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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案：加蓬 

 
 

本文件包括多边基金秘书处对以下项目提案的评论和建议： 

淘汰 

•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 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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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评价表 － 多年期项目

Gabon                                             

(一) 项目名称 机构

氟氯化碳淘汰计划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二) 最新第7条数据 (ODP吨) 年: 2007

CFC: 0 CTC: 0 Halons: 0 MB: 0 TCA: 0

(三) 最新国家方案行业数据 (ODP吨) Year: 2007

物质 泡沫塑料 哈龙 制冷 溶剂 加工剂
计量吸入

器
实验室用途 甲基溴

生产 维修 检疫和装

运前消毒

处理

CFC                

CTC                

Halons            

Methyl 
Bromide          

Others            

TCA                

(四) 项目数据 2007 2008 2009 2010 Total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消费限量 CFC 1.5 1.5 1.5 0.

最大允许消费量 (ODP吨) CFC 1.5 1.5 1.5 0.

项目费用 (美元)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项目费用 50,000. 

支助费用 4,500.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项目费用 65,000. 

支助费用

40,000. 90,000. 

3,600. 8,100. 

50,000. 115,000. 

8,450. 6,500. 14,950. 

原则核准资金总额 (美元)
项目费用 115,000. 90,000. 205,000. 

支助费用 12,950. 10,100. 23,050. 

执行委员会发放资金总额 (美元)
项目费用 115,000. 0. 115,000. 

支助费用 12,950. 0. 12,950. 

本年申请资金总额 (美元)
项目费用 90,000. 90,000. 

支助费用 10,100. 

(五) 秘书处的建议： 一揽子核准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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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1. 作为牵头执行机构，环境规划署代表加蓬政府向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提交了

加蓬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一个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环境规划署还提交了为 终

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供资的申请，总金额为：50,000 美元外加 6,500 美元的机构支助

费用给环境规划署，以及，40,000 美元外加 3,600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给开发计划署。 

背景 

2. 加蓬 终淘汰管理计划于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获得核准，到 2009 年全部淘

汰该国的氟氯化碳消费。执行委员会原则上核准 205,000 美元的供资总额，外加 23,050 美

元的机构支助费用。在同一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还核准拨款 65,000 美元外加 8,450 美元

的机构支助费用给环境规划署，以及，50,000 美元外加 4,500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给开发

计划署，用于执行 终淘汰管理计划的第一次付款。 

关于最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3. 继执行委员会核准 终淘汰管理计划后，总共培训或正在培训 80 名制冷技术员和

65 名海关官员；还购买了一台碳氢充加站和 7 套维修工具包。购买了维修设备、工具和替

代制冷剂，并已运抵该国。已确定在首都城市建立一个制冷剂改造中心，不久还将建立两

个其他中心（这些中心主要负责：管理储存的设备以及替代制冷剂；实施改造示范项目；

以及发挥对于维修业的资源和支助中心的作用）。聘用了由三名当地顾问组成的小组协助

实施 终淘汰管理计划提议开展的活动。 

4. 截至 2008 年 12 月，在核准的 115,000 美元的第一次付款中，已发放 94,305 美元。

另有 20,695 美元将于 2009 年 3 月底前发放。 

执行最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行动计划 

5. 加蓬政府承诺根据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二个工作方案实施以下活动：海关官员和制

冷维修技术员的进一步培训方案，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设备改进技术员的良好维修做法和

提高对替代制冷剂的认识，并建立一常设技术和信息资源中心；以及监测与核查活动。 

秘书处的评论和建议 

评论 

6. 加蓬政府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报告的 2007 年的各类氟氯化碳的消费量为

零。环境规划署指出，2008 年氟氯化碳的消费量估计也将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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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答复关于改造中心运作的问题时，环境规划署报告称，加蓬政府决定直接实施项

目这一组成部分。因此，臭氧机构将在一名国家顾问的协助下，负责监督各中心的全面活

动。已通过项目的第一次付款购买了替代制冷剂、设备和工具。还将另外购买设备、工具

和替代制冷剂以进一步加强各中心。  

8. 秘书处注意到计划于 2009 年第一季度开展的海关官员和制冷技术员的培训活动，请

求解释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所提进一步培训的问题。环境规划署报告称，第二次

付款中包括的培训技术员和海关官员的要求，是根据加蓬政府制定的工作计划提出的。 

9. 秘书处还建议，在执行 终淘汰管理计划的 后一次付款期间，环境规划署应考虑

建议该国政府采取初步的行动，为在适当时候淘汰氟氯烃提供便利。环境规划署表示，将

在下一次网络会议上讨论这一建议。 

建议 

10. 秘书处建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关于加蓬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一次付款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以及 

(b) 核准与第二次付款相关的 2009－2010 年度执行方案。 

11. 秘书处还建议按照下表所示供资数额一揽子核准与加蓬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

款相关的 2009－2010 年计划和相关的支助费用： 

 项目名称 项目供资

(美元) 

支助费用 

(美元) 

执行机构 

(a) 各类氟氯化碳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 50,000 6,500 环境规划署 
(b) 各类氟氯化碳 终淘汰管理计划（第二次付款） 40,000 3,600 开发计划署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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