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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案：阿尔及利亚 

 

 本文件载有基金秘书处关于下列项目提案的评论和建议： 

 

制冷 

•  最后一组商用冰箱制造商由 CFC-11 转换为 HCFC-141b 技术和
由 CFC-12 转换为 HFC-134a 技术（制冷行业结束性项目） 

工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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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非多年期项目 
国家：阿尔及利亚 

项目名称                                                                                    双边/执行机构 

 
国家协调机构： 内政、地方团体与环境部 

新报告的项目所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数据 
A: 第 7 条数据(ODP 吨, 2003 年, 截至 2004 年 10 月 21 日) 

B: 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 吨, 2003 年, 截至 2004 年 5 月 19 日) 
消耗臭氧层物质名

称 
气雾剂行业 泡沫塑料行业 制冷行业 溶剂行业 

CFC-11 10 726 34  
CFC-12 196.5  699  
CFC-113    78 
CFC-114 23    
CFC-115   19  
 
仍符合供资条件的氟氯化碳消费量  (ODP 吨) 252.8 
 

 
项目名称: 最后一组商用冰箱制造商由 CFC-11 转换为 HCFC-

141b 技术和由 CFC-12 转换为 HFC-134a 技术（制
冷行业结束性项目） 

企业所使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ODP 吨):  73.6 
将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  (ODP 吨): 72.8 
将采用消耗臭氧层物质 (ODP 吨): 0.8 
项目的期限 (月): 28 

初申请数额 (美元): 754,374 
终项目费用:  

 增支资本费用 (美元) 540,000 
 应急费用 (10%) (美元) 49,000 
 增支经营费用 (美元)  
 项目费用总额 (美元) 589,000 
当地所有权 (%): 100% 
出口部分 (%): 0% 
申请的赠款 (美元): 589,000 
成本效益值 (美元/公斤): 8.09 
执行机构支助费用 (美元): 44,175 
项目向多边基金申请的总费用 (美元): 633,175 
对应资金是否已确认 (是/否):  
是否包括了项目监测阶段目标 (是/否): 是 
  
秘书处建议 一揽子核准上列费用 

最后一组商用冰箱制造商由 CFC-11 转换为 HCFC-141b 技术和由 CFC-12 转换为 HFC-134a 技术
（制冷行业结束性项目） 

工发组织 

附件 A,  I 组, CFCs 1,762.3   
    

 供资  百万美元 淘汰 ODP 吨 目前业务计划拨款 
 0.43 35.2 



UNEP/OzL.Pro/ExCom/44/23 
 
 

 
3 

项目说明 

1. 阿尔及利亚制冷行业 2003 年氯氟化碳的消费量为 744 ODP 吨。此行业的消费量由执

行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核准的现行投资项目和制冷管理计划处理。分散小型制冷公司使

用的 315 公吨消费量，将通过阿尔及利亚政府采取的措施解决。将不会向多边基金秘书处

提出淘汰此消费量的供资申请。 

2. 此行业剩余消费量 73.6 ODP 吨，属于 43 个制造商用制冷设备的中小公司。工发组织

已提出结束性一揽子项目，使这些情况类似的剩余的 43 家公司，转用非消耗臭氧层物质

技术。 

3. 两个企业在泡沫塑料作业中使用低压泡沫塑料机。其他公司使用预先混合的多元

醇，并对聚氨酯泡沫塑料的部件实行人工处理，或使用预制的聚本乙烯隔缘部分产品。这

些企业在进行有关制冷剂的作业时，使用真空泵、半自动或手提注入机并在设备基线安装

泄漏探测器。 

4. 由使用 CFC-11 的技术转换为 HCFC-141b 泡沫塑料发泡剂，并由使用 CFC-12 的制冷

系统转换为 HFC-134a 制冷剂，将能共计淘汰 15.24 ODP 吨 CFC-11 和 58.35 ODP 吨 CFC-
12。根据目前的项目，将用高压分配器代替现在使用的低压泡沫塑料机。所有企业将要求

提供工业和手提注入器、新的和改装的真空泵和适用 HFC-134a 的泄漏探测器。其他费用

包括重新设计主要的模型、测试、试验和培训。各企业申请增支费用以应付化学原料和部

件的较高成本。 

使用 HCFC-141b 的理由 

5. 本文件提出的使用 HCFC-141b 的理由，是基于对每个企业作业情况的技术和经济的

分析。工发组织指出，在各企业选择 HCFC-141b 作为临时性技术之前，曾与各企业讨论

了现有的各种代替办法和执行委员会关于使用 HCFC-141b 作为泡沫塑料发泡剂临时代替

物的各项决定。 

6. 按照执行委员会关于使用各类氟氯烃的有关决定，阿尔及利亚政府同意各公司使用

HCFC-141b 的送文函已经提交和附上。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7.  基金秘书处要求工发组织确认提案对阿尔及利亚制冷行业氟氯化碳剩余消费量的影

响。工发组织确认，核准商用制冷制造行业结束性一揽子项目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将不提

出在制冷行业淘汰的进一步援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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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秘书处注意到提案中没有提供各公司产量的数据。在计算各企业增支经营费用时，

使用了氟氯化碳的理论平均消费量，并按照其氟氯化碳消费量分为三组。秘书处对申请增

支经营费用的资格提出了问题。一致认为，根据第 25/50 号决定，增支经营费用不符合供

资条件。这些费用已从项目申请款中删除。 

建议 

9. 基金秘书处建议，连同下表所列款项的有关支助费用一揽子核准该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经费 
 (美元) 

支助费用 
(美元) 

执行机构 

(a) 最后一组商用冰箱制造商由 CFC-11 转换为 HCFC-
141b 技术和由 CFC-12 转换为 HFC-134a 技术（制冷
行业结束性项目） 

589,000 44,175 工发组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