë£¬¹¤·¢×éÖ¯±íÊ¾£¬ÓÉÓÚ¶ÔQPS Óë�
	°´ÕÕÏîÄ¿ÌáÒéµÄÖð²½ÌÔÌÊ±¼ä±í£¬�
	Ä¿Ç°£¬´ó²¿·ÖÊÕ»ñµÄ¿É¿É¶¹ºÍ¿§·È�
	¹¤·¢×éÖ¯±¨¸æËµ£¬¹ýÈ¥¾ÅÄêÒÔÀ´£¬�
	ÃØÊé´¦×¢Òâµ½£¬ÄâÒéµÄÏîÄ¿Ö´ÐÐÊ±�
	ÃØÊé´¦Óë¹¤·¢×éÖ¯ÌÖÂÛÁËÓëÒªÇóµÄ�
	¿ÆÌØµÏÍßÕþ¸®ºÍÖ´ÐÐÎ¯Ô±»á¾Í¼×»ù�
	½÷ÌáÒéÖ´ÐÐÎ¯Ô±»á¸ù¾Ý»ù½ðÃØÊé´¦�
	Ö´ÐÐÎ¯Ô±»áÍ¬ÒâÔÔòÉÏºË×¼×Ê½ð×Ü�
	ÈçÌá½»³ôÑõÃØÊé´¦µÄ±¨¸æËùÊö£¬Í¬�
	°´ÕÕ±¾ÏîÄ¿µÄÌõ¼þ£¬¼×»ùäå»¯ÎïËõ�
	´ËÍâ£¬¿ÆÌØµÏÍß±£Ö¤³ÖÐøÖ´ÐÐÖð²½�
	¿ÆÌØµÏÍßÕþ¸®ÒÑÉó²éÁË±¾ÏîÄ¿²éÃ÷�
	¿ÆÌØµÏÍßÕþ¸®ÔÚÖ´ÐÐËüÈÏÎª±È½ÏÖØ�
	¹¤·¢×éÖ¯Ó¦µ±Ã¿ÄêÏòÖ´ÐÐÎ¯Ô±»áÌ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