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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第五十三次会议

2007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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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P/OzL.Pro/ExCom/53/1 号文件：载有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的临时议程。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根据 UNEP/OzL.Pro/ExCom/53/1 号文件

所载的并经全体会议口头修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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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P/OzL.Pro/ExCom/53/2 号文件：提出关于自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以来秘

书处开展的活动的报告。文件包括了秘书处就落实第五十二次会议的结果而开展的

各项活动方面的资料，和为第五十三次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并介绍报告所述期间

主任和秘书处工作人员执行的任务。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

4. 收支情况

UNEP/Ozl.Pro/ExCom/52/3 号文件：载有资料说明财务主任记录的多边基金截至

2007 年 10 月 22 日的资金状况。截至该日，基金的资金余额为 102,052,565 美元，

已从其中扣除了执行委员会核准的所有经费，直至并包括第五十二次会议所核准的

经费。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3 号文件载有财务主任关于收支情况的报

告，其中提供了更多有关期票的信息。

(b) 再次促请所有缔约方尽早向多边基金全额支付其捐款。

5. 资源和规划情况

（a） 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

UNEP/OzL.Pro/ExCom/53/4 号文件：载有各执行机构就有余额的已完成项目提交的

资料和已撤销项目退还的资金。

需要讨论的问题：

• 1,530 万美元余额中有 1,230 万美元应用作多年期协定的年度付款；

• 1,530 万美元中有近 960 万美元留给两年前完成的项目。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4 号文件所载的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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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注意到在项目余额中多边执行机构退还第五十三次会议的 292,961 美元的资

金净额。这包括偿还工发组织的 280,915 美元，开发计划署退还的 551,168
美元、环境规划署的 22,708 美元；

(c) 注意到在项目支助费用余额中多边执行机构退还第五十三次会议的24,787美
元的支助费用净额。这包括偿还工发组织的 20,934 美元，开发计划署退还的

42,769 美元、环境规划署的 2,952 美元；

(d) 注意到各多边执行机构从两年前已经完成的项目中获得总计 9,576,651 美元

的余额，不包括支助费用。这包括开发计划署的 119,512 美元、环境规划署

的 899,062 美元、工发组织的 669,352 美元和世界银行的 7,888,725 美元；

(e) 注意到 510,659 美元外加机构费用由开发计划署移交给工发组织，用于肯尼

亚的国家甲基溴项目（KEN/FUM/44/INV/38 和 KEN/FUM/50/INV/40）；

(f) 注意到 12,000 美元外加机构费用由环境规划署移交给工发组织，用于尼日尔

的结束性淘汰管理计划项目（NER/PHA/48/PRP/17）；以及

(g) 注意到 102,370,313 美元（将在会议召开时更新）可提交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三

次会议核准。

（b） 2007 年业务计划

UNEP/OzL.Pro/ExCom/53/5 号文件：参照向第五十三次会议提交的呈件审议各项业

务计划。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提交第五十三次会议的项目价值超过业务计划总值 4,420 万美元，这主要是

因为提交了加快生产淘汰提案；一次性申请代替了多年期申请；以及氟氯烃

调查和项目编制；

• 2,160 万美元提交第五十三次会议，用于未列入业务计划中的活动，其中 1,050
万美元用于氟氯烃调查和项目编制；

• 2006-2008 三年期中剩余 1,970 万美元未分配；以及

• 提议在今后的报告中列入年度付款提交中的拖延。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5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 2007 年业务计划现状

的报告，以及第五十三次会议核准的未来承诺的金额[超过/低于]多边基金

2007-2009 年业务计划金额_____美元[将依据第五十三次会议的实际核准情

况更新]；以及

(b) 确定未列入 2007 年业务计划的活动能否在本次会议上审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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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请基金秘书处在该年第二和第三次会议审查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时考虑列入

提交中的拖延情况。

(c) 第 5条国家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初步和中期管制措施的现状/前景

UNEP/OzL.Pro/ExCom/55/6/Rev.1 号文件：含四个部分和两个附件。第一部分依据

第 32/76（b）号和第 46/4 号决定编写，其中请秘书处就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控

制措施的第 5 条国家的履约现状编制一份年度增订。第二和第三部分包含关于服从

决定以及按行业分列的消费分析方面的第 5 条国家的资料。第四部分是新增部分，

提出了秘书处在今后的文件中述及可能不履约的国家的建议并列入执行拖延项目的

资料。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文件中包括的关于便利活动和制定许可证制度的核准日期的新信息；以及

• 关于在今后报告列入执行中的拖延并评估不履约风险的建议。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6/Rev.1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第 5 条国家遵守

《蒙特利尔议定书》初步和中期管制措施的现状/前景的报告；以及

(b) 请基金秘书处根据委员会可能提出的指导继续订正履约现状，并列入关于项

目执行拖延的数据和根据标准评估不履约风险。

(d) 三年滚动示范淘汰计划：2008-2010 年（根据第 50/5(d)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UNEP/OzL.Pro/ExCom/53/7 号文件：载有多边基金 2008-2010 年三年期滚动示范淘

汰计划。该文件分析了为使第 5 条国家能够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淘汰目标需

要核准供资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总量，并指出 2008-2010 年间第 5 条国家通过核定项

目逐步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有关的第 5 条国家和执行及双边机构执行已经供资的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消

费和生产项目仍然需要的努力程度（约 57,885 ODP 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

和 54,455 ODP 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以及需要供资以为实现议定书淘

汰目标提供便利的追加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数量；以及

• 与没有提交第五十三次会议核准的已经核定的淘汰项目的付款相关的供资额

（约 530 万美元）。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

(a) 考虑通过 2008-2010 三年期示范淘汰计划，作为三年期资源规划的灵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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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敦促项目已核定但没有执行的第 5 条国家及相关的执行和双边机构，加快在

2008-2010 三年期的执行速度；

(c) 敦促双边和执行机构与已被确定需要立即援助以实现议定书 2007 和 2010 年

淘汰目标的国家合作，并酌情在其 2008-2010 年业务计划列入有关活动；

(d) 请秘书处向 2008年最后一次会议提交 2009-2011年最新的三年期滚动示范淘

汰计划，以为编制多边基金 2009-2011 年业务计划提供相关的指导；以及

(e) 注意到：

(一) 在 2007 年剩余时期和 2008-2010 三年期内总共必须淘汰约 57,885.5 
ODP 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和 54,455.0 ODP 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生产；

(二) 目前正在执行低消费量国家的 53 个结束性淘汰管理计划、非低消费量

国家的 42 个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计划和 5 个非低消费量国家的

10 个化工生产问题部门淘汰计划；以及

(三) 两个非低消费量国家的国家淘汰计划和 31 个低消费量国家的结束性

淘汰管理计划有待提交执行委员会审批。

6. 方案执行情况：

(a) 监测和执行情况：

(一) 关于低消费量甲基溴项目的深入案头研究

UNEP/OzL.Pro/ExCom/53/8 号文件：关于低消费量甲基溴项目的深入案头研

究是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核准的 2007 年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第 50/9
号决定）的一部分。这种评价的目标是确定这些措施是否有用及其在便利遵

守 2005 年甲基溴消费量减少 20%和到 2015 年彻底淘汰措施方面的影响。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分析的评价问题和使用的方法；

• 甲基溴的消费趋势和各国的履约情况；

• 甲基溴低消费量国家执行的项目取得的结果和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 可持续性问题；以及

• 下个评价阶段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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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 UNEP/OzL.Pro/ 
ExCom/53/8 号文件中关于低消费量甲基溴项目的深入案头研究中提供的信

息。

(二) 2007 年项目完成情况综合报告

UNEP/OzL.Pro/ExCom/53/9 和 Add.1 号文件：为执行委员会概述了报告所涉

期间，即 2006 年 11 月第五十次会议以来收到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报告的

结果。该文件还包括根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的要求各机构在年度执

行方案进度报告中提出的经验教训。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收到的和拖欠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 内容和质量；

• 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报告的和从多年期协定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 2007 年提交项目完成情况报告的时间表；以及

• 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与年度进度报告中报告的数据的一致性。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 2007 年项目完成情况综合报告，其中包括提交拖欠的项目完成

情况报告的时间表和UNEP/OzL.Pro/ExCom/53/9号文件附件二中介绍

的经验教训；

(b) 请有关的执行和双边机构：

(一) 与多边基金秘书处合作，在 2008 年 1 月底之前确定项目完成

情况报告清单与年度进度报告中报告的库存数据完全一致；

(二) 在 2008 年 1 月底之前提供一些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仍然缺失的

信息；以及

(三) 在 2008年 1月底之前清除 2005年年底之前完全的项目的积压

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三) 2008 年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UNEP/OzL.Pro/ExCom/53/10 号文件：载有 2008 年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草案，

它总结了执行 2007 年工作方案取得的结果；提议在 2008 年进行评价研究；

提出一般性方式和方法；以及在 2008 年执行评价研究所需的预算。

需要讨论的问题：

• 2007 年工作方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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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2008 年进行的评价研究；

• 执行模式及方式和方法；以及

• 2008 年工作方案的预算。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根据 UNEP/OzL.Pro/ 
ExCom/53/10 号文件所示，考虑核准拟议的 2008 年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预

算为 326,000 美元。

(四) 审查多年期协定新的报告格式，包括最终淘汰管理计划（根据第 51/3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UNEP/OzL.Pro/ExCom/53/11 号文件：委员会决定通过多年期协定新的格式，

包括临时通过最终淘汰项目以供第五十三次会议审查。目前的格式列入该文

件附件一。

需要讨论的问题：

• 使用多年期协定新的标准化格式方面积累的经验；以及

• 进一步改进格式的建议。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 UNEP/OzL.Pro/ 
ExCom/53/11 号文件中所载的关于审查多年期协定新的报告格式，包括最终

淘汰管理计划（根据第 51/13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b) 项目执行中的拖延

UNEP/OzL.Pro/ExCom/53/12 号文件：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述及需要执行项目撤

销程序的执行拖延项目；第二部分述及有履约问题国家的拖延项目；第三部分述及

根据委员会的要求已经提交的补充的现状报告；第四部分建议在第五十三次会议上

撤销的项目；以及第五部分审议了一份改变项目执行机构的申请。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

(一)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葡萄牙、瑞典和四个执行机构

提交给秘书处的关于存在执行拖延问题项目的现状报告以及

UNEP/OzL.Pro/ExCom/53/12 号文件述及的瑞典政府的 2006 年进度报

告，执行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赏；

(二) 秘书处和执行机构将根据秘书处对现状的评价（有进展、有些进展或无

进展）采取既定行动，根据要求报告和通知各国政府和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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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 60 个项目中被列为执行拖延的 7 个项目；

(四) 向以下项目发出可能撤销的信函：

机构 代码 项目名称

法国 SYR/REF/29/INV/53 Shoukairi and Co.的商用制冷设备制造中 CFC-12 改 HFC-134a
的技术

开发计划署 LIB/FOA/32/INV/05 Sebha Unit 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中改用二氯甲烷，从而淘

汰了 CFC-11
环境规划署 GLO/SEV/39/TAS/248 用俄文编写《臭氧行动通讯》、将 4个制冷/海关培训模块译

为俄文以及重新印刷和更新现有的出版物

环境规划署 SOM/SEV/35/TAS/01 制订国家淘汰战略

(b) 要求就本文件附件一所列项目编写补充现状报告；

(c) 要求在第五十三次会议上报告下列项目的阶段目标和截止日期：

机构 代码 项目名称

德国 IRA/FOA/37/INV/152 伊朗 Sanayeh Dashboard 软质模塑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中从

CFC-11 到完全水基技术的转换

(d) 注意到双方一致同意撤销以下项目：

机构 代码 项目名称

德国 ALG/SEV/43/CPG/60 拟订国家方案修订稿

开发计划署 LAO/FOA/44/INV/14 Prasert Sofa Shop有限公司盒泡沫塑料和绝缘集装箱制造中的

CFC-11 转换

工发组织 ETH/SOL/45/TAS/15 溶剂和加工剂（四氯化碳和三氯乙酸）行业的培训和宣传讲

习班

(e) 请芬兰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向第五十四次会议提交进度报告。

(c) 年度付款提交中的拖延

UNEP/OzL.Pro/ExCom/53/13 号文件：是根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采取的决

定（第 47/50（d）号决定）而提交的，它要求就年度付款提交中的拖延和付款资金

拨款中的拖延另列项目，并提出拖延的理由和建议以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有 14 期年度付款应该提交，但主要由于进度缓慢而没有提交；

• 另有 10 期付款已提交，但主要由于支出和执行速度低后来又被撤回；

• 另有 10 期付款已提交，但没有按要求提交核查报告因而递延；以及

• 6 个国家根据缔约方关于履约情况的决定没有提交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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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关于年度付款提交拖延的文件（UNEP/OzL.Pro/ExCom/53/13）所载的

法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交给秘书处的多年

期协定年度付款提交情况；

(b) 注意到应提交的 57 期多年期协定年度付款中有 14 期未按时提交第五十三次

会议，10 个项目因付款额低和/或执行速度低而被撤回；

(c) 注意到应发送下列应提交第五十三次会议的年度付款函，并说明拖延原因，

鼓励执行机构和相关第 5 条国家政府如果未另行说明原因向第五十四次会议

提交这些年度付款：

国家 机构 行业 付款 拖延原因

阿尔巴尼亚 工发组织 消耗臭氧层物

质淘汰

2007 年 以前各期付款下的活动预计只能在 2007
年年底或 2008 年年初完成。

安提瓜和巴布达 世界银行 氟氯化碳淘汰 2006 年 赠款协定尚未签署。

孟加拉国 开发计划署 消耗臭氧层物

质淘汰

2007 年 2005 和 2006 年的各期付款在提交时没

有提交核查报告，2007 年付款预计与

2008 年付款一齐提交，在 2005 和 2006
年付款核准之后提交。

孟加拉国 环境规划署 消耗臭氧层物

质淘汰

2007 年 2005 和 2006 年的各期付款在提交时没

有提交核查报告，2007 年付款预计与

2008 年付款一齐提交，在 2005 和 2006
年付款核准之后提交。

刚果民主共和国 开发计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 2007 年 现行的工作计划执行进度缓慢。

刚果民主共和国 环境规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 2007 年 现行的工作计划执行进度缓慢。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工发组织 氟氯化碳淘汰

（制冷维修/组
装/溶剂）

2008 年 由工发组织提供。

肯尼亚 法国 氟氯化碳淘汰 2005 年 最近启动第一次付款付款。

吉尔吉斯斯坦 开发计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 2007 年 项目文件签署进度缓慢，2007 年年度计

划的执行随之拖延。

吉尔吉斯斯坦 环境规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 2007 年 项目文件签署进度缓慢，2007 年年度计

划的执行随之拖延。

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

西班牙 甲基溴 2007 年 谅解备忘录中的机构安排有变化。

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

工发组织 氟氯化碳淘汰 2006 年 没有报告第 7 条数据。

乌拉圭 加拿大 氟氯化碳淘汰 2007 年 项目文件签署推迟。

乌拉圭 开发计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 2007 年 项目文件签署推迟。

(d) 促请已对其做出履约决定且没有向第五十三次会议提交相关年度付款的阿尔

巴尼亚、孟加拉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和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为向第五十四次会议提交必要报告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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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注意到应发送下列应提交第五十三次会议但由于所列原因不考虑核准的年度

付款函，并鼓励执行机构和相关第 5 条国家政府向第五十四次会议提交这些

年度付款：

国家 机构 行业 付款 提交未被核准的原因

孟加拉国 开发计划署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 2005年和2006年 未提交核查报告。

孟加拉国 环境规划署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 2005年和2006年 未提交核查报告。

印度尼西亚 世界银行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泡沫

塑料）

2007年 核查不够。

印度尼西亚 开发计划署 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制冷

制造）

2007年 核查不够。

印度 德国 氟氯化碳淘汰（制冷维修） 2008年 核查不够。

印度 瑞士 氟氯化碳淘汰（制冷维修） 2008年 核查不够。

印度 开发计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制冷维修） 2008年 核查不够。

印度 环境规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制冷维修） 2008年 核查不够。

尼日利亚 开发计划署 氟氯化碳淘汰 2005年 核查不够。

巴基斯坦 工发组织 四氯化碳淘汰 2005年 核查不够。

(d) 关于附有具体报告规定的核定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

UNEP/OzL.Pro/ExCom/53/14 号文件由以下项目的执行进度报告组成：中国加快淘汰

各类氟氯化碳和哈龙、哥伦比亚国家淘汰方案、墨西哥国家氟氯化碳淘汰计划以及

墨西哥淘汰 CFC-11 和 CFC-12 化工生产问题部门的行业计划。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考虑以下问题：

(a) 注意到 2007 年加快淘汰计划进度报告，并鼓励中国继续努力密切监测消耗臭

氧层物质的进出口和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非法贸易和生产，从而为区域和全球

的履约努力做出贡献；

(b) 注意到哥伦比亚国家淘汰方案的执行进度报告；

(c) 注意到墨西哥国家淘汰方案的执行进度报告；以及

(d) 称赞墨西哥政府和工发组织为了遵守第 47/29 号决定和进行审计以确认墨西

哥 Quimobásicos 氟氯化碳持续停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并请墨西哥政府和工发

组织继续在 2008-2009 年间监测 Quimobásicos 的氟氯化碳停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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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提案：

(a) 关于项目审查中发现问题的概览

UNEP/OzL.Pro/ExCom/53/15 号文件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提供了就所收到的各

执行和双边机构提交第五十三次会议的资料的统计数据，以提交材料为基础依据资

金需要对可用资金余额的评估。第二部分载有秘书处从提交会议的资料的角度出发

指出的两个政策问题。第三部分提出了所收到的许多执行机构提交的资料，是对进

行中的项目提议的修正。

需要讨论的问题：

• 要求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和工发组织提交氟氯烃调查；

• 执行哈龙库可持续性计划准则；

• 根据注重绩效的协定给消费下定义；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计量吸入器项目：根据第 52/33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以

及

• 肯尼亚的甲基溴淘汰项目：肯尼亚政府要求改变执行机构。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请求在讨论评估和界定淘汰氟氯烃消费和生产的增支成本的备选文件时进行

氟氯烃调查（UNEP/OzL.Pro/ExCom/53/60）；

(b) 进一步澄清对第 44/8（d）号决定的解释，特别是（a）在提交项目时是否应

该确定哈龙中心的托管机构；（b）政府承诺支助该中心是否足以成为可持续

性的保障；

(c) 可能的话指导德国和印度政府根据印度国家氟氯化碳消费淘汰计划和相关事

项协定给消费下定义；

(d) 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一) 注意到退还工发组织 232,75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17,456 美元，占第

五十二次会议上核准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计量吸入器制造中使用的各

类氟氯化碳淘汰项目所适用的扣除额 465,500 美元的 50%，该退款目前

正在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UNEP/OzL.Pro/ExCom/ 53/4）背

景下得到讨论；

(二) 核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氟氯化碳淘汰计划附录 2-A 和附录 6-B
的以下修改内容，以反映与计量吸入器转用项目相关的另 50%的扣除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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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的附录 2-A表

（美元）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总计

牵头机构

德国技术合作署年度供资 694,124 946,405 479,045 1,007,124 920,868 729,846 512,208 5,289,620
支助费用 76,354 104,105 52,695 110,784 101,295 80,283 56,343 581,859
德国技术合作署总计 770,478 1,050,510 531,739 1,117,908 1,022,163 810,129 568,551 5,871,479
合作机构

法国年度供资 1,006,620 500,000 1,506,620
支助费用 110,728 55,000 165,728
法国总计 1,117,348 555,000 1,672,348
环境规划署年度供资 140,253 140,253
支助费用 18,233 18,233
环境规划署总计 158,486 158,486
工发组织年度供资 361,840 2,104,066 742,449 66,224 36,179 3,310,757
支助费用 27,138 157,805 55,684 4,967 2,713 248,307
工发组织总计 388,978 2,261,871 798,132 71,190 38,892 3,559,064
开发计划署年度供资 770,000 770,000
支助费用 57,750 57,750
开发计划署总计 827,750 827,750
合计

申请赠款总计 2,202,837 3,820,471 1,721,493 1,073,348 957,047 729,846 512,208 11,017,250
累积支助费用 232,453 319,660 163,379 115,750 104,009 80,283 56,343 1,071,876
费用总计 2,435,290 4,140,131 1,884,872 1,189,098 1,061,056 810,129 568,551 12,089,127

订正的附录 6-B 表

次级行业的活动 消耗臭氧

潜能值

成本效益 小计 总计 协调机构

制冷制造 56.0 13.75 770,000 开发计划署

制冷组装 135.0 6.84 923,245 工发组织

汽车空调 424.4 5.00 2,122,000
投资/回收和再循环 1,506,620 法国

技术援助/培训方案 615,380 德国技术合作署

维修家用/商用机器 475.0 5.00 2,347,672 工发组织

投资/回收和再循环

培训/奖励部分

（培训海关官员）

泡沫塑料行业 608.4 6.57 3,997,188 德国技术合作署

溶剂/气雾剂行业 9.6 4.15 39,840 工发组织

小计 1,708.4 10,199,945
项目管理和政策支持 817,305
管制和政策支持 140,253 环境规划署

管理和监测单位 677,052 德国技术合作署

总计 1,708.4 6.59 11,01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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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份额一览表

机构 行业 供资额

开发计划署 制冷制造 770,000
工发组织 制冷维修/组装/溶剂 3,310,757
法国 汽车空调回收和再循环 1,506,620
环境规划署 管制 140,253
德国技术合作署 泡沫塑料、汽车空调培训、管理 5,289,620

11,017,250

(三) 进一步注意到该订正协定优先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

在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达成的协定；

(e) 对于肯尼亚：

(一) 注意到导致肯尼亚淘汰甲基溴土壤杀虫的技术转让项目的执行进度报

告；

(二) 核准肯尼亚政府提出的请求：将完成切花行业甲基溴淘汰的负责执行

机构由开发计划署改为工发组织；

(三) 核准第 53/15 号文件附录一所载的肯尼亚淘汰甲基溴的商定订正条

件；以及

(f) 核准建议一揽子核准的项目和活动清单（上述文件附件一）。

(b) 双边合作

UNEP/OzL.Pro/ExCom/53/16 号文件：载有法国和日本政府作为双边合作机构已提交

供核准的两个项目和活动：前者涉及非洲预防消耗臭氧层物质非法贸易的海关执法

网；后者涉及申请为议程项目 7（d），投资项目下涉及的为蒙古最终淘汰管理计划

支付第二次付款付款。

需要讨论的问题：无。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

(a) 核准预防消耗臭氧层物质在非洲次区域贸易组织非法交易的非洲海关执法网

项目，期限仅为一年，法国的供资额为 75,000 美元外加机构支助费用 9,750
美元，其前提条件是：

(一) 这不影响以后为该项目提议的剩下一年核准供资；

(二) 此项拨款只有在环境规划署为秘书处提供了 38 个国家核可对于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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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派出海关代表的兴趣和承诺信函后才能支付；

(三) 在申请为第二年供资时，环境规划署和法国政府应就该网络第一年运

行的产出编写一份联合报告；

(b) 请财务主任抵消下列在第五十三次会议期间核准的双边项目的费用[以下所

示金额将根据会议期间的实际核准而变动]：

(一) 从 2007 年法国双边捐款的余额中抵消 84,750 美元；以及

(二) 根据从 2007 年日本双边捐款的余额中抵消 62,150 美元。

(c) 2007 年工作方案的修正：

(一) 开发计划署

UNEP/OzL.Pro/ExCom/53/17 号文件：载有开发计划署提交的 22 项活动，包

括编制低消费量国家结束性淘汰管理计划的两项提案，8 个体制建设项目的

延期申请和 12 个氟氯烃调查技术援助申请。建议一揽子核准除哥伦比亚计量

吸入器行业项目编制和氟氯烃调查援助申请之外的所有提案，且因此在议程

项目 7（a）下予以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哥伦比亚计量吸入器投资项目的项目编制以及第 51/34（c）号决定要求

的支持数据申请，对此执行委员会决定将以个案为依据审议这些请求；

以及

• 根据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第 XIX/6 号决定为筹备 12 个国家的氟氯烃消

费调查供资的申请。开发计划署了解到根据执行委员会的现行准则这

些提案不符合资助条件。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核准哥伦比亚的项目编制申请，供资额为 30,000 美元。谨建议委员会

确认所提供的资料是否与第 51/34 号决定的要求相一致。在核准该项

目时，请开发计划署注意，在拟订投资项目时，最后文件必须依照第

51/34 号决定包含过渡战略的内容以便援助计量吸入器行业以及支持

投资项目的全面执行。还应注意到该行业单独的过渡战略将没有更多

的资金供使用；以及

(b)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第 XIX/6 号决定

UNEP/OzL.Pro/ExCom/53/17 号文件中提到的在 12 个国家进行氟氯烃

调查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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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规划署

UNEP/OzL.Pro/ExCom/53/18 号文件：载有环境规划署提交的 58 项活动，包

括 32 个体制建设项目的延期申请；两个编制低消费量国家结束性淘汰管理计

划的提案，一个新的体制建设项目和沙特阿拉伯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使用的

能力建设技术援助的申请，18 个结束性淘汰管理计划付款提案，以及 3 个技

术援助提案和全球履约协助方案预算。建议一揽子核准 33 项活动予以且在议

程项目 7（a）下予以审议。19 项与淘汰计划有关的活动将在相关的国家项目

文件中讨论。5 个其他项目将予以单独考虑。全球履约协助方案预算将在下

文议程项目（d）下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危地马拉和汤加体制建设项目的延期：截至编写本文件时，这两个国

家都没有提交其 2006 年国家方案执行情况报告，提交该报告是建议一

揽子核准体制建设项目的前提条件且符合第 52/5（f）号决定的要求。

有关汤加，该国仍然没有制订消耗臭氧层物质立法，且没有遵守《蒙

特利尔议定书》第 4B 条的规定；

• 对欧洲和中亚网给予以情报为导向的执法支助：某些项目可能与履约

协助方案预算和其他已经供资的项目，如国家淘汰计划或结束性淘汰

管理计划有关，因此建议降低供资额，供资期限仅为一年；

• 非洲区域海关执法网：部分上作为双边项目由法国和牵头机构环境规

划署提交。应考虑该项目期限仅为一年；以及

• 将政策和技术文件译为俄文并进行推广：建议不提出供资提案，因为

这一活动被视为全球履约协助方案预算下的一项活动。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

(a) 对于危地马拉和汤加，考虑：

(一) 核准为危地马拉第六次付款体制建设项目供资，供资额为两年

124,800 美元。如果得到核准，谨建议执行委员会向危地马拉政

府表示UNEP/OzL.Pro/ExCom/53/18号文件附件二所载的评论；

(二) 核准为汤加体制建设项目第二次付款第二年供资，供资额为一

年 6,566 美元。如果得到核准，谨建议执行委员会向汤加政府

表示UNEP/OzL.Pro/ExCom/53/18号文件附件二中所载的评论；

(b) 对于欧洲和中亚网以情报为导向的执法支助的建议，考虑：

(一) 核准该项目的供资，如上文表 1 所示，供资额为 90,000 美元外

加支助费用，但前提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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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规划署提交一份费用降低的订正项目提案；

b) 在各国批准《蒙特利尔修正》之后才向其划拨资金；

c) 在审议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以后提交的结束性淘汰管理

计划资料时，对于与政策和立法有关的费用不再供资；

(c) 对于非洲区域执法网，考虑只为环境规划署核准该项目一年，供资额

为 160,000 美元外加支助费用，但其前提条件是：

(一) 这不影响以后为该项目建议的剩下一年核准供资；

(二) 只有环境规划署向秘书处提供 38 个国家表明它们及其海关代

表对这个网络的兴趣和承诺的信函之后这笔付款才能支付；

(三) 在申请为第二年供资时，环境规划署和法国政府应就网络第一

年运行的产出编写一份联合报告；以及

(d) 对于将现行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政策和技术文件译为俄文并进行推

广的项目，秘书处不能建议为该项目供资。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请求环

境规划署根据第 47/24 号决定在其现行的履约协助方案预算内执行这

些活动，办法是重新确定活动和供资的优先次序。

(三) 工发组织

UNEP/OzL.Pro/ExCom/53/19 号文件：载有工发组织为申请供资提交的两项活

动，包括一项土库曼斯坦甲基溴淘汰项目编制的申请，和埃及氟氯烃调查的

技术援助项目。建议对这两项活动予以个别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土库曼斯坦项目编制的申请，遵照第 46/12 号决定，委员会决定仅为

该国的体制建设提供援助。在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上，土库曼斯坦提

出将甲基溴基准数量由零改为 14.3 ODP 吨的要求得到核准，另外该国

可能没有履约。该国家还没有批准《哥本哈根修正》；以及

• 按照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第 XIX/6 号决定，为筹备埃及氟氯烃消费调

查的供资申请。工发组织获悉依据执行委员会的现行准则此项提案不

符合资助条件。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考虑：

(a) 核准土库曼斯坦的项目编制供资，供资额为 20,000 美元，但条件是土

库曼斯坦提交《哥本哈根修正》批准书之后才能为该供资付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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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第 XIX/6 号决定，筹备

埃及氟氯烃调查的申请。

(d) 环境规划署 2008 年履约协助方案预算和工作方案

UNEP/OzL.Pro/ExCom/53/20 号文件：载有环境规划署 2008 年全球履约协助

方案预算。

需要讨论的问题：

• 环境规划署提交了 2008 年全球履约协助方案预算，金额为 8,498,384
美元，外加金额为 679,871 美元的 8%的机构支助费用。这比其 2007
年预算增加 6.2%，且不符合第 47/24 号决定的规定。环境规划署提供

了关于增长原因的信息，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的。秘书处

注意到环境规划署的本期预算显示预算项目几乎没有重新确定优先次

序，并鼓励它为了以后提交资料而这样做。秘书处无法建议该项目申

请现在的供资额。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考虑是否：

(a) 按照第 47/24 号决定规定的供资额核准履约协助方案预算，条件是环

境规划署向秘书处提交一份订正预算，总额为 8,243,090 美元外加金额

为 659,447 美元的 8%的机构支助费用，比上一年增加 3%；

(b) 请环境规划署，以后在为履约协助方案预算提交资料时：

(一) 继续提供全球资金将为其所用的活动的详细情况；

(二) 继续在履约协助方案预算项目之间扩展供资的优先次序确定工

作，以便掌握优先次序的变化情况；并提供根据第 47/24 号和

第 50/26 号决定对其预算进行调配的详细情况；以及

(c) 请环境规划署报告当前的工作人员员额情况并通知执行委员会其中的

任何变动情况，特别是因为这与预算拨款额的增长有关。

(e) 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08 年核心单位费用

UNEP/OzL.Pro/ExCom/53/21 号文件：提出了 2009-2011 三年期所需的行政费用的现

状报告。要求执行机构提供 2006 年实际核心和行政预算数据、2007 年估算费用和

2008 年预计费用。

需要讨论的问题：

•  行政费用研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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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21 号文件提出的关于开发计划署、工发组

织和世界银行 2008 年核心单位费用的报告；以及

(b) 根据第 46/35 号决定核准以下 2008 年核心单位供资：开发计划署 1,803,530
美元、工发组织 1,803,530 美元和世界银行 1,614,900 美元。

(f) 投资项目

UNEP/OzL.Pro/ExCom/53/15 号文件：附件二载有供单独审议的 14 个项目的清单。

所有其他投资项目，无论是进行中的活动还是新活动，均建议予以一揽子核准，并

在议程项目 7（a）下审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下表 1，所有 14 个项目均应考虑予以单独核准。项目说明和秘

书处的评论载于该表所列有关国家的项目文件（如有必要，秘书处将概要说明所涉

问题）。

表 1：供单独审议的项目清单

国家 项目 机构 问题

气雾剂行业

中国 在计量吸入器行业中淘汰氟氯化碳消费的行

业计划

工发组织 成本问题未取得一致意

见，但项目需要完成氟氯

化碳淘汰。

墨西哥 在气雾剂计量吸入器制造中淘汰氟氯化碳消

费

工发组织 没有一种氟氯化碳符合为

计量吸入器保留的消费配

额标准。

氟氯化碳淘汰计划

古巴 各类氟氯化碳的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计

划：2006和 2007年年度执行计划

开发计划

署

对协定中的一个差错进行

纠正。

吉布提 各类氟氯化碳的最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

款）

环境规划

署、开发计

划署

成本和其他问题正在讨论

中。

马尔代夫 最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 环境规划

署、开发计

划署

成本和其他问题正在讨论

中。

沙特阿拉伯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环境规划

署、工发组

织

成本和其他问题正在讨论

中。

多哥 各类氟氯化碳的最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

款）

环境规划

署、开发计

划署

成本和其他问题正在讨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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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项目 机构 问题

赞比亚 各类氟氯化碳的最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

款）

环境规划

署、开发计

划署

成本和其他问题正在讨论

中。

加工剂

巴西 在 Braskem的两项申请中淘汰用作加工剂的

四氯化碳

开发计划

署

成本和其他问题正在讨论

中。

中国 淘汰用作加工剂和其他未确定用途的四氯化

碳的生产（第一次付款）：2008 年年度方案

付款延迟到第五十四次会

议，届时核查工作就绪。

中国 淘汰用作加工剂和其他未确定用途的四氯化

碳的生产和消费（第二次付款）

付款延迟到第五十五次会

议，届时核查工作就绪。

中国申请将上限从 14,300 
ODP吨改为6,600 ODP吨。

化工生产问题部门

阿根廷 氟氯化碳生产的加快淘汰计划 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

在闭会期间核准后加快。

中国 氟氯化碳生产淘汰的行业计划：2008年年度

方案

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

2008 年付款将在第五十四

次会议上发放。

罗马尼亚 化工生产问题部门的行业计划（第四次付款） 工发组织 2008 年付款的预付款，怀

疑 2007年工作计划没有完

成。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考虑是否按下述方面核准表中所列的所

有 14 个项目：相关项目提案文件提供的资料，包括秘书处的评论；根据第 41/80 号

决定散发的任何补充文件；以及由秘书处和相关执行机构在会议上提供的补充资料。

8. 国家方案

UNEP/OzL.Pro/ExCom/53/58 号和 UNEP/OzL.Pro/ExCom/53/59 号文件：分别载有黑

山的国家方案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家方案。

需要讨论的问题： 无。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

(a) 核准黑山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家方案，注意到核准国家方案并不代表核准其中

所确定的项目或项目供资额，且不影响臭氧秘书处针对黑山政府依据第 7 条

提交的 2006 年消费数据可能采取的行动，也不影响缔约方根据执行委员会对

沙特阿拉伯政府以后依据第 7 条提交的消费数据进行审议可能做出的任何决

定以及改变甲基溴基准数量的申请；以及

(b) 请黑山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每年执行国家方案取得的进展情

况，注意到第一份报告应该在 2008 年 5 月 1 日之前提交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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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评估和确定氟氯烃消费和生产淘汰活动的符合资格的增支费用备选办法（根据

第 52/4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UNEP/OzL.Pro/ExCom/53/60 号文件：是根据第 52/4 号决定编制的，根据该决定，

委员会请秘书处就评估和确定氟氯烃消费和生产淘汰活动的增支费用备选办法编制

一份文件。这是委员会针对这一主题所做的第一次努力。秘书处了解到执行委员会

要完成的任务是对该主题进行初次分析，以便确定和界定将对氟氯烃消费和生产淘

汰活动的增支成本产生影响的各种问题。

需要讨论的问题：

• 政策建议的可接受性；以及

• 供以后采取行动的建议的可行性。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该文件中的建议分为两组：政策建议和供以后采取行

动的建议，总结如下：

政策建议：

关于获得供资的法律前提条件

∗ 哥本哈根修正：批准加入《哥本哈根修正》，是第 5 条缔约方获得多边基金的淘汰

氟氯烃消费供资的前提条件。

∗ 北京修正：批准加入《北京修正》是第 5 条缔约方获得多边基金的淘汰氟氯烃生产

供资的前提条件。

对于非签字方，多边基金可以考虑为进行氟氯烃调查和编制加快氟氯烃淘汰管理计

划提供资金，同时政府承诺在今后 12 个月批准必要的修正。在承诺兑现之前不再提

供其他资金。

关于现行的多边基金政策和准则的可适用性

除非另行具体指明，否则多边基金为除氟氯烃之外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供资的现

行政策和准则适用于为氟氯烃淘汰供资。

关于低消费量国家和中小型企业

目前的低消费量国家和中小型企业分类法应该保留到氟氯烃淘汰的成本效益阈值确

定之后，这些阈值对低消费量国家和中小型企业的潜在影响会更加明朗，然后便能

够审查这些分类、当前的政策以及针对这些国家和企业的供资安排。

建议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关于加快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氟氯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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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应该与各执行机构共同审查现行的国家方案和行业计划准则（在执行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和第 38/65 号决定），并向第五十四次会议建议编制氟氯

烃淘汰管理计划的准则草案，同时考虑以下行动的可能性：

(a) 将氟氯烃调查纳入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过程中；

(b) 在确定基准数量之前确定国家氟氯烃消费/生产上限；以及

(c) 考虑到各国国情，确定执行氟氯烃国家淘汰管理计划的时限和模式，包括各

执行期的可行性、使用个别项目和行业计划和方法来记录氟氯烃淘汰的国家

累积额。

关于供资的优先次序和成本效益阈值

关于具有获得供资资格的限定日期

秘书处应该召集一个专业分别为泡沫塑料、制冷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审查在

现行办法的基础上拟订新的氟氯烃淘汰供资的成本效益阈值的方法。这应该包括为

上文第 23 段所列问题拟订概念和业务提案。

专家组也应该考虑各种备选办法，包括第 34 段讨论的具有接受供资资格新的限定日

期的三种备选办法。

秘书处应该向第五十四次会议报告专家组的审议进度。

关于第二阶段的转换

执行机构和有关的国家臭氧单位应该在拟订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过程中，在基金协

助下列入一个转用氟氯烃的企业调查，特别指明转换年份、目前使用的技术和能力、

如果现用的技术有所不同转换时的技术和能力、最近三年的氟氯烃消费量，以及替

代技术和计划下次转换的时间。

秘书处应该在 2009 年第二次会议之前汇总国家调查的结果并向执行委员会报告，以

促进重新审查第二阶段的技术转换问题。

关于氟氯烃生产淘汰的供资

秘书处应该召集一个氟氯烃生产专家组，以审查氟氯烃生产淘汰供资方面的下列问

题并向第五十四次会议报告其进展情况。

(a) 现行办法继续适用于氟氯烃生产淘汰供资，要以假定工厂关闭为基础；

(b) 鉴于 2013 年氟氯烃冻结与 2030 年最后淘汰之间期限较长，确定氟氯烃生产

的供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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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氟氯化碳生产淘汰协定中承诺不会因为关闭使用现有的氟氯化碳基础设施的

氟氯烃设施而再次向多边基金申请供资，鉴于此，CFC/HCFC-22 具有接受资

助资格；

(d) 需要说明为销毁 HFC-23 供资对 HCFC-22 生产和 HCFC-22 用于发射用途和

用作饲料的双重用途产生的影响；以及

(e) 氟氯烃生产淘汰具有接受资助资格的限定日期。

基金秘书处的申请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核准秘书处 2008 年预算中的 150,000 美元，以承担召开专家

组会议的费用。

10. 关于项目完成速度缓慢引起的关切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备选办法的文件（根据第 52/8
（c）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UNEP/OzL.Pro/ExCom/53/62 号文件：指出了为什么项目没有按照其进度报告中计划

的完成日期完成的原因。该文件提出了一种可以采用的备选办法，以改进对完成拖

延的精确计量从而避免以后发生这种情况。

需要讨论的问题：

• 2006 年完成速度缓慢的原因；以及

• 向该年最后一次会议提交订正的计划完成日期提案，以解决预测过于乐观的问

题。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考虑：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62 号文件中所载的关于项目完成速度缓慢

引起的关切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备选办法的文件（根据第 52/8（c）号决定采取

的行动）；以及

(b) 请双边和执行机构向该年度最后一次会议提供进行中的项目的计划完成日

期。

11. 关于 2010 年以后可行供资安排和体制加强支助的程度以及关于调整体制加强更新

进程的文件（根据第 47/49 和第 49/32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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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咨询委员会运作的报告（根据第 50/41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UNEP/OzL.Pro/ExCom/53/63 号文件：是根据第 50/41 号决定提交的，通过该决定委

员会决定在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根据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关于灵活修改

执委会举行会议的次数的指导意见，重新讨论执委会会议次数的问题。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减少执行委员会会议次数是否可行，取决于预计的工作量情况；以及

• 执行时间安排和必须满足的条件。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63 号文件中所载的基金秘书处的报告；以

及

(b) 考虑分析以下两个备选办法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表

支持 反对 需要采取的行动

备选办法

一

• 避免变化带来的不便，包

括将议程由三次会议改为

两次会议。

• 继续为项目审查和监测执

行既定制度。

• 不会减少每年与《蒙特

利尔议定书》有关的会

议次数。

• 减少了业务效率最佳化

的机会。

• 无。

备选办法

二

• 能够高效地执行现行的业

务方案。

• 有可能在需要时举行一次

专门会议，以讨论氟氯烃

供资准则等问题或闭会期

间核准的任何其他问题及

其他事项。

• 专门会议（每年的第二次

会议）所需的议程变短、

会议期限变短以及文件量

减少。

• 处理监测和财务事项的

会议减少一次。

• 将议程由三次会议改为

两次会议带来了不便。

• 需要将年度进度报告拆

分为双年度进度报告。

• 重新制订两次常会的议

程，在两次会议上均审

议进度报告，在第一次

会议上报告业务活动，

在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财

务数据（附件二附有议

程示例）。

• 适用现行的闭会期间核

准程序或制订一种新程

序，同时界定主任的授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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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边基金的账户：

(a) 2006 年最终账户

UNEP/Ozl.Pro/ExCom/53/65 号文件：载有 2007 年 9 月提交财务主任的各机构

的2006年最后账户，该文件附件1转载了提交第五十二次会议的附表1.1-1.7，
介绍了经审计员审查和证明的多边基金 2006 年最终账户。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在其报告草案中，审计员建议再次提请多边基金缔约方会议注意有必要

宣布时间最长的大笔借方余额为坏账。必须注意在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

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随后根据第 50/43（b）号决定提请缔约方会议

注意。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

(a) 注意到截至多边基金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已审计财务报表；

(b) 注意到审计员请基金缔约方会议再次注意到有必要宣布时间最长

的大笔借方余额为坏账；

(c) 请财务主任认真考虑审计员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执行委员会在提

交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的报告中提请各缔约方注意这一事项；以

及

(d) 请财务主任在 2007 年账户中记下 UNEP/OzL.Pro/ExCom/53/64号
文件表 1和 2中开列的各机构 2006年临时账户与最终账户之间的

差额。

（b） 2006 年账户的核对

UNEP/Ozl.Pro/ExCom/53/65 号文件：载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背景；第二部分：

核对 2006 年账户中登账的收入与执行机构进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和基金秘书处核定

项目的清单；第三部分：账户和进度报告中报告的支出；及第四部分：建议。

需要讨论的问题：

• 开发计划署是唯一一个在其进度报告中将其方案支助费用报告为支出但在其

财务报表中未支出的机构。要求其他机构就其核定项目获得的项目支助费用

的支出报告与做出进一步澄清；以及

• 基于初步调查结果，建议各机构在财务报表中通知财务主任并在进度报告中通

知秘书处它们报告获得的项目支助费用的支出所使用的方法，以便采用一种

前后一致的办法并查出不一致之处。



UNEP/OzL.Pro/ExCom/53/1/Add.1

25

希望执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谨建议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3/65 号文件所介绍的 2006 年账户的核对；

(b) 请环境规划署对照进度报告审查清单中的数字，并根据执行委员会报告中记

录的核准情况进行纠正；

(c) 请环境规划署向执行委员会下次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介绍对 105,494 美元核

对金额的研究结果及其为核对进度报告中的数据与最终财务报表中的数据建

议采取的行动；

(d) 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核定项目获得的方案支助费用的

支出情况所做的解释，并请环境规划署在下次会议上这样做，以保证更好地

了解本机构获得的方案支助费用项下产生的支出情况；

(e) 请财务主任向下次会议报告各机构在报告核定项目获得的方案支助费用项下

产生的支出时所采用的办法；

(f) 请世界银行对 303 美元超额盈余做出解释，以便在需要时用这笔款项抵消未

来的转账；以及

(g) 请财务主任和各机构根据2006年的核对结果对2007年账户进行必要的调整。

14. 基金秘书处 2008 年修订预算、2009 年预算和 2010 年拟议预算

15. 其他事项

16. 通过报告

17. 会议闭幕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