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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第五十四次会议
2008 年 4 月 7 日至 11 日，蒙特利尔

世界银行 2008 年工作方案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会前文件不妨碍文件印发后执行委员会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
为节省经费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请各代表携带文件到会，不索取更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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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1.
世界银行请执行委员会核准为其 2008 年工作方案核准 181,133 美元，外加支助费用
13,585 美元。
世界银行工作方案提议的活动列示于下表 1：

2.

表 1：世界银行工作方案
国家

活动/项目

申请数额

建议数额

（美元）

（美元）

A 部分：建议一揽子核准的活动
A. 体制建设项目的延长：
菲律宾

体制建设的延长（第六阶段）

体制建设项目小计：
A 部分小计
机构支助费用 (7.5%)：
总计：

181,133

181,133

181,133

181,133

13,585
194,718

13,585
194,718

A 部分：建议一揽子核准的活动
A．
． 体制建设项目的延长
(a) 菲律宾（第六阶段）

181,133 美元

项目说明
3.

菲律宾的体制建设项目说明列于本文件中的附件一。

基金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基金秘书处建议根据表 1 所示的供资水平，核准菲律宾延长体制建设的请求。谨建
4.
议执行委员会向菲律宾政府表明如下评论意见：
执行委员会审查了与菲律宾延长体制建设项目请求一同提交的最终报告。委员会赞赏
地注意到菲律宾政府为继续不断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氟
氯化碳的逐步淘汰，在这方面，菲律宾远远领先于议定书履约目标。特别是，执行委
员会赞扬菲律宾 2006 年批准了《蒙特利尔修正》和《北京修正》，以及立即采取行动
执行其中的要求。执行委员会鼓励菲律宾通过其国家氟氯化碳逐步淘汰计划、持续监
测以及提高公众认识活动，继续推动在 2010 年全部淘汰附件 A 和附件 B 的物质；并
推动各项政策的有效执行工作，以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非法贸易的数量，并及早采取
行动，启动淘汰氟氯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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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体制建设项目提案
菲律宾：体制建设的延长
项目概述和国情简介
执行机构:
以前所核准的体制建设的数额（美元）：

世界银行

第一阶段：1993 年 3 月
第二阶段：1999 年 7 月
第三阶段（第一年）：2002 年 3 月
第三阶段（第二年）：2004 年 4 月
第四阶段：2005 年 4 月
第五阶段：2006 年 4 月
总计
要求用于项目延长的数额（第六阶段）（美元）：
建议用于核准第六阶段数额（美元）：
机构支助费用（美元）：
多边基金第六阶段体制建设的总费用（美元）：
第六阶段体制建设氟氯化碳淘汰与 12.1 美元/公斤（ODP 吨）的等值量：
本国方案的核准日期：
本国方案（1991 年）中所报告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量（ODP 吨）：
最新报告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量（2006 年）（ODP 吨）：
受控物质的基准消费量（ODP 吨）：
(a) 附件 A 第一类物质（氟氯化碳）(1995-1997 年平均数)
(b) 附件 A 第二类物质（哈龙）（1995-1997 年平均数）
(c) 附件 B 第二类物质（四氯化碳）（1998-2000 年平均数）
(d) 附件 B 第三类物质（甲基氯仿）（1998-2000 年平均数）
(e) 附件 E（甲基溴）（1995-1998 年平均数）
受控物质的最新消费量（2006 年）（ODP 吨）：
(a) 附件 A 第一类物质（氟氯化碳）
(b) 附件 A 第二类物质（哈龙）
(c) 附件 B 第二类物质（四氯化碳）
(d) 附件 B 第三类物质（甲基氯仿）
(e) 附件 E（甲基溴）
(f) 附件 C 第一类物质（各类氯氟烃）
所核准的项目数额（美元）：
付款数额（截至 2008 年 2 月）（美元）
将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ODP 吨)：
已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截至 2008 年 2 月）(ODP 吨)：

1

209,000
157,446
204,680
97,358
97,360
194,718
960,562
181,133
181,133
13,585
194,718
暂缺
1993 年 6 月
2,536.1
607.7
3,055.9
103.9
0
0
10.3
603.4
0
0
0
4.3
200.9
32,433,851
25,308,905
3,321.3
2,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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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委员会所核准的活动和经费概况：
：
活动概况

(a)
(b)
(c)

投资项目：
体制建设：
项目的编制、技术援助、培训和其他非投资项目：
总计：

核准资金（美元）
27,723,263
960,562
3,750,025
32,433,851

进度报告
2.
对于其体制建设项目第五阶段，菲律宾将与主管执行机构、产业界和其他相关的政
府部门密切协调，以此继续尽最大努力监测和管理其消费量淘汰活动，以满足其《蒙特利
尔议定书》的目标。政府已制订了有效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许可证制度，并开展了严格的监
测工作，尤其是在颁发年度进口配额方面，以便有效地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供应和消费。
国家臭氧机构也对国家氟氯化碳淘汰管理计划的执行工作负有监督责任，审查期间的目标
已经实现。在此期间，菲律宾政府批准了余留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蒙特利尔和北京）
修正书。此外，有关氟氯烃的工作也已开始，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氟氯烃数据库，使国家
能够监控氟氯烃的进口情况和供应链。在此期间还实施了提高认识活动，国家臭氧机构积
极参与了履约协助方案在此期间的区域网络活动。
行动计划
体制建设项目第六阶段的目标将是继续支持菲律宾臭氧科（国家臭氧机构）的业务
3.
工作和职能，以进一步增强国家臭氧机构及其伙伴机构的能力，确保对《蒙特利尔议定书》
的履约情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推动力将是完成国家氟氯化碳淘汰管理计划的各项活动，
继续加强执行工作，以防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非法足迹，做好处理氟氯烃工作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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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PROGRAM FOR THE
WORLD BANK-IMPLEMENTED MONTREAL PROTOCOL OPERATIONS
1. This proposed work program for Bank-Implemented Montreal Protocol Operations is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the World Bank 2008 business plan also being submitted to the
54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proposed 2008 business plan consists of
investment and non-investment activities to assist Article 5 countries in adhering to their
freeze obligations, and meeting their 85% and 100% reduction targets. The proposed
2008 business plan for the World Bank is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the 2008-2011 phaseout plan for the Multilateral Fund, prepared by the Multilateral Fund Secretariat.
2. The total amount of deliverables in the proposed 2008 World Bank business
plan, including investment and non investment activities amounts to US$46.9
million, including agency support costs. Funds will be used towards new and
previously approved activities, which combined will capture an estimated 19,831 ODP
tonnes in 2008.
3. The proposed 2008 business plan includes deliverables of 22 investment activities
in 13 countries, totaling roughly US$44.6 million. These include annual work
programs for twenty one previously approved multi-year projects and one new
investment project.
4. The proposed 2008 business plan allocates US$20.8 million (roughly 47% of the total
investment deliverables for the year) to support annual work programs of the Argentina,
China, India and Venezuela CFC production closure projects, the China Halon and TCA
production projects, and the China and India CTC production closure activities.
5. In 2008, requests to support implementation of previously approved phase-out and
sector plans will include subsequent funds for: i) approved CFC phase-out plans in
Antigua and Barbuda, Ecuador, Malaysia, Philippines, Tunisia, Thailand and Vietnam;
foam phase-out plans for China and Indonesia; ii) a commercial refrigeration sector plan
for Turkey; iii) CTC phase-out plans for India, Malaysia and Thailand; iv) two process
agent phase-out plans for China; and v) two methyl bromide phase-out plans in Thailand
and Vietnam.
6. Other than deliverables for ongoing multi-year agreements, the proposed 2008
Business Plan includes an MDI phaseout project for Argentina.
7. The proposed 2008 business plan includes requests to extend support for
implementation of four existing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s in Ecuador, Tuni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urkey, which total US$0.86 million. Table 1 summarizes requests
for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renewals that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54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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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renewal requests to be submitted to the 54th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Country

Request
(US$)

Duration

The Philippines

181,133

April 2008–
March 2010

Support Cost
Total

13,585
194,718

Description
Renewal of the Philippines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Project.

8. The World Bank has received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Argentina, China, Ecuador, Indonesia, Pakista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Turkey and
Vietnam in the preparation of HCFC phaseout strategies, in light of the agreement
reached at the 19 Meeting of the Parties for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HCFC phaseout
schedule. Therefore, the Bank has included in its 2008 business plan requests for funding
of ten preparation activities for projects that are expect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Excom in
2009-2010.
9. Finally, the proposed 2008 business plan also includes a request for US$1.66 million
for Core Unit Co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