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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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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次会议
2008 年 7 月 7-11 日，曼谷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1.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八次会议预定于 2008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在泰国曼谷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总部的联合国会议中心举行。7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8 时 30 分将在同一地点进行
与会者登记。尽管与会者可以进行现场登记,但秘书处鼓励与会者通过臭氧秘书
处网站(http://ozone.unep.org)在会议之前预先登记。
2.
臭氧秘书处执行秘书 Marco Gonzalez 先生将在会议开幕式上向代表们致
辞。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1

3. 临时议程 将提交工作组通过。Mikkel Aaman Sorensen 先生(丹麦)和
Judy Francis Beaumont 女士 (南非)将共同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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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排工作
4. 工作组不妨以全体会议的形式展开工作,并针对议程上的工作起草一份具体
的时间表。

3.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08 年进度报告产生的问题以及 2007 年遗留
的有关事项

(a)

经济和经济评估小组 2008 年进度报告
5.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将提交其 2008 年进度报告,包括关于甲基溴关键用途
提名的报告。

(b)

审查 2009 年和 2010 年必要用途豁免提名
6. 按照第 IV/25 号决定, 三个缔约方 – 欧洲共同体、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
合众国 – 提交了关于适用于 2009 年和 2010 年的氟氯化碳必要用途豁免的新
的请求。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将审议这些提名以及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这
些事项的建议,并酌情向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建议。

(c)

关于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的制冷和空调部门内氟氯烃替代品的概略研
究的摘要(第 XIX/8 号决定)
7. 缔约方在第 XIX/8 号决定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展开一项概略研究,评估
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的制冷和空调部门内氟氯烃的替代品,其中应具体
论述一些第 5 条缔约方所面对的具体的气候条件和特有的操作条件,例如在非露
天型采矿作业方面的操作条件。该决定请该小组在这一进程中确定需要更具体
研究适用替代品的各个方面。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可望从该小
组收到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现状报告,并酌情向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建议。

(d)

关于预计在哈龙-1211、哈龙-1301 和哈龙-2402 的供应方法方面会出现的区域
不平衡现象和改进预测的缓解今后这种不平衡现象的潜在机制的研究 (第
XIX/16 号决定)
8. 缔约方在第 XIX/16 号决定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审查预计在哈龙的供应
方面会出现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并讨论可用于预测和缓解今后这种不平衡现象的
潜在机制。工作组应审议小组的报告,并按需要向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建
议。

(e)

关于以下方面的审查和建议:加工剂用途豁免; 与可在第 X/14 号决定表 A 中增
列或删除的用途和加工剂用途有关的微小排放量(第 XVII/6 号决定)
9. 缔约方在第 XVII/6 号决定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向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
并于此后每隔一年报告加工剂用途豁免、与加工剂用途有关的微小排放量和可
以在第 X/14 号决定表 A 中增列或删除的加工剂用途并就此提出建议。工作组应
审议小组关于这些事项的报告,并酌情提出建议,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

(f)

关于四氯化碳排放和削减机会的最后报告(第 XVIII/10 号决定)
10. 缔约方在第 XVIII/10 号决定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继续审议一些与四氯
化碳排放有关的议题,并及时编写一份最后报告,供 2007 年举行的不限成员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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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然而由于时间限制,小组未能按时完成工作,供
2007 年审议,因此它同意在其 2008 年进度报告中论述这一请求。工作组应审议
小组关于这一事项的报告,并酌情向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建议。
(g)

关于正丙基溴、替代品和削减机会的报告(第 XVIII/11 号决定)和有关建议
11. 缔约方在第 XVIII/11 号决定中请科学评估小组与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就正
丙基溴问题提供最新资料,供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科学和
经济评估小组介绍了其工作,供 2007 年缔约方审议。另外还审议了一项有关的
拟议决定,但由于时间限制,缔约方未能完成其审议。因此缔约方决定将在以后
审查这一问题。工作组不妨审议关于这一事项的现有报告或建议,并酌情向缔约
方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建议。

(h)

审查 2009 年和 2010 年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12. 工作组应审查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关键用途豁免提名的初步报告。

(i)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各项报告中产生的任何其他问题
13. 工作组将讨论 2007 年讨论中没有完成的计量吸入器突击性生产问题 (第
XVIII/16 号决定)。孟加拉国和伊朗伊斯兰教共和国要求在本次会议上重新审议
这一问题。此外在其进度报告中,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可以提出应由缔约方审议
的其他重要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包括行政事项,将在秘书处关于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会议的说明中予以强调。

4.

执行委员会关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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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 XVIII/9 号决定)
14. 缔约方在第 XVIII/9 号决定中请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就以环境无害方式销
毁消耗臭氧物质进行案例研究,并就这一事项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八次
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告。工作组应审议这一报告,并酌情向缔约方第二十次会议
提出建议。

5.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充资的报告
(第 XIX/10 号决定)
15. 工作组应审议评估小组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开始就多边基金的下一次充
资问题展开辩论。

6.

审议议定书缔约方工作多年度议程 (缔约方第十九次会议报告第 134
段)
16. 在其第十九次会议上,缔约方审议了一份关于缔约方今后会议可展开工作的
多年度议程的建议草案。然而由于时间限制,会上同意将这一问题推迟到以后审
议。工作组不妨审议 2007 年议程上遗留下来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事项。

7.

讨论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任何拟议调整
17. 工作组应审议肯尼亚和毛里求斯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 条第 9 款提
出的关于调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联合提案,其目的是减少非按第 5 条行事的
缔约方向按第 5 条行事的缔约方出口的用于满足国内基本需要的甲基溴允许生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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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讨论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任何拟议修正
18. 工作组应审议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9 条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 条第
10 款提交的关于对《议定书》的修正的任何提案。

9.

其他事项
19. 工作组不妨讨论在通过议程时商定予以审议的已确定的任何其他事项。

10. 通过报告
20. 会上将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八次会议报告草稿供通过。

11. 会议闭幕
21.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八次会议拟定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五闭
幕。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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