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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重要信息】 

 落实国务院批复 我国履约工作逐步推开 

 UNIDO和 UNITAR专家来访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谈 

 国家环保总局组团考察二恶英减排控制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资金机制国际研讨会召开 

 

【项目进展】 

 “中国白蚁防治氯丹灭蚁灵替代示范项目”世行团来访 

 “中国用于防污漆生产的 DDT 替代项目”评审研讨会召开 

 中国医疗废物环境可持续管理 PDF-B 项目海外考察 

 中国林丹和 POPs 污染场地国际研讨会召开 

 

【会议简讯】 

 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成效评估第一次技术专家组会议召开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领导小组 
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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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国务院批复  

我国履约工作逐步推开 

 

2005年 5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环保总

局上报的《关于我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的

行动建议》，批准成立国家环保总局牵头、

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

等 11 个部门组成的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

约工作协调组(以下简称履约协调组)，并批

准我国近期工作重点是制定履约国家实施

计划、编织 POPs 履约能力建设和开展重点

领域共 12个履约示范等行动。 

在履约协调组的领导下，履约协调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履约办)统一组织，经各方近

两年的共同努力，已基本完成国家实施计划

和履约长期能力建设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启

动了多氯联苯管理与处置示范项目、氯丹和

灭蚁灵替代示范项目以及滴滴涕（DDT）防

污漆替代项目；正在组织开发医疗废物环境

可持续管理项目、含 DDT 三氯杀螨醇替代

和 POPs非焚烧处置技术示范项目。 

至此，在杀虫剂削减替代、多氯联苯管

理与处置、重点工业行业二恶英减排以及废

物处置等领域的履约工作已全面启动，国务

院批复的优先活动正在逐步落实。 

 
UNIDO 和 UNITAR 专家来访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2006年 9月 12日至 22日，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UNIDO）和联合国培训研究所

（UNITAR）的 POPs项目官员和专家一行三

人对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进行了工作访

问。访问期间，双方就中国履约国家实施计

划项目（NIP）、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长

期能力建设项目以及医疗废物环境可持续

管理项目进行了会谈和考察。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外专家按期完成

了长期能力建设项目简报(Project Brief)的初

稿，并就下一步工作安排达成了共识；调研

考察了辽宁省沈阳市和鞍山市的医疗废物

管理和处置情况及中科院大连物化所的二

恶英实验室。 

中方项目承担单位和国内项目专家参

加了会谈及考察活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

心庄国泰主任参加了总结会谈，并对长期能

力建设项目的活动设计给予了具体指导。 
 

重 要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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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谈 
 

2006年 9月 18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

保护对外合作中心（FECO/SEPA）庄国泰主

任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副代

表 Alessandra Tisot 女士一行就加强总局与

UNDP之间的合作、落实九月初国家环保总

局周生贤局长与 UNDP 驻京总代表马和励

先生会谈中提出的进一步合作倡议进行了

工作会谈。 

在共同回顾周生贤局长与马和励先生关

于在两大体系建设、污染控制以及环境安全

等领域合作倡议的基础上，庄主任表示希望

在双方之间建立起高效的合作机制，围绕上

述领域共同探讨具体合作项目；在开展履约

工作的同时，希望在 UNDP的大力帮助下，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设备

和资金，积极开展两大体系的建设，推动我

国经济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UNDP是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的主要

合作伙伴之一。在保护臭氧层和生物多样性

等领域成功合作的基础上，随着我国加入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

约》，双方在国家履约实施计划、和削减和

淘汰杀虫剂类 POPs 战略的编制、淘汰和替

代 POPs 杀虫剂示范项目组织实施等方面开

展了大量的合作。这些合作将大大地加强我

国 POPs 削减和控制的能力，有助于引进和

推广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杀虫剂替代品

/替代技术，提升我国杀虫剂的产品结构，保

护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

以实际行动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农村建

设的战略。 
 

国家环保总局组团考察 

二恶英减排控制技术和管理经验 

 

2006年 9月 17-28日，国家环保总局组

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造纸协会以及

中意合作“中国无意排放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副产物减排战略”项目中示范企业的专家

和代表一行 12人，对意大利固体废物焚烧、

钢铁、造纸行业的二恶英控制技术进行了考

察学习。 

考察团拜会了意大利环境部，分别听取

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环境污染事故预防和

监测、工业事故管理和布雷西亚钢铁冶炼行

业的介绍，并对意大利有代表性的焚烧厂、

钢铁厂及造纸厂进行了现场考察与交流。 

 

通过这次为期 12 天的考察，考察团对

意大利的二恶英减排管理和实践有了深刻

的感性认识和比较全面的了解，与意大利从

事固体废物焚烧、造纸行业、钢铁行业的企

业建立了直接联系，有利于今后进一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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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习。本次考察活动对制定符合我国国

情的二恶英排放标准和开发符合我国国情

的二恶英减排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

义。考察得到了意大利环境领土部的大力支

持与配合。  
 

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 

资金机制国际研讨会召开 

 

根据目前正在编制的国家履约实施计

划所进行的初步框算，未来 10 年我国履约

活动所需总费用预计 340亿人民币。按照公 

 

约的资金机制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这些费

用将主要由国家财政、相关企业以及公约临

时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共同承担，社会资

本和国际社会双边政府合作资金也是可能

的融资渠道。如何推动各相关方履约资金的

投入和建立履约的资金机制是我国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开展履约工作面临的紧迫问题。 

为推动我国履约工作的顺利实施，2006

年 9月 27-28日，履约办在古城西安召开首

次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融资机制国际

研讨会。有来自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重庆、陕西

省、山西、河北、河南、四川、江苏、辽宁

等省相关部门、重点行业协会、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世界银行、美国、加拿大、德国以

及国内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的代表和专家

共计 70人参会。会议对建立适应我国国情、

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

各级融资机构相协调的多渠道履约融资机

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建立我国履约资金

保障机制做出了积极的准备。 

陕西省环保局何发理局长、国家环保总

局外经办庄国泰主任和财政部国际司黄问

航副处长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白蚁防治氯丹灭蚁灵替代 

示范项目世行团来访 

 

为推动中国白蚁防治氯丹灭蚁灵替代

示范项目（以下简称示范项目）第一年度实

施活动的开展和备选示范省评估报告的编

制，世界银行总部项目经理 Helen Chan女士

一行 5人于 2006年 8月 28日至 9月 16日

期间与国家履约工作协调组办公室、江苏省

项目办、湖南和安徽省相关单位人员就示范

项 目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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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会谈。 

会谈主要围绕赠款协议生效条件、年度

工作计划、资金分配方案以及湖南和安徽两

省的评估报告等进行了讨论，并初步达成共

识。 

 
“中国用于防污漆生产的 DDT 替代项目” 

评审研讨会召开 

 

2006年 9月 1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与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对外合

作中心联合召开了全球环境基金（GEF）支

持的“中国用于防污漆生产的 DDT 替代”

项目评审研讨会，来自中国 GEF秘书处，石

油化工协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防污漆生

产企业的代表共 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主要就含 DDT 防污漆替代品的环

境友好性、经济成本和成熟度，禁止 DDT

用于防污漆的有关法规和标准，以及项目的

具体管理和实施等问题展开了详细讨论并

达成了共识。 

UNDP驻华副代表Alessandra Tisot女士

和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庄

国泰主任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医疗废物环境可持续管理 PDF-B 项目 

赴海外考察 

 

2006年 10月 9-19日，国家环保总局科

技司、规划司、污控司、国际司、环境保护

对外合作中心、环境规划院以及沈阳环科院

的有关管理和技术人员一行 9人，在科技司

赵英民司长的带领下，对爱尔兰和印度的医

疗废物管理和处置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业务

考察。此次考察受到了爱尔兰环境部、印度

环境和森林部以及驻印度各国际机构代表

处的高度重视。 

 

通过此次考察，考察组成员全面了解了

爱尔兰和印度在医疗废物的管理和处置方

面的先进经验，认识了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医疗废物管理与处置的发展

趋势，为完善我国医疗废物的管理，有效开

展医疗废物管理与处置过程中二恶英类

POPs的减排行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林丹和 POPs 污染场地 

国际研讨会召开 

 

2006年 9月 26日，国家履约协调组办

公室和美国环保局在陕西西安共同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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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丹和 POPs 污染场地国际研讨会。来

自联合国环境署、美国、加拿大、德国的代

表和专家，农业部、河北、山西、重庆、陕

西、四川省环保局及农业厅、北京大学、中

科院、中国环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

专家和相关企业代表等共计 40 余人应邀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主要介绍了我国履行《斯德哥尔摩

公约》的进展、我国杀虫剂类 POPs 的削减

和淘汰战略、国内外林丹削减现状及污染场

地处置状况和发达国家含 POPs 污染场地处

置标准及环境无害化处置技术；并就含 POPs

污染场地管理、处置与修复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国家环保总局外经办主任庄国泰、陕西

省环保局局长何发理、美国环保局 Janice 

Jensen博士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 

 

 

 

 

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成效评估 

第一次技术专家组会议召开 

 

2006年 10月 9日至 12日，斯德哥尔摩

公约秘书处组织召开了公约成效评估第一

次技术专家组会议。该会议主要讨论了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POPs）全球监测计划（GMP）

的基础信息和各区域的监测能力，并对下一

步工作计划以及第二次技术专家组会议的

召开做出了安排。我国推荐了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的郑明辉研究员作为亚洲

地区的三个专家之一参加会议。本次会议对

我国开展 POPs 监测能力加强活动、制定

POPs监测计划并积极参与GMP提供了参考

意见。 

 

 

会 议 简 讯 

国家环保总局《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 115号，邮编 100035 
电话：010－6653 2441  传真：010－6653 2444/2424 
网址：http://www.china-pops.org 
Email：pops@sepafeco.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