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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二十六届会议 

2006 年 7 月 3-6 日，蒙特利尔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1．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六届会议预订于 2006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 时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会议中心开幕。与会者的登记事

宜将自 7 月 2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 7 月 3 日上午 8 时开始进行。鼓励与会

者尽早在会议之前通过因特网预先办理登记事宜。臭氧秘书处执行秘书 Marco 

González 先生将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2． 临时议程
1
将提交缔约方通过。Tom Land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和 Nadzri 

Yahaya 先生（马来西亚）将共同主持会议。 

(b) 安排工作 

3． 缔约方不妨以全体会议的形式展开工作，并为议程上的工作拟订一份具体

的时间表。 

                                                      
1  UNEP/OzL.Pro.WG.1/26/1。 



UNEP/Ozl.Pro.WG.1/26/1／Add.1 

 2 

3. 审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06 年进度报告中论及的下列各项议题 

4．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将提交其 2006 年进度报告。小组预订于 2006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其 2006 年进度报告预计将在此后不久提交缔约

方。 

(a)  审查 2007 和 2008 年任何新的必要用途豁免提名 

5． 迄今为止，欧洲共同体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两个缔约方就 2007 年和（或）

2008 年用于计量吸入器的氟氯化碳的必要用途豁免提出了新的请求。技术和经济

评估小组及其医疗技术选择委员会正在评估这些提名。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预计

将审议这些提名以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这些提名的建议，并酌情向缔约第

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b) 审查第 XVII/17 号决定所要求的关于以环境无害方式销毁消耗臭氧物质的案例研

究的职权范围草案 

6． 在第 XVII/17 号决定中，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吁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就

针对取代含有氟氯化碳的制冷和空调设备的过程，包括以环境无害的方式回收、

运输和 终处置这种设备和有关的氟氯化碳的技术和成本展开案例研究编写职权

范围，并将该职权范围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六届会议供缔约方审议。

工作组预计将审议该小组编写的职权范围，并建议酌情采取行动。 

(c) 四氯化碳排放源和削减的机会(第 XVI/14 号决定) 

      7.   在第 XVI/14 号决定中，缔约方第十六届会议吁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评

估某些具体排放源排放的全球四氯化碳排放量，向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报告，并

提交一份关于削减排放量的可能办法的评估报告。工作组预计将审议该小组关于

这一问题的报告，并酌情向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d)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报告中论及的任何其他议题 

8． 在其 2006 年进度报告中，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可能提出应由缔约方加以审

议的其他重要议题。秘书处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编写的说明中将突出这些议

题，其中可能包括行政事项。 

4. 审议与甲基溴有关的问题 

 (a)  审查 2007 年和 2008 年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9． 以下 14 个缔约方按照缔约方会议第 IX／6 号决定第 2 段和第 XIII／11 号决

定第 2 段提交了或代表其提交了新的 2007 年和 2008 年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

名：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

新西兰、波兰、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甲基溴

技术选择委员会预订于 4 月 3 日至 8 日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举行会议，评估

这些提名。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不妨审查这些提名和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的建

议，并酌情向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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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基于对甲基溴国家管理战略的审查今后几年里对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的可能

需要的报告(第 Ex.I/4 号决定,第 9段(d)) 

   10． 在第 Ex.I/4 号决定第 9 段(d)中，缔约方第一届特别会议请技术和经济评

估小组根据对缔约方按照该决定第 3 段提交的管理战略的审查，就今后几年里对

甲基溴关键用途的可能需要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

告。工作组不妨审议该小组关于这一事项的报告。 

(c)  汇报检疫和装运前事项(第 XI/13 号决定,第 4 段, 第 XVI/10 号和第 XVII/9 号决

定，第 8段) 

   11． 在其第 XI/13 号和第 XVI/10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吁请技术和经济评估

小组设立一个工作队来评估缔约方提交的关于将甲基溴用于检疫和装运前目的的

数据，为便查明全球使用模式并说明可以通过技术和经济上可行的替代性处理方

法和程序加以取代的用于具体商品的甲基溴的数量，并按照第 XI／13 号决定第 4

段的要求就此编写一份报告。第 XVII/9 号决定第 8 段请该小组的检疫和装运前

工作队评估并按时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六届会议报告用于控制活植物材

料的检疫病虫害的甲基溴土壤施药的长期效果。工作组不妨审议这些问题并酌情

提出建议。 

(d)  甲基溴用途多年期豁免问题(第 XVI/3 号决定) 

12． 缔约方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会议审议了商定核准甲基溴多年期关键用途豁

免标准的问题。缔约方第十六届会议决定，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将尽可能拟订超

过一年的关键用途豁免的框架，但由于第十七届会议的时间有限，美利坚合众国

同意撤回其提案，但有一项谅解，即该提案将于 2006 年重新审议，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不妨审议这一问题，并酌情向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e)  缔约方在非第 5 条缔约方消费量减少的情况下可考虑防止出现向第 5 条缔约方出

口甲基溴库存的潜在有害贸易的各种备选办法(第 Ex.I/4 号决定, 第 9(a)段) 

   13． 按照第 Ex.I/4 号决定第 9(a)段，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应审议技术和经济

评估小组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份报告。但该小组未能于 2005 年完成其报告，因此

表示它将在 2006 年完成该报告供审议。将请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技术和经

济评估小组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并酌情向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f)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甲基溴实验室和分析用途的报告(第 XVII/10 号决定) 

   14． 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通过其第 XVII/10 号决定批准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某些甲基溴具体用途的实验室和分析关键用途豁免，但必须遵守目前适用于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必要用途豁免的条件。在这一方面，该决定吁请技经小组向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六届会议报告这些和其他可能的实验室和分析关键用

途，并报告实验室和分析必要用途的条件与实验室和分析关键用途的关联性。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不妨审议这些问题，并酌情向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5. 某些生产使用氟氯化碳的计量吸入器的第 5 条缔约方面临的困难(第 XVII/14 号

决定) 

   15． 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在第 XVII/14 号决定中决定，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

应考虑可否针对生产使用氟氯化碳的计量吸入器的某些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

约方的情况作出一项决定。在同一项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审查可有助于解决这一方面产生的不遵守情事的各种办法，并考虑举办适当的区

域讲习班来提高认识并就使用氟氯化碳的计量吸入器的替代办法对利益攸关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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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育。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不妨审议这些问题并酌情向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提

出建议。 

  6.  处理与遵约有关的消耗臭氧物质库存(UNEP/OzL.Conv.7/7-UNEP/OzL.Pro.17/11,

第 180 段) 

     16.   在其提交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履行委员会指出，它审查了为下

一年使用的储存生产和消费量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不遵守的问题，并暂时得出

结论，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库存可能不符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在随后

进行的讨论中，各位代表同意，与遵约有关的库存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也

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审议的复杂的问题，因此建议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六

届会议上再次审议这一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不妨审议这一问题并酌情提出

建议。 

7.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各技术选择委员会等群体利益申告准则 

17.   在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上，加拿大代表团提出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

其各技术选择委员会等群体利益申告的具体原则，会上商定，秘书处将在其网页

上公布这一提案并征求意见，以便使该提案的新的文本可以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第二十六届会议上供缔约方审议。加拿大的提案载于秘书处以下网址：

http://www.unep.ch/ozone/或http://ozone.unep.org/，请点击二月份的标题

“新的要闻”。请各缔约方在 2006 年 5 月 15 日之前提出评论，以便在认为适宜

的情况下拟订一份订正的提案。 

8. 讨论提议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任何调整 

9. 讨论提议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任何修正 

18.  2006 年 2 月间，臭氧秘书处执行秘书就《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 条第 9 款

以及《维也纳公约》的第 9 条第 2 款的适用问题致函所有缔约方，该款要求至少

在其会议之前 6 个月向缔约方通报任何拟议的调整或修正。秘书处在该函件中督

促所有缔约方至少在预定于 11 月 2 日举行的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前 7 个月向秘

书处提交任何拟议的调整和修正，以便使秘书处能够确保所有缔约方在第 2 条规

定的时间范围内收到关于任何这种修正和调整的适当通知。关于可能作出的调整

和修正，可在此回顾的是，在其筹备会议上，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同意推迟到

2006 年审议欧洲共同体提出的关于甲基溴的修正案，而缔约方第十七届会议在其

第 XVII／12 号决定中决定，缔约方应在其第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一项关于加速实

施列于《议定书》第 2A 条中的、为满足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的国内基

本需要而进行的氟氯化碳生产的逐步淘汰时间表的调整提案。关于后一事项，秘

书处已于 4 月 15 日收到一份调整提案，秘书处已把该调整提案及时登入其网

页，并连同本议程说明一道向各方分发。一旦秘书处收到任何进一步的调整提案

或任何其他调整或修正提案，亦将尽快向缔约方通报。   

10. 其他事项 

   19． 缔约方不妨讨论已确定并商定供审议的其他事项。 

11. 通过报告 

   20．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草稿将提交供通过。 

12. 会议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