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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预备会议（2019年 11月 4日至 6日） 

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项目 1 预备会议开幕 

 预备会议定于 2019年 11月 4日星期一上午 10时在罗马

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开幕。 

• 秘书处关于供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

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4 至 7 段） 

(a) 意大利政府代表致辞 

(b)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致辞 

项目 2 组织事项 

(a) 通过预备会议临时议程 • 临时议程（UNEP/OzL.Pro.31/1）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8段） 

(b) 工作安排 

预备会议将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来自比利

时的 Alain Wilmart 先生和来自哥伦比亚的 Laura-Juliana 

Arciniegas 女士）共同主持，他们将向缔约方提交一项

提案，说明打算如何安排工作。 

• 临时议程（UNEP/OzL.Pro.31/1）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9段） 

项目 3 行政事项 

(a) 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的预算以及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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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预备会议将审议就下列事项所提供的信息：关于消耗臭

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的财务报告及根据

第 XXX/20 号决定所提交的 2020 年和 2021 年预算。预

算是按照两种设想编制的：（一） 反映预期需求的拟

议预算；（二） 与 2019 年拟议预算挂钩的名义零增长

预算。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0 至 15 段） 

•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 2020 年和

2021 年拟议预算（UNEP/OzL.Pro.31/4） 

•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信托基金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 2018 财政年度财务报告

（UNEP/OzL.Pro.31/5） 

•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 2020 年拟议

预算：概况介绍（UNEP/OzL.Pro.31/INF/1） 

  •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维也纳公约信托基金和蒙特利尔议定书

信托基金 2019 财政年度增订指示性财务报告

（UNEP/OzL.Pro.31/INF/2） 

• 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财务报告和预算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BB]） 

(b) 审议《蒙特利尔议定书》下设各机构 2020年度的成员构成 

（一） 履行委员会成员 

缔约方将审议并提名履行委员会 2020 年的拟议成员 

构成。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6 至 19 段） 

• 关于履行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CC]） 

（二）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成员 

缔约方将审议并认可执行委员会 2020 年的拟议成员 

构成。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20 至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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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 关于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DD]） 

（三）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 

缔约方将审议并提名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20

年的两名共同主席。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24 和第 25 段） 

• 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的 

决定草案（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EE]） 

项目 4 关于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 2021–2023年充资问题研究的职权范围 

 缔约方将继续进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

期间开始的关于一项决定草案的讨论，该草案载有一项

研究的职权范围，这项研究将估算第 5 条缔约方在下一

个充资期（2021-2023 年）遵守其在《议定书》下的义

务所需的资金。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26 至 29 段） 

•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的报告

（UNEP/OzL.Pro.WG.1/41/5，第 47 和 48 段） 

• 关于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 2021-2023 年充资问题研究

的职权范围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A]） 

项目 5 科学评估小组、环境影响评估小组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22年四年期评估报告的潜在重点领域 

 《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6 条要求根据现有的科学、环

境、技术和经济信息，至少每四年一次对《议定书》规

定的控制措施进行审查。缔约方将继续进行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期间开始的关于一项决定草案

的讨论，这项决定草案纳入了职权范围草案，列出了科

学评估小组、环境影响评估小组以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

组下一次四年期评估的潜在重点领域。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30 至 36 段） 

• 科学评估小组、环境影响评估小组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8 年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UNEP/OzL.Pro.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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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 关于科学评估小组、环境影响评估小组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22 年四年期报告的潜在重点领域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C]） 

项目 6 三氯氟甲烷（CFC-11）的意外排放 

 三氯氟甲烷意外排放的问题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

十次会议之前首次确定，此后缔约方在缔约方第三十次

会议上通过了第 XXX/3 号决定。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第四十一次会议上，缔约方收到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

组、科学评估小组和秘书处的报告，并设立了一个联络

小组来讨论这一事项。预计缔约方将在缔约方第三十一

次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一事项，同时考虑到技术和经济评

估小组、科学评估小组和秘书处根据第 XXX/3 号决定

提供的最新信息，以及联络小组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四十一次会议提交的报告（载于该次会议报告附件

三）。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37 至 43 段及附件一）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的增编

（UNEP/OzL.Pro.31/2/Add.1，第 3 至 6 段及附件） 

•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的报告

（UNEP/OzL.Pro.WG.1/41/5，第 17 至 41 段及附件三）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9 年 9 月的报告，第 1卷：第 XXX/3

号决定工作队关于三氯氟甲烷（CFC-11）意外排放的报告 

• 秘书处关于三氯氟甲烷意外排放的报告：概述《关于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下

有关受控物质的程序，便于缔约方用以审查和确保继续遵守

《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和基金协议条款（UNEP/OzL.Pro.WG.1/ 

41/3）及该报告增编（UNEP/OzL.Pro.WG.1/41/3/Add.1） 

• 秘书处关于三氯氟甲烷意外排放的报告：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四十一次会议上提供的概览文件的增订（UNEP/OzL.Pro/31/6） 

• 中国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监测和管理系统进展的报告（UNEP / 

OzL.Pro.31/IN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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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 臭氧消耗物质三氯氟甲烷排放量意外上升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

的报告，“平流层-对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SPARC)

通讯第 53 期”，2019 年 7 月 

项目 7 据报告持续发生的四氯化碳排放情况 

 预计将继续讨论瑞士提交的、供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四十一次会议设立的联络小组审议的决定草案。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44 至 49 段） 

• 臭氧消耗的科学评估：2018年 

• 臭氧消耗的科学评估：2018年——执行摘要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9 年 9 月的报告，第 1卷：第 XXX/3

号决定工作队关于三氯氟甲烷（CFC-11）意外排放的报告 

• 关于据报告持续发生的四氯化碳排放情况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B]） 

项目 8 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A-2I条下的各项豁免有关的事项 

(a) 2020年和 2021年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缔约方将审议来自四个缔约方的关键用途豁免提名，包

括两个第 5 条缔约方（阿根廷和南非）各提出的两项

2020年豁免提名，以及两个非第 5条缔约方（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分别提交的 2021 年和 2020 年豁免提名。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50 至 52 段）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的 

   （UNEP/OzL.Pro.31/2/Add.1，第 7 至 15 段）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9 年 9 月的报告，第 2卷：评价 2019

年甲基溴关键用途提名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mop/mop-31/presession/Background%20Documents/SPARC-report-on-unexpected-CFC-11-emissions.pdf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mop/mop-31/presession/Background%20Documents/SPARC-report-on-unexpected-CFC-11-emissions.pdf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mop/mop-31/presession/Background%20Documents/SPARC-report-on-unexpected-CFC-11-emiss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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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b) 甲基溴库存 

缔约方将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期间就

甲基溴库存问题的讨论基础上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53 至 56 段）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的增编

（UNEP/OzL.Pro.31/2/Add.1，第 14 段）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9 年 9 月的报告，第 2卷：评价 2019

年甲基溴关键用途提名 

(c) 无需使用《议定书》所列受控物质即可开展的实验室和

分析程序的开发和可得性 

缔约方将继续进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

期间开始的相关讨论，同时考虑到任何闭会期间的讨论

和有关缔约方取得的任何进展。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57 至 61 段） 

• 2019 年 10 月对“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8 年 9 月的报告， 

第 4卷：对关于实验室和分析用途的第 XXVI/5 (2)号决定的  

回应”的修订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9年 5月的报告，第 1卷：进展报告，

第 5.1 分节 

(d) 加工剂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第四十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加工剂

问题，包括医疗和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会在技术和经济

评估小组 2018 年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臭氧消耗物质用途

的三项建议。预计将继续讨论这一事项，同时考虑到缔

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之前针对关于加工剂的第 X/14 号

决定（UNEP/OzL.Pro.10/9）表 A 和表 B 可能采取的行

动进行的任何非正式磋商。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62 至 68 段及附件二）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8年的报告，第 3卷：技术和经济评估

小组 2018年进展报告，第 5.3.3 分节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9年 5月的报告，第 1卷：进展报告，

第 5.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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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项目 9 按《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5条第 1款行事的缔约方获得制冷、空调和热泵部门高能效技术的问题 

 缔约方将继续进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

期间关于这一事项的讨论，同时考虑到技术和经济评估

小组工作队关于这一问题的增订报告。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69 至 72 段）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的增编                  

（UNEP/OzL.Pro.31/2/Add.1，第 16 至 19 段） 

•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的报告

（UNEP/OzL.Pro.WG.1/41/5，第 147 和 148 段）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9 年 9 月的报告，第 3卷：第 XXX/5

号决定工作队关于维持/提高能效的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技术/设

备的成本和可得性的报告 

项目 10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职权范围、组成、平衡、专业知识领域和工作量 

 缔约方将继续进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

期间的讨论，探讨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成员的提名和甄

选过程，包括转交该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73 至 76 段及附件四） 

• 关于[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

构的职权范围、行为守则、披露准则及利益冲突准则] [提名进

程][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其技术选择委员会、临时附属机构

的组织]的决定草案（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D]） 

• 审查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职权范围、组成、平衡、专门知识

领域和工作量（UNEP/OzL.Pro.WG.1/41/4）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职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oewg/oewg-41/presession/English/OEWG-41-4E.pdf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oewg/oewg-41/presession/English/OEWG-41-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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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权范围、行为守则、披露准则及利益冲突准则

（UNEP/OzL.Pro.24/10，第 XXIV/8 号决定） 

• 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 

项目 11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缔约方将审议经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讨

论的关于扩大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决定草案。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77 至 80 段） 

• 关于审查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

围、组成和平衡以及缔约方在其中的公平代表性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E]） 

项目 12 阿塞拜疆请求将其纳入《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J条第 2和第 4款规定的氢氟碳化物逐步减少时间表所适用的缔约方之列 

 缔约方将审议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上提

出的一项决定草案。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81 至 84 段） 

• 关于阿塞拜疆请求将其纳入《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J 条第 2

和第 4 款规定的氢氟碳化物逐步减少时间表所适用的缔约方之

列的决定草案（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F]） 

项目 13 安全标准 

 缔约方将继续进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的讨论。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85 至 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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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 

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的增编

（UNEP/OzL.Pro.31/2/Add.1，第 20 和 21 段） 

• 在线系统安全标准工具（https://ozone.unep.org/system-safety-

standards） 

项目 14 科学评估小组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对在北极发现的五种挥发性有机氟化合物和相关化合物进行的初步评估 

 该事项在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期间提出，预计缔约方将

根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科学评估小组在缔约方第三

十一次会议上提供的信息审议该事项。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

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89 至

92 段） 

项目 15 审议对各评估小组的提名 

 缔约方将审议对各评估小组的提名，同时考虑到 2019

年底任期届满的委员会成员名单和所需专门知识汇总

表。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

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93 至

98 段及附件三和附件四）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

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的增编

（UNEP/OzL.Pro.31/2/Add.1，第 22 至 23 段）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职

权范围、行为守则、披露准则及利益冲突准则

（UNEP/OzL.Pro.24/10，第 XXIV/8 号决定） 

• 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 

• 短 候选人简介 

项目 16 遵约和数据报告问题：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遵守情事程序下设履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建议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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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文件 

 缔约方将听取履行委员会主席关于 2019 年举行的履行

委员会第六十二次和第六十三次会议期间工作的报告，

并将审议关于通过各项决定的任何建议。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

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99 和

第 100 段） 

项目 1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19年无法遵守含氢氯氟烃减少目标的风险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应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请求将该事项列入议程并予以讨论，鉴于该缔

约方再次请求由缔约方会议审议该事项，本次会议将审

议这一事项。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

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101

至 105 段） 

项目 18 《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的批准情况 

 缔约方将收到《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的最新批

准情况，并审议关于这一事项的决定草案。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

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106

至 108 段） 

• 接受，加入或核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基加利修正案》的情况（UNEP/OzL.Pro.31/INF/3）关于《蒙

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批准情况的决定草案

（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AA]） 

项目 19 其他事项 

 缔约方将审议在通过议程时提出的任何其他实质性 

议题。 

• 临时议程（UNEP/OzL.Pro.31/1）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的议

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UNEP/OzL.Pro.31/2，第 10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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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级别会议（2019年 11月 7日和 8日） 

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参考文件 

项目 1 高级别会议开幕 

高级别会议定于 2019年 11月 7日星期四上午 10时开幕。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0 和第 111 段） 

(a) 意大利政府代表致辞 

(b)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致辞 

(c)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主席致辞 

(d) 教皇方济各致开幕词 

项目 2 组织事项  

(a) 选举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 

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将根据缔约方商定的区域轮换原

则，选举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2 段） 

(b) 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高级别会议

的议程 

会议将审议高级别会议临时议程并予以通过。 

• 临时议程（UNEP/OzL.Pro.31/1，第二节）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3 段） 

(c) 工作安排 

工作安排将由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主席提议，供缔约方

审议和商定。 

• 临时议程（UNEP/OzL.Pro.31/1，第二节）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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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参考文件 

(d) 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代表、副代表和顾问的全权证书应尽可能不迟于会议开幕

后二十四小时内提交会议执行秘书。当选的会议主席团成

员将审查全权证书并就此向会议提交报告。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5 段） 

• 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18

条和第 19 条：https://ozone.unep.org/treaties/montreal-

protocol-substances-deplete-ozone-layer/rules-of-procedure 

项目 3 各评估小组介绍 2018年四年期评估的综合报告 

 科学评估小组、环境影响评估小组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将向会议提交 2018 年四年期评估的综合报告。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6 段） 

• 科学评估小组、环境影响评估小组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8 年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UNEP/OzL.Pro.31/8） 

• 臭氧消耗的科学评估：2018年 

• 臭氧消耗的科学评估：2018年——执行摘要 

• 平流层臭氧消耗、紫外线辐射和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和相

互作用：2018年评估报告 

•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2018年评估报告 

项目 4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介绍执行委员会、多边基金秘书处以及多边基金各执行机构的工作情况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将介绍一份报告，内容是关

于自 2018 年 11 月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次会

议以来，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各项决定以及多边基金秘

书处和多边基金的各执行机构开展的工作。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7 段） 

•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向缔约方 

第三十一次会议提交的报告（UNEP/OzL.Pro.31/9） 

https://ozone.unep.org/treaties/montreal-protocol-substances-deplete-ozone-layer/rules-of-procedure
https://ozone.unep.org/treaties/montreal-protocol-substances-deplete-ozone-layer/rules-of-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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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参考文件 

项目 5 代表团团长致辞，讨论重要专题 

 各代表团团长将应邀发言。高级别会议期间将举行一

次高级别圆桌讨论，探讨《蒙特利尔议定书》如何通

过可持续冷链发展对减少粮食损失作出贡献。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18 至 119） 

• 《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可持续冷链发展对减少粮食损失

作出贡献的概念说明（UNEP/OzL.Pro.31/INF/7） 

项目 6 预备会议共同主席作报告，审议建议由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 

 预备会议共同主席将介绍讨论概要以及建议高级别会议通

过的各项决定。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22 段） 

项目 7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二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缔约方将审议并决定 2020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 

第三十二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23 段） 

• 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二次会议日期和地点的

决定草案（UNEP/OzL.Pro.31/3，决定草案 XXXI/[FF]） 

项目 8 其他事项 

 缔约方将讨论在通过议程期间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议题。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24 段） 

项目 9 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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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参考文件 

 缔约方将就议程上的事项通过各项决定。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25 段） 

项目 10 通过报告 

 缔约方将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通过会议报告草案。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26 段） 

项目 11 会议闭幕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预计将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6 时闭幕。 

• 秘书处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31/2，第 127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