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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表 — 多年期项目
巴西

项目名称  双边/执行机构

国家协调机构

最新报告的项目所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量数据

A：  第 7 条数据 (ODP 吨, 2006 年,截至 2007 年 11 月)

B：  国家方案行业数据(ODP 吨, 2006 年, 截至 2007 年 11 月)
消耗臭氧层

物质

次级行业/数量 次级行业/数量 次级行业/数量 次级行业/数量

氟氯化碳 制冷维修业 337.9 计量吸入器： 141.5
四氯化碳 实验室用途： 0.1
哈龙 2.0
甲基溴 220.8

仍符合供资条件的氟氯化碳消费量（ODP 吨） 不详

项目名称： (a)
企业所使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ODP 吨)： 248.1
将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ODP 吨)： 498.7
将逐步采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ODP 吨)： 暂缺

项目的期限 (月)： 24
最初申请数额 (美元)： 1,236,054
最终项目费用(美元)：

增支资本费用： 8,000
应急费用 (10 %)： 0
增支业务费用： 1,129,204
技术援助费用： 41,350
项目费用总额： 1,178,554

当地所有权 (%)： 100%
出口部分 (%)： 0%
申请的赠款 (美元)： 1,178,554
成本效益值 (美元/公斤)： 2.36
执行机构支助费用 (美元)： 88,392
项目向多边基金申请的总费用 (美元)： 1,266,946
对应资金是否已确认 (是/否)： 否

是否包括了项目监测阶段目标(是/否)： 是

秘书处建议 单独审议

(a) 淘汰在 Braskem 两种应用中作为加工剂的四氯化碳 开发计划署

氟氯化碳 477.8 四氯化碳 0.1
哈龙 2.0 甲基溴 76.8
三氯乙酸 0

供资 美元 淘汰 ODP 吨本年业务计划拨款
(a) 450,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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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1. 开发计划署作为牵头机构代表巴西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淘汰作为加工剂用途的四氯

化碳项目，供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最初提交的项目总费用为 4,476,578 美元，

外加 335,743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该项目提议对其中一个加工剂应用追补供资，对第二

种应用的排放控制措施供资。四氯化碳的履约基准是 411.6 ODP 吨。后来该项目撤销，并

再次提交第五十三次会议。

背景

2. 该项目旨在协助巴西政府确保及时、可持续并高效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

四氯化碳消费和生产方面的义务。巴西已成功有效地消除了除下述内容以外的四氯化碳消

费，而下述消费远远低于其 411.6 ODP 吨基准消费量的 0.5%。

3. 除了许可证和配额制度外，巴西还实施了立法来禁止四氯化碳的所有排放性用途。

这就使四氯化碳的消费限制在实验室用途和加工剂应用。除了筹备项目之外，在巴西的溶

剂行业也执行了由多边基金支助的 7 项活动；溶剂行业已完成了对四氯化碳、三氯乙酸和

氟氯化碳的淘汰。

4. 在项目的筹备过程中，开发计划署清查了 2003-2006 年间巴西所有四氯化碳用户的

技术登记册，已核准用户没有指出任何例外情况。开发计划署还走访了可能使用四氯化碳

的应用行业中活跃的行业联盟。根据所收到的反馈，所有的四氯化碳用户均已被确定。此

外，与巴西作业的第三方焚烧公司进行讨论后发现，除了马塞约市的 Braskem 公司，没有

任何含有四氯化碳的废蒸汽，这是确定的两种加工剂用途之一（如下）。

5. 还有非常少量的四氯化碳用于实验室用途。所上报的唯一此类用途来自 Merck 公司，

该公司于 2005 年进口了 86 ODP 公斤的货物，之前几年的进口量每年在 78ODP 公斤至 130
ODP 公斤。Merck 曾接受超纯等级的四氯化碳并分销给若干小用户，包括大学和研究中心。

2006 年该用途的确切进口数量仍有待巴西确认，但应该低于 130 ODP 吨。Merck 将其中大

部分分销给小用户，目前的工作是力图了解约 30 个用户对四氯化碳的具体用途，以确立可

行的方法淘汰四氯化碳在这些用户当中的用途。

6. 没有关于四氯化碳被用于农用化学品或制药行业的报告。在化学品加工业，四氯化

碳历来有两个用途，其中一个已经停止，另一个仍在使用中。

使用四氯化碳消除氯生产中的三氯化氮。

7. 四氯化碳被用于消除氯生产过程中的三氯化氮。在氯碱生产中使用四氯化碳消除三

氯化氮的做法受到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认同，并由缔约方会议第 XIX/15 号决定通过。 
有关应用是在马塞约 Braskem 公司的工厂。在过去的 5 年中，四氯化碳的平均使用量在 52.8
ODP 吨/年。  最初的项目提案预测要投资约 410 万美元将此应用中的四氯化碳转换成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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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巴西的另外两家公司，Carbocloro（主要由美国的 Oxychem 公司所有）和 Cenibr 过去

曾使用过同样的工艺。前者已经转换了工厂，但不符合供资条件，而第二个公司连同氯生

产一道停止。

8. 马塞约的 Braskem 公司在使用销毁技术来消除该工艺中产生的四氯化碳排放。  因
此，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定义，近年来的实际消费量未超过 1.04 ODP 吨/年。虽然

四氯化碳的使用量相对较高；使用和消费之间 51.75 ODP 吨/年的差量已被销毁。目前对四

氯化碳的使用仍在继续，公司计划再使用 5 至 6 年的四氯化碳，然后自费将氯生产转化为

膜技术，利用该技术，无需消除三氯化氮的技术，因此无需四氯化碳。

在氯乙烯单体的制造中使用四氯化碳

9. 在氯乙烯单体的制造中，四氯化碳被用来作节能剂。 在氯乙烯单体的生产中使用四

氯化碳得到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认同，并由缔约方会议第 XIX/15 号决定通过。相关

的应用在卡玛卡里市 Braskem 公司的工厂中，该工厂直到 2000 年底一直将四氯化碳用于

该用途。此后停用了四氯化碳，造成氯乙烯制造中天然气消费量增加，并相应增加了业务

成本。 在此过程中使用的四氯化碳通常约为每年 575 ODP 吨，而该过程中产生的四氯化

碳通常以 330 ODP 吨/年的速度被销毁。因此，消费量往往是 245 ODP 吨/年。开发计划署

提供了各年消费的确切数字。由于四氯化碳停用增加了业务成本，可对停用提出追补供资

申请。

提议活动

10. 对最初呈件作出初步评论后，开发计划署与该公司和巴西政府合作，修改了在马塞

约工厂消除三氯化氮的拟定活动。当前供资申请的主题不再是转用氯仿，而是正在采用的

控制措施。四氯化碳在氯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点得以消除。 在其中一点上，被三氯化氮污染

的四氯化碳不时被排出、装桶并运往不同实体经营的销毁点（外部销毁）。在过程中的另

一点上，四氯化碳是废蒸汽的一部分，与废气一起被不断焚烧（在线），在线焚烧炉有停

机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废气，包括四氯化碳，由于无法储藏而直接排除。停机时间排出

的气体是主要损失，排出的气体约为排放量的 95%。其他损失的最大量（最终产品携带的

四氯化碳、填充损失）已被量化，事实证明这些损失量是很低的。具体数量很难量化。  2002
年升级了在线焚烧炉，显著减少了停机时间，同时带来了从升级起到 2009 年底的在线销毁

和外部销毁的相关年度费用，开发计划署以升级和年度销毁费用为依据提出申请供资。对

将设备转化为其他氯生产技术前的几年，没有任何供资申请。开发计划署提供了关于工厂

运作情况、使用和销毁的四氯化碳量及相关成本的具体历史数据和最新数据。依据四氯化

碳在焚烧废汽中的比例（即 1%），对在线销毁提出了供资申请。下表提供了主要成本项

目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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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 本年和以后几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2009 年

对在线销毁的投资（美元），

计为销毁设备总投资费用的
1%

8,000 

在线销毁的年度成本（美元），

计为销毁设施总业务费用的
1%

5,600 5,600 5,600 5,600 5,600 5,600

 外部销毁的年度费用(美元) 8,939 9,265 8,532 9,266 13,664 10,642
年度总费用(美元) 22,539 14,865 14,132 14,866 19,264 16,242

85,666 48,726总计 （美元）
134,392

11. 对于 Braskem 在卡玛卡里的氯乙烯单体工厂，开发计划署提议对两年，即 2001 年

和 2002 年的增支业务费用提供追补供资。到 2000 年底，工厂在氯乙烯单体的制造中不再

使用四氯化碳。使用四氯化碳作为将二氯乙烯转化为氯乙烯单体的添加剂，可降低二氯乙

烯的裂化温度，从而减少所需燃料。Braskem 在卡玛卡里停用四氯化碳造成了天然气消耗

量的增加，这点是有资料记录的，将 1998 年到 2000 年之间的平均模式作为基准计算，天

然气自 2000 年来每年消耗量增加 15－20%。据此可表明，在应用中停用四氯化碳的增支

费用在第一年达 401,838 美元，在第二年达 600,974 美元，增支业务费用为 1,002,812 美元。

12. 此外，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一个技术援助单位，旨在支助该国制定一个优化系统来监

测进口情况，将给料和非给料用途分离并监测要销毁的四氯化碳的数量。这一单位的费用

是 41,350 美元。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13. 开发计划署为第五十二次会议筹备了一个淘汰四氯化碳实验室用途之外消费量的项

目。秘书处指出，根据巴西上报的国家方案数据，实验室用途是在该国仅存的用途。开发

计划署通知秘书处，其中一个受益者已经淘汰了四氯化碳的使用，因此不再是当前报告的

一部分，并申请追补供资。另一个受益者曾经使用储存的四氯化碳，而这些存货也基本用

罄。开发计划署在文件中就巴西若干年来四氯化碳的历史存量提供了详细信息。

14. 开发计划署最初提交的项目包括将马塞约 Braskem工厂使用四氯化碳从氯蒸汽中消

除三氯化氮转化为使用氯仿作为主要成本项目。在秘书处审查期间，发现实际消费量可以

非常小，因为大部分的四氯化碳均被摧毁。巴西的四氯化碳消费需求是根据四氯化碳的进

口量计算并记入资料的，秘书处通知开发计划署，巴西未来的四氯化碳消费需求很可能大

幅降低，因为四氯化碳一直被销毁，实际消费或许只有被排入大气的四氯化碳。秘书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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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需要进行调查以确定销毁设备是否满足缔约方会议各决定中确定的要求，如何符合，

则制定一个着重于排放控制的备选项目提案，以确定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15. 该建议是基于缔约方会议第 X/14 号决定（附件三），缔约方在其中指出，执行委员

会可以考虑一系列的备选方法“使第 5 条缔约方不需过度放弃基础结构并在高效益、低成

本的情况下，将反应剂受控物质排放量减少到执行委员会认为可以合理达到的水平”。一系

列高效益措施的增支费用包括， 按照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规则和准则，将受控物质的排

放减至这些水平的工艺转换、工厂关闭、排放控制技术和产业合理化均应符合供资条件。

16. 此项目单位下的排放控制措施通常将公司的四氯化碳使用量减少 98.48%。如果不采

用排放控制法，而是专用氯仿作为加工剂，2008-2013 年剩下的几年中每年通常为 0.78ODP
吨的排放量可再减少 90%。淘汰活动是不会完成的，因为在使用氯仿时将产生少量的四氯

化碳，但不在计算之内。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副产品带来的四氯化碳的全球供应过剩，继

续使用四氯化碳及对其进行控制性销毁可在全球带来的惠益。转换会消除对副产品可能进

行的监测使用。此外生产所需的氯仿会带来更多的四氯化碳副产品。因此转换带来的全球

环境惠益令人怀疑。此工厂最迟将在 2013 年前转用其他生产技术，不需要消除三氯化碳，

因此转用氯仿的寿命将不足 6 年。转用成本效益将为 77.74 美元/公斤，而排放控制措施的

成本效益为 2.62 美元/公斤。

17. 开发计划署承诺，确保所使用的销毁技术符合缔约方会议的相关决定， 并报告这一

点也的确得到了兑现。对巴西有若干排放控制方法监管要求，还有巴西向臭氧秘书处报告、

并通过秘书处向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具体要求、及臭氧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报告的具体要求。

已和臭氧秘书处及开发计划署密切协作，确定了该案例的必要框架。作为马塞约工厂的业

主，巴西政府和 Braskem 已通知开发计划署，继续四氯化碳并随后销毁 98%以上四氯化碳

将是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18.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确定，在氯乙烯单体制造中使用的四氯化碳是加工剂。这点由

缔约方在 2007 年 9 月通过，因此与停用相关的费用似乎符合条件。

19. 对于该项目，供资主要是追补性的，因此分为若干期注重绩效的协定似乎不合适。

据此，秘书处和开发计划署讨论是否可以制定巴西政府可以接受的关于淘汰四氯化碳的承

诺，并使执行委员会感到消费量的确降至最低，且最终会被淘汰。有了这些单位，除 Braskem
马塞约工厂每年不到 2 ODP 吨的排放量和实验室用途，该项目将在该国彻底淘汰四氯化碳

的消费。实验室用途的消费目前不到 0.15 ODP 吨/年，可在随后的项目中得到解决。迄今

为止，这是巴西唯一仍符合供资条件的四氯化碳消费。

建议

20. 基金委员会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巴西政府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谅解，即该项目是巴西四氯化碳消费的

最后一个淘汰项目，巴西除以下情况不会再从多边基金申请淘汰四氯化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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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供资：

(一) 目前在该国存在，但可能被未来某缔约方会议定义为加工剂的用途；

(二) 0.15 ODP 吨的实验室用途；

(b) 注意到巴西政府承诺将迄今为止缔约方会议批准的加工剂应用消费量限制到

0 吨四氯化碳。Braskem 马塞约氯碱厂 2013 年前（包括 2013 年）用于“消

除氯碱生产中的三氯化氮”的每年 2 ODP 吨加工剂用途的消费量除外，点已

纳入第 19 次缔约方会议核准的清单中的应用 1；

(c) 注意到巴西政府的以下承诺：

(一) 确保根据物质平衡收集必要的数据来评估在 Braskem 马塞约氯碱工厂

中的四氯化碳蒸汽;

(二) 监测 braskem 马塞约氯碱工厂消除三氯化氮应用中排出的四氯化碳的

收集情况及随后的销毁情况，并确保除少量填充损失外，全部得以销

毁；并

(三) 测在线销毁设施，即，项目文件中描述的现场焚烧炉至少在 97%的生

产时间中是在线的，至少 97%的生产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

(d) 注意到巴西政府承诺每年在报告第 7 条数据时向臭氧秘书处报告销毁四氯化

碳数量以及为此应用进口四氯化碳数量的最终数据；

(e) 请基金秘书处告知臭氧秘书处这一决定，特别是（b）分段内容；

(f) 以下表所示供资水平核准“淘汰作为加工剂的四氯化碳”项目及相关支助费

用：

项目名称 项目供资 (美元) 支助费用 (美元) 执行机构

(a) 淘汰在 Braskem 公司两种应用中作为

加工剂的四氯化碳

1,178,554 88,392 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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