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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1.
WMO 主席宣布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9：30 在日
内瓦 WMO 总部开幕。主席欢迎理事会和其他与会者，并着重强调了第十八届大会关于通过组成
机构改革的历史性决定以及指定执行理事会加以实施的任务。秘书长欢迎与会者来到日内瓦，并
强调了大会成果的长久影响，特别是组成机构的改革，这将给本组织以及秘书处的工作形态带来
重大变化。
2.

议程见附件 1。

3.

届会通过了 17 个决议(见附件 2）和 6 个决定(见附件 3)。

4.

与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4。在 85 个与会者中，27 个是女性，占 32％。

5.
理事会赞同于 2020 年 6 月 9-12 日在 WMO 总部召开第七十二次届会(EC-72)。
FINAC 会议将于之前即 2019 年 6 月 8 日举行。
6.
理事会进一步预定继 Cg-Ext.(2021)后，于 2021 年 6 月 7-9 日在 WMO 总部召开第
七十三次届会(EC-73)，FINAC 会议将于之前的 2021 年 6 月 6 日举行。
7.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下午 4 点 44 分闭幕。

附件 1 日程
1.

日程和组织事项

1.1

会议开幕

1.2

批准议程

1.3

设立工作委员会

1.4

工作计划

1.5

记录

2.

讨论第十八次大会要求采取紧急行动的决定

3.

建立理事会的附属机构

4.

要求理事会决定的技术事项

5.

两年期预算

6.

财务、工作人员和行政事务

7.

IMO 奖和其他 WMO 奖项

8.

审议以往决议

9.

理事会下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10.

会议闭幕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 (EC-71)
制定全球多灾种预警系统和 WMO 协调机制概念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Cg-18)下通过的关于 WMO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决议，见
决议 7 到 10(Cg-18)

(2)

决议 13(Cg-18) - WMO 全球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GMAS)，

(3)

决议 14(Cg-18) - 制定 WMO 协调机制(WCM)最初概念，以支持联合国(UN)和其他组织
的人道主义活动，

(4)

决议 68(Cg-18) - WMO 自愿合作计划(VCP)，

认识到 WMO 执行理事会（EC）GMAS 专家组(EG-GMAS)在确定实施 GMAS 所需额外要求和
关键要素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对 WMO 支持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
的自愿承诺，
注意到第十八次大会批准了制定 GMAS 框架和 WCM 概念，其中考虑到用以进一步指导制定实施
计划的几个初步概念，
还注意到现在已在进行中的区域和次区域 GMAS 相关活动，
铭记在向新的技术委员会过渡期间不应暂停与 GMAS 有关的持续活动和对人道主义行动的支持，
进一步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成员们表示迫切需要取得进展，
要求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协调成立适当特设机构及灵活机制：
(1)

与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合作；

(2)

将 EC-71/INF. 2(1)提供的职责草案(ToR)作为这项工作的基础；

(3)

向 EC-72 汇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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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新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和应用委员会(服务委员会)主席代表 TCC，与相关专家
合作领导这一进程，并利用所有 WMO 相关实体，制定 GMAS 框架和 WCM 概念，通过它们进
一步指导实施计划的制定，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协助并动员资源以支持：
1)

会员参与这个过程；

2)

GMAS 框架和 WCM 概念及其相关实施计划的制定；

敦促会员考虑向 GMAS 和 WCM 供应实物或资金支持。

决议 2 (EC-71)
资料政策和规范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55 (Cg-18)，要求执行理事会审议关于审查 CBS 主导的新现资料问题的建议 (Cg18/INF. 6.2(1))，并继续评估新现资料问题及其对会员和整个天气事业的影响，

(2)

决议 56 (Cg-18)，要求执行理事会按决议 40（Cg-12）、决议 25（Cg-13）和决议 60
（Cg-17）的表述，建立 WMO 资料政策和规范的审查过程，

认识到应开展资料政策审查作为涵盖会员、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以及私营及学术
部门利益攸关方在内的包容性协商进程，
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PAC）与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协商，将决议 56(Cg-18)的后续行动视
为最高优先事项：
(1)

根据大会的指示，尽快启动 WMO 资料政策审查过程，旨在向 2021 年的特别大会报告；

(2)

在 2020 年 EC-72 上报告进展；

要求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COIIS）与服务和应用委员会（CSA）合作，与其他组
成机构协商：
(1) 向 PAC 提供对 WMO 资料政策的分析，作为审查过程的依据；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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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虑各项审查建议，并通过监督技术委员会交叉附属机构，继续评估新出现的资料问题及其
对会员和整个气象企业的影响；
(3) 积极支持 2020 年 WMO 资料大会的组织工作及其对各项建议的处理；
要求秘书长：
(1) 通过与会员的调查，对决议 40(Cg-12)、决议 25(Cg-13)和决议 60(Cg-17)的国家实施规
范进行分析；
(2) 为上述任务提供支持，并在必要时促进从伙伴组织获取有关资料政策问题的相关建议。

决议 3 (EC-71)
研究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8 (Cg-18) – 研究理事会，

(2)

决议 62 (Cg-18) –WMO 无缝研究结构，

(3)

决议 24 (Cg-18) –WMO 水文和水资源愿景、战略及组织性安排，

进一步回顾到在过渡期间，研究理事会应由 WMO 第一副主席或由具有高级别科学背景的 EC 成
员担任会长，并由 WMO CAS 主席或 CAS 管理组一名成员担任副会长；
考虑到：
(1)

需要从过渡期的初期与基础设施委员会和服务技术委员会共同设计研究活动和研究转化为
业务的活动，

(2)

研究理事会的工作与执行理事会的决策过程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3)

研究理事会在加强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以及将 WMO 业务和技术活
动与国际科学组织和倡议相联系方面的作用，

(4)

需要在 WMO 活动中提高水文界的有效参与并使之有更强的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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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确保在技术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前具备适当的专业知识，推动过渡进程，并根据研究
理事会（RB）的职责（决议 8 (Cg-18))初步任命如下核心成员，直到 EC-72，可能延长期限：
(a)

WMO 第一副主席为研究理事会会长，直至 2021 年特别大会；

(b)

CAS 主席提名的 CAS 管理组成员 Sarah Jones 女士为副会长；

(c)

WMO（发起和共同发起的）研究计划（GAW、WWRP、WCRP）的科学监督/指导
委员会的各位主席，

(d)

一位数值试验工作组（WGNE）的联合组长，

(e)

其他成员：
(i)

每个区域协会的一名代表，特别考虑那些是区域协会代表的 CAS 管理组现任成
员，

(ii)

世界气象中心的三名代表，

(iii) 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伙伴的三名专家，
(iv) 最多 3 名专家，以加强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联系，
(v)

每个技术委员会的一名代表，

(vi)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各一名代表，
(vii) 最多三名科学和技术创新专家，
(viii) 水文协调组提议的一或二名水文专家；
要求研究理事会会长在秘书长的支持下，与区域协会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及世界气象中心的代
表协调，根据上述 1(d)和 1(e)提出关于最终成员的建议，以使专业知识、地域和性别平衡以及
包容性实现最大化，
授权 WMO 主席根据《总则》第 9（5）条，对研究理事会主席提名的最终成员作出任命，
要求秘书长:
(1)

协助上文概述的任命过程；

(2)

请 IOC 和 ISC 为研究理事会提名代表；

要求过渡小组制定研究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及其工作结构，将之作为“议事规则”修订的一部分。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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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 (EC-71)
气候协调组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20 (Cg-18) – WMO 对提供气候信息和服务的贡献，以支持政策和决策，
(2) 决议 21 (Cg-18) –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批准本决议附录中的气候协调组的职责。
要求技术协调委员会与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协商（TCC）审查这些职责并向 EC-72 报告。
另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向 EC-72 提交关于提高 GFCS 知名度，有效性和实施机制的提案，包括共
同赞助 GFCS 的可行性。

决议 4(EC-71)的附录
气候协调组的职责
总体职责
支持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协调实施与气候相关的 WMO 战略计划宗旨和目标；
(1) 与GFCS伙伴咨询委员会（PAC）密切合作，监督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实施；
(2) 在以国家为重点、以成果为基础的WMO对GFCS作贡献的框架的指导下，协调WMO对
GFCS的贡献；
(3) 与发展伙伴组织合作，促进在国家层面上向气候敏感型优先部门提供全价值链的气候服务，
并记录相关的社会经济效益；
(4) 协调WMO对提供服务的贡献，以支持高级别、与气候相关的联合国政策进程和联合行动；
(5) 调整和协调世界气候计划（WCP）组成计划的贡献，特别是共同发起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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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职责
确定 WMO 会员对气候服务、NMS 和 NHS 优先重点和需求以及相关合作伙伴活动和计划的优先
重点；
(1) 协调收集和确定各优先部门和伙伴组织对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以及对支持性研究的要求，
以及WMO对满足这些要求的贡献；
(2) 通过GFCS实施计划（包括其目标）确定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战略、优先重点
和目标，并根据需要定期进行更新，并指导和监督其实施；
(3) 支持TCC调整和协调工作计划，以便在技术委员会、WMO计划和相关共同发起的计划中实现
与气候相关的WMO战略计划宗旨和目标，并特别关注气候与天气和水文的相互作用；
(4) 在开展与GFCS相关的活动时，与GFCS伙伴组织密切协调，为气候服务相关项目的开发提供
指导，并确保协调WMO对此类项目的贡献；
(5) 为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GFCS及相关气候服务计划，促进NMHS、区域气候中心、
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其他区域实体（如区域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组织区域办事处）之间的协调，
以确定区域需求、优先重点和差距，并为区域部门特定的用户界面和政策平台做出贡献，共
同开发可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评估所提供服务的质量以及实用性，获取用户反馈并采取行
动；
(6) 协调和促进分享各国，区域和伙伴组织实施气候服务的知识和信息；
(7) 协调并促进将WMO会员和合作伙伴的信息纳入WMO和GFCS旗舰产品，包括WMO气候状况
报告、温室气体公报、GCOS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关于实施需求的报告、以及GFCS关于
全球气候服务状况的报告，告知会员关于审议和评议IPCC评估报告和特别报告的机会，并将
IPCC的研究成果纳入WMO和GCOS评估；
(8) 协调并促进将WMO共同发起的计划和GFCS的信息纳入高级别气候相关政策过程，包括通过
对IPCC的支持；
(9) 通过与研究理事会的有效协调，推动确定气候服务价值链中的知识和数据差距，促进有针对
性的研究来填补知识空白，提高同行评审科学文献的覆盖面，并促进国际研究界获取数据和
改进的模式成果；
(10) 与能力开发专家组密切合作，协调WMO和共同发起的计划为会员提供能力开发的支持，以实
施GFCS和气候相关政策；
(11) 促进和发展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区域气候服务框架和国家气候服务框架之间的协
同作用，以确保GFCS的统一实施；
组成
气候协调组（CCP）将由以下成员组成：
(1)
(2)
(3)
(4)

区域协会主席，由区域协会工作组、气候任务组主席以及 GFCS 的主席提供支持；
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副主席；
研究理事会的代表以及 WCRP 和 GCOS 监督机构的主席；
代表 GFCS 各支柱和优先领域的各组织的代表，以及积极参与 GFCS 融资和实施的其它组织
的代表；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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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GFCS PAC 的代表；
水文协调组的代表；
能力开发专家组的代表；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WMO 业务实体的代表 - 包括相关的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和
NMHS--以及需要与之开展合作和协调并涉及多种气候时间尺度的其他相关的组织、计划和
倡议、还有区域气候论坛和其他论坛，以便通过提高一致性和有效性，加强 GFCS 实施和
WMO 对提供政策和决策支持性气候信息和服务的贡献；
可邀请IPCC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会成员介绍IPCC产品；

下设机构
授权专家组在必要时设立小组和任务组，尤其包括 GFCS 任务组。
GFCS PAC 在 CCP 的职权范围继续开展活动。为此，CCP 可在必要时修订 GFCS PAC 的职责，
以便在 GFCS PAC 与 CCP 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并确保对非 CCP 成员的 GFCS 伙伴组织的意见
加以汇总。此外，CCP 将评估继续保留 GFCS PAC 的必要性，同时考虑 CCP 中 GFCS 伙伴组织
和 GFCS 任务组的成员资格。

工作流程
CCP：
(a) 将由WMO副主席担任主席；
(b) 可以邀请其他代表参加必要的活动，以确保其有效运作；
CCP须：
(a) 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b) 根据CCP的各类活动，以保证其成员有效和高效参与的方式制定会议议程；
(c) 有效利用电子形式进行协调与合作；
(d) 确保性别和区域平衡和包容性；
(e) 组织沟通和宣传活动，向全球气候界通报正在进行的工作、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机会。
(f) CCP向EC进行汇报；
(g) 将参考GFCS实施计划和CCP的具体职责邀请成员。

决议 5(EC-71)
水文协调组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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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1)

决议 24(Cg-18)–WMO 水文和水资源的愿景、战略和组织安排，

(2)

决议 25(Cg-18)–主要水文倡议，

批准本决议附录 1 中的水文协调组的职责；
要求 EC 技术协调委员会（EC/TCC）根据新的 WMO 治理结构和 2021 年 Cg-Ext 的指示审查
这些职责；
决定在本决议附录 2 中所示的 CHy 代表在正在进行的主要水文倡议中继续发挥作用，直至
WMO 新结构的适当机构根据决议 7(Cg-18)确定新代表；

决议 5 (EC-71)的附录 1
水文协调组的职责

[最初的文本是 CHy-Ext.(2019)建议的，根据 EC WG-SOP 对其进行了修改。CHy-Ext(2019)
最初建议的文本可查询届会的最终报告。]
总体职责
(1)

水文协调组是 WMO 水文方面的智库。它可为综合提供 WMO 与水有关的活动提供支持和
建议，并负责开展水文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是与当前和新出现的、与水有关的全球科技
挑战方面。该小组将 WMO 的水文工作纳入更广泛的全球水议程，并为 EC 技术协调委员会
（EC/TCC）提供支持和建议。该小组按照本组织与水文有关的宗旨开展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公约》第 2（e）条：

(2)

水文协调组应支持 EC/TCC 的努力，以确定与无缝端到端业务预测过程的每个要素（包括
资料、资料服务、建模、预报、预警、分发、决策支持、培训和外联）相关的服务差距和
相关科学和技术差距。一旦确定并做了优先排序，有关这些差距的信息可用于为会员建设
业务能力的投资决策提供信息。

(3)

水文协调组为 WMO 提供了一个实用机制，以支持整合包括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其他
政府组织、UN、其他国际组织、以及研究界在内的水文活动的提供。通过邀请这些伙伴组
织的代表作为水文协调组的成员以及让水文协调组的代表参与其他外部水机构的活动，将
促进这种综合交付。

促进业务水文活动，增进气象和水文部门间的密切合作。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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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协调组可支持整合水文、冰冻圈、气象和气候活动（如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审查
（OSCAR）、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
（GDPFS）、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等）。

具体职责
水文协调组应：
(1)

制定水文愿景和战略以及相关行动计划，以实现与水有关的 WMO 战略计划目标，供 2020
年 EC-72 审查，并提交 2021 年特别大会审议。水文大会常规届会将持续对 WMO 愿景和
战略进行更新；

(2)

支持实现与水有关的 WMO 战略计划宗旨和运行计划目标，同时特别关注与气候的水文相
互作用：
(a)
(b)
(c)

(d)

整合 WMO 内与水相关服务，促进水文、冰冻圈科学、气候和气象间的合作与联系，
从而鼓励无缝提供与水相关服务；
支持 EC/TCC 对 WMO 各机构的工作计划的统筹，以执行大会有关水文和水资源管
理的决定，包括现行的主要水文活动（附录 2）；
维护并加强 WMO 与有关政府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水文包括其在水资源管理中的
应用等领域的重要战略合作，以支持 WMO 水文愿景和战略及其相关行动计划的实施，
通过：
(i) 促进伙伴组织参与 WMO 的水文活动；
(ii) 整理主要水文合作伙伴的建议和意见并传达给 WMO 其他机构；
(iii) 应邀代表 WMO 水文界参与其他合作伙伴的工作组和项目；
确保水文社区参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i)

支持会员开发并维护水文要素的监测能力，这些要素描述了水文循环中水和沉
积物的数量和质量；

(ii)

支持会员将水文观测与资料系统与地球系统的其他部分整合；

(iii) 合作编制用于表征水和沉积物的量和质等变量的基本测量的规则性材料；
(e)

支持水文界参与服务委员会，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i)

开发水文的气候和气象服务以及气象和气候的水文服务；

(ii)

支持会员开发并维护水文预报与警报；

(iii) 支持会员开发并维护有效和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产品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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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支持会员管理水文性质活动的实施，包括与主要外部伙伴开展的活动；

(g)

与区域协会合作，帮助制定和实施区域水文行动计划，并确保 WMO 支持会员开发有
关水文与水资源的新型和增强型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i)

水文观测，如（但不限于）与表征水及沉积物数量与质量的地表和地下变量相
关的观测；

(ii)

通过实施“水文状况与展望系统(HydroSOS)”并开发其他水资源信息和产品，
开展水文状况评估与展望服务；

(iii) 将与水相关资料、信息和产品应用于水资源的评估、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以及保护社会免受水文灾害的影响；
(iv) 实施免费和不受限制地交换水文资料和产品的规范和程序；
(h) 收集和制定水文服务项目开发要求的协调规范，并确保协调 WMO 对此类项目的贡献；
(i)

定期审查和更新 WMO 水文愿景和战略及其相关行动计划，并为 WMO 战略和运行规
划提供意见，同时考虑会员在水文大会和 WMO 大会上表达的志向、区域协会提出的
要求以及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关于行动计划的报告。

(3)

考虑到要在更广泛的 WMO 跨学科背景下强化业务水文未来在应对全球水资源挑战和机遇
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水文学大会的建议，编写宣言草案提交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审议，

(4)

为实施 WMO 的各项活动提供指导，以通过参与目前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开展的相关活动，
实现“掌握水质”的长期宏愿；

组成
水文协调组的成员应包括：
(a)

水文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b)

与水文有关的常设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研究组的主席；

(c)

研究理事会的一名代表；

(d)

区域水文顾问（RHA）和区域水文学附属机构主席（如果与 RHA 不同）；

(e)

气候协调组的一名代表；

(f)

水文大会建议的负责协调和支持 WMO 水文整体事务中主要要素的主要专家，尽可能包括
NMHS 局长；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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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根据水文大会的建议并根据 WMO 公约第 26（b）条的规定，其他组织的代表；

(h)

一名具有水文背景的 EC 成员和一名具有天气和/或气候背景的 EC 成员；

(i)

TCC 的主席；

(j)

具有水文背景的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水文协调小组向 EC 报告，并在必要时向水文大会、EC/TCC、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区域
协会提供支持。
水文协调组的主席应由水文大会主席担任。小组应从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或 EC 成员中选举出一名
副主席。
水文协调组应最多有 24 名成员。
工作流程
水文协调组应：
(a)

通常每年举行会议；

(b)

有效利用电子形式进行协调与合作；

(c)

确保其所有架构和工作计划的区域和性别的平衡与包容性；

(d)

组织沟通和宣传活动，向全球水文界通报正在开展的工作、成就和机会；

(e)

采用一种表彰成就和促进创新的制度，并吸引年轻专业人员。

水文协调组可以针对特定目的邀请专家参加其会议。

决议 5 (EC-71)的附录 2
正在进行的主要水文倡议

活动
（类别依照决议 25 (Cg-18)）
1)
QMF
洪水风险测绘手册任务组
水文技术规范审查任务组
2)

评估流量测量性能

主席/主要成员

国家（区协）

Marcelo Uriburu Quirno
Harry Dixon
Jan Danhelka

阿根廷（III）
英国（VI），捷克共和国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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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测量仪器性能和技术评估项目
（项目 X）管理委员会
3)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设施（HydroHub）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咨询理事会
全球水文测量支持基金创新委员会
4)
水文资料业务和管理
实施 WHOS 第二阶段
5)

Janice Fulford

美国（IV）

Harry Lins
Harry Dixon

美国（IV）
英国（VI）

Silvano Pecora

意大利（VI）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和对害风险管理的水文贡献，包括洪水（APFM）和干旱（IDMP）

基于支持的 APFM 伙伴关系论坛

Harry Lins，Hwirin Kim

干旱综合管理计划（IDMP）咨询/管
Harry Lins，Hwirin Kim
理委员会
Marcelo Uriburu Quirno
洪水预报实践社区任务组
负责制定评估指南以评估国家洪水预
Yuri Simonov
报 E2E EWS 能力的任务组
负责交互操作平台和模式以推进洪水
Hwirin Kim
预报的任务组
Harry Lins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Yuri Simonov
海岸带洪泛预报示范项目-项目指导组
6)
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
Alan Jenkins
HydroSOS 协调工作包 1
Narendra Tuteja
HydroSOS 工作包 2
Tom Kanyike
HydroSOS 工作包 3
Yuri Simonov
动态水资源评估工具审查组
7)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
目前尚无任何小组
8)
世界水资料倡议（WWDI）
截至目前，尚无 WMO 代表参与该指
导组。应指定一个代表。

美国（IV），大韩民国
（II）
美国（IV），大韩民国
（II）
阿根廷（III）
俄罗斯联邦（VI）
大韩民国（II）
美国（IV）
俄罗斯联邦（VI）
英国（VI）
澳大利亚（V）
乌干达（I）
俄罗斯联邦（VI）

决议 6 (EC-71)
执行理事会极地与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7 (Cg-18) –建立第十九财期期间的 WMO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2)

决议 48 (Cg-18) – WMO 下一个财期（2020-2023 年）极地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

(3)

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4)

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与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联合会议（2019 年 1 月 29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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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日内瓦）的报告，该报告赞成在执行理事会下设寒冷区域和冰冻圈小组，
回顾到：
(1)

决议 27 (EC-70) –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2)

决议 29 (EC-70)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地表观测网，

(3)

决定 46 (EC-69) –开发和实施北极极地区域气候中心网络和极地区域展望论坛，

(4)

决定 47 (EC-70) –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和极地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5)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第九次届会（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瑞士日内瓦）的报告，其中提出了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
服务专家组（EC-PHORS）的职责，

(6)

《基本文件第 1 号》（WMO-No.15），

考虑到：
(1)

根据决议 16 (EC-69)提出的审议意见仍然有效，

(2)

在极地地区，特别是北极地区，人类的存在和活动不断增加，这需要新增或加强与天气、
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事宜相关的服务，

(3)

海洋在极地地区变化方面的作用，

(4)

极地预测年（YOPP）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倡议例子，其可将极地研究、服务和业务各界团结
起来，

认识到：
(1)

2017 年 WMO 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并且多年来一直作为特邀专家，积极参与南极条约
和环境保护委员会，

(2)

WMO 最近与北极理事会及其工作组进行了高层接触，特别是在北极高级官员会议和北极理
事会各工作组会议 - 包括北极污染物行动计划、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以及保护北极海洋环
境工作组等会议期间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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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MO 对北极持续性观测网的贡献，

(4)

北极理事会在其第十次部长级会议（2017 年 5 月 11 日，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上宣
布达成“关于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的协议，这是在北极理事会主持下谈判达成的第三份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助于在发展该地区科学知识方面提高效力和效率，有助于加
强北极地区的科学合作，并鼓励各方在其生效后予以实施”（2017 年费尔班克斯宣言第
33 段），

(5)

EC-PHORS 在其第上一次会议上认识到，有必要改进 EC-PHORS 和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中成员组成的性别平衡，

(6)

芬兰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为 WMO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促进了四大优先领域之
一的气象合作，而且芬兰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在高级北极官员会议边会主办了北极气象峰
会；

(7)

北极 RCC 网络已经启动了其示范项目，希望得到 WMO 的指定，并且迄今已开展了三次泛
北极区域气候展望论坛（PARCOF）会议，并且在第三极和南极 RCC 网络的发展方面取得
了进展，但这需要继续指导才能完全建立，

(8)

建立协调 WMO 南极洲活动机制的重要性，特别是区域基本观测网(RBON)的南极观测站，
这些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伙伴组织运行，

(9)

各空间机构对极地空间任务组(PSTG)的贡献，

决定重新建立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其职责见本决议
的附录，根据 Cg-18 批准，解决 WMO 下个财期(2020-2023)极地和高山议题的关键方向；
进一步决定在 GCW 预运行阶段，重新建立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指导小组，在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
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其职责见附录。
邀请会员：
(1)

在提名专家参加 EC-PHORS 和 GCW 工作结构时考虑到性别平衡政策的重要性；

(2)

确保在 YOPP 核心阶段完成后，继续提供 YOPP 观测和数值天气预报资料，为期 10 年，用
于研究和模式验证；这一时期需要确保从开发和收集数据的投资中获得全部价值(见 EC70/INF. 9 以获得详细信息)；

要求 EC-PHORS：
(1)

考虑到 2019 年高山峰会的成果，调查其任务的未来演变，以便就简化小组的职责和小组
名称的可能变更提出建议，并侧重于小组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调人以及宣传作用，同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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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就技术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和其他执行理事会机构（如水文协调组）开展的极
地和高山活动的其他方面提供咨询意见；
(2)

与技术委员会和 WMO 其他相关机构密切联络，指导极地 RCC 获得 WMO 的指定，并有效
促进气候服务的发展，特别是在冰冻圈方面；

要求秘书长：
(1)

正式邀请北极理事会及其相关工作组（例如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和北极海洋环境保护）、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和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南极条约协
商会议、地球观测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及其相关机构（例如，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
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水文组织、国际移动卫
星组织（IMSO）、以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北极研
究业务者论坛、青年极地科学家协会、山地研究计划、全球水资源期货、第三极环境和国
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其他相关协会作为成员参加 EC-PHORS；

(2)

为小组的活动和会议以及为 GCW 工作结构和 PSTG 提供必要的支持，并与相关的国际组
织、计划和机构联络；

(3)

与 GCW 项目办公室协调，为 PSTG 活动提供适当支持，包括促进新成员机构的参与；

(4)

让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区域专业气象中心、GCW、PSTG 以及开展业务观测网络设计的团
体参与 YOPP 的整合阶段，以确保无缝过渡到业务运行。

_____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7 (EC-70)，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6 (EC-71)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EC-PHORS）应由执行理事会确定的专家成员
组成，并由相关会员驻 WMO 常任代表批准，包括北极理事会缔约方（如土著人的利益）、《南
极条约》缔约方，和特别是在极地和高山地区有活跃的气象、水文、海洋学或冰冻圈计划的其他
组织代表。EC-PHORS 两名联合主席应分别由代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 EC 小组成员提名。决定 1
(EC-71)—执行理事会附属机构的人员组成确定了 EC-PHORS 的现有成员。
可邀请其他团体的观察员出席专家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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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该专家组在需要时可设立次级小组和任务组，特别是包括一个管理组、南极任务组、一个高
山任务组、一个极地空间任务组、一个服务任务组并修改 GCW 指导组的职责。
该小组须：
(1)

按照《基本文件第 1 号》（WMO-No. 15）附录 2 中的规定，根据区域协会在 WMO 南极
洲活动方面的一般职责开展工作；

(2)

继续推进针对 WMO 极地和高山地区优先活动的以下倡议：（a）作为 RBON 一部分的南
极观测站；（b）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和极地区域展望论坛；（c）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
和相关的 HYCOS 倡议；（d）高山地区活动，（e）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GIPPS）以
及世界气候、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CRP 和 WWRP）以及全球大气监视网（GAW）计划
下的相关研究活动；

(3)

强调、编纂和维护有关 WMO 极地和高山地区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成本效益的信息，特
别是通过宣传活动和吸引这一领域的专家，并参与和调整现有机制，如极地预测项目社会
和经济研究与应用分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技术委员会；

(4)

探讨让青年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成果提供的机制，包括与青年极地科学家协会（APECS）
合作；

(5)

邀请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以及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联合水文工作组主席，酌情参加 ECPHORS 讨论；

(6)

为 GCW 指导小组提供战略指导，作为一项机制，指导和监督 GCW 预运行阶段活动以及与
其他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协调，并将 GCW 组成部分纳入 WMO 的工
作结构；

(7)

监督和指导极地空间任务组的活动，该任务组负责协调各空间机构的活动，以促进获取和
分发基本卫星数据集，并促进或支持开发用于冰冻圈、极地和高山科学的特定衍生产品研
究和应用，包括根据世界气象大会（Cg-18）的结果促进制定一套经修订的 PSTG 战略目
标，并在 Cg-19 上制定明确的 PSTG 最新运行任务。

对于极地区域：
该小组将开展：
(a)

制定和促进一种综合方法来理解极地地区变化的全球影响，向用户提供所需的服务，让政
府得到适应方面的咨询；

(b)

确保将极地地区的业务和研究观测网络（包括 RBON/GBON）纳入 WIGOS 和 WIS 的框
架，并进行加强，将与冰冻圈有关的变量纳入进去；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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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努力协调让会员、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其他 WMO 机构和区域协会以及相关研究组
织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共同提高极地地区从数小时到数个世纪时间尺度的预测能力；

(d)

协调 WMO 与其他侧重于极地科学和观测的国际组织的利益，并酌情合作；

(e)

如果其他倡议被确定为符合 WMO 目标，则对其进行参与并评估其有效性并向执行理事会
提出建议以供进一步审议；

(f)

与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相关 WMO 及国际项目、组织、机构和实体合作，监督和指导
GCW 预运行阶段的实施；

(g)

监督和指导极地空间工作组（其为空间机构提供协调，促进基本卫星资料集的获取和分
发），并促进或支持针对冰冻圈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具体衍生产品的开发；

(h)

与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相关国际计划、组织和实体合作，指导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的发展；

(i)

指导极地 RCC 和 RCOF 的实施，特别关注冰冻圈产品，并促进其与 GCW、YOPP、
IICWG、PSTG 等其他实体的业务协调；

(j)

指导和促进 WMO 参与执行北极理事会关于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的协议；

(k)

依据 WIGOS 与仪器、资料交换和 WMO 质量管理框架相关的规定，推动获取、交换和存
档极地地区观测资料，支持极地地区所需服务的提供；

(l)

建立讨论相关科学问题的论坛，就极地地区有关的气象、水文、海洋学和冰雪圈研究和业
务提出建议；

(m) 对与极地气象学、水文学、海洋学和冰冻圈相关的问题提供定期投入，支持相关团体或机
构的活动，比如世界气候计划，包括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全球气候服务计划（WCSP）；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全球大气监
视网（GAW）；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技术委员
会、区域协会和各计划；
(n)

确保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委员会和项目的密切合作，并为其作出贡献，如南极条约协商
会议、北极理事会、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
其他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旗下的相关协会、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北极研究
业务者论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及 UNESCO 国际水
文计划；

对于南极：
该小组应酌情与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实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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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进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在该区域（60°S 至 90ºS）的执行；

(b)

协调南极地面和高空气象观测计划，与有关国际科学组织合作，并与次南极观测相关的区
域协会联络；

(c)

协调全球和区域基本观测网的南极组成部分（GBON 和 RBON），由地表和高空站组成，
包括 GCOS 地面网、GCOS 高空网、全球大气监视网和其他相关观测组成部分；

(d)

协调适用于南极的观测、编码、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做法的标准化工作；

(e)

在适当时与 SCAR 等其他科学组织合作，协调南极和南大洋区域的科学活动；

(f)

向南极条约系统各缔约方和南极条约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成员提出建议；

(g)

通过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密切磋商，规划南极 RCC 网络的潜在结构和运行安排，指导
其在获得 WMO 指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启动建立南极 RCOF 进程；

对于北极（包括极北区）：
该小组将开展：
(a)

促进 WMO 与北极理事会及其工作组的合作，特别是提供北极地区适当的观测和地球系统
模拟框架、支持气候抗御力和适应政策、推进水文和水资源服务、以及了解海洋的变化；

(b)

尽管各区域协会已经覆盖了相应的职能，但该专家组仍可以与其联络，界定北极观测系统
和服务的组成部分；

(c)

与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水文联合工作组合作，指导北极水文循环观测系统项目的进一步发
展；

(d)

在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举办第三期 YOPP 北极特别观测期（SOP），同时考
虑第一个 YOPP SOP 的经验教训，以补充 MOSAiC（北极气候研究多学科漂流观测站）项
目，并从北极冬季的广泛观测中受益；

(e)

指导北极 RCC 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获得 WMO 的指定及其持续运行，包括 PARCOF 会议，
并促进 NMHS 和最终用户有效利用其产品和服务；

对于高山区域：
该小组将开展：
(a)

为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专项计划在高山地区确定水文气象和冰冻圈观测系统和服务的
适当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做出贡献；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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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定关于 WMO 高山地区重点活动的战略，包括审议下一个财期中类似于 YOPP 的倡议，
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供其审议；

(c)

与二区协密切磋商，指导第三极 RCC 网络的实施，促进其运行，以考虑高山峰会的成果。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指导小组的职责
在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的预与性阶段，指导小组将：
- 提供高层次指导，督导各项活动，并修改 GCW 工作组的结构，以确保提供第 18 次世界气
象大会批准的优先事项；
- 通过其主席或指定代表，在过渡期间与过渡小组合作，确保将 GCW 组成部分纳入 WMO
工作结构；
- 确保开展冰冻圈相关活动的合作伙伴的参与度和代表性，特别是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
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的极地空间任务组。
- 确保会员以专家和联络人方式在 GCW 工作中的代表性。
- 通过 EC PHORS 专家组提交关于 GCW 预运行阶段的高层次草案，以供 EC-72 批准。
GCW 指导小组将由 EC PHORS 提名的主席和副主席领导。

决议 7 (EC-71)
能力发展小组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71 (Cg-18) – 教育培训计划和提供机制，

(2)

决议 72 (Cg-18) – WMO 全球学校倡议，

(3)

决议 74 (Cg-18) –在可持续和有成本效益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方面逐步加大有效的投
资伙伴关系，

(4)

决议 80 (Cg-18) – 日内瓦宣言– 2019：构建天气、气候和水等行动共同体，

(5)

决议 50 (Cg-17) – 能力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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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议 51 (Cg-17) - WMO 教育培训计划，

(7)

决议 18 (EC-64)和决议 16 (EC-65) – WMO 能力发展战略和能力发展实施计划，

(8)

决议 9(EC-68) –更新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9)

决议 4 (EC-67) –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小组的职责，

考虑到缩小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差距是 2020-2023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的长期目标之一，因
此，能力发展是 WMO 的一项主要交叉性活动，包括所有组成机构的工作，可加强 NMHS 的知
识和专业知识，并可提高向用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战略计划的目标 4，缩小在天气、气候、水文及相关环境服务方面的能力差距：提高发
展中国家的服务提供能力，确保为政府、经济部门和公民提供所需的基本信息及服务”
考虑到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 WMO 和发展伙伴的集体努力，
决定：
(1)

建立一个能力发展小组，

(2)

同意该小组的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邀请会员继续支持 WMO 的所有能力发展倡议；
敦促会员使其相关专家能够为 WMO 的能力发展活动做出贡献；
另敦促会员利用财务和实物资源，支持能力发展活动。
要求秘书长向会员提供及时和全面的国家支持倡议参考资料，以进一步明确实际执行情况，包括
进一步完善 Cg-18/INF. 8.3 中提及的利益相关方各自的作用和责任，并提供其适用于会员熟悉
该倡议的实例。
_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

(1)

决议 9 (EC-68) – 更新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2)

决议 4 (EC-67) –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小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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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7(EC-71)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小组的职责
1.

职责

该小组将通过技术协调委员会和政策咨询委员会对执行理事会负责。它将监测 WMO 战略计划、
WMO 能力发展战略和 WMO 性别平等政策下的优先重点和活动，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程序和人
力资源能力发展，具体如下：
(i)

确定 NMHS 能力方面的政策相关差距，以交换资料，提供适当服务，遵守 WMO 标准和
推荐做法，并铭记“2019 年日内瓦宣言”，

(ii)

就 WMO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 NMHS 的援助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导和监督。指导可以按照附
录中的职责进行，

(iii)

审查教育和培训政策、资格、能力标准、区域培训中心评估以及 WMO 全球学校活动，

(iv)

确定培训需求，就如何加强培训机构的能力提供指导，并就开展培训活动提出建议以弥
补学历和继续教育方面的差距，

(v)

根据决议 74(Cg-18)，监督和指导实施执行理事会的任务。特别是，确保可支持能力发
展的 WMO 活动（包括国家支持倡议和 VCP，以及与 WMO 相关的 CREWS 活动）相
辅相成，并考虑到会员的独特国情，

(vi)

审查和分析 WMO 性别平等行动计划中的差距，并为 WMO 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提供
指导，

(vii)

该小组将向政策咨询和技术协调委员会提供有关 WMO 能力发展的报告和建议，供 EC
审议，

(viii)

考虑到技术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其他附属机构与能力发展有关的工作。

2.

组成

(i)

由本组织副主席或执行理事会指定的成员担任该小组的主席。如果主席不能参加小组会
议，她/他将指定一名小组成员在其缺席时主持会议，

(ii)

除主席外，该小组将由最多 12 名核心成员组成，每名成员将以个人身份参加，

(iii)

每个区域协会一名主席代表和每个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一名代表将参加该小组并由执
行理事会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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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根据常任代表的提名，其余十名核心成员将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其在气象学、气候学、水
文学、机构、法律和教育培训事务领域的体制基础设施、程序和人力资源能力发展方面
的专业知识任命，使用第 3 节所述的程序，同时考虑到小组在审查最合格的候选人时需
要在能力发展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平衡，以兼备适当的技术、地域和性别平衡，

(v)

小组主席将邀请供资和发展机构的代表，包括官方发展机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委员会、
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以及能力发展利益相关方的专家和代表，酌情参加小组的工作。

(vi)

除了以个人身份行事外，小组成员还应与技术委员会保持定期联系，以促进跨领域的协
调和信息交流，

(vii)

成员的任期通常为四年。

3.

任命成员的流程

按照上文第 2 段所述，由执行理事会任命小组成员，除此之外，执行理事会还将通过以下透明程
序任命 10 名小组成员：
(i)

秘书长将致函各会员，并抄送水文顾问和区域协会及技术委员会主席，告知他们有机会
提名具有适当技能的人员参与 EC 能力发展小组，并供执行理事会审议，

(ii)

秘书长将审查这些资格并向执行理事会（或在休会期间向 WMO 主席提交）提交一份按
优先排序的候选人名单，

(iii)

理事会（或根据《总则》第 9 条由主席代表理事会）从秘书长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中任命
小组成员。理事会将授权主席在休会期间出现职位空缺时，从执行理事会通过的名单中
挑选人员填补职位空缺。

工作流程
该小组将：
(a)

通常每年举行会议；

(b)

有效利用电子形式进行协调与合作。

__________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小组职责的附录
该小组可以按照以下方针向 WMO 提供指导：
(i)

加强收集和分享与 NMHS 发展有关的最新信息的机制（例如 CPDB/外联网、调查、国家
评估......）；

(ii)

依托发展中国家 NMHS 现有能力而采取的行动，例如：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a.

促进结对安排和其他创新的双边合作，

b.

利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发展伙伴倡议的战略，

c.

向政府、最终用户、决策者宣传有关 NMHS 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

d.

协助 NMHS 将 WMO 和国家要求纳入国家政策、立法框架和国家发展规划，

e.

努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培训和长期教育，

f.

努力开发、实施、监测和评估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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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进全球气象学、水文学和气候学原理，包括权威声音、通用标准、数据和产品共享，
h.

审查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活动，旨在发展、交流和协助发展中国家的 NMHS 遵
守 WMO 标准和推荐做法。

决议 8 (EC-7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2 (EC-6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2016–2019）计划以及决议
19 (EC-70)-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注意到决议 35 (Cg-1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台站标识符，
赞赏地注意到进一步开发 OSCAR/地表界面和相关的用户手册，并根据决议 2（EC-69）由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委员会间协调组编写关于 WIGOS 台站标识符指导材料，
审查了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提出的指南更新草案，见本决议附录，
决定通过《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更新版，见本决议的附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
要求秘书长：
(1)

以 WMO 所有官方语言出版《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

(2)

确保相关文件的编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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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根据决议 37（Cg-18）- WIGOS 过渡到业务运行，从
2020 年开始，进一步编写本指南并利用其它可用资料加强本指南，
邀请会员：
(1)

在使用相关技术规则时，使用该指南；

(2)

向秘书长提供关于如何改进指南后续版本的反馈意见。

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19 (EC-70)，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8(EC-71)的附录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文件：EC-71-d04-1-WIGOS-ANNEX-No-1165-approved_zh.docx)
（编注：上述执行理事会文件的链接用于会议批准修订或起草新的草案。要查看会后的最终出版
物，请访问 WMO 图书馆网站 https://public.wmo.int/en/resources/library。）

决议 9 (EC-71)
WMO 区域培训中心（确认）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8 (EC-68)是关于 EC 指定和重新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RTC）的标准，
注意到决议 52 (Cg-17)、决定 64 (EC-68)、决定 56 (EC-69)和决议 31 (EC-70)，关于延长
有关 WMO RTC 的地位，直到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ETR）正在进行或未来进行的外部审查得
出结论，并随后由 EC 进行决定，
决定根据 EC ETR 专家组和第一区域协会提出的建议，再次确认尼日利亚和肯尼亚 WMO RTC
的地位；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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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到 EC ETR 专家组目前正在审查埃及、马达加斯加、菲律宾、卡塔尔和南非的 WMO RTC。

决议 10(EC-71)

《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WMO-No.702）的修订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WMO-No.702) 1998 (第 2 版)，
回顾到决议 26 (EC-64) – EC-64 指导相关技术委员会对 WMO《技术规则》的持续审议和修订，
另回顾到 JCOMM-4 (8.1.2) (https://library.wmo.int/pmb_ged/wmo_1093_en.pdf)，
会上委员会：
(1)

认识到《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WMO-No.702）及其他相关技术指导出版物在确保提供
高质、准确、一致和及时的业务预报产品方面的价值，

(2)

认识到关于波浪预报的发展和进展，并同意波浪指南动态部分的有用性，以便跟上最新发
展，

(3)

要求 JCOMM 波浪和沿海灾害预测系统专家组(ETWCH)对《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
(WMO-No.702) 进行必要修订，

确认经修订的《指南》草案已按照 WMO 出版程序进行了独立的同行审查，这些意见已被纳入目
前的版本 (草案见
https://jcomm.info/index.php?option=com_oe&task=viewDocumentRecord&docID=
24687，从 1998 年版到 2019 年草案的主要修改摘要见 EC-71/INF 4.3(2))，
注意到 JCOMM 管理委员会(2019)向执行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即核准和通过经修订的《海浪分
析和预报指南》(WMO-No. 702)，指南将根据决议 12(Cg-17)和 WMO《总则》第 127 条生
效，
决定核准 EC-71/INF.4.3(2)所载的经修订的《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WMO-No.702)，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
(1)

就海洋服务，特别是海浪预报和警报，向有关会员提供技术咨询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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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继续审查《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WMO-No.702)并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

敦促 WMO 会员关注并利用经修订的《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WMO-No.702)，
要求秘书长:
(1)

随后进行编辑修订，确保相关文件的一致性，并按照决议 81(Cg-18)的决定出版本指南，

(2)

请各有关方关注上述决定。

决议 11（EC-71）
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2)
(3)
(4)

决议 6（Cg-18）—WMO 区域协会，
决议 7（Cg-18）—建立第十八财期的 WMO 技术委员会，
决议 11（Cg-18）—WMO 改革—下一阶段，
决议 75（Cg-18）—对《总则》的修订，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组成机构改革工作组的报告（Cg-18/INF. 4(1)）和执行理事会战略与运行
规划工作组的建议（Cg-18/INF. 4(2)），
通过本决议附录 1“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在秘书处协助下确保执行“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关
于其效率和效果的反馈，
认同本决议附录 2“区域协会议事规则”草案，并要求秘书长与区域协会主席协商并最终确定这
些规则，作为全面审查 WMO 区域概念和方法计划的一部分，以加强区域协会的作用并提高其有
效性（决议 11（Cg-18）提及），
委任：
(1) 技术协调委员会依据提高 WMO 工作结构效果、效率和一致性的一般性努力，保持对技术
委员会和区域协会议事规则的审查，制定本组织研究理事会和其他机构的议事规则，并根
据需要提出修改建议，
(2) 政策咨询委员会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审查和更新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2012 版），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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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公布议事规则。

决议 11 （EC-71）的附录 1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

文件修改记录
版本
2019

决议
11（EC-71）

批准日期
2019-06-19

生效日期
2019-06-19

修改情况
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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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是依据《总则》第 4 条通过的，其目标是确保所有技术委员会及其附
属机构按标准化程序运行。

1.2.

议事规则由执行理事会在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和《总则》授权下通过的。如有需要，可
由执行理事会对其进行修订。本议事规则的规定如与《公约》或《总则》的任何规定存在
任何冲突，应以后两者为准。

2.

技术委员会的宗旨和职责

2.1.

委员会的主要宗旨是研究并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出与其职责相关主题的建议，特别是直
接与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委托相关的事项。技术委员会是本组织的组成机构。

注：技术委员会的定义见《公约》第 4 条和第 19 条。涉及技术委员会的一般规定见《总则》第五
章。
2.2.

经大会通过的技术委员会的总体职责见《总则》附录 3。委员会可向大会提议修改总体职
责。

注：总体职责见本议事规则附录 1。
2.3.

经大会关于设立委员会的决议批准的技术委员会的具体职责见本议事规则附录 2。

2.4.

每个委员会在决定其工作计划和活动时，应遵守总体职责及其规定的具体职责。委员会应
继续审查其具体职责，并提出修订案以确保其保持更新。此类修订案应提交大会或授权的
执行理事会审批。

3.

官员

3.1.

每个委员会应根据《公约》第 19 条选举官员、主席和副主席。选举应在委员会届会上进
行。
注：根据对《公约》第 19 条的解释，多学科委员会的副主席办公室最多可有三名副主席。

3.2.

根据《总则》第 183 条，由有投票权并参加该委员会的会员指定的技术专家应具有参选主
席或副主席的资格。

3.3.

官员的任期应从例行届会结束时起，至下届例行会议止，届时将举行该职位的选举。他们
可以根据《总则》第 11 条再次当选。

3.4.

委员会主席的职责见《总则》第 18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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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委员会可选出最多三名联合副主席，应涵盖委员会职责范围内不同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同
时适当考虑区域和性别平衡。如果一个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包括水文业务，应至少有一名官
员（主席或联合副主席）有水文背景。

3.6.

联合副主席的职责应包括：

(a)

在主席授权或无法履行其职责的情况下代表主席行使职权。

(b)

在与委员会职责范围有关的专业领域内协调相关事项。

3.7.

如果委员会主席或其中一名联合副主席辞职或无法履行其办公室职能，应按照《总则》的
相关程序尽快替换。
注：如果委员会只有一名副主席，则适用《总则》第 11 至 16 条。

3.8.

如果委员会选出一名以上的副主席，委员会应根据《总则》第 12 条确定哪位联合副主席
应担任代理主席。

4.

组成

4.1.

技术委员会由委员会会员提名的并涵盖委员会职责范围各领域的技术专家组成，这些技术
专家被选定并任职于任何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与 WMO 有正式关系的联合国和其它相关国
际组织也可提名委员会的技术专家。
注：“技术专家”的定义见《总则》中的“定义”。

4.2.

被选定并任职于委员会附属机构的技术专家应以个人专家身份参加该附属机构工作，而不
是作为其提名方的代表。

4.3.

提名技术专家

4.3.1. 在大会设立技术委员会之后，应邀请会员、联合国以及与 WMO 有正式关系（工作安排或
协议、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关系）的相关国际组织提名专家任职于该委员会。提名邀请应说
明被提名者所需的专业知识。提名人应提供有关提名专家的可核实信息，包括在当前委员
会专业领域的作用、资格、能力、技能和经验。
4.3.2. 来自会员的技术专家应由各自的常任代表（PR）提名。应与各自水文顾问商议后提名水文
专家。
4.3.3. 在提名委员会技术专家时，PR 最好酌情聘用来自国家或地区相关公共、私人或学术实体的
其他技术专家。
4.3.4. 与 WMO 缔结了工作安排或协定的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包括参与互相的工作）的行政负责
人也可向委员会提名技术专家。各组织的指定应通过秘书处进行，由之对指定进行验证并
将之输入 WMO 系统平台。
4.3.5. 在提名专家担任委员会职位时，提名人应明确声明允许这些专家在国际层面开展工作，并
将其部分工作时间分配给此类工作。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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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主席和联合副主席应在委员会管理组或同等机构以及秘书处的协助下审查收到的提名，并
确定这些提名是否符合既定资格要求。经批准的被提名人应组成委员会的专家网络，并通
过甄选组成其附属机构（参见规则 5.5.5）。

5.

附属机构

5.1.

每个委员会都可设立附属机构，以执行其工作计划的某些任务。在原则上，各委员会应在
适当考虑现有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将附属机构的数量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各技
术委员会应努力以与每个委员会类似附属机构保持一致的方式建立其结构。

5.2.

每个附属机构的专家人数应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同时适当考虑完成该机构的任务所需
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5.3.

每个附属机构的专家人数应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同时适当考虑完成该机构的任务所需
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5.4.

附属机构的类型

5.4.1. 常设委员会
(i)

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作为专家机构，以执行与技术委员会总体职责
（《总则》附件 3）第 2 项和第 3 项以及与该委员会具体职责有关的任务。

(ii)

常设委员会的有限职责范围应由上级委员会确定。主要根据委员会的具体职责
按要求开展规范性工作，特别是制定新的或修订技术规则以及相关的实施指导
材料。

(iii)

通常应设立常设委员会，直至委员会下一届例行届会，并在必要时重新设立。

(iv)

在管理组和秘书处协助下，由委员会主席从专家网络中选出常设委员会的技术
专家。

(v)

当选专家应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如果相关 PR 在提名过程
中尚未提供协议，应要求提供。

(vi)

常设委员会的规模可因工作领域和工作量而有所不同，但不应超过委员会届会
商定的数量。

注：为技术委员会分配的 4 年预算基于以下假设：常设委员会的平均规模是 20 名专
家，包括主席和副主席。
5.4.2. 研究组
(i)

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研究组作为专家机构，以执行与技术委员会总体职责（《总
则》附件 3）第 1 项和第 4 项以及与该委员会具体职责有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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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组的有限职责范围应由上级委员会确定。主要开展关于已确定技术问题的
研究，制定相应的提案，并评估制定关于研究主题进一步指导或技术规则的可
行性/必要性。

(iii)

研究组应基于固定时间段和有限职责范围建立，并明确规定可交付成果。

(iv) 在管理组和秘书处协助下，由委员会主席从专家网络中选出研究组的技术专家。
当选专家应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如果相关 PR 在提名过程
中尚未提供协议，应要求提供。
(v)

研究组的规模可因工作领域和工作量而有所不同，但不应超过委员会届会商定
的数量。

注：为研究组分配的4 年预算基于以下假设：研究组的平均规模是15 名专家，包括
组长和副组长。
5.4.3. 专家组
(i)

专家组可由常设委员会设立，以执行常设委员会工作计划中的具体任务。专家
组应有明确规定的可交付成果和时间限制。

(ii)

专家组应由从专家网络中选出的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及主席的选择
应由委员会主席根据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提议予以批准。

(iii)

常设委员会设立的专家组的数量应保持在最低限度。专家组应主要通过电子通
讯手段开展工作；只有在上级常设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组织面对面会议。

5.4.4. 专家网络
(i)

秘书处应建立并维护一个关于共同专家网络的数据库。

(ii)

根据上述第 4.3 条提名的技术专家应纳入专家网络。秘书处应检查并确认提名
专家的资质和能力是否符合向会员和国际组织宣布的要求。如果资质和能力不
符合要求，则应通知提名的常任代表或国际组织。

(iii)

专家网络中的专家应根据其资质和能力纳入实践团体（CoP）。

(iv)

可从专家网络中选取专家在常设委员会、研究组和专家组工作。应将此类选择
通知相应的常任代表、水文顾问（与水文专家相关）或专家所属国际组织的负
责人。

(v)

可要求专家网络中的专家作为评审或以其它形式为常设委员会、研究组和专家
组的工作做出贡献。应以适当的方式承认他们对各附属机构工作的贡献。

(vi)

委员会管理组应定期审查其予以支持的专家网络的状况。如果专家处于非活动
状态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则应从专家网络中删除。

5.4.5. 管理组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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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每个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管理组，其组成如下：主席、联合副主席、常务委员会
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必要时相关研究组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主席应主持管
理组。

(ii)

委员会主席可视需要邀请其他专家加入管理组。

(iii)

委员会的管理组的总体职责见附录 3。每个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具体的职责。

(iv)

管理组应通过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协调各委员会的所有活动，必要时由
主席批准更新内容。

5.4.6. 联合附属机构
(i)

可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委员会的提议或与其他有关机构（例如研究理事会）合
作设立联合附属机构、常设委员会或研究组，以开展交叉性工作。

(ii)

联合附属机构的设立应由执行理事会根据有关机构主席的建议予以批准。

(iii)

联合附属机构应选举联合主席，以代表每个开展合作的上级机构。

5.5.

委员会主席可在两次届会之间设立委员会的任何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可能是完成工作计划
任务，或是解决紧急问题所必需的。就建立新的常设委员会或研究组的问题，应与秘书处
就所需的财务和人力资源以及执行理事会的授权进行适当协调。

5.6.

如果附属机构的主席辞职或因任何原因无法履行职能，该小组的副主席（如果有的话）将
担任主席。在没有副主席的情况下，主管委员会的主席应指定一名新主席，最好是从附属
机构的成员中任命。

5.7.

一旦委员会的届会闭幕，秘书长应尽快向在附属机构中任职的每位专家（第 4 节中规定的
技术专家）发出邀请。

5.8.

接受邀请的被提名者达到简单多数时（如果有，包括指定的组长），附属机构就视为开始
工作。

6.

届会
注：根据委员会主席的决定，经与管理组协商并根据其建议，委员会的会议可分为若干分
会，其中包括委员会附属机构的会议。在委员会届会之前或期间举行的附属机构会议
将不是政府间性别，但将为专家级别。《总则》中与组成机构届会有关的所有规定
（第 18 条至第 64 条）适用于技术委员会届会的政府间分会。这也适用于组成机构的
联合会议。

6.1.

技术委员会常规届会的时间间隔通常不超过二年。技术委员会主席应努力提前确定每个四
年财期中委员会常规届会的日期。只有在需要开展政府间讨论和决策以解决不可预见的事
态发展时，才能举办特别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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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秘书长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协商草拟技术委员会届会的临时计划，交大会届会之前的执行理
事会的最后一次届会予以协调。协调后的届会计划须在大会届会之前寄送全体会员。常规
届会和特别届会的日期和地点由委员会的主席与秘书长协商后决定。

6.3.

技术委员会常规届会的默认地点应是 WMO 瑞士日内瓦总部。但是，如果会员表示有兴趣
主办技术委员会届会，则应根据第 18 条处理此类提案。

6.4.

如接到一个以上会员愿当某技术委员会同一届会的东道主的邀请，秘书长应将此事提请本
组织主席决定。

6.5.

秘书长须与会议召集者协商，利用东道主会员提供的便利，做出届会或联合届会的所有安
排。

6.6.

如果议程涵盖可以通过协调方式更好地处理的项目，则可在本组织主席授权的情况下举行
技术委员会联合届会。联合届会的日期和地点应由有关委员会主席与秘书长协商后达成协
议来确定。

6.7.

如有必要，可在本组织主席授权下举行技术委员会与区域协会等其他机构的联合届会。此
类联合届会的日期和地点应由有关机构主席在与秘书长协商后达成协议来确定。

6.8.

委员会与其他机构的联合届会须按适用于该会议主席所在组成机构的《总则》条款进行，
联合届会后，其主席须采取他所在组成机构的届会后通常所采取的那些行动，包括向大会
或执行理事会报告有关联合届会的工作。

6.9.

文件
6.9.1. 秘书长至迟在开幕前 120 天将委员会届会或联合届会的日期和地点通知本组织会
员、委员会成员、其他组成机构的主席、联合国、已与本组织签有协定或安排的其他国际
组织以及符合总则第十九和二十条规定的其他人员。
6.9.2.
临时议程和概述拟讨论问题的解释性备忘录也须至迟在开幕前 120 天分送
给上述组织和人员。
6.9.3.

届会文件应尽快提供，以不迟于开会前 45 天为宜。

6.9.4.

技术委员会届会报告应按照《总则》第 112 至 117 条的规定编写。

6.9.5. 委员会的每次常规届会都应通过一个工作方案，直至下次届会。编制工作计划应符
合本组织的战略和运行计划。
6.10.

议程
6.10.1. 委员会常规届会的临时议程应由委员会主席与秘书长协商编写，通常应包括（确切
的顺序由主席确定并提交届会批准）：
(a)

审议证书报告；

(b)

建立委员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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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d)

委员会建立的附属机构主席的报告；

(e)

审议与委员会相关的WMO计划；

(f)

审议与委员会相关的战略规划；

(g)

本组织主席、执行理事会、其他委员会、协会、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和会员
提交的项目；

(h)

审查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并评估有关行动的执行情况；

(i)

审查与委员会相关的执行理事会决议；

(j)

下一个休会期的工作计划和附属机构；

(k)

选举官员；

(l)

可选 - 本委员会领域内的科学演讲和讨论；

6.10.2. 委员会特别届会的议程应仅包含以下项目：
(a) 审议证书报告；
(b) 建立委员会；
(c) 审议召开此届会要解决的问题。
注：如果委员会常规届会是两年一次，仅在特殊情况下可召集特别届会。
6.10.3. 会员可对例行届会的临时议程提出补充项目，但最好不迟于开会前 30 天；补充项
目的解释性备忘录应与提案一起由秘书处分送给第 6.5 条规定的组织和会员。
6.10.4. 会员就临时议程项目提交的工作文件应尽早提交给秘书处，最好不迟于届会开会前
六十天；同样，工作文件也应由秘书处地提供。
6.10.5. 委员会常规届会的临时议程应由委员会主席与秘书长协商编写。
6.10.6. 委员会特别届会的议程应仅包括审议召开此届会要解决的问题。
6.10.7. 届会开幕后须尽快将临时议程提交委员会批准。届会期间，议程可随时修改。
6.11.

技术委员会的会议应作为各代表团出席的政府间会议进行，每个代表团有一名首席代表。
为响应届会的召开通知，会员应通过向秘书长发出通知，通知首席代表及其候补代表的姓
名。

6.12.

委员会主席可决定召开届会的技术专家分会，代表们可分组举行会议，讨论需要澄清的技
术问题。这些技术分会应以非政府间方式进行，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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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国际组织提名的专家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无表决权。

6.14.

投票和法定人数
6.14.1. 技术委员会的决定，包括选举官员的决定，最好以协商一致方式确定。如果无法达
成共识，可根据总则第 57 至 79 条进行表决。
6.14.2. 与选举官员无关的决定的法定人数应符合第 194 条的规定。如果在会上未达到法定
人数，则应适用第 195 条。
6.14.3. 选举官员的法定人数应符合第 194 条的规定。如果在会上未达到法定人数，则应通
过信函将完整的候选人名单提交给具有表决权的参与委员会的本组织会员的常任代
表。在投票发送至常任代表后的 60 天内，如果候选人获得多数票时，这时才能认
定该候选人当选。

6.15.

届会决定的类型
6.15.1. 各委员会届会的决定应根据总则 163 条的规定制定，可采用决定、决议或建议的
形式。
6.15.2. 关于设立委员会附属机构的决定应采用决议的形式。
6.15.3. 拟议对技术条例的修改应纳入执行理事会或大会的建议中。在提交此类建议时，委
员会应考虑总则第 127 条中向会员发出通知的要求。

7.

附属机构的会议

7.1. 每次会议结束后，委员会管理组应编制此次届会设立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会议时间表。
如果是联合常设委员会或研究组，其会议应与另一个上级机构的管理组协调。
7.2.

附属机构的会议应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频率。常设委员会通常应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7.3.

常设委员会或研究组会议的会期通常为三个工作日。如果高度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额外的
讨论时间，委员会主席可以批准该规则的例外情况。

7.4.

附属机构主席应与主席和管理组协商，为届会编写议程和工作计划。

7.5.

对于在常设委员会、研究组和其他附属机构的会议的事务处理，必要时应适用总则第 95
至 109 条。

7.6.

在每次常设委员会或研究组会议后的 15 天内，主席应向委员会主席提交总结报告。专家
组主席可向上级常设委员会主席提交会议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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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协助

8.1 应技术委员会要求，秘书处须承担行政工作，包括准备文件以及与其职能相宜的技术工作。
秘书处指派秘书处技术专家以顾问身份参加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并承担技术委员会要求的
技术研究。

附录一
技术委员会的总体职责
（见《总则》附录三的定义）

在下面规定的责任范围内和总则条款范围内，各技术委员会应：
(1)

研究并回顾科学技术的进展，告知会员，并就其进展及影响，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它
组成机构提供咨询；

(2)

研究提出气象和业务水文工作的方法、程序、技术和实践，包括技术规则、指南、手册有
关部分的国际标准建议，供大会、执行理事会审议；

(3)

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总指导下，如必要，会同其它机构执行本组织有关科学技术计划活
动的制订、实施和评价职责；

(4)

为审议和解决有关科学技术问题提供论坛；

(5)

通过组织讲习班、讨论会、准备有关材料，或开发其它合适的机制，以协助促进会员间进
行方法学和知识转让等培训工作，包括研究结果在内；

(6)

促进国际合作，并通过适当渠道保持与其它有关的国际组织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密切合作；

(7)

针对由自己的具体职责规定的领域以及为落实 WMO 战略计划编制和维持一个运行计划，旨
在按照现有管理程序调整各自的工作以满足社会需要；

(8)

如认为必要，可提出建议。
______________
附录二

技术委员会的决议职责
(将插入决议 7(Cg-18)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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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附录三

技术委员会管理组的总体职责
（在大会成立委员会后添加）

决议 11 (EC-71)的附录 2
区域协会的议事规则

区域协会的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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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区域协会的议事规则根据《总则》第 4 条的规定获得通过。其目标旨在确保各区域协会及
其附属机构的标准化程序安排。

1.2.

议事规则由执行理事会在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和《总则》的授权下通过。必要时，执行
理事会可对其做出修改。如果议事规则的规定与《公约》或《总则》的任何规定之间有任
何冲突，以《公约》或《总则》的文本为准。

2.

区域协会的职能、地理区域和职责

2.1.

区域协会的主要职能是：
(i) 促进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议在本区协内之实施；
(ii)

审议执行理事会提请注意的事项；

(iii)

讨论具有广泛利益的事项，协调本区域内气象及有关活动；

(iv)

就本组织宗旨范围内的事项，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

(v) 履行大会授予的其它职能。
注：《公约》第 14 和 18 条界定了区域协会。特别涉及到区域协会的一般规定可参见
《总则》第 4 章。
2.2.

本组织的区域协会有：
第一区域协会 – 非洲
第二区域协会 – 亚洲
第三区域协会 – 南美洲
第四区域协会 –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
第五区域协会 – 西南太平洋
第六区域协会 – 欧洲
大会所批准的相应区域的地理界限可参见《总则》附件二。

2.3.

区域协会的总体职责可参见《总则》附件二。各区域协会可向大会提出总体职责修正案。
注：议事规则的附件一中重述了总体职责和相应区域的地理界限。

2.4.

各区域协会在决定其工作计划和活动时应遵守总体职责。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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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员资格

3.1.

区域协会的会员是依据《公约》第 18（1）条和《总则》第 164-166 条宣布其会员资格的本
组织会员。

3.2.

一个会员可属于一个以上的区域协会，但前提是要符合《总则》第 164 条的规定，即在技
术上和财务上完全负责维持位于或延伸该区域地理界限之内的气象站网或水文站网。
注：鉴于会员可属于一个以上的区域协会，且可在其所属的所有协会中行使表决权，但在
常任代表执行理事会选举时务必遵守《总则》第 141 条。因此《总则》第 141 条也限制着
竞选区协主席的候选人，因为区协主席是执行理事会的当然成员。

4.

官员

4.1.

根据《公约》第 18 条，各区协须选出其官员、主席和副主席。选举应在区协例行届会上进
行。

4.2.

只有被所属区域协会的会员委任为其气象局局长或水文气象局局长者，方有资格担任区协
的主席和副主席，除非该会员在届会期间被剥夺了投票权。

4.3.

官员的任期应从例行届会结束时起，到下次例行届会结束并在会上选出该职位任职官员时
止。根据《总则》第 11 条，官员可以连任。

4.4.

区域协会主席的职责可参见《总则》第 167 条。

4.5.

副主席的职责应在主席授权或主席无法履行职责时代表主席履职。

4.6.

若区协主席或副主席辞职或无法履行其职能时，应依据《总则》（《总则》第 11-16 条）中
的相关程序，尽快安排更换人选。

5.

附属机构

5.1.

各区协可设立附属机构，负责开展其工作计划中的某些任务。作为一项原则，各区协应充
分根据现有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将附属机构的数量保持在最低必要限度内。区协应努力协
调一致地建立其结构，而且各区协有类似的附属机构。

5.2.

各附属机构的职责应由区协制定，且应在区协的职责范围内。如果是在届会期间设立附属
机构，则区协可在必要时挑选其主席和副主席，或授权区协主席负责挑选。

5.3.

除了管理组之外，附属机构应由所属区协的会员所提名的专家组成。

5.4.

应充分根据完成委派给附属机构的任务所需的现有财力和人力资源，将各附属机构的专家
数量维持在最低必要限度内。

5.5.

附属机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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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管理组
(i)

各区协应设立一个管理组，其组成如下：主席、副主席、商定数量的所属区协会
员气象或水文气象局局长、以及必要时所设附属机构的主席。区协主席应主持管
理组的工作。

注：应在区协届会上决定管理组的局长人数，以确保相关地域覆盖、次区域平衡、性
别平衡和发展水平平衡。
(ii)

必要时，区协主席可邀请其他专家支持管理组的工作。

(iii)

区协管理组应具有附件二中规定的总体职责。各区协可决定具体职责。

(iv)

管理组应通过在区协届会上通过的工作计划以及必要时经主席批准的更新内容，
来协调各自区协的所有活动。

5.5.2. 联合附属机构
注：将编写此部分作为组成机构下一阶段改革的一部分。
5.6.

在届会休会期间，区协主席可设立任何认为对于完成工作计划中的任务或解决紧迫问题是
必要的区协附属机构。新附属机构的设立应就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与秘书处进行适当协
调。

5.7.

若附属机构主席辞职或出于任何原因无法履行职责，则其副主席（如果有）将担任主席。
如果没有副主席，主管区协的主席须指定一位新主席，最好是从附属机构成员中挑选。

5.8.

在区协届会闭幕后，秘书长须尽快向每位专家发出在附属机构任职的邀请（根据区协决
议）。

5.9.

如果简单多数的被提名者（包括指定的主席）接受邀请，则附属机构即被视为已启动。

6.

届会
注：区域协会届会是作为政府间会议举行。

6.1.

区协例行届会之间的时间间隔通常应不超过四年。区域协会的主席应努力提前确定每四年
财务期其区协例行届会的日期。

6.2.

如果区域协会在届会中或本区域协会三分之一会员要求通过通信表决提出召开特别届会的
建议，则根据大会或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可召开区域协会的特别届会。特别届会的召开应仅
针对需要通过区域政府间的讨论和决定加以解决的未预见的发展问题。

6.3.

秘书长应与各区协主席协商草拟区域协会届会的临时计划，交大会届会之前的执行理事会
的最后一次届会予以协调。协调后的届会计划应在大会届会之前寄送全体会员。例行届会
或特别届会的日期和地点应由区协主席与秘书长协商后决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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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区域协会例行届会通常须在其本区域内的某地举行。应根据《总则》第十八条处理各项提
案。如果本区协没有会员能够主办届会，则区域协会届会的会议地点默认为瑞士日内瓦的
WMO 总部。

6.5.

如果不止一个会员邀请作为区域协会同一届会的东道主，则秘书长应将该事项提交本组织
主席决定。

6.6.

秘书长须与会议召集者协商，利用东道主会员提供的便利，做出届会或联合届会的所有安
排。

6.7.

如果议程包含的议题能够以协调的方式更好地加以解决，经本组织主席授权，多个区域协
会可召开联合届会。联合届会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应与秘书长协商，由相关区协主席之间达
成一致后确定。

6.8.

如必要，经本组织主席授权，区域协会可与技术委员会等其它机构召开联合届会。此类联
合届会的举办日期和地点应与秘书长协商，由相关机构主席之间达成一致后确定。

6.9.

区协与其它机构举行联合届会应依照那些适用于联合届会主席所属组成机构的《总则》的
规定以及《议事规则》条款，联合届会后，联合届会主席须采取其所属组成机构届会之后
通常会采取的行动，包括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报告有关联合届会的工作。

6.10.

文件
6.10.1. 秘书长至迟在会议开幕前 120 天将区域协会届会或联合届会的举办日期和地点通知
本组织会员、区协会员、其它组成机构的主席、联合国、已与本组织签有协议或安
排的所有其它国际组织以及符合《总则》第 19 和 20 条规定的其他人员。
6.10.2. 临时议程和概述拟讨论问题的解释性备忘录也应至迟在会议开幕前 120 天发送给上
述组织和人员。
6.10.3. 届会文件应尽快提交，最好不迟于届会开幕前 30 天。
6.10.4. 会员提交的有关临时议程等议题的工作文件应尽早提交秘书处，但最好不迟于届会
开幕前 60 天；秘书处同样应提供这些文件。
6.10.5. 应依据《总则》第 112-117 条编写区域协会届会报告。
6.10.6. 区域协会的每次例行届会应通过直至下次届会这一时期的工作计划。工作计划的编
写应依照本组织的战略和运行计划。

6.11.

议程
6.11.1.

区协主席须与秘书长协商，制定区协例行届会的临时议程，通常须包括：
(a) 审议证书报告；
(b) 建立委员会；
(c) 区协主席的报告；
(d) 附属机构主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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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审议下列计划的区域方面：
(i)

WMO计划；

(ii)

战略和运行计划；

(f) 本组织主席、执行理事会、其它区协、委员会、联合国及会员提交的议题；
(g)

审议区协以往的决议和建议以及相关后续活动的状况；

(h)

审议与区协有关的执行理事会决议；

(i)

下一次届会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以及建立区协附属机构；

(j)

选举官员；

(k)

可选：科学讲座和讨论会。

拟讨论议题的顺序须由主席决定，并提交区协批准。
6.11.2.

6.11.3.

6.11.4.

区协特别届会的议程仅须包含下列议题：
(a)

审议证书报告；

(b)

建立委员会；

(c)
审议召开届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任何会员均可对例行届会的临时议程提出附加议题，但最好不迟于届会开幕前
30 天；有关附加议题的解释性备忘录应附带此类提案，并由秘书处分发给规则
第 6.5 条所述的组织和会员；
临时议程应在届会开幕后尽快提交区协批准。在届会期间，议程可随时修改。

6.12.

区域协会届会应作为政府间会议举行，各代表团有一名首席代表率团参会。会员应通过通
知书向秘书长通报首席代表及其代理人的姓名，以答复届会的召开通告。

6.13.

区协主席可决定召开届会的技术专家会议，与会代表可分组商讨需澄清的技术问题。此类
技术会议应作为非政府间会议，与会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会。

6.14.

国际组织提名的专家应作为无表决权的观察员参与届会。

6.15.

表决和法定人数
6.15.1.

区域协会的决定，包括官员的选举，最好应通过协商一致确定。如果未能达成
共识，则应依据《总则》第 57-79 条进行表决。

6.15.2.

决定和选举官员的法定人数应按照《总则》第 177 条。

6.15.3.

若在会议上未获得法定人数，则《总则》第 178 条应适用于决定，而非选举。

6.15.4.

如果在会议上官员的选举未能获得足够的法定人数，则候选人的完整名单应通
过信函转交有表决权的区协会员的本组织会员常任代表。只有在候选人名单送
交常任代表之后 60 天内收到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才应被视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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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的决定类型
6.16.1.

应依照《总则》第 163 条，以决定、决议或建议的形式做出区协届会的决定。

6.16.2.

有关设立区协附属机构的决定应以决议的形式做出。

7.

附属机构的会议

7.1.

在每次届会后，区协管理组应编制届会所设立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会议时间表。如果
是联合常设委员会或研究组，则其会议应与其它上级机构的管理组协调。

7.2.

附属机构的会议应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管理组通常应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7.3.

附属机构会议的会期通常应为三个工作日。如果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更多时间讨论，则区
协主席可对这一规则给予例外。

7.4.

附属机构主席应与区协主席和管理组协商，制定届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

7.5.

关于附属机构会议中事务处理，必要时，应采用《总则》第 95-109 条。

7.6.

在每次附属机构会议后的 15 天内，主席应向区协主席提交摘要报告。

8.

秘书处的协助

8.1

应区协的要求，秘书处应开展行政工作，包括编写文件，并开展与其职能相适应的技术工
作。秘书长须指定秘书处的技术专家以顾问身份参与各区协的工作。
______________
附录一
区域协会的总体职责
（将从决议 6 (Cg-18)插入)
______________
附录二
区域协会管理组的总体职责
（拟制定作为组成机构下一阶段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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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2 (EC-71)
有关非 WMO 职员享受差旅和生活补贴的规定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12 (EC-67)–有关非 WMO 职员享受差旅和生活补贴的规定，

(2)

决议 89 (Cg-18)–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

回顾到 WMO《公约》第（b）条规定，即“本组织官员和执行理事会成员在履行职责时，须作为
本组织代表而不作为某会员的代表”，
进一步回顾到大会决定在 2021 年召开大会特别届会，并要求执行理事会考虑是否有机会于
2025 年召开一次大会特别届会，考虑到每四年召开两次大会，将有益于更频繁地聚集会员开展
有效和包容性治理，更多参与促进本组织的技术进步和政策制定，
决定按照本决议附件修改有关非 WMO 职员享受差旅和生活补贴的规定第 10 段，并立即生效。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2(EC-67)，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2 (EC-71)的附录
有关非 WMO 职员享受差旅和生活补贴的政策和规定

段落索引
1.
2.
3.
4.
5.
6.
7.
8.
9.
10.

引言
适用性
一般政策和条款
交通费用
差旅生活津贴
杂项差旅开销
差旅费预支
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时受伤或死亡的补偿
世界气象组织主席执行 WMO 公务差旅（包括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
除主席外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49

11. 区域协会主席的区域水文顾问（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
12. 区域协会主席（除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外的公务差旅）
13. 技术委员会主席；出席其他国际组织会议的世界气象组织代表；获 WMO 授权召开会议并
由本组织承担费用的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和专家组以及其他组成机构成员；WMO/国际科学
理事会（ICSU）协议所规定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和联合规划办公室成员；政府间气候服务理
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受邀参加咨询会议或参加规划会议和研讨会的专家；以及受邀
参加或开展研究和调查的专家
14. 例外事项
1.

引言

在某些情况下，非世界气象组织工作人员可获授权代表本组织差旅出行。本文件规定了在此类情
况下有关差旅费和生活津贴的政策和财务制度。
本政策及规定由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颁布。
2.

适用性

仅向属下列类别之一的非 WMO 工作人员支付差旅费和生活津贴：
(a)

WMO 主席执行 WMO 公务差旅（参见第 9 段）；

(b)

除主席外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参见第 10 段）；

(c)

区域协会主席除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外的公务差旅（参见第 12 段）；

(d)

技术委员会主席；出席其他国际组织会议的世界气象组织代表；获 WMO 授权召开会议并
由 WMO 承担费用的工作组和专家组成员；受邀参加咨询或规划会议的专家；受邀参加或
开展研究和调查的专家（参见第 13 段）；

(e)

开展 WMO 各项计划和活动任务的顾问和其他人员；

(f)

WMO/ICSU 的协议所规定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和联合规划办公室成员，以及出席世界气候研
究计划会议的人员；

(g)

根据 WMO/ICSU 的协议开展联合气候研究基金所资助活动的顾问、专家和其他人员；政
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的成员以及出席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会议的人员。

各类人员的支付标准参见以下各段。
3.

一般政策和条款

(a)

差旅经秘书长授权，其差旅费和生活津贴可由 WMO 承担。在所有情况下，需签发 WMO
官方差旅授权表，并由秘书长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署以使之生效。除紧急原因外，差旅授
权表应在差旅出发前签发。在此类情况下，差旅授权表应以最小延迟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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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没有秘书长的事先许可，不得超出差旅授权表所规定的差旅和任务持续时间；

(c)

本组织仅就实际完成的差旅和实际发生的费用偿付开支；

(d)

由世界气象组织承担的差旅费，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超过从常驻或工作地点往返会议地点
的费用；

(e)

除非有必要通过官方建立的其他路线出行，应通过最经济的路线出行；

(f)

如果差旅人员出于其自身便利，通过非直接路线出行，应基于实际的差旅路线报销费用，
且差旅费不得超出通过最经济和最直接的路线出行所花费用。

(g)

如若可能，差旅票应由本组织购买。如果差旅人员自行购票，或因改动路线、预订卧铺等
产生额外费用，应向旅行社或交通部门索取票据，并将其附于报销单之上。

(h)

人事条例所规定的差旅条款需在适用时遵守。

(i)

差旅费和生活津贴包括：
(i)

交通费用（参见第 4 段）；

(ii)

差旅期间的生活津贴，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获授权差旅会议地点的生活津贴（参见第
5 段）；

(iii) 差旅期间必要的额外开销（参见第 6 段）。
4.

交通费用

(a)

差旅方式
乘坐飞机是由世界气象组织承担费用的常用差旅出行方式。应选取最直接和最经济的路线。
如果无法乘坐及时、快捷和经济的飞机出行，应考虑快捷和经济因素，授权另一种适当的
替代交通方式。

(b)

差旅期间交通工具标准
参照第 9 段确定之资格，差旅出行应乘坐飞机经济舱，或火车头等舱。乘坐轮船出行时，
如果总费用不超过通过最直接路线乘坐飞机的费用，可予以批准（此限制不适用于 WMO
主席）。

(c)

驱车差旅
在某些情况下，可乘坐私家车出行，并按照人事条例为 WMO 工作人员规定的费率和条款
报销其费用。

(d)

其他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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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公务差旅期间，可报销乘坐电车、出租车和其他常用交通工具的费用。往返会议地
点、届会或咨询会期间的差旅费均包含于每日生活津贴中。
从机场和其他抵达或出发地点往返居住或公务地点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其费用应予以批
准。
除经特别授权，不得租赁交通工具用以除上述两段所述之外的更多用途。
5.

差旅生活津贴

(a)

定义
差旅生活津贴旨在补偿差旅人员在差旅期间生活开销的必要增加。
生活津贴是本组织对下列开销的总体补偿：伙食、住宿、洗浴、为提供给个人服务所支付
的小费、少量习惯酬金和其他费用、个人通话和其他通讯费用、洗衣、清洁、衣物熨烫，
以及其他个人开销。
超出津贴部分的任何开销应由差旅人员承担。上述个人开销不应与第 6 段所述之杂项开销
混淆。

(b)

生活津贴费率
应支付的生活津贴以固定的每日津贴形式发放。每日生活津贴费率参见第 9、10、12 和
13 段。

(c)

津贴的计算
(i) 除驱车或乘坐轮船以外的差旅出行，应参照以下各段所述之相应费率，按日历日支付。
如果涉及在常驻地以外过夜，则支付其中一部分，即，以相应费率支付出发日的整日
津贴，但不支付返回常驻或名义工作地点那一日的津贴。
如果差旅人员的状况或差旅方式造成在任何一日内适用一个以上的费率，应按照适用
于那一日中主要部分的费率支付一整日的津贴。
(ii)

6.

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应按照通过最直接、最经济路线完成出行所需的时间支付生活津
贴。

杂项差旅开销

可报销其他必要的差旅开销，如行李超重、签证签发、执行本组织官方公务的电报和电话开销，
但不包括个人行李险、行李搬运服务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7.

差旅费预支

(a)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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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计可报销差旅费，可合理预支资金。
(b)

解释和条款
预支不低于 50 美元并不高于预计可报销支出百分之 100 的资金应视为合理。
如果在差旅过程中，差旅人员已赚取一笔与预支款数额相当的生活津贴时，其可提前预支
预计可报销费用的余额。

(c)

余额
任何超出认定开销的预支款余额，需退还本组织。按照收据和报销审批单，向差旅人员汇
出应付的余额。

8.

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时受伤或死亡的补偿

公务差旅期间以下保险规定适用于疾病、意外、伤残或死亡等情况：
非本组织工作人员在获授权执行由本组织承担开销的差旅时，和/或享受每日生活津贴时，对其代
表本组织出席会议或执行公务所遭遇的死亡、疾病或受伤意外，WMO 承担有限补偿责任。因此，
非本组织工作人员对除代表本组织出席会议或执行公务以外所遭遇意外及其产生的任何费用，需
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并对订立其认为适当的生命、健康和其他形式的保险承担全部责任。
非本组织工作人员代表本组织执行公务遭遇死亡、疾病或受伤意外时，可获得补偿。其保险责任
范围与商业保险责任范围一致，目前为：
(a)
(b)
(c)
(d)

死亡：120,000 美元；
永久性完全残废：240,000 美元；
永久性部分残废：240,000 美元的一定比例；
暂时性完全残废：根据残疾时适用的保单确定。

9.

世界气象组织主席执行 WMO 公务差旅（包括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

交通工具标准

火车

轮船

飞机

头等舱
（夜间出行时为单铺位舱）

头等舱

头等舱

差旅出行和驻留会议地点期间的每日生活津贴费率：
根据联合国对相应地点的设定，WMO 人事条例为秘书长设定的费率要增加 7 美元。
10. 除主席外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出席理事会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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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执行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除主席外（参见第 9 段），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时，在下述情况
下，均可享受交通费用报销和差旅期间的生活津贴。
区域协会主席因不可避免的原因无法出席届会时，其代理人可享受同等费用待遇。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一成员不能出席，其替代者可享受同等费用待遇。

(b)

(c)

(d)

交通工具标准

火车

轮船

飞机

头等舱
（夜间出行时为单铺位舱）
（总费用不可超过乘坐飞机的费用）

头等舱

经济舱

生活津贴
(i)

成员申请报销交通费用时，应参照联合国为相应地点设定的每日费率，支付差旅出行
期间的生活津贴。

(ii)

成员在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期间的生活津贴，在下述情况下，应其申请，需予以支付
以代替差旅交通费用（即差旅票价、差旅出行期间的每日生活津贴、航站费用等）：
(1)

适用 UN 对此类津贴设定的通行费率；

(2)

如其选择作为执行理事会成员而享受本规定所述之费用支付权利后，将自动取
消其按照任何其他规定报销交通费用的权利。

最不发达国家
尽管有上述（a）、（b）和（c）段所述之规定，如果来自最不发达国家（LDC）的执行理
事会成员需要此类支持以充分参与理事会届会，应其申请，需予以支付差旅费和生活津贴。

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由联合国确定。
11. 区域协会主席的区域水文顾问（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
与区域协会主席作为执行理事会成员出席届会的安排一致。
12. 区域协会主席（除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之外的 WMO 公务差旅）
交通工具标准

火车

轮船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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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舱（夜间出行时为单铺位舱）
（总费用不可超过乘坐飞机的费用）

头等舱

经济舱

每日生活津贴费率
适用联合国为相应地点设定的费率。
13. 技术委员会主席；出席其他国际组织会议的世界气象组织代表；获 WMO 授权召开会议并
由本组织支付费用的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和专家组以及其他 WMO 组成机构成员；WMO/
ICSU 协议所规定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和联合规划办公室成员；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及其
附属机构成员；受邀参加咨询会议或参加规划会议和研讨会的专家；受邀参加或开展研究
和调查的专家
交通工具标准

火车

轮船

飞机

头等舱
（夜间出行时为单铺位舱）
（总费用不可超过乘坐飞机的费用）

头等舱

经济舱

每日生活津贴费率
适用联合国为相应地点设定的费率。如果技术委员会主席或任何其他上述人士属于出席届
会的有关组织机构代表团成员，本组织将不支付其出席届会期间的差旅费和生活津贴。
14. 例外事项
应用上述规定时，秘书长可能需要自由裁量健康不佳的情况。

决议 13 (EC-71)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财务条例第 6 条的 6.5 段和第 7 条的 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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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议 2(Cg-18) – 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的最大支出，Cg-18 特别强调了加强
区域能力，
(3)

决议 84 (Cg-18) –第十八财期（2020-2023）会员的分摊会费，

决定分配 SG 所确定的 2020-2021 年 265 万瑞士法郎的效率增益，酌情用于各区域内的能力发
展活动，
通过了按调拨部分列出的 2020-2021 两年期的常规预算，为 1.357722 亿瑞士法郎，见本决议
的附录 1；
注意到本决议附录 2 中的两年期预算年度明细以及附录 3 中的直接成本及分摊成本明细；
另注意到将根据决议 84 (Cg-18)评定会员的会费，
要求秘书长：
(1)

向 EC-72 提供关于将效率增益用以支持战略计划和预算执行的结论和计划方面所取得进展
的报告；

(2)

向 EC-72 提供具体区域和具体会员与 LTG 4 相关的活动和财务计划报告，并就编写其他
LTG 的此类报告制定程序。

(3)

在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未来的预算草案时，应确保提交按绝对和相对价值计算的相关支出项
目的趋势。

决议 13(EC-71)的附录 1
按调拨部分列出的 2020-2021 两年期常规预算
（单位：千瑞士法郎）

调拨部分

预算
20202021

第一部分. LTG 1.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

31,868.3

第二部分. LTG 2. 加强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

23,862.9

第三部分. LTG 3. 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

12,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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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LTG 4. 缩小服务差距

26,847.3

第五部分. LTG 5 WMO 结构和计划的战略重组

1,536.2

第六部分. 政策制定机构、执行管理和监督

18,510.8

第七部分. 语言服务

20,177.5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总额

135,772.2

决议 13 (EC-71)的附录 2
按年份列出的 2020-2021 两年期常规预算
（单位：千瑞士法郎）
2020 年

2021 年

第一部分. LTG 1.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

15,675.6

16,192.7

31,868.3

第二部分. LTG 2. 加强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

11,946.9

11,916.0

23,862.9

6,519.4

6,449.8

12,969.2

13,319.0

13,528.3

26,847.3

760.4

775.8

1,536.2

9,272.6

9,238.2

18,510.8

10,099.1

10,078.4

20,177.5

67,593.0

68,179.2

135,772.2

调拨部分

第三部分. LTG 3. 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
第四部分. LTG 4. 缩小服务差距
第五部分. LTG 5 WMO 结构和计划的战略重组
第六部分. 政策制定机构、执行管理和监督
第七部分. 语言服务

总额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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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3 (EC-71)的附录 3
按直接和分摊成本列出的 2020-2021 两年期常规预算
（单位：千瑞士法郎）
调拨部分

直接成本

分摊成本

合计

第一部分. LTG 1.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

25,771.8

6,096.5

31,868.3

第二部分. LTG 2. 加强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

19,297.5

4,565.4

23,862.9

第三部分. LTG 3. 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

10,487.9

2,481.3

12,969.2

第四部分. LTG 4. 缩小服务差距

21,711.2

5,136.1

26,847.3

1,242.3

293.9

1,536.2

第六部分. 政策制定机构、执行管理和监督

14,969.4

3,541.4

18,510.8

第七部分. 语言服务

16,317.2

3,860.3

20,177.5

109,797.3

25,974.9

135,772.2

第五部分. LTG 5 WMO 结构和计划的战略重组

总额

决议 14 (EC-71)
世界气象组织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4 和 15 条，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本组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的说明、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和建议、以及 WMO 审计委员会和财务与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见 EC-71/INF. 6(1)、Cg18/INF. 9.6(1)、Cg-18/INF. 9.6(2)、Cg-18/INF. 9.6(3)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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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对该财务报表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另注意到秘书长已采取行动以执行 2018 年期间开放的外聘审计员的大部分建议以及 2018 年期
间确定的额外内部控制事务，
另注意到差旅费从 2017 年总支出的 7.9%增加到 2018 年总支出的 8.6%，包括支持会员参加
本组织活动的旅费增加。作为会员呼吁提高效率的一部分，差旅已被确定为节约的领域；但是，
这不应以支持会员旅行为代价。
批准经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见 EC-71/INF. 6(1))，
要求秘书长：
(1)

将此财务报表连同其报告以及外部审计员的报告一并转发给世界气象组织全体会员；

(2)

采取逐步行动以应对外部审计员关于内部控制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在第七十二次理事会届
会（2020 年 6 月）前全面落实这些建议，特别是在实施新的旅行风险和控制矩阵方面；

(3)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这些事项的进展；

关切地注意到有些会员尚有大量未缴分摊会费；
敦促这些会员尽早付清其会费，因为延期结算有使秘书处陷于到期无法履行义务的风险；
进一步敦促秘书处与区域协会主席合作，鼓励会员尽早结清欠款。

决议 15 (EC-71)
任命外部审计员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11 (EC-67) – 任命外部审计员，
还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5 条，
进一步注意到现任外部审计员的任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到期，
决定任命意大利审计法院担任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任期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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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11 (EC-67)，后者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有效。

决议 16 (EC-71)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考虑因素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定 69 (EC-69) –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偿付计划和决定 60 (EC-70) –离职后健康保
险负债的偿付计划，
进一步回顾到决议 7 (EC-LII) – 审议 1988-1989 年两年期世界气象组织的账目以及决议 14
(EC-61) –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为(a) 招聘和解聘费用备用金和(b) 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备
用金提供资金，
注意到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备用金占薪金支出 3%的费用不足以支付随收随付的费用，
另注意到关于联合国 ASHI 工作组（UNWG）工作的报告 A/70/590、A/71/698 和 A/73/662
分别于 2015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发布，
进一步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CABQ）关于 UNWG 报告的报告确定，应在与
ASHI 有关的效率和成本控制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而目前随收随付的方法仍然适用，
另注意到由自愿捐款供资职位的工作人员的全部 ASHI 费用可能超过了对应这些职位的离职后健
康保险赔偿金的备用金的薪金支出费用，
批准秘书长关于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比例用于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备用金，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从 3%增加到 4%，
要求秘书长：
(1)

紧急联络其他联合国组织，特别是与 UNSMIS 计划内驻日内瓦的组织联系，以确定效率和
成本控制措施；

(2)

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之前，确定对由自愿捐款供资职位的工作人员费用作出适当
的控制，以确保 WMO 对这些捐款收取离职后健康保险的全部预期费用，并确定向执行理
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提交这类百分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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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7 （EC-71）

审查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和决定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39（EC-70）- 审查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和决定，

(2)

《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关于执行理事会根据《总则》规定的程序考虑并在必要时对决议采
取行动的职能，

(3)

《总则》（2015 年版）第 156 条第 9 款关于执行理事会决议的审查，以及第 27 条执行
理事会议事规则，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通过的决定，
审查了理事会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和决定，
决定：
(1)

以下决议继续有效：
EC-IV
2
EC-XII
6
EC-XXXIV 13
EC-XXXV
21
EC-XXXVI 6
EC-XL
4
EC-XLIV
15
EC-XLV
13
EC-XLVIII 12
EC-LVI
9，18
EC-LVII
5
EC-LVIII
15
EC-LIX
16，17，19，26
EC-LX
4，6，18
EC-LXI
4，8，14
EC-LXIII
8，13
EC-64
14，15，16，17，18，20，22，23，24
EC-65
12
EC-66
5，7，9，10，13，18，22
EC-67
5，6，
EC-68
1，5，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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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7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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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2，15，17，18，19，21
1，2，3，5，6，7，8，9，10，11，12，13，14，16，17，18，23，
24，25，28，29，30，31，32，33，34，35，36，37，38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继续有效：
(EC-LX)

决议 4

(EC-68)

决议 11

(EC-69)

决议 21

在第七十一次届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概不再生效。

另决定：
(1)

以下决议继续有效：
EC-68:
3，5，6，7，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1，23，24，27，28，30，39，40，42，43，45，46，47，52，53，
55，56，57，60，61，62，64，66，67，68，70，71，72，74，75，
76，83，84，86，93；
EC-69:
3，4，5，7，8，9，10，11，13，14，15，16，17，18，19，20，
23，25，27，28，30，31，32，33，34，39，41，42，43，44，46，
49，50，52，53，54，55，56，57，58，62，68，69，70；
EC-70:
3，4，5，6，7，8，9，10，12，13，14，16，18，19，21，22，26，
27，28，29，30，31，32，34，37，38，39，40，42，43，44，45，
47，48，49，53，54，55，56，60；

(2)

在第七十一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概不再生效；

要求秘书长提供关于理事会有效决议和决定的文本，包括附勘误表的新版《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
议》(WMO-No.508)。
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39（EC-67)，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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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EC-71)
执行理事会附属机构的成员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设立下列附属机构的成员：

政策咨询委员会（决议 35（EC-70）的附件）
WMO 主席（主席），
各区域协会的主席，
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任命的执行理事会成员，注意到对委员会职责中重点领域知识专长
的需求，并考虑到区域代表性和两性平等因素：
M.L. Bah 先生、P. Endersby 女士、D. Grimes 先生、C. Gomes 先生、A. Johnson
先生、J.-M. Lacave 先生、刘雅鸣女士、Y. Sekita 先生、K. Takahashi 先生、L.
Uccellini 先生、F. Uirab 先生和 C.L. Wong 女士
科学咨询组和技术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为当然成员。

技术协调委员会（决议 35（EC-70）的附件）
WMO 第二副主席（主席），
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各区域协会的主席，
研究理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设立的其他机构的主席，
由主席确定的其他 WMO 发起和共同发起的技术机构的主席。

科学咨询组(决议 10 (Cg-18))
S. Belcher 先生 (英国)、G. Brunet 先生 (澳大利亚)、P. Dube 女士 (博茨瓦纳)、V.
Kattsov 先生 (俄罗斯)、T. Koike 先生 (日本)、M. Kulmala 先生 (芬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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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meier 先生 (美国)、A. Lynch 女士 (美国)、C. Nobre 先生 (巴西)、L. Ogallo 先
生 (肯尼亚)、N. Pelesikoti 女士 (汤加)、J. Slingo 女士 (英国)、T. Stocker 先生 (瑞士
)、C. Vera 女士 (阿根廷)和宇如聪先生(中国)
成员的初始任期为两年，可以连任。

过渡小组(决议 7 (Cg-18))
各现有和新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各区域协会主席，
研究理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水文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气候协调小组(决议 4 (EC-71))
WMO 第一副主席（组长），
各区域协会主席，在区域协会的气候和 GFCS 工作组和任务组组长的支持下，
相关技术委员会的联合副主席，
研究理事会的代表、WCRP 和 GCOS 监查机构的主席，
代表 GFCS 支柱和优先领域的组织以及积极参与 GFCS 融资和实施的其他组织的代表，
GFCS PAC 的代表，
水文协调小组的代表，
能力发展小组的代表，
气象服务信息系统的 WMO 业务实体的代表-包括相关的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和
NMHS-以及其他相关组织、计划和倡议，涉及需要与之合作和协调的各种气候时间表，尤
其需要通过区域气候论坛和其他论坛，并通过提高一致性和有效性，加强 GFCS 实施和
WMO 为支持气候信息和服务对政策和决策提供的贡献。
可邀请 IPCC 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介绍 IPCC 的产出。

水文协调小组决议 5 (EC-71)
水文大会主席（小组组长）和副主席，
水文相关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研究组组长，
研究理事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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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水文顾问（RHA）和区域水文附属机构的组长（若与 RHA 不同），
气候协调小组的代表，
负责协调和支持水文大会建议的 WMO 水文组合中主要要素的主要专家，若可能，包括
NHS 的局长，
根据 WMO 公约第二十六条第 2 款由水文大会建议的其他组织的代表，
P. Binder 先生和 S. Tchinda 先生 -有水文和天气和/或气候背景的 EC 成员，
TCC 主席，
有水文背景的技术委员会的联合副主席。
最多 24 名成员

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决议 6 (EC-71)
S. Barrell 女士，澳大利亚 - 联合组长
D. Grimes 先生，加拿大 - 联合组长
B. Arheimer 女士，瑞典
K. Boo 女士，大韩民国
S. Carpentier 先生，澳大利亚
L. Chang'a 先生，坦桑尼亚
S. Colwell 先生，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
A. Devaris 先生，美国
M. Drinkwater 先生，欧洲航天局（ESA）
M. Dumont 女士，法国
J. Ekman 女士，芬兰
P. Etala 女士，阿根廷
C. Fierz 先生，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IASC）
A. Isern 女士，美国
R. Hartig 先生，德国
Ø. Hov 先生，挪威
A. Jönsson 先生，瑞典
T. Jung 先生，德国
J. Key 先生，美国
A. Klepikov 先生，俄罗斯
K. Lahlal 先生，摩洛哥
H. Lantuit 先生，德国
M. Mohapatra 先生，印度
G. Navarro 先生，智利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65

B. Özsoy 女士，土耳其
S. J. Park 先生，韩国
G. Pedrini 先生，意大利
A. Pope 先生，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IASC）
J. Renwick 先生，新西兰
V. Ryabinin 先生，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
C. Scott 先生，美国
D. Scott 先生，加拿大
U. S. Korsholm 先生，丹麦
Á. Snorrason 先生，冰岛
J Stander 先生，南非
H. Tangen 先生，挪威
R. Tatusko 女士，美国
P. U. Raibaudin 女士，智利
V. Vitale 先生，意大利
M. Yakovenko 先生，俄罗斯
T. Yamanouchi 先生，日本
Ping Zhao 先生，中国
Z. Zhaojun 先生，中国

能力发展小组（决议 7 (EC-71)）
WMO 第三副主席（组长），
由执行理事会任命的一个区域协会一名主席和一个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一名代表（将适
时决定），
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各常任代表的提名并根据其在气象学、气候学、水文学、机构和法律以
及教育和培训等领域的机构、基础设施、采购和人力资源等能力发展方面的专业知识任命
十名核心成员，使用第 3 节所述的职责程序，同时考虑到小组在不同能力发展组份间的平
衡以在审查最合格的候选人时需要兼备适当的技术、地域和性别平衡（将适时任命），
该小组主席将邀请供资和发展机构的代表，包括官方发展机构、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委员会、
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以及能力发展利益相关方的专家和代表，酌情参加小组的工作，
最多 12 名核心成员
(2)

对附属机构的组成进行如下替换：
WMO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决议 36 (EC-70)的附录 3）
WMO 第二副主席（组长）、M.L. Bah 先生、、O. Chafki 先生、P. Endersby 女士、D.
Grimes 先生、刘雅鸣女士、G. Navarro 先生、Y. Sekita 先生、L. Uccellini 先生、
C.L. Wong 女士和 M. Yakovenko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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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职员养老金委员会
G. Navarro 先生（主席）、L. Bah 先生、S. Mashi 先生和 F. Teshome 先生（候补）

性别主流化问题联络人(决定 65 (EC-70))
S. Barrell (澳大利亚)女士、F. Branski 先生(美国)、 P. Evans 先生 (英国)、C. Saulo
女士 (阿根廷)、J. Smith 先生 (美国)、M. Jean 先生(加拿大)、S. Tajbakhsh 女士(伊
朗)、E. Mateescu 女士(罗马尼亚)
(3)

保留下列附属机构的组成：
WMO 审计委员会
保留决定 65 (EC-70)确定的成员。
IATA-WMO 有关AMDAR合作的任务组 (建议9 (EC-70))
A. Rea (澳大利亚) 先生(组长)、C. Marshall 先生(美国)、S. Stringer 先生(英国)、
K. Vashchankova 女士 (IATA)、C. Mariscal 女士 (IATA)和 F. Rodriguez 先生(IATA)

(4)

指定 EC 遴选委员会的以下成员：
IMO 奖遴选委员会
A. Kijazi 女士(组长)、刘雅鸣女士、A. Martis 先生和 K. Takahashi 先生

外部审计员遴选委员会
J.-M. Lacave 先生（主席）、L. Bah 先生和 C.L. Wong 女士

科学咨询组遴选委员会
C. Saulo 女士（主席）、Y. Sekita 先生、L. Uccellini 先生和 F. Uirab 先生

青年科学家奖遴选委员会
A. Martis 先生（主席）、A. Aramuge 先生、A. Laing 女士和 M.A. Lopez 先生
Vaisaala 奖遴选委员会
S. Cao 先生 (主席)、S. Tchinda 先生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
JSC/WCRP 遴选委员会
C. Saulo 女士 (主席)、S. Cao 先生、J.-M. Lacave 先生、S. Mashi 先生、M.
Mohapatra 先生和 L. Uccellini 先生

审计委员会成员资格遴选委员会
J.-M. Lacave 先生 (主席)、G. Navarro 先生和 C.L. Wong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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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励各附属机构在工作中尽可能使用电子通信手段和电话会议，以减少会议次数和会期，
同时优化其产出；
(6)
鉴于预算限制，本组织通常将仅向出席附属机构会议的发展中国家专家提供资助，其中优
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作为一般规则，以个人身份当选的理事会成员的代理
将不会获得资助。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35 (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

2.

决议 36 (EC-70)的附录 3 – WMO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CBR-TF）

3.

决议 7、8、9、10 (Cg-18)

4.

决议 4、5、6、7 (EC-71)

5.

建议 9 (EC-70) –建立 IATA 和 WMO 间合作关系

决定 2 (EC-71)
实施城市综合服务的有效做法

执行理事会：
(1)

决定赞同在大气科学委员会（CAS）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的领导下由跨计划工作组
编写的《城市水文气象、气候和环境综合服务指南》第二卷：示范城市（摘要见附录）；

(2)

赞赏城市水文气象/气候/环境综合服务计划间工作组的工作，这是 WMO 综合交叉活动的
范例；

(3)

要求改进该工作组的构成，以便将其作为核心，协助 WMO 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与其
他机构建立协作框架，并制定 WMO 促进该协作框架的实施计划。这将确保对发展和提供
与城市综合服务有关的工作进行国际协调，并支持在更广泛的城市议程中取得进展；

(4)

鼓励区域协会和会员利用《指南》第一卷中概述的方法学和第二卷中概述的有效做法，开
展试点项目并与计划间工作组分享他们的反馈意见；

(5)

要求秘书长：
(a)

在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支持计划间工作组的工作，并在 WMO 组成机构改革框架内建
立实施交叉性城市活动的机制；

68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b)

在 WMO 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联合国人居署，WHO）和国际组织，负责城市管
理的政府机构，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和更新城市事务伙伴关系；

(c)

支持资源筹集，以扩大会员国综合城市服务的有效做法。

可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做出决定的理由：
•

决议 32 (Cg-18)-推进城市综合服务,呼吁制定协作框架和实施计划；

•

决定 7 (EC-70)“城市综合服务”赞同建立城市综合服务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城市
水文气象、气候和环境综合服务指南》草案第一卷和按照决定 41（EC-69）要求制
定的《建立综合业务平台以满足城市服务提供需求的指导方针》的大纲。该指导文件
由城市水文气象/气候/环境综合服务工作组编制。CBS OPAG/PWSD 正在负责该指
南。这些文件相互补充，构成了从服务发展（第一卷）、有效做法（第二卷）到业务
服务提供（第三卷：准则）的链条。

决定 2 (EC-71)的附录
实施城市综合服务的有效做法
《城市水文气象、气候和环境综合服务指南》第二卷：示范城市 1
提供给 WMO 会员的执行摘要
本指导文件第一卷概述了城市综合服务（IUS）的需求，以支持城市管理和规划。第二卷概述了
WMO 会员国对此类服务的需求，以及当前 IUS 的范例，其旨在应对各种管理环境中的一系列城
市环境挑战。2018 年在 WMO 会员中进行了一项调查，收到了 87 份答复。调查的目的是判断
不同重点领域（天气、气候、水文和空气质量）的服务提供水平、用户和提供方合作的程度、城
市服务的运行状况以及不同服务要素的整合水平。大多数答复反映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
的观点，而不是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特定的城市服务提供支持，而
在缺乏这些服务的国家，大多数都计划启动此类服务。
需要 IUS 的常见危害为暴雨、洪水、风暴、热带风暴、热浪、雷暴和空气污染。大多数受访者表
示，会员已经向一系列用户提供预警或预报服务，并建立了向用户提供危害影响建议的通信系统。
然而，虽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满足上述要求的气象服务是“发达的”，但水文和空气质量的气象
服务却没那么发达。该调查表明，需要开发 IUS，而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学习已实施此类服务的城
市的经验。

1

https://public.wmo.int/en/our-mandate/focus-areas/urban-development-meg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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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使用从 30 多个示范城市收集的信息，提供 IUS 类型的示例及其在不同管理框架中的位置。
这些城市的详细信息被提取出来后创建了一份地图，说明两个方面的整合程度：业务发展（例如
灾害预测到采取行动）和组织伙伴关系（例如从天气到水文到保险）。示范城市从天气服务相对
于水文和空气质量服务的发展方面支持了这些调查结果。当前 IUS 的例子主要是与灾害管理和健
康相关的天气灾害应用。根据整合程度，示范城市分为两大类：一组是通过提供基本可用资料进
行增值来制作城市服务；另一组是更成熟的 IUS，可为一系列用户（ 巴黎、香港、上海和新加坡）
提供城市特定的业务服务展示了最大的综合整合情况。
示范城市的证据表明：
•

各种风险治理结构中都有 IUS 的有效做法，但在城邦政府中的紧密集成组织中最清晰
可见。

•

除少数例外情况外，城市当局可使用会员提供的国家服务满足城市对天气和气候服务
的要求。但是，一些示例显示了根据特定的城市要求定制此类信息的好处。

•

城市的特殊需求与农村和国家的要求不同。一些示例显示了社区、城市当局和服务提
供方建立伙伴关系，合作共同确定需求和实施服务的好处。例如，一些城市致力于确
保当地卫生机构与 NMHS 合作，以提供有关预计高温和空气质量等信息。

•

大多数 IUS 是为满足特定需求而开发的，一旦创建，它们可以扩展以满足其他需求，
以便从信息和资料共享以及协调响应中受益。

•

大多数国家都有各种政府和私营部门组织参与提供城市服务，而水文服务和空气质量
服务通常由气象服务以外的组织提供。通常情况下，服务提供是与监控和预测分开的。
这些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好处得到了证明。公开分享核心（例如天气）和辅助（例如
土地覆盖）资料对于提供综合服务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

很少有气象部门经常让社会、经济和行为科学家参与设计或提供服务。这种多学科团
队的参与类型在提供气候服务方面更为常见，并带来明显的好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城市提供在线服务门户网站，这些门户网站将来自各种来源（通常是政府）的多个危
险区域的城市和/或国家服务汇集在一起，以简化交付并提供便捷的访问。这种趋势
有几个好处，例如，快速提供信息和建议并提供支持机构的链接。

决定 3（EC-71）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战略和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 WCRP 战略计划 2019-2028（https://www.wcrpclimate.org/images/documents/WCRP_Strategic_Plan_2019/WCRP-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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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2019-2028-FINAL-c.pdf），并要求秘书处根据 WMO 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重点监督
其实施情况；
(2)
注意到为响应决议 30（EC-70）—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2018 年评审所采取的步骤，特别
是根据 WCRP 战略计划制定的实施计划。
做出决定的理由：
注意到：
(1)
根据决议 30（EC-70）开展的 WCRP 评审（2018 年）
（https://council.science/cms/2018/08/WCRP_Report_full_screen_20180827.
pdf）提出了关于科学战略、领导力、业务结构、管理、资源和伙伴关系等方面的 8 项建
议。INF4.4（1）简要总结了关于这些建议的进展。
(2)

批准 WMO 气候协调小组决议 4（EC-71)以及该小组工作与 WCRP 的相关性。

决定 4 (EC-71)
对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的修改

执行理事会决定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净基本年工资，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如下：
现行规定(USD)

新规定(USD)

副秘书长

156 905

159 776

助理秘书长

144 148

146 786

做出决定的理由：
2018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A/RES/73/273)联合国共同系统专业类及以上级别职员的
基本工资新标准，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这一标准通过增加基薪和相应减少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体现了百分之 1.83 的调整，实得工资净额不变。
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 3.1 条，秘书处已执行了 P.1 至 D.2 级工作人员的修订工资标准。
第十七次大会决定：如果在第十七财期内联合国同等职员的工资增加，授权执行理事会在必要情
况下对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作出调整。
同等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国际电信联盟和万国邮政联盟，已相应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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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 (EC-71)
对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修改
执行理事会决定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应计养恤金年薪，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和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如下：
新规定

现行规定

(USD)

(USD)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生效

2019 年 2 月 1 日
起生效

副秘书长

341 233

343 929

351 483

助理秘书长

315 789

319 475

326 493

做出决定的理由：
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1（b）条的规定，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应
计养恤金薪酬标准调整的日期须与纽约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净薪酬数额调整的日期相同，并
应采用统一比例，相当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的净薪酬数额的加权平均百分比变动。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颁布了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修订标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和 2019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此外，联合国大会（A/RES/73/273 第 47（d）段）
通过了一项修订公式，用于计算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比例。
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25（a）条的规定，WMO 为每名工作人员缴纳应
计养恤金薪酬水平的 15.8%，相当于每年按修订后的等级额外执行 4 319 美元的费用。

决定 6 (EC-71)
第六十四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及其他奖项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将第六十四届 IMO 奖授予 Sergey Zilitinkevich 博士 (俄罗斯联邦)；

(2)

邀请 Zilitinkevich 博士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上做科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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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19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 Karin van der Wiel 博士(荷兰)，其论文题目为
“2016 年 8 月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引发洪水的极端降水的气候变化快速归因”，作者是
van der Wiel 等，发表在《水文和地球系统科学》–2017，DOI:10.5194/hess-2189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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