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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所作决定 

1. 载有执行委员会各项决定的第五十六次会议的报告（UNEP/OzL.Pro/ExCom/56/64
和 Corr.1），业已提交给执行委员会成员、第五十六次会议其他与会者和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此外，还向 83 个第 5 条国家以及有关双边和执行机构送交了与项目核准、执行拖

延和年度付款申请提交拖延有关的决定。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形式向会议的所有与会者和蒙

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发送了概述第五十六次会议所作决定的会后文件，并已公布于多边基

金的内联网和网站上。  

要求执行委员会主席、秘书处和/或执行机构采取某些行动的决定 

监测与评价（第 56/8(b)号决定） 

2. 根据第 56/8(b)号决定的要求，秘书处经与离任的高级监测与评价干事协商后，草拟

了一份可能胜任临时高级监测与评价干事职务的 5 名可能人选的小名单。经与执行委员会

主席和副主席协商后，Carlos Canales 先生因其在编制评价方面具有广泛的相关经验和他对

多边基金的知识而获选中。Canales 先生 2009 年 3 月 3 日加入了秘书处。 

文莱达鲁撒兰国制冷剂管理计划的现状（第 56/71 号决定） 

3. 执行委员会主席致函文莱达鲁撒兰国政府，请求迅速签署项目文件以便于执行制冷

剂管理计划。环境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向第五十七次会议提交了 2009 年和 2010 年的行动

计划，列入了能够让文莱达鲁撒兰国到 2010 年完全淘汰各类氟氯化碳的各项活动（第 56/71
号决定）。  

其他活动 

体制建设延长申请（第 56/6(b)号决定） 

4. 根据第 56/6(b)号决定的要求，秘书处正在编制一套目标、预期结果和指标，以便与

一套 终报告和延长申请的格式一道，纳入今后的体制建设延长申请中。这样做的目的是

在与第 5 条国家和执行机构协商后到 2009 年底完成这些活动，使得出的报告格式可用于

2010 年提出的体制建设延长申请（见关于 UNEP/OzL.Pro/ExCom/57/63 号文件的第 18 段）。 

共同筹资的来源（第 55/43(i)号决定） 

5. 根据第 55/43(i)号决定的要求，秘书处在第五十六次会议之前曾致函若干机构，目的

是查明作为可能的适合和协调的资源的单独、区域或多边筹资机制，以便完成多边基金的

臭氧筹资和实现额外气候效益。如同向第五十六次会议所报告的，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

金）、Fonds Français pour l'Environnement Mondial（FFEM）和美洲开发银行表示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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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与其余的两个机构进行了联系，并于 2009 年 2 月又向北欧环境筹资公司（NEFCO）、

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发出了信函。世界银行的碳融资股和北欧环境筹资公司

作了积极的答复。为便于委员会参阅，附件一载有这些答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能源效

益和气候变化股的电子邮件在其答复中建议，应接着举行一次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能源

效益和气候变化股和官方共同融资股参加的讨论。多边基金秘书处目前正在分析各项答复，

以评估今后合作的可能性。关于根据议程项目 14 将要设立的从借款和其他来源获得进一步

收入的贷款机制的讨论，将让秘书处能够了解如何与这些机构继续进行这些讨论，并在第

五十七次会议后向这些机构作出答复。 

审查筹备第五十七次会议的任务 

6. 秘书处为筹备第五十七次会议执行了以下各项任务。 

资源和规划情况 

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   

7. 秘书处编制了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审查了对各机构所持

已完成项目的已承付的总余额，以及与这些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有关的机构资助费用。资

料还包括了对可供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核准的资源总额的计算。  

2009－2011 年财务规划 

8. 秘书处编制了关于财务规划的文件（UNEP/OzL.Pro/ExCom/57/5）用以帮助执行委

员会处理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关于多边基金资金补充的第XX/10号决定的有关内容和缔约

方核准的 490,000,000 美元的预算。秘书处参照预期三年期内的现金流动、执行委员会以往

会议原则上核准的预先承付款、可用于新活动的资金以及双边捐款，提出了关于年度预算

和可动用资源的建议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拖延项目的执行情况和第 5 条国家实现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今后管制措施的前景 

9. 秘书处根据第 32/76(b)和第 46/4 号决定的要求，编制了第 5 条国家履约状况的 新

情况。所提交的 UNEP/OzL.Pro/ExCom/57/6 号文件还载有以下资料：须执行缔约方关于履

约问题的决定和履约委员会关于履约问题的建议的第 5 条国家、关于国家方案执行情况的

数据、以及实现履约的进展方面的成果，其中包括关于执行有拖延的项目的资料。文件的

第五部分述及编制不遵守情事的风险评估方面所作努力的有效性和努力程度。 

2009－2011 年业务计划 

10. 各执行机构和基金秘书处于 2009 年 1 月 26 日至 27 日举行了协调会议（见第 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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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2010 年管制措施须遵守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审议业务的

规划。双方讨论了为需要援助才能遵守 2010 年管制措施的国家规划的活动、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销毁以及与加快淘汰氟氯烃有关的几个问题。秘书处编制了各执行和双边机构 2009－
2011 年业务计划的汇编，回顾了业务计划如何述及注重履约的 2009－2011 年淘汰消耗臭

氧层物质三年期示范计划、2009－2011 三年期资源的分配、履约和业绩指标。 

监测与评价 

11. 根据第 56/8 号决定的要求，高级监测与评价干事编制了顾问的职权范围，以便由其

编制报告，说明高级监测与评价干事的现有职权范围，并概述其他类似的机构如何组织和

执行评价职能。秘书处为该顾问出席第五十七次会议作了安排，以便向执行委员会介绍该

报告（UNEP/OzL.Pro/ExCom/57/13 号文件）。 

年度付款申请提交的拖延 

12. 秘书处编制了关于年度付款申请拖延提交的报告以及由于执行拖延而撤回没有提交

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几项年度付款申请（UNEP/OzL.Pro/ExCom/57/14 号文件）。 

审查附有具体报告要求的核准项目 

13. 秘书处审查了各执行机构代表阿富汗、文莱达鲁撒兰国、中国、斐济、约旦、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政府提交的进度报告，审查时参照了原有

的项目提案、各国政府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报告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数据以及执

行 委 员 会 和 缔 约 方 会 议 所 作 有 关 决 定 。 秘 书 处 的 审 查 和 评 论 载 于

UNEP/OzL.Pro/ExCom/57/15 号文件。 

项目审查  

14. 秘书处审查了 227 项供资申请，其中包括新的多年期协定、已核准多年期协定的付

款申请以及金额 46,080,306 美元（包括机构资助费用）的项目和活动。经秘书处审查后，

现正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的项目和方案共计 199 个，占所收到供资请求总数的 88 ％。金额

计 13,319,411 美元的 40 项申请为供一揽子核准，还有金额计 10,946,338 美元的 59 个项目

和活动正在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28 个项目和活动由有关执行机构撤回。文件中述及一项

政策问题，即：由于上一次付款的发放率很低，一项多年期协定被推延。 

资助氟氯烃淘汰的成本因素（第 55/43(h)和第 56/65 号决定） 

15. 秘书处编制了关于进一步分析“功能单元方法”的情况报告，以便为确定氟氯烃淘

汰技术的优先事项以减少对环境的其他影响 － 包括缔约方第十九次会议第 XIX/6 号决定

原 先 设 想 的 对 于 气 候 的 影 响  －  提 供 一 种 令 人 满 意 和 透 明 的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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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OzL.Pro/ExCom/57/59 号文件）。秘书处现正进行技术协商，以便建立经共同商定

的制冷和泡沫塑料行业的功能单元，并在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之前与若干专家一道

就此组织一次会议。会议将在蒙特利尔与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制冷技术选择办法委员会

共同举行，目的是借助与会行业的专家。 

16. 秘书处还编制了一份关于执行委员会需要解决的与氟氯烃淘汰有关的未决问题的分

析（UNEP/OzL.Pro/ExCom/57/60 号文件），这些问题就是：第二阶段转产和确定安装使用

氟氯烃的制造设备的截至日期。文件还述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准则中指出的整体削减氟

氯烃消费量的起点问题，以及如何解释根据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确认的消费量从已获核准

的项目中淘汰氟氯烃。  

化工生产行业 

17. 秘 书 处 就 氟 氯 烃 生 产 行 业 问 题 为 执 行 委 员 会 编 制 了 两 份 文 件 。

UNEP/OzL.Pro/ExCom/57/61 号文件汇编了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五和第五十六次会议报告以

及基金秘书处先前的一份文件“与氟氯烃生产行业淘汰有关的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和分析（第

53/37(g)号决定）”（UNEP/OzL.Pro/ExCom/55/45）的资料。第二份文件（UNEP/OzL.Pro/ 
ExCom/57/62）归纳了关于《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的资料，说明了作为第一

步现有可计入信贷额度的 HCFC-22 生产的数量（第 56/64(c))号决定）。文件概述了第 5
条国家氟氯烃的生产情况、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氢氟碳化物减产项目以及多边基金的筹资。 

2010 年以后的体制建设：供资和数额（第 53/39 号决定） 

18. 秘书处编制了关于为第 5 条国家体制建设和能力建设的现行供资安排，并分析了《蒙

特利尔议定书》的现有管制措施方面对于持续的体制建设支助的需要。秘书处还审议了第

十九次缔约方会议的第 XIX/6 号决定的影响，该决定提出了加快氟氯烃淘汰的新义务，并

为执行委员会提供了为 2010 年以后体制建设项目供资的备选办法。 

从借款和其他来源获得进一步收入的贷款机制 

19. 经与各执行机构在机构间会议上协商后，秘书处根据执行委员会第 55/2 号决定编制

了 UNEP/OzL.Pro/ExCom/57/64 号文件，第 55/2 号决定要求秘书处考虑目前总计 120 万美

元的贷款机制的可能用途，而这一用途应不属于 4.9 亿美元补充预算的一部分。文件概要

说明了特殊贷款机制的 4 种可能用途。 

2006 年和 2007 年的账户核对情况 

20. UNEP/OzL.Pro/ExCom/57/65号文件载有 2006年和 2007年的账户核对情况（第 56/6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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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的运作 

21. 根据 54/43 号决定的要求，秘书处编制了关于以往为第四十四次、第五十次和第五

十四次会议编制的关于执行委员会运作情况的文件得出的结果和结论的简要介绍。文件根

据委员会今后工作量的多少和复杂性，从每年的次数、时间长短和会议日程的角度就如何

安排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提出了备选办法。 

改造第 5 条国家计量吸入器生产设施转产协定的现状以及核准项目的执行情况 

22.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的第 XX/4 号决定的第 2 段的要求，基金秘书处为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29 次会议（2009 年 7 月）编制了关于改造第 5 条国家计量吸入器生产

设施协定的现状的报告。文件的草稿已送交各执行机构审查，各执行机构的评论意见业已

纳入呈交执行委员会的版本 UNEP/OzL.Pro/ExCom/57/67 号文件。  

基金秘书处编制的文件和政策文件 

23. 在提交第五十七次会议供审议的文件中，以下文件系由基金秘书处编制： 

•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的议程； 
• 秘书处的活动； 
• 收支情况； 
• 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 
• 2009－2011 年财务计划； 
• 拖延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第 5 条国家实现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今后管制措

施的前景； 
• 2009－2011 年多边基金综合业务计划和对更新的三年期滚动示范淘汰计划的

审议； 
• 对各机构 2009－2011 年业务计划的评论； 
• 在提交年度付款申请方面出现的拖延； 
• 关于附有具体报告要求的核准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 
• 项目审查期间发现问题的概览； 
• 双边合作； 
• 关于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09 年工作方案的评论

和建议（4 份文件）； 
• 提交第五十七次会议的项目和活动的项目评价表、评论和建议（34 份文件）； 
• 关于赤道几内亚国家方案的评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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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阐明和分析与淘汰氟氯烃生产行业有关的问题（第 56/64(a)和(b)号决

定）； 
• 总结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说明清洁发展机制运作的有关内容以及作为可计入

额度的 HCFC-22 产量； 
• 2010 年以后的体制建设：供资和数额（根据第 53/39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 贷款和其他来源额外收入的融资机制（第 55/2 号决定）； 
• 2006 和 2007 年账目的核对（第 56/67 决定）； 
• 执行委员会的运作情况（第 54/43 号决定）； 
• 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第 5 条国家计量吸入器生产设施转

产协定现状和核准项目执行情况问题会议（第 XX/4 号决定）的申请报告。 

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24. 主任收到了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要求出席 2009年 5 月 11 日至 1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的国际化学品安全会议第二届会议（化学品安全会议二）的邀请。还收到了国际化学品

管理战略方针（化管战略方针）秘书处的邀请，即请求提供一份关于多边基金所支助的有

助于化管战略方针的各项活动的报告，和提供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理事机构为进一步

参与化管战略方针所采取行动的 新情况。就此，主任致函臭氧秘书处执行主任，请其提

供有关继第 49/1 号决定的通信后臭氧秘书处采取的进一步行动的信息。秘书处从回复中得

知，缔约方尚未就此事作出决定。附件二载有化管战略方针秘书处信函的副本以及臭氧秘

书处和基金秘书处的通信。秘书处希望执行委员会就上述向国际化学品安全会议第二届会

议提交报告的要求一事提供指导。  

出席的会议和进行的出访  

主任的出访 

波兰波兹南（200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 

25. 主任出席了在波兹南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气候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

会）的第一周的会议，并就向气候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介绍蒙特利尔议定书第二十次

缔约方会议的第 XX/7 号决定（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库问题）和第 XX/8 号决定（关于全球

升温潜能值高的氟氯烃替代品问题）的事宜与气候公约秘书处进行了商洽。 

美利坚合众国纽约（2009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4 日） 

26. 主任还于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前往纽约，会晤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的高级管理层，向其通报了各执行机构当前和今后在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特别是氟氯烃

方面可能遇到的挑战。她还有机会会晤了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驻联合国总部的代表 Ju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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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ano女士、环境规划署副执行主任Angela Cropper女士，并与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Achim 
Steiner 先生讨论了与多边基金有关的事项。 

奥地利维也纳（2008 年 2 月 10 日至 13 日）  

27. 2 月 11 日至 13 日，主任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

的会议。在那里，她向工发组织高级管理层介绍了执行机构对于成功淘汰各类氟氯化碳和

甲基溴所作的贡献、多边基金今后的工作、以及特别是工发组织在帮助主要国家（例如中

国和印度）完全淘汰计量吸入器行业的氟氯化碳和应对今后淘汰氟氯烃的困难方面面对的

现时挑战。 

与监测与评价工作方案有关的 2009 年出访 

28. 受聘负责编制若干国家的冷风机项目评价的个案研究工作的顾问，将于 2009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访问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基金秘书处的一名高

级方案干事将作为专家参加对土耳其的访问。还聘请了其他 3 名顾问，负责编制关于 8 个

国家的 终淘汰管理计划评价的个案研究：克罗地亚（2009 年 3 月 16 日至 20 日，包括旅

途），厄瓜多尔（2009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摩尔多瓦（4 月 6 日至 10 日）和巴拉圭（2009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出访巴哈马、科威特、蒙古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期仍待确认。  

其他工作人员的出访 

马来西亚吉隆坡（2008 年 12 月）  

29. 一名高级方案干事参加了开发计划署 2008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

办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编制工作初期讲习班。她代表秘书处介绍了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

计划准则和执行委员会就该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编制所做其他氟氯烃问题方面的决定。 

机构间协调会议 

30. 为便于筹备第五十七次会议，各执行机构和基金秘书处 2009 年 1 月 26 日至 27 日举

行了机构间协调会议。与会者包括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所有 4 个多边执行机构和两个双边

机构（德国和日本）。秘书处和各机构在会议上讨论了广泛的问题，包括由于 4.9 亿美元

的补充预算而要讨论的 2009－2011 三年期财务规划、2009－2011 年义务规划、给第五十

七次会议的呈件和 2009 年网络会议的安排。   

招聘和甄选进度报告  

31. 作为就核准新增员额配置结构的第 54/44 号决定（包括将副主任职等由 P5 提高到

D1 级）而采取的行动，秘书处完成了副主任的职务说明。确认 D1 级职位的叙级工作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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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银河系统已公布这一职位。遵照银河系统标准程序申请截至日期届满后，甄选工作

将很快开始。 

32. 两名 P3 级志愿人员新职位和两名 G6 级一般事务级别的职位的叙级工作业已完成，

银河系统已公布 4 个职位。秘书处预期将于 2009 年 7 月底前补齐这些职位。与此同时，秘

书处 已就这些职位确定和招聘了短期短期任用人员。  

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  

33. 为定于 2009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举行的执

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做了后勤安排。向执行委员会成员、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主席团

主席、履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臭氧秘书处执行秘书、各执行机

构和非政府组织发出了邀请函和通报了查阅内联网上会议文件的密码。 

34. 秘书处正在就可否将第五十八次会议的 2009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的预定日期挪前一

天一事等待执行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这样做为的是让委员会成员能够及时出发，前往参加

在日内瓦举行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29 次会议的协调会议。   

35. 第五十六次会议后，秘书处自埃及政府得知，如果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 2009
年 11 月 10 日至 14 日在沙姆沙伊赫（埃及）举行，埃及政府将有能力提供一切必要的会议

设施、行政支助和礼宾服务。但埃及政府无法负担因会议在沙姆沙伊赫而不是在蒙特利尔

举行估计会出现的 250,000 美元的工作人员旅行和会议服务费用的差额。为避免给多边基

金造成过多的费用，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在臭氧秘书处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会议之后间隔

一周（从 11 月 16 日到 20 日）或间隔两周（从 11 月 23 日到 27 日），再在蒙特利尔举行

第五十九次会议，同时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将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8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秘书处希望委员会作出指示，说明是与蒙特利尔议

定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前后相衔接地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第五十九次会议，还是在上述

数周中的一周内在蒙特利尔举行。 

36. 秘书处协助臭氧秘书处进行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医疗技术选择委员会和制冷技术

选择委员会的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安排，这两次会议 2009 年 3 月 22 日至 27 日正在基金秘书

处的办公地举行。 

信息活动  

37. 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报告、会

后摘要和新闻公报已张贴在多边基金的公共网站上（www.multilateralfund.org）。在内联网

上开设了第五十七次会议网址，内载文件及后勤信息。所有普发文件都另行公布于公共网

站上。基金秘书处审查并更新了第五十七次会议的以下数据库、文件和业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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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08 年 11 月的核准项目清单；  
• 截至 2008 年 11 月的国家方案一览表； 
• 截至 2008 年 11 月的政策、程序、准则和标准； 
• 截至 2008 年 11 月的淘汰计划和项目； 
• 执行委员会入门读本（2009 年）。  



The World Bank 1818H StreetN.W. (202)473-1000
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 Washington,D.C 20433 CableAddress:INTBAFRAD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SSOCIATION U SA CaNeAddress:INDEVAS

/

December 1, 2008 _/

-7

Ms. Maria Nolan /

/Chief Officer
Multilateral Fund for the Montreal Protocol

1800 McGill College Ave. 27th floor
Montreal Quebec H3A 3J6
Canada

Dear Ms. Nolan,

Sub.'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World Bank's Carbon Finance Unit with the Multilateral Fund

Further to your letter inviting the Bank's Carbon Finance Unit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Multilateral Fund for
thc Montreal Protocol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financing mechanisms for projects presenting ozone layer
prote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benefits, we understand you have not received Ms. Chassard's

reply of October 9, 2008.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ies for the failed delivery.

I reiterate the strong interest of the Bank's Carbon Finance Unit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Multilateral Fund for

the Montreal Protocol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financing mechanisms for projects presenting ozone layer
prote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benefits. 1 also take this opporlunity to thank the Multilateral Fund

fnr the Montreal Protocol for inviting the Bank's Carbon Finance Unit to collaborate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A copy of Ms. Chassard's previous letter is attached for record.

We look lbrward to filrther discussing potential areas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ultilateral Fund.

Sincerely,

Neeraj Prasad

Acting Man/lgeer_CqrbOpnnF_nance Unit

_"'_/ . (2c.

RCA 248423 LI WU164_45 [_ FAX (202) 477-639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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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Bank 1818H StreetNW (202)473-1000
INTERNATIONAL BANK FO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20433 Cable Address: INTBAFRA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US.A Cable Address: INDEVAS

October 9, 2008

Ms. Maria Nolan
Chief Officer

Multilateral Fund for tile Montreal Protocol

1800 McGill College Ave. 271h floor
Montreal Quebec H3A 3J6
CaNada

Dear Ms. Nolan,

Thank you tbr your letter inviting tile World Bank's Carbon Finance Unit to collaborate oil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fiDancing mechanisms for projects prescnting ozone layer prote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bcnefits.

The Bank's Carbon Finance Unit and tile Montreal Protocol Operation Team are already working on this

irnportant subject with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nd we have already made presentations on the

subject (attached to this letter) at a side-event during the 281h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Meeting in
Bangkok in .Inly this year. The emerging India Chillers' projec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how _e can
collaborate on a single transaction that will deliver both reduction of ODS and improved energy

consumption that will attract carbon financing. Our tbrtbcoming Carbon Partnership Facility would be
looking at programmatic and scaled-up approaches for reducing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which could

provide additiouaI opportunities.

We x_otdd therelbre be delighted to fin'ther discuss potential arcas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ultilateral
Fund.

Sincerely,

.IoOlle Chassard

Manager
Carbon Fimmce Unit

Enclosures:

- Paper titled "tfCFCPhase-rmt ulTdL,rtheMontreal t'rotocol ltltroductorvNrMe on a l>rogrammatic

Allproac/l"
- _'esentation titled ';Opi_ortzmities' _>r Pursufirg Linkages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4gemta".

RCA248423 L) WU_64145 fJ FAX (202) 477 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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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 FUND
 

•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TREAL PROTOCOL 

Secretariat 

8 January 2009 

~-JL') 
Dear M~le7., 

[ refer to the allClched letter from the Coordinator of the SA ICM Secretariat to the 
Fund Secretariat and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and 10 prepare a report for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s M<magernent (tCCM) to be held in 
May 2009. 

In nddition to the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on the activities supported by thc 
Multilateral Fund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to have contributed to SA lCM" s objectiv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cpo11 should also contain an update on actions agreed by Montreal 
Protocol governing bodies on the ful1her engagement in SA ICM. 

You may rec::l1l that the then Ch<.linnal1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r. Khaled 
Klaly, VI'[ote to you on 28 July 2006 transmitting decision 49/1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ith regards to SAICM citing in paniculor paragraph (e) which requested the 
Chill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brin;{ to {he m{e!1t/on of fhe Ozone Secretariat. 
fluor to Ihe £ighteen/h lvleeting of Ih(' Parties. the im'itatlOlI by the .first session oj' fhe 
Internalional Conjerel/CC' 011 Chemicals Managcmcl1f (lCCM) 10 the MOlltreal Prorocol 
(/ud ils /vluhila/em/ Fund 10 consider Jovhelhcr and hoH' these might support 
IInp/emcn!ation oj appropriate and re/e\'Ql1t stratcgJ(' approach objectives within their 
mondatcs and to report to rhe /CCM ". 

I \v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kindly provide me witb infonl1alion on what 
further action has been taken by the Ozone Secretariat following our communication or 
dtx:ision 49/1 as soon as possible. as I would need to infonl1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llee of the SAleM invitation as well as seek their guidance on the request for a 
reran to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eeM. 

Sincerely, 
,~ 

~A~ [, ij~"'--
Maria Nolan 
ell iet' Offi eer 

Mr. Marco Gomalu 
I":xecutivc Secretary 
O;one Secretarial 
lJNFP 

Ulc!llsure. 

1BOO McGill College Ave __ 271h Floor.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A 3J6 Tel (514) 282-1 122 Fax: (514) 28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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