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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本说明旨在协助缔约方讨论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

方第三十四次会议的议程项目，为此将会议预计将审议的某些问题的决定草案

呈现于一份文件中。下文第二和第三节列出了这些决定草案，但不妨碍缔约方

对决定草案提出修正，也不妨碍它们针对缔约方将审议的任何议程项目提出新

的决定草案。

2. 第二节载列了一项经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

四次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由工作组转交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应当指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还转交了其他几项尚未讨论完毕的决定草

案，供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这些决定草案已列入秘书处关于相关议程

项目的说明（UNEP/OzL.Pro.34/2）。

3. 第三节则载有秘书处就《蒙特利尔议定书》相关事项编写的占位决定草

案，缔约方历来在其年度会议上通过有关这些事项的决定。

4.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转交的决定草案以及所有占位决定草案均置于方括

号内，以表明这些决定草案预计将由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酌情审议、修正和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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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四次会议转交缔约方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

[A. 决定草案 XXXIV/[A]：表彰 1995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保罗·约瑟夫·克鲁岑、马里奥·何塞·莫利纳和

弗兰克·舍伍德·罗兰的成就

由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提交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深切感谢科学家保罗·约瑟夫·克鲁岑（荷兰）、马里奥·何塞·莫利

纳（墨西哥）和弗兰克·舍伍德·罗兰（美利坚合众国）在大气化学领域的整

个职业生涯中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卓越、有远见和勇敢的科学工作，特别是

在臭氧形成和分解方面的研究，他们正是因为这些工作获得了 1995 年诺贝尔

化学奖，

意识到他们的科学工作为保护臭氧层的全球行动铺平了道路，并促成了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通

过，此外，他们的工作还推动每个联合国会员国作为这些全球环境条约的缔约

方采取相关行动，

肯定继续努力恢复臭氧层的重要性以及这项工作对地球和人类的诸多相

关惠益，

1. 对保罗·约瑟夫·克鲁岑、马里奥·何塞·莫利纳和弗兰克·舍伍

德·罗兰的宝贵科学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这些贡献激励世界各国团结合作，

以保护臭氧层免遭消耗，从而使今世后代享有更安全的地球；

2. 对《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工作保持互信和承诺，

从而维护他们的遗产；

3. 努力继续加强那些有赖于他们的成就而建立起来的机构，以实现这

些机构的目标，保护大气层、造福所有人。]

三、 由秘书处编写的、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

占位决定草案

[A. 决定草案 XXXIV/[AA]：《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财务报告和预算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回顾关于《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财务报告和预算的

第 XXXIII/1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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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注意到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 2021 财政年

度财务报告， 

确认缔约方的自愿捐款是对有效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必不可少的补

充，

欢迎秘书处继续对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的财务实行高效管理，

认识到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导致 2020 年和 2021 年预算利

用率较低，并在 2023 年捐款水平问题上考虑到这一点，

1. 核准 2023 年预算[--美元]，并表示注意到本决定附件表 A 所载、供

缔约方第三十五次会议进一步审议的 2024 年指示性预算；

2. 授权执行秘书作为例外情况将 2022 年可用现金结存用于本决定附

件表 A 所列的特定活动，数额不超过[--美元]，条件是现金结存不得减至低于

周转资本准备金；

3. 核准缔约方 2023 年应缴捐款数额[--美元]，并表示注意到本决定附

件表 B 所列的 2024 年捐款； 

4. 授权秘书处从现金结存中提取所需资金，用于填补本决定第 3 段商

定的捐款水平与本决定第 1 段所载 2023 年核定预算之间的缺口；

5. 重申周转资本准备金应保持在年度预算的 15%的水平，用于承付信

托基金的最终支出，同时指出应从现有现金结存中拨备周转资本准备金；

6. 鼓励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资金并采用其他方式，为三个评

估小组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提供协助，确保其继续参与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

开展的评估活动；

7. 感谢一些缔约方已经缴付 2022 年和以前年度的捐款，并敦促尚未

这样做的缔约方及时全额缴付其未缴捐款，敦促所有缔约方及时全额缴付今后

的捐款；

8. 请执行秘书与两年或两年以上未缴付捐款的缔约方开展讨论，以寻

找解决办法，并向缔约方第三十五次会议报告这些讨论的结果，以便缔约方进

一步审议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9. 请执行秘书继续定期提供关于专用捐款的信息，并酌情将这些信息

列入信托基金的拟议预算，以提高信托基金实际收支方面的透明度；

10. 请执行秘书继续为今后的预算列报编写概况介绍；

11. 请秘书处确保充分利用 2023 年及以后年份可供使用的方案支助资

源，并酌情用方案支助资源抵消核定预算的行政部分；

12. 请秘书处在信托基金今后的财务报告中标明库存现金数额和向信托

基金捐款的情况；

13. 请执行秘书根据预期需求，针对以下两种预算设想方案编制 2024
年和 2025 年的预算和工作方案：

 UNEP/OzL.Pro.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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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名义零增长设想方案；

(b) 在按建议调整名义零增长设想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指明与其相关

的费用增加或节余的设想方案；

14. 强调需要继续确保预算提案切合实际，反映所有缔约方的商定工作

重点，以帮助确保可持续而稳定的资金和现金结存，包括捐款。

第 XXXIV/[AA]号决定草案附件

表 A 
2023 年核定预算和已注意到的 2024 年预算

（美元）

[--]

表 A 附录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 2023 年预算的解释性说明

[--]

表 B 
缔约方向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提供的捐款 
（美元）

（根据 2021 年 12 月 24 日联大第 76/238 号决议，最高分摊比率为 22%）

[--]

B. 决定草案 XXXIV/[BB]：履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1. 赞赏地注意到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遵守情事程序下设履行委员会

2022 年开展的工作；

2. 确认中国、哥斯达黎加、埃及、波兰和美利坚合众国继续担任委员

会成员一年，并推选-------、-------、-------、-------和------- 担任委员会成员，任

期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为期两年；

3. 注意到已推选------ （------）为委员会主席，------ （------）为副主

席兼报告员，任期均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为期一年。

C. 决定草案 XXXIV/[CC]：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1.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2022 年在

基金秘书处协助下开展的工作；

2. 认可推选------、------、------、------、------、------和 ------担任执行

委员会中代表按《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缔约方的成员，并认可推选------、-
-----、------、------、------、------和------担任代表非按该款行事缔约方的成员，

任期均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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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到已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为

副主席，任期均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为期一年。

D. 决定草案 XXXIV/[DD]：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共同主席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认可推选------（------）和------（------）担任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 2023 年共同主席。

E. 决定草案 XXXIV/[EE]：《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的批准

情况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1. 注意到，截至 2022 年 11 月 4 日，已有[--]个缔约方批准、核准或

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

2. 敦促尚未这样做的所有缔约方考虑批准、核准或接受《基加利修

正》，以确保广泛参与并实现《修正》目标；

F. 决定草案 XXXIV/[FF]：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五次会议

缔约方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于 2023 年 11 月在[--]召开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五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