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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监测、评价和财务问题小组委员会于

1999 年 11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议。 

2. 下列国家代表以小组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巴哈马、比利时、加拿大、中

国、瑞典和乌干达。参加会议的还有各执行机构和臭氧秘书处的代表以及司库。 

3. 下列国家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意大利、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 

4. 小组委员会主席 Ludgarde Coppens 女士（比利时）宣布会议开幕并向与会者表示

欢迎。 

 

议程项目 1：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5. 小组委员会通过议程如下： 

Distr. 

LIMITED 

UNEP/OzL.Pro/ExCom/29/4 

24 Nov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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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1999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a) 制冷项目评价报告； 

 (b) 体制建设项目评价报告； 

 (c) 关于泡沫塑料项目的案头研究报告； 

 (d) 项目完成综合报告。 

3. 200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4. 项目执行中的拖延： 

 (a) 概述 

 (b) 双边合作 

 (c) 开发计划署 

 (d) 环境规划署 

 (e) 工发组织 

 (f) 世界银行 

5. 撤销项目的后果。 

6. 尚有经费余额的已完成项目。 

7. 第 5 条国家停用 ODS 的情况报告：第 28/25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8. 多边基金 2000 年综合业务计划草案。 

9. 2000 年业务计划草案： 

 (a) 开发计划署 

 (b) 环境规划署 

 (c) 工发组织 

 (d) 世界银行 

10. 基金秘书处 2000 年概算。 

11. 其他事项。 

12. 通过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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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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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1999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a) 制冷项目评价报告； 

 (b) 体制建设项目评价报告； 

6. 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介绍了 1999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执行情况报告（UNEP/ 

OzL.Pro/ExCom/29/5 和 Corr.1 及 Add.1）中与制冷行业和体制建设项目的评价工作有

关的章节。 

7. 小组委员会在讨论中满意地注意到，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在对以上两个课题采用了

一致的评价方式，评价范围适当覆盖了各种类型的项目，而且地域覆盖上的不平衡是今

后可以纠正的暂时因素引起的。人们在讨论中提议，应努力争取使各国臭氧机构更多参

与评价工作。 

8. 小组委员会经过讨论，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对制冷和体制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的初步总结，并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

向其第三十次会议提交关于制冷项目和体制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的最后报告，同

时提出行动计划，以便对这些评价的结果采取后续行动；和 

 (b) 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把 ODS 生产设备的销毁问题列入主要的评价问题清

单。 

(c) 关于泡沫塑料项目的案头研究报告 

9. 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介绍了 1999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执行情况报告（UNEP/ 

OzL.Pro/ExCom/29/5 和 Corr.1 及 Add.1）中与泡沫塑料项目评价工作案头研究总结报

告有关的章节。 

10. 小组委员会就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执行委员会以及监测、评价和财务问题小组委

员会是否应该要求把具体项目包括在评价工作之内。小组委员会随后建议执行委员会注

意到提议的泡沫塑料项目评价方式。 

(d) 项目完成综合报告 

11. 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介绍了 1999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执行情况报告

（UNEP/OzL.Pro/ ExCom/29/5 和 Corr.1 及 Add.1）中与项目完成综合报告有关的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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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组委员会着重对报告中的以下建议进行了讨论：在核准每个项目的时候不应把项

目行政费用中的某个百分比划拨给执行机构，而应暂时扣发该部分经费，以待项目完成

并收到完成报告和最后的财务报表之后再发放。 

13. 小组委员会经过讨论，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各执行机构为解决本报告附件所载积压的项目完成报告问题所提出的

时间表； 

 (b) 请秘书处为执行委员会在 2000 年举行的第三次会议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各执

行机构对提交项目完成报告的时间表的遵守情况，并说明在提交包括最后财务

数据在内的项目完成报告之前扣发项目部分行政费用的实际可行性和所涉法

律问题； 

 (c) 指出，如果项目是在 1995 年之前完成，项目完成报告则应仅包括与原项目提

案有关的规定基本资料； 

 (d) 决定如下：如果已经向国家臭氧机构或政府提交了项目完成报告以供发表评

论，但在一个月后尚未得到任何回应，执行机构应把项目完成报告提交秘书处，

并清楚说明，该报告尚未得到有关国家臭氧机构或政府的核可。执行机构还应

通知有关国家政府，已经把项目完成报告提交秘书处，并请该国政府在适当情

况下就该报告发表评论； 

 (e) 还决定如下：应该在年度进度报告的框架内提交关于正在进行的环境规划署活

动的资料； 

 (f) 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组织一个由各执行机构以及秘书处参加的讲习班，以便

讨论并最后拟订将列入项目完成报告订正格式的组成部分，并在体制建设项目

方面探讨把项目完成报告和结束报告结合为一个新的格式，以便用于延长项目

的问题。该讲习班还将讨论关于国家方案的报告，并在讨论中考虑到，在增订

国家方案时有必要获得关于过去的国家方案的资料。应该向执行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提交关于该讲习班的成果的报告； 

 (g) 指出，如果不拟议延长体制建设项目，仍然应该向秘书处提交项目完成报告； 

 (h) 决定如下：应该在年度进度报告的框架内提交关于国家方案完成情况的资料； 

 (i) 项目编制项目不需要提交项目完成报告。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将向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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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调查表，以便获得资料，说明抽样评价的项目的编制活动。 

 

议程项目 3： 200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14. 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介绍了 200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草案（UNEP/OzL.Pro/ 

ExCom/29/6），特别提请注意该文件中关于指导原则的第二(a)节、关于向执行委员会

提出报告的日程安排的第二(c)节以及载有工作方案概算的第二(e)节。高级监测和评价

干事澄清说，在编制报告的过程中，各缔约方可以审阅正在编写的草稿，并有机会对其

提供投入。 

15. 关于向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小组委员会注意到，有必要也就回收和再循环项目

的评价工作进行一次案头研究。 

16. 小组委员会经过讨论，建议执行委员会： 

17. (a) 核准拟议的工作方案； 

 (b) 核准其执行预算，数额为 361,000 美元； 

 (c) 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编写一份文件，讨论在 2000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中

纳入一项关于回收和再循环项目的案头研究的可能性，并将该文件提交执行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议程项目 4：项目执行中的拖延 

18. 秘书处介绍了关于项目执行中的拖延的报告（UNEP/OzL.Pro/ExCom/29/7 和

Corr.1），该报告还涉及执行委员会的以下决定规定提交的报告：双边机构项目在执行

中的拖延（第 28/11(c)号决定）；受援企业拖延执行过程的项目（第 28/6 号决定）；

为加快出台回收和再循环项目所需的本国措施而采取的步骤（第 28/10 号决定）；环境

规划署的具体项目（第 28/13(c)和 28/26 号决定）；中国的 Hualing 项目在完成后继续

使用 CFC 的问题（第 28/5 号决定）。 

19. 秘书处提请注意该报告中确定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在执行中出现拖延的项目：表 1

按机构开列的自从上次进度报告以来没有出现任何进展的项目；附件一中开列的那些出

现了进展，建议不再列入在执行中出现拖延的项目清单的项目；附件二开列的那些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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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进展，建议对其继续进行监测的项目。 

20. 各执行机构对秘书处的报告表 1 所列项目以及附件二中的某些项目的现状提供了

澄清，小组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也彼此交换了意见，此后，小组委员会建议执行委员会： 

 (a) 赞赏地注意到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以及四个执行机构就执行中出现拖延

的项目提出的报告; 

 (b) 决定从在执行中出现拖延的项目清单中删除已经有所进展的项目（即

UNEP/OzL.Pro/ExCom/29/7 和 Corr.1 号文件附件一开列的项目）; 

 (c) 还决定在今后通过关于在执行中出现拖延的项目的报告继续监测出现一定进

展的项目（即 UNEP/OzL.Pro/ExCom/29/7 和 Corr.1 号文件附件二开列的项

目）; 

 (d) 注意到第 28/5 号决定提到的在项目完成后继续使用 CFC 的 Hualing 项目

（CPR/REF/22/INV/204）已经停止使用 CFC; 

 (e) 核准工发组织关于撤销 Leulmi Foam 项目（ALG/FOA/22/INV/21）的请求，

但条件是，该项目如果有任何剩余的经费，都应将其退还多边基金，并有一项

谅解是，Leulmi Foam 公司不得再向多边基金申请任何资助； 

 (f) 核准工发组织关于把 Leulmi Foam 项目的设备转给 Maghreb Mousse 项目

（ALG/FOA/26/INV/29）的请求，但条件是，该项目如果（由于得到从 Leulmi 

Foam 项目转来的设备）有任何剩余的经费，都应将其退还多边基金； 

 (g) 核准撤销罗马尼亚的 Technofrig S.A.项目（ROM/REF/19/INV/08），但条件

是，该项目如果有任何剩余的经费，都应将其退还多边基金，并有一项谅解是，

Technofrig S.A.可向多边基金重新申请举办一个不同的新项目； 

21. 在听取了关于自从上次进度报告以来没有任何进展的项目的最新情况介绍之后，小

组委员会决定如下： 

 (a) 请秘书处代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知，说明可能撤销以下经执行机构根据第26/2

号决定所确定的项目： 

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简称 

开发计划署 ARG/FOA/20/INV/48 Suavestar: 软泡沫塑料大块 

开发计划署 PER/REF/15/INV/04 Andina: 家用制冷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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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简称 

开发计划署 PRC/REF/20/TAS/04 制冷剂回收和再循环 

开发计划署 VEN/REF/17/INV/40 Nutal: 商用制冷投资项目 

环境规划署 MOZ/SEV/15/INS/03 为停用 ODS 进行体制建设 

工发组织 SUD/REF/19/INV/06 Coldair,  Modern Refrigerator + Metal furniture 

Co., Sheet Metal Industries Co 

世界银行 ARG/REF/18/INV/35 在 Aurora S.A.的家用冰箱工厂中停用 CFC 

世界银行 ARG/REF/18/INV/36 Piragua S.A.和 Piragua San Luis 

世界银行 ARG/REF/19/INV/43 Adzen S.A. C.I.F. 

世界银行 IDS/FOA/15/INV/30 Musimassejahtera Abadi 

世界银行 IND/HAL/18/INV/60 Real Value Appliances Ltd. 

 

 (b) 请秘书处代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知，说明可能撤销以下经执行机构根据第26/2

号决定所确定的项目，并将通知副本送交设备供应商： 

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简称 

世界银行 IDS/FOA/11/INV/12 P.T. Foamindo Industri Uretan 

世界银行 IDS/FOA/13/INV/16 P.T. Erlangga Trimanunggal Kusumah 

世界银行 IDS/FOA/15/INV/19 Positive Foa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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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还决定继续将以下有一些进展的项目作为在执行中出现拖延的项目，在今后酌

情就其提出报告： 

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简称 

开发计划署 CAF/FOA/19/INV/04 Vita Centralafrique: 泡沫塑料 

开发计划署 GUA/REF/18/TAS/09 制冷剂的回收和再循环 

开发计划署 PER/REF/15/INV/06 Inlensa: 家用制冷投资项目 

开发计划署 PER/REF/19/INV/14 Copemaco:  冰柜 

开发计划署 PER/REF/19/INV/16 Col-Frio: 冰柜 

开发计划署 VEN/REF/19/INV/49 Hielomatic: 商用冷水器和冰柜 

环境规划署 GAM/SEV/19/TRA/03 海关官员培训 

世界银行 IND/REF/19/INV/89 Rabi-Run Refrigeration P., Ltd. 

世界银行 IND/REF/19/INV/92 Chandra Frig Co. P., Ltd. 

世界银行 IND/REF/22/INV/110 制冷设备零部件和附件 

世界银行 IND/REF/22/INV/123 Hindustan Refrigeration Industries 

世界银行 IND/REF/22/INV/124 Refrigerators and Home Appliances P. Ltd. 

世界银行 IND/REF/22/INV/125 Maharaja International Ltd. 

世界银行 MAL/FOA/17/INV/59 Star Foam Paper Products Sdn. Bhd. 

 

 (d) 注意到出于注明的理由通过共同协议撤销以下项目，并注意到这些项目的剩余

经费： 

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简称 拖延理由 退还的经费 

开发计划署 CPR/FOA/15/INV/97 Dalian No.1: 软泡沫塑料大块投资

项目 

改变所有权/管理

层－不同意替代

技术 

待定 

开发计划署 CPR/SOL/19/INV/17

0 

Tianjin Pict. Tube: 清洗电子枪 破产 待定 

开发计划署 VEN/REF/18/INV/44 Madosa: 家用制冷投资项目 工厂在合理化过

程中关闭 

待定 

世界银行 IND/FOA/17/INV/44 Sree Precoated Steels Ltd. (在 

SPAP 项目下) 

破产 待定 

世界银行 PAK/REF/19/INV/11 Domestic Appliances Ltd. (DAL) 改变所有权 待定 

开发计划署 PER/REF/15/INV/07 Inresa: 家用制冷投资项目 破产 待定 

开发计划署 PER/REF/19/INV/15 Formetal: 冰柜和冰箱 破产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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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注意到以下结束项目编制活动、撤销技术援助活动和退还剩余经费的情况： 

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简称 退还的经

费 

工发组织 CMR/SEV/21/PRP/0

8 

编制泡沫塑料和制冷行业的投资项目 待定 

工发组织 ECU/SEV/17/PRP/1

7 

为一家工厂(Elasta)编制投资项目 待定 

工发组织 IVC/REF/16/PRP/04 编制在制冷行业停用 ODS 的项目 待定 

工发组织 IND/REF/10/TAS/05 CFC 制冷剂回收和再循环可行性研究 待定 

 

22. 关于撤销 Leulmi Foam 项目（ALG/FOA/22/INV/21）并将其设备转给 Maghreb 

Mousse 项目（ALG/FOA/26/INV/29）的建议，主席表示，她将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口

头报告时提请注意以下问题：这种同时涉及撤销一个项目和将其设备转给其他项目的决

定是否属于监测、评价和财务问题小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议程项目 5： 撤销项目的后果 

23. 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请小组委员会再次审议其关于重新提交被撤销项目的

建议，特别是审议允许重新提交被撤销项目的情况可能发生的频率和涉及的财务问题

（第 28/19 号决定）。秘书处介绍了根据各执行机构所提供投入编写的关于撤销项目的

后果的报告（UNEP/Ozl.Pro/ExCom/29/8）。小组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审

查了各种提议，然后建议执行委员会决定如下： 

 (a) 出于以下理由被撤销的项目不得再向多边基金申请任何资助： 

 － 所有权被转移给某个非第 5 条国家； 

 － 破产。 

 (b) 出于某些其他理由被撤销的项目可以向多边基金重新申请资助，根据在个案基

础上作出的新决定，申请数额不得超过原核准数额。这些其他理由的例子包括： 

 － 公司请求撤销/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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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持续拖延（在确认原来的拖延原因已经消除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 

 － 受援企业缺乏反应。 

如根据上文分段(b)允许重新提出申请，申请不得在撤销项目后 24 个月内提出。 

此外，可以按个案方式审议根据上文分段(b)提出的第二次项目编制申请的合格增支费

用，但申请的费用数额不得超过原项目编制经费的 30％。 

24. 对于那些已经撤销的项目，将立即根据为撤销项目提出的具体理由适用执行委员会

的决定。 

 

议程项目 6： 尚有经费余额的已完成项目 

25. 秘书处介绍了关于尚有经费余额的已完成项目的报告（UNEP/OzL.Pro/ExCom/ 

29/9），并解释说，已经请各执行机构根据第 28/7 号决定，说明在 12 个月前完成的项

目的经费余额状况。秘书处根据各执行机构最近的进度报告中的资料计算得出，尚有经

费余额的项目清单中的余额总数大约为 900 万美元。此外，各机构截至 1998 年 12 月

的已完成项目的剩余经费总数为 4,000 万美元。迄今为止，已经收到开发计划署按照请

求提交的资料。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表示，将和其他机构一样，在年度进度报告中提

交这些资料。执行委员会必须了解已完成项目的经费余额数目，以便重新分配资源，因

为执行委员会本次会议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核准向其提出的所有项目提案。 

26. 各执行机构的代表解释说，在准确地确定应该何时宣布项目结束方面存在困难，因

为在若干情况下，尚有一些没有履行的支付义务。它们对无法向本次会议提供可靠数据

表式遗憾，并认为，可以向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提交这些数据。 

27. 小组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些代表在讨论中对某些执行机构在结清项目的财务帐户

和向多边基金退还剩余经费方面的长时间拖延表示关注。小组委员会然后建议执行委员

会决定如下： 

 (a) 赞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的报告； 

 (b)  请每个机构向第三十次会议提出报告，说明其在 1998 年底之前完成的项目的

经费余额中所占份额有多少已经作为承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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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7：第 5 条国家停用 ODS 的情况报告：第 28/25 号决定的执行情

况 

28. 秘书处介绍了第 5 条国家停用 ODS 的情况报告：第 28/25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UNEP/OzL.Pro/ExCom/29/10），并说从环境规划署和工发组织收到的初步数据尚未

分发给小组委员会成员，因为这确实是些非常初步的数据，并且从所涉国家的来看也很

有限。 执行机构的代表解释了在核对和核实相互矛盾的数据方面遇到的一些困难，并

向小组委员会保证它们在很认真地对待第 28/25 号决定。在讨论后小组委员会建议执行

委员会决定： 

A部分 

(a) 对环境规划署和工发组织努力提交关于它们为其管理体制建设项目的国家的

初步数据表示赞赏； 

(b) 回顾第 28/25 号决定 A 部分，强调执行机构必须全面和认真地实施这项决定

以有利于执行委员会规划下一个三年期的活动； 

(c) 请所有执行机构按照第 28/25 号决定 A 部分的要求，向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提交初步报告，分别汇报每一类消耗臭氧物质的数据； 

(d) 请秘书处根据这些数据编写一份综合报告，提交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说

明已核准的项目未涵盖的消耗臭氧物质（CFC、哈龙和甲基溴）总的估计耗量

以及按行业分列的耗量百分比分布情况，就制冷行业而言还说明制造和维修以

及现场安装之间的估计耗量分布情况。应分别上报每一类消耗臭氧物质的数

据。 

(e) 重申第 28/25 号决定 A 部分第二段的要求，即执行机构和秘书处提交最后报

告，以供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B部分 

 注意到有反常数据的国家作出的答复。 

 

议程项目 8：2000 年综合业务计划草案 

29. 秘书处介绍了 2000 年综合业务计划草案（UNEP/OzL.Pro/ExCom/29/11），提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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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下主要问题：在业务计划下被提名接受投资项目但尚未批准《伦敦修正案》的国家；

业务计划的行业分布情况；业务计划涵盖的国家数量减少的问题；以及如何根据缔约方

会议关于补充资金的决定对业务计划作出调整。 

30. 在讨论期间，几个代表指出，或许需要改变下一个三年期业务计划的结构，尤其是

把投资和非投资项目分开，更多地注意到各行业间的分布，并区分化工生产项目和耗用

项目。 

31. 几个代表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关切，即综合业务计划草案中共涉及 36 个国家（投

资项目），这远远跟不上现在必须执行停用要求的第 5 条国家的总数。业务计划草案总

的说来远未完成执行委员会为其规定的职责，即从基金支付款项以便帮助所有第 5 条国

家执行《议定书》，并且与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为确保实施《议定书》对第 5 条国家所

需资金进行的分析很少有或根本没有联系。几个代表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对全球需要

进行分析，编制一项确保涵盖全球的战略计划，并规定四个执行机构的责任，以使它们

在全球全面地共同承担这项责任。在分配机构份额时应该考虑到每一个机构愿为其负起

责任的国家数目或人口百分比，并考虑是否有一项明确制订的行动计划。 

32. 几个代表在交换意见时，对是否应把尚未批准《伦敦议定书》的国家留在业务计划

内、还是放在后补名单上、或从最后业务计划中删除的问题表示了他们的观点。 

33. 在辩论后，小组委员会建议执行机构： 

(a) 关切地注意到 2000 年综合业务计划草案涵盖的国家有限； 

(b) 指出那些已明确表示打算在近期内批准《伦敦议定书》的国家可被视为符合列

入业务计划的条件，没有表示打算批准的国家则应转列入后补名单； 

(c) 决定，如果缔约方商定的补充资金额度低于本三年期（1997－1999 年），执

行委员会应维持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为 2000 年核准的指示性数字，并

改变 2001 和 2002 年的拨款数。如果商定的补充资金额度高于本三年期，则

应按比例在三年期中的每一年增加同样数额的拨款。 

 

议程项目 9：2000 年业务计划草案 

34. 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介绍了这些机构的 2000 年业务计

划 草 案 （ 分 别 是 UNEP/OzL.Pro/ExCom/29/12 、 UNEP/OzL.Pro/ExCom/2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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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OzL.Pro/ExCom/29/14 和 UNEP/OzL.Pro/ExCom/29/15）。 

(a) 开发计划署 

35. 开发计划署的代表介绍了开发计划署 2000 年业务计划草案，简短地说明了为低耗

量国家制订的全球制冷剂回收项目，并指出已提出一个提案来为有净增支节省的一个项

目提供技术援助。他提请注意以下问题：2000 年在少数甲基溴项目申请方面应处理的

各种政策问题；由于执行委员会关于在执行全国制冷剂再循环项目之前政策措施必须到

位的决定，致使开发计划署在低耗量国家的活动有所减少；把希望提前实现停用的国家

摆在优先地位的问题；申请举办的耗用行业项目超过开发计划署 2000 年业务计划的指

标。他还指出与行政和财务事项有关的事态发展以及业务计划草案中的政策问题。关于

成本效益阈值问题，他认为在今后的订正业务计划中可降低每公斤 10.44 美元这个数

字。 

36. 在进行讨论后，小组委员会建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发计划署应完成其 2000 年业

务计划，并考虑到以下因素： 

(a) 不应把有净增支节省的技术援助项目包括在内； 

(b) 应增加与哈龙行业有关的活动； 

(c) 应修正根据投资项目的非加权指标核准情况制订的成本效益阈值； 

(d) 作为效绩指标之一的 ODP 停用目标应确定为秘书处根据第 26/8 号决定计算

的 13,646 ODP 吨； 

(e) 开发计划署已把其项目完成报告目标改变为 100％； 

(f) 开发计划署应重新评价其执行速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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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环境规划署 

37. 环境规划署的一位代表介绍了环境规划署的 2000 年业务计划草案

（UNEP/OzL.Pro/ExCom/29/13）。他提请注意，第 5 条国家为履行其在《蒙特利尔

议定书》下作出的承诺所要求提供的援助类型正在发生变化。特别需要向各国政府提供

政策援助，以便管理在不同行业进行的停用工作。其他的援助重点包括：进行停用甲基

溴的宣传、制订中小企业停用战略以及提供关于技术的指导。 

38. 小组委员会在讨论中审议了要求环境规划署提供的非加权效绩指标。小组委员会还

讨论了把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家方案列入业务计划的问题。抽

样秘书处回顾了第六届缔约方会议通过的第 VI/5(e)号决定，并通知小组委员会，已经

把科威特改划为第 5 条国家，其依据是，原来对该国的划分所依据的资料不准确而且不

全面。但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小组委员会经过讨论，

建议执行委员会决定请环境规划署在以下谅解的基础上最后完成其 2000 年业务计划： 

(a) 环境规划署应在其最后业务计划中确定其两种非加权业绩指标的目标; 

(b) 环境规划署应该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撤出其业务计划；  

(b) 目前应该在业务计划中保留科威特国家方案的编制工作，然而，秘书处应该致

函该国，促请寻求通过其他方式满足需要，在这方面可以采用与工发组织作出

信托基金安排的办法。 

39. 小组委员会还建议执行委员会请秘书处致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两

个原来的非第 5 条国家，提醒其注意第六届缔约方会议通过的第 VI/5 号决定。 

(c) 工发组织 

40. 工发组织的代表介绍了工发组织 2000 年业务计划草案，指出已向秘书处提交了订

正业绩指标。他提请注意，在 2000 年，除了所有其他行业的活动之外，还将开始化工

生产行业的项目编制活动。 

41.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执 行 委 员 会 决 定 ， 工 发 组 织 应 根 据 文 件

UNEP/OzL.Pro/ExCom/29/14 中所载业务计划草案以及向秘书处提交的正业绩指标完

成其 2000 年业务计划。 

(d) 世界银行 

42. 世 界 银 行 的 代 表 介 绍 了 世 界 银 行 2000 年 业 务 计 划 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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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OzL.Pro/ExCom/29/15）。关于菲律宾的一个国家停用项目，世界银行请求提

出指导意见，说明是否应在提交国家停用方案的准则完成之前为这项活动展开项目编制

工作。关于业绩指标，他认为这些指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引起许多误会，并建议

执行委员会和执行机构应审查这些指标是否适当，以及向第三十次会议提出报告。他还

认为，鉴于就这个问题正在进行的讨论，执行机构应编写一份关于行政费用的讨论文件。

此外，2000 年世界银行的投资项目中有 50％是化工生产行业项目，根据这个事实，世

界银行请求就单独为化工生产行业拨款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43. 几个代表认为，为化工生产行业建立专款的问题需要对基金付款方式进行重要审

查。世界银行已经占了最大份额的拨款，其活动则只集中于为数有限的国家。关于减少

其他执行机构的份额以增加一个执行机构的份额的任何建议，都需要对通过多机构提供

资金以及使发展中国家能获得这些资金的做法所依据的原理进行彻底审查。本小组委员

会无法在本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一些代表认为，分开拨款的问题值得进一步

审议，可以在拟议对业务计划结构进行的审查的框架内对其进行探讨。该审查可能在执

行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进行。 

44. 小 组 委 员 会 建 议 执 行 委 员 会 决 定 ， 世 界 银 行 应 根 据 文 件

UNEP/OzL.Pro/ExCom/29/15 中所载的业务计划草案完成其 2000 年业务计划。 

 

议程项目 10： 基金秘书处 2000 年概算 

45. 秘书处介绍了基金秘书处 2000 年概算（UNEP/OzL.Pro/ExCom/29/16）。在秘书

处作出若干澄清以及进行了一些讨论后，小组委员会建议执行委员会核准这项概算。 

 

议程项目 11： 其他事项 

46. 在会议上未提出供讨论的任何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2： 通过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47. 监测、评价和财务问题小组委员会根据文件 UNEP/OzL.Pro/SCMEF/L.1 和 Add.1

通过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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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3： 会议闭幕 

48. 主席宣布会议于 199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 10 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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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交积压的项目完成报告时间表 

 投资项目 非投资项目 共计 

1999年 12月 31日 30 

(泡沫塑料) 

0 30 

2000 年 1 月 15 日 10 

(泡沫塑料) 

6 

(培训) 

16 

2000 年 3 月 31 日 16 

(泡沫塑料) 

14 30 

2000 年 6 月 30 日 30 18 48 

2000 年 9 月 30 日 35 15 50 

2000年 12月 31日 35 15 50 

 156 68 224 

 

环境规划署提交项目完成报告的时间表 

 

类型 数目 期限 

培训 2 1999 年 12 月 

技术援助 25 2000 年 1 月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包括国家方案以及进行中的活动（环境规划署的具有经常

性费用的资料交流中心和网络方案） 

 

世界银行提交项目完成报告的时间表 

 

1 月 4 个压缩机项目 (包括汽车空调机) 

2 月 10 泡沫塑料项目 (1999 年之前) 

3 月 7 个泡沫塑料项目 (1999 年之前) 

6 月 16 技术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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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个泡沫塑料项目 (1999 年) 

7 月 3 个溶剂项目 

8 月 1 个哈龙项目 

9 月 5 个气雾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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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提交项目完成报告的时间表 

 

培训： 没有应提交的完成报告 

泡沫塑料： 2000 年 2 月底之前提交 10 份项目完成报告 

  2000 年 3 月底之前提交 10 份项目完成报告 

回收和再循环： 2000 年 1 月中旬之前提交 5 份项目完成报告 

压缩机： 2000 年 3 月底提交 2 份项目完成报告 

溶剂： 2000 年 7 月底提交 3 份项目完成报告 

甲基溴示范项目： 尚没有已经完成从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