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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 

2008 年 11 月 16-20 日，多哈 
临时议程∗项目 4 (a) (一)  
讨论与《蒙特利尔议定书》有关的议题： 

为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而产生的多边基金增资问题： 

介绍和审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下设增资问题特别小组提交的相关补编报告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下设增资问题特别小组提交的相关补编报告执

行摘要  

秘书处的说明 

本说明的附件载有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下设增资问题特别小组提交的相关

补编报告的执行摘要。本执行摘要按照特别小组来文形式进行介绍，未经正式编

辑。 

                                                      
∗  UNEP/OzL.Pro.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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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下设增资问题特别小组提交的相关补编报告执

行摘要 

1. 在审议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增资问题的报告之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在其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要求该小组对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将研究结

果以补编报告的形式进行报告。增资问题特别小组提交的补编增资报告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在臭氧秘书处的网站上予以公布，并在不久之后送交各缔约方。增

资问题特别小组的报告包括关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要求其进行研究的每一个

问题的单独一章。本章是本补编报告第三至十二章中讨论和研究结果的摘要。 

2. 作为第一个请求，工作组要求小组对所有活动不同程度的各种通货膨胀对增

资将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各缔约方要求小组对若干不同的通货膨胀率进行

假设，并对运用所选择的这些通货膨胀率的理由做出说明。在审议了各种有关通

货膨胀的素材之后，小组决定对小组认为可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供资构成部分

适用 3%和 5.5%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进行计算。随后，小组审议了这些通胀率适

用于基线和 2012 年设想的情况，这是为 2008 年 5 月编制 初的增资报告所准备

的。在基线的情况下，小组发现，适用 3%和 5.5%的通货膨胀率之后，每一个通

货膨胀的百分点都会导致大约增加 450 万美元的供资需求。在 2012 年设想的供

资情况下，小组发现，适用这些通货膨胀率之后，每一个通货膨胀的百分点都会

导致大约增加 900 万美元的供资需求。 

3. 小组还研究了缔约方的要求，即研究体制建设供资设想，该设想考虑到了下

一个三年期内在执行工作方案各个方面可能会遇到的需求，并对第 4 组国家给予

了适当的关注。在审查了执行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工作之后，并考虑到各个缔约

方所提出的情况，小组得出结论，很难为体制建设供资的具体减少或上升一定水

平做出合理解释。然而，小组还指出，小组为氟氯烃服务行业建议的资金包括若

干可以被视作是体制建设活动的构成部分。因此，小组建议，2008 年 5 月的增资

报告所公布的供资设想可以被视为是包含了对体制建设资金的隐性增加，即使在

直接的体制建设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4. 缔约方还要求小组对在收集、运输和销毁（或重新调动）现有被污染的或收

缴的氟氯化碳和哈龙储备中可能产生的费用进行分析。为了支持这一工作，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要求第 5 条缔约方在 2008 年 8 月 15 日之前向臭氧秘书处提交关

于其可用的被污染的或收缴的氟氯化碳和哈龙储备的资料。应这一要求所收到的

28 份答复中数据是由小组推断出来的。小组得出结论，用于销毁的被污染的或收

缴的氟氯化碳和哈龙的 高限量为 1,500 吨氟氯化碳和哈龙。由于 初的增资问

题特别小组报告假设，可以用报告中划拨给销毁活动的 2,700 万美元来销毁这一

限量的三倍（4,500 吨），特别小组的补编报告得出结论， 初的增资问题特别

小组报告中所包含的 2,700 万美元足以支付下一个三年期内与运输和销毁收集的

被污染或收缴的氟氯化碳和哈龙储备相关的所有可能费用。 

5. 小组还对缔约方关于就其他的禁产日期（2007 年 9 月 30 日、2004 年 1 月 1
日，以及 2000 年 1 月 1 日和 2010 年 1 月 1 日）的对本次增资和未来两次增资的

影响进行估计的要求进行了研究。提醒一下，禁产日期系指制造化学品、产品和

设备的能力在此日期之后将不再有获得供资的资格的日期。多边基金为所有行业



UNEP/OzL.Pro.20/6 
 

 3

和化学品确立的禁产日期是 1995 年 7 月 25 日，但是，在缔约方决定加速淘汰氟

氯烃之后，尚未决定应将哪一个禁产日期用于氟氯烃项目。虽然历史上多边基金

在禁产日期的适用方面主要依赖于对执行机构采用逐个项目进行评价的方法，以

确定何时在有关的公司安装了新的产能。但是，特别小组不可能开展如此细致的

审查。相反，特别小组将消费量当作是增加的产能，并假设，禁产年所报告的所

有超过限额的消费量都将没有资格获得供资。由于在禁产日期（年）之后出现的

消费量增加的一部分可能与过多地使用现有产能有关（而不是新增了产能的结

果），特别小组估计的影响应被视作是对所指出的禁产日期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高限量的估计数。 

6. 小组对这些项目的复杂分析表明，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选择较早的禁产日

期（比如 2000 年或 2004 年）导致可获得供资的消费量水平的降低。然而，由于

很多缔约方直到 2000 年以后才增加了其 HCFC-141b 塑料泡沫的消费量，小组发

现，较早的禁产日期将要求缔约方承担较高的制冷剂和空调项目的费用，以满足

初的冷冻和随后 10%削减量的义务。因此，小组得出结论，较早的禁产日期实

际上将导致下一个三年期 2009-2011 年（或下两个三年期）里的供资需求的增加，

尽管在那之后会减少。例如，小组发现，如果禁产日期为 2000 年，基线设想是

导致氟氯烃资本成本所需供资将比2007年的禁产日期所需供资高出约1,600万美

元，而假如氟氯烃资本成本加上 2 年的业务费用将使 2000 年同样的禁产日期的

供资需求增加约 1.05 亿美元。同时，小组的研究结果还发现，尽管为确保履约采

用较早的禁产日期所需要的供资会有所增加，但是，较高的供资水平支助的缔约

方实际上要更少。这是因为，很多缔约方转向 HCFC-141b 塑料泡沫是在 2000 年

之后，那么处于这一状况的缔约方的 HCFC-141b 消费量相对而言比较少。例如，

在 2000 年的禁产日期的情况下，一些缔约方将不会有任何超过 2015 年 初的

10%的削减步骤的合格削减活动。 

7. 除了禁产日期的问题之外，还要求小组考虑第二阶段转产（即，对多边基金

以前实施的将 CFC-11 转为 HCFC-141b 的工厂的转产）的不同构成部分的供资设

想。具体而言，要求小组考虑这些项目的递增资本成本、递增业务费用和技术援

助，同时考虑到第 XIX/6 号决定。同时，在这一情况下，小组还利用了现有的氟

氯烃消费报告，特别是在进行此次分析时，小组得以使用现有可用的多边基金项

目完成情况数据，来计算在不同的禁产日期中第二阶段的转厂在 HCFC-141b 塑

料泡沫的消费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8. 有两种方法可以考虑第二阶段的塑料泡沫经营的转厂，这使审议禁产日期变

得更加复杂。这两种方法是 (1) 假设这些转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行的，占

总转厂量的一定百分比，以及 (2) 假设在考虑从新的氟氯烃设备进行转厂之前尽

快进行转厂。对这些不同的假设进行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合并（国家组）

的方式进行的，从而导致了不同的三年期的供资需求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由于

本分析不可能做到真正根据具体国家的情况而进行，因此，应考虑分析得出的供

资影响结果，以表明相对于所有的第二阶段转厂都有资格获得的假设，供资有所

减少。与设想为第二阶段提供全面供资的设想相比较，在对下一个三年期的各种

设想以及 2007 年和 2004 年的禁产日期的供资需求进行计算之后作了削减，范围

在 0-5,000 万美元之间。为这之后的三年期确定了范围在 0-8,000 万美元之间的削

减额。虽然第三个三年期的数值总结起来有些困难，但是，明确的是，2000 年的

禁产日期所产生的数值将会有所降低，因为已经没有可以获得供资的消费量。由

于这与所有这些设想和建议的供资估计额有关，必须强调的是，将发生的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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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差异将极大地取决于某个缔约方实施第二次转厂的时间，以及相关公司所面

临的实际消费水平（对照特别小组的估计总额）。还必须指出，虽然第二次转厂

的领域对一些缔约方而言很重要，但是对于其他的缔约方而言，它可能不是一个

问题。还估计了对第二次转厂的供资方法对 2012 年供资设想的影响作了估计，

以便与基线供资设想进行比较。 

9. 应缔约方的要求，本补编报告还就成本效益因素如何在不同的行业里被确定

以及何种影响被考虑在内的问题进行了更为完整的说明。报告还试图解决缔约方

关于审查处于使用周期末期的设备在转厂时对消费行业的成本效益数字和整体

的供资需求的影响的要求。关于后一个问题，小组得出结论，很难以精确的数字

确定其影响，同时，设备转厂对供资的影响对受缔约方商定的禁产日期和关于相

关设备的寿命预期很敏感。 

10. 报告第 8 章讨论了气候影响的问题。小组在本章中对增资设想（2008 年 5
月的供资需求设想）、基线、一个职能部门和一项技术潜力设想进行了定性审议。

本章还阐述了职能部门方法/设想考虑全球变暖潜势、能效和成本问题的方式。但

是，由于对不同替换备选办法的能效还存在不确定性，技术备选办法还不明确，

并且在基金运作的今后几年，资本和业务费用将以目前难以预测的方向发展，因

此，本章得出结论：对各种设想进行量性的预测还为时尚早。 

11. 报告第 9 章讨论了补充参考数据（例如，2007 年氟氯烃化合物消费数据）

的问题。由于在本报告完成时第 1 组和第 2 组国家中仅有三分之一提交了 2007
年消费数据，因此工作队不可能像 2008 年 5 月的报告中所公布的那样，对供资

需求设想做出精确计算。但是，在报告了 2007 年氟氯烃化合物消费数据的第 2
组缔约国中的六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报告消费量比 2006 年高出 8-15%，三个

国家报告消费水平高出 40%至 80%。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 2007 年以后（小组认

为有可能），那么小组认为下一个三年期，即 2009 至 2011 年的供资需求将大幅

提高。   

12. 第 9 章还讨论了重新提交 2005 和 2006 年的中国数据。原先提交的中国出口

数据未经正确登记，导致所公布的 2005 和 2006 年中国不同氟氯烃化合物消费水

平计算失误。工作队按要求研究了重新提交的数据，并计算了第三个三年期的新

的供资需求。修正后的（新的 2005 至 2006 年）中国数据导致供资需求略有减少，

即下一个三年期的供资基线将减少 150 万到 250 万美元，2012 年的供资需求将减

少 500 万到 700 万美元。今后的三年期数据也将进行类似下调。  

13. 小组的补编报告中还有一章涉及到缔约方要求小组重新审议示范项目的数

字，同时考虑到各国气候差异带来技术适用性的差异。在其分析中，小组被要求

对剩余的氟氯烃化合物履约活动进行相应的成本调整，前提是假定示范活动能带

来氟氯烃化合物的实际减少。在这一方面，小组建议设立 10 个示范项目，在五

个不同的温带地区内，每个地区设立两个项目。由于包括更加特殊的建设部分并

增加了温度和动力监测站，还假设这些示范项目的成本将是正常淘汰项目的两

倍。小组考虑到示范项目众多，并把期望实现的排放减少考虑在内，计算出相关

费用将达到 270 万美元左右，这表示比小组为示范项目 初拟议的数额相应减少

了约 270 万美元。   

14. 第 11 章审议了出口比例的影响，以及不符合第 5 条公司供资资格的多国所

有权的比例。根据多边基金规则，项目供资减少比例为公司向非第 5 条缔约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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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比例，及公司跨国所有权份额。2008 年 5 月的报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假设

由于在空气调节和制冷行业的出口和多国所有权，供资减少 20%。由于自 2008
年 5 月的报告以来，没有得到更多关于出口和多国因素的可靠数据，因此在补编

报告中保留了这种假设。但是，2008 年 5 月的报告没有考虑到在泡沫行业适用出

口和多国所有权的因素，为了更正这一点，补编报告研究了出口和多国所有权假

设对泡沫行业产生 20%的影响。加入这一假设导致下一个三年期的总供资需求减

少了 1,000 万到 1,500 万美元。报告中还计算并包括了更高比例的出口和多国所

有权产生的影响。 

15. 后，截至 2008 年 9 月，增资问题特别小组估计，为了使第 5 条缔约方遵

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的所有相关控制安排，2009 至 2011 年增资总额为 3.387
至 3.872 亿美元。其中，基准供资设想认为预计所需的供资为 3.387 至 6.298 亿美

元，而 2012 年供资设想预计所需供资为 5.106 至 6.298 亿美元。这些数字与 2008
年 5 月增资问题特别小组报告中的数字相比相差不大（基准设想相差 500 万美元，

2012 年供资设想相差 1,000 万美元）。其中，这些差额与中国数据（2008 年 5
月的报告未做适当计算）重新提交后重新计算供资需求，以及重新计算示范项目

对总供资需求的影响有关。所有其他补编报告已作分析的可能对供资需求产生影

响的因素已单独提交供缔约方审议。    

16. 第 12 章提出了结论意见，并概括了不同因素对总供资需求，特别是对下一

个三年期总供资需求的影响。 

17. 附件载列了要求进一步调查的问题清单。附件 2 再次列出了 2008 年 5 月增

资报告的工资要求表。应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要求，附件 3 对如果一个缔约方

未能履约，在 2010 至 2012 年氟氯烃化合物消费量大幅增加（9%）的情况做了

风险分析，氟氯烃化合物消费必须在 2013 年重新降到基线水平。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