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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7 月 5 日至 9 日，日内瓦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执行委员会主席致开幕词。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载有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的临时议程。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根据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 所载临

时议程通过会议的议程。 

(b) 工作安排 

主席将向全体会议提出关于工作安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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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秘书处的活动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载有关于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来秘书处开展的

活动的报告。文件还载有秘书处根据第四十二次会议的结果开展活动的资料和为第四十三

次会议所作筹备工作。文件还载有关于这一期间主任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出访的资料。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本报告。 

4. 收支情况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3：载有财务主任截至 2004 年 6 月 1 日所记录的关于多边基

金资金状况的资料。截至该日，基金的资金余额为 33,768,860 美元，已从其中扣除了执行

委员会核准的所有经费，包括执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所核准的经费。财务主任将提供基金

余额的 新资料，以反映各缔约方在会议举行时新缴纳的捐款。文件还将提供固定汇率机

制增损方面的 新资料。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财务主任的报告。 

5. 资金和规划情况： 

(a) 余额报告和现有资金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4：载有各执行机构提交的有余额的已完成项目，撤销项目

的退款和其他的项目调整。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各机构退还 960,388 美元，外加 107,885 的机构费；  
• 项目完成已两年以上的余额； 
• 第四十三次会议可动用资金。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43/4 所载项目余额。 

2. 注意到按照项目的余额退还第四十三次会议的资金数额总共为 960,388 美元 (开发计

划署－净退还以前因失误归还开发计划署 6 个项目的资金 617,556 美元；环境规划署

－214,930 美元；工发组织－27,470 美元；以及，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退还泰国机

构建设项目的资金净额 100,432 美元将划拨给世界银行)，另外，还有归还的支助费

用共计 107,885 美元(开发计划署－净退还以前因失误归还开发计划署 6 个项目的支

助费用净额 80,078 美元；环境规划署－19,289 美元；工发组织－3,484 美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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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由泰国机构建设项目过户所退还支助费用净额 5,034 美元)。 

3. 注意到各执行机构的余额总数为 1,093,535 美元，不包括以下已完成两年以上项目的

支助费用：开发计划署(808,118 美元，外加支助费用)；以及，世界银行(285,417 美元，

外加支助费用)。 

4. 注意到须于第四十三次会议期间核准的执行委员会可动用资金为 34,837,133 美元。 

 (b) 2004 年业务计划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根据向第四十三次会议所提交文件审议业务计划。 

需要讨论的问题： 

• 2004 年业务计划中有可能未履约的国家。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1. 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 所载 2004 年业务计划的现状以及需要为 2004
年业务计划的各项活动提供 9,400 万美元的资金，业务计划包括 22 项新的多年期协定

和 176 个其他项目。 

2． 吁请 2004 年其业务计划中有那些可能未履约国家项目的各双边和执行机构作为紧急

事项将这些项目提交第四十四次会议。 

(c) 第 5 条国家落实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初期和中期管制措施的现状/前景。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6：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系根据第 32/76(b)号决定编写，

提出了对在各类 CFC、哈龙、甲基溴、四氯化碳和甲基氯仿方面可能履约的分析。第二部

分载有按国家分列的缔约方大会认定未履约的所有第 5 条国家目前项目的执行情况。第三

部分载有按行业分列的对第 5 条国家就其国家方案执行情况所提 ODS 消费数据的分析。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履约情况、目前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国家方案执行情况的数据； 
• 及时执行业务计划的必要性；以及 
•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认定未履约国家 2003 年的数据。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6 所载关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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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前景的报告。报告第二部分提供了现有各项目执

行情况的资料，第三部分提供了国家方案执行情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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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情各执行和双边机构以及有关的第 5 条国家坚持及时实施 2003 年业务计划； 

3. 请各双边和执行机构视符合资助资格消费量的情况在其 2005－2007 年业务计划中为

以下国家列入淘汰活动： 

就哈龙而言：海地、格鲁吉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如环境有利于持续地

开展工作的话）。 

6. 方案执行情况： 

(a) 哈龙安装容量中等或低的国家哈龙库项目中期评估报告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7： 载有哈龙安装容量中等或低的国家哈龙库项目中期评估

执行情况现状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  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 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7

所载现状报告。 

(b) 关于甲基溴项目的案头研究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8：  载有顾问进行的四个次级行业研究的综合报告。顾问

分析了关于包括蔬菜、草莓和香蕉、插花、烟草和收割后活动在内的园艺业甲基溴项目的

现有文献。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查明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各项主要问题，提出评估工作第二阶

段工作计划，第二阶段的工作将包括实地考察。 

需要讨论的问题：   

• 甲基溴消费趋势和各国的履约情况；  

• 项目进展报告和完成报告是否提供了信息以及信息的质量；以及 

• 为提议的主要评估和工作计划查明的各项问题。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8

所载资料，包括提议的第二阶段评估工作的各项评估问题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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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9：  载有秘书处就印度政府环境和森林部臭氧机

构和世界银行根据第 42/12 (c)号决定要求拟定的报告所作的评论。文件后载有这

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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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的问题： 

• SRI 筹备技术审核时采用的方法； 

• 按第7条规定要求报告并载入技术审核报告、项目文件和嗣后核查报告的CFC生产数据；

以及 

• 可出售 CFC 总产量和净产量的可能衡量措施。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1. 注意到印度政府环境和森林部臭氧机构和世界银行编制的报告。 

2. 就印度政府是否应与世界银行合作以便规划并核实印度可允许 CFC 产量是净产量还

是总产量问题作出澄清。 

(d) 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进度报告： 

(一) 综合进度报告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0：  概述了 200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由基金所支助各项目

和活动的进展情况和财务信息。该文件有三个附件：附件一载有以国家为单位的项目执行

数据；附件二载有进度报告数据分析；附件三是该文件新增加的部分，载有按国家进行的

对现有项目的审查。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没有提交双边进度报告的问题；以及 

• 项目进展缓慢问题。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0 所载多边基金综合进度报告。 

2. 鼓励尚未向秘书处报告财务数据或双边活动财务结账的双边机构将报告这些数

据或结账作为紧急事项处理。 

3. 注意到 2003 年期间所有机构完成项目的速度缓慢，淘汰量低于计划的淘汰量，

并鼓励各执行机构和第 5条国家加速项目的执行。 

(二) 双边合作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1：  载有关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瑞典和

联合王国根据双边合作安排开展的活动的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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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的问题： 

• 未收到芬兰、法国、日本和瑞士的进度报告； 

• 环境规划署对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双边申请提出进度报告的责任； 

• 要求开发计划署退还比利时在玻利维亚执行的已撤销项目的余款；以及 

• 对不受撤销项目程序制约的各项目的额外监测。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瑞典和联合王国等国政府提交的进度报告

以及比利时、以色列和波兰提供的资料。 

2. 要求芬兰、法国、日本和瑞士等国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3. 要求环境规划署根据第 39/18 号决定的规定，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关于存在执行

拖延项目和存在余款已完成项目的进度报告。 

4. 要求加拿大、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关于存在执行拖延

项目的报告。   

5. 要求开发计划署代表比利时政府，并联系余额报告，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提出一份有关玻利维亚的已撤销Quimica Andina泡沫塑料项目(BOL/FOA/28/INV/10)

退还资金数额的报告。 

6. 将下列项目作为存在执行拖延项目监测并指出这些项目进展缓慢： 

(a) 智利回收和再循环项目(CHI/REF/35/TAS/19)； 

(b) 加 拿 大 执 行 的 协 助 圣 基 茨 和 尼 维 斯 制 订 政 策 和 条 例 项 目

(STK/REF/24/TAS/04)；以及 

(c) 德国执行的埃及国家回收和再循环项目(EGY/REF/29/TAS/75)。 

(三) 开发计划署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2：  载有开发计划署关于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各项活

动的进度报告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该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可能要求进一步提供关于进展缓慢项目的现状报告；以及 

• 明显的项目超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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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2 所载开发计划署的进度报告。 

2. 将下列项目作为存在执行拖延项目监测并指出这些项目进展缓慢： 

(a) 多米尼加共和国哈龙库 (DOM/HAL/38/TAS/32)； 

(b) 埃及哈龙库 (EGT/HAL/32/TAS/81)； 

(c) 墨西哥哈龙库 (MEX/HAL/35/TAS/104)；   

(d) 马里制冷剂管理计划监测项目 (MLI/REF/32/TAS/10)；  

(e) 尼泊尔制冷剂管理计划监测项目(NEP/REF/28/TAS/07)；  

(f) 越南制冷剂管理计划 (VIE/REF/35/TAS/38 and 39)；  

(g) 尼日利亚 Harmony 泡沫项目 (NIR/FOA/34/INV/89)；  

(h) 尼日利亚 Global Plastic Industries 项目(NIR/FOA/34/INV/91)； 以及 

(i) 叙利亚 Al-Saad 制冷项目(SYR/REF/35/INV/81)。 

3. 指出开发计划署将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报告多达 42 个存在执行拖延的项目，其中包括

去年被如此归类的 18 个项目。   

4. 开发计划署拥有 269 个被它归类为已完成一年多的项目，其剩余资金总额为

4,108,662 美元。 

5. 考虑到开发计划署 2003 年进度报告所叙述的明显项目超支情形，重申第 17/22 号决

定，同意根据惯例，将错误退还的资金再退还给执行机构。 

(四) 环境规划署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3：  载有环境规划署关于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各项活

动的进度报告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该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三个加强体制建设项目执行速度缓慢；以及 

• 根据第 35/36(d)号决定，退还履约协助方案活动的剩余资金。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3 所载环境规划署进度报告。 

2. 要求向第四十四次会议进一步提出关于下列加强体制建设项目的现状报告，包括环

境规划署和国家臭氧机构自第四十三次会议之后开展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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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斐济加强体制建设项目(FIJ/SEV/37/INS/08)  

(b) 马尔代夫加强体制建设项目(MDV/SEV/37/INS/04)  

(c)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强体制建设项目(STP/SEV/38/INS/02) 

3. 指出环境规划署有 17 个被归类为存在执行拖延的项目，其中包括去年被如此归类的

5 个项目，应该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关于这些项目的报告。 

4. 指出，截至 2003 年 5 月，环境规划署拥有 39 个被它归类为已完成一年多的项目，

其剩余资金总额为 753,677 美元。     

5. 要求环境规划署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报告 2003 年欧洲网络项目(EUR/SEV/39/TAS/05)

剩余资金退还情形。 

(五) 工发组织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4：  载有工发组织关于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各项活动

的进度报告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该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与核准项目目录的出入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4 所载工发组织进度报告。   

2. 指出，工发组织将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报告多达 24 个存在执行拖延项目，其中包括去

年被如此归类的 5 个项目。 

3. 指出，工发组织拥有 42 个被它归类为已完成一年多的项目，其剩余资金总额为

1,370,167 美元。     

(六) 世界银行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5：  载有世界银行关于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各项活动

的进度报告以及基金秘书处关于该报告的评论和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可能要求进一步提出关于进展缓慢项目的现状报告。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5 所载世界银行进度报告。   



UNEP/OzL.Pro/ExCom/43/1/Add.1 
 
 

 
9 

2. 指出，世界银行将向第四十四次会议报告总共 49 个存在执行拖延项目，其中包括去

年被如此归类的 39 个项目。 

3. 通过在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存在执行拖延项目的另一项现状报告，监测下列

项目，并指出这些项目进展缓慢： 

(a)  阿根廷棉花和柑橘收获后杀虫示范项目(ARG/FUM/29/DEM/93)  

(b)  智利西红柿和辣椒土壤处理用途示范项目(CHI/FUM/25/DEM/35) 

(c)  阿根廷哈龙库项目(ARG/HAL/26/TAS/80) 

(d)  约旦哈龙库项目(JOR/HAL/29/TAS/53)  

(e)  阿曼哈龙库项目(OMA/HAL/41/TAS/O8) 

(f)  土耳其哈龙库项目(TUR/HAL/38/TAS/80) 

(g)  泰国哈龙库项目(THA/HAL/29/TAS/121) 

(h)  泰国淘汰哈龙项目 (THA/HAL/32/INV/134)  

4. 指出，世界银行拥有 41 个被它归类为已完成一年多的项目，其剩余资金总额为

13,005,549 美元。   

(e) 对 2003 年业务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价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6：载有对执行机构 2003 年业务计划的评价和秘书处的建

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根据执行机构 2003 年业务计划效绩指标衡量执行机构效绩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6 

所载根据执行机构 2003 年业务计划对执行机构效绩所作的评价，鼓励各执行机构根据其

2004 年业务计划各项目标，努力提高其效绩。    

(f) 项目执行中的拖延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7：  载有关于根据执行委员会以前各次会议的决定查明存

在执行拖延的项目进展情形的评估，处理要求为其提出现状报告的项目，提出更多关于撤

销项目的申请，处理被拖延项目和被撤销项目对履约情形的影响。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摩洛哥液态二氧化碳项目；以及 

• 开发计划署将在会上为中国和坦桑尼亚三个泡沫项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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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1. 赞赏地注意到关于存在执行拖延问题项目的文件(UNEP/OzL.Pro/ExCom/43/17)载有

加拿大、法国、德国和四个执行机构向秘书处提交关于存在执行拖延问题的项目的

报告。     

2. 要求日本政府紧急提出关于被归类为存在执行拖延项目的报告。   

3. 指出，秘书处和各执行机构将根据秘书处对现状的评估，即：有进展、有些进展或

无进展，采取既定行动，根据要求揭发和通知各国政府和各执行机构。 

4. 制订下表阶段目标和期限： 

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阶段目标和期限 
世界银行 ARG/SOL/28/INV/

91 

在阿根廷 Argelite La Rioja, SA； CIMCAM, SA；

Grimoldi, SA ；  Heliodino SAIC ； Integral 

Metalurgica, SA； Orbis Mertig SAIC； Trosh, 

SA Unisol, SA 和 Buffalo, S.A.淘汰甲基氯仿溶

剂，改用水基清洗溶剂 

在 2004 年 7 月之前由各位

SGA 签字。 

世界银行 CPR/FOA/20/INV/

179 

在中国成都第七塑料厂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片

材)生产中改用无 CFC 技术 

在 2004 年 9 月之前安装设

备(第 42/15 号决定) 

环境规划

署 

GLO/SEV/19/TAS/

112 

中小型企业淘汰 ODS 活动管理培训单元 在 2005 年 4 月 1 日之前完

成项目(第 42/15 号决定) 

5. 注意到在会议上提交的关于下列项目的报告，以确定这些项目是否需要撤销或酌情

采取其他行动： 

机构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评论 
开发计

划署 

CPR/FOA/28/INV/291 在中国苏州净化设备厂硬质聚氨酯隔

温泡沫塑料生产中淘汰 CFC-11，改用

正戊烷 

[可能注意到，该项目核准资金为 516,780 美元，已

经支付 262,738 美元，根据第 39/13(b)号决定，自

交接设备之后，该项目应该已经淘汰 66 ODP 吨。 但

是，还建议委员会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

可能试图回收设备，以便在其他地方使用。] 

开发计

划署 

URT/FOA/31/INV/13 在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Plyfoam 

Limited软质片材泡沫塑料生产中淘汰

CFC-11，改用二氯甲烷 

[可能注意到，与向这次会议报告的其他已完成的存

在执行拖延项目一样，这两个项目也已经完成。]  

开发计

划署 

URT/FOA/26/INV/11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Pan Africa 

Enterprises Ltd.软质聚氨酯泡沫塑

料生产中淘汰 CFC-11，改用二氯甲烷

[可能注意到，与向这次会议报告的其他已完成的存

在执行拖延项目一样，这两个项目也已经完成。]  

6. 注意到自动撤销了下述项目： 

(a) 在 摩 洛 哥 Richbond S.A. 软 质 泡 沫 塑 料 ( 片 材 ) 生 产 中 淘 汰 各 类

CFC(MOR/FOA/22/INV/08)，该项目核准资金为470,625美元，已经支付425,316

美元，根据第 39/13(b)号决定，已经指定淘汰 150 ODP 吨，撤销的原因是没

有达到商定的阶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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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摩 洛 哥 Salidor S.A. 软 质 泡 沫 塑 料 ( 片 材 ) 生 产 中 淘 汰 各 类

CFC(MOR/FOA/23/INV/13)，该项目核准资金为299,000美元，已经支付296,775

美元，根据第 39/13(b)号决定，已经指定淘汰 48 ODP 吨，撤销的原因是没有

达到商定的阶段目标。 

(c) 在摩洛哥 Mousse d'Or S.A 软质泡沫塑料(片材)生产中淘汰各类

CFC(MOR/FOA/23/INV/19)，该项目核准资金为280,350美元，已经支付280,350

美元，根据第 39/13(b)号决定，已经指定淘汰 45 ODP 吨，撤销的原因是没有

达到商定的阶段目标。 

(d) 在摩洛哥 Bonbino Confort 软质泡沫塑料(片材)生产中淘汰 CFC-11，改用液

态二氧化碳技术(MOR/FOA/22/INV/22)，该项目核准资金为 490,200 美元，已

经支付 485,483 美元，根据第 39/13(b)号决定，已经指定淘汰 90 ODP 吨。 

(g) 附有具体报告规定的核定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文件 Document UNEP/OzL.Pro/ExCom/43/18：  载有智利甲基溴土壤杀虫示范和淘汰项目

执行情况进度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智利甲基溴消费增加以及核准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对智利各利益方产生的负面影响；以

及 

• 各类替代技术取得的积极结果以及政府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各项义务和实现项目各

项商定条件的信心。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根据文件所载评论，审议智利果树生产

和种植活动的甲基溴土壤杀虫示范和淘汰项目进度报告。 

(h) 以第 Ex.I/2 号决定为背景的第 42/49 号决定执行情况报告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19：  该文件载有秘书处根据第 42/49 号决定提出的报告。

该文件介绍了各甲基溴项目现状，并且有一个关于履约情形的章节，执行委员会可能会认

为这一章节进一步提供了有助益的背景资料；该文件载有执行委员会成员根据第 42/49 号

决定提出的评论。该文件还载有一个附件，其中载有关于各甲基溴项目的所有现有数据。 

需要讨论的问题：  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审议有无必要建立一个联系小组，以讨

论秘书处编写的文件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提交的任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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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提案： 

      (a) 项目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概述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0：提供了所收到文件的统计数字，并载有建议一揽子核准

的所有项目和活动的清单（附件一）和供单独审议的项目清单（附件二）。项目审查中未

出现政策问题。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核准一揽子核准清单中的项目和活动。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核准建议一揽子核准的项目。 

      (b)   双边合作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1：载有各国政府作为双边合作提交供核准的 14 个项目与

活动。其中 3 项列入了上述议程项目 7(a)中审议的一揽子核准清单，10 个项目和活动将在

议程项目 7(d)、投资项目下予以审议。德国政府提交的一个项目供单独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是否核准为中国关于 HCFC 管理问题的一项研究供资。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参照对在议程项目 11 中德国所编写、由

联合王国政府提交的有关政策文件的审议情况，审议核准该项目。 

     (c)  2004 年工作方案修正案 

        （一） 环境规划署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2：载有环境规划署提交的 27 项活动，包括 14 项新的或延

长的机构建设项目的申请。建议一揽子核准 15 项活动并在议程项目 7(a)下审议。制冷剂管

理计划方面的 10 项活动将在议程项目 7(d)、投资项目下审议。机构建设项目延期方面的两

项提案供单独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审议科特迪瓦机构建设项目第三阶段。科特迪瓦尚未向基金秘书处报告 2003 年的数据，

可能有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不遵守情事。如在执行委员会审议该项目前报告 2003

年的数据，如果报告的数据解决了不遵守情事问题，可以核准提交的项目。否则，若有

不遵守情事，委员会过去仅核准机构建设项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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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危地马拉机构建设项目第五阶段。危地马拉似乎有对《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与执行

委员会有关淘汰甲基溴协定的不遵守情事。对其他不遵守情事的案例，委员会过去仅核

准机构建设一年。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如果报告了令人满意的 2003 年数据，核准机构建设项目延长科特迪瓦提出的两年。

否则仅核准该项目一年。在每一种情况下，委员会皆可向该国政府表达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2 附件二所载意见。 

2 ． 核 准 仅 延 长 一 年 危 地 马 拉 机 构 建 设 项 目 并 向 该 国 政 府 表 达 文 件

UNEP/OzL.Pro/ExCom/43/22 附件二所载的意见。 

       （二） 开发计划署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3：载有开发计划署提出的 7 项活动，包括延长机构建设项

目的 5 项申请。所有这些提案都建议一揽子核准并已在议程项目 7(a) 中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无。 

       （三） 工发组织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4：载有工发组织提出的四项活动，包括延长机构建设项目

的一项申请。所有四项活动都建议一揽子核准并已在议程项目 7(a) 中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无。 

           （四） 世界银行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5：载有世界银行提出的一项项目编制活动。建议一揽子核

准此活动，并已在议程项目 7(a) 中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无。 

(d) 投资项目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20：附件二载有供单独审议的 10 个项目清单。其他投资项

目，包括进行中的和新的活动，建议一揽子核准并在议程项目 7(a) 中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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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的问题： 

• 在附件二表(重刊如下)内：10 个项目中各项目应单独予以审议。秘书处的项目说明和

评论可查阅表中提到的有关国家项目文件(如有要求，秘书处将对有关的问题作出简要

说明)。 

Country Project title Agency Document Reference 

Argentina CFC production closure plan: 2003 
and 2004 work programmes 

World 
Bank 

UNEP/OzL.Pro/ExCom/43/26 

China Sector Plan for phase-out of ODS in 
chemical process agent applications 
and carbon tetrachloride production:
2004 annual programme 

World 
Bank 

UNEP/OzL.Pro/ExCom/43/30 

Costa Rica Total methyl bromide phase-out used 
as a fumigant in melons, cut flowers, 
bananas, tobacco seedbeds and 
nurseries, excluding QPS applications 
(tranches II and III) 

UNDP UNEP/OzL.Pro/ExCom/43/31 

Cuba National CFC phase-out management 
plan：   phase-out of ODS in the 
refriger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sector (first tranche) 

Germany, 
Canada, 
France, 
UNDP 

UNEP/OzL.Pro/ExCom/43/33 

Lebanon Phase-out of methyl bromide for soil 
fumigation in strawberry production 
(request for change of technology) 

UNIDO UNEP/OzL.Pro/ExCom/43/36 

Malaysia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me to 
install alternatives and phase-out all 
remaining non-QPS uses of methyl 
bromide 

UNDP UNEP/OzL.Pro/ExCom/43/37 

Malawi Phase-out of all non-essential and 
non-QPS methyl bromide (fourth 
tranche) 

UNDP UNEP/OzL.Pro/ExCom/43/38 

Nigeria Terminal ODS phase out umbrella 
project in the solvent sector (first 
tranche) 

UNIDO UNEP/OzL.Pro/ExCom/43/40 

Serbia and 
Montenegro 

National CFC phase-out plan (first 
tranche) 

UNIDO, 
Sweden 

UNEP/OzL.Pro/ExCom/43/42 

Uruguay Phase-out of CFC consumption in the 
manufacture of aerosol metered dose 
inhalers (MDIs) 

UNDP UNEP/OzL.Pro/ExCom/43/44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考虑，根据有关项目提案文件中的资料，

包括秘书处的评论；按照第 41/80 号决定分发的补充资料和秘书处，或有关执行机构在会

议上提出的补充资料，核准表中的 10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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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方案 

文件UNEP/OzL.Pro/ExCom/43/46、UNEP/OzL.Pro/ExCom/43/47和UNEP/OzL.Pro/ExCom/43/48：分别载

有几内亚比绍的国家方案和黎巴嫩和罗马尼亚的国家方案的增订。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几内亚比绍截至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尚未报告建立《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 A、B

和 C基准的完整数据； 

• 据报告黎巴嫩的各种 CFC 消费量高于第 35/57 号决定限定的两种选择规定的数量。黎巴

嫩报告的 2002 年甲基溴的消费量高于该国的基准；和 

• 罗马尼亚将需要增加淘汰活动以实现 2005 年 CFC 消费量和甲基溴生产量的履约目标。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核准几内亚比绍的国家方案和黎巴嫩和罗马尼亚国家方案的增订，指出核准这些国

家方案和修订稿并不表明核准其中确定的各项目或其供资数额。 

2．要求几内亚比绍政府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执行国家方案每年的进展，第一次报告应不

晚于 2005 年 5 月 1 日提交秘书处。 

3．考虑根据黎巴嫩“备选办法 2”规定符合资助资格的剩余 CFC 消费量为 312.5 ODP
吨（增加 88 ODO 吨），以处理黎巴嫩南部和西贝尔卡区域过去未调查过的消费量。 

9. 追加核准体制建设项目的核定资金数额可能造成的影响（第 42/22（b）号决定）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49：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很低消费量国家履行其履约承诺的能力，是否受到为其体制建设项目核准资金数额的影

响和追加数额可能造成的影响。 

• 政策文件正在定稿之中。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在该文件定稿后审议文件的结论。 

10. 进度报告评估标准和多年期协定核查审计标准（第 41/15 号决定）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0：载有秘书处按照第 41/15 号决定提交拟议的进度报告评

估标准和多年期协定核查审计标准。 

需要讨论的问题 ： 

• 拟议标准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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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与进出口数据一致使用行业数据的程度；和 

• 低消费量国家制冷剂管理计划预期的报告水平和此类报告所涉经费问题。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考虑通过该标准作为今后核查多年期协

定的准则。 

11. 多边基金在研究 HCFC 淘汰活动供资问题方面的责任以及此种研究可能需要的资格

规定（第 42/7(b)号决定）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1：载有德国政府通过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的关于多边基金

在研究管理 HCFC 淘汰活动方面的责任以及此种研究可能需要的资格规定的文件。文件附

件一中包括项目提案“为中国长期管理 HCFC-22 和其他 HCFC 制定适当战略”；附件二

载有各代表团对供资的资格问题和其他问题表达的意见；附件三答复各代表团和多边基金

秘书处对供资的资格问题和其他问题表达的意见。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多边基金研究中国 HCFC 管理问题的供资资格以及所涉任何问题。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审议该文件草稿并采取适当行动。 

12. 多边基金帐户 

(a) 2002 年帐目的核对（根据第 42/41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2：谈及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之前尚未解决的多边基

金 2002 年账目核对问题(第 42/41 号决定)。 

需要讨论的问题： 

• 调整开发计划署的初期起动费用； 

• 提出世界银行经审计的 2002 年帐目；和 

• 世界银行持有的超额收入。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43/52 所载 2002 年账目核对情况。 

2． 注意到司库将对开发计划署报告的额外利息帐户作出适当调整，开发计划署报告经审

计的初期起动费用为 596,500 美元。 

3． 要求将预支给执行机构的款项列入计息帐户的双边机构，将收取的利息归还，作为多

边基金的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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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世界银行对照本次会议的核准额提交经审计的 2002 年帐目之前，冲销世界银行临

时帐户中持有的额外收入 21,290,851 美元。 

        (b)   2003 年帐目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3：本文件概述基金 1991 年至 2002 年的审计帐目和 2003
年临时帐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各执行机构晚提交基金的审计帐目。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43/53 所

载报告。 

13. 期票的处理/兑现情况(根据第 41/4 号和 42/44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4：载有司库按照第 41/4 号和第 42/44 号决定关于期票的

处理/兑现情况的报告。报告还称司库正在收集其他机构为保证透明与公平兑现期票所使用

的规则和制度的数据。此研究有望在第四十三次会议前完成。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参照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定讨论该研究的充分性和完整性。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司库的报告并在必要时就司库应

做的任何其他工作提出新的指示。 

14. 履约协助方案的统一预算（根据第 41/39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5：提出了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根据第 41/39 号决定就编制

履约协助方案的同意预算作出的答复。 

需要讨论的问题： 

• 为使环境规划署的行政和方案支助费用能够与方案活动的费用一道列入统一预算而需

要采取的行政性行动。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澄清打算如何根据环境规划署的意见着

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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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双边合作项目的方案支助费用的报告（第 42/45(c)号决定）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6：包含了对秘书处根据第 42/45(c)号决定所采取行动的简

要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审议各双边机构目前的行政费用制度是

否需要作出改变。 

16. 《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多边基金下的双边机构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第 42/45(e)号
决定） 

此议程项目不需要文件。 

17. 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新情况(第 41/79 号决定)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7：提供了第 5 条国家建立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的 新情况。

报告的部分资料来自臭氧秘书处。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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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UNEP/OzL.Pro/ExCom/43/58：载有执行委员会根据第 XIV/7 号决定的要求向缔约方大

会第十六次会议建议提出的报告稿。该文件包括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关于环境规划署各区域

网络有关打击非法贸易的手段的活动的报告，以及秘书处提出关于对海关官员培训和许可

证制度项目所作评价的报告。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报告是否满足了第 XIV/7 号决定的要求。 

预期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的行动：谨提议执行委员会提供意见说明是否多报告稿进行修改以

便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并授权秘书处一俟根据委员会的指示作过修改后向臭氧

秘书处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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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执行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根据第 42/48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正在为编制的文件定稿。 

20. 执行委员会化工生产问题分组的报告 

报告将于各分组在第四十三次会议期间举行会议后提交执行委员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