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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载有基金秘书处关于下列项目提案的评论和建议： 

生产： 

• 对彻底关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有甲基氯仿

(MCF)和 CFC-113、CFC-11 和 CFC-12 生产设施情况的

核查 

工发组织 

制冷剂 

• 10月5日电机与自动化公司的通过制冷剂和压缩机生产

的转换实现家用制冷行业的行业淘汰(第二笔付款) 
工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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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彻底关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有甲基氯仿(MCF) 
和 CFC-113、CFC-11 和 CFC-12 生产设施情况的核查 

项目介绍 

1． 执行委员会在其 2002 年第三十六次会议上核准了关于以原则上议定的 2 566 800 美元

资助额逐步取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部门的修正协定。这将要求

永久停止 CFC-11、CFC-12、CFC-113、四氯化碳(CTC)和 MCF 的生产并拆除有关生产设

施。议定资助额将在提交关于永久停止相关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拆除生产设施情况的独

立核查报告且该报告经执行委员会核准后，按照以下时间表支付。 

关闭和付款时间表 

加工设施 关闭时间 核查时间 付款额 付款时间 

CFC-113 2001 年 5 月 2001 年 8 月* 687 700 永久停止 CFC-113 生产及拆除生产设

施情况获得令人满意的核查结果后。 
甲基氯仿 2001 年 5 月 2001 年 8 月* 656 650 永久停止甲基氯仿生产及拆除生产设

施情况获得令人满意的核查结果后。 
CFC-11/12 2003 年 2003 年 733 700 永久停止 CFC-11/12 生产及拆除生产

设施情况获得令人满意的核查结果

后。 
CTC 2005 年 2005 年 488 750 永久停止 CTC 生产及拆除生产设施情

况获得令人满意的核查结果后。 
共计   2 566 800  

*  由 Wakim 咨询公司在技术审查期间核查，尚待工发组织确认。 

2． 因此，工发组织作为项目执行机构在 2002年7月和2003年 12月分别核查了CFC-113、
MCF 和 CFC-11、CFC-12 的停止生产情况和有关生产设施的拆除情况，并提交了关于特

派团调查结果的报告。以下为报告摘要。 

对 CFC-113 和 MCF 生产设施拆除情况的核查 

3． 核查工作于 2002 年 7 月由联合王国一位有着氯氟化碳行业背景的顾问进行。报告首

先简要介绍了 CFC-113 和 MCF 的生产工艺并载列了主要设备项目清单。根据现场视察，

报告对拆除 500 吨/年 CFC-113 机组和 1000 吨/年 MCF 机组这两种主要设备后的现场剩余

情况(包括储存罐、反应堆、蒸馏塔和其他部件)作了第一手叙述。报告还载有一份清单，

罗列了供其他工厂重新利用的设备，如电机和阀门。核查顾问还走访了 CFC-113 和 MCF
的用户，满意地注意到这些用户已改用四氯化碳作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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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顾问借视察工厂之机，拍摄了 CFC-11、CFC-12 和 CTC 主要生产设备的照片，作为

2003 年和 2005 年核查 CFC-11/12 和 CTC 停止生产情况的基准。报告还提供了与消耗臭氧

层物质生产厂共同商定的 2003 年工作计划。 

5． 报告断定，朝鲜已遵守《协定》要求，永久停止了 CFC-113 和 MCF 的生产并拆除了

生产设施。报告附有 CFC-113 和 MCF 工艺流程图、拆除现场和主要设备项目残余部件的

照片、与 CFC-11 和 12 及 CTC 生产相关的主要设备项目。报告附于本文，但去除了其中

的照片。不过，如有索取，即可提供。 

6． 核查工作完成后，工发组织向朝鲜政府拨付了 1 344 350 美元，该款项是 2002 年核准

《协定》后支付给工发组织的。 

对拆除 CFC-11 和 CFC-12 生产设施情况的核查 

7． 顾问在 2003 年 12 月核查了 CFC-11 和 CFC-12 生产设施的拆除情况。报告首先作为背

景资料简要介绍了朝鲜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部门，以及 2003 年在设施关闭前 CFC-11 和

CFC-12的生产情况。2003年CFC-11和CFC-12的产量是2002年的两倍(2002年：CFC-11=64 
ODP 吨；CFC-12=235 ODP 吨；2003 年：CFC-11=109 ODP 吨；CFC-12=478 ODP 吨)。报

告随后讲述了顾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工厂拆除过程。2003 年 12 月 9 日停止生产，12 月 11
日开始拆除工作，当时顾问正在那里。截至 12 月 13 日顾问离开时，设施的主要部分，如

反应堆、制造催化剂的柱体、CFC 精馏柱、储存容器，都已销毁或正在销毁，而且这一过

程一直持续到特派团离开之后。阀门、管道和电机等一些设备则被作为他用。设施拆除前

后均拍摄了照片并附于报告之后。 

8． 报告断定，主要部件皆已销毁，已不存在设施恢复运行状态的可能性。 

9． 报告其余部分提供资料，说明了计划的 CFC 代用品、制冷剂管理计划和泡沫方面。报

告还提供了定于 2005 年核查 CTC 生产设施关闭情况的工作计划。最后，报告要求根据《协

定》，在 CFC-11 和 CFC-12 设施的拆除工作成功执行和核查后，拨付下笔款项 733 700 美

元。 

10．  报告有七个附件：附件一－核查的职权范围；附件二－《逐步取消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协定》；附件三－CFC-11/12 成套设备清单；附件四－

CFC-11/12 工厂示意图；附件五－拆除前的 CFC-11/12 工厂(照片)；附件六－开始拆除时的

CFC-11/12 工厂(照片)；CFC-11/12 工厂，拆除和销毁工作在继续进行(照片)。核查报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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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附于本报告之后，它载列了设备清单及每个部件的处理情况。其他附件未附于本文，

但可索取。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11. 工发组织提交的核查报告遵守了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核准的关于核查逐步停

止生产消耗臭氧层物质情况的准则和标准格式，并用证据说明朝鲜已永久停止 CFC-113、
MCF、CFC-11 和 CFC-12 的生产，拆除有关生产设施，这些设施已没有恢复运行状态的实

际可能性。 

12. 在 2004 年初评估 CFC 生产部门协定执行情况期间，秘书处代表视察了工厂，看到了

拆除后的 CFC-11 和 CFC-12 的生产设施现场。拆除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场的残余状况证实

了核查报告的结论。 

建议 

13. 秘书处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工发组织提交的核查报告。 

(b)  拨付第二笔款项 733 700 美元，以执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停止消耗臭氧

层物质生产的协定，并拨付 36 685 美元作为给工发组织的支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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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行业：   制冷剂                     行业内 ODS 使用量 (2002 年)       299 ODP 吨 
次级行业成本效益临界值：    家用         13.76美元/公斤 

项目名称： 

(a) 10 月 5 日电机与自动化公司的通过制冷剂和压缩机生产的转换实现家用制冷行业的行

业淘汰(第二笔付款) 

项目数据 家用 
 10 月 5 日 
企业消费量 (ODP 吨) 
项目影响 (ODP 吨) 
项目期限 (月) 
要求的初始金额 (美元) 
最终项目费用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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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的金额 (美元) 
成本效益 (美元/公斤) 
对应方供资是否确认？ 
国家协调机构 
执行机构 

   56.0
         56.0 

                36
981 011 

                100
                0

                981 011

国家环境协调委员会(NCCE) 
工发组织 

 

秘书处的建议 
建议金额 (美元) 981 011
项目影响 (ODP 吨) 56.0
成本效益 (美元/公斤) 
执行机构支助费用 (美元) 73 576
向多边基金申请的总费用 (美元) 1 054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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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14. 根据第 40/45 号决定，工发组织提交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家用和商业制冷

剂生产 CFC 淘汰项目执行情况报告，并申请核准第二笔也是最后一笔 981 011 美元的资金。

报告附于本文件后。报告表明，项目制冷剂部分的设备已购买，并将予安装和启用，到 2004
年 3 月还将研发原型。关于泡沫塑料设备和压缩机工厂改造部件的投标工作正在进行中。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15. 秘书处审查了工发组织的报告，有以下的评论。执行委员会在其第四十次会议上原则

上核准 1 365 011 美元，外加 384 000 美元的机构费用，作为执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0月 5日电机与自动化公司的通过制冷剂和压缩机生产的转换实现家用和商业生产淘汰的

第一笔供资。对项目第一笔拨款的核准，是建立在这样的谅解之上，即： 

(一) 工发组织将尽一切努力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该项目；以及 

(二) 工发组织将把供资 981 011 美元的余额列入其 2004 年业务计划草案，并

请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核准这笔资金(第 40/45)。 

16. 工发组织将申请的拨款、拨款支助费用列入工发组织的 2004 年业务计划，并在报告

中表明，工发组织将尽一切努力在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前完成该项目。看来报告中建议的

2004 年的活动能够让工发组织在 2005 年之前完成这些项目。工发组织 2004 年的业务计划

列入了预期到 2005 年项目完成时淘汰的 56 ODP 吨。在核准第二笔资金之前没有其他需要

满足的条件。 

建议 

17. 基金秘书处基于下述理解建议按下表所列供资量一揽子核准为该项目申请的资金和

相关支助费用：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美元) 支助费用(美元) 执行机构 

(a) 10 月 5 日电机与自动化公司的通过制冷剂和

压缩机生产的转换实现家用制冷行业的行业

淘汰(第二笔付款) 

981 011 73 576 工发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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