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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草案
1.
WMO 主席格哈德·阿德里安教授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 11 时（世界协调时）通过视频会议宣布
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开幕。主席对理事会和其他与会者参加此次第一次在线届会表示了欢迎，强调了因
Covid-19 大流行病，本组织一直在艰难条件下运行，同时，本组织有能力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并通过虚拟
手段继续开展活动。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教授也对理事会表示了欢迎，并强调了（尽管受到了 Covid-19 大
流行病的影响）本组织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取得的进展和秘书处提供的支持。他提请理事会注意会员需缴
纳既定的分摊会费，以避免使秘书处的活动和秘书处本身受到进一步干扰。
2.

理事会通过的议程见附件 1。

3.

本次届会通过了附件 2 所列的 18 项决议和附件 3 所列的 16 项决定。

4.

与会者名单见附件 4。女性和男性与会人员的比例为 134：238。

5.
取决于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发展，并尽可能保持召开面对面会议的做法，理事会同意第七十
三次届会（EC-73）将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在 WMO 总部举行（若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则为 4 月
19 至 23 日），并在将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举行的特别大会届会之后，于 2021 年 6 月 7 日
至 9 日召开理事会第七十四次届会（EC-74））。理事会还同意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会议将于 2021
年 6 月 5-6 日举行。
6.

理事会进一步暂定第七十五次届会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在 WMO 总部举行。

7.
幕。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于 2020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15 点 15 分（世界协调时）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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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议程
1.

议程和组织事项

1.1

会议开幕

1.2

批准议程

1.3

建立委员会

1.4

届会的工作计划和安排

2.

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2

秘书长的报告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

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研究理事会主席的报告

2.5

其他报告

3.

2021 年特别大会的筹备

3.1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

3.2

战略、计划和财务等框架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3.3

全面审查 WMO 区域概念和办法

3.4

应对全球水挑战的业务水文

3.5

数据政策

4.

实施大会决定：技术事项

4.1

长期目标 1：面向社会需求的服务

4.2

长期目标 2：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

4.3

长期目标 3：有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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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长期目标 4：能力发展

5.

总务、法律、政策和法规事项

5.1

国际气象组织（IMO）奖和其他奖项

5.2

公共-私营参与

5.3

章程和法规事项

5.4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5.5

审查附属机构和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机构的成员组成

6.

财务和行政事项

6.1

财务事项

6.2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偿付计划（ASHI）

6.3

工作人员事项

7.

监督

8.

审议以往决议

9.

执行理事会下两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10.

会议闭幕

附件 2

决议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 (EC-72)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与研究理事会之间的有效协调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6 (Cg-18) – WMO 区域协会，

(2)

决议 8 (Cg-18) – 研究理事会，

(3)

决议 20 (Cg-18) –WMO 促进气候信息和服务的提供以支持政策制定及决策，

(4)

决议 24 (Cg-18) –WMO 水文和水资源的愿景、战略和机构安排，

(5)

决议 7 (EC-71) – 能力发展小组，

注意到 WMO 区域协会为实现本组织长期目的和战略目标而产生的新需求及优先重点，
认识到需要改善工作机制，更好地整合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本组织其他机构的工作，以确
保它们的作用具有互补性，为 WMO 的长期目的和战略目标作出更加连贯一致和有效的贡献，
进一步认识到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的工作计划需要了解 WMO 区域协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并受益于
WMO 区域协会的知识专长，以提供与会员和合作伙伴相关的指导及服务，
考虑到气候协调小组、水文协调小组和能力发展小组是区域协会表达其优先事项和跨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需
求的载体，以确保这些实体能系统化和无缝地支持各系统的整个价值链和支持会员的服务，
进一步考虑到将科学纳入 WMO 活动并促进旨在填补研究与业务间差距的活动的重要性，
铭记 WMO 为加强其水文工作所做的努力要求建立起加强水文界对 WMO 水文业务活动的参与和责任感的工
作机制，
审查了技术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届会建议的区域协会参与的概念，
审议了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届会表示赞同的建议，
决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1)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应在其工作计划审批前，将之与各区域协会协商
并与之共享，以确保其工作计划与各区域协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确保在区域规划
中考虑到执行的要求；

(2)

区域协会在其届会上应确定需要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支持的领域，并应在秘书处的支持
下，将之传达给相关的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

(3)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应邀请各机构主席出席其各自的会议，以改善它们之间的
关系、互动和工作机制；

(4)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应通过建立有这些机构的管理组参与的协商机制，在休会
期间协助有关技术和运行事务的协调；

(5)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应在其届会上设立一个关于改进工作机制和协调的常设议
题；

(6)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应邀请水文协调组组长参加其会议，并确保水文专家（包
括水文顾问）参与其活动。

5

要求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区域协会主席：
(1)

在其届会上评价这些机构间互动和关系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通报执行理事会；

(2)

确保国家水文部门、区域水文顾问和水文顾问适当参与其机构的活动。

(3)

确保区域代表，包括区域中心的代表积极参与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附属机构的活动；

要求秘书长为区域性和技术性计划提供必要资源，以确保各区域协会主席能够有效采用这一新方法；
敦促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区域协会的主席和区域水文顾问考虑参加各机构的届会，以及若不能亲自到
会，考虑远程参会。

决议 2(EC-72)
区域协会的活动和工作机制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6 (Cg-18) – WMO 区域协会，

(2)

决议 7 (Cg-18) – 为第十八财期成立 WMO 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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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议 8 (Cg-18) – 研究理事会，

(4)

决议 74(Cg-18) –缩小能力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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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决议 4 (EC-71) –气候协调小组，

(6)

决议 11(EC-71) – 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

注意到区域协会需要考虑 WMO 改革对其结构和工作机制的影响，并为此采取必要行动，以影响并努力与所
有相关组成机构和结构保持一致，从而支持“WMO 战略计划”的战略目标，
另注意到：
(1)

决议 11(Cg-18) –WMO 改革-下一阶段，决议指出世界气象大会赞同 WMO 应在第十八财期内继续
努力改革并应将重点放在需要全面审查 WMO 区域概念和做法，以在 WMO 各区域办事处的协助下，
加强区域协会的作用并提高其实效，

(2)

需要为区域协会的运作建立与本组织新的组成机构协调一致的结构，并适当考虑到各区域的特点和优
先事项以及现有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以促进通用做法和更好的跨区域合作，

进一步注意到有必要审查区域协会届会的形式和功能，以便通过在区域层面的联合国开发系统、联合国驻地
协调员、区域的经济性和政治性机构、区域的发展伙伴和捐助机构对与区域协会届会关联的高级别活动的参
与，产生更强的区域政策和政治足迹；探讨与“WMO 战略计划”中阐明的 WMO 优先事项密切关联、与区
域相关的具体主题，从而提高 WMO、区域协会和 NMHS 的知名度，加强它们在推动主要全球议程和其他
具体区域相关议程方面的工作，
满意地注意到通过 WMO 关于全球气候状况的年度声明和气候服务状况报告，WMO 在努力提供服务，以支
持与气候相关的高级别联合国政策进程和联合行动，
关注到日益需要编写关于区域范围气候状况的特别报告，提供关于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其影响的最新信息，
铭记气候和环境变化以及天气、水和气候极端现象增加的事实已成为全球普遍关切的问题，这表现在高级别
政治参与和通过专有融资机制进行的大量投资上，
审查了决议 1 (EC-72)提出的建议，即改善工作机制，更好地整合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本
组织其他机构的工作，以确保它们的作用具有互补性，为 WMO 的长期目的和战略目标作出更加连贯一致和
有效的贡献，
审议了技术协调委员会和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建议，
决定：
(1)
根据决议 11(Cg-18)的决定，设立一个 EC 任务组，牵头开展对 WMO 区域概念和方法的全面审
查，并向 EC-73 和特别大会(2021 年)提交建议，供讨论、提供指导和做出决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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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组将由 WMO 第三副主席牵头，由各区域协会的全体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相关 EC 成员组成，并
与 WMO 全球和区域伙伴进行广泛协商，同时考虑到 WMO 各区域的差异（多样性），将邀请各技术委员会
和研究委员会的代表加入此任务组，以促进与这些机构的联系。
(3)
通过利用类似于将在整个休会期间存在的技术委员会附属机构的分类或指定方法，为区域协会的运
作建立与本组织新的组成机构协调一致的机构，并适当考虑到各区域的特点和优先事项以及现有的财力和人
力资源，以促进通用做法和更好的跨区域合作，
邀请各区域协会在组织其届会时酌情考虑以下指导意见：
(1)
与区域级经济和政治机构接洽，并参与其区域级高级别活动，以推动更有力的区域政策和政治足
迹，或支持组织与区域协会届会关联的高级别活动，同时考虑到次区域级的工作机制和做法，探讨各区域选
定的并与 WMO 战略计划有紧密联系的具体主题，以此为途径，通过积极与区域级经济和政治机构、区域机
构、联合国系统内组织和 WMO 全球伙伴和区域级发展伙伴接洽，产生更强的区域政策和政治足迹，并提高
WMO、区域协会和 NMHS 的知名度及其区域级合作，以及它们在推动主要全球议程和具体区域议程方面的
工作，
(2)
在各区域协会的酌情参与和领导下，支持出版作为 WMO 旗舰报告的区域气候状况报告和水文气象
联盟差距报告，，并将这些出版物作为与区域协会届会关联的高级别活动的一部分予以推出；
要求区域协会主席在各区域办事处的支持下：
(1)

在区域和国家级水文顾问、国家水文部门的酌情参与下，大力加强区域伙伴和区域协会之间的协
作，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定期会议，加强区域协会与秘书处之间的协作，以加速区域协会的改革
工作；

(2)

若被区域协会管理组确定为满足其区域需求的优先活动，积极参与规划和组织与区域协会届会关联
的高级别活动；

(3)

若被区域协会管理组确定为满足其区域需求的优先活动，与区域协会内的会员协调来自受影响地区
的 NMHS 和利益相关方对区域气候状况报告和水文气象联盟差距报告的贡献，包括水资源评估；

(4)

定期在相互之间以及与主席和秘书长举行在线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以制定并交流经协调的立场、优
先事项和工作计划，并指导和监测秘书处的活动和业绩，从而支持和加强区域协会；

进一步要求各区域协会主席在各自管理组的支持下，协助采纳统一的分类方法，努力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建立
与其他协会的附属机构类似的机构；
邀请会员支持区域协会届会的新组织方法，协助高级别政府官员和伙伴参与高级别部分的会议，并支持届会
的筹备；
呼吁伙伴组织积极主动地协助确定与区域协会届会关联的高级别活动的相关主题，支持高级别活动的组织并
出席会议。
要求秘书长：
(1)

提供必要的资源，并考虑到次区域级机构和工作机制，以确保区域协会能够有效地推行此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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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技术协调委员会和政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协作和协调机构加以利用，确保在 WMO 的战略、政策、
程序、规则和伙伴关系中有效考虑了区域协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3)

通过建立界线分明的问责制，提高秘书处对区域协会、其主席和管理组的支持效率和效果；

(4)

定期组织有区域协会主席和 WMO 主席参加的会议，以确定秘书处和区域办事处支持加强区域协会
的活动的优先次序；

(5)

对《区域协会议事规则》（WMO-No.1241）和《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进行
必要的修订；

(6)

提请相关各方关注本决议。

欲获更多信息，详见 EC-72/INF. 3.3(2)和 EC-72/INF. 3.3(3)。

决议 3(EC-72)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WMO FFI-AG)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15(Cg-16) - 设立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界定了 WMO 洪水预报倡议(WMO FFI)的范
围，纳入了本组织的所有水文预报活动，并设立了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WMO FFI-AG)；以及“决
议 25(Cg-18) - 主要水文倡议”，确认了 WMO FFI 为 WMO 主要水文倡议之一，考虑到其与履行业务水
文界的长远抱负的相关性，
注意到 WMO FFI 旨在“提高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共同为洪水预报和警报提供所需的及时和更为准确的
产品与服务，并与灾害管理部门合作积极参与洪水应急准备和响应”，
另注意到设立 WMO FFI-AG 的前提，即需要一个总体咨询组，就 WMO 正在进行的数个与洪水有关的举措
中的水文预报要素提供指导和咨询，并提供广泛支持，以改善气象界和水文界之间的合作，从而改进与洪水
预报相关的规范，仍保持有效，但其职责需要更新，以考虑到 WMO 改革进程并采用更综合的办法开发多灾
种预警系统(MHEWS)，
进一步注意到 WMO FFI-AG 已被证明是一种低成本、有效的机制，是一些重要发展的基础，如“洪水预
报”的端对端预警系统（E2E EWS）方法的概念，以及对骤洪指导系统（FFGS）、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CIFDP）和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的联合独立审查，最终形成了“决议 15 (Cg-18) –加
强各种洪水类型和灾害性天气易发地区的多灾种预警服务”；
审议了载于 EC-72/INF.2.5(2)文件的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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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通过本决议附录中的 WMO FFI-AG 的职责和人员构成。
要求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服务委员会)的主席以 FFI-AG 组长的身份，定期向执行
理事会报告 WMO FFI-AG 活动的进展。

决议 3 (EC-72)的附录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职责与人员构成
职责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WMO FFI-AG)应：
1.
审议 WMO FFI 的概念、目标、预期效益/成本、战略、行动计划和未来发展，并就此提供咨询，必
要时提出补救行动建议；
2.

审议和评估 WMO FFI 的现状以及为实现其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必要时提出补救行动建议；

3.

根据要求审查和评估 WMO FFI 的具体项目；

4.

就 WMO FFI 可靠和可持续实施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方法、技巧和技术等）提供咨询；

5.
就多灾种预警系统（MHEWS）各项倡议的开发中加强对 WMO 多个洪水预报活动的整合以及
将洪水预报系统纳入 GDPFS 提出建议；
6.
审议 WMO FFI 与其它相关国际计划的关系，特别是从协调以及避免重复的角度进行审议，并就必
要行动提供建议（包括与其他机构建立协调机制）；
7.
对 WMO FFI 的未来实施和可持续性的制约因素和潜在风险进行确定和评价，并提出尽量减少这些
风险的战略。这些风险包括资金、技术、运行和体制/政治性质的风险；
8.
审议 WMO FFI 的有效宣传计划（酌情）以及保证其未来可持续性和相应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并提
出建议；
9.

促进提高对洪水预报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和价值的认识，包括社区发展方法；

10.

审议其职责和人员构成并提出建议。

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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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FFI 咨询组的人员构成如下：
1.

服务委员会主席（组长）；

2.
根据需要，来自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减少灾害风险与公共服务常设委员会(SC-DRR)
以及其他技术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一名具有洪水预报经验的代表(主席或由其指定的专家)；
3.

一名来自研究理事会的代表和一名来自水文协调组的代表；

观察员(随时邀请)
1.

来自 WMO FFI 业务项目的代表；

2.

区域水文顾问和/或区域协会具有洪水预报经验的的其他相关代表；

3.

参与或希望向 WMO FFI 捐款的每个金融伙伴的一名代表。

WMO 秘书处水文与水资源处处长应担任 WMO FFI-AG 的秘书。
工作方式
应组长要求，FFI-AG 通常应每两/三年在瑞士日内瓦 WMO 总部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议。筹备工作将通过电话
/视频会议和通信进行，包括电子邮件交流和其他适当的在线互动，以优化面对面会议的时间。

决议 4(EC-72)
加强海洋服务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29 (Cg-18) - 加强海洋和沿海服务，

(2)

决议 73 (Cg-18) - 加强会员的服务提供能力，

(3)

决议 30 (Cg-18) - 探讨未来海洋服务的成本选项，

(4)

《技术规则》(WMO- No. 49)第一卷第四部分-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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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

WMO-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管理委员会第十五
次届会(2018 年)核可了 WMO 提议召开“极端海洋天气国际研讨会”的建议，首次发起各国政府、
航运公司和其他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讨论尽管有海洋天气预报，但船舶仍在危险条件下
航行这一重要问题，并确定气象界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极端天气对海上船舶造成的风险；

(2)

如“WMO 国家海洋和沿海服务调查”(2018 年)(见决议 29 (Cg-18)/INF. 8.2)所示的海洋服务提供
方面已知的差距以及有必要根据《WMO 胜任力框架纲要》(WMO-No.1209)实施海洋天气能力标
准，

确认：
(1)

2019 年 10 月在海事组织 IMO 总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WMO-IMO 极端海洋天气-实现海上
人命安全和可持续蓝色经济国际研讨会”(下称“WMO-IMO 研讨会”)，被认可为“联合国海洋科学
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参与活动，以及 WMO-IMO 研讨会的主要建议，包括：
(a)

应提供更好的海洋天气预报，以便为决策提供信息，确保海上和港口的人员和财产安全，

(b)

应努力缩小海事业与气象海洋界之间的认识差距，特别是通过对海员和气象海洋预报员进行教
育培训，以提高海员和预报员对各界的需求和业务局限的认识；

(c)

应努力加强在收集气象海洋数据、气象海洋数据同化、海洋天气预报以及向用户和利益相关方
分发海洋预报与服务之间的价值链中的联系；

(d)

应期待研究界为业务、政策和决策提供信息，从中得出的结果又能为随后的研究重点提供信
息，

(e)

应要求更多船舶参与 WMO-IOC 自愿观测船舶(VOS)计划，

(f)

应鼓励海洋服务部门发布基于影响的天气预报以及辅助决策支持，

(g)

应举办第二届 WMO-IMO 研讨会，以召集众多利益相关方继续讨论第一届 WMO-IMO 研讨会
期间提出的建议。

(2)

在 WMO 教育培训办公室和海洋服务处的协调以及西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的实物支持下，成功
开发了首次海洋服务能力发展课程“加强海洋天气预报服务”，并计划在五年内向 70%以上的会员
推出(见决定 13(EC-72)- 发展并保持核心能力与技术专长)，以及于 2020 年 3 月为三区协和四区协
内西班牙语会员成功开课，

(3)

涉及上述第(1)和(2)点的资源/要求，

审查了 2019 年 10 月 23 至 25 日在伦敦(英国)IMO 总部举行的“第一届 WMO-IMO 极端海洋天气：实现
海上人命安全和可持续蓝色经济国际研讨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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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载于 EC-72/INF.2.5(2)文件的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
(1)

着手通过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常设委员会(SC-MMO)涉及 WMO-IMO 研讨会的主要建议，与 IMO、
IOC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尽快确定这些建议行动的优先顺序；

(2)

与 NMHS、WMO 区域培训中心、适当的航海培训学院和其他相关机构密切合作，并与 SC-MMO 和
WMO 能力发展小组协作，协助对海洋气象专业人员（包括预报员）提供所需的培训和能力发展，以
更好地提供海洋天气预报、产品和服务，并使利益相关方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来自此类预报、产品和服
务的信息；

(3)

与 IMO 协商，并考虑到 SC-MMO 在上文第(1)段提出的建议，考虑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举办一
次 WMO-IMO 研讨会，在气象海洋界和海事界之间的重要对话基础上，继续推进第一次研讨会报告
中概述的建议；

要求:
(1)

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服务委员会）明确这些建议行动的优先顺序并启动行
动；

(2)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能力发展小组和 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
(a)

应要求，就研讨会上讨论的与其任务相关的事项，协助提供咨询意见或知识专长，包括对所要
求的信息提供意见和建议；

(b)

针对区域一级的需求以及本组织作出的适当技术回应，确保信息的有效协调；

(c)

协助提供技术专长和咨询(在 SC-MMO 的指导下)，以及所需的区域援助，以促进并支持缩小
利益相关方认识和培训方面的差距，包括提供技术专家协助 WMO“加强海洋天气预报服务”
的课程，从而提高会员的海洋天气能力；

邀请会员：
(1)

在传统气象服务之外，加强本国相关海事安全机构之间的合作，如港务局、海事安全局，并更充分了
解客户需求，如航运公司和私营企业(如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2)

通过其相关员工参加培训活动，包括视情参加 WMO“加强海洋天气预报服务”，并与培训伙伴和
“航海学会”等海事培训机构接洽，协助缩小差距；

(3)

报告其机构内开展的海洋服务活动，并酌情报告有关 WMO 海洋气象能力框架的事项；

(4)

鼓励成员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船舶观测小组 (如自愿观测船舶（VOS）计划、顺路观测船
舶计划（SOOP）、和/或自动化船灾高空计划（ASAP)下，实施船载观测计划，并鼓励已知航运界的
网络加入此类计划，旨在增加海上观测，最终改善海洋天气预报、产品和服务；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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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考虑在 2022 年主办下一届 WMO-IMO 研讨会；

要求秘书长：
(1)

继续与 IMO 接洽，以加强针对“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全球海难和安全系统”(GMDSS)下的海洋
气象和海上安全条款的伙伴关系；

(2)

为 WMO-IMO 研讨会建议的优先活动提供必要支持。

决议 5(EC-72)
修订《技术规则》(WMO-No.49)第二卷 -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第 79 次修订”（《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3）由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理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9 日通过，除载有适用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的预设适
用日期的条文外，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起生效并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起适用，
确认确保《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与 ICAO 附件 3 做必要调整的既
定程序已与 WMO 充分协调，
铭记大会通过决议 27(Cg-18) - 航空气象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报告，核可了建议 5(CAeM-16) - 涉及为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提供的世界气象组织规章性和指导材料，要求秘书长经与 ICAO 协调，采取必要步
骤，终止《技术规则》第二卷(WMO-No. 49)，同时确保任何具有持续相关性的材料在转移到 WMO 或
ICAO 的其他（新的或现有的）规章性或指导材料之前，都要得到审查。
赞赏响应决议 27 (Cg-18)的工作仍在进行（预计《技术规则》(WMO-No.49)第二卷将在 2022 年至
2024 年的时间段内终止），并将通过服务委员会(SERCOM)进行协调，
审议了载于 EC-72/INF.2.5(2)文件的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批准修订《技术规则》第二卷(WMO-No.49)，确保其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3 第 79 次修订（详见
本决议的附录）保持必要的一致；
要求秘书长：
(1)

安排迅速出版经修订的《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2)

在 SERCOM 主席的协助下，审议并酌情发表对相关 WMO 指导材料的更新，以确保与《技术规
则》(WMO-No. 49)第二卷的修订版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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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EC-72)的附录
修订《技术规则》(WMO-No.49)第二卷 -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此次修订是为与 ICAO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3 的第 79 次修订（2020 年 3 月 9 日通过）保持一致。
下文取自 ICAO 附件 3 第 79 次修订，作为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的基础。

修订《技术规则》第二卷 -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WMO-No.49)
(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aviation/resources/amendment-79)
经执行理事会批准后，纳入了第 79 次修订的《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将由 WMO 以 2018 年版
的 2020 年更新版发布。

决议 6(EC-72)
每日气候数据国际交换的试验阶段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22 (Cg-18) – 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

(2)

决议 5 (EC-70) -气候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CCl-17)的建议 5-每日气候观测资料国际交换的试
验阶段，

认识到气候数据的现代化是一项基本资产，用于加强 WMO 和 NMHS 在提供高质量、管理良好和可获取的
气候数据方面的作用，以便为气候行动和减少灾害风险政策与决定提供信息，并用于加强基础气候服务，
强调各国需要获得并使用最先进的气候数据管理系统(CDMS)，以实现高效和安全的气候数据管理，并强调
为气候和水文数据管理提供基准开源 CDMS 的“开放 CDMS”项目的完成在此是一个关键因素，
注意到由于数据质量的限制和方法的差异，通过全球电信系统(GTS)交换的用于即时预报和天气预报的实时
数据(地面天气观测(SYNOP)、METAR 报文等)并不十分适合气候研究和应用，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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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除了气候数据(CLIMAT 报文)的每月业务交换外，还需要气候数据的每日业务交换，以便更好地捕获极
端情况的变化，
注意到每日气候数据(DAYCLI 电文)国际交换的一年试验阶段的背景、目的和成果(详见 EC72/INF.4.2(1))，
审议了载于 EC-72/INF.2.5(2)文件的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认同延长通过 GTS 进行的每日气候数据(DAYCLI 报文)国际交换的试验阶段，及其在 12 个月内过渡到运行
前阶段；
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与服务委员会密切合作，以：
(1)

监督每日气候数据国际交换运行前阶段的筹备和协调；

(2)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有关运行前阶段的进展，以便在适当的时间点开展全面业务实施。

敦促会员参加每日气候数据国际交换的试验阶段，以便成功过渡到业务实施阶段。

决议 7(EC-72)
长期气候观测台站的最新认定机制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35 (Cg-17) – 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

(2)

决议 23 (Cg-18) –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

(3)

决定 40 (EC-68) – 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的机制；

(4)

决议 8 (EC-69) – 认证 WMO 长期观测台站，

(5)

决议 6 (EC-70) – WMO 认证长期观测站，

确认保护长期观测台站（包括百年台站）是会员政府的责任，以维护不可替代的气候遗产，满足当代及子孙
后代对长期、高质量气候记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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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

为了响应 WMO 两轮候选征集活动，目前已有代表 WMO 所有区域协会的 47 个国家的共 140 个长
期观测台站正式获得了认定，

(2)

“长期观测台站认定咨询委员会”对 30 个会员为响应 2019 年 12 月第三轮候选站征集而提名的 119
个候选站进行了评估，该咨询委员会建议认可 94 个百年观测站的认定。

进一步注意到该咨询委员会正在改进认定机制，以加快并加强该机制，包括建议扩大该机制的范围，以纳入
海洋和水文长期观测台站，
强调 WMO 长期观测台站认定机制的主要意图之一是推广 WMO 技术规则和良好做法，并强调长期观测台
站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价值在于以记录完备的台站元数据为基础，提供长期时间序列数据，
认同:
(1)

该咨询委员会关于认定 94 个百年观测站为长期观测站的建议，如本决议的附录 1 所列；

(2)

最新的认定标准见本决议的附录 2；

要求技术协调委员会在新的 WMO 治理结构下协调审查 WMO 长期观测站认定机制，并向 EC-73 提交一份
提案，着重强调新的技术委员会在进一步发展该机制方面的作用，旨在将该认定机制反映在 WMO 技术规则
中；
要求秘书长进一步推动 WMO 长期观测台站的认定，并于 2020 年再发布一轮关于候选台站提名的征集。
邀请会员继续努力，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长期观测，继续就 WMO 认可机制展开合作，并酌情在地方、
区域和国家最高政府层面加以推动；

决议 7(EC-72)的附录 1
WMO 长期观测站的认定
咨询委员会审查摘要
推荐认定的百年观测站一览表（94 个台站）
一区协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会员

台站标识符

观测起始年

Bobo-Dioulasso

65510

1907

Ouagadougou Aeroport

65503

1902

埃及

Helwan

62377

1912

马达加斯加

Antsiranana

0-20000-0-67009/FMNA

1901

Amborovy Mahajanga

0-20000-0-67027/FMNM

1897

Taolagnaro

0-20000-0-67197/FMSD

1903

Kayes

61257

1896

Nioro du Sahel

61230

1899

Sikasso

61297

1906

Ségou

61272

1906

Pamplemousses

-

1862

Labourdonnais

-

1862

Beau Vallon Cour

-

1865

Constance

-

1865

Britannia

-

1869

Calabar

65264

1899

Lagos Roof

65203

1892

Minna

65123

1916

Sokoto

65010

1916

Yola

65167

1914

Saint Louis

61600

1897

Dakar

61641

1904

Diourbel

61666

1912

Kédougou

61699

1918

Matam

61630

1918

Kassala

730

1900

El-Dueim

750

1902

Tunis Cartage

60715

1886

Bizerte

60714

1920

Jendouba

60725

1901

Tozeur

60760

1898

布基纳法索

马里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塞内加尔

苏丹

突尼斯

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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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协
会员

台站

中国

印度

哈萨克斯坦
注：该会员属于二区协和六区协；列
入二区协仅为便于归档

台站标识符

观测起始年

北京

54511

1724

芜湖

58334

1880

青岛

54857

1898

南京

58238

1904

齐齐哈尔

50745

1901

MC Srinagar

42027

1891

Port Blair

43333

1866

Alipore

42807

1877

Ahmedabad

42647

1893

Gopalpur

43049

1881

Puri

43053

1888

Patna

42492

1867

Atbasar

-

1886

Irgiz

-

1856

Kazaly

-

1848

Turkestan

-

1882

Zharkent

-

1890

中国澳门

氹仔大潭山

45011

1901

俄罗斯联邦
注：该会员属于二区协和六区协；列
入二区协仅为便于归档

Ola

25912

1914

Mezen

22471

1883

Werkhnejmbatsk

23678

1911

Taseewo

29379

1901

四区协
会员
加拿大

台站

WMO 编号

观测起始年

Ottawa CDA RCS

0-20000-0-71063

1889

Victoria Gonzales

0-20000-0-71200

1919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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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pan Auto

0-20000-0-71311

1890

Welland-Pelham

0-20000-0-71752

1872

Creston Campbell Scientific

0-20000-0-71770

1912

-

1759

Downtown Charleston

六区协
会员

台站标识符

观测起始年

Pano Panagia

-

1916

Saittas

-

1916

Troodos Square

-

1916

Platania

-

1916

Kornos

-

1916

Panagia Bridge

-

1916

Saint-Genis-Laval

69204002

1881

Sauternes

33504001

1888

07647

1920

97208001

1905

Dunkerque

07010

1917

Debrecen

0-20000-0-12882

1853

Pecs/Pogany

0-20000-0-12942

1871

Szeged

0-20000-0-12982

1871

Szombathely

0-20000-0-12812

1864

爱尔兰

Phoenix Park

03982

1829

意大利

Osservatorio Cavanis

-

1835

Aggius

-

1919

16548

1901

Montevergine

-

1884

Piacenza-Collegio Alberoni

-

1802

Osservatorio Modena

-

1830

Osservatorio Palermo

-

1791

塞浦路斯

法国
注：该会员属于多个区协；列入
六区协仅为便于归档

台站

Istres
Fond-Saint-Denis-Cardet

匈牙利

Carloforte Osservat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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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台站标识符

观测起始年

Bjornoya (北极)

0-20000-0-01028

1920

Utsira LH

0-20000-0-01403

1867

Vardo

0-20000-0-01098

1829

Dombaas

0-20000-0-01233

1864

Ferder LH

0-20000-0-01482

1885

Karasjok

0-20000-0-01065

1877

斯洛伐克

Hurbanovo

0-20000-0-11858

1872

土耳其

Kandilli Observatory

-

1911

英国

Oxford

-

1772

Maison St. Louis Observatory
- Jersey

03896

1894

Dubno

33296

1885

Romny

33268

1885

挪威

乌克兰

台站

决议 7(EC-72)的附录 2
WMO 长期观测站的认定

最新认定标准
注：长期观测站认定咨询委员会于 2019 年 11 月审查了 WMO 认定机制的表现。为完善该机制提出了各种建议。那些
有助于强化和/或简化现有标准，并已作为良好做法应用于以往认定评估的建议，现已纳入第三轮候选站征集(WMO
2019 年 12 月 18 日，编号：32244/2019/CLW/CLPA/DMA/COS)。其他意在修改现行认可标准的建议将提交 EC72 批准，并将纳入下几轮对候选站的征集中。这些修改旨在加强台站元数据和观测数据的提供，特如下显示（建议的修
改以粗体表示）。已获认定的 WMO 百年站将根据届时的认定标准，每十年重新评估一次。

参考文献：最终报告：进一步发展 WMO 长期观测站的认证机制，2019 年 11 月 12-14 日，中国香港；见
https://public.wmo.int/en/our-mandate/what-we-do/observations/centennial-observingstations，WMO 认定机制栏。
WMO 候选百年观测站自评模板包含了两条介绍性说明，其中将添加以下内容：
台站运行者应给所有获得提名的台站分配一个 WIGOS 台站标识符，并根据下列标准 3，以必备台站元数据
填充 OSCAR。
强制性标准：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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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测站至少是 100 年前建立的，此后至少观测一个气象元素，且在提名之日仍作为观测台站在运行；

(2)

观测站的停滞期不得超过 10%；

(3)

台站整个运行期间的历史台站必备元数据应包括实际或推导的地理坐标，包括海拔、站名和/或站标识
符的已知变更、已确定的气象元素及其单位以及观测时间表；

(4)

任何已知的观测站搬迁或测量技术的改变均未显著影响气候时间序列数据；

注：有记录的观测站数据同质化被认为符合标准 4
(5)

所有历史观测数据和元数据均已做数字化存档或将被拯救。会员应分享其数据拯救计划（如适用）；

(6)

观测站应根据《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和《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8)，依照 WMO 观测标准运行；

注：对于不符合 WMO 现行观测标准的台站，应提供说明
(7)

观测站的当前环境已根据《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中规定的选址分类做了分类或将做
分类。会员应共享(i)在适当的 WMO 元数据库(目前为 OSCAR)中附加于选址分类的元数据，或(ii)其
观测站分类计划(如适用)；

(8)

观测和测量数据应遵循根据 WMO 现行指导原则和做法，遵循例行质量控制程序。质量控制过程及其
结果应妥善记录；

注：参考/备注栏应包含观测站例行质量程序的简要说明；
(9)

会员应根据上述认定标准，尽力维护提名台站；

(10) 根据“决议 40(Cg-12) - 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
的指南”，以及“决议 60 (Cg-17) – WMO 为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开展国际气候资料和产
品交换的政策”，已为科学研究提供或将要提供历史观测数据和元数据。会员应共享其可供数据的计
划（如适用）。

决议 8(EC-72)
就 AMDAR 计划(WICAP)的发展与 IATA 的合作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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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EC-72/INF. 2.5(2)和 EC-72/INF. 4.2(3)文件中所载的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回顾到决议 39 (Cg-18) - IATA 与 WMO 合作开发和运行飞机气象资料中继计划(AMDAR)，该决议要求执
行理事会在有关建立 WMO-IATA(IATA)AMDAR 合作计划(WICAP)方面：
(1)

根据决议 39 (Cg-18)附录 2 概述的 WICAP 运行概念，评审、完成、维护和监督 WICAP 实施计划
的落实；

(2)

根据 WICAP 运行概念，监督建立 WICAP 治理结构，包括治理委员会，

(3)

根据 WICAP 实施计划和运行概念，协助各区协制定“区域 AMDAR 计划”，

注意到根据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核可的宗旨和原则(见 Cg-18/INF. 6.1(2))草拟的工作安排已获两组织原
则同意，并有望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推出，
进一步注意到：
(1)

最初提交大会、包含在决议 39(Cg-18)附件 2 中的“WICAP 实施计划”已由 EC IATA-WMO
AMDAR 合作任务组(TT-IWCA)经与 IATA 协商后更新，以记录取得的进展，并为 WMO 下一个四年
休会期间的活动提供更正了的时间表，详见 EC-72/INF. 4.2(3)，

(2)

TT-IWCA 严格遵循大会在决议 39(Cg-18)下核可的 WICAP 宗旨和原则，拟就了“WICAP 数据政
策”，并确保根据 WMO 的所有相关技术规则，

(3)

WICAP 数据政策受决议 40 (Cg-12)的约束，WMO 会员可以无限制地获取和使用 WICAP 下的
AMDAR 数据，AMDAR 数据的所有权归提供数据的航空公司所有，而此类数据受航空公司规定的转
发限制的约束，

(4)

WMO 会员自愿参与 WICAP 区域 AMDAR 计划，WICAP 最初不会取代现有的国家级和区域级
AMDAR 计划，但预计这些计划将有机会根据便于运行者的决定、程序和时间表，迁移到 WICAP，

(5)

TT-IWCA 根据 WICAP 运行概念中对其明确的角色，拟就了“WICAP 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满意地注意到 TT-IWCA 很好地履行了其支持 2019 年大会(Cg-18)决定、协调制定“WICAP 宗旨和原
则”和“运行概念”的职责，并继续根据“WICAP 实施计划”，协调 WICAP 的持续发展，
获悉技术协调委员会已审查并核可了“WICAP 实施计划”和“WICAP 数据政策”，且政策咨询委员会已审
查并核可了拟议的“WICAP 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决定：
(1)

原则通过本决议附录 1 中提供的“WICAP 数据政策”；

(2)

批准本决议附录 2 中提供的“WICAP 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3)

解散 TT-IWCA 并将其余留角色和职责移交至基础设施委员会下的地球观测系统与监测网络常设委员
会(SC-ON)；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23

要求秘书长：
(1)

协调 “WICAP 治理委员会的职责”的正式制定以及将之作为附录纳入“IATA-WMO 关于制定和运
行 WMO-IATA AMDAR 合作计划的工作安排”；

(2)

与 IATA 合作，根据其已批准的职责以及分配给有待 EC 批准的治理理事会的 WMO 会员资格，协调
设立“WICAP 治理委员会”；

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
(1)

审查并最终确定数据政策，并将其提交 EC-73，

(2)

接手正在根据“WICAP 实施计划”进行的设立 WICAP 的协调角色和责任并与 IATA 和 WMO 区域
协会合作，并定期向 EC 报告 WICAP 的实施进展；

鼓励 WMO 区域协会及其成员继续按照“WICAP 实施计划”在 WICAP 下制定区域 AMDAR 计划。

决议 8(EC-72)的附录 1
WICAP 数据政策

草案 V2，2020 年 6 月 6 日
本“数据政策”的宗旨是概述 WMO 和 IATA 之间对在制定于[协议名称，日期[…]]的 WMO-IATA
AMDAR 合作计划(以下简称“合作计划”或“WICAP”)框架下并作为其组成部分，适用于已收集、交换或
转移的观测值和数据的定义、使用及原则的理解，以及确定参与实体的作用及其各自对 WICAP 的贡献。
接受并遵守本“数据政策”是参与 WICAP 的必要条件，本“数据政策”应纳入在 WICAP 下制定的所有合
同安排中，或被妥当引用。
定义
在本“合作计划”下，兹按字母顺序定义如下内容：
AMDAR 数据
“AMDAR 数据”应包含以下任一条目：
1.

从电子或物理形式或格式的“AMDAR 报告”或其集合中派生的任一明确“AMDAR 观测值”或其中
的一部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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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收集到的任何电子或实物形式或格式的“AMDAR 观测值”或其部分进行的任何统计汇总。

AMDAR 元数据
“AMDAR 元数据”应定义为界定“参与飞机”的物理或任何其他特性的任何数字或物理数据值或一组数
值，以及“参与航空公司”已同意提供并根据“合作计划”提供给 WMO、“WMO 数据用户”和
“WICAP 运行者”的“AMDAR 数据”，以支持不时予以修订或补充的《飞机观测指南》(WMONo.1200)附件 D 中定义的“WIGOS 元数据标准”的相关要求。
AMDAR 观测值
“AMDAR 观测值”是一组经计算或测量的气象捕获观测值和数据，连同其他相关变量和从“参与飞机”平
台上仪器获得的飞机元数据，可以按 AMDAR 观测值中的空间、时间和其他变量或常量分组，以便在三维空
间和时间上，以独特和具体的方式定位气象值，并识别其来源平台。“AMDAR 观测值”应与当前和最新版
的《WMO AMDAR 机载软件功能需求规范》(不时予以修订或补充)中的特定派生值一致，并深化理解。
“AMDAR 观测值”的最简单示例是一组值，其中包括：国家注册的飞机标识符、纬度、经度、高度、观测
时间和气温。
更复杂的“AMDAR 观测值”是包含了这些简单值、又连同从飞机平台派生或测量到的附加气象或其他值的
观测值。
AMDAR 报告
“AMDAR 报告”是从“参与飞机”发送的报告或报文，内含一个或多个“AMDAR 观测值”。
由“IATA 湍流感知计划”的“参与航空公司”生成并由“合作计划”的参与者提供或提供给“合作计划”
参与者的涡流耗散率(EDR)数据也定义为 AMDAR 报告，并应遵循本“数据政策”使用。
经授权的第三方
“经授权的第三方”是不直接参与“合作计划”，但在“合作计划”下获得授权，以根据 WMO 不时通过并
不时修正或补充的决议，包括更具体的“决议 40(Cg-12) - 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
范，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仅为非商业活动目的，不受限制地免费获取“WMO 信息系统”中
“AMDAR 历史数据”的公共或私营实体。“经授权的第三方”的例子有研究和教育界的成员。
全球飞机观测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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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全球飞机观测数据中心”(GDC-ABO)为“WMO 数据用户”和“经授权的第三方”提供访问
AMDAR 和其他已在 WMO 信息系统(WIS)上共享的飞机观测值的权限。根据“决议 6(EC-69) - 建立和指
定“WMO 全球飞机观测资料中心”的指定，GDC-ABO 的角色目前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国家环境预测中心(NCEP)承担。
AMDAR 历史数据
“AMDAR 历史数据”应包括任何“AMDAR 数据”和/或“AMDAR 观测值”，其相应的 UTC 时间是当前
实时 UTC 时间的四十八（48）小时之后。
特许私营第三方
“特许私营第三方”是未参与 WICAP，亦非“经授权的第三方”，必须向 IATA 申请并获得一份特别并有限
的许可，以便根据 WMO 不时通过并不时修正或补充的决议，包括更具体的“决议 40(Cg-12) - WMO 气
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为非商业活动和自用的目的，
从“合作计划”获取“AMDAR 数据”的任何实体。“特许私营第三方”的例子是直接从“参与航空公司”
或 IATA 购买权利的私营部门实体。
AMDAR 近实时数据
“AMDAR 近实时数据”包括任何“AMDAR 数据”和/或“AMDAR 观测值”，其相应的 UTC 时间是当前
实时 UTC 时间的四十八（48）小时之内。
参与飞机
由“参与航空公司”运营的飞机，机上该参与航空公司已安装了“合作计划”规定的设备和/或软件，以在
已传输的“AMDAR 报告”中，通过报告“AMDAR 观测值”，提供“AMDAR 数据”。
参与航空公司
“参与航空公司”指根据“合作计划”(WICAP)的条款和条件参与“合作计划”的航空公司，其基础是与一
个或多个 WICAP 运营方签订的合同安排，以便在指定的地理区域和高度，通过“AMDAR 观测值”和
“AMDAR 报告”，收集和提供“AMDAR 数据”。
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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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指任何从使用或随着输入“AMDAR 历史数据”和/或任何电子或
物理格式的“AMDAR 历史数据”集合而派生的产品或服务，且它不允许派生或再派生用于其派生的原始
“AMDAR 历史数据”。
AMDAR 近实时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AMDAR 近实时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指任何从使用或随着输入“AMDAR 近实时数据”派生的产品或
服务，以用于提供符合 WMO 通过的相关决议的气象服务或相关活动，且它不允许派生或再派生用于其制作
的原始“AMDAR 近实时数据”。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包括“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和/或“AMDAR 近实时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的示例如下：
●

要输入 AMDAR 数据的网格数值天气预报输出或产品。

●

与去标识化的“AMDAR 历史数据”重叠的数字或物理复制的数值天气预报输出或产品。

●

与去标识化的“AMDAR 历史数据”重叠的数字或物理复制的卫星图像。

不符合“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定义的产品和服务示例如下：
●

“AMDAR 数据”、“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报告”。

●

未去标识化的“AMDAR 观测值”的列表或集合。

WICAP 运行者
“WICAP 运行者”是 WMO 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由 WMO 指定，遵循本“WICAP 数据
政策”，在“合作计划”下承担具体、商定的任务，发挥具体、商定的角色，支持和促进其运行。
WMO 会员
“WMO 会员”的定义见“WMO 公约”第三条。
WMO 数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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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数据用户”是根据决议 40 (Cg-12)，将 WMO 信息系统上共享的 AMDAR 数据用于与“WMO 应
用领域”相关的应用、产品派生和服务提供（如“WMO 滚动需求审查”1的规定）的 WMO 会员政府机构
或其他实体。
数据治理原则；派生产品和服务权
总则

1.

根据“合作计划”，“AMDAR 数据”和“AMDAR 元数据”应根据 WMO 法律和规则框架的所有原则，
特别是根据“决议 40(Cg-12) - 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
的指南”，并基于以下通用数据治理原则，向 IATA、“WMO 数据用户”、“参与航空公司”和“经授权
的第三方”传输、分发或提供：
-

根据“合作计划”的要求，提供的“AMDAR数据”可包含识别信息。在无一例外的所有情况
下，“合作计划”下“AMDAR数据”中任何信息(全部或部分)的提取和生成均应去标识化和匿
名化。

-

去标识化指“参与航空公司”和“参与飞机”的所有特定信息将被删除或修订。

-

所有公布的分析和报告都将去标识化，以确保“参与航空公司”、“参与飞机”、其航线和航
班以及任何其他被认为是私人或敏感信息的匿名化。

-

澄清一点：兹确认上述去标识化规定不妨碍“合作计划”为了向“合作计划”的参与者报告
“AMDAR 数据”和“AMDAR 元数据”的质量状况而开展统计整理并使用与质量控制相关的
数据和信息，以利于评价和评估数据质量和准确性，确定可能影响质量和准确性的原因，提出
改进和强化建议，并在认为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2.

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权

从“参与飞机”收集和传输的“AMDAR 数据”、“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报告”以及“AMDAR
元数据”属于并将始终属于“参与航空公司”的资产。
“近实时 AMDAR 数据”应遵照 WICAP 治理委员会根据本“数据政策”通过的“合作计划”的原则，提供
给 WMO 数据用户，但访问权限有限。根据本“数据政策”，将对所有“WMO 数据用户”和“经授权的第
三方”均可访问的“AMDAR 历史数据”施以较少限制。

1

“WMO 滚动需求评审”和相关条款的定义见《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 2.2.3 和 2.3
节以及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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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航空公司”的承诺

“合作计划”下的“参与航空公司”确认、同意并承诺以下：
(a)

尽最大努力将商定的“AMDAR 报告”、“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数据”提供或协助
提供给指定的 WICAP 运行方；

(b)

签署《WICAP 参与和合作协议》，正式确定适用于“合作计划”的条款和条件，以及各方的作
用和职责；

(c)

授予 IATA 非独家、永久、无条件、可转让的权利和许可，以接收、访问、存储、使用和复制
“AMDAR 数据”，以便 IATA 同样遵从“合作计划”的目的加以使用，以及有权开发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包括有权遵照“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制定的“合作
计划”的原则，处理所收集的数据，汇总后以匿名格式向“特许私营第三方”发布“AMDAR
数据”和“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并将其商业化。

(d)

根据各方制定的《WICAP 参与和合作协议》所载的条款和条件，以非独家、有限和不可转让的
许可形式，授予指定的“WICAP 运行方”接收、访问、复制和存储“AMDAR 报告”、
“AMDAR 观测值”和“AMDAR 数据”，根据 WMO 的法律和规则框架分发“AMDAR 数
据”，以及根据 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制定的治理原则将“AMDAR 数据”用于开发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的权利；

(e)

授予 WMO 和“WMO 数据用户”非独家的权利和许可，以根据 WMO 的规则和法律框架以及
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制定的治理原则，接收、访问、使用、复制、分发和存储“AMDAR 数
据”，并将之用于开发“AMDAR 近实时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和“AMDAR 历史数据的派
生产品和服务”；

(f)

授予“经授权的第三方”非独家、不可转让、有限的权利和许可，以接收、访问和使用
“AMDAR 历史数据”，并将之用于开发“AMDAR 历史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

(g)

授予“WMO 全球飞机观测数据中心”非独家的权利和许可，以接收“AMDAR 报告”、
“AMDAR 观测值”、“AMDAR 数据”、在档案中保留相同记录、向“WMO 数据用户”和
其他“经授权的第三方”提供“AMDAR 历史数据”、将“AMDAR 数据”用于开发
“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并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下管理和界
定“AMDAR 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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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指定“WICAP 运行方”和“WMO 数据用户”提供必要的“AMDAR 元数据”，以支持
《飞机观测指南》（WMO-No.1200）中界定的“WIGOS 元数据标准”的相关要求。

(i)

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合作计划”中的数据或信息得到保护，防止雇员、代理机构、分包商和
第三方不经授权使用或披露；

(j)

努力遵守适用于参与了“IATA 湍流感知计划”的“参与航空公司”生成的涡流耗散率（EDR）
数据的适用数据发布政策。

4.

WMO、WMO 会员和 WICAP 运行方的承诺

WMO、WMO 会员和 WICAP 运行方确认同意并承诺如下：
(a)

兹授予 IATA 本文件中所列的权利和许可；

(b)

将本“WICAP 数据政策”的原则和必要的保密承诺纳入在“合作计划”下与第三方供应商、技
术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分包商和代理商签订的所有合同安排和程序中，并努力确保这些第三
方提供商确认并承诺遵守列入“WICAP 数据政策”的原则，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未经授
权的第三方获取“AMDAR 报告”、“AMDAR 观测值”、“AMDAR 数据”和“AMDAR 元
数据”；

(c)

确认根据“合作计划”授予的权利和许可是非独家、有限、不可转让的；且不能与未经授权的
第三方共享，尤其包括且不限于私营和商业各方，除非事先得到 IATA、“参与航空公司”和
“WICAP 治理委员会”的特别授权；

(d)

“参与航空公司”保留处理、出售、租赁、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向其他各方提供该“参与航空公
司”收集和制作的“AMDAR 观测值”、“AMDAR 报告”和“AMDAR 数据”的权利。希望
在其组织之外共享“AMDAR 数据”或信息的其他所有“合作计划”参与者必须事先取得
WICAP 治理委员会的书面批准；

(e)

“参与航空公司”和“参与飞机”应遵守适用于参与“IATA 湍流识别计划”的“参与航空公
司”生成的 EDR 数据的适用数据发布政策。备注：EDR 是一种基于大气中能量消散速率、客
观、独立于飞行器、通用的湍流测量方法。

5.

商业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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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WMO 会员”、“WMO 数据用户”、“WICAP 运行方”和“参与航空公司”确认并同意：经
与“合作计划”的 WICAP 治理委员会协商，特授予 IATA 专有权，将“AMDAR 数据”商业化、转授或以
其他方式提供给“特许私营第三方”，在非独家、有约束、有限、有条件、不可分配、不可转授和不可转让
的基础上用于娱乐性商业活动。
从 AMDAR 历史数据和 AMDAR 近实时数据派生的权利

6.

根据上文 2 至 4 节所列的有关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权的原则，在“参与航空公司”、IATA、WMO、“WMO
数据用户”、“WICAP 运行方”和“经授权的第三方”之间，除非另有具体协定，否则 IATA、WMO 和
“WMO 数据用户”将保留各自的权利，对任何“AMDAR 数据的派生产品和服务”拥有完全所有权和/或
许可。IATA、WMO 和“WMO 数据用户”可享有此类“AMDAR 的派生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和/或许可
相关的所有权利和特权，无需向对方解释。
7.

商标

WMO 应授权 IATA 和“参与航空公司”使用 WMO 的名称和徽标，以及 WICAP 的标识和徽标，用于推广
“合作计划”。
8.

数据政策的修订

本“数据政策”可由 WICAP 治理委员会不时修订。如发现本“数据政策”完全或部分背离或有损适用的法
律和规则，则将按符合上述法律和规则的程度和必要性，对其进行修订，以确保完全合规。
9.

解释

本文件未另行定义的所有术语和概念应具有制定“合作计划”的“决议”和其他文件中规定的含义。
10.

WMO 的特权和豁免权

在此所含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或被视为（明示或暗含）对 WMO 享有的任何特权和豁免权的弃权。

决议 8(EC-72)的附录 2
WMO-IATA AMDAR 合作计划（WICAP）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WICAP 治理委员会应作为 WICAP 的权威决策机构，代表两个伙伴组织，即：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和世界气象组织（WMO）。该治理委员会应如“关于制定和运行 WMO-IATA 合作飞机气象资料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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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AR）计划（WICAP）的工作安排”（简称“工作安排”）的规定和界定，监督并最终负责与
WICAP 的实施和运行相关的所有事项。
这些职责应在“工作安排”下制定和维护，自正式制定之日起，只要该“工作安排”存在，即为有效。
WICAP 治理委员会应由 IATA 和 WMO 任命的一组官员和技术代表组成，在人数、权威性和经验上都足以
发挥其作用、履行其职责。
IATA 和 WMO 应在治理委员会的运行中拥有同等的代表权，并应各自从其成员中指定一位联合主席，以监
督和管理治理委员会的业务和决策过程。
治理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或视需要增加会议次数，以履行本职责规定的任务。
治理委员会应特别负责 WICAP 的以下活动和方面：
(a)

根据“工作安排”管理和协调“WMO-IATA AMDAR 合作计划”的实施和持续运行；

(b)

根据“工作安排”监督和最终批准 WICAP 法律框架的编制、建立和维护；

(c)

根据“工作安排”监督 WICAP 法律框架的制定、建立和持续运行；

(d)

维护与 WICAP 派生的“AMDAR 数据”相关的“WICAP 数据政策”，并通过 WICAP 法律框
架下 WICAP 合作伙伴及其业务实体之间的合作协议的编制、建立和维护，持续监督其遵守程
度；

(e)

设立并持续监督 WICAP 监督规划和协调组（OPCT），以监督和协助规定的 WICAP 发展和业
务过程；

(f)

通过 OPCT 和 WICAP 的其他业务实体，建立和运行报告程序，以确保治理委员会能够不断监
督 WICAP 发展和运行的持续状态和进展；

(g)

监督由指定的 WMO 会员经相关和各自 WMO 区域协会（RA）授权运行的“WICAP 运行中
心”的建立和持续运行；

(h)

确保与相关的 WMO 技术委员会、WMO 区域协会和 IATA 企业小组和伙伴，包括“伙伴航空
公司”、第三方提供商和数据用户的持续合作与协作；

(i)

持续（并如必要）监测、审查、完善和修订 WICAP 的内部结构、业务框架和流程以及对
“AMDAR 数据”的要求，进行和/或授权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更改，包括建立、启动或解散相关
团队和专题牵头人，并在必要时完善其职责；

(j)

促进并协助伙伴组织以及所有伙伴实体、数据用户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对 WICAP 的持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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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EC-72)
第十三届国际绝对日射表比对延期举行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13 (EC-34) — 辐射仪的开发和比对，

(2)

决议 1 (CIMO-17) – 大气长波辐照度的治理和可溯源性，

注意到：
(1)
“国际绝对日射表比对”至少每五年组织一次，以确保“世界标准组”的稳定性，并在全球范围内
将“世界辐射测量基准”传播到区域和国家级的基准仪器，
(2)

“第十三届国际绝对日射表比对”(IPC-XIII)和联合计划的“区域绝对日射表比对（RPC）、第五

届滤波辐射计比对(FRC-V)和第三次国际大气辐射表比对(IPgC-III)”计划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6 日在世界辐射中心(瑞士达沃斯)举行，
(3)
由于大流行病和因此带来的旅行限制，如果在 2020 年举行，在国际参与有限的情况下，IPC-XIII
和 IPgC 的预期成果可能无法实现，
审议了载于 EC-72/INF.2.5(2)文件的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
(1)
破例将 IPC-XIII 以及 IPgC-III 和 FRC-V 的组织推迟到 2021 年，并保留未来 IPC 的正常周
期(IPC-XIV 于 2025 年举行)；
(2)
将(来自区域/国家辐射中心或其他辐射中心的)基准仪器与世界标准组进行定期比对/校准的时
间破例延长至六年；
邀请因此延期而将面临问题的中心通知秘书处，以便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测量、
仪器和溯源性常设委员会（SC-MINT）能为这些中心制定解决方案；
同意世界辐射中心应根据预计举行 IPC-XIII 时(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6 日)拟开展的测量活动，另
使用达沃斯物理气象观测台（PMOD）现有并参加过最近的 IPC 的所有其他仪器，对构成世界标准组
（WSG）的仪器的性能进行一次临时内部评估，并应对世界红外线标准组（WISG）开展类似的评估。
要求 INFCOM 审查世界辐射中心对 WSG 和 WISG 进行的临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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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区域/国家辐射中心继续每年对其标准仪器进行互比，并酌情向其邻国提供支持。

决议 10(EC-72)

WMO 区域培训中心(重新确认)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8 (EC-68) -对《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的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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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和重新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决定 64(EC-68) -重新确认生物气象研究
所(意大利佛罗伦萨)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注：生物气象研究所于 2019 年 6 月 1 日更名为生物经济研究
所），决定 56(EC-69) - WMO 区域培训中心，和决议 31(EC-70) -教育与培训；以及决议 9 (Cg-18) 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协作理事会，关于指定、重新确认和延长 WMO RTC 相关地位，直
至当前或今后的外部审查结束和 EC 随后作出决定。
注意到目前正在审查哥斯达黎加、印度和俄罗斯联邦的 WMO RTC，
考虑到埃及、马达加斯加、菲律宾、卡塔尔、南非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WMO RTC 已经过审查，EC 教育与培
训专家组建议重新确认其地位；
决定再次确认埃及、马达加斯加、菲律宾、卡塔尔、南非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WMO RTC 地位。

决议 11(EC-72)
公共-私营参与指导方针(2020 年版)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33 (EC-70) – 公私参与；决议 79 (Cg-18) – 开放式协商平台“下一代天气和气候智能的伙伴关
系和创新”，和决议 80 (Cg-18) – 日内瓦宣言– 2019：构建天气、气候和水等行动共同体，
注意到大会随着通过“日内瓦宣言 - 2019：构建天气、气候和水等行动共同体”，制定了 WMO 关于公私
参与的高级别政策，
考虑到经决议 33(EC-70)核准的“公私参与政策框架”，为迈向“日内瓦宣言-2019”提供了基石，
审议了载于文件 EC-72/INF.2.5(1)中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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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根据成功伙伴关系的既定原则，将该“政策框架”转变为 WMO 及其会员采取全球、区域和国家级行动
的指导方针，以促进公共、私营、学术和民间社会部门之间的有效参与，并协助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核准本决议附件提供的“公共-私营参与指导方针”(2020 年版)；
同意应定期审查并更新该指导方针，以反映在天气和气候事业中塑造公私参与的高度动态进程、提高认识并
推广良好做法；
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不断审查关于公私参与的高级别政策和指导方针，并监测其对会员相关政策和做法的影
响；
要求区域协会主席在规划相关区域活动时，适当考虑到该指导方针，特别是旨在提高各部门间的相互意识和
建立信任的活动，并利用公私参与的潜力弥合能力差距；
鼓励会员利用该指导方针在国家一级建立跨公共、私营、学术和民间社会部门的协作和伙伴关系，以追求共
同公益目标；
要求秘书长以 WMO 所有正式语文出版《公共-私营参与指导方针》(2020 年版)。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3 (EC-70)，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1(EC-72)的附件
公共-私营参与指导方针
(2020 年版，经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核准，2020 年六月)

1.
1.1

引言
全球因素

作为一个联合国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受联合国全球议程的推动。今天，《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SDG，2015 年通过)、《2015-2030 年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构建
WMO 各项目的和目标的主要全球协定。为实现这些目标，跨部门和创新型伙伴关系将发挥关键作用。来自
不同部门的行为体都将通过汇集财政资源、知识和专长，以统筹方式合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认识到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是支持所有国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 SDG 的重要载体。目标 17 进一步寻求在伙伴方的经验和资源战略基础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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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以及民间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大多数联合国组织都已经或正在调整各自
的战略和政策，以反映目标 17 关于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参与的主旨。
1.2

WMO 的背景

世界气象大会将“伙伴关系”界定为与国际机构、其他组织、学术界、媒体和私人部门合作，以扩大重要环
境信息和服务的范围、提高其质量并改进其提供。WMO 的伙伴关系有一些是几十年前建立的，现在仍符合
滚动的 WMO 战略计划，其中有一项战略目标是“加强伙伴关系”，并认识到需要加强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和合作活动，以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的服务提供绩效，展示 WMO 为促进联合国系统、相关
区域组织、国际公约以及各国战略的价值。
在 WMO 与非国家实体建立伙伴关系的历史中，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Cg-12，1995
年）通过了关于气象数据和产品的国际交换政策和做法（决议 40（Cg-12））2。决议 40 的附件提供了
“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与商务部门关系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其目的是“进一步改进
NMS 与商务部门之间的关系。气象和相关信息交换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门间完善、公平、透
明和稳定的关系。”
2014 年 8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WMO 世界天气开放科学大会（WWOSC）特别强调需要在公共和私营部门
之间开展广泛对话，在学术界和其他相关实体（如学术协会）的大力参与下，应对不断变化的天气、气候和
水文科学与服务格局 3。WWOSC 的讨论成果鼓励与诸如世界银行国际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和水文
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等伙伴组织协调，开展后续一系列多利益相关方对话。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2015 年）认同“私营部门实体”（私营公司、公民协会、博主等）与日
俱增的参与，为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4。这些私营部门实体已不同程度地活跃在整个价值链中：从观
测开始；延伸到数据采集工具和技术、信息生成和处理技术；最后到达产品分发和服务。因此，大会认识到
在端到端服务提供中，这部分私营部门是支持 WMO 的愿景、任务和目标的一组利益相关方。大会强调了各
NMHS、学术机构、研究和技术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有着虽然不同、但时而互补的作用和职责。大会认为公
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紧密互动将刺激创新并促进互惠，最终有利于社会。大会注意到 WMO 在启动这种互动
上独占先机，并强调若不采取行动，可能会限制用户将要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此类活动还可能导致各种
性质和不同质量的天气和气候信息的散播，这可能会挑战 NMHS 向公众和灾害管理主管单位提供权威性天
气信息和警报的主要任务。大会还认识到，虽然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可以协助增加向公民和企业提供的气象
服务，但最重要的是确保 NMHS 作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所需的基本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者的长期可持续性。
确认了这些挑战，Cg-17 认识到 WMO 关于私营部门参与的指导，将有助于 NMHS 跟上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活动的步伐，提高效率和服务提供，包括支持地方和区域一级的观测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
按照 Cg-17 的指令，一些活动已得以开展，旨在培养意识并改善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之间的理解。执行
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EC-68，2016 年）举办了首次关于“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从事气象和水文活动的
互补性与合作性”的特别对话会 5。2017 年，EC-69 通过了“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公私参与(PPE)路线
图”6，该路线图的一个关键要素是 2018 年 6 月由 EC-70 通过的“WMO 公私参与政策框架”7。该政策

2
3
4
5
6
7

世界气象组织（1995）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WMO-No. 827:125-130
Hayes J, Ahluwalia H, Abraham J (2015)，气象事业的未来。WMO 公报, 64(1):14-15
世界气象组织（2015）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WMO-No. 1157: 215-217
世界气象组织(2016 年)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WMO-No. 1168:232-237
世界气象组织(2017 年)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WMO-No. 1196:283-292
世界气象组织(2018 年)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WMO-No. 1218:102-115

36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框架的宗旨是通过提供一系列成功的伙伴关系指导原则，帮助会员和所有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并强调需要应
对的挑战和机遇，以便利用合作可能带来的利益造福社会。
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Cg-18,2019 年)通过了“日内瓦宣言-2019：构建天气、气候和水等行动共同体”
-这是一项高级别政策法案，体现了 WMO 关于公私参与支持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适应和减少灾害风
险的立场、政策和指导意见 8。这反映了所有天气、气候和水事业 9部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和伙伴关系
的新范式，是应对与极端天气、气候变化、缺水和其他环境危害相关的全球社会风险所需的集体对策。
Cg-18 期间启动了题为“下一代天气和气候智能的伙伴关系和创新”的开放协商平台(OCP) 10，作为各部门
之间可持续和建设性对话的载体。其意向是通过包容气象事业所有部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阐明气象事业的
未来共同愿景，并形成促进互利伙伴关系的观念和行动。
2.

本指导方针的目标

《公共-私营参与指导方针》旨在为 WMO 及其会员开展面向促进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与所有利益相关方
之间积极主动参与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行动提供信息和便利，从而为其政府、经济和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本指导方针概述并推广的原则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包容性气象事业方法的效益。
本指导方针根据决议 67(Cg-17)、决定 73(EC-68)和 61(EC-69)制定，并根据《日内瓦宣言-2019》(决
议 80 (Cg-18))提供的高级别政策指令进行了更新，提供了与以下内容相关的说明和解释：
(a)

不断发展的公共、私营、学术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天气、气候和水领域的潜力；

(b)

根据“制定参与政策和原则时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决定 73(EC-68)附录 2），公私部门参与的
原则；

(c)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作用；

(d)

公私参与在立法格局、能力发展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可选方案，以期为会员制定一份 WMO 指南。

本指导方针意在成为一份经常更新的活文件，以应对新发问题，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打造一条稳健的前进
道路。本指导方针致力于强化并夯实会员、其 NMHS 和私营部门面临的机遇，以道德行为为基础，促进公
平的竞争环境，提高效率和创新，并采用包容性方法，应对关乎基本基础设施和研究资助的挑战。
本指导方针以“WMO 公约”、现有政策以及相关条例和指导为基础。“公约”确保了世界各国切实合作，
以创造并维护一个观测、预测并提供可靠信息与服务，以支持有效决策的国际系统；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
可持续发展；并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环境和全球气候。
作为补充，本指导方针还收集了良好做法、有关 PPE 活动的最新信息以及当代对新发问题的讨论，见 WMO
网站(https://public.wmo.int/ppe)，特别是“PPE 资源”栏目)11。

8
9
10
11

世界气象组织(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WMO-No. 1236: 246-251
以下简称“气象事业”。见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2019 年)开放协商平台。日内瓦
本在线内容仅供参考：除 WMO 正式出版物和 WMO 理事机构的决定外，这些内容是作者的结论，并不代表 WMO
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的观点。提及的具体公司或产品与
未予提及或未做广告的同类相比，并不表示前者得到了 WMO 的赞许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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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私营参与的需求和驱动力

对于 WMO PPE 指导方针的需求，源自在 WMO“公约”所涵盖、构成了气象、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务
价值链的所有业务领域出现了新的利益相关方格局。
过去二十年来，价值链中的所有要素都显现了利益相关方的增长和多样化-不仅包括政府和公共部门，还包
括学术界、私营部门和公民科学。在当今和不断演变的背景下，需要对价值链各部分的活动流程和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相互联系做进一步分析。
这将有助于通过由所有部门参与的伙伴关系安排，特别是能弥合现有能力差距并改善世界发展中地区获取基
本信息和服务的伙伴关系，确定获取效率和提高质量的机会和潜力。
3.1

历史视角

气象事业理念和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可追溯到 WMO 及其前身的国际合作举措的源头。例如，我们注意到，早
在 1872 年，在向国际气象界发出的一封首次会议邀请函中就有此端倪：
"我们冒昧地发出本通函，邀请贵气象研究所、气象学会和其他学术团体的负责

人，以及气象领域的私人科研人员和实际观测员，参加将在莱比锡举行的本次磋商
会议 …”
（摘自 1872 年 8 月在莱比锡举办的气象大会的邀请函 12）
二十世纪的气象及相关系统和服务主要由公共部门建立、运行和资助。WMO 会员国在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计划下集体建立了一个全球基础设施，由三个全球系统组成：全球观测系统（GOS）、全球电信
系统（GTS）和全球数据处理与预报系统（GDPFS）。通过一套确保了所需协调性和互可操作性的全球观
测、数据处理与服务提供的商定标准，WWW 已经实现并已全天候运行。由会员的 NMHS 主办的若干全球
和区域中心构成了主要大气变量预报所需的通信和数值模拟的骨干。在 GOS 中昂贵的卫星部分的建设中，
各国进行了合作、协调和集体投资。
虽然 WWW 主要是一项公共部门的工作，但若没有来自学术界和私营企业提供的重要科技支持，它不会取
得成功。在早期阶段，除了几个国家的私营公司在向媒体机构等提供气象服务方面颇为突出外，私营部门参
与提供服务的程度普遍有限。
3.2

变化因素

在过去的二十年，WMO 的业务领域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在全球各地都很明显，但其表现
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有很大差异。影响变化的五个主要因素是：
(a)

科技创新；

(b)

来自商务利益、公众和政府部门对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信息与服务的需求日益
增长；

(c)

适应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减少灾害风险的全球行动；

(d)

公共部门的体制和资源限制；

12

莱比锡大会(1872 年)为 1873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气象大会铺平了道路。

38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

私营部门加大了的参与和投资、整合和全球化。

这些因素塑造了气象事业内部的流程，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资金周转方面有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在这种变
化中，拥有强大的国家和全球气象和水文基础设施始终符合各方的利益，因为它构成了服务所有部门和整个
社会的信息支柱。为确保这一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所有国家都要再次承诺其在资助和运行国家观测网络和
通信手段方面的责任，并遵守各自的标准和程序。此外，各国应再度承诺其将免费和不加限制地在国际上交
换必要的、有质量保证的基本数据和产品。
通过国际协调的科学和研究活动，这个变化过程涉及到了学术部门。这些活动支撑了业务系统，并确保了它
们随着吸纳创新而发展。通过教育和培训不断开展能力建设是学术界的另一项重大贡献。
以往大多数私营部门主要从事设备制造和提供媒体服务，近期，在整个价值链上，私营部门的参与都在迅速
增长，其中一些公司正在建设覆盖区域和全球的“端到端”能力。对于包括 NMHS 在内的所有参与者，这
种增长使机遇和挑战都在实质性增大。
3.3

影响和演变的角色

对于目前 WMO 会员广泛接受的用于收集、处理和交换气象、水文、气候和其他环境数据以及生成和提供各
自信息和服务的体制安排，这些变化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在世界各地各种社会中，都存在着提升警报、预
报和其他服务的成效和范围的潜力。与此同时，有人担心这些变化可能会侵蚀通常由 NMHS 管理的核心观
测资产，以及它们的地位、资金和运作模式。这种侵蚀可能会影响持续的长期国家观测能力，从而损害国家
和全球气候监测等关键活动。NMHS 作为灾害性天气警报和其他核心政府目的的（单一）国家权威声音的作
用可能会受到挑战，而这可能会给公众和终端用户带来负面影响。今天，社会各界有许多案例研究和做法，
还有来自其他部门的实例，可以提供有效 PPE 的最佳做法，以减轻这些风险。
在气象事业中，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制度和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差别。不论有什么差别，气象事业的共同
目标都应是参与促进保护生命和财产的核心使命，以及协助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质量。政府、私营部
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WMO 的角色在“公约”中有所确立：“公约”认识到“最好由一个负责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对气象进行
协调”。因此，WMO 在促进“会员国和地区”与其气象事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方面发挥着全球核心作用。
历史上，公共部门一直牵头资助并开发气象事业的核心基础设施。观测网络的开发和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
的提供已作为“公共产品”被视为国家政府的义务 13。最近，技术变革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为私营部门提供了
新的机会，以推动提供这些服务，支持公共利益以及满足特定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就气象服务而言，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它依赖来自全球各地的观测数据。如果不能在国际层面上连续、实时地
获取这种数据，任何一个国家就甚至无法向其公民提供基本服务。虽然获取这些观测数据的投资是在国家层
面进行的，但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收获集体利益：(i) 有足够多的国家决定进行这些投资；(ii) 这些国家相
互分享所得数据。因为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对公民的安全和保障至关重要，会员们为公共部门机构进行了
投资，这是政府的根本角色。即使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参与数据收集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仍应如此。

13

按经济学术语，公共产品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非竞争性消费 — 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他人可用的数量；
非排他性 — 将拒绝支付费用的个人或组织排除在受益之外是不可能的，或是极其昂贵的。
这两个特征意味着：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市场过程也不能予以提供，或不能在社会最佳水平上提供。(Hal
R.Varian HR(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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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私营部门也是国家福祉的宝贵贡献者，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气象事业中，涉足价值链的所有要素。私
营部门发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作为投资来源、技术开发和创新的驱动力、服务开发和提供的合作
伙伴、以及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引擎。
4.

参与原则

本指导方针的主要作用是弘扬一系列基本原则，以提供方向、明确责任和目标。这些原则立足于 WMO 作为
一个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目标，并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协助 WMO 和商业部门之间、NMHS 和私营部门
利益相关方之间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建立并实施伙伴关系，同时保障 WMO 的诚实度、公正性和独立性，防
止并减缓那些对核心任务和服务产生不利影响的潜在风险。这些基本原则另源自 UN 关于公私参与和伙伴关
系的相关政策、战略和指导方针。此外，本指导方针遵循了 WMO 在《日内瓦宣言-2019》中制定的关于
PPE 的高级别政策。
4.1

“以人为本”原则

WMO 认识到其核心任务是通过提供基本的气象、气候、水文和环境信息，支持与拯救生命、财产和经济生
产力有关的从地方到全球的决策，从而坚持“以人为本”的公私参与和伙伴关系方法，这是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UNECE）一直在推广的方法，并被广泛接受为实现 UN SDG 的载体 14。
“以人为本”原则明确指出，在所有利益相关方中，“人”应是优先重点和主要受益者。在气象事业中，
PPE 和 PPP 应把重点放在提高社区安全和生活质量，特别是那些正在与贫困作斗争的社区。这样的参与和
伙伴关系应该提供更多的基本、可负担和切合目的的产品与服务，从而协助化解对天气和气候影响的脆弱性
和敏感性，这反过来又会通过创造新的对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需求和机会来加强气象事业。
WMO 通过其支持气象和水文服务提供者（包括 NMHS）的计划，提供免费和开放的数据和产品，促进了这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4.2

非商务实体与商务实体之间的公平透明关系

天气和气候商务活动在过去的 30-40 年间一直在增长。WMO 和气象界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找到最佳解决
方案，以维护和改善基本气象数据和产品的免费国际交换，同时保障会员与其国家气象部门的可持续性和发
展相关的经济利益。
作为对此的回应，大会通过的一项政策表明 WMO 正致力于扩大并加强气象及相关数据和产品的免费和无限
制的国际交换。这项称之为决议 40（Cg-12）的政策还提供了“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NMHS）与商
务部门之间关系的指导方针”（决议 40 的附件 3），但有一项谅解，即气象和相关信息交换的发展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公共和“商务”15部门之间健全、公平、透明和稳定的关系。这一通用型指南的大部分内容至今
仍然有效，但是，人们也认识到，会员们对这些指导方针的采纳和应用有很大差异。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Cg-18, 2019 年)要求对决议 40 (Cg-12)、决议 25 (Cg-13)和决议 60(Cg-17)（含有关于非商务部门
与商务部门之间关系的最新指南）中的 WMO 数据政策进行审查并予以更新。
4.3

互惠互利

1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9 年)“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以人为本的公私伙伴关系指导原则”。2019 年 3
月

15

决议 40(Cg-12)使用“商务部门”一词，但有一项谅解，即该指导方针适用于从事气象活动的商务部门，包括从事
商务气象活动的政府组织。见附录。

40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成功和可持续的公私参与建立在两个部门的贡献之上，每个部门都有助于对方的成功。公共部门更有可能投
资于长期计划并支撑那些持续为高质量天气和气候监测所需的核心基础设施，而私营部门则能更积极地进行
有针对性的投资，以弥补数据差距并满足特殊客户的需求。私营部门应用创新和新兴技术的速度也更快。公
共部门对社会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与主管机构的可靠联系，对于通过响应权威性警报来确保社区安全的过程
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私营部门的技术敏捷性有可能展现满足新型和新兴服务需求的机会。WMO 提供了坚
实的科学、数据和全球标准基础，可为这些服务的发展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并为最终用户提供质量保证。
私营部门依靠公共部门提供的基本科学和观测基础，并可成为政府持续投资于核心公共基础设施和能力的有
力倡导者。
基于这样的理解，公平和公正的数据与产品交换对于整个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数据可用性是减少灾害
风险等拯救生命使命的关键，也是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的关键，而这是单一部门无法做到的，特别是在最不
发达国家。就获取数据的可持续、可负担的条件拟定一个框架并将之扩展，使之同等应用于私营和公共部
门，对于充分发挥所有部门的潜力至关重要。
4.4

公共-私营参与指导原则

《日内瓦宣言 2019：构建天气、气候和水等行动共同体》敦促来自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的所有利益相关
方遵守《UN 全球契约》和 WMO 确立的成功伙伴关系原则。以下是通过 WMO 高级别政策和这些指导方针
颁布的一整套此类指导原则。
A.

推进“WMO 公约”中阐述的总体目标，即：

(a)

保护生命和财产；

(b)

保护环境；

(c)

推进可持续发展；

(d)

促进对气象、水文和气候数据（包括相关的环境数据）的长期观测、收集和分享；

(e)

促进内生型能力建设；

(f)

履行国际承诺；

(g)

促进国际合作。

B.
共享价值：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之间的参与应创造共享价值，并寻求“共赢”局面，使公共实体
和企业都能认识到创新和增长的机会，在科学基础上，满足社会需求。共享价值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造：利
用私营部门的知识专长并支持技术转让；促进基于国情的免费和无限制的数据共享，并充分尊重知识产权；
加快将研究和技术发展投入业务，并刺激新型服务的产生；转化并传播宝贵知识；投资于地方性研究并通过
培训发展能力，以支持各级气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C.
可持续性：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应通过寻求多部门参与的机会，提高效率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以促进全球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为确保气象事业关键模块的基本基础设施的财政可持续性，需要携手努
力：共享利益和共担风险。这既需要公共预算的长期可持续性，有需要私人资金作为补充。这三个部门应寻
求发挥互补作用的机会，尽量减少重叠或竞争，否则会导致效率低下或不利于核心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能力
的可持续性。
D.
共同进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可能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若不能达到所需的
服务质量要求，那么全球服务提供者的存在就可能导致国家机构的边缘化。同时，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在实施
被 WMO 界定为 NMHS 的关键角色的活动中（即在公共安全服务中提供核心观测基础设施和权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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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地采用创新解决方案，实现超越。应推广一种吸引私营和学术部门有效参与以及明智的能力发展投资政
策的新方法，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通过发展融资，以根据已确定的用户需求，在所有国家加强高质量产品
和服务的提供。这包括通过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包容性“公共-私营-学术-捐助者”伙伴关系，帮助弥合发展
中国家、LDC 和 SIDS 现有能力差距的各种努力。一个需要坚守的关键原则是：所有国家，无论其发展状况
如何，都应有机会向前进和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并应得到帮助。
E.
公平竞争环境：为推进支持公共产品和特定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共同目标，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大有可
为。同样，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应该有机会提出合作安排或其他形式的参与，以利于酌情共同工作。公共和私
营部门提供的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其他环境服务应保证质量。为了开发并提供将明确支持和加速实现
WMO 与会员政府的目标的产品与服务，WMO 和会员的政府机构应邀请私营部门参与。然而，在合理范围
内，“参与”不应带有排他性或暗示对特定私营部门实体或其产品或服务的认可或偏好。此外，在过去十年
中，私营部门对气象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投资，包括投资于观测网络和分发机制。这为包括数据和知识专
长在内的双向协作和共享创造了独特的机会，有助于实现共同目标，并从价值链中为所有相关方撷取最大利
益。为了建立受到普遍支持的公平竞争环境，在数据收集和分发活动中，公共和私营两方面都应避免数据所
有权的排它性。
在充分考虑到国家立法的前提下，对于获取有使用限制的商用数据，会员应确保平等对待 NMHS 的私营机
构和私营部门公司。气象事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 NMHS，都应遵守有关数据提供和避免反竞争行为的
相关国家立法和政策。如果 NMHS 同时经营公共和私营机构，在从事数据和产品交换（包括计算机模型输
出）和服务提供（包括咨询服务）等活动时，应将其视为不同实体。此外，如果拥有私营机构的 NMHS 接
收或生成的数据或产品并未根据决议 40(Cg-12)、25(Cg-13)或 60(Cg-17)全面并无限制地向商务用户分
发，则 NMHS 的商务活动应受到与商务用户的同等对待。
F.
诚实度：WMO、NMHS 和来自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应寻求建立互利关系和伙伴关
系，以造福社会。在参与过程中，应保持 WMO 及其会员所建机构的诚实度以及其信誉度、独立性和公正
性。
G.
主权：应尊重 WMO 会员在其主权国家内如何安排和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特权。这包括以
公开和免费原则提供公共数据和产品的国家或区域政策。
H.
透明度：与私营部门的往来应该是透明的。关于重大安排的性质和范围的信息应向有关实体和广大
公众提供。
5.

全球、区域和国家角色

要有更好的公私参与就要求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持续开展协商并采取行动。这里包括界定 WMO 成员
机构在与气象事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各自的角色。
5.1

全球层面 – 世界气象组织

WMO 促进全球范围内围绕天气、气候和水的活动与合作，以造福各民族和全人类。WMO 用以支持有效公
私参与的角色包括：
A.
现代化的和阐明的标准和推荐做法。WMO 是一个公认的标准制定组织，其标准和推荐做法的制定
是为了实现全球统一的天气、气候、水和环境领域数据交换；高度协调的数据处理和预报；以及向特定经济
部门和公众提供质量水平可接受并标准化的服务。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不断演变的技术，标准也在不断发
展。自成立以来（之前为国际气象组织（IMO）），WMO 成功地动员了一个全球专业知识社区，以支持制
定、验证和颁布标准和推荐做法，这些标准和推荐做法一经大会批准，就提供了所需的标准化、互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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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共享水平，从而形成了今天极度成功的全球气象事业。鉴于各会员国内所有提供方都应尊重这些规
则，WMO 今后应在这些共享所有权标准的标准设定过程中，请更多来自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专家参与进
来，包括通过各部门的专业协会，如 HMEI 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鉴于 WMO 在标准和规范设定方面的工作
延展到了考虑 PPE，应注意不要开具具体的解决方案，而应把重点放在预期成果和业绩上。WMO 还应加强
其协助确保数据和服务质量的角色，尤其应在气象事业的所有部门中提倡遵守标准，并辅之以商定的核查和
验证措施。
B.
鼓励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数据。签署了“WMO 公约”的政府都已承诺遵守并遵循本组织制定的国
际规则，其中包括在决议 40(Cg-12)、25(Cg-13)和 60(Cg-17)中概述的与收集并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
数据和产品相关的标准与做法，以及相关技术规则。WMO 将根据需要，为 NMHS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制定
并调整有关免费和无限制交换资料的指导，因为它适用于当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私营部门、学术和民间
社会实体将在数据提供方面发挥的作用将与日俱增。
C.
协助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WMO 应与会员共同制定政策和战略，以更好地宣传公共气象和
水文知识与服务的价值。此外，WMO 还在激励和促进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之间的全球对话、邀请各方参
与、并跟踪发展和趋势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2019 年 6 月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上启动的开放式协商
平台(OCP)“下一代天气和气候智能的伙伴关系和创新”，将作为一个开放、建设性和参与式框架，协同应
对气象事业面临的重大挑战。本着相互尊重和互信的精神，该平台将使所有利益相关方时刻关注体制和技术
方面的问题和机遇，以激励共赢手段、培育创新。一种新的合作范式将包括积极分享想法和互动，从单一利
益相关方内部的孤立行动转向跨部门和跨组织边界制定并分享的协调举措。包括其技术委员会在内的 WMO
新治理结构应积极寻求更好地利用不仅来自公共部门而且来自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可用知识长才。这种包容
性方法要求各技术机构在开展业务的方式上进行创新，有效利用现代通信和协作技术。
D.
调查新发问题和新角色，并酌情应用此类角色。随着气象事业的发展，WMO 应监测围绕公私参与
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其会员或对全球气象事业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在这些问题中，WMO 应
调查承担新角色的可行性和意愿，以协助确保数据和服务的质量。例如随着潜在服务提供者数量日益增长，
迫切需要一个国际权威机构客观地验证已供和所供信息和服务的质量，从而帮助用户在质量保证原则的基础
上选择提供方。WMO 的各项计划和各个专家机构一直都在参与制定和实施核查方法、比对活动和质量管理
指南，同时，独立第三方也对来自私营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不同提供方的预报进行了核查。今后，应更好地
协调此类质量保证活动，并在气象事业三个部门的参与下制定标准，以便区分“好服务”和“差服务”。
WMO 秘书处还应寻求在“将气象当作商业运行”过程中，持续扩充专用知识专长。
5.2

区域层面 – 区域协会

WMO 区域协会与其会员配合、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接洽、指定并支持各区域中心向会员提供区域服务。为支
持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特敦促区域协会承担以下角色：
A.
收集并分发信息和指导。敦促各区域协会促进变革管理，倡导包容性协商（包括知识和经验共
享），以使会员能够相互学习，并为有效的公私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知识可通过 WMO 秘书处在全球范围
内向区域和国家层面分享，也可通过区域协会直接与会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
B.
提高会员的认识和能力发展。敦促区域协会向 NMHS 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层提供提高认识的培训，使
其了解在为社会提供更大利益的天气和气候服务中，有效弘扬公私参与的价值所需的做法。为加强 PPE 机构
能力所作的这种努力，应从实现 UN SDG 的高度，强调公共-私营-学术伙伴关系的可行模式，并应以优良
国家级做法为例加以支持。
C.
探索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提供服务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在服务需求和提供预期增长的背景下，区域
协会应率先向其会员通报公共-私营-学术参与的现有发展。要充分理解和利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服务提供的
日益国际化。现代技术允许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提供过去完全由国家实体提供的数据和信息服务。这种趋势
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区域协会应加以应对，以帮助其会员适应这一新环境。区域协会尤其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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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广通过会员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将某些服务区域化的案例，以提高服务的竞争力并降低服务成本。同
样，这种次区域和区域方法不应局限于公共部门，而应探索在不使国家任务或质量要求受损的情况下，通过
公私跨界参与获取更高的效率。
5.3

国家层面 – 会员及其 NMHS

鉴于私营部门的参与度日益提高，特敦促会员及其指定的机构（如 NMHS）采取行动，维护和提高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以实现短期和长期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有效的参与为加强 NMHS 和整个气象事业提供了机
会。会员在这方面不断演变的角色包括：
A.
培育与私营部门的结构化对话。敦促会员的指定机构（如 NMHS）积极主动地与公共、私营和学术
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结构性对话。定期对话能更有效地增进相互了解并培育信任关系。
这样做，NMHS 会有可能受益于发觉国家目标与私营部门目标趋同的机会。
B.
推出适当的立法、业务模式，实施变革管理并打造核心优势。在未来几十年，私营部门可能会继续
参与气象和水文服务，在这种环境下，NMHS 应不断改善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分发，使其能够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它们需要适应其业务模式的不断变化，包括通过加强国家立法，使有效的公共-私
营参与能够利用资源并借鉴各部门的优势。许多国家的公共预算压力越来越大，给 NMHS 维护和发展其基
础设施和服务能力的能力带来了很大压力。为应对这一问题，相关国家立法应推行有效和公平的公私参与，
促进满足社会需求的“共赢”解决方案，包括加强 NMHS 在提供政府授权服务方面的权威作用。
C.
促进 WMO 标准和指南的采纳。政府在履行其作为 WMO 会员的承诺时，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
制，涵盖 WMO 业务领域范围内提供信息和服务的所有国家级行为体，以确保遵守 WMO 的技术规则（标准
和建议做法、程序和规范）。这是保证全球标准化成功并确保数据和产品质量的途径。敦促会员提高所有利
益相关方对这些标准、技术规则和指南的认识和遵守，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不合规的案例。
D.
培育与民间社会实体的伙伴关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随着社会对天气和气候风险的脆弱性
不断增加，大力鼓励 NMHS 等指定的会员机构与民间社会合作，尤其是将宣传工作扩大到社区和公民，以
提高公众对自然灾害警报的了解和反应。
E.
探索国家层面和跨界性质的新型伙伴关系。鉴于多利益相关方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格局有
望日益多样化，应鼓励通过某些服务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建立国家机构间的伙伴关系或多国服务提供模式。
这种模式将充分利用资源，提高效率，并允许跨国界提供一致和无缝的服务。
6.

公共-私营参与推进能力发展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共同努力，更好地为各国服务，为国家级行动带来了紧迫感。大多数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都与对天气、气候和水敏感领域相关。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全面、多利益相关方的
公共-私营-学术界参与，以发展和扩大能力，帮助减轻社会对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脆弱性。《2030 年议
程》、《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正在调动越来越多的投资，其效力将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供各级知情决策的新一代天气和气候资讯。
虽然对信息和服务提供的需求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 NMHS 正面临着重大的业绩挑战。
要弥合这种能力差距，就需要通过提高影响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扩大协作范围并利用专业技能和知识。
为确保制作并获取为可持续发展所需、高质量的天气、水文和气候信息而采取的能力发展行动，不仅需要全
球气象事业中所有利益相关方作出协同努力，还需要调动大量财政资源。这项挑战任务将发展金融机构
(DFI)作为另一个重要伙伴带入了气象事业。用于建设水文气象服务能力的资源（包括来自绿色气候基金、
多边开发银行和双边伙伴的资源）流量越来越大，这要求采取更系统和互补的方式进行可持续投资。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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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仅要注重“加大”投资，还要注重“更明智”的投资，以提高 NMHS 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关键角
色的能力和相关性。
WMO 和包括 DFI 在内的气象事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公开和建设性的对话，发展可持续的商业模
式，以确保现有筹资机制的最佳利用，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之间
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证明了气象事业的两个主要企划案：运行全球服务的可持续全球基础设施的企划
案，以及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根据国家需要并恰当利用现有全球服务，提高其当地服务提供能力的企划案。支
持整个 WMO 系统地方能力的一个能力组分，目前与日益增长的私营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相关联，特别
当政府部门因预算压缩而紧缩时，这种关联还将持续。在这方面，注重具备 IT 专长的地方劳动力的增长以
及“从科学到服务”的进步，将在发展和提高私营部门的地方能力中齐头并进，这也是保持所有会员的能力
发展所必需的。
具有公私参与的发展项目有可能为国家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提高国民经济和公民所
需的必要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为了促成这种伙伴关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方都必须建立互信，尊
重道德守则，并努力长期参与。应进一步发展并推动基于资源利用、成本和收入共享的商业模式。学术部门
通过带来创新、培训和教育机会，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国际层面上，WMO 应与发展融资机构密切合作，基于优先的国家需求设计项目，过程中遵循“以人为
本”的原则，财政上量力而行以确保可持续性，并加强发展中国家通过 WMO 全球系统参与数据和产品国际
交换的能力。

附录
术语表

注：与公共-私营参与相关的术语的定义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因此，应将以下术语的定义视为与本指导方
针的背景相关，而非普遍适用。
学术部门指授予学位的公立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开展研究的公共或私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来源：欧洲委员会)
商业部门 16:
•

任何规模的营利性和商业性企业，无论是私有、公有还是完全由政府管理的；

•

企业基金会和由行业直接资助和/或管理的基金会；

•

商业协会、联盟和同盟，例如商会、雇主协会、合作社，以及参与者为营利性企业的行业和跨
行业倡议等（除定义外，雇主协会不在本指导方针的范围内）。

商务部门：为商务目的运行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或个人。(来源：决议 40 (Cg-12)，附件 4)
数据和服务：术语“数据和服务”被理解为有互补性且经常重叠。其使用和定义预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展。

16

UNSDG 关于商业部门伙伴关系前景研究和尽职调查的共同方法，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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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或商业部门)17的参与是指与私营/商业实体的任何类型的互动，具有不同目的，从非正式会谈和讨
论、到知识交流平台、再到引发供资或品牌资产交换的全面伙伴关系。这些参与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施，包
括但不限于伙伴关系，并可能引发不同的公开曝光度。
私营部门 18是由个体和公司经营、不受国家掌控的经济部分。因此，它包括所有非政府所有或经营的营利性
企业，根据某些定义，它还可能包括私人所有制组织（如家庭基金会或协会）或有影响力的个体，如高净值
个体。
公共-私营参与：NMHS（和/或其他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以各种方式共同参与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
相关环境信息和服务的制作和提供，同时遵守 NMHS 的公益性和任务并考虑到预算限制。
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是公共（国家）和私人（非国家）部门中各行为体之间的自愿和协作关系，其中所有参
与者都同意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承担具体任务而共同努力。伙伴关系可服务于各种目的，包括推进一项事
业、实施规范标准或行为守则、或分享并协调资源和知识专长。它们可由一项具体的单一活动组成，也可能
演变成一系列行动，甚至是一个经久联盟，与每个合作组织及其利益相关方建立共识和所有制。虽然它们有
很大差异，但这种伙伴关系通常是作为结构化合作活动而建立的，责任分担，知识专长、资源和其他利益共
享。
气象事业：用于描述参与制作和提供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环境相关信息与服务的多个系统和实体的术
语。为简洁起见，（英文）名称仅用了“天气”一词；然而，它涵盖了 WMO 的所有业务领域，包括天气、
气候和水；以及所有核心活动 - 观测、模拟、数据处理和预测，以及其他服务和相关研究。气象事业包括公
共部门实体（NMHS 和其他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实体（如设备制造商、服务提供公司和私营媒体公司）和
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社区实体、非政府组织、国家气象学会、科学协会等）。气象事业有全球、区域、
国家和地方等多个维度。
全球气象事业：本术语描述多国、多利益相关方气象事业的全球维度，包括来自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以
及学术团体或民间团体等促进地球系统监测、预测和服务提供的各方。

决议 12(EC-72)
Cg-18 和 EC-71 建立的非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11(EC-71) - 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要求技术协调委员会根据“决议 75 (Cg-18) - 对世界
气象组织总则的修订”，为本组织研究理事会和其他机构制定议事规则，
审议了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见其主席的报告(EC-72/INF.2.5(2))，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的下列机构的议事规则：

17

UNSDG 关于商业部门伙伴关系前景研究和尽职调查的共同方法，附件 1。

18

UNSDG 关于商业部门伙伴关系前景研究和尽职调查的共同方法，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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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决议 8 (Cg-18) - 研究理事会”建立的研究理事会，

2.

根据“决议 10 (Cg-18) - 科学咨询组”建立的科学咨询组，

3.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小组：
•

根据“决议 4 (EC-71) - 气候协调组”建立的气候协调组，

•

根据“决议 5 (EC-71) - 水文协调组”建立的水文协调组，

•

根据“决议 6 (EC-71) –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建立的极地和高山
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

根据“决议 7 (EC-71) - 能力发展小组”建立的能力发展小组，

要求上述机构在开展其业务时遵循议事规则；
要求秘书长公布上述议事规则；
要求技术协调委员会不断审查这些议事规则。

决议 12(EC-72)的附件 1
研究理事会的议事规则
1.

通则

1.1
研究理事会议事规则的通过旨在为研究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提供程序性安排，是对组成机构（技术
委员会和区域协会）“议事规则”的补充。
1.2
这些议事规则由执行理事会经世界气象组织（WMO）“公约”和“总则”授权通过。必要时，执行
理事会可对其进行修订。若这些议事规则的条文与“公约”或“总则”的任何条文产生任何冲突，则应以
“公约”或“总则”的文本为准。
2.

研究理事会的宗旨、范围和职责

2.1
研究理事会的主要宗旨是围绕 WMO 战略计划的以下三大研究目标，以包容、灵活和前瞻的方式召
集、组织并激励科学和技术界：(a) 推进对地球系统的科学认识；(b) 加强“服务型科学”价值链，确保科
学和技术进步，以提高预测能力；(c) 推进与政策相关的科学。
2.2
研究理事会的工作范围包括：(a) 价值链的所有要素，从发现科学到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b)
WMO 会员有关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需求；(c) 协助会员获取科学和技术能力的进步；(d) 提高欠发达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
2.3

经大会通过决议 8 (Cg-18)批准的研究理事会的职责载于本议事规则的附录。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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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理事会在决定其工作计划和活动时应遵守其职责。研究理事会应经常审查其职责，并可提出修
订案，以确保其保持最新。此类修订案应提交大会或经授权的执行理事会审批。
3.

主席和副主席

3.1
研究理事会应从其不担任其他机构或组织代表的成员中推荐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以供执行理事会
审议。
3.2

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通常为两年，可连任第二个两年期。

3.3

研究理事会主席的职责是：

3.4

3.5
4.

(a)

拟定研究理事会的会议议程并主持会议；

(b)

协助并协调研究理事会的活动和跨研究计划的多学科活动；

(c)

代表研究理事会参加技术协调委员会(TCC)。

副主席的职责是：
(a)

支持主席履行上述所有特定职责，并经授权或当主席无法履行其职责时，代表主席行事；

(b)

根据主席的决定，协调与研究理事会的范围和职责相关的特定专业领域内的专题事项。

若研究理事会的主席或副主席辞职或无法履行其职能，应根据 3.1 尽快安排替换。
人员组成

4.1
研究理事会的人员组成在职责(见附件)中有所界定。在研究理事会的职责涵盖领域内，研究理事会
由约 25 名科学、技术和创新专家组成。
4.2

WMO 发起和联合发起的研究计划的监督机构的主席应是研究理事会的成员。

注：WMO 目前的研究计划有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由 WMO、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UNESCO)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SC)联合
发起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以及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GAW)。每个计划都由各自的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监督并为计划提供总体
科学方向。

4.3

执行理事会根据研究理事会主席的建议和研究理事会的职责内界定的标准，任命成员。

4.4
（本理事会）主席经与各区域协会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世界气象中心主办会员、各研究计划的
共同发起方和相关伙伴组织协商，并在秘书长的协助下，草拟一份成员资格提案，使知识专长的范围、地域
和性别平衡以及包容性得以最大化。
4.5

专家应从“WMO 专家网”中挑选，并酌情征得各自常任代表或国际组织相关主管的同意。

4.6
被选定并任职于研究理事会或其附属机构的科学/技术专家应以其个人专家身份参加，而不是作为其
提名方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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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组

5.1
研究理事会应设立一个管理组，其人员组成如下：担任管理组组长和副组长的研究理事会主席和副
主席、WMO 主办和共同主办的研究计划及适当的其他附属机构的主席、区域协会的科学代表、代表两个技
术委员会的研究理事会成员、研究计划的任何共同发起方的代表。
5.2

主席可根据规则 4.5，视情邀请更多专家参加管理组。

5.3

管理组应协调研究理事会休会期间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出必要的决定。

6.

附属机构

6.1
研究理事会的基本构成是 WMO 主办和共同主办的研究计划的指导委员会。研究理事会主席和副主
席以及各指导委员会主席应在研究理事会休会期间保持定期沟通，以确保各研究计划活动间的高度协调。
注：

数值实验工作组(WGNE)是研究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6.2
研究理事会可酌情设立其他附属机构，以开展其工作计划中的某些任务。原则上，研究理事会应充
分考虑现有财力和人力资源，将附属机构的数量保持在最低必要水平。
6.3
各附属机构的职责应由研究理事会确定，且应在其总体范围内。对于履行多个研究计划交叉职能的
附属机构，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将在职责界定中给予特别重视。研究理事会任命附属机构的主席和副主席。
6.4
研究理事会根据指导委员会和管理组的建议，并经与秘书长协商，任命 WMO 研究计划的指导委员
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如果是共同主办的计划，该任命应按主办协议的规定进行。
6.5
研究理事会根据各指导委员会主席的建议任命 WMO 研究计划的指导委员会成员。成员任期四年，
可以连任。如果是共同主办的计划，该任命应按主办协议的规定进行。
6.6
专家应从“WMO 专家网”中挑选，并酌情征得各自常任代表或国际组织相关主管的同意。研究理
事会应随时向“WMO 专家网”通报其附属机构的最新信息。
6.7

附属机构的类型
(a)

(b)

指导委员会
(i)

WMO 设立的任何研究计划都由一个指导委员会领导，作为专家机构，该委员会负责提
供计划的总体科学方向，并执行与研究理事会的职责相关的任务：建立各自的网络，制
定并审查科学和实施计划，审查并评估计划所有内容的进展，协助其负责范围内的研究
和开发活动并确定其优先顺序，促进参与计划的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与更广泛的
科学界展开合作。

(ii)

指导委员会可酌情设立相关、有时限的附属机构，如工作组、项目、任务组或类似机
构。这些机构应在研究计划的实施计划中加以明确并予以审查，并酌情在每个休会期间
结束时终止。对实施计划的修订应提交研究理事会批准。研究计划的科学指导委员会负
责遴选有时限的附属机构的主席和成员。

专家网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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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秘书处应建立并维护一个共同“专家网”数据库，并将之作为 WMO 全系统平台的组成
部分。

(ii)

根据上述第 6 条提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应纳入该“专家网”。

(iii)

“专家网”中的专家应根据其资质和能力归入实践团体（CoP）。

(iv)

可选择“专家网”中的专家开展工作或分组工作。应将此类选择通知相应的常任代表、
水文顾问或专家所属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项目指导机构
研究理事会可设立长期和短期项目，以应对具体的科学或技术挑战并实现科学或技术进步。这
些项目可由一个或多个研究计划提出。对于需要会员提供财务支持的项目，研究理事会应向执
行理事会提议，以获通过。

(d)

任务组
任务组可由研究理事会为休会期间设立，以加快开展不属于原有附属机构责任、针对特别紧急
和高度优先任务的工作。可与技术委员会或其他机构联合设立任务组。

7.

与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协调

7.1
研究理事会、两个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将规划联合活动，以改进无缝地球系统预测，加强地球系
统观测的影响，并促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方面的创新。
7.2

可建立以下几个机构：
(a)

可根据研究理事会和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的建议，就交叉性主题设立联合附属机构、常设委员会
或研究组。

(b)

联合附属机构的设立应由执行理事会根据相关机构主席的建议予以批准。

(c)

联合附属机构应选举代表每个上级合作机构的联合主席。

7.3
研究理事会和区域协会可提出联合倡议（即项目、示范活动、试点），以促进天气、气候、水和相
关环境方面的区域级创新。
8.

届会

8.1
研究理事会的届会通常应每年举行一次（每两年一次面对面会议）。研究理事会主席应确定会议日
期并提出相关议程。
8.2

必要时，研究理事会主席可邀请更多专家参加研究理事会的届会。

8.3
研究理事会届会的默认地点应是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WMO 总部。不过，若有会员表示有兴趣主办研
究理事会的届会，则应向 WMO 秘书处发送正式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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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临时议程和概述拟议问题的解释性备忘录也应至迟于届会开幕前 45 天送达通知的收件者。

8.5

届会文件应尽快提交，最好不迟于届会开幕前 15 天。

8.6
会议的法定人数为理事会成员的简单多数。研究理事会的决定应最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若未
能达成共识，可根据“总则”进行表决。决定应以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简单多数确定。
8.7
9.

会后应尽快编写研究理事会届会的报告并提供给成员和相关机构。
秘书处的协助

9.1
秘书处应承担行政工作，包括准备文件以及与其职能相宜的技术工作。秘书长应指派秘书处的科学/
技术专家以顾问身份参加各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并开展研究理事会可能要求的科学/技术研究。

附录：研究理事会的职责
（如决议 8(Cg-18)的规定）

（待发表阶段补充）

决议 12(EC-72)的附件 2
科学咨询组的议事规则
1.

通则

1.1

科学咨询组由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决议 10 (Cg-18)设立。

1.2.

科学咨询组议事规则的通过旨在为咨询组提供标准化的程序安排。

1.3.
这些议事规则由执行理事会经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和“总则”授权通过。必要时，执行理事会可
对其进行修订。若这些议事规则的条文与“公约”或“总则”的任何条文产生任何冲突，则应以“公约”或
“总则”的文本为准。
2.

科学咨询组的宗旨、范围和职责

2.1
科学咨询组的主要宗旨是：就那些终将产生与 WMO 核心活动相关新应用的新科技进步领域提供前
瞻性战略咨询；提高 WMO 作为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与社会科学领域内领先科学组织的全球地位和知
名度；促进科学愿景及其下游趋势，将 WMO 及其会员作为创新、理解和开发新型和改进型天气、气候、水
和相关环境服务与专门知识的主要驱动者，
2.2

经大会通过决议 10(Cg-18)批准的科学咨询组的职责载于本议事规则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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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成

3.1
科学咨询组最多由十五位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相关环境及社会科学领域独立的国际顶尖知名专
家组成。
3.2
执行理事会经考虑到职责中界定的标准（如区域和性别平衡），并平衡学术界、研究机构、私营部
门和用户群体的代表性后，任命该咨询组的成员。
3.3

成员任期为四年一届，可续任一届。

4.

组长和副组长

4.1
科学咨询组应在其成员中选举其组长和副组长。若有一名以上的候选人获得提名，则应以简单多数
票进行选举。副组长的选举在选举组长之后进行并应在咨询组届会上进行。在无法举行面对面会议的特殊情
况下，选举应通过秘书处规定的程序，以通信方式进行。咨询组成员的简单多数出席即构成选举的法定人
数。
4.2

组长和副组长任期为 4 年一届，可连任一届。

4.3

组长和副组长的选举应考虑到区域轮换和性别。

4.4
组长缺席时，副组长应代行组长职务；在组长和副组长均缺席的情况下，咨询组成员应从出席的成
员中选出一名该届会议的代理组长。
5.

届会和报告

5.1
科学咨询组的届会通常应每年举行一次，或面对面举行，或通过视频会议举行。组长和副组长应确
定会议日期并提出相关议程。每次届会应至少提前 30 天通知。
5.2
咨询组届会的默认地点应是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WMO 总部。不过，若有成员表示有兴趣主办一次届
会，则应向秘书长发送正式函件。
5.3

组长应编写届会报告，并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汇报。

5.4
针对在制定 WMO 战略计划时可以考虑的创新要素，科学咨询组每四年向大会报告一次，每两年向
执行理事会报告一次。
6.

休会期间的活动

6.1
休会期间，SAP 将继续针对技术、科学和创新型突破向 WMO 所有技术、科学和政策机构提供咨
询，并支持关键活动，主要侧重点有：
(a)

就那些终将产生与 WMO 核心活动相关新应用的新科技进步提供见解，

(b)

加强 WMO 作为天气、气候、水、海洋、环境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科学组织和国际合作促进
者的作用，

(c)

促进 WMO 及其会员的科学愿景和创新及其下游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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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参与有助于提高 WMO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不同利益相关方中知名度的活动。

6.2

咨询组活动将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大会边会进行；若需要，可考虑面对面会议。

6.3

WMO 秘书处将为咨询组届会和活动提供协助。

决议 12(EC-72)的附件 3
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小组的议事规则
共同条款
1.
1.1

通则
这些议事规则的通过旨在提供程序性安排，是对组成机构议事规则的补充。

1.2
这些议事规则由执行理事会经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和“总则”授权通过。必要时，执行理事会可
对其进行修订。若这些议事规则的条文与“公约”或“总则”的任何条文产生任何冲突，则应以“公约”或
“总则”的文本为准。
2.

组长和副组长

2.1
如不妨碍职责规定的程序，小组组长和副组长的遴选或指定应考虑到区域间的轮换，并基于组长和
副组长通常应来自不同区域的谅解。
2.2
任。

若小组由两名联合组长主持，此类联合组长应被视为等同于组长和副组长，并按小组的商定轮流担

2.3

除非职责中另有规定，否则小组组长和副组长通常应至多连任两届。

2.4

组长的职责是：
(a)

主持会议；

(b)

视需要与秘书处和其他机构协商，指导并协调小组及其附属机构在休会期间的活动。

(c)

履行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定以及本组织诸条例（规则）规定的具体职责；

(d)

确保小组的工作计划、活动和建议符合“公约”条款、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定以及本组织的诸
条例（规则）；

(e)

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的常规会议提交有关小组活动的报告。

(f)

在执行理事会和大会以及可能被要求出席的其他机构的届会上提出小组的观点；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g)

代表小组，就需要作出紧急决定的事项采取行动。

2.5

副组长的职责是经组长委托或当组长不能履行其职责时，代表组长行事。

2.6

若组长或副组长辞职或无法履行其职能，应根据以下相关程序尽快安排替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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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3.1
作。

频率：小组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或面对面或通过视频。小组应有效利用电子形式进行协调与合

3.2

地点：小组面对面会议的默认地点通常应是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WMO 总部。

3.3
通知：秘书长应在会前 45 天前分发关于小组会议日期和地点的通知，并与临时议程一起分发，必
要时还应分发一份概述拟讨论议题的解释性备忘录。
3.4
语言：经与小组组长协商，小组会议的工作语言应由秘书长酌情在官方语言中确定，顾及参会成员
的工作语言。
3.5

3.6

日程：经与秘书长协商，小组会议的临时议程应由组长拟定，通常应包括：
(a)

组长关于小组活动的报告；

(b)

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要求列入的议题；

(c)

小组成员、其他机构、伙伴组织或秘书处提交的议题；

(d)

审查向大会、执行理事会或其他机构所提建议的状况。

(e)

工作计划表。

文件：会议文件应尽早提供，最好不迟于会议开幕前 15 天。

3.7
记录：秘书处应在小组的每次会议后尽快向组长提交一份总结报告，在征得组长同意后，该总结报
告应分发给小组成员审批并供秘书处发表。
3.8
决定：小组会议的决定应以一致结论(关于小组本身时)和建议的形式记录。此类建议(若向本组织其
他机构提出)应在实施前获得相关机构的批准。
3.9
小组应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结论。若未达成此类共识，应在报告中说明这一事实，除非与会全体成
员另有协议。
3.10
4.
4.1

应邀与会者和观察员：小组组长可邀请伙伴组织的专家和/或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小组的会议。
附属机构
小组可根据需要在休会期间为执行具体任务成立有时限的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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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组尤其可将其任务范围内的具体或紧急任务分配给组织成任务组的成员分组。此类任务组应具有
明确的范围、人员组成、可交付成果、截止日期，并有一名就完成任务向小组负责的牵头人。任务完成后，
任务组通常应予终止，但如有需要，可延长其任务期限，或在一个固定期限内将之重设。若一个任务组的范
围与另一机构有部分重叠或涉及另一机构，该任务组的牵头人要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确保进行必要的协调。
5.

与其他机构的协调

5.1
经大会或执行理事会授权，小组应确保与其他机构进行有效协调。这种协调应由小组组长和成员以
及秘书处通过与其他机构相互代表(视情而定)、共享信息和文件、协商和其他方式加以确保。
6.

秘书处的协助

6.1
应小组要求，秘书处应承担行政工作，包括准备文件以及与其职能相宜的技术工作。秘书长应指派
秘书处的技术专家以顾问身份参加小组的工作，并开展小组可能要求的技术研究。
针对各个小组的特定条款
[根据 EC-71 通过的职责，以下是针对各个小组的特定条款。]
气候协调组
2.

组长和副组长

2.1
根据“决议 4(EC-71) - 气候协调组”的规定，协调组由 WMO 的一名副主席主持。协调组组长由
WMO 主席指定，主席还可指定一名或多名副组长或联合组长，他们可兼任组长。协调组组长和副组长的遴
选或指定应考虑到区域间的轮换，并基于组长和副组长通常应来自不同区域的谅解。
2.2

协调组组长和副组长通常应至多连任两届。

[…]
4.

附属机构

4.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伙伴机构咨询委员会(GFCS PAC)起初在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上成
立，目前在协调组的职权范围内继续运作（决议 21 (Cg-18)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其组成包括
GFCS PAC 的代表（决议 4 (EC-71) - 气候协调组）。
4.2
用于支持会员提供国家一级服务的 WMO 推动 GFCS 的现行机制（决定 16 (EC-68) – 为 WMO 推
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内的成员也归入协调组，同时，协调组被赋
予了更大的范围，另囊括了向气候相关的高级别政策进程提供服务（决议 20 (Cg-18) –WMO 促进气候信
息和服务的提供以支持政策制定及决策）。
4.3
在协调组的主持下，WMO 推动 GFCS 的机制-GFCS PAC、以及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政策进程的会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已单独召开会议，以便在协调组第一次会议上通报各附属机构的规范化情
况。

水文协调组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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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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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和副组长

经决议5(EC-71)所通过，水文协调组的职责规定“水文协调组应由水文大会的主席主持。协调组应

从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或EC成员中选出一名副组长。”
2.2

如不妨碍职责规定的程序，协调组组长和副组长的遴选或指定应考虑到区域间的轮换，并基于组长

和副组长通常应来自不同区域的谅解。
[…]
2.5
若组长辞职或无法履行其职能，则应由副组长在组长剩余任期内担任代理组长。担任代理组长的副
组长拥有与组长同等权力和职责。
2.6
2乙

若副组长辞职或无法履行其职能，则应根据以下相关程序尽快安排替换。
成员任期(整体编号有待更新)

2 乙 7 对于协调组的当然成员，只要 HCP 成员担任的职务使其有正当理由成为成员，其在组内的任期就不
变。
2 乙 8 对于 WMO 其他机构或外部合作伙伴的代表，其成员任期将由各自的 WMO 机构或合作伙伴决定。
2 乙 9 协调组成员资格的剩余柔度应当用于确保更好的地域和性别平衡，以及吸引伙伴组织（UNESCOIHP、IAHS、GWP、UNECE、FAO、UNEP、IAHR、UNDRR）的参与。

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2.

组长和副组长

2.1
专家组由两名联合组长主持，联合组长应由专家组成员提名，其中至少一人为执行委员会成员，并
根据“决议 6(EC-71) -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所附的职责，分别代表北半球和
南半球。
2.2
因专家组由两名联合组长主持，此类联合组长被视为等同于组长和副组长，并按专家组的商定轮流
担任。
4.

附属机构

4.1
根据决议 6(EC-71)所附职责的规定，专家组可根据需要设立有时限的子结构，以便在休会期间履
行具体任务。
4.2
在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运行前阶段，GCW 指导组在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其职责附
于决议 6 (E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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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小组
2乙

成员组成(整体编号有待更新)

2 乙 1 除组长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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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四年。
2 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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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水文、制度、法律
和教育培训事务等领域的体制基础设施、程序和人力资源能力发展方面的知识专长任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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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备适当的技术、地域和性别平
衡。

决议 13(EC-72)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75 (Cg-18) - 世界气象组织总则的修订”和“决议 11 (EC-71) - 组成机构议事规则”，要求
政策咨询委员会审查并更新《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2012 年版)，
审议了政策咨询委员会对《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的拟议修订，
通过了本决议附件中提供的《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不断审查这些议事规则，必要时提交最新通报，包括举行理事会远程会议可能需要的规
定，以及根据审查结果并按照 UN 共同制度标准处理 JIU 相关建议的其他规定。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8 (EC-60)、决议 13 (EC-63)和决议 22 (EC-64)，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3(EC-72)的附件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2020 年版
WMO-No.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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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修订示踪记录

日期

章节

修订目的

提议者

批准者

2020.10.3

全部

编辑性修改
根据 2019 年版的总则编号
合并 EC 批准的程序和遵循的规范

PAC

决议 5.3(2)/1
(EC-72)

目录
[…待秘书处于发表阶段添加]

1.

总论

本议事规则根据总则第 3 条制定，经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和总则授权，由执行理事会通过。若本议事规则中的
任一条款与公约或总则中的任一条款相抵触，须以后两个文件中的文本为准。
注：在本议事规则中，除非另有特指，否则“规则”指“WMO 总则的规则或条款”。本议事规则引用的总则条款以斜
体表示。

2.

举行届会

2.1

届会应按照总则第 119-129 条的规定进行。

2.2
订。

执行理事会届会的临时议程须由主席根据总则第 126、127 和 128 条，与秘书长协商后拟

2.3
每个成员或受邀组织须将根据总则第 113、114 和 115 条出席届会，或根据总则第 124 条陪同出
席的人员名单通知秘书长。此项通知应以该成员或其授权人员签名的函件发出，如果是国际组织，应由其负
责官员签署。

2.4

届会通常应以全会进行。成员或其代理应出席全体会议，以随时确保决策所需的法定多数。

2.5
机密事项的讨论应以闭门会议方式进行，仅限理事会成员或其正式指定的代理、主席可能同意的此
类其他人员和秘书长指定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
2.6

为详尽审议具体文件，可设立届会的工作委员会。

2.7
遴选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在适用特定遴选程序时，就任命外部审计员、IMO 奖和 WMO 其他奖项的
候选人、WMO 审计委员会、科学咨询组以及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其他专家机构的成员资格提出建议。
2.8
组成机构和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设立的其他机构提出的战略和政策性建议，通常应在政策咨询委
员会(PAC)审议后提交执行理事会，并附有决定草案。组成机构和由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设立的其他机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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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技术事项的建议，通常应在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分析审查后提交，并附有决定草案。除非理事会成
员要求，否则此类决定的通过通常不要求理事会进一步讨论。
2.9
3.

秘书长指定秘书处高级官员在全体会议和工作委员会中以秘书身份行事。

出席届会或特定会议的邀请函

3.1
根据公约第 19 条第 4 款和总则第 125 条的规定，应邀请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区域协会主席的水文顾
问出席执行理事会的届会。还应邀请研究理事会主席出席。
3.2
根据主席的决定，可视议题酌情邀请 WMO 审计委员会和由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设立的其他机构的主
席出席会议。
3.3

鼓励理事会成员在其代表团中包含水文顾问。

3.4
根据总则第 18 条，主席可通过秘书长邀请专家或国际组织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理事会的届会或
次会。邀请非事先指定的专家出席理事会的届会或次会时，须预先征得其所在会员常任代表的同意。如果对
专家的邀请来自联合国或本组织与之缔结了工作安排或协定的其他国际组织，该邀请须事先征得各组织的同
意。
3.5
根据决议 40(Cg-16)，由常任代表或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正式指定的 WMO 会员的代表可出席理事会
及其相关附属机构的届会，但无权发言且费用自理。
4.
4.1

文件和记录
非机密文件（决定文件、信息文件、演示文稿和每日日志）通过 WMO 公共网站提供。

4.2
机密文件应仅分发给理事会成员或在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分发给其指定的代理。机密文件通过届会网
站上的密码保护部分或用密封信封分发。

4.3
届会网站上张贴的已批准文件构成届会的临时报告。根据总则第 95 条第 1 款，已通过的决议、决定
和建议记录在届会最终报告中，并由秘书处在会后发表。信息文件和声明也包括在最终报告中。
4.4
应全会的要求，根据总则第 95 条第 2 款，全会或闭门会议上讨论的摘要纪要将在会后编写并以
通信方式通过。
5.

预选

5.1
如果理事会必须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侯选人中选出一人担任某个职务或授予某项荣誉奖项，应根据
总则第 151 条规定的程序，通过无记名投票对候选人进行预选，但应在该条款中用“执行理事会成员”替
换“会员的首席代表”，用“执行理事会”替换“大会”，并在(a)段末尾插入以下规定：“若在独立的预
选投票中所有候选人的票数相同，则应通过抽签淘汰其中一人。”
5.2
如果执行理事会必须选出两名或更多候选人，应采用同样方法，但须做以下改动：每位成员提名的
侯选人人数应等于待填补的职位数或空缺奖项数，一旦余下的候选人数等于应选人数，即停止选举程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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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某候选人在上述程序的任何阶段获得了赞成票和反对票的三分之二票数，该候选人即获任命或当选，如果
此时仍有待填补的职位或空缺奖项，该程序则继续进行。
6.

指定代理成员

注：第十次大会重申了第九次大会的决定，即总则第 116 条中出现的“指定”一词的含义仍为“选举”，直至大会作出
其他决定（第十次大会节略报告总摘要第 10.3.2 段）。

6.1

届会期间的指定

6.1.1
在执行理事会届会期间，如需根据总则第 116 条规定指定代理成员，理事会应列出符合公约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并有资质的候选人名单。这将仅限于来自与离任会员同一区协并有资质的候选人，由相关
区域协会主席在空缺公布后 30 天内或尽可能长的时间内，经与同一区协的会员们协商后提出。
6.1.2 若仅有一名候选人，即宣布该候选人当选。
6.1.3 候选人名单确定后，选举在秘密会议上按照预选程序（见第 5.1 和 5.2 条）进行，唯一的不同是代
理成员的指定由总则第 47 条第 2 款规定的简单多数决定。
6.2

以通信方式指定

6.2.1
若本组织主席在与执行理事会成员协商后认为有必要，并且至少在下届理事会召开前 130 天出
现空缺，也可以根据总则第 116 条以通信方式选举代理成员。
6.2.2
在此情况下，候选人名单上符合公约第 13 条第 3 款和总则第 16 条条件的人选须仅限于来自与
离任会员同一区协且有资质的候选人，由相关区域协会主席在空缺公布后 30 天内，经与同一区协的会员们
协商后提出。
6.2.3
秘书长须核实所有被提名人选有意愿成为候选人。为此应预留 20 天时间，此后由秘书长确定
一份最终名单。
6.2.4

若此类候选人仅有一人，则宣布该候选人当选。

6.2.5
若该名单上有若干人选，须组织由执行理事会成员进行的无记名通信投票。总则第 54 条第 1
款、第 56 条和第 65 条应予适用。获得如总则第 47 条第 2 款所述简单多数的候选人应当选为理事会代理
成员。若该指定未能在第一轮投票中完成，则应留待执行理事会下次届会决定。
7.
7.1

国际气象组织(IMO)奖
IMO 奖由执行理事会每年颁发，用以表彰在气象领域或公约第 2 条提及的其他领域的杰出工作。

7.2
秘书长应向 WMO 的所有会员发出通函，向它们通报执行理事会关于 IMO 奖的决定，并请它们提名
候选人，每个提名应附一页左右关于该人选的资历和成就的陈述。该陈述应附有一份简历和已发表著作清
单。
7.3

每个会员为某一奖项提名的候选人不得超过三人。

7.4

为某一奖项提名的候选人通常应保留在该财期内其余各届奖项的侯选人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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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执行理事会届会开幕后收到的候选人提名不应在该次届会上评审，但应得到该财期余下各届奖项的
考虑。
7.6

会员提名的候选人若不属于下列任何一类情况，则将转交遴选委员会：
(a)

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在其担任执行理事会成员职务期间，作为选举人，不具备获奖资格；

(b)

提名时已去世的候选人。但对于在提名日和颁奖日之间去世的候选人可追授奖项。

7.7
执行理事会应在每次届会上任命一个由理事会的四名成员组成的遴选委员会，负责为下次执行理事
会届会拟定一份不超过五人的名单，供执行理事会审议，并由执行理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最终评选。
遴选委员会每年须更换一名成员。
7.8
由评选委员会指定的候选人名单应于最终决定前至少 24 小时以机密方式分发给执行理事会每
个成员。该名单应附有关于其上所有候选人的资历和成就的陈述。这些陈述应按提名官方机构收到的内容复
制。
7.9

获奖人应在闭门召开的全会上，采用预选程序（见第 5 条）选出。

8.

外部审计员的任命流程

8.1
一份征求外部审计员提名的详细征求提名书由秘书长经考虑审计委员会关于遴选标准的建议后编
写。征求提名书包括以下内容：招标程序和条件；作为提名一部分而提交的所有文件的填写说明，对以下各
项等要求的说明：审计方法、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在权责发生制会计方面的经验、审计员的简
历、候选人的费用，包括差旅费和其它附加费用；以及其它要求。凡经批准的遴选标准在遴选过程中不得变
更。招标条件包括提交条件和截止日期，以及关于标书不完整则不予考虑的提示。
8.2

征求提名书由财务咨询委员会审查，并由执行理事会批准。

8.3
名；

将邀请函和详细的征求提名书发送全体会员的代表，并通过代表提交本国的最高审计机构，请求提

8.4
一旦接收正式提名的截止日期到期，秘书处对收到的提名进行汇总。审计委员会审查提名是否切实
符合遴选标准。
8.5
执行理事会设立的遴选委员会根据遴选标准对提名进行审核，并考虑审计委员会的建议。遴选委员
会应邀请候选人作口头陈述并进行面试。遴选委员会随后准备一份拟向理事会提交的带详细说明的建议。
8.6

该建议由财务咨询委员会审查，并由执行理事会批准。外部审计员由执行理事会任命。

8.7

审计聘用合同由秘书长制定。

9.

任命 WMO 审计和监察委员会成员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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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审计和监察委员会(AOC)的成员应由执行理事会根据AOC的职责(决议7(3)/1(EC-72))界定的成员
所需技术资格，通过透明程序任命。应遵循由理事会决定的下列AOC成员遴选和任命程序：
行动

时间表

(a)

秘书长与完成其首个任期的AOC成员商榷，确认他们的连任意愿。愿意连任的
AOC成员应列入候选人名单，并告知他们无需申请。

AOC会议
10月至11月

(b)

在WMO网站上刊登空缺公告(VA)，向PR们发送通函(根据AOC职责)，并通过
相关的UN和其他专业网络发布广告

EC届会前2个
月

(c)

申请截止日期

VA发布后4周

(d)

秘书处根据资历和最低要求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并编制一份合格候选人名单。

EC届会前

(e)

秘书处向AOC遴选委员会(以机密形式)提交候选人名单，并组织其会议。

EC届会初期

(f)

遴选委员会(以机密形式)向执行理事会提交其报告

EC届会期间

(g)

遴选委员会主席向EC提交关于任命以及三年内可予顶替的后备人选（如有需
要）建议。

EC届会期间

(h)

EC审议遴选委员会的建议，任命AOC成员并制定后备人选名单

EC届会期间

(i)

WMO主席通知AOC成员其获得任命(连任)

EC届会后

(j)

若AOC成员在闭会期间辞职，主席代表EC从后备人选中任命一名替代成员。

按需要

10.

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0.1 根据总则第 8 条第 5 款，应区域协会或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要求，本组织主席须就该机构在届会期间
或以通信方式通过的建议采取行动，前提是该行动无法推迟至执行理事会的下次届会。为此，根据总则第
94 条第 3 款的规定，秘书长酌情向主席提供其他相关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对该建议的意见。
10.2 本组织主席根据总则第 8 条第 5 款确定已获批建议的实施日期，并考虑到秘书长为将该决定以恰当
方式通知会员和其他相关方所需的时间。秘书长向提交建议的机构的主席通报拟采取的行动。
10.3 若本组织主席决定在通信表决前交换意见，秘书长则要收集意见并将之传达给理事会成员。若要在
表决前征询本组织全体会员的意见，也应遵循同样的程序。执行理事会成员交换意见的时间为 30 天。本组
织会员交换意见的时间为 60 天。
10.4

在通信表决后，秘书长将表决结果以及决议文本（若获通过）通报提交建议的机构的主席。

10.5 若本组织主席决定对一项建议既不需要通信表决，也不需要根据总则第 8 条第 5 款的规定采取行
动，秘书长则应向相关组成机构的主席通报，并安排将该建议提交执行理事会下次届会。

62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0.6 根据总则第 8 条第 2 和第 3 款、财务条例第 13 条第 4 款和工作人员条例第 12 条第 3 款，若将某
项行动推迟到大会或执行理事会下一次届会有违本组织的利益，则主席有权采取行动或通过决定或指令。
10.7 主席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自上次届会以来代表理事会作出的任何决定，以便执行理事会在需要时可确
认这类行动、决定或指令。
11.
11.1

审查执行理事会的以往决议和附属机构
根据总则第 126 条第 7 款，应在理事会每次常规届会上审查执行理事会的有效决议。

11.2
以往决议应尽可能归入随后就同一主题通过的决议中。如此被归并的决议不再有效。部分过时
的决议应以只含那些保留部分的修订文本取代。若没有具体说明决议的失效日期，则该决议应在届会闭幕之
日废止。
11.3
执行理事会决议的实质内容应酌情列入适当的 WMO 出版物，如《技术规则》、《工作安
排》、《议事规则》、《工作人员条例》等，但该出版物应具所要求的地位。
11.4 理事会设立其附属机构，并规定其具体任务和任期。理事会在每次届会上审查附属机构的结构和成
果。在每个财务时期，大会结束后，理事会应对附属机构的任务做一次更新、修订或终止，以确保最有效和
高效地执行大会的决定。

附录
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小组的议事规则

[有待秘书处在发表阶段将决议 12(EC-72)的附件 3 插入本文件]

决议 14(EC-72)
世界气象组织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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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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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INF. 6.1(1), EC-72/INF. 6.1(2), EC-72/INF. 7(3), EC72/INF. 7(4) 等文件），
注意到对该财务报表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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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已采取行动，以执行 2019 年期间 13 项有待落实的外部审计员建议中的 11 项，并在
2019 年期间确定了其他外部审计建议，
批准了经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见文件 EC-72/INF. 6.1(1)）；
根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实际支出，授权在本组织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预算各拨款部分之
间进行调拨，详见附录（另见 EC-72/INF.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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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行动，以应对外部审计员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尽快全面落实；

(3)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这些事项的进展；

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会员的未缴分摊会费数额巨大，以及自 2018 年底起到 2019 年底未缴数额的增长，详见
EC-72/INF. 6.1(2)。
进一步关切地注意到 2020 年期间世界气象组织从各会员收到的分摊会费缴付水平较低，以及各会员推迟或
不缴纳分摊会费可能对世界气象组织的各项计划和业务行动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敦促各会员将缴纳未缴分摊会费作为最高优先事项并尽一切努力尽快缴清应缴会费；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
(1)

编写关于 COVID-19 对 WMO 的计划和财务影响的报告，以及关于进行中的 WMO 改革的财务影
响的报告，供 FINAC 第四十届会议之后的执行理事会届会审议；

(2)

制定向会员提交的相关季度财务报告，包括具体的支出信息。

附件 2

决议

决议 14(EC-72)的附件
第十七财期拨款各部分间的调拨
(2016-2019)
2016-2019 财期预算和实际发生额对照报表
(单位：千瑞士法郎)

预算额

可比支出*

总预算使

差额: 最终预算

用的%

和实际使用

总额
原有

调拨

20162019

预期结果
提高会员提供和改进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和水文以
1

及有关环境的预报预测、信息、预警和服务的能力，
以响应用户的各种需求，并能够将其用于所有相关社

26,588.3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23,686.9

100.0

-

51,522.1

51,522.1

100.0

-

544.5

27,132.8

27,132.8

(163.9)

9,784.4

9,784.4

(963.1)

24,875.3

24,875.3

(2,066.5)

39,057.6

39,057.6

(508.4)

23,686.9

会部门的决策过程。

2

3

提高会员降低天气、气候、水以及有关环境因素引起
的各种灾害的风险及其潜在影响的能力。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水以及有关环境信
息、预报预测和警报的能力，以支持尤其是减轻灾害

9,948.3

25,838.4

风险和气候影响及适应战略。
提高会员根据 WMO 制定的国际标准，调用、开
4

发、实施并利用综合、可互操作的地基和空基观测系
统，获取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资料以及有关环境和

41,124.1

空间天气观测资料的能力。

5

6

提高会员为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科学的
研究能力和技术开发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提高会员的 NMHS，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

24,195.3

48,957.6

2,564.5

新的和加强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活动，旨在改进
7

NMHS 提供服务的绩效并展示 WMO 对联合国系
统、相关区域组织、国际公约和国家战略的贡献的价

19,558.4

1,460.0

21,018.4

21,018.4

100.0

-

70,009.6

(867.1)

69,142.5

69,142.5

100.0

-

266,220.0

100.0

-

值。
8

确保本组织的决策和组成机构以及监察的有效运作。

总支出

266,220.0

-

266,2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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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UNSAS）规定的的实际开支和债务

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各拨款部分之间的拟议调拨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第 4 条第 2 款，请求授权在本组织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预算各拨款
部分间进行如下调拨，并注意到调拨金额占决议 70(Cg-17)批准的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最大支出总
额（2.662 亿瑞士法郎）的 1.7%，且不超过《财务条例》第 4 条第 2 款规定的 3%的限额。

转出

转至

（单位：千瑞士法郎）

预期结果 1

544.5

预期结果 2

163.9

预期结果 3

963.1

预期结果 4

2,066.5

预期结果 5

508.4

预期结果 6

2,564.5

预期结果 7

1,460.0

预期结果 8

总额:

867.1

4,569.0

4,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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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5(EC-72)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 (ASHI)负债相关的考虑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定 69(EC-69) - 离职后健康保险计划负债供资计划”和“决定 60(EC-70) -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
供资计划”和“决议 16(EC-71) -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有关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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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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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控制方面做更多工作，以及目前随收随付的方法仍然适用，
进一步注意到 WMO 服务提供者 UNSMIS 确定并实施了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措施，这对 WMO ASHI 负债
有利；
另注意到由自愿捐款供资职位的工作人员的全部 ASHI 服务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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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切地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报告指出，职工福利负债参与导致了持续的年度赤字，因此对 WMO 的长期财务
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
批准秘书长的建议(见 INF.6.2 中的报告)，即对自愿供资活动的薪资成本增加 3%的费用，以便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适当解决自愿捐款供资工作人员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储备金的供资问题；
要求秘书长：
(1)

继续联络其他 UN 组织，特别是 UNSMIS 计划内驻日内瓦的组织，以进一步确定效率和成本控制措
施；

(2)

监测 UN 系统内有关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供资方面的进展；

(3)

编写一份报告，概述 UN 系统中其他组织应对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方法，包括相关的最佳做法，
供 FINAC 第四十次会议之后的执行理事会届会审议。

决议 16(EC-72)
对《工作人员条例》的修订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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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WMO 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根据《总则》第 8 条第 2 和第 3 款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批准的对第 10
条（纪律措施）和第 11 条（上诉）的修订，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追溯生效（随着 WMO 进入联合国争
议法庭和上诉法庭的管辖范围，有必要作出这些修订）：
第 10 条 纪律措施
考虑到确保 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与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保持一致的必要性，并
确保调查过程更加透明和有效，故做了一些修订。
首先，明确声明 WMO 对实施不当行为、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工作人员采取纪律措施的义务。为此，《工作人
员条例》第 10.1 条的内容如下：
秘书长可对实施不当行为的工作人员采取纪律措施。性剥削和性虐待构成严重不当行为。
同时，还实施了经修订的纪律程序，以确保工作人员的正当程序以及公平和透明的决策过程。还实施了经修
订的纪律程序，以确保对工作人员的适当程序，以及公平和透明的决策过程。因此，移除了关于建立有工作
人员参与的行政机制的第 10.2 条。
第 11 条 上诉
鉴于必须确保中立的一审上诉程序，并由于 WMO 加入了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故制定了经修订的上诉程
序。为此，对第 11.1 条进行了修改，内容如下：
根据《联合国与世界气象组织协议》，《争议法庭规约》和《上诉法庭规约》应适用于世界气象组织，并纳
入两级正式司法制度：
(a)

联合国争议法庭应根据其规约和规则所定条件，对工作人员声称其任用条件或雇用合同包括一
切相关条例和细则未获遵守而向法庭提出的申请进行审理和作出判决，

(b)

联合国上诉法庭应根据其规约和规则所定条件，对任一当事方就联合国争议法庭所作判决提出
的上诉行使上诉管辖权，

另注意到 EC-72/INF. 6.3(1)中报告的经秘书长核准的对《工作人员细则》的修订。
进一步注意到人力资源报告，内含当前人员配置情况和活动摘要(EC-72/INF 6.3(2))，以及工作人员协会
的报告(EC-72/INF 6.3)及其中所提的要点，
敦促秘书长：
(i)
(ii)
(iii)

审查工作人员业绩管理流程，确保继续与 UN 最佳做法保持一致；
在适当时候开展一次工作人员调查，并就结果和后续行动向执行理事会或大会报告；
进一步加强 WMO 与工作人员委员会就工作人员福利和行政相关问题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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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
(1)
(2)
(3)

向执行理事会（EC-73）报告上述事项的进展，
提供一份关于工作人员队伍变化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对 EC-73 的相关影响；
如有要求，向财务咨询委员会提交涉及财务问题的行政和人力资源性质的建议，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期望本组织在未来寻求修订《工作人员条例》时，遵守 WMO 基本文件中规定的所有有关
通知和磋商的要求，以确保会员国有机会充分并恰当地参与 WMO 基本文件中向其提供的此类行动，
要求秘书长将 WMO 的人力资源汇报与 UN 系统的共同做法保持一致，继续每年提供类似的报告，并以常规
议题形式纳入这些报告，供执行理事会今后的届会审查和讨论；
注意到《工作人员条例》第 12.3 条，该条要求《工作人员条例》由大会进行修订，但若将修订推迟到大会
下次届会不符合本组织的利益，则允许执行理事会作出修订；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做出的修订须经大会下次届
会批准，
铭记现行《工作人员条例》第 1 条存在不足之处，建议修订这些规定，使 WMO 与联合国共同制度保持一
致。为此，建议修订的条款意在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1) 满足成员国在核心价值和利益冲突等领域所要求的道德义务。具体而言，经修订的《工作人员条
例》第 1 条旨在：
(i).

澄清并简化确定利益冲突的程序，以避免出现工作人员的客观性或动机受到质疑的情况；

(ii). 认识到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之外有个人活动和利益。鉴于 WMO 的性质，许多工作人员都涉
足了外部活动。然而，WMO 工作人员应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在 WMO 的工作中。因
此，《条例》要求工作人员在参加外部活动前，必须事先获得批准；
(iii). 进一步澄清有关礼品的现行规定。接受礼物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工作人员在未来的决策中会
偏向于送礼者。一般而言，工作人员在为 WMO 工作期间，应拒绝一切来源的礼品、荣誉、
奖章、金钱或其他奖励、就餐、娱乐或其他好处。这一规则有少数例外，比如，若工作人员
意外得到一国政府提供的荣誉或礼物，而拒绝则可能给 WMO 造成尴尬。此类例外情况必须
报告。
(2) 使其规定与关于不当行为程序的第 10 条相一致。具体而言，《工作人员条例》第 1 条扩充了与被
违禁行为相关的条款，明确地包括了性剥削和歧视；
(3) 允许内部司法系统有效运作，以防止管理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干预第 11 条规定的司法程序。
决定，经由大会批准后，对《工作人员条例》作如下修订：
工作人员条例 1.1、1.2 和 1.3 内容如下：
条例 1.1
(a)

工作人员的身份
工作人员属于国际公务员。作为工作人员，其职责只有国际性质，没有国家性质；他们接受任
命，即保证律己从公，只为本组织的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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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应在秘书长或经其授权的代表见证下，作书面声明如下：
“我郑重宣誓（承诺、申明、保证*）：本着忠诚、谨慎和良知行使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公务员的
职能，只为本组织的利益履行这些职能并规范我的行为，在履行职责时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
或本组织以外其他机构的指示，并始终恪守《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和《WMO 工作人员道德
守则》。
我同时郑重声明并承诺履行《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规定我承担的各项义务。”

(c)

秘书长应确保《WMO 公约》、《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WMO 行政指示以及世界气象组织
大会的决定所规定的工作人员的权利和职务得到尊重；

(d)

秘书长应努力确保，决定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应以力求达到效率、才干及忠诚的最高标准为首
要考虑；

(e)

《工作人员条例》适用于按照《工作人员细则》任用的各职等所有工作人员；

(f)

WMO 根据《WMO 公约》第 27 条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是为本组织的利益而授予工作人
员。享受此项特权和豁免的工作人员不得借此而不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和警察条例，也不得借
此不履行私人义务。在特权和豁免的适用发生问题时，工作人员应立即报告秘书长，只有秘书
长可以决定是否存在此种特权和豁免，以及是否应该按照相关文书放弃此项特权和豁免。

条例 1.2

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核心价值
(a)

工作人员应坚持和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项原则，包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
以及男女权利平等的信念。因此,工作人员应尊重各种文化，不应歧视任何个人或群体或以其他
方式滥用赋予他们的权力和职权；

(b)

工作人员应坚持效率、才干和忠诚的最高标准。忠诚的概念包括但不限于在其工作和身份涉及
的所有方面做到正直、公正、公平、诚实和真诚。

一般权利和义务
(c)

工作人员应服从秘书长的命令，接受秘书长的指派担任 WMO 的任何工作或职务。秘书长在行
使职权时，应寻求确保根据情况为工作人员履行所负职责作出一切必要的安全和保障安排；

(d)

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 WMO 以外任何其他来源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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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工作人员接受任用，即保证律己从公，只为 WMO 的利益着想。忠于其《公约》所规定的
WMO 各项目标、原则和宗旨，是所有工作人员由于其国际公务员身份而有的基本义务；

(f)

工作人员的个人观点和信念包括其政治和宗教信念不受侵犯，但应确保 这些观点和信念不影响
其公务和 WMO 的利益。秘书处工作人员应时刻谨言慎行，以符合其国际公务员的身份，并且
不从事任何与正当履行 WMO 职责不相容的活动。凡是有碍工作人员身份或有损这种身份所要
求的忠诚、独立和公正的行动，尤其是公开言论，都应避免；

(g)

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或因职位关系获得的消息谋取金钱或其他私利，或任何第三方的私利，
包括家人、朋友及受其关照者的私利。工作人员也不得出于个人理由利用职权损害未受其关照
者的地位；

(h)

工作人员可行使投票权，但不得参与任何不符合或可能有损其国际公务员身份所要求的独立及
公正的政治活动；

(i)

工作人员对于一切公务，都应极端慎重处理。工作人员因职位关系而获悉且知道或理应知道尚
未公布的消息，除在执行正常公务过程中按章行事外或经秘书长授权外，不得告知任何政府、
实体、个人或任何其他方面。这些义务不因离职而终止；

荣誉、馈赠或报酬
(j)

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任何政府给予的荣誉、勋章、优惠、馈赠或报酬；

(k)

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任何政府给予的荣誉、勋章、优惠、馈赠或报酬。但在拒绝政府意外给予的
荣誉、勋章、优惠或馈赠会使 WMO 尴尬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可以 WMO 名义接受之，然后报
告并上交秘书长。秘书长可代 WMO 保存或作出安排为 WMO 的利益或慈善目的加以处置；

(l)

未经秘书长事先核准，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任何非政府来源给予的荣誉、勋章、优惠、馈赠或报
酬；

利益冲突
(m)

工作人员因其行为或不行为，而使其个人利益影响其公务职责或作为国际公务员所需的正直、
独立和公正时，即发生利益冲突。实际或可能的利益冲突的确发生时，应由工作人员向其主管
披露，由 WMO 减轻其影响，为 WMO 的利益加以解决；

(n)

所有 D-1 及以上职等工作人员必须在接受任用时及其后依照秘书长的规定定期提交本人、配偶
和受扶养子女的财务披露报表，并且随时按照要求协助秘书长核实所提交资料的准确性。财务
披露报表应包括证书，证明工作人员本人、配偶和受扶养子女的资产和经济活动与其公务或
WMO 利益无利益冲突。财务披露报表将予保密，只有按秘书长的规定，在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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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作出裁断时方可使用。出于 WMO 的利益，秘书长在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其他工作人员
提交财务披露报表；
在外受雇和活动
(o)

未经秘书长核准，工作人员不得有偿、无偿地在外任职或受雇；

(p)

在下列情况下，秘书长可核准工作人员有偿、无偿地在外任职或受雇：
(i)

在外任职或受雇与工作人员的公务或国际公务员的身份不发生冲突；

(ii)

在外任职或受雇不违背 WMO 的利益；

(iii)

工作地点或任职或受雇所在地的当地法律准许在外任职或受雇；

财产和资产的使用
(q)

工作人员只应为公务目的使用 WMO 的财产和资产，在使用这种财产和资产时，应做到合理审
慎；

(r)

受权调查可能发生误用经费、浪费或滥权情事的工作人员和 WMO 其他官员要求提供资料时，
工作人员必须给予充分回复。

条例 1.3
(a)

工作人员的业绩
工作人员向秘书长负责适当履行职务。工作人员履行职务必须坚持效率、才干和忠诚的最高标
准，其业绩将定期受到评估，以确保达到规定的业绩标准；

(b)

工作人员的全部时间由秘书长支配以履行公务。秘书长应规定每周正常工作时间和各工作地点
的例假。秘书长可依工作需要作出例外规定；工作人员应按要求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

决议 17(EC-72)
审计与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和人员组成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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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决议 10（EC-58）–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决议 38 (Cg-15) – 审计委员会”和“决议 8（EC63）–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人员组成”，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另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进一步注意到联合国系统联合检查组在其审查联合国各审计和监督委员会时提出的建议
(JIU/REP/2019/6)，
认识到 WMO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作为其会计标准及其对于加强 WMO 财务管理的重要
性，
审议了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修改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 WMO 审计委员会的名称和职责，详见附录，
进一步决定，根据联合国系统的最佳做法，在目前为审计和监察委员会工作的执行理事会成员最后一个任期
结束后，执行理事会成员不得再同时为审计和监察委员会工作。
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8 (EC-63)，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7 (EC-72)的附件
（仅以英文提供）
Terms of reference, membership and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1.

Mandate of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1)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is mandat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to
provide objective advice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the
WMO Secretary-General on all matters relating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eporting, system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audit and evaluation
processes, monitoring of compliance with financi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Framework of Ethic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pplicable to WMO and its operating environment.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seek to promote proper governance and
high ethical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 adoption and use by management of best
practices in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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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be constituted as an independent
advisory expert body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27 of
the WMO General Regulations (2019 edition).

2.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3)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discharge its mandate under these
terms of reference through the follow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a)

Review and advise on policies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eporting, the internal audit and investigation fun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func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WMO’s system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including its control assurance statements and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b)

Review and assess the suitabil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policies and
advise on any proposed changes to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assess the
adequacy, reliability and accuracy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view and
advise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ports of
WMO;

(c)

Review significant risks impacting WMO and advise on the adequacy,
effec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of risk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processes
(including cybersecurity);

(d)

Asses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nd consider improvements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t functions for effective oversight coverage;

(e)

Review the Internal Oversight Office (IOO) charter, strategy and work plans
(including the adequacy of coverage of major risks facing WMO such as
cybersecurity, compliance and ethics risks in the internal oversight plan);
budget, staffing and other resources required for the functioning of IOO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

Monitor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he content of assurances that underpin any Statement on
Internal Control to ensure best practices;

(g)

Review and advise on the appoint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he Director of IOO;

(h)

Review and advise on the status of appointment, replacement, dismissal,
terms and fees of an External Auditor;

(i)

Review the External Auditor’s work pla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ternal audi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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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eview and discuss all relevant reports and management letters including
repor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tors on WMO’s financial statements, risk
assessment reports and other internal control reports;

(k)

Assess the adequacy of assurances received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tors in their annual reports and opinions and highlight, as necessary,
audit issues that may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or review with due
considerations to confidentiality and due process;

(l)

Review the timeliness and adequa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by WMO
management of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tor and
UN Joint Inspection Unit (JIU);

(m) Review the adequacy of arrangements to prevent and detect fraud, and
ensure an appropriate anti-fraud culture;
(n)

Report on any failure by WMO management to comply with WMO regulations
and the Organization’s code of ethics and provide advice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on such issues, as appropriate;

(o)

Evaluate and advise on WMO’s Code of Ethics, whistleblower policy and
other ethics-related policies as appropriate and advise on the appointment
and dismissal process of the Ethics Officer;

(p)

Review and advise on the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eporting;

(q)

Carry out as appropriate periodic self-assessments relative to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s purpos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utlined herein
and also review its constitution and terms of reference to ensure it is
operating at maximum effectiveness and recommend any changes it
considers necessary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for approval;

(r)

Perform any other duties consistent with the mandate as request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3.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of members

(4)

Members shall act in a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capacity while performing
their advisory role on the Committee. As such, members shall not be held
personally liable for decisions taken by the Committee acting as a whole.

(5)

The Committee has an advisory role and is not a governance body; no language
or clauses in the Terms of Reference are intended to imply otherwise.

(6)

It is not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s responsibility to prepare and certify
WMO's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guarantee the external auditor's report, or to
guarantee other disclosures by WMO. These are the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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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nagement and the external auditor.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members are not WMO employees and do not perform any operational functions.
4.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powers and authority

(7)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has the power, author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view any activity relevant to these terms of reference including,
but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a)

Obtain all information and/or documents it considers necessary to perform
its mandate including all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t reports;

(b)

Request information generated from WMO’s systems and require all WMO
personnel to cooperate with any request made by the Committee in
performing its mandate; and

(c)

Invite specialists to supplement the Committee’s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on a specialist matter;

(d)

The Committee shall separately meet with the Director of IOO, Ethics Officer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xternal Auditor at least annually in a private
session and can consult with their respective staff as needed;

(e)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has the authority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ules and procedures in conformity with these Terms of Reference;

(f)

The Committee can obtain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secure the
attendance of outside persons with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f it is
considered necessary.

5.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reporting

(8)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report annually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the Financial Advisory Committee (FINAC) and to the WMO Congress in a
Congress year. The report should:
(a)

Confirm that the Committee has discharged its mandate and report on its
work for the year;

(b)

Comment on the assurances underpinning the Statement on Internal
Control;

(c)

Commen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d)

Outline any concerns or observations the Committee deems necessary to
report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cluding an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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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omment on the adequacy of the Committee’s terms of reference and its
effectiveness;

(f)

Comment on how IOO addressed and identified high-risk areas through its
work plan and the adequacy of its budget to carry out the said plan;

(g)

Provide its views on the annual IOO report including its statement of
independence.

6.

Membership

(9)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consist of seven members, each of
whom shall serve in a personal capacity.

(10)

The members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on the basis of their
extensiv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in financial, risk, audit, oversight, ethics,
investigation and governance matters, including a balanced mix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experience at the senior level. The Executive Council shall ensure
that the membership as a whole has a blend of relevant expertise, includ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al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of WMO,
its mandate, culture, legal framework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Executive
Council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 for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to
have an appropriate geographical and gender balance in considering the most
highly qualified candidates.

(11)

The members must be independent of WMO management and may not hold any
position or engage in any activity that might be liable to, or appear to, impair
their impartiality in the execution of their functions.

(12)

Former staff of WMO cannot be appointed to the Committee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following their separa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

(13)

Members shall serve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and may be re-appointed for a
further period of three years. No individual may serve for more than six years in
total.

(14)

Members shall not be remunerated by WMO for activities undertaken with respect
to their membership of the Committee. WMO shall reimburse all committee
members for any travel and subsistence costs that are necessarily incurred in
relation to participation in Committee meetings.

7.

Appointment of members

(15)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rough a transparent process as follows:
(a)

A vacancy announcement for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eats should
be advertised and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to a wide population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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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ppropriate skills, includ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budgeting and audit
professionals;
(b)

Qualified individuals are to submit their credentials for review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Secretariat shall review the qualifications, determine
whether they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needed to serve, and submit
a list of candidate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c)

The Council shall appoint members of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from the list of candidates compiled by the Secretariat and authorize the
President to fill any positions that fall vacant during the intersessional
period.

8.

Access to meetings

(16)

The meetings of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be closed. The Chair
shall normally invite the following persons to attend sessions of the Committee, as
appropriate: (a) Senior 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s; (b) Director of IOO; (c)
Legal counsel; (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xternal Auditor.

(17)

The Committee shall, as required, hold in camera sessions with the Director of
IOO and/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xternal Auditor and/or the Secretary-General
and the Ethics Officer.

9.

Meetings

(18)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meet twice a year. Additional sessions of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may be conven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r the WMO President, or by two thirds of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members, to consider urgent matters within its mandate,
some of which may be virtual meetings, either by videoconference or telephone.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normally be given at least ten (10) working
days’ notice of meetings.

(19)

The quorum of the Committee shall be a majority of its members.

(20)

The members should be present for meetings in person, if possible. Members may
not appoint alternates or be accompanied by advisors to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However,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hair, a member may attend by
videoconference or telephone and such participation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quorum. Such members may vote.

(21)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ensure that the Committee has adequate Secretariat
support within the Cabinet, which shall include:

78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a)

Assistance to the Chair in preparing the agenda for each meeting;

(b)

Preparation of documents for the meeting, which shall be circulated at least
five working days before the scheduled opening of the meeting;

(c)

Preparation of reports on summary conclusions and circulation of said
reports to the Chair and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ho attended the
meeting within five working days of the close of the meeting;

(d)

Assistance to the Committee in preparing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report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other WMO bodies as appropriate;

(e)

Any other reasonable requests from the Committee to assist it in executing
its mandate.

(22)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shall appoint a Chair and a Vice-Chair. If the
Chair is not present at a meeting, the Vice-Chair shall preside the meeting and in
case s/he is absent, members shall elect an acting Chair from among the
members present.

(23)

The Committee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decisions on a consensus basis of all
members present as the desired option. Should there be a need, the Committee’s
decisions shall be made by the members present by voting and on the basis of a
simple majority. Should the votes be equally divided, the Chair shall have the
deciding vote.

10.

Disclosure of interest

(24)

Al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sign a statement of disclosure of interest. A
register of interests shall be maintained by the Secretariat to record members’
interests in general or on specific matters. Where an actual o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arises, the interest shall be declared and shall cause the member(s) to
either be excused from the discussion or abstain from voting on the matter. In
such an event, a quorum shall be required from the remaining members.

11.

Confidentiality

(25)

Al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sign a statement of confidentiality.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nd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are confidential
unless otherwise decided by the Chair. Th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al material
circulat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mittee shall be used solely for that
purpose and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12.

Indemnity of members

(26)

Th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be indemnified from actions taken against them as
a result of activities performed 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 of the Committee, as
long as such activities are performed in good faith and with due di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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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ittee

(27)

The Committee shall undertake a self-assessment review of its effectiveness
preferably annually and an independ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iodically as
appropriate. This review should consider the views of the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members,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IOO and External Auditors. This
review should be documented in a report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should
include any actions for improvement.

(28)

The Chair shall regularly interact with the WMO Secretariat and the Executive
Council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mmittee deliberations as well as on forthcoming
issues relevant to business, as appropriate.

14.

Administrative matters

(29)

Financial support for participation by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members in
meetings shall be provided by the Organization.

(30)

The appointment of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be confirmed by a letter from the
WMO President, which should clearly outline the basis of appointment and cover
responsibilities, conflict of interest, indemnities and reimbursement of expenses.

(31)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arrange for new Committee members to receive an
appropriate briefing on the work of WMO.

(32)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ensure that 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 members
receive ongoing briefings and other information on developments in the work of
WMO to enable them to be well-informed and effectively discharge the mandate of
the Committee.

(33)

The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e Committee must be published on the WMO
website.

(34)

The Committee periodically, and at least every three years, shall review the
adequacy of its terms of reference, where appropriate recommending change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for decision.

决议 18（EC-72）

审查执行理事会的以往决议和决定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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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议 17（EC-71）- 审查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和决定，

(2)

《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有关执行理事会根据《总则》规定的程序审议并在必要时对决议采取行动
的职能，

(3)

《总则》（基本文件第 1 号，（WMO-No. 15），2019 年版）第 126 条第 7 款关于执行理事会
决议的审查，以及《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2012 年版）第 27 条，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通过的所有决定，
审议了理事会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和决定，详见 EC-72/INF.8。
决定:
(1)

以下决议继续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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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C-LXI 4, 8, 14
EC-64 14, 15, 16, 17, 18, 20, 23, 24
EC-65 12
EC-66 10, 13,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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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68 1, 5, 6, 12
EC-69 6, 11, 15, 17, 19
EC-70 2, 3, 11, 13, 17, 23, 24, 25, 28, 29, 30, 31, 32, 34, 35, 38
EC-71 1, 2, 3, 4, 5, 6, 7, 9, 13, 15;
(2)

第七十二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不再生效；

另决定:
(1)

以下决定继续生效：
EC-68: 3, 5, 6, 10, 11, 12, 14, 15, 20, 21, 23, 24, 27, 28, 30, 40, 42, 47, 53, 56,
57, 61, 62, 64, 68, 70, 71, 72, 74, 75, 76, 83, 93;
EC-69: 4, 5, 7, 10, 11, 14, 15, 16, 17, 18, 19, 23, 25, 27, 28, 30, 31, 33, 41, 43,
44, 46, 50, 52, 53, 54, 55, 56, 57, 58, 62, 70;
EC-70: 3, 6, 7, 8, 9, 10, 13, 14, 16, 21, 22, 26, 27, 28, 29, 30, 34, 38, 39, 40, 43,
44, 45, 47, 48, 49, 53, 55, 56;
EC-71: 1, 2, 3, 4, 5;

(2)

第七十二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定不再生效；

进一步审查了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注意到虽然大部分行动和活动仍在进行中，但
有些可能因 COVID-19 大流行病而被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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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和决
定》(WMO-No.508)。
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7（EC-71)，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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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EC-72)
执行理事会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
执行理事会决定通过在线召开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届会议的工作方法。
见本决定的附录。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继与会员就举行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届会议进行的一系列磋商之后，鉴于 COVID-19 大流
行病，主席决定通过视频会议在线召开届会。如本文件所载，“总则”和《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将予以适
用。

决定 1(EC-72)的附录
举行执行理事会在线届会的工作方法
1.

法律条文

1.1
“公约”、“总则”和“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应继续全面适用，但须考虑举行在线会议所需
的特殊在线做法，如附表所示。
2.

注册

2.1
执行理事会(EC)成员、特邀观察员和 WMO 会员代表应根据“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按惯例将参加
本届会议的人员名单通知秘书长。
2.2

在线注册将按常规做法进行。详见 EC-72 网站。

2.3

在线届会与会人员身份确认指南见附表。

3.

出席人数及法定人数

3.1
EC 成员、特邀观察员、技术委员会主席、WMO 机构负责人和 WMO 会员代表应通过安全途径参加视
频会议。
3.2

根据所选视频会议系统的容量，除 EC 成员外，同时连线的与会人数可能有所限制。

3.3
EC 成员(或其代理人)的在线出席率应在本次届会的每一次会议上予以核查并登记，以确保理事会成员
2/3 的法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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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件

4.1
本次届会的文件将按常规做法，通过 EC-72 网站提供和管理。机密文件应通过该网站的密码保护部分
分发给 EC 成员或其代理人。
4.2
为优化在线会议上对文件的讨论，鼓励理事会成员在届会前，最好是在届会开幕前一周之前，将针对
文件的意见提交至 plenary@wmo.int。
4.3
5.
5.1

按常规做法，机密文件应通过届会网站上的密码保护部分分发。EC 成员应通过电子邮件接收密码。
发言
在线届会期间，成员或其代理人/顾问应有发言机会。个人发言一般以三分钟为限。

5.2
如 EC-72/INF. 1 所示，希望发言的理事会成员应使用视频会议系统，给出希望发言或提出程序问题
的信号。
6.
6.1
7.

届会的录音
根据总则第 95 条第 3 款，应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保存，以作备案。
决策

7.1
会议的所有决定均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若某些事项需要实质性辩论，主席可提议设立起
草小组，这些小组将单独开会并向全体会议报告。
7.2
对于遴选 IMO 奖获奖者以及（如果需要）指定 EC 代理成员，应组织秘密会议进行投票。投票过程将
由为之前实体届会提供投票设备的同一服务供应者在线组织。若因某种原因无法进行在线投票，EC 将考虑以
通信方式投票。
8.

工作委员会

8.1
除遴选委员会或可能设立的其他工作委员会应通过特定的在线平台单独开会外，所有事务均应在全会
上进行。各工作委员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全体会议决定。
9.
9.1

语言
“总则”第 97 条应继续适用，藉此，所作的发言应通过口译翻译为执行理事会的其他工作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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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执行理事会在线届会过程中在线做法的解释性说明
程序
EC 成员的注册、
出席及身份确认

实体届会

参阅

在线届会

EC 成员就其参会事项发函，并指明其陪同人员及其出席身份
(代理人和顾问)。特邀观察员和 WMO 会员代表将出席届会的
人员名单通知秘书长。

GR 124，规则
20
3(2.3)

相同

此外，在线注册通过“活动注册系统”进行。

决议 40（Cg16）规则 (3.5)

秘书处将确定具体的命名惯例，以协助在线识别 EC 成员及其
陪同人员身份，例如：

19

无论代表团规模大小，每个 EC 成员一个铭牌。
同时出席会议的人数受“奥巴西厅”的容量限制。若会议室不
够容纳所有 EC 成员、代理人、顾问、特邀主席、组负责人、专
家、观察员和秘书处官员，秘书处在其他房间安排视频直播。

•
•
•
•

成员姓氏
成员姓氏-代理人姓氏
成员姓氏-顾问（多人）姓氏
PRA-I (II, …, VI)，代表作为 EC 当然成员的各区协主
席。

除 EC 成员外，同时连线的与会人数可能有所限制，这取决于
所选视频会议系统的容量(预计 EC-72 的连接数为 300)。会
议官员(系统管理员)将对系统的连接数和容量进行优化。
法定人数

会议室内的 EC 成员或其正式指定的代理人通过出席卡确认。在
届会开始时确定 2/3 EC 成员的法定人数，并在每次全体会议
上予以确认。
如果届会没有达到公约第十七条规定的法定人数，以出席会议
成员达三分之二多数才可通过的决定须以通信方式提交执行理
事会全体成员。此类决定如在提交理事会成员后 60 天内以三分
之二的赞成票和反对票获得批准，即视为理事会的决定，条件
是有半数以上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参加表决。

19

“总则”，《基本文件》2019 年版(WMO-No.15)

20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2012 年版规则编号(2020 年版编号待 EC-72 批准)

21

WMO 公约，《基本文件》2019 年版(WMO-No.15)

公约第十七条 21
规则(2.4)

在线出席应基于活跃的连接进行确认。在届会开始时确定 2/3
EC 成员的法定人数(EC-72 为 25 名)，并在每次全体会议上
予以确认。

在未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即由于连接问题，会议可以：
GR 129

（i） 暂停，直到恢复连接，前提是在届会商定的工作时间
内，
（ii） 延期至下一个工作日，
（iii） 与出席者继续进一步以通信方式通过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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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发言和提交书面意
见

实体届会
通过举起铭牌要求发言。

参阅
GR 124

EC 成员(或其代理人/顾问)先发言，之后观察员发言。个人发
言一般以三分钟为限。
发言后将针对文件的书面意见提交至
plenary@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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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届会
使用视频会议系统给出希望发言的信号，如 EC-72/INF. 1 所
示。
相同
鉴于在线会议时间有限，为优化会议期间的讨论，鼓励 EC 成
员在届会前，最好是在届会开始前一周之前，将针对文件的意
见提交至 plenary@wmo.int。

届会的录音

应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保存，以作备案。

GR 第 95 条第 3
款

相同

届会期间事务处理
(即程序问题、动
议、修正案)

会场中的 EC 成员均可通过特定手势提出程序问题。根据总则，
主席应立即对此做出回应。

GR 79

EC 成员均可以通过聊天功能（写下“程序问题”）提出程序
问题。根据总则，主席应立即对此做出回应。

决策

会议的所有决定均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若某些事
项需要实质性辩论，主席可提议设立起草小组，这些小组将单
独开会并向全体会议报告。

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

相同

指定 EC 代理成员

通常由区域协商一致的方式选出，通过相关区域的区协主席提
名，在会场宣布。若没有达成共识，理事会全体成员将在秘密
会议上采用筛选程序(见下文)进行投票。

规则 15(6.1)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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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秘密投票

实体届会
对于遴选 IMO 奖获奖者以及（如果需要）指定 EC 代理成员，
采用筛选程序组织秘密会议进行投票。
只由 EC 成员或其正式指定的代理人参加秘密会议。法定人数为
出席成员的 2/3。

参阅
规则 14(5.1)
规则 18(7.2)

在线届会
相同。EC 成员或其代理人的在线出席应基于活跃的连接进行
确认。

相同
相同。遴选委员会的报告将通过届会网站上的密码保护部分分
发。EC 成员将通过电子邮件接收密码。

遴选委员会的机密报告通过届会网站上的密码保护部分分发。
EC 成员在注册时会收到置于密封信封中的密码。
使用投票设备，通过筛选程序进行投票。

通过筛选程序进行在线投票。在线投票过程由提供投票设备的
同一服务供应者提供，详见 EC-72/INF. 5.1(2)。若因某种
原因无法进行在线投票，EC 将考虑以通信方式投票。
语言

发言应通过口译翻译为执行理事会的其他工作语言。参会人员
在其席位的设备上选择自己要听的语言。

GR 97

相同。参会人员将能从在线菜单选择自己要听的语言选项。

确定观察员和会员
代表的身份

观察员(受邀国际组织)代表、非会员国代表和会员代表(由常任
代表或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正式指定)应通过“活动注册系统”注
册。观察员的通行证应标明组织。会员代表的通行证应注明会
员国或地区。

决议 40（Cg16）
规则(3.5)

秘书处将确定具体的命名惯例，以协助在线识别观察员和会员
代表身份，例如：

会议室内将酌情设专排并于席前摆放“会员代表”的铭牌。如
果会议室不足以容纳正式代表、观察员和秘书处成员以外的会
员代表，只要会议在日内瓦 WMO 总部召开，秘书处应在另辟
的房间安排执行理事会届会的视频直播。
会员代表无发言权。
确定 TC 主席、负
责人和其他特邀专
家的身份

应邀参加 EC 会议的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相关机构负责人按其通行
证和铭牌确认身份。其他特邀专家和区域水文顾问只按其通行
证确认身份。

• 组织名称(1、2、…若有几位代表)，
• 会员国或地区名称(1、2、…若有几位代表)，
• 非会员国名称(1、2、…若有几位代表)，
根据所选视频会议系统的容量，同时连线的与会人数可能有所
限制。
会员代表不能发言。
将确定特定的命名惯例，例如：
• P/INFCOM，P/SERCOM，
• 机构负责人缩写(C/HCP)
• HA-RA-I(II，…，VI)
专家，姓氏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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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 (EC-72)
报告的审议
执行理事会:
(1)
注意到 WMO 主席、各区域协会主席和秘书长的报告，它们重点介绍了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本组
织及其组成机构和秘书处的活动的进展；
(2)
注意到主席代表理事会自上次届会以来根据《总则》第 8 条和《工作人员条例》第 12 条第 3 款
(基本文件第 1 号，2019 年版(WMO-No.15))作出的决定；
(3)

处理了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研究理事会(RB)主席在相关议题下的报告；

(4)

注意到在科学咨询小组(SAP)的报告中，SAP 和 RB 的角色可能存在重叠，因此要求：
(a)

SAP 的工作应与 RB 的工作相协调，并与其职责相一致，

(b)

就这项工作向 EC-73 提交一份报告，

(c)

SAP 在编写其提交 EC 和大会的建议时，应进一步超越 WMO 当前的愿景和战略规
划；

(5)
在相关议题下，审议了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设立的其他机构（其中包括政策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协调委
员会）的会议的建议；
(6)
强调了 WMO 各机构 - 政府间和非政府间 - 的不同角色，以及为更好地支持理事会在战略问题上
的决策，通过信息共享和合作开展协调的重要性；
(7)
赞赏尽管受到了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影响，WMO 不同机构在各自官员的领导下并在秘书处的支
持下，仍不遗余力地执行其工作计划；
(8)

注意到这些报告将载入本次届会的最终报告。

决定 3(EC-72)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应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在日内瓦举行，但要视 COVID-19 大流
行病的发展情况而定，希望能尽可能保持召开面对面大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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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届会的临时议程应见附件 1，

(3)

大会应向联合国、国际组织以及非会员国发出邀请，详见附件 2，

(4)

作为平行活动，召开水文大会(《总则》第 26 条)(《基本文件》第一号 2015 年版(WMO-No.15))，
邀请会员的水文顾问（根据《总则》第 5 条第 2 款）和会员指定的国家水文部门或其他国家水文机
构的代表加入各国代表团，

(5)

委托主席和秘书长为大会制定具体日程、高级别活动和安排。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2 (Cg-18) –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的最大支出
决议 11 (Cg-18) – WMO 改革 –下一阶段
决议 7 (Cg-18) – 建立第十八财期的 WMO 技术委员会
决议 21 (Cg-18) –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决议 24 (Cg-18) – WMO 水文和水资源的愿景、战略和组织安排
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测网
决议 56 (Cg-18) – 数据政策和规范
决议 89 (Cg-18) –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

决定 3(EC-72)的附件 1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的临时议程

1.

届会的议程和组织

2.

WMO改革评估和下一步方向

2.1

改革现状 - 进展和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

2.2

区域工作机制的加强

2.3

服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选举

3.

WMO对全球水议程的支持

3.1

21 世纪的水文学 – WMO 战略和行动计划

3.2

水与气候联盟，以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 6 的实施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4.

地球系统数据交换政策和规范

4.1
4.2

加强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的数据获取和共享 – “WMO 数据大会”的成果
迈向统一的 WMO 数据政策和规范 – 全面审查和新数据解决方案的成果

4.3

WMO 应对全球危机 – 确保观测、运行和基本服务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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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VID-19 的经验，推动制定国家和区域级关于支持运行和基本服务的应急预案]
5.
6.

《WMO技术规则》的修订
届会闭幕

决定 3(EC-72)的附件 2

拟邀请参加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的国际组织名单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 2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
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
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总则第 104 条 (2019 版) 要求要向联合国发出邀请。联合国系统内带星号（*）的组织与 WMO 有协议
或工作安排，它们可互派代表参会。故通常应邀请这些组织参加大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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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
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海事组织*(IM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国际移民组织(IOM)
国际电信联盟* (ITU)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 (JIU)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CB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秘书处*
联合国人居计划署(UN-Habitat)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UNDRR)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 OCHA)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联合国大学(UNU)
联合国*(UN)
联合国妇女署
万国邮政联盟*(UPU)
世界银行*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世界旅游组织*(UNWTO)
世界贸易组织(WTO)
与 WMO 签有互派代表参会协议或工作安排的组织
阿卜杜勒·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
非洲联盟(AU)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导航安全局(ASECNA)
阿拉伯干旱地区和旱地研究中心(ACSAD)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及科学组织 (ALECSO)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AOAD)
法语国际公务员大会(AFFOI)
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
私营气象服务协会(PRI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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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
加勒比气象组织(CMO)
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EMAC)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筹备委员会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
多瑙河委员会
东非共同体 (EAC)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欧洲联盟委员会 (EC)
欧洲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经济利益集团(ECOMET)
欧洲国家国家气象部门(EUMETNET)
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EUMETSAT)
欧洲航天局(ESA)
绿色气候基金(GCF)
印度洋委员会体(IOC)
独立国家联合体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ICHCIS)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国际城市气候协会(IAUC)
国际度量衡委员会(CIPM)
国际建筑研究和革新理事会(CIB)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
国际能源署(IEA)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国际水道测量组织(IHO)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IMSO)
国际海洋学会(IOI)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国际地震学中心(ISC)
国际科学理事会(ISC)
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ISES)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
伊斯兰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ISESCO)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LCBC)
阿拉伯国家联盟(LAS)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NBA)
开放地球空间联合会(OGC)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OIF)
太平洋共同体(SPC)
地中海议会大会(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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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
尼罗河流域常设联合技术委员会(PJTC)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CPPS)
地中海联盟秘书处(UfMS)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SPREP)
世界农民组织(WFO)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具有磋商地位的组织
根据 WMO《公约》第 26 条第 2 款和决议 2(EC-4)，赋予非政府国际组织磋商地位，以在组成机构届会上
以无投票权观察员的身份参会。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IABM)
国际石油天然气生产者协会(OGP)
国际宇航联合会(IAF)
国际天文学联盟(IAU)
国际排灌委员会(ICID)
国际民航驾驶员协会联合会(IFALPA)
国际气象学会论坛 (IFMS)
国际海事无线电委员会 (CIRM)
国际生物气象学会(ISB)
国际土壤科学学会(ISSS)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IURS)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TC 组-侵蚀技术和汇聚行动组织(ETC 组)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WFUNA)
其他组织
非洲气象应用促进发展中心(ACMAD)
非洲开发银行(AfDB)
亚洲开发银行(ADB)
亚洲减灾中心(ADRC)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北极理事会秘书处(ACS)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厄尔尼诺现象国际研究中心(CIIFEN)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
中美洲地峡水力资源区域委员会(CRRH)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EAC)
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
欧洲委员会 (COE)
经济合作组织(ECO)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EPP)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
欧洲科技合作组织(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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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气象学会(EMS)
全球水伙伴组织 (GWP)
地球观测组织(GEO)
美洲开发银行(IADB)
国际环境资料拯救组织(IEDRO)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IICA)
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
国际海运公会 (ICS)
国际莱茵河流域水文委员会 CHR)
国际飞机所有人与驾驶员协会理事会(IAOPA)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ICRISAT)
国际气候和社会研究所(IRI)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OLADE)
美洲国家组织(OAS)
南极条约秘书处(ATCM)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世界航空航天教育组织(WAEO)
世界水理事会(WWC)
根据决议 39（Cg-7）的邀请
巴勒斯坦国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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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会员国的邀请
根据《总则》第 19 条的规定，应邀请下列非 WMO 会员但为联合国会员国或已被联合国授予观察员地位
并设有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的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
赤道几内亚
格林纳达
罗马教廷
列支敦士登
马绍尔群岛
帕劳
圣马力诺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决定 4 (EC-72)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的后续工作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高度赞赏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组长和成员的参与和贡献，以及对制定和实施治理改革的指导；

(2)

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 (a) 为评估 WMO 组成机构改革及其在第十八财期内的后续工作编写一份计
划，并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次届会(EC-73)；(b) 根据“总则”（2019 年版）和这些机构的
议事规则，审查各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的专家提名程序；

(3)

进一步要求本组织所有官员和秘书长通报 WMO 的治理体系，以确保所有会员和所有相关伙伴组织
参与机构改革后的工作。

更多信息参见 EC-72/INF. 4(1)。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

决议 36(EC-70) - WMO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和沟通，设立了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CBR-TF)的
预先规定了其在 EC-72 会前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最终报告的任务。

98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

决议 35(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设立了政策咨询委员会，将之作为执行理事会的一
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与本组织的战略和政策相关的事项，其任务(该决议的附录)包括优化 WMO
治理和计划结构、流程及做法。

•

决议 11 (Cg-18) - WMO 改革 - 下一阶段，确定在第十八财期内继续对 WMO 组成机构进行改
革。

决定 5(EC-72)

WMO 对 2019 新冠病毒病大流行的回应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强调执行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的重要性，并根据 2019 新冠病毒病（COVID-19）大流
行的限制进行必要的调整；

(2)

感谢秘书长、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采取组织在线会议等措施，确保本组织活动的连
续性，并有效应对 COVID-19 大流行；

(3)

重申尊守相关规则和议事规则的重要性，并将其充分应用到本组织政府间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在线会
议；

(4)

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分析 COVID-19 大流行对本组织的影响，包括对各组成机构届会及其工作结构
的规划以及在第一个两年期执行“运行计划”的影响，并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5)

要求秘书长继续监测 COVID-19 对本组织及其秘书处主要网络和设施运作的影响，并向执行理事会
下届第七十三次届会提供最新通报。

做出决定的理由：
•

EC-72/INF. 2.2 - 秘书长的报告

•

EC-72/INF.2.5(1) - 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决定 6(EC-72)
水文愿景与战略及相关行动计划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重申制定“WMO 水文愿景与战略”的益处，并批准附录中提供的附加说明的目录，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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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水文协调组(HCP)：
(a)

继续努力就“宣言”提供指导，

(b)

根据 WMO 战略计划，细化该愿景与战略，

(c)

根据 WMO 运行计划，详述八大抱负的“行动计划”，

(d)

与各常任代表和国家水文顾问开展广泛协商过程，

(e)

将最终稿提交 EC-73，随后提交 Cg-Ext (2021)。

(见 EC-72/INF.3.4，其中载有由 HCP 制定的愿景与战略和行动计划初稿)。
_____________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24(Cg-18) - WMO 水文和水资源愿景、战略及组织性安排，要求执行理事会在 HCP 的支持
下，制定行动计划和宣言草案，供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审议，

(2)

决议 5(EC-71) - 水文协调组，在 HCP 的职权范围内，HCP 要求制定“水文愿景与战略和相关行动
计划”，供 2020 年 EC-72 审查，并提交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审议，以及拟定一份“宣言”草案
供 2021 年大会特别届会审议，同时考虑到加强业务水文在应对全球水挑战方面的重要性、今后在
更广泛的 WMO 跨学科背景下的机会以及“水文大会”的建议。

(3)

HCP 在其 2019 年 12 月的第一次会议上，并随后通过电子方式草拟了该“愿景与战略和行动计
划”的初稿，详见 EC-72/INF.3.4，以及载于本决定附录中的附加说明的目录，

(4)

针对“宣言”，HCP 决定它将在 2020 年底之前根据编制“愿景与战略”的进展并经广泛协商，最
终决定是否建议编制一份宣言，

(5)

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载于 EC-72/INF.2.5(2)，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见 EC-72/INF.2.5(1)。

决定 6 (EC-72)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水文愿景与战略
和相关行动计划
附加说明的目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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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愿景与战略
这一部分将提出一份愿景声明，并讨论经大会通过的长期抱负将如何促进战略的实现、如何应对主要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挑战，以及由各种国际协定设定的目标、应用哪些总体原则指导其实施，以及成功实现这些
目标的要求有哪些。
1.

愿景声明

HCP 通过了供 EC-72 审查的初步远景声明和战略计划大纲，将在 2021 年的水文大会上讨论，以备 CgExt(2021)最终通过。
2.

变化的背景、挑战和驱动因素(要素)

这一节将对全球背景进行全面分析，强调直接和间接需要水文科学贡献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和国际协定。
将探讨政治和体制、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方面(PEST 分析)。
3.

长期抱负

将回顾 WMO 大会通过的八大长期抱负。
4.

指导原则

将回顾 EC 水任务组提议的核心原则，并讨论这些原则将如何为战略的实现提供信息。
5.

成功条件(来自任务组文件)

这一节将从资源调集、机构意识、能力发展、加强合作、成功措施、满足用户需求等方面描述能推动战略
成功实施的边界条件。
第二部分：行动计划(2020 至 2030 年)
A.

目的

本节描述该计划的总体目标，以及参与实施的主要行为体。
B.

按“抱负”划分的成果、产出和活动

在一段用于解释随后一节结构和内容的简短介绍性段落之后，本节将为每个“抱负”：
(a)

确定用以评估、记录、验证和优先应对利益相关方需求和响应差距的方法。

(b)

评估现有的八项“WMO 主要水文倡议”，以及 CHy 以往决议授权的活动，以此作为支持能力发展
和应对科技解决方案的手段，以应对关键服务差距；

(c)

与研究理事会、服务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和其他适当实体一起，确定要优先应对的差距和相关
要求，并提出应对措施；

(d)

确定可交付成果、所需资源、时间表和成功指标；

(e)

描述产出层面的假设和风险；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f)

确定会员国、区域协会、WMO 组成机构、秘书处等之间的作用和责任；

(g)

具体作用和责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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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本段将确定合作伙伴、定义合作类型、并勾画外联战略。
D.

前行道路

本节将着重强调行动计划的未来发展 - 如定期审查和评估流程。
E.

术语

文件中使用术语 (重大挑战、支柱、抱负、主要水文倡议....)的定义。

附录
(Cg-18 和 EC-71 决议文本，以及有关 WMO 战略计划的文本)
•

水文大会的构成

•

水文协调组的构成

•

水文愿景与战略及相关行动计划的任务，包括主要水文倡议(支柱)

•

与 WMO 战略计划的关系

•

经大会批准的对其他国际协定的引用

•

业务水文的定义

各节内容的样本文本见 EC-72/INF.3.4。

决定 7(EC-72)
WMO 数据政策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56 (Cg-18) – 数据政策和规范”，其中要求 EC 建立一个程序，审查“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气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交换的政策与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决议 25(Cg-13) –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及“决议 60 (Cg-17) – WMO 为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而开展气候
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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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忆及“决议 2(EC-71) - 数据政策和规范”，其中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向 PAC 提供其对 WMO 数
据政策{…}和{…}的分析，继续评估新现数据问题及其对会员和气象事业的整体影响{…}”，
注意到基础设施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数据问题和政策研究组(SG-DIP)，负责对上述决议作出回应，
进一步注意到，作为其对 WMO 数据政策和规范全面审查的结果，SG-DIP 提议编制一项关于 WMO 数据
政策的决议草案(工作名：决议 42)，旨在将其提交 EC-73，供其在 2021 年向 WMO 特别大会提出建
议，
赞赏地注意到 SG-DIP 通过政策咨询委员会(PAC-1，2020 年 5 月 11 至 12 日，PAC-2，2020 年 8 月
17 至 18 日)和技术协调委员会(TCC-1，2020 年 4 月 27 至 29 日，TCC-2，2020 年 7 月 13 日和
TCC-3，2020 年 9 月 1 至 2 日)就该决议的结构和宗旨以及成为编制工作一部分的利益相关方磋商计划和
时间表，向执行理事会提供的最新通报，
审议了政策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起草一个单一 WMO 数据政策的建议，
进一步审议了技术协调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全面更新 WMO 数据政策的建议，
决定认同基础设施委员会及其数据问题和政策研究组采取的总体方法，包括决议草案 42 的新结构，如本决
定的附件所示；
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与服务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及其他机构密切合作，通过 SG-DIP 的工作、计划中的利
益相关方磋商和 2020 年 11 月的 WMO 数据会议，最终确定该决议草案的文本，并将文本草案提交 EC73，供其向 WMO 特别大会提交致大会的建议；
进一步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 - 通过即将召开的 TCC 和 PAC 会议 - 继续向执行理事会通报编制数据政策决
议草案的进展；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56(Cg-18) – 数据政策和规范，

2.

决议 2 (EC-71) – 数据政策和规范，

3.

数据问题和政策特别会议的最终报告(2020 年 2 月 11 至 13 日)

决定 7(EC-72)的附件
2020 年 9 月：草拟决议 42“全面更新 WMO 数据政策”的概念、结构和下一步行动

考虑到对各国为响应决议 2(EC-71)而执行决议 40(Cg-12)、决议 25(Cg-13)和决议 60(Cg-17)的做法
所做分析的结果，并将在即将举行的数据会议上予以公布，数据问题和政策研究组(SG-DIP)在拟议的更新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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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数据政策并将其合并为统一的单一数据政策决议方面进展良好。本文件总结了更新 WMO 数据政策
的理由，审查了新的数据政策决议草案的拟议结构，并概述了工作计划中的今后步骤。

基于为响应决议 56(Cg-18)和决议 2(EC-71)而召开的数据问题与政策特别会议(2020 年 2 月 11-13 日)
得出的结论，研究组正在努力编制统一的数据政策决议。该特别会议的结论是：为实现“WMO 战略计
划”设定的目标 - 基于地球系统方法，监测、理解和预测天气、气候和水，并为保证获得所需的大量数
据，需要全面更新 WMO 的数据政策。此外，SG-DIP 认为，WMO 可借助致力于通过一项通用、总体性
数据政策，而非像过去那样，借助一套按学科划分的独立决议，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为
此，SG-DIP 的建议是编制一项新的 WMO 总体数据政策决议，并将其提交 2021 年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
会(Cg(Ext)-21)审议。这项建议于 2020 年 5 月在 EC 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PAC-1）上提出并得
到了讨论，期间，PAC 对所采用的方法表示支持，并同意应着手编制这样一项新的数据政策决议草案。

决议 42 的概念和结构
在整个天气、气候和水价值链中，决议 42 特别关注那些必须(“基本数据”)或非常需要(“额外数据”)交
换的观测数据和派生的量化产品，以便各会员能够向其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天气、气候、与水相关的服务
和其他环境服务。
决议 42 借鉴了 WMO 关于天气、水和气候的三个核心数据政策决议(分别是决议 40、决议 25 和决议 60)
的要素，并借鉴了多年来针对这些决议及其实施的各种优缺点积累的经验。
与其前身决议 40 相比，决议 42 引入了以下新要素：
•

随着 WMO 职责的扩大和朝着地球系统监测与预测的推动力，新决议草案意在涵盖 WMO 所
有活动领域，因而囊括来自所有 WMO 相关领域和学科的数据；

•

认识到在 WMO 大会关于数据政策的决议中难以列入足够的细节，以使会员能够执行此类政
策，本决议文本呼吁随后尽可能将政策编入“WMO 技术规则”。

•

因此，关于那些数据集、变量、模型产品等属于不同领域中基本数据和额外数据类别的具体细
节，拟尽可能在“WMO 技术规则”的文本中提及。

•

认识到技术的快速变化和科学发展的速度，本决议文本呼吁对本政策定期审查，必要时予以更
新。

•

文本还包括要求基础设施委员会和秘书长分别提议、制定并实施各种制度，以监测会员对本决
议所述政策的遵守。

决议 42 的基础是众所周知来自决议 40 的序言、政策、规范和指导方针四部分结构。草拟的序言反映了当
前的政策背景，包括数据格局的急剧变化，以及对天气、水和气候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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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本草案重申“作为世界气象组织(WMO)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为满足不断增加的对其科技专长的需求，
WMO 承诺将不断扩大并加强对地球系统数据的免费和无限制的国际交换”。

在规范方面，当前的文本草案保持了将数据分为“基本”和“额外”两类的做法，“基本”数据属于免费
和无限制交换之列。文本还在附件 1 中进一步界定了七个（公认交叉的）学科/领域中构成“基本”数据的
准则：
1.

天气

2.

气候

3.

水文

4.

大气成分

5.

冰冻圈

6.

海洋

7.

空间天气

待草拟的其他附件将在研究（附件 2）、公私参与（附件 3）和术语与定义（附件 4）等领域为利益相关方
提供具体指导。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术语与定义将由一个分组进行审查和完善。
工作计划：今后步骤
研究组商定了决议 42 的基本结构后，成立了一个起草小组，以便为本决议定稿。在未来九个月内，研究组
将与逐步扩大的利益相关方团体磋商，继续审查、更新和完善本草案，旨在提出一个有效并获得广泛支持
的版本，供 Cg (Ext)-21 审批。今后的步骤包括：
•

将在 WMO 数据会议（2020 年 11 月 16 至 19 日）之前的四次筹备专题研讨会和三次利益
相关方磋商会中，以及其后在整个会议期间，分发经修订的草案内容，供利益相关方审查和发
表意见。

•

SG-DIP-2(2021 年 1 月)；将数据会议的意见纳入大会决议草案。

•

INFCOM-3(2021 年 2 月)；对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建议的审议。

•

PAC-3(2021 年 3 月)；对大会决议草案的最终调整。

•

EC-73(2021 年 4 月)；就本数据政策决议草案向 Cg-(Ext)21 提交的建议

•

Cg-(Ext)21；关于 WMO 数据政策的决议。

决定 8 (EC-72)
通过技术协调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执行理事会决定：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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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受技术协调委员会（TCC）主席的报告(EC-72/INF. 2.5(2))中所含的 TCC 关于向执行理事会第
七十二次届会(EC-72)提交有关技术和程序事项的决议的建议；

(2)

不经辩论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载有 TCC 建议的下列决议草案的文件：
•

决议 5 (EC-72) – 修订《技术规则》第二卷 –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WMO-No. 49)，

•

决议 6(EC-72) – 每日气候数据国际交换的试验阶段，

•

决议 9(EC-72) – 第十三届国际绝对日射表比对延期举行，

•

决议 10(EC-72) – WMO 区域培训中心（重新确认），

•

决议 12(EC-72) – Cg-18 和 EC-71 设立的非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决议 35(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设立了作为执行理事会常设机构的技
术协调委员会，将之作为执行理事会与本组织技术机构（各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其他相关机构）之
间以及这些机构与区域协会之间的双向接口，其任务（该决议的附录）包括提供必要的分析信息，以便为
EC 有关技术事项的决定提供信息。

决定 9(EC-72)
次区域尺度季节性客观预报和定制产品的业务化
执行理事会：

(1)

(2)

决定认同技术协调委员会有关次区域尺度季节性客观预报和定制产品的业务化和国家层面服务提供
的提案(INF.2.5(2))，见本决定的附件，并作为以下工作的基础：
(a)

指导次区域尺度业务化“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进一步开发，并支持国家层面的服务提供；

(b)

进一步编制规范性和规则性材料，以支持本提案的实施；

要求:
(a)

技术协调委员会为实施本提案确定所要开展的活动，以及 WMO 各机构和计划之间必要的协调
机制；

(b)

WMO 各区域协会及其应对气候问题的相关附属机构开展合作，参与实施进程，并协助收集用
户需求和制定资源调集路线图；

(c)

气候协调小组监督提案的实施，监测和管理进展，并定期向 EC 和执行伙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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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和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
委员会(服务委员会)为提案的实施提供技术协调；

(e)

研究理事会协助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业务规范，认识到“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的经验及其与
本项目的相关性，并不断确定和应对相关研究需求；

(f)

秘书长通过技术协调、能力发展和资源调集等手段，协助支持 WMO 区域气候中心(RCC)、区
域气候论坛(RCF23)和 NMHS 实施上述议案。

敦促:
(a)

RCC、RCC 网络和其他在全球范围内就区域气候论坛(RCF)开展合作的相关组织，积极促进
在各自区域内执行本提案；

(b)

WMO“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和“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协助获取所需的数据
集，并确保以适当的格式及时和定期向 RCC、RCF 和 NMHS 提供次季节和季节客观预报产
品；

邀请 WMO 会员支持附件中所列活动的实施。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定 16 (EC-68) –为 WMO 推动 GFCS 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2)

决定 18 (EC-69) –次季节和季节预报系统，

(3)

决议 20 (Cg-18) – WMO 促进气候信息和服务提供以支持政策和决策，

(4)

决议 7 (Cg-18) – 为第十八财期成立 WMO 技术委员会，

(5)

决议 58(Cg-18) – 未来综合无缝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合作框架，

(6)

决议 4 (EC-71) – 气候协调小组，

(7)

2020 年出版的《世界气象组织季节性客观预报业务规范指导原则》(WMO-No.1246)，

(8)

2020 年 6 月 4 至 5 日举行的气候协调小组 WMO 推进 GFCS 机制会议的结果，会议讨论并商定
了关于次区域尺度季节性客观预报和定制产品和国家层面服务提供的提案草案。

23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名称中省略“展望”一词，是为了容纳扩大的活动范围。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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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9(EC-72)的附件
次区域尺度季节性客观预报和定制产品的业务化及国家层面的服务提供
1.

说明

本项目旨在加强次区域尺度“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R)的业务化，以支持为应对国家级和次区域级优
先事项而提供的定制产品与服务。本项目将特别把重点放在各国对《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
中确定的优先部门，包括水、农业、减少灾害风险、能源和卫生。即使国家层面有足够的能力，采用次区
域方法生成气候信息仍是一项基本要求，因为众所周知，一个次区域中，许多国家共有一些常见气候驱动
因素，应当确保区域信息的优化及纳入国家和次国家级气候服务的方式的一致性。二十多年来，区域气候
展望论坛(RCOF)已成为促进和维护会员间在各自领域内展开合作的有效平台。在世界气象组织(WMO)及
其合作伙伴的一贯支持下，RCOF 已遍布全球，被公认为是整个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关键要素，对
CSIS 尤为如此。2017 年开展的“WMO 全球 RCOF 回顾”强调了有必要推进“下一代”RCOF 进程，包
括季节性客观预报技术的采纳。因此，其主要目的是促进 RCOF 从目前主观、基于共识的季节性展望生成
做法过渡到基于动力气候模型多模型集合的可追溯、可重现和可检验的季节性客观预测。本项目将进一步
加强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层面制作并提供定制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并应对国家和次区域级的优先需
求。这将通过加强 WMO 区域气候中心(RCC)和国家气象与水文部门(NMHS)的能力来实现，以：
(a)

在区域和国家两级获取、使用、检验、交流、分析并解析高质量、相关和熟练的概率季节预报；

(b)

与气候信息用户共同开发并共同设计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次区域尺度基于气候信息的定制产品和服
务，以支持敏感部门的决策。还需要共同开发并共同设计水文定制产品和服务，使气候模型能够应
对水文模型的信息需求；

(c)

在国家层面交流信息，并就基于概率季节预报的产品对用户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培训。

(d)

评估优先部门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项目利用了 WMO 先前的气候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9 年主持编写的《季节性客观预报业务规
范指导原则》中的建议。此外，本项目将努力扩展新的展望，以覆盖水文条件的信息，从而充分整合次区
域尺度气候和水资源展望。
为使季节预报有益于社会，需要确定并满足用户的需求。在本项目中，三个 RCOF 首先采用了系统实施季
节性客观预报的方法：覆盖东非的大非洲之角气候展望论坛(GHACOF)、覆盖西非苏达诺-撒哈拉次区域的
非洲苏达诺-撒哈拉气候展望论坛(PRESASS)和南亚气候展望论坛(SASCOF 24)。预计除了最初针对的三
个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外，还有望收集可用于热带地区的知识专长和经验教训，这些地区的数值模式
的可预测性相对较高，包括但不限于 CariCOF (加勒比)、WCSACOF(南美洲)、ASEANCOF(亚洲)、
PICOF(太平洋)、SARCOF(非洲)和 SWIOCOF(印度洋)，还有望生成各种能满足决策/利益相关方需求的
业务化产品。以下各节所述的项目组分将在四年内实施，有关各项活动的成果和负责实体的信息见表 1。
本项目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应对整个物理气候系统和更广泛的整个地球系统中日益明显的变化，其中许多
变化会导致不同时间尺度上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影响。这些变化是与以下方面的发展势头同步发生的：各
个空间尺度上的无缝 GDPFS 和地球系统建模和预测（从几日、几月、几季甚至是未来十年）；地球系统
监测能力的全面提高；季节性气候预测领域的科学进展。

有关 RCOF 及其领域的更多信息，参见 https://public.wmo.int/en/ourmandate/climate/regional-climate-outlook-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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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实体和功能涉及到了在次区域尺度实施 CSIS，并将季节性气候预报从全球层面降到区域和国家层
面。它们包括 WMO 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的组成部分，除其他功能外，这些组成部分将主要
在国家层面生成的历史观测数据同化到区域(如 RCC)和全球(如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GPC-LRF)实体，
这些实体又进而生成全球和区域产品，并向国家层面的业务推送(图 1)。国家和地方两级是通过利益相关方
互动确定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层级。为此，面临的挑战是要将 CSIS 的所有组分联系起来，支持完整的气候
服务价值链，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群体（如政府机构、农民、能源规划者和提供者、卫生主管部门、水资源
管理者）的具体需求。这就要求 WMO 会员整合其资源，采用标准化的良好做法，在区域内并与相关的全
球实体共享数据和知识，以便提供先进的气候服务。

图 1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业务化，重点在于支持国家层面服务提供的区域级方法
2.

重大变革的背景和必要性

目前，所有区域都有 RCOF(图 2)，它们是为具有共同气候驱动因素和一致的季节性气候变率的气候次区域
共同开发区域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并协助区域范围内用户互动的既定载体。此外，许多 RCOF 还考虑了
气候变化(包括极端事件和趋势)对最相关社会经济部门的潜在影响。RCOF 召集了国际、国家和区域气候
专家、部门用户和利害关系方的代表，以提供基于共识的气候预测。在大多数情况下，RCOF 由相关的
RCC 协调，极大促进了季节预报领域的区域合作和能力发展。
然而，在提供季节性气候展望方面，许多 RCOF 的现行做法存在一些缺陷，这包括：(1)主观、以共识为
基础的气候预测过程既不可追溯，也不能重现。(2)预报以固定的、一刀切的百分位概率格式打包，很少涉
及具体应用的要求；(3)预报一般不能以数字形式提供，因此，如果需要的话，也不能用于定量输入，以发
送到应用模型或决策支持工具中；(4)预报不能进行标准化核查和技能评估，因而预报质量模糊不明，且难
以进一步改进；(5)预报的准备需要大量人工活动，限制了预报更新的频率和产品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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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COF 及其领域的全球分布示意性描述，以及 WMO 参与的、由预算外资金资助的相关现行举措。
RCOF 的标签为黑色，项目的标签为棕色。
因此，RCOF 的业务规范迫切需要重大改变，“2017 年全球 RCOF 回顾”已为此就迈向新一代 RCOF 达
成了一致意见，这些意见包括：
(a)

将季节性气候客观预报纳入主流，作为 RCOF 产品的基础；

(b)

基于标准化业务规范的新方法，如扩大产品组合；

(c)

在国家层面，跟踪将季节性展望纳入决策过程的情况；

(d)

提高合作伙伴的参与度，以共同设计针对次区域内各国共同的、涉及优先部门的定制产品，并将
之业务化，从而通过 RCOF 进程，支持国家层面的服务提供；

(e)

组织“集中”培训研讨班，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与 RCOF 相关的能力发展工作。

3.

拟议行动

本项目将侧重于以 RCOF 为平台，(i)加强季节性客观预报的业务化，并(ii)为应对与特定用户群体相关的
变量和阈值提供定制预报产品。季节性客观预报方法要求首先确立相关领域的气候学，并对观测数据（包
括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台站元数据和信息系统(WIS)发现元数据）进行编目。此外，需要有
来自相关 GDPFS 中心的观测数据、模式输出和产品并使之易于获取，以在选择和评估最佳预报方案和模
式集合的基础上，协助制作业务化的季节性客观预报。
为开展上述行动，特提议以下八个具体、相互关联的组分，旨在产生新的针对用户的产出，并通过各次区
域的定期 RCOF 会议（RCOF 日历表见图 3）组织。这些组分有望在 WMO 大多数区域逐步实施。在实施
这些组分的过程中，WMO 将利用新成立的 INFCOM 和 SERCOM 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特别是世界
气候研究计划）、合作伙伴和合作组织的知识专长，并将借鉴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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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世界各地区域气候展望论坛日历表
组分 1 - 区域气候数据：本组分将力求提高区域气候协调中心的能力，以应对后报和预报检验的气候观测
数据需求，包括设定一个共同参照期，其中考虑到具体部门的影响，特别是与水文预报检验、区域优先事
项和跨界区域相关的因子（如关注的变量、时空尺度和关注的指标） - 通过建立为季节预报、检验和气候
监测的气候模型输出进行例行校准和偏差校正所需的、经质量控制的区域标准观测和准观测（如再分析和
基于卫星的估计）数据库。观测误差会对旨在纠正季节预报中全球模型对当地条件的系统性过高或过低估
计的偏差校正和校准过程产生不利影响，并因此可能会给经校准的季节预报带来其他误差（见下文组分
4）。本组分还将促进用于传输实时观测数据（包括 WIGOS 和 WIS 元数据）的能力建设和技术，这些数
据通常是根据 WMO《高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https://library.wmo.int/）和相关指导原
则获得的。
组分 2 - 全球预报数据的获取：本组分将涉及 RCC 和 NMHS 的能力需求、长期预报的使用和解析、模型
性能评估，包括提高对气候变异和可预测性的理解。本组分将与 WMO 长期预报多模型集合牵头中心
（LC-LRFMME）、全球制作中心-长期预报及其他制作和分发全球季节预报的业务伙伴（包括亚太气候中
心（APCC）、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C3S）和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RI））密切合作。
组分 3 - 全球模式的评估和筛选：本组分将侧重于提高 RCC 和 NMHS 在区域和国家两级选择能代表相关
区域的适当技能、用于季节性集合预测的模型的能力。它还将参照组分 6，协助制定检验标准，完善对区
域和国家两级可预测性来源的理解，并评估其在模型中的代表性。目前，各全球业务预测中心使用最先进
的海洋-大气耦合环流模型(CGCM)，以生成基于多模型集合的季节预报，通常可预报未来 6-12 个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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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预报模式的筛选是区域一级季节预报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步骤。WMO 多模式集合长期预报牵头中心中的
所有 13 个模型都可以在初选过程中考虑，但这种选择会根据区域一级的业务限制和模型性能而变化。对在
同一个后报期内算出的客观检验分值进行比对，可深入了解可用于模型筛选过程的不同系统的质量。显
然，需要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对模型各自模拟气候变异过程的能力进行诊断。为便于使用多模型集合，需
要设计一个与优先区域内的优先部门相关的共同、低复杂性、对下游用户具有最大影响的基础。本组分还
将通过考虑与下游产品中客观预报的使用相关的问题，探讨如何选择最佳模型。
组分 4 - 区域校准和偏差校正：本组分将涉及用于校正动力季节预报系统的系统误差和导出有用的区域气
候信息的方法学手段。动力季节预报系统中使用的 GCM 提供了具体而复杂的地球气候过程的代表性，同
时显示出了与观测到的气候特性相关的系统性差异。根据一系列配对的后报（或实时预报）和观测数据来
估计预报系统质量措施的过程称为检验。将 GCM 的输出与观测值进行比对，可深入了解气候模型中各种
过程的不足和表现方式。厘清跨不同区域气候体系的模型中系统误差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提高全球气候
预测的可信度至关重要。因此，调整 GCM 的运行状态，使之与观测到的气候运行状态相匹配，是解决系
统误差的常用方法，被称为“偏差校正”或“校准”。这项技术是否有用取决于地点和预报提前期。还需
要考虑将水文专业知识纳入共同设计中，利用最佳做法开发季节性气候和季节性水文预测指导原则。
组分 5 - 区域气候展望声明：本组分将侧重于对区域气候展望声明（这是所有 RCOF 的旗舰产品）的标准
化。季节性预报的可靠性/技能因区域和季节而异，给用户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良好的沟通是在现实世界环
境中理解和应用这些预报的关键因素。应始终强调季节预报的概率性质，并应始终将预报技能当作预报产
品的一部分进行交流。
组分 6 - 定制的季节性预测产品：本组分将侧重于加强 RCC 和 NMHS 与部门专家密切合作、生成并解析
季节性预测定制产品的能力，以及支持利益相关方使用定制信息的能力。定制信息包括对特定利益相关群
体最感兴趣的特定变量（如植被、土壤湿度、风速、水库流入量等）的预测，以及超出这些变量的关键阈
值的概率。制定可用于 RCC 和 NMHS 的、定制的、针对部门的预报是与全球制作中心-长期预报和各部门
合作伙伴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积极开展研究合作的主题。组分 6 对于向组分 3 及之后的其他组分提供信息而
言是至关重要的。
组分 7 - 预报时间表和更新：本组分将涉及在为决策支持的背景而定制的固定业务时间表上，对季节性预
测进行定期更新。用户必须能及时收到季节预报，以便为决策过程提供信息。在关键气候敏感型决定做出
之后才收到的预报已毫无用处。大多数 RCOF 会议都是在目标季节之前举行的，通常会制作该季的首个预
报。随着季节的推移和新的全球预报在该季出现，RCC 和 NMHS 需要定期发布更新，至少每月一次。
GDPFS 要求全球制作中心-长期预报遵守固定的预报制作和分发周期。为了积极推进季节预报的应用，
RCC 和 NMHS 需要与相关利益相关方共同设计，将预报时间表和更新纳入气候服务。采取能使季节性客
观预报和相关定制产品的生成过程业务化和自动化的步骤，将能减轻生成预报所需的工作，从而在整个季
节中有更多次更新。
组分 8 - 质量管理：本组分将侧重于为保证质量而实施恰当的质量管理机制，并定期评估和升级区域季节
预报系统。
项目的总体设计还旨在利用重点次区域内 RCOF 指导委员会成员的知识专长和支持，包括：
(a)

PRESASS(西非)：Seydou TRAORE (AGRHYMET)、Abdou ALI (AGRHYMET)、Seydou
TINNI HALIDOU (AGRHYMET)、Ousmane NDIAYE (ANACIM，塞内加尔)、Andre KAMGA
(ACMAD)、Jean-Pierre CERON (前 WMO 技术委员会专家)；

(b)

SASCOF(南亚)：Sivananda PAI (RCC Pune)、Madhavan RAJEEVAN (MoES，印度)、
Shiromani JAYAWARDEN (DoM，斯里兰卡)、Rupa Kumar KOLLI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IITM, Pune)、G. SRINIVASAN (区域综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Richard GRAHAM (英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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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Andrew COLMAN (英国气象局)、Tamara JANES (英国气象局)、Francis COLLEDGE
(英国气象局)；
(c)

GHACOF(东非)：Atheru Zachary(ICPAC)、Zewdu SEGELE(ICPAC)、Phillip OMONDI
(ICPAC)、Joseph MUTEMI (ICPAC)、Richard GRAHAM (英国气象局)

4.

管理安排和资源

气候协调小组(CCP)将在 WMO 秘书处的支持下，对项目实施进行总体协调。CCP 的职责和成员资格将使
其能够单独或共同召集“WMO 推进 GFCS 的机制”的成员（在区域协会气候与水文工作组支持下的区域
协会主席、技术委员会官员和 WMO 各中心的代表）和 WMO 合作伙伴，以协调这项工作。
CCP 将与 GFCS/PAC 成员接洽，协助营造必要的有利环境，应对气候服务提供者与水、农业、DRR、卫
生、能源技术实体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叉需求。WMO 区域协会和组成机构将协助参与特定次区域和国
家集团的规划和实施机构之间的技术和行政安排。
为纳入水文因素，水文协调小组（HCP）将提供综合了用户需求与性能基准的规格，展示优先区域（即
GHACOF/非洲（维多利亚湖流域）和 SASCOF（恒河-雅鲁藏布江-梅格纳河流域））的效益。本项目与
梅格纳河和维多利亚湖河流流域的 HydroSOS 试点一起，有可能扩大这些优先区域的 RCOF 的范围，使
之包括相关的国家水文机构，以及一些可通过全会和特定领域的跨界讨论实现社会化的会议。
提案的成功实施将需要两个技术委员会之间和与研究委员会的合作，以及每个技术委员会内各机构之间的
合作，上述合作将由技术协调委员会监督。这些实体的主要投入将包括：
(a) 向区域级进程(区域协会会议和机构)以及各区域和次区域内 NMHS、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气候论坛
的运行提供指导和其他科技投入；
(b) 将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业务规范纳入 WMO 技术规则；
(c) 根据需要进一步编制规范性材料，以提供更多的指导，满足通过项目确定的需求。
次区域和国家层面活动的财务资源将从现有预算外项目(如有)中提取(见图 2)。支持本项目的规范性和监管
性职能以及协调所需的财务资源将从将下拨到 WMO 2020-2023 年业务计划中相关产出的 WMO 经常预
算中提取。
此外，还需要一名借调的项目经理（PM），常驻 WMO 秘书处，或由自愿捐款资助，或由一个会员指派，
在其各自的机构所在地管理本项目。该 PM 将全面负责协调所有拟议的任务，监测进展情况，以确保任务
的进度和按时完成。为此，该 PM 将在服务司主管气候的副司长的全面监督下，与 WMO 服务、基础设
施、科学与创新、和会员服务司的相关单位保持定期联系和沟通。
将通过 WMO 区域气候中心在参与的 RCOF 次区域通过关于九个成果领域的 28 个项目产出现状的报告提
交的信息，监测次区域尺度的执行进展（见表 1，其中列出了项目成果和相关产出，以及有望投入各项目
的实体和合作伙伴）。关于各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WMO 和共同主办的计划、以及参与的伙伴组织
所供支持的进展报告，将与它们如表 1 所列的贡献相关联，并与那些产出保持一致。将从支持各次区域执
行的预算外项目（若有）的进度报告中摘取其他进度报告。最后，WMO 秘书处将报告 WMO 运行计划相
关产出的交付情况，如 1.2.4 通过 WIS 和 GDPFS 业务化的全球-区域-国家-区域-全球与 GFCS 相关的数
据和产品的交换，1.2.6 多时间尺度的定制化决策支持产品，持续监测用户成果和反馈，1.3.9 区域水文
论坛等（如 1.2.1、1.2.2、1.2.5、1.2.7-14、1.2.16、1.3.3-6 和 1.4.13-14）。这些信息将由秘书
处汇编、整理，并由 CCP 和“WMO 推进 GFCS 的机制”进行审查，作为其总体协调职能的组成部分。
为充分利用现有的“WMO 推进 GFCS 的机制”和气候协调组，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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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供有效的技术援助，以支持季节性客观预报，包括通过向技术协调委员会(TCC)提供咨询意见，
将两个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水文协调小组等其他机构的各种技术力量集中起来；
b) 将这些技术性机构的工作纳入这些动态、持续的区域进程中；
c) 将 WMO 在这方面的工作与 GFCS PAC 和其他伙伴组织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也属于气候协调组的
任务。

114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表 1-项目绩效指标框架，包括成果、产出和拟议支持
产出

组织机构/次级结构

WMO 秘书处技术部门

项目合作伙伴

服务/CMP/RCP、基础设施
/WIS、科学与创新、会员服务

哥白尼、美国国家海
洋大气局-国家环境信
息中心、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国际地
球大气环流重建项
目、法国气象局、英
国气象局、（东英吉
利大学）气候研究小
组、荷兰皇家气象
局、澳大利亚气象
局、国际环境数据拯
救组织，

服务/CMP、服务/RCP、基础
设施、会员服务与发展司

哥白尼、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美国国
家海洋大气局-国家环
境信息中心、AARE、
法国气象局、英国气
象局、澳大利亚气象
局、国际环境数据拯
救组织、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所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服务/CMP/RCP、

荷兰皇家气象局、

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

基础设施、科学与创新

德国气象局

成果 1：为日常气候模型校准、检验和气候监测建立了区域标准观测和准观测数据库
1.1 从当前及以往观测得出的历史数据和产品得到了拯救和数字化，
并可通过 WIS 发现、获取和交换。

•

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

•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

区域协会气候服务工作组；

•

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
测量、可追溯性和仪器常设委员会

1.2 国家层面开展的所有观测都纳入了国家和区域数据库，并纳入了
气候数据管理系统(CDMS)

1.3 实施了定制的区域基准观测数据库：RCC 和 NMHS 工作人员接
受了关于使用、获取、交换和质量控制标准区域观测数据集（包括再
分析和混合分析产品）的培训，以支持在区域和国家两级提供季节性
客观预报

研究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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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B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国家环境预测中心
哥白尼计划
西班牙洛维拉·依维尔
基里大学
英国雷丁大学

研究理事会，
1.4 关于建立区域基准数据库的路线图：将观测数据库评估用于编目
区域气候变率及其驱动因素，包括再分析和混合分析产品。文件应确
定 RCC 和 NMHS 提供季节性客观预报所需的产品和业务化领域，并
设立基准期

科学与创新、服务/RCP、基础
设施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哥白尼、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所、法国气
象局、英国气象局、
澳大利亚气象局、美
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基础设施、S/RCP、科学与创
新、会员服务与发展司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美国国
家海洋大气局、法国
气象局、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所、全球制
作中心-长期预报（北
京、巴西气候研究与
气象预报中心、欧洲
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埃克塞特、墨尔本、
蒙特利尔、莫斯科、
奥芬巴赫、比勒陀利
亚、首尔、东京、图
卢兹、华盛顿）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
区域协会、气候事务工作组

成果 2：加强了 RCC 和 NMHS 的客观 LRF（长期预报）能力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加工常设委员
会；
研究理事会；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2.1 获取长期预报：NMHS 员工接受了培训，以获取和使用来自
WMO 多模式集合长期预报牵头中心的长期预报和其他动力长期预报产
品，包括这些经过 RCC 改进的产品

信息管理与技术常设委员会；
区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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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事会；

科学与创新、服务/RCP/CMP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2.2 了解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的驱动因素：NMHS 工作人员接受了关
于区域气候驱动因素的诊断和季节预报的物理基础的培训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非洲天气和气候信息
服务计划、英国气象
局、美国国家海洋大
气局、法国气象局、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
所、区域综合多灾种
早期预警系统
澳大利亚气象局

研究理事会；

科学与创新、服务/RC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区域综
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美国国家海洋大
气局、法国气象局、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
所、牵头中心-集合预
报系统检验（东
京）、牵头中心-长期
预报检验（墨尔本和
蒙特利尔）

科学与创新、基础设施、服务
/RC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美国国
家海洋大气局、法国
气象局、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所

科学与创新、基础设施、
S/RC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美国国
家海洋大气局、法国
气象局、国际气候与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2.3 评估本区域的模式表现、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来源：考虑到多模式
集合预报选项的范围，RCC 和 NMHS 工作人员接受了关于评估模式捕
捉相关气候过程/特征的能力以及选择最适合本区域的模型的培训

2.4 校准：RCC 和 NMHS 工作人员接受了关于选择多模式集合
(MME)季节预报方法要求的所有后处理步骤的培训，包括偏差校正和
校准

2.5 概率季节预报：RCC 和 NMHS 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关于解析和强
调季节预报概率性的培训

研究理事会；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加工常设委员
会；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117

社会研究所、韩国气
象厅
科学与创新、基础设施、
S/RC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美国国
家海洋大气局、法国
气象局、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所

研究理事会；

科学与创新、S/RCP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服务/CM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区域综
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法国气象局、国
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

3.1 基于模式表现的模式集合（子集）的细化；

研究理事会；

科学与创新、

3.2 潜在预测能力区域优化方法的确定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服务/RCP、

3.3 理解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可预测性来源以及其在模式中的代表性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
会；

基础设施

2.6 预报检验：除了通过季节预报系统的模式建立平均预报技能外，
RCC 和 NMHS 的工作人员还接受了关于实时预报检验的培训

2.7 区域优化后输入的国家产品的降尺度和生成：RCC 和 NMHS 的
工作人员接受了关于如何在应用统计降尺度技术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区
域和局地气候的培训，包括气候可预测性工具(CPT)等相关软件工具

成果 3：建立了用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季节性集合预报的模式子集

3.4 提供季节预报以及模式历史表现，包括可靠性和技能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区域综
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法国气象局、国
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

综合能源服务研究组

3.5 通过 WIS 和 GDPS 协助了全球-区域-国家数据交换或季节性集
合预报
成果 4：确定了用于区域季节预报的校准和降尺度方法
研究理事会；
4.1 使用和定制用于偏差校正、校准和降尺度的方法/工具；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4.2 评估区域季节预报的降尺度方法（包括差距和附加值），并评估
通过简单使用选定的最佳多模式集合的原始输出获得的效益

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综合能源服务研究组

服务/RCP、服务/HWR、科学
与创新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英国气象局、区域综
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法国气象局、国
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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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5：对区域气候展望声明进行了标准化
农业服务常设委员会；

服务/RCP、服务/ACS、会员
服务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哥白尼

S/ACS、S/RCP、S/HWR、
会员服务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哥白尼、教科文组
织、世卫组织、粮农
组织、世界能源和气
象理事会、全球能源
互连网发展合作组
织、联合国减少灾害
风险办公室、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S/ACS、S/RCP、S/ACS、
S/CMP、S/HWR、基础设施

英国气象局、美国国
家海洋大气局、法国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5.1 反馈机制的开发；
共同开发和共同设计传播和宣传材料，包括概率性季节预报和相关不
确定性

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
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和公共服务常设委员会；
卫生健康综合服务研究组；
综合能源服务研究组；
综合城市服务研究组；

成果 6：高优先级定制产品在国家层面得到了提供了例行提供
6.1 加强了 NMHS 结合行业专家的投入，生成并解析定制季节预报
产品的能力；
6.2 加强了 NMHS 定期召开并协调国家气候论坛(NCF)的能力，将
其作为用户参与交流季节预报和共同设计用户定制产品的主要机制

农业服务常设委员会；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
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和公共服务常设委员会；

6.3 通过面向用户的研讨会，确定用户相关的数据需求和气候阈值；

卫生健康综合服务研究组；
综合城市服务研究组；

6.4 共同制作水、农业、卫生、能源和减少灾害风险等部门的定制决
策支持产品

区域协会；综合能源服务研究组

成果 7：在区域和国家两级实现了气候展望的每月更新
7.1，定期更新针对决策支持环境定制的每月预测；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加工常设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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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服务常设委员会；

气象局、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所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
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和公共服务常设委员会；
卫生健康综合服务研究组；
综合城市服务研究组；
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
区域协会；综合能源服务研究组
成果 8：建立了检验和升级机制
8.1 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
8.2 运行和风险的文件记录
8.3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建立标准运行程序，并建立年度现状报告系
统，以协助监测和评估以及根据经验进行所需的修改/加强。

应用地球系统模拟和预测数据加工常设委员
会；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

S/RCP、基础设施

英国气象局、美国国
家海洋大气局、法国
气象局、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所

决定 10 (EC-72)
综合卫生服务研究组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注意到《WHO-WMO 卫生、环境和气候科学促进服务总规划》，包括 WHO 为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
架的卫生范例、WHO-WMO 气候与卫生联合办公室、以及全球大气监视网下活动的联合实施所给予
的领导和资源；

(2)

根据《总则》第 142 条和《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5.4.6(b)，(《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2019 年版
(WMO-No.1240))，在 EC-73 上审议研究组关于这些活动的建议，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

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安排(1952 年)；

•

决议 33 (Cg-18) –推进综合卫生服务，通过实施为期五年的 WHO-WMO 卫生、环境和气候科学促
进服务总规划；

•

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气候、环境和卫生的合作框架(2018 年)；

•

决议 1(SERCOM-1) - 附件 G，综合卫生服务研究组；

•

技术协调委员会的建议，见委员会主席提交执行理事会的报告(EC-72/INF. 2.5(2))。

决定 11 (EC-72)
逐步扩大有效的伙伴关系以及 WMO 发展项目的范围、规模和进展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a)

加快执行“决议 74 (Cg-18) - 缩小能力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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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水文气象发展联盟和创建 WMO 国家支助倡议相
关，有望利用 WMO 会员广博的知识和专长，以结构化和高效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以及发展伙伴提供 WMO 咨询服务；

(b)

继续发展“系统性观测融资机制”，向那些否则将无法以可持续方式遵守 Cg-18 批准的“全
球基本观测网络”概念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希望在 UNFCCC COP26 上宣布设立该
机制；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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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为区域办事处和代表处参与 WMO 加强发展中国家会员能力的项目制定适当的指导原则，
推进在区域一级促进系统性方法的工作；

(d)

推进改进新的 WMO 全系统平台的用户友好性，推进其开发和实施，以便提供高质量和及时的
数据，支持“国家水文气象诊断”、“WMO 国家支持举措”和“水文气象发展联盟”，使其
能够作为评估会员能力的有效工具，并协助 WMO 会员和合作伙伴进行规划、监测、宣传、项
目开发和提供投资信息；

(e)

与“水文气象发展联盟”的成员合作，推进“国家水文气象诊断”的制定和实施，将其作为
NMHS 对各成员的能力和绩效提供同行审查评估的工具和方法，并重点指出重大不足，以向
发展项目相关投资提供信息和指导。

(f)

将关于 WMO 秘书处实施的未来发展项目的范围和规模的决定建立在需要通过对当前方法的相
关性、有效性、效率和信用风险的独立评估提供信息的战略基础上。

要求会员：
(a)

通过及时提供相关数据，加强信息收集和共享，支持 WMO 全系统平台的成功实施，将其作为
为了评估会员能力、规划、提供投资信息和指导 WMO 政策与战略发展而收集所需数据的可用
工具；

(b)

确定并吸引能够向 WMO 全系统平台提供相关数据和信息的国家级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

(c)

支持进一步开发“国家水文气象诊断”工具，并通过“国家支助倡议”提供同行支持；

(d)

定期向 WMO 秘书长反馈，以不断改善 WMO 全系统平台，使其成为信息收集和共享的可用
工具；

作为全面审查区域协会活动和工作机制的一部分，要求区域协会主席：
(a)

积极推动进一步制定和实施 WMO 旨在加强发展中会员能力的各项举措，包括“水文气象发展
联盟”、“WMO 国家支助倡议”、“国家水文气象诊断”、“系统性观测融资机制”、
CREWS 倡议、“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自愿合作计划”和 WMO 秘书处实施的项目；

(b)

与其他相关机构和秘书处合作，促进“国家水文气象诊断”的发展，使“国家水文气象诊断”
通过其同行审查过程，对每个会员获得的能力和业绩进行客观评估，并按“决议 6(Cg-18) WMO 区域协会”的要求，重点指出需要解决的重大不足。

(c)

促进并支持所有相关举措之间的协调和协同作用，以使会员利益最大化。

(d)

寻求参与和与相关区域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的创新方式，并通过应对会员差距的项目和计划，提
高 NMHS 工作的知名度并加大对其工作的支持；

要求能力发展小组：
(a)

在审查“WMO 能力发展战略”时，确定 WMO 所有旨在加强发展中会员能力的举措之间的机
会和互补性；

(b)

制定适当的指导方针，支持执行 WMO 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会员能力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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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

支持对 WMO 秘书处实施的项目进行独立评估；

要求秘书长：
(a)

向会员提供有关使用 WMO 开发的“气候合理性方法论”的培训，以便为强有力的气候分析和
变化理论提供科学基础，从而有能力制定由绿色气候基金(GCF)或任何其他资助机制资助的可
行项目；

(b)

继续为全面实施 WMO 全系统平台提供支持；考虑到会员们关于改进平台的建议，使其更实
用、更易于使用；

(c)

根据“决议 74 (Cg-18) - 缩小能力差距：缩小能力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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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的行动和治理结构，建立“国家支助倡
议”，并完成“国家水文气象诊断”的制定和实施；作为紧急事项；

(d)

与“水文气象发展联盟”和其他发展伙伴合作，牵头开发“系统性观测融资机制”，并向
2021 年特别大会报告其发展状况；

(e)

指导区域办事处和代表办事处参与 WMO 加强发展中国家会员能力的举措；

(f)

为支持能力发展小组的工作，委托进行一次独立的外部评估，以评价 WMO 秘书处实施项目的
现行方法，并根据评估结果，就 WMO 项目的未来范围和规模制定一项战略，供 2021 年世
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批准；

(g)

提请所有相关机构关注本决定草案。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1 (Cg-18) – WMO 战略计划，

(2)

决议 6 (Cg-18) – WMO 区域协会，

(3)

决议 11 (Cg-18) –WMO 改革—下一阶段，

(4)

决议 34 (Cg-18) –全球基本观测网络(GBON)，

(5)

决议 69 (Cg-18) –关于 WMO 区域办公室和代表处的角色和运作的指导原则，

(6)

决议 70 (Cg-18) –国家概况数据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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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决议 79 (Cg-18) –开放式协商平台“下一代天气和气候智能的伙伴关系和创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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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决议 7 (EC-71) – 能力发展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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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决议 11 (EC-71) –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

(12)

决定 12(EC-72) – 关于修改 WMO 能力发展战略的建议，

(13)

气候问题在全球议程上十分突出，其推动因素包括旨在限制全球气温上升，增强适应能力和复原力
的“巴黎协定”；旨在大幅降低灾害风险和损失的“仙台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包括采
取紧急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增进与天气、水和气候敏感部门相关的诸多气候敏感型发展成果，
从而增加涉及气候适应、气候复原力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投资和组合，特别是与“多灾种预警系统”
有关的部分，

(14)

目前由 WMO 预算外资金资助的支持会员的项目组合总额近 1 亿美元。需要加以协调，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 WMO 预算外项目组合的效力和效益，从而调动各行为体的投资和干预。要以可持续的方
式应对能力差距，需要来自公共、私营、学术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伙伴关系
和参与，

(15)

WMO 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气候风险预警系统(CROWS)倡议、水文气象发展联盟、
国家支助倡议(CSI)、系统观测筹资机制(SOFF)、开放协商论坛等伙伴关系，应对有关天气、
水、气候和相关环境服务能力差距的决心和努力。作为执行 WMO 预算外项目组合的一分子，会员
在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发展方面的作用和参与很重要，

(16)

“WMO 改革 - 下一阶段”的精神，呼吁全面审查 WMO 区域概念和方法，以加强区域协会的作用
并提高其效力，

(17)

WMO 区域办公室和代表处可以在促进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区域一级积极与联合国开发
系统、联合国驻地协调员接触，并与发展伙伴和相关区域机构密切合作，以提高 WMO 和区域内会
员的工作和优先事项的知名度，促进制定和实施由区域资助支持的计划和项目，

(18)

为确保来自 WMO 附属机构的有效支持，WMO 秘书处、伙伴机构和会员需要有能力生成及时和高
质量的数据和统计值，以此作为定期评估各国在既定战略优先事项方面所取进展的基础，并确定在
可持续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服务的能力发展和投资方面的差距和要求，

(19)

WMO 区域办公和代表处在促进更新会员国概况和监测会员能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0)

国家概况数据库是作为信息储存库开发的，供所有会员、合作伙伴和更广泛的 WMO 全系统访问，
并过渡到 WMO 全系统平台，提供增强的数据收集、可视化、分发、存储功能，这将有助于评估会
员的能力、战略规划、决策、监测和评估，并协助调集资源。

决定 12 (EC-72)

关于修订 WMO 能力发展战略的建议
（包括技术协调委员会拟议的修改）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要求 EC 能力发展专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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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与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WMO-IOC 联合协作理事会、区域协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协
调，审查 2015 年《WMO 能力发展战略》(WMO-No. 1133)，同时考虑到 WMO 改革、区
域优先事项、新需求和提供或支持方面的趋势；

(b)

考虑到“WMO 全系统平台”的信息协调与合作作用，以更好地了解 NMHS 在所有服务提供
领域中的能力发展需求；

(c)

确保该战略考虑到 WMO 各区域培训中心、WMO 各培训伙伴和 WMO 各专业中心能够加大其
对能力发展倡议的支持和有关 COVID-19 效应的手段；

(d)

增选来自 WMO 和各发展伙伴的其他专家，以支持其活动；

(e)

努力完成此项工作，并拟就一份报告，供 EC-74 审议；

(f)

在其实施中考虑到水文气象联盟、CSI、SOFF 倡议的概念；

(g)

鼓励培训机构酌情兼顾在线培训。

邀请各会员：
(a)

继续支持 WMO 的所有能力发展倡议；

(b)

使其相关专家和机构有能力为 WMO 的能力发展活动做出贡献；

(c)

利用财务和实物资源，支持能力发展活动。

要求秘书长协助本小组协调其工作，特别是与 UN 机构和发展伙伴的协调。

(更多信息参见 EC-72/INF. 2.5(2))。
_____________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7 (EC-71) – 能力发展小组，

(2)

EC-72/INF. 2.5(2)所载技术协调委员会关于协调能力发展方法的建议，以此作为指导 EC 能力发
展小组工作的基础。

决定 13(EC-72)
发展并保持核心能力与技术专长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要求 EC 能力发展专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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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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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 WMO 区域培训中心、秘书处和 WMO 教育与培训伙伴为选定的教育培训举措的影响评估
程序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通过评估其对会员的价值，确保教育培训举措的持续改进；

(b)

对 WMO 区域培训中心和其他 WMO 教育与培训合作伙伴的机制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以确
保并记录其课程与在《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建议规范中所概述
的有关实施 WMO 基本教学套件(BIP)和胜任力框架的 WMO 标准的合规程度，这些标准在
《气象和水文教育培训标准实施指南》第一卷-气象(WMO-No.1083)和《WMO 胜任力框架
纲要》(WMO-No.1209)中有进一步详述；

(c)

审查“WMO 全球学校”举措的成果，并对进一步实现其目标的其他成果和方法提出建议；

(d)

通过评估专家小组提出的修订建议和会员评论中对这些建议的意见，最终确定审查“气象人员
基本教学套件”（BIP-M）和“气象技术人员基本教学套件”（BIP-MT）的流程，并提交
Cg-19 批准；

(e)

审查 WMO 能力框架并确定相关差距，同时考虑到 WMO 改革，包括环境监测方面的能力。

要求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
(a)

通过参与 BIP-M 和 BIP-MT 修订提案的专家审查，并就这些提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完成
BIP-M 和 BIP-MT 的修订；

(b)

要求包括 WMO 区域培训中心在内的区域培训机构记录其课程与在《技术规则》(WMONo.49)中所概述的有关实施 WMO 基本教学套件(BIP)和胜任力框架的 WMO 标准的合规程
度；

(c)

参与提供所需的技术专长和咨询意见(在 SC-MMO 的指导下)以及区域援助，以协助并支持
“加强海洋天气预报服务”课程，从而为参与者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邀请各会员：
(a)

通过要求培训活动参与者及其主管的合作，为培训后评估活动提供所需的投入，从而促进培训
影响评估；

(b)

要求培训机构在提供旨在应对 WMO 资格和胜任力框架的课程时，提供其工作人员的文档；

(c)

通过参与 BIP-M 和 BIP-MT 修订提案的专家审查，并就这些提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完成
BIP-M 和 BIP-MT 的修订；

(d)

利用“机构信息”/第 3 部分-质量管理，通过“全系统平台”，报告在其机构内就 WMO 胜
任力框架开展的能力评估；

(e)

通过调集资源共同努力，确保海洋气象能力发展举措的成功实施；

(f)

提供更多利用远程学习的机会，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挑战和预算挑战，积极利用
WMO 全球校园倡议带来的效益。

要求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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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继续促进 WMO RTC 和 WMO 教育培训合作机构酌情参与 WMO 区域和国家级的能力发展举
措；

(b)

对 WMO 会员进行调查，以了解其今后 1 至 2 年培训需求的优先顺序，并确定其在国家层面
纳入在线培训的能力；支持 WMO RTC 和 WMO 教育培训合作机构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协调远
程学习举措；

(c)

对 WMO RTC 和合作机构提供在线培训的能力（其需求因疫情在不断加大）进行调查，并确
定需要哪些资源来支持继续培训；

(d)

支持并加大关注 WMO RTC 网络和 WMO 教育和培训合作机构在协调区域、非区域和国家活
动中的远程学习举措方面的效率，作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病和预算挑战的方法；

(e)

加快 WMO 全球校园倡议的工作，以支持提供在线培训，在国家预算有限和国际旅行受
COVID-19 大流行病影响期间，这一点变得日益重要；

(f)

协助 WMO RTC 和教育培训合作机构促进 NMHS 领导和管理层面的能力发展；

(g)

进一步巩固当前协调教育培训举措的综合办法，以支持 WMO 的能力发展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决议 71 (Cg-18) - 教育培训计划和提供机制，决议 73 (Cg-18) - 加强会员的服务提供能力，决
议 7 (EC-71) - EC 能力发展小组，

(2)

决议 32(EC-70) - 审议气象科学人员基础指导教程(BIP-M)及气象技术人员基础指导教程(BIPMT)计划；决议 15(EC-66) - 执行理事会认定和再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决议 70 (Cg18) - 国家概况数据库；

(3)

认识到了服务提供方面的差距，如上几次调查：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人力资源状况 - ETR-No.21 所
示；WMO 国家海洋和沿海服务调查(2018 年) - 见决议 29 (Cg-18) - 加强海洋和沿海服务；沿海
洪水示范预报项目(2018)的评估 - 见决议 15 (Cg-18) –加强各种洪水类型和灾害性天气易发地区
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WMO 2018 年城市调查的结果；服务提供调查(2015)，以及 20162017 年全球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成果，AeM 系列 No.1,

(4)

WMO 区域培训中心外部评估报告，认识到对《技术规则》(WMO-No.49)、《气象和水文教育培训
标准实施指南》(WMO-No.1083)和《WMO 胜任力框架纲要》(WMO-No.1209)中描述的标准未
能或有限合规，

(5)

在 WMO 教育培训办公室和海洋服务处的协调下，成功开发了首次海洋服务能力发展课程“加强海
洋天气预报服务”，并计划在五年内向 70%以上的会员推出，并于 2020 年 3 月为三区协和四区协
内西班牙语会员成功开课。

(6)

收到了五区协 SID 及四区协英语会员关于尽快开办“加强海洋天气预报服务”课程的要求，

(7)

需要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海洋服务和资源领域的能力，

(8)

需要优先考虑那些海洋环境在国家管辖的领土中占最大比例、且海洋部门对生计、粮食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有重大贡献的 SIDS，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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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就秘书处开展教育培训活动的综合方法采取了创新手段，包括通过一系列领导力和管理计划
在 NMHS 管理层面进行的能力建设。

决定 14(EC-72)
国际气象组织（IMO）奖及其他奖项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将第六十五届“IMO 奖”授予 David Grimes 先生(加拿大)；

(2)

邀请 David Grimes 先生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次届会上做科学讲座；

(3)

将 2020 年“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 B. Rohith 博士 (二区协)，其论文题为“受马
登－朱利安振荡驱动的热带印度洋全流域海平面连贯性”（B. Rohith 等人），发表在《自然
通讯》，2019，10（1），1257；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9-09243-5；

(4)

(5)

注意到 Jhordanne J.P.Jones 女士（四区协）的论文“北大西洋热带气旋频率的统计降尺度
和加勒比低空急流在温暖气候中的放大作用”的重要性；
批准附录中给出的授予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的最新指导原则。

详见本决定的附录。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EC-67）根据 WMO 各技术委员会先前的结构，通
过了授予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的上一版“指导原则”。新的组成机构结构迫切要求更新该“指导原
则”。更新内容主要涉及将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主席的相关责任移交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技术委
员会(INFCOM)主席以及 INFCOM 测量、仪器和追溯性常设委员会主席。

决定 14(EC-72)的附录

颁发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的指导原则
1.

宗旨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仪器和观测方法优秀研究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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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仪器和观测方法优秀研究论文奖”的宗旨是鼓励开展仪器和观测方法领域的研究
并激发人们的兴趣，从而为 WMO 的各项计划提供支持。

颁奖标准
该奖项应授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优秀论文、或已成功答辩的博士论文摘要，着眼点为：
(a)

选题的重要性；

(b)

思路和方法的新颖性；

(c)

所得结论对 WMO 各项计划的价值。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发展中国家仪器和观测方法开发和实施奖

2.
宗旨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发展中国家仪器和观测方法开发和实施奖”的宗旨是鼓励和促进在发展中国家开
展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仪器和观测方法方面的能力开发。
颁奖标准
奖项应授予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优秀论文或重大技术报告、项目报告或已成功答辩的博士或硕士论文摘
要，着眼点为：

3.

4.

(a)

对发展中国家气象和相关环境观测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做出的卓越贡献；

(b)

与发展中国家观测系统的关联性；

(c)

其结论对 WMO 各计划和关键优先领域的价值及影响。

提交奖项提名
(a)

WMO 各会员常任代表将应邀向秘书长递交提名，人数不超过 2 名。各奖项相关的论文/报告
需为在颁奖年份前 24 个月内发表的，且先前未获得过国际奖；递交提名时需注明奖项的名
称；

(b)

提名的论文/报告应采用电子格式，并使用一种 WMO 的工作语言（原文或翻译）。大力鼓励
提交者以英文提供其论文/报告。如无法提供，则应提交一份英文的详细简述，以便于评估其
优劣。

候选人遴选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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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测量、仪器和追溯性常设委员会(SC-MINT)主
席，经与 INFCOM 主席协商，邀请仪器和观测方法领域的三位杰出科学家担任两个奖项的评
审员；

(b)

各奖项的每位评审员应为每份论文打分，分值从 0（最低）到 5（最高），并将其评估提交秘
书长。该评估应基于上述第 1 和 2 条中所述的三条标准，各条具有同等权重；

(c)

最终由遴选委员会为每个奖项选出一名或多名获奖人。遴选委员会由执行理事会专门为此目的
设立，为期四年。遴选委员会由三名成员以及当然成员-INFCOM 主席组成。

(d)

若执行理事会遴选委员会认为提交的论文/报告未达到足够高的标准，可决定不推荐授奖。

奖项特性

每个奖项包括一个奖状，一枚奖章和 10000 美元奖金。后者可由合著者分享。此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
6.

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通常应在“WMO 气象和环境仪器与观测方法技术大会”和气象和环境仪器相关设备与服务展联
合活动期间举行。

决定 15(EC-72)

审查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设立机构的成员组成
执行理事会决定由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设立机构的人员组成做如下的任命、替换和变更：

研究理事会（决议 3 (EC-71)）— 研究理事会的成员组成
根据研究理事会的建议（EC-72/INF.2.5(2)）：
任命 D.Terblanche 先生（南非）为研究理事会副主席，A.Romanov 先生接替 A.Khristoforov 先生担
任 WMC 莫斯科的代表，并任命 A.-E. Croitoru (罗马尼亚)女士为六区协的代表。
理事会授权主席任命一区协的一名代表、INFCOM 的一名代表、一名负责加强与 SIDS 和 LDC 联系的社
会科学专家、全球和区域主要研究资助组织和相关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多名代表以及一名水文专家，上述所
有人均将由研究理事会主席经与有关机构协商后提名。

政策咨询委员会（“决议 35(EC-70)— 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政策、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的附录）
D.Campbell 女士取代 D.Grimes 先生，V.Schwarz 女士取代 J.M.Lacave 先生，第一副主席 A.C.Saulo
女士取代 M.Renom Molina 女士担任三区协代理主席，直至 2020 年 11 月三区协第 18 次届会（也在
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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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决议 6(EC-71)—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任命 D. Campbell 女士为联合组长，接替 D. Grimes 先生。

能力发展小组（决议 7 (EC-71) - 能力发展小组）
根据该小组的建议（EC-72/INF.2.5(8) ）：
任命 J. Ogren 先生（美国）为副组长。
小组成员包括：(a)水文协调组的代表；(b)INFCOM 的代表，(c)SERCOM 的代表，和(d)研究理事会的代
表，以及(e)JCB 的代表。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决议 65 (EC-70)— 审查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附属机构和其他机构）
经 WCRP 合办方商定，下列 4 名符合条件的成员再延长两年任期，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J.Christensen 先 生 （ 丹麦 ） 、 H.Cleugh 女 士 （ 澳大 利 亚 ） 、 T.Peter 先 生 （ 德 国 ）和
M.Visbeck 先生（德国）。
JSC WCRP 未来的成员组成将由研究理事会按照“决议 12 (EC-72) - Cg-18 和 EC-71 建立的非组成机
构的议事规则”批准的议事规则处理。

EC 全面审查 WMO 区域概念任务组(决议 2 (EC-72) -区域协会的活动和工作机制)。
成员包括 WMO 第三副主席(组长)、区域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感兴趣的 EC 成员。
理事会授权主席批准区域协会主席经与 EC 成员协商后提名的最多 6 名 EC 成员。

IMO 奖遴选委员会(《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2020 年版), WMO-No. xx)
P. Endersby 女士接替 A. Kijazi 女士
Vaisala 奖遴选委员会(“决定 14(EC-72) - Vilho Väisälä 博士教授奖颁发指南”的附件).
任命 M. Mohapatra 先生为成员。
WMO 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决议 21 (EC-35) – WMO 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任命 V. Coskun 先生为成员，接替 G. Navarro。

___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自 EC-71 以来，通过通信方式指定执行理事会的代理成员。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2)

任职于某些机构的专家任期届满。

(3)

关于 WMO 主席在休会期间批准的任命见 EC-72/INF.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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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EC-72)

监察机构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在就议题 6 下的财务和预算事项作出决定时，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的报告并认同其建议
(EC-72/INF. 7(5))；

(2)

在涉及有关事项时，注意到 WMO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并认同其建议(EC-72/INF. 7(4))，适当考虑
到审计委员会对内部监察办公室在对工作人员申诉进行行政审查时可能出现利益冲突的关切，因为
该委员会理解：经修订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定稿后将委托该办公室执行；

(3)

在涉及议题 6.1 下的财务报表时，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并根据《财务条例》第 15.10 条，审
议其建议(EC-72/INF. 7(3))，以及 FINAC-39 关于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的建
议；

(4)

根据《财务条例》第 13.10 条，注意到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年度问责报告(EC-72/INF. 7(1))，并要
求内部监察办公室在今后的报告中提供更多关于收到的不当行为投诉的信息，包括在适当注意保密
的情况下，所指控的不当行为的一般类别、是否有指控已得到证实、是否有指控需要调查、参与开
展此类调查的实体、以及管理层是否已经或打算对投诉采取行动；

(5)

除联合检查组(JIU)报告“审查 UN 系统内组织的举报人政策和做法”中的建议 2 和 4 外，认同经
WMO 审计委员会审查的对 JIU 向 WMO 立法机构所提建议的拟议答复，并注意到秘书长已对 JIU
的建议做了妥当处置(EC-72/INF. 7(2))；

(6)

要求秘书长继续为 JIU 的工作提供支持并及时落实其建议；

(7)

注意到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报告(EC-72/INF. 7(6))，并适当考虑到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即：目前道
德操守官员的工作时间由 WMO 和国际电信联盟(ITU)共享，WMO 管理层应考虑增加其为 WMO 工
作的时间比例。

_______
注：

各监察机构的报告将由各办公室负责人向理事会提交。理事会在处理相关议题时将讨论报告中
的建议。

附件 4 与会人员名单
（仅以英文提供）

1.

2.

3.

Officers of the session
Gerhard ADRIAN

President

Andrea Celeste SAULO (Ms)

First Vice-President

Albert MARTIS

Second Vice-President

Agnes KIJAZI (Ms)

Third Vice-President

Ex officio members
Daouda KONATE

President of RA I

Abdullah A. AL MANDOOS

President of RA II

Andrea Celeste SAULO (Ms)

Acting President of RA III

Evan THOMPSON

Acting President of RA IV

'Ofa FA'ANUNU

President of RA V

Michael STAUDINGER

President of RA VI

Elected members
Aderito Celso Felix ARAMUGE

Member

Mamadou Lamine BAH

Member

Peter BINDER

Member

Diane CAMPBELL (Ms)

Member

Silvio CAU

Member

Omar CHAFKI

Member

Volkan Mutlu COSKUN

Member

Penny ENDERSBY (Ms)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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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rlos Edison Carvalho GOMES

Member

Andrew JOHNSON

Member

Dwikorita KARNAWATI (Ms)

Member

Jongseok KIM

Member

Arlene LAING (Ms)

Member

Yaming LIU (Ms)

Member

Sani Abubakar MASHI

Member

Mrutyunjay MOHAPATRA

Member

Virginie SCHWARZ (Ms)

Acting member

Yasuo SEKITA

Member

Igor SHUMAKOV

Acting member

Sahar TAJBAKHSH MOSALMAN (Ms)

Member

Ken TAKAHASHI

Member

Simplice TCHINDA TAZO

Member

Fetene Teshome TOLA

Member

Louis UCCELLINI

Member

Franz UIRAB

Member

Chin Ling WONG (Ms)

Member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Gerhard ADRIAN
Axel THOMALLA

Alternate

Karolin EICHLER (Ms)

Adviser

Tilman HOLFELDER

Adviser

Sarah JONES (Ms)

Adviser

Harald KOETHE

Adviser

Matthieu MASBOU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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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Juergen SCHREIBER

Adviser

Philipp VON CARNAP

Adviser

Abdullah A. AL MANDOOS
Monikumar RAMAKRISHNAN

Adviser

Mamadou Lamine BAH
Barry ALIOU

Adviser

Conde MANDIOU

Adviser

Peter BINDER
Nir STAV

Alternate

Moritz FLUBACHER

Adviser

Fabio FONTANA

Adviser

Diane CAMPBELL
Jenifer COLLETTE (Ms)

Alternate

Doris FORTIN (Ms)

Alternate

Heather AUCOIN (Ms)

Adviser

Veronique BOUCHET (Ms)

Adviser

David HARPER

Adviser

Russ WHITE

Adviser

Silvio CAU
Paolo CAPIZZI

Adviser

Kleanthis NICOLAIDES

Adviser

Adriano RASPANTI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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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kan Mutlu COSKUN
Murat ALTINYOLLAR

Alternate

Tayfun DALKILIC

Adviser

Sezel KARAYUSUFOGLU UYSAL (Ms)

Adviser

Penny ENDERSBY
Jane WARDLE (Ms)

Alternate

Harry DIXON

Adviser

Simon GILBERT

Adviser

Steven GREEN

Adviser

Karen MCCOURT (Ms)

Adviser

Simon MCLELLAN

Adviser

Holly SEALEY (Ms)

Adviser

Aileen SEMPLE (Ms)

Adviser

Steven John STRINGER

Adviser

Jeremy TANDY

Adviser

Bruce TRUSCOTT

Adviser

'Ofa FA'ANUNU
John FENWICK

Adviser

Carlos Edison Carvalho GOMES
Jose Arimatea de Sousa BRITO

Alternate

Jose Mauro DE REZENDE

Alternate

Emma Giada MATSCHINSKE (Ms)

Adviser

Marcelo Jorge MEDEIROS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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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PINHEIRO GOMES

Adviser

Andrew JOHNSON
Louise WICKS (Ms)

Alternate

Robert ARGENT

Adviser

Gilbert BRUNET

Adviser

Lucy CHALMERS (Ms)

Adviser

Dwikorita KARNAWATI
Ardhasena SOPAHELUWAKAN

Alternate

Anni Arumsari FITRIANY (Ms)

Adviser

Guswanto GUSWANTO

Adviser

Herizal HERIZAL

Adviser

Dasniari POHAN (Ms)

Adviser

A. Fachri RADJAB

Adviser

Nelly Florida RIAMA (Ms)

Adviser

Bagus Rachmat RIEVAN

Adviser

Awidya SANTIKAJAYA

Adviser

Evi Rumondang Suryati SINAGA (Ms)

Adviser

Maman SUDARISMAN

Adviser

Edward TRIHADI

Adviser

Agnes KIJAZI
Wilbert MURUKE

Alternate

Ladislaus CHANGA

Adviser

Hekima JOZANIA

Adviser

Hamza KABELWA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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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w NDAKI

Adviser

Pascal WANIHA

Adviser

Jongseok KIM
Heungjin CHOI

Alternate

Yongseob LEE

Alternate

Heedong YOO

Alternate

Sungsoo DO

Adviser

Jongung GONG

Adviser

Sanghyeon JEON

Adviser

Byoungcheol KIM

Adviser

Insun KIM (Ms)

Adviser

Sung KIM

Adviser

Hannah LEE (Ms)

Adviser

Junhee LEE

Adviser

Taesuk OH

Adviser

Suhee PARK

Adviser

Haeyeop SEO

Adviser

Jieun SEO (Ms)

Adviser

Jiyoun SUNG (Ms)

Adviser

Sunghyup YOU

Adviser

Daouda KONATE
Kouakou Bernard DJE

Adviser

Jean Claude NTONGA

Adviser

Augustin NZUE

Adviser

Firmin YA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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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ene LAING
David FARRELL

Alternate

Glendell DE SOUZA

Adviser

John TIBBETTS

Adviser

Yaming LIU
Yong YU

Alternate

Baogui BI

Adviser

Guimei LIU (Ms)

Adviser

Jin LIU

Adviser

Xiaodan NA (Ms)

Adviser

Chong PEI (Ms)

Adviser

Xu TANG

Adviser

Yeyang TANG

Adviser

Zhihua WANG

Adviser

Lixin WEI (Ms)

Adviser

Xinping WEI

Adviser

Xianghua XU

Adviser

Qin ZENG

Adviser

Rong ZHANG (Ms)

Adviser

Zhongfeng ZHANG

Adviser

Heng ZHOU

Adviser

Miguel Angel LOPEZ GONZALEZ
Julio GONZALEZ BRENA

Alternate

Fernando BELDA ESPLUGUES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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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vier CALBET

Adviser

Jesus MONTERO GARRIDO

Adviser

Jose Pablo ORTIZ DE GALISTEO MARIN

Adviser

Francisco Javier RODRIGUEZ MARCOS

Adviser

Ines SANTOS ATIENZA (Ms)

Adviser

Irene SANZ ZOYDO (Ms)

Adviser

Ricardo SQUELLA DE LA TORRE

Adviser

Sani Abubakar MASHI
Mansur Bako MATAZU

Alternate

Oluwaseun Wilfred IDOWU

Adviser

Mrutyunjay MOHAPATRA
Ram Kumar GIRI

Alternate

Basir AHMED

Adviser

S.D. ATTRI

Adviser

Pulak GUHATHAKURTA

Adviser

S.I. LASKAR

Adviser

Ashis MITRA

Adviser

D.R. PATTANAIK

Adviser

Kamaljit RAY (Ms)

Adviser

B.P. YADAV

Adviser

Andrea Celeste SAULO
Maria Julia CHASCO (Ms)

Alternate

Ramon DE ELIA

Alternate

Maria Paula ETALA (Ms)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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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a FERREIRA (Ms)

Alternate

Yolanda GONZALEZ HERNANDEZ (Ms)

Alternate

Silvana ALCOZ (Ms)

Adviser

Mariano RE

Adviser

Virginie SCHWARZ
Catherine BORRETTI (Ms)

Alternate

Laurence FRACHON (Ms)

Alternate

Patrick BENICHOU

Adviser

Marie Pierre MEGANCK (Ms)

Adviser

Manon VIGNES (Ms)

Adviser

Yasuo SEKITA
Masanori OBAYASHI

Alternate

Hiroya ENDO

Adviser

Jitsuko HASEGAWA (Ms)

Adviser

Orie HIRANO (Ms)

Adviser

Mayuko KASAI (Ms)

Adviser

Kenji OSHIO

Adviser

Ryosuke SAKAKIBARA

Adviser

Akihiko SHIMPO

Adviser

Kensuke SUZUKI

Adviser

Igor SHUMAKOV
Sergey BORSCH

Adviser

Alexander GUSEV

Adviser

Vladimir KATTSOV

Adviser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Dmitry KIKTEV

Adviser

Ivan NOVIKOV

Adviser

Marina PETROVA (Ms)

Adviser

Yury SIMONOV

Adviser

Anna TIMOFEEVA (Ms)

Adviser

Marina VELIKANOVA (Ms)

Adviser

Michael STAUDINGER
Angela Chiara CORINA (Ms)

Adviser

Kornelia RADICS (Ms)

Adviser

Sahar TAJBAKHSH MOSALMAN
Ehsan FAZLI

Adviser

Maryam HARATI (Ms)

Adviser

Ladan JAFARI TEHRANI (Ms)

Adviser

Sayed Masoud MOSTAFAVI DARANI

Adviser

Mehdi RAHNAMA

Adviser

Saviz SEHATKASHANI (Ms)

Adviser

Ahad VAZIFEH

Adviser

Ken TAKAHASHI
Romina CAMINADA (Ms)

Adviser

Simplice TCHINDA TAZO
Christelle Ariele NGOM (Ms)

Adviser

Gervais Didier YONTCHANG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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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 THOMPSON
Jose Alberto ZUNIGA MORA

Adviser

Louis UCCELLINI
Courtney Jeanne DRAGGON (Ms)

Alternate

Monique BASKIN (Ms)

Adviser

Fredrick BRANSKI

Adviser

Donald CLINE

Adviser

Thomas CUFF

Adviser

Youssef ELKEI

Adviser

Adriana GONZALEZ (Ms)

Adviser

Thomas GRAZIANO

Adviser

Birgitta HOGGREN (Ms)

Adviser

Mary Ann KUTNY (Ms)

Adviser

Hollie MANCE (Ms)

Adviser

Daniel MULLER

Adviser

Alessandro NARDI

Adviser

Mark PAESE

Adviser

Elizabeth PAGE (Ms)

Adviser

James SHUSTER

Adviser

A. Sezin TOKAR (Ms)

Adviser

Chin Ling WONG

5.

Jinny Claire SIM (Ms)

Adviser

Cheryl TAN (Ms)

Adviser

Sok Huang TAN (Ms)

Adviser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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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chel JEAN

President of INFCOM

Ian LISK

President of SERCOM

Representatives of WMO Members
Argentina
Yamila Paola COSTA (Ms)

Burkina Faso
Ulrich Jacques DIASSO
Guillaume NACOULMA
Joel ZOUNGRANA

Canada
Natacha BERNIER (Ms)
Pierrette BLANCHARD (Ms)
Jean-Francois CANTIN
Laurent CHARDON
Shannon DEGRAAF (Ms)
David HENRY
Richard HOGUE
Christopher LINKLATER
Alain PIETRONIRO
Jim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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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e
Pilar CARRILLO (Ms)
Mercedes MENESES (Ms)
Andrea QUEZADA (Ms)
Barbara TAPIA (Ms)

Colombia
Fabio Andres BERNAL QUIROGA
Yolanda GONZALEZ HERNANDEZ (Ms)
Leszli KALLI LOPEZ (Ms)
Andres Felipe MARMOLEJO EGRED
Nelson Omar VARGAS MARTINEZ

Egypt
Abdelghafar ADAM
Ahmed BAHAA ELDIN
Hesham TAHOUN
Mohamed TAWFIK
Ashraf ZAKEY

Finland
Maria HURTOLA (Ms)
Jussi KAUROLA
Sami NIEMELA
Tarja RIIHISAARI (Ms)

Gambi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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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in Mai TOURAY

Hungary
Kornelia RADICS (Ms)

Kazakhstan
Nurlan ABAYEV
Mereke ABDRAKHMETOV
Danara ALIMBAYEVA (Ms)
Bakytzhan SAILYBAYEV
Almas SHABDANOV
Marina SHMIDT (Ms)
Gulzhan TULEBAYEVA (Ms)

Kenya
Stella AURA (Ms)

Kuwait
Abdulaziz ALQARAWI
Aldashti HASAN

Madagascar
Elza RODELYS (Ms)

Mauritius
Kumar Ram DHUR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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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María Eugenia GONZÁLEZ ANAYA (Ms)
Elia SOSA NISHIZAKI (Ms)
Fabián VÁZQUEZ ROMAÑA
Jorge ZAVALA HIDALGO

Myanmar
May CHAW (Ms)
Kyaw OO
Htay THAN (Ms)

Poland
Aleksandra CZEPULONIS (Ms)

Republic of Moldova
Ecaterina ALEXEEVA (Ms)
Mihail GRIGORAS
Ghennadii ROSCA
Dan TITOV
Lidia TRESCILO (Ms)

Saudi Arabia
Samirah Mansour M ALASIRI (Ms)
Anwar ALMATRAFI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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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bia
Milica ARSIC (Ms)

South Africa
Winifred JORDAAN
Gaborekwe KHAMBULE (Ms)
Tracey LABAN (Ms)
Zoleka MANONA (Ms)
Zacharia MASWUMA
Tamaryn MORRIS (Ms)
Jonas MPHEPYA
Mnikeli NDABAMBI
Lucky Dalton NTSANGWANE
Bernard PETLANE
Bafentse SENGANE
Peter SIBIYA
Dipuo TAWANA (Ms)

Spain
Juan LUEIRO GARCIA
Rosa ORIENT QUILIS (Ms)

Switzerland
Susanne ROSENKRANZ (Ms)

Ukraine
Viacheslav MANUK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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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ison ALLEN (Ms)
Jeff ATOR
Christine BASSETT (Ms)
Dan BEARDSLEY
William Carl BOLHOFER
Alicia CHERIPKA (Ms)
Peter COLOHAN
Shanna COMBLEY (Ms)
Caroline CORVINGTON (Ms)
Darin FIGURSKEY
Michelle HAWKINS (Ms)
Paul KUCERA
James MORROW
John MURPHY
John NANGLE
Kevin PETTY
Wayne PRESNELL
Kevin SCHRAB
Kari SHEETS (Ms)
Joseph SIENKIEWICZ
Sidney THURSTON
Marina TIMOFEYEVA-LIVEZEY (Ms)
Susan WEST (Ms)
Darren WRIGHT
Fangli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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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jian ZHU

Uruguay
May R Luis LOUREIRO

Zimbabwe
Rebecca MANZOU (Ms)
Freedom MUKANGA
Tamburiro PASIPANGODYA (Ms)

7.

Invited experts
Sue BARRELL (Ms)
Manola BRUNET (Ms)
Giovanni COPPOLA
Laura D'AMBROSIO (Ms)
Jan DANHELKA
Tuncay EFENDIOGLU
Igina MAIO (Ms)
Carlo MANCINELLI
Didier MONNOT
Stefano PENATI
Roger STONE

8.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bodies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 (CTBTO)
Jolanta KUSMIERCZYK-MICHULEC (Ms)

Observer

Pierrick MIALLE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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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Florence RABIER (Ms)

Observer

Fabio VENUTI

Observer

ECOMET
Willie MCCAIRNS

Observer

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Paul COUNET

Observer

Alain RATIER

Observer

Anne TAUBE (Ms)

Observer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Marlos DE SOUZA

Observer

Lev NERETIN

Observer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James ANDERSON

Observer

Joshua CAMPBELL

Observer

Dyrk PETERS

Observer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Paillere PAILLERE (Ms)

Observer

L. STANKEVICIUTE

Observer

Neda STOEVA (Ms)

Observer

Hal TURTON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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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VAI (Ms)

Observer

Huang WEI

Observer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Christophe CUDENNEC

Observer

Charles FIERZ

Observer

Roger PULWARTY

Observer

Hua ZHANG (Ms)

Observer

Joint Inspection Unit (JIU)
Nuria CASTELLS CABRE (Ms)

Observer

Eriko ITO (Ms)

Observer

Keiko KAMIOKA (Ms)

Observer

World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WFEO)
Yvette RAMOS (Ms)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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