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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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次会议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5 日，曼谷 

临时议程*项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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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XX/15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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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

于基多举行的第三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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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XXX/15 号决定。缔约方在该决定第

1 段中请臭氧秘书处“与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协商，同时考虑到技术和经济评

估小组为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包括《基加利修正》）正在作出的努力，编写

一份文件，提交给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一次会议，内容包括： 

(a) 职权范围、组成、地域平衡、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和非按此行事的

缔约方的均衡代表性； 

(b) 应对执行《基加利修正》即将带来的挑战所需的专门知识领域，如

能源效率、气候效益、安全性等。” 

2. 缔约方在同一决定(第 2–6 段)中论及技经小组的工作量问题，并决定技经

小组报告采用新的周期。秘书处编写了一份资料文件，介绍技经评估小组工作

量的最新情况(UNEP/OzL.Pro.WG.1/41/INF/6)。 

3. 本文件是与技经评估小组协商后编写的，评估了技经评估小组、其技术

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在任务、职权范围和新的挑战方面的现状。具体而

言： 

                                                                 

* UNEP/OzL.Pro.WG.1/41/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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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二节有两个小节，提供以下背景资料：(一)技经小组职权范围演

变情况的简要概述；(二) 缔约方讨论职权范围审查报告时所提问题的摘要； 

(b) 第三节分析了职权范围有关规定的执行现状，重点论及：(一)规模、

平衡和组成；(二)提名和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三)任命和任期；(四)其他程序

事项； 

(c) 第四节介绍了《基加利修正》带来的新挑战以及技经小组迄今是如

何应对其中一些挑战的。该节由两部分组成：(一) 即将进行的定期评估和审查；

(二) 与《基加利修正》有关的新问题； 

(d) 第五节概述了对技经小组、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职权

范围、组成和平衡的分析，强调指出缔约方不妨审议和进一步处理的领域； 

(e) 第六节概述了《基加利修正》所需要的专门知识。 

4.    在第三、四、五、六节中，“小组”一词是指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本身，

不包括其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 

 二、 背景 

 A. 小组职权范围的演变概况 

5. 1987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6 条列入了以下关于定期评估和审查

《议定书》控制措施的规定： 

从 1990年起，其后至少每四年一次，缔约方应根据可以取得的科学、环境、技

术和经济资料，对第 2 条规定的控制措施进行评估。在每次评估的至少一年以

前，各缔约方应召开上述有关领域的合格专家组会议，并决定任何此种专家组

的组成及任务规定。 

6. 1989 年：在缔约方第一次会议上，正式设立了最初四个蒙特利尔议定书

审查小组，即科学评估小组、环境评估小组、技术评估小组和经济评估小组。

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批职权范围以及各个小组的组成1。职权范围涉及

小组的结构和第一次评估报告要列入的主要问题。到 1991 年时，技术评估小

组和经济评估小组已合并成为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并成立了六个技术选择委

员会，以处理先前在技术评估报告各章中述及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各类主要用途。

从一开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代表性和专门知识方面的平衡就是缔约方

特别关注的问题。 

7. 1992 年：在缔约方第四次会议上，缔约方通过了关于评估小组的第 IV/13

号决定，赞赏地注意到各小组于 1991 年进行的四年期评估，并要求在 1994 年

底前完成下一次四年期评估。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

其各委员会每年就减少受控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方面的技术进展向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提出报告，并评估替代物质的使用情况。 

8. 1995 年：在缔约方第七次会议上，缔约方通过了关于评估小组的第

VII/34 号决定，并在第 5(e)段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继续努力加大按第 5 条

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第 5 条缔约方)专家的参与力度，以改善地域和专门知识

的平衡。缔约方在该决定中还讨论了与组织和运作有关的其他问题，并请技经

                                                                 
1 缔约方第一次会议报告（UNEP/Ozl.Pro.1/5）附件五和附件六分别列出了组成和职权范围。

见 https://undocs.org/UNEP/Ozl.Pro.1/5。 

https://undocs.org/UNEP/Ozl.Pro.1/5
https://undocs.org/UNEP/Ozl.Pr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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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提出提名和甄选专家的程序和标准，并就现有专门知识、运作方法和改组

备选方案提交报告。 

9. 1996 年：缔约方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小组组成和运作第 VIII/19 号决定，

核准了专门为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制订的初步综合职权范围。 

10. 2003 年：缔约方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第 XVIII/19 号决定，缔约方在决定

中修订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的利益披露准则，就潜在利

益冲突问题对职权范围作出澄清，以保障技经评估的独立性和它编制的与政策

有关的技术信息的客观性。 

11. 2010 年：缔约方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评估小组成员变更的第

XXII/22 号决定。缔约方在决定中请技经小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根据技经小

组职权范围第 2.9 节拟订缔约方提名专家的准则，并“在根据该小组职权范围

第 2.1、2.5 和 2.8 节，任命技术选择委员会、工作队及其他附属小组的成员时，

考虑是否有必要顾及平衡性和合适的专门知识”。 

12. 2011 年：在缔约方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缔约方在第 XXIII/10 号决定中商

定更新技经评估组及其附属机构的提名和运作程序，并请技经评估组提供可供

缔约方作决定的信息，包括经过更新的职权范围、修订后的回避准则草案和任

命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的准则。为此成立了一个工作队，工作队于 2012年 5月

提交了报告。 

13. 2012 年：在工作队根据第 XXIII/10 号决定于 2012 年 5 月提交的报告的基

础上，缔约方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第 XXIV/8 号决定，内容涉及修订后的技

经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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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以及利益冲突准则。对职权范围作出的一处修改是成员的任期最长不超过四

年，可以重新任命，但每一任期最多为四年。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请技经评

估组就各技术选择委员会的未来结构提出建议，并提供它的标准运作程序。 

14. 2013 年：在缔约方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缔约方通过了关于小组运作和组

织第 XXV/6 号决定，请技经评估组在 2014 年进度报告中提供技术选择委员会

成员提名工作的最新情况、技术选择委员会的拟议人员配置，以及简化技经评

估组介绍最新技术进展的备选方案。技经评估组的报告于 2014 年提交，在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上得到讨论，并由技经评估组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双边讨

论。无人反对委员会的拟议配置，技经评估组在考虑各方提供意见和建议后采

用了新的配置。 

15. 2018 年：在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上，缔约方通过了第 XXX/15 号决定，

请臭氧秘书处与技经评估组协商，编写一份文件，说明技经评估组的职权范围、

组成及其应对上文第 1 和第 2 段所述的、执行《基加利修正》即将带来的挑战

所需的专门知识领域。 

 B.  缔约方提出的问题 

16. 在 2017 年 11 月于蒙特利尔举行的缔约方第二十九次会议2上，除现有的

两名高级专家外，缔约方审议了出任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高级专家的四个人选

的提名或重新提名。缔约方任命了这些人选，任期一年，并鼓励各缔约方就可

能的提名进行磋商，并在提名待任命的高级专家前查阅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

                                                                 
2 与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一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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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缔约方在讨论期间还提出，由于氟氯烃得到逐步淘汰和根据《基加利修正》

作出了新的承诺，有必要进一步审议制冷、空调和热泵技术选择委员会今后的

工作和成员组成(UNEP/OzL.Conv.11/7–UNEP/OzL.Pro.29/8，第 122-124 段)3。 

17. 2018 年 7 月，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次会议上，缔约方审议了该

年收到的高级专家提名，并审议了列在会议议程其他事项下的、审查各评估小

组组成和组织的问题。某些缔约方在讨论期间指出，《基加利修正》的实施会

给缔约方的审议工作带来一系列重要问题；各评估小组需要获得适当的专门知

识，同时又不能重复其他实体的工作；它们应有来自不同区域和背景的成员，

形成平衡，以便考虑所有国家面临的情况；回顾已在六年前对技术和经济评估

小组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全面而耗时的审查，建议可以通过一个不太漫长的进程，

例如修订评估小组所需专长的汇总清单，来处理有关关切。某些缔约方提到就

以下问题上获得适当专门知识的重要性：气候变化、氢氟碳化物、能源效率和

高环境温度条件、不同区域和背景成员之间的平衡，以及缺乏来自第 5 条缔约

方的专家(UNEP/OzL.Pro.WG.1/40/7，第 185-187 段)4。 

18. 2018 年 11 月，许多缔约方在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上重申，它们认可技经

评估组对《蒙特利尔议定书》逐步淘汰臭氧消耗物质的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

并注意到，缔约方的工作今后将面临重大挑战，因为需要在能源效率、安全标

准和气候效益等领域具备新的专门知识。许多缔约方表示支持确保均衡的地域

覆盖面、性别平衡和第 5 条缔约方适当代表性的目标，并支持在与第 5 条缔约

方特别相关的领域（包括能源效率、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和高环境温度条件）

拥有适当专门知识的目标。有人指出，技经评估组已采取措施解决地域和性别

平衡问题，几位比较年轻的新成员为技经评估组带来了新的专门知识，评估组

继续根据所需专门知识来调整和扩充其组成。但是值得探讨其他的想法，以便

这一进程更加清晰，同时铭记随着新问题的出现，需要不断地重新进行平衡

（UNEP/OzL.Pro.30/11，第 154-159 段）5。 

 三、  职权范围的落实 

 A.  规模、平衡和组成 

    1.  职权范围的主要规定 

19. 根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各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职权

范围(UNEP/OzL.Pro.24/10，第XXIV/24号决定，附件) 
6，平衡的总体目标是使

第 5 条缔约方在技经评估小组和各委员会中的代表人数达到约 50%，并在不同

替代品专业之间实现代表性的适当平衡（职权范围第 2.1.0 节）。 

                                                                 
3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九次会议联合会议的 

报告，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24 日，蒙特利尔，http://conf.montreal-

protocol.org/meeting/mop/cop11-mop29/report/SitePages/Home.aspx。 
4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次会议报告，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14 日，维也纳，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oewg/oewg-40/report/SitePages/Home.aspx。 

5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的报告，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基多，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mop/mop30/report/SitePages/Home.aspx。 

6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各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

https://ozone.unep.org/en/handbook-montreal-protocol-substances-deplete-ozone-layer/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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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根据职权范围，对技经评估组、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要求

不同。技经评估组应由 18-22 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 2 或 3 名共同主席、各技

术选择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以及 2-4 名与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或技选委员会共

同主席不同专业的高级专家，同时考虑性别和地域平衡（职权范围第 2.1.1

节）。 

21. 每个技术选择委员会应有两名共同主席。技选委员会共同主席的任选必

须促进地域、性别和专业平衡。技经评估组应通过技选委员会共同主席组成技

选委员会，以反映适当的和预期的专业平衡，从而确保其报告和信息的全面性、

客观性和政策中立性。每个委员会应有大约 20 名成员，由委员会共同主席与

技经评估组协商后任命（职权范围第 2.5 节）。 

22. 技经评估组可任命临时附属机构，就有时限的具体问题作出报告（职权

范围 2.6）。规定技经评估组应与临时附属机构共同主席协商，组成这些机构，

以反映适当的专业平衡，从而确保其报告和信息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政策中立

性。技经评估组应通过临时附属机构共同主席在临时附属机构的报告中介绍其

组成是如何确定的。临时附属机构的成员，包括共同主席在内，如尚未成为技

经评估组的成员，则不能因其任职于临时附属机构而成为技经评估组的成员

（职权范围第 2.1.3 节）。 

23. 技经评估组根据缔约方的具体决定设立了临时附属机构。这些附属机构

大都是内部和外部专家组成的技经评估组工作队。有时它们是仅由技经评估组

成员组成的技经评估组工作组。近年来，针对执行《基加利修正》的有关问题，

技经评估组既设立了工作组，也设立了工作队。虽然职权范围并未具体规定临

时附属机构的规模和提出平衡方面的要求，但本文件第四节分析了针对与《基

加利修正》有关的新问题而组建的临时附属机构情况。 

   2.  规模 

24. 技经评估组目前有 19 名成员，其中 10 名来自第 5 条缔约方，9 名来自非

第 5 条缔约方。在关于成员变动的第 XXX/16 号决定得到执行后，技经评估组

目前由 3 名共同主席、11 名委员会共同主席和 5 名高级专家成员组成。有 5 个

技术选择委员会，委员会的规模目前介于 16 人至 40 人之间（见下文表 1）。 

25. 过去，技经评估组和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长期留任。然而，在过去四年

中，专家小组三分之一的成员发生了变化（见下文第 44 段）。缔约方依赖高

质量的产出，因此技经评估组成员，特别是共同主席，尤其要具有特定的素质

和技能，如领导经验、能够投入大量的时间、能够促成共识、了解缔约方的敏

感事项以及有良好的英语写作技能。 

26. 职权范围表明，技经评估组应有 2至 4名高级专家，提供评估组共同主席

或组成评估组的委员会共同主席没有涉及的专门知识。2018年共有 6名高级专

家，全部来自第 5 条缔约方。2019 年共有 5 名高级专家，全部来自第 5 条缔约

方。高级专家拥有以下方面的专门知识：经济学、《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则、

条例和程序、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第 5 条缔约方执行《蒙特利尔议

定书》的情况，以及气候变化。 

 3.  组成和平衡 

27. 现有的高级专家带来了专门知识，而且都来自第 5条缔约方，从而提高了

第 5 条缔约方在技经评估组中的代表性。鉴于技经评估组有 10 名第 5 条成员

和 9 名非第 5 条成员，第 5 条缔约方有 50%或接近 50%代表性的目标已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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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过去十年中，第 5 条缔约方在技经评估组中的代表性平均为 44%，目前

为 53%。然而，在过去十年中，第 5 条缔约方在技术选择委员会中的代表性平

均为 35%，2019 年为 36%。技经评估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

平衡情况见下表 1。更详细的信息见本文件的附件。 

28. 技经评估组成员之间的地域平衡也是缔约方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技经

评估组及其委员会的区域代表性都不平衡。技经评估组有一名非洲成员、六名

亚洲及太平洋成员、五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成员、四名欧洲成员和三名北美成

员。每个委员会目前的区域代表性见下表 2。 

29. 目前，技经评估组 30%的成员是女性。最近，技经评估组及其委员会加

大力度寻找女性专家，新任命的女性专家越来越多。妇女在各委员会中的总体

比例从过去十年的平均 10%增加到 2019 年的 20%(见表 1)。 

表 1 

2019 年 3 月技术和经济评估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第 5 条 非第 5 条 男 女 共计 

技经评估组 a 10 (53%) 9 (47%) 13 (68%) 6 (32%) 19 

泡沫技选委员会 b 9 (36%) 16 (64%) 19 (76%) 6 (24%) 25 

哈龙技选委员会 c 6 (35%) 11 (65%) 13 (76%) 4 (24%) 17 

医化技选委员会 d 11 (33%) 22 (67%) 26 (79%) 7 (21%) 33 

甲基溴技选委员会 e 7 (44%) 9 (56%) 14 (87%) 2 (13%) 16 

制冷技选委员会 f 14 (35%) 26 (65%) 37 (93%) 3 (7%) 40 

a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b 软硬质泡沫技术选择委员会。 

c 哈龙技术选择委员会。 

d 医疗和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会。 

e 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 

f 制冷、空调和热 

表 2  

2019 年技术和经济评估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的地域平衡 

 非洲 亚洲和

太平洋 

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 

欧洲 a 北美 b 共计 

技经评估组 1 6 5 4 3 19 

泡沫技选委员会 1 8 2 5 9 25 

哈龙技选委员会 1 5 1 6 4 17 

医化技选委员会 2 10 1 12 8 33 

甲基溴技选委员会 2 8 2 3 1 16 

制冷技选委员会 1 11 4 17 7 40 

 a  “欧洲”包括俄罗斯联邦。 
 b “北美洲”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 

 B.  提名和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 

  1.  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 

30. 为便于缔约方提交适当的提名，职权范围要求技经评估组和各技术选择

委员会制定缔约方提名专家的准则。按规定，“技经评估组/技选委员会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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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份列明技经评估组/技选委员会现有专门知识和所需专门知识的汇总表格，

以便缔约方提交相关提名。汇总表必须包括确保地域性别和专业平衡的必要性，

并提供关于现有专门知识和所需专门知识的一致信息。汇总表将包括姓名及所

属机构和不同替代品所需的特定知识。技经评估组/技选委员会应通过各自的

共同主席确保汇总表至少每年更新一次，并在秘书处网站上以及评估小组的年

度进度报告中予以公布。技经评估组/技选委员会还应确保汇总表中的信息清

晰、充分且兼顾平衡，并在技经评估组和技选委员会之间实现连贯一致，以便

人们能够充分理解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职权范围第 2.9 节）。 

31. 目前，技经评估组在每年五月发布的年度进度报告7中公布所需专门知识汇

总表8。技经评估组每年更新汇总表。2018 年对汇总表进行了两次更新，第二

次更新是在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上进行的。秘书处立即将更新后的汇总表张贴

在它的网站上，以便查阅。立即公布汇总表可能有助于缔约方根据所需的专门

知识及时提交提名。 

32. 技经评估组和各技术选择委员会专家的姓名和所属单位也在技经评估组

的年度进度报告中公布。没有在每一份报告中都公布现有或可得专门知识的信

息。虽然技经评估组公布了所有成员的姓名和所属单位，但通过这些名单了解

现有或可得专门知识并非总是一件易事。 

33. 临时附属机构需要根据缔约方的具体请求迅速组建。在设立临时附属机

构时，技经评估组的目标是确保所需专门知识的平衡，同时考虑到第 5条/非第

5 条、地域和性别的平衡。临时附属机构所需的专门知识未列入汇总表。职权

范围并未要求列入所需的专门知识。近年来，由于高环境温度条件国家的制冷

和空调行业的重要性自《基加利修正》通过以来有所提高，能源效率工作队和

制冷、空调和热泵技术选择委员会的相关专家人数也有所增加。在临时附属机

构中表现良好的专家，可以考虑推荐加入技术选择委员会。 

 2.  提名 

34. 职权范围规定，“各缔约方必须通过其国家协调人向秘书处做出对技经评

估组成员（包括技经评估组和技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的提名。此提名将转交

给缔约方会议审议。技经评估组的共同主席须确保所有由技经评估组确定的、

可能被任命为评估小组成员（包括技经评估组和技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的被

提名者，都已获得相关缔约方国家协调人的认同。技经评估组、技选委员会或

临时附属机构的成员不得同时兼任《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的代表”(职权

范围第 2.2.1 节)。 

35. 职权范围规定，关于技术选择委员会或临时附属机构，所有提名都应在

与相关缔约方的国家协调人充分协商后做出。职权范围还进一步指出，“对各

技选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所有提名应在与相关缔约方的国家协调人充分协

商后做出。各缔约方或技经评估组可对某一技选委员会的成员（不包括技选委

员会共同主席）进行提名，技选委员会共同主席可向各缔约方就审议提名的专

家人选提出建议。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可对临时附属机构成员（包括临时附属

机构的共同主席）进行提名”（职权范围第 2.2.2 节）。 

                                                                 
7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各技术选择委员会和附属机构的所有报告(包括进度报告)可见

https://ozone.unep.org/science/assessment/teap。 

8 见 http://ozone.unep.org/en/teap-experts-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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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目前，提名是通过简单信函提交，信函附有被提名人简历，以便更好地

介绍被提名人的专长。技经评估组在 2012 年 5 月根据第 XXIII/10 号决定印发

的报告的附件 C 中，提出了一份标准化提名的表格草案，供缔约方审议9。表

格内容全面，要求提供被提名人的详细信息，例如学历和其他资质、工作经历、

出版物、奖项、会员资格、语言知识和信息核实人，并有被提名人的签名，以

确认表格中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 

37. 根据职权范围提出的要求，缔约方与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和/或相关委员

会就技经评估组或委员会共同主席的潜在提名进行磋商。如果是提名或重新提

名委员会成员，则由委员会共同主席同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和相关的国家协调

人进行磋商。 

38. 各技术选择委员会还直接接受缔约方的提名。在决定接受或拒绝提名时，

委员会共同主席酌情与技经评估组协商，比照有关委员会所需专门知识来审议

被提名人的专门知识，同时考虑到第 5条/非第 5条、地域和性别的平衡。所需

专门知识汇总表列有各委员会专门知识的空白。通常的惯例是，可在任何时候

提名和任命委员会成员。 

39. 确保具备适当和充足的技术专门知识是技经评估组及其委员会的优先考

虑事项。需要保持合理的规模和平衡、避免专门知识的重复和填补专门知识的

特定空白，这意味着有时会拒绝缔约方提名的专家，或由委员会共同主席在同

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协商后推迟对专家提名的审议。尽管委员会共同主席会考

虑第 5条/非第 5条、性别和地域的平衡，但这些其他因素可让位于适当的技术

专长。 

40. 关于工作队等临时附属机构，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首先选出共同主席，

然后同他们共同决定成员人选。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将拟议成员名单分发给评

估组所有成员，供其审查和发表意见。技经评估组随后请臭氧秘书处向相关国

家协调人通报情况。临时附属机构通常大约在缔约方会议就其成员作出决定后

2 个月内设立，并有 3 个月的时间提出报告，供技经评估组审查，以便最晚在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开会前六个星期时把报告提交给臭氧秘书处。近年来，缔

约方要求各工作队提交初步报告，供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年中审议，并在年

度晚些时候向缔约方会议提交最后报告（例如，2019 年关于能源效率和三氯

氟甲烷（CFC-11）的报告）。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技经评估组的工作量，增

加了缔约方要求评估组编写报告的数量。每三年进行一次充资研究的工作队通

常在年中提交一份中期报告，然后在考虑缔约方的意见和进一步指导意见后，

把中期报告修改成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最后报告。 

41. 技经评估组、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工作量很大，日程安排也很紧。技

经评估组的每一份年度进度报告都有一节介绍评估组和委员会的组织事项和遇

到的挑战，包括工作量、新任务所需的专门知识，以及因专业知识缺失、例如

退休造成的缺失而带来的挑战。 

 C.  任命和任期 

42. 技经评估组成员由缔约方会议任命，任期最长四年。如职权范围第 2.3 节

所述，成员可再获任命，每次任命任期最长四年。根据定期审查技经评估组的

组成的意向，规定“在任命或重新任命技经评估组成员时，缔约方应确保延续

                                                                 

  9 见 https://ozone.unep.org/science/assessment/t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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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衡和合理的轮换”。根据第 2.5 节规定，技术选择委员会成员由委员会

共同主席在与技经评估组协商后任命，任期也不超过四年，并可重新任命，每

次任命最长四年。 

43. 职权范围规定，技经评估组可任命临时附属机构就有时限的具体问题提

交报告。职权范围还规定，“技经评估组可任命由技术专家组成的此类附属机

构，并在不再需要此类机构时予以解散，但需经缔约方审查。如问题重大且具

有延续性，而现有技选委员会无法处理，则技经评估组应要求缔约方设立一个

新的技选委员会。为确认设立时间一年以上的临时附属机构，缔约方会议须作

出一项决定”（职权范围第 2.6 节）。 

44. 因此，技经评估组多年来组建了工作队和工作组，作为处理具体问题的

临时附属机构，成员的任命期限为一年。虽然要求技经评估组在某临时附属机

构的每份报告中说明其成员组成是如何确定的，但这一要求并未总是得到满足。 

45. 技经评估组在成员不断变动的情况下保持了连续性。如上文第 25 段所述，

在 2014 年至 2018 年的四年周期内，更换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员职位；7 名成

员离开评估组，6 名新成员加入。虽然 4 年的任命周期可能会导致更换率在今

后几年里有所增加，但技经评估组和各委员会成员获得重新任命的次数没有限

制。与此同时，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和成员的作用可以根据临时需要在较短的

临时时段作出改变。例如，技经评估组的一位共同主席在空调、制冷和热泵技

术选择委员会共同主席离职后担任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以稳定该委员会。随

着各委员会发生变动和合并，可以重新委派其共同主席管理新的委员会，医疗

和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D.  其他程序事项 

46. 技经评估组有若干标准运作程序，包括会议、报告和达成共识的运作程

序。关于第 XXIV/8 号决定的工作队 2013 年 5 月报告介绍了这些程序。 

47. 技经评估组、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报告是采用协商一致方

式编写的。临时附属机构的报告和年度进度报告由技经评估组进行审查，然后

由评估组最后定稿并提交臭氧秘书处，供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其后再提

交缔约方会议审议。技术选择委员会的四年期评估报告由委员会直接转交臭氧

秘书处。在最后报告公布前，报告草案都是保密的。专家对技经评估组和委员

会报告进行的审查是有限的，仅限于几个技术选择委员会和一些工作队，例如

关于充资研究的工作队。这种审查通常会披露更多信息和意见。 

48. 职权范围规定，技经评估组、各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的报告采用协商

一致方式编写（职权范围第 4.1 节）。过去有一些技经评估组或委员会未能就

其结论和提交给缔约方的建议达成协商一致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制订一个少数

人报告的程序。近几年来，所有报告都达成了协商一致。技经评估组正通过为

自己、各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新增和增补专家，扩大它的信息和专门知识基

础，这会改进建议和结论。不过，这一进程并不排除今后发布少数人的报告的

可能性。 

 四、《基加利修正》和有关决定产生的任务和挑战 

49. 为满足缔约方目前和今后的需要，技经评估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的作

用在不断变化。技经评估组及其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继续转移工作重点，因

为《蒙特利尔议定书》已从提出和（根据评估报告）加强控制的时间表转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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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受控化学品的使用和对《议定书》的遵守。随着《基加利修正》的通过和氢

氟碳化物的逐步减少，技经评估组的作用再次发生变化。技经评估组继续开展

工作，根据为缔约方今后的努力提供支持所需的规模和专门知识来构建各委员

会。 

50. 在逐步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的过程中，从 1990 年代初起，采用了氢氟碳化

物作为替代品。由于 2016 年在基加利举行的缔约方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

《基加利修正》，缔约方商定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氢氟碳化物，以避

免其使用出现无序增长。《基加利修正》于 2919 年 1 月 1 日生效。 

51. 第 XXVIII/2 号决定请技经评估组对替代品进行定期审查，并对最新可用

和新出现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进行技术和经济评估。根据高环境温度豁免机制，

还要求技经评估组对在高环境温度条件下没有适当替代品的情况下，氢氟碳化

物替代品是否适用进行定期评估（见下文第四.A 节）。 

52. 还请评估小组评估提高能源效率的机会，重点关注制冷、空调和热泵行

业（第 XXVIII/3 号决定），与标准组织联系和协调，就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

代品的相关安全标准提交报告（第 XXVIII/4 号决定）。缔约方通过向技经评

估组提出后续行动请求，继续推进正在开展的能源效率工作（见下文第四 B

节）。 

      A.  定期评估和技术审查 

53. 在第 XXVIII/2 号决定中，缔约方请技经评估组“采用第 XXVI/9 号决定

第 1(a)段所述标准，于 2022年及此后每五年对各种替代品进行一次定期审查，

并对最新可用和新出现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进行技术和经济评估”（第 4 段），

并“于 2028 年之前每四到五年进行一次技术审查，以考虑将第 5 条第 2 类缔

约方的遵约日期从 2028 年冻结日期起向后推迟两年，以解决相关行业内高于

某一阈值的增长问题”（第 5 段）。 

54. 在第 XXVIII/2 号决定中，关于高环境温度的缔约方的豁免问题，缔约方

还决定，“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以及该小组的一个附属机构（包括高环境温度

问题外部专家）将根据缔约方商定的标准，评估各种氢氟碳化物替代品在不存

在适当替代品的地方使用的适当性，其中包括但仅限于第XXVI/9号决定第 1(a)

段列出的标准，并建议在本决定附录一增加或减少子行业，并且向缔约方会议

汇报该信息”（第 32 段） ，并在氢氟碳化物冻结日开始起 4 年后以及之后的

每 4 年定期开展评估（第 33 段）。 

55. 缔约方还设想，除了高环境温度豁免外，今后可能允许其他的豁免，技

经评估组可定期对可能需要豁免的行业进行审查。第 XXVIII/2 号决定规定在

2029 年审议这类豁免的机制（第 39 段），并规定缔约方“向技术和经济评估

小组提供资料和指导，以便其定期审查需要豁免的行业”（第 40 段）。 

56. 下文表 3概述了即将进行的具体涉及《基加利修正》的技术审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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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 XXVIII/2 号决定规定的涉及《基加利修正》的各项审查摘要 

年 审查 相关段落 

2022 年，然后每 5

年一次 

定期审查氢氟碳化物替代品，以提供最新可用和新

出现的替代品的信息 

第 4 段。 

2023 年或 2024 年 一次性技术审查，让第 5 条第 2 类缔约方考虑将 

遵约日期从 2028 年起向后推迟两年，以解决若干

行业的增长问题 

第 5 段 

2028 年，其后每 4

年一次 

评估高环境温度条件下的替代品，让缔约方审查 

是否需要延长豁免 

第 32 段和第 33 段 

2029 年至 2032 年 

之间 

缔约方向技经评估组提供指导，以便定期审查可能

需要豁免的行业(高环境温度不在此列) 

第 40 段 

57. 今后的补充资金研究预计将继续由技经评估组的一个工作队进行。根据

在第 XXVIII/5号决定中通过的该项研究的职权范围，为 2018-2020年充资进行

的研究（以及关于 2021-2023 年和 2024-2026 年充资的指示性供资数额的研究）

列入了第 5 条缔约方开展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初步活动和遵守氢氟碳化物控

制措施所需的额外资源。 

       B.  与《基加利修正》有关的新问题 

 1.  能源效率 

58. 缔约方认识到，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将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和提高电

器和设备的能源效率。因此，缔约方在第 XXVIII/3 号10、第 XXIX/10 号11和第

XXX/5 号12决定中请技经评估组就这些机会提交报告。技经评估组根据这些请

求设立了能源效率临时附属机构，由 2016 年的一个工作组、2017 年的一个工

作队和 2018年的一个工作队组成。这些机构组成情况的演变见下面表 4。参加

这些机构的有高环境温度条件下的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的专家。 

59. 技经评估组从评估组以外的地方和各委员会内部找到了新的专家，这些

专家拥有必要的专门知识并在各委员会成功担任过职务。其中一些工作队成员

已应邀于 2019 年成为相关技术选择委员会的成员，预计他们会加强各委员会

今后的产出，加强它们与《基加利修正》的相关性。 

                                                                 
10 缔约方在关于能源效率的第 XXVIII/3 号决定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审查在制冷和空调

及热泵部门出现的与向气候友好型替代品过渡有关的能效机会，包括非实物选择”（第 1

段）。 

11 缔约方在关于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合物的能源效率有关的问题的第 XXIX/10 号决定中请技

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在维持和（或）提高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的能效方面评估“技术备选方

案和要求，包括：(一) 它们在采用方面的挑战；（二）它们的长期可持续的性能和可行性；

(三) 它们按二氧化碳当量衡量的环境效益；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的能力建设和维修部门需

求；有关费用，包括资本和运营费用”(第 1 段)。缔约方还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概述其他

相关机构开展的活动和提供的资金(第 2 段)。 

12 缔约方在关于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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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效技术的问题的第 XXX/5 号决定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编写一份报告，说明保持或

提高能效的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技术和设备的成本和可用性（这些技术和设备除其他外，涵盖

各种制冷、空调和热泵部门，特别是家庭空调和商用制冷），同时考虑到地理区域，包括高

环境温度条件国家”(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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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能源效率临时附属机构的产出和组成 

年    决定     产出 组成 

2017 年 XXVIII/3 

(2016 年) 

第 XXVIII/3 号决定工作组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技经评估组/委员会专家=8 

外来专家 = 0 

共计= 8 

第 5 条缔约方= 4 (50%) 

高环境温度专家 a = 1 

2018 年 XXIX/10 

(2017 年） 

第 XXIX/10 号决定工作队的最后

报告（2018 年 5 月） 

第 XXIX/10 号决定工作队更新后

的最后报告（2018 年 9 月） 

技经评估组/委员会专家 = 7 

外来专家 = 14 

共计 = 21 

第 5 条缔约方=10 (48%) 

高环境温度专家 = 3 

2019 XXX/5 

(2018 年) 

缔约方在该决定中请评估小组编写

一份报告，但没有具体说明提交时

间。 

技经评估组/委员会专家 = 6 

外来专家 = 15 

共计 = 21 

第 5 条缔约方= 12 (57%) 

高环境温度专家 = 9 

a  根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说明，高环境温度专家具有在高环境温度条件下设计、操作和检

测制冷和空调设备或实施有关项目的具体知识和（或）经验。高环境温度专家不一定来自高

环境温度国家。 

2.  安全标准 

60. 缔约方还认识到及时更新易燃、低全球升温潜能值制冷剂国际标准的重

要性，并通过了关于建立安全标准定期磋商的第 XXVIII/4 号决定。缔约方在

该决定中请技经评估组就相关标准与标准组织进行联络和协调，并就低全球升

温潜能值替代品的相关安全标准编写一份报告。技经评估组根据这项决定设立

了一个安全标准工作队。工作队有 24 名成员，7 名来自第 5 条缔约方，有 2 名

高环境温度条件专家。 

  五、 第三节重点摘要 

61. 缔约方高度重视技经评估组的职权范围，以确保这一专家机构顺利运行，

因为它开展的重要工作有助于缔约方进行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各项目标的

工作。缔约方连续四年（2010-2013 年）讨论职权范围问题，并作出了一些最终

产生目前职权范围的重大决定，技经评估组一直在执行这些决定。评估组成功

地执行了这些重大决定和职权范围的规定，包括在 2014 年完成了对其所有委员

会成员的彻底审查和重新任命；制定和向各委员会分发提名准则；编制标准的

利益披露和利益冲突表格和指导意见；在评估组、各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每

次会议开始时回顾职权范围的规定。 

62. 必须记住技经评估组、各委员会和临时附属机构是在哪些具体情况下开

展工作和运作的，特别是请求迅速发生变化，而它们应对请求和编写报告的时

间很紧。 

63. 就规模而言，技经评估组目前有 19 名成员。三个委员会（泡沫技选委员

会、医化技术选择委员会和制冷技选委员会）的规模大于职权范围规定的规模。

医化技选委员会规模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委员会大约半数成员是计量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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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方面的医学专家，他们每隔一年开会。消毒剂专家是相应成员。制冷技选委

员会也很大，表明涵盖这一用量很大的领域需要广泛的专门知识。 

64. 技经评估组本身已经实现第 5 条缔约方和非第 5 条缔约方的 50/50 平衡，

但各技术选择委员会尚未实现，它们现有成员的 56%至 67%来自非第 5 条缔约

方。职权范围或缔约方的决定都没有对地域或性别平衡做出具体规定。就技经

评估组的组成而言，尚未实现地域平衡。尽管最近取得了进展，而且技经评估

组作了不懈努力，但女性任职人数仍然不足。评估组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和成

员已经加大力度，在专业网络中物色适当的专家，特别是来自第 5 条缔约方和

无人任职区域的专家以及女性专家。 

65. 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是提名的依据；一个结构合理并列出技经评估组现

有和所需专门知识的汇总表对于协助缔约方提名适当专家至关重要。汇总表载

于技经评估组的年度进展报告，并作为一份单独的文件张贴在臭氧秘书处网站

上，以便于查阅。职权范围规定，缔约方向技经评估组或各委员会提名人选时，

不需要同评估组或委员会协商。但提交提名的缔约方的确在需要时同技经评估

组讨论潜在提名人选。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提名高级专家时，不进行任何讨论。 

66. 每一项提名都附有简短的履历，列出被提名人的专长。通常在缔约方会

议即将召开前或在缔约方会议上提名技经评估组职位的人选，由缔约方在会上

就任命作出决定。各委员会的提名、任命或再任命全年进行。与汇总表中所列

所需专门知识相符的提名更有可能在汇总表公布后不久就被技经评估组接受。

鉴于临时附属机构要及时设立，故由技经评估组负责设立这些机构。因此，是

由评估小组提名临时附属机构合适的专家，秘书处则通知相关国家协调人，以

便进行磋商。 

67. 如果是提名技经评估组的高级专家，则提名人选的缔约方直接向臭氧秘

书处提交提名，以便转交缔约方会议。虽然职权范围未要求提名缔约方同评估

组磋商，但事先与评估组共同主席讨论潜在提名可能有助于确保获得所需专门

知识和实现平衡。同评估组的所有成员一样，高级专家应拥有相关的专门知识、

时间和技能，以便为小组的工作作出贡献；而且，按照职权范围的要求，他们

应具有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或委员会共同主席不具备的具体专长。与其他缔约

方就潜在提名进行磋商，也有助于确保缔约方相互协调和支持有关提名，同时

避免特定区域作出多项提名。关于汇总表中所需专门知识的信息足够详细、准

确和及时地考虑所需专门知识，以及提名程序明确，可能有助于提名工作。 

68. 共同主席和成员的任期目前最长为四年，可以重新提名和重新任命，任

期每次最长四年。重新任命没有次数限制。按现有职权范围的规定，技经评估

组和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和再任命工作每四年进行一次。在过去四年中，技经评

估组三分之一的成员已经更换。必须在连续性、平衡、合理的更换率和引进新

的专门知识之间取得平衡，特别是为了应对与《基加利修正》有关的新挑战。 

69. 确保具有适当和足够的技术专门知识，是技经评估组及其委员会的一个

优先考虑事项。这一优先事项可能比其他因素重要，技经评估组和委员会共同

主席有时会因此而拒绝缔约方提出的提名，因为认为这些提名不符合所需要的

特定专门知识。 

70. 关于其他程序事项，有几个技术选择委员会和若干工作队，例如关于充

资研究的工作队，让专家对其报告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一般会披露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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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见。技经评估组和其他技术选择委员会也对其报告采用类似的办法，特别

是编写报告的时间限制不太严格的四年期评估和其他定期评估报告。 

  六、 第四节重点摘要 

71. 在进行与《基加利修正》有关的评估和技术审查时，技经评估组及其技

术选择委员会需要具备氢氟碳化物技术及其替代品的专门知识，特别是制冷、

空调和热泵行业的专门知识，以及这些替代品在高温条件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的专门知识。还需要有这些技术的经济因素及其市场情况方面的知识。用于了

解设备和工业部门采用替代品在气候和环境方面所获益处的专门知识也有用。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挂钩和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也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72. 此外，必须确保技经评估组、各委员会和开展相关工作的临时附属机构

有足够的专门知识来应对某些区域或国家组关切的问题。在某些评估中，包括

在制冷技选委员会的工作中，了解缔约方的具体技术和经济状况及需求并拥有

相关的专门知识至关重要，该委员会不断审查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开发、供

应和采用氢氟碳化物替代品的情况，是一个关键委员会。 

73. 《基加利修正》规定的措施，包括提高能效，是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总体

背景下采取的，这反过来将对能源需求产生很大影响。现有的所需专门知识汇

总表列有涉及气候变化和能源效率的下列专门知识领域： 

(a) 涉及氢氟碳化物替代品和能源效率的臭氧和气候惠益建模； 

(b) 能源效率政策和标签、标准和测试以及用于消除市场障碍的激励措施。 

74. 视缔约方今后向技经评估组和各技术选择委员会提出请求的重点，对专

门知识的需求会发生变化。预计技经评估组会在汇总表中反映这种需求，以便

确定和提名适当的专家。 

75. 缔约方不妨考虑，对一些涉及气候变化的具体任务和问题来说，与具有

气候变化专门知识的机构一起联合开展活动是有利的，例如召开研讨会和专家

会议，组织特设小组编写具体报告13。 

 

                                                                 
13 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与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迄今联合开展了两项活动：(a) 

1999 年召开讨论限制氢氟碳化物和全氟化碳排放备选方案的专家会议；(b) 评估通过处理氢氟

碳化物和全氟化碳问题来保护臭氧层和全球气候系统的情况，评估结果是 2005 年发表的一份

特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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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截至 2019 年 3 月

的成员组成、人员结构和专门知识情况 

 1.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如下文表 1 所示，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目前由三名共同主席、各技术选择委员

会共同主席和五名高级专家组成。高级专家提供与《蒙特利尔议定书》进程有

关的专门知识，其中包括补充资金、全球融资机制、经济学、能源效率和气候

变化。 

 所需专门知识1

最新的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列出了以下与执行《基加利修正》有关的专门知识

领域： 

• 多边基金充资和供资机制方面的经验 

• 在考虑行业因素、臭氧和气候方面的情况下对过渡备选方案进行经济分析 

• 了解与臭氧和气候保护有关的全球筹资机制 

表 1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组成 

技经评估组共同主席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Bella Maranion 女 环境保护局 美国 

Marta Pizano 女 独立专家，甲基溴技选委员会 哥伦比亚 

Ashley Woodcock 男 曼彻斯特大学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基金会信托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

国 

高级专家  所属单位 国家 

Suely Carvalho 女 独立专家 巴西 

Marco Gonzalez 男 独立专家 哥斯达黎加 

Rajendra Shende 男 印度地球政策中心 印度 

Sidi Menad Si-Ahmed 男 独立专家 阿尔及利亚 

张世秋 女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 

技术选择委员会共同主席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Paulo Altoé 男 陶氏化学, 泡沫技选委员会 巴西 

Adam Chattaway 男 柯林斯航天航空公司，哈龙技选委员会 联合王国 

Sergey Kopylov 男 全俄消防研究所, 哈龙技选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 

Roberto de A. Peixoto 男 马瓦理工学院，制冷技选委员会 巴西 

Fabio Polonara 男 马尔凯理工大学，制冷技选择员会 意大利 

Kei-ichi Ohnishi  男 AGC 公司，医化技选委员会 日本 

                                                                 

 1 技经评估组和各委员会需要的专门知识摘自所需专门知识汇总表，汇总表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8 年 11 月，可查阅臭氧秘书处网站（https://ozone.unep.org/teap_experts_required）。所需专

门知识的大多数请求是对第 5 条专家提出的。 

https://ozone.unep.org/teap_experts_required
https://ozone.unep.org/teap_experts_required


UNEP/OzL.Pro.WG.1/41/4 

16  

Ian Porter 男 拉特罗贝大学，甲基溴技选委员会 澳大利亚 

Helen Tope 女 澳大利亚能源国际公司，甲基溴技选委员会 澳大利亚 

Daniel Verdonik 男 詹森休斯公司，哈龙技选委员会 美国 

Helen Walter-Terrinoni 女 空调、供暖和制冷研究所，泡沫技选委员会 美国 

张建军 男 浙江化工研究院，甲基溴技选委员会 中国 

缩略语：技经评估组，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泡沫技选委员会， 软硬质泡沫技术选择委员

会；哈龙技选委员会，哈龙技术选择委员会；医化技选委员会，医疗和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

会；甲基溴技选委员会， 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制冷技选委员会， 制冷、空调和热泵技术

选择委员会。 

占比 

成员总数：19 人 

第 5 条缔约方：9 人 （50%）；非第 5 条缔约方：10 人 （53%） 

男性：13 人 （68%）；女性：6 人（32%） 

非洲：1 人（5%）；拉丁美洲及加勒比：5 人（26%）；欧洲（包括俄罗斯联

邦和联合王国）：4 人 (21%)；北美（加拿大和美国）：3 人（16%）；亚洲和

太平洋： 6 人 （32%） 

 2. 软硬质泡沫技术选择委员会 

  一般性专门知识 

软硬质泡沫技术选择委员会（泡沫技选委员会）成员拥有以下方面的专门知识：

生产和处理泡沫发泡剂；泡沫配方；泡沫生产（挤塑聚苯乙烯、喷雾泡沫和电

器等）和生命周期分析；排放和库存建模；泡沫的认证测试；与泡沫有关的监

管条例；全球泡沫市场，包括预测今后的产量；熟知泡沫、发泡剂、监管条例

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历史；建筑围护结构，降低建筑的能源需求；家电设

计和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效率。下文表 2 提供了泡沫技选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所需专门知识 

• 中东的聚氨酯泡沫塑料 

• 南部非洲的家电生产 

• 转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期间的泡沫生产和相关的安全问题 

 

表 2 

软硬质泡沫技术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共同主席.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Paulo Altoé  男 陶氏化学 巴西 

 Helen A Walter -Terrinoni 女 空调、供暖和制冷研究所 美国 

成员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Samir Arora 男 工业泡沫公司 印度 

Paul Ashford 男 Anthesis Group 联合王国 

Angela Austin  女 独立专家 联合王国 

Kultida Charoensawad 女 科思创 泰国 

Roy Chudhury 男 泡沫供应 澳大利亚 

Joe Costa 男 阿科玛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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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yn Davies  男 金斯潘集团 联合王国 

Rick Duncan  男 喷雾聚氨酯泡沫联盟 美国 

Gaby Dreyfuss 女 基加利冷却效率方案 美国 

Rajaram Joshi 男 欧文斯科宁 印度 

Ilhan Karaaǧaç 男 Izocam 土耳其 

Shpresa Kotaji 女 亨斯迈公司 比利时 

Simon Lee 男 独立专家 美国 

Yehia Lotfi 男 Technocom 埃及 

Lisa Norton  女 索威公司 美国 

Miguel Quintero  男 独立专家 哥伦比亚 

Sally Rand  女 独立专家 美国 

Sascha Rulhoff 男 H-C-S Group  德国 

Enshan Sheng  男 亨兹曼公司 中国 

Koichi Wada  男 日本聚氨酯工业研究所 日本 

David J Williams 男 霍尼韦尔 美国 

Guolian Wu 男 三星 美国 

Wentao Allen Zhang  男 独立专家 中国 

占比 

成员总数：25 人 

第 5 条缔约方：9 人（36%）；非第 5 条缔约方：16 人（64%） 

男性：18 人（72%）；女性：7 人（28%） 

非洲：1 人（4%）；拉丁美洲及加勒比：2 人（8%）；欧洲（包括俄罗斯联

邦）：5 人 （20%）；北美（加拿大和美国）：9 人（36%）；亚洲和太平洋： 

8 人 （32%） 

 3. 哈龙技术选择委员会 

  一般性专门知识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基加利修正》，哈龙技术选择委员会的作用已经

扩大，涵盖哈龙、氢氯氟碳化物和高全球升温潜能值氢氟碳化物的低全球升温

潜能值替代品。然而，《基加利修正》不要求在消防部门增加专门知识领域，

因为有关用途没有变化。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哈龙技选委员会仍然关切的是，

制冷剂、泡沫发泡剂和溶剂易燃，需要消防方面的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几乎

只有哈龙技选委员会才具备。下文表 3 提供了哈龙技选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所需专门知识 

• 东南亚民用航空的灭火用途 

• 哈龙、氢氯氟碳化物和氢氟碳化物替代品及其在非洲、南美洲和南亚的市

场渗透率 

• 非洲和南美洲的哈龙库存和供应 

• 拆船过程中的哈龙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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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软硬质泡沫技术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共同主席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Adam Chattaway 男 柯林斯航天航空公司 联合王国 

Sergey Kopylov 男 全俄消防研究所 俄罗斯联邦 

Daniel P. Verdonik 男 詹森休斯公司. 美国 

成员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Jamal Alfuzaie 男 独立专家 科威特 

Johan Åqvist 男 瑞典国防物资管理局 瑞典 

Youri Auroque 男 欧洲航空安全局 法国 

Seunghwan (Charles) Choi 男 韩昌公司 大韩民国 

Michelle M. Collins 女 国际电气设备公司 美国 

Khaled Effat 男 现代系统工程 埃及 

Carlos Grandi 男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巴西 

Laura Green 女 希尔公司 美国 

Elvira Nigido 女 澳大利亚天然气 澳大利亚 

Emma Palumbo 女 安全高科技 意大利 

Erik Pedersen 男 独立专家 丹麦 

R.P. Singh 男 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消防、爆炸物和环境

安全中心 

印度 

Donald Thomson 男 马尼托巴保护臭氧协会 加拿大 

Mitsuru Yagi 男 能美防灾株式会社，消防和环境保护网络 日本 

占比 

成员总数：17 人 

第 5 条缔约方：5 人 （29%）；非第 5 条缔约方：12 人（71%） 

男性：13 人（76%）；女性：4 人（24%) 

非洲：1 人（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 人（6%）；欧洲（包括俄罗斯联

邦）：6 人 （35%）；北美（加拿大和美国）：4 人（24%）；亚洲和太平洋：

5 人 （30%）  

 4. 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 

一般性专门知识 

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甲基溴技选委员会）汇集关于甲基溴受控和豁免用途

的专门知识，如检疫和装运前用途以及具有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的替代品。成员

是以下领域的专家：控制和管理通过土壤传播、攻击当前使用或以前用过甲基

溴的作物的害虫和病原体；各类库存商品和建筑的虫害防治；其他控制检疫性

病虫害和病原体的方法。成员有研究、监管和商业方面的经验。下文表 4 提供

了甲基溴技选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所需专门知识 

• 验证甲基溴替代品以便对苗圃植物材料跨州和跨国转移进行认证和相关的

风险评估 

• 甲基溴替代品的经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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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基溴和替代品的检疫和装运前用途 

• 基质技术 

表 4 

软硬质泡沫技术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共同主席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Marta Pizano 女 独立专家 哥伦比亚 

Ian Porter 男 拉特罗贝大学 澳大利亚 

成员  所属单位 国家 

Cao Aocheng 男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 

中国 

Jonathan Banks 男 独立专家 澳大利亚 

Fred Bergwerff 男 EcO2 荷兰 

Mohamed Besri 男 哈桑二世农学与兽医研究所 摩洛哥 

Sait Erturk 男 中央研究院植物保护所 土耳其 

Ken Glassey 男 环境和森林部 新西兰 

Alfredo Gonzalez 男 独立专家 菲律宾 

Rosalind James 女 农业部 美国 

Takashi Misumi 男 农林水产省 日本 

Christoph Reichmuth 男 洪堡大学 德国 

Jordi Riudavets 男 农业食品研究和技术研究院植

物保护所 

西班牙 

Akio Tateya 男 日本熏蒸技术协会 日本 

Alejandro Valeiro 男 农业部 阿根廷 

Nick Vink 男 斯坦陵布什大学 南非 

占比 

成员总数：16 

第 5 条缔约方：7 人 （44%）；非第 5 条缔约方：9 人（56%） 

男性：14 人（87%）；女性：2 人（13%） 

非洲：2 人（13%）；拉丁美洲及加勒比：2 人（13%）；欧洲（包括俄罗斯联

邦）：3 人（19%）；北美（加拿大和美国）：1 人（5%）；亚洲和太平洋： 8 

人 （50%） 

 5. 医疗和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会 

一般性专门知识 

医疗和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会是化学品委员会和医疗委员会 2015年合并后成立

的，汇集了以下方面的专门知识：计量吸入器及其替代物；气溶胶；消毒剂；

用作原料的受控物质的生产；溶剂和加工剂的应用；因臭氧消耗潜能值或全球

升温潜能值而令人关注的化学物质；实验室和分析用途；受控物质的销毁。成

员是以下方面的专家：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其治疗；制药和药品销售；

气雾剂制造和销售；医院医疗设备消毒和医疗设备工业消毒；化学品制造；实

验室和分析用途；销毁技术。成员拥有研究、学术、临床、监管、实验室、工

业和商业方面的经验。十三名计量吸入器方面的医疗专家隔年开会，审查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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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计量吸入器中氢氟碳化物的进展情况，两名消毒剂方面的医疗专家为通讯

成员。下文表 5 提供了甲基溴技选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所需专门知识 

• 各类销毁技术 

• 工业化学品制造流程 

• 实验室用途的分析程序 

表 5 

医疗和化学品技术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共同主席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Kei-ichi Ohnishi 男 AGC 公司 日本 

Helen Tope 女 独立专家/澳大利亚国际能源组织 澳大利亚 

张建军 男 浙江化工研究院 中国 

成员  所属单位 国家 

Emmanuel Addo-Yobo 男 夸梅恩克鲁马科技大学 加纳 

Fatima Al-Shatti 女 独立专家/国际臭氧委员会，科威特环境公共管

理局 

科威特 

Paul Atkins 男 奥里尔疗法公司  美国 

Bill Auriemma 男 多元化 CPC 公司 美国 

Olga Blinova 女 俄罗斯科学中心“应用化学” 俄罗斯联邦 

Steve Burns 男 阿斯利康 联合王国 

Nick Campbell 男 阿科玛公司 法国 

Nee Sun (Robert) Choong 

Kwet Yive 
男 毛里求斯大学 毛里求斯 

Rick Cooke 男 曼西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加拿大 

Maureen George 女 哥伦比亚大学护理学院 美国 

Kathleen Hoffmann 女 斯特利根茨国际公司 美国 

Jianxin Hu 男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 

Ryan Hulse 男 霍尼韦尔 美国 

Javaid Khan 男 阿迦汗大学 巴基斯坦 

Andrew Lindley 男 独立专家/墨西哥化学品(联合王国)有限公司，

欧洲氟碳技术委员会 

联合王国 

Gerald McDonnell 男 强生公司德普合成公司 美国 

Robert Meyer 男 独立专家/绿叶保健公司(顾问) 美国 

Tim Noakes 男 墨西哥化学品公司（英国）有限公司 联合王国 

John G. Owens 男 3M 公司 美国 

Jose Pons Pons  男 化学喷剂公司 委内瑞拉 

Hans Porre 男 帝人芳纶 荷兰 

John Pritchard 男 独立专家/激励战略 联合王国 

Rabbur Reza 男 比西姆科制药公司 孟加拉国 

Paula Rytilä 女 奥里昂公司 芬兰 

Rajiev Sharma  男 葛兰素史克 联合王国 

Jørgen Vestbo 男 曼切斯特大学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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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ine Whorlow 女 非执行董事 澳大利亚 

Ashley Woodcock 男  曼彻斯特大学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基金会信托 联合王国 

Yizhong You 男 气溶胶通讯杂志 中国 

Lifei Zhang 男 国家环境分析和测量研究中心 中国 

占比 

成员总数：33 人 

第 5 条：10 人（30%）；非第 5 条：23 人（70%） 

男性：26 人（79%）；女性：7 人（21%） 

非洲：2 人（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 人（3%）；欧洲（包括俄罗斯联

邦）：11 人（34%）；北美（加拿大和美国）：9 人（27%）；亚洲和太平洋：

10 人 （30%） 

 6. 制冷、空调和热泵技术选择委员会 

  一般性专门知识 

制冷、空调和热泵技术选择委员会（制冷技选委员会）是规模最大的委员会，

2019 年的工作重点是机构重组。该委员会汇集了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的专业

知识。成员是以下方面的专家：制冷剂；家用制冷；商业制冷；工业制冷和热

泵系统；运输制冷；空气对空气空调和热泵；水暖和空间供暖热泵；冷却器；

汽车空调；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在制冷系统上的应用；非同类技术；高环境温

度应用；制冷、空调和热泵系统建模。成员有研究、监管和商业方面的经验。

下文表 6 提供了制冷技选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所需专门知识 

• 涉及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能源效率的臭氧和气候惠益建模 

• 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臭氧消耗物质和氢氟碳化物过渡建模 

• 能源效率政策和标签、标准和测试以及用于消除市场障碍的激励措施 

• 臭氧消耗物质和氢氟碳化物制冷剂库和/或回收、再循环和回收利用 

表 6 

制冷技术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2 

共同主席 性别 所属单位 国家 

Roberto de A. Peixoto 男 马瓦理工学院 巴西 

Fabio Polonara 男 马尔凯理工大学 意大利 

成员  所属单位 国家 

Maria C. Britto Bacellar 女 江森自控 巴西 

James M. Calm  男 卡尔姆咨询公司 美国 

Radim Cermák  男 英格索兰 捷克 

Guangming Chen  男 浙江大学 中国 

Jiangpin Chen  男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 

Daniel Colbourne 男 冷藏咨询公司 联合王国 

Richard De Vos  男 通用家电 美国 

                                                                 
2 另有三名成员在等待确认任命：Omar Abdelaziz （埃及）；Jitendra Bambhure（印度）；

Helene Rochat（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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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umar Devotta  男 独立专家 印度 

Martin Dieryckx  男 大金欧洲 比利时 

Dennis Dorman  男 特灵 美国 

Bassam Elassaad  男 独立专家 黎巴嫩 

Ray Gluckman 男 格拉克曼咨询公司 联合王国 

Dave Godwin  男 环境保护局 美国 

Marino Grozdek  男 萨格勒布大学 克罗地亚 

Samir Hamed  男 佩特拉工程公司 约旦 

Herlianika Herlin 女 PT AWH 印度尼西亚 

Martien Janssen 男 Re/genT 荷兰 

Holger König 男 制冷技术咨询公司 德国 

Michael Kauffeld  男 卡尔斯鲁厄应用技术大学； 德国 

Mary E. Koban 女 凯莫斯公司 美国 

Jürgen Köhler  男 布不伦瑞克理工大学 德国 

Lambert Kuijpers  男 A/genT Consultancy 荷兰 

Richard Lawton  男 剑桥制冷技术 联合王国 

Tingxun Li  男 中山大学 中国 

Carloandrea Malvicino 男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意大利 

D. Mohan Lal 男 安娜大学 印度 

Maher Mousa 男 MHM 咨询公司 沙特阿拉伯 

Petter Nekså  男 SINTEF Energy Research 挪威 

Horace Nelson  男 独立专家 牙买加 

Tetsuji Okada  男 日本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日本 

Alaa M. Olama  男 独立专家 埃及 

Alexander C. Pachai  男 江森自控 丹麦 

Per Henrik Pedersen  男 独立专家/丹麦技术研究所 丹麦 

Rajan Rajendran  男 爱默生 美国 

Giorgio Rusignuolo  男 联合技术开利公司 美国 

Asbjørn Vonsild  男 冯西尔德咨询公司 丹麦 

Samuel Yana Motta 男 霍尼韦尔 秘鲁 

Hiroichi Yamaguchi 男 东芝开利株式会社 日本 

占比 

成员总数：40 人 

第 5 条缔约方：14 人（35%）；非第 5 条缔约方：26 人（65%） 

男性：37 人（93%）；女性：3 人（7%） 

非洲：1 人（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4 人（10%）；欧洲（包括俄罗斯联

邦）：17 人（43%）；北美（加拿大和美国）：7 人（18%）；亚洲和太平洋：

11 人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