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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的通知 

1． 载有执行委员会各项决定的第四十二次会议报告，已传达给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和

第四十二次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另外，还向相关的第 5 条国家以及各双边和执行机构传达

了与项目审批有关的决定。 

2． 依照委员会的指示，对要求秘书处和/或执行机构采取某些行动的决定进行了审议和

传达。 

3． 秘书处指示财务主任按第四十二次会议核准的所有供资申请，向执行机构划拨资

金，并/或将这些资金作为非第 5 条相关缔约方的双边捐款贷记给这些机构。 

对提交第四十三次会议的报告的审查 

4． 秘书处为筹备第四十三次会议进行了如下工作： 

资金和规划情况 

5． 秘书处根据第 41/92 号决定编制了业务计划方面的资金情况和履约情况的资料。 

6． 秘书处审查了各机构手上已完成项目余额总数和与这些项目剩余资金相关的机构支

助费用，并计算了供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核准的现有资金总额。这些资金包括捐款

情况（UNEP/OzL.Pro/ExCom/43/3）中所记录的现金和期票以及有余额项目退还资金的数

额。 

7． 秘书处参照 2004 年业务计划拨款情况审查了迄今所作各项核准以及向第四十三次会

议提出申请的资金总额，并对于业务计划中尚未提出、但为帮助各国恢复对现有管制的遵

守和/或实现对《蒙特利尔议定书》2005 年管制措施的遵守需要提出的项目作了重点的说

明。秘书处编制了对提交第四十三次会议的迄今核准的预先承付款项和额外承诺的评估。 

8． 秘书处请各国家臭氧机构提供国家方案在 2003 年、某些情况下 1998－2002 年期间

中的一年或超过一年里执行情况取得进展方面的数据。秘书处利用这些数据编制了第 5 条

国家履约情况的年度 新资料。在分析中，现有项目的淘汰已自上一次报告的消费量中扣

除，为的是说明各国实现履约的前景。还编制了被认定未履约的所有第 5 条国家执行现有

项目的情况和执行国家方案中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行业消费数据方面的 新资料。 

监测和评价 

9． 作为评价甲基溴项目的第一步，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负责协调编写蔬菜种植、鲜

花、烟草和收获后用途项目案头研究，以查清今后实地访问中需要解决的事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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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过对选定的国家派出访问团和有关区域网络 4 次会议上对项目的讨论，对海湾、

加勒比和非洲国家的区域哈龙库项目以及若干国家的哈龙管理计划作了评价。由于只是在

近才举行上述讨论，且某种程度上还有争议，编制 后评价报告的工作有所推延。在与

所有有关利益方进行协商和就未决问题作出澄清后，将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

后报告。 

11． 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 CFC 生产行业淘汰协定中期评价报告后，印度政府向秘书处

提交报告详细说明了印度报告 CFC 生产的方法。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起草了关于使用

CFC 的总产量还是使用其净产量规划和核查印度 CFC 的可允许生产问题的评论。 

综合进度报告 

12． 秘书处汇编了各执行和双边机构汇报的数据，以总结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多边基

金所支助的项目和活动所取得的进展和财务方面的资料。    

对 2003 年业务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价 

13． 秘书处根据业绩指标审查并评价了各机构的投资项目目标和成就以及提交第四十三

次会议的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评价显示，多边基金总的业绩高于根据所淘汰和所替代

ODP 锁定的目标。 

以第 Ex.I/2 号决定为背景的第 42/49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14． 秘书处编制了甲基溴淘汰项目清单以及过去根据第 7 条报告给臭氧秘书处的相关数

据，包括核准项目目录、有关项目评价单、各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协定、项目提案

和执行委员会会议 后报告。该清单系作为数据库提供给各执行和双边机构，已请各执行

和双边机构审查和增订由其负责的项目的执行情况，并就项目当前情况提供确切的概述。

秘书处在收到资料后编制了答复的综合摘要。 

项目审查 

15． 秘书处审查了 48 个第 5 条国家的 96 个项目和活动，项目提交时所申请资金总额为

1.285 亿美元。有 4 个国家的项目涉及各类 CFC 的全部淘汰。其他 7 个低消费量国家项目

的目标是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2007 年淘汰各类 CFC 的承诺。此外，还审查了两个国

家（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的国家方案和两个国家（黎巴嫩和罗马尼亚）的国家方案的增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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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建设项目 

16． 秘书处审查了为体制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依据，尤其是低消费量国家和极低消费量

国家的供资以及这些国家后来的履约情况，分析了体制支助数额的增加对多边基金的财政

影响。 

生产行业 

17． 中国政府提出了进行中国甲基溴生产行业技术审计的申请，以便为淘汰受控用途甲

基溴生产的供资申请奠定基础。中国还提供了关于其 3 个甲基溴生产商的初步数据。 

18． 秘书处还收到了中国政府提出的逐步淘汰 TCA 生产的战略提案，这一提案包括

2004-2008 年的第一阶段战略的细节。世界银行臭氧业务专家组的一名成员对这一项目进

行了技术审查。 

19． 世界银行代表印度政府编制并提出了四氯化碳生产和 CTC 与 CFC-13 消费的核查框

架草案，并修订了 2004 年工作方案和监测系统。这一工作原订于第四十二次会议进行，

但制定核查框架和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需要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 

20． 委内瑞拉政府提交了逐步淘汰委内瑞拉 CFC-11 和 CFC-12 生产战略的提案。臭氧业

务专家组的一名成员对提案进行了技术审查。 

基金编制的文件和政策文件 

21． 在提交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文件中，如下内容的文件是由基金秘书处提供的： 

（一） 执行委员会的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的议程 

（二） 秘书处的活动 

（三） 余额报告和现有资金 

（四） 2004 年业务计划 

（五） 第 5 条国家实现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初期和中期管制措施的现状/前景 

（六） 关于甲基溴项目的案头研究 

（七） 根据关于 CFC 生产行业淘汰协定中期评价问题的第 42/12(c)号决定所采取的

行动 

（八） 综合进度报告 

（九） 对 2003 年业务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价 

（十） 项目执行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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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关于有具体报告规定的核准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二） 关于以第 Ex.I/2 号决定为背景的第 42/49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三） 对项目审查中查明问题的概述 

（十四） 双边合作 

（十五） 对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04 年工作方案修正案

的评论和建议 

（十六） 供单独审议的投资项目 

（十七） 项目评价单和对提交第四十三次会议的所有项目和活动的评论和建议 

（十八） 对几内亚比绍国家方案和黎巴嫩及罗马尼亚国家方案的增订的评论 

（十九） 随后增加核准体制建设项目的资金数额可能造成的影响（第 42/22(b)号决

定） 

（二十） 多边基金 2002 年账目的核对(根据第 42/41 号决定采取的后续行动) 

（二十一） 有关双边合作项目方案支助费用的报告（第 42/45(c)号决定） 

（二十二） 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新资料（第 41/79 号决定） 

（二十三） 监测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贸易和防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非法贸易（第 XIV/7
号决定） 

出席的会议和进行的出访 

主任的出访 

22． 应组织者的邀请，主任在副主任和一名高级方案干事的陪同下出席了地球技术论坛

（2003 年 4 月 13 至 14 日）。副主任和高级方案干事嗣后留下继续出席臭氧业务专家组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冷凝器问题研讨会，从而有机会同国际专家、各执行机构和臭氧干事进

行了交流，介绍了“多边基金注重履约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模式”以及执行委员会第四

十一和四十二次会议所作有关决定。 

印度阿格拉（2004 年 4 月 19 日至 22 日） 

23． 主任在一名高级方案干事的陪同下出席了南亚和东南亚消耗臭氧层物质干事网络

2004 年联合会议。会议提供了会见印度环境和森林部长和访问德里郊外的 CFC 生产厂家

（SRF Ltd）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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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日内瓦（2004 年 5 月 13 日至 14 日） 

24． 应环境规划署的邀请，主任还出席了行政事项特设组关于由环境规划署管理的多边

环境协定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以便继续讨论环境规划署/内罗毕办事处向由环境规划署管

理的公约提供行政支助服务的问题。 

美国华盛顿特区（2004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 

25． 主任出席了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的会议，会上讨论了缔约方会议第十五次会议提出

的为南非甲基溴项目提供资金的要求，理事会核准了为筹备工作的拨款。 

黎巴嫩贝鲁特（2004 年 6 月 2 日至 5日） 

26． 主任在一名高级方案干事的陪同下出席了西亚消耗臭氧层物质事务干事 2004 年主会

议。会上与黎巴嫩政府代表（环境部长和环境部司长）和黎巴嫩项目管理组举行了讨论，

并与该地区起各国和执行机构的代表举行了讨论。这也为同卡塔尔环境与自然资源 高委

员会秘书长的双边会晤提供了机会，会上讨论了缔约方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以来为使卡塔尔

恢复遵守各类 CFC 的规定所采取的行动。 

其他人员的出访 

27． 秘书处出席了在印度、黎巴嫩、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古巴举行的网络会议。秘书处

代表介绍了执行委员会 近几次会议的各项主要决定，参加了讨论，并与各国代表和各执

行机构举行了双边的会议。 

28． 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参加了在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的讲英语和葡语非洲国家以及在

尼日尔尼亚美举行的讲法语非洲国家区域网络会议（2004 年 5 月 10 日至 20 日）。他同

各臭氧机构的工作人员讨论了初步评价的结果和目前作为 2004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一

部分的区域哈龙项目的重新定向问题。 

29． 关于哈龙库项目的评价，一名高级项目管理干事在哈龙评价顾问的陪同下，从 2004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1 日走访了马纳马（巴林）、多哈（卡塔尔）、约翰内斯堡（南非）

和内罗毕（肯尼亚），以便进行哈龙考察和同行业界的有关利益方一道出席研讨会。 

秘书处的人事安排 

30． 秘书处服务年限 长的工作人员之一、高级项目管理干事 Richard Abrokwa Ampadu
先生于 2004 年 4 月退休。接替他的人选的招聘程序已于 5 月完成，聘用通知已为 Stephen 
Sicars 先生接受。预计 Sicars 先生将于 9 月加入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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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会议的筹备 

31． 已为定于 2004 年 7 月 5 日至 9 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执行委员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作了后勤安排。邀请信和会议文件已分发给执行委员会成员、缔约方会议第十

五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履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臭氧秘书处执行

秘书、各执行机构、财务主任和非政府组织。 

32． 由于执行委员会有可能审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与缔约方会议第十六次会议

于 2004 年 11 月相衔接举行的可能性，秘书处向捷克共和国政府提交了东道国协定草案供

其审查。根据联合国关于在其工作地点以外地方主办联合国会议的规则和规定，该协定包

括因会议是在布拉格举行而不是在蒙特利尔的工作地点举行造成的成本差额。捷克政府后

来通知秘书处，捷克政府无法为会议提供财政支助，因此，秘书处请捷克政府提供与租借

会议场所、为工作人员和与会者提供安全等有关的资料。秘书处目前仍在同捷克政府讨论

这一问题，会上将提供进一步的情况。 

信息活动 

33． 基金秘书处审查并增订了如下数据库、文件和业务指南： 

• 截至 2004 年 4 月的审批项目清单 

• 截至 2004 年 4 月的政策、程序、准则和标准 

• 截至 2004 年 4 月的国家方案摘要 

• 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摘要 

34． 第四十二次会议报告的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以及新闻稿，已登在多边基

金的网站上。第四十三次会议的文件已登在秘书处内联网和文件传输协议（ftp）网站

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