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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附加说明 

一、预备会议（2011年11月21－23日） 

 A. 预备会议开幕（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 

1.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则每年举行一次。在上述两个机构同时举行会议的年份中，过去十多年的惯

例是联合举行会议，制定联合议程。另一项惯例是，将上述联合会议的工作分

成两个部分：三天的预备会议和两天的高级别会议，它们都涉及《维也纳公

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相关议题。 

2. 联合会议的预备会议定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在位于印度

尼西亚巴厘的巴厘努沙杜瓦会议中心开幕。 

  1.       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致辞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致辞 

3. 预备会议开幕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代表将致欢迎

辞。 

 B. 组织事项（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2） 

 1. 通过预备会议的议程 

4. 预备会议临时议程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1-UNEP/OzL.Pro.23/1 第一

章，并将提交给缔约方以供通过。缔约方或愿通过此议程，包括它们可能同意

列入项目 6“其他事项”下的任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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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排工作 

5. 根据惯例，预备会议将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共同主席（现为 Gudi 
Alkemade 女士（荷兰）和 Ndiaye Cheikh Sylla 先生（塞内加尔））共同主持。

在此议程分项目下，两位共同主席将就他们希望如何讨论此议程各项目向缔约

方提交一份提案。 

 C. 《维也纳公约》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综合议题（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3） 

 1. 维也纳公约信托基金和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的财务报告和预算 

6.  在此议程项目下，缔约方将设立一个预算委员会，负责审议秘书处的预

算，并提出行动建议，以便在高级别会议上酌情正式通过。 

 2. 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各项修正的批准状况 

7.  按照惯例，缔约方在每次会议上都会通过一项纪念各臭氧条约批准状况

的决定。有关本事项的决定草案作为第 IX/[AA]号和第 XXIII/[AA]号决定草案

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二章。 

 D.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相关议题（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4） 

 1.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充资 

 (a)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充资工作队的补充报告 

8. 在此议程项目下，缔约方将听取工作队就多边基金充资所作补充报告的介

绍，并讨论即将进行的多边基金充资。 

 (b) 延长固定汇率机制 

9. 在过去的若干次多边基金充资中，缔约方通过了有关利用固定汇率机制来

减少部分缔约方在向多边基金捐款时面临的行政困难的各项决定。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设立的一个接触小组编制了一项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B]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一

章。 在预备会议上，缔约方将审议将该机制应用到即将进行的充资中这一事

宜，并提出建议，以便在高级别会议上酌情通过。 

 2. 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 条中豁免有关的议题 

  (a) 2012 和 2013 年必要用途豁免提名 

10. 在此议程分项目下，缔约方将审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就 2012 和 2013 年

必要用途豁免提名的建议，并编制一项相关的决定草案，以便在高级别会议上

酌情通过。 

(b) 俄罗斯联邦航空航天用途 1,1,2-三氯-1,2,2-三氟乙烷的必要用途豁免 

11.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俄罗斯联邦提交了一项有关批

准该缔约方航空航天用途 1,1,2-三氯-1,2,2-三氟乙烷的必要用途豁免的决定草

案。缔约方将对该决定草案进行讨论，并提出恰当的行动建议，该决定草案作

为第 XXIII/[E]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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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012 年和 2013 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12. 在此议程分项目下，缔约方将审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就必要用途豁免提

名的建议，并编制一份相关的决定草案，以便在高级别会议上酌情通过。 

 (d) 甲基溴的检疫和装运前用途 

13.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讨论了欧洲联盟提交的

关于甲基溴的检疫和装运前用途的决定草案。缔约方将参与对该决定草案的进

一 步 讨 论 ， 该 决 定 草 案 作 为 第 XXIII/[F] 号 决 定 草 案 载 于 文 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一章。 

(e)      全球实验室和分析用途豁免 

14.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强调了按第 5 条第 1 款行

事的许多缔约方在采用实验室和分析用途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时面临的困难，

并介绍了一项决定草案，从而允许这些缔约方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在个别

情况下可偏离现行的实验室和分析用途禁令，并要求缔约方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查该议题。缔约方将对该决定草案进行讨论，并提出恰当的行动建议，该决定

草 案 作 为 第 XXIII/[G] 号 决 定 草 案 载 于 文 件 UNEP/OzL.Conv.9/3-
UNEP/OzL.Pro.23/3 第一章。 

  (f)      持续减缓来自原料用途和加工剂用途的臭氧消耗物质排放量 

15.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讨论了由欧洲联盟提交

的一份关于持续减缓来自原料用途和加工剂用途的臭氧消耗物质排放量的决定

草案。缔约方将参与对该决定草案的进一步讨论，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H]
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一章。 

3.      无害环境处置臭氧消耗物质 

16. 缔约方将继续审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报告，该报告评价了与销毁臭氧

消耗物质有关的若干议题的备选方案。 

4.      更新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提名程序和回避准则 

17. 在其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听取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关于与其行事有关的提案的介绍。听取介绍后，缔约方讨论了澳大利亚和美利

坚合众国提交的有关相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缔约方将继续审议该决定草案，该

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D] 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
UNEP/OzL.Pro.23/3 第一章。 

  5. 处理用于服务船舶的臭氧消耗物质 

18.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讨论了由伯利兹、圣卢

西亚、马绍尔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提交的关于

处理用于服务船舶的臭氧消耗物质的决定草案。缔约方将继续审议该决定草

案，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K]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
UNEP/OzL.Pro.23/3 第一章。 

 6. 有关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的额外资料 

19.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讨论了由瑞士提交的关

于编制有关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的额外资料的决定草案。缔约方将继续审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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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草 案 ， 该 决 定 草 案 作 为 第   XXIII/[J] 号 决 定 草 案 载 于 文 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一章。 

7.      非洲使用甲基溴 

20.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讨论了由阿尔及利亚、

喀麦隆、肯尼亚、埃及、马拉维、摩洛哥、苏丹、突尼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提交的关于非洲国家逐步淘汰甲基溴时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的决定草案。缔约方

将继续审议该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A]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一章。 

 8. 提议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 

 (a) 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拟议修正 

 (b)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交的拟议修正 

21. 2011 年 5 月 7 日，臭氧秘书处收到密克罗尼亚联邦政府有关对《议定

书》进行修正的提案。2011 年 5 月 9 日，秘书处又收到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政府有关对《议定书》进行修正的提案。这些提案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9 条

和《议定书》第 2 条第 10 款提交，分别载于文件  UNEP/OzL.Pro.23/5 和

UNEP/OzL.Pro.23/6。上述提案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得到了

讨论，它们旨在对《议定书》进行修正，以便将有助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合物

的管控措施纳入其规定之中。缔约方将进一步讨论这些拟议修正。 

 9. 评估小组 2014 年四年期报告的潜在关注领域 

22. 应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其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请求，秘书处已编制

了一份综合了各评估小组建议的文件，这些建议有关各缔约方或愿向各评估小

组提供编制 2014 年四年期评估方面的指导。缔约方或愿进一步审议该事项，

包括是否提交任何相关决定草案，以便在高级别会议上通过。 

 10. 逐步淘汰三氟甲烷附带排放 

23.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讨论了由加拿大、墨西

哥和美国提交的关于限制一氯二氟甲烷生产附带的三氟甲烷排放的决定草案。

缔约方将继续审议该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C]号决定草案载于文

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一章。 

 11. 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哥本哈根修正》有关的尼泊尔现状 

24.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讨论了尼泊尔提出的请

求，即要求工作组和缔约方会议根据《议定书》第 4 条第 8 款和第 9 款，审议

其遵约的现状。上述规定使一国在表明完全遵守《议定书》规定的情况下，免

受《议定书》及其修正案下的贸易制裁。该议题正由履行委员会进行讨论，并

将由缔约方继续审议。 

 12. 审议 2012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各机构的成员资格问题 

 (a) 履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25. 缔约方会议每年都审议履行委员会的成员资格问题。秘书处已就该项目编

制了一项决定草案供缔约方审议，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B]号决定草案载于

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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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26.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每年都被要求通过一项决定，用以核可执行委

员会新成员的选举，并记录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秘书处已就 2012 年

委员会成员以及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编制了一份类似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审

议，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C]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
UNEP/OzL.Pro.23/3 第二章。 

 (c)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共同主席 

27. 缔约方会议每年都从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和非按第 5 条第 1 款行

事的缔约方中各选出一位代表，担任下一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共同主席。

秘书处已就该项目编制了一份决定草案供缔约方审议，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D]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二

章。 

 (d) 核可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会的一名新任共同主席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一

名高级专家 

28.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日本提交了一份关于核可化学

品技术选择委员会的一名新任共同主席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一名高级专家

的决定草案。缔约方将审议该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I]号决定草

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一章。 

 13. 由履行委员会审议的遵约和汇报问题 

29. 在此议程项目下，履行委员会主席将汇报在其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次会议

上审议的缔约方遵约问题。在预备会议上，缔约方或愿进一步讨论相关事项，

并审议是否提交相关决定草案，以便在高级别会议上通过。 

 E. 《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议题（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5） 

 1.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臭氧研究管理人员第八次会议的报告 

30. 按照《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I/6 号和第 III/8 号决定，秘书处与世界

气象组织合作，每三年召开一次《维也纳公约》缔约方臭氧研究管理人员会

议。在其第八次会议上（2011 年 5 月 2-4 日，日内瓦），臭氧研究管理人员编

写了若干建议供缔约方审议。缔约方将讨论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6 的这

些建议。 

 2. 普通信托基金为《维也纳公约》所涉研究和系统性观测活动提供资金的现状 

31.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VI/2 号决定要求设立一项用于接受自愿捐

款的特别信托基金，以便为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开展《维也纳公约》

所涉研究和系统性观测活动提供资金。缔约方将听取有关该基金现状的一份报

告。一份有关该基金的报告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5。 

 F. 其他事项（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6） 

32. 在此议程项目下，缔约方将审议该议程通过时提出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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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级别会议（2011 年 11 月 24 和 25 日） 

 A. 高级别会议开幕（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 

33.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

议定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开幕。 

 1. 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致辞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致辞 

 3.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主席致辞 

 4.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二次会议主席致辞 

34. 将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代表，以及维也纳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八次会议主席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二次会议主席致开幕辞。 

 B. 组织事项（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2） 

 1. 选举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主席团成员 

35. 根据议事规则，缔约方大会必须选举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

员。根据各缔约方商定的区域轮换原则，各缔约方或愿选举一名来自东欧国家

组的缔约方担任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的主席，选举一名来自亚洲及太平洋国

家组的缔约方担任报告员。同时，缔约方或愿分别从非洲国家组、西欧和其他

国家组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选举一名副主席。 

 2. 选举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主席团成员 

36. 根据议事规则，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必须选举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

一名报告员。根据各缔约方商定的区域轮换原则，各缔约方或愿选举一名来自

非洲国家组的缔约方担任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主席，选举一名来自西欧和

其他国家组的缔约方担任报告员。同时，缔约方或愿分别从亚洲及太平洋国家

组、东欧和其他国家组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选举一名副主席。 

 3. 通过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三次

会议高级别会议议程 

37. 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1-UNEP/OzL.Pro.23/1 第

二章，并将提交各缔约方以供通过。各缔约方或愿通过该议程，包括经商定在

议程项目 8“其他事项”下列入的任何其他议程项目。 

 4. 安排工作 

38. 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主席将概述一份用于讨论此议程各项目的工作计

划。 

 5. 代表的全权证书 

39. 依照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会议议事规则

第 18 条，必须向会议的执行秘书提交各缔约方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而且应

尽量在不迟于会议开幕之后 24 小时之内提交。在此议程项目下，依照议事规

则第 19 条，将由选举出的会议主席团成员对代表的全权证书进行审查，并向

各缔约方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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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评估小组分别介绍其工作情况，包括 新事态发展（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3） 

40. 在此议程项目下，各评估小组将提交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6 条和第

XIX/20 号决定编制的四年期评估工作的成果。 

 D.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介绍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4） 

41. 在此议程项目下，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将向缔约方介绍执行委员会的

报告。该报告将从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起以文件 UNEP/OzL.Pro.23/8 予以分发。 

 E. 各代表团团长致辞（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5） 

42. 在此议程项目下，各代表团团长将应邀进行发言。从本次预备会议召开的

第一天起，秘书处就将开始接收发言请求，并根据这些请求汇编一份发言人清

单。 

F.      预备会议共同主席的报告和审议建议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和蒙特利

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6） 

43. 在此议程项目下，预备会议的共同主席将应邀向各缔约方汇报在会议议程

各项实质性议题上达成一致的进展情况。 

 G.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四次会

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7） 

44. 将向缔约方通报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

方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可能举行地点方面的任何信息。届时，缔约方或愿就以上

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做出决定。有关该事项的决定草案作为第 XXIII/[FF]号
和第 IX/[BB]号决定草案载于文件 UNEP/OzL.Conv.9/3-UNEP/OzL.Pro.23/3 第二

章。 

 H. 其他事项（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8） 

45. 各方商定，在议程项目 2(c)“通过议程”项下列入议程的任何补充的实质

性议题均将在此议程项目下进行讨论。 

 I. 通过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的各项决定（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

目 9） 

46. 在此议程项目下，缔约方将通过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的各项决定。 

 J. 通过蒙特利尔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各项决定（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

目 10） 

47. 在此议程项目下，缔约方将通过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各项决定。 

 K. 通过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三次

会议的报告（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1） 

48. 在此议程项目下，缔约方将通过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暨蒙特

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报告。 

 L. 会议闭幕（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2） 

49.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

议将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6 时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