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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作出的决定 

1. 秘书处向所有执行委员会成员和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的其他与会者送交了该次

会议的报告，其中载有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定。此外，秘书处向有关第 5 条国家以及双边

机构和执行机构送交了项目核准决定。 

2. 根据执委会的指示，秘书处落实或通报了要求其和/或执行机构采取某些行动的决定，

以采取后续行动。 

3. 秘书处指示财务主任向各执行机构划拨了资金，以满足第四十三次会议核准的所有经费

请求，并/或将其记为有关非第 5 条缔约方的双边捐款。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大会 

4. 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范围（UNEP/OzL.Pro.9/12，附件五）要求执行委员会每年向缔约方

大会提交报告。秘书处编写了一份报告（UNEP/OzL.Pro.16/10），其中概述了自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届会议以来举行的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一、四十二和四十三次会议所作各项决定。

秘书处已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之前将该报告送交各缔约方，并通过电子手段将其送

交执行委员会成员。 

审查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的各种文件 

5. 秘书处为筹备第四十四次会议进行了下列工作。 

资金状况和规划 

6. 秘书处根据第 41/92 号决定编制了资料，以说明可向各业务计划提供的资金以及履约情

况。 

7. 这些资料说明了各机构所持已完成项目的全部已承付余额，以及与这些已完成项目的剩

余资金相关的任何机构支付费用，并计算出了可供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据以核准项

目的资金总额。资金包括缴款情况报告中开列的现金和期票，以及用余额形式记录的已完

成项目退还经费数额。 

8. 秘书处还根据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的文件以及此前在第四十二和四十三次会议上核准

的项目审查了 2004 年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第四十三次会议后，秘书处根据第 43/3 号决

定，检查了 2004 年业务计划中剩余的据信为协助各国恢复执行和/或开始执行《蒙特利尔

议定书》2005 年控制措施所必需的重点项目。根据第 42/3 号决定，秘书处评估了建立一

项专款来加速淘汰活动和保持势头的潜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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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国家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措施的现状和前景（根据第 43/4 号决定采取的行

动） 

9. 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年度 新情况报告，其中讨论了第 5 国家落实《蒙特利尔议定书》

控制措施的前景。该报告还介绍了那些在淘汰各类 CTC 方面经缔约方大会认定违约，或看

来违约，或有可能在今后违约的第 5 条国家中每个国家的淘汰方案的执行情况，并开列了

资料，以说明这些类别中的每个国家在履约方面遇到的障碍。秘书处还分析了每个行业内

第 5 条国家的消费数据。 

2005－2007 三年期示范滚动淘汰计划 

10. 秘书处编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以说明多边基金三年期示范滚动淘汰计划截至第四十四

次会议的执行情况。该报告分析了为使所有第 5 条国家均能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2005
和 2007 年目标而需要核准供资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数量，并分析了为根据 2010
年目标淘汰剩余的 ODS 而需要核准供资淘汰的数量。 

量化业绩指标 

11. 加拿大政府按照第 42/5(b)号决定，向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关于用以衡量各执行机构业绩

的量化指标的提议。各执行机构和秘书处进一步审议了关于这些指标的提议，包括 2004
年 10 月与各执行机构举行的一次协调会议通过讨论产生的提议。将把关于量化业绩指标的

提议提交执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行政费用制度与核心单位供资 

12.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政费用于 1998 年 11 月发生变化，从适用于所

有项目的 13%固定费率改为递增费率（第 26/41 号决定），并于 2002 年 12 月实行较低的

费率，包括每年向每个机构提供 150 万美元的核心单位赠款（第 38/68 号决定）。秘书处

根据第 41/94(d)号决定审查了当前的行政费用制度，并就 2005 年的核心单位费用供资提出

了建议。 

监测与评价 

13. 高级监测与评价干事编写了一份综合项目完成报告，其中分析了各双边机构和执行机

构为第四十一次会议以来的期间提交的单份项目完成报告。在同所有利益有关者协商并澄

清了悬而未决的问题之后，他还 后拟定了关于低安装能力国家哈龙库项目的评价报告。

此外，该干事还编制了 2005 年监测与评价工作计划草案。 

14.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的第 XIV/7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决定对

将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海关官员培训项目和许可证制度项目进行一次评价（第

43/41 号决定）。评价的第一个步骤是进行一次案头研究，这项研究已经完成，以调查、

个案研究和实地考察为基础的主要阶段工作应能在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之前及时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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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查 

15. 秘书处共审查了 74 个第 5 条国家提交的 173 个项目和活动，其提交核准的经费总额

为 1.46 亿美元。此外，秘书处还审查了佛得角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两个国家方案，并

审查了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化工生产行业项目。 

2002 和 2003 年账目的核对（根据第 43/39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6. 执行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要求根据各执行机构进度报告中的数据充分核对多边基

金的账目，并向每年的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核对结果（第 38/9 号决定）。执行委员

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了 2002 年账目的核对结果，并敦促世界银行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交

其 2002 年审定账目。该文件载有各执行机构 2002 和 2003 年账目的核对结果，并解释了各

机构进度报告、年度账目以及秘书处核定项目清单之间的出入。 

关于执行委员会在撤销小组委员会之后的运作情况以及建立休会期间核准程序的可能性的

报告（根据第 41/92 和 43/3(c)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7. 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用一年的时间试行以下办法： 撤销监测、评价和财

务问题小组委员会以及项目审查小组委员会，并在全体会议上审议所有审议项目（第 41/92
号决定）。秘书处编写了关于第四十二和四十三次会议运作情况的报告，以使执行委员会

能够决定是否继续实行新的制度，不设两个小组委员会，并考虑这个办法是否为执行委员

会节省了足够的时间，以致可以把每年举行的会议减少到两次。 

进度报告评估标准和多年期协定的审计核查标准（根据第 43/38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8. 秘书处根据第 43/38 号决定编写了经过修订的标准，以用于进度报告的评估以及多年

期协定的审计核查。秘书处在进行修订期间考虑到了各执行机构和双边机构发表的评论，

并考虑到了包括阿根廷、孟加拉国、加拿大和日本政府在内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发表的评论。 

化工生产行业 

19. 执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授权秘书处对中国的甲基溴生产进行技术稽核。为这次稽核挑

选了一名顾问，然而，该顾问由于无法在 11 月之前考察甲基溴生产厂家，未能在第四十四

次会议之前及时完成报告。 

20. 秘书处通过世界银行收到了中国政府关于加速淘汰 CFC 和哈龙的生产和消费的提议。

将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双边合作方案下把该项目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 

21. 执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了委内瑞拉关闭 CFC 生产设施的项目，作为这次讨论的后

续行动， 秘书处澄清了技术稽核顾问为计算委内瑞拉化工设施关闭项目的可能费用所使用

参数的挑选办法，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成员、世界银行和化工生产问题分组成员提出了计算

结果。 



UNEP/OzL.Pro/ExCom/44/2 
 

 
5 

22. 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授权秘书处对罗马尼亚的 ODS 生产进行技术稽核。已经

挑选了一名顾问来进行这次稽核，他将于 2005 年 1 月开始工作。 

多边基金编写的会议文件和政策文件 

23. 在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文件中，下列文件是由基金秘书处编写的： 

(i) 执行委员会临时议程和议程说明； 

(ii) 秘书处的活动； 

(iii) 余额报告和可得到的资金； 

(iv) 第 5 条国家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初步和中级控制措施的情况和前景； 

(v) 2005－2007 三年期示范滚动淘汰计划； 

(vi) 2004 年业务缔约（根据第 42/3(d)和(e)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vii) 量化业绩指标； 

(viii) 审查行政费用制度及其核心单位供资预算（根据第 41/94(d)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ix) 2004 年综合项目完成报告； 

(x) 2005 年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xi) 项目执行中的拖延； 

(xii) 应遵守专门报告规定的核定项目的执行情况报告； 

(xiii) 在项目审查期间所发现问题概述； 

(xiv) 双面合作； 

(xv) 关于环境规划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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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i) 关于 2005 年履约协助方案预算和环境规划署工作方案的评论和建议； 

(xvii) 关于所有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的项目和活动的项目评价表以及评论和建议； 

(xviii) 关于佛得角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国家方案的评论； 

(xix) 2002 和 2003 年账目的核对（根据第 38/9 和 43/39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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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基金秘书处 2005 年订正预算、2006 年订正预算和 2007 年概算； 

(xxi) 关于执行委员会在撤销小组委员会之后的运作情况以及建立休会期间核准程序

的可能性的报告（根据第 41/92 和 43/3(c)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xxii) 进度报告评估标准和多年期协定的审计核查标准（根据第 43/38 号决定采取的行

动）。 

参加的会议和进行的出访 

主任的出访 

瑞士，日内瓦（2004 年 7 月 10 日至 19 日） 

24. 在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结束之后，主任留在日内瓦，参加了缔约方大会第十五

届会议的第 2 次主席团会议、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第 24 次会议、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违

约程序实施委员会的第 32 次会议。各高级方案干事陪同主任参加了这些会议。 

法国，巴黎（2004 年 9 月） 

25. 2004 年 9 月，主任在环境规划署技工经部参加了履约协助方案咨询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2004 年 9 月 13 日至 18 日） 

26. 在履约协助方案咨询会议之后，主任、执行委员会主席（Marcia Levaggi 女士）、副

主席（Paul Krajnik 先生）和副主任（主管经济合作）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一

次会议， 与会者包括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保总局）副局长、各国际机构的代表和其他应

邀参加会议的人。他们在会议之后参加了中国 2004 年国际臭氧日庆祝活动以及在西安举行

的替代技术国际研讨会。 

泰国，曼谷（2004 年 9 月 19 至 22 日） 

27. 主任、主席和副主席同来自工业工程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议，并审查了全国淘汰计

划的执行进度。他们还与来自农业部的高级专员举行了会议，以讨论甲基溴问题和《蒙特

利尔议定书》控制措施的执行问题。 

联合王国，伦敦（2004 年 9 月 23 日至 24 日） 

28. 主任同来自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的官员就执行委员会问题举行了会议。 

其他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出访 

29. 行政和基金管理干事于 2004 年 9 月访问了布拉格（捷克共和国），以便为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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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作出安排。 

30. 为了评价罗马尼亚的制冷剂管理计划，高级监测与评价干事和顾问们前往罗马尼亚，

访问了全国臭氧机构，以听取情况介绍和进行讨论（2004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他然后

前往塞内加尔，以讨论关于海关培训和许可证制度的案头研究（2004 年 9 月 14 日至 18 日）。 

机构间协调会议 

31. 各执行机构和基金秘书处于 2004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举行了一次机构间协调会议。

这种会议促进了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使与会者得以讨论下列问题： 
进度报告评估标准和多年期协定审计核查标准、量化业绩指标、2004 年业务计划的业绩、

多边基金的账目、资金的分配、特别是第 5 条国家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措施的情

况和前景。主任还向各机构介绍了秘书处的一份文件，其中介绍了执行委员会在撤销了小

组委员会之后的运作情况。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配置 

32. Stephan Sicars 先生于 2004 年 9 月 1 日加入秘书处，担任高级项目管理干事。 

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 

33. 秘书处为定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希尔顿饭店举行的

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进行了后勤安排。已向执行委员会成员、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

会议主席团主席、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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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主任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出了邀请函和会议文件。 

宣传活动 

34. 在内联网上的第四十三次会议网站上增加了会后总结和决定清单。在多边基金内联网

上建立了第四十四次会议的网站，上面载有文件和后勤信息。此外还在 FTP 站上提供电子

文件。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之前修订了内联网评价和化工生产网页上的资料。 

35. 在公开网站（www.multilateralfund.org）上刊登了第四十三次会议报告的中、英、法和

西班牙文文本、会后总结以及新闻稿。 

36. 多边基金秘书处审查并修订了下列数据库、文件以及第四十四次会议的业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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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04 年 7 月的核定项目清单 

• 截至 2004 年 7 月发表的政策、程序、准则和标准 

• 截至 2004 年 7 月发表的国家方案概要 

• 项目完成报告概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