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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案: 哥斯达黎加 
 
 

本文件载有基金秘书处对以下项目提案的评论和建议： 
 
熏蒸剂 
 
•  淘汰所有用作瓜类、鲜花、香蕉、烟草苗床和苗圃熏蒸剂

的甲基溴，但已提出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申请的除外

（第二期和第三期） 

开发计划署

 
 

 
 
     为节省经费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请各代表携带文件到会，不索取更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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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哥斯达黎加 

行业：   熏蒸剂         行业消耗臭氧层物质使用量（2003 年）：     332.4 ODP 吨 

次级行业成本效益阈值：     不适用 

项目名称： 

(a) 淘汰所有用作瓜类、鲜花、香蕉、烟草苗床和苗圃熏蒸剂的甲基溴，但已提出检疫和装运前消毒

处理申请的除外（第二期和第三期） 
熏蒸剂 项目数据 

甲基溴 

企业消耗量（ODP 吨） 
项目影响（ODP 吨 ） 130.8
项目期限（月） 18
申请的初始金额（美元） 1,938,114
终项目费用（美元）： 1,93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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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请金额（美元） 1,938,114
成本效益（美元/公斤） 不适用

对应方供资是否确认？ 
国家协调机构 Ministerio del Ambiente y Energia 
执行机构 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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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斯达黎加政府提交了一份项目方案第一期实施情况的进度报告，该项目方案是有

关淘汰所有用作瓜类、鲜花、香蕉、烟草苗床和苗圃熏蒸剂的甲基溴的，但哥斯达黎加已

提出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申请的除外。项目及第一期资金（1,211,321 美元）原则上已

获得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批准。该项目有计划于 2008 年完成的五个筹资阶段。

开发计划署还提交了与该项目第二、三期相关的工作方案，总费用为 1,938,113 美元(第二

和第三期与协定中 2002 年和 2003 年的工作方案相符)。 

进度报告 

背景 

2. 淘汰用于瓜类和鲜花的甲基溴的两个示范项目已经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核

准，并已开始实施。进度报告表明两个项目只有让农民 低限度参与的有限的宣传部分。

环境部在未与有关利益方深入讨论的情况下，促进了加速淘汰甲基溴法规的通过和执行。

这激起了农场主协会对禁止使用甲基溴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以为没有广泛的技术转让和

培训过程。 

3. 在中美洲区域，种植者之间竞争激烈，因此，农场主们有强大的动力去使用甲基

溴，因为它仍然是可以获得的 便宜的土壤处理方法。此外，甲基溴生产商们不断的游说

活动也促使了甲基溴的继续使用，还有一些非第 5 条国家关于甲基溴必要用途豁免的要

求，都使农场主们越来越不情愿停用甲基溴。相反，欧洲市场则要求农场主们采用更清洁

的技术，包括无甲基溴熏蒸的作物生产，这对种植者形成压力，迫使他们采用更有利于环

境的方法。 

4. 基于以上情况，2001 年年底核准的投资淘汰项目直到 2003 年 7 月与主要的国家有

关利益方签订协议之后才开始实施；现场工作则于 2003 年 11 月开始。然而，在与几个有

关利益方协商讨论之后，2003 年甲基溴消费量总数仍然保持在国家同意的 高容许消费

量（即 342.5 ODP 吨）以下。 

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 

5. 项目开始实施至今所取得的成果，概述如下： 

(a) 2004 年的战略计划正在实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法规已经制定出来，目前

正在考虑起草以持续淘汰为目的的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法规； 

(b) 已确定所有使用甲基溴的瓜农，并使他们了解到淘汰项目的目标及活动；紧

密的交流链已经建立起来； 

(c) 通过与农场主们的磋商，确定了取决于地形、气候环境和土壤种类的特殊需

求。在 25 个地区进行了替代技术（日晒、威百亩、二氯丙烯、碘甲烷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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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掺有不同剂量替代化学品的无渗透性的薄膜）的试验；但有关 有效的替

代技术的结论还没有得出； 

(d) 举办了由提供替代品的公司的技术专家和代表参加的讲习班，对现场工作者

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学习替代化学品的使用。此外，还购买了无渗透性

的薄膜，分发给感兴趣的农场主，让他们测试替代甲基溴的物品的剂量（结

果还没有出来）； 

(e) 示范项目中购买了两个蒸汽锅炉，它们被用于测试蒸汽作为在鲜花农场使用

的替代品的效果（为开始这方面淘汰活动所展开的磋商还在进行中）； 

(f) 两个鲜花种植者和 7 个瓜农已通过该项目签订了协议，承诺采用替代品，并

会告知其他的有关利益方他们对现有替代品的成效的感受； 

(g) 有关交流和提高认识的几项活动已经展开； 

(h) 一份有关甲基溴进口以及甲基溴进口和消费中所涉政府机构的关系的报告已

经提交国家职训局（国会的一个独立办公室，负责监督公共部门的活动及其

对公共资金的使用）。此问题还会继续得到关注，以加强负责甲基溴进口各

的机构间的合作。 

2004-2005 年工作方案 

6. 哥斯达黎加政府计划于 2004－2005 生产年度进行下列活动： 

(a) 在不同地区贯彻替代技术并进行后续试验，以对所测试替代品的有效性进行

评估。2005 年度提供设备和农用材料，并分发给种植者； 

(b) 实施培训方案，教授瓜类和鲜花行业的培训人员、农场主、技术人员和现场

工作者使用替代技术； 

(c) 建立一个更可靠的系统，用于甲基溴进口的监测、报告及登记程序（确定甲

基溴是否有检疫和装运前消毒处理申请），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d) 通过大众传媒的活动、培训讲习班的信息传播和一个项目网页，实施宣传和

教育方案； 

(e) 起草并颁布国家法规，以维持甲基溴的永久淘汰； 

(f) 加强农场主、政府当局和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的沟通渠道；并且 

(g) 建立监测系统评估实施中的淘汰工作，明确并解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向

开发计划署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管理部门报告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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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7. 秘书处注意到，尽管该项目实施过程有延迟，2003 年甲基溴的消费量（332.4 ODP
吨）仍比哥斯达黎加政府制定的 高限额（342.5 ODP 吨）低 10 ODP 吨。 

8. 进度报告表明，哥斯达黎加政府正考虑延长项目期限，以弥补同国内主要的有关利

益方签订协议所需的额外时间。在秘书处的请求下，开发计划署指出,这段时间，哥斯达

黎加政府并没有提出延长项目期限的正式申请。然而，这是农业部门中存在特别考虑的一

个标志，它会在将来导致政府同执行委员会展开这方面的讨论。 

9. 秘书处注意到在该项目的第一期，25 个不同的地区对几种甲基溴的替代品进行了

测试，并要求一份有关实地检测不同替代品的试验结果的报告。秘书处还得知，由于在使

用日晒和威百亩方面收到了积极的效果，2004 生长季节，在考察瓜类生产部门嫁接植物

的存活性的同时，该项目还要继续使用甲基溴的这些替代品。在鲜花行业，蒸汽消毒将是

甲基溴的主要的替代品。此外，管理机制的建立将鼓励使用这些替代品而停止对甲基溴的

消费，如进口许可和配额制，它们将通过同国内有关利益方的全面磋商后拟定，并由项目

的国家指导委员会核可。 

10. 为弥补因签署与国家有关利益方的内部协议所花费的额外时间，哥斯达黎加政府申

请同时批准项目第二、三期的提案，以实现 初规划的到 2005 年淘汰 130.8 ODP 吨甲基

溴的目标。秘书处向开发计划署表示，如果看不到任何为 2004 年度（始于 10 月）所做的

设备和农作物的大型投资的话，就没有必要在此时申请批准该项目第三期资金了。随后，

开发计划署汇报说，从 2003 年开始，有关利益方产生了对项目目标的极大支持；政府也

意识到申请批准第二、三期的资金就要持续地执行项目活动并达成淘汰 130.8 ODP 吨的目

标。第一期接收到的资金已经全部被用于 2004 生长季节的活动；接下来两个阶段资金的

批准将会支持一个为期两年的全面工作计划，包括采购 2005 年全年所需作物和设备。 

11. 根据哥斯达黎加政府建议，同时批准两期的资金将使 初的执行计划重新生效，也

将达成与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协定相一致、到 2005 年底淘汰额外的 130.8 ODP 吨的

目标。 

建议 

12. 谨提议执行委员会考虑批准为项目第二、三期供资，该项目用于淘汰所有用作瓜

类、鲜花、香蕉、烟草苗床和苗圃熏蒸剂的甲基溴，但哥斯达黎加已提出检疫和装运前消

毒处理申请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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