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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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次会议 

2020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临时议程的附加说明 

  秘书处的说明 

1. 本说明附件载列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议程（UNEP/OzL.Pro.WG.1/42/1）的附加说

明，提供了为便于缔约方审议临时议程项目而编写的文件的参考指南。1 

2. 由于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仍在继续，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第四十二次会议将无法按计划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在蒙特利尔召开。

然而，会议的所有相关文件都已编制并发布在会议门户网站上，与会议如期召

开无异。 

3. 鉴于无法完整召开会议，秘书处将针对议程项目 3（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 2021-2023 年期间的充资工作）和议程项目 7(a)（2021 年和 2022年甲

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组织在线工作。这两个项目，连同保护臭氧层维也纳

公约信托基金和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的预算，是缔约方预计在 2020年通过

决定的议程项目。 

4. 在线工作包括： 

(a) 在线论坛，用于针对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多边基金 2021-2023
年期间充资工作的报告（下称“充资报告”）和关于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的报告提交评论意见； 

(b) 关于充资问题的在线会议，由三次基本相同的会议组成，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15 日和 16日举行。 

本说明附件有关议程项目下详细说明了具体在线工作的组织方式。 

 
* 有些议程项目将在线上讨论，还有些项目将推迟审议。 
1 所有文件均可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门户网站的会前选项卡下查阅：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oewg/oewg-42/presession/SitePages/Home.aspx。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oewg/oewg-42/presession/Site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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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议程上其他所有项目将根据臭氧秘

书处在 2020年 5月 29日致所有缔约方的信函所载应急计划中概述的备选方案，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臭氧条约机构以后的会议上进行讨论。第四十二次会议门

户网站上也提供了上述信息。秘书处将继续协商并评估疫情形势，最迟于 2020
年 9 月底向缔约方通报就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和蒙特利尔议定

书缔约方第三十二次会议的安排达成的决定。



UNEP/OzL.Pro.WG.1/42/1/Add.1 

3 

附件 

议程项目 议程项目标题和简要说明 有关参考文件 

项目 1 会议开幕 

 由于持续的疫情，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面对面会议推迟

举行。 
将围绕议程项目 3和 7(a)安排在线工作，如本表相关小节所述。 
关于充资问题的在线会议将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

共同主席宣布开幕并主持。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议程上其他项目将在以后的会

议上讨论，这些会议或定于 2020年晚些时候或 2021年举行。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门户网站：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oewg/oewg-42/SitePages/Home.aspx 

 2020年 5 月 29日致所有缔约方的信函，载有 2020年和 2021 年臭氧条约

机构会议的应急计划 

项目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是为完整的、面对面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

议编制的。缔约方通常会根据议事规则，审议临时议程、增加其认

为有必要讨论的任何项目，并通过议程。 
在关于充资问题的三次在线技术会议上，根据议程，将先由技术

和经济评估小组介绍充资报告，然后是问答环节。 

 临时议程（UNEP/OzL.Pro.WG.1/42/1）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13和 30 段） 

 议事规则（https://ozone.unep.org/treaties/meetings/decisions/ annex-i-rules-
procedure-meetings-parties-montreal-protocol） 

(b) 工作安排 

对项目 3和 7(a)的在线工作安排如下： 
- 专门的在线论坛，用于就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多边基金  

2021-2023年期间充资工作的报告提交评论意见和问题 
- 专门的在线论坛，用于就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甲基溴关键

用途豁免提名的报告提交评论意见和问题 
- 关于充资报告的在线会议（三次基本相同的技术会议，以照顾

不同时区的缔约方） 
缔约方可以参加上述任何一次或所有会议。已邀请观察员与会，

其可选择参加任何一次或所有三次会议。 
每次在线会议都将包括报告介绍和问答环节。每次会议将持续三个

小时，将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提供口译服务。 
会议将被录制，会议报告将在会后分发。所录会议视频将应请求

分享。 

 临时议程（UNEP/OzL.Pro.WG.1/42/1） 

http://conf.montreal-protocol.org/meeting/oewg/oewg-42/SitePages/Home.aspx
https://ozone.unep.org/treaties/meetings/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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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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 2021-2023 年期间的充资工作 

 缔约方在第 XXXI/1号决定中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编写一份报告

提交缔约方第三十二次会议，并通过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

次会议提交该报告，以便缔约方第三十二次会议能够就多边基金

2021-2023年充资的适当额度问题通过一项决定。 

该报告由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充资问题工作队编写，并发布在会议

门户网站上。 

缔约方将通过以下程序对其进行审议： 

1.  专门的在线论坛（点击此处访问），供缔约方审查报告并提交评

论意见。臭氧秘书处将在 2020 年 7 月 6日之前汇集已收到的初步意

见和问题，并与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工作队分享。所有缔约方均可

看到在线论坛上发布的评论。 

2.  三次基本相同的在线技术会议，期间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工作队

将介绍其报告，并回应论坛和与会者提出的初步问题和评论意见： 

 第一次在线会议将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6时
（内罗毕时间）开始，最适合 1区（UTC-3）国家。 

 第二次在线会议将于 7月 15日星期三中午 12 时（内罗毕

时间）开始，最适合 2区（UTC+3至 UTC+6）国家。 

 第三次在线会议将于 7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8时（内罗毕

时间）开始，最适合 3区（UTC+6至 UTC+9）国家。 

3.  在线会议结束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共同主席

将为缔约方预留两周时间，供其提交任何补充评论意见、澄清请求

和/或在报告中添加信息的任何建议。 

4.  共同主席将把评论意见、问题和建议综合成一份文件，并与缔约

方分享。此后，缔约方还有一周时间对综合文件发表评论意见。 
5.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工作队将发布一份说明，对提出的任何未决

问题作出答复。评估小组将不会根据缔约方提出的请求编写补充报

告。待缔约方能够举行面对面会议时，上述综合文件将作为讨论的

基础。届时，缔约方将商定可能需要评估小组提供的任何补充设想

情况或信息。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4至 6段）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增编 1
（UNEP/OzL.Pro.WG.1/42/2/Add.1，第 4 至 11段及附件一）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增编 2：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 2021-2023年期间的充资工作

（UNEP/OzL.Pro.WG.1/42/2/Add.2）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报告，2020年 5月，第 3卷：评估多边基金

2021-2023 年期间充资所需资金 
 充资报告执行摘要，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提供，可查询在线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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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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氯氟甲烷（CFC-11）的意外排放 

 第 XXXI/3号决定有关三氯氟甲烷意外排放以及为加强《蒙特利尔  
议定书》有效实施和执行而强化体制程序。在该议程项目下，缔约方

将可提出任何相关问题，同时铭记科学评估小组以及技术和经济评估

小组将编写报告供缔约方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这一议程项目将推迟审议。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7至 13段） 

项目 5 查明受控物质大气监测全球覆盖范围的薄弱环节以及加强这类监测的备选方案（第 XXXI/3号决定，第 8段） 

 在第 XXXI/3号决定第 8段中，缔约方请科学评估小组与臭氧研究 
管理人员 2020年会议合作，查明受控物质大气监测全球覆盖范围中

的薄弱环节，并就加强此类监测的方式提供备选方案。科学评估小

组编写了一份文件，本应作为臭氧研究管理人员第十一次会议讨论

的基础，但该会议也因 COVID-19大流行而推迟。会议目前定于

2021 年 4月 14 日至 16日在日内瓦举行。 
鉴于缔约方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已安排分别于 2020年 10月 7日和

8日举行两次相同的闭会期间在线会议。这些会议上将介绍科学评

估小组的文件，以便臭氧研究管理人员进行讨论。在讨论结果的基

础上，文件将作修订，随后与缔约方分享。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14至 16 段）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增编 1
（UNEP/OzL.Pro.WG.1/42/2/Add.1，第 12至 15段） 

 查明受控物质大气监测全球覆盖范围的薄弱环节以及加强这类监测的备选

方案（UNEP/OzL.Pro.WG.1/42/4，将于 2020年 10月臭氧研究管理人员在

线会议召开后发布，在该会议上臭氧研究管理人员将讨论秘书处关于这一

事项的说明 UNEP/OzL/Conv.ResMgr/11/4/Rev.1） 

项目 6 加强《蒙特利尔议定书》有效实施和执行的体制进程（UNEP/OzL.Pro.31/9，第 170段） 

 履行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了秘书处报告中汇编的处理受控物

质非法生产和非法贸易的可能方法，并请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通

过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予以审议。 
在该议程项目下，缔约方预计将审议该报告以及秘书处编写的关于

有效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体制进程的概述。 
这一议程项目将推迟审议。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17至 20 段） 

 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遵守情事程序下设履行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工作报告

（UNEP/OzL.Pro/ImpCom/63/6，第 44至 49段及附件二和三） 
 秘书处题为“关于有效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体制进程的文件概述”

的报告（UNEP/OzL.Pro.WG.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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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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20年报告 

(a) 2021 年和 2022年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两个按第 5 条第 1款行事的缔约方（阿根廷和南非）和两个非按该

条款行事的缔约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提交了 2021年和 2022年
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关于对这些提名的评价以及临时建议的中期

报告已发布在会议门户网站上。 
已设立在线论坛（点击此处访问），以便缔约方于 2020年 7月 6日
前审查报告并提交评论意见。 
将请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通过秘书处对每个评论意见和问题提

供书面答复。所有评论意见和答复都将在网上发布，供各缔约方

查阅。 
根据缔约方的反馈以及随后与提名缔约方酌情进行的双边磋商，甲

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将在 2020年 9 月底前编制最终评价。 
关于进一步工作的信息将在 9 月通报所有缔约方。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24和 25段）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增编 1
（UNEP/OzL.Pro.WG.1/42/2/Add.1，第 18至 25段）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中期报告，2020年 5 月，第 2 卷：2020年甲基溴关

键用途提名的评价及相关事项 

(b) 今后哈龙及其替代品的可得性（第 XXX/7号决定） 
在第 XXX/7 号决定中，缔约方请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通过其哈龙

技术选择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哈龙可得性的报告，以支持民用航空

并确定相关替代品，为此可与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合作。 
在该议程项目下，缔约方预计将审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进度报告

中所载的哈龙技术选择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这一议程项目将推迟审议。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26至 28段）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增编 1
（UNEP/OzL.Pro.WG.1/42/2/Add.1，第 26至 35段及附件二“哈龙技术

选择委员会”）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2020年 5 月，第 1 卷：进度报告（第 3和 7 节） 

(c) 任何其他问题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各份报告载有关于其他各项问题的资料和主要

讯息，如与评估小组及其各技术选择委员会有关的组织和行政事

项，同时考虑到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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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提名的程序”的第 XXXI/8号
决定。 
在该议程项目下，缔约方预计将审议在通过议程时已提出的任何与

上述报告相关的问题。 
这一议程项目将推迟审议。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29和 30段）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增编 1
（UNEP/OzL.Pro.WG.1/42/2/Add.1，第 36至 48段及附件三和四）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中期报告，2020年 5 月，第 2 卷：2020年甲基溴关

键用途提名的评价及相关事项（第 7节）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进度报告，2020年 5 月，第 1 卷（第 8节及附件一

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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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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甲基溴库存（UNEP/OzL.Pro.31/9，第 100段） 

 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了甲基溴的储存和使用问题，并审议了

一项决定草案，其中请缔约方自愿报告甲基溴库存情况，以协助技

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的工作。 
在该议程项目下，缔约方预计将继续进行上述讨论。 
这一议程项目将推迟审议。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31和 32 段）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进度报告，2020年 5 月，第 1 卷（第 4.6.5节）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中期报告，2020年 5 月，第 2 卷：2020年甲基溴关

键用途提名的评价及相关事项（第 3.8节） 

项目 9 持续发生的四氯化碳排放（UNEP/OzL.Pro.31/9，第 81 段） 

 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了一项决定草案，其中载有应对四氯化

碳排放问题的行动，并述及其与三氯氟甲烷排放的联系。 
在该议程项目下，缔约方预计将继续进行上述讨论。 
这一议程项目将推迟审议。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33至 35 段）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2019年 9 月，第 1 卷：根据第 XXX/3 号决定设

立的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工作队关于三氯氟甲烷（CFC-11）意外排放 
的报告 

 2018年臭氧消耗科学评估：执行摘要 

项目 10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席位（UNEP/OzL.Pro.31/9，第 147段） 

 缔约方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了一项提案，其中提出在按第 5条第 1款
行事的缔约方中，将东欧和中亚列为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常任成员。 
在该议程项目下，缔约方预计将继续进行上述讨论。 
这一议程项目将推迟审议。 

 关于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

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秘书处说明（UNEP/OzL.Pro.WG.1/42/2，
第 36至 40 段） 

项目 11 其他事项 

 与会者预计将审议在通过议程时已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  临时议程（UNEP/OzL.Pro.WG.1/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