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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引言
1.
本报告是根据《总则》第 126 条提供的，涵盖了从 2021 年 6 月 25 日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
（EC-73）闭幕到 2022 年 5 月 17 日这段时间。该报告简要介绍了本组织及其组成机构的活动、根据条例第
8(7)条规定需要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事项，以及影响本组织或其组成机构的其他事项。
本组织的活动
2.
尽管受到全球 COVID-19 大流行病的严重影响，这一时期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些领域
是世界气象组织指导全球努力推进研究、改善观测和数据交换，以及加强向全球公民提供服务的基础。关于世
界气象组织活动的详细报告将在具体的议程项目下提供。
3.

自 EC 第七十三届会议以来，本组织和 EC 附属机构的主要活动包括：1:

(a)

大会特别会议于2021年10月11日至21日通过视频会议举行，随后在10月25日举行了EC74会议。大会特别会议成功批准了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世界气象组织统一数据政策以及系统观
测融资机制（SOFF），随后在2021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UNFC
CC，COP-26）上启动。

(b)

主席主持了EC政策咨询委员会（PAC）的两次会议，由于COVID19的旅行限制，第一次会议（2021年9月14日至16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PAC讨论并推进了EC73（2021）赋予它的许多任务，特别是成立了两个EC工作组，一个负责评估WMO的治理改革，另一
个负责跟进联合检查组（JIU）的建议7（2021）。

(c)

区域协会的下列会议是通过视频会议进行的。RA VI-18（第二部分）于2021年11月19日，RA II17（第二部分）于2021年9月27-20日，RA V-18于2021年9月1-3日，RA I18（第二部分）于2021年8月23-26日。

(d)

EC关于改革评估和JIU/2020/1号建议7的工作队开始工作。后者向EC-75提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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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022年5月10日至12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温室气体协调监测基础设施研讨会，来自各
部门的许多利益相关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成员
4.

本组织的会员数为 193 个，包含 187 个会员国和 6 个地区会员。

5.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总则》第 116 条和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6 条，在正式通知秘鲁国家气象局
（SENAMHI）执行主席 K.Takahashi 博士（RA III）和几内亚国家气象局局长 M.Bah 博士（RA I）离职
后，填补了执行理事会的两个空缺席位。上述空缺席位已分别由以下代理成员成功填补。圭亚那水文气象局首
席水文气象官员 G. Cummings 博士（RA III）和马里国家气象局（Mali Metéo）局长 D. Maiga 先生（RA
I）。主席赞赏地承认即将离任的 EC 成员对理事会和本组织作出的巨大贡献，并欢迎新当选的成员。
6.
主席赞赏地指出，即将离任的六区主席 M. Staudinger 先生对本组织的重要领导和贡献。主席还欢迎
新当选的第六区主席 Kornelia Radics 女士（匈牙利）和副主席 Roar Skålin 先生（挪威），以及第五区主
席 Ofa Fa'anunu 先生（汤加）和新当选的第五区副主席 T. Atalifo 先生（斐济）的连任。
主席的活动

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7.
根据第 12(EC-69)号决议--协助遵守技术法规，主席批准了对 电码手册(WMO-No.306)，第一、二卷
的修订，将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生效。
8.
根据第 15 号决定（EC-73），主席任命 S.Anthis 先生为审计和监督委员会成员，代替即将离任的成
员。
9.
根据第 5(EC-74)号决定，主席在与第六区主席协商后，任命 R. Skålin 先生为第六区成员和
ECJIU/REP/2020/1 号建议 7 工作队主席。主席还任命 C.Saulo 女士为 EC 改革评估工作组的成员，以替代
K.Takahashi 先生。
10. 根据第 30 号决议（EC-73），主席根据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小组（EC-PHORS）
共同主席的建议，任命了由世界气象组织成员提名的以下成员。Bertrand Timbal 先生（澳大利亚），
Wolfgang Schöner 先生（奥地利），Yolanda Gonzalez Hernandez 女士（哥伦比亚），Ruth Mottram
女士（丹麦），Sami Niemela 先生（芬兰），Thamban Meloth 先生（印度），Yves-Alain Roulet 先生
（瑞士）。Warren Joubert 先生（南非）、Habiba Mtongori 女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Venkatachalam Ramaswamy 先生（美国）和 Douglas Kowalewski 先生（美国），以及由伙伴组织提
名的下列成员。Carolina Adler 女士（山区研究计划，MRI）和 Minghu Ding 先生（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
IACS）。

主席职位
11.

主席主持了以下会议：

(a)

世界气象组织特别大会（Cg-Ext(2021)），视频会议，2021年10月11日至21日

(b)

EC-74，视频会议，2021年10月25-26日

(c)

EC政策咨询委员会（PAC），视频会议，2021年9月14-16日，日内瓦，2022年4月27-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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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气候协调小组（CCP），视频会议，2021年12月16-17日

(e)

EC关于改革评估的专题工作队，视频会议，2022年3月4日和4月6日

(f)
CCP会议：加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可见性、有效性和实施，以及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的实施，视频会议，2021年10月4日
(g)
世界气象组织副主席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就EC各委员会和小组的运作以及提高其效率和作用的可
能方法进行集思广益，视频会议，2021年12月6-7日

作者简介
12. 主席担任了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NHMS)的未来的第二个开放协商平台(OCP)白皮书的主要作者，
该白皮书由世界气象组织的公共-私营参与(PPE)办公室协调。

其他官方任务
(a)

参加技术协调委员会会议，2022年2月1-3日的视频会议和2022年4月26-27日的亲自会议

(b)

参加2021年9月1日至3日举行的RA V第十八次会议，视频会议

(c)

参加2021年8月23日至26日举行的RA I第十八次会议，视频会议

鸣谢
13. 主席对所有自 EC-73 以来在全球大流行病造成的困难情况下为本组织的持续进步作出贡献的人表示感
谢。主席特别感谢本组织的所有官员以及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 EC 本届会议的组织、其他组成
机构和世界气象组织成员提供的专业支持。
__________

天气 气候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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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秘书长的报告
引言
本报告是根据《总则》第 126(2021)条提供的，涵盖了从 2021 年 6 月 25 日执行理事会第七十四届会议
(EC-74)闭幕到 2022 年 6 月这段时间。
WMO 的战略举措：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为全球预警覆盖采取行动
正如 EC-74 在 2021 年所批准的，2022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 "早预警-早行动"。在这个场合，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 WMO 领导一项倡议，目标是 "在 5 年内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受到预警系统的保护"。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UNSG）要求 WMO 在即将于 2022 年 11 月举行的 COP27 会议上提交一份行动计
划。这对 WMO 及其会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扩大融资规模和加速我们目前的发展，如系统观
测融资机制（SOFF）、气候风险预警系统（CREWS）、水和气候联盟以及 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
框架，这些都得到了合作伙伴的支持。 预计将有 15 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来扩大这些关键的基础要素，并与世
界银行和 绿色气候基金（GCF）的多边基金的计划或未来的预警投资保持一致 。秘书长决定成立一个由相关
部门主管组成的内部工作队来处理这一进程。秘书长在 5 月份对开罗进行了访问，会见了几位埃及高级部长级
官员，包括外交部长萨迈赫-舒克丽（COP27 的候任主席）、首席谈判代表以及水和灌溉部长。联合国秘书长
的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哈特助理秘书长和联合国驻埃及驻地协调员正在与内阁办公室主任密切合作，规划政治参
与。WMO 会员和机构将被要求为这一倡议的技术基础做出贡献，该倡议旨在填补全球预警系统（EWS）的空
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全球。这将是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27 届缔
约方会议的一个主要适应性成果。目前正在与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国埃及和主要合作伙伴合作，在
政治和技术上制定这一行动计划。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实质性发展和 WMO 在领导更广泛的联合国倡
议中的作用的资料文件和拟议决定。 见 EC-75/Doc.4.2 和 EC-75/INF 4.2.

气候和抗灾能力卓越中心
WMO 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在 2021 年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启动了一个气候和抗灾能力
卓越中心（CoE）。在欧洲委员会，WMO 和联合国减灾委员会将与伙伴机构合作，加强努力，将科学知识和
工具转化为支持气候变化缓解、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的行动。见 EC-75/INF。3.1(5)的全部细节。2021 年
出版的 WMO 死亡和经济损失地图集的修订版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也呼吁在危险事件与损失和损害核算之
间进行改进和充分的联系，这也是 WMO 危险事件目录的目的所在。 还需要注意的是，《通用警报协议》
（CAP）的执行率大幅提高，其基础是在秘书处协助下采取的区域支持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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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协调机制（WCM）
WCM 被定位为向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预警和咨询服务的权威声音。WCM 一直支持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从 WMO 及其会员那里获得可靠的信息。成立了一个气象小组，由 WMO 主持，以更好地将复杂的水文信息
转化为可操作的建议（例如乌克兰、马达加斯加、阿富汗、东非的饥饿威胁）。 2021 年，来自区域一、二、
四和五的 175 名业务预报员接受了 5 次 SWFP 在线培训。在 9 个 SWFP 分区域中，有 7 个区域被纳入能力
发展范围。 收集了 110 个良好做法的例子，以便（通过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及应用委员会
（SERCOM））为联合国减灾署领导的 "化言语为行动：关于如何设计 MHEWS 的具体、面向行动的材料 "
系列出版物作出贡献。
已经为建立中亚洪水预警系统（CAFEWS）、世界银行和 WMO 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一个系统的开发：架
构、平台、多模型数据交互、数据处理和可视化系统。提交给世界银行集团并被其接受的关于在阿富汗实施河
流和亚季节性部分的技术提议。
东南欧多灾种预警咨询系统（SEE-MHEWS）的第三阶段正在取得进展：向国家气象和水文局（NMHS）提
供技术支持，以克服数据共享的障碍；可行性研究几乎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共同信息平台的原
型已经完成（80%）；区域数据同化的工作正在推进，增加 了数值天气预报（NWP）业务验证的观测 。

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
SOFF 是由 WM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 COP26 会议上发起的，是
一个联合国多伙伴信托基金。一些捐助者已经确认了他们坚定的财政承诺。SOFF 将在 6 月 30 日举行的第一
次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开门营业，预计到 2022 年底，SOFF 将能够向大约 20 个初始国家分配资源。
SOFF 是将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COP27）上宣布的联合国秘书长倡议
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确保地球上的每个人在五年内得到预警保护。

全球温室气体预算监测倡议
WMO 与许多温室气体（GHG）监测项目和计划合作，建议建立一个综合的、可操作的、国际协调的全球温室
气体监测基础设施，使现有的观测、建模和数据同化能力（其中许多主要依靠研究活动和研究经费）能够相互
补充和利用，以达到最佳的整体效果。基础设施将包括综合观测能力、近乎实时的观测交换、时间连续的多中
心建模和数据同化，以及协调模型输出的核查和验证。基础设施下产生的数据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碳循环，并
帮助减少对温室气体自然来源和汇的强度估计的不确定性，它将使《巴黎协定》缔约方更好地规划和监测其缓
解行动的有效性，以使《协定》的 1.5 度目标仍然可以实现。(详细建议见议程项目 4(3))。
水与气候联盟
水与气候联盟由 10 个联合国实体（WMO（WMO）、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大学（UNU）、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全球水伙伴（GWP）于 2020 年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大学（UNU）、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全球水事伙伴关系（GWP），以解决联合国 SDG6 全球加速框架
中确定的差距。水和气候联盟支持该框架的实施，重点是改善数据和信息以及能力发展。
水与气候联盟由领导人和会员组成。该联盟的领导人通过将水和气候综合议程带到全球政治舞台上，并为联盟
会员提供高级别的指导，引领变革，以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世界。会员由不同的组织和个人组成，他们合作开
展具体活动以应对水和气候的挑战。这些活动可以在活动市场上找到。水与气候联盟的主要产出之一是全球水
信息系统（GWIS），该系统的开发是为了监测和预测全球的水文条件，为气候做好准备。
水与气候领导人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同意发出呼吁。
1.

水和气候的综合方法--认识到水在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行动中的知情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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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上支持改善水数据和信息，以建立一个为气候做好准备的世界--共同努力，使全球水信息系统投入
使用，为明智的气候和水相关的决策提供状态、评估和展望。
3.
与我们一起实施的合作伙伴 - 支持合理决策的解决方案：水和气候评估、冰冻圈信息机制、新的融资原
理、地方参与和河流流域合作。
4.
认识到保护冰川的必要性--了解冰川作为淡水最关键来源之一的作用，并通过 2025 国际冰川保护年联
合各方力量保护这些资源。

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
机构（SBSTA）欢迎世界气象大会特别会议在这方面的成果，特别是决议 1--WMO 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流的
统一政策。决议 2--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和决议 3--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并鼓励各缔约方和
相关组织支持该融资机制，以加强和维持全球基本观测网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SIDS）的实施。
为了为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GBON 规定做准备，基础设施委员会（INFCOM）启动了一项全面的工作计
划，包括为会员国制定指导材料，以及更新用于维护 GBON 台站清单和监测其性能的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
统（WIGOS）技术系统。“盒装 WIS2 "项目也已启动，作为 WMO 信息系统 2.0（WIS 2.0）的开源参考
实施，为新数据政策所要求的数据交换提供技术框架。这些发展将在 WMO 秘书处明年在所有地区安排的一系
列关于 WMO 基础设施的研讨会上得到强调，目的是促进 GBON 和统一数据政策的吸收。
WMO 正在积极促进其基础设施的地球系统整合，利用会员在统一数据政策中为地球系统承诺的自由和不受限
制的数据交换原则以及 GBON 所体现的管理方法。
WMO 的知名度 - 为我们的会员工作

气候
收集 WMO 气候标准规范（CLINO）1991-2020 年的过程已经开始。全球 WMO CLINO 数据集是 WMO 气
候界最基本的数据集，除了在全球和国家的天气和气候科学及服务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外，还代表了对联合
国统计系统的重大贡献。日内瓦秘书处和各区域已采取专门措施，在 2022 年加快收集 1991-2020 年的
CLINO，以期在 2023 年公布全球数据集。
西非定制气候产品利益相关者研讨会（2022 年 3 月）为农业和能源部门确定了几个潜在的新定制产品。这些
产品包括：预测季节中的雨天和旱季的数量；将作物模型与气候预测联系起来；洪水和干旱风险；选定水坝的
流入量预测。此外，与国家卫生协调中心的区域磋商为进一步制定 WMO-世卫组织的实施计划提供了更多信
息。
通过 SERCOM、INFCOM 和 RB 之间的联合研讨会，已经开始制定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测系统（GDPFS）的
要求，以便对提供次季节和季节性预测产品所需的数据和产品进行业务交流，以促进执行关于 "次区域范围内
客观季节性预测和定制产品的运作 "的第 9 号决定（EC-72）。GDPFS 是一个提供数据产品的级联框架，以
支持服务的提供，使用由 WMO 会员运营的全球业务中心网络。 它利用先进的科学和尖端技术，在强大的观
测基础上，生成多种空间和时间尺度的分析和预测产品。 建议 INFCOM 根据 SERCOM 的要求，确保
GDPFS 产生一套商定的最低限度的产品，包括原始模型输出，并通过商定的方式向会员，包括区域气候中心
（RCC）提供这些信息。为避免量身定做的 GDPFS 产出激增，要求 SERCOM 在合并用户的基础上向
INFCOM 提交 GDPFS 产出建议。建议对需求过程进行 GDPFS 滚动审查，以支持 INFCOM、SERCOM 和
RB 之间正在进行的三方对话，将需要迭代和完善建议，并确保与三个机构的工作计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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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协助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其他航空利益相关者努力解决气候变化对机场和空域运行的影响，
包括对气候减缓、适应和复原战略的贡献。此外，秘书处还协助国际民航组织和其他机构处理与减少航空对环
境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噪音和排放有关的事项。
秘书处正在通过服务委员会为在气候服务中实施质量管理系统（QMS）准备一份路线图。该路线图旨在为国
家气象局提供指导方针和最佳做法，以便在国际公认的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框架内，在其气候
服务中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它概述了三种选择，从整个 NMHS 的管理体系的 ISO 认证，或一个具体的方案到
WMO 推动的气候服务符合 WMO 监管要求的途径。
由于适应基金（750 万美元，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瑞士发展与合作组织 （600 万美元，阿根廷、秘
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欧盟委员会（700 万欧元，坦桑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南非）和
德国国际气候倡议（800 万欧元，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资助的项目，应用气候服务司正在南美、南部
非洲和东南亚共同开发农业、能源和水的气候服务 。
2022 年 3 月，为从业人员和决策者举办了中亚能源部门天气和气候服务培训课程。由于各国都在向低碳资源
过渡，以提供经济动力，因此需要天气和气候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效率、经济可行性和有效
吸收。由于天气和气候变量影响能源需求和供应，国家气象局需要有能力提供各种气象服务，以支持日常运作
和长期战略规划的决策。

水文
自从 WMO 的水文愿景和战略及其相关的行动计划在 Cg-Ext 会议上获得批准（第 4 号决议（CgExt(2021)）），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一直在与 WMO 密切合作。 水文协调小组 (HCP)水文服
务常设委员会（SC-HYD）一直与国际水文计划密切合作，将行动计划中的活动和计划中的里程碑纳入其工作
计划中。
服务司通过水文和水资源服务司，密切协助 SC-HYD 进行规划工作，同时继续执行决议 4 SERCOM-1 规定
的 SERCOM 工作计划。
季节性水文预测指南》出版。本文件提供了关于可用的季节性水文预测方法和相应的数据需求的信息。它还提
供了关于系统设计过程的基本信息，强调了用户在整个服务开发和交付周期中的参与。
水资源评估（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water-resources-assessment）的推出，旨
在协助会员实施水资源评估，提供一个不断发展的、符合其需求和能力的适当和可调整的技术工具包。

服务司还参与了大量与实施水文和水资源服务有关的预算外活动，其组合金额超过 2600 万瑞士法郎，由各实
体资助，如 CREWS、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人道主义援助局、适应基金、CARITAS、
瑞士发展合作署和法国专家协会。在 WMO《2022-2030 年水文行动计划》的推动下，基础设施司采取了一
系列行动，将水文基础设施纳入地球系统，包括研究将水文和冰冻圈变量纳入 GBON 的可能性（详见议程项
目 3.2（1）），定义水文领域的核心数据，为水文站分配 WIGOS 站点标识符，作为将水文数据纳入
OSCAR 的第一步，实施 WHOS 作为 WIS2.0 的一部分。

海洋和沿海预警服务
沿海洪水预报(CIF)预警系统(EWS)的指导方针 已被 SERCOM 管理组批准，目前正在筹备中，很快就会出
版。这些指南是第十八届世界气象大会（2019 年）的第 15 和 29 号决议的结果，以协助脆弱国家实施他们
自己的 CIF-EWS。这些指南展示了一个有效的端到端沿海洪水预警系统。CIF-EWS 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
建立，通过一个简单的 10 个步骤的过程，其中有一些模板的特点是政策、管理和技术过程，国家或地区可以
用来建立自己的 EWS，从愿景到 "上线 "实施。指南》还包括对危害和用于其预测和预警的一系列模型的全面
解释，以及适当的参考材料。
在 CREWS 资金的支持下，WMO 现有的解释沿海洪水的公共意识视频，以及海洋浮标在提供数据以支持沿海
预警预报方面的价值，已经区域化，包括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当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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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海洋服务课程 的第一阶段（根据第 18 届大会第 29、71 和 73 号决议制定）已在两个地区成功完成：
RA V 太平洋岛国和四区协加勒比地区。讲英语的 RA1 会员的第一阶段将于 2022 年 8 月开始，讲阿拉伯语
和法语的 RA1 会员预计在 2023 年开始。这是海洋服务司和 WMO 教育和培训办公室的一项举措。
航空
秘书处协助研究理事会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和服务委员会航空服务常设委员会启动了航空研究与发展项目
（AvRDP2）的第二阶段。这个为期五年的项目（2021-2025 年）旨在展示重大对流和相关危害的观测、预
报和预警方面最先进的科学进展，并展示在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的运行环境中所谓 "门到门 "使用这种先进的气
象信息的好处。WMO 的 AvRDP2 和国际民航组织正在开发的危险天气信息服务（HWIS）概念之间有很大
的关联性，秘书处也在这方面协助国际民航组织。
海洋观测
改革以来，作为碳、极端天气、气候和极地等关键领域的主要海洋观测利益相关者，海洋界对 WMO 的期望一
直在增长。WMO 预计将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治理和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发挥关
键作用，其中包括 GOOS 共同设计倡议。WMO 的预期贡献之一是统一数据政策的监管方法，它可以影响关
于国际海洋数据交换的讨论，并指出 OceanOPS 已经在元数据组织和海洋监测网络的一般协调方面提供关键
支持。此外，将指定新的 RSMC 来提供全球海洋数值预测的模型输出。
冰冻圈观测
WMO 越来越多地参与将冰冻圈观测数据和产品纳入地球系统，以促进气候和水文服务的发展，具体做法是参
与重大国际倡议，包括与山区研究倡议和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一起的山区雪盖状况联合机构（20222025）、北极观测峰会（2022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欧洲联盟的地平线 2020 泛北极观测系统
（2021-2025），并促进组织卫星产品的相互比较，例如海冰厚度。
自上届 EC 以来的研究计划要点

全球大气监视网（GAW）
在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在线举行的 GAW 四年一度的研讨会上，已经开始制定下一个 GAW 实施计
划和方案审查。它收集了来自 70 个国家的 300 多名与会者，包括四个科学会议和三个讨论小组。GAW 继续
提供一些 WMO 的旗舰出版物。 在 WMO 出版物中引用率最高的第 17 期《温室 气体公报》将 2021 年的重
点放在空气中的分量以及这一数量如何与二氧化碳的缓解努力和未来吸收联系起来。本公报建立在高质量的长
期观测数据和 GAW 社区的同行评审分析的基础上，由 55 个 WMO 会员提供支持。考虑到 2021 年初的生物
质燃烧旺季，专门制作了一份气溶胶公报来报道这个话题。GAW 社区还为整合空气质量和气候政策提供科学
指导。它致力于推广与空气质量有关的知识、数据和产品，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空气质量和气候公报》，在联
合国 "蓝天清洁空气日"（2021 年 9 月 7 日）前首次发布。科学进展包括对 COVID-19 封锁措施对空气质量
影响的社区分析，该分析涉及约 100 名合著者，涵盖 63 个城市（540 个站点）的数据。它表明，在世界许
多地方，即使采取封锁式测量，也无法实现世卫组织关于保护健康的空气质量准则。与 Juelich 研究中心、
NASA、NDACC、GRUAN 和国际臭氧委员会合作，制定了《维也纳公约》下的臭氧观测和研究建议，并制
定了臭氧探针测量的标准操作程序。温室气体团体和从事臭氧消耗物质工作的团体支持编写一份关于利用大气
观测和反演模型作为识别和改进 CFC-11 排放估计的工具的综合报告。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指导委员
会（IG3IS）敲定并推出了估算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良好做法，并制定了一个关于评估 CO2 吸收的项目，该项
目由四合院气候基金会资助。在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通过四个会外活动促进了全球妇女的活动。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
亚季节性到季节性（S2S）的亮点。
2021 年发起了一项竞赛/挑战，利用人工智能改善亚季到季的预测，以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亚季预测的新预
测技术的可能性。获奖者于 2021 年 2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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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预测项目（PPP）的亮点
直到 2022 年底，也就是这个 10 年项目的结束，大部分的重点将是交付极地预测年（YOPP）的最终峰会，
该峰会将于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峰会将着眼于在观测和建模方面取得的进展，以
及这些进展将如何最终以信息服务的形式造福于社会，从而有助于就安全和可持续的经济和公民活动及发展作
出决策。
HIWeather 出版了题为《走向完美的天气预警》的书。通过伙伴关系和沟通弥合学科差距"，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9783030989880，是一项涉及近 50 名作者的重大工作。该书与仙台框
架的目标相关，并在 GP2022 期间提出，有望成为所有参与设计和运营天气相关预警生产链的人的重要资
源。
WWRP 的新实施计划（2024-2027）
在 WMO 战略目标 3 的激励下，WWPR 正忙于与 WWPR 和其他社区协商，起草一份新的 2024-2027 年的
实施计划。注意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关键天气科学及其应用的驱动力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天
气、水和气候相关的危害对社会构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世界水资源方案将接受一个多功能的科学组合，并与
代表不同支持者的行为者的需求相结合。在 2022 年期间，这一初步草案将向 2022 年 8 月的 WWRP 研讨会
发展，届时将确定科学想法和新项目的具体内容。这将导致在 2022 年底形成最终的实施计划，必须在 2023
年由研究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以及国会审议和批准。我们预计 2023 年是一个过渡年，在这一年里，一些现有
的项目将逐步退出，而新项目的基础将被奠定，以便在 2024 年初准备开始。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新的结构已经到位
与 WMO 会员的需求更密切相关的新活动，例如，WCRP（气候科学）学院和关于解释和预测地球系统变化的
灯塔活动，将加强 WMO 年度到十年的展望和 WMO 气候声明。
与政策制定者的紧密联系， 例如，关于新的气候风险的研讨会，以及在 COP26 会议上发布《气候科学的 10
个新观点》，在南极条约会议上发表关于南极科学的论文，在 UNFCCC 活动上发表谈话和海报，与 IPCC 第
一工作组讨论可能的新特别报告。
新的活动 包括：(i) 气候干预，(ii) 能源、水和碳循环（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合作）和(iii) 全球降水实验（与
美国全球气候研究计划合作）的两个工作组，协调区域降尺度实验（CORDEX）的新活动，重点是城市和高
分辨率降尺度；五个新的灯塔活动，将在未来十年提供急需的气候信息。
组织和计划了许多研讨会（和主要会议） ，例如，与 AIMES 和地球联盟共同举办的临界点系列研讨会，气候
建模的未来研讨会（2022 年 3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区域海平面和沿海影响会议（2022 年 7 月），在卢旺
达基加利举行的 WCRP 开放科学会议（2023 年 10 月）。
增加财政和人力资源。

•
•

•

增加资金 （约 60%的科学资金现在来自 WMO 之外；来自 USGCRP 和英国皇家学会等的主要新拨
款）。
国家对国际项目办公室的支持远远超过 400 万美元 （例如，在英国的欧洲航天局（ESA）有新的耦合模
型相互比较项目（CMIP）项目办公室，在中国的南京信息科技大学（NUIST）讨论新的全球极端天气平
台，在全世界有 8 个新的我的气候风险中心，两个新的核心项目办公室将很快被选定）。
现在有两名 WCRP 秘书处工作人员 来自 WMO 之外（在挪威和法国）。
审查和实施区域办事处的改革
作为 WMO 改革第二部分的一部分，重点是区域方面，到 2021 年 11 月，所有区域协会都批准了他们的子结
构，符合 WMO 改革第一部分所产生的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小组的新结构。为了提高区域协会活动的有
效性，秘书处与所有区域协会主席（PRA）会面，商定制定区域实施计划的方法，其中应包含监测指标（已全
部提交给秘书长）以及 PRA 和秘书处之间有效协调机制。32 名新任常任代表（PR）和 42 名北马里亚纳群岛
的高级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会议商定，秘书处将每季度与 PRA 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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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任命的公关人员组织了在线上岗培训，自 2019 年 6 月第 18 届大会以来，这些公关人员共占 WMO 公关
人员的 41%。其中 24%的人是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后被任命的。在线上岗后，将进行熟悉情况的访问，在
2020 年因 COVID 而中断后，今年将恢复访问。
继续努力为会员的能力发展调集资源。WMO 被重新认证为适应基金的会员，为期 5 年，至 2027 年 3 月。
目前在非洲东部和西部以及南美洲正在实施 3 个区域项目，总价值超过 2000 万美元。目前约有 8000 万美
元的提案正在准备中，包括中非、南亚、太平洋岛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亚和 Ganga-BrahmaputraMeghna 盆地。除了 CREWS 倡议外，适应基金正成为 WMO 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重要财务伙伴。
公私参与 (PPE)
WMO 在促进对话和推动公共、私营、学术和民间社会部门按照 2019 年日内瓦宣言以及大会、EC 和区域协
会会议的指示进行有效参与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WMO 开放协商平台（OCP）关于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服务
的未来的白皮书＃2。不断发展的角色和责任已经被开发出来，为未来的 NMHS 创造一个愿景。OCP 第三次
高级别会议（OCP-HL-3）将作为 EC-75 计划的一部分举行，以发布 OCP 白皮书#2，并分享利益相关方未
来角色的愿景。秘书处正在为举办与 OCP 相关的区域论坛提供支持，以讨论特定区域的问题、机会和倡议，
从而利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作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目前正在开发 PPE 培训包，以支持 WMO 和会员的
培训活动，并提供一个框架来认识和评估国家气象局进行有效 PPE 所需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其他活动，如与
利益相关者的接触、提高认识和对 RA 和会员的援助，包括良好做法的分享和协商，都在提供。
财务事项
第 18 个财政期的第一个两年期的财务执行情况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包括 COVID-19 大流行病、会员国延
迟缴纳分摊会费以及秘书处重组导致的工作人员空缺超过正常水平。第二个两年期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
始，随着修订后的实施模式得到充分利用，推迟的活动正在实施，关键的投资正在进行，秘书处重组所确定的
效率正在重新投入到方案的实施中，活动正在增加。这些内容正被纳入第 19 个财政期的最高支出建议中，该
建议将在讨论《2024-2027 年战略规划》后全面编制。
会员已表明承诺在 2022 年缴纳分摊会费。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会员已经支付了 2022 年摊款的
55%，以及 2022 年初未付的 55%的欠款。然而，未缴纳的分摊会费余额（包括当年和拖欠的会费）总额超
过 4400 万瑞士法郎，占 2022 年分摊会费的 65%。会员国继续关注及时缴纳分摊会费，对于有效实施《战
略计划》至关重要。 会员们还收到了拟议的 2023 年会员会费分摊比额表，它符合 Cg-18 的决议，并以
2021 年 12 月通过的联合国分摊比额表为基础。
我很自豪地报告，WMO 的外部审计员再次对 WMO 2021 年的财务报表发表了无保留的或纯粹的审计意见。
这些财务报表介绍了 WMO 的财务状况和结果，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反映了 WMO 强有力的财务管理做法。
会议、语言服务、法律和大楼事务
治理服务（GS）通过利用技术、建立伙伴关系和重新部署资源，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为 WMO 社区提供更好的
服务，继续进行创新。 特别是在 COVID 疫情期间开发的技术和学到的经验继续得到回报，使 GS 能够为虚
拟和混合会议的指数式增长提供服务。特别是使用虚拟会议平台和远程口译，使我们能够为需要口译的会议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激增 6 倍提供服务。同样，我们继续开发和利用机器翻译工具，目的是为会员提供更多获取
所有官方语言文件的机会。本届 EC 的所有 INF 文件都将以所有官方语言而不仅仅是英语提供，这是这些努力
的直接结果。我们还扩大了与其他联合国实体的伙伴关系，以受益于规模经济和既定的结构，鉴于 WMO 相对
较小的规模，这些结构在服务和财务效率方面都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例如，GS 正在建立我们与联合国在司法
行政方面已经成功的伙伴关系，以包括提供全面的道德操守服务，包括向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咨询、培
训、请求保护以及由联合国道德操守办公室管理财务披露方案。同样，与联合国内部监督办公室的讨论也进展
顺利，以确保在发生针对 WMO 行政首长的不当行为的指控时有一个独立的调查职能。最后，大楼的翻新计划
正在按计划和预算进行。目前正在进行的主要项目主要与暖通空调、照明和能源有关，并将大大减少大楼的碳
足迹。特别是利用湖水来冷却和加热大楼的 Genilac 项目，实际上将消除我们对天然气的使用，而采用地热能
源和完全由可再生水电驱动的热泵。在屋顶上安装光电板，用高效的 LED 灯具替换所有灯具，以及安装现代
自动化大楼管理系统，将进一步促进碳足迹的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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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事项
秘书长例外地延长了下列工作人员在法定离职年龄之后的工作期限。

Jonathan LYNN 先生（IPCC）
直到 2021 年 11 月 30 日，再加 4 个月（退休后共 1 年 10 个月）。
Samuel MUCHEMI 先生 (S)
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3 个月
Lars Peter RIISHOGAARD 先生 (I)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 3 年零 6 个月
Kenneth Holmlund 先生 (I)
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4 个月
员工调查
2022 年 4 月 7 日至 30 日，WMO 在咨询公司 KPMG 的协助下，进行了一次普通员工调查。这项调查是在经
历了重大的组织变革和前所未有的 COVID 挑战之后，收集员工意见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些结果将有助于
WMO 进一步加强优势领域，并在发现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
调查的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证实了 WMO 作为一个拥有高度参与和积极性的员工的良好雇主地位。考虑到调
查所处的艰难背景，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工作人员在工作环境、动机和工作满意度、领导力、工作量以及对团
队和主管的满意度方面都给出了高分。然而，在一些领域，调查显示有改进的余地，如职业和培训机会。为了
提高工作人员对这些指标的满意度，WMO 将更全面地调查工作人员的期望和组织能力，并作出有针对性的努
力来改进。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气 气候 水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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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日内瓦

提交者
区域协会主席
15.VI.2022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

保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
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
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第一区域协会（RA I）主席的报告 -自执行理事会（EC） - 73 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管理组
(1)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RA I 管理组（RA I MG）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一区
主席赞赏秘书长为加强非洲区域办公室的能力所做的努力，招聘和安置了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技术协
调员。会议还注意到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的倡议，该机制对于解决非洲上空观测网络的主要差
距至关重要。

(2)

各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根据第 18 届会议商定的各自决议，向一区协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各自的工作计划、
活动和 2022-2023 年的预期成果。(i) 服务委员会；(ii) 基础设施委员会；(iii) 能力发展与研究理事
会；(iv) 热带气旋委员会；(v) 水文协调组，以及一区协性别协调员。

(3)

制定了 RA I 区域实施计划，重点是加强观测和基础设施建设（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
WMO 信息系统（WIS）、区域基本观测网络（RBON）、飞机气象中继（AMDAR）、全球数据处理
和预报系统（GDPFS）、RIC）；改进天气预报，早期预警系统（EWS）、灾害性天气预报计划
（SWFP）、基于影响的预报）；气候和水服务、ISO 认证和领导力培训。

(4)

RA I MG 强调了解决非洲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具体需求的重要性，
其他国际机构目前也在这样做。随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筹备第一次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会议，其职权范围包括起草 2023-2027 年第一次非洲区域会议行动纲领。

在此期间，RA I 委员会举行了成立会议。
(a)

2021 年 11 月 16-19 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的 RA I 服务委员会会议。

(b)

2021 年 3 月 29-31 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的 RA I 基础设施委员会会议。

(c)

2022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在喀麦隆雅温得举行的 RA I 水文和水协调组会议。

(d)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一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会议（在线会议）。

(5)

这些会议的结果使得每个委员会能够制定出与 RA I 优先事项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的实施计划。其余的
委员会仍在与成员协商，以便在以后的日期举行会议。

(6)

RA I 区域执行计划根据其区域优先事项、Cg 和 EC 决议和决定，考虑了以下优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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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统一数据政策、水和气候联盟、全球多种灾害警报系统、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RBON、
WIGOS/WIS、SOFF。

(b)

早期预警、早期行动：弥合差距高级别会议。2022 年 7 月下旬，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

(c)

非洲成本回收战略的航空气象服务在线研讨会。

(d)

2022 年 10 月在塞舌尔维多利亚举行的第一届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RA 会议。

(e)

第十九届 RA I 会议计划于 2023 年第一季度召开。确切的日期和地点将在必要的协商后告知。

区域优先事项
(7)

RA I 的优先事项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自 2019 年以来，并主要归因于 covid-19 大流行病，出现了新
的优先事项。以下问题仍然是 RA I 的优先事项。
(a)

改善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高影响服务以减少灾害风险，并需要一个多灾种预警系统（MHEWS）和全球多灾种预警系统（GMAS）作为紧急事项来运作。

(b)

增加来自 RA I（非洲）的观测数据，以提高全球生产中心（GPC）的全球数值天气预报
（NWP）的质量，并通过级联协议提高区域和国家 NWP 产品的准确性。

(c)

能力发展（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发展和机构转型），这包括在获取、处理和分析来自 GPC 的
NWP 数据和产品方面的培训，以便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运行有限区域模型，并改善对减少灾害
风险（DRR）和关键经济部门（如农业、卫生、水、能源和运输等）的基于影响的预测。

(d)

WIGOS，建立 WIGOS 区域中心（RWC），提高 WIS（宽带）的吞吐量，进行大数据交换。

(e)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质量管理系统（QMS）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的认证要求。

(f)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现在包含了天气和水服务。

(g)

研究、开发和创新--促进基于需求的研究。

(h)

公私部门参与，包括与学术界的参与，以及后续的伙伴关系。

(i)

NMHS 在 COVID-19 大流行后的运作；

(j)

性别政策及其与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结合。

非洲的气候报告状况
(8)

第 18 届 RA I 会议在其第 4.2/1 号决定中批准了《非洲气候状况年度报告》的出版。因此，2020 年
版于 2021 年 10 月推出，2021 年版预计将于 2022 年 8 月中旬发布。

AMCOMET
(9)

第五届非洲气象部长级会议（AMCOMET）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6-17 日在线举行。非洲联盟（AU）
第四专业技术委员会（STC4）在 2021 年 12 月批准了修订的非洲气象战略。 非盟执行理事会于
2022 年 2 月 2 日（EX.XL/Dec1143(XL)）通过了经修订的《非洲气象战略》；非盟大会在 2022 年
2 月 5 日至 6 日的第 35 届常会上（Assembly/AU/Dec.819（XXXV））通过了经修订的《非洲气象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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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MO 将继续通过合作项目支持 AMCOMET 战略的实施，并像其他国际机构一样，向会员报告其贡
献。
(11) 作为吸引气候融资和气候适应基金的资源调动工作的一部分，AMCOMET 正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27 届协调组上，在非盟的非洲馆组织一次会外活动。
第二区协协会（RA II）主席的报告--自执行理事会（EC）-73 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二区协第 17 届会议
(12) 第二区协第十七届会议（RA II-17）第一部分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至 26 日在线举行。在总共 117
名参与者中，女性和男性，比例为 30:87，即 26:74%。Abdulla Ahmed AL MANDOUS 博士（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当选为第二区协主席，Tran Hong THAI 教授（越南）当选为副主席。RA II 讨论并
同意了新的区域概念，通过了三项决议和七项决定，并重新建立了与各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相一致
的区域工作结构。
(13) 第二部分的 RA II-17 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30 日在线举行。第二部分的重点是技术事项，包括为
期两天的区域技术会议，其中包括第一次 RA II 水文大会和一次海洋会外活动。二区协通过了八项决议
和五项决定，并批准了二区协运行计划（2021-2024 年），该计划是根据大会（Cg）和欧盟委员会对
各区域协会的要求制定。二区协审查了工作组的次级结构和二区协伙伴关系战略草案的初步成果。

管理组(MG)
(14) 2021 年 8 月 24 日举行了二区协管理组（MG）第 17 次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 RA II-17 第二部分的
最后准备工作。
(15) 2022 年 3 月 24 日举行了 RA II 执行组的第一次会议。第二区协主席 Abdulla Ahmed AL
MANDOUS 博士和 WMO 助理秘书长张文健博士就第二区协实施计划交换了意见，审查了各区域办公
室的有效性，并审查了即将举行的主要会议。
(16) MG 于 2022 年 4 月通过信函批准了更新版的 RA II 运行计划（2021-2024）和 RA II 实施计划。
(17) 根据 RA II-17 的决定，正在进行专家组成员的遴选工作，供 MG 批准。

主要成就
(18) 在 RA II-17 的第二部分（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30 日），北京 RWC（中国）和东京 RWC（日本）
被指定为 RA II（亚洲）的第一批运行的 RWC，这是基于它们在整个试验期的成就。根据 RA II RWC
概念，一项联合行动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开始。2022 年 1 月 1 日，RWC-北京和 RWC-东京之间进行
了第一次责任转换。
(19) 这本《2020 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的第一个区域版本概述了陆地和海洋温度、降水、冰川退缩、海冰
缩小、海平面上升和恶劣天气。它研究了在这一年里的社会经济影响，当时该地区还在与 COVID-19
大流行病作斗争，这反过来又使灾害管理复杂化。该报告综合了广泛的合作伙伴的意见，包括联合国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国家气象局以及主要科学家和气候中心。该
报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之前发布，作为一系列区域分析之一，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以
及区域和国家投资提供信息。该区域团队现在正致力于 2021 年版，将于 2022 年 9 月发布。
(20) 由一个公共网站和一个限制性门户网站组成的亚洲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A）已于 2018 年 9 月
建立并启动。到目前为止，来自 RA II 的 11 个成员（即阿富汗、中国、中国香港、印度、科威特、中
国澳门、蒙古、缅甸、阿曼、俄罗斯联邦和泰国）的通用警报协议（CAP）警告被汇总并显示在
GMAS-A 公共网站上。2021 年 12 月举行了一个混合型 GMAS-A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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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2 年 2 月 25 日，RA II "巨型城市智能气象服务公私合作试点项目"（PPE-SMSC）正式启动。
PPE-SMSC 由中国气象局（CMA）、香港天文台（HKO）和澳门气象暨地球物理局（SMG）共同主
办。作为对《日内瓦宣言》（2019 年）的回应。为天气、气候和水行动建立社区，该项目旨在开发一
个基于 PPE 模型的综合城市气象、气候和水服务。后一个项目在 2021 年第 17 届 RA II 会议上被批准
为试点项目之一。PPE-SMSC 是第一个在区域层面启动的此类项目，而项目的目标成果预计将在各区
域和其他地区复制和扩大规模。
(22) RA II-17 第二部分决定，需要采取重点突出的方法，在第三极区域气候中心-网络（TPRCC-网络）框
架内，由相关成员加速开发和提供气候信息。将设立一个 TPRCC 专家组，作为 RA II 的附属机构。实
施计划（IP）被最终确定为涵盖北纬 25°-50°，东经 65°-105°的矩形区域，该区域内的 2000 米等
高线突出了高山的概念，并在 http://www.rccra2.org/tp-rcc/，一个门户网页投入使用。
(23) 2021 年 11 月推出了 RA II 的原型网站，并在 2022 年 4 月进行了升级。该网站由亚洲和西南太平洋
区域办公室（RAP）在 WMO 社区平台上开发。它将作为 RA II 成员的区域门户，提供有关结构、治
理、规划、新闻、活动和技术资源的链接。

任务组（TT）、工作组（WG）、协调组和区域研究协调中心（RFP/R）。
(24)

自 RA II-17 以来，RA II 的任务组、工作组、协调组和区域研究协调中心共举行了 20 次在线会议，
讨论各种议程项目和 RA II 运行计划的实施。
附属机构
联席会议

WG 基础设施

年
2021

2021

2022

WG 服务

2021

2022

描述
二区协任务组/工作组/协调组主席联席会议
RA II 工作组组长联席会议
第一次 RA II 工作组基础设施会议
第二次 RA II 工作组基础设施会议
第三次 RA II 工作组基础设施会议
第四次 RA II 工作组基础设施会议
第五次 RA II 工作组基础设施会议
第六次 RA II 工作组基础设施会议
第七次 RA II 工作组基础设施会议
第一次 RA II 工作组服务会议
第二次 RA II 工作组服务会议
第三次 RA II 工作组服务会议
第四次 RA II 工作组服务会议
第五次 RA II 工作组服务会议
第六次 RA II 工作组服务会议
第一次 RA II TT-RP 会议
第一次 RA II TT-RC 会议
第二次 RA II TT-RC 会议

TT-RP

2021

TT-RC

2021

研究方面的区
域协调中心

2021

第一次区域研究协调人会议

2022

第一次 RA II 研究和创新协调会议

日期
6月8日
9月8日
6 月 16 日
6 月 22 日
7 月 13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8 日
1 月 26 日
3月3日
6 月 25 日
7月6日
7 月 14 日
7 月 20 日
2 月 10 日
3月2日
4 月 26 日
4 月 19 日
4 月 28 日
7 月 23 日
3月7日

(25) 根据 RA II 运行计划（2021-2024），总共组织了 21 个区域技术论坛。
活动区域

水文

年
2021

描述

日期

第二届RA II水文顾问论坛

3月26日

第三届RA II水文顾问论坛

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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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区域

年

描述

日期

2022

第四届RA II水文顾问论坛

3月29日

RA II 区域WIGOS中心（RWC）功能和工具培训
研讨会
基础设施

2021

第11届亚洲-大洋洲气象卫星用户会议(AOMSUC11)
第六届亚太地区海洋仪器仪表研讨会
2020年亚洲的气候状
况

南亚气候展望论坛

开幕式会议
高级别启动活动

东盟气候展望论坛

服务

10月28日至11月
5日
13-17
12月
4月14日
10月26日

SACOF-19

4月26日至28日

SACOF-20

27-29
9月

亚洲区域气候监测-评估-预测论坛第17届会议
（FOCRAII-17）
2021

6月29日至7
月12日

5月7日

ASEANCOF-16

5月20日和24日

ASEANCOF-17

22-26
11月

第九届东亚冬季气候展望论坛

11月4日

第六届热带气旋监测和预报国际培训班（由中国气 11月25日至12月
象局主办）
3日
2021年亚洲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A）研讨
12月9日
会

2022

跨领域

2022

RA II 气候服务实施检查表培训研讨会

12月16日

2021年亚洲气候状况筹备研讨会

4月6-8日

2021年亚洲气候状况第一次作者会议

RA II 巨型城市智能气
象服务公私合作试点项
目（PPE-SMSC）。

5月4日

项目协调组会议

2月18日

开幕会议

2月25日

伙伴关系
(26) 尽管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影响，但在 2021 年与 UN-ESCAP 联合开展了以下活动。
(a)

2020 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2020 年西南太平洋气候状况报告》、以及区域气候（展望）
论坛。

(b)

亚太经社会第 77 届会议，2021 年 4 月 26 日至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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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亚太经社会抗灾周和亚太经社会减灾委员会第七届会议（2021 年 8 月）。

(d)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2021 年 2 月）。

(e)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十六次综合研讨会（2021 年 12 月）。

(f)

WMO/亚太经社会热带气旋小组（2021 年 9 月）。

(g)

2021 年亚太灾害报告》。

(h)

在越南实施基于影响的预测和预警服务（IBFWS）。

(27) WMO 与区域综合多灾种预警系统（RIMES）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提高国家气象局和伙伴机构提
供气象和水文信息和服务以及预警产品的能力，支持减少灾害风险、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
制定了一个 WMO-RIMES 联合战略和行动计划。
(28) 此外，在区域伙伴关系战略下还开展了以下活动。
年

描述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23-25
2月

将气候风险信息纳入气候行动（由KMA主办）

6月2日

国家气象局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和管理课程（由新加坡气象局主办）。

8月3日至13日

WMO/亚太经社会热带气旋小组-第48届会议

9月20、21和
23日

2021 东北亚气象科学与技术论坛
CREWS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项目启动仪式
东盟气象和地球物理学小组委员会第42次会议（SCMG-42）。

28-29
9月
10月4日
10-11
11月

第六届中亚气象科学与技术国际研讨会（由中国气象局主办）

11月30日12月1日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十六次综合研讨会

12月2-3日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
2022

日期

CREWS柬埔寨项目 - 国家任务

23-25
2月
4月26日

WMO 第十八届会议(Cg-18)、EC-73/74 和第十七届会议(RA II)通过的决议的后续行动
(29) RA II 活动将根据完整版的 RA II 运行计划（2021-2024）进行审查和更新。现将优先技术活动的实施
情况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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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成果领域

Cg/EC 的决议/决定

建立 RA II RWC

R37, R35, R38, R40,
R41/Cg-18, 4.2(1), (3),
(4), (5), (6) /EC-73
R39/Cg-18, R8/EC-72, R14
(EC-73)
R34, R36/Cg-18, 4.2(2),
4.2(3)/EC-73, R2/Cg-Ext
(2021)
R55, R56/Cg-18, D7/EC72, 3.4(1)/EC-73/, R1/CgExt (2021)
R27, R28/Cg-18

制定区域 AMDAR 计划
制定分阶段的 GBON 和
RBON 实施计划
解决 WMO 数据政策和新出
现的数据问题
改善航空的气象服务

第 II-17 号决
议/决定
R8

实施状况

D10

建设中的 ET

D11

建设中的 ET

不适用

建设中的 ET

R4

建设中的 ET

已完成

加强多种灾害预警服务。
GMAS-A
提高水资源评估的能力

R58, R59/Cg-18

R5

正在进行中

R24, R25/Cg-18

R6

建设中的 CP

加强海洋和沿海服务

R29, R30, R31/Cg-18,
R4/EC-72
R20, R21, R22/Cg-18,
D9/EC-72, R64 (Cg-17),
R6(EC-67), D16 (EC-68),
D9
(EC-72)
R8 、 61 、 62 、 63 、 64/Cg18
R48, R50/Cg-18, R16,
R46, R48/EC-69, D47/EC70, R6/EC-71,4.2（12）
/EC-73
R32, 80/Cg-18, R11/EC72, D2/EC-71

R7

建设中的 ET

D4, D5, D9

正在进行中

D12

规划

R9

正在进行中

D6

正在进行中

促进气候服务的实施

RA II 研究论坛
推广极地和高山活动

大城市智能气象服务的公私
参与

本财政期的主要计划活动/事件
(30) 计划中的主要活动和事件如下。
(a)

MG 会议。

(b)

任务组、工作组/协调组、区域研究协调中心会议。

(c)

其他附属机构会议，包括专家组会议。

(d)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Fs）。

(e)

亚洲气候状况报告。

(f)

GMAS-A/CAP 研讨会。

(g)

水文顾问论坛。

(h)

区域 GBON/RBON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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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亚洲-大洋洲气象卫星用户会议（AOMSUC）。

(j)

RA II/V PPE 论坛。

(k)

RA II 研究论坛。

(l)

其他技术和伙伴关系活动。

第三区域协会（RA III）主席的报告--EC-73 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管理组
(31) 三区协协调组第 22 次会议（2021 年 7 月，在线）介绍了三区协协调组业务计划的编制进展，以及
ENANDES、PROMSAT 和 NWSAFFGS 区域项目的进展状况。
(32) 在 RA III MG 的第 23 次会议上（2021 年 10 月，在线），提交并讨论了与 2021 年特别大会有关的
文件审查。
(33) 在 RA III MG 的第 24 次会议上（2021 年 12 月，在线），介绍了三位新的常任代表和新的 WMO 成
员服务和发展部局长 Filipe Lucio 先生。五个工作组还介绍了他们在过去 3 个月的活动进展情况。
(34) 在第三代资源分配小组第 25 次会议上（2022 年 3 月，在线），批准了 2022-2023 年第三代资源分
配小组的实施计划，同时增加了海洋气象和海洋学专家组（ET-MMO）和区域数值天气和气候预测专家
组（ET-RNWCP）。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的气候状况报告
(35) 根据 RA III-18 关于出版《拉加地区气候状况年度报告》的第 8 号决定，2020 年报告的发布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举行了在线高级别活动。制作 2021 年气候状况报告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和 5 月 13 日之间举行了几次规划和起草会议。

参加一些事件和活动
(36) 在第三区划中，发生了以下事件和活动。
(a)

中美洲山洪指导系统区域中心（CAFFGS）和南美洲山洪指导系统西北部成员国
（NWSAFFGS）的联席会议。

(b)

培训：由 IDT 工作组组织的二进制通用表（BUFR）关键数据交换课程，有来自 8 个国家的 60
多人参加。

(c)

南美西部和南美南部区域气候中心（CRC-OSA、CRC-SAS）的联合会议。

(d)

高级别工作组(HL-TT)第 3 次会议，确定区协主席和副主席的职权范围。

(e)

发布《2020 年拉美气候状况报告》。

(f)

关于数据政策、水文和区域改革的 Cg-Ext 2021 年前的磋商会议。

(g)

EC 改革工作组第四次会议。

(h)

政策咨询委员会（PAC）第二次会议。

(i)

第三届 SOFF 资助者论坛，审查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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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021 年特别大会和 EC-74。

(k)

技术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TCC-2（2022））。

(l)

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PAC-1（2022））。

三区协的治理
(37) RA III 成员的数量仍为 13 个。在此期间，Yolanda González Hernández 女士（哥伦比亚）和 Raul
Rodas 先生（巴拉圭）分别担任了第三期代理的主席和副主席。在此期间，任命了厄瓜多尔、秘鲁和乌
拉圭的新常任代表。协会在其第 18 届会议（2020 年 11 月）上设立了五个区域性工作组，即：:
(a)

基础设施和发展。

(b)

天气和气候。

(c)

水文和水资源。

(d)

科学与研究；以及

(e)

服务。

最近（2022 年 3 月），区域工作结构中增加了两个新的专家组。

四区协协会（RA IV）主席的报告--EC-73 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管理组(MG)
(38) RA IV-18 会议建立了一个新的区域工作结构，包括一个 MG，三个区域委员会。基础设施；飓风；和
服务以及水文和水协调组。此外，还任命了五个协调中心，分别负责(i) 能力发展；(ii) 教育和培训；
(iii) 减灾；(iv) 研究和建模；(v) 卫星数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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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四区协第 28 次会议（2021 年 4 月）指定了（i）区域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ii）协调人和（iii）政
策咨询专家组（ET-PAD）的成员。会议还批准了联络点和 ET-PAD 的职权范围；而四区协管理组第
29 次会议（2021 年 7 月）：批准了区域委员会和联络点的路线图，在区域委员会下设立了专家组
（ET），任命其成员并通过了其职权范围。
(40) 现在可以通过 RA IV 社区平台在线查询协会各附属机构的组成。
RA IV 2020-2023 年的区域优先事项
(41) 由 RA IV-17（2017 年 3 月）批准的 2020-2023 年期间 RA IV 的区域优先事项如下。
本地区的优先事项
评论/澄清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改进气候服务（CS）的提供。国家和区域综合行动计划；伙伴关
(GFCS)
系；全球和区域方法；高政治级别的知名度；使用独立顾问
减少灾害风险(DRR)
加强与国家/地区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从不断变化的水文地质、
气候和地球物理风险到适当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可持续的解
决方案和机制，以减少这些风险的影响。考虑到越来越多的人
口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多重灾害预警系统（MHEWS）和早
期的 DRR 信息（仙台 2015-2030）。
水(水文)
由于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洪水、干旱、低于正常水平的降雨期
等），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科学支持。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采用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的框架。由于水资源压力的
增加和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供应的影响，提供水力预报和水力灾
害预警的能力不断提高。
无缝和综合预测服务
提高无缝和综合预测和服务的质量和可用性，从几分钟到几个世
（GDPFS）
纪，以满足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的需求（GDPFS）。
重要或正在进行的区域活动
航空气象服务
AMF、GANP、ASBU、WAFCs、AM 服务的新规定、有效的成本
回收机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实施 WIGOS 和 WIS
WIGOS/WIS 全面发展
海洋气象
由于对服务的需求和要求不断增加，重点/科学支持（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优先）。
极地和高山地区
由于对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的需要和要求不断增加，重点和科学
支持。了解对的影响。1）天气系统。在中纬度和热带地区；
2）水的可用性。
RA IV 2024-2027 年的区域优先事项
(42) RA IV-18（2021 年 2 月）为 2024-2027 年期间批准的四区协区域优先事项如下。
WMO 的长期目标
区域优先方案领域
目标 1:更好地满足社会需
热带气旋
求：提供权威的、可
灾害性天气预报和警报
获得的、面向用户
气候服务
的、适合目的的信息
气候变化的情景
和服务。
水文
航空
空气质量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
基于影响的预测（IBF）和预警服务
WIGOS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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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的长期目标
目标 2:加强地球系统的观测
和预测。加强未来的
技术基础
目标 3:推进有针对性的研
究。利用科学领域的
领导地位，提高对地
球系统的理解，以加
强服务
目标 4:缩小天气、气候、水
文和相关环境服务方
面的能力差距。加强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提
供能力，确保提供政
府、经济部门和公民
所需的基本信息和服
务

区域优先方案领域
WMO 新的数据政策
GDPFS
研究计划和共同赞助的计划（WWRP、WCRP、区域研究实
体、公共和私营部门、基金会等）。

热带气旋反应
水文
海洋气象
伙伴关系
WMO CPDB
WMO 区域计划
公共气象服务

目标 5:对 WMO 的结构和
计划进行战略调整，
以实现有效的政策和
决策以及实施。

WMO 的治理改革：与技术合作机构和经常预算的协调
关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RA IV 参与各技术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
(43) 除了四区协主席作为所有六个 PRA 的代表参加 SERCOM MG 外，四区协 17 个成员中的 14 个成员的
234 名专家被任命为两个 WMO 技术委员会（TC）及其附属机构的 337 个职位，具体如下。
任职人数

编号：RA IV 成员

TC 组的数量

TC 小组的类型

11

5

2

61

6

10

36

7

7 of 8

研究小组

173

13

47 of 51

专家团队

37

6

11 of 12

INFCOM 任务小组/部队

19

5

-

管理组
常设委员会

其他团体或小组委员会

(44) 四区协参与 WMO 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的情况现在可以通过四区协社区平台在线查询。
(45) 除上述外，其他 190 项与技术合作有关的任命是：。
任职人数

编号：RA IV 成员

3

3

131

26

国家协调中心

17

11

其他联络点

任职类型
官员或国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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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5

港口气象官员

四区协的近期和即将开展的活动（2021 年 6 月至今）
(46) 新成立的 RA IV 附属机构举行了以下会议，同时还为 RA IV 成员举办了一系列技术网络研讨会。
(a)

四区协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8 日，在线。

(b)

第四十四届 RA VI 飓风委员会会议，2022 年 4 月 25-28 日，在线。

(c)

第六次 RA IV ET 航空服务会议，2022 年 4 月 27 日，在线。

(d)

四区协水文和水资源协调组第二次会议，2022 年 4 月 5 日，在线。

(e)

第五次 RA IV ET 航空服务会议，2022 年 3 月 30 日，在线。

(f)

四区协水文和水资源协调组第一次会议，2022 年 3 月 11 日，在线。

(g)

RA IV ET 关于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的第一次会议，2022 年 3 月 4 日，在线。

(h)

RA IV 基础设施委员会的第一次网络研讨会，2022 年 3 月 3 日，在线。

(i)

2022 年 2 月 23 日 RA IV ET 关于航空服务的第四次会议，在线。

(j)

技术网络研讨会。基于影响的预测实施进展--萨尔瓦多的经验，2022 年 2 月 2 日，在线。

(k)

2022 年 1 月 26 日，RA IV ET 关于航空服务的第三次会议，在线。

(l)

第四次阿拉伯联盟管理组第三十届会议，2022 年 1 月 25 日，在线。

(m) 技术网络研讨会。使用 WMO 社区平台的 RAs III 和 IV，2021 年 12 月 13 日，在线。
(n)

气候服务 RA IV ET 第一次会议，2021 年 12 月 6 日，在线。

(o)

关于三、四区协 CLIMAT 自动化的技术网络研讨会，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线。

(p)

2021 年 11 月 24 日，RA IV ET 关于航空服务的第二次会议，在线。

(q)

2021 年 11 月 11 日，关于整个加勒比地区预测和服务的海洋观测的技术网络研讨会，在线。

(r)

RP21 学习实验室。闪电和野火，由牙买加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共同主办，
2021 年 11 月 4 日，在线。

(s)

技术网络研讨会。绘制 RA IV 的业务气候服务图，2021 年 11 月 3 日，在线。

(t)

技术网络研讨会。卫星数据处理和 单一数据，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线。

(u)

关于航空服务的第一次会议 RA IV ET，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线。

(v)

RA IV 服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21 年 9 月 24 日，在线。

(w)

2021 年 9 月 23 日，RA IV 基础设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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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020 年气候状况报告的高级别发布会，2021 年 8 月 17 日，在线（更
多信息，报告全文见此）。

(y)

第四届 RA IV 水文顾问论坛，2021 年 8 月 12 日，在线。

(z)

第二十九届 RA IV 管理组会议，2021 年 7 月 15 日，在线。

2020-2023 年将继续开展的其他区域活动
(47) 在 2020-2023 年期间，预计将继续开展以下活动。
(a)

在飓风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修订技术和业务计划。

(b)

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委员会和 WIGOS 国家协调中心为 RA IV 制定的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的活
动。

(c)

继续举办四区协水文顾问论坛，以支持四区协水文和水协调组的工作。

(d)

继续支持 RA IV 成员对 WMO 自愿合作计划（VCP-基金和 VCP-ES 协调计划）的援助请求，旨
在促进有效参与 WMO 的世界天气监视和其他科技计划。

(e)

在 WMO 经常预算和 VCP 下实施研究金。位于巴巴多斯和哥斯达黎加的第四代阿拉斯加区域培
训中心继续在研究金计划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f)

提供开放源码的气象、气候和水文信息和数据库系统（MCH），该系统由墨西哥捐赠给 WMO，
并根据要求提供给有关成员。

(g)

与伊比利亚-美洲气象和水文服务局长会议（CIMHET）协调，该会议汇集了第三区域和四区协的
西班牙语成员，并合作实施其活动计划，重点是：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的体制和资源调动，
通过试点项目、教育和培训发展气候服务，以及发展预测和监测极端事件的次区域虚拟中心。

(h)

四区协协会在以下 WMO 机构/小组中的代表：
(i)

WMO 主席团通过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总统担任 WMO 第二副主席。

(㈡ WMO 执行理事会通过库拉索和圣马丁，（第二副主席）、牙买加（当然成员）、加拿大
（代理成员）、英属加勒比领土（当选成员）、美利坚合众国（当选成员）。四区协的其
他成员是哥伦比亚（当然成员）、法国（代理成员）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当
选成员）。
(三) GFCS 气候协调组（CCP）通过 RA IV 的主席和来自伯利兹和库拉索岛以及圣马丁岛的专
家。
(四) WMO EC 能力发展小组（CDP）通过 RA IV 主席（WMO RAs 主席的代表）、美国
（CDP 副主席）、BCT（RA IV 的代表）和加拿大（INFCOM 的代表）。

四区协的项目
(48) 以下是 RA IV 目前正在开发的项目。
(a)

海地天气系统计划。减少海地脆弱性的气候服务（2012-2022）由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资
助，旨在 2010 年地震后在海地重建水文气象服务。通过该项目，为海地国家卫生局（UHM）建
造了一座新的大楼，并安装了预测系统。海地的国家战略计划也已经制定，概述了未来 5 年的优
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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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REWS 海地项目（2021-2024 年）正在由 WMO 和世界银行（WB）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实
施，该项目建立在海地-加拿大项目和世界银行海地水文测量项目的成果之上。优先事项包括对国
家气象局（UHM）的机构支持，国家气象局和国家灾害管理办公室（NDMO）工作人员在建模、
预测、系统维护、传播和沟通方面的能力建设。

(c)

CREWS 加勒比项目（2018-2022 年）正在与世行 GFDRR（牵头）和 UNDRR 合作实施。整
个项目的预算为 5,500,000 美元。该项目旨在提高加共体国家的水文气象能力和预警系统。该
项目有三个组成部分：i）制定区域预警系统战略（世行全球减灾基金），ii）提高水文气象能力
（WMO），以及 iii）在试点国家实施。

(d)

ECCC CREWS（2016-2021 年）是加拿大 CREWS 项目的一个分项，该项目也在东南亚和太
平洋地区实施。加勒比地区部分包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开发一个河流洪水综合预报系统，与
WMO 的系统（SWFP、FFGS、CIFI、WHOS）以及其他系统（如。GeoGLOWS）已经在伊斯
帕尼奥拉地区可用。IRFF 将在当地流域提供基于影响的预测。已经制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培训计
划，以确保向国家机构转移知识和授权，这些机构得到了 WMO 阿根廷区域培训中心的支持。这
也包括促进将 IRFF 纳入国家风险管理的预警系统。其他正在进行的活动包括在七个国家制定国
家战略计划，以及为整个地区起草气象法案制定模板。

(e)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内部气候服务和相关应用（ClimSA）计划（2020-2024）由欧
盟 ClimSA 资助，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合作伙伴与包括 WMO 在内的技术合作伙伴
一起工作，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CP）的 79 个成员国的区域和国家层面建立气
候服务价值链。在 ClimSA 下，WMO 支持在五个优先部门实施气候服务价值链：农业、DRR、
能源、卫生和水。WMO 的重点包括加强气候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接口；气候服务信息系
统；观测、数据救援、数据集的使用和模型比较；以及将气候服务纳入政策进程的主流，所有这
些都是以能力发展和知识管理为基础。加勒比部分估计占总预算的 12%。

(f)

FFGS。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 WMO 合作，支持在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
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的 FFGS 第二阶段（20092018）和第三阶段（2019-2024）。

(g)

美洲开发银行。与 WMO 合作，评估国家在水文价值链方面的能力，并制定路线图，以填补哥斯
达黎加和巴拿马已查明的差距。

(h)

WMO 正在支持一个加强季节性水文预测和 HydroSOS 在中美洲实施的项目（2022-2023）。

RA IV 附属机构的支持活动
(49) 自 2021 年 6 月以来，RA IV 政策咨询专家组（ET-PAD）取得的成就包括。
(a)

审查现行的注册会计师职权范围，注册会计师主席的职权范围，并为副主席的职权范围制定建议
（2021 年 7 月至 8 月）。

(b)

RA IV 的投入，包括向 WMO 战略规划进程更新重点领域（2021 年秋季）。

(c)

审查区域实施计划（2022 年 3 月至 4 月）。

(50) 四区协服务委员会实施了一个新的水文服务专家组，而已经存在的小组（航空、气候和海洋气象和海洋
学）则举行了协调会议，并为组织虚拟技术会议和网络研讨会做出了贡献。
(51) 四区协能力发展协调中心（FP-CDV）已经开展了初步工作，以确定机会和挑战并提出建议。其他贡献
是：。
(a)

在中美洲气候展望论坛（CACOF）期间，与气候家、水文家和来自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其他专家进
行集体沟通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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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持 CRRH 进行的 NMHS 评估，以设计、开发和实施中美洲灾害性大气天气虚拟中心
（CVTAS）。这项活动包括与中美洲地区的专家进行访谈和研讨会。

(52) 四区协减少灾害风险协调员（FP-DRR）报告了从 2021 年 6 月开始的下列活动。
(a)

绘制 WMO 区域工作方案与仙台框架优先事项的对接图。

(b)

在飓风委员会第 44 次会议上协调召开一次关于减灾的特别会议，强调基于影响的预测方面的最
佳做法以及在 RA IV 中实施通用警报协议。

(c)

四区协成员参加了由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中美洲经济共同体组织的第五次中美洲全面灾害风险管理
政策区域协商论坛，该论坛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蓬塔卡纳以混合模式举
行。论坛确定的优先事项包括应用战略和工具为减灾融资；加强减灾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教育和研
究；通过与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更大和更好的协调，促进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协同作用；促
进地方和区域政府能力发展的财政和技术激励，以及管理和促进为能力建设寻找资源。

(d)

这一时期涉及的其他与减灾有关的重要问题有：雷电和雷电安全意识；基于影响的预测和警告，
CAP 的实施；通过 MHEWS 和响应进行准备；加强灾害风险治理以管理灾害风险；加强备灾以
有效响应；气象立法和政策；NMHS 的战略计划和国家天气、水和气候服务框架及行动计划；在
加勒比地区推进 MHEWS 的战略路线图；NMHS 和 EWS 的优先活动；以及东加勒比的
SWFP。

(e)

四区协在 2021 年 11 月第一周在牙买加和网上举行的第七届美洲减灾区域平台（RP21）上有大
量的参与和代表。RA IV 成员为多个发言和分组讨论提供了便利，在分组讨论和由 WMO、国际
生物伦理委员会、粮农组织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协调的学习会议和实验室中
产生了一套强有力的建议。

WMO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办公室
(53) 位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 WMO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办公室一直在为国家气象局加强服务的努力
提供有效支持。对协会主席、副主席和附属机构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履行其职责。
(54) 位于巴拉圭亚松森的 WMO 美洲区域办公室一直在促进 WMO 区域活动的实施，与成员保持密切联系，
提供支持以满足该区域成员的要求，并与相关区域组织一起处理 WMO 的跨领域计划。

主席的使命
(55) 汤普森先生以四区协主席的身份出席了 WMO 大会（最近的 Cg-Ext-2021，虚拟参与）和执行理事
会、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PAC、技术协调委员会（最近的 TCC-2）和 CDP 的会议，作为 PRA
的代表，以及 RA 主席的会议和 RA 主席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联席会议。此外，RA IV 的主席还主持
RA IV MG 会议。

协会的未来工作
(56) 该协会最近提交了 2022-2023 年区域执行计划，该计划是根据 2020-2023 年 RA IV 运行计划（RA
IV-18）及其附属机构的个别工作计划制定的。
(57) 将高度重视执行区域 WIGOS、WIS、DRR 和 RA IV 的水文实施计划。
(58) 诸如质量管理系统、成本回收、飓风和相关极端天气事件等问题仍然是成员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建议成
员和 WMO 应高度重视这些主题，以便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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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协域协会（RA V）主席的报告--EC-73 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五区协第十八次会议（RA V-18）
(59) 五区协域协会第十八届会议（RA V-18）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3 日在线举行，来自五区协域协会 17
个成员、其他区域协会、国际和区域组织的 103 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女性和男性参与者的比例为
32:71，即 30%为女性。会议再次选举 Ofa Fa'anunu 先生（汤加）为主席，并选举 Terry Atalifo
先生（斐济）为该地区的副主席。
(60) 会议批准了 7 项决议和 9 项决定，包括根据 WMO 的管理改革建立新的五区协工作结构，其中包括：
(1)监察组；(2)三个工作组（即服务、基础设施、水文和水资源）；(3)南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热带气
旋委员会（TCC）以及两个任务组。
RA V 管理组（MG）
(61) 第二十三届 RA V MG（MG-23）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在线举行。MG 成员讨论了世界气象大会
特别会议（Cg-Ext（2021））和 RA V-18 的成果和后续行动。
(62) MG 批准的关键职位包括新成立的工作组、TCC 和两个 TT 的主席/副主席，以及一个区域水文顾问，具
体如下。
附属机构
角色
命名
会员
主席

雷赞-拉赫马特先生

新加坡

副主席

埃斯佩兰萨-卡亚南女士

菲律宾

主席

卡尔-蒙尼克先生

澳大利亚

副主席

吕晓东先生

菲律宾

主席

罗伊-巴迪拉先生

菲律宾

副主席

TBD

主席

克里斯-诺布尔先生

新西兰

副主席

莫莱尼-图奥洛亚基先生

汤加

区域水文顾问

约翰-芬威克先生

新西兰

主席

阿罗纳-恩加里先生

库克群岛

副主席

Ardhasena Sopaheluwakan 博
士

印度尼西亚

路易斯-威克斯女士

澳大利亚

Nelly Florida Riama 博士（女
士）

印度尼西亚

服务工作组

基础设施工作组

水文和水资源工作组

南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热带
气旋委员会

区域概念工作组

主席
区域合作、协作和伙伴关系工作
组
副主席

任务组/TCC/任务小组
(63) WMO 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RAP）在 2022 年 3 月和 4 月与各工作组/TCC 的新任主席/副主
席举行了一系列讨论，详细阐述了各工作组的次级结构及其职权范围和五区协作业计划。每个工作组的
次级结构草案和职权范围正在由区域概念任务组审查，以便随后提交给 MG 并得到认可。经 MG 批准，
RA V 成员将被邀请提名专家在工作组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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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第五届区域协调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RA V TCC-19）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在网上举行了一
系列会议。TCC 审查了过去的气旋季节和热带气旋操作计划。TCC 还听取了纳迪和檀香山区域专业气
象中心（RSMC）的业务更新（产品/服务变化）。

五区协区域气候中心（RCC）
东南亚 RCC 网络(SEA RCC Network)
(65) 由气象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和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务
管理局（PAGASA）联合协调的东南亚 RCC 网络（SEA RCC Network）于 2017 年 11 月开始示范
阶段，目前正处于可以正式指定为 WMO RCC 网络的阶段。
(66) 计划在 2022 年第三季度举办关于指定 SEA RCC 网络的研讨会。

太平洋 RCC 网络
(67) 由五个节点（长期预测、气候监测、业务数据服务、培训和气候变化预测）组成的太平洋 RCC 网络，
于 2017 年 10 月开始进入示范阶段。每个节点都由一个机构领导的联合体组成，或由一个以上的机构
共同领导。它正在向运行阶段推进。RCC 网络成员举行了几次会议，以更新他们的进展和如何改进他们
的协调。一些强制性节点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长期预测。太平洋气象理事会（PMC）下的太平洋岛
屿气候服务（PICS）小组正在指导和支持 RCC 活动。
(68) 通过 ACP 内部的 ClimSA 聘请一位专家来评估 NMHS 对太平洋 RCC 网络产品的使用。在 ClimSA 的
支持下，一个专家组将对包括太平洋区域气候中心网络在内的每个区域气候中心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为
改善气候服务所需的基本数据和产品。

太平洋 WMO 区域培训中心（RTC）
(69) 关于太平洋 WMORTC 的初步研究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抗灾能
力项目下进行的。本报告已在 RA V-17（汤加，2018 年）上提交，并得到 PMC 第五次会议的认可。
南太平洋大学（USP）、斐济气象局和太平洋地区环境计划秘书处（SPREP）等各贡献组织之间进行了
初步讨论。缺乏资金可归因于在执行开发署评估的建议方面进展缓慢。

西南太平洋的气候状况
(70) 2020 年西南太平洋气候状况》是在 2021 年 11 月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期间的一次高级别活动
上推出的。这是 WMO、五区协成员、联合国伙伴机构和国际科学组织的联合努力。报告强调了与大气
层、海洋和陆地发生的变化相关的真实和潜在风险。2021 年版计划于 2022 年 9 月推出。第一次作者
研讨会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举行。
(71) 同样，在 NOAA 和夏威夷大学领导的太平洋 RCC 网络气候监测节点下，联合体成员在 2022 年 4 月的
太平洋岛屿气候变化论坛上发布了太平洋气候变化监测报告。该报告利用最新的气象、海洋学数据和信
息来描述太平洋岛屿气候的历史变异性和变化，用一套基本指标来表示。这些关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物
理、生物、化学和生态观察的趋势的信息，旨在促进各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沟通，并为其决策提供信息。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
在 RA V 次区域组织了以下 RCOF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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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气候展望论坛（ASEANCOF）
(72) 2021 年 11 月 22 日、23 日、24 日和 26 日，东盟专业气象中心（ASMC）与东盟合作论坛工作组共
同在线组织了东盟合作论坛第十七届会议（ASEANCOF-17）。2021 年，东盟合作论坛工作组成立，
目标是指导和支持东盟合作论坛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在实施客观展望方面。ASEANCOF-17 提供了东
盟地区 2021/2022 年北方冬季季风的共识预测。
(73) 东盟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ASEANCOF-18）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和 26 日在线举行。ASEANCOF18 的主题是了解季风的变异性，重点是季风在东盟地区的影响以及其监测和预测的重要性（如发病时
间、持续时间和强度）。

太平洋岛屿气候展望论坛（PICOF）
(74) 第九届 PICOF（PICOF-9）由 PMC 的 PICS 小组组织，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和 22 日虚拟举行，
讨论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4 月的气候和海洋展望以及西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展望。PICOF-9 还
邀请了来自可再生能源部门的参与者，这是太平洋地区加强气候服务路线图下的一个重点部门。利用这
个机会讨论了他们在气候服务方面的优先事项。
(75) PICOF 第十届会议（PICOF-10）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虚拟举行，讨论 2022 年 5 月至 10 月的气候
与海洋展望和热带气旋展望。PICOF-10 与太平洋地区气候监测网络节点牵头组织的太平洋岛屿气候变
化论坛背靠背举行。

国家气候展望论坛（NCOF）
(76)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和 WMO 为所罗门群岛（2021 年 10 月）、萨摩亚（2021 年 11 月）和斐济
（2021 年 12 月）举办了国家气候展望会议，讨论和准备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4 月的国家气候
展望和热带气旋展望。这些都得到了 CREWS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项目的支持。两个国家的 NCOF
计划在 2022 年实施。
RA V 水文顾问论坛
(77) RA V 水文顾问论坛在网上举行了两次；2021 年 12 月 2 日和 2022 年 4 月 7 日。与水文顾问一起，
该地区的公关人员和其他专家也被邀请作为观察员。两个论坛涉及的信息主题包括 WMO 的最新信息
（如水文行动计划、HCP-3 会议成果、预算外项目更新（适应基金、HydroHub））、水文统计和其
他工具（Tideda 软件）以及水文 "电子学习 "资源。
RA V 的区域 WIGOS 中心（RWC）。
(78) 2021 年 9 月 22 日，以虚拟形式举办了关于 RWC 功能和工具的培训课程，有三个 RWC（斐济、印度
尼西亚和新加坡）参加。2021 年 12 月 14 日至 17 日，为五区协国家联络员举办了 OSCAR/Surface
在线培训，有七个五区协成员参加，包括三个五区协区域中心。
(79) 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概念说明，以描述 RWC 的协调活动，为 RA V RWC 提供关于如何履行其职能的指
导；并为成员提供关于如何以高效和合作的方式应对 RWC 相关活动的指导。它将是一份 "活的 "文
件，将根据 RA V 指南、成员的意见和新 RWC 的指定程序进行更新。
(80) 根据概念说明，三个 RA V RWCs 计划在 2022 年下半年以试点模式运行，履行强制性功能（即元数据
管理、性能监测和事件管理）。计划在 2022 年下半年举办关于 OSCAR/表面的培训课程。

灾害性天气预报方案 - 南太平洋
(81) 新西兰气象局通过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 CREWS 太平洋项目的资助，继续主办该计划的网站
"MetConnect "以支持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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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
数值天气预报（NWP）的混合小组培训
(82) WMO 印度尼西亚区域培训中心在 BMKG 的主持下，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7 月 2 日组织了混合小
组培训的在线部分，内容是关于 NWP 的。计划于 2022 年进行的校内部分将巩固理论知识并开展实践
课程，这对在线指导来说是一个挑战。该课程吸引了来自 14 个成员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的 38 名工作人
员--其中 10 名来自五区协，他们的工作与北马里亚纳群岛有关，并希望提高他们对北马里亚纳群岛技
术的理解。通过这次培训，BMKG 为支持五区协成员实施 NWP 的区域能力发展计划做出了贡献。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和管理方案
(83) 由新加坡气象局(MSS)和 WMO(WMO)举办的第三期国家气象局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和管理课程于
2021 年 8 月 3 日至 13 日举行。由于 COVID-19 的旅行限制，该计划是以虚拟方式进行的，优先考
虑二区协和五区的成员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和最不发达的成员。来自所有六个区域办公室的 23 名高
级官员，包括四名常驻 WMO 的代表参加了该计划。该计划的下一次运行定于 2022 年第四季度举行。
(84) 由 WMO、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KYSPP)和气象局联合开发的过去三期计划的材料，已被编入一份题
为 "以气象和水文服务为重点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入门 "的手稿。该手稿正在定稿中，将于 2022 年第三
季度前以英文出版，并随后提供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WMO 第五次太平洋岛屿区域会议英语海洋服务课程第一阶段
(85) 该课程在 2021 年 8 月至 12 月期间进行，来自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托克劳、汤加和瓦努阿图的 28 名学员顺利完成了课程。该课程的主要目标是提
高学员对海洋服务的认识和技能。课程中介绍了两个当地的案例研究，涉及 2012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拉
包尔皇后号船的灾难性沉没和 2018 年围绕严重热带气旋吉塔的国际协调。该课程的第二阶段计划于
2022 年进行，将包括一个由库克群岛主办的面对面的部分。

太平洋气象理事会（PMC）
(86) 五区协域的太平洋小岛屿国家和领土为规划和实施 PMC 活动以及实施《2017-2026 年太平洋岛屿气
象战略》和《2017-2026 年加强气候服务太平洋路线图》做出了贡献，以配合 WMO 的战略计划。下
一届 PMC 会议计划于 2022 年 9 月举行。
PMC 的太平洋岛屿气候服务（PICS）小组
(87) PICS 小组在 2021 年和 2022 年组织了几次会议，讨论(1)从主观到客观的季节性预测的过渡，(2)使
用 WMO 长期预测牵头中心 MME 作为太平洋地区默认的季节性预测选项和亚季节性预测选项，(3)将
气候变化预测纳入未来 PICOF，(4)PICOF-10 和太平洋岛屿气候变化论坛的安排。
PMC 的太平洋岛屿航空气象服务（PIAWS）小组
(88) 2021 年 11 月 30 日和 2022 年 4 月 12 日组织了会议，讨论（1）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的区域框
架，（2）太平洋航空安全办公室（PASO）对小组工作的贡献，以及（3）亚太地区气象领域的空中导
航缺陷，IWXXM 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气象数据和信息的翻译服务。
PMC 的太平洋岛屿通信和基础设施（PICI）小组
(89) 2021 年 11 月 7 日和 2022 年 5 月 16 日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在太平洋地区交换和共享水文气象和
海洋数据的电信以及 WIS 2.0。PICI 小组和 WMO RA V 基础设施工作组的成员参加了会议，继续进
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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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其他三个 PMC 小组：教育、培训和研究；海洋和海洋服务；以及水文服务，已于 2021 年召开会议。

预算外项目
天气就绪的太平洋--十年投资计划
(91) 太平洋管理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理事会和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会议（太平洋地区的最高决
策机构）批准了 "天气就绪的太平洋--十年投资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加强国家气象局及其与国家气象
局的伙伴关系，减少整个太平洋岛屿社区因恶劣天气、水和海洋事件造成的人力和经济损失。汤加、
BoM 和 SPREP 正在与捐助方谈判，以获得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正在制作一个简短的宣传视频，以捐
助方和合作伙伴为目标。
CREWS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0 项目
(92) CREWS 秘书处批准将 CREWS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0 项目无偿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与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SPREP）签订的无成本延期协议书将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基于社
区的预警系统（CBEWS）部分的实施，其中有几项活动（1）CBEWS 在汤加和萨摩亚，（2）采购将
在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太平洋变化中心（PCC）建立的电子学习平台，以及（3）为选定的七个太平
洋岛屿的国家监测系统采购会议通信设备。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继续为基里巴斯和图瓦卢实施沿海淹没
预警系统，原协议下的活动已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完成。WMO 继续执行项目在以下领域的活动 (1)
基里巴斯的气象立法起草并得到基里巴斯国家议会的认可，(2) 基里巴斯的国家天气、水、气候和海洋
服务框架(SP-WWCOS)完成并启动，(3) 基里巴斯国家气象局的会议通讯设备采购并交付。(4) 起草
指示和政策以审查和改革 1985 年所罗门群岛气象法（CAP 146），并提交给所罗门群岛总检察长办公
室，(5) 对托克劳国家调频广播服务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完成报告，(6) 完成斐济气象服务战略计划和实
施计划。(7) 目前正在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帕劳制定 SP-WWCOS。
CREWS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0 项目
(93) 2021 年 7 月 14 日、9 月 29 日和 10 月 6 日举办了启动和启动研讨会。2021 年 9 月 6 日和 2022
年 4 月 11 日与 WMO 技术部门举行了实施计划会议。UNDRR-WMO 对项目逻辑框架进行了性别和社
会包容的联合审查；并组织了 WMO 和 WB GFDRR 技术交流会。目前在该项目下实施的活动。(1) 托
克劳的 SP-WWCOS，(2) 将在所罗门群岛试行的 IBF 活动，以及制定 IBF 框架的咨询服务的 TOR 已
经完成并分发，(3) 汤加的 NMS 战略计划。

适应基金(AF)区域项目/方案的预先概念
(94) 起草了两个适应基金的预概念提案，并对其进行了审查，以提交给 WMO 项目管理委员会，即在太平洋
岛屿（斐济、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整合洪水和干旱管理和预警，以提高气候变化的复原
力，以及扩大沿海淹没预测倡议（CIFI）-斐济，以加强沿海社区的沿海适应和复原力。

区域优先事项
(95) RA V-18 确定了 2021-2023 年的以下区域优先事项。
(a)

多灾种预警系统（MHEWS）。加强国家多灾种预警/警报系统。

(b)

气候服务。扩大气候信息和服务的提供范围。

(c)

水文服务。加强支持洪水预报、预警和水资源管理的服务。

(d)

航空气象服务。加强服务，支持航空气象服务。

(e)

海洋气象服务。加强决策支持信息和服务的价值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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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WIGOS。通过 WIGOS 优化地球系统观测数据的获取。

(g)

WIS。通过 WIS 改善和增加对观测数据和衍生产品的获取、交流和管理。

(h)

GDPFS。使人们能够获得和使用 WMO 无缝 GDPFS 的数值分析和预测产品。

(i)

满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使它们能够提供和利用基本的天气、气候、
水文和相关的环境服务。

(j)

发展和保持核心能力和专业知识。

(k)

加强有效的伙伴关系，对可持续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进行投资；以及

(l)

优化 RA 的结构以及协调和工作机制，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决策。

本财政期的主要计划活动/事件
(96) 主要的计划活动和事件如下。
(a)

MG 会议。

(b)

任务组、工作组/专家组会议。

(c)

在 RA V 中正式指定 RCC 网络。

(d)

RCOF/RCF/NCOF。

(e)

出版《西南太平洋气候状况》。

(f)

水文顾问论坛。

(g)

阿拉斯加地区 WIGOS 区域中心从试点到运行阶段 V

(h)

区域 GBON/RBON 研讨会。

(i)

亚洲-大洋洲气象卫星用户会议（AOMSUC）。

(j)

RA II/V PPE 论坛。

(k)

PMC 会议。

(l)

预算外项目的实施；以及

(m) 其他技术和伙伴关系活动。
第六区域协会（RA VI）主席的报告--EC-73 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第六区域协会（RA VI）及其工作机制
(97) 为了支持 WMO 战略计划的区域实施，协会将其工作机制（见下图）与全球工作机制保持一致，并将活
动重点放在 WMO 全球倡议和系统的区域实施上，如全球基本观测网、WIGOS、WIS、SeamlessGDPFS、全球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服务框架、气候服务和信息系统、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及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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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作为区域改革的一部分，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机构效率的同时，区协通过建立高级别的任务组来扩大其业
务规模，通过让次区域局长小组组长参与 MG，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合作与协作，并通过将现有合作
转移到战略联盟以及与次区域和区域机构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发展其伙伴关系。为了确保区域活动的包
容性实施，来自私营、公共和学术部门的主要和关键合作伙伴正在参与其工作机制，以便从 20222025 年规划的早期阶段支持区域业务。

区域计划
(99) 为了执行决议 8 /Cg-Ext (2021)，在欧洲区域办公室的支持下，已经制定了 2022 年的计划，并提交
给 MG 通过。2023 年的计划将反映出为解决该地区的关键优先事项而采取的行动。关于优先事项的最
终决定将由 MG 在计划于 2022 年 6 月初举行的会议上做出。

管理组
(100)MG 让次区域局长小组组长、区域高级任务组和工作组的主席参与区域磋商，并就次区域和区域优先事
项以及支持实现 WMO 长期目标的区域活动进行决策。

欧洲区域办公室
(101)欧洲区域办公室在确保区域业务的顺利进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与区域联合国系统合作促
进伙伴关系，以及让第六区社区参与区域政策辩论和交流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的良好做法。为支持这一进程，成立了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开放式高级别工作组。

沟通
(102)欧洲区域办公室通过第六区的网站和基于 WMO 社区平台的欧洲区域办公室的网站，以访谈、通讯、新
闻的形式，确保对区域业务的最新发展进行定期交流。 在主要合作机构的支持下，一个既定的战略沟通
小组，以及正在制定的战略沟通计划和外联与沟通运动，正在加强 RA 的战略沟通。该小组将支持获得
媒体报道，并提高区域科学产品的影响力，如 2021 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该报告计划于 2022 年 10
月底发布。

监测和评估
(103)为了监测和评估，区域 MG 及其机构使用 WMO CPDB（国家概况数据库）的区域分析。全球和区域分
析｜WMO（wmo.int）。根据需要，这将由更多的业务和分析性实时仪表盘来补充，例如关于 RA VI
成员需要发展伙伴关系的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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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监测系统的作用、功能和社会经济效益
(104)虽然为 2022-2025 年考虑的部次区域活动侧重于以前发起的活动，这些活动需要成功结束，但随着统
一数据政策的批准，需要一系列新的行动来支持其实施。然而，该政策的实施没有固定的时间。调整立
法和基础设施将需要时间。
(105)目前，成员之间正在交换各种各样的数据，但维护和更新这些数据的难度导致了交换的逐渐削弱，并在
某些领域增加了分散的风险。目前各成员之间对 WMO 数据政策的解释和执行是非常不一致的。
(106)三个 RA VI 工作组，特别是基础设施、观测和信息系统工作组，已经就支持实施统一数据政策的准备工
作的活动达成一致。因此，计划开发 RA VI 基础设施的概念，包括研究相关的基础设施。它将包括进一
步开发技术系统，如 WMO 信息系统 2.0 和 S-GDPFS，旨在促进数据的交流，特别是考虑到发展中成
员的需求和技术能力。
(107)统一数据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这需要得到区域层面的伙伴关系和私营及学术部门的参
与支持。
(108)交换某些数据集的具体义务--在数据政策文本中被称为 "核心数据"--在 WMO 技术条例中得到体现，而
不是在数据政策本身。在国会的授权下，随着 WMO 技术条例的更新，这些义务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
变。将讨论国家监测系统的未来作用。立法和基础设施需要调整。高层管理者需要在领导和管理方面拥
有广泛的技能，以成功实施变革管理过程，包括为组织的变革做准备、规划、实施。
(109)为了支持这一活动，计划召开一次区域会议，讨论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的未来作用，包括领导和管理部
分，涵盖立法和战略、基础设施、服务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包括学术部门。该研讨会将支持
WMO 一系列战略目标和决议的实施，包括关于统一数据政策的决议，提高其吸收率。它将提供一个基
于共识的建议文件，以提供给可能在 2023 年世界气象大会会议后举行的高级别部长级会议。

协会对议程所列事项的看法
MG 功能
(110)目前，由次区域局长小组组长组成的 MG 确保了一个规划、组织、领导、监测和评估的综合磋商平台，
以解决各组/各区域的具体问题，并通过具体活动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合作与协作。这种类型的组成
可以作为其他地区的榜样，以提高机构、程序、倡议和整个协会的效率和效力。
(111)MG 可能需要负责并支持能力发展战略的区域实施，该战略草案已提交给 EC-75 批准。EC-75-d034(2)-REVISION-OF-WMO-CAPACITY-DEVELOPMENT-STRATEGY-（CDS）draft1_en.docx。
RA 功能
(112)在 MG 会议上将讨论 RA VI 的挑战和机遇。技术问题应提交给技术委员会，而政策问题则提交给政府
间委员会，供其讨论，并为可能的建议/决定草案奠定基础，供执行理事会不经辩论批准。
WIGOS、WHOS、GBON、WIS、GFCS、GMAS 在 RA VI 中的应用
(113)RSMC 具有业务作用，可能会对全球气象组织系统在该地区的实施做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在支持研究
向业务转移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气 气候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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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SERCOM）主席的报告
引言
本报告涵盖了从 2021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到 2022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
五届会议（EC-75）期间。在此期间，活动的重点是执行 2021 年 2 月举行的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
务和应用委员会第一届会议（SERCOM-1）的决定，该会议的报告可在此查阅。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前半
段，COVID-19 大流行病再次导致所有活动都以虚拟方式进行，对成功交付预期产出带来了相关挑战。然
而，在这一流行病的头十八个月中积累的经验，加上 2022 年期间全球 COVID-19 形势的逐步（但不均衡）
改善，使得有可能召开一些初步的面对面的混合会议，从而使委员会能够建立一定程度的前进势头。
最近重新引入了一些面对面会议的元素，尽管是以混合形式，证明了许多好处，但也突出了一些挑战。为了帮
助支持其他机构组织和举办未来的会议，EC-75/INF 中包含了对这些结论（经验教训）的更详细的总结。
4.1(b).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大量的专家，包括一些主席，已经从委员会的六个常设委员会（SC）和三个研究小组
（SG）的附属机构中退出。虽然其中一些变化是由于退休（自然减员）造成的，但也有一些辞职者将 "工作
压力 "和/或 "虚拟会议的非社会时间 "作为辞职的原因。因此，在 2022 年 5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SERCOM 管
理组（MG）第一次面对面的混合会议上，专家保留、领导层继任计划和平衡（专业领域、区域、性别和经
验）的选择过程等问题成为集思广益的主题。
在 SERCOM 网站上可以看到最新的 SERCOM 组织结构图，以及关于官员的详细信息，列出各附属机构专家
的仪表盘，SERCOM MG 的报告，以及详细介绍其活动的 SC 和 SG 的个别网页链接。
自 EC-73 以来，SERCOM 的主要活动和成就
在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SERCOM 的主要活动和成就是。
(1)

2022 年 5 月 2 日至 5 日召开了第一次混合型 SERCOM MG 会议，尽管有全天的日程安排和相关的
不方便的时间，但三分之二的 MG 成员（18 人中的 11 人）亲自出席了会议，其余的成员则以虚拟方
式出席；会议的重点是实施计划活动的挑战和 2022 年 10 月 SERCOM 第二届（亲自）会议的准备
工作；文件和演讲可在此查阅。

(2)

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办公室最近任命的技术协调员（服务）亲自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 SERCOM MG
会议，作为在更好地了解区域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协会的协调并使其参与 SERCOM
计划和活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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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命一名新的 SERCOM 性别问题协调人，并建立 SERCOM 性别问题协调人网络，该网络由
SERCOM 六个常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批准一项雄心勃勃的 SERCOM 性别平等行动计划，其主要目
的是在下一个闭会期间将 SERCOM 附属机构中的妇女代表从目前的 34%提高到 40%，长期的愿望
是接近 50%的比例。

(4)

在 2021 年 7 月、9 月和 12 月以及 2022 年 3 月再召开四次管理组的虚拟会议（第 8 至 11 次会
议），报告见此。

(5)

2022 年 4 月在日内瓦召开三次为期半天的水文服务（SC-HYD）、气候服务（SC-CLI）、农业服务
（SC-AGR）以及减少灾害风险和公共服务（SC-DRR）常设委员会领导和秘书处协调人联席会议，
以更好地调整、整合和协调这些机构的相关活动。

(6)

继续与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和研究理事会管理组、各自的领导和工作机构
密切协调，特别是就交叉问题举行四次行政人员联席会议，如协调更新世界气象组织的监管框架；开
发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测系统（GDPFS）的要求，以满足终端用户的需求，将次季节和季节性预测作为
一个试点案例；将社会科学纳入基于影响的服务。

(7)

发布关于服务发展各方面的指导材料，如：
(a)
(b)

季节性水文预测的准则(WMO-No.1274)。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以影响为基础的多灾种预报和警报服务指南 (WMO-No. 1150)，第二部分。

将多灾种 IBFWS 付诸实践。

(c)

海冰与信息服务(WMO-No 574)的全面修订版（静态）。

(d)

全面修订(在线) 世界气象组织航运信息(WMO-No. 9 Volume D)。

其他几个出版物正处于后期开发阶段，预计将在 SERCOM-2 会议上得到批准，并在 Cg-19 会议之前
发布，包括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全面修订版及其实施计划（WMO-No.1129）。
(8)

SERCOM 主席在 SERCOM 副主席的支持和/或代表下，也积极参加了一系列（虚拟）会议和相关活
动，包括：
(a)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协调委员会（TCC）。

(b)

世界气象组织政策顾问委员会(PAC)(受邀)。

(c)

区域协会（RAs）的会议。

(d)

2021 年 12 月召开世界气象组织洪水预报倡议咨询小组（FFI-AG）第四次会议（作为 FFI-AG
的主席）。

(e)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协调组（CDP）。

(f)

世界气象组织水文协调组（HCP）。

(g)

世界气象组织能力发展小组（CDP）。

(h)

世界气象组织-海委会联合协作委员会（JCB），包括为 2021 年 6 月 EC-73 和 IOC 大会-XXXI
批准的世界气象组织-海委会合作战略作出贡献。

(i)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小组。

(j)

UNFCCC COP26，2021 年 11 月，英国格拉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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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UNDRR 全球平台，2022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l)

执行理事会全面审查区域协会概念特别小组。

(m) 由世界气象组织公私参与办公室（PPE）协助的在线论坛。
2022/23 年 SERCOM 的优先事项
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会议（SERCOM-2）之前，在 SERCOM 管理组的指
导和监督下，SERCOM 要处理的最高级别的优先事项是：
(1)

与所有相关机构密切协商，审查和更新 SERCOM 工作计划，重点是对世界气象组织技术条例、辅助手
册和指导材料的修订。

(2)

就 SERCOM 职权范围中所列的可交付成果，编制 30 多项决议、决定和建议，供 SERCOM-2 会议通
过。

(3)

继续实施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WMO-No.1240)拟议修订案中所述的新的次级结构。 。

(4)

在进一步考虑专业知识、区域和性别代表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专家的甄选和取消
甄选程序。

(5)

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在 2022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日宣布的挑战，即确保在未来 5 年内，地球上的每个人都
能使用预警系统/服务。除了增加加快实施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多重灾害警报系统（GMAS）支持框架的
紧迫性外，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进行协调和指导性的努力：在所有的世界气象组织机构中；与其
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例如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协调机制）；以及与私营部门的行为者，主要通过 PPE 倡
议。

(6)

支持战略和措施，以提高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知名度、有效性和执行力，相关活动和项目由
更好地配合 GFCS 利益相关者的优先事项和更明确地与成员的需求联系驱动。

(7)
(8)

世界气象组织提供服务的战略及其实施计划(WMO-No.1129)的更新和重新制定。
支持 INFCOM 关于实施新的世界气象组织统一数据政策的工作，支持技术监管材料和相关指导。

SERCOM-3 会议将包括选举委员会的官员，预计将在 2024 年第一季度召开。在 SERCOM-3 之前，除了完
成其第十八个财政期的工作计划外，委员会将寻求制定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更紧密地与世界气象组织 202427 年战略计划相联系，并考虑对其结构和专家组成进行必要的改变，以支持新计划的实施。SERCOM 的
2024-27 年工作计划、新结构的建议、管理组和附属机构的组成将提交 SERCOM-3 会议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

天气 气候 水

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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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第七十五次会议

提交人：
INFCOM 主席
3.VI.2022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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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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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主席的报告
引言
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主席的这份报告涵盖了从 2021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
届会议（EC-73）到 2022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五届会议（EC-75）这段时间，期间主要审议了 2021
年 10 月的特别大会的成果。特别是第 1 号决议（Cg-Ext(2021)） --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流的
统一政策，第 2 号决议（Cg-Ext(2021)）--与建立全球基本观测网有关的技术规则修正案，以及第 3 号决议
（Cg-Ext(2021)）--系统观测融资机制的后续。支持会员实施全球基本观测网。 COVID-19 大流行病再次导
致大多数活动通过虚拟手段进行。INFCOM 及其结构继续运行，选定的专家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
整个期间，大流行病对全球的持续影响使我们更难实现我们所设定的一切目标。人们高度期待大流行病的发展
将使委员会能够组织更多面对面的活动，包括现在计划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INFCOM-2。
自 EC-73 以来的主要活动
INFCOM 在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的主要活动和成就是。
(1)

审议 INFCOM-1 会议作出的决定。

(2)

继续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和应用委员会（SERCOM）以及研究理事会管理组、各自的领
导和工作机构密切协调。

(3)

在世界气象组织社区平台上部署 INFCOM 网站，其中包含关于官员和各附属机构专家的详细信息，以
及组织结构图、管理组的报告和与各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详细介绍其活动的个别网页的链接。

(4)

召开四次 INFCOM 管理组会议（i）2021 年 9 月 10 日（虚拟），（ii）2021 年 11 月 18 日和 12
月 14 日（虚拟），（iii）2022 年 3 月 25 日和 28 日（混合），以及（iv）2022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虚拟），重点讨论战略问题和执行特别大会决议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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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组与委员会通过第 2 号决议（INFCOM-1） 1 -常设委员会和研究组的干事、主席和副主席以及观
察、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的管理组和第 9 号决议（INFCOM-1） 2 -常设委
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观察、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的协调员建立的协调员进行接触。

(6)

INFCOM 主席在 INFCOM 副主席的支持和/或代表下，积极参加了一系列（虚拟）会议和相关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
(a)

世界气象大会，2021 年特别会议（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2 日）。

(b)

执行理事会第 74 届会议（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29 日）。

(c)

区域协会会议（RA II-17: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30 日，RA V-18。2021 年 9 月 1 日至 3
日；RA VI-18（II），2021 年 11 月 19 日）。

(d)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协调委员会会议（TCC-1，2022 年 2 月 1-3 日；TCC-2，2022 年 4 月 2627 日）。

(e)

世界气象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2021 年 9 月 14-16 日和 2022 年 4 月 27-29 日）。

(f)

水文协调组（HCP）会议（HCP-3，2022 年 2 月 22-23 日和 25 日，HCP-4，2022 年 5 月
9-12 日）。

(g)

气候协调组（CCP）会议（CCP-2，2021 年 12 月 16-17 日）。

(h)

能力发展小组（CDP）会议（CDP-3，2021 年 9 月 15-16 日，CDP-4，2022 年 2 月 15-16
日）。

(i)

世界气象组织-海委会联合协作委员会（JCB）会议（2022 年 3 月 1-2 日）。

(j)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小组（EC-PHORS）会议（2022 年 4 月 6 日至 9
日），这是根据 EC-PHORS-10 关于建立全球冰冻圈观测（GCW）咨询小组的建议，在
INFCOM-1 上做出的决定的后续行动。

(k)

在 2021 年 12 月之前，每两周举行一次系列会议，然后每月举行一次 INFCOM 执行官员会议；
以及

(l)

1

2

四次 INFCOM 管理组会议（日期见上文第 4 项）。

地球系统模拟的水文学协调员（C-HESM）- Narendra Tuteja（澳大利亚），以及卫星事宜协调员（C-SAT 张鹏（中国））；。
基础设施事务方面的参与和伙伴关系协调员（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C-ENG Yoshiaki Sato 博士（日
本））。

EC-75/INF.2.4(1b), p. 3

2021 年特别大会决定的后续行动

根据决议 1（Cg-Ext(2021)）实施统一数据政策
预计 INFCOM 将带头促进统一数据政策的实施。为此，设立了一个数据政策实施协调员，苏-巴雷尔（澳大利
亚）被提名担任这一职务。
决议本身规定的实施的关键组成部分是：(1)使用世界气象组织的技术规则作为向会员传达承诺的正式工具，
以及(2)制定一个业务程序来跟踪、监测和报告会员对决议 1 的遵守情况（Cg-Ext（2021））。INFCOM 在
制定和监督执行路线图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注意到 INFCOM 各常设委员会（SC）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在
其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中反映必要的责任。虽然 INFCOM 具有主要作用，但一些执行责任也将由其他机构承
担，如 SERCOM、研究理事会（RB）和能力发展小组，而秘书处将在促进执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统一数据政策实施问题协调员起草了一份实施路线图，其初步形式是跟踪第 1 号决议（Cg-Ext(2021)）的所
有行动条款，并初步描述了各种活动、可交付成果、负责的行为者、紧迫性和时间表。该计划遵循第 1 号决议
（Cg-Ext(2021)）的流程和逻辑，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了适当的改进，管理组对其进行了审查，并在本报告
的附件 1 中提供，以表明正在采取行动进行实施。然而，从最初起草的完整性来看，它确实包括了一些重复的
内容，随着关键任务被更好地阐明并纳入到常设委员会的工作中，这种重复的情况将会减少。
决议 1 将对地球观测系统和监测网络常设委员会（SC-ON）和应用地球系统建模和预测数据处理常设委员会
（SC-ESMP）的工作产生最大的直接影响，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都强调需要提高全体会员的认识，了解哪些
"核心 "数据已经得到批准，可以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和使用。宣传、案例研究和示范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已
经反映在附件 1 中并在相关技术规则中阐明的承诺的认识。
SC-ON 主席确定了一系列与当前 WIGOS 核心数据有关的活动，以及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下增加新的核心数据所需的步骤，包括通过扩大 GBON、进一步定义卫星核心数据和推荐数据、
新的数据类型（如天气雷达、飞机、无人驾驶飞机系统-UAS）、分层网络的影响、区域数据交换以及与会员
管辖范围以外（如海洋、南极洲）观测有关的问题。
SC-ESMP 主席承认有具体义务将 "核心 "数据的概念纳入《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包括审查目前
被称为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的 "强制性 "产品。一个挑战是提高对已经可以免费和不受限制地获取和
使用的产品的认识，并了解用户对更多需求的看法，通过一个计划中的研讨会进行早期磋商。
信息管理和技术常设委员会（SC-IMT）的主要作用是就实施的技术要素以及使数据交换实际发生的技术提供
建议，注意到全球电信系统（GTS）在支持第 40 号决议（Cg-XII）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世界气象组织
信息系统（WIS）2.0 版（WIS 2.0）在为实施第 1 号决议提供技术手段方面正在出现的作用。
测量、仪器和可追溯性常设委员会（SC-MINT）在执行第 1 号决议（Cg-Ext(2021)）方面的直接作用较
小，但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使数据最终对会员有用，可追溯性、不确定性、已知质量和完整元数据的
作用至关重要。
INFCOM 还将寻求 SERCOM 和 RB 的提名，加入 INFCOM 管理组的数据政策焦点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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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技术规则》实施 GBON。
根据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技术规则，对 GBON 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为了根据第 2 号决议（CgExt(2021)）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技术规则对 GBON 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组成立了一个
GBON 实施工作组（TT-GBON），由 Michel Jean（加拿大）担任主席，Pascal Waniha（坦桑尼亚）担任
共同主席。工作组的职权范围包括对以下主要活动领域进行监督。

1.

确定 GBON 的初始（2023 年 1 月）构成。

2.

遵守 GBON 的定义和时间及空间标准。

3.

更新全球 GBON 差距分析。

4.

更新世界气象组织的观测站目录（”OSCAR/地表”）。

5.

对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的更新以及与”OSCAR/地表”的链接。

6.

为自动气象站（AWS）、上层空气和海洋设备及消耗品起草技术规格，用于招标。

7.

更新 WIGOS 指南，例如关于国家 GBON 差距分析和 GBON 贡献计划。

8.

每小时观察的报告做法（BUFR 模板，技术文件）。

10. 为 SOFF 的同行顾问提供指导材料和培训。
11. 初步确定 SOFF 优先次序的技术标准。
12. "WIS 2.0 技术规则 "用于更新 WIS 手册，反映 GBON 数据交换的要求。
TT-GBON 的会员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以反映每个区域在实施 GBON 方面的性质。
工作组在 2022 年初召开了三次会议，启动、批准并监督执行 TT-GBON 行动计划（附件 2），以支持上述活
动领域。时间表的主要驱动力是 2022 年 7 月 1 日，SOFF 正式开始营业，2023 年 1 月 1 日，GBON 法规
生效。 TT-GBON 运营计划还明确了区域协会及其工作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参与，并且已经开始与区域工作
组讨论，让他们参与每个活动领域。
还必须指出的是，GBON 和数据政策的实施显然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将避免 GBON 活动和数据政策实
施之间的重复。
GBON 在其他领域的扩展
对 GBON 的扩展有两种理解，认识到关键是确定正确的优先事项，而地球系统模型对数据的准备程度是关键
标准之一。增加新的变量和观测系统(如海洋、水文学、冰冻圈、气候)，或者

(a)

在其现有范围内=全球数值天气预报（GNWP）和气候监测；或

(b)

超越，例如，用于温室气体（GHG）监测。

EC-75/INF.2.4(1b), p. 5

管理组同意建议对 GBON 的扩展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
根据 2021 年特别大会的要求，正在向 EC-75 提交一份关于将更多水文和冰冻圈变量纳入 GBON 的研究的概
念说明（见 EC-75/Doc 3.2(1)），供其批准并要求 INFCOM 主席根据该概念说明进行研究。概念说明在对
大会决定的起源进行初步分析和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任务、方法和组织。
进一步扩大 GBON 的范围将被视为 SC-ON 正常工作计划的一部分，作为中期目标。为此，SC-ON 及其
JET-EOSDE 的任务是制定 GBON 的扩展原则（INF 可以提交给 INFCOM-2，但如果届时事情还不够成熟，
则不一定）。SC-ON 开始了讨论， 对未来的任务有了以下 认识，并确定了有待 INFCOM 管理组回答的公开
问题。特别是，它确定了 GBON 的关键特征，即规定要观测的变量，对所有 WMO 会员来说都是必不可少
的； 明确规定每个 WMO 会员的观测范围； 规定网络和时间密度；强制性的国际观测交流。对 GBON 的好
处进行了初步分析，同时 还根据一些拟议的准备标准对 GBON 的扩展部分进行了准备分析，涉及以下领域。
•

用于数值天气预报（NWP）的额外变量，用于同化、边界条件和验证。

• 用于 NWP 的其他观测系统（如基于飞机的观测站）。
• 额外的气候数据，特别是历史数据。
• 海洋观测，特别是公海上的观测。
• 温室气体观测（特别是 CO2 和 CH4）；以及
• 水文观测。
INFCOM 管理组还建议如下：
1.

GBON 可以被认为是统一数据政策实施的机制之一，包括对历史数据。

2.

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些社区可能会感到被抛在后面，但内罗毕工作方案目前必须有最优先的考
虑，因为它是世界气象组织许多活动的基础。

3.

过快的扩张是一种风险，需要采取逐步的方法。

4.

经批准的 GBON 必须开始，其实施的进展将构成第一阶段。

5.

成熟的对 NWP 和气候有用的额外变量将被加入，将构成第 2 阶段。

6.

扩展到其他领域（如温室气体）将在第三阶段完成。

7.

内罗毕办事处确保根据滚动需求审查的明确要求，扩大 GBON 的规模。尽管如此，财政和政治方
面的考虑将是至关重要的，并需要将其考虑在内。

战略方向和优先事项
INFCOM 管理组已经确定了其中期（2022-2023 年）和长期的战略方向。在制定战略的同时，管理组一直在
研究如何确保委员会活动在所有地球系统领域的整合，同时继续整合以前各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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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一目标，与其他机构的协调是关键：(i) 确保服务委员会对相关数据和产品的要求得到满足，(ii)
通过与研究界和 RB 合作，确保测量、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及建模技术根据最新的科学和创新发展。(iii)
确保在区域和国家层面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并通过与区域协会的合作，协助世界气象组织会员，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能力发展，以及 (iv)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公私参与
（PPE），最好地利用私营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
在 2022 年 10 月的 INFCOM-2 之前，INFCOM 正在与所有相关机构密切协商，审查和更新其工作计划，
重点是对 WMO 技术规则、辅助手册和指导材料的修订。委员会的战略方针如下。
•

保持业务系统所需的持续活动的势头；这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持续重点。

•

按照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加快与当前执行工作有关的活动（WIS、WIGOS）；这将是
2022-2023 年的重点，并在 2024-2027 年的下一个财政期间开展后续活动。

•

促进与新出现的和新批准的可交付成果（GBON、数据政策和对其他活动的影响，如通过
GDPFS 提供更多数据......）相关的活动，并在从科学过渡到业务应用的优先领域利用区域协会
和创新（如极地预测项目、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等）；这将是 2024-2027 年间的重点。

•

继续开展整合整个地球系统活动的工作（气候、海洋、水文、大气成分、冰冻圈、城市、健
康...）。

•

确保组成机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 "新 "责任（例如，GCW）被适当地纳入委员会的工作中。

在管理和工作方式方面，委员会将调整其工作结构，以配合总体优先事项，同时努力做好继任规划，改
善为委员会工作作出贡献的专家的性别和区域平衡，并确保常设委员会、其专家组和研究组之间的工作
量适当平衡。
INFCOM 也在努力与其他机构合作，具体如下：
•

与区域协会一起确定区域要求，并提供实施方案和技术支持。INFCOM 将为最不发达国家
（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实际建议，以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能力方面日益
扩大的差距。基础设施事务方面的参与和伙伴关系（区域协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协调员（CENG）以及区域协会的基础设施联络点，连同秘书处的基础设施事务技术协调员，将在这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以便在区域一级发挥活动的作用。

•

继续与 SERCOM 合作，对《世界气象组织议事规则》进行拟议的修订。 技术委员会的程序
规则(WMO-No. 1240)；以及关于指定批准监管和非监管出版物的组成机构的拟议概念说
明，供大会今后审议。

•

与服务委员会（SERCOM）和研究理事会（RB）合作，建立有效的服务要求滚动审查程
序，通过该程序将 SERCOM 的要求传达给 INFCOM，具体而言，SERCOM 如何将要求、
建议的修改、建议等传递给 INFCOM，以纳入 GDPFS 手册。

•

与 SERCOM 和 RB 一起协调世界气象组织管理和指导材料中的术语和定义。

•

根据 WMO PPE，与私营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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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COM 在 2022-2023 年期间的中长期目标
这些主要 是指第 18 次大会（特别是世界气象组织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2021 年特别大会和执行
理事会决定的活动，这些活动在 2022-2023 年的时间框架内正在执行。它们包括以下内容。
对于 INFCOM 管理组来说，其优先事项和初步重点包括以下活动领域。
•

数据政策的实施和合规性监测（见上文）。

•

根据现行的《技术规则》，GBON 的实施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见上文）。

•

在 GBON 要求的基础上为 SOFF 提供技术支持，并就如何使用 SOFF 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指导和培训；在强大的工具基础上提供差距分析。

•

与研究界和 SERCOM 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实际建议，以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在能力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在技术创新、试点、新兴的新能力方面与 RB 合作。

•

将实施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监测和预测全球淡水水文状况）作为一项横
向活动的优先事项；以及

•

区域和全球中心的审计程序的标准化。

对于涉及战略目标 2.1 的 SC-ON 和 SC-MINT，重点是以下活动领域。

•

在其他领域扩大 GBON 的范围（见上文）。

•

观察的环境可持续性。

•

根据 WIGOS 2040 年愿景，通过全球观测系统演变的高级别指南，并制定行动，成为监管
材料的一部分。关于 WIGOS 愿景和相关实施活动的生命周期和频率的建议（响应 WIGOS
2040 年愿景的全球观测系统演变高级别指导-HLG）。

•

监测 WIGOS 2040 愿景空间部分的推进进度。

•

考虑到世界气象组织的地球系统方法，通过经审查的 RRR 进程。

•

与区域协会合作，确保区域 WIGOS 中心（RWCs）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包括
OSCAR、WDQMS 和事故管理系统（IMS）的培训（关于 RWCs 的建立见附件 3）。

•

确保对无线电频率的保护，特别是在新的和竞争性的技术以及空间天气方面。

•

在 WIGOS 中整合地球系统领域的观测；特别是包括(i)通过 INFCOM 水文监测联合专家组
(JET-HYDMON)与 HCP 互动，以进一步将水文观测纳入 WIGOS，并与 RB 互动，以进一
步将全球大气观测(GAW)观测纳入 WIGOS。(ii) 通过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ObsCoDe 海洋十年计划，促进对价值链的了解，并在评估优先投资领域方面提供支持，在
全球海洋扩大 GBON，以促进全球工作计划，并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监管环境的力量，帮助改
善专属经济区（EEZ）内的海洋数据交换。(iii) 开展 2020-2023 年 GCW 运行前计划的实
施工作；(iv) 促进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网络观测与 WIGOS 的进一步整合；(v) 制
定可扩展的分层网络方法。

EC-75/INF.2.4(1b), p. 8

•

统一整个世界气象组织与测量有关的术语和定义。

•

统一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QA/QC）程序，向 GAW 社区学习，以及其他。

对于针对世界气象组织战略目标 2.2 的 SC-IMT，重点是以下活动领域。

•

WIS 2.0 架构和过渡计划。

•

WIS 2.0 支持 SOFF、GBON 和最不发达国家通过 WIS 提供数据的示范项目。

•

与区域协会合作，为区域提供 WIS 2.0 支持并对中心进行审计。

就 SC-ESMP 而言，它是针对 WMO 战略目标 2.3 的，重点是以下活动领域。

•

制定无缝 GDPFS 路线图。

•

更新《GDPFS 指南》。

•

在实施无缝 GDPFS 方面与区域协会合作，同时考虑到 NMHS 的当前和计划的演变。

•

更好地了解议员们的问题。

较长期的重点活动（2024 年及以后）
从长远来看，2024 年及以后，INFCOM 将重点开展以下活动。
•

应对协调温室气体监测和跟踪基础设施的新需求，旨在通过日常业务温室气体监测加强《巴
黎协定》的科学基础。

•

向会员提供更多的 GDPFS 数据，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地球系统方法保持一致。

•

调查如何确保跨领域观测的环境可持续性；制定并向会员提供指导，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
应的培训。

•

进一步扩大 GBON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包括相关的路线图。

•

从 GTS 过渡到 WIS 2.0，支持所有领域和应用领域。

•

根据 GDPFS 的概念，将水文模型纳入 GDPFS，并支持 HydroSOS 的区域实施。

•

扩大 GDPFS 活动，将统一数据政策中定义的所有缺失的核心数据引入 GDPFS 手册。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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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1 号决议的实施路线图，世界气象组织统一数据政策--2022 年 3 月 28 日版本
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可交付的成果

迫切性

时间轴

通过以下政策(第 5 页)
*路线图--用于

1

世界气象组织致力于扩大和加强地球
系统数据的自由和无限制的国际交流

*制定实施路线图，包括行动计划
和责任分配
*TCRB 联合执行协调会议

INFCOM MG 焦点
项目管理，通

小组 -

信，外联

所有常设委员会将
致力于

PAC 和 EC。
INF 工作组支持

*INFCOM，

路线图和宣传材

SERCOM，RB 买

料。

入。

高

5月1日

*包含在 2024-27
年战略计划草案中

进一步同意(第 5 页)
*通过更新技术规则反映附件 1 的
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扩展

2

(1) 会员应在免费和无限制的基础上

和更新。

提供核心数据

*重点小组进行协调

INFCOM
技术规则，分析

所有常设委员会将

9 月初-为 2022

*更新
INF 司。

到关于 WIGOS、

高

GDPFS 的手册。

致力于

年 10 月底的
INFCOM 2 做准
备

(与下文第 14 项相联系)

3

(2) 会员应提供推荐数据

*高优先级推荐数据子集的潜在监

对各种选择的分

管文本 - 即飞机、紧急情况。*考

析，可能是对技

虑将一些数据过渡到核心数据的

术规则的更新

机会

（待定）

*TBD - 供

INFCOM

INF 司。

INFCOM MG 持续
讨论。

中型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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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可交付的成果

迫切性

时间轴

还同意(第 5 页)
*与研究界（海洋、冰冻圈、大气
成分）进行磋商

4

会员应向公共研究和教育团体免费提

*案例研究，典范。

信息收集，分

INFCOM, RB

供所有推荐的数据，用于非商业活

*研究社区，监测执行情况，确定

析。

\SC-ON, SC-

动。

问题/机会。

外展/推广

ESMP

*TBD。
S/I

*要求 RB 标记问
题。*确定一个监

中

TBD

高

TBD

测过程？

*向 NMHS 宣传福利，如即将举
行的 EC 的研究日
鼓励第 5 页

INFCOM-

*就归属语言的标准形式提供指

SC-IMT 将发挥主

导？

5

所有用户尽可能满足关于输入数据归
属的合理要求

*将在焦点小组层面讨论
(与下文第 7、8 项相联系)

导作用
指导，通信。
外联

SC/ESMP（直接连
接到使用数据的会
员），与 RB 协
商，并根据需要为

参见英国气象局的范例

冰冻圈和海洋提供
服务。

INF 司，与 S/I
协商

*指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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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可交付的成果

INFCOM

INF 司。(咨询

*实例目录，逐一

SC-ON

MS，PPE)

制定

迫切性

时间轴

敦促会员在第 5-6 页
*国家典范目录，将与有意愿和能
力的会员一起制定（美国、挪
威、匈牙利等）。

6

(1) 采取必要行动，促进在国内
和国际上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共享
和交换的国家政策和规则与本政
策；。

*确定进入 RA 基础设施工作组的
途径
*其他的指导？

指导，推广

中型

正在进行中

*TBD

中型

TBD

*TBD

中型

*有证据，有好处的信息
*其他外联材料？*下一次数据会
议的主题
(与项目 10 重合)

7

(2) 当使用和再使用的条件适用于推
荐数据的交换时，提供关于这种条件
的充分透明度

8

(3) 适应推荐数据的用户尊重数据所

*提供指导，包括语言样本、宣传
材料

指导、推广

SC-IMT
SC-ESMP

(与项目 5、8 相联系)

*提供实例、标准语言、宣传材料

有者规定的使用条件的需要，因为这
将有助于促进对数据的访问

INFCOM, RB

指导、推广
(与项目 5、7 相联系)

INFCOM, RB

INF 司。(咨询
S/I)

INF 司。(咨询
S/I)

TBD

EC-75/INF.2.4(1b), p. 12

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INFCOM,

INF 司，服务

SERCOM

司。

可交付的成果

迫切性

时间轴

中型

TBD

中型

TBD

*分析并记录正式协议
（IAEA）、非正式案例研究

9

(4) 在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发生时，

（SPIRE、COVID 期间个别

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和部门在国际层

WMO 会员）的例子。

面上的数据交流

*确定需求/实践和规范中存在的

指导、推广

*TBD

差距。
*与 UNDRR 进行协调

(5) 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和区域

110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地球系统数据交
流，以改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数据整
合。

*涉及个人防护设备；主要受众

INFCOM

是国家医疗卫生机构；与国家
WIGOS 实施计划相重合

指导、推广

INF 司。(与服

所有 SC，特别是

务司、S/I、

SC-ON

PPE 协商)

*TBD

(与项目 6 重合)

请执行理事会： 1:

11

12

(1) 通过适当的机制监督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不断监测遵守情况

(2) 定期审查附件 1 中提供的核心数

(见项目 14、22)

22)

INF 司，通过

INFCOM

WIGOS 和

高

GDPFS 计划

*如请求中所述
(见项目 16)

据和推荐数据的定义，并在必要时提
出更新。

(见项目 14、

(见项目 16)

INFCOM

INF 司。

中型

在执委会会议上
持续进行

在执委会会议上
持续进行

EC-75/INF.2.4(1b), p. 13

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可交付的成果

RAs, INFCOM

MS，INF 司。

*日程安排

迫切性

时间轴

请 PRAA：
*将执行工作作为 RA 会议和 MG

13

支持和监督实施

会议议程上的常设项目。
*制定机制，使 INFCOM 与区域

高

正在进行中

基础设施小组合作。

请 INFCOM 主席与 SERCOM 主席和 RB 主席协调，以便： 3
*技术规则草案。
*建立合规监测程序，包括。

14

(1) 提供技术规则草案以支持本决议的
实施，并提交给 2023 年的世界气象
大会

一些倡议/技术规

•

遵守的措施

•

跟踪系统

技术规则、协

•

沟通计划

调、监测、分析

INFCOM。
焦点小组负责监督合
规监测

则应该为
INF 司。
所有 SCs

*＊多部

高

INFCOM-2 做好
准备，主要是
GDPFS。 一些正
在进行的

(与项目 2、11、15、22 相联

系)

15

(2) 启动修订《GDPFS 手册》的程
序，以提交给 2023 年的世界气象大
会

3

*项目 14 下的一般任务的一部分
技术规则
(也与项目 22、24 相联系)

这五项规定需要被纳入工作计划；INFCOM 管理小组和常设主席要掌握主动权。

SC-ESMP，与世界
气象中心合作

*对《GDPFS 手
INF 司。

册》进行一些修订 *
研讨会，作为支持

高

作者：INFCOM
2

EC-75/INF.2.4(1b), p. 14

项目编
号

16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对要求进行滚

(3) 制定一个程序，对属于地球系统数
据的既定做法和类别的数据类型或领

*政策的一般维护和更新

域进行系统和定期审查

17

18

(4) 确保各区域协会随时了解与执行本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决议有关的举措，并在必要时就事态
发展进行协商

(与项目 13 相联系)

(5) 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确保世界气

*与 WIS 2.0、WDQMS、

象组织的技术系统和准则将发展和演

OSCAR 的联系

变，以适应本政策所设想的地球系统

*确保信息从服务司回流到建模

数据的交换和互操作性。

部门

迫切性

时间轴

*所有常设委员会的

动审查 *影响研

INFCOM。

INF 司，

代表

讨会 *利益相关

SERCOM, RB

WIGOS 分部

*纳入 RRR

者磋商

*与 RAs、PRAs 进行协调

可交付的成果

高

INFCOM-2 讨论

高

正在进行中

*TBD

高

TBD

*TBD

中型

TBD

*等等。

协调，通过 RA
会议和其他相关
区域会议进行报

INFCOM

INF 司。

*协调，通过 RA 会
议报告

告

根据需要

INFCOM - 所有
SC

INF 司。

请 SERCOM 主席与 INFCOM 主席和 RB 主席协调，以：

19

(1) 启动一个程序，审查基于风险和影
响的预警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新数据要
求

*如请求中所述

分析报告

SERCOM，与
INFCOM 合作

服务部。

EC-75/INF.2.4(1b), p. 15

项目编
号

20

决议 1 的章节

(2) 在进一步应用和实施数据政策方
面，寻求相关合作伙伴，即依赖会员
国服务的国际组织/机构的参与。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可交付的成果

迫切性

时间轴

*采取各种举措，提高统一数据
政策的可见度和牵引力

外联、伙伴关
系、分析

SERCOM 与 RB,
INFCOM 合作

服务部。

*多种多样

中型

正在进行中

中型

正在进行中

(与项目 23 相联系)

请秘书长

*SOFF，CREWS，类似的努力

21

(1) 建立、采用和宣传各种机制，以最

*审查并解决许多 不是潜在

大限度地扩大本决议的影响，并确保

SOFF 受益国的发展中国家的支

本决议在所有会员国内得到有效执

持需求

行，包括通过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

*也支持不解决 GBON 需求的努

他国际发展伙伴组织合作等方式开展

力

任何必要的资源调动活动

*关于能力发展工作的数据政策
指南，以确保一致性

资金，分析

能力发展小组，等

INF 司，资源

*SOFF，CREWS，

等。

调动

其他按要求。

EC-75/INF.2.4(1b), p. 16

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可交付的成果

迫切性

时间轴

*进一步发展 WDQMS、
S_GDPFS 监测、GCOS 监测以
及其他特定领域和学科的监测活
动

22

(2) 颁布一项制度，以监测和报告各会
员执行本决议的情况，并为具体和实
质性评价业绩制定指标。

*链接到审计和认证（WIS
2.0）。

*分析选项 *与
利益相关者协商
*可能的系统开
发

*进一步发展

INFCOM

WDQMS、
INF 司。

S_GDPFS 监测、

高

由每个倡议指定的

GCOS 监测和其他

焦点小组负责监督

特定领域/学科监测

(与上述第 11、14、15 项相关

联。
有很多工作要做）。

*外展，成功的典范和影响。
(3) 加强与世界气象组织相关合作伙伴

23

*旨在指导世界气象组织与其他

CSG - 跨联合

和利益相关者在数据政策和实践方面

联合国机构和合作伙伴的接触

的有效协调，并鼓励他们采取类似的

*与其他国际数据工作进行协

伙伴关系--外

政策和做法，自由和不受限制地交换

调，包括私营部门。

展、指导

他们的相关数据，以支持世界气象组

2023 年的*数据大会？

织的计划。
(与项目 20 相联系)

INFCOM，与

国合作领域。

SERCOM 和 RB 协
商后

*指导性材料
*第二次数据会议

INF，PPE 来
支持。

*其他

中型

正在进行中

EC-75/INF.2.4(1b), p. 17

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4) 促进与数值天气预报制作中心和其

24

实施任务

组成机构牵头

S-GDPFS 专题

INFCOM, SC-

讨论会，更新

ESMP, RB,

GDPFS 手册

SERCOM

秘书处牵头

可交付的成果

迫切性

时间轴

*如请求中所述

他利益攸关方的进一步合作，以确保

*法规。

所有会员充分、免费和无限制地获取

*指导意见

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数据，以支持他

*外展

们提供公共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
境服务。

活动类型

INF 司。

高

(与项目 14、15 相联系)

*使用附件 2 和 3 作为指导的初
(5) 就公共部门数据提供者和私营部门

25

始资源。通过参与和协商过程反

数据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为会员制定

映合作意向。*典范目录？

执行本政策的指南，同时铭记需要维

*2023 年第二届 WMO 数据会

护公共资助的国际数据交换的完整

议的主题？

性，这是所有天气、气候、水和相关

*建立在 WIGOS 数据和伙伴关

环境服务的基础。

系技术指南的基础上
*其他

第二届世界气象
组织数据会议？
编制指导材料

INFCOM

INF 司；
PPE

*许多

中型

不同的

EC-75/INF.2.4(1b), p. 18

项目编
号

决议 1 的章节

实施任务

活动类型

组成机构牵头

秘书处牵头

INFCOM

INF 司。

可交付的成果

附件 1。针对核心和推荐数据的学科和领域实践

*申请，并定期审查更新。
问题--只针对技术规则和指南，
还是附件 1 的文本本身？

26

附件 1

这需要成为 INFCOM/SC-ON 和
相关团队的 BAU。
(重复 - 没有新任务 - 支持项目
2、3)

_____________

(见第 2、3 项)

迫切性

时间轴

EC-75/INF.2.4(1b), p. 19

附件 2
GBON 实施运营计划--2022 年 5 月 3 日版本
请注意。目前 TT-GBON 的优先事项以红色显示。

专家小组/常设委员
会/
INFCOM 实体

时间表 - 开
始

时间表 - 结束

1.1 明确主要利益相关方在确定 GBON 初始
构成（2023 年 1 月）中的作用和责任

TT-GBON

2022 年 2 月
15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角色和责任表

1.2 为提案、审查和通过 GBON 的初步组成
制定程序和时间表

TT-GBON

2022 年 2 月
15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的路线图

1.3 国家 GBON 差距分析

TT-GBON, SOFFSC

2022 年 2 月
15 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

在以下方面建立标准/程序
1.差距分析模板
2.关于差距分析的指导意见

1.4 设定国家 GBON 目标；制定国家 GBON
贡献计划（可能需要模板）。

TT-GBON

2022 年 2 月
15 日

2022 年 5 月
17 日

制定国家 GBON 贡献计划的指南（可能是
模板）。

2022 年 5 月
31 日

初步分类草案
GBON 附件指南。会员分类表（INFCOM2 截止日期）

任务（优先任务以红色显示）

1. GBON 的初步构成和 GBON 差距分析

2. 会员 GBON 合规性
2.1 会员国的分类（与各会员国合作，根据
需要为其领土和附属地分别进行）。标准网
络、高密度网络或海洋网络

TT-GBON 会
员的领导

可交付的成果

P. 瓦尼哈, C.
Pei

M. Jean, P.
Waniha

TT-GBON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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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优先任务以红色显示）

TT-GBON 会
员的领导

专家小组/常设委员
会/
INFCOM 实体

时间表 - 开
始

时间表 - 结束

可交付的成果

2.2 定义 GBON 的符合性标准，包括在空间
和时间上对地面和高空的指标进行汇总（覆
盖率、正常运行时间、数据传输）；根据需
要适应移动或混合网络

TT-GBON

2022 年 2 月
16 日

2022 年 5 月
15 日

初步分类草案
GBON 附件指南。会员分类表（INFCOM2 截止日期）

2.3 援引《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9 条的会
员的遵守情况

TT-GBON

2022 年 2 月
16 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对 GBON 指南的投入（对该条款的注释；
澄清如何适用例外情况）。

TT-GBON, JETEOSDE ?

2022 年 4 月
1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新的 Excel 表格和相关文件

4.1 确定某个台站为 GBON 贡献者并与
WDQMS 连接以进行准确监测和报告的程序
（正在准备）。

ET-WT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OSCAR 的实施和文件

4.2 (简介) GBON 特有的”OSCAR/地表”文
件 (待定)

ET-WT

2022 年 3 月
2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OSCAR 的 GBON 用户指南

3. 最新的全球 GBON 差距分析

E. Grueter, A.
Kumar

3.1 根据最终履约标准和最近
（2022;TBC）的基线，更新全球 GBON 差
距分析

4.奥斯卡

5. WDQMS

T. Kleinert, E.
Grueter, S
Linnerts, C.
Oria

T. Kleinert, E.
Grueter, M.
Mainelli, S.
Linnerts, R.
Gi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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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优先任务以红色显示）

5.1 国家水网中心的贡献（原任务 5.1、
5.3、5.7 和 5.8）。

TT-GBON 会
员的领导

专家小组/常设委员
会/
INFCOM 实体

时间表 - 开
始

时间表 - 结束

TT-WDQMS

2022 年 3 月
7日

2022 年 7 月
15 日

可交付的成果

* WDQMS 用户指南。(1)关于报告数据接
收的一致性的文件（时间表/截止日期）；
(2)关于使用基于 NWP 的质量信息、汇总
方法、解释和数据访问的政策和程序。
* WDQMS 操作手册。关于 WDQMS 数据
收集操作的文件，包括质量信息（观测减去
背景），供参与的 NWP 中心使用。
* 与更多的国家水力监测中心达成协议。
* WDQMS 网络工具为 GBON 合规性监测
定义的显示模式（按站点，根据任务 2 的标
准）。
* WDQMS 网络工具界面更新（截止日期
待定）
* WDQMS 用户指南更新（截止日期待
定）

5.2 Webtool 界面审查（原任务 5.2 和
5.5）。

ET-WT

2022 年 3 月
7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5.3 WIS 中心的贡献（原任务 5.4）。纳入
WIS 中心的监测，从纯数据交换的角度提供
数据可用性和及时性的统计。

TT-WISMon

2022 年 5 月
1日

2022 年 9 月 1
日

在 WIS 手册中输入

5.4 SOFF 资助的 GBON 观测的质量评估
（原任务 5.6）

TT-GBON, ET-WT,
SOFF-SC

2022 年 5 月
15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TBD?

ET-WT

2022 年 7 月
1日

2023 年 5 月
15 日

5.5 指导材料和培训（原任务 5.9 和
5.10）。

* 更新现有的 RWCs 技术指南。为区域
WIGOS 中心（RWCs）更新质量监测、评
估和事故管理（WDQMS）指南。
*为会员和 RWC 建立 GBON 和 WDQMS

EC-75/INF.2.4(1b), p. 22

任务（优先任务以红色显示）

TT-GBON 会
员的领导

专家小组/常设委员
会/
INFCOM 实体

时间表 - 开
始

时间表 - 结束

可交付的成果
培训计划的计划，包括培训方案（2022 年
底）。

6. 招标规格

S. 卡亚

6.1 要求文件，作为 AWS 相关采购的招标规
格的输入（根据 IOM 出版物制定）。

TT-GBON, SCMINT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要求文件

6.2 用来作为无线电台相关采购的招标规格
的要求文件（将根据 GCOS 的经验制定）。

TT-GBON, SCMINT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要求文件

6.3 用来作为海洋站招标规格输入的要求文
件

TT-GON, SCMINT, DBCP, SOT

2022 年 3 月
1日

TBD

要求文件

TT-GBON, JETEOSDE ?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 年 7 月
15 日

SC-ON, ET-Data

2022 年 3 月
1日

2022 年 9 月 1
日

TT-GBON, SOFFSC

2022 年 2 月
17 日

2022 年 5 月
16 日

2022 年 2 月
17 日

TBD

7. 对 WIGOS 指南的更新

F. Branski

7.1 更新 WIGOS 指南中关于国家实施和发
展国家伙伴关系的内容（第 6 和 7 章）。
8. GBON 每小时观察的报告做法

R. Giraud, S.
Kaya

8.1 确定 GBON 每小时观察的报告做法
9. 对 SOFF 同行顾问的指导
9.1 对 SOFF 同行顾问的具体指导
9.2 为 SOFF 同行顾问举办 GBON 技术研讨
会

WIGOS 指南更新

编码手册的更新

S. 林纳特
待定（需要 SOFF 秘书处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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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常设委员
会/
INFCOM 实体

时间表 - 开
始

时间表 - 结束

10.1 分析界定由 SOFF 支持的初始国家组的
技术标准

SOFF-SC, JETEOSDE, SC-ESMP

2022 年 2 月
17 日

2022 年 3 月
17 日

待定（需要 SOFF 秘书处的指导）。

10.2 为 SOFF 提供具体的 WDQMS 报告
（与 SOFF 秘书处和 SOFF 指导委员会合
作）。

ET-WT，SOFF-SC

2022 年 2 月
17 日

2022 年 7 月
15 日

待定（需要 SOFF 秘书处的指导）。

SC-IMT, TT-GBON

2022 年 4 月
1日

9 月 1 日-22 日

任务（优先任务以红色显示）

10. GBON/SOF 的优先级（不属于 TTGBON 的范围）

11. WIS 2.0 技术规则

11.1 反映 GBON 数据交换要求的 WIS 2.0
技术规则

TT-GBON 会
员的领导

可交付的成果

(P. Waniha,
S. Linnerts)

R. 吉罗德

_____________

更新 WIS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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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立区域性的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中心
区域 WIGOS 中心的职能
部署区域 WIGOS 中心（RWC）是 WIGOS 初始运行阶段（2020-2023）计划的优先领域之一。
由于一些会员的提议和努力，WMO 区域协会（RA）在各区域和次区域建立 RWC 方面取得了进展，履行
RWC 的两项强制性职能（协助会员在”OSCAR/地表”进行 WIGOS 元数据管理，履行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
系统（WDQMS）职能--包括问题评估和事件管理）。
下文介绍了在每个 RA 中建立 RWC 的情况，包括目前的实施阶段、所履行的职能以及每个节点所属的地区/
国家。
区域协会 I (RA I)
东非区域 WIGOS 中心
•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正在运行一个分布式的 RWC，有两个节点，自 2020 年 7
月起，覆盖东非地区的 6 个会员国，处于试点状态。
o

肯尼亚在”OSCAR/地表”中执行协助 WIGOS 元数据管理的任务，而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执行 WDQMS 的职能。

南部非洲区域 WIGOS 中心
•

自 2021 年 3 月起，南非正在以试点模式运行 RWC 的两种强制性功能，涵盖南非发展共
同体的 14 个会员国。

西部/中部非洲区域 WIGOS 中心
•

自 2022 年 3 月起，摩洛哥正在以试点模式为两种强制性功能运行 RWC，覆盖西非和中
非的 14 个会员国。

第二区域协会(RA II)
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的 WIGOS 区域中心
•

自 2021 年 9 月起，中国和日本正在运行两个 RWC，处于全面运行状态，覆盖整个亚洲
的 RA II（35 个会员国）。
o

两个区域中心都在履行这两项强制性职能，分别协助约一半的二区会员；二区会员被
分成两组，每组隶属于两个区域中心中的一个，为期 6 个月（从 2023 年 1 月起为
12 个月），此后，根据区域内的协议，两个区域中心将交换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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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区域协会(RA III)
阿根廷和巴西的区域 WIGOS 中心
•

自 2020 年 5 月起，阿根廷和巴西将以试点模式运行两个 RWC，覆盖南美洲整个 RA III
（13 个会员国）。
o

两个区域中心都在履行这两项强制性职能，分别协助约一半的第三代区域中心会员。

第四区域协会(RA IV)
第四区的区域 WIGOS 中心
•

目前还没有建立 RWC。以下会员国参与了行动概念的制定--有待最后确定。
o

英属加勒比海领土，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

区域协会 V (RA V)
五区的 WIGOS 区域中心
•

斐济、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区域中心的申请得到了第五区域管理局的认可，这三个国
家正在启动测试，以履行两个区域中心的强制性职能，覆盖西南太平洋的整个第五区域管
理局（22 个会员国）。

第六区域协会（RA VI）
第六区的区域 WIGOS 中心
•

自 2018 年起，由 31 个欧洲国家气象局（EUMETNET）组成的集团提供自动监测功能
（WDQMS 对 RWCs 的部分强制功能）。
o

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全面运作的 RWC。一些会员国过去曾表示有兴趣为六号区域中心
的工作做出贡献，但仍然没有为该区域制定/商定行动概念。

其它信息
定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举行的全球 RWC 研讨会将是尚未建立 RWC 的地区会员的一个主要机会，
以听取和借鉴已经在一些地区运作的 RWC 的经验和教训。关于研讨会的进一步信息将很快从 WIGOS 网页上
公布：https://community.wmo.int/activity-areas/wigos。
_____________

天气气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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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事会主席的报告
导言和背景信息
(1) 根据第 8 号决议（Cg-18）成立的研究理事会的目的是将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目标以及大会和执行理事会
的决定转化为总体的科学研究战略。这就要求研究理事会以高效、包容、灵活和前瞻性的方式召集、联系和倡导
科技研究界，以支持实现 WMO 战略计划的长期目标 3 "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长期目标 3 有以下三个目标：
（i）推进地球系统的科学知识；（ii）加强科学为服务的价值循环；（iii）推进与政策有关的科学。
(2) 为研究理事会的工作提供信息和支持的是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计划，包括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全球大气观测计划（GAW）。研究理事会的作用是倡导三个研究
计划确定的优先事项，确定并支持通过联合和合作研究工作进行有影响的整合的机会，并将相关的研究见解和活
动与技术委员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活动联系起来，以促进科学服务的目标。
(3) 2022 年 1 月，研究理事会迎来了新主席阿曼达-林奇女士，她接替了塞莱斯特-索洛女士。2022 年 5
月，Mary Scholes 女士同意担任研究理事会副主席，等待研究理事会成员在正式选举过程中的批准。林奇女士
（美国和澳大利亚）和斯科尔斯女士（南非）在跨学科研究、教育和能力建设方面带来了广泛而多样的经验。领
导团队计划通过更好地整合物理和社会科学，加强研究和业务之间的联系，加强各地区和代表性不足的科学家的
参与，以及支持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交叉活动，来解决世界气象组织使命的紧迫性。
(4) 研究理事会是在第 8 号决议（Cg-18）的指导下成立的，目前由 25 名成员组成，包括主席 Amanda
Lynch 女士；副主席 Mary Scholes 女士；主席（WCRP）Detlef Stammer 先生；主席（WWRP）Chris
Davis 先生；主席（GAW）Greg Carmichael 先生；主席（数值试验工作组）Carolyn Reynolds 女士。其
他成员包括。Faten Attig Bahar 女士（突尼斯），Litea Biukoto 女士（斐济），Caroline Brassard 女士
（新加坡），Andrew Brown 先生（代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Antonio Busalacchi 先生（美国），
Adina-Eliza Croitoru 女士（罗马尼亚），Ram Dhurmea 先生（毛里求斯），段奕宏先生（中国）。Luis
Rigoberto Masincho Guagrilla 先生（厄瓜多尔），Arlene Laing 女士（英属加勒比地区），刘健先生（代
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Judy Omumbo 女士（肯尼亚），Ilias Pechlivanidis 先生（瑞典），Madhavan
Nair Rajeevan 先生（印度），Alexey Romanov 先生（俄罗斯联邦），Aaron Salzberg 先生（美利坚合众
国），Juliana Ungaro 女士（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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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Visbeck 先生（代表国际科学理事会）和 Matthew Wheeler 先生（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在发展其
组成时，力求确保各地区和性别的有效代表性，并注意包括早期职业科学家和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声音。将其他国际组织、机构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纳入其中，是加强战略联盟的一个途径。
(5) 由于研究理事会的领导层和大部分成员来自全球学术界，他们都是志愿工作，因此出色的行政和科学支
持对于确保有效和高效的运作至关重要。为此，秘书处的支持正在增加，由美国商务部和布朗大学资助，为领
导团队提供全职工作人员和差旅支持。
自执行理事会第七十四届会议（EC-74）和特别大会（Cg-Ext(2021)）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SARS-CoV-2/COVID-19 工作组
(6) 2022 年 1 月，工作组在《美国气象学会公报》上发表了一份报告，总结了他们在 2021 年 6 月举行的
复合气候危害和 COVID-19 圆桌会议的成果。报告强调了气象部门在准备和应对涉及 COVID-19 的复合危害
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强调了将大流行病风险纳入救灾建议和有效沟通以接触不同的高危社区的重要性。
工作小组的建议强调了气象和卫生部门之间协调信息制作和沟通的重要性，以确保信息的发布具有适当的专业
知识和权威性。在未来 6 个月内，工作组将对气象和空气质量因素的重要同行评议论文进行文献审查和注释书
目，为工作组 2022 年 4 月的更新打下基础。 关于气象学和空气质量因素的第一份报告和 COVID19(WMO-No. 1262)。

级联、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任务小组
(7) 赋予超大规模、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AI）工作组一项任务，为整个 WMO 的数值预测价值周期的未来
方向提供信息。工作小组考虑了随着前 Exascale 计算和加速器技术的不断出现，重新设计数值预测系统的必要
性，人工智能处理大量观测和模型数据的潜力，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为气象服务方面的机会和挑战。工作
小组已经提交了两份相互关联的概念说明，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审查，其中提供了与 WMO 成员的活动和
WMO 计划的方向有关的短期和中期建议。工作小组还组织了一个关于就超大规模和数据处理建议采取行动的研
讨会，以促进世界气象组织方案内和主要合作伙伴对这些建议的采纳。这两份概念说明目前正在着手出版。

水文老虎队
(8) 水文老虎队将提交一份关于 "实用水文学研究优先事项 "的报告，以确定如何解决必要的科学差距，以
改善水文信息和服务的提供，从而确保面对洪水和干旱时的复原力，以及支持世界各地的水供应和质量。该战
略得到了第 5 号决议（Cg-Ext(2021)）的认可。研究理事会在 7 月举行的下一次董事会全体会议上，将提名
一名代表参加指导水文研究战略实施的工作组。虽然研究理事会的组成不是为了设计或管理一个独立的、透明
的和同行评议的研究计划，但研究理事会的成员对世界各地支持这一重要研究的资助计划有着深刻的了解。因
此，研究理事会将为一项调查做出贡献，以确定这些国家计划，在这些计划中，独立的同行评议研究的资金正
确地存在。

研究理事会促进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文件
(9) 研究理事会为 GFCS 文件提供了意见，该文件提出了在 GFCS 最初的 10 年实施阶段完成后加强其知名
度、有效性和实施的战略。

研究理事会对 SAP 愿景文件的贡献
(10) 研究理事会为 SAP 愿景文件提供了大量投入。会上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i) 掌握研究理事会和技术委
员会的活动至关重要，这些活动已经在努力实现愿景的要素；(ii) 在未来十年，必须在联合国各机构之间建立适
当的伙伴关系，确保在环境和相关领域提供无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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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事会会议，2022 年 3 月 17-18 日
(11) 研究理事会在 2022 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的两天时间里，实际上举办了 2022 年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议
程包括研究计划和工作组的报告，但会议的重点是为正在进行的战略计划发展提供研究理事会的意见。分组讨论
有效地确保了对 2024-2027 年战略计划更新的全面和深思熟虑的投入，该计划已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提供给
研究和创新部，并在 2022 年 4 月 27-29 日在 PAC 上进一步讨论。在连续两天内提供了两个短暂的时间段，
以支持出席和参与。因此，会议的出席率很高，除一名研究理事会成员外，其他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其他的行动
项目是最后确定和记录概念说明的结果，并开始对目前研究理事会的职权范围和成员标准进行自我评估。

研究理事会/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和应用委员会（SERCOM）/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
会（INFCOM）执行官会议
(12) 研究理事会、SERCOM 和 INFCOM 的领导和秘书处之间开始定期进行联合讨论。这些会议的重点是贯穿
各领域的主题，以分享信息、优化协调，并加强这些机构及其成员之间的合作。自去年秋天以来，已经举行了四
次会议，讨论了诸如海洋优先事项、技术条例审查、全球化学品安全论坛的未来治理以及水文行动计划等议题。
举办了一个关于发展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测系统（GDPFS）的联合讲习班，作为提供数据产品的级联框架，以支
持利用全球业务中心网络提供服务。
(13) 最近一次高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举行，由研究理事会领导组织。会议包括 2022 年 3 月 8 日和 9
日举行的 GDPFS 研讨会的最新情况以及关于统一数据政策实施路线图的最新情况。会议的重点是介绍和讨论整
合社会科学的框架，以确保对气象、水文和气候业务和服务的有效决策支持。

研究理事会与区域协会合作
(14) 根据研究理事会、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关于区域创新的概念说明，以支持区域一级
的协调。研究理事会与区域中心和区域协会合作，促进加强合作，支持整个研究界的能力建设机会。随着区域协
会的代表加入研究理事会，与各地区的沟通、合作和互动得到了改善，但支持这一目标的进一步战略正在讨论之
中。
研究理事会的计划
(15) 研究理事会计划在 2022 年下半年再举行三次会议，包括 7 月 7 日和 8 日的虚拟会议，9 月 29 日和 30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面对面会议，以及 12 月 1 日和 2 日的会议（形式待定）。研究理事会未来的计划包
括：(i) 制定并提交更新的职权范围供批准；(ii) 在 COVID-19 后的背景下，最终确定有效的研究理事会成员和
程序的计划；(iii) 起草并讨论各地区和代表性不足的研究群体的有效参与和支持战略的计划；(iv) 深化整个世
界气象组织对社会科学整合框架的参与，确保有效的决策支持；以及(v) 继续根据需要支持当前的活动和承诺。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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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

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成员
(1) 政策咨询委员会（PAC）是由执行理事会（EC）于 2018 年通过 第 35 号决议(EC-70).其成员包括区域协
会（RAs）的主席、12 名当选的执行理事会成员以及作为当然成员的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和科学咨询小组
（SAP）的主席。PAC 由 WMO 主席主持。根据第 1 号决定（EC-71）和第 15 号决定（EC-73），目前当选/
代理的理事会成员为：D. Campbell, P. Endersby, N. Hasegawa, A. Johnson, M. Lacerda, V.
Schwartz, G. Zhuang, L. Uccellini, F. Uirab, C.L. Wong。
会议
(2)

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之后，PAC 举行了两次会议。
(a)

视频会议,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

(b)

2022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日内瓦

本届会议审议的事项
(3) 第 35 号决议（EC-70）规定，PAC 就有关本组织的战略和政策的任何事项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咨询。因
此，为履行其职责，PAC 审议了以下事项。

第一届会议

审查提交给大会的文件草案
(4) 在第一次会议上，PAC 审查并确认了提交给 2021 年大会特别会议（Cg-Ext(2021)）的战略、治理和
政策相关文件草案的准备情况，或是否有必要进行调整。
(a)

全面审查 WMO 区域概念和办法 (Cg-Ext(2021)/Doc.2.2(1))

(b)

区域协会及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责（Cg-Ext(2021)/Doc.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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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VID-19 大流行病的现状、进展和影响以及世界气象组织组成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方向（CgExt(2021)/Doc.3.1）和应对与 COVID-19 大流行病有关的挑战并减轻其影响（决定 2（EC74））。

(d)

世界气象组织水宣言，包括水和气候联盟（Cg-Ext(2021)/Doc.3.2)

(e)

世界气象组织统一数据政策（Cg-Ext(2021)/Doc.4.1)

(f)

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支持成员实施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CgExt(2021)/Doc.4.2)

(g)

推动 WMO 应对全球危机的结构化响应（Cg-Ext（2021）/Doc.4.3)

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咨询和其他事项
(5) PAC 审议并批准了秘书处为独立和外部评价起草的职权范围和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将在 EC-75 会议上
进行初步报告（EC-75/Doc.5.2），以及建立一个欧共体的改革评估工作组（决定 5（EC-74））。
(6) PAC 进一步讨论并商定了为满足 JIU/REP/2020/1（审查调查职能的状况：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加强
调查职能方面取得的进展）建议 7（第 4（EC-74）号决定）的要求而设立一个工作组所应遵循的程序。
(7) 最后，PAC 同意向执行理事会建议修订国际气象组织（IMO）奖提名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决议 1（EC74））。

第二届会议
(8)

在第二届会议上，PAC 审议了以下事项，以便向 EC-75 提出建议。

战略事宜
(a)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实施现状（包括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和对 2023 年的预测 (EC75/INF.4(1a))；为编制 EC-75/Doc.4(1)

(b)

编制 2024-2027 年战略计划：拟议的重点领域（EC-75/INF.4(1c))

政策事宜
(a)

投资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和 WMO 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 (EC-75/INF.5.4(2))

(b)

公私参与 (EC-75/INF.5.4(1))

(c)

WMO 会员参与高级别国际活动

方法和流程
(a)

本委员会的总体方向

(b)

改革评价任务组的报告(EC-75/INF.2.5(11))

(c)

联合检查组（JIU）建议 7（JIU/REP/2020/1）任务组的报告（EC-75/INF.2.5(12))

(d)

审查大会和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为编写 EC-75/Doc.8 和 EC-75/IN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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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战略事宜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实施状况
(9) PAC 审查了 2020-2021 年绩效评估报告（EC-75/INF.4(1a))，并对秘书处将其作为欧共体和广大成员
的有用信息资源进行编写表示赞赏。PAC 注意到成员国自我报告的数据存在差距，认为应做出更多努力来获取
和验证这些数据，特别是在报告之前。在这方面，区域办事处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关键绩效指标仪表板可
用于监测数据的可用性，与会员概况 一起作为一种质量保证机制。

2024-2027 年战略计划草案：重点领域
(10) PAC 审查了《2024-2027 年战略规划》的重点领域草案，并对秘书处、各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
其他机构的编制工作表示赞赏。PAC 重申了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即《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五个长期目
标和相关战略目标保持其有效性，并应在 2024-2027 年保留（决定 13 (EC-73)）。关于《战略计划》的总
体编制过程和修订后的重点领域，PAC 同意向理事会提出以下建议。
筹备过程
(a)

成员应该能够在 PAC-2（2022 年 12 月）和 EC-76 之前对重点领域的拟议修订提出意见。根据
EC-75 通过的决定，《战略计划》草案应通过通函在 RA 之间分发，以便在限期内提出意见，从
而使区域协会确认该计划和辅助技术战略充分反映了区域优先事项。

(b)

应确保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监测和评估（M&E）结果与 2024-2027 年重点领域的拟议修
订之间有明确的联系。M&E 应告知对需要额外努力的活动领域的拟议强调，同样也应减少对成熟
活动领域的强调。

(c)

在《战略计划》中应考虑到对组成机构改革的独立和外部评估结果。

结构和格式
(d)

战略计划》目前的结构是按照价值链上的长期目标组织的，没有明确反映出跨领域的问题。特别
是，鉴于其相互关系，长期目标 4（缩小能力差距）下所列的重点领域和活动应与其他长期目标
更好地联系起来。同样的情况可适用于长期目标 3（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其他交叉方面（如
数字转型、技术突破、社会经济效益、公私参与）。

(e)

拟议的产出是说明性的，用于证实重点领域的成果；在《战略计划》的最终版本中，这些产出应
转入《运行计划》。鉴于《运行计划》与《战略计划》的联系，《运行计划》也应在 EC-76 之
前由 PAC 审查。

特定战略目标
(f)

在目前的战略目标下提出的重点领域和活动是适当的，可以根据成员的审查结果进行完善和优先
排序。

(g)

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小组（PHORS）建议的以极地和高山地区为重点的额外战略目标
1.5 下提出的活动需要进一步考虑；它可以分布在当前相关的战略目标中，和/或从冰冻圈变化的
全球影响角度来制定。

科学和关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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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鉴于《2024-2027 年战略规划》的编制，PAC 还审议了 SAP 关于改变游戏规则的科学和关键挑战的
愿景文件草案和十项建议，这些建议可以指导世界气象组织未来二十年在天气、气候、水、环境及相关社会和
经济科学领域的任务发展。在这方面，PAC 指出了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a)

为所有成员获取数值天气预报产品提供便利

(b)

确立全球领导作用，就太阳地球工程方法提供客观的科学建议

(c)

支持 NMHS-以及 WMO-向净零排放迈进

关于早期预警系统和全球温室气体监测的特别倡议
(12) 作为对《2024-2027 年战略计划》的贡献，PAC 进一步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两项特别倡议。
(13) 联合国全球预警/适应倡议 "建立在联合国秘书长对世界气象组织的呼吁之上，即领导一项努力，确保到
2027 年每个人都受到预警系统的保护，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UNFCCC/COP27，埃及沙姆沙伊赫，2022 年 11 月 7 日至 18 日）提交一份行动计划。该倡议基于现有
的基础要素（GMAS、SOFF、气候风险和预警系统（CREWS））、对水文基础设施的投资、多灾害和基于
影响的预警服务的发展以及与世界银行、全球气候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其他实体的伙伴关
系，并呼吁在关键的联合国论坛和活动中动员世界气象组织会员以确保政治支持。
(14) PAC 强烈支持 "联合国全球预警/适应倡议"，并提出以下建议。
(a)

该倡议为 WMO 提供了一个在联合国范围内获得更多知名度的机会。作为成员为成员的倡议，它
需要由 EC 审议，EC 可以通过一项决议，为进程和实施机制提供更多指导。

(b)

与该倡议有关的活动需要纳入《战略计划》的主流，与管理价值链有明确的联系，包括基础设
施、数据和服务提供部分以及技术委员会和 RA 的参与。

(c)

鉴于只有 40%的世界气象组织会员报告说已经建立了多种灾害预警系统，NMHS 需要仔细考虑
能力发展方面和加强资源的问题，并将其内部化。

(15) 全球温室气体（GHG）监测系统 "倡议旨在加强《巴黎协定》下减排的科学基础，并推动常规业务温室
气体监测的进展。它主张在国际协调下，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对温室气体的监测采取一种全球性的、客观的、
基于科学的-，作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使用的现有方法的宝贵补充。该倡议打算依靠几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现有的碳监测能力，特别是地表观测、天基观测、建模和数据同化，再加上一个综合的、国际协调
的全球方法，使这些能力能够相互补充和利用，以达到最佳的整体效果。
(16) PAC 支持 "温室气体监测系统 "倡议，并提出以下建议。
(a)

为了使温室气体监测作为世界气象组织的优先事项得到很好的定位，需要进一步讨论、完善和被
成员接受。为此，必须审查和分析用户在对《巴黎协定》的贡献方面的需求，以及现有框架所缺
乏的功能，如全球大气观测（GAW）和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IG3IS），并考虑扩大这些
框架或将其重组为一个新框架的具体建议。在这方面，"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 "倡议可初步设想
为一个有时限的倡议，供 EC-75 和随后的 Cg-19 审议。

(b)

该倡议将加强 WMO 在观测方面的作用，但需要建立一个管理和操作框架。为此，应在 WMO 成
员和其他组织中进行调查。此外，应确定从科学网络向提供产品的操作网络过渡的标准。

(c)

虽然 NMHS 可能不直接负责所有类型的温室气体监测，但该倡议是针对成员的，包括其所有主
管和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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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事宜

对 NMHS 和 WMO 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
(17) PAC 了解并欢迎秘书处在新设立的国家气象服务社会经济效益（SEB）专题领域所采取的举措，包括编
写题为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的白皮书。世界气象组织的作用"，预计建立一个关于 SEB 的
咨询小组，以及开发一个工具箱和 SEB 工具箱培训包，作为加强宣传的重要手段，以更好地支持区域和国家
对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投资。在这方面，PAC 注意到提高成员国进行 SEB 分析的能力的重要
性。
(18) PAC 赞同以下建议：
(a)

重要的是将新设立的专题领域的工作纳入战略目标和其他相关活动的框架中，并澄清社会经济发
展咨询小组的报告关系。

(b)

秘书处应利用现有的专业知识，并与世界银行全球减灾和灾后重建基金、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UN/DESA）、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NMHS、各国部委和发展机构等关键机构的合作伙伴
一起，共同开发工具箱和其他相关方面。

(c)

可以在外部专家（包括来自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的专家）的参与下，组织关于社会企业评估的区域
讲习班，以推进知识转让和能力建设。

公共-私营参与
(19) 注意到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区域协会会议做出的相关决定，PAC 了解到公私参与的最新进展，包括编写
题为 "不断变化的角色和责任--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未来 "的白皮书，在 EC-75 和区域 OCP 论坛上组织开放协商
平台（OCP）活动，能力发展和编写准则和补充材料以及其他举措。
(20) PAC 对这些信息表示赞赏，并同意以下建议。
(a)

世界气象组织应继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在从观测到提供服务的整个价值链中促进公共和私
营部门的参与。

(b)

白皮书中包含的期望性内容需要被纳入 WMO 的正式文件，特别是服务提供战略。

WMO 会员参与高级别活动
(21) PAC 讨论了 NMHS 的良好做法和进一步的机会，通过成员参加联合国高级别活动，如
UNFCCC/COP27、第七届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GP2022）和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特别是支持 "
联合国全球预警/适应倡议 "和 "温室气体监测系统 "以及其他主要的世界气象组织倡议。PAC 请秘书长与委员
们分享关于世界气象组织参与此类高级别活动的信息。

方法和流程

本委员会的总体方向
(22) 根据 2021 年 12 月 6 日和 7 日各组织官员和 PTC 就 EC 各委员会和小组的运作以及加强其作用的可能
方法举行的集思广益会议的结论和建议，PAC 同意 PAC 的以下总方向。
(a)

PAC 应关注 WMO 的发展方向，讨论影响本组织的全球高层战略和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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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AC 的主要任务应包括(i) 监测和评估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评估执行情况并确保协调，避免计
划范围之外的活动激增（由技术协调委员会（TCC）确保建议符合该计划）；(ii) 对新出现的政
策问题/挑战以及国家监测系统的作用和运作进行滚动审查。

(c)

PTC 和 C/RB 应被纳入成员名单。然而，为了使 PAC 有效，成员不应进一步增加。

(d)

为加强成员对该机制的信任，应根据第 40 号决议（Cg-XVI），对会议的宣传、观察员的出席以及
成员对会议报告的查阅制定更明确的政策。

(e)

PAC 的议程不一定要以执行理事会的议程为基础，允许成员提出高度重要的问题供讨论。

改革评价任务组的报告
(23) PAC 注意到改革评估工作组的报告，该工作组是根据第 4 号决定(EC-73)成立的，由世界气象组织每个
区域的一名 PAC 成员组成，由主席主持(第 5 号决定(EC-74))，作为 EC-75/INF 5.2(a).提交给 EC-75。
(24) PAC 对评估工作取得的良好进展表示赞赏，PAC 将在 EC-76 会议之前审查评估结果。

联合检查组（JIU）建议 7（JIU/REP/2020/1）任务组的报告
(25) 通过第 17 号决定（EC-73）和第 5 号决定（EC-74）设立的 JIU/REP/2020/1 号建议 7 工作组
（TF-R7）主席向 PAC 通报了进展情况，该工作组负责制定适当的正式程序以满足该建议的要求，供 EC-75
审议并由 Cg-19 通过。
(26) TF-R7 在 2022 年 1 月和 4 月期间举行了四次视频会议，对联合国系统其他专门机构的程序进行了比较
审查，确定了世界气象组织现行程序和流程的修订范围，并制定了将作为秘书长合同附件的不当行为规则草案。
(27)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OIOS）关
于其他专门机构在处理针对行政首长的不当行为指控方面所采取的程序的经验，TF-R7 审议了不当行为规则
的两个关键方面，这将影响是否需要对世界气象组织的立法框架进行修正。
(a)

负责监督整个不当行为程序的实体。特别是，讨论了这一责任是否由以下人员承担。(i)主席，
(ii)执行理事会或(iii)执行理事会中支持主席的一个选定的成员小组。

(b)

秘书长在受到纪律处分后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

(28) 关于负责监督不当行为程序的实体，TF-R7 审议了第 29(a)段中详述的三种选择，并表示倾向于选择
(二)和(三)。
(29) 关于正当程序，第 7 工作组的成员对秘书长在实施纪律制裁后是否应享有和获得正当程序权利表达了不
同的意见。
(30)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模式，TF-R7 也保留了外包程序的倾向。
(31) PAC 对 TF-R7 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同意为进一步制定立法框架以满足 JIU/REP/2020/1 号建议 7 的
要求提供以下指导。
(a)

作为负责监督不当行为程序的实体，全体执行理事会成员最好作出决定，但在作出这种决定之
前，可以先由代表委员选出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小组与主席合作，提出建议。

(b)

在执行理事会作出决定之前，主席可以采取临时措施（例如，暂停秘书长的职务）。

(c)

与调查有关的保密问题可以由监督厅安全地处理，因为监督厅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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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假设在上诉成功的情况下，经济补偿将是一个更可行的选择，而不是恢复职位，秘书长应有权获
得适当的程序。

(e)

应仔细审查需要更新的现有规则和程序，避免提出修正《公约》的建议。

(32) TF-R7 的第五次会议将于 5 月举行，以便在 PAC 的讨论后最终确定其提交给 EC-75 的报告。TF-R7
将向 EC 建议一项决定草案，以便在 EC-76 之前继续开展工作（EC-75/Doc.5.3(3)和 EC-75/INF。
2.5(12)).

审查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以往决议
(33) 根据第 33 号决议（EC-73），PAC 同意向 EC-75 建议围绕关键组别并按照结构化决议的模式整合大
会和 EC 的现行决议和决定的方法。在展示了这一方法之后，可以扩大集群的名单，供 PAC 审查，并向 EC76 和 Cg-19 提出最终建议。PAC 赞赏已生效的组成机构决议和决定的在线数据库
（https://tools.wmo.int/wmo-resolutions/index.php），认为它是促进对决定的认识和跟进的工具。
(34) PAC 进一步审议了将本组织通过的、作为独立文件出版的政策收集到基本文件 1（WMO-No.15）的附
录中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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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

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技术协调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会员
35.

技术协调委员会（TCC）是执行理事会在 2018 年通过“第 35 号决议（EC-70）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

理事会结构”而设立的。其会员包括技术委员会（TC）的主席和联合副主席、区域协会（RA）的主席、研究
理事会（RB）的主席和副主席、WMO-IOC 联合协作委员会（JCB）的主席或联合主席。科学咨询小组
（SAP）、政策咨询委员会（PAC）、气候协调小组（CCP）、水文协调小组（HCP）、极地和高山观测、研
究和服务小组（PHORS）以及能力发展小组（CDP）。TCC 由第二副主席担任主席。

届会
36. 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之后，TCC 举行了两次会议。

37.

(a)

视频会议,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3 日

(b)

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日内瓦

与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1。

本届会议审议的事项
38.

第 35(EC-70)号决议规定，TCC 应确保本组织各技术机构之间以及这些机构与代理机构之间的协调，

并应提供必要的分析资料，为 EC 关于技术事项的决定提供信息，确保本组织的技术工作以会员国确定的需求
和优先事项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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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因此，为执行其任务，TCC 在其会议上审议了以下事项。
(a)

(b)

技术规则框架：
(i)

来自 RA III 和 IV 的案例研究，关于遵守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共同警报协议（CAP）的要求，以及关于实施多灾种预警系统（MHEWS）的情况。

(ii)

在秘书处内一个专门小组的支持下，核查各技术合作机构以一致的方式制定技术规则框架

WMO 各机构之间的协调：
(i)

组成机构改革后，TC 和 RA 之间协调的一般方面。

(ii) 由参加 TCC 的机构制定的倡议，以实施需要其他机构合作和相关协调的战略目标。
(iii) 可能影响《战略计划》实施的 RA 的共同关注点。
(c)

(d)

(e)

方法和流程：
(i)

本委员会的总体方向

(ii)

巩固大会和 EC 关于技术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审查正在提交给 EC-75 的文件草案。
(i)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战略和提高知名度、有效性和实施的措施(EC-75/Doc.3.1(1))

(ii)

业务连续性计划的拟议方法（EC-75/Doc.3.1(3))

(iii)

加速收集 1991-2020 年的标准气候平均值（EC-75/Doc.3.2(2))

(iv)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的修正案（EC-75/Doc.5.3(1))

(v)

关于指定批准非规则性出版物的技术委员会的概念说明 (EC-75/文件 5.3(2))

进度报告；
(i)

关于 CDP 活动和修订能力发展战略进展的报告

技术规则框架

遵守当前的技术规则框架
40.

TCC 非常赞赏地收到了关于第三区和第四区实施 IGOS、CAP 和 MHEWS 的案例研究，这是对现行技

术规则框架遵守情况进行定期区域报告的第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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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CC 注意到 RA III 和 RA IV 的会员在优先执行 WIGOS 的要求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一些会员无法更

新 OSCAR/Surface 中的元数据和使用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网络工具。关于 WIGOS 区
域中心，TCC 注意到 RA III 和 RA IV 需要。(i) 确保一致的能力发展工作，包括西班牙文和横向合作活动的
具体培训；(ii) 确定本区域的专家并培训潜在的培训人员；(iii) 加强技术专家之间的协调，向会员国提供技术
援助。
42.

TCC 还指出，迫切需要(i) 通过基于项目的倡议，确保在拉丁美洲实施 CAP 的持续能力建设，(ii) 提高

对该工具有用性的认识，并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等其他伙伴协调开展区域活动，(iii) 鼓
励区域内合作培训培训员，以及(iv) 完成国际警报机构登记。
43.

TCC 还注意到 RA IV 在开发 MHEWS 方面实施的举措，这些举措为保护生命、资产和生计提供了早期

和可操作的信息，是应对水文气象、地震、环境或健康相关事件造成的冲击的关键要求。

技术规则框架的一致发展
44.

TCC 对设立秘书处技术规则协调小组表示赞赏，该小组将协助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确保以一致的方式制定

技术规则框架。特别是，集团将确保技术规则和相关修正案。
(a)

是按照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委员会的有关决定制定的。

(b)

经过商定的磋商程序；和

(c)

在格式、风格、内容和质量上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其他规则性材料一致。该小组将定期向 TCC 汇报
他们的活动情况。

WMO 各机构之间的协调

一般方面
45.

TCC 认为，各机构之间通过定期会议和交叉代表定期进行了大量的协调，例如，在 TC 和 RB 及 RA 之

间，或在 RB、PHORS 和其他 EC 小组中的区域代表。
46.

TCC 同意，由委员会促进的协调不应取代各机构之间通过会议和交叉代表以及秘书处已经进行的协调，

并同意以下做法：
(a)

鉴于其广泛的代表性和对 EC 的责任，TCC 应关注在更高层次和交叉问题上的协调的附加值。

(b)

每个小组和 JCB 都应向 TCC 报告他们的活动和与合作伙伴的互动情况，以便在委员会的协助下
确定和解决共同关心的机会和问题，包括向 EC 提交建议，也是与合作伙伴共同提交。

(c)

在研究方面，TCC 可以支持经常预算，以获得更多关于各地区如何受到研究计划影响的信息，从
而更好地反映他们的需求和指导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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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协调的问题
47.

根据不同技术和区域机构的投入，TCC 审议了一些由一个或多个机构领导的、需要其他机构合作的选定

的正在进行的倡议，如：基于风险和影响的预报的决策支持系统、全球气候服务系统、季节性预报和区域气候
产品、统一数据政策、全球基本观测系统（GBON）、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教育和培训产
品以及关注极地和高山地区。
48. TCC 还可以审查战略计划和技术战略的执行情况，如能力发展战略、WMO-IOC 合作战略和 WMO 水
文学的愿景和战略及其相关行动计划。
49.

附件 2 中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倡议需要高度的合作和协调，在共同设计、规划和实施中应考虑到这一

点。
50.

作为一个整体，这些举措总体上显示了对《战略计划》战略目标的良好覆盖，以及 RA 在确定需求和要

求方面的良好参与；然而，可能需要进一步努力，以加强他们在长期目标 3 和 4 的战略目标方面的参与。

区域协会的共同关切
51.

各地区代表的主席强调了可能影响大会和执委会决定在其地区实施的共同关切。
(a)

TC、RB 和其他技术机构的计划应反映并符合 RA 计划和战略中详述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为此，
TC 和 RA 应分享关于正在进行和未来活动的信息，并应建立一个系统的审查程序。

(b)

在执行上述内容时，需要在各区域办事处技术协调员的支持下，在专家和技术合作机构和区域协
会附属机构主席的层面上加强协调，并对等邀请参加管理小组的会议。

(c)

在加强 TC 和区域中心协调的背景下，TC 主席应与区域中心主席就各 WMO 地区 TC 专家的平衡
问题进行协商。

(d)

目前，参加 TC 的会员不到本组织全部会员的 55%。RA 在地区办事处的支持下，应在本地区的
会员中促进与 TC 的联系，并提名可能被选中的专家为技术工作作出贡献。

(e)

在一些地区，语言障碍可能妨碍专家有平等的机会充分参与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因此，应根据需
要保证文件的翻译和会议的口译。WMO 的强制性出版和发行政策（第 81（Cg-18）号决议-WMO 第十八个财政期的强制性出版和发行政策）规定以所有官方语言发行所有正式出版物；然
而，该政策没有得到统一应用，应保证充分应用以促进技术决议的实施。

(f)

有能力制作全球数据和预报产品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数量有限，应促进这些产品的
获取，包括通过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网络门户。

(g)

为了促进 RA 之间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应该建立一个区域协会主席的论坛。

(h)

通过基础设施、服务和研究的区域协调员，可以加强 WMO 总部技术部门和区域办事处之间的整
体协调，以及秘书处和 TC 之间的协调。

(i)

此外，可以建立一些方法和工具，让会员更好地报告技术规则的遵守情况，并评估与引入新标准
有关的影响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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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流程

本委员会的总体方向
52.

根据 2021 年 12 月 6 日和 7 日各组织官员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就 EC 各委员会和小组的运作以及加强

其作用的可能方法举行的集思广益会议的结论和建议，TCC 同意在以下领域进行改进。
(a)

重点关注附加值任务--衡量现有法规的遵守情况，评估与新法规相关的风险，通过调整工作计
划，促进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减少文件审查的工作量。

(b)

组成 -- -- 应与技术协调任务相一致，并可能涉及邀请在委员会中有代表的机构的技术专家。

(c)

会议的形式--更频繁、更短的会议，以便在有提案时进行审议，根据议程上的主题灵活出席，并
分享各机构，特别是 EC 小组的计划活动。

以往决议的整合
53.

根据第 33 号决议（EC-73） --审查执行理事会以前的决议和决定，TCC 同意向 EC-75 建议，围绕关

键组别（如多灾种方法和基于影响的预报、全球气候安全系统、洪水、服务提供、长期观测站、气候数据、
GDPFS、区域培训中心等）并根据结构化决议的模式整合大会和 EC 关于技术事项的现行决议和决定。在对
这一方法进行论证后，可以扩大分组名单，以便对 EC-76 提出最终建议，然后再向大会提出。
建议
54.

TCC 向 EC 提出以下建议。

正在提交给 EC-75 的文件草案
(a)

经辩论通过以下文件草案：
(i)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战略和提高知名度、有效性和实施的措施(EC75/Doc.3.1(1)），要求更新支持 GFCS 实施计划的技术和战略文件。

(ii)

加速收集 1991-2020 年的标准气候平均值（EC-75/Doc.3.2(2)），并增加了补充信
息，澄清气候变化基线和 30 年气候正常统计的不同应用。还将准备一封秘书长给会员的
通函，告知他们新的提交期限，并进一步澄清收集过程和基础设施。

(iii)

业务连续性计划的拟议方法（EC-75/Doc.3.1(3))，其中请国家监测系统评估其目前与业
务连续性有关的做法和挑战，并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为会员制定指导材料。

(iv)

技术委员会议事规则的修正案（EC-75/Doc.5.3(1)），使其成员的任期和他们的连任与
条例 10 相一致，并将附属机构专家的任期延长至大会常会后的下一届 TC 常会。

(v)

关于指定技术委员会审批非规则性出版物的概念说明（EC-75/Doc.5.3(2)），它涉及 TC
对各种名称（指南、汇编、术语等）下的实践、程序和规格（非规则性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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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议
(b)

根据第 81(Cg-18)号决议--世界气象组织第十八个财政期的强制性出版物和发行政策，确保翻译
和积极传播强制性出版物的语言版本。

(c)

鼓励尚未这样做的会员行使其在 TC 中的代表权。

(d)

支持建立一个定期的 RA 主席论坛，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附件 1
与会者

第一次会议，视频会议，2021 年 2 月 1 日至 3 日

会员
主席（A. Martis），P/INFCOM（M. Jean），VP/INFCOM（B. Forgan），P/SERCOM（I. Lisk），
VP/SERCOM（M. Brunet），P/RA I（D. Konate），P/RA II（A. Al Mandous），P/RA III（Y.
González），P/RA IV（E.Thompson），P/RA VI（K. Radics），C/RB（A. Lynch），CC/JCB（A.
Martis），C/PAC（G. Adrian），C/CCP（G. Adrian），C/HCP（J. Danhelka），CC/PHORS（S.
Barrell），C/CDP（A. Kijazi）

受邀专家
第一副主席 (C. Saulo)

第二届会议，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日内瓦

会员
主席（A. Martis），P/INFCOM（M. Jean），VP/INFCOM（B. Forgan），P/SERCOM（I. Lisk），
VP/SERCOM（M. Brunet），P/RA I（D. Konate），P/RA II（A. Al Mandous），P/RA III（Y.
González），P/RA IV（E. Thompson），P/RA V（'O。Fa'anunu），VP/RA V（T. Atalifo），P/RA
VI（K. Radics），CC/JCB（A. Martis），C/PAC（G. Adrian），C/CCP（G. Adrian），C/HCP（J.
Danhelka），CC/PHORS（S. Barrell），C/CDP（A. Kijazi）

受邀专家
第一副主席 (C. Saulo)

EC-75/INF.2.5(2), p. 7

观察员
联合王国 (N. Pinder, F. Woods)

_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TCC 需要协调的部分关键举措
和战略目标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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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财务咨询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提交执行理事会的报告和建议
开幕式(议题 1)
(1)
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和 17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四十一
届会议，并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了讨论。本届会议由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宣布开幕。秘书长致开幕词。
批准议程（议题 2）
(2)

经批准的会议议程和与会者名单见本报告附件 1 和 2。

财务事项（议题 3）
2021 年的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议题 3.1）
(3)
FINAC 注意到秘书处对财务报表的介绍，特别是与 2021 的财务结果有关，重点是影响世
界气象组织财务结果的重点事项，包括 COVID-19 大流行病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重组的影响，诉讼
状况等。
(4)
FINAC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报告（EC-75/INF.2.5(4)），其中包括一个无保留的审计意
见。 FINAC 对他们的工作、所使用的基于风险的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建议进一步表示赞赏。 FINAC 注
意到外部审计员发布的 24 项审计建议和秘书长对这些建议的接受。FINAC 还注意到，在 2020 年及以
前年度的 33 项审计建议中，有 24 项已由秘书处执行，2020 年及以前年度的其余 9 项审计建议也已
取得进展。FINAC 要求在 EC-76 之前收到最新的管理行动计划。
(5)
FINAC 还赞赏地注意到 EC-75/INF 中所载的审计和督察委员会的报告。2.5(3)，包括其
与财务报表、内部控制、以及外部审计员和内部督察办公室的调查结果有关的建议。FINAC 特别注意到
审计和督察委员会（AOC）建议本组织审查与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有关的租赁协议并审查对投资政策
的管理。

建议 1: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草案 6.1（EC-75）--世界气象组织 2021 年的财务报表。增加 "
要求秘书长"，敦促秘书长向会员提出建议，为退休后福利储备金分配足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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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供详细的管理行动计划，以处理外部审计员从 2021 年起提
出的所有建议，以及外部审计员从 2020 年和以前年份提出的其余建议，供执行理事
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审查和讨论。
会员的会费状况(议题 3.2)
(6)
FINAC 回顾说，根据《财务条例》第 8.9 条，秘书长向执行理事会常会提交一份关于会费
和周转基金预付款收缴情况的报告。财务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状况和会员
国会费状况的报告（见附件）。EC-75/INF.6.2).
(7)
FINAC 赞赏地注意到，与 2020 年相比，在缴纳分摊会费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FINAC
关切地注意到，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仍有超过 4400 万瑞士法郎的分摊会费没有缴纳，这约占
2022 年总分摊会费的 65%。FINAC 还注意到，100 多个会员国在该日期有未缴的分摊会费余额，应
向 WMO 缴纳。
(8)
FINAC 赞赏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来向会员提供的季度财务报告，注意到秘书处承诺
继续及时提供此类报告。

建议 2:
执行理事会敦促有未缴会费的会员尽早并作为最优先事项结清其会费，因为延迟结清
可能对本组织的计划和业务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可能使本组织面临无法向第三方支
付其到期债务的风险。
2023 年的分摊比额表（议题 3.3）
(9)
FINAC 回顾说，在 第 84（Cg-18）号决议 -- 第十八个财期会员国按比例分摊会费
中，大会授权执行理事会 "使用联合国大会将于 2021 年通过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调整 2023 年的
分摊比额表，并根据会员国的差异进行调整，但就世界气象组织的比额表而言，最低比率应保持为
0.02%，并应作出修正，以确保任何会员国的分摊比率在 2022 年都不会增加到超过世界气象组织比
额的 200%的水平。"
(10)
FINAC 注意到秘书处关于 2023 年分摊比额表计算的介绍，包括确定拟议分摊比额表过程
中的一致性。
(11)

FINAC 还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在 2021 年 12 月批准了修订后的分摊比额表。

建议 3: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草案 6.3(EC-75)--2023 年会员比例会费的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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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个财期（2024-2027 年）最高支出的批准程序和要素介绍（议题 3.4）。
(12)
财务与行政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在 EC-75/INF 4(1d)号文件中提出的第十九个财期
（2024-2027 年）的最高支出要素。.
(13)
FINAC 注意到秘书处对这些内容的介绍，包括从秘书处重组中确定的节约和效率，从计划
减少的旅行和其他效率措施中的节约和效率。FINAC 进一步注意到对关键技术人员的投资，他们利用已
确定的节约和效率来增加方案的实施。
(14)
FINAC 进一步注意到 EC-75/INF 4(1d)号文件中明确提到对第十九个财期的通货膨胀的
影响，预测将高于历史水平。
(15)

(16)

FINAC 还注意到许多会员面临的预算挑战，建议秘书处就 2024-2027 年的最大支出提
出多种方案。要求提出一个名义零增长的基线，并说明所包括的内容和不包括的内容的影
响。在基线 ZNG 的基础上，应提出更多的方案，包括在 ZRG 层面的方案，也包括对要
包括的内容和不包括的影响的理由。
FINAC 进一步建议，预算方案应确定 WMO 活动的潜在额外效率和可能的资源重新分配，
以使方案与《2024-2027 年战略计划》保持一致。

(17)
财务与行政委员会注意到编制和批准第十九个财期全部拟议最高支出的计划进程，指出这
些文件拟于 2022 年 11 月中旬公布，并将由执行理事会在 2023 年 2 月的会议上审议。

建议 4:
秘书长利用名义零增长的基线和包含上述内容的额外设想，同时注意到
EC-75/INF. 4(1d)并考虑到《2024-2027 年战略计划》，制定第十九个财政期
(2024-2027 年)的最高支出。秘书长在 2022 年 11 月中旬之前公布与最高支出有关
的 Cg-19 决议草案和 Cg-19 Inf 文件，以便有足够的时间与会员进行审查和讨论。
征求 2024-2027 年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的建议(议题 4)
(18)
FINAC 审查了 2024-2027 年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的招标书，并注意到秘书处关于招
标书依据的相关介绍，招标书的拟议格式，以及为选择 2024-2027 年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所采取
的程序摘要。
(19)
FINAC 还注意到 AOC 的口头报告，其中包括确认 AOC 已经审查了 2024-2027 年外部
审计员的招标书，并从 WMO 秘书处得到了适当的进一步澄清，总体而言，AOC 对招标书的内容没有
意见。
(20)
FINAC 还注意到，目前世界气象组织的外部审计员，即意大利的 Corte dei conti，目前
正在履行其第一个任期，有资格担任第二个任期。

建议 5:
执行理事会请秘书长向所有会员分发 EC-75/INF 7(4).号文件中提出的 2024-2027
年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的招标书。
通过 FINAC 向 EC-75 提交的报告(议题 5)
(21)

FINAC 编制并通过了 FINAC 提交 EC-75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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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议题 6）
(22)
举行。

FINAC 决定，下一届会议应与预计在 2023 年 2 月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同时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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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议程

1.

会议开幕

2.

批准议程和议事顺序

3.

审查 EC 关于财务事项的文件

议程

项目

文件
EC-75/Doc.6.1
EC-75/INF.6.1(1)

3.1

2021 年的财务报表，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EC-75/INF.6.1(2)
EC-75/INF.2.5(4)
EC-75/INF.6.4(1)
EC-75/INF.6.4(2)

3.2

会员的会费状况

EC-75/INF.6.2

3.3

2023 年会员会费分摊比额表

EC-75/Doc.6.3

3.4

第十九个财期（2024-2027 年）最高支出的批准程序和要素介绍

EC-75/INF.4(1)d

4.

征求 2024-2027 年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项目

征求 2024 年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的建议-2027
5.

文件*

EC-75/INF.7(4)

通过 FINAC 向 EC-75 提交的报告
项目

FINAC 给 EC-75 的报告
6.

FINAC 第四届十二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 EC-75

文件：https://meetings.wmo.int/EC-75

文件*

EC-75/INF.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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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务咨询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FINAC-41)
2022 年 6 月 16 日
与会人员名单

1)

核心成员

Gerhard ADRIAN

WMO 主席

Kornelia RADICS

四区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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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MO 会员的代表

阿尔巴尼亚
Ylber MUCEKU

代表

阿根廷
Gerardo DIAZ BARTOLOME

代表

Andrea Celeste SAULO

代表

亚美尼亚
Valentina GRIGORYAN

代表

澳大利亚
Robert LA MARCA

代表

奥地利
Michael STAUDINGER

代表

巴林
Basem ALASFOOR
Khalid Hussain YASEEN

代表
代表

保加利亚
Lora YOSIFOVA

代表

加拿大
Heather AUCOIN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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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e CAMPBELL

代表

Jenifer COLLETTE

代表

Shannon DEGRAAF

代表

Mariam KHAN

代表

Samy PELERIN

代表

中国
郭雪飞

代表

李雨桐

代表

那晓丹

代表

徐向华

代表

余勇

代表

周恒

代表

哥伦比亚
Andres Felipe MARMOLEJO EGRED

代表

科摩罗
YOUSSOUF ABDOU AHMED

代表

埃及
Hala Ismail ABDELHAMEED

代表

Abdalla Abdelrahman BALIGH

代表

Kamal FAHMY

代表

Samira REFAAT

代表

Mohamed TAWFIK

代表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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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BORRETTI

代表

Alexandra SOQUET-BOISSY

代表

德国
Karolin EICHLER

代表

Axel THOMALLA

代表

Philipp VON CARNAP

代表

几内亚
Rene Tato LOUA

代表

印度
Kapil Dev MEENA

代表

Sankar NATH

代表

Vishvajit SAHAY

代表

印度尼西亚
Ardhasena SOPAHELUWAKAN

代表

意大利
Gianfranco POGGI

代表

日本
Naohisa KOIDE

代表

Masakazu NAGATA

代表

Akihiko SHIMPO

代表

Kensuke SUZUKI

代表

墨西哥

EC-75/INF.2.5(3), p. 10

Paulina CEBALLOS ZAPATA

代表

Martín IBARRA OCHOA

代表

Alejandra MÉNDEZ GIRÓN

代表

纳米比亚
Paulina MUFETI

代表

菲律宾
Nathaniel SERVANDO

代表

大韩民国
韩大锡

代表

Jeng Eun LEE

代表

Jieun PARK

代表

俄罗斯联邦
Ilia DEMIDOV

代表

Alexander GUSEV

代表

Ivan TARUTIN

代表

沙特阿拉伯
Anwar ALMATRAFI

代表

Mohammed BABAIDHAN

代表

西班牙
Francisco GARCIA QUINTANA

代表

Andrea GRANDE ROYO-VILLANOVA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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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Moritz FLUBACHER

代表

Fabio FONTANA

代表

Nicolas LANZA

代表

乌干达
Godwin AYESIGA

代表

David ELWERU

代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Steven GREEN
Sarah JACKSON
Nyree PINDER

代表
代表
代表

美国
Courtney Jeanne DRAGGON

代表

Hollie MANCE

代表

James SHUSTER

代表

Jacob SPINNLER

代表

乌拉圭
Pablo Daniel CABRERA GARCÍA

代表

Mauricio CENDAL CURBELO

代表

Raúl Francisco COSTA ARBURÚA

代表

Sebastián PINTOS MIGUES

代表

Diego PLADA POLONIOLI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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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邀专家

Giovanni COPPOLA
Maristella FILOMENA
Valeria LEOPIZZI
Carlo MANCINELLI
Kamlesh VIKAMSEY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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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和督察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会员资格
1.

审计和督察委员会（AOC）最初是由执行理事会（EC）于 2006 年通过第 10 号决议（EC-LVIII）设

立的审计委员会。2020 年通过第 17 号决议（EC-72）对 AOC 的职权范围进行了修订。其成员是根据第 15
号决定（EC-73）和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代表 EC 作出的决定而设立的，目前包括 T. Efendioglu 先生（土耳
其，主席）、C. Najm 女士（加拿大，副主席）、S. Anthis 先生（希腊）、J. Mendez 先生（哥斯达黎
加）、H. Ong 先生（马来西亚）、K. Vikamsey 先生（印度）和 S. Yamazaki 女士（日本）。
会议
2.

自 EC 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提交上次报告以来， 4 ，AOC 举行了两届会议。

(a)

视频会议，2021 年 11 月 29-30 日及 12 月 1 日和 13 日

(b)

4 月 12 日的视频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视频会议

本届会议审议的事项
3.

根据其任务规定，AOC 继续履行其对以下事项的监督和咨询作用。

(a)

财务事项，包括审查 2021 年的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其建议和执行情况。

(b)

内部督察，包括内部督察办公室（IOO）的报告和工作计划，其建议和实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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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联合检查组（JIU）的建议和执行情况。

(d)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系统。

(e)

道德框架。

(f)

AOC 的建议和实施状况。

4.

下一节概述了向秘书长和执委会提供的讨论、意见和建议。

研究结果和建议

财务事项和外部审计
5.

AOC 审查了 2021 年的财务报表，并注意到秘书长的介绍性声明中所反映的该年的财务结果和外部审

计员的报告及其无保留意见。
6.

根据审计意见，财务报表公正地反映了世界气象组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AOC 认

为秘书长向执委会提交 2021 年的财务报表供其通过没有任何障碍。
7.

AOC 还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支持提交 2021 年财务报表的内部控制声明（SIC），并承认其充分性。

8.

AOC 还注意到了外部审计员报告的结论。特别是，AOC 审议了外部审计员的结论，即 2015 年租赁协

议（droits de superficie）的条款（2048 年到期，可延长至 2068 年）对本组织不利，其四项建议旨在保
障本组织的资产价值，包括通过重新谈判租赁条件和一个可行的替代解决方案。
9.

AOC 同意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即应向执委会披露目前世界气象组织租赁协议的缺点，以提高透明度和

进行风险管理。
10.

AOC 审议了外部审计员对内部审计职能的评估结果及其建议，特别是关于在世界气象组织实施评估职

能、避免可能损害内部督察办公室独立性的咨询服务、培训和自我评估的必要性、提议限制内部督察办公室主
任的任务期限以及内部督察办公室的审计计划应由 AOC 而不是秘书长批准。
11.

AOC 同意外部审计员关于内部审计职能的建议。

12.

AOC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提请执委会注意，有必要要求瑞士国家银行为存放成员大会费的世界气象组

织银行账户争取有利条件，以避免负利息，保护其预算和业务资本，因为国际组织不是正常的金融经营者，不
能受市场条件和不可预测性的影响。
13.

关于这个问题，秘书处还向 AOC 介绍了世界气象组织的投资和现金管理政策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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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OC 建议秘书长：(a) 审查对投资政策的管理，包括在投资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外部顾问，并可能制定一

项流动性政策；(b) 确保有适当的项目管理组织安排，以促进预算外项目的迅速交付
15.

5

。

关于执委会要求秘书长在《管理行动计划》中加入外部审计员今后提出的任何建议， 6 ，与外部审计员

和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协商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并每年将《管理行动计划》与年度财务报表一起提交给执委会
（第 3（EC-73）号决定），AOC 同意外部审计员的意见，即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是一项管理责任，AOC 的
作用是审查执行进展。

内部督察
16.

AOC 注意到，2021 年，IOO 开展了 7 项保证活动并报告了结果。"奖学金管理"，从 2020 年结转

（2021-01）；"区域办公室地点"，从 2020 年结转（2021-02）；"定期工作人员的招聘和离职"（202103）；"回籍假权利"（2021-04）；"网络安全"（2021-05）；"战略和方案框架"（2021-06）；"全球合
作框架拨款的审计"（2021-07）；以及 "行政服务平台"（2022-01）。
17.

AOC 指出，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重大改进。

(a)

定期工作人员的招聘和离职程序，建议在优先考虑具有足够经验的内部流动候选人时，提高空缺通知的
透明度；以及

(b)

网络安全框架，建议在技术解决方案和治理方面加强该框架。

18.

AOC 进一步指出，。

(a)

(i) 就经常预算而言，战略、计划和财务框架之间的联系已经确立，还应该为治理服务部（包括行政、
共同和语言费用）和秘书长内阁（包括世界气象组织的决策机构）确立产出和里程碑，它们共占经常资
源的 40%左右；(ii) 世界气象组织的计划需要合理化；(iii) 预算外支出应在财务报表中按长期目标报
告。

(b)

行政服务平台需要通过精简流程和引入高效的技术工具来加以改进，考虑到 COVID 之后的情况，应审
查其有效性，特别是关于旅行和面对面会议的组织。

19.

AOC 满意地从 IOO 那里了解到，其独立性的行使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而且普华永道在 2021 年对 IOO

进行的第三次外部质量评估得出结论，IOO "总体上符合"（可达到的最高评级）相关的《国际专业内部审计
标准》。
20.

AOC 审查了 IOO 的 2022 年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五项计划审计。提供信息技术服务（2022-IAS-

01），东南亚农业气候风险管理项目/信托基金（421009）（2022-IAS-02），企业风险管理（2022IAS-03），工资（2022-IAS-04）和采购（2022-IAS-05）。

5

约 1 亿瑞士法郎的自愿捐款，包括 2021 年的 1890 万瑞士法郎的收入（比 2020 年增加 3.7%）。

6

管理层处理外聘审计员建议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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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OC 注意到，评价是内部督察办公室以及监测、评价、风险和绩效股（MERP）的任务之一。AOC 了

解到世界气象组织评价工作的运作情况，正在制定的评价政策和对评价需求的评估，以及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完
成和计划进行的评价活动。
22.

AOC 同意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即内部督察办公室的审计计划应由 AOC 而不是秘书长批准，并指出这

需要修正 AOC 的职权范围。第 17(EC-72)号决议).
23.

AOC 确认，IOO 的 2022 年工作计划符合 IOO 的作用和职责，并要求向 AOC 提供年度工作计划和

评估报告，以支持 WMO 的学习。
JIU 的建议
24.

AOC 审查了管理层对联检组建议的回应是否恰当和及时，涵盖了自上次报告以来的四份报告。联合国

系统组织的网络安全（JIU/REP/2021/3）；审查联合国系统对内陆发展中国家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支
持（JIU/REP/2021/2）；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环境可持续性的主流化（JIU/REP/2020/8）；以及联合国
系统的区块链应用：进入准备状态（JIU/REP/2020/7）。
25.

AOC 还审查了自上一报告期以来的持续建议（参见第 46 段）。

26.

根据执行理事会的要求（第 4(EC-74)号决定），AOC 详细审查了管理层对联检组审查世界气象组织管

理和行政的正式和非正式建议（JIU/REP/2021/1）实施的及时性和充分性。
27.

AOC 审议了四项正式建议，考虑了秘书处提供的关于其实施的最新情况，即委托对组成机构改革进行

外部和独立评估（建议 1），完成完善和调整秘书处结构的审查（建议 2），编制全面的问责制和内部控制框
架（建议 3），以及编制人力资源战略（建议 4）。
28.

AOC 承认，所有的正式建议都被认为得到了落实，并将向 EC-75 报告此事。

29.

对于 27 项非正式建议，AOC 承认在执行这些建议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并提出了以下补充意见。

(a)

IOO 的实时审计（第 7 项）--注意到迄今为止所采取的举措，并建议 IOO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利用现
有的信息和资源进行实时审计。

(b)

管理权限的中央储存库（第 12 号）--要求秘书处定期向 AOC 通报此类例外情况。

(c)

评价干事的职位（第 14 号）--要求秘书处向 AOC 提供年度评价计划和评价报告。

(d)

信息技术政策和程序以及首席信息官（第 21 号）--要求秘书处定期向 AOC 通报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的
状况。

(e)

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第 25 号）--要求秘书处在下届会议上向 AOC 介绍 ERP 系统的发展情
况，包括治理安排。

(f)

工作人员调查（第 27 号）--要求秘书处向 AOC 提供一份工作人员调查的结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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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于 AOC 会议形式的建议（第 15 条），AOC 确认，执行管理层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其会议的情

况已被重新安排，其依据是他们作为流程负责人参与了相关议程项目的讨论。
31.

第 43 段谈到了关于每三至五年由外部独立专家评估 AOC 的建议（第 16 段）。

32.

EC-75/INF 号文件很好地反映了 AOC 关于加强结构设计、状况描述和管理层回应的清晰度的建议。

7(2)和 EC-75/INF. 7(2a)分别是：
33.

另外，关于第 4 号决定（EC-74），秘书处告知 AOC，根据 ECJIU/REP/2020/1 号建议 7 工作组提

出的秘书长合同附件中的不当行为规则草案（EC-75/Doc.5.3(3)和 EC-75/INF。2.5(12)），主席可以利
用 AOC 在法律或程序方面的协助和建议。
34.

在这方面，AOC 向 EC 建议，如果大会通过这种不当行为规则，在其职权范围内应反映出 AOC 的作

用。
风险管理
35.

AOC 审查并赞赏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在风险管理运作方面取得的持续进展，包括更新和维护组织、计

划和流程层面的风险和控制矩阵，建立世界气象组织的风险管理仪表盘，为项目经理和工作人员提供基本培
训，以及根据联检组的基准对世界气象组织的风险管理程序进行积极的自我评估。
36.

关于最大的组织风险，AOC 注意到列入了两个新的风险， 7 ，都被评估为中等程度的剩余风险：(a) 由

于异常高的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本组织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能力可能降低；(b) 由于乌克兰的持续冲突，气象
数据的交流减少，导致业务预测的质量下降。在这方面，AOC 从秘书处获悉，目前预测通货膨胀对第十九个
财政期（2024-2027）的影响。 8
37.

关于网络安全风险，AOC 指出，秘书长在 2021 年批准了一项信息安全计划，信息技术司司长将从

2022 年 6 月 15 日开始履职，履行世界气象组织首席信息官的职责。加强网络安全的进一步机会与企业资源
规划（ERP）的未来替换有关（参见第 29（e）段）。

伦理学
38.

AOC 审查了 EC-73 以来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活动，这些活动在 EC-73 中报告。 EC-75/INF。7(3).在

这方面，AOC 注意到，提交给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与人力资源有关的申诉事项，包括与秘书处改组有关的申诉
事项，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所减少（12 起，19 起）。
39.

为了加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的道德操守，AOC 建议秘书长让道德操守办公室参与今后对人力资源战

略的审查(EC-75/INF.6.4(2)).

7

8

其余最主要的风险是：(a) 网络安全；(b) 来自其他公共和私营实体的竞争，参与世界气象组织的任务；(c) 在
关键议题上缺乏沟通，导致缺乏认可和较弱的地位；以及(d) 由于 Covid-19 而无法实现世界气象组织的战
略和运营计划。
见文件 EC-75/INF。4(1d)- 2024-2027 年预算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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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OC 被告知，目前的道德规范官员，20%为世界气象组织工作，80%为国际电信联盟（ITU）工作，

已被要求全职为 ITU 工作。AOC 还被告知，WMO 开始与联合国讨论提供道德服务的问题。
41.

AOC 向秘书长建议，在今后向世界气象组织工作人员提供道德操守服务的安排中，道德操守干事用于

世界气象组织的时间比例应增加到 50%，以便更好地进行政策制定和培训。
AOC 的自我评估和外部评估
42.

AOC 同意在 2022 年底前进行自我评估，以便向 EC-76 报告，并在 2023 年 5 月前对 WMO 管理层和

EC 成员进行全面的利益相关者调查，以向 EC-77 报告。
43.

根据联检组的建议（参见第 31 段），并按照联合国系统监督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021 年 12 月）确立

的良好做法，AOC 同意在 2023 年底前由联合国系统另一组织的审计和督察委员会对该委员会进行同行审

查，以向 EC-78 报告。
对 AOC 建议的跟进
44.

AOC 审查了自其第三十三届会议（AOC-33，2019 年）以来向秘书长提供的 14 项公开建议的情况，

并注意到 5 项（36%）已经结束，7 项（累计 86%）预计将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执行，2 项（累计
100%）预计将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
45.

AOC 注意到，秘书处从已采取或将采取的行动以及与未执行有关的风险两个方面对未落实建议的状况

进行描述是有益的。
46.

在所有监督机构（AOC、IOO、外部审计员和联检组）提供的建议的大背景下，AOC 注意到，正在审

议的 243 项建议中有 72%已经得到落实，具体如下。2021 年之前发布的 170 项，其中 139 项（82%）已
经实施；2021 年发布的 73 项，其中 35 项（48%）已经实施。 9

其他事项
47.

AOC 建议修订世界气象组织非工作人员的差旅费和生活津贴支付规则（第 27（EC-73）号决议），以

确保 AOC 成员的交通条件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审计和督察委员会相同。 10
_______________

9

AOC，14 项建议正在审议中。2021 年前发布 5 项，其中 1 项（20%）已实施；2021 年发布 9 项，其中 4 项
（81%）已实施；IOO，101 项建议正在审议。2021 年之前发布 67 项，其中 60 项（90%）已经实施；
2021 年发布 34 项，其中 9 项（26%）已经实施；外部审计员。正在审议的 33 项建议。2021 年之前发
布的 12 项，其中 7 项（58%）已经执行；2021 年发布的 21 项，其中 17 项（81%）已经执行；联检
组，95 项建议正在审议中。2021 年之前发布的 86 项，其中 71 项（83%）已经实施；2021 年发布的 9
项，其中 5 项已经实施（56%）。

10

例如，开发计划署对其审计和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旅行政策规定："按照开发计划署对其 AEAC[审计和评价咨询委
员会]成员的惯例，你将不会为这些服务得到补偿；但是，任何相关的实际费用，如交通、每日生活津贴和其
他杂费，将由开发计划署全额报销。就本报销计划而言，你的任命相当于 D-2 级官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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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气候 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提交者：科学咨询组组长

第七十五次会议

31.V.2022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

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科学咨询组组长的报告
背景信息
1.
科学咨询组（SAP）促进世界气象组织作为联合国内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先
科学组织的全球地位和知名度，并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出建议。SAP 还提供未来前瞻性的新兴科学方向和
关于新出现的机会和未来挑战的战略建议。SAP 侧重于 2025 年以后的时期，因此补充了研究理事会的活动
和优先事项，虽然是长期的和整个组织的。
2.
科学咨询组的成员是在第 10（Cg-18）号决议--科学咨询组的指导下成立的，目前由 12 名成员组成：
主席 Gilbert Brunet（澳大利亚）、副主席 Opha Pauline Dube（博茨瓦纳）、Richard Anyah（美
国）、Stephen Belcher（英国）、Vladimir M. Kattsov（俄罗斯联邦）、Toshio Koike（日本）、
Markku T. Kulmala（芬兰）、Dennis P. Lettenmaier（美国）、Madeleine Renom（英国）。
Kattsov（俄罗斯联邦）、Toshio Koike（日本）、Markku T. Kulmala（芬兰）、Dennis P.
Lettenmaier（美利坚合众国）、Madeleine Renom（乌拉圭）、Julia Slingo（联合王国）、Thomas
Stocker（瑞士）和宇如聪（中国）。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四届会议（EC-74）和特别大会（Cg-Ext(2021)）以来的活动和成就
3.
自 EC-74 和 Cg-Ext(2021)都在 2021 年 10 月虚拟举行以来，SAP 成员一直在制定 SAP 愿景文件。
该文件旨在向 WMO 会员和组成机构通报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指导 WMO 在未来几十年
的任务发展。该文件考虑了未来对现有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的可能需求和破坏因素，以及可以帮助解决
这些未来挑战的新兴或现有能力。此外，SAP 愿景文件向 WMO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现在应该采取行动，以
使该组织为未来做好准备。这包括两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以及八个已经与 WMO 的任务相一致但需要紧急
关注的关键建议。
4.
为了提供 WMO 2025-2040 年的未来愿景，SAP 成员努力确定有远见的和革命性的科学挑战，潜在的
改变游戏规则的科学进步，以及预期的未来社会需求。SAP 愿景文件通过考虑三个指导性问题来探索这些未
来的科学和技术挑战。
(1)我们认为未来对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的需求和干扰因素是什么？
(2)有哪些现有的和新兴的能力可以帮助公平地满足这些未来的需求？
(3)WMO 应如何行动以应对这些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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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SAP 向研究理事会、基础设施委员会、服务委员会、世界天气研究计划、世界气候
研究计划、全球大气观测计划、WMO 管理人员和 WMO 工作人员征求对 SAP 愿景文件草案及其建议的意
见。SAP 愿景文件草案受到欢迎，SAP 成员努力工作，处理和整合整个过程中收到的有力反馈。SAP 的愿景
文件包含在本报告的附件中，SAP 的十项建议已经作为决定文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EC-75/Doc.3）。SAP
的愿景将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反馈意见最终确定。
SAP 在 2022 年下半年的计划
6.
经过两年的远程合作，SAP 正在计划于 2022 年 9 月 6-8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议。
这次会议将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讨论 SAP 愿景文件的定稿，确定该文件的哪些部分已经成为 WMO 20242027 年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并在我们展望 2023 年第十九届 WMO 大会时为 SAP 愿景文件制定一个实施路
线图和行动计划。此外，SAP 将继续参与整个 WMO 的工作，包括研究理事会、INFCOM、SERCOM 等，并
将在未来几周内选出一名新的联合主席，因为现任副主席 Pauline Dube 将于 6 月底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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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WMO 科学咨询组（SAP）的目的是就与 WMO 研究战略和支持 WMO 任务发展的最佳科学方向相关的
事项向 WMO 成员、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出建议和意见。SAP 愿景文件旨在向 WMO 会员和组成机构通
报 改变游戏规则的科学和关键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指导 WMO 在未来几十年的任务发展。
本文考虑了未来对现有天气、气候、水相关服务的可能需求和破坏因素，以及有助于应对这些即将到来
的挑战的新兴或现有能力。
SAP 预计，用户将继续要求提供更准确和相关的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服务，并更加关注影响，推动包
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各学科之间的整合。天气-气候-水系统中的关键过程目前在地球数值系统天气-气候预
测（NEWP）系统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为了满足未来对准确性和相关性的要求，我们将需要公里尺度
的全球气候集合。数字革命、不断增加的数据量、私营部门日益增强的作用以及全球向零碳经济的转
变，将是推动未来几十年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确保全球科学的未来进展能够转化为对当地有影响的服务，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特别是对低收
入国家而言。随着各国政府考虑如何最好地缓解全球变暖，未来可能会关注地球工程方法，包括改变太
阳辐射，这将带来重要的环境、伦理和社会挑战，需要客观的科学投入。了解有影响的天气、气候和水
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预计将成为政府越来越多的要求。
如果我们想通过提高分辨率、复杂性和 NEWP 系统的集合规模来满足未来对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
更高精确度的需求，那么超大规模计算是一种关键的未来能力，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利用。除此之
外，应不断审查量子计算所促进的机会。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将有可能改变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
价值链，全球对云计算的访问可能会消除利用大量数据的一些障碍。
需要更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的观测，以满足全球公里级 NEWP 系统的未来需求。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开
发获取和得出可负担得起的补充性或 "非常规 "观测的方法。数据同化系统将需要设计来适应这些新的观
测源，而观测和 NEWP 之间的这种关键依赖性要求将综合观测的发展与多尺度模型结合起来。同时，在
NEWP 系统中仍有一些重要的科学挑战需要解决，包括改进动态、物理和化学过程的表述；大气与液体
和固体水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亚千米尺度上的特征。 促成天气、气候和水领域的国际合作被认为
是 WMO 的主要优势之一，并将成为向所有人提供全球科学进步成果的基本战略。最后，强调了发展我
们的人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以应对这些新学科的未来挑战，同时不失去对传统领域的关注。
最后，SAP 向 WMO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SAP 认为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以便为该组织的未来做好准
备。考虑到 WMO 是一个分享观测数据的成功案例，它现在需要在研究与发展（R&D）的协调和知识分
享方面发起一场革命。因此，SAP 向 WMO 提出了两项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
首先是加快利用超大规模计算和地球系统观测方面的全球合作。为了满足未来全球对天气、气候和水相
关信息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有必要开发全球公里级的 NEWP 系统，在气候
时间尺度上运行集合，并提供相关的环境观测数据集和相关的数据分析。这样的努力将需要 WMO 成员
之间的密切国际合作来实现。这种合作不仅要考虑 Exascale 计算的技术问题，还要帮助解决 NEWP 系
统内和观测系统最佳应用中的科学挑战。现有的战略，如模型的相互比较研究和数据敏感性实验将需要
成为核心活动。
第二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是弥合发展全球科学和实现地方影响之间的差距 ，例如，鼓励区域协会在促
进未来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需要与第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同
时进行。对全球科学飞跃的投资必须包括公平性，以尽量减少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在服务提供
方面的差距。我们的全球科学努力必须对所有国家的服务产生积极影响，否则所有的全球投资都将是徒
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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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建议，本身不一定被认为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但却是 WMO 实现前两项建议的必要前提，即
WMO 制定数字战略 ，这将有助于应对数字革命和大数据的当前和未来挑战，并使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得到公平的利用。
此外，SAP 认为 WMO 必须实施以下六项关键建议，这些建议已经与气象组织的使命相一致，但需要紧
急关注。
加快发展气候归因科学和技术-- 可以预见，政策和决策者将对极端事件归因于气候变化产生越
来越大的兴趣，以帮助了解气候变化在天气、水和环境危害和影响方面的表现。

进一步发展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质量保证方法-- 随着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提供者数
量的增加，有必要在全球和国家层面进一步发展服务的质量保证方法，以便用户能够相信他们
所消费的服务在科学上是可靠的，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各机构间开展工作，使地球物理学和社会科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支持更好地理解天气、
气候和水事件的影响--随着用户要求服务更注重事件的影响，有必要将气象学、水文学和海洋
学与其他地球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更好地理解和描述这些影响。

制定教育和培训战略，以扩大传统学科以外的专业知识-- 向更多基于影响的服务和新技术的使
用发展，需要从业者和需求方有更广泛的知识基础，以便有效利用天气、气候和水信息，为用
户带来好处。

建立一个全球领导角色，为太阳地球工程方法提供客观的科学建议--太阳辐射改变可以成为一
种帮助抵消全球变暖的方法，但它伴随着巨大的道德、社会和环境问题，对此，有一个权威的
科学声音是至关重要的。

WMO 和 NMHSs 共同致力于实现零排放--WMO 和会员的 NMHS 在未来几十年内很可能走
上这条道路，通过 WMO 的 NMHSs 应该能够学习彼此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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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张图说明了 SAP 的建议和 SAP 文件中讨论的一些未来需求、干扰因素和能力，以及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价值链。建议 3 与两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一起被强调，认为是
其成功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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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WMO 科学咨询组（SAP）的目的是就与 WMO 研究战略有关的事项和支持 WMO 任务发展的最佳科学
方向，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出建议和意见。SAP 是作为 WMO 的科学 "智囊团 "而成立的，以确保该
组织在未来保持其世界领先的作用，成为提供强有力的、专业的、基于科学的建议的首选来源。
与 WMO 战略计划（ 11 ）中提出的 WMO 愿景和长期目标相一致，SAP 愿景文件旨在向 WMO 会员介绍
改变游戏规则的科学和关键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指导 WMO 在未来 20 年中在天气、气候、水、环境和相
关社会和经济科学领域的任务发展。WMO 的成功一直依赖于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以帮助解决重
大的科学和技术挑战，并确保在所有国家实现利益。因此，SAP 愿景文件非常强调在全球、区域内和区
域间运作的国际伙伴关系。
近几十年来，天气-气候-水事件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部分原因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和不断增
长的人口向更脆弱地区的转移。这些影响通常发生在区域和地方范围内，但由于高度相互关联的全球化
社会和经济系统，以及地球气候的复杂相互关系，其影响要广泛得多。WMO 成员提供的天气、气候和水
服务在使政府加强其公民的环境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减轻影响和提高对恶劣天气事件的抵御
能力，支持制定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帮助解决归因问题，以及通过最佳利用天气、气候和水情
报支持经济增长。
今天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是建立在几十年来集体科技努力所构建的全球基础设施之上。这些服务的原
材料是通过数字模型产生的天气和气候预测，以及从卫星和地面系统对地球系统的观测。如果没有研究
科学家、软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业务气象学家等熟练人员的专业知识，这些组成部分--观测、预测和
服务提供--都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天气气候预测系统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参数的天气预测提前期技能以每十年约一
天的速度提高。这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显著改善观测，特别是卫星，用于初始化和验证天气预测模
型，增加我们对地球系统过程的理解；地球系统数据同化的进展；通过改进数值方法和更好地表示动态
和物理过程及不确定性，使模型本身更加复杂。这得益于计算能力的逐年提高，使地球系统建模有了更
高的分辨率和更大的复杂性，但对于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变量，如降水和一般的极端事件，进展却比较缓
慢。
然而，气候模型及其预测在如何在比模型网格更细的尺度上最好地表现云的形成和积云对流等过程方面
仍有严重的缺陷。虽然区域天气预测模型现在可以在公里尺度（km-scale）上运行，允许明确表现深层
对流过程，但目前的计算限制意味着这仍然超出全球气候模型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没有可用计算能力
的阶梯式变化，气候模型就不能解决诸如热带气旋、低气压和持续高压系统等系统的详细结构和生命周
期，这些系统驱动着气候变化的许多更昂贵的影响，也不能解决对气候多变性和区域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的洋流。 12
同时，全球经济和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到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未来发展。在过去的五十年
里，全球人口翻了一番，导致城市化和生活在易受恶劣天气或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人口数量发生变化。21
世纪的数字革命已经改变了人们消费信息和采取行动的方式。私营部门仍然是提供观测和服务的重要角
色，并且在发展和运作部分气象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气候紧急情况使政策制定者更加关
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及其归因，同时也关注减少碳排放影响的缓解战略。因此，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
提供者需要考虑这些变化，因为他们继续发展他们的服务，以便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相关性。

11

世界气象组织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12

下一代气候模型：对净零排放和气候适应的一步改变 (royalsocie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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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SAP 展望》将通过在后续章节中考虑以下三个问题来探讨未来的科技挑战。
•

我们认为未来对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的需求和干扰因素是什么？

•

有哪些现有和新兴的能力可以帮助公平地满足这些未来的需求？

•

WMO 应该如何行动来应对这些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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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来对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需求和干扰因素

2.1

要求在不断变化的气候背景下，对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事件的影响有更大的准确性
和地方细节

用户继续要求提高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准确性和相关性。此外，他们不再希望仅仅是消费天气预
报或气候情景，而是对该事件对他们的身体、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影响感兴趣。在更大的定位和减少不确
定性方面，这种对提高精确度的要求，以及对影响的更多了解，对我们的科学努力有几个重要的驱动
力。
首先是提高"地球系统天气预报"（NEWP）系统的准确性 ，并进一步量化其产出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对
于降水的模式和特征（频率/强度）；对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大西洋多年代涛动（AMO）、
麦登-朱利安涛动（MJO）和北大西洋涛动（NAO）等变化模式以及季风动力学；对于极端事件的统计，
例如与热带风暴和中纬度阻挡有关的统计，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地球系统不同组成部分如何相互作
用的不确定性，部分地受阻于缺乏跨系统界面的同地观测。这些挑战限制了 NEWP 系统在区域和国家层
面对未来情景的影响研究和决策的价值。因此，在提高诸如大气-海洋耦合模式的复杂性的同时，未来的
NEWP 系统将需要通过将其空间分辨率提高到公里级来继续改善相关尺度的物理过程的表现。这将需要
在 NEWP 系统和计算基础设施方面有一个飞跃。这将导致更好地表现其中的一些模式，使用在更高分辨
率的 NEWP 模型中已经证明的改进。WMO 将在加速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促进国际-区域-国
家的战略合作，推动天气和气候模型开发的边界工作。
同时，NEWP 系统正在不可阻挡地转向默认使用集合体，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在上游优化其
配置，在下游最好地利用它们可能包含的信息。在提供娴熟、可靠的概率预报方面仍有许多挑战，包括
考虑一个模型组成部分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其他组成部分的不确定性并与之相互作用，以及了解为复杂
和/或罕见事件提供概率预报的要求。将需要支持用户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可视化来翻译事件的可能性或概
率的传播，以帮助决策，这往往需要一个是或不是的行动。
其次，理解天气、气候和水事件的影响需要与其他地球物理和社会科学相结合（见方框 1）。例如，极端
高温事件可能会导致野火，而野火又会导致远离原始事件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佳。极端高温和恶劣的
空气质量对人口造成的健康影响将取决于行为和人口因素。最近的 COVID 大流行使人们注意到健康是一
个潜在的影响领域（见方框 2）。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的用户和政策制定者可能希望得到反映天气-气
候-水事件影响的整体环境服务，而不是来自天气、气候或水机构的具体或单独服务。这需要在服务层面
和建模层面整合不同的学科：洪水对沿海城市的影响可能是风、浪、潮汐、浪涌和降水的复杂组合，以
及在该城市环境中如何管理水流。
最后，尽管有了缓解方法的程度和范围，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表现出来。政策和决策者
将对特定的自然灾害和环境极端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气候变化的结果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因此，有
必要改进归因科学，使单一事件能够迅速和有把握地归因于气候变化，并使这一信息得到广泛共享，以
便用于支持世界上最脆弱的社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对天气、气候和水的影响。
方框 1:与社会科学合作，更好地了解天气和气候的相关影响
虽然社会科学不是 WMO 的传统学科，但天气、气候和环境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的整合为预测
和预警天气和气候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机会。因此，最好与那些收集和使用社会脆弱性和复原
力、人类健康、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土地使用、能源消耗等数据的学科密切协作，以了解这
些领域的影响并开发相关应用。共享社会经济数据的标准和协议远没有共享气象数据的标准和
协议先进，隐私问题也限制了许多相关信息的获取，使得将这些数据用于其他目的具有挑战
性。然而，随着社会科学在理解和改善人们对天气和气候建议的反应以及估计和改善天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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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得到认可，国家气象局发现在这个领域发展一些内部能力是
有价值的。 13
方框 2:健康是天气、水、气候和环境服务的一个关键影响领域
对健康影响的关注可以解决天气、气候和水如何直接和间接地使全球人口对疾病大流行的敏感
性的问题。一个挑战是提供适当的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这些信息可用于研究污染物的传
播、病原体的变化、抗菌素的抗性和虫害等。另一个是天气、气候和水对粮食安全以及火灾、
热浪、干旱和影响人类健康的土地退化等危害的作用。 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几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也是健康的关键。关于贫困和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和 2；关于水和卫生的
目标 6；关于气候变化的目标 13。因此，健康是跨领域的，可以通过 WMO 和世卫组织之间的
伙伴关系，以及与教科文组织的联系，采用合作和综合的多学科和多部门的方法。对健康的关
注也将促使在生物气象学和生物气候学方面进行更多的专业培训，在公共卫生与天气、气候和
水之间提供长期的有力联系。
在 WMO 内部，整合环境建模和服务的第一步是加强全球 和国家层面的气象和水文界的整合 （见方框
3）。
方框 3:加强气象和水文模型的整合
SAP 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加强气象学和水文学在模拟和预测危险的快速发展的水文气象现象方面
的整合。传统上，有不同的从业者群体，他们在建模和预测的方法上存在分歧，其结果是对水
文气象风险的评估不够理想。这方面的核心问题是气象学和水文学之间的尺度差距，现在正在
用最新的千米尺度模型来克服。此外，必须克服缺乏观测、建模和预测的综合水文气象系统的
问题。
更加综合的水文气象观测和预测系统的必要条件包括：。
i.

与大气层结合，以确保整个土地-大气层界面的蒸发-蒸腾的一致性。

ii. 代表降水的空间/时间异质性--对地表水/闪电洪水和陆地水循环的运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iii. 与沿海海洋结合，以代表河流的流出（包括营养物）、河口和潮汐及风暴潮的影响。
iv. 将水循环与其他关键的陆地循环相结合，以确保水、热、碳和氮循环之间的一致性--这对理
解和预测地球系统至关重要。
v. 对气候变化对水文气象灾害和水供应的影响进行内部一致的评估。
vi. 了解和表述人类对水循环的改变。(即大坝调节、水电生产、灌溉、地下水利用、水的转移
等)

2.2

用户消费信息方式的数字革命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所有收入国家的个人设备的增长意味着
现在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来接触个人的天气信息，以及用户对根据他们的需求定制的信息的渴
望。例如，在英国，公众通过数字设备接收天气信息的比例已经从 2012 年的 37％上升到 2020 年的
76％ 14 。这种用户行为和期望的变化对服务提供商和政府机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官方警告现

13
14

鸣谢澳大利亚气象局的 Beth Ebert。
资料来源。Met Office Public Perception Survey 2020,Microsoft PowerPoint - PPS 2020_
Summary Report for Public Webpages - Read-Only (metoffic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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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直接提供给公众。这种需求额外强调了对 NEWP 输出质量的需求，因为数字服务通常是在没有额
外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驱动的。另外，NMHS 必须制定适当的灵活策略，也许是在区域协作中，以保持在
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许多信息提供商的快速变化的市场中的权威声音。

2.3

提供者有能力处理和整合越来越大量的数据

由于 对更局部、更 全面、更准确和更及时的信息的 需求 ，建模和 观测 （地面和卫星） 方面的进展要
求气象界管理比以前设想的更多的数据量。
在环境数据的可获得性方面，已经有了一个阶梯式的变化。从遥感、地面传感器网络和低成本设备收集
的信息可以与公民科学数据、从在线来源（包括社交媒体）挖掘的数据以及来自模拟和预测的合成数据
一起带来。如果管理得当，它们将提供前所未有的环境洞察力，改善预测和定制服务。但这将需要在 "大
数据 "系统、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方面进行重大投资，包括充足的人力资源，这对中低收入国
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其中一些可能在区域范围内更好地集体实现，以促进资源的汇集，而云计算可
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见第 3.3 节）。
这种迅速扩大数据量的挑战（也是最近批准的 WMO 数据政策和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的结果）将
改变国家气象局未来管理数据的方式。地理信息系统（GIS）类型的平台与应用编程接口（API）的结合
有可能带来变革。NMHS 将能够为用户提供访问数据和制作自己的服务的能力，允许利用其他数据来
源，如 其他机构的人口、经济和脆弱性数据。这将需要新的方法，除了让用户掌握必要的技能和提供有
利的基础设施，以避免各国在利用全球科学成果造福当地时遇到新障碍。

2.4

全球科学对地方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天气预报、季节性预测和气候预测将需要新的方法，以确保所有国家，包括低收
入国家，能够缩小适合当地部门风险减少和复原力应用的产品规模。在区域、地方和城市的具体层面
上，让所有人，包括 脆弱的 社区，都能及时获得和使用更娴熟的 NEWP 预测 ，是实现可持续未来的一
个途径。为了使 WMO 未来的科学发展能够建立起复原力并支持全球的可持续性，需要全球公平地参与
环境科学的概念化和发展，以实现可靠和强大的预测和预报以及提供服务。低收入国家将需要被定位为
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是新的和设想中的科学、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新出现的创新服务的积极参
与者。他们的参与应该是有意义的，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都是可见的，应该推动未来的科学议
程，使服务发展的研究和创新以及获得准确、及时和相关的信息成为优先事项。这是 WMO 在 2030 年
及以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2.5

私营部门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服务质量的保证

WMO 和气象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但这里承认它是未来提供天气、气
候和水相关服务和支持性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变化。WMO 开放协商平台白皮书 15 ，描述了政府、学术
界和私营部门机构之间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是如何在未来十年应对天气和气候预报的科学和技术挑战。
WMO 应发挥科学领导作用的一个领域是数据、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保证。白皮书建议，"WMO 与私营部
门和学术界合作，可以达成一个商定的方法来验证质量，并承认和归属各种供应商"。例如，开放数据政
策一般不伴随着如何最好地使用数据的指导，WMO 可以提供关于如何创建、使用和管理数据的指导，以
确保服务有一个合理的科学基础。这对于没有客观实时核查手段的气候服务来说非常重要。WMO 应考虑
如何帮助教育用户识别高科学质量的产品，这可能有利于 UNFCCC 和负责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战略和框

15

"WMO 公开咨询平台白皮书#1 天气和气候预测的未来"，WMO-No.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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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国家政府机构。对服务和产品的评估也可以引入社会科学，以评估人们是否接受了预期的信息并采
取了行动。事实上，审查目前的核查方法，以制定对用户更有意义的衡量标准，可能是可取的。(见方框
4）。
方框 4:审查核查的方法
核查和评估将仍然是 NEWP 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直接从 NEWP 获得的产品包含不
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严格的验证和详细的评估既是揭示、认识和理解这种不确定性的途径，也
能纠正 NEWP 的偏差，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然而，模型评估有机会从对模型性能的整体定性描述和批量统计验证发展到更多地描述 NEWP
系统对特定天气特征或物理过程的表现。将更加重视对高影响天气的空间位置、强度、形态差
异和演变特征的全面定量验证。确定性和概率性的核查指标将由决策者的需求来告知。对暴
雨、极端高温天、寒潮等高影响过程的验证，将成为模式发展与实地观测相结合的重要环节。
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将在数值预测产品的后期处理和质量控制以及模型结果的验证和校正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6

提供一个稳定气候的路线图

自 1988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以来，气候建模的驱动力一直在不断发展。随着气
候模型变得更加复杂，在世界寻求限制全球变暖的可行途径时，气候科学已经帮助支撑了缓解、适应和
各种政策的有效性。气候建模人员在寻求稳定地球气候的路线图时将继续面临来自政策制定者的问题。
IPCC 关于全球变暖 1.5°C 的特别报告和 AR6 报告指出，为了在 2100 年之前实现全球变暖低于
1.5°C，除了已经概述的气候变化减缓战略之外，还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缓解变暖的温度。因此，这些问
题可能包括对地球工程或气候干预概念的评估，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地球工程带来了一些重大的科学、
环境、伦理和社会挑战。直接影响大气层辐射过程的战略可能需要 WMO 及其成员的科学知识（见方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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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地球工程：一个未来的科学、环境和社会挑战 16
太阳地球工程，或太阳辐射改变（SRM），是指改变地球辐射平衡的技术，故意减少气候的净
辐射强迫，以减少气候风险。建议的方法包括空间镜、平流层气溶胶、稀释卷云、增加低空海
洋云的反射率和增加表面反照率。
SRM 有别于清除二氧化碳，后者有时也被置于地球工程的总概念之下。二氧化碳清除是指从大
气中清除二氧化碳并将其储存在生态系统或地质构造中的方法。两者都是大规模的、有意识的
干预措施，可以补充减排，并允许在数十年至数百年的时间尺度上大幅降低温度和其他气候变
化，而这是消除排放所不能实现的。
研究表明，SRM 可以抵消温室气体增加对全球和区域气候的一些影响，包括碳和水循环，但存
在不确定性大气化学、动力学和气溶胶-云-辐射相互作用（IPCC，2021）。虽然有些方法会产
生局部的辐射强迫，但气候系统本身是耦合的，所以不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气候而不影响其他
地区。其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对短期和中期的本地到全球天气模式、生态系统和臭
氧的影响。 SRM 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二氧化碳增加带来的地球化学影响，如海洋酸化，这可能需
要几百到几千年的时间才能自然逆转。
还有人担心如何有效地管理 SRM，包括围绕参与使用 SRM 的决定、对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影
响、道德和法律方面以及对如何终止 SRM 的担忧/危险，因为在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量高的世界
里，突然持续终止高水平的 SRM 会导致温度迅速上升；逐步淘汰 SRM 需要与缓解和碳清除相
结合。虽然对 SRM 技术的发展和可能的使用存在着深刻而合理的分歧，但社会将需要尽可能有
力和无偏见的科学信息。

2.7

迈向零碳的全球经济

对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的担忧，现在已经导致大多数政府的目标是在碳排放方面实现 "净零 "经济。这对
NMHS 产生了一些影响，作为天气和气候科学先锋的政府机构，他们可能被政府期望成为走向净零的典
范。例如，超级计算的能源需求可能会限制社会各界利用这一资源来改进 NEWP 系统的程度，而且可能
需要对观测消耗品（如无线电探测器）采取更加环保的方法。在政府要求的情况下，NMHS 应如何处理
净零政策，这是 WMO 执行理事会和区域协会需要考虑的问题。WMO 成员也可以责成 WMO 秘书处采
取类似的净零政策。
推动净零排放也将为天气和气候服务打开新的市场。随着能源生产更多地转向可再生能源，天气、气候
和水信息在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站的选址和运营方面将变得更有价值，而未来的能源安全将面临气
候变异带来的新风险，例如风灾。这是服务委员会要继续探索的一个领域。(见方框 6)。
方框 6:为净零能源过渡提供综合天气、水和气候服务
在不同部门中，能源（电力、热能和运输）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能源部门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目标的竞赛意味着广泛吸收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低碳创新、数字化和
智能、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决策，以及运输的电气化。这条脱碳之路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能源系
统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天气、气候变异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国家气象局在向国家用户提供
天气、水和气候信息以及量身定做的产品，以促进能源转型方面的关键作用变得十分明显。
这些服务包括有关气候参数演变的信息，在平均变化和极端情况方面，用于长期（多十年）规
划；它们还包括与能源有关的预测，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的需求和发电量，时间尺度从一

16

感谢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的 David Keith 教授；以及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大学的 Holly Jean B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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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到几个月前。还有与天气、水和气候有关的不同挑战，包括从发电到传输、分配和交付的
整个能源供应链，需要通过新的和改进的科学服务方法来解决。
例如，从电力供应方的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是非常不稳定的，会产生发电斜坡，因此，需要
改进天气预报，以尽量减少这些斜坡对网络的影响。这样的天气产品需要融合不同的信息来
源，包括高分辨率的数值天气预测、精确的降尺度和现在的预报模型，使用不同的数据来源加
上有前途的机器学习方法、现场测量和卫星数据，以及实时生成信息的整合。为了达到所需的
服务水平，WMO 和一些国家气象局必须与服务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协调，建立联合部队的能力
提升。

EC-75/INF.2.5(6), p. 17

3.

有助于满足未来需求的新兴能力和现有能力

3.1

级联计算

利用新一代的计算技术对 NEWP 未来的进展至关重要（见方框 7）。尽管对天气和气候预测的超级计算
进行了持续投资，但它仍然是释放 NEWP 全部潜力的一个制约因素。今天，气候科学家和业务气象学家
不得不平衡对 NEWP 模型的分辨率、复杂性、集合规模和及时性的投资，以便为他们 支持的服务取得最
佳结果 。然而，分辨率的提高往往与复杂程度的提高相伴而生，因为一个具有足够高的分辨率的模型，
不再需要对流参数化，现在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微观物理学或边界层方案来有效地表示明确模拟的对流系
统。同样，现在在网格尺度上更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有必要采用基于集合的方法来了解某些严重事件的
风险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散。总之，必须对如何通过协调全球在 Exascale 的地球系统建模和数据分
析的努力来最好地实现这一飞跃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方框 7:级联计算和其他机会 17
大力提高地球系统模型的空间分辨率以减少对已知物理过程的近似值的使用，提高模型的复杂
性以增加真实性，以及使用集合体以改善不确定性的估计，这些都导致了大量的计算和数据足
迹。这些足迹目前受限于极端规模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基础设施的存在和可负担性，以及它们在
生态可持续环境中的运作。对于天气和气候预测来说，计算和数据处理的挑战几乎是相同的，
但也有价值链的应用，因此通用的解决方案可以同时惠及所有领域。
为了达到所需的预测技能水平、科学服务质量和用户与复杂的模拟和观测处理工作流程的互
动，需要对现代软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将允许在数据生成和信息提取的整个范围内利用不
同的数字技术：智能传感器和网络，但也包括从物联网、边缘和云计算、极端规模计算和大数
据处理、机器学习和新的算法框架中摄取数据，以支持更快的计算和从大量数据中更有效地提
取用户的特定信息。地球系统的数字双胞胎的新概念包括所有这些方面，导致数据质量和用户
互动水平大大增强。
虽然新技术和相关的研究计划越来越多地在个别国家实施（如欧洲的 "目的地地球"），并且在
某些情况下由商业企业实施（如英伟达地球 2 号），但需要全球、多国协调，以使投资回报最
大化，确保这些发展惠及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整个社会，并为我们在所有空间和时间尺度上
的预测能力带来一步的变化。这需要密切的科学-技术共同设计系统，并向我们的社区输入新水
平的数字技术专业知识。

展望未来，量子计算是一项令人兴奋的新技术，可以证明在天气和气候建模中具有价值，WMO 不断审查
这项技术的进展将是明智的（见方框 8）。
方框 8:量子计算 18
量子计算是理查德-费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设想的，他说这个世界是量子的，如果我们要预
测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就必须开始思考量子计算机。在过去 40 年的实际 NEWP 实践中，我们
采取的是经典路线，直到最近，许多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人员才意识到，量子计算机在解决以概
率结构为主的非常具体的一类问题上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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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Peter Bauer, EC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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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加拿大环境部的 Janusz Pudykiewi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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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的出现可以导致性能的显著提高，最终可以捕捉到从小规模湍流到行星波的所有关键
尺度的运动，并打破云和物理过程的现实参数化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尽管有这种大胆的观点，
但在硬件和软件领域仍有许多未决问题。直到最近，量子计算机只对一类非常特殊的量子友好
问题展示了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然而，有许多可能性来改变现有 NEWP 模型的算法，以利
用量子计算机的高性能。 图论、费曼图和费曼传播体的概念将可能有助于量子计算机的编码过
程。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已经在进行中。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是对大气和海洋的演化方程进行时
间和空间的平行离散，可以直接在量子计算机上计算。
预计在未来几年内，NEWP 中的量子计算算法的发展将被完成。具有足够能力的大规模量子计
算机系统的设计问题要困难得多，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预计第一个可靠的系统将在未来 5-10
年内出现。这一点得到了各机构关于专用量子 NEWP 计算机的非常乐观的公告的支持。

3.2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在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服务价值链中有许多潜在的应用。仅仅一个例子就
是通过帮助消除模型的偏差来改善天气预报。这种方法需要重新预测和观测数据集作为算法的训练数
据。许多供应商已经在业务后处理系统中使用这些技术。
WMO 研究理事会的 Exascale、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工作组编写了一份关于在环境建模中使用人工智能
和数据利用的概念说明。该概念说明确定了一些建议，旨在提供 WMO 可以采取的一些实际步骤，以支
持社会各界制定战略和计划，利用该领域的快速研究进展所带来的机遇和应对挑战（见方框 9）。
方框 9:研究理事会关于人工智能和数据处理的概念说明 19
概念说明中提出的关键点和相关建议的摘要。

3.3

•

迅速发展的研究为 WMO 成员制定战略和计划以在操作和生产系统中采用人工智能方法
创造了必要条件。WMO 可以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讨论来支持这一点。

•

数据处理的挑战使传统的工作流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必须改变方法。 WMO 可
以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讨论来支持这一点。

•

虽然人工智能方法的使用和可用数据集范围的扩大为 WMO 会员提供新的服务创造了机
会，但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实际障碍。WMO 可以支持各中心的工作，促进激发需求，并
支持制定一个协调的路线图来满足这些需求。

•

采用共同的标准和做法对于有效和高效地分享数据和方法至关重要。WMO 可以通过促
进指南和标准的制定，并确定一个合适的机构负责这些工作来支持。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可能通过获取数据、平台和方法的组合来实现效益。WMO 现有的
发展公私伙伴关系的努力提供了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在支持改善低收入国家的产品交付
方面。

分布式计算和云计算

云（或分布式）计算有可能使获得高能计算能力的机会民主化。运行 NEWP 不需要内部或共享的国家超
级计算能力，而且大型数据集可以在 "云 "中管理，避免了数据处理问题。这可以使所有国家，包括低收
入国家，拥有利用最高质量天气和气候信息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NEWP 模型供应商和超级计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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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英国气象局的 Adrian 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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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可以合作，在集群中整合多模型（使用多中心和多规模），并进行预优化，然后将这些模型作为一种
服务在云上提供。因此，所有国家都可以购买云服务，以负担得起的方式运行 NEWP 系统或对其特定区
域的全球模型输出进行后处理，而无需承担未来异构超级计算、模型优化和下载大量数据的负担。

3.4

观测技术和技巧

良好的全球和区域覆盖的高质量、管理良好的地面和天基观测对天气、气候和水务企业至关重要：数据
同化，以启动和尽量减少新伙伴关系的误差；验证预测和服务质量；短时预报服务（"现在预报"）和情
景意识；根据过去的事件设定未来的预测；检测气候变化，特别是在预计温度上升的非线性影响的情况
下；以及进一步了解地球系统，帮助新伙伴关系的发展。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原地高质量观测系统的数量
已经减少。最脆弱的地区，如低收入国家，需要装备精良、维护良好的台站，作为早期预警系统，并作
为补充系统、私营合作网络、气候模拟和天气预报的参考站。降水尤其难以测量，而且无法获得所需空
间密度的可靠观测数据，如果要用观测数据来验证模型，高时空分辨率是一项要求。
然而，随着我们走向公里级的建模，观测的密度将需要增加。虽然 GBON 的想法是提供基本的地表观测
网络，以支持全球 NEWP 建模和气候分析，但它不可能具有未来应用所需的空间和时间覆盖水平。然
而，有很多补充系统可以帮助填补这些空白。低成本通信和传感器的技术进步--如移动电话网络、电
池、小型化（如 CubeSats）和嵌入式计算和数据处理--为增加环境监测提供了巨大潜力。这需要了解
如何利用用于其他主要目的的大众市场传感器，以及如何充分利用一个高度连接、数据丰富的世界--所
谓的 "物联网 "所带来的机会。
此外，还有许多未被充分利用的原地气象站用于学术目的，许多公路机构以及农业和工业企业维持或承
包自己的网络，公众也可能拥有业余观测设备。虽然这些观测结果可能没有达到 WMO 的标准，但如果
能够达成全球或区域性的共享安排，它们可能会大大增加整个系统。整理、存储和质量控制这些数据，
特别是来自 "公民科学家 "的数据，这一挑战将需要开发和分享工具和专业知识，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这一潜在资源。随着这些补充性的数据来源变得普遍，WMO 将需要考虑其对数据质量和元数据标准的做
法。
对 "非常规 "观测的研究和开发将为补充观测网络创造更多机会。气象变量的信息可以从为其他目的设计
的系统中提取，包括从全球定位系统（GPS）信号延迟中提取水蒸气，以及从模式 S 航空转发器信号中
提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以探索新的机会，对于实现全面和可负担的数据覆
盖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这些补充性的观测可以提高网络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但对于任何特定的使用情况，什么是卫星、
地面和其他观测的最佳平衡，仍然是一个挑战。预测敏感性研究是一个有用的研究工具，可以了解敏感
性，并帮助确定投资目标，使效益最大化。对于 NEWP，需要设计数据同化系统以适应新的观测源。观
测和 NEWP 之间的这种关键依赖性，使得未来任何地球系统建模和数据分析的全球努力（见第 3.1 节）
也应包括将综合观测的发展与多尺度模型相结合。例如，耦合预报系统需要对系统界面(即大气边界层和
海洋混合层)进行同地观测，用于模型开发和评估以及预报的初始化。同时，还需要建立具有开放数据访
问、元数据、质量监测和高时空分辨率的全球综合原地观测数据库，以满足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
的需要。这些全面的观测对于了解地球系统并能够回答现在和未来的研究、社会和政策相关问题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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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应对天气、气候和水情报方面的巨大挑战

仍然有许多科学挑战需要在未来的 NEWP 系统中解决，以满足未来服务的要求。模型的相互比较研究将
是 帮助 理解和分享 NEWP 的科学进展的一个重要方法 。人们认识到，在其他领域，如空间天气，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观测和现场实验将提供基本事实，可以验证建模的进展。 NEWP 系统面临的一些科学挑
战主要是：
•

未来在动态、物理和化学过程方面的研究。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来量化和减少数字模型中物理
和化学过程表现的不确定性。通过深层对流准确表示热带地区的绝热加热和冷却，对于捕捉可能
对较长时间尺度预报产生影响的大尺度动态远程联系非常重要。在热带以外地区也是如此，中尺
度对流系统和大尺度环流之间的动态物理耦合可以影响一周后的下游天气。

•

了解大气-海洋-冰层系统中的非线性过程，这些过程有可能在极端事件的统计中产生变化，过渡
到阈值，或构成翻转点。更好的模拟能力将为气候系统中的关键要素提供有针对性的监测系统，
例如，大西洋经向翻转系统、格陵兰和南极洲快速冰流的稳定性、永久冻土融化的温室气体释放
以及喷流的未来行为。

•

所有规模的完全耦合系统，以改善大气-冰-潮汐-海洋的相互作用。它证明了热带气旋的演变可
以受到数值预测模型中的海洋耦合的影响，这将导致 NEWP 中心增加交互式组件，如与海洋-海
冰环流模型的耦合，用于天气预测。这一挑战延伸到通过耦合数据同化创造准确的初始条件。由
于极地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增长和沿海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未来几十年对大气-海洋-冰天
气-气候预报的需求将急剧增加。对海岸侵蚀风险的进一步了解将来自于 NEWP 系统中对潮汐、
海浪和风暴潮的更好表述。

•

未来的 NEWP 系统将需要考虑冷冻层-海洋的相互作用。 极地地区的海冰覆盖以及格陵兰和南
极的冰盖是气候系统中影响天气系统和长期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山区冰川的加速融化将对可持
续的淡水资源产生影响。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冰原的质量平衡是对海平面的一个关键贡
献。它是由水和能量预算以及冰流动力学决定的。将冰冻圈过程全面纳入 NEWP 系统是无缝气
候预测的必要条件。在对冰冻圈变量进行高质量的观测方面的平行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

在复杂的地形和城市环境中，在亚公里范围内 NEWP 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地形和土地利用异质
性是所有景观（包括城市）中亚公里分辨率下数值预测的主要不确定性和偏差来源。应该开发新
的物理动力学核心和参数化，考虑到子网格的地形、植被和土地利用，并具有更好的尺度意识特
征。由于非高斯误差分布和延迟问题，用于初始化非常精细的分辨率系统的数据同化仍然是一个
挑战。应进一步探讨复杂地形上天气和气候的可预测性，重点是初始状态和表面条件的影响。

3.6

不断发展的国际框架

国际合作是 WMO 的一个优势。我们许多历史性的成功来自于跨越国界的工作，汇集知识和资源，并在
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提供咨询和能力。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能力，以确保科学和技术进步转化
为当地的有益影响，同时注意到许多新兴技术将对在区域和其他不断发展的框架下运作的社会产生更大
的价值。
我们已经确定，进一步的全球科学合作将是必要的，以充分利用 Exascale 超级计算和观测带来的机会。
然而，这种全球努力只能在地方一级带来好处，如果还存在机制，使所有国家在其天气、气候和水服务
中利用这些进展。 WMO 全球和区域气候中心、国家气象局以及相关的地方用户部门机构需要共同设
计、提供多学科研究产品和服务，以及发展所需的地方和区域能力，以实现无缝综合建模和降尺度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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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区域协会和区域机构有机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确保全球科学转化为地方影响。例如，区域性的
WMO 中心可以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合作，提出具体的共同服务要求，使区域内的 NMHS 集
体受益。对基础设施和熟练人员的投资对区域和国家机构来说至关重要。

3.7

发展我们的人力智力资本

以性别平等、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方式在天气、气候和水的价值和知识链的各个部分推进人力智力资本，
在国家气象局和学术界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基于影响的服务要求在发展和交流服务方面采取新的教育方法，涉及传统天气、气候和水企业以外的几
个学科的参与。这些包括财务、风险管理和沟通技巧。此外，有必要进行方法学方面的培训，以有效地
连接这些学科，如整体系统思维、共同设计的科学和共同生产的可操作知识，以确保明确与受影响部门
的联系。然而，这决不能以牺牲传统天气、气候和水学科的教育为代价。
前面几节描述的潜在进展有可能彻底改变支撑环境服务的科学。这要求与新兴领域接触，特别是计算和
数据科学、机器学习、仪器开发、自主和天基平台以及新型基础设施（例如通过智能手机）方面的创新
者。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正在彻底改变用户体验，并为以文化上合适的方式众包新形式的数据和信息提供
潜力。
对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和教师进行适当的教育至关重要，但同样地，他们基于知识的产品和服务的接受
者--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到社区--可以从加强对其国家服务的价值主张以及正在提供的服务的好处和限
制的理解中受益。许多决策者正在寻求突出和及时的知识支持，但往往不知道该要求什么，也不知道如
何解释他们收到的东西。这一点将变得特别重要，因为新伙伴关系的进展导致了更复杂和细微的数据来
源，如子模型和集合，这将需要专家解释，以提取相关信息供决策和政策制定者使用。
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相互信息交流和对话将通过数据集成、信息融合、需求驱动的预测和模拟以及先
进的可视化来加强。为确保有效解决问题，有必要鼓励需求方决策者和社区结合自身的举措、经验和专
业知识，建设性地表达想法和意见。加强供应方和需求方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关键
问题、差距和未实现的目标，促进透明的治理结构，并为创新的替代政策途径打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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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建议。WMO 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SAP 愿景文件试图确定未来 20 年将影响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科学及服务的驱动因素、干扰因素和推
动因素。这已经确定了科学、技术和社会方面的当务之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推进基础科学的能力，如 Exascale 计算，新的观测方法，以及改善 NEWP 系统内的过程表
示。

•

推动科学和服务的新技术或新兴技术，其中包括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字服务。

•

确保科学进步能够转化为改善服务的方法。这需要国际合作，培养我们的人才，进一步整合
其他地球物理和社会科学以更好地了解影响，并改进处理日益增长的数据量的方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SAP 向 WMO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出以下建议。接下来的所有建议都很关键，但有
些建议有可能会 "改变游戏规则"。

4.1

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

以下两项建议被 SAP 认为是明显 "改变游戏规则 "的。然而，这些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 "改变游戏
规则"，将取决于实施这些建议的雄心和力度。
建议 1:在利用超大规模计算和地球系统观测方面加快全球合作。
为了满足全球未来对天气、气候、水相关信息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有必要
加速发展全球公里级的新近出现的气候模型和一般循环模型（GCM）系统，并进行相关的环境观测数据
集和数据分析。这样的努力将需要 WMO 成员之间的密切国际合作来实现。这种合作不仅要考虑超大规
模计算的技术问题，还要帮助解决 NEWP/GCM 系统内和观测系统的最佳应用中的科学挑战。现有的战
略，如模型的相互比较研究和数据敏感性实验将需要成为核心活动。这项合作还可以探索 NEWP/GCM
系统的量子计算的未来前景。全球合作的形式将需要在会员之间达成一致，可以采取虚拟全球实验室、
中心网络或金字塔结构的形式。
全球合作的目标将是。
•

建立能力，建立完整的 "地球数字双胞胎"，提供有用的区域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情报，
使用全球公里尺度的模型来充分代表高影响天气和水循环。

•

为天气、气候、水和环境观测数据集开发一个全面的数据平台，确保观测网络和模拟系统的
进展之间的无缝衔接，该平台应同时考虑业务和研究网络，制定观测协议，促进数据流动，
设计新的模型评估指标，鼓励不同机构和学科之间更多的数据共享。

•

为极端规模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基础设施提供国际协调的访问和设计支持。开发通用软件基础
设施，优化性能和可移植性，以及跨平台和技术的数据分析系统。

•

开放的、免费的和互动的数据分析平台和机器学习工具包，使用户从指数级增长的地球系统
数据的数量和复杂性中获得最大利益。

•

与国家气候模拟中心进行制度化的交流，从而迅速采用最佳的模型组件和模拟方法，并建立
起双向的创新渠道。

•

应组织一系列 NEWP/GCM 系统的相互比较项目，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来更好地评估和改进
模型，重点是无缝预测、计算效率等，以支持国际合作，解决 NEWP/GCM 建模中仍然存在
的一些重大科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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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世界的年轻科学家提供教育/知识转让/培训。

这种合作还应该侧重于增强选定的区域英才中心的能力，以建立本土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参与和促进气
候服务和创新，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用户需求。
建议 2:弥合发展全球科学和实现地方影响之间的差距
第二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是缩小发展全球科学和实现地方影响之间的差距，需要与第一个改变游戏规
则的建议携手并进。 建议 1 中设想的科学合作只有在同时努力确保所有 WMO 会员能够利用改进的科学
和能力来提供他们的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服务时，才会有助于实现 WMO 的愿景。对全球科学飞跃的
投资必须包含公平性，以避免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在服务提供方面的差距长期存在和扩大。我
们的全球科学努力必须对所有国家的服务产生积极影响，否则所有的全球投资都将是徒劳的。例如，可
以通过鼓励区域协会在促进未来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来实现。
关键的重点领域应包括。
•

共同设计的多学科研究，以提高跨时空尺度的环境预报技能和可靠性

•

改进观测、产品和服务信息的提供

•

发达的科学和机构能力

•

提供环境服务和用户接口平台

在一些国家，这将需要重新思考目前的程序和结构，以便在区域气候中心、国家气象局以及研究和学术
机构之间发展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可以从有效的机构合作关系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吸取经验教训。
应提供支持，使区域协会能够成为国家气象局和研究/学术英才中心之间区域合作的有效促进者，以提供
本地化的共同设计的需求驱动的气候科学到社会的服务。

4.2

进一步的重要建议

以下建议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并与 WMO 的使命完全一致，但需要紧急关注。建议 3 至 5 的重点是应
用科学和技术来加强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建议 6 和 7 利用多学科方法提高科学认识。最后，建议
8 和 9 应提供一个对环境负责的天气气候科学和服务社区。
建议 3:制定 WMO 的数字战略
虽然这项建议本身不被认为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但它是 WMO 实现前两项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的必要前
提。WMO 应制定一个数字战略，重点是使人们能够有效地获取不断增加的数据量（通过基础设施委员
会），并利用数字方法来提供服务（通过服务委员会）。该战略应适当注意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等新技术给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带来的机会，并确保这些技术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成员之间的科学公
平性。
建议 4:加快归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将极端事件归因于气候变化可能会成为 政策和决策者所要求的未来 气候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
帮助了解气候变化在天气、水和环境危害和影响方面的表现。因此，WMO 应确保采取措施，使这一科学
领域继续发展和成熟，并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分享和使用知识和技术。
建议 5:进一步发展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质量保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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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服务提供者数量的增加，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提供服务质
量保证的方法，以便用户能够相信他们所消费的服务 对于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科学 的。质量保
证措施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实施，WMO 在认可服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WMO 与其他行为者合作，最好在
一个国际协议下，应制定一个验证质量的方法，并承认和归属各种提供者。
建议 6:跨机构合作，使地球物理学和社会科学更紧密地结合，以支持更好地了解天气、气候和水事件的
影响。
随着用户要求的服务更加注重事件的影响，有必要将气象学、水文学和海洋学与其他地球物理和社会科
学相结合，以更好地理解和描述这些影响。这应该在各级（全球、区域、国家）推进，WMO 的目标是促
进天气、气候和水科学与服务的进一步整合，以支持对有关环境影响的相关和及时信息日益增长的需
求。最初的重点是河道洪水和对城市化沿海社区的影响，这被认为是一个优先事项。
建议 7:制定培训战略，将专业知识扩大到传统学科以外的领域
朝着更多基于影响的服务和使用新技术的方向发展，将需要从业者和需求方有更广泛的知识基础，以便
天气、气候和水信息能够被有效利用，为用户带来好处。拓宽天气、气候和水企业从业人员的知识，使
其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以便他们能够支持开发和提供更加注重影响的服务，这可能需要改变培训
方法。这可能需要加强对跨学科研究的激励，以具体方式为教学提供信息，并制定新的培训战略。此
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有能力的地方，通过国家 NMHS，以及通过区域机构来实施。 WMO 应支持供
方和需方参与者加速分享关于可持续发展和通过天气、气候和水的抗灾能力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知识。其
目的是更多地了解用户如何在其领域内应用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并使用户更好地了解该信息的效用，
加强将科学改进转化为有影响的成果。如果要实现改变游戏规则的建议的好处，发展应用新技术的技
能，如云计算，将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实施 WMO 的数字战略（建议 3）可能是关键。
建议 8:建立一个全球领导角色，就太阳地球工程方法提供客观的科学建议
改变太阳辐射可以成为一种帮助抵消全球变暖的方法，但它伴随着巨大的道德、社会和环境问题，对
此，有一个权威的科学声音是至关重要的。利用现有的结构，目标应该是。
•

提高对太阳地球工程方法的物理风险的认识

•

提高对这些方法可以减少气候风险的功效的认识

•

推进监测和了解太阳地球工程对气候和天气影响的方法

建议 9:WMO 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在迈向 "零 "的过程中共同合作
随着一些政府在未来几年实施 "净零 "战略，一些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将被要求审查其业务，以符合其政府
的 "净零 "政策。WMO 成员也可以鼓励 WMO 秘书处采取类似的 "零 "政策。那些被政府鼓励加快向 "
净零 "发展的 NMHS 将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宝贵的教训，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受益，而 WMO 可以通过促
进机构间的知识共享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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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AI

人工智能

AMO

大西洋多级涛动

API

应用程序接口

AR6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ENSO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GBON

全球基本观测网

GCM

全球循环流模型

GFCS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PS

全球定位系统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MJO

马登-朱利安振荡

NAO

北大西洋涛动

NEWP

地球系统天气到气候的数值预测

NMHS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SAP

科学咨询组

SRM

人工干预太阳辐射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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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协调组组长的报告
引言
本报告涵盖了从 2021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到 2022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七十
五届会议（EC-75）这段时间。在这段期间的前半段，水文协调组（HCP）的活动重点是筹备第二届水文大会
（HA-2），该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和 14 日在世界气象大会特别会议（Cg-Ext(2021)）期间举行，
无论从参与度还是从其所有建议被大会接受和采取行动来看，都是非常成功。在 Cg-Ext (2021)之后的时
期，HCP 集中于协调相关组成机构和其他机构对水文行动计划的实施，以及制定对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
水文相关事项的建议。
关于 HCP 活动的信息，包括其组成，在 WMO 社区平台的 HCP 网页上定期更新。
自 EC-73 以来的主要活动
HA-2 和 Cg-Ext（2021）决定
根据水文大会的建议，Cg-Ext（2021）通过了 WMO 的水文愿景和战略及其相关的行动计划，并批准了
WMO2022-2030 年水文研究战略。研究理事会编写的 "实用水文学研究优先事项"，并批准了覆盖全球的山
洪指导系统（FFGS/WGC）的可持续性战略、WMO 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的试验阶段结
束报告，包括其建议、全球水文测量支持设施（GHSF）理事机构的新职权范围。并注意到水文大会向其他组
成机构提出的关于在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测系统（GDPFS）中建立水文中心的计划的建议，以及流量测量仪器
和技术性能评估项目（项目 X）管理委员会的修订职权范围。
Cg-Ext（2021）的另一个主要成果是通过了《WMO 水宣言》，目前正在按照大会的要求进行广泛传播和推
广，大会还要求执行理事会根据 HCP 的建议，审查水和气候联盟提出的指导意见，并制定建议，由各技术委
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区域协会酌情采纳。HCP 的建议载于 EC-75/Doc。3.1(4).

第三次和第四次水文协调组会议（HCP-3 和 HCP-4）。
第三次 HCP 会议原计划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25 日以实体会议的形式举行，并有在线参与，但由于当时
仍有旅行限制，会议在同一日期虚拟举行，但议程有所减少。讨论的项目和 HCP-3 的最终报告可在此查阅。
剩下的议程项目在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2 日举行的第四次 HCP 会议上进行了审议，这一次是在四个整天的
工作期间，23 名 HCP 成员中的 12 人亲自出席，8 人虚拟出席，3 人无法出席。会议上讨论的文件和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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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此查阅。虽然在撰写本报告时，最终报告仍在准备中，但会议上通过的决定和建议的表格可在上述链接中
找到。在此基础上，HCP 将为即将召开的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天气、气候、水
及相关环境服务和应用委员会（SERCOM）、区域协会和执行理事会的会议制作文件。
WMO 水文学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展
由于《行动计划》旨在成为一份活的文件，并且为了促进其协商、更新和监测其实施情况，秘书处与 HCP 主
席协商后编制了一个在线版本，可在此查阅。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因为 HCP 首先提议将每项活动的牵头责
任分配给各个机构，目前正在与这些机构协调，为不同的活动制定年度里程碑，并审查最初提议的完成日期。
目前，由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水文监测联合专家组（JET-HYDMON）和 HCP（约占 136 项
活动的 60%）领导的活动的里程碑已被纳入网络版，而区域机构的里程碑正在讨论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里，将与被提议承担其他活动牵头责任的其他机构进行联系，商定相应的里程碑，并将其纳入网络版。
目前正在准备一个具有视觉吸引力的在线行动计划版本，预计在 2022 年最后一个季度推出。

其他活动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用五种语言进行了宣传，收集和分析了回复，并开发了在线工具，最近推出的仪表板是许
多专家近年来工作的成果，它提供了 2020 年全世界国家水文服务机构的情况快照。现在的挑战是增加响应的
成员数量，并保持仪表盘的更新。
HCP 主席积极参加 WMO 其他机构的会议，包括技术协调委员会、政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受邀方）、区域协
会 VI、RA II、RA III、RA V 和 RA VI 的区域水文论坛的会议，以提供关于 HCP 活动的信息，特别是关于
行动计划的信息，并应区域协会的要求和根据 HCP 的具体职权范围 2(g)，为其制定区域水文计划提供支持。
他还参加了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小组（EC-PHORS）的会议（作为受邀者），参加了
SERCOM 几个常设委员会的会议，向他们介绍了水文行动计划，参加了大力鼓励机构间合作以实现长期目标
8 "水质尽在掌握 "的关于水质的首次研讨会，并参加了几个工作会议。
HCP 主席应要求，通过访谈向 WMO 改革外部评估和区域改革评估提供了投入。他还参与了对百年水文站提
名材料的审查。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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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协调组组长的报告
气候协调组第二次会议 (CCP-2)
气候协调组 (CCP) 根据 "决议 20 (Cg-18) -WMO 对提供气候信息和服务的贡献，以支持政策和决策 "建立，
它由世界气象组织（WMO）主席主持。CCP 的职责范围、成员和附属机构反映在第 29 号决议（EC-73）中。
CCP-2 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和 17 日举行虚拟会议。讨论中参考了 CCP 附属机构的产出和建议。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伙伴咨询委员会（GFCS/PAC）、世界气象组织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机制，以及世界气象组
织气候政策顾问的特设小组。更多的 CCP-2 材料可在此获得。
讨论要点：
(1)

关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战略和提高知名度、有效性和实施措施的 EC-75 决议草案。

(2)

"决定 9(EC-72) - 次区域尺度客观季节性预报和定制产品的业务化 "的实施，。

(3)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UNFCCC）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COP27）的成果与世界气象组织（WMO）
有关。

未来活动
工作计划包括拟议中的三个 CCP 附属机构的会议，预计将重点关注。
(1)

GFCS/PAC - 提高 GFCS 的知名度、有效性和执行力的战略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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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 年世界气象组织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机制会议，由协调人介绍最新情况，确定进展和进一步需
要的领域，并安排执行第 9 号决定（EC-72）的下一步措施，即在次区域范围内客观季节预报和定制产
品的运作。

(3)

气候政策顾问 - 气象组织对联合国气候政策进程的投入，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COP27）。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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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共同主席的报告

（1）第 30 号决议 (EC-73)指导下的活动概述
WMO（WMO）执行理事会第 73 届会议（EC-73）决议批准了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HORS）的修订职权范围。根据第 30 号决议（EC-73）的规定，WMO 主席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批
准了该专家组的新组成。
专家组目前的会员包括由会员（12 名）和合作伙伴（3 名）提名的代表，以及各技术委员会主席、水文协
调专家组（HCP）主席、研究理事会（RB）的一名代表和全球冰冻圈观察咨询专家组（GCW-AG）的主席。
专家组第十一届会议（EC-PHORS-11）于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是一次虚拟会议。这是专家组在
新的会员结构下的第一次会议。
根据 第 30 号决议（EC-73）的要求，EC-PHORS-11：
(1) 编写并向WMO政策咨询委员会（PAC）提交建议，为WMO2024-2027年关于极地和高山地区的具
体优先事项的战略目标提供信息，反映必要的战略参与。该建议包括在EC-75文件草案4（1）-《2024-2027年战略计划》的方法中。
(2) 成立了南极洲咨询专家组（AntAG），其职责是协调EC-PHORS在南极洲方面的职能并提供建议，即
根据区域协会的职权范围进行运作。自2007年成立以来，EC-PHORS一直履行着这些职能。在欧共
体的职权范围内专门关注南极洲是由第四届世界气象大会（1963年）首次建立。
专家组同意就协调WMO在南极洲的活动的可能的长期选择，包括在WMO区域协会改革的背景下，编
写建议。将为EC-76提交一份初步报告。
(3) 与新会员一起制定了具体的任务，以解决EC-73所确定的活动，重点是协调WMO各计划中的极地和
高山活动，以及制定高级别目标，作为拟议的战略重点的基础支柱。
专家组将在计划中的第12次会议后向Cg-19提交一份文件，该会议暂定于2022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进行
面对面的讨论。
会议报告可在WMO网站上的EC-PHORS会议最后报告中查阅。

(1)

EC-PHORS 对 WMO2024-2027 年战略计划的建议

EC-PHORS 向 WMO 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建议，在 2024-2027 年的战略计划中，专门关注 P&HM
区域。在长期目标 1 下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S.O.）--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提供权威的、可获得的、
面向用户的、适合目的的信息和服务，以确保以服务为导向，反映用户需求。S.O.草案 1.5 被表述为 "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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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综合系统和服务，以应对与冰冻圈不可逆转的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下游影响有关的全球风险"。 它包括三个
重点领域。
(1) 重点领域 A--战略和体制框架。新出现的风险被识别出来，整个价值周期的跨领域行动被描绘出来。
(2) 重点领域 B--技术发展。协作机制得到优化，以促进创新，研究以服务行动。
(3) 重点领域 C--全球/区域有利环境。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放大了现有的提供服务的
能力。
专家组会员表示强烈支持一个连贯的重点和战略框架，这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反映出天气、气候和水在
P&HM 区域的全部价值周期及其全球影响。他们强调，该提案最关键的是要了解服务需求、新出现的风险和敏
感性、这些地区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相互联系），包括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低地脆弱
社区的下游影响以及其他相关的脆弱性。这一战略需要包括将研究进展转化为业务的可行路线图，由各技术委
员会实施。
该建议是针对最近 国际科学和政策报告，这些报告强调了在这些领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在 WMO 下
的协调将对解决报告中的差距产生影响。所考虑的主要参考资料是：。
(1) IPCC《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SROCC），2019 年，IPCC AR6 气候变化 2021。
物理科学基础，和 IPCC AR6 气候变化 2022。影响、适应和 脆弱性（2022）。
(2) WMO 高山峰会（2019 年）的行动呼吁 和第 48 号决议（Cg-18）批准的高山重大挑战，敦促加强
WMO 的现有方案，以包括以山区为重点的组成部分，并支持国家气象局和其他机构开发气候、冰冻
层和水文产品和服务。
(3)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SBSTA）第五十二届至第五十五届会议，格拉斯哥，31.10-6.11。2021
年 11 月，研究和系统观测--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鼓励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加强支持对气候系统的持续
系统观测，以监测变化，包括冰冻圈的变化，并促进免费和开放的数据获取；同时，改善区域和次区
域气候模型[......]，以提高对当地气候相关风险的理解，并为决策提供信息，例如为拥有高山地区的
发展中国家。
(4) 联合国大会第 74/227（2019）号决议。山区可持续发展 "鼓励各国加强灾害风险治理，减少灾害风
险以提高抗灾能力，并加强山区灾害风险战略"。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22 年世界气象日要求 WMO 在 COP-27 会议上提出一个行动计划，以确
保地球上的每个人在五年内得到预警系统的保护。

(2)

南极洲咨询专家组

该专家组在其职权范围内设立了南极洲咨询专家组（AntAG），其职权范围是执行 WMO 在南极洲（60-90S）
的观测、研究和服务（OR&S）方面的相关活动的实施、协调和战略优先事项，以及 WMO 会员的宣传和伙伴
关系优先事项。AntAG 将承担前南极洲工作组的职能，并将支持 EC-PHORS，特别是：
(1) 就改善 WMO 相关成果的新机会提出建议，并确定/处理南极洲的战略优先事项，包括与 INFCOM、
SERCOM 和 RB 有关的问题，例如与地面和高空观测、数据交换和数据管理等有关的问题。
(2) 监督南极区域气候中心网络和南极洲区域气候论坛的实施。
(3) 建立并监督非正式的南极对话，将对南极感兴趣的 WMO 会员联系起来，以促进信息交流和相关活动
的协调，按照地球系统方法和 WMO 的战略计划，为会员执行其国家方案和整个 WMO 取得更好的成
果和提高效率。
(4) 根据工作范围，包括通过南极气象学和气候年度研讨会（WAMC）等方式，建立和保持互利的接触，
并促进会员国和合作伙伴的业务和科学界之间交流有关 WMO 南极活动的信息。
(5) 在制定和实施与南极洲活动有关的国家和区域计划方面，向会员和区域协会提供援助和咨询。

EC-75/INF.2.5(9), p. 3

(6) 在代表 WMO 向南极条约协调会议（ATCM）及其环境保护委员会（CEP）、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国家南极方案管理人员理事会（COMNAP）提出意见和建议方面，支持 EC-PHORS。
南极专家组将包括多达 15 个核心会员，它将促进 "南极对话"，如上文第（4）点所述。
作为对 AntAG 作用的补充，与观测和数据有关的技术活动由 INFCOM 的全球冰冻圈观测咨询专家组
（GCW-AG）承担。
该专家组同意就维持 WMO 南极洲活动协调的可能的长期选择进行磋商并编写建议，包括在 WMO 区域协
会改革的背景下使该结构正规化的选择。将为 EC-76 提交一份初步报告。

3.1 EC-PHORS 关于治理和参与的建议
在处理第 30 号决议（EC-73）时，该专家组决定成立一个非正式工作组，就 "发挥有效作用，监督、协
调和监测如何制定和实施 P&HM 观测、研究、服务和政策[...]，以确保 WMO 继续在这些事项上发挥有意义
的作用，并确保有外部贡献的途径 "编写建议。
工作专家组将：
•

为高级别战略、宣传、伙伴关系和治理方面制定指导原则，重点是 P&HM 区域，需要协调，包括通过
欧盟委员会。

•

评估和建议现有结构中关于协调、维持和监测 P&HM 研究、服务和政策的机制和相互作用。

该专家组将提供进一步指导，使技术和研究活动与适当的机构保持一致。协商的结果将由 EC-PHORS-12 审
查，最终的建议将包括在提交给 EC-76 的文件中。

3.2 EC-PHORS 在冰冻圈和极地及高山方面的高水平目标
共同主席请专家组会员努力制定一套 "高级别目标"，以反映在了解和解决不同时间尺度下冰冻圈和环境快
速变化的影响方面的行动愿望和成果。
这些目标应支持 WMO 和伙伴组织为实现预期结果而采取的行动，并将作为沟通和参与工具。高级别目标
将补充水文界与水有关的类似工作。 八个高级别目标.拟议的目标应将 WMO 关于天气、水、气候和环境以及
相关危害的所有领域联系起来。
WMO 的 "水务高级别目标 "是一个很好的模式。需要一份简短的高级别文件来证明为什么今天必须在
WMO 内有一个专门的重点。这份文件将支持对战略计划的贡献。
专家组决定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任务专家组来执行这项任务。协商的结果将由 EC-PHORS-12 审查，最终的
建议将包括在提交给 EC-76 的文件中。

3.3 山区积雪覆盖状况联合机构（JB-SMSC）
专家组赞同 2022 年初发起的倡议，即作为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IACS）、山区研究倡议（MRI）和
WMO 全球冰冻圈观察的联合倡议的山区雪盖现状联合机构（JB-SMSC）。该项目将持续 4 年，有助于提高
对雪盖观察和数据可用性方面的差距的理解，并将其作为水资源的一个关键因素加以解决。该项目将为了解雪
盖的多十年变化及其对应用的影响提供建议。预计科学界和业务界都会参与进来。
专家组同意，WMO 的参与对于确保与国家监测系统的积极联系至关重要，并同意通过 WMO 正式发出参
与邀请。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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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小组组长的报告
[CDP 成员 Karen McCourt 女士做出的修订]
1. 引言

在过去 12 个月中，能力发展小组召开了两次会议，最近一次是在 2022 年 2 月通过视频会议召开的第四
次会议（CDP-4）。小组特别审查和审议了专家和工作组的报告，讨论了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并就其
未来的综合活动达成一致。CDP-3 和 CDP-4 的报告全文包含了专家小组和工作组的活动细节，本报告中
介绍了主要活动的最新情况。
2. 第十四届世界气象组织教育培训研讨会

第十四届世界气象组织教育培训研讨会（SYMET-14）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举行，由于
COVID-19 的旅行限制，该会议首次在网上举行。选定了主题 "快速变化时期的教育培训"，以强调面对
技术快速发展、服务提供期许、气象事业全球化、城市环境扩展以及气候变化影响时的挑战。来自 65 个
世界气象组织成员的 280 名注册与会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他们代表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以及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语言。
SYMET-14 期间进行的讨论为确定挑战和成功提供了基础，但最重要的是，为全球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和
运作团体在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向前发展提供了机会。这些重要的讨论导致得出了一些建议，有些是
普遍适用的，有些则是针对决策者和政府、世界气象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教育和培训界的。这些
建议被收录在 SYMET-14 声明中，并被翻译成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官方语言，由秘书长分发给所有成员
国审议。 据报告，教育和培训计划是 SYMET-14 提出的建议的第一个消费者，因为秘书处在规划 2022
年及以后的活动时已经从中受益。
专题讨论会的报告全文已经汇编完毕，正在进行编辑工作，将于 7 月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出版。有
关计划、讨论和 SYMET-14 声明的进一步信息可在 SYMET-14 网站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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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教学包的审查情况

第 32 号决议(EC-70)要求秘书长审查《气象学家基本指南》(BIP-M)和《气象技术员基本指南》(BIPMT)，之后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在这个项目上认真工作了两年多。审查过程包括全球调查、会议和在
线研讨会，以讨论必要的变化，然后进行广泛的磋商，以采购反馈和解决可能的问题。从世界气象组织
成员，包括大学、国家气象局、学术团体和世界气象组织技术部门和委员会收到的意见，为最终确定将
作为新版 WMO-No.1083 出版的手稿做出了巨大贡献。
忆及《技术条例》（WMO-No.49，基本文件 No.2，第一卷）（第六部分，附录 A）中提出了基本教学
包（BIP），因此也需要对后者进行更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管理材料的批准程序，正在与各技术委员会
（TC）和研究委员会进一步协调，以便在他们的下一次会议上介绍 WMO-No.1083 中的拟议更新和
WMO-No.49 中的相应更新。这些介绍将在 WMO-No.1083 提交给 EC-76 批准之前完成，随后将
WMO-No.1083 和 WMO-No.49 联合提交给国会在 2023 年通过。
修订后的《基本指示包》的最终草案可供大家参考。
4. 对教育和培训合作者委员会概念的考虑

由于 "教育和培训合作伙伴委员会 "的最初概念是在 CDP-3 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的，这个概念也与世界气
象组织的技术部门和区域办事处分享，并在 SYMET-14 会议上讨论，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和建议，有助于
进一步完善这个概念。SYMET-14 的参与者强烈支持 "教育和培训合作伙伴委员会 "作为实现 WMO 全
球校园倡议目标的正式机制。这在 SYMET-14 声明中得到了正式表述，其中已经建议将两项活动归入实
体的责任范围。
在 CDP-4 期间，关于教育和培训合作伙伴的改进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得到了小组的额外支持和建
议。特别是，有人建议改变该实体的名称，因为使用 "董事会 "一词可能会误导成员认为该实体是治理的
一部分。由于该实体不打算直接参与治理，该名称应更清楚地反映 "集团 "的目的。
考虑到 CDP-4 及以后的所有意见和干预，秘书处以新提议的名称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世界气象组
织教育和培训伙伴联合会（CONECT）"。CONECT 的 修订版 已分发给小组，供其提出最后意见和批
准，然后提交给 EC-75。最后的草案已提交欧共体批准，作为 决定草案 3.4(1)/1 (EC-75).
5. 世界气象组织能力发展战略

第 12 号决定(EC-72)要求能力发展小组审查世界气象组织的能力发展战略(CDS)，根据该决定，成立了
一个工作组(CDP-TT-WCDS)。该任务组在 John Ogren 先生的主持下，并在主题事务专家 Michael
Smith 博士的协助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编写了 CDS 修订版的初稿，并于 2021 年 12 月提交了
CDP。
CDP 被告知，从 CDP 成员、技术部门、TC、SYMET-14、水文协调小组（HCP）以及成员服务和发展
部收到了几十条意见和建议。战略的审查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CDP 主席在 2022 年 4 月的技术协
调委员会（TCC）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提供了新的 WMO CDS 的写作的最新情况。
CDP-4 期间，还着重强调了该任务组遇到的几项挑战。CDP 成员和执行管理层对 CDS 初稿提供了反馈
意见，并表示支持和建议在 EC-76（2023 年 2 月）之前将草案定稿。最终草案将首先由 EC-76 审查，
然后提交给 2023 年的 WMO 大会，以便结合 WMO 战略计划进行最终批准。3.4 作为决定草案 3.4(2)
供欧共体批准(EC-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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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DP-4 的建议，秘书处聘请了一名顾问协助完成 WMO CDS 的编写工作，从 2022 年 5 月开始，
与 CDP-TT-WCDS 的合作将持续六个月。此外，正在考虑为 CDP 成员举办一次面对面研习班，以最终
确定关于 CDS 的文件。该研讨会预计将于 2022 年 9 月举行。
6. 编制业务连续性和应急计划指南

提及世界气象大会特别会议的第 10 号决议（Cg-Ext (2021)），该决议特别要求执行理事会将成员的
业务连续性和应急规划指导发展纳入世界气象组织（WMO）的 CDS，并呼吁成员通过动员其专家和分
享任何相关知识参与这一举措；秘书长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一项调查，以收集国家气象局业务连续性
和应急规划的案例研究。
在教育和培训办公室收集了成员们分享的案例后，一个结合了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专业知识的小组正在
分析这些材料，以用于编写 "业务连续性和应急计划指南 "文件。这一资源将由 CDP-TT-WCDS 使用，
以包括 世界气象组织 CDS 中成员的业务连续性和应急计划指导发展。
7. 关于资源调动的调查

根据关于决定(7)的第 9(EC-73)号决定--该决定要求能力发展小组支持制定关于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在与
发展伙伴/政府合作方面的最佳做法的准则，以加强这一领域的知识共享--资源调集、伙伴关系和发展援
助专家组(CDP-ET-RMPDA)进行了一项关于资源调集的调查。
从所有 6 个世界气象组织地区收到的 36 份答复中，初步结果表明需要以技术援助、培训、设施、设备
和资金的形式调动资源。90%以上的答复表明，最经常需要调动的资源是培训，包括费用、奖学金和举
办培训课程的资金。对结果的初步分析还指出，地方程序和政策是有效调动资源的最常见障碍。这些问
题包括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规则、复杂的授权、资金流动中的严重官僚主义，以及缺乏促进资源调动的法
律框架。
一份介绍所收集数据的完整分析的报告正在编写中。CDP-4 建议将调查结果纳入国家概况数据库
（CPDB）和社区平台。CDP-ET-RMPDA 在 CDP-4 上所作的介绍也将与世界气象组织项目管理委员会
分享。
8. 关于公共政策和管理的新出版物，重点关注 NMHS

遵照决定 49 (EC-70)要求秘书长加强本组织对奖学金和继续教育及对整体的能力发展工作的支持，以便
为会员加强能力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其中尤其关注领导和管理能力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世界气象组织
和新加坡气象局（MSS）紧密合作，为国家气象局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了三个培训项目。
培训项目的材料是由世界气象组织、MSS 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KYSPP）联合开发的。这些内容最
近被编入一个新的手稿，标题是 "以气象服务为重点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入门"，并与 CDP 分享，征求意见
和反馈。手稿预计将于 2022 年 7 月出版，并将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9. 与水文协调组的合作

举行了两次非正式会议，讨论 CDP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技术部门进行能力建设的专家小组（CDP-ETTD）与 HCP 之间可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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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文学行动计划的一些活动具有相关的能力发展内容，与 "端到端洪水预报和预警系统（E2E
FFEWS）的评估指南 "有关的培训材料的开发被确定为一个试点案例，进行初步合作。Litoral 国立大学
（UNL）的工程与科学学院（FICH）（世界气象组织在阿根廷的区域和培训中心（RTC）的水文部分）
同意与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合作，开发培训材料和活动，以英文授课。
如果试点成功，水文监测联合专家组（JET-HYDMON）、水文服务常设委员会（SC-HYD）包括全球范
围内的山洪灾害指导系统计划管理委员会（FFGS/WGC PMC）将采取与 CDP 类似的方法。
10 未来活动

小组将继续通过其专家和工作组就其任务的各个方面开展工作。各小组对各自的活动进行了说明，其细
节载于 CDP-3 和 CDP-4 会议的报告中。预计所有 CDP 成员将对 WMO CDS 最终草案的讨论做出贡
献，在 2022 年第四季度举行的研讨会上协助完成审查。
11 结论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该小组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成就。这主要是由于其成员的承诺和秘书处提供的支持。
我期待着所有利益相关者继续支持本小组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期待着其未来活动的成功。
_______________

气 气候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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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改革评估任务组（TF-RE）组长的报告

1.
根据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关于对组成机构改革进行独立和外部评价
的要求（第4（EC-73）号决定 --对组成机构改革的评价），政策咨询委员会（PAC）批准了职权
范围（TOR），其中规定了其目标和拟议方法。它根据一套标准进行评价，包括：(a)新的治理结
构的相关性、一致性和战略适应性；(b)其设计的有效性；(c)治理运作的有效性和组成机构之间协
调的改善；(d)资源使用的效率；(e)影响导向和可持续性以及(f)性别和区域平衡。
2.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执行理事会(EC)设立了 TF-RE，由每个 WMO 地区的一名 PAC
成员组成，并由主席主持(决定5(EC-74)-审查世界气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设立的机构成员)。 20它
的任务是监督这一过程并提供总体指导，而秘书处则负责委托评估并作为主要联络点。
3.
在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Y）进行为期6个月的外部评估后，2022年3月4日举行
了 TF-RE 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安永评估小组介绍了其对世界气象组织要求的理解和拟议的方法，
包括文件审查、利益相关者调查、访谈、焦点小组和直接观察。专题工作组注意到，该方法符合
职权范围，分享了其对评价的期望，并提出了初步建议。它认识到时间紧迫（见附件），但指出
在2022年秋季之前完成评估将使它能够仔细研究报告并为 EC 和大会制定建议。
4.
随后在2022年4月6日召开了第二次 TF-RE 会议，审查初始报告草案和将要部署的一系
列评价工具：访谈指南和受访者名单；调查问卷和利益相关者名单，包括合作伙伴；拟议的焦点小
组和相关方法。TF-RE 对将要咨询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和将要使用的广泛的工具感到高兴。委员会批
准了《初始报告》，从而启动了数据收集阶段，并要求秘书处向所有成员和利益攸关方发出通函，
向他们通报评估情况，并鼓励他们对即将进行的调查作出回应。
5.
本报告将在6月9日 TF-RE 的下一次预定会议后进行更新，届时 EY 评价小组将提出初
步结果。其第四次会议可能将在8月举行，在评价完成之前审查和验证 EY 的最终报告草案，然后为
EC-76和 Cg-19制定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

20

TF-RE 的组成：主席（主持人）、A. Aramuge、A. Johnson、N. Hasegawa、A. Laing、C. Saulo、V.

Schwarz、G. 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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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个

附件：WMO 治理改革外部评估时间线（基于《初议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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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jiu/rep/2020/1 建议 7 任务组组长的报告

背景
1.

联合检查组（联检组(JIU)）题为 "调查职能状况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加强调查职能方面取得的进

展 "的报告 JIU/REP/2020/1 强调，各专门机构尚未制定令人满意的程序来调查对行政首长的指控，并建议
尚未制定和通过适当正式程序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构在 2021 年年底前制定和通过这些程序。
2.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联检组强调，在该组织内部，由世界气象组织大会主席对指控进行初步评估，他也

将作出启动调查的决定。现行规则还规定，执行理事会（EC）可对初步行动作出决定。
设立
3.

根据联检组的报告，执行理事会 JIU/REP/2020/1 号建议 7 任务组（TF-R7）是根据第 17 号决定

（EC-73）--审议监督机构的报告--成立的，目的是审查建议 7，并在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审查后，向理
事会报告一套更加协调一致的规则和程序。
4.

根据第 5 号决定（EC-74）--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设立的机构的成员，并经 WMO 主席与区域协会 VI

（RA-VI）的 EC 成员协商，TF-R7 的成员为：R. Skalin 先生（主席）、M. Lacerda 先生、F. Teshome
博士、L. Uccellini 博士、黄 C-L.女士、庄国泰博士
届会
5.

EC TF-R7 通过视频会议举行了五次会议。
2022 年 1 月 26 日（世界协调时 12 点至 1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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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3 日（世界协调时 12 点至 14 点）。
2022 年 3 月 29 日（世界协调时 12 点至 14 点）。
2022 年 4 月 12 日（世界协调时 12 点至 14 点）。
2022 年 5 月 5 日（世界协调时 12 点至 14 点）
6.

根据第 17 号决定（EC-73）的要求，TF-R7 的主席在 2022 年举行的 PAC 第一届会议上报告了进

展。
讨论的议题摘要

任务组的工作
7.

8.

在这些会议上，TF-R7 讨论了以下议题。
(a)

对任务的审查。

(b)

审查背景材料。

(c)

对联合国系统其他专门机构的程序进行比较审查。

(d)

世界气象组织现行程序和进程的修订范围。

(e)

拟作为秘书长合同附件的不当行为规则草案。

在 2022 年 3 月 29 日的会议上，TF-R7 听取了来自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和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OIOS）的专家关于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处理针对行政首长的不当行
为指控方面所采取的程序的介绍。
9.

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都承认，调查需要由一个外部实体进行。两个组织都保留了某种形式

的程序，限制了调查的方式和制裁的方式。
10.

基于上述情况，TF-R7 保留了将调查职能外包给监督厅的倾向性。这种偏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外包将

是完全独立和更加透明的。TF-R7 还表示倾向于将相关规则和程序纳入 WMO 秘书长的合同中。可以与监督
厅签署一份涵盖调查职能的谅解备忘录（MoU）。
11.

TF-R7 审议了不当行为规则的两个关键方面，这将影响是否需要对立法框架进行修正。
(a)

负责监督不当行为程序的实体。特别是，讨论了这一责任是否由主席、EC 或支持主席的 EC 成员
组成的选定小组承担。

(b)

在实施纪律处分后，秘书长有权获得适当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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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负责监督不当行为程序的实体，TF-R7 认为有三种方案值得考虑。
(a)

主席- 根据公约第 22 条，秘书长就秘书处的技术和行政工作向本组织主席负责；在这方面。因
此，设想现有的规则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权力，可以对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裁决。在这种情况下，
主席将是唯一能够查阅文件并负责决策的人。

(b)

EC --根据第 1 条规定。在这方面，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对《公约》进行修改，以便将 EC 的职能
扩大到纪律程序的管理。有人表示，对 EC 条例进行修正可能足以避免对《公约》进行任何可能
的修改。

(c)

选定的 EC 成员--在此，TF-R7 审议了是否可以由选定的 EC 成员与主席一起审查和决定针对秘
书长的不当行为指控案件。虽然主席是基于《公约》第 22 条的决策者，但决定将基于选定的 EC
成员的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需要修正的是与 EC 规则有关的修正，特别是关于建立、组成
和运作的适当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一小部分人可以接触到文件并负责决策；但是，需要确定组
成和任命的方式。

13.

关于决策问题，TF-R7 表示倾向于由全体 EC 成员或由 EC 选定的一组成员在主席的参与下作出决定。

14.

关于正当程序的问题，TF-R7 无法表示特别的倾向性，并决定在向 EC 报告之前，将该问题提交给

PAC 进一步审议。
15.

TF-R7 进一步强调了有必要进行编纂的以下几点。
(a)

应明确指出联合国监督厅是外部独立调查实体，并提及其《调查手册》--经进一步审议，秘书处
强调，这需要反映在大会决议中，该决议将指示秘书长建立进行这种调查的机制并确定进行这种
调查的方式。

(b)

决策机构（EC 和主席）可就法律或程序问题征求审计和监督委员会（AOC）的意见 - 关于 EC
或选定的成员小组的决定，EC 的议事规则将需要修正，以反映决策过程的对象和方式，包括。
(i)

谁将审查包括实况调查报告在内的敏感材料。

(二) 如何就发布临时措施和制裁程序进行决策；和
(三) 起草任何指控信和制裁的机制。
16.

TF-R7 同意，作为秘书长四年期合同附件的不当行为规则，应以更多的永久性程序作为补充，并纳入

EC 的总则和议事规则。
17.

TF-R7 还同意，在处理 JIU/REP/2020/1 号建议 7 的最终立法框架中，目前包含在拟议的秘书长合同

附件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更好地转移到其他监管文本中。

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指导
18.

PAC 欢迎 TF-R7 的工作，并审议了将载于秘书长合同附件的不当行为规则草案中的未决问题和选项，

即(a)决策权和(b)正当程序权。委员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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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为负责监督不当行为程序的实体，全体 EC 成员最好作出决定，但在作出这种决定之前，可由
选定的 EC 成员小组与主席合作提出建议。

(b)

秘书长应有权享受适当的程序，但在上诉成功的情况下，他/她将获得经济补偿，而不是恢复职
位。

(c)

应仔细审查需要更新的现有规则和程序，避免提出修正《公约》的建议。

任务组的最终协议
19.

根据 PAC 的指导意见，TF-R7 进一步审议了这一问题，为了避免提出修正《公约》的建议，因为这可

能难以实现，并拖延通过不当行为规则的进程，同意向 EC-75 建议：。

20.

(a)

根据《公约》第 22 条，秘书长对其负责的总统应该是负责监督不当行为程序的实体。

(b)

主席将在与行政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的一个小组（称为行政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协商后做出决
定。主席也可以利用审计和监督委员会（AOC）和外部法律顾问的意见。

(c)

秘书长应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在上诉成功的情况下，不可能恢复职位，这一点应纳入不当行为
规则。

在 PAC 的审查和建议下，TR-R7 同意了附件中提供的不当行为规则草案，并将其附在秘书长的合同

中。
建议
21.

鉴于上述情况，TF-R7 建议执行局通过决定草案 EC-75/5.3(3)/1--针对 JIU/REP/2020/1 号建议 7

的不当行为规则及其附件--拟载于秘书长合同附件的不当行为规则草案。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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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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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知名度、有效性和实施的战略和措施
下面列出了在最初的 10 年实施阶段结束后，加强 GFCS 的知名度、有效性和实施的战略。该战略基于并补充
了当前的《GFCS 实施计划》（文件｜GFCS（wmo.int））。
1.

战略的目标和主要特点

1.1

该战略的主要特点包括阐明两个实施的战略重点领域，确定可用于支持每个领域实施的现有机

制，并对实施工作进行战略调整。

战略重点领域
1.2

该战略阐明了两个主要的战略重点领域。第一个领域旨在改善对气候服务最终用途需求的阐述，

包括通过与用户利益相关者共同确定和共同开发定制的产品和服务，并更严格和系统地记录相关的社会经济效
益。第二个领域旨在加强次区域范围内的业务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以增加成员对全球和区域气
候相关数据和产品的获取和增值能力（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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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天气、水和气候的价值循环
显示：
(a)

当前 GFCS 支柱（绿色矩形框）在价值周期内的定位。

(b)

两个主要的战略重点领域（绿色 CAPDEV 和 UIP 框中的文字）。

(c)

世界气象组织社区和合作伙伴对价值周期的左手（上部）和右手（上部和中部浅蓝色阴影框）的说
明性贡献。

(d)

目前和潜在的额外的 GFCS 优先领域（下部浅蓝色阴影框）。"OBS/MON=观测和监测，
"RMP"=研究、建模和预测，"CSIS"=气候服务信息系统，"UIP"=用户界面平台，"CAPDEV"=
能力发展（图表改编自《重视天气和气候：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WMO-No.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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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图 1 的上半部分描述了支撑服务提供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图 1 的下
半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出现在一个扩展的价值周期的左侧，该价值周期还涉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专业
和商业服务提供者、决策者，以及因用户结果改善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图 1 下半部分价值周期的右侧涉及到 WMO 气象、水、气候和环境界以外的许多利益相关
者。因此，GFCS 的实施取决于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群体接触的伙伴组织的参与；了解他们的观点、需求
和要求；并能与气象、水、气候和环境界合作，建立和加强端到端的价值周期联系。需要让这些利益相
关者和合作伙伴参与进来，通过与 GFCS 合作伙伴组织密切合作，改善最终使用需求和最终使用结果的
表述，将价值周期的左右两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 GFCS 用户界面平台支柱的未来发展带来了特
别的关注。
1.5
另一方面，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界在实施价值周期的左侧（图 1 的上半部分）发挥着主要
作用。全球范围内存在跨越这些左侧价值周期组成部分的先进能力，并且这些能力在不断提高。然而，
需要加强他们的业务互动，以支持世界上许多次区域的成员提供服务，利用现有的世界气象组织的做法
和标准，并提高他们对来自图中右侧的用户需求的反应能力。这些要求为 GFCS 的能力发展支柱提供了
更明确的重点。
1.6
图中底部指向左边的箭头表示，为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所需的右侧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确定了左侧此类产品和服务的业务交付要求。在这方面，除了目前 GFCS 优先领域的服务外，可能还需
要为其他高度优先部门（如城市、基础设施、海洋和航空）开发服务。

支持战略重点领域的机制
1.7
图 1 中描述的战略重点的右侧和左侧分别由两个现有的机制支撑。第一个是国家气候服务框
架（NFCS），它支撑着右侧以服务交付为导向的战略重点（图 2）；左侧由次区域范围内的气候服务信
息系统（CSIS-R）支柱的运作支撑（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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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FCS）在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协会的实施状况
1.8
作为对天气、水、气候和环境服务价值周期右侧的战略重点的支持机制，国家气象和水文服
务机构（NMHS）在其国家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机构背景中定位。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机构提供了一个
机构框架，以阐明需求、协调整个系统和服务价值周期、用户反馈和组织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系统性
文件。
1.9
加强 CSIS 在次区域和区域范围内的运作，使各国能够确定和回应在其次区域内通过 NFCS
确定的对气候服务的高度优先需求。CSIS 是有关气候信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存档、分析、建模、
交换和处理的主要机制。在次区域和区域范围内运作 CSIS 的 WMO 实体包括 NMHSs、WMO 区域气候
中心（RCC）和全球生产中心（GPCs）（图 3）。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s）为加强这些系统在次区
域和区域范围的运作提供平台，以支持国家一级的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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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CSIS 国家、次区域和区域以及全球业务实体的不同职能示意图
1.10

CSIS-R 的运作借鉴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基础设施支柱，包括。

(1)世界气象组织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以加强对原地和远程观测的获取。
(2)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WIS)，以实现数据存储、发现、访问和交换，
(3)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描述和支持数据和产品的生成和交换，包括模型输出和数据服务，按
照 WMO 统一数据政策的要求，通过 GDPFS 中心。

1.11

这两个机制，即 NFCS 和 CSIS-R，支持前面描述的两个战略重点领域，具体如下。

(1)通过专门的、由用户驱动的进程来确定针对每个次区域或区域共同的国家优先事项(即要求)的定制决策支
持产品的规格。这些协商进程在次区域范围内进行，以确定具体需求，并根据整个次区域各国共同的国
家确定贡献(NDC)优先事项，与以部门为重点的利益攸关方和专业组织共同制定定制产品的规格。
(2)通过 CSIS-R 的实施，将上述产品和服务的国家优先事项交付给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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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这两个轨道在次区域和区域范围内确定和实施的产品，由国家气象局和伙伴机构向国内的利益相关者
提供。国家气候服务机构记录使用这些产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汇编用户反馈，并将结果反馈到优
先产品和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和实施中。

战略调整的领域
1.12
图 1 左右两边所确定的两个战略重点领域，由 NFCS 和加强 CSIS-R 的运作所促成，由
GFCS 实施工作的战略调整所支持。这种调整需要增加以国家为重点和以最终用途为导向的实施，更多
地利用现有的 WMO 运作规则、技术能力和程序，并增加从现有融资过程中获得资源。战略调整的领域
补充了在即将结束的 GFCS 实施阶段的重点，即应该实施什么，而更多地关注 GFCS 应该如何实施。
(1)实施与主要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和融资机制保持一致并提供支持 - GFCS 最初的设计是基于一个单独的实
施计划，有一个单独的信托基金，由一个单独的治理结构监督，导致了一个独立的倡议。经过深入的中
期审查，这些最初的 GFCS 治理安排被解散，并通过第 20 号决议（Cg-18）--WMO 对提供气候信息
和服务以支持政策和决策的贡献，以及第 4 号决议（EC-71）--气候协调小组，整合到一个全面修订的
WMO 治理结构中，除其他外，旨在让伙伴组织对 WMO 治理过程有更多的投入。这种整合促进了
GFCS 的实施与整个 WMO 和合作伙伴对主要气候相关政策框架--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相关融资机制的更大一致性，如下文所
述。
(2)更多地依靠 WMO 的既定程序和法规作为气候服务运作的基础，同时保留 GFCS 实施计划作为参考-WMO 和 GFCS 伙伴组织与指导 GFCS 实施以及一般天气、水、气候和环境服务的实施有关的规范性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 GFCS 实施计划本身--是巨大的，并在不断发展。GFCS 实施计划定义了提供气候服
务所需的五个支柱，并描述了五个优先领域的服务提供过程（见图 1）。在 GFCS 发展的现阶段，更需
要利用更广泛的 WMO 和合作伙伴的实践和标准作为 GFCS 实施的基础，并发展成员实施的相关能力。
(3) "自下而上"、以国家为重点、以国家为导向的实施，并得到成员的对等、次区域和全球支持--为决策支持
而定制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与最终使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确定和共同开发。为了接触这些利益相关者，大
多数气候服务是在国家到地方一级提供的，并产生相关效益。采用越来越多的面向成员的实施方法，包
括由先进的 NMHS 和 WMO 及合作伙伴的专家向成员提供同行支持，并通过进一步加强次区域和区域
范围内的业务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及服务，将确保价值周期的左右手在 WMO 会员国最需要的地
方紧密联系起来。
(4)基于 "商业 "关系的伙伴关系，而不仅仅是在 GFCS 管理中的作用--GFCS 的伙伴组织，在天气、水、气
候和环境界内部，特别是在外部，有着不同的利益、任务和比较优势。一些这样的组织通过 GFCS 合作
伙伴咨询委员会（GFCS PAC）正式参与 GFCS 的管理结构，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不一定是 GFCS
PAC 成员的这样的组织，在 GFCS 与他们自己的组织优先事项一致的情况下，有动力支持 GFCS。在
GFCS 实施的下一阶段，更好地阐明这些合作伙伴的优先事项和组织互补性和利益，将有助于建立基于
合作伙伴自身利益和创造共同价值的更有力的合作伙伴参与。
(5)不是线性的、固定期限的实施时间表，而是迭代式的实施，持续跟踪进展和提高雄心--目前的 GFCS 实施
计划是有时间限制的，有开始、中间和结束。在下一阶段的实施中，设想了一个更加迭代和持续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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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特点是加强对进展和气候服务能力和效益的持续、系统和质量保证的监测，并不断提高绩效目
标。
(6)不要单独处理气候服务，而是采用一种更无缝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及服务的整合--图 1 中描述的
服务价值循环同样适用于天气、水、气候和环境服务，这些领域无论如何都是相互关联的。在下一个实
施阶段，这些联系可以在整个地球系统方法的背景下得到利用和加强。
(7)更明确的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和参与的框架和工具--目前 GFCS 的几个优先领域以及设想的新领域都是创收
的，因此涉及到私营部门的高度参与。如图 1 的价值周期图所示，将需要根据《日内瓦宣言-2019》，
有目的地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发和提供气候服务。为天气、气候和水行动建立社区。
2.

战略实施

2.1
上述战略调整的领域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程或构件来实现，所有这些构件都已经建
立并正在进行中（图 4）。下文中描述的构件如何加强战略调整的领域，在表 1 中进一步总结。

图 4:提高 GFCS 知名度、有效性和执行力的基石
2.2
下面总结了每个构件的状况以及每个构件对加强全价值周期系统、服务、决定和结果的贡
献。图 4 中显示的所有构件过程都已经存在并正在进行中。正如下文所描述的，在发展 WMO 会员的能
力和为气候政策和金融界提供有关成员优先事项和需求的持续的战略信息方面，它们可以发挥很大的灵
活性。
2.3

在图 4 所示的圆内没有特定的起点或终点；从图的顶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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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巴黎协定》的国家发展计划和国家适应计划（NAP）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确定了部门优先事项以及需要支持加强相关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及服务的技术领域。GFCS
优先领域是缔约方最常确定的适应优先事项之一。这些与气候有关的优先事项也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目标和指标中得到体现。为能源和农业管理实践提供气候服务，以及支
持跟踪和监测温室气体（GHG）的排放数量和来源，对缓解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2.5
2021 年 11 月 3 日，在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上，世界气象组织和绿色气
候基金（GCF）联合发布了一套工具和方法，以协助各国将气候科学信息纳入投资、计划和政策（气候
行动的气候科学信息|世界气象组织（wmo.其中包括《发展气候行动的气候科学基础指南》，该指南基
于关于过去、现在和预测的未来气候及其影响的信息，并附有案例。
(1)气候信息平台(CIP) - 一个基于网络的数据访问平台，提供全球范围内的耦合模型相互比较项目(CMIP)和
协调区域气候变化降尺度实验(CORDEX)预测和指标的访问，以及。
(2)Climpact - 一个可以通过 CIP 访问的软件包，用于从历史上的每日温度和降水中计算出 70 多个与健康、
农业、水和其他气候敏感部门有关的气候指数。Climpact 指数通常是利用现有的站点数据来计算。

2.6
支持各国和发展伙伴使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资源，有助于确保投资、计划和政策以现有的最
佳科学为基础。此外，将气候科学信息纳入投资设计，为世界气象组织成员获得气候融资提供了一个关
键的切入点，不仅从全球气候基金，而且从一般的气候融资来源。在确定有效的、国家一级的、基于科
学的行动过程中，可以确定加强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以及实施这些行动所需的服务的需求，并将
其纳入项目建议中。这样，资本成本、加强系统和服务的措施成本，以解决气候服务的优先（即 "右手
"）需求，以及技术咨询服务的成本可以作为项目实施的一部分得到资助。

2.7
确定改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以支持解决国家优先事项的气候行动的一个起
点是评估各国目前的能力。WMO 会员评估他们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在时间尺度上有所不同--从十年到
季节到亚季节到气象。成员通过 WMO 对 GFCS 的贡献机制制定的核对表来提供关于气候服务能力的信
息。该核对表包括整个气候服务价值周期的功能能力。清单所评估的功能能力分为六类：治理、基本系
统、用户界面、能力发展、气候服务的提供和应用，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监测和评估。其中许多功能能
力构成 "基本"、" 必要"、" 全面 "或 "高级 "功能。每个能力级别的每个功能组中所具备的功能百分比为
评估国家在每个领域的能力和需求提供了基础，并根据 WMO 的标准对成员提供的总体服务水平进行分
类。
2.8
随着进一步的投资，以及能力的提高，成员可以连续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见下文 "气候政策
和资金支持"）。基于 WMO 和 ISO 标准的质量保证程序目前正被应用于成员能力数据，下文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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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有质量保证的成员能力数据有助于确定需要通过项目加强的具体功能能力，以解决确定的气候行
动优先事项。
2.9
这些项目中的许多都是为了支持加强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但其中只有一小部
分有世界气象组织的直接参与，包括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国家气象局参与其各自国家的项目。其结果是相
当大的资源浪费，如果把这些资源分配给解决在 WMO 主持下运作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
中的已知差距，会更加有效。WMO 已经努力通过几个途径解决这个问题，包括：
(1)通过气候风险和早期预警系统(CREWS)和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等倡议进行多边、多捐助方参与。
(2)通过为项目获得预算外资金，向议员提供直接支持。
(3)通过在高度可见的旗舰报告中强调 WMO 的作用以及在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价值循环中的差
距和需求（见下文 "气候政策和融资支持"）。
(4)通过发展自己的内部能力，分析大量的项目组合，以确定在特定国家和次区域正在筹备或实施的主要资源
分配，关键是。
(5)通过上游工作，在上一节所述的气候科学信息的基础上，更早地参与项目建议的制定过程。

2.10
鉴于目前气候融资的数量不断增加，并考虑到该融资中用于改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
及服务的部分，同时继续寻求改善这种融资的分配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旨在支持改善天气、水、气
候和环境系统及服务能力的干预措施必须考虑到已在实施或正在进行的现有支持。
2.11
迄今为止进行的逐个区域的组合分析表明，有可能对各国和发展伙伴正在实施的项目的资金
进行分解，以确定分配给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及服务价值链组成部分的大致数额。这种类型的分
析也有助于将项目资源与世界气象组织战略计划的目标、目的和产出相联系。当结果与上述成员的差距
和需求分析相结合时，可以提供两个关键的情报：成员的差距和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利用已经规
划的或正在进行的资金来解决，以及在国家、次区域或区域层面有多少剩余的差距需要用额外的资金来
填补。
2.12
这种分析气候融资分配到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价值周期组成部分的能力对融资
实体有吸引力，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不协调的逐个项目的融资是支持 WMO GDPFS 的不合适的工具，其运
作需要 WMO 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不断交流数据和产品。因此，除了为单个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提供信息的战术价值外，评估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及服务价值周期中的差距和需求的能力，加上
在组件层面上评估当前对该价值周期的资金组合分配的能力不断增强，使 WMO 处于一个战略地位，能
够为数十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方案提供相关的硬信息。

2.13
前面讨论的两个过程--确定针对成员优先事项的气候行动的合理气候科学基础，以及这些国
家在实施和可持续支持这些行动所需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方面可能面临的差距和需求-为支持成员设计、资助和实施对这些系统和服务的任何必要的额外改进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制定包含气
候科学信息的项目提案的过程中，实施基于气候科学确定的行动所需的系统和服务改进也可以纳入项目
设计中。整合和加强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的费用，包括为实施这些系统和服务获得世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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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组织和合作伙伴专家的技术援助的费用，同样可以纳入项目提案和预算中。如果提案成功，确定的系
统和服务改进以及技术支持可以用项目资金实施。
2.14
利用其获得的预算外资源，WMO 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能力来支持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利用其
先进的成员 NMHS、区域和全球中心、WMO 专家和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这些资源被用来直接支持成
员实施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并通过向合作伙伴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将气候科学信息纳入
项目和计划，以及设计和实施必要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来间接支持成员。这些现有的技
术支持能力为进一步支持成员设计和实施预算外项目提供了基础，包括由 WMO 直接管理的资金，但也
越来越多地由成员和合作伙伴管理的资金。
2.15
目前，世界气象组织参与的大多数项目为成员提供直接支持，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管理的资源
实施系统和服务。鉴于可获得的气候融资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将越来越有必要转向一种模式，即世界
气象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社区为成员或合作伙伴管理的投资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部分提
供技术咨询。这种转变将使 WMO 专注于其作为一个主要的科学和技术组织的比较优势，并将其机构、
技术和人力资源最有效地集中在项目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方面，减少 WMO 处理提案准备和提交以
及整个项目管理的全部负担的需要。这种项目准备和管理的开销在大型投资的情况下特别大。因此，更
有战略性地参与这些大型投资，重点指导其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部分的设计和实施，将使
WMO 能够贡献其专业知识，在这些系统和服务的总投资中形成比目前更大的份额。

2.16
世界气象组织可以提供技术指导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及服务的融资比例，可以通过
提前准备预先设计好的项目组成部分来进一步扩大，这些组成部分可以改编成项目提案。这些组成部分
包括图 1 中描述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价值循环的要素及其子组成部分。这样，从实施观测系统、数
据抢救和数据管理系统、预报系统、温室气体监测系统、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研究和能力发展等方面
的通用活动和伙伴关系、产出、单位成本和数量以及结果，都可以从通用设计中进行调整，以适应逐一
评估的需求和情况。
2.17
这种模块化方法也适用于定制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特定的决策支持需求，应对国家在
气候敏感部门缓解和适应的优先事项（图 1 价值周期图的右侧）。与决策支持和改善决策、结果以及社
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有关的通用活动和产出包括共同确定、共同设计和操作定制的产品，以支持特定最终
用户的决策。可以纳入项目提案和预算的通用活动和产出包括
(1)建立 NFCS，解决跨时间范围和部门的决策和政策要求。
(2)针对具体部门的研讨会/进程，共同制定量身定做的产品规格。
(3)根据需要准备额外的国家数据集，用于定制产品。
(4)确定和建立服务提供系统和沟通渠道，如通过国家卫生局与部门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
(5)质量保证和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以及用户反馈，和。
(6)系统评估和记录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程序，这对可持续性和证实研发要求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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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WMO 技术规则规定会员应确保其负责提供气象、水文、气候或其他环境服务的组织建立和
实施组织有序的质量管理系统（QMS），其中包括必要的程序、流程和资源以便实现对提供给用户的信
息和服务的质量管理。
2.19
技术规则》卷一 -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WMO-No.49）第 7 部分提供了这方面的指
导。突出的特点包括：。
(1)成员应建立一个质量管理系统，以规定向用户提供的信息和服务的质量管理。
(2)质量管理体系应符合现行 ISO 标准，即 ISO 9001:2015。
(3)世界气象组织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一个标准制定组织。
(4)世界气象组织的准则和规范性材料为质量管理、确认和核查提供了基础。
(5)应对一个中心或服务的 QMS 合规性进行审计。
(6)WMO 本身可以提供实施 QMS 所需的审计。
世界气象组织目前正在通过培训研讨会建立一个气候服务内部审计师网络，以确保国家气象局有能力监测其气
候服务运作的健全性。

2.20
世界气象组织的 QMS 程序目前被应用于保证气候服务能力数据的质量，作为评估和最终认
证成员气候服务能力水平的基础。这些指南将 ISO 9001 标准应用于整个气候服务价值周期，从气候数
据到监测、预测、服务提供和社会经济效益评估。
2.21
QMS 涉及一个过程的方法，其中的指导是由 WMO 定义的能力和标准提供的。内部和外部
训练有素的审计员将这些标准应用于数据和过程，以验证和确认遵守。作为 ISO 标准制定组织，通过这
个过程，WMO 本身可以提供能力数据、水平和服务的认证。WMO 或 ISO 认证反过来又向投资者、合
作伙伴和客户保证，能力的提高是真实的，而且服务的提供符合 WMO 的标准。通过遵守这些标准，价
值循环中的其他合作伙伴也可以保证他们的贡献也符合国际标准。
2.22
这种系统的能力发展方法，基于与所需能力相关的需求评估、有质量保障的能力数据，以及
通过应用 WMO 和 ISO 标准对成员能力的认证，提供了一种记录 GFCS 实施进展的手段。

2.23
世界气象组织战略计划的指标和监测系统为监测 GFCS 支持工作的成功提供了衡量标准（图
5）。在每个实施周期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可以系统地提高在四年或五年实施时间框架内的目标的实
现。
2.24
一组指标跟踪 WMO 会员的气候服务能力（图 5，上半部分），包括有多少成员能够提供基
本、基本、全面和高级水平的服务。当务之急是成员通过气候服务核对表定期提供完整和最新的数据，
并如前所述对该数据应用质量管理标准。这不仅将帮助成员、WMO 和合作伙伴确定哪里需要具体的支
持，它还将使 WMO 向国际系统报告全球气候服务的状况，以告知气候政策和融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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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世界气象组织战略和运营计划监测仪表板
显示成员的气候服务能力（左上），NMHS 参与制定国家气候相关计划和政策的程度（右上），以及衡
量传达综合气候和气候服务信息的 WMO 旗舰产品的影响（图的下半部）。
2.25
气象组织通过一套旗舰报告向 UNFCCC 和公众提供关于气候状况和气候服务状况的信息。
这些报告包括关于全球气候状况和区域气候的年度报告。后者包括每个区域的气候影响和成员气候服务
能力和需求的具体区域总结。世界气象组织和合作伙伴还每年报告气候服务的状况，与缔约方的国家发
展计划中确定为最优先的部门的适应需求有关。这些报告是应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的邀请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11/CMA.1），为气候服务和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来自缔约方、媒体以及所有主要气候融资组织和相关联合
国合作伙伴的参与。
2.26
气候服务状况报告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主要气候融资机构、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发展伙伴
提供了关于成员在支持气候敏感部门决策的气候服务价值周期组成部分方面的能力的定期更新。报告确
定了全球-区域-国家业务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目前的差距和需求，以系统的方式支持国家一级的
服务，为更有效的政策投资提供信息。主要的气候融资组织和发展伙伴为气候服务状况报告做出了贡
献，他们的标志出现在封面上，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这些结果来告知他们的计划。区域气候报告为世
界气象组织的政策服务和成员国面临的提供气候服务的需求和差距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见性。
2.27
需要振兴的 GFCS 网站为 GFCS 相关信息提供了另一个更有活力的渠道。经过改造，该网站
将成为一个平台，供 GFCS 利益相关者不断分享工具和方法、项目、案例研究、最佳做法的信息和知识
以及取得的成果，包括创新方法、对成功工作流程的评估以及技能、不确定性和信心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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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通过这些渠道提供的情报已经显示出为气候政策和融资系统提供信息的潜力，有助于为设计
和实施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系统和服务提供更有利的政策和融资环境。这种汇编和综合的信息不仅可
以为国际系统信息提供高水平的信息和指导，还可以补充其他信息，提供获取方法、工具、数据和良好
做法的途径，为成员层面的实施提供信息。
摘要

2.29
上述构件既表达了之前确定的战略调整领域，也借鉴了这些领域（表 1）。工作领域和工作
方式之间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将 GFCS 日益纳入国际体系主流的强大协同作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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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这些构件如何表达战略调整的领域，并通过这些领域得到加强
建筑模块→
重新调整的领域

气候优先

执行工作与主要的国际
气候政策框架和融资机
制保持一致并提供支持

面向气候行
动的 ndc、
naps、气
候科学基础

更多地依靠世界气象组
织的既定程序和条例

"自下而上"，以国家为
重点，在同行、次区域
和全球的支持下，由国
家驱动实施。

基于成员优
先事项的气
候行动

基于 "业务 "关系的伙
伴关系，而不仅仅是在
GFCS 治理中的作用

技术和部门
合作伙伴支
持

迭代实施，不断跟踪进
展，不断提高雄心壮志

周期性的能
力扩展

天气、水和气候系统及
服务的更多无缝整合

重点驱动的
天气、水和
气候系统及
服务

为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和参与提供更明确的框
架和工具

气候服务差
距和需求评
估

实施支持

质量管理体系

纳入项目提案
的系统和服务

世界气象组
织理事机构
批准的标准

根据世界气象
按照 WMO
组织的技术规
标准设计的系
则进行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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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UNDRR 气候与抗灾能力卓越中心

背景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将影响人类生活和自然界的各个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损失和破坏。区域和国家的生
计、生命以及社会和经济稳定已经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起面临风险。因此，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变化，
极端事件的数量和频率的增加，将导致与更多的损失和损害相关的更高的灾害风险，这超出了国家预防、准
备、应对和建立危机复原力的能力。天气和极端气候的发生更加频繁，加上其他事件，如 COVID-19，可能
会导致横向和连带的危机，从而推高人道主义需求，将前所未有的人数推入更大的脆弱性和更深的贫困，并推
动气候导致的更高水平的移民和流离失所。人们普遍认识到，迫切需要进行范式转变。如果我们要阻止这些日
益增长的威胁的后果并提高复原力，我们必须大幅扩大各系统和部门的预防和准备方法，如适应性社会保护。
我们必须努力更好地了解风险的驱动因素，特别是日益增长和更加复杂的脆弱性、不平等、排斥和贫困水平，
这些因素导致了高灾害影响，同时也要努力避免产生新的风险。
虽然与气候有关的危害、灾害风险及其影响是相互交织的，但预测、准备、预防和管理它们的系统却不是如
此。目前，从预防到防备和应急反应的各个环节都是支离破碎的，来自气象、气候、发展、人道主义、灾害风
险管理、社会保护和环境部门的众多利益攸关方互不相干。每个人都在处理问题的一部分，但往往是平行工
作，重复努力，或在它们之间留下差距。脱节的性质阻碍了有效性，限制了这些努力的总体影响。
此外，虽然各机构可能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双边合作，但总的来说，这一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缺乏从科学和数据到
政策和实践的联合无缝流动。研究产品、知识和专长并不总是落到决策者手中，或者即使落到决策者手中，也
往往不能有效地用于转变政策和改变实践。
此外，在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经常无法获得了解日益动荡的气候模式以及风险的数据。虽然较富裕
的国家可以利用新技术进行更准确的预测，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地区仍然不存在多重灾害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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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未来的气候威胁和风险降到最低的紧迫性要求我们调整方向，从一系列跨学科的互不相干的行动，转向更加
一致、全面和整体的灾害和气候风险管理方法。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在 2021 年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
启动了气候和抗灾能力卓越中心（以下简称 "卓越中心"（CoE））。在卓越中心，WMO 和 UNDRR 将与伙
伴机构合作，加强努力，将科学知识和工具转化为支持气候变化缓解、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的行动。
塑造卓越中心
在启动的同时，向伙伴机构发出了联合邀请，以分享他们的兴趣表达和他们对卓越中心所带来的附加值的初步
看法。
结果，其中 11 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即（按字母顺序）。
•

粮食和农业组织（FAO）

•

地球观测组织（GEO）

•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

国际科学理事会(ISC)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

•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UNOCHA)

•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

•

世界银行（WB)

•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他们的代表参加了 2021 年 12 月 10 日和 2022 年 3 月 28 日由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Petteri Taalas 教授和
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UNDRR）Mami Mizutori 女士主持的指导委员会会议，并就发展卓
越中心达成了如下协议。需要注意的是，在编写本文件时，下面介绍的技术咨询小组已经在进行第一批工作包
的工作，以便在短期内（大约一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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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中心的指导原则
以下核心原则指导着卓越中心的工作性质和范围。它们概述了指导 CoE 实现其使命并支撑其活动的广泛价值
观。

原则 1:以合作和综合的方式工作
CoE 的核心是认识到，从防灾到备灾，各机构的集体努力要大于其各自贡献的总和。这种合作对于实现向更多
投资于事前预防和事后行动的转变至关重要。CoE 认识到，虽然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气候和灾害风险领域
的伙伴关系正在进行，但仍有工作要做，以支持成员摆脱被称为 "孤岛 "的方法，创造一个更多的合作文化，
让成员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并向其他人学习。通过召集气候和灾害风险的领导人和从业人员，将在全球、区
域、国家和包括城市在内的国家以下各级加速进行全面的灾害和气候风险管理。最终，该中心的目标是利用其
成员各自的投资组合，创建一个所需的全套工具（从数据和科学到政策和实践）。

原则 2:解决驱动因素并达到 "最后一英里"
CoE 旨在确保其所有工作对那些在气候紧急情况和灾害风险第一线工作的人有用，并适用。它认识到，不仅需
要解决日益增长的危害，而且需要解决灾害和气候风险的基本驱动因素，包括贫困、不平等、排斥、生物多样
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交付的成果--无论是联合研究、规范性指导、能力强化还是宣传--都将以对当地决策
者有用、有力和可操作的应用为导向。这些产品将是及时的，解决共同商定的优先问题，并能够迅速采取行
动，为面临最大风险的社区提供切实的成果。为了在国家一级产生影响，CoE 的想法和优先领域也必须来自于
国家和地方一级的利益相关者，并通过共同设计的方法与之合作产生。

原则 3:优先考虑高度弱势和脆弱的环境
虽然气候变化、天气和水文气候极端事件以及灾害风险正在影响着世界，但它们对高度脆弱的国家和脆弱的国
家的影响尤为突出。尽管如此，这些地方只得到了一小部分可用的气候和风险资金以及用于适应和减灾的资
金。此外，有必要确定并解决在脆弱的环境中有效实施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障碍。
CoE 将重点关注这些环境，在这些环境中，风险加剧，但干预措施有限、无效或不适合，因而不足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需求。通过关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国家以下层面--在中等收入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作的基础上，了解在
这些情况下全面风险管理的障碍，CoE 与 2030 年议程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以及强调 "不让任何一个地
方、一个生态系统掉队"的上一个全球平台相一致。
卓越中心的总体目标
这三项原则与 CoE 的目标一致，即支持从灾害发生后的应对转变为加快事先的行动，优先减少现有风险，避
免产生新的风险，并加强准备工作。该中心旨在提供一个科学-政策-实践的接口，以促进扩大行动规模，更好
地管理气候和灾害风险。其产出还将支持圣地亚哥网络的运作，该机制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
援助，以避免、减少和解决损失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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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则 3，CoE 的工具、指导和能力建设努力将集中在那些处于气候紧急情况前线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LDCs）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根据原则 1，成员们将合作提供必要的证据基础、技术支持和
能力建设，以帮助这些地区、国家和城市避免、减少和解决与气候有关的损失和损害，同时保留对承认灾害风
险的相互联系的系统性的多灾害方法的关注。
正如共同的变革理论所概述的那样，CoE 有三项成果。这些成果如下：
(1)增加气候、灾害、脆弱性数据和分析的可得性、理解和使用，以便在了解风险的情况下进行发展和人道主
义行动。
(2)通过综合规划和改善融资和投资机制中对减灾和气候协调活动的考虑，加强气候和灾害风险治理。
(3)改善备灾和早期行动，包括加强多灾种预警系统的提供和使用。
每项成果的具体衡量标准将被确定，同时将通过制定卓越中心的监测和评估计划来跟踪进展。
卓越中心实现其目标
认识到有许多机构在这个领域工作，而且人力和财政资源已经捉襟见肘，CoE 将确保其工作不会与正在进行的
联盟或其他网络重复或竞争。CoE 的目的不是要取代，而是要建立和支持现有的伙伴关系、协同作用和成员内
部正在进行的倡议。此外，CoE 认识到，虽然它的目标很大，但它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事情，必须把重点放在能
够为处于日益增长的气候和灾害风险前沿的国家带来具体变化的特定工作领域。
CoE 将把工作重点放在三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行动上，以广泛快速地提供服务并实现上述成果。这些活动包
括：
1)

为决策者提供一套咨询和技术产品及服务，以改善整个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风险管理。

该中心将成为一个空间，可以将跨学科的研究举措、技术指导和知识产品综合起来，整理成 "解决方案包"，
供各级政策和决策者使用。这些套餐的具体主题将由成员与各国及其要求协商确定。
这些 "一揽子解决方案 "可以包括为决策者提供的良好做法、创新、实用和可操作的步骤，以帮助他们不仅了
解、预测、管理和应对当前的气候和灾害风险，还包括由于风险驱动因素而可能发生的演变，以及解决这些问
题的现有选择。其目的是使现有的大量信息更容易获得和使用，同时也确定差距和需要的方法，以加强和联系
对气候和灾害数据和分析、治理、融资、预警和早期行动的支持。这些资料将供所有人使用，并存储在一个基
于网络-的平台上，以便于参考。
这些 "一揽子解决方案 "不仅要关注政策选择，还要确定必要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转变以及各个层面的管理选
择。该中心将与决策者合作，研究如何将这些信息最好地应用于他们的环境。其结果将是可操作的咨询产品和
服务，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帮助决策者更好地预测、预防、管理和准备天气、气候和灾害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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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大能力建设，以加强灾害和气候相关影响风险较高的地区、国家和城市的气候和灾害复原力

在这个领域，培训和能力建设的材料很多，有一些重复的工作。CoE 将通过简化这些工作为利益相关者服务：
确定围绕商定的问题已经存在的培训包（见下文第五部分），并共同创建新的材料和活动以填补空白。它的目
的是通过增加资源和工具的共享来减少重复。
作为第一项活动，CoE 建议对各机构的能力建设工作进行摸底和精简，以揭示重叠和差距。它可以考虑建立一
个现有工具和活动的清单，作为一个 "市场"，让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方面）可以在线访问，以满足其
培训需求。它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世界各地相关培训机构的网络。这些可以支持 CoE 成员自己的效果，以确
保现有的课程材料有更大的覆盖面，包括通过纳入学校课程和在职培训，并在适当的时候与大学挂钩。
同时，CoE 将调查国家一级的培训需求，建立一个现有需求清单，并利用其成员的现有资源帮助这些需求与现
有课程和能力发展相匹配。它将与现有的能力建设倡议紧密合作，如减灾能力倡议（CADRI）和全球教育和
培训学院（GETI），以确保与正在进行的工作相辅相成。政府和机构可以与 CoE 联系，CoE 将把他们介绍给
CoE 成员以提供培训机会。它还将与领先的培训和教育机构以及研究组织合作，促进相关产品的传播和使用。
3)

参与高层倡导

通过对成员的研究议程的概述和对各学科最佳实践的了解，中心将利用成员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参与高层倡
导。CoE 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倡导者，以确保减少风险和复原力建设在气候议程和全球政治议程上保持优先地
位。利用成员的各种观点和专业知识，CoE 将成为一个权威的声音，在最高政治层面上推动变革和改革，重点
是加快预防行动。成员们将共同确定问题和所需的政策转变，以及产生最大影响所需的证据和案例研究。其目
的是扩大灾害和气候风险融资，使该系统转向更多的事前措施，以保护最脆弱的人。
卓越中心的治理
该中心将采用一个高效、负责任的治理结构，重点是与以下机构一起产生具体的交付成果。

秘书处
秘书处将由 UNDRR 和 WMO 提供办公场所，并将由一个精干的专业工作人员团队组成。它将向指导委员会
和技术工作组提供支持。秘书处将协调规划、项目的实施和交流、顾问的聘用、报告和财政拨款。

指导委员会
该小组由成员机构的负责人或其代表组成，以确保 CoE 在高级别讨论和全球政策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它的
支持将保持在战略层面，提供监督和指导，同时也决定新的成员。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还将参与对成员确定的优
先主题和问题的高级别宣传。
指导委员会应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以批准和监督中心工作计划的进展。指导委员会将每年公布其活动报告。本
报告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委员会对 CoE 工作的实际影响的认识，监测其工作计划的进展，并最终对照 CoE 的
目标、目的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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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组
这个小组将成为 CoE 的引擎，并专注于确保交付成果的实现。它应该由高级技术人员组成，并将协调实施中
心的所有业务方面，推进专题工作领域。
它将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并可能建立特定的工作组，就特定的工作支柱进行合作，和/或产生特定的可交付
成果。

技术工作小组
可以召开小型的、有时间限制的技术工作组会议，以支持具体交付成果的产生。这些小组可由一个成员机构领
导，以确保类似工作领域之间的协调，以及避免重复工作，这也会导致对资金的竞争。CoE 可根据需要为顾问
和技术专家等具体支持提供财政资源，并提供出版支持。

资金
CoE 将作为一个集合融资机制运作，CoE 从捐助者那里获得捐款，并将其分配用于支持具体项目。它也可以
接受其成员的实物捐助。将根据商定的工作方案确定预算，该预算将作为筹款活动的基础。

交流与宣传
CoE 将制定一个沟通和推广计划，由其成员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实施。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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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收集 1991 -2020 年标准气候平均值
收集 1991-2020 年标准气候平均值（CLINO）的现状

引言
气候平均值有两个主要的使用目的。它们被广泛使用，或隐或显，作为一个特定地点最有可能经历的平均条件
的特征，从而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的标准和法规提供权威性的输入。它们也被用作基准，可以与最近或当前的天
气或气候条件进行比较。

为促进世界气象组织收集 CLINO 1991-2020 的筹备活动
2021 年 6 月秘书处为所有区域协会安排了八次网上区域磋商会，以推进 1991-2020 年标准气候平均值的计
算，并促进 NMHS 之间的信息交换，以便支持对平均值的计算以及 WMO 的收集过程；来自 100 多个会员的
300 多名专家参加了这些磋商。
2021 年 8 月 WMO 呼吁提交 1991-2020 年标准气候平均值，包括具体格式说明和收集方法；提交的截止日
期是 2022 年 3 月 31 日，已同意向 EC-75 提交收集评估报告。
计划在 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对迟交的材料进行收集。计划在 2023 年出版《标准气候平均值》（世
界气象组织强制性出版物）。

截至 2022 年 4 月 4 日的会员提交情况
193 个会员中，有 45 个在 2022 年 4 月 4 日前提交了 CLINO 1991-2020（低于 25%）。45 份报告中的
31 份不符合 WMO 的格式要求，需要耗时的人工干预（70%）。
这引起了人们对在 2023 年完成 CLINO 收集的最后期限的关注。需要会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技术委员
会和区域协会的紧急集体行动，以加快会员的数据提交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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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速世界气象组织收集 CLINO 1991-2020 的拟议活动
EC-75/Doc 3.2(2)列出了几项决定，以进一步促进会员及时计算和收集 WMO 的 CLINO 1991-2020，其
中包括 WMO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参与。
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办公室将收到一份关于世界气象组织收集 CLINO 1991-2020 的具体简报，以促进与会员
的有效沟通。
秘书处将于 2022 年 6 月为 WMO 会员第二轮关于 CLINO 1991-2020 的计算和 WMO 收集的在线区域磋
商。
世界气象组织已于 2022 年 5 月发起第二次呼吁，要求逾期提交 CLINO 1991-2020。逾期提交材料的收集
期已延长至 2022 年的剩余时间，2022 年 12 月 31 日是最后期限。
在 2023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进行质量控制和数据集整合后，计划在 2023 年下半年将 CLINO 1991-2020 作
为世界气象组织的强制性出版物出版。最后的收集评估报告将交付给世界气象大会第十九届会议（Cg-19）。

不交付的影响
遗失 CLINO 1991-2020 将严重阻碍会员和 WMO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业务监测和预测产品，如厄尔尼诺现
象监测、气候模拟信息、气候状况报告、季节性预报等，将因无法提供更新的 CLINO 而受到影响。由于气候
的变化，这些产品将失去其对各种应用部门的现代意义。

关于使用气候平均值的说明
世界气象组织通过第 16 号决议(Cg 17)决定对气候平均值实施双重方法，以适当反映气候变化的动态和影
响。

气候标准平均值：为以下连续 30 年计算的气候资料的平均值：1981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99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等。
WMO 长期气候变化评估的参照期：从 1961 年 1 月 1 日至 1990 年 12 月 31 日这连续的 30 年；
世界气象组织的长期气候变化评估参考期可用于交流气候变化信息。其他参考期被用于具体的气候变化信息，
如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背景下，将前工
业化时期（1850-1900 年）作为估计过去和未来全球温度上升的基线。
SERCOM 正在制定关于在 WMO 出版物中正确使用气候平均值和其他基线的指南，包括气候状况报告，将提
交给 2022 年 10 月的 SERCOM 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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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战略草案
背景
2020 年 10 月，EC-72 确认了审查和更新 WMO 能力发展战略（WCDS）的必要性。第 12 号决定（EC72）--关于修订 WMO 能力发展战略的建议，要求能力发展小组（CDP）：
审查 WMO 能力发展战略，2015(WMO-No. 1133)，与各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WMO-IOC 联合合作委员
会、区域协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协调，考虑到 WMO 改革、区域优先事项、新出现的需求和提供或支持的趋势。

CDP 成立了一个专门的 WCDS 审查工作组（TT-WCDS），由 John Ogren 和 David Farrell 担任主持人，
并邀请小组的所有成员为工作组的工作做出贡献。
WMO 专题小组对目前的 WMO 计划（2015 年）进行了审查，并确定了与 WMO 组成机构的新结构、WMO
战略计划（2020-2023 年）中的新优先事项和战略目标有关的更新和调整需求。更新后的世界减灾战略初稿
已经制定（通过顾问），并发送给 CDP 成员、各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水文协调小组和秘书处各部门征
求意见。第一稿的内容见附件 1。
审稿人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意见和建议来改进草案。主要的意见包括担心文件 "过于理论化 "和冗长（建议减
少一半），它需要更加 "前瞻性"，更好地与 WMO 最近的发展倡议保持一致，更加 "面向行动"，等等。
TT-WCDS 已经收集并总结了所有关于初稿的意见，目前正在计划下一步编写修订稿，以考虑到上述建议。同
时，一位来自美国的主题专家已于 2022 年 4 月加入这项工作，并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任命了一位新的顾
问，以帮助完成专题报告的主要任务。
进展报告已于 2022 年 4 月提交给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和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导致大会召开的事件
和行动时间表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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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步骤

澄清概念

A.

现有的世界减灾战略（2015 年）已经与 WMO 的战略计划（2012-2015 年）相联系，因此，目前的更新工
作可以被认为是一个 10 年的审查。2015 年战略提出了 "能力发展 "的新概念，包括并补充了以前的 "技术援
助 "和 "能力建设 "的方法，这反映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发
展援助机构等发展机构和组织的普遍趋势。在这个阶段，有必要审查 2015 年战略中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概念，
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TT-WCDS 将通过以下方式继续进行审查。
•

审查收到的关于《WCDS》初稿的意见。

•

评估 WCDS-2015 的影响--可用性和实用性（考虑进行 "突击调查"）。

•

严格审查 2015 年能力发展战略（CDS）的概念和方法（如 "国家气象部门分类 "的方法）。

•

审查 WMO 的其他能力发展（CD）发展--如 气候服务的能力发展。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指南
(WMO-No. 1247)、水力发展联盟(AHD)、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等。

•

审查其他联合国组织和合作伙伴最近的 CD 方法，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
公室（UNISDR）、世界银行等。

修订后的纲要

B.

在上述 A 项工作的基础上，该小组将编写一份修订的大纲，目的是：
•

提出更明确的目标。

•

与 WMO 2024-2027 年战略计划的准备工作同步进行。

•

与 WMO 的 CD 倡议保持一致 - AHD, SOFF, 等。

•

为所有的 WMO 机构制定一个 CD 战略（或框架）--将现有的 CD-相关的任务和 TC、RA 等的附
属机构进行映射；提供一个共同的指导。

•

改变 WCDS 的风格，使其更加简明、集中和面向行动。开发一个 "一页战略"版本，以促进对战
略的主要内容及其联系的理解。

•

为共同能力评估方法制定一个草图。

•

准备一份 2024-2027 年 CD 实施计划（IP）草案，与 WMO 同期的 SP/OP 相一致（IP 将在
2023 年中期的第 19 届世界气象大会（CG-19）上进行微调并定稿）。

•

考虑成功实施 WMO 优先领域所需的最紧迫的能力，如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新的统一数
据政策、有效的预警系统（EWS）与基于影响的预测和警告，以及气候服务。

•

将重点放在授权给 CDP 的具体 CD 行动上，如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培训中心（RTC）的有效性
等。

•

从成员国收集成功的 CD 行动的案例研究，并将其纳入 WCDS 的一个附件。

其他考虑因素

C.
•

世界防灾减灾委员会应促进 CD 与 WMO 的新概念相一致，如地球系统方法、公私参与（部门包
容性），以及发展能力以支持全球顶级风险--极端天气、气候变化适应、水危机和相关社会经济
影响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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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可持续性--机构、财政、基础设施等。

•

在提供天气、气候和水以及相关人力资源演变的新的多部门、多利益相关者 "生态系统 "中，确
保国家气象部门的相关性（从长远来看）的 CD。

•

重点是领导力、变革管理、地方所有权、新的组织文化；如何使 NMHS 成为吸引年轻人才的雇
主。

•

反思快速变化的技术导致价值链所有要素的创新；这如何反映未来的能力要求（例如使用新的自
动化系统，全球数值天气预报（NWP）集合和无缝预报的预期进展），过渡到基于影响的预报，
在创建产品和服务中使用 AI/ML 等。

•

发展伙伴关系的能力--在多部门、多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中，需要考虑 "集体能力 "与 "个人能力
"，并建立有效的服务型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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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目录草案
秘书的前言
执行摘要
1.

WMO 能力发展战略（WCDS）
1.1

1.2

1.3

简介
▪

为什么是能力发展（CD）？

▪

为什么是现在？

▪

修订能力发展战略的目的

CD 的愿景、使命和原则
▪

CD 视觉

▪

CD 任务

▪

CD 原则
▪

原则 1:对数据和服务采取综合和全面的方法。

▪

原则 2:鼓励国家所有权，并与现有系统合作。

▪

原则 3:让当地的优先事项来指导 CD，并利用现有的地方能力。

▪

原则 4:建立反馈机制，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信任，鼓励公平和包容。

CD 的四个维度
▪

维度 1。机构

▪

维度 2。基础设施

▪

维度 3。程序性的

▪

维度 4。人力资源

1.4 CD 战略目标
▪

目标 1:解决所需的能力（并确定不足之处）。

▪

目标 2。提高知名度和国家所有权

▪

目标 3。优化知识管理

▪

目标 4。加强资源调集和项目管理

▪

目标 5。加强全球、区域和次区域机制

▪

目标 6:增加教育和研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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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进展制度化
2.1

2.2

建立变革管理流程
▪

创建和规范 CD 的原则

▪

CD 变革理论

战略框架
▪

2.3

2.4

CD 的过程和规模
▪

步骤 1。界定要求

▪

第 2 步。建立一个基线

▪

第 3 步。分析差距

▪

第 4 步。制定一个战略计划

▪

第 5 步。确保国家所有权和支持

▪

第 6 步。调动资源

▪

第 7 步。实施 CD 应对措施

▪

第 8 步。监测和评估

制定政策实施要求
▪

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将开展一套全面的必要的政策行动

▪

质量管理战略

▪

在一个国家的双边培训计划中反映 WMO CDS 的机制

确保对组织变革采取战略性的、持续的、协调性强的方法
▪

▪

WMO 及其成员的作用
▪

WMO 秘书处

▪

服务委员会

▪

基础设施委员会

▪

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研究理事会

▪

WMO-IOC 联合协作委员会

▪

科学咨询小组

▪

成员

▪

WMO 合作伙伴

资源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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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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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为大会做准备的事件和行动的时间线
日期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活动

行动与评论
●

24 日

执行理事会第 75 届会议
(EC-75)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能力发展小组第五次会议

●

23 日

（CDP-5），日内瓦（部分
是关于世界减灾战略的 "写

WCDS 将分享 WCDS 的扩展纲要，作为
CDP 报告的一部分提交给 EC-75。
在会议前与 CDP 成员分享 WCDS 的最新
草案，以便他们熟悉情况。

●

作研讨会"）。

这将是一次在日内瓦举行的面对面的会议
（不能旅行的人可以考虑在线参加）。

●

WCDS 将参加一个写作研讨会，在 CDP6 之前最终确定对 WCDS 的修改。）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能力发展小组第六次会议

（本周内 2 天待定）。

（CDP-6），在线

●

TT-WCDS 将在会议前与 CDP 成员分享
《战略》的最终草案，以征求最终意见

●

预计本次会议的主要成果（与战略有关）
是由 CDP 成员批准 WCDS 的最终草案，
从而可以提交给 EC-76。

2023 年 2 月（日期待

●

将提出修订后的 WCDS 供 EC 批准

定）。

执行理事会第 76 届会议
(EC-76)

2023 年 3 月

能力发展小组第七次会议

●

如果 EC-76 提议对战略进行修改，CDS

(日期待定)

（CDP-7），在线

团队将修改战略，并在会议前与 CDP 成员
分享修改后的最终草案，以征求最后意
见。
●

本次会议的主要预期成果（与战略有关）
是 CDP 成员批准 CDS 的修订最终草案，
以便能够提交给大会。

2023 年 6 月 22 日至
7月2日

第十九届世界气象大会
(Cg-19)

●

将提出修订后的 WCDS 以供通过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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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

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更新的 COVID-19 影响报告
背景、范围和方法
1.
本报告涉及关于 COVID-19的影响的第5（EC-73）号决定和世界气象组织的回应，该决定要求
提交一份关于该大流行病对实施运营计划的影响和财务影响的最新报告。
2.
本报告采用的方法与提交给 EC-73的方法相同，即(a)作为2022年业务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对秘
书处各部门进行全面审查和投入，对2021年年度运营计划中的每项活动的影响进行百分比估计，并提供简要
说明，包括采取的措施；以及(b)作为世界气象组织业务监测的一部分，在2021年期间对计划绩效进行滚动审
查。其余的信息来自于本组织的财务和活动管理系统。2020-2021年绩效评估报告》（EC-75/INF）中介绍
了 COVID-19大流行病对每个战略目标的影响要点。4(1a) - LTG 1,LTG 2,LTG 3,LTG 4和 LTG 5）。

对计划执行的影响
3.
2021年，方案的实施继续受到 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尽管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影
响的活动也比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对运营计划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在修改交付方式方面，以及采取了缓解措
施，使本组织能够适应新的正常情况。如图1所示，受影响活动的比例从2020年的82%下降到2021年的
73%，影响的严重程度也有类似的下降。受强烈影响的活动份额从2020年的24%下降到2021年的14%。同
样，在同一时期，没有受到大流行病影响的活动比例也从16%上升到27%。登记的影响总体上比较柔和，接
近三分之二的活动在2021年受到该大流行病的轻度至中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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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这种宽松的情况并不适用于用自愿捐款实施的项目（所谓的预算外（XB）活动），这些活动大多
是实地性的，需要实地考察、安装设备和实践培训。这些活动继续受到旅行限制和无法进行面对面会议的阻
碍。从图2中可以看出，受 COVID-19大流行病影响的项目活动比例从27%大幅增加到44%，其中受强烈影
响的活动比例增加了5%，达到18%。

图2:按长期目标（LTG）和活动类型分析
5.
图3总结了按 LTG 和战略目标（SO）观察到的影响。与2020年相比，长期目标1（服务提
供），特别是长期目标2（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的实施恢复了速度，受到的影响不大。长期组3（研究）仍
然是受影响最小的组别之一，尽管受到强烈影响的活动份额略有增加（11%，而2020年则没有）。与本组织

EC-75/INF.4（1b）, p. 3

区域活动相关的 LTG 4仅受到适度影响，除了包含本组织很大一部分能力发展倡议的 SO 4.2。后者是受无法
举行面对面的会议和旅行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图3
6.
以下活动在所有长期目标中受到的影响最大（即取消、推迟或仅部分实施）：需要特定技术或面
对面课程的培训（如水文气象预报工具的使用、次季节到季节性预报、空气质量预测、城市建模和观测、气候
服务工具包）、任务 （如评估数值天气预报能力、安装设备、进行测量、运行 HydroSOS）。评估数值天气
预报能力、安装设备、进行测量、运行 HydroSOS）、咨询会议 （例如，启动建立国家天气、水和气候服务
框架或制定国家战略计划）、审计（例如，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指定中心和世界气象组织信
息系统（WIS）基础设施）和试点（例如，无缝 GDPFS）。
7.
大流行病对培训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超过40%的战略目标4.2活动受到强烈或中等程度的影
响。从积极的方面看，不可能举行面对面的会议，彻底改变了远程学习。与 COVID 之前相比，短期培训的受
益者数量增加了两倍，其中女性参与者的数量尤其激增（见图4）。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容易进行，需要
对电子平台和技术进行投资，但 WMO 及其合作伙伴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现实情况。重新设计了课程，并对课程
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在线和混合式教学。

图4:在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培训中心或教育和培训伙伴提供的短期课程中接受培训的受援专家
数量，按性别分列。
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 ETR 办公室记录，2021年

8.
世界气象组织研究金计划受到负面影响，申请和获得研究金的数量比2019年减少了一半（见图
5）。许多大学向外国学生关闭了大门。一些学员在网上学习，由于互联网连接不畅，这给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的学员带来了困难；其他学员要求推迟学习。

图5:申请与授予的研究金数量，世界气象组织，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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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由于航空业的中断，WMO-IATA 合作 AMDAR 计划（WICAP）的实施受到很大影响。据估计，
它比原来的计划滞后了大约两年时间。专家组和研究小组的技术工作 转移到了网上，但由于虚拟工作的特点
是交付时间较长，因此出现了延误。WIS 2.0和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的情况尤其如此。专家的减
少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影响了区域和国家对世界气象组织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的实施，将地球系统
各领域纳入 WIGOS 数据质量监测系统（WDQMS），以及设计新的世界信息系统监测活动。其他技术活
动，如开发气候服务基本教学包和编写《洪水风险绘图手册》，由于接触撰稿人的机会有限而受到影响。

受影响最小的活动。2021年年度运营计划中超过一半的活动没有受到 COVID-19的影响，或者
10.
出现了轻微延迟。所有治理机构都能举行会议。出版物 方面的工作受到了最小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继续发
布其全系列的旗舰报告，如《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包括区域性的此类报告）、《气候服务状况报告》、《温
室气体公报》和《联合科学报告》等等。指导材料的制定也基本按时进行。大部分区域活动按计划进行（区域
协会会议、管理组和其他附属机构的会议、区域热带气旋和台风委员会会议）。
11.
筹资工作继续不间断地进行，为2020-2021年的八个新项目筹集了2870万美元。系统观测融资
机制（SOFF）是作为一个新的融资机制建立的，以支持各国生成和交换基本观测数据。公私参与 工作在研讨
会、出版物、推广世界气象组织关于伙伴关系的指南和政策框架方面取得了进展。

财务影响
12.
表1为按照支出用途、至2021年12月31日以及支出占常规预算的百分比分列的2021年常规预算。支
出额包括实际支出和承付款额（单位：千瑞郎）。
13.
2021年期间，与预算金额相比，差旅、研究金和培训领域出现了大量支出不足。支出不足的直接
原因是为应对 COVID-19大流行病的相关限制而对方案执行方式进行的调整。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
减少了需要差旅支出的亲临现场和面对面会议及其活动的数量。这些减少被与赠款和财政捐款以及短期职员和
顾问类别相关的支出增加大大抵消，反映了将活动从直接差旅和会议活动转向其他计划提供模式的重新规划。
此外，合同费用也有增加，这需要支持促进在线会议和增加口译。许多无法以虚拟方式举行并被推迟的会议在
2021年下半年开始举行，许多会议预计将在2022年举行，因此使用了与2020年和2021年的旅行有关的部分支出
不足。
表 1.按支出用途分列的预算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支出

支出用途

(a) 工作人员费用

21

2021 年预
算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的支出

21

占预算
的百分
比

48,395.2

42,301.1

87.4%

(b) 短期员工和顾问

3,110.9

4,507.7

144.9
%

(c) 差旅

5,595.0

294.4

5.3%

(d) 奖学金与培训

1,177.2

359.5

30.5%

以预算会计为基础显示的数额，故与财务报表中最终以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为基础的信息有所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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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赠款和财政捐款

2,058.4

2,355.9

114.5
%

(f) 合同及营运费用

6,365.2

11,358.9

178.5
%

(g) 偿还总部大楼的贷款

1,477.3

1,477.3

100.0
%

62,654.7

91.9%

合计

68,179.2

14.
此外，由于教育机构的活动减少以及面对面培训的机会减少，经常预算资助的奖学金和培训类别
也有支出结余。预计在 COVID-19大流行病相关限制开始放宽后，2022年期间将开展更多的研究金和培训活
动。
15.
应该指出的是，预算部分的影响不仅反映了 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而且还反映了2020-2021
两年期实施的重组过程中产生的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作人员空缺。许多空缺是在夏季征聘的，在2021年下半年填
补，这是2021年总体支出不足的原因。此外，与预算相比，2021年与合同和业务费用有关的支出水平很高，这
与实施解决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关键基础设施需求的项目有关，这些项目使用了2020年的未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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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按预算部分列出的预算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支出

拨款部分

2021 年
预算

22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的支出

占预算的
百分比

第一部分.LTG 1.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

16,192.
7

15,103.6

93.3%

第二部分 LTG 2.促进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

11,916.
0

10,241.9

86.0%

第三部分 LTG 3.促进有针对性的研究

6,449.8

6,422.1

99.6%

第四部分 LTG 4.弥补能力差距

13,528.
3

12,341.7

91.2%

775.8

512.7

66.1%

第六部分政策制定机构、执行管理和监督

9,238.2

8,999.6

97.4%

Part VII.语言服务处

10,078.
4

9,033.1

89.6%

68,179
.2

62,654.7

91.9%

第五部分 长期目标 5 WMO 结构和计划的战略重
组

共计

16.
在实施预算外资金活动方面，支出 23 ，2021年比2020年减少约17%，比2019年减少27%，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与 COVID-19有关。一般与本组织执行伙伴开展的活动有关的会议和项目水平大幅减少。相关支出
从2020年的750万瑞士法郎减少到2021年的510万瑞士法郎，减少约30%。预计这些活动的实施将在2022年进
行，并在需要时对与实施伙伴的相关协议进行了修订，以反映这些预期。2021年期间，约有25万瑞郎被返还给
捐助方，部分原因是 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以及捐助方无力延长相关活动的实施期限。根据2022年预算外
资金活动的实施水平，有可能需要根据捐助方协议的条款向捐助方退还一些额外的预算外资金。
对世界气象组织机构会议的影响
17.
尽管 COVID-19大流行病对旅行和2021年的会议继续施加限制，但所有 WMO 机构，包括大多
数新成立的区域协会的附属机构，都通过不同的视频会议系统举行了会议，如图6所概述。
18.
总的来说，更多的会议被召开，而且更加频繁，将工作文化转变为更多地通过通信和在线方式开
展业务，并允许数量空前的专家参与。同时，分配给虚拟会议的有限时间减少了互动，有时也限制了辩论的范
围和深度。2020-2021年绩效评估报告》中提出的分析（EC-75/INF.4(1) - LTG 5)进一步表明，由于缺乏
面对面的会议，以及动态的变化，新机构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在执行最初设想的工作计划时遇到了困难。

22

以预算会计为基础显示的数额，故与财务报表中最终以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为基础的信息有所不同。

23

根据年终财务结算和财务报表最终确定过程的最终确定，在此数额可能会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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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为虚拟会议确定的时间框架（大多在12:00-14:00 UTC 左右）在大多数地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成员
的出席率，但也惩罚了一些成员（特别是地区 V）。与2020年一样，WMO 机构的虚拟会议通过一次或多次2-3
小时的会议举行，总时间从2小时（简短的单一会议）到30小时（最长的分解会议）不等。几乎在所有情况
下， 24 ，虚拟会议的时间比实际会议的情况低。

图 6:在社区平台上报告了 2021 年虚拟会议/会议的世界气象组织机构（非详尽的清单）
25 如图7所示，将2021年报告的虚拟会议持续时间 26 ，与计划或估计的实际会议持续时间 27
20.
（根据过去的做法、EC-73的决定 28 ，以及关于附属机构运作的指导意见 29 ）进行比较，发现总体而言，虚
拟理事机构的会期与实际会议的会期接近（73%），而其他机构的会期和会议大致在40%和20%之间，技术委
员会的常设委员会、研究小组和管理组的会议时间减少最多（超过300小时）。

24
25

26

唯一的情况是 RA I-18（30 小时）的虚拟会议时间与实际会议时间相当。
估计实际会议的持续时间为每年天数。Cg-Ext(2021)。5；EC-73 和 74。3；欧共体附属机构。3 个（PAC、TCC、AOC
和 TF 区域 x 2）
；RAs。5；RA MGs, WGs, TTs, committees:3；TCs。5；TC MGs。3 (x 2); TC SCs &
SGs:3；额外的机构。3（RB x 2）
。
本图中报告的信息取决于世界气象组织社区平台（https://community.wmo.int）中的信息。当小时数不详或不清楚时，
则假定每次会议的标准时间为两小时。对于组成机构的会议，只计算全体会议时间，包括大会的水文大会和区域协会的区
域技术会议。

27

技术委员会的专家小组和任务小组不包括在这一比较中，因为预计无论如何都会通过虚拟方式开会。见脚注 6。

28

EC-72，总结报告：https://library.wmo.int/doc_num.php?explnum_id=10504#page=7。

29

技术委员会的议事规则：https://library.wmo.int/doc_num.php?explnum_id=9952#page=17;决议 1 (INFCOM1)决议 1 (SERC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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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21 年报告的虚拟会议和计划/估计的实际会议/会谈的持续时间（小时）比较
21.
委员和专家出席会议的情况显示出不同的模式，如图8所示，该图显示了第十七和第十八个财政
期组成机构会议的出席情况和代表情况的比较。在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虚拟会议上，成员及其代表（代
表）的出席率都要高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出席 RAs 虚拟会议的成员代表增加了67%，这在确保参与、透明
度和执行所做决定方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最显著的增长见于 RA IV（+200%）、RA III（+156%）
和 RA V（+139%）。
22.
在2021年之前，唯一的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是在2012年举行的，有71%的议员出席，而出席 CgExt（2021）的议员只有61%。可能是成员之间的时区差异程度（最西边的成员和最东边的成员之间相差14
个小时）给参加会议带来了挑战。

图 8:第十八届和第十七届财政期的比较(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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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出席率有所提高，但这并不一定导致更多成员国在会议期间更积极地参与议程
项目。需要进一步监测，以了解促成因素，并能够总结出经验教训。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世界气象组织没有
为成员，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组成机构的会议支付任何旅行费用。
24.
就成员而言，不可能确定大流行病是否阻止了加入新技术委员会的更快速度。截至2022年4月，
略高于一半的成员加入了观测、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委员会（INFCOM）或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和
应用委员会（SERCOM），与以前的结构相比，平均降低了28%。自2020年的上一次报告以来，成员通过
专家在技术委员会附属机构和研究委员会的代表性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变化，仍然低于过去的水平（-31%）。
伙伴组织的代表直接参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机构，在第十七个财政期间没有正式的可能，但达到了一个重要
的比率（42%）。
25.
正如上一份报告（EC-73/INF.3.1(2)），在线会议的举行导致了碳排放的大幅减少。在以下方
面也实现了额外的效率：降低会议运营成本；在处理、取消和推迟会议方面更加灵活；提高会议服务的成本效
益。然而，会议持续时间、时区差异下的公平参与机会、根据第31条规定承担费用、互动水平和产出质量之
间的平衡点仍有待探索。
26.

由 SERCOM 主席提供的附件中载有从 SERCOM 附属机构的混合会议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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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从举行 SERCOM 附属机构混合会议中吸取的教训。SERCOM 主席的思考

背景介绍
1.
2020 年和 2021 年，随着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天气、气
候、气象及相关环境服务和应用委员会（服务委员会或 SERCOM）的附属机构用来协调其工作的一个主要
（一般是唯一）机制是在线会议，专家通过视频/电话会议远程参与。例如，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
期间，SERCOM 管理组（SERCOM-MG）召开了十一（11）次在线会议，没有召开混合会议，也没有召开
完整的面对面会议。
2.
虽然在线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让参与 SERCOM 附属机构工作的专家了解进展和参与合作的
关键需求，但这些会议并非没有纰漏，尤其是在国际环境中应用时，专家们仍然在自己的国家，往往跨越多个
时区。
3.
2022 年初，随着与 COVID-19 相关的健康和国际旅行状况在一些国家/地区（但我承认不是所
有国家/地区）开始改善，SERCOM 主席在与 WMO 执行管理层协商后，着手批准以混合模式召开 SERCOM
附属机构的几次会议，有能力前往合适会议地点的专家可以亲自出席，没有能力的专家可以通过视频/电话会
议在线出席。更具体地说，SERCOM 在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召开了以下混合会议。
•

航空服务常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SC-AVI-2），2022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1000-1315
UTC，WMO 总部，日内瓦，并通过微软 Teams 在线会议

•

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SC-CLI-4），2022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1100-1400
UTC，世界气象组织总部，日内瓦，并通过微软 Teams 在线举行

•

农业服务常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SC-AGR-3），2022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世界协调时
1100-1400，世界气象组织总部，日内瓦，并通过微软 Teams 在线举行

•

服务委员会管理组（SERCOM-MG-1）第一次会议，2022 年 5 月 2 日至 5 日，7301030UTC 和 1130-1430UTC，世界气象组织总部，日内瓦，并通过微软 Teams 在线举行

4.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健康/旅行状况变得更加有利，SERCOM 主席认为，从仅有的在线会议过渡到
混合会议是一个理想的、必要的，但最终是过渡性的步骤，以恢复全面的、面对面的会议。虽然接受在线会议
和混合会议在某些情况下有其优点，如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但认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并承认世界气象组
织工作的国际性质，在线会议和混合会议产生了太多的妥协，使其无法成为长期、单一地协调 SERCOM 附属
机构工作的高效和有效机制。事实上，今后，SERCOM 主席将期望恢复在线会议（例如每季度一次）和全面
的现场会议（例如每两年一次）的组合，以监督和实施 SERCOM 附属机构的工作。

取得的经验
5.

从上文提到的 SERCOM 附属机构混合会议的召开中获得的经验总结如下。

优点/劣势

缺点/劣势

总的来说，用于举行混合会议的视频/电话会
议设施（微软 Teams）发挥了最佳作用。

在适用的情况下，与同等的全面、面对面的会议相比，限
制混合会议的工作时间，导致陈述和讨论的时间都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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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的情况下，要求所有会议参与者（现场
和在线）加入视频/电话会议设施，效果很
好，鼓励了包容性。

对于大多数在线参与者来说，混合会议的工作时间是在当
地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对于一些在线参与者，工作时间远
远超出了当地的正常工作时间。这给一些专家带来了不
便，干扰了工作/生活的平衡。

世界气象组织节省了资金，因为与同等的完整
的现场会议相比，参加混合会议的专家较少
（因此对差旅费和生活费支持的要求也较
少）。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会议的混合性质，决策的效率受到了
影响，审议的深度（丰富性）受到了严重阻碍。此外，混
合会议不适合对讨论进行 "二次思考 "或反思。

碳足迹较低的原因是，与同等的完整的面对面
会议相比，乘坐国际航班前往混合会议地点的
专家较少。

在混合会议期间和 "边缘"（例如在会议的休息时间），无
法以最佳方式集思广益，调和复杂的问题。在应用时，分
组讨论的功效也受到影响。
对于混合会议的主席来说，有时要同时主持现场和在线与
会者的讨论，这很有挑战性。
由于技术连接问题（如互联网连接中断），混合会议的程
序有短暂的中断。
有时，潜在的亲临现场的与会者迫切要求获得关于国家和
国际旅行和入境要求的最新官方建议，这给世界气象组织
秘书处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在网上加入的参与者有时会被他们的日常工作任务打断，
从而干扰了他们的混合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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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财期(2024-2027)最大支出的准备过程和要素

摘要、背景和介绍
1.

本信息文件介绍了确立秘书长关于第十九财期（2024-2027 年）最大支出水平建议的主要内容，其中

考虑了 2021 年大会特别会议（Cg）和执行理事会（EC）会议期间讨论的进一步解决世界气象组织任务实施
的关键议题。本文件中提出的秘书长建议的内容反映了将由财务咨询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FINAC-41）初
步讨论的综合建议的初步内容，最终将成为 2023 年由 EC-76 审议并由 Cg-19 批准的全部最大支出的基础。
2.

拟议的最大支出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有足够的资源，以促进有效和高效地实现《战略计划》所确定的世界

气象组织的目标，该计划描述了成员在执行世界气象组织任务方面的要求和期望。为实现这一目标，关于最大
开支的完整提案将在其核心部分整合《2024-2027 年战略规划》草案和相应的《运营计划大纲》的内容，采
用完整的成果预算制（RBB）表述和方法。第十九财期（2024-2027 年）的最大支出建议将在 2022 年期间
全面制定，其中包括从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和 EC-75 收到的有关 2024-2027 年战略计划的指导意见，
包括已确定的新举措。
3.

在制定第十九财期的最大支出建议时，秘书处继续关注效率概念，考虑到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启动的转型进程，以增加内部经济和改善服务提供为目标。 第十八财期的两个两年期受到了一些外部因
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影响了计划的实施和相关的财务执行。因此，在实施方式上确定并引入了一系列变化，为
本组织增加了价值，并缓解了这些外部因素，下文相关部分将进一步介绍。
4.

建议中还考虑了通货膨胀对世界气象组织计划支出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当前和未来的实施运营成本有着

切实的影响，需要明确提出，以便成员能够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特别是在这个时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指标
显示未来几年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通货膨胀将对世界气象组织的未来运作产生实质性影响。虽然通货膨胀的
影响历来是通过继续努力实施增效措施，特别是在行政、语言、出版和会议服务领域的增效措施来部分吸收
的，但在预算中明确列入通货膨胀估计数将使成员国的预算编制过程更加透明，并将减少惩罚本组织购买力的
风险。此外，鉴于下文所述的方案领域已经确定的效率的再投资，任何进一步吸收通货膨胀影响的问题只能通
过减少方案的实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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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大开支的初步考虑
5.

秘书长的最大支出建议是以四步渐进的方式制定的，以现实地评估所需资源，确保本组织有最大能力以

最有效的方式实现《2024-2027 年战略规划》中确定的目标和成果，同时考虑到业务转型和适应后 COVID19 的情况。这四步程序包括以下内容。
(a)

考虑将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的最大支出水平作为了解第十九财期（2024-2027 年）
支出趋势的基线，同时考虑到转型进程和相关效率、会议和旅行方面的新现实以及影响本财政期
的其他外部因素。

(b)

确定额外的效率、运营模式的变化，考虑已经实现的效率的投资及其对第十九财期（20242027）的影响。

(c)

考虑到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估计通货膨胀对本组织继续实施其活动的能力的财务影响，这在
当前和预期的全球金融环境中尤为重要；以及

(d)

确定处理重点领域和优先事项的成本和效益，包括已确定的新举措，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实施
《2024-2027 年战略规划》所需的，包括新的产出以及扩大实施以前确定的产出。

6.

四个步骤中的前三个步骤的总结果，不包括根据《2024-2027 年战略计划》确定的新出现的倡议的财

务影响，确定四年财政期（2024-2027 年）的最大支出水平增加 640 万瑞士法郎，与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相比，增加 2.3%，按主要驱动因素汇总于下表 1 和图 1。这一增长考虑到了将确定的效率重新投
资于正在进行的核心方案活动。因此，增长只是由下文进一步描述的通货膨胀的预测影响所驱动。同样如表 1
和图 1 所示，《战略计划》中确定的新举措的财务影响将在 2023 年初举行的 EC 会议（EC-76）之前进行更
新，并纳入 PAC 和 EC 关于《2024-2027 年战略计划》的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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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影响拟议最大支出水平的因素
2024-2027 年，不包括有待确定的新举措的预算影响
(单位：千瑞士法郎)

Maximum Expenditure Drivers

Amount

Baseline: Maximum Expenditure 2020-2023
less:
Additional savings from administrative reform
Net savings from reduced travel
Additional efficiencies and economies
Plus:
Investment of savings in technical workforce

271,544.4
5,495.4
3,900.8
5,632.1

Sub-total
Plus:
Impact of inflation on staff costs
Impact of inflation on non-staff costs
Revised: Maximum Expenditure 2024-2027
Plus:
Estimated cost of emerging initiatives to be identified
Total Proposed Maximum Expenditure 2024-2027
7.

图 1 提供了上述表 1 中所列数额的图形表示。

15,028.3
271,544.4
4,583.0
1,770.8
277,898.2

EC-75/INF.4(1d), p. 4

图 1:影响 2024-2027 年拟议最大支出水平的因素分析，不包括有待确定的新举措的预算影响
(单位：百万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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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财期（2020-2023）的支出趋势分析
8.

世界气象组织在第十八财期的业务和活动受到几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秘书处审查和修改其业

务模式，以继续履行其对成员的承诺。这种业务适应性，加上第十八财期实施的组织改革进程，导致该财政期
出现了非典型的支出模式，在为第十九财期的运营计划及其支出模式制定基础和理由时必须加以考虑。

对 2020-2021 年第一个 两年期的分析
9.

2020-2021 两年期受到三个不同因素的重大影响，导致两年期内的支出水平低于正常水平。第一个因

素是 COVID-19 大流行病，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两年期内可以实施的旅行、面对面会议、奖学金和培训活
动的数量。第二个因素是 2020 年前三季度成员国缴纳分摊会费的水平异常低，由于周转基金的资金水平有
限，限制了秘书处的财务复原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秘书处在 2020 年的后半年控制活动的实施水平，
这对进入 2021 年的方案实施水平继续产生影响。最后，2020 年开始的秘书处重组导致行政人员费用大幅减
少，使这些资金能够重新投资于秘书处包括各区域的关键技术人员需求。然而，新增技术人员的聘用主要发生
在 2021 年的后半年，并将持续到 2022 年，这给人事费用支出带来一些额外的延迟。 所有上述情况导致
2020-2021 两年期的支出低于预期，并大大改变了按支出用途划分的传统支出模式。

对 2022-2023 年第二个 两年期的分析
10.

2022-2023 两年期与 2020-2021 两年期相比，在实质性方面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尽管 COVID-

19 大流行病仍在世界某些地区存在，但通过重新规划和改变业务模式，该大流行病对执行工作的影响已经得
到缓解。2022 年和 2023 年的运营计划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影响，并制定了详细计划，以充分利
用 2022-2023 两年期的核定预算。第二，2020-2021 两年期的未用资金由 EC 30 ，正式重新分配给 20222023 两年期使用，以解决被推迟的计划活动，以及实施关键的投资需求，并为本组织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资
金。这使得秘书处可以在不影响 2024-2027 年预算的情况下，对重大项目进行重要投资，包括对世界气象组
织总部大楼的 IT 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翻新和改进，对各地区的设施和 IT 基础设施进行计划投资，以及对
新的 ERP 进行投资。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病的适应过程和为 2022-2023 两年期进行的详细规划，使秘书
处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可以充分利用 2022-2023 两年期的总资源，并按支出用途稳定了新的支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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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效率措施及其对计划活动的再投资
11.

下一节介绍了影响 2024-2027 年拟议最大支出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节介绍了已确定的、可减

少 2024-2027 年财政期本组织活动所需费用的效率。其中一些效率已经确定，并在 2020-2023 年财政期实
现，一些将在 2024-2027 年财政期完全实现。第二部分介绍了如何对这些效率进行再投资以确保方案活动的
实施。
有效的效率 措施和节余摘要
12.

自 1995 年以来，在 EC 和大会的指导下，世界气象组织不断推出措施，以提高计划执行和支持业务的

效率和效果。继续确定和实施这些措施得到了成员国的好评，并将在 2024-2027 年期间保持。虽然在行政领
域实现的所有节余历来都被重新分配到方案领域，但在不影响所提供的内部服务质量的情况下继续引入额外的
节余，其灵活性有限，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现实。以下是最近一个财政期实现的增效措施和在确定拟议最大支
出时考虑的有效节余的摘要。

行政改革带来的额外节省
13.

改革。在第十八财期进行的组成机构的改革，通过资源的合理化、改善决策能力、更有活力和积极主动

的会议规划以及对世界气象组织运作的整体安排，大大改善了世界气象组织的效率和效力。虽然从财务角度来
看，改革是一个中性的投资，但它建立了框架，促进了行政活动中额外经济的实现，并在计划领域和世界气象
组织区域内实现了关键投资。
14.

行政改革。 根据大会的要求（Cg-18），秘书长确定了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在行政工作方面，从而在第

十八财期持续节省了 530 万瑞士法郎，超过了要求的数额。重组后，每年可在行政程序中节省 270 万瑞士法
郎，这在 2021 年已经实现，并将在以后的每一年继续实现。 重组带来的节余一般是通过行政程序的合理化
和集中化实现的，这导致了工作人员费用的大幅减少，特别是一般事务人员类别，以及与某些服务外包有关的
合同费用的有限增加。2024-2027 年的最大支出建议包含了对这些已实现的节约和对计划活动的行政支持所
实现的效率的继续承诺。在 2020-2023 年财务期的行政改革中实现的对 2024-2027 年财务期的额外效率的
财务影响是 550 万瑞士法郎的边际金额。

减少旅行带来的净节约
15.

除了在上一财政期实施的旅行政策所带来的节约外，秘书处成功地适应了与 COVID-19 大流行病有关

的现行措施对旅行和面对面会议的限制，从而认识到许多方案成果可以成功和有效地实施，而不需要同样水平
的旅行开支。这包括广泛采用和利用视频会议、混合会议和其他实施途径。正如最近更新的世界气象组织旅行
政策(第 27 号决议(EC-73))所预见的那样，人们认识到将继续需要旅行和面对面的会议，并将继续支持这种
旅行；然而，预计旅行的水平，特别是与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旅行有关的水平，将能够减少，而不会妨碍已批准
的战略计划和相关业务计划的实施。由于上述原因，预计差旅费水平降低，扣除支持虚拟会议和混合会议的费
用增加后，2024-2027 年财政期的支出将比 2020-2023 年财政期的计划数额减少约 400 万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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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效率和经济效益
16.

间接费用的合理化。2022 年开始对用正常预算资金开展的行政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并将继续进行审查，

以确定和量化管理预算外资金所涉及的间接费用，并正式将这些费用重新分配，由计划支助费用特别账户供
资。 31.这一过程将消除经常预算对此类费用的负担，并将进一步减少 2024-2027 年财政期间的行政费用。
据估计，从经常预算中重新分配这些活动的资金，将在 2024-2027 年财政期带来约 200 万瑞士法郎的额外
经济。
17.

额外的行政节约。作为持续审查效率的一部分，秘书处能够确定更多削减行政费用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将

以前的行政职位重新安排到方案活动中，作为持续审查行政程序和人员需求的一部分，来削减人事费用。据估
计，与 2020-2023 年财政期的计划金额相比，2024-2027 年财政期在行政职能方面的这种节约将达到约
200 万瑞士法郎。
18.

合理安排临时工作人员和咨询人员。如下文所述，通过加强整个秘书处的技术专长而实现的节约投资，可

以减少短期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和某些咨询服务。与 2020-2023 年财政期的计划金额相比，2024-2027 年
期间，这些节余估计为 250 万瑞士法郎。这一数额被增加的 100 万瑞士法郎所抵消，后者是对具体技术支持
和其他自动化的合同服务的投资，特别是与新的 ERP 系统的最终实施和上线后支持有关的投资。

其他效率和经济，允许在相同的成本下扩大服务。
19.

语言、会议和出版物服务及会议。在过去的财政期间，已经累计采取了大量的节约措施。在减少文件量方

面所做的努力、采用计算机辅助/机器翻译工具以及精简本组织出版物的规划和管理，从根本上减少了文件和
出版物方面的印刷需求。其他举措，如无纸化会议、在线出版政策、印刷和翻译外包、使用视频会议以及减少
一些组成机构会议和其他主要会议的天数，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持续实现节约，并允许在不增加资源的情况下
增加多语言会议的数量。这种对资源的优化和对转型的投资，有助于将资源重新部署到技术部，以进一步扩大
向成员国提供的语言服务水平。
20.

大楼项目和信息技术。2020-2021 两年期因重组和 COVID-19 大流行病的影响而实现的经济效益，经

EC 批准，在 2022-2023 两年期广泛用于实施对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和 IT 基础设施项目的关键投资。从
2022-2023 两年期开始实施新的 ERP，并发展与局域网系统相关的 IT 基础设施，将在短期内大大改善支持
服务的质量，并为 IT 使用提供更强大的骨干。将 2020-2021 两年期的节余用于这些关键项目，可以完成这
些关键投资，而不需要从 2024-2027 年预算中申请额外资源。在 2024-2027 年拟议的最大支出总额中，包
含了通常在头几年发生的新 ERP 系统的一些边际实施后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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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确定的效率和节余进行再投资
21.

正如与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有关的 INF 文件

32

，并在相关决议中批准

33

，实现的节约和效率，特

别是行政改革带来的节约和效率，由秘书长进行再投资，通过招聘，主要是招聘中级专业人员，增加秘书处关
键领域的知识，在技术职能方面，重点加强 WMO 区域和能力发展活动，继续为成员服务。到目前为止，通过
在区域办事处设立和填补七个额外的职位，对区域活动的贡献将直接影响到改善世界气象组织与各区域的国家
气象和水文服务（NMHS）的协调以及全球活动的实施。
22.

为增加秘书处在关键领域的知识而对效率和节余进行再投资的总体结果是，2024-2027 年财政期的预

测人事费用

34

，净增加约 1500 万瑞士法郎。

通货膨胀对第十九财期（2024-2027）的影响
23.

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历史分析表明，与 1995 年通过的上一次实际增长预算相比，第十八财期秘书处预算

的累计购买力损失约为 3200 万瑞士法郎， 35 。在过去的财政期中，累计采取的节约和增效措施，同时偶尔
适度增加特定计划领域的预算，使本组织能够吸收 20 多年来积累的通货膨胀造成的购买力下降的部分影响。
如果被忽视或没有资金，通货膨胀将降低世界气象组织有效执行其任务的能力。 鉴于目前的环境，当中长期
通货膨胀指标预测未来几年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必须明确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将其计入预算估计中。
24.

由于秘书处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瑞士，而且大部分支出与工作人员费用有关，因此使用瑞士的通货膨胀率

是最合适的措施。用于预算目的的适当的通货膨胀率需要是公开的、国际公认的并涵盖预测期。 日内瓦各州
当局和瑞士国家银行公开提供的通货膨胀率是可用的，并受到尊重；但是，它们不包括预测期。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公布了基于瑞士的通货膨胀估计值，是提供此类金融数据的公认机构，并公布了中期预测（即
四至六年）。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已被确定为适当的通货膨胀率指标，用于确定预算估
计数。
2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通货膨胀率，并为了减轻对将要批准的最大支出的购买力的进一步侵蚀，已将

1.0%的估计年通货膨胀率作为最大支出的一个要素，这导致第十九财期的四年中预测的通货膨胀影响约为
640 万瑞士法郎，或 2.3%。
26.

作为第二个两年期预算的一部分，将对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影响进行分析，如果通货膨胀率继续增加或根

据修订后的通货膨胀率放宽预算，就可以要求补充资源。
与战略计划和新兴倡议相一致
27.

关于 2024-2027 年最大开支的完整建议的编制和提交将继续遵循成果预算制的方法，并将利用在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期间获得的经验。此外，将提交给 Cg-19 的关于最大支出的完整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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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显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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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纳入额外的预算估计数，以支持根据《2024-2027 年战略计划》确定的新出现的倡议，该计划正在 EC-75
会议上详细讨论。以下重要的新举措预计将被纳入提交给 Cg-19 的关于最大开支的完整提案中。
•

联合国全球预警/适应倡议

•

全球温室气体（GHG）监测基础设施

•

水之雄心，包括支持水-气候联盟的协调工作

•

区域改革，包括对区域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基础设施的额外投资

•

成员们确定并同意的其他潜在的新举措

36
37
38
39

40

审查和批准 2024-2027 年最大支出的程序
28.

如上所述，秘书长关于第十九财期（2024-2027 年）最大支出的完整建议必须考虑到《2024-2027

年战略计划》中的所有优先事项和新出现的倡议。 EC 将在 2022 年 6 月举行的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广泛审议
《2024-2027 年战略计划》，并在审议结束后编制最大开支的完整建议，以确保其与《2024-2027 年战略
计划》完全一致。
29.

财务条例》对最大支出提案的提交和审议时间规定如下。
条例 3.4

估计数应在审议会议前至少五个星期提交给 EC。 EC 应审查这些文件，并就这些文

件编写一份报告提交大会。
条例 3.5

秘书长编制的估计数应在大会开幕前至少六个月送交所有会员。EC 关于概算的报告

应与概算一起递交，或在其后尽快递交，但不得迟于大会会议开始前三个月。
30.

为确保遵守《财务条例》，并使 EC 和大会能够进行最有效和高效的审议，下文表 2 概述了与审查和批

准 2024-2027 年最大支出有关的活动和里程碑。
表 2:与审查和批准有关的活动和里程碑
2024-2027 年的最大支出

活动
2024-2027 年最大支出
的要素介绍

36
37

制宪机构会议和/或日
期
FINAC-41
(2022 年 6 月)

相关文件

EC 信息（INF）文件

结果
FINAC 的审议和对秘书处
的指导

EC-75/Doc.4(2)
EC-75/Doc.4(3)

39

第 4 号决议（Cg-Ext（2021））。- 世界气象组织水文学的愿景和战略及其相关行动计划
第 8 号决议（Cg-EXT（2021））。- 全面审查世界气象组织的区域概念和方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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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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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19 决议草案
公布秘书长关于 20242027 年最大支出的建议

Cg-19 INF 文件
2022 年 11 月

不适用
EC-76 建议草案
EC INF 文件

介绍秘书长关于 20242027 年最大支出的建议

介绍秘书长关于 20242027 年最大支出的建议

FINAC-42
(2023 年 2 月)

EC-76 建议草案

EC-76
(2023 年 2 月)

EC-76 建议草案

如有需要，公布秘书长关于
2024-2027 年最大支出

2023 年 2 月

的最新建议

介绍秘书长关于 2024-

EC-76 INF 文件

EC INF 文件

更新的 Cg-19 决议
更新的 Cg-19 INF 文件

更新的 Cg-19 决议

向 EC-76 报告
对 EC-76 建议和/或 EC76 INF 文件的潜在更新
EC 对 Cg-19 的建议
对 Cg-19 决议和/或 Cg19 INF 文件的潜在更新

不适用

向 Cg-19 报告

2027 年最大支出的建议

FINAC-43
(2023 年 5 月)

更新的 Cg-19 INF 文件

介绍秘书长关于 2024-

第十九届大会

更新的 Cg-19 决议

关于 2024-2027 年最大

2027 年最大支出的建议

(2023 年 5 月至 6 月)

更新的 Cg-19 INF 文件

支出的批准决议

_________________

对 Cg-19 决议和/或 Cg19 INF 文件的潜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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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通货膨胀的历史视角
1.

从 1996 年起，世界气象组织开始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对分摊会费采取持续的零名义增长或低于零

实际增长的预算方法。这种情况促进了效率的发展，主要是在行政和支持领域，目的是获得经济效益，以限制
计划资源的侵蚀，同时支持新的计划要求和倡议。然而，正如文件主体所描述的那样，通货膨胀对世界气象组
织执行其任务的能力有真正的影响，需要以透明的方式来理解和沟通，以便作出适当和知情的决策。
2.

由于采用了名义零增长的方法，尽管在过去两个财政期有一些有限的预算增长，但在 2020-2023 年的

最后一个财政期，按实际价值（包括通货膨胀的影响）与 1996-1999 年财政期批准的最大支出（按实际零增
长批准）相比，世界气象组织预算的累计购买力损失估计为 3200 万瑞士法郎的水平。
图 2:通货膨胀对 1996 至 2023 年世界气象组织分摊会费购买力的影响
(单位：百万瑞士法郎)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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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全球预警差距的国际行动：支持气候适应的联合国全球预警倡议
背景
在 2022 年 3 月 23 日的世界气象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宣布，联合国将带头采取新的行动，
确保地球上每个人在五年内得到预警系统（EWS）的保护，并要求 WMO 领导这项工作，在 11 月在埃及沙
姆沙伊赫举行的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缔约方会议（COP27）上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计划。这将是支持
全球气候适应行动和投资的一个重要成果。"人类造成的气候破坏现在正在损害每个地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详细介绍了已经发生的痛苦。古特雷斯先生说："全球升温的每一个增量都将进一步增加
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他进一步表示，目前世界上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被预警系统覆盖，这种情况是
不可接受的。 2019 年全球适应委员会的旗舰报告 "立即适应 "发现，EWS 提供了超过 10 倍的投资回报--是
报告中包括的所有适应措施中最大的。该报告还发现，只要在风暴或热浪来临前 24 小时发出警告，就能将随
后的损失减少 30%，在发展中国家花费 8 亿美元购买这种系统，每年可避免 30-160 亿美元的损失。埃及政
府将主持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人们再次呼吁发达国家履行承诺，在 2025 年前将用于发
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气候资金至少增加一倍，旨在实现适应性资金和减缓资
金之间的平衡。
七国集团外长发表的关于加强人道主义援助的预期行动的声明明确提到："我们还欢迎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
目标，即在未来五年内，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得到预警系统的保护，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
我们认识到气候风险和预警系统倡议（CREWS）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重要性。我们期待着看到 WMO 在埃
及举行的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上准备的行动计划"。
在第七十三届会议上，WMO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第 11 号决定（EC-73），指出 2022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
"早预警和早行动"。水文气象和气候信息用于减少灾害风险"，并邀请各会员根据秘书长公布的背景资料，利
用上述主题开展活动，庆祝 2022 年的世界气象日。因此，出版了专门的《WMO 公报》第 71(1)-2022
卷，并由会员和 WMO 秘书处在其总部日内瓦举办了一些庆祝活动。
WMO 应对挑战的方法
联合国秘书长（UNSG）的指示对 WMO 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以加速和扩大作为本组
织及其会员任务核心的行动。因此，该方法需要利用并扩大我们在整个预警服务价值链上的现有工作，以巩固
并与合作伙伴协调前进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的五年期限与将在 2023 年讨论的 2024 年
至 2027 年期间的 WMO 战略计划的更新非常吻合。WMO 发起了支持这一倡议的行动，并确定了几个基本的
基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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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该倡议核心的基本要素是：
•

加强全球基本观测基础设施：通过系统观测融资机制， 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该机制是在缔
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建立
的，是一个新的融资机制。该计划旨在大幅提高基本天气和气候观测数据的可用性，并缩小差距，特
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些数据是所有天气预报和气候服务的基础，因此这些差
距损害了所有气候适应行动和投资的有效性。

•

通过 CREWS 倡议扩大多灾种预警系统（MHEWS）的规模 气候风险和预警系统倡议弥补了脆弱国
家在拯救生命的预警系统方面的能力差距。该倡议确保处于最危险状态的人们能够收到、理解并采取
行动对极端事件的预测和警告。它已被广泛称赞为一个成功的故事，现在拥有超过 9000 万美元的投
资组合。2022 年，WMO 正在通过 CREWS 扩大其在非洲的 EWS 行动，为中部非洲地区制定一个
新的 500 万美元的预警计划。目前正在为非洲之角和东非地区准备类似的方案。

•

与 MHEWS 有关的协调发展，包括 WMO 的 GMAS 框架战略和实施计划。

•

通过水和气候联盟的全球水信息部分和行动计划。

这代表了 15 亿美元的一揽子资金，涉及主要的基础要素。加强和调整与多边基金（包括世界银行、绿色气候
基金和区域投资银行）在整个 EWS 价值链上的额外全球倡议投资，对于全球覆盖也至关重要。
在秘书处层面，秘书长建立并主持了一个由办公厅、服务司、基础设施、科学和创新以及会员服务司的主要负
责人组成的内部工作组，与水务联盟、SOFF 和 CREWS 进行联络。这个工作组推动、协调和监督所有关键部
门的工作，以确保 WMO 在通往 COP27 的路上的一致性和及时性。
政治参与和高层倡导的时间表
在通往 11 月的 COP27 的路上，需要政治参与，通过这种对适应行动和融资的贡献来支持 COP 主席国。5 月
初，WMO 办公室主任陪同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对埃及进行了筹备性访问。5 月初，秘书长
随后在开罗会见了外交部长和缔约方会议第 27 届会议候任主席阁下。 萨迈赫-舒克丽和几位政府官员。秘书
长还利用 2022 年 5 月 12 日至 13 日联合国行政首长理事会会议的机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环境署
执行主任和联合国秘书长等同行进一步接触。
协商、参与和宣传的机会已经并包括：
•

2022 年 5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届减少灾害风险平台。

•

9 月初在开罗举行的高级别圆桌会议，是与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国联合举办的，主要合作伙伴和
会员国参与其中。

•

联合国大会，以及 9 月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国家元首/部长）会外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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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组织协调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第一次研讨会报告
2022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瑞士日内瓦

[本文件包含截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的研讨会报告草案，报告的最终版本见此处。]
导言

为了监测气候变化并协助缓解努力以支持 UNFCCC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
会议的承诺，需要对温室气体和影响碳预算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观测，并将产出数据纳入全球碳循环模
型。目前，全球开展的温室气体监测工作大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测和建模方面的研究能力和研究资
金，因此，难以实现每天甚至每周例行的持续全球监测。鉴于人们日益关注温室气体作为气候变化驱动
因素的作用及其在减缓措施中的核心作用，气象组织召开了这次研讨会，以探讨碳监测界对将相关活动
转变为国际合作业务框架的兴趣。
1. 会议开幕

气象组织秘书长 Petteri Taalas 宣布会议开幕，并欢迎与会者来到日内瓦，表示他希望听取他们的观点
和指导。他总结了全球气候的现状，指出在气候问题上缺乏行动是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他介绍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浓度的持续增长，以及全球碳预算在科学上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这
些因素表明，有必要将现有的基于研究的观测、卫星数据、建模和数据同化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
合的、国际协调的全球温室气体监测系统。所需的大部分技术已经存在：除了广泛的原位观测网络外，
美国、日本和中国三个国家已经拥有温室气体观测卫星，欧洲计划在 2025 年发射自己的卫星。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和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内存在着对这一系统的高级别政治支
持，气象组织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一领域。这次研讨会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以获得来自碳监测界
的投入。
剑桥大学人工智能中心、环境风险与雷丁大学气象系、研讨会主持人 Stephen Briggs 接下来发言。他
感谢气象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主动召开关于这一重要和极其复杂的任务的讨论。从技术上讲，这项工作
涉及到进入一个新的、甚至更困难的地球系统建模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不仅需要解释大气层本身
发生了什么，而且需要解释温室气体如何进入和离开大气层。在组织上，气象组织提供了一个可以做什
么的模式，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方案和数值天气预报方案，以及一系列可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方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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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于在气象组织框架内可开展哪些新工作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以及关于在其他地方应开展的工作
的建议，以及如何在国际上管理和协调这一复杂问题的建议，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也是值得的，因为这
将超出任何一个机构的能力。本次研讨会的最终报告不仅将为世界气象组织及其执行理事会提供指导，
而且还将使其他机构能够考虑其今后的作用。
WMO 基础设施部的 Lars Peter Riishojgaard 接着介绍了为期三天的研讨会的结构。头两个上午的每
一天都有演讲。在第一个下午，参与者将分为三个分组。分组讨论的结果将在第二天下午进行审议，并
在第三天进一步完善，以便提出讲习班的最后建议。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巴黎协定》对定量数据的需求

Han Dolman，GCOS(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解释了需要额外的定量数据来满足 IPCC 和
《巴黎协定》的需要。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分析表明，整合人为和生态碳循环的连贯同化框架
对有效分析至关重要，以满足几项突出要求，包括：
·热点探测；
·监测热点的排放；
·对照当地减排目标评估排放量变化；
·以 5 年为时间步长评估国家排放量和变化。
自然碳循环极其复杂，所涉及的通量大大大于与人为排放有关的通量；因此，只能在整个碳系统的范围
内评估人为排放的净影响。制定这样一个综合框架将比 NWP 更加复杂。但这样做是重要的，因为人为排
放量的大小甚至小于自然循环中某些项的年际变化，这使得难以评估汇和源方面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幅
度增加对通量和存量的实地和卫星观测，以及改进土地模型，这两方面都将在发展改进的框架和分析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随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指出，虽然显然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但多尔曼指出的前几十年的许多分析已
经通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和其他协调机构得到了落实，而且已经在进行改进。
监测碳循环

法国 Pierre-Simon Laplace 研究所的 Philippe Ciais 概述了一个路线图，通过提供经常更新的每个国
家和关键部门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估计数，根据大气和其他观测结果，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收支的近实时更
新。这个 NRT 项目是由欧洲、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开发和实施的。它可能有助于以几种方
式改进监测基础设施。
全球温室气体收支是按年度或甚至更长的时间尺度确定的，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气候公约》清单与最
新大气反演模型结果之间的重大不一致。NRT 数据产品有可能在协调此类不一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
此可在未来的全球监测基础设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 NRT 项目利用了 NRT 中化石排放区域的新估计值，加上碳和甲烷通量的新季度全球反演值，并结合
使用自下而上信息的自上而下通量异常的归因。这些新数据能够实现对碳排放的近实时监测、对甲烷超
排放源的更有针对性的监测，以及对开采盆地的 NRT 化石甲烷估计。该项目计划利用这种基于观测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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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隔四个月对排放量和汇进行一次国家评估；以及将国家预算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提供火灾和其
他极端事件的 NRT 碳估算值；这将大大提高建模过程提供无法直接从观测中获得的补充信息的能力。
随后的讨论探讨了次年度/NRT 预算以及它们如何适合本范围界定工作。与年度至五年期温室气体预算相
比，NRT/次年度温室气体分析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和活动-以及资源分配。它们可能有助于向各国提供
关于其国家界定的贡献(NDC)的增量更新，使它们能够更积极地设计和管理其缓解活动。此外，NRT 分
析可能非常重要，既可以确定排放和缓解的归因，也可以利用数据同化的力量，数据同化可以更全面地
了解大气在任何特定时间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在温室气体方面，准确性和精确性非常重要，所需的
数据处理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它可能不是非此即彼；天气预报已经表明，完全可以将相同的测量结
果用于具有不同及时性要求的不同目的--首先以原始形式用于实时数值预报，然后在质量控制和校准过
程完成后用于气候参考目的。
强调了观测实时数据交换的重要性，既体现在输出的价值上，也体现在其在帮助捕捉空基和地基观测系
统校准漂移方面的作用上。如果在测量后数年才发现此类问题，则数据记录将不可挽回地丢失。
全球大气监视网

气象组织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 Greg Carmichael 概述了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Carmichael 回顾了其数十年来在推进科学、解决研究基础设施的技术方面以及促进科学向服务的转化方
面的国际领导地位。全球大气监视网提供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以及数据和元数据管理，支持建模基础
设施、网络设计和发展，以及专家网络。在服务方面，全球大气监视网主要利用来自 100 多个国家合作
伙伴的基于研究的观测结果，帮助在各个部门和论坛提供与社会相关的大气成分综合产品和服务。
全球温室气体/碳监测框架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 Lars Peter Riishojgaard 介绍了一种潜在的方法，即利用常规的温室气体业务监
测来加强《巴黎协定》下减缓措施的科学基础。
以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 WWW 为例，各国和各组织可以对网络的设计、运作和观测的使用采取一
种综合的、国际协调的办法。这一综合办法将使它们能够利用资源，更有效地工作，争取在建模和分析
的科学产出方面实现若干重大飞跃。一个协调一致的框架既可促进对温室气体浓度的时间连续的全球模
型估计，也可促进对所有观测值与各自模型先验值之间差异的系统记录。后者将非常有助于支持直接的
源和汇估计，也可用于支持发展和改进源和汇的模型。
与会者认为，气象组织通过气象组织综合全球观测系统倡导的在现有的大大小小的众多观测网络之间建
立协调，将在建立包括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在内的综合地球系统办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他们还指
出，这种办法与温室气体监测特别相关，因为温室气体监测需要全面了解大气、陆地表面、海洋和植被
等因素。一些必要的观测结果将不会来自 NMHS；建议利用通过气象组织研究委员会和其他协调机制(如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地球观测组织)提供的联系，帮助它们参与进来。气象组织的
业绩和协调技能可能极为有用。
有人指出，国际协调不会消除各国希望拥有自己的资料来源的愿望；然而，共同获取观测数据、制定共
同的度量标准和共同国际基础设施的其他要素，对于避免观测、建模、科学发现和最终政策立场的分
散，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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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持续的温室气体综合测量系统

NOAA 全球监测实验室 Colm Sweeney 总结了美国的温室气体监测系统，并以该经验为基础，呼吁支
持《巴黎协定》，建立一个综合、可持续、多平台、地面到空间的温室气体观测系统，能够跟踪生态系
统、海洋和人为排放和清除，以改善气候预测并支持减缓努力。他赞同前面发言者的意见，即仅仅跟踪
人为排放量是不够的；并认为，事实上需要同时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办法，以跟踪不同时间和
规模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所需的信息。目前，这两种类型的分析都不能单独
进行。目前，碳和甲烷卫星数据集的系统误差实际上大于关键生态系统和人为通量信号。如果没有一个
大幅度扩大和持续的、由经过良好校准的现场测量组成的温室气体参考网络，以足够的密度和频率可靠
地纠正区域、时间依赖性和跨平台的偏差，就无法充分利用旨在诊断过程和跟踪排放的稳定性能力。
Sweeney 进一步支持利用和扩展现有的 WMO 计划，即全球大气监视网和 WMO 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
息系统(IG3IS)工作，作为建立和维持从研究到持续运行的连续性的一部分，以确保数十年的测量兼容
性，同时允许创新。
研讨会与会者讨论了美国如何在未来五年内实现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碳监测系统的目标，并指出哥白尼
可能会提供一些例子/最佳做法，说明如何在多个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构建这样一个系统。美国在将自上
而下的观察纳入国家清单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全球碳项目

全球碳项目(GCP)执行主任 Joseph(Pep)Canadell 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 GCP 的定义特征，并解释了其
对《巴黎协定》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和 IPCC 不同社会经济途径发展的价值。
全球盘点是一个评估《巴黎协定》实施情况及其长期减排目标(《巴黎协定》第 14 条)的迭代过程。目前
正在进行的第一次全球盘点包括三个过程--信息收集和准备、技术评估和产出审议--计划于 2023 年完
成。
GCP 致力于为人类活动和地球系统提供温室气体的综合知识。为此，它领导了一个由研究机构组成的大
型联盟，为三种主要温室气体--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制定年度全球预算。然后，它对比并试图协调自
下而上的温室气体预算与自上而下的大气逆温预算--以及城市、区域、累积和负排放方面的互补努力。
它根据观测结果对多个现有温室气体模型进行基准测试。
随后的讨论侧重于如何在模型不太可靠的情况下(年际变率、陆地/海洋、陆地/大气和大气/海洋交换)更
好地依赖模型的使用。Canadell 说，他们正在系统地确定每年增加观测的优先事项。
地表模拟

埃克塞特大学的 Stephen Sitch 回顾了陆地生物圈模型的现状及其在分析人为碳排放方面的作用。
Sitch 承认陆地生物圈模型的多样性，包括陆地表面模型、生物地球化学模型、生物地理学模型和林隙模
型。然后，他总结了 Trendy 整体陆面模型(LSM)的开发和使用，该模型在过去 11 年中运行了一系列耦
合的动态全球植被模型(DGVM)。Trendy 不仅为全球碳预算生成年度陆-气通量和土地利用通量估计
值，并将区域碳通量归因于过程，而且还支持开展区域近实时预算工作。
Sitch 指出，人们普遍对基于全球观测的综合基准数据集很感兴趣，并认为气象组织的协调将有助于填补
关键的数据空白。

EC-75/INF. 4(3), p. 5

讨论探讨了碳肥和陆地汇动态方面的知识差距，以及陆地表面模型表示极端事件(干旱情况良好，热浪发
展程度稍低)内在非线性过程的能力。
多年冻土碳反馈

Alfred Wegener 研究所的 Claire Treat 介绍了多年冻土区碳和甲烷通量的历史和现状测量。北极的多
年冻土区拥有全球大部分的土壤碳库，这些碳可能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然而，很难收集足够
的观测数据，将多年冻土碳纳入现有的碳气候反馈模型--该地区地处偏远，温度极端；卫星紫外线、可
见光和近红外线仪器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测量；虽然航空测量可以提供帮助，但实际上没有多
少有能力跟踪通量。活性碳通量测量点的分布往往反映了当地资助机构的财政资源，而不是通量测量的
任何科学要求。多年冻土区潜在的碳源强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分组讨论组

在第 1 天下午，现场参与者分成三组。主持人在分组讨论中轮流主持讨论，并记录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
答：
(1)

(2)
(3)

系统架构：要争取的主要长期目标是什么？最初的优先领域应该是什么？加强观测网络、加强观
测数据的数据共享、在建模和数据同化算法、源和汇的估计、耦合建模方面的合作，还是其他什
么？
治理：我们设想的(技术)协调水平如何？我们如何与现有的协调实体对接/整合？气象组织及其治
理结构的什么作用对总体工作最有帮助？
下一步：综合(地面和空间)观测系统的统一要求？哪些类型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潜在
的试点/示范活动？与本研讨会未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互动。

讨论的要点和结论由报告员汇编，在第二天下午提出并讨论，然后在第三天通过与与会者的后续通信加
以完善，以提供研讨会的最后建议。
行动需求：促进实现《巴黎协定》的全球观测目标

第二天首先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乔安娜·波斯特(Joanna Post)发言，她在发言中呼吁采
取更系统的观测方法来支持《巴黎协定》。她指出，在全球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雄
心越来越大，因此更加需要在多个地理和时间尺度上准确测量温室气体浓度。波斯特承认，在参与整个
观测价值链的众多国际和国家实体之间进行协调存在挑战，但她强调，缔约方有可能通过一项全球观测
目标来推进这些雄心，这一目标可能会在 COP27 上讨论。她建议，一个更加量化的、便于观测的信息基
础将使《公约》缔约方更容易作出缓解和适应决定。
讨论的重点是完善全球观测目标的构想，指出必须将“及时提供信息”作为全球观测目标的一部分。有人
建议，在制定观测方案和观测系统时，应明确认识到它们在支持长期政策制定方面的关键作用，而不是
仅仅服务于原则上往往有时间限制的研究需要。
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的海洋数据

加拿大综合海洋观测系统(CIOOS)的 Mike Smit 讨论了海洋在碳循环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碳库的
作用，以及目前在海洋循环的关键要素方面以及在海洋碳吸收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随着大气碳的增加而
扩大方面存在的高度不确定性。缺少的尤其包括对陆地-海洋相互作用和生物碳泵的了解，以及对年代际

EC-75/INF. 4(3), p. 6

过程的持续观察。此外，在沿海地区、边缘海、南半球和北极地区的观测/数据存在很大差距；重要的是
预测
步，然而，仍存在许多科学挑战。在解决方案方面，Smit 呼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海洋观测
系统，特别是大幅增加对现有碳汇的观测频率和密度。
讨论的重点是如何为缺失的要素制定详细和强有力的要求，与会者呼吁建立一个更好的碳汇监测系统，
配备更多的传感器，找到一种升级的方法，并找到一种向全世界通报数据和调查结果的手段。《气候公
约》秘书处注意到在缔约方会议相关工作中加强与海洋活动的联系的任务，并呼吁与会者以书面形式确
切地说明所需的改进，作为研讨会成果的一部分。
NIES 的温室气体监测项目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 Akihito Ito 介绍了日本通过 SII-8 项目开展的温室气体监测活动。SII-8 是一项
关于亚太区域温室气体收支的多尺度监测和建模的综合研究，支持全球盘点。2021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由日本环境省资助。
与第一天描述的美国和欧洲正在进行的计划一样，SII-8 通过结合自上而下(从大气观测进行逆向估计)和
自下而上(累积单个源和汇)的方法来进行温室气体评估和监测，以制定城市、国家、区域和全球温室气
体预算的估计。由于认识到 NRT 报告的重要性，SII-8 还提供了截至 2020 年的不到十年时间尺度的
“快速报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积累数据和进行模型分析，以提高准确性。
推进地基观测能力

展望未来，气象组织的 Lars Peter Riishojgaard 概述了加强温室气体监测所需观测能力的一个可
能途径----WMO 全球基本观测网络。GBON 结合了会员国对系统地改进地面观测的承诺，以及通过系
统观测融资机制提供相应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以便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施，纠正
一些资源最有限的地区持续存在的能力不足问题。
几乎所有的天气和气候监测和预测都依赖于一个生产链，该生产链从在全球各国进行观测开始，然
后在国际上交换观测结果，以便将观测结果同化到全球数值预报方案模型中。促进这种全球交换和
合作是创建 WMO 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在世界大片地区所需的观测数据覆盖面方面存在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差距中的大多数
与全球数据处理(GDP)相对于地理面积较低的国家(如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
简而言之，这些国家在资助必要的观测基础设施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气象组织会员对此作出了反应，建立了 GBON，这意味着所有气象组织会员都必须作出监管承诺，以
固定的最小水平密度和固定的最小时间频率实时获取和传输某些观测结果。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来说，履行这一承诺所需的实施基础设施以及随后与运行和维护该系统有关的费用都
将得到一个技术和财政支助方案----SOFF 的支助。
与会者讨论了这一模型可能扩展到气象观测之外的途径，例如复制这些温室气体机制，或只是将扩
展 GBON 纳入温室气体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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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于卫星的温室气体/碳监测活动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张兴赢审查了中国在 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发射的五颗不同的卫星对温室气体的监测情况--其中三颗是研发计划，两个正在运行--说明中国通
过卫星进行温室气体监测和绘图的发展迅速。
Zhang 介绍了 CMA 在利用卫星测量数据绘制和完善国家和全球温室气体通量测绘方面取得的进展，卫
星测量数据相互验证，并与地面观测数据进行了验证。最新的卫星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发射，是气溶
胶和碳探测激光雷达(ACDL)的先驱；第一台星载积分路径差分吸收(IPDA)激光雷达。更多的卫星正在
规划阶段或正在讨论中。中国气象局还在努力扩大其地面观测网络，目前正在建造大约 60 个新的温室气
体测量站。
讨论的重点是中国温室气体观测数据进行国际开放数据共享的兴趣，以及用于廓线测量的技术。
业务温室气体监测的挑战--瑞士的观点

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Empa)的 Martin Steinbacher 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 Empa 在瑞士开
展的温室气体活动。Empa 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将业务观测与传统清单进程结合起来，以改
进温室气体监测和报告。
瑞士在支持 GAW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20 多年来，Empa 一直是 GAW 质量保证中心之一，并为发展
中国家的地面观测提供长期培训和支助。它的经验表明，启动温室气体排放量跟踪可能会遇到很大障
碍，因为即使是有意愿的国家通常也缺乏质量跟踪所需的专门知识和基础设施。往往需要十年或更长时
间的支持。启动设备成本平均为 10-50 万欧元。
Empa 还提供持续的温室气体观测，为瑞士的国家排放清单做出贡献。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虽然
CO2 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但与甲烷和 N2O 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要高得多。2013-2020 年的合并
清单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以大大减少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与由另一个联邦机构瑞士联邦环境局或联邦
环境局(FOEN)汇编的自下而上的清单结果相比)，并跟踪排放量少报和多报的情况，以及审查季节性变
化。通过 Empa 和 FOEN 之间的合作流程进行验证，该流程运行良好，部分原因是瑞士是一个小国，专
家们经常相互认识，很容易会面。
讨论的重点是与清单界的接口。与会者说，瑞士是成功地综合了这些意见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将这一
做法推广到更多的会员对 WMO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瑞士和新西兰等早期采用者将为我们指明道
路。建议是慢慢开始，将观察结果作为“支持”而不是“核实”清单的框架。还有人指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欧
洲项目--特别是哥白尼项目--已经在清单界建立了联系。这一点最初被发现是困难的，因为两个社区经常
说不同的语言，但哥白尼现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目前正在优先考虑这种接触的制度化。据指
出，温室气体观测也将有其他用户----城市和投资公司希望利用它们，前提是该系统能够容纳它们。
哥白尼大气监测局（CAMS）

ECMWF 的 Vincent-Henri Peuch 讨论了 CAMS 及其碳核查和支持能力，这为如何利用系统性观测来
推进温室气体监测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哥白尼是欧盟航天计划的一部分，由欧盟国防工业和航天局管
理。它有三个组成部分：空间(哨兵卫星系列)、现场(主要依靠辅助性)和服务(按六个主题组织)。CAMS
提供六项哥白尼服务中的两项，即：基于地球观测的关于过去、现在和近期(预测)全球大气成分的公开
和免费信息产品；以及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地表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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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水平政策和法律(欧盟绿色协议和 2021 年欧洲气候法)的支持下，CAMS 围绕基本气候变量(ECV)
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产品选择：监测、分析和预测、探测甲烷异常情况、重新分析、用补充数据扩大现
有清单和反演。展望未来，CAMS 正致力于在 2026 年之前建立一个服务于所有用户的先验信息(清单)
和观测的综合业务系统的更大愿景。
国家清单机构帮助共同设计的 CAMS 产品和计划：清单机构的专家用户与哥白尼局密切合作开发产品并
支持基于观测的监测。
碳监测的数据同化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 Brad Weir 介绍了 OCO-2/GEOS L3 模型对 2020 年春季新冠肺炎期间
碳异常的分析结果，并利用这些结果强调了观测和生物圈模型方面迫切、突出的需求，必须解决这些需
求，才能对温室气体缓解活动进行可靠的分析。
Weir 指出，当前的建模科学过于强调反演，并呼吁改进模型，包括增加验证数据(观测)的集成。目前的
生物圈模型在分析任何特定时刻的碳水平方面差异很大。此外，它们缺乏足够的验证数据，无法全年 24
小时准确捕捉异常，也无法在分析不同的碳水平时区分不同的通量。此外，国家层面的变化可能无法检
测，较小地理区域的反演结果(1 度乘以 1 度，以及可能在许多较小的国家层面尺度上)也无法验证。
Weir 呼吁对基于过程的模型进行实质性改进，以消除变率，提高灵敏度和结果，从而提高科学界分析温
室气体缓解活动的能力。他特别建议改进陆地生物圈限制，以便进行可靠的归因，并大幅度扩大地面和
亚轨道核查数据的开发和综合。
讨论围绕着陆地生物圈建模的不确定性，以及主要问题实际上是与模型本身有关还是与(缺乏)观测有
关。目前有一些未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不可用)的大气数据可以改进模型。据观察，生物圈模型并不总是
很好的基准----也许可以使用空间上明确的参数来改进它们。其他测量通量的方法正在分析中，有待探
索。
地基观测

综合碳观测系统(ICOS)的 Alex Vermeulen 介绍了 ICOS，这是一个最先进的协调原位碳循环监测系
统，建立于 2015 年，迄今有 14 个国家加入为成员。ICOS 的 140 个地面站来自三个较大的网络----全
球大气观测网(大气)、通量网(陆地表面)和 SOCAT(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海洋网络的一部分)。ICOS 站共
同作为一个参考网络，通过中央数据门户向哥白尼提供完全可追踪的观测，并通常在免费和开放的基础
上提供。每两年提供一次最终质量的数据，包括所有主要观测值的每日 NRT 数据。通过哥白尼，ICOS
数据与 MVS 和全球盘点相结合。ICOS 还参与了欧盟的创新项目，寻求帮助改进城市和地面遥感。此
外，它还参与了为非洲建立一个潜在的碳观测网络结构的工作，该结构有 12 个观测站，将根据优先气体
进行分布。
讨论指出，这次研讨会的一项成果可以是就非洲需要什么样的网络/密度达成共识，并按照前面发言者的
建议，在假设与自上而下的办法协调并优先考虑其对核查数据的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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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基观测

Crisp Spectra 的 David Crisp 回顾了碳和甲烷空基观测的最新技术水平，最后呼吁以一项综合业务方
案补充目前的全球活动。他回顾了国际卫星目前测量全球碳和甲烷平均值和通量的能力。他强调了平均
值的地理特性日益增强，这是通过定期与空间和地面观测进行交叉校准而得以实现的。继 Brad Weir 的
介绍之后，他指出，通量反演模型实际上在 Weir 和其他人的分析帮助下朝着收敛方向取得了良好的进
展。其他科学家能够将生物圈模型的结果转化为至少对较大国家相当可靠的通量估计，目前正在提供多
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国家碳和甲烷预算，作为全球清查的试点项目，供清查机构使用。
虽然在过去 20 年中在这一年轻的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新的卫星正在上线，其能力得到了扩大，但
由于目前大多数基于空间的温室气体观测是由没有运行基础设施或飞行任务连续性计划的科学航天器收
集的，因此阻碍了向前的进展。为了补充科学活动，需要一个基于用户需求的业务系统，提供端到端的
产品。此外，为了解决目前在温室气体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即海洋、热带和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不确定
性，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地面(地面和飞机)系统来校准和验证天基测量。
讨论涉及数值预报方案同化作为减少关键不确定性的工具的附加值。它还强调了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的
全球清查战略，该战略建议向具有观测能力的更大的气候界征求意见，进行大规模实地研究，以解决优
先的地理需要。
此外，与会者还审议了在卫星观测投入运行时如何保持和激励科学创新。有人建议遵循气象模式，并在
较大的实验室内保持内部研究部门。这一举措被视为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NWP 有相似之处，因为它将
包括一个学习和创新的巨大机会。
温室监测综合方法的必要性

欧洲联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 Mark Dowell 在发言开始时指出，本次讲习班讨论的许多想法都是在空
间机构和哥白尼以前的论坛上提出的，这有助于强调已经就这项工作的必要性达成的广泛共识。然后，
他从这些论坛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组织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的建议。
道威尔回顾了哥白尼碳倡议(CCI)的组织原则，Peuch 在前面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原则(见上文第 18
节)。CCI 的初始原则要求，基于国际承诺和相应政策实施的强大用户需求，从根本上支持 CCI；强调系
统(清单、空间和现场观测、数据同化框架、反演系统、传输模型、决策支持系统)；从一开始就强调操
作意图，同时仍认识到持续研发的必要性；并承认国际社会参与系统实施/发展的基本附加值。
Dowell 指出，《气候公约》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清查截至 2028 年的时间表为制定这一新举措提供了明
确的时间表，并提供了迭代改进的机会。全球盘点的时间表有助于确定基础设施、卫星等方面的投资。
他敦促与会者在今后的设计活动中参考 2018 年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大气成分虚拟星座白皮书，该白皮
书让本讲习班的一些与会者参与界定了利用天基平台上的仪器监测大气碳和甲烷浓度的全球架构。他指
出，这一拟议架构已得到 WIGOS 2040 愿景和 SBSTA-51(2019)结论(第 35 和 40 段)等文件的认
可。
Dowell 建议，新的全球架构的核心可能由建模和数据同化系统组成(可能在全球一级有几个这样的系统-不仅仅由有空间计划的国家运作)。这些系统需要设计成具有响应能力，以便随着建模需求在未来几十
年中的发展，它们能够做出响应。考虑到多个层面(全球、国家和地方)的强烈政策需求，他敦促该小组
在制定其信息时要谨慎(关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仔细考虑如何将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群体聚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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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建议与用户共同开发。卫星协调在整个研究和业务界已经相当完善，但与数据同化和建模界以及
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群体的接触还需要更多的外联和协调。
IG3IS 温室气体/碳监测活动

马里兰大学的 Phil DeCola 简要介绍了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IG3IS 的灵感来自于对大气碳和温
度的基本测量，显示了影响和关注的科学基础。DeCola 回顾说，早在 2008 年，气象组织大气科学委员
会就建议气象组织致力于建立一个旨在实际执行的全球碳观测、预测和评估综合方案(2008 年 10 月会
议，建议 5)。它变成了最初的 IG3IS。《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思维转变预示着它的
发展--理解来自大气成分元素的信息层最能帮助改进清单，而不是监督它们--这为 IG3IS 开始为寻求减
少排放的利益相关者社区提供系统化服务打开了大门。IG3IS 的重点是国家、城市和未开发的甲烷减排
机会。
关于正在讨论的新全球基础设施提案，DeCola 呼吁采取多层平台方法，并警告说，利益攸关方/用户协
调至关重要，但这需要努力工作和积极建立关系。
印度的温室气体监测活动

印度气象局的 Vijay Soni 介绍了印度碳监测活动的情况。对于温室气体，东南亚地区存在较大的观测差
距；但众所周知，印度经济规模庞大，增长迅速，而且正在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从 1992 年开
始，印度有几个机构参与温室气体监测。这种监测是以项目为基础开始的，没有长期承诺；但已逐渐发
展到支持该国的六个碳通量测量点。
WMO 在世界天气监视网中的作用

气象组织基础设施部的 Anthony Rea 回顾了 WWW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最初发展，包括当时
的国际背景，并讨论了 WWW 如何成为当今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发展的榜样。WWW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一个有远见的国际倡议，它为全球天气数据设计了一个多层系统。最初，它由三个
关键系统组成：收集观测数据的全球观测系统、迅速交换数据的全球电信系统和处理观测数据和制作预
报的全球数据处理系统。
WWW 在 1957 年第一次发射卫星后的六年里发展得非常迅速，这是由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和苏联)在最高政治级别上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大大提高了预报的准确性，并消除了北半球和南
半球之间的质量差距。促成其成功的四个主要因素是明确的社会需求、新兴技术和成熟的科学、对未来
的明确设想和长期计划以及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政治意愿。考虑到今天围绕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的规模是
相似的，Rea 敦促与会者和更大的社区要有远大的想法，想象可能会发生什么。
讨论的重点是如何最好地理解海洋数据在温室气体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因为海洋数据传统上不是气象观
测的一部分，而且许多海洋区域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外。不过，与会者被提醒，海洋天气是国际合作
的早期驱动力；甚至在 WWW 之前，各国就在北半球建立了气象船系统。此外，海洋观测、海洋模型制
作和与海洋有关的服务现在越来越多地纳入气象组织的活动：例如，参见气象组织新的统一数据政策，
该政策将在组织内对地球系统数据的国际交换方法形成制度化。
与会者还讨论了气象部门在 WWW 中如何使成为该倡议核心的科学能力发挥作用；今天的对等做法将涉
及将某些与温室气体有关的活动从主要的研究转为一种业务做法。与会者呼吁以简单有力的直观方式展
示温室气体方面的进展，以此作为制定和论证新举措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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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 的观点

全球环境观测组织的 Yana Gevorgyan 指出，这一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举措的价值将在其数据到达用
户/决策者手中时体现出来。这意味着，气象组织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以包容性和面向伙伴关系的方式
制定这一举措。这应包括与其他实体建立必要的联系，特别是向《气候公约》提供正式报告的环境部和
统计部，以及作为这类数据用户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非政府实体，包括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地球观测组
织有一个由这些团体组成的支持者，因此它认为自己的作用是帮助确保适当和有效地利用这项努力的成
果。地球观测组织还可以提供若干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如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的生物圈观测
和蓝碳测量。
主要建议和前进方向

以下段落以叙述的形式介绍了总体结论和建议的前进方向。此处提供了由主持人介绍并经所有与会者讨
论和完善的幻灯片摘要，其中包含对 WMO 的建议。
在研讨会头两天的讨论过程中，就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综合、全球协调的温室气体观测监测倡议达成了共
识。以世界天气监视网为范例，将需要与气象组织以外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实体密切协调，从全球环境
展望组织碳战略的社区经验中吸取教训。该倡议将包括：
•
•
•

综合观测系统、地面和空间资产和活动数据；
几乎实时地交换所有观测结果(地面和空间观测)；
多中心建模和数据同化系统(地球系统建模驱动的运输模型，包括按地理空间分列的陆地和海
洋源和汇项)；
对建模系统采取分层办法(在空间、时间和耦合方面)，包括与国家实体相联系的全球和区域中
•
心。
讨论表明，各方普遍同意，这一新举措的主要目的是向 UNFCCC 缔约方提供数据和信息(如综合所有现
有观测结果的模型输出)。可能会出现其他目的。缔约方(政府)也将能够利用这些信息来规划、设计和监
测其缓解措施的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像 WWW 一样发挥作用，向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
提供全球 NWP 产品，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又使用这些产品提供诸如天气预报和警报之类的服务。
与会者普遍认为，这项倡议必须利用现有能力，力求加快和扩大其范围。此外，它需要明确地说明如何
利用和扩大现有的能力，以及它将提供什么和它的好处，特别是它对《气候公约》缔约方的好处。它需
要在这一进程的早期确定服务和信息需求，并将需要与《气候公约》和其他相关利害关系方保持持续接
触，以确保它继续满足它们的需求。概念的制定应对所有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透明。
由于迫切需要这一举措，应确定并立即采取行动，同时发展一个长期、稳定、可持续的系统。但是，这
种紧迫性不应促使气象组织采取单方面行动；只有在各组织之间达成共识并与利益相关者接触之后，才
应进行详细的实施和设计。
应在总体倡议范围内处理的高度优先问题包括：
•

促进公开提供所有数据的不可谈判的必要性，包括通过及时提供数据；

•

数据协调和交换，以及基准活动(观测和模型产出)；

•

互操作性、标准和协议的规定；

•

为观测和模型组成部分制定质量标准；

•

合规性(数据交付)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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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观测系统(如 GBON、SOFF)提供持续供资的途径；

•

为协调该倡议提供路线图；

•

发展中国家利益攸关方的早期融入。

这一举措应顾及与每日、每月、每年和十年期现象有关的多个时间尺度和服务范围。它应支持 UNFCCC
中的增强透明度框架进程。

系统架构
总体系统架构应设计为：
•

目的是提高我们对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CH4、N2O)的基本认识；

•

具有相互比较服务中心之间的产品以及输入数据/模型的比较/一致性的范围；
o

•

气象组织支持产品的系统核查和技能衡量标准的相互比较(NWP)；

满足建模系统的需求，使其具有在不同时间尺度进行再分析的能力，例如：
o

至少回到 1990 年的较长时间的重新分析(排放基线)；

o

更短的再分析将不同的全球电信系统(GST)周期联系起来。

在开发系统架构时，应了解先验知识提供了与库存社区的重要链接，作为它们对系统的直接贡献。
关于卫星观测，GEOS 和气象卫星协调小组（CGMS）等现有的协调努力是非常宝贵的，必须予以承认。
然而，系统结构将需要在目前计划的能力基础上扩大，以建立一个综合的空基作战星座。

前行道路
作为一项立即采取的行动，会议商定，气象组织应呼吁与有关各方举行一次圆桌讨论会，以确定所有数
据提供者之间建立高级别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圆桌会议的参与者不仅应包括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世界气
候研究方案，还应包括外部实体，如《气候公约》、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UNE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GEO、GEOS、CGMS 和 IPCC，以及有关的区域和国
家组织(如哥白尼)。应当对温室气体监测中的作用和责任进行全面的“景观分析”，应当请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牵头审议其最新的《执行计划》中提出的碳循环观测在这一总体方案的观测要求方面是否全面。
更广泛地说，缔约方应立即采取行动：
•
•

设法扩大包括热带、南大洋和北极在内的优先区域的观测网络；
在现有温室气体建模中心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以提供获取共同观测数据集的途径和相互比较的
机会(从数值预报方案、空气质量预报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启动支持当前《气候公约》评估周期的活动。
•
展望未来，在执行新的全球倡议方面，建议采取以下步骤：
•

阐明计划要满足的要求，包括主要目标应用程序(例如，人为通量、自然源/汇)；

•

为设计全面、综合的全球温室气体观测系统制定路线图，该系统由地面和空间资产组成，纳入并利
用现有和已规划的能力；

•

让开展温室气体建模和反演活动的主要组织/实体参与(从数值预报方案中心和数值试验工作组吸取
的经验教训)，并为总体协调和包容性提供一个框架；

•

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攸关方积极接触；拟订能力发展活动----利用和协调全球大气观察、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等正在进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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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两个方向上制定试点计划：
o

早期先进用户/国家；

o

发展中国家：通过与本区域的发展机构合作，利用新的基础设施应用程序；

制定建立整体基础架构的时间表。

闭幕

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张文健宣布研讨会闭幕，并对与会者的时间和专家表示赞赏和感谢。他指出，各会
员在管理和减少碳影响的工作中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该小组在支持世界气象组织协助它们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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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气候 水

世界气象组织

提交者：
秘书长

执行理事会
第七十五次届会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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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协调的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

概念文件和建议的路线图
0.9 版；WMO 秘书处，2022 年 5 月
1.

背景

除了水蒸气之外，三种最重要的温室气体（GHG）是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一氧化二氮
（N2O）。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参考 AR6 WG1）的说法，这些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导致观测到的
气候变化的原因。最近（工业化后）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浓度的增加已被证明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
的。196 个国家在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设定了全球平
均温度的最大升幅和减少与温室气体有关净排放的具体目标。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格拉斯哥，2021 年 11 月）上，缔约方认
识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需要快速、深入和持续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到 2030 年将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10 年的水平上减少 45%，并在本世纪中叶左右达到净零，以及大幅减少其他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提供关于温室气体水平和收支的信息对于帮助各国履行其承诺和监测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至关重要。
2.

对量化数据的需求

《巴黎协定》（第十三条）要求缔约方定期提供{...}：(a) 利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接受并由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大会商定的良好做法而编写的一份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量和汇的清除量的国家清单报
告；(b) 跟踪在根据第四条执行和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方面取得的进展所必需的信息。
根据《巴黎协定》第 14 条，缔约方将利用这些数据，每五年开展一次全球盘点，以监测实现协定目标和宗旨
的量化进展，他们将“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进行。第一次全球盘点将于 2023 年 11 月完成。报告的人为
排放将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惯例为基础，涉及不同复杂程度的方法（IPCC 目前将其
分为第 1、2 和 3 级方法）。
然而，即使仅仅是对人为排放的估计非常准确，也不足以制定有意义的减缓措施或监测其有效性。一些自然碳
源和碳汇都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它们目前的运行情况和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时可能发生的变化。
以天气和气候的监测为范本和榜样，对温室气体浓度进行常规业务监测，将提供大量的定量数据，以帮助制约
碳循环所有部分的建模。这对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工作来
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将补充和完善用于估计人为排放量的现有方法，并有助于使《巴黎协定》缔约方采取的
减缓措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到目前为止，温室气体浓度的测量和随后支持减缓行动所需的任何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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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都主要依赖于研究活动并需得到相应的资助。研究资金的时限性及分配时的竞争性过程导致了温室气体监测
基础设施的内在脆弱性，这与它作为政策驱动力的重要作用难以调和。
鉴于需要确保支持实施《巴黎协定》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本说明简要介绍了开发国际协调的
业务全球温室监测基础设施的理由，以直接观测和模拟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从而支持/实现对大气、陆地
和海洋之间相关通量的估计。该基础设施的大气部分依托自 1975 年以来由 WMO 支持的温室气体观测和建模
的研究基础设施，并通过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 50 多年来用于业务天气预报的方法，促进其运作和进一步的
发展。应该认识到的是，需要推进新的开发，以完善模拟和观测系统、同化方法，并将陆地表面和海洋部分纳
入一个总体共同框架。

借助该基础设施提供的数据还将产生新的知识，了解减缓措施如何帮助缔约方实现温度目标，特别是考虑到气
候变化将导致碳循环的变化。因此，这些数据将为科学界、IPCC 的工作提供非常大的好处，并为缔约方大
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提供资料。
3.

拟议的方法

主要的温室气体、CO2、CH4 和 N2O 都是长期存在混合良好的大气示踪剂，有分布的源和汇。它们的浓度在
现场比较容易测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空基测量能力，特别是对 CO2 和 CH4 的测量，也取得了重大进
展。
现有的观测、建模和数据同化技术使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跟踪这些气体，从它们进入大气的源，再到它们
在大气中的流动，一直到它们从大气中的某个汇离开大气。这类似于在数值天气预报（NWP）系统中对水蒸
气的处理，也类似于在线和离线模拟系统中对平流层臭氧（另一种长寿命的大气示踪剂）的处理方式。
从概念上讲，全球温室气体综合监测业务系统将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a)

一套全面的地基 CO2、CH4 和 N2O 浓度的全球观测数据，定期进行近实时的交换；

(b)

卫星星座，提供近实时的全球 CO2 和 CH4 柱状观测（以及尽可能提供廓线）；

(c)
(d)

适合于温室气体处理的全球化学传输模式（CTM），由高分辨率的全球 NWP 模式的输出驱动；
同化系统，将观测数据与模式最佳地结合起来，制作更高确定性的产品。

可能还需要一套辅助数据（如排放清单、土地利用模式）或碳循环模式来支持 CTM。这样一个系统的基本输
出将是对全球每个地点的温室气体浓度的时间连续、接近实时的估计，这些估计依托所有可用的观测资料，以
及所有观测资料与先前相应模式之间的局部差异（“观测减去背景”残差，或 OmB）。后一类数据将有助于限
制大气、海洋和陆地表面之间碳通量的估计，这将有助于提高对整个碳循环的理解，包括对仍然知之甚少的区
域和地方方面。
在第二步，这个基础设施可以扩展到包括海洋测量、建模和数据同化基础设施，以跟踪海洋碳。这将是非常有
价值的，不仅因为海洋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一个重要汇，而且还因为二氧化碳在海洋酸化中的作用。与陆地生
物圈模式的耦合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对碳循环的理解，了解它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各种减缓战略的有效
性。
4.

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温室气体监测能力和举措

基于上述一个或多个系统组成部分，温室气体定量监测方面的各种工作已经开展了很多年。
自 1989 年以来，WMO 的 GAW 计划一直在协调测量的获取、质量管理、能力发展以及与大气成分（包括温
室气体）有关的下游产品和服务的制作。已经尝试大幅度扩大和加强对温室气体的观测能力，例如通过地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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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组织（GEO）的碳战略。然而，尽管在欧洲（ICOS）、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有区域密度较高的网络，但全
球观测网络的水平密度仍然较低。
在卫星方面，NASA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率先实现了从空间测量二氧化碳和后来测量甲烷的能力。从 2019 年的
温室气体观测卫星（GOSAT）开始，到 GOSAT-2，再到 GOSAT-GW，日本一直在稳步发展和完善其空基
CO2 和 CH4 监测能力。中国在其 FY-3D 极地轨道卫星、专门的 TanSat 任务和 GaoFen-5 上拥有 CO2 和
CH4 监测能力，并正在开发其他空基能力。欧洲计划开展一次 CO2 任务（CO2M）。这些工作的国际协调主
要是通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虚拟星座，CEOS Cal/Val 工作组），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气象卫
星协调组（CGMS）进行。
在建模和同化方面，欧洲委员会的哥白尼计划是其中最先进的活动之一。哥白尼大气监测局（CAMS）与上一
节中列出的许多 CO2 和 CH4 定量监测的目标相同。CAMS 主要关注大气成分，目前没有计划将海洋或大气海洋的碳交换纳入该系统。有计划进一步扩大该系统，并利用观测资料和计算机模式的互补性，开发新的全球
人为 CO2 和 CH4 排放监测和核查支持能力（CO2MVS）。
美国也一直在努力对二氧化碳的观测进行建模和同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NOAA）都在这一领域开展了活动，日本一直在提高其能力，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发展自己的能力。
除了这里列出的活动外，还启动了其他一些与温室气体有关的倡议，反映出对改善温室气体信息的需求的广泛
认识。考虑到温室气体监测的政策影响，以及需要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制定气候变化减缓措施，未来几年可能
会出现更多的活动。然而，尚未出现一个全球协调的全面业务框架，使上述各种资产倡议能够相互利用，以最
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
5.

WMO 的作用

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说明 WMO 在协调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首先，在第 3 节所列的所有四个主要领域 WMO 都有持续开展的活动和经验：对基本天气变量和次要大气成
分的地基和空基观测、国际数据交换、相关建模和数据同化工作以及研究等。通过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及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合作，WMO 在陆面观测方面开展了一些活动；通过全球海
洋观测系统（GOOS）以及与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的合作，在海洋观测和海洋
建模方面开展了大量活动。
其次，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WMO 在协调国际活动、建立国际系统以及在密切相关的领域制定标准和最佳做
法方面有几十年的经验，如天气和气候观测（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NWP（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RP）和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
统（GDPFS））以及监测次要大气成分浓度（GAW）等。
世界天气监视网（WWW）是这里设想的基础设施最接近的范例。WMO 既不从太空也不从地面进行观测，不
运行任何模式或数据同化系统，也不直接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数据。WWW 为其会员建立了合作框架（WMO 术
语中的“基础设施”），使其能够以一种让它们相互补充和利用的方式运行各种系统组成部分，从而发挥最大影
响。在 WMO 公约的支持下，WMO 会员对用于提供观测数据的系统、数据的国际交换、全球建模和同化工作
以及全球模式领域的分发和验证提出了要求。这些系统本身是由 WMO 会员单独或作为会员集团运行的。
WWW 对气象学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预报和分析领域的交流，通用数据格式、输入数据、验证数据、验
证方法和验证算法的使用，都有助于将天气预报领域提升到今天的水平。如果没有 WWW 框架及其参与实体
之间合作与友好竞争的独特结合，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进展速度，也不可能有目前高质量和可靠的全球 NWP 数
据产品。
协调的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的社会经济影响很可能与 NWP 的影响一样大，甚至更大，因此，将监测工作建
立在一个坚实和权威的基础上并尽可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符合全球社会的利益。类似于 WWW 在 NWP 中
发挥的作用，一个通用的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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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卫星和地基综合观测系统的要求

•

按照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的思路，推进综合地基观测系统的设计

•

按照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的思路，为资源最少的会员确定观测网络的资金来源

•

改进并及时交换所有卫星和地基温室气体观测数据

•

在温室气体建模和数据同化的通用方法和实践方面进行合作

•

为交换模式字段设立通用文件格式和规范

•

制定通用核查和验证方法

•

建立衡量标准，为温室气体产品制定基准并加以改进

•

对量化产出数据进行比对

WWW 不制作或分发天气预报，同样，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的作用也不是制作人为排放的估计值。这是
《巴黎协定》各缔约方的职责，必要时由 IG3IS 等目标系统或哥白尼计划下开发的系统提供协助。

与现有 WMO 计划（GAW 和 IG3IS）的关系

5.1

WMO 在监测大气成分方面（包括温室气体浓度）长期开展活动。历来是由大气科学委员会（现在的研究理事
会）直接管理的，由秘书处的研究司（现在的科学与创新司）监管。
GAW 负责协调与大气化学成分有关的观测和研究，包括温室气体。2016-2023 年 GAW 实施计划是围绕着
科学促进服务的概念制定的，旨在建立与大气化学成分有关的新兴服务，同时保持高质量的观测工作。目前的
实施计划（IP）中阐述的 GAW 目标包括：
•

保持和应用对大气化学成分和选定物理特性的全球长期观测

•

强调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

提供与用户相关的综合产品和服务

根据其实施计划，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IG3IS）“旨在为那些有能力并愿意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和
降低空气质量的污染物排放的用户（决策者）提供服务。这项服务是基于现有的和成功的方法和用例，而这些
方法和用例的科学和技术能力已经得到证实或正在出现”。IG3IS 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将温室气体的大气观测与
逆向建模等分析工具相结合，目的是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提供与排放有关的服务。在这一点上，IG3IS 正在为
利用大气观测进行排放估算的全球一致方法建立良好的做法，并开展了与方法升级有关的活动。扩大 IG3IS
规模的局限性与观测数据以及人力和财政资源等的支持不足有关。
新的 WMO 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GAW 和 IG3IS 各自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
•

协调相关的观测活动（地基和空基），包括需求分析、观测网络设计、建立业务标准和最佳做
法、数据交换等

•

就建模和数据同化方法进行合作

•

协调业务化的建模和数据同化活动、数据分发、质量评估的指标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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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W:
•

考虑到目前的研究观测能力将是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的支柱，继续开发和评估观测 CO2、CH4
和 N2O 的新方法

•

逆向建模技术；发展良好的研究实践做法，模式基准测试等

•

与用户群体合作（在广义上与大气成分服务有关），开展与服务有关的活动，特别关注综合环境
服务（如空气质量和气候）

IG3IS:
•

侧重于改进和核查国家和次国家尺度的人为排放和吸收的估算

•

针对不同空间尺度和部门制定基于观测的排放核查良好做法

•

与用户群体互动

•

通过试点项目和原型设计，提升基于观测的排放估算水平

•

将受益于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提供的数据；用于烟羽回溯的高质量输入数据将帮助 IG3IS 进一步
加强其服务提供能力

5.2

从科学到基础设施再到服务

建议的 WMO 全球温室监测基础设施的最终目的是能够提高对温室气体、其源和汇的科学理解，以及这些气体
如何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化，并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改善为决策者和用户提供的服务。
WMO 全球温室监测基础设施的发展将由基础设施委员会牵头，并由秘书处的基础设施司支持。在这一节中，
我们简要介绍了研究理事会、服务委员会以及 WMO 秘书处各自技术部门的作用。
与研究（科学和创新部）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是双向的。
为发展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需要以下研究贡献：
•

用于温室气体观测和质量保证的良好数据（GAW）

•

同化方法的进步，例如由于缺乏垂直分辨率的观测数据（主要在 WWRP 下）

•

卫星数据和其他来源数据进行相互校准取得了一些进展，以便使用“同化气候学”进行源和汇的估
算（GAW）

•

推进地球系统组成部分模式的耦合方法，以准确说明大气、海洋和陆地表面之间的通量（GAW
和 WCRP）

研究得益于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提供的数据：

41

•

新的数据将使目前运行的碳循环的定量描述取得重大进展；这将直接推进 GAW 和 WCRP 的工
作，并有助于加强其对 IPCC 和 UNFCCC 的作用

•

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的理解，从而直接应对“WCRP 关于气候系统中碳反馈
的重大挑战” 41

•

新的数据将有利于 GAW 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要素，并有利于碳监测以外的领域

“WCRP 重大挑战”将在 2022 年逐步结束；预计碳循环的重点将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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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设想的基础设施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向一些区域提供与温室气体有关的服务。然而，与 WWW 的长期做法
类似，提供服务不属于基础设施本身的职责。在 WMO 内部，IG3IS 的目标是在有兴趣和支持的地方，主要
在专门的国家和次国家层面上提供服务。WMO 向 UNFCCC 传达了基于观测的排放估计的重要性，其会员对
这种方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拟议的基础设施将为这些工作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在区域层面，哥白尼的目标是
发展服务提供能力，但其任务重点是该计划的参与者，即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6.

建议的路线图

为了达到有效，已经积极开展主要部分工作的实体需要接受由 WMO 协调的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见第
4 节），并且为了尽量减少社区分裂的风险，重要的是让主要的相关利益相关方尽早加入。
COP27 的目标是在地球信息日介绍该倡议，然后由科技咨询机构鼓励继续发展该倡议。在 COP27 之前获得
气候界，包括 IPCC 的认可是很重要的，与 UNFCCC 秘书处开展合作也可能有助于为 COP27 铺平道路。
考虑到 2022 年下半年日程繁忙，以及希望在 11 月的 COP27 会议上提出这项新倡议，现提出以下路线图：
活动名称

参与方

可交付成果/结果

2022 年 SBSTA-56
6 月 616 日

《巴黎协定》缔约方

RSO 结论文本草案，确认需要全球
协调的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

2022 年 EC-75
6 月 2024 日

EC 成员

核准概念文件；责成 INFCOM 和
RB 为 Cg-19 编写该文件

2022 年 第二届气候观测大会
GCOS, WMO, EUMETSAT
10
月
17-19 日
2022 年 INFCOM-2 （ 还 可 能 是 INFCOM,
WWRP,
GAW,
GCOS 等的专家
10
月 INFCOM TECO）
24-28 日

范围和计划仍在制定中 - 暂定向
COP27 提出的建议

2022 年 COP-27 地球信息日
11 月
(TBA)
2022 年 WMO 国际温室气体监测研
9-10 月 讨会
(TBC)

COP-27 与会者

介绍 WMO 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
的概念

开放；比 4 月研讨会范围更广
泛 ， 还 包 括 GEO 、 ICOS 、
GCW、GOOS、UNEP、ICS、
未来地球/GCP 等

就温室监测基础设施概念进行广泛
磋商，包括海洋、陆地生物圈、多
年冻土等，目的是获得对该方法的
认可

完善概念文件，回应 EC-75 的要求
和专题讨论会的意见；向相关的 SC
分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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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协调的全球温室气体监测基础设施理由研讨会向 WMO 提出的建议
1.

提交 WMO 的建议，第一、二、三部分：

第一部分
•

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全综合的、全球协调的[温室气体监视网（GGW）— 命名待定]，其中包括：
o

综合观测系统、地基和空基资产和活动数据

o

多中心建模和数据同化系统（地球系统建模（ESM）驱动的传输模式，包括按地理空间分
类的陆地和海洋源和汇条目）

o

对建模系统采取分层方法（在空间上、时间上、耦合方面），包括与国家实体相联系的全
球和区域中心

•

对于这样一个框架的大部分，WWW 将是一个有用的起点；然而：
o
这将需要与 WMO 以外的实体密切协调，以吸收所需的专业知识，例如在陆地表面和海洋
观测和建模方面

•

WMO 应呼吁与相关各方进行圆桌讨论（待定），以确定所有数据提供方之间建立高级别协调机
制的必要性：
o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以及诸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FCCC）、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GEO、CEOS、CGMS、IPCC（技术支持
单位）等实体的参与，以及区域和国家实体（例如哥白尼）的参与，将是关键

o
o

应当对温室气体监测的作用和责任进行全面的“格局分析”
请 GCOS 牵头考虑其最新 IP 中规定的碳循环观测是否全面满足了整体的观测要求[GGW]

第二部分
•

这一倡议必须利用现有的能力，并应寻求加速和扩大其范围

•

有必要继续与 UNFCCC 和其他相关的利益相关方接触，以确保这符合需求

•

有必要清楚地阐明[GCM]将提供什么，它的好处以及它如何建立和扩大现有能力

•

该倡议有可能为 UNFCCC 的缔约方带来好处

•

这是迫切需要的，应确定并立即采取行动，同时发展一个长期、稳定、可持续的系统

第三部分
•

在整个[GGW]范围内应该解决的高度优先问题是：
o

促进数据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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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数据的协调和交换，制定基准活动（包括观测和模式输出）

o

互可操作性，提供标准、协议

o

制定观测和模式组成部分的质量标准

o

交付的及时性

o

合规（数据提供）监测

o

为观测系统（例如 GBON、系统观测融资机制(SOFF)）提供可持续供资的途径

o
o

提供协调[GGW]的路线图
尽早吸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关方

服务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GGW]应：
•

适应与日/月/年/十年现象相关的多种时间尺度和服务范围

•

适当注意在流程早期确定服务和信息需求的必要性

•

以合作、有益和包容的方式为 UNFCCC 中的增强透明度框架（ETF）进程提供支持

•

关注用户/政策界面（WMO IG3IS、GFOI/SilvaCarbon、GEO）

•

在制定其概念时对所有潜在的利益相关方和参与方保持透明

•

只有在各方达成共识并与利益相关方接触之后，才能进行详细的实施和设计

3.

对总体架构的评论：
•

系统架构的设计旨在提高我们对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CO2、CH4、N2O）的基本认识

•

在服务中心之间进行产品相互比对的范围，以及输入数据/模式的比较/一致性；WMO 支持产品
的系统核查，以及技能措施的相互比对（NWP）

•

建模系统需要与不同时间尺度进行再分析的能力相一致，以进行：
o
较长的再分析可追溯到至少 1990 年（排放基线）
o
较短的再分析，连接不同的全球盘点（GST）周期

•

以前的经历提供了与清单社区的重要联系，即他们对系统的直接贡献

•

卫星观测，积极的协调工作（CEOS/CGMS），然而需要扩大目前计划的能力，以建立一个全面
的空基业务星座
o

CEOS/CGMS 中关于温室气体和农业、林业及其他土地利用（AFOLU）的活动正在朝着
正确的方向发展

o

系统地提供碳循环产品= 不止是基本气候变量（ECV）

o

下一代生物圈/AFOLU/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产品（CEOS AFOLU
路线图，GEO）
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和接受度

o
4.

前进之路：
•

说明[GGW]拟实现的要求，包括主要的目标应用（例如人为通量、自然源/汇等）

•

制定建立整体基础设施的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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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设计全面、综合的全球温室气体观测系统制定路线图，该系统由地基和空基资产组成，纳入并
利用现有的和已经计划的能力

•

让从事温室气体建模和反演活动的主要组织/实体参与进来（从 NWP 中心和数值实验工作组
（WGNE）吸取经验教训），并提供一个整体协调和包容的框架

•

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关方积极接触；制定能力发展活动 — 利用和协调 GAW、GCOS 等正在
开展的活动

•

在两个方向上制定试点计划：
o
o

•

早期的先进用户/国家
发展中国家：通过与该地区的发展机构合作，帮助使用新的基础设施应用程序

需要即刻采取的行动：
o

WMO 呼吁与相关各方进行圆桌讨论

o

寻求扩大重点地区的观测网络，包括热带地区、南大洋和北极地区

o

在现有的温室气体建模中心之间建立合作，以提供共同的观测数据集和相互比对的机会
（从 NWP、空气质量预测等方面吸取的教训）

o

发起支持当前 UNFCCC 评估周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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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

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关于指定理事会代理成员和颁发 IMO 奖的意向表决和投票程序
根据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2021 年版)第 5 条和 6.1.3 条的规定，当遴选理事会代理成员或遴选 IMO 奖
获得者时，如果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人员之间进行选择，须使用下述《总则》第 151 条（2021 年
版）确定的程序：。
(1) 每一个理事会成员或其代理人须将其选择的候选人名反映在电子选票中。未得到选票和获得最少选票
的候选人须从候选人名单中移除。随后须针对候选人名单中的其余人员重复表决过程；。
(2) 表决过程中，如果某候选人在任一阶段得到了所要求的赞成票多数支持，即应宣布该候选人当选，不
再进一步表决。
(3) 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所需的多数票，投票程序应继续进行，直到名单上仍有一名候选人（"首选候选
人"）。
(a)

表决过程中，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均得到了最少票数，则须进行一次单独的意向表决。
得票最少的候选人须从候选 人名单中去除，其余则保留。

(b)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均得到了最少票数，则须进行一次单独的意向性表决。若此次单独
意向表决中多个候选人得到了最少票数，则这些候选人均须从名单中去除。

(c)

若意向表决程序中最后两名候选人得到了相同票数，则须进一步表决；。

(4) 对于指定理事会的代理成员，提案应获得赞成票（赞成）的简单多数支持，而对于 IMO 获奖者，提
案应获得赞成票（赞成）的三分之二多数支持；。
(a)

如果第 4 段所述的提案没有得到所要求票数的多数支持，应再次进行表决；。

(b)

如果在 3(a)-3(c)和 4(a)段中所述的再次表决仍不能做出决定，执行理事会应决定是否进行
再次表决，或是否采用新的程序，或是否推迟决定。

投票过程

此前，EC-73 已经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投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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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是通过保密的电子邮件向法律顾问提交所选选项，尽可能忠实地再现采用投票单的传统投票系
统。
法律顾问和办公厅主任(D/CSG)将根据《总则》第 64 条的规定，核实和计算收到的选票，秘书处应将其
作为保密选票处理。
秘书处将公示每轮投票的结果，以便投票者有足够时间准备投票。
主席将宣读每轮的投票结果，随后将总结投票结果得出的结论，并对后续步骤做出说明。
投票程序将按以下顺序进行：

(1)

主席宣布电子投票会议开始，并请秘书处向 EC 成员介绍电子邮件投票建议；。

(2)

主席邀请评选委员会主席提交报告；

(3)

候选人的名字经 D/CSG 核实后显示在屏幕上；。

(4)

主席宣布投票开始。这一轮投票将持续 5 分钟。

(5)

执行理事会成员或其候补成员通过电子邮件将首选候选人的姓名发送给 法律顾问 B. Exterkate 女士：
bexterkate@wmo.int。

(6)

主席宣布投票结束。

(7)

法律顾问确认收到的选票。法律顾问统计票数，D/CSG 核实票数。

(8)

主席宣布经法律顾问和 D/CSG 确认的结果。

(9)

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获得最少票数的候选人应从名单中删除，并对剩余的候选人进行下
一轮投票。

(10) 主席从第 3 步至第 9 步继续投票进程，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所需多数票并被宣布当选。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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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功能和社会经济效益
公共私营参与（PPE）的最新情况
引言

1.
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倡议下，开放协商机制（OCP）于 2019 年 6 月成立，作为所有部门的利
益相关者参与的协商机制，以实现《日内瓦宣言-2019》中阐述的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之间新的伙伴
关系文化的最终需要。
2.
根据第 79（Cg-18）号决议--"下一代天气和气候情报的伙伴关系和创新 "公开协商平台，
PPE 办公室在此向执行理事会提交关于与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的协商机制的成果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的
最新情况。由于 2021 年执委会会议的时间安排很紧，在执委会第 73 和 74 届会议上没有就 OCP 成果
和其他 PPE 活动作出更新。因此，第 5.4 条向欧盟委员会介绍了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取得的进展。
3.
在此期间，PPE 的活动一直遵循 Cg-18 与上述决议及其第 80 号决议（Cg-18）《日内瓦宣
言-2019》的指示。建立天气、气候和水行动的社区，Cg-Ext(2021)的决议 8，全面审查世界气象组织
的区域概念和方法，EC-72 的决议 11，公共私营参与的指导方针（2020 年版），以及区域协会会议的决
定 8（RA I-18）-公共私营参与；决定草案 5。2/1 (RA II-17)- 公共私营参与决定 6 (RA III-18) - 公
共私营参与决定 15 (RA IV-18)- 公共私营参与决定 8 (RA V-18) - 公共私营参与决定草案 3.1/6 (RA
VI-18) - 公共私营参与
关于 PPE 的更新

开放式协商平台

4.
大会在第 79(Cg-18)号决议中同意关于作为执行理事会或大会届会方案的一部分举行公开协
商平台年度专题会议的提议。开放协商平台第二次高级别会议（OCP-HL-2）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至
27 日举行，是一次在线活动，包括两个专题分会。第二次分会的讨论着眼于成员中与国家气象和水文服
务（NMHS）有关的体制安排的多样性，并为整个社区了解塑造 NMHS 和利益相关者的未来演变的驱动
力和趋势提供视角。开放式协商平台第三次高级别会议(OCP-HL-3)将作为 EC-75 计划的一部分举行，
以推出 OCP 白皮书#2(见第 5 段)，内容为不断演变的角色和责任--国家气象水文局的未来，并讨论该
主题，这与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规划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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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P 白皮书#2

5.
正如在 EC-73 会议上所报告的，世界气象组织 OCP 正在制定关于不断变化的角色和责任NMHS 的未来的白皮书。OCP 建议在企业的 "重大挑战 "上建立一个共同的愿景，随后为第二个合作白
皮书建立了一个起草小组。世界气象组织主席 Gerhard Adrian 教授作为首席编辑，带头协调和准备这
份白皮书。各区域协会主席带头从他们的区域协会中确定起草小组的专家。来自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
的约 30 名贡献者和审查者，包括水文专家，积极参与了白皮书的起草和审查工作，白皮书将于 2022 年
6 月由 EC-75 出版。
与 OCP 相关的区域论坛

6.
大会在第 79(Cg-18)号决议中要求各区域协会主席在其区域内推动与所有部门的利益相关者
在整个价值链上进行非正式磋商，以分析和建立对次区域和区域情况的了解。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区域
协会在 2020/2021 年的会议上做出决定，考虑与私营部门的协会合作，组织一个与 OCP 相关的 PPE
区域论坛，讨论特定区域的问题、机会和倡议，以利用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作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能力发展-PPE 培训包

7.
根据第 8 号决议（Cg-Ext(2021)）的指示，将与成员服务和发展部的教育和培训办公室合
作开发 PPE 培训包，该决议要求秘书长制定指导方针，以促进 NMHS 参与 PPE，支持其能力发展活
动，并适当考虑第 80 号决议（Cg-18），该决议敦促成员通过立法和相关的国家和区域行动、政策和战
略，考虑《日内瓦宣言-2019》并采取行动，特别是能力建设方面。PPE 培训包将包括在线自学课程和
区域讲习班上的促进培训活动以及区域培训中心的管理培训。目的是提供易于获取的培训资源，帮助国
家气象局管理/执行人员了解世界气象组织关于 PPE 的最新政策和准则，以及成功 PPE 的关键主题问题
和促进因素，包括法律/体制框架、数据共享、参与方式等。它们还将支持世界气象组织和成员的其他培
训活动，并提供一个框架，以确认和评估国家气象局进行有效的 PPE 所需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准则和补充材料

8.
EC-72 批准的 PPE 指南以所有 WMO 官方语言出版。这些指南由定期更新的 PPE 在线内容
补充，通过 WMO 公共网站（https://public.wmo.int/ppe/）上关于 PPE 的专门网络空间提供给成员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这包括良好做法的收集，已张贴在上述 WMO 网站的 PPE 资源部分。除了成员和私
营部门分享的良好做法，在 OCP 第二次高级别会议、WMO 数据会议主题 2 筹备研讨会和远程组织的
OCP 创新研讨会上的投入也被组织起来，并以方便用户查找的方式发布（做法和演示文稿以及做法概
述）。秘书处将进一步努力增加良好做法和其他相关材料。除了以所有六种 WMO 官方语言公布的
WMO 第 1258 号《PPE 指南》（2021 年版）外，PPE 出版物（第 1-4 号）可在 PPE 网页上获得。最
新的 PPE 出版物是 OCP 第二次高级别会议（OCP-HL-2）的总结报告。
第二区的试点项目

9.
2021 年 8 月，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协会（RA II）通过了第一个关于 PPE 的区域试点项
目，并于 2022 年 2 月开始实施。这个关于大城市智能气象服务的公私参与试点项目（PP-SMSC）旨在
探索 PPE 模式，发展城市综合气象服务。试点项目的概念和建议是由 RA II 的一些成员制定的，并得到
PPE 办公室和成员服务与发展部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协助，并将作为 RA II 运营计划的一部
分来实施。预计它将提供经验、良好的做法和教训，说明如何将高级别政策和指导缩减为适合某个区域
或次区域及其成员需要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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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协会和成员的其他援助

10.
2019 年日内瓦宣言和世界气象组织的 PPE 指南都将立法和/或制度安排作为 PPE 的关键因
素和国家层面的优先行动。PPE 办公室已经创建了一个成员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书的资料库，一般从公
开的来源收集，以规范他们的气象活动。储存库现在包括 100 多个成员的 100 多份法律文书，并在秘书
处内开放使用，特别是支持区域办事处对成员的服务。通过利用储存库，PPE 办公室还为一些成员审查
和修订有关 PPE 的法律框架或体制安排提供咨询支持，并将继续努力提供指导性材料，包括识别和分析
良好做法，供成员未来咨询和使用。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11.
PPE 办公室一直在积极寻找与私营部门实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天气和气候企业的其他利益相
关者建立更多联系的方法。自 2020 年 2 月以来，一系列在线 OCP 创新研讨会为公共、私营、学术和民
间部门提供了分享创新做法和想法的机会，这有助于建立对企业当前发展的了解。
HMEI (水文气象仪器工业协会)

12.
2021 年 3 月举行了 WMO 和 HMEI 信息日，这是 WMO 和 HMEI 的联合活动，以提高行业
利益相关者的认识。正在制定道德守则，以建立商定的道德原则，以成功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和参与，
这是 52 号决定（EC-70）通过的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之间的
工作安排 "的要求。道德准则草案现正由 HMEI 审查。然而，由于 2021 年 HMEI 管理结构的重组，该
课程已被推迟。
提高认识

13.
根据 OCP 商定的路线图，继续努力提高成员和利益相关者对 PPE 的认识。在区域协会的会
议上系统地介绍和讨论了与 PPE 相关的挑战和机遇，并做出了与 PPE 相关的决定（见下一段）。世界气
象组织 PPE 政策的推广是通过参与国际活动进行的，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水文论坛（2021
年 6 月，虚拟）、ACP 内部气候服务和相关应用计划（ClimSA）'21 论坛（2021 年 11 月，虚拟）、
AMS 第 102 届 2022 年年会（2022 年 1 月，虚拟）。
其他活动（新闻通讯）

14.
通讯每两个月向 700 多名读者发布一次，让读者了解世界气象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活动、
倡议和出版物，以便在多利益相关方的企业中共享形势意识。
_______________

天气气候水

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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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计划中的举措，以推进对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评估
新成立的专题领域，为社会经济效益（SEB）分析中的业务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本文件概述了在秘书长办公厅设立 "天气、气候、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Martis]这一交叉主题领域的情
况，包括最新进展和计划的下一步行动。本文件收录了 2022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气象
组织欧共体政策咨询委员会（PAC）2022 年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EC-75 (信息文件)).
背景
1.

虽然清洁的空气、公平的天气和可靠的水供应对人们的健康和安全、繁荣的工业或高产的农业有很大的
贡献，但极端的气象和水文事件（热浪和寒潮、热带气旋、洪水、干旱、风暴和其他危害）会使整个社
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并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预测和准备天气和气候变化的能力，使社会能够在
一定限度内提高对这种变化的复原力和经济繁荣度。

2.

世界气象组织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第 1 号决议（Cg-18）--世界气象组织战略计划）阐明了一个
世界愿景，即到 2030 年，所有国家，特别是最脆弱的国家，对极端天气、气候、水和其他环境事件的
社会经济后果有更强的复原力。

3.

本计划的战略目标 1.4 要求关注向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机构（NMHS）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和援助，以评
估和提高其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图 1 表明，对社会和经济效益的监测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持续薄弱。

4.

本计划的战略目标 4.1 敦促通过展示、促进和宣传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观测、研究和服务的社会
经济价值，重点提高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国家气象服务的知名度和
可持续性。鉴于各地区评估服务潜在效益的能力非常不平衡，世界气象组织致力于向其成员，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进一步的援助。

EC-75/INF.5.4(2), p. 2

图 1:全球状况的 SEB 分析覆盖。
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社区平台，截至 2022 年 4 月的数据

社会经济效益专题领域的最新情况

出发点：关于天气、气候、水服务及其他环境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白皮书[Sahar Taj bakhsh]：世界气
象组织的作用
5.

SEB 专题领域牵头协调和准备《天气、气候、水服务及其他环境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白皮书》[Sahar
Taj bakhsh]: 世界气象组织的作用。

6.

白皮书的目的是收集权威的和符合目的的信息，以加强倡导更好的区域和国家支持，支持对天气、气候
和水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投资。

7.

白皮书的目标如下：

8.

(a)

通过包括对现有资源的全面审查，系统地绘制关于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现有知
识，最初仅限于世界气象组织的出版物、报告、会议记录、数据集、培训材料等。

(b)

通过确定共同的挑战和揭示区域和部门层面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状况方面的分歧，进行系统的差
距分析。

(c)

就如何以最有效和高效的方式弥补已确定的差距提供一套建议。

该白皮书将在 2022 年第二季度供内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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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 SEB 主题领域的影响支柱
9.

SEB 专题领域将以系统的方式解决已确定的不足之处。建议的行动支柱组织方式在图 2 中得到了示
意。

图 2:建议的 SEB 主题领域的影响支柱
10.

"数据和信息 "是专题领域三个计划行动支柱中的第一个，旨在以系统和综合的方式弥补现有的数据和信
息差距，重点是水文气象极端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预警系统、观测基础设施和公众信息的投资
的成本效益分析。

11.

"创建工具箱 "是该主题领域的第二个行动支柱，旨在促进实际应用气象和相关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评
估的衡量标准、方法和途径，包括为主要用户，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对天气和气
候敏感的经济部门的准则和推荐做法。

12.

"能力建设 "是专题领域的第三个行动支柱，旨在开发一个 SEB 工具箱培训包，提供容易获得的培训资
源，帮助国家气象局获得对工具箱应用的理解。在支持世界气象组织和成员的相关培训活动的同时，该
培训包将提供国家气象局展示、促进和沟通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观测、研究和服务的社会经济价
值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13.

在进行合规性检查后，SEB 专题领域将通过研讨会、网络研讨会、会议等方式使活动及其执行情况得到
关注。将在外部专家（包括来自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的专家）的参与下，组织关于社会企业评估的区域讲
习班，以推进知识转让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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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安排：社会经济效益小组(PEB)[Martis]
14.

为了有效地进一步发展和协调与社会经济效益有关的活动，建议成立社会经济效益小组（PEB）
[Martis]。

15.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论坛，PEB 将有助于加强对投资于 NMHS 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小组的主要
目标如下。
(a)

就与天气、气候和水服务投资有关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趋势和发展提供咨询，特别是那些可能引
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b)

为世界气象组织旨在阐明极端事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以及对观测基础设施、早期预警和向公众提
供信息的投资所带来的好处的主要计划的规划和实施提供建议和帮助。

(c)

通过对分析研究的贡献，包括对关键挑战的立场、审查、提供数据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促进应
用一流的分析工具以支持短期和长期分析，提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在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方面的
能力。

(d)

鉴于评估成本和效益的广泛方法，支持世界气象组织工具箱的开发，并通过监督方便用户的培训
材料的开发和向国家气象局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用户群体提供培训，加强世界气象组织成员进行
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的能力。

(e)

就 SEB 分析向其他科学界和非科学界进行宣传，包括制作相关出版物和使用所需数据。

(f)

向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执行伙伴、科学界和其他有关方面传达与 SEB 有关的研究结果，鼓
励他们支持和参与。

16.

小组将由来自技术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能力发展小组[Kijazi]、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国际组织、发展
机构、科学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主要专家组成。

17.

小组的成员将在与常驻代表和组成机构协商后选出。

18.

一旦小组成立，成员将制定一个活动计划并开始实施。目标是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实施具体
活动来产生动力。

19.

咨询小组将向政策咨询委员会[Endersby]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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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合作伙伴的接触
20.

为了有效，SEB 主题领域促进了整个组织的合作行动，以更好地调整目前和未来的 WMO SEB 相关活
动和寻求。
(a)

与世界气象组织和共同赞助的方案紧密合作，推进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b)

与区域协会合作，交流最佳做法，宣传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c)

在服务技术委员会下，与气候服务常设委员会（SC-CLI）合作评估气候信息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
益；与航空服务常设委员会（SC-AVI）合作评估飞机气象观测的效益。与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
务常设委员会（SC-MMO）就海洋服务的成本计算方案进行合作；与综合能源服务研究小组
（SG-ENE）就向能源部门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良好做法汇编和社会经济效益展示进行合作；
与综合城市服务研究小组（SG-URB）就制定有效指标以评估特定城市服务的效益及其对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SDG-11）的贡献进行合作；与综合卫生服务研究组(SG-HEA)
[Borretti]合作。

(d)

与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的社会和经济研究应用工作组（WG SERA）合作，估算气象
信息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改善决策过程中对气象信息的使用，并开发决策支持系统和工具。

21.

SEB 专题领域旨在加强现有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与具有一流分析能力和强大经济数据专业知识的机构建
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世界银行的全球减灾和恢复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UN/DESA）、联合国区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部委和发展机构。

22.

工作计划活动 11 旨在促进、交流和分享关于评估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共同利益的
经验和最佳做法，包括使用现有工具和方法。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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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第七十五次届会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日内瓦

提交者：
秘书长
21.VI.2022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

保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
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
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关于采购活动的报告
前言
采购活动包括对商品和服务的体制性采购，并实行正式的征集方法。
虽然采购占 WMO 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但请注意，本报告不包括特别服务协议、协议书（LOA）和《承诺书》
（LoU）。
核心采购原则
WMO 采购活动的关键原则是实现以保障公平、诚信和透明的方式获取商品和服务的最佳价值（BVM），并旨
在实现本组织目标内部和目标内最大经济和有效性。
根据 WMO 核心原则，适用于采购活动的下列程序：
(一) 要求以书面形式规定，经有关部门同意：
(二) 所有潜在供应商的邀请均以书面形式发布，并公开发布广告，从而确保公开的国际竞争：
(三) 根据商定的公布标准对潜在供方收到的投标/建议进行评估：
(四) 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中处理了与合同、商品和服务交付相关的所有交易以及应付款：
(五) 根据采购和合同委员会（PCC）的建议，秘书长批准所有超过 10 万瑞郎的采购;
(六) 助理秘书长、治理服务司长或采购官员根据授权进行的采购记录、处理和批准低于 10 万瑞郎的采购;
(七) 在采购和合同管理部分的支持下，项目经理在采购和合同管理部分的支持下，对供应商绩效进行监测;
和
(八) 采购交易需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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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采购概述
2020 年的经济形势导致资金结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资助建筑设施整修项目（与 2021 年 EC 的决定挂
钩），从而增加 XB 活动的采购。由于采购部门必须响应加大工作量，因此，这些额外需求导致 2021 年成为
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大楼的设施老化和 IT 设备过时影响了本组织维护基本服务的能力和/或代表所有建筑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风
险。因此，秘书长（SG）根据能源立法批准了一系列关键建筑项目，以解决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2021 年，WMO 的总采购额为 13，000'567 瑞郎。其中，1'737'436 瑞士法郎（13%）代表商品的采购，
11'263'132 瑞士法郎（87%）代表服务的采购。

图1

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的总支出增加了 2，184，533.88（20.2%），其中采购额为 10'816'033，29
瑞士法郎。如前所述，显著增加的主要归因因素在于为建筑和设施维修服务提供额外要求，金额为
4'871'054，866 瑞士法郎，增加了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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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召开了 15 次 PCC 会议，以审查 44（44）份采购合
同，2020 年举行了 21 次会议，代表 35 次采购案例评审。

图2

846 份订单于 2021 年发布，而 2020 年为 739 份。
图3

2021 年的采购趋势
图 4 比较了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采购趋势。

图4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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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供方国家划分的采购
2021 年全球采购商品和服务的地理分布：

图5

图 6 为 2021 年 34 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供方采购数量，最高为瑞士（74%）。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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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分析图 7，将瑞士排除在 2021 年，33 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的采购量。

图7

2021 年采购的十大商品和服务类别
图 8 为 2021 年支出最高的十大类别。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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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强调了最常用的类别。

图9

WMO 合作采购
根据其原则，WMO 通过共同采购活动组（CPAG）与其他 UN 组织共同开展采购合作或共享采购过程的结
果，从而为该小组全面带来效益。
合作采购的基础是：
(一) 利用联合国其他组织的既定长期协议（LTA）或合同来改善联合国机构间的合作：
(二) 利用征集结果建立合同：
(三) 使用联合采购单位（CPAG）。
CPAG 的好处之一是通过规模经济和减少联合国组织间效率低下和重复实现成本节约或更好的服务。WMO 采
购人员正在积极促进招标文件的协调，并简化联合国内部的采购过程。
采购和合同管理部门（PCM）利用了联合国系统的各类 LTA，为 IT 设备提供了大量折扣。更重要的是，LTA
为支持受援国对外场项目的任何要求提供了快速的采购流程，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提前时间和行政成本
图 10 显示了在 LTA 下采购的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包括供应商名称和牵头机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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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内的采购（全球）
Lead Agency

Vendor

Purpose of LTA/Scope

UNDP Denmark

Zoom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Inc
•Lot 1: Networking and datacenter equipment, including
accessories and replacement parts
•Lot 2: Desktop/Laptop/Tablet computers, Smartphones
(without subscriptions) Monitors andaccessories.
•Lot 3: TV/LCD panel, Cameras and conference and translation
equipment.
•Lot 4: Printers, Scanners and accessories
•Lot 5: Off the shelf Software
•Transportation/Freight services to deliver to destinations.
•Export compliance licensing services.
•Installation at destin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
•Warranty support services

UNDP Denmark

Atea
Planson
Dan office
Cancum

United Nations

Toyota Gibraltar

Vehicules

IFAD

KPMG

Management Consultancy Services

IFAD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nagement Consultancy Services

UNICEF

Kuehne &Nagel A/S

Logistics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UNICEF

DHL

Logistics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ILO

Ofatec SA

Maintenance Inverters (Entretien Onduleurs)

UNOG

Prezioso Linjebygg SAS

Concession relative aux travaux de second oeuvre architectural
(peinture, décoration et finition)

ILO

NOS SA

Provision of adjustable desks

图 10

图 11 关于联合国日内瓦机构内现有合同/LTA 的报告以及估计的成本效益。根据合同/PTC，2021 年花费了
943037 瑞郎，WMO 实现了 257553 瑞士法郎的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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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PAG（联合国机构）的采购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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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可持续性考虑因素：
WMO 通过招标过程重视可持续性原则。
它整合了兼容和有利于保护环境、社会进步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要求、规范和标准，即寻求资源效率、提高产品
和服务的质量以及最终优化成本。

通过采购过程的多个步骤实现了可持续性：
(一) 投标文书：WMO 整合了超过 4 万瑞郎的强制性和加权可持续招标标准，供投标人考虑，以符合劳动条
件和人权（联合国供应方行为守则）和环境条件，如环境管理条件、碳排放监测、第三方认证；
(二) 根据财务条例和细则和常设指令，在向捐助方和政府报告 WMO 如何花费公共资金时，考虑到经济考
虑；
(三) 管理层决定：WMO 为朝着气候中和方向迈进做出了贡献（绿色蓝色倡议），并与服务部门（SIG）签
署了一份合同，将大楼与 GENILAC 解决方案联系起来，旨在实现六（6）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 6 通
过减少污染来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目标 11 通过加强可持续城市化和减少城市资本环境影响的不利影
响，包括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特别关注空气质量和目标 13 气候行动。
采购人员参与 ERP 项目
PCM 的相关工作人员密切参与对当前甲骨文 ERP 的潜在后续系统的分析。目前正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合作，转向云基系统，而 PCM 的同事正在根据需要通过传播本组织的定制需求以及寻求改进的领
域，为该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
知识共享
采购人员通过定期培训课程促进知识共享。有关关键采购过程的信息是利用报告和研讨会会议分发的。采购部
分目前正在建立专门的采购 WMO-HUB 内部部分，以便以用户友好的方式轻松获取有关行政和业务事务的关
键信息。这将加强业务伙伴对采购工作复杂程度的认识，并有助于采取更有效的做法。
WMO 机会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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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书目前在联合国全球市场（UNGM）和 WMO 网站上发布。
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采购部分正利用社交网络（LinkedIn）促进 WMO 战略招标机会，以提高招标的知名
度。
其它事宜
WMO 采购部门（PCM）开始审查常设指令和相关文件，以解决外部审计建议，但也旨在进一步提高采购过程
的效率。预计《WMO 采购手册》也即将推出。
前瞻性陈述
总之，目前的采购预报表明，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测，前进的 WMO 采购部门（PCM）将面临更多的需求，从而
产生比以往更多的支出。随着建筑整修项目的预算尚未支出，预计 2022 年及以后，WMO 的支出预计将在
2022 年及以后重回正轨，并正在实施的新项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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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气候 水

世界气象组织

提交者
秘书长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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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职责声明

和
财务报表的呈报

秘书长的职责
《财务条例》要求秘书长维护必要的帐户，编制每年的财务报表，内容包括：本组织各项基金的收入和
支出报表；拨款情况；以及本组织在年终的资产和负债报表。此外，秘书长还需提供其它可能需要的信
息，以说明本组织的当前财务状况。
为了履行该职责，秘书长负责制定详细的财务细则和程序，以确保：有效的财务管理；实行节约；以及
有效保管本组织的有形资产。秘书长还必须保持内部财务控制，对财务交易进行有效的审查，以确保：
所有资金的接收、保管和支付都是正常的；承付款或债务符合执行理事会通过的拨款或其他财务规定，
或符合有关基金的宗旨、规则或规定。
2021 年财务报表的呈报
以下所附财务报表，包括报表 1、2、3、4 和 5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均按《财务条例》和国际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妥善编制，并特此证明正确。

(张文建博士)

（佩特里·塔拉斯教授）

助理秘书长

秘书长

2022 年 4 月 19 日

202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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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内部控制声明
1.

职责范围

作为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秘书长，我负责按照分配给我的职责，尤其是公约的第 22（a）条、总则第
153（1）条以及财务条例的第 13 条，维持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以支持 WMO 会员设置的本组织政策、宗
旨和目标得以实现。

2.

内部控制系统的目的

内部控制系统旨在降低和管理风险而非消除无法实现本组织目标的风险。因此，它只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而非绝
对的有效性保证。它基于正在开展的流程，旨在确定主要的风险，以评估这些风险的性质和程度，并有力、高
效和经济地进行管理。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负责建立一个流程网络，旨在管理 WMO 的运营，从而为管理部门
提供以下合理的保证：

• 实现本组织的规划、计划、目的和目标；
• 经济实惠地获取资料并且予以有益地利用；
• 秘书处的资源（包括人才、系统、数据/信息）得到充分保护；
• 司长、高级职员和雇员的行为符合本组织的政策、标准、计划和程序以及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 内部或外部公布的数据和信息都做到准确、可靠和及时。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是管理的职能，也是管理运行整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
有责任在各个层面上：

• 确定和评估与其特定运行领域相关的可能风险；
• 具体规定和建议用于降低和/或缓解与确定的暴露度相关风险的政策、计划、运行标准、程序和
系统；
• 建立要求和鼓励员工履行其职责职能的实际控制流程，以帮助实现前一段提出的控制目标；
• 维护已经建立的控制流程的有效性，并促进这些流程的持续改进。
3.

应对风险的能力

战略和业务规划。2020-2023 年世界气象组织战略计划确定了全组织的长期目标、战略目标和优先事项，
2020-2023 年运营计划为所有服务对象提供了全面的参考，是各部门年度预算的唯一来源，无论资金来源如
何，也是监测、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唯一来源。 通过合作过程制定的 2021 年年度运营计划，成为预算编制、
监测和风险管理的企业工具。 各部门主任被指定对长期目标负主要责任，他们的战略目标反映在高级管理契
约中。 组织业绩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受到监督，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
监测和评价。2021 年推出的执行仪表板，通过对方案和关键组织流程绩效的一目了然的综合数据，促进了董
事会的工作。对于通过关键绩效指标进行的战略监测，在业务层面进行了 "绩效滚动审查"，旨在发现系统性
问题、隐藏的模式、未知的关联、趋势和其他信息，以协助秘书处提高其业务效率和效能，并做出基于证据的
决策。 在评价方面，向项目经理提供评价规划方面的协助。 2020 年创建的评价库构成了世界气象组织评价
的综合档案，培养了学习和知识共享的文化，从而改善了计划和项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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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世界气象组织的企业风险管理(ERM)程序于 2006 年启动，作为内部控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按
照审计委员会的建议，被纳入规划、监测和评估程序以及关键的组织程序（常设指示）。erm 以 2011 年执
行理事会批准的 WMO 风险管理政策和 2012 年推出的风险管理框架为基础。风险管理过程在《常设指示》
第 14 章中有所描述。
风险管理在三个层面上进行操作：(a)实体层面的组织风险；(b)与战略和运营计划的实施有关的方案层面；以
及(c)流程/活动层面的行政业务，具体如下。
(1)

运营计划（OP）--公司和部门层面：具体的绩效指标和风险评估包括在运营计划中（在战略目标层
面）。

(2)

世界气象组织的改革--机构层面：为应对相关风险，由执行理事会成员组成的组成机构改革工作组负
责监督过渡进程，并在 2020 年 6 月结束其任务。EC-72 要求政策咨询委员会为评估 WMO 组成机
构改革及其在第十八财年内的后续工作编写一份计划，并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三届会议(EC-73)。
73)；秘书处为组成机构改革的独立评估制定了职权范围和关键绩效指标，并协调了选择评估人员的
过程。此次评估是欧盟委员会根据联合检查组（JIU）的建议委托进行的。欧盟委员会改革评估工作
组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召开会议，为评估小组提供初步指导。

(3)

关键组织流程--公司、部门和流程层面：对所有关键组织流程保持风险控制矩阵。流程负责人有责任
管理风险；各部门主任（第一道防线）负责遵守指示；2019 年设立的主计长负责合规核查，包括审计
建议的后续工作；秘书长内阁办公室主任（2019 年为第二道防线）负责合规保证。

(4)

项目管理--公司、部门和项目层面： 《常设指示》第 13 章规定了具有 明确责任的分 步流程 ；这包
括项目层面的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被识别，并记录在公司的电子项目规划和监测工具（ePM）中。
项目管理委员会（PMB）每季度审查各部门主任报告的高风险、措施和采取的行动。

(5)

COVID-19-公司层面。根据执行理事会的要求，秘书长继续监测 COVID-19 对本组织及其秘书处的
关键网络和设施运作的影响。

(6)

网络安全--公司层面。根据与联合国国际计算中心（ICC）的协议，ICC 为 WMO 提供了一个首席信
息安全官的角色。 该协议的范围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政策、风险管理、安全操作和与网络安全有
关的管理。

(7)

在上述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声誉、欺诈和其他高风险将酌情在执行管理部门和董事委员会中处理。

欺诈预防、侦查和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对任何类型的欺诈、腐败和其他被禁止的行为都采取 "零容忍 "政策。
财务条例》第 13.8 条规定，内部监督办公室（IOO）负责调查所有关于欺诈的指控或推定，并对服务和组织
单位进行检查。 根据《财务条例》的附件，外部审计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欺诈或推定欺诈的案件。 世界气象组
织的道德框架包括《道德准则》和《世界气象组织反对欺诈和其他禁止行为的政策》。 道德准则》规定，世
界气象组织的工作人员有义务揭露违规行为（包括欺诈）并配合调查。 世界气象组织反对欺诈和其他违禁行
为的政策概述了预防、发现和应对欺诈和其他违禁行为的政策和程序。 工作人员细则》第 112.2(c)条规定，
工作人员有义务：(i)向负责采取适当行动的官员报告任何违反世界气象组织条例和细则的行为；以及(ii)与正
式授权的审计和调查合作。 工作人员条例》第 10 条预见了对从事欺诈等不当行为的工作人员采取的纪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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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出版委员会继续每季度对世界气象组织出版物的生产进行规划和监测（实际上是），并确保与国会批
准的出版政策、条例和强制性出版物有关的生产质量、及时性和效率。出版物委员会向秘书长提出有关出版物
进度及相关风险的建议。出版流程也进行了精简并有据可查。
采购：采购和合同委员会审查相关采购案，并向秘书长提出采购行动方面的适当建议。
投资：投资委员会监测世界气象组织的投资情况，以确保它们与 WMO 投资政策一致，并向秘书长汇报政策出
现的所有偏差、原因及补救措施。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持续监测现金余额，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现金余额状
况。财务主管和财务总监仔细监测汇率波动和利率，以减少投资组合中的汇率和利率风险。

4.

有效性审查

我对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的审查是由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内的主任、处长和计划经理的工作提供的，他们负
责确定和维护其授权和责任范围内的内部控制框架。我从世界气象组织主要管理人员/官员签署的内部控制声
明中获得了保证。这些声明承认他们有责任在其领域内拥有并维持运作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以防止和/或发
现欺诈和重大错误的情况。 该声明包括他们对关键组织流程中已确定的风险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对
IOO、联检组、审计和监督委员会以及外部审计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WMO 秘书处须受 IOO 内部审计。IOO 的工作根据是评估秘书处面临的风险，年度内部审计计划由 WMO 审
计和监察委员会审阅，并由我批准。IOO 主任向我提供了一份年度问责报告。审计和监督委员会以及 WMO
的外部审计员审查了这份报告。IOO 主任的意见对 WMO 的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了全面评
估。它基于：(i)2021 年完成的内部监督工作的结果(见附件)，包括对风险管理框架和流程的评估；(ii)外聘
审计员、联检组以及审计和监督委员会未采取的外部监督工作的结果；(iii)预先审计结果和管理层所采取和报
告的更正行动。IOO 主任已经得出结论，IOO 可以为 2021 年期间运行的内部控制系统提供合理的保证。他
还提请注意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以实现一些改进。
WMO 审计和监察委员会负责评估 IOO 和外部审计员报告的所有主要问题是否得到圆满解决，然后向我提供
进一步的建议。该审计和监察委员会负责向执行理事会汇报与本组织控制流程有关的重要事项。

5.

2021 年度出现的重大内部控制事宜

2021 年期间，我已经处理了通过内部反馈程序、内部和外部审计以及审计和监督委员会（AOC）确定的各种
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这些行动，以及 25 名高级官员（第一、第二和第三线）提供的保证，我可以确认
控制措施运行良好，而且我认为没有任何重大和重要事项尚未解决。
在世界气象组织改革之后，包括秘书处的重组，秘书处的结构以及相关的责任和授权已经在《常设指示》的第
一章中明确规定。 问责制和内部控制框架的制定、批准和发布是《常设指示》第一章的一部分。 执行理事会
第 74 届会议批准了《风险承受能力框架》和《风险承受能力声明》。 进行了风险管理和成熟度的自我评估，
并确定了积极的发展和需要改进的领域。
在执行理事会于 2020 年通过《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后，通过明确界定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工
作人员细则》进行了更新。 修订后的《工作人员细则》第 112.2(c)条明确规定，工作人员有义务向负责采取
适当行动的官员报告任何违反世界气象组织条例和细则的行为，并与经正式授权的审计和调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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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把执行审计建议作为优先事项。 迄今为止，秘书处执行了：(i) 外聘审计员 33 项公开建议中的 24 项
（有待外聘审计员验证）；(ii) 会计师协会 14 项公开建议中的 5 项；(iii) 内部监督办公室 101 项建议中的
69 项；以及(iv) 联检组 95 项建议中的 76 项，这高于联合国系统的平均执行率。
COVID-19 疫情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气象组织方案活动的实施。 然而，秘书处确保了整体关键业务的连续性、
工作人员的安全和秘书处内部以及与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和外部合作伙伴的及时沟通。 新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得
到了监测和管理。 对企业级关键业务连续性的控制得到了适当的实施。 根据瑞士联邦当局和联合国安全管理
小组的定期建议，对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决定进行了有效和安全的封锁。
确定了加强世界气象组织网络安全框架的需要，以跟上不断发展的技术使用：需要注意的领域包括更新政策和
程序，分配角色和责任，以及监测活动。 自 2021 年 4 月以来，秘书处一直在监测信息安全计划的执行情
况，该计划是一个持续的业务计划，包含网络安全，并不断增强世界气象组织对网络安全的复原力。
内部指出了库存管理方面的弱点，如缺乏完整的实物库存和现有库存的准确性。 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措
施。 此外，根据外聘审计员的意见和由此产生的建议，将采取进一步的纠正行动来解决库存管理方面的弱
点。
在 2021 年取得的改进的基础上，2022 年将设想在内部控制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内部控
制，如促进问责制，授权，以及继续遵守世界气象组织的监管框架。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尚未完全解决的领域不妨碍此次我发表本内部控制声明。

6.

声明
我致力于确保内部控制系统不断改进，解决当年度发现的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过去的一年，监

督建议得以继续实施，这使我倍受鼓舞。然而，无论怎样精心设计，即便再有效的内部控制都具有内在的局限
性，包括规避的可能性，因此这只能提供合理保证。另外，由于条件的改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亦可能随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基于上述内容，我认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本财务报表批准之日，WMO 秘书处有
较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

（佩特里·塔拉斯教授）
秘书长
2022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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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内部控制声明的附件
2021 年完成内部审计

涉及内容

报告编号

奖学金 需要一些改进

2021–01

区域办事处的位置需要一些改进

2021–02

招聘和离职需要重大改进

2021–03

家里的假期需要一些改进

2021–04

网络安全需要重大改进

2021–05

绿色气候基金拨款 不适用

2021–06

报告编号 参与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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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声明
引言
1.

根据财务条例第 14 条，我非常荣幸地向执行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提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WMO 的年度财务报表以供审批。外部审计员已在 2021 年的财务报表上提出了其意见
和报告，根据财务条例 15.10 和财务条例附录，该意见和报告也提交给理事会。
财务分析

摘要
2.

2021 年 WMO 为各会员提供的服务有赖于各工作人员的努力。到 2021 年底，世界气象组织秘
书处从所有资金来源雇用的定期和长期工作人员总数为 315 人，不包括由世界气象组织管理的非合
并实体雇用的工作人员，而一年前为 277 人。工作人员的增加是由于 2020 年底由于重组和 2021 年
雇用更多的技术人员而造成的相对较低的工作人员水平。
3.

WMO 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规定运行，其收入在其实际发生的期间登记入
账，而按照会计政策，当年费用是在商品或服务提供实际发生的期间登记入账。因此，任何一年内
的费用可能比当年的收入更高或更低。
4.

WMO 管理着 WMO 外部 7 个实体的活动；然而，WMO 并没有对这些实体进行完全的业务和
财务控制。财务报表和下面的相应分析，包括了其中 3 个实体，根据 IPSAS 的要求，这些实体必须
作为合资企业或联营企业入账，而不包括其他 4 个实体。
IPSAS 要求财务报表按部门提供信息。一个部分是指财务信息分别报告的可区分的一个或一组
5.
活动。WMO 将所有项目、业务和基金活动分为五个部分。(i) 普通基金组；(ii) 经常预算支助基金；
(iii) 活动基金；(iv)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基金；以及(v) 国家技术支助基金。在当年度世界气象
组织对各分部交易及当年结束时持有的余额进行报告。进一步的细节请参见附注 8。

COVID-19 疫情的影响
6.

2021 年期间，COVID-19 疫情继续对世界气象组织的业务和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这可以从该
年的财务结果中看出。最重要的是，COVID-19 疫情导致机票和每日生活津贴等旅行相关支出持续
走低，因为这些活动无法发生。赠款和捐款以及短期工作人员和咨询人类别支出的增加大大抵消了
这些减少额，这反映了将活动从直接差旅和会议活动转向其他计划提供模式的重新规划。此外，为
支持促进在线会议和增加口译，需要增加合同费用。许多不能以虚拟方式举行的会议已经推迟。这
些推迟的会议在 2021 年下半年开始举行，许多会议预计将在 2022 年举行，因此利用了与 2020 年
和 2021 年的旅行有关的部分支出不足。

7.

此外，由于教育机构的活动减少以及面对面培训的机会减少，经常预算资助的奖学金和培训
类别也有支出结余。

8.
在实施预算外资助的活动方面，2021 年的支出与 2020 年相比减少了约 17%，与 2019 年相比减少
了 27%，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一般与本组织执行伙伴开展的活动有关的会议和项
目水平大幅减少，从 2020 年的 750 万瑞士法郎减少到 2021 年的 510 万瑞士法郎，减少了约 30%。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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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的实施将在 2022 年进行，与执行伙伴的基本协议已被修正以反映这些预期。2021 年期间，约有
25 万瑞士法郎返还给捐助方，部分原因是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以及捐助方无法延长相关活动的实施期
限而未能完成的活动。根据 2022 年预算外资金活动的实施水平，可能需要根据捐助方协议的条款向捐助方归
还一些额外的预算外资金。
9.

下面的表 1 提供了 2021 年和 2020 年的财务业绩以及 2021 年和 2020 年年底的财务状况的高
层次摘要。这些数字包括总基金和信托基金的所有活动，其中单独的数字是为了强调总基金。

表 1：财务重点（单位：千瑞郎）

财务执行情况
2021

2020

WMO 总收入

93,381

87,573

世界气象组织总开支

79,501

84,024

世界气象组织年度盈余/（亏损）。

13,880

3,549

总基金年度 IPSAS 盈余（赤字）

11,049

9,654

2021

2020

WMO 总资产

237,073

225,147

WMO 负债总额

215,248

230,905

WMO 净资产

21,825

(5,758)

应收的总分摊会费

30,762

25,175

3,064

(21,033)

45,800

35,429

财务状况

总基金净资产
总基金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42

财务执行情况
10.

财务报表 2 - 财务执行情况声明反映了 2021 年的财务执行情况。这表明，2021 年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盈余总额为 1，380 万瑞士法郎，与 2020 年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盈余 350 万瑞士法郎相比，增
加了 1，030 万瑞士法郎。IPSAS 的总体盈余主要与普通基金组实现的盈余有关，因为在 2020 年世
界气象组织秘书处重组后，普通基金的工作人员被推迟雇用，导致支出减少，以及 2021 年期间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支出减少。
11.

其他基金组在 2021 年期间也出现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盈余，原因是提前确认了某些自愿捐

款，因为这些捐款不包含需要递延的条件。收入和支出的变化在以下段落中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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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不包括为其他实体托管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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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收入比较分析(千瑞士法郎)

收入类别

2021

差异

变化（%）

分摊会费

67,886

67,886

-

自愿捐款

18,879

18,213

666

3.7

服务收入

1,885

1,919

(34)

(1.8)

其他收入

2,861

(2,315)

5,176

223.6

实物捐赠

1,870

1,870

93,381

87,573

总收入

12.

2020

5,808

-

6.6

从上表 2 可以看出，收入总体增长 6.6%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a)

来自自愿捐款的收入增加 70 万瑞士法郎（3.7%），主要与基本支出水平一致和可退还捐款水
平降低有关--2020 年有一笔大额可退还捐款被确认为自愿捐款的减少。

(b)

其他收入的总体收益主要由与 2021 年期间瑞士法郎对美元走强有关的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外汇收
益驱动。

(c)

由于根据《财务条例》，2020-2021 两年期的预算在两个组成年份之间平均确认，因此分摊会
费的数额没有变化。

13.

在其他收入中，世界气象组织确认了 129,000 瑞士法郎的负利息，这与当时瑞士法郎存款的负利率环

境有关。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继续与其金融机构和合作伙伴合作，以减少或减轻负利息的水平；然而，预计
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产生一些负利息。
14.

在 2021 年和 2020 年期间，实物捐助已被确认，涉及瑞士当局提供的土地和一笔无息贷款。
世界气象组织还接受会员对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办事处的支持，并在需要时接受会员提供的与支持在
其国家举行的世界气象组织会议有关的实物服务，这些服务不在财务报表中确认。

EC-75/INF.6.1(1), p. 11

图 1 -各类收入的比较

15.

上图 1 显示了按收入类别划分的 2021 年和 2020 年的收入构成。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按类别划分的

收入比例每年都保持一致，其中最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摊款，2021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73%和 78%。

表 3 -支出比较分析(千瑞士法郎)

支出类别

2021

2020

差异

变化（%）

薪酬和员工福利

54,833

58,515

(3,682)

(6.3)

会议和项目

7,454

9,048

(1,594)

(17.6)

差旅

308

630

(322)

(51.1)

物料、消耗品和其它运行成
本

6,140

6,473

(333)

(5.1)

折旧和摊销

4,306

4,211

95

2.4

实物支出

1,870

1,870

-

-

财务成本

2,806

1,322

1,484

112.3

奖学金与培训

829

899

(70)

(7.8)

其他费用

1,522

1,084

438

40.4

合营项目的影响

(567)

(28)

(539)

不适用 43

79,501

84,024

(4,523)

(5.4)

总开支
16.

从表 3 可以看出，2021 年的总支出比 2020 年低 5.4%。 支出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如下。
(a)

工资和职工福利支出减少 370 万瑞士法郎（6.3%），主要是由于一些因素：i）与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案有关的潜在判决准备金在 2021 年代表本组织作出判决后被撤销（支出减少 490 万瑞士法
郎），ii）与 2020 年发生的秘书处重组有关的职工福利负债缩减收益在 2021 年不需要（4.工
作人员费用增加 100 万瑞士法郎），iii）秘书处重组导致的其他工作人员费用的净减少，与

43

由于支出水平低，百分比变化没有意义，因此未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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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发生的离职和解雇费用有关，以及 2021 年期间由于延迟雇用新工作人员而导致的总体
工作人员水平降低（380 万瑞士法郎）。财务报表附注 6 提供了更多信息。
(b)

受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会议和项目支出减少 160 万瑞士法郎（17.6%），差旅支出减少
30 万瑞士法郎（51.1%）。 COVID-19 疫情减少了实际会议的数量和相关的旅行费用，也减
少了秘书处和执行伙伴按计划全面开展活动的能力。确定了开展活动的替代方式（如虚拟会
议），一些活动被推迟到未来的时期。

(c)

财务费用增加 150 万瑞士法郎（112.3%），主要是由于拖欠超过两年的成员的分摊会费数额增
加，为此记录了延迟缴纳会费的准备金。

图 2 -各类支出的比较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All other
6%
Supplies,
5%
consumable
and running
costs
7%

2020

Travel
1%
Meeting and
projects
11%

17.

Salaries and
employee
benefits
70%

上图 2 显示了 2021 年和 2020 年按支出类别划分的支出构成。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由于旅行和会

议、研究金和项目相关支出的减少，COVID-19 疫情继续影响着各类支出的百分比。
18.

2021 年的年度净盈余为 1380 万瑞士法郎，而 2020 年的净盈余为 350 万瑞士法郎。 各基金组的年

度净盈余情况如下。
(a)

普通基金在 2021 年确认的年度净盈余为 1100 万瑞士法郎，而 2020 年的年度净盈余为 960
万瑞士法郎。

(b)

2021 年，经常方案支助基金的年度净盈余为 110 万瑞士法郎，与 2020 年的净赤字 90 万瑞士
法郎相比，有所改善。

(c)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基金在 2021 年的年度净盈余为 170 万瑞士法郎，而 2020 年的年
度净亏损为 520 万瑞士法郎。该基金组在 2020 年的年度净赤字主要是由未实现的项目实施预付
款的汇率损失和非 CHF 货币持有量所驱动。此外，2020 年期间，捐款的退款有所增加，主要与
一个长期的预算外项目的最终完成有关，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没有需要所有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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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
表 4 -财务状况概要 (千瑞士法郎)

2021

2020

差异

163,762

148,522

15,240

10.3

73,311

76,625

(3,314)

(4.3)

237,073

225,147

11,926

5.3

流动负债

81,153

78,796

2,357

3.0

长期负债

134,095

152,109

(18,014)

(11.8)

负债总额

215,248

230,905

(15,657)

(6.8)

21,825

(5,758)

27,583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总资产

净资产(赤字)/权益

变化（%）

19.

WMO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在报表一-财务状况表中披露，并在上文表 4 中汇
总。2021 年，本组织的净资产增加了 2,780 万瑞士法郎，转为净资产状况。净资产状况的增加主要
是由于。
(a)

由于计算这些长期负债时使用的参考利率和其他财务假设的增加，导致雇员福利负债减少（1
130 万瑞士法郎）。

(b)

与未完成的自愿捐款有关的递延收入的减少，在 2021 年底尚未完成实施，将在 2022 年或未来
几年实施并确认为收入（1210 万瑞士法郎）；和

(c)

与日内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案有关的准备金减少，该案的裁决对气象组织有利（330 万瑞士法
郎）。

20.

现金持有量增加 1230 万瑞士法郎，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1.108 亿瑞士法郎增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1.231 亿瑞士法郎。附注 8.1 中的分部报告显示，通用基金集团的现金持有量为 7480
万瑞士法郎（2020 年。5,830 万瑞士法郎），其中包括 2,900 万瑞士法郎的现金（2020 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普通基金持有的现金净额为 4,580 万瑞士法郎（2020 年为 4,500 万瑞士法
郎），用于托管由世界气象组织管理的非合并实体和合资企业及联营公司。在这 4,580 万瑞士法郎
中，2,580 万瑞士法郎与普通基金有关，而其余金额则存放在周转基金（660 万瑞士法郎）和某些特
别账户（1,340 万瑞士法郎）中。
21.

由于自愿资助项目的预算政策，信托基金的现金余额很高。在收到各自的认捐款项之前，不能
开始支出。与自愿供资捐款相关的现金余额减少 420 万瑞士法郎，从 2020 年底的 5250 万瑞士法郎
降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4830 万瑞士法郎，主要原因是 Covid-19 大流行导致自愿捐款水平下
降。

22.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表显示，应收捐款增加了 160 万瑞士法郎(4.4%)，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3760 万瑞士法郎增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3930 万瑞士法郎。这一增加表
明，应收摊款净额增加了 370 万瑞士法郎，应收自愿捐款净额减少了 210 万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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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3,930 万瑞士法郎的未缴会费中，2,030 万瑞士法郎与应收摊款有关。

这一数额约占世界气象组织年度经常预算的 30%。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对及时缴纳分摊会费的关注对于本组织
的运作效率至关重要。
24.

登记为应收会费、收入和或递延收益的所有金额最后不可能全部收到。鉴于此，WMO 也认可
IPSAS 的规定，对于不确定额度以及给捐赠方退款方面的充足和合适的条款。 44
25.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WMO 的员工福利负债总额为 8470 万瑞士法郎，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9600 万瑞士法郎减少 1130 万瑞士法郎(11.8%)。大部分员工福利负债是由专业精算师计算
的。负债的减少主要是由于 2021 年期间估值中使用的贴现率和其他财务假设的增加而产生的精算收
益。
26.

雇员福利负债没有资金支持。关于雇员福利的详细信息见附注 3.9。

27.

递延收入是指世界气象组织收到的自愿捐款，其中包括与具体履行服务有关的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些条

件，将导致资金返还给捐赠者。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收入总额为 5570 万瑞士法郎，比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 6280 万瑞士法郎减少了 710 万瑞士法郎（11.3%）。 减少的原因是对世界气象组织的
新捐款减少，其中大部分包含条件，在未来几年成为收入。
28.

在这一年里，我们发现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的使用寿命需要调整，以反映世界气象组织总部
大楼所在土地的地表权（"droits de superficie"）在大楼的某些组成部分的实际使用寿命之前就已经
到期的事实。因此，2020 年的财产、厂房和设备以及累计盈余和折旧费用的余额已被重新计算。更
多详细的信息见财务报表的附注 3.6。

净资产/权益
29.

财务报表 3“净资产/权益变化报表”中详细阐述了净资产和权益的变化情况。下文表 5 中总结了
该年净资产的变化情况。

表 5：净资产变动(千瑞士法郎)
2021
1 月 1 日的净资产

(5,758)

(3,118)

年内盈余/（亏损）情况

13,880

3,549

-

-

13,536

(6,428)

167

239

21,825

(5,758)

对周转基金的捐款
年内精算收益/(损失)
年内的其他变化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亏损）情况
3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组织的流动资产总额为 1.638 亿瑞士法郎，占其流动负债总额 8120 万

瑞士法郎的 201%（见报表一），这表明本组织有能力满足其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44

2020

说明 4.2 列出了会员迟缴分摊会费的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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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普通基金的净资产/权益状况为 3.1 万瑞士法郎，而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的净亏损状况为 2170 万瑞士法郎。这一净资产状况主要是由于 2021 年期间无准备金的雇员福利负债水平下
降和支出水平降低的结果。

周转金
32.

在决议 42（Cg-15）中，大会把周转基金本金定为 750 万瑞郎。截至 2021 年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基金余额为 660 万瑞士法郎。用资本的短期投资获得的利息来弥补出现的资金缺口。在
2021 年和 2020 年期间，本基金每年赚取的利息不到 5000 瑞士法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会员应向本基金支付的未付预付款共计 601 瑞士法郎。

现金流转
33.

现金流在报表 4“现金流报表”中介绍。总体而言，用于支持 WMO 需求的现金余额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1.108 亿瑞士法郎增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1.231 亿瑞士法郎，增加了 1240 万瑞士
法郎(11.2%)。现金流报表总结了当年度的现金流入量和现金流出量。

预算分析
34.

总基金的预算数字在报表 5“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当年度预算和实际发生额对照表”中介

绍。
35.

2021 年年度预算是按照修改的现金为基础来编制的。以修改的现金为基础，当采购订单/合同
发给供应商/承包商时可确认按拨款部分分列的支出，见报表 5。报表 2“财务执行情况表”中的支出是
按照 IPSAS 在收到商品或服务的当前年份进行确认。报表 V 载有 2021 年核定预算与报表 II 中所示
的本组织净盈余/赤字之间的调节。
36.

报表 5 显示，2021 年 WMO 总基金的支出总额达 6270 万瑞郎，或是预算修订案 6820 万瑞郎
的 191.9%。预期成果的执行率从长期目标 5 的 66.1%到拨款第三部分（长期目标 3）的 99.6%不
等。表 6 显示了 2021 年期间按长期目标/拨款部分划分的总预算和支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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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1 年按拨款部分划分的预算和支出
FOR THE TWELVE MONTHS ENDING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s of Swiss Francs)

Appropriation Parts

Budgeted
Amount
Orginal

Expenditure
Amounts* on
Comparable
Basis

% of Budget
Spent

1

Part I. LTG 1. Better serve societal needs

16,192.7

15,103.6

93.3%

2

Part II. LTG 2. Enhance Earth system observations and predictions

11,916.0

10,241.9

86.0%

3

Part III. LTG 3. Advance targeted research

6,449.8

6,422.1

99.6%

4

Part IV. LTG 4. Close the capacity gap

13,528.3

12,341.7

91.2%

5

Part V. LTG 5 Strategic realignment of WMO structure and
programmes

775.8

512.7

66.1%

6

Part VI. Policy-Making Organs, Executive 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9,238.2

8,999.6

97.4%

7

Part VII. Language Services

10,078.4

9,033.1

89.6%

68,179.2

62,654.7

91.9%

Total

Diffe
Bud
Expe

对 2021 年批准的预算与 2021 年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的解释，按拨款部分分列
37.

2021 年预算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主要在 2021 年下半年延迟雇用工作人员填补

关键的技术职位，以及 COVID-19 疫情的特殊全球形势，在 2021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旅行施加了重大限
制。这种情况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取消、推迟或采取电话会议的方式，继续执行业务方案。 本组织的方案领域
受到了业务环境变化的重大影响，导致一些活动被推迟或延期，并降低了预算执行率。另一方面，方案领域的
许多活动是通过其他方式实施的，如虚拟会议和其他成本较低的实施手段。通过这些成本较低的实施手段所获
得的经验预计将在非疫情条件下继续进行，这将允许继续将资源重新分配到其他成本领域，以继续实施和实现
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计划。
38.

预算的第六部分（决策机构和执行管理）也是如此，它适应了变化的运作环境，并通过视频会议组织世

界气象组织的核心政策会议。在第七编（语文事务），节约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会议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对语文
和会议服务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以及由于几个空缺职位实现了节约。行政费用是根据核定预算的百分比分摊
的，并对每个预算部分的执行率产生了积极影响。分摊费用中的支出超过预算中最初预计的数额，主要是由于
根据 EC-73 的决定，对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的关键基础设施需求进行了额外投资。
39.

按拨款部分的预算差异说明如下。

40.

第一部分，长期目标 1。93.3%的执行率主要是由于继续执行核心活动，同时认识到 2021 年遇到的制

约因素。3%的执行率主要是由于继续执行核心活动，同时认识到 2021 年遇到的限制，包括（i）由于
COVID-19 疫情的情况，2021 年减少了实际会议的数量和减少了旅行，这导致过渡到视频会议，以替代面对
面的会议。(ii) 鉴于执行工作总体放缓，维持相同水平的合同服务的能力下降，(iii) 填补空缺的工作延迟，
(iv) 由于受到根据联合国争议法庭（UNDT）决定减薪的影响，工作人员费用减少，(v) 本应在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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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伙伴之间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实现，以及由于 COVID，秘书处对 COP-26 的参与有限。所有上述情况都
被专门服务的咨询服务的增加、对资助的外部活动的高额财政捐助以及长期目标分摊费用的影响所补偿。
41.

第二部分，长期目标 2。86.0%的执行率主要是由于继续执行核心活动，同时认识到 2021 年遇到的制

约因素，包括：(i) 由于 COVID-19 疫情的情况，2021 年减少了实际会议的数量和减少了旅行，导致过渡到
视频会议来替代面对面的会议，主要组成机构的会议转向在线方式；(ii) 由于延迟填补空缺和减薪影响，在工
作人员领域节省了大量费用。这些经济效益被长期目标的分摊费用的影响所抵消。
42.

第三部分，长期目标 3。99.6%的执行率反映了大多数计划中的活动的持续实施，以及在新的现实中调

整交付方式的重大努力。由于 COVID-19 疫情的情况，2021 年实际会议和旅行的数量大幅减少，以及由于
电话会议的替代方案而实现的节约，被财政捐款的增加和其他计划领域和支出对象的持续支出水平所补偿。分
摊费用的影响也促成了目前的执行水平。
43.

第四部分，长期目标 4。91.2%的执行率反映了大多数计划活动的持续执行，是非工作人员费用减少的

结果，而工作人员费用尽管受到减薪的影响，但仍按计划执行。LTG4 的执行率下降影响了所有的支出用途，
对组织面对面的区域会议/任务和全面扩大预算中预计的研究金计划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减少可直接
归因于 COVID-19 疫情的全球影响。虽然咨询活动和业务费用按计划实施，但其他领域，如执行伙伴实施的
活动在此期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44.

第五部分，长期目标 5。执行率为 66.1%，原因是(i)COVID-19 局势对旅行和发展协调活动造成的限

制，以及(ii)人事费用资源转移到第六部分。
45.

第六部分。97.4%的执行率是由于在 COVID 情况下，为了组织核心决策机构的会议和活动，用电话会

议取代了旅行部分（面对面的会议）和额外的相关费用，这带来了大量的节约。在此期间，作为咨询服务的其
他领域得到了发展，为专门活动做出了贡献。 尽管受到减薪的影响，而且由于重组的影响，工作人员费用按
计划执行，并从第五部分转移了工作人员资源。
46.

第七部分。语文和会议服务的执行率为 89.6%，这是因为在 COVID-19 的影响下，将语文和会议资源

的运作模式纳入了整体组织战略的有效策略。因未填补空缺而产生的额外人事费节余由行政费用的分摊额吸
收。
47.

2021 年的可分摊费用总额预算为 1300 万瑞士法郎。2021 年的实际可分摊费用总额为 1380 万瑞士

法郎。2021 年的可分摊费用总额为 990 万瑞士法郎，与核定预算中的数额相比，少支出 40 万瑞士法郎。支
出不足的原因是，由于重组过程和减薪决定的影响，在工作人员费用方面实现了节余，而行政服务部门的非工
作人员费用的一些增加则弥补了这一点。2021 年信息技术和楼宇服务的运营费用为 390 万瑞士法郎，与核
准预算中的金额相比，超支 120 万瑞士法郎。这种超支主要与信息技术服务的持续费用有关，以及由于一些
服务的外部化而导致的建筑服务的增加，并由人事费用的节约来平衡。此外，根据 EC-73 的决定，2021 年
有 450 万瑞士法郎的可分摊行政费用，用于实施世界气象组织的关键项目，这在 2021 年的原始预算中没有
编入预算，根据 EC-73 的决定，由 2020 年的结转资金供资。
48.

由于 2021 年是 2020-2021 年两年期的第二年，本报告还介绍了 2020-2021 年整个两年期的核
定预算情况，包括该预算的支出情况。

表 7 2020-2021 两年期各拨款部分的预算和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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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BIENNIUM ENDING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s of Swiss Francs)

Appropriation Parts

Approved
Budget
Original

Expenditure
Amounts* on
Comparable
Basis

% of Budget
Spent

Differences:
Budget and
Expenditure

1

Part I. LTG 1. Better serve societal needs

31,868.3

28,030.2

88.0%

3,838.1

2

Part II. LTG 2. Enhance Earth system observations and predictions

23,862.9

20,583.2

86.3%

3,279.7

3

Part III. LTG 3. Advance targeted research

12,969.2

12,399.0

95.6%

570.2

4

Part IV. LTG 4. Close the capacity gap

26,847.3

23,779.9

88.6%

3,067.4

5

Part V. LTG 5 Strategic realignment of WMO structure and
programmes

1,536.2

1,069.1

69.6%

467.1

6

Part VI. Policy-Making Organs, Executive 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18,510.8

17,715.8

95.7%

795.0

7

Part VII. Language Services

20,177.5

19,082.5

94.6%

1,095.0

135,772.2

122,659.7

90.3%

13,112.5

Total
* Including actuals and obligations prepared on budget basis

对 2020-2021 年两年期按拨款部位划分的核定预算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的说明
49.

在 2020-2021 两年期，总共有 1 310 万瑞郎的支出不足，其中包括 2021 年的累计支出不足 550 万

瑞郎和 2020 年的 760 万瑞郎。 上文各段对 2021 年的支出不足进行了说明。正如 2020 年报告中所解释
的，2020 年的支出不足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i) 在 2020 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期间，成员国延迟缴纳分
摊会费，由于担心经常预算的流动性，秘书处需要减少活动的实施；(ii)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对旅行、研
究金和现场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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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
50.

气象组织继续按照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按照 IPSAS 的要求，反映世界气象组织
的业务性质，来自分摊会费的收入、收到的自愿捐款以及书面确认自愿捐款均被确认为收入或递延
收益。按照权责发生制，支出确认发生在供应商或服务供应商交付货物或服务的时间，记录在会计
记录中，并在其相关年份的财务报表中确认。通过采用和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包括持续监
测和实施相关变革，气象组织提高了编制相关和有用财务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其管理资源的透
明度和问责制。
51.

继续遵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因为《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范围不断

被更新以反映最佳做法。
52.

2021 年期间，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并继续开展多项措施，以提高下述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 编制了季度财务报告并提供给成员，显示了捐款情况和经常预算的财务执行进展。这些报告同时
提供给 AOC。
• 在秘书长主持的管理层会议上，定期审议财务和预算事项，高级管理层收到关于资源管理的财
务、预算和其他简报，重点是风险管理。
• 投资委员会开会审查本组织的现金状况，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的财务决定。
• 按司/办公室以及按拨款部分归类的在线预算和财务信息通过 WMO 门户网站提供给管理人员

和工作人员。
53.

WMO 的监督框架包括（IOO），处理内部审计、检查和调查；WMO 的 AOC 和外部审计员。
内部控制旨在最大限度地有力而高效地利用资源并保护其资产。

风险管理
54.

WMO 积极管理各项风险。一个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方法已经在三个层面上运行：实体、计划和
流程。已经开发了一个组织风险和控制矩阵和一个互动的仪表盘，以确定影响本组织战略和任务的
首要风险。在计划和流程层面上，风险和控制矩阵得到了维护，并被完全纳入企业规划、监测和报
告流程。

55.

WMO 的活动使其可能面临一系列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管理由中央财务职能通过实施投资委员
会制定的原则来进行。WMO 的财务风险管理政策旨在对可行情况下最小化世界气象组织财务表现的
潜在不利影响。已建立的政策涵盖外汇、利率及资金投资等领域的风险。投资政策的目标是保本、
提供流动性，并通过回报率来增加收入。这项政策的主要重点是现金资源的保值。

56.

WMO 关于流动性的财务政策确保有足够的现金在 WMO 的承诺到期时予以满足。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大部分现金结余可在得到通知一天之内到齐，以提供最大的流动性，使 WMO 能够
针对任何财务危机的迹象做出快速应对。

57.

世界气象组织通过确保将现金存放在被主要评级机构授予可接受的投资等级评级的主要金融机
构，将信用风险降到最低。WMO 的市场风险是非常低的，因为 WMO 的计划执行情况和预算不依
赖于或受到利息收益的影响。虽然货币风险是存在的，而且由于以瑞士法郎以外的货币提供的自愿
捐款数额增加，这些风险会通过执行外汇管理政策而得到缓解。结余主要通过瑞郎来接收和支付，
瑞郎是主要支付货币和世界气象组织的法定货币。更多详细的信息见财务报表的附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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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的报告基础
58.

在编制 2021 年 WMO 财务报表时，本组织将继续以“持续关注”为基础进行报告。这一论断得
到了以下支持。(i) 2020-2023 年核准的最高支出增加；(ii) 期末持有的净资产和 2020 年收到的捐
款；(iii) 2021 年的预计捐款水平，包括截至本报告日期收到的捐款；以及(iv) 自 1950 年成立以来一
直维持世界气象组织任务的成员和捐助者支持的趋势。
责任
59.

根据财务条例第 14 条的要求，我很高兴地提交已按照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制定的下
列财务报表。我保证尽我的知识和信息，在该期间内的所有交易已恰当地载入了会计记录，当年的
所有交易连同下列财务报表及附注，其细节构成本文件的一部分，公正地代表了世界气象组织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声明一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报表
声明二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当年度财务执行情况报表

声明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年度净资产变动表

声明四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现金流量表

声明五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

财务报表的附注

（佩特里·塔拉斯教授）
秘书长
202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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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年度财务报表

（佩特里·塔拉斯教授）
秘书长
202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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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I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 of Swiss Francs)
Note
No.

2021

2020
(Restated)

ASSETS
Current assets
Cash,cash equivalents and investment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Inventories
Advances for projects and meetings
Other receivables

Non-current asset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ntangible assets
Interest in joint ventures and associates

3.1
3.2
3.2
3.3
3.4
3.5

3.2
3.2
3.6
3.7
3.16

Total assets

123,132
20,206
8,643
35
9,261
2,485

110,756
16,346
10,601
77
8,095
2,647

163,762

148,522

64
10,371
60,987
266
1,623

227
10,468
64,537
337
1,056

73,311

76,625

237,073

225,147

4,066
5,376
10,192
651
28,502
1,442
1,910
29,014

2,556
5,083
9,486
1,607
29,922
1,442
5,585
23,115

81,153

78,796

79,300
27,235
27,560

90,913
32,882
28,314

134,095

152,109

215,248

230,905

LIABILITIES
Current liabilities
Payables and accruals
Employee benefits
Contributions received in advance
Unearned revenue from exchange transactions
Deferred revenue
Borrowings
Provisions
Funds held in trust
Non-current liabilities
Employee benefits
Deferred revenue
Borrowings

3.8
3.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9
3.12
3.13

Total liabilities
Net assets

21,825

(5,758)

NET ASSETS/EQUITY
Capital fund
Accumulated surplus / (deficit)
Employee benefits reserves

Stat.III
Stat.III
3.17

7,024
16,237
(1,436)
21,825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7,024
2,357
(15,139)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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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II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 of Swiss Francs)

Revenue
Assessed contributions (Non-exchang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Non-exchange)
Revenue from Services
Other revenue
In-kind contributions (services) (Non-exchange)
Total Revenue
Expenses
Salaries and employee benefits
Meetings and projects
Travel
Supplies, consumables and other running cost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In-kind expenditure (services)
Finance costs
Fellowships
Other expenditures
Movement in share of Net Assets/Equity of joint ventures
and associates
Interest in joint ventures and associates
Total Expenses
Surplus/(deficit) for the year

Note
No.

2021

2020
(Restated)

5.1
5.2
5.3
5.4
5.5

67,886
18,879
1,885
2,861
1,870
93,381

67,886
18,213
1,919
(2,315)
1,870
87,573

6.1
6.2
6.3
6.4
3.6/3.7
6.5
6.6
6.7
6.8

54,833
7,454
308
6,140
4,306
1,870
2,806
829
1,522

58,515
9,048
630
6,473
4,211
1,870
1,322
899
1,084

3.16
3.16

37
(604)
79,501
13,880

111
(139)
84,024
3,549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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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NET ASSETS/EQUITY

STATEMENT III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 of Swiss Francs)

Net assets at 31 December 2020
Movements in fund balances and reserves in 2021:
Contribution to the Working Capital Fund
Payments against reserves
Payroll charge for employee benefits reserve
Gain (loss) arising from actuarial valuation of liability for
employee benefits at 31 December 2021
Surplus (deficit) for the year
Total movements during the year
Net assets 31 December 2021

Capital
Fund
7,024

Accumulated
surplus
2,357

Employee
benefits
reserve
(Note 3.17)
(15,139)

Total net
assets
(5,758)
(3,082)
3,249

-

-

(3,082)
3,249

7,024

13,880
13,880
16,237

13,536
13,703
(1,436)

13,536
13,880
27,583
21,825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NET ASSETS/EQUITY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0
(in thousand of Swiss Francs)

Net assets at 31 December 2020
Movements in fund balances and reserves in 2020:
Contribution to the Working Capital Fund
Payments against reserves
Payroll charge for employee benefits reserve
Gain (loss) arising from actuarial valuation of liability for
employee benefits at 31 December 2020
Surplus (deficit) for the year
Total movements during the year
Net assets 31 December 2020

Capital
Fund
7,024

Accumulated
surplus
(Restated)
(1,192)

Employee
benefits
reserve
(Note 3.17)
(8,950)

Total net
assets
(Restated)
(3,118)

-

-

(3,027)
3,266

(3,027)
3,266

7,024

3,549
3,549
2,357

(6,428)
(6,189)
(15,139)

(6,428)
3,549
(2,640)
(5,758)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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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TATEMENT IV

STATEMENT OF CASH FLOW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 of Swiss Francs)
2021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Surplus/ (deficit) for the year
Amortization of discount on long-term loan
Change in discount on receivabl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Interest and service charge for employee benefits
Net movement in employee benefits reserve
Increase (decrease) in provision for doubtful receivables
Interest in joint ventures
(Increase) decrease in inventories
(Increase) decrease in gross short-term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Increase) decrease in gross long-term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Increase) decrease in advances for projects and meetings
(Increase) decrease in other receivables
Increase (decrease) in contributions received in advance
Increase (decrease) in unearned revenue from exchange transactions
Increase (decrease) in deferred revenue
Increase (decrease) in funds held in trust
Increase (decrease) in payables and accruals
Increase (decrease) in provisions
Increase (decrease) in employee benefits liabilities
Net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Purchase of intangible assets
(Increase) decrease in short-term investments
Net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Contribution to Working Capital Fund by new Members
Increase (decrease) in undiscounted long-term borrowing
Net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Net increase (de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beginning of year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year

2020
(Restated)

13,880
723
111
4,306
4,181
167
1,830
(567)
42
(3,791)
149
(1,166)
222
706
(956)
(7,067)
5,899
1,509
(3,675)
(1,965)
14,539

3,549
741
(91)
4,211
4,208
239
616
(28)
2
13,800
4,350
312
86
286
(1,254)
(4,702)
8,253
(1,830)
2,834
(6,181)
29,401

(686)
(686)

(533)
(52)
(585)

(1,477)
(1,477)
12,376
110,756
123,132

(1,477)
(1,477)
27,339
83,417
110,756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EC-75/INF.6.1(1), p. 29

STATEMENT V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TATEMENT OF COMPARISON OF BUDGET AND ACTUAL AMOU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 of Swiss Francs)

Budgeted Amounts

Revenue
Initial Budget
Assessed contributions
Interest / miscellaneous income
Total Revenue

67,886
65
67,951

Budget
Transfers

Final Budget

Long-term Goal 1
Long-term Goal 2
Long-term Goal 3
Long-term Goal 4
Long-term Goal 5
Part VI
Part VII
Total Expenses
Net Result

Initial Budget

-

16,193
11,916
6,450
13,528
776
9,238
10,078
68,179

Budget
Transfers

Difference
between final
budget and actual
amounts

67,886
362
68,248

297
297

67,886
65
67,951

Budgeted Amounts
Expenses

Actual amounts
on a comparable
basis

Final Budget

-

Actual amounts
on a comparable
basis

16,193
11,916
6,450
13,528
776
9,238
10,078
68,179

15,104
10,242
6,422
12,342
513
9,000
9,033
62,655
5,593

Basis Differenc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Employee beneifts: interest and current service cost less benefits paid
Loss on discounting long-term liabiliteis
Provisions
Loan Repayment
Net In-Kind Revenue and Expenses
Other IPSAS differences
Total IPSAS differences
Surplus on other funds in the General Fund Group (See Note 7)
Surplus on Extrabudgetary Fund Groups (see Note 8.2)
Surplus as shown in Statement II -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7,280
(4,167)
(2,216)
(723)
1,085
1,477
3
2,739
2,717
2,831
13,880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Difference
between final
budget and actual
amounts
(1,089)
(1,674)
(28)
(1,187)
(263)
(239)
(1,045)
(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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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的附注

附注 1：本组织的目的

(a) 促进设置站网方面的国际合作，以进行气象、水文以及与气象有关的地球物理观测，促进设置和维持
各种中心以提供气象和与气象有关的服务；
(b) 促进建立和维持气象及有关信息快速交换系统；。
(c) 促进气象及有关观测的标准化，确保以统一的规格出版观测和统计资料；
(d) 推进气象学应用于航空、航海、水利、农业和人类其它活动；
(e) 促进业务水文活动，增进气象部门与水文部门间的密切合作；
(f) 鼓励气象及有关领域内的研究和培训，帮助协调研究和培训中的国际性问题。

EC-75/INF.6.1(1), p. 31

附注 2：会计政策
制定政策的基础

1.
世界气象组织（WMO）的财务报表是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按权责发生制编
制的，采用历史成本惯例，并列入按摊销成本计列的长期应收款和长期借款。
2.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即财务状况表发布之日，下列《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准则已经发
布，但尚未生效。
•

IPSAS 41--金融工具和

•

IPSAS 42--社会福利

IPSAS 41 和 IPSAS 42 将在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时期生效。 目前正在评估这些标准的潜在
影响。
3.
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要求，反映世界气象组织的业务性质，来自分摊会费、收到的自愿
捐款或书面确认均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23 - 收入来自非交换交易，被认作是非交换交易。世界气
象组织认为，所有捐款的使用有所限制，其中有些限制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23 所描述的条件。某
些收入安排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9 号--来自交换交易的收入》中交换交易的定义，并按照这一
标准进行核算。
4.
按照权责发生制，支出确认发生在供应商或服务供应商交付货物或服务的时间，记录在会计记录
中，并在其相关时期的财务报表中确认。
5.

现金流报表采用间接法编制。

6.
世界气象组织的功能及申报货币是瑞士法郎（CHF）。所进行的交易按现行联合国业务汇率
（UNORE）在交易时折算为瑞郎。使用除瑞郎之外的货币的资产及负债按现行联合国业务汇率年末收盘
汇率换算为瑞郎。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都在财务执行情况报表中核算。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短期投资
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以面值持有，包括手头现金及银行现金。

8.

以应计利息确认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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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
9.
金融工具在世界气象组织成为该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得到认可，直到从这些资产收取现金流的
权利已到期或已转让，而且世界气象组织已基本转移所有权的全部风险和报酬为止。
10.
应收款项是指未在活跃市场中报价的支付款项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包括现
金形式的应收捐款以及其他应收款项。应收款项以摊销成本列示。
11.
量。

包括借款在内的所有非衍生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初始确认，随后按摊销成本采用实际利率法度

捐款和应收款项
12.
分摊会费在相关年份的第一天确认为收入。对于被剥夺在气象组织组成机构会议上投票权的成
员，将全额支付其未缴会费。
13.
在与捐助方达成具法律效应的协议时，诸如自愿捐款等非交换性交易的收入就可被确认为收入，
除非协议中包括绩效的具体条件并且规定了要归还未使用的结余。有此类条件的协议要求在初期确认负债
情况并且延期确认收入，直到这时通过实现协议中的具体条件来清偿负债。
14.
当安排的完成阶段能够可靠地衡量时，来自交换交易的收入将参照该阶段的完成情况确认为收
入。 如果一项安排的完成阶段不能可靠地衡量，则收入仅以已确认的可收回费用为限进行确认。
15.
如果从报告之日起计 12 个月内预计不会出现现金流，且如果贴现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应收款项按
减去预计不可收回的金额和贴现，按照摊销成本进行作价。
16.
直接支持批准的业务和活动的服务实物捐赠，对预算有影响并能够可靠地计量，以公允价值确认
和评估。这些捐赠贡献包括使用场所、设施、交通运输和人员。它们在财务报表中既视为收入也视为支
出。
17.
捐赠的财产、厂房和设备(PPE)按公允市场价值估价，并确认为 PPE 和收入，但遗产资产除外，
因为这是不被认可的。
财产清单
18.
本财年结束时现有的 WMO 出版物（免费发放的出版物）和纪念品被记录为库存。这些出版物的
估值低于成本或现时重置成本，而纪念品为成本或可变现净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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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刊物及纪念品在销售或分发时计入开支。

20.
存货于每财政年度末做废弃检查。废弃出版物在处置之前记为零值。滞销出版物视为已减值，降
低 50％以反映预期的重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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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21.

PPE 的折旧采用直线法按每项资产的估计可使用年期确认。PPE 类别的预计可使用年限如下：

分类

组成部分

使用年限（年数）

通讯和 IT 设备

3

车辆

5

机械及设备

5

家具及固定装置

8

2015 年 总部大楼

5–69

多个组成部分

22.
对所有 PPE 的减值审查是定期进行的；2021 年期间没有减值迹象。
无形资产
23.

无形资产按历史成本减累计摊销及减值亏损列账。

24.
出版物的标题不被认作无形资产，因为它们不符合 IPSAS31 — “无形资产”的规定。因此，新标
题的开发费用计入开支，因为它们根据 IPSAS12 — “存货”产生。
25.

摊销乃采用直线法于估计可使用年期内拨备。无形资产类别的预计可使用年限如下：

类别

预计使用年限（年数）

外部获取的软件

3

内部开发的软件

6

许可和权利

3

经营性租赁
26.

不属于融资租赁类的租赁，其风险与回报平衡较小，这类租赁则被认为是经营性租赁。

27.

以经营租赁产生的费用基于直线法在租赁期内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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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福利
28.

世界气象组织认可以下几类雇员福利：
•

应于雇员提供相关服务的会计周期结束十二个月内支付的短期雇员福利；

•

离职后福利

•

其他长期雇员福利

•

终止任用福利

雇员福利以权责发生制计为费用。相似地，支付给工作人员的离职费，包括回国补助金、回国旅费和返
籍迁移，以权责发生制计为费用。
29.

未确认的精算收益/损失直接计入它们发生期间的储备。

30.
WMO 所有员工均参加联合国合办雇员养恤基金（UNJSPF），该基金由联合国大会成立，为工作
人员提供退休、死亡、残疾和相关福利。养恤基金是一个多雇主界定的福利计划。根据基金条例第 3
（b）条规定，本基金成员资格应开放给参与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薪金、津贴和其他服务条件共同制度的
各专门机构和其他任何国际、政府间组织。
31.
该计划使参与的组织暴露于参与基金的其他组织的现任和前任员工相关的精算风险，其结果是缺
乏向参与计划的各组织分配义务、计划资产和成本的一致可靠的基础。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合办雇员养
恤基金与其他参与本基金的组织未具备足够可靠的会计目的来确定世界气象组织界定受益义务的比例、计
划资产及计划相关费用。因此，世界气象组织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39 条的要求，将该计划
视为固定缴费计划。
准备金和或然负债
32.
准备金是为未来的负债和费用准备的，以防 WMO 因过去事件负有现时法定或推定责任，而且很
有可能将要求 WMO 履行该责任。
33.
其他不符合负债确认条件的承诺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为或有负债披露，当其存在将仅由一个或多
个不完全处于世界气象组织控制下的不确定未来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来确认时。
基金会计和分部报告
34.
本财务报表根据基金会计为基础，在世界气象组织所有基金综合地位周期结束时展示。基金是为
了核算特定目的或目标交易而建立的自平衡会计实体。基金为开展特定活动或达到某些目标而分离。基金
结余指收入和支出的累计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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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个部分是指财务信息分别报告的可区分的一个或一组活动。WMO 将所有项目、业务和基金活
动分为五个部分。(i) 普通基金；(ii) 常规计划支持基金；(iii) 活动基金；(iv)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
作基金；以及(v) 国家技术支助基金。在本财期世界气象组织对各分部交易及本财期结束时持有的余额进
行报告。
36.
根据总基金，本组织提供服务以支持各会员并支持实现附注 1 中该组织的目的。这些活动的资金
来自分摊会费和杂项收入。普通基金部分包括(a)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第 9.1 条设立的会计实
体，用于核算成员国的会费和预付款以及核准的支出；(b) 间接支助费用的回收；(c) 出版物和纪念品的
销售；(d) 办公空间、会议设施和停车场的租金；(e) 其它收入。(f) 周转基金，根据《财务条例》第 9.3
至 9.6 条的规定设立(g) 收到的未指定用于某一特定计划类别或项目的捐款； (h) 储备金目前有员工招
聘和聘用福利储备和退休后福利储备。
37.
经常预算支持基金包括成员的捐款，通常是国家气象和水文局（NHMSs），补充有限的经常资
源，使 WMO 能够实施技术计划、项目、奖励和奖项。资金的提供通常由 WMO 和捐款成员之间的一般
协议书或谅解备忘录支持，这些成员在这些活动的管理机构中有代表。
38.
活动基金支持特定的事件和活动。它们是来自不同来源的一次性捐款，用于在日内瓦或成员国的
具体活动。合作的基础是信件的交流。报告是通过确认信来进行的，表明对活动的整体成就的贡献。
39.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基金代表了在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开展活动的项目。捐助来自成员的国
家卫生系统、政府和发展机构，根据具体的协议和详细的项目计划。这些项目需要对财务和计划执行情况
进行严格的监督。在管理和报告所提供的资源和项目成果方面，世界气象组织的义务是明确和详细的。
40.
国家技术支助基金是由捐助国与 WMO 协调确定的技术支助活动。成员国的捐款根据建立基金的
协议的具体条款使用，通常用于支持国内 NMHS 的现代化，对外援助政策和支持捐助国与 WMO 有关的
活动。资金可能会超过已确定的活动费用，因为预计未来的活动将被详细说明。捐助可以一次性提供，也
可以根据国家预算程序并考虑到开支率和/或确定的要求而定期增加。资金也可用于捐助其他部分的活动
（可由捐助方同意）。
41.

分部间转移包括分部间转移产生的收入和费用。这种转移按成本法核算并在合并时予以抵销。

42.
合营项目是 WMO 与其他国际公共部门组织为追求共同关心的目标，根据明确各合资方所有者权
益的协议而共同建立的会计实体。根据 WMO 在全体所有者实体年度捐款的比例，WMO 在每个合营项目
净资产的所有权中占有其份额，如果为正则为资产，如果是负则为债务。
预算比较
43.
在财务执行情况报表（表二）中，费用按费用性质分类，而在预算和实际发生额对照报表（表
五）中，支出按照需要收取支出的预期结果分类。
44.
执行理事会批准双年度预算，其中包括直接成本、计划支持费用和管理及行政的预算金额。预算
可由执行理事会随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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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报表五“预算和实际发生额对照报表”将最终预算与在对应预算数额相同基础上计算的实际开支数
额相比。报表 V 还包括 2021 年预算基础上的经常预算净盈余/(赤字)与财务业绩报表 II 中列出的整个世
界气象组织的年度净盈余/(赤字)之间的核对。核对的一个关键因素与经常预算以外的资金净盈余/(赤字)
有关，其细节可在说明 7 和 8.2 中找到。
重要的会计预估
46.
根据IPSAS编制财务报表要求WMO在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时以及在已报告的资产、负债、收入和
支出总额中做出预估、判断和假设。因此，实际结果可能与这些估计不同。将持续审查会计估计和基础假
设，而对预估的修订要在对预估进行修改的当年以及产生的影响的未来年份进行确认。可能导致未来几年
重大调整的重大估计和假设包括：雇员福利的精算计量；财产、厂房和设备/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折旧/
摊销方法的选择；资产的减值；递延收入的确认时间；金融工具的分类；以及准备金、或有资产和负债。
对预估进行修改的当年就有反映。
47.
支出包括项目执行伙伴的估计支出，这些伙伴无法在2021年提供完整的支出报表，以对照向他们
提供的预付款。在根据这种估计支出发放递延收入的情况下，来自自愿捐款的收入也被估计到同样的程
度。
48.
在编制 2021 年财务报表时，对前一年度的比较数字做了一些影响轻微的小调整，以消除舍入差
异。微小的舍入差异可能是由于一些以百万瑞郎呈现的金额而产生的。
49.
本组织的权益包括累计的盈余和储备金，这正是其净资产。根据由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财务条
例》管理权益。
50.
秘书长发布的投资指南中指出首要考虑资产的安全性，其次适当考虑投资收益的最大化。无需即
刻用于现金流的资金可用于投资短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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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3：资产和负债

附注 3.1：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2021

2020

瑞郎（千）
非限定性现金：
库存现金

38

34

银行存款 - 瑞郎

45,761

35,335

银行存款 – 其他货币

-

-

非限定性现金总额

45,799

35,369

银行存款 - 瑞郎

47,413

43,286

银行存款 – 其他货币

29,920

32,101

限制定性现金总额

77,333

75,387

现金和投资共计

123,132

110,756

限定性现金：

51.
受限制的现金是用于项目以及为世界气象组织提供行政支持的实体托管的资金，但不在世界气象
组织的控制之下，如说明 8.1 所示。
52.
WMO 投资政策采用穆迪基线信用评估（BCA）来衡量银行的财务实力。WMO 根据这一政策存放
资金，目的是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负利息。世界气象组织投资委员会通常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监督世界气
象组织的投资，以确保其符合世界气象组织的投资政策。以下的表格按照财务机构排名对现金结余进行了
分析：。

基线信用评估
（BCA）

aaa

%

aa3a-

%

baa3baa

%

baba1

2021*

6,886

6

88,481

72

27,451

22

276

2020*

986

1

84,981

77

24,685

22

70

(* 金额单位：千瑞郎)

%

.

库存现
金

合计

38

123,132

34

110,756

EC-75/INF.6.1(1), p. 39

53.
需要立即支付的现金包括现金及银行往来账户的存款。存款账户的余额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利
用。现金和存款以本组织的名义持有，包括普通基金；经常项目支助基金；活动基金；发展、技术援助和
技术合作基金；国家技术支助基金和世界气象组织管理的非世界气象组织实体。
54.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中包括原始到期日超过三个月的短期存款，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 3850
万瑞士法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3960 万瑞士法郎）。由于 2021 年底总体现金余额增加，短
期存款是必要的，以减少对瑞士法郎负利率的风险。
附注 3.2：应收的捐款
2021

2020

瑞郎（千）
本期应收款：
有限制的分摊会费

30,698

24,948

减去：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10,492)

(8,602)

小计：当前的分摊会费

20,206

16,346

有条件的自愿捐款

7,989

10,431

有限制的自愿捐款

461

170

服务捐款 IPSAS 9

193

减去：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小计：当前的自愿捐款

当前应收捐款的总额

-

-

8,643

10,601

28,849

26,947

非流动应收款：
有限制的分摊会费

64

227

小计：非流动分摊会费

64

227

有条件的自愿捐款

10,482

10,348

有限制的自愿捐款

-

147

减去：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

-

减去：12 个月内不会出现的现金流贴现
小计：非流动的自愿捐款

(111)

(27)

10,371

1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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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的应收捐款的总额

10,435

10,695

应收净捐款的总额

39,284

37,642

55.
应收捐款(扣除延迟收款和贴现准备金)总体增加 160 万瑞士法郎，原因是扣除延迟收款准备金
后，未缴分摊会费增加 370 万瑞士法郎，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1660 万瑞士法郎增加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2030 万瑞士法郎。以书面形式确认的未付自愿捐款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2110 万瑞
士法郎减少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1900 万瑞士法郎，减少 210 万瑞士法郎。
56.
从 2020 年底到 2021 年底，应收自愿捐款总额下降了约 10%。 这一下降是由于在 2021 年期
间收取了年初未缴的多年期自愿捐款。
57.

有限制的自愿捐款是指收到用于特定信托基金的资金。

58.

尚未收回的捐款的准备金变化如下所示：
2020

使用情况

增加
(减少)

2021

瑞郎（千）
分摊会费

8,602

-

1,890

10,492

自愿捐款

-

-

-

-

8,602

-

1,890

10,492

合计

59.

会员未付会费的账龄分析如下：
未缴的分摊会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瑞郎（千）

合计

(1980–
2018)

2019

2020

2021

合计

7,017

1,297

2,622

19,826

3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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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未缴摊款

瑞郎（千）

合计

(1980–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6,292

1,408

3,163

14,312

25,175

60.
对于所有未支付的会员应收账款，都需要计提准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付费的会员由
此被剥夺了在 WMO 组织机构会议上的投票权。凡连续两年以上拖欠会费的会员均应按“决议 37(Cg-11)
- 因未履行财政义务而暂停会员资格”的规定执行。不仅不能核销会员的会费，而且会员必须要承担责
任。
61.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没有确认与因成员国面临与 COVID-19 疫情影响有关的额外挑战而
可能无法收取或延迟收取分摊会费有关的额外准备。如果个别成员在按时足额缴纳其分摊会费方面遇到困
难，分摊会费的总体收缴可能会被推迟，这将对世界气象组织实施其计划活动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62.

同样，对于应收自愿捐款，也没有确定不收或延迟收的规定。

63.
当期应收会费是指在 12 个月内到期的确认会费，而非当期应收会费是指自财务报表之日起 12 个
月后到期的会费，包括世界气象组织与一些成员国之间根据《财务条例》第 8.8 条签署的关于支付其分摊
会费欠款的协议。
6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自愿捐款的所有应收款共计 1，860 万瑞士法郎，其中包含要求具体
履行义务和退还未按照与捐助方的协议使用的资金的条件，并被一项负债(递延收入)抵消。
65.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有资产的数额为 15 万瑞郎（2020 年：10 万瑞郎）。这代表已与捐
助方达成了未来几年的捐款协议但是未来几年的资金仍待会议的预算批准。

附注 3.3：库存
66.
下表中列出了本年库存的变化。如财务状况报表所示，第一个表列出了库存的总值 - 包括出版物
和纪念品的价值。第二个表是库存对账单，反映了这一年，期初余量和新增采购量的总和，减去当年已经
出售或发放的产品价值以及冲销/损坏降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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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2021

2020

瑞郎（千）

出版物

1

8

纪念品

34

69

合计

35

77

2021

2020

库存对账
期初库存
采购

77

79

-

79

可出售或发放的总库存
-

2

少。因年龄而减少的价值

42

-

期末库存

35

77

减去：已出售或分发的库存

67.
对于出版物来说，估值包括直到销售或发行时发生的费用。它们包括纸张、光盘、编辑和相关的
外包服务。
68.
3 年以内（含 3 年）的库存按成本或现行重置成本中较低者计价，纪念品按成本或可变现净值中
较低者计价；4 年和 5 年的库存按成本的 50%计价；5 年以上的库存全部计提。

附注 3.4：各项目和会议的预付金

2021

2020

瑞郎（千）
项目的预付款
组织会议的预付款
各项目和会议的总预付金

9,254

8,090

7

5

9,261

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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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项目和会议垫付款包括项目运营的垫付款以及在日内瓦以外举行的世界气象组织会议资助款。 根
据协议书的规定，接收资助的组织做出承诺，除其他外，在会议结束以后三个月内提供垫付款的会计处
理。在收到会计处理单或项目完工或会议举办时，把垫付款列为费用项目。项目预付款的增加主要是由于
执行伙伴的实施和报告时间，其中一些项目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而被推迟，这一点可以在分部报
告的说明 8.1 中看到。
70.
预计给执行伙伴的所有预付款要么由执行伙伴支出，要么作为未用余额退回。尽管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但还没有发现预付款可能无法收回的迹象。根据 COVID-19 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由这
些预付款资助的基本活动的实施有可能被推迟。
附注 3.5：其他应收款项
2020

2021

瑞郎（千）
杂项债务

331

375

教育补助金的预付款

627

506

应收税款返还

440

548

预付费用

468

351

在开发计划署总部的存款

524

733

其他资产

315

317

2705

2,830

减去：延迟付款准备金

(220)

(183)

其他应收款总额

2,485

2,647

2021 年期间延迟付款拨备变动如下：

2020

使用情况

增加
(减少)

2021

瑞郎（千）
延迟付款准备金

183

-

37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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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杂项债务主要指的是世界气象组织的组织机构开同一系列会议，在其他地方产生的费用超出在日
内瓦开会的费用金额。这些金额中的大部分已被计入。
72.
WMO 的雇员有权获得其合格家属的教育补助。雇员在学年的开始可以提前要求垫付款。在年底
累算的垫付款金额是由整个学年的出勤月份所决定的。
73.
应退税款是指：(a)为使工作人员支付其本国政府要求的所得税而提供的预付款；以及(b)政府从
设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存款账户所得利息中扣留的税款。
74.

预付费用包括预付给信息技术服务、电信服务提供者的款项，预付给研究员的津贴，等等。

75.
给开发计划署总部的存款是为使任何开发计划署国家办事处能够提供世界气象组织要求的服务所
需的预付款，以及世界气象组织在执行开发计划署项目时发生的费用。 这些服务包括安排由世界气象组
织赞助的与会者参加世界气象组织的活动，其中大部分是国际活动。
76.
其他资产包括根据借调安排可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收回的金额，以及根据主办世界气象组织组
成机构会议的协议可从成员国收回的金额。
77.

对杂项债务人和政府税款报销的要求做了核销准备，因为这些款项不可能被收回。

附注 3.6：物业、厂房和设备（PPE）
78. 如果 PPE 的费用等于或高于 5000 瑞郎的阈值限制，那么就会被资本化。其按资产估计可使用年
期以直线法折旧。需要定期评估阈值水平。
79. 每年定期对资产进行审查，来确定资产的价值是否有所减损。2021 年开展的资产审查显示 PPE 的
价值没有产生减损。2021 年第四季度开始对 PP&E 项目进行实物盘点。目前正在对实物盘点进行分析，
将在 2022 年上半年完成。
80. PPE 包括与在瑞士日内瓦建造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有关的金额。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为世界气
象组织所有，建于 1990 年代末。建设资金来自于 "国际组织移民基金会"（FIPOI）提供的原始金额为
7580 万瑞士法郎的贷款，以及通过出售之前的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而获得的资金（关于贷款的进一步
细节在说明 3.13 中描述）。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最初是在 2010 年世界气象组织采用《国际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时在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其原始成本约为 1.08 亿瑞士法郎。自最初确认以来，对世界气象
组织总部大楼各组成部分的增加和处置导致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的净成本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
1.083 亿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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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位于日内瓦州拥有的土地上。FIPOI 拥有日内瓦州拥有的土地的地表权，
WMO 拥有该土地的次要地表权。根据地表权协议（"droits de superficie"），WMO 有权在 204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使用该土地，WMO 可以再延长 20 年至 2068 年 12 月 31 日。 地面权终止后，世界气
象组织总部大楼的所有权归日内瓦州所有，但须向世界气象组织支付一笔根据地面权协议条款计算的金
额。
82.
用于计算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折旧的使用寿命应是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相关组成部分的使用
寿命或基础地面权协议的期限，以较低者为准。 为会计目的，地表权协议的结束日期，包括可能延长的
20 年，已被用作折旧寿命的最长期限。因此，折旧费用是按相关部件的使用寿命或直到 2068 年 12 月
31 日这一较短的时间计算的。
83.
在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期间，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的组成部分正在折旧到
2098 年 1 月 1 日，而不考虑地表权协议所规定的限制。因此，为了适当地反映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相
关组成部分的使用寿命，2020 年的财务报表已被重述，以反映修订后的较短使用寿命。 重报对 2020 年
财务报表金额的影响如下。

财务状况表细列项目

最初的报告

调整

重述

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65,417

(880)

64,537

3,237

(880)

2,357

原始报告

调整

重述

3,991

220

4,211

累计盈余

财务执行情况表细列项
目
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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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021 年期间，对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进行了改进，包括增加设备以改善会议设施。

Headquarters
Building

2021
Furniture and
Fixtures

Computer
Equipment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Vehicles

Total

Swiss Francs (thousands)
Cost
Opening balance 01.01.2021
Additions

107,878

3,408

356

455

-

-

189

41

-

-

-

-

-

Disposals/Adjustment
Closing balance 31.12.2021

813

245

112,700
685
0

108,333

813

245

3,597

397

113,385

(43,710)

(813)

(245)

(3,082)

(313)

(48,163)

-

-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Opening balance 01.01.2021
Disposals/Adjustment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year
Closing balance 31.12.2021

-

-

-

-

(4,131)

-

-

(86)

(18)

(4,235)

(47,841)

(813)

(245)

(3,168)

(331)

(52,398)

60,492

-

429

66

60,987

Net book value/ (closing
balance) 31.12.2021

Headquarters
Building

-

2020 (Restated)
Machinery and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Fixtures

Computer
Equipment

Vehicles

Total

Swiss Francs (thousands)
Cost
Opening balance 01.01.2020
Additions

107,532

3,221

356

346

-

-

187

-

-

-

-

-

-

Disposals/Adjustment
Closing balance 31.12.2020

813

245

112,167
533
-

107,878

813

245

3,408

356

112,700

(39,651)

(813)

(245)

(3,023)

(286)

(44,018)

-

-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Opening balance 01.01.2020
Disposals/Adjustment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year
Closing balance 31.12.2020

-

-

-

-

(4,059)

-

-

(59)

(27)

(4,145)

(43,710)

(813)

(245)

(3,082)

(313)

(48,163)

64,168

-

326

43

64,537

Net book value/ (closing
balance) 31.12.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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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3.7：无形资产
2021
Licenses and
Rights

Software Internally
developed

Software Externally
acquired

Total Intangible
Assets

Swiss Francs (thousands)
Cost
100

505

1,775

2,380

Additions

-

-

-

-

Disposals

-

-

-

-

100

505

1,775

2,380

(2,043)

Opening balance 01.01.2021

Closing balance 31.12.2021
Accumulated Amortization

(100)

(168)

(1,775)

Disposals/adjustments

-

-

-

-

Amortization charge for the year

-

(71)

-

(71)

(100)

(239)

(1,775)

(2,114)

-

266

-

266

Opening balance 01.01.2021

Closing Balance 31.12.2021
Net book value/ (closing
Balance) 31.12.2021

2020
Licenses and
Rights

Software Internally
developed

Software Externally
acquired

Total Intangible
Assets

Swiss Francs (thousands)
Cost
100

453

1,775

2,328

Additions

-

52

-

52

Disposals

-

-

-

-

100

505

1,775

2,380

(1,977)

Opening balance 01.01.2020

Closing balance 31.12.2020
Accumulated Amortization
Opening balance 01.01.2020

(100)

(102)

(1,775)

Disposals/adjustments

-

-

-

-

Amortization charge for the year

-

(66)

-

(66)

(100)

(168)

(1,775)

(2,043)

-

337

-

337

Closing Balance 31.12.2020
Net book value/ (closing
Balance) 31.12.2020

85.
如果无形资产中内部开发的软件成本超过 50,000 瑞郎，其他无形资产成本超过 5000 瑞郎，那
么就会被资本化。内部软件开发的成本不包括研发和维护相关的费用。 附注 3.7：应付款项和应计费用
86.
2020 年期间，社区平台的最后要素被资本化，因为这些要素在 2020 年期间投入使用。2020 年
期间，社区平台无形资产的新增总额为 52,000 瑞士法郎。这些新增资产以及社区平台资产中在 2019 年
底被归类为在建的部分（81,000 瑞士法郎）从投入使用之日起于 2020 年开始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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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3.8：应付款和应计款
2021

2020

瑞郎（千）
供应商应付款
应计款
其他负债
附注 3.8：应付款和应计款总额

3,155

1,690

823

772

88

94

4,066

2,556

87.

应付给供应商的账款是指购买产品和服务收到发票后需要支付的金额。

88.

应计费用是指 WMO 已经收到、但是截至报表日供应商还没有开票的产品和服务费用。

附注 3.9：雇员福利
雇员福利包括：

离职后福利
89.

离职后福利的福利计划包括 UNJSPF、退休医疗保险计划（ASHI）、回国福利以及相关福利。

90.

在第 113-123 段落中列出了 UNJSPF 相关的安排。

91.
退休后医疗保险是一项计划，允许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及其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加入联合国工作
人员互助保险协会（UNSMIS），月保费的一部分由 WMO 支付。
92.
回国福利包括一次性回国补助金，工作人员及其符合条件家属的差旅费和其个人物品的运费。本
组织支付符合条件工作人员回国补助、旅费和搬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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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长期雇员福利
93. 其他长期员工福利包括累积年假剩余天数及员工履行工作职责时遭遇死亡、受伤或疾病时获得的
补偿（在适用的条件下）。
94. 由于年假的累积余额一般不会在资产负债表日期后的 12 个月内全部使用，因此被 IPSAS 39 认
为是 "其他长期雇员福利"。

2021

2020

瑞郎（千）
离职后健康保险

74,496

86,227

回国负债

5,835

5,468

累积年假

4,345

4,301

福利总计

84,676

95,996

流动负债 – 短期福利

5,376

5,083

长期负债 – 长期福利

79,300

90,913

福利总计

84,676

95,996

累积年假负债
95.
与累积年假有关的总负债增加了 44,000 瑞士法郎。这一增长是由于两个相互抵消的因素造成
的。首先，由于 COVID-19 疫情，与未使用的年假有关的负债减少。尽管疫情的影响持续存在，包括世
界范围内的旅行限制，但工作人员的平均积存年假天数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35 天减少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31 天。这一减少被 2021 年期间招聘的一些工作人员所抵消。向离职工作人员支付的年假
折算费用从 2020 年的 150 万瑞士法郎减少到 2021 年的 40 万瑞士法郎，减少了 110 万瑞士法郎。

退休和其他离职相关的福利精算估值
96.
退休和其他离职相关的福利负债需要独立的专业精算师决定。WMO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规定
了员工能够享受哪些具体的福利。2021 年 12 月 31 日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精算估值。2020 年 12 月 31
日进行的前一次估值也是一次全面的精算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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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离职后和其他离职相关负债减少 1,130 万瑞士法郎（12.4%），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a)

由于增加了一年的服务和 420 万瑞士法郎的负债利息，增加了 4.6%。

(b)

在支付了 200 万瑞士法郎的福利后，减少了 2.2%。

(c)

减少了 14.8%，原因是与贴现率上升和假定医疗费用趋势率下降有关的福利精算净收益为
1350 万瑞士法郎，被薪金率通胀和养老金指数化的增加所抵消。

98.
应计福利债务是指从工作人员开始工作之日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估值日）为止的那部分未来
福利的现值。在职工作人员的福利在他们达到完全有资格享受福利的日期时被认为是完全累积的。
精算假设和方法
99.
在每一次精算研究中，世界气象组织与精算师一起评估并选择相关的假设，被精算师用来进行年
底的估值，来确定世界气象组织退休福利计划的费用和会费要求（退休福利、其他离职有关的福利）。
100.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世界气象组织的退休和其他离职相关的福利负债估值时，使用了以下这
些假设：

经济学假设

ASHI
折扣率。

0.50% (2020:0.40%)

折现率被估计为近似于单一的等值利率，从而使计划的现金流的现值（即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的预期；对于 2020 年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的预期）使用单一的利率，等于这
些现金流的现值使用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的 AA 公司债券收益率的每个到期日
的即期利率。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货币（主要是瑞士法郎，约有 5%是欧元，
10%是美元）。参考即期利率是基于怡安的收益率曲线，由联合国总部提供。
出于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利用瑞士政府债券利率而非 AA 级公司债券收益率对离职后健康保
险的负债进行了估算。如果在估计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时采用这一比率，那么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负债金额将增加 12.5%，或大约 930 万瑞士法郎，达到 8380 万瑞士法郎。
应计养恤金薪酬增加率。2.50% (2020:2.0%)
工资增长率。
按照联合国养恤基金的薪资表，采用了以下样本的加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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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年龄

一般事务人员

专业工作人员

20

6.83%

9.07%

30

6.47%

7.07%

40

5.27%

5.27%

50

4.87%

4.27%

60

4.47%

3.97%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年龄

一般服务人员

专业工作人员

20

6.33%

8.57%

30

5.97%

6.57%

40

4.77%

4.77%

50

4.37%

3.77%

60

3.97%

3.47%

医疗成本增长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医疗费用增长率已被设定为未来的恒定比率，即 2.50%，这与
联合国准则规定的长期名义医疗趋势率相一致。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它被设定为
2.90%。

索赔费用/缴费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适用的缴费率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相比没有变化，具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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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被

应由世界

保险人

气象组织

支付

支付

仅限退休成员

3.4%

6.8%

有一个家属的退休成员

4.4%

8.8%

有一个以上家属的退休成员

4.8%

9.6%

回国津贴
工资增长率：与 ASHI 相同
贴现率（使用美元收益率曲线*）。

2.40% (2020:1.90%)

差旅成本增长率：2.00% (2020:2:00%)
*即期汇率是由联合国总部提供的
为了敏感度分析的目的，利用瑞士政府债券利率，而不是 AA 级公司债券收益率，对与遣返
有关的负债进行了估算。 如果在估计与遣返有关的应享权利负债时采用这一比率，那么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负债金额将增加 20.8%，或大约 120 万瑞士法郎，达到 700 万瑞
士法郎。

人口统计假设

在死亡率、残疾率和提前退休率方面，2021 年和 2020 年都采用了联合国联合工作人员养
恤基金的表格，因为这些表格是基于联合国联合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人口经验。更替率是基
于世界气象组织的具体经验。以下是与人口假设有关的细节。

残疾:2021 年和 2020 年的 UNJSPF 表格
死亡率:UNJSPF 表格--所使用的退休后死亡率是按人头加权、按性别区分的死亡率，对健康
退休人员和受益人适用静态寿命改进。
退休率。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表--退休率是按性别区分的，并根据专
业或一般事务人员和服务年限而有所不同。

参与：假设 95%的未来退休人员在 2021 年和 2020 年选择退休后医疗保险
配偶保险。

60%的未来退休人员在退休时被假定为已婚，并在 2021 年和 2020
年都为其配偶选择保险。男性被假定比配偶大 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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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率：基于 WMO 的具体经验，如下表所总结的 2020 年和 2019 年的情况。

年龄

周转率

30

20%

35

12%

40

7%

45

7%

50

5%

55

8%

60+

10%

55 岁以上人员的离职率只适用于尚未有资格参加 ASHI 的工作人员。

101.

2021 年确定福利负债的对账单
离职后健康保险

回国津贴

瑞郎（千）

102.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福利
债务

86,227

5,468

2021 年的服务成本

3,101

645

2021 年的利息成本

341

94

2021 年支付的福利

(1,546)

(463)

精算（利得）/亏损

(13,627)

91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福利
债务

74,496

5,835

离职后健康保险

回国津贴

2020 年确定福利负债的对账单

瑞郎（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福利
债务

81,812

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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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020 年的服务成本

2,999

661

2020 年的利息成本

405

143

2020 年支付的福利

(1,416)

(789)

精算（利得）/亏损

6,415

13

缩减

(3,998)

(149)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福利
债务

86,227

5,468

经确认的精算利得/亏损对账单

离职后健康保险

回国津贴

合计

瑞郎（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精
算利得 /（亏损）

(18,961)

1,794

(17,167)

当年度的变动

13,627

(91)

13,536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精算利得 /（亏损）

(5,334)

1,703

(3,631)

104. 在 2021 年的员工福利负债估值中，精算师确定离职后福利和其他离职相关福利项下的精算净收
益为 1350 万瑞士法郎（2020 年：精算净损失为 640 万瑞士法郎）。其中，1370 万瑞士法郎的精算收
益与财务假设的变化有关，20 万瑞士法郎的精算损失与经验调整有关，而人口假设的变化没有影响。
105.

年度支出由以下部分组成。
2021

2020

瑞郎（千）
服务成本

3,746

3,660

利息费用

435

548

合计

4,181

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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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020 年期间，世界气象组织对秘书处进行了改革和重组。由于这次改组，某些工作人员的合同被
提前终止了。就《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而言，这次重组被认为是一次缩减。因此，由此产生的 410
万瑞士法郎的负债减少，其中 400 万瑞士法郎与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有关，10 万瑞士法郎与遣返负债有
关，已在 2020 年期间确认为收入。
107.

离职后健康保险在职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之间的固定福利义务构成如下。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瑞郎（千）
在职工作人员

29,281

34,990

退休人员

45,215

51,237

离职后健康保险债务共计

74,496

86,227

离职医疗保险 - 敏感性分析
108. 离职后健康保险估值中的两个主要假设是。(i) 预计未来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以及(ii) 用于确定
未来由计划支付的福利的现值的贴现率。
109.

根据 IPSAS 第 39 条，进行敏感性分析，来确定以上提出的假设对负债和服务费用带来的影响。

110.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如果折现率会增加或降低一个百分点会分别带来哪些影响：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ASHI 福利债务
数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回国津贴相关
福利债务
数额

目前反映的贴现率

贴现率提高+1％

贴现率下降 -1%

74,496

- 16.8%

+ 22.2%

目前反映的贴现率

贴现率提高+1％

贴现率下降 -1%

5,835

- 6.4%

+ 7.4%

111.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如果假设的医疗费用变化率会增加或降低一个百分点会分别对 ASHI DBO 带
来哪些影响：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的 ASHI 福利债务
数额
影响
2021 年的服务成本和
利息成本

目前反映的医疗费用

74,496
-

目前反映的医疗费用

医疗成本增长
+1%
98,039
23,543

医疗成本减少
+1%
56,239
(18,257)

医疗成本增长
+1%

医疗成本减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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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
影响

3,442
-

5,085
1,643

2021 年的预计费用
112.

在 2021 年，预计 WMO 的员工福利计划会投入 270 万瑞郎。

2,270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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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UNJSPF）
113. WMO 所有员工均参加联合国合办雇员养恤基金（"基金"），该基金由联合国大会成立，为工作人
员提供退休、死亡、残疾和相关福利。基金由一个多雇主界定的福利计划资助。根据基金条例第 3（b）
条规定，本基金成员资格应开放给参与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薪金、津贴和其他服务条件共同制度的各专
门机构和其他任何国际、政府间组织。
114. 该基金使参与的组织暴露于参与基金的其他组织的现任和前任员工相关的精算风险，其结果是缺乏
向参与基金的各组织分配义务、计划资产和成本的一致可靠的基础。WMO 和基金与其他参与本基金的组
织一样，不具有可靠的会计目的来确定 WMO 界定受益义务的比例、计划资产及计划相关费用。因此，
世界气象组织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39 条 "雇员福利 "的要求，将该计划视为固定缴款计
划。
115. 根据《基金条例》的规定，基金委员会应该至少每三年通过顾问精算师，进行一次基金精算评
估。在实际中，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使用公开组总额方法，每两年开展一次精算估值。精算评估的主要目
的是确定基金当前和未来的评估资产是否足以应付其负债。
116. WMO 对基金的财政义务包括按联合国大会确定的比率(目前参与人为 7.9% ，成员组织为
15.8%)缴纳规定的缴款，以及根据《养恤基金条例》第 26 条支付任何精算短缺的份额。只有当联合国
大会经过基金充足性的精算评估后，确定资产不足后，按照第 26 条规定，各成员组织才会缴款补足差
额。各个成员组织应该按照估值日期前三年内缴纳款项总额的一定比例，来支付差额。
117. 基金的最新精算估值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基金在 2020 年的财务报表中使用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参与数据结转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
11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精算估值导致精算资产与精算负债的出资比例为 144。4%。如果考
虑到现在系统的养老金调整，那么出资比例则为 107.1%。
119.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精算估值说明资金充足时，根据《基金条例》第 26 条，因为基金资
产的精算价值超过了所有应计负债的精算值，所以顾问精算师得出结论，不需要额外的款项缴纳来弥补差
额。此外，在评估日，资产的市场价值也超过了所有应计负债的精算价值。截止到发布该报告，联大没有
援引第 26 条规定。
120. 如果由于精算亏损而援引第 26 条，无论是在基金的持续运作期间还是由于基金的终止，每个成员
组织需要支付的亏损额将基于该成员组织的缴款在估值日期之前的三年内向基金支付的缴款总额中的比
例。前三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向基金支付的捐款总额为 71.316 亿美元，其中 0.5%由
世界气象组织缴纳。
121. 2021 年期间，世界气象组织向基金缴纳的会费为 1130 万瑞士法郎（2020 年为 1190 万瑞士法
郎），其中 750 万瑞士法郎由世界气象组织承担，380 万瑞士法郎由工作人员承担。预计 2021 年到期
的会费约为 1200 万瑞士法郎，其中 800 万瑞士法郎预计由世界气象组织承担，400 万瑞士法郎预计由
工作人员承担。
122. 联合国大会可根据养恤金联委会的肯定建议作出决定，终止基金的成员资格。 应根据前成员组织
与基金共同商定的安排，将终止之日基金总资产的一定比例支付给前成员组织，专门用于支付其在该日参
加基金的工作人员的福利。 该数额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根据终止日期对基金资产和负债
的精算估值确定；超出负债的资产部分不包括在该数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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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每年会对基金进行审计，并把审计结果报告给基金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基金
公布其投资季度报告，通过访问基金的官网 www.unjspf.org 就可以查看到相关的信息。

附注 3.10：预收捐款
2021

2020

瑞郎（千）
预收分摊会费

10,192
-

其他预收款
预收捐款

124.

9,486
-

10,192

9,486

预收的分摊会费是指预收 2022 年及以后几年的会费。

注 3.11:来自汇兑交易的未获收入

2021

2020

瑞郎（千）
来自汇兑交易的未获收入

651

1,607

125. 来自交换交易的未获收入是指根据作为交换交易核算的协议收到的资金，而相关的服务尚未执
行，因此，相关的收入尚未获得。

注 3.12:递延收入
2021

2020

瑞郎（千）
流动：
已收捐款
认捐款
办公室租金预付款
流动的递延收益总额

23,031

24,807

5,388

4,994

83

121

28,502

2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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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
已收捐款

14,525

17,783

认捐款

12,710

15,099

非流动的递延收益总额

27,235

32,882

递延收益总额

55,737

62,804

126. 递延收入是指已经收到的自愿捐款或自愿捐款的认捐，如果与捐赠者的书面协议包括与向第三方
提供具体服务有关的条件，并且退还未用余额是与捐赠者的正常经验，则该协议具有约束力。
127.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收入的金额已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6280 万瑞士法郎减少
到 5580 万瑞士法郎。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自愿捐款项下活动的实施被推迟，导致额外自愿捐
款的减少。这导致了当前和非当前类别的递延收入总体水平的下降。虽然目前无法量化，但如果相关活动
最终无法实施，且捐赠者不批准延期，那么已经递延的一些收入可能需要退还。
注 3.13:借款
2021

2020

瑞郎（千）
1,442

1,442

非流动借款（摊销）

27,560

28,314

借款总额

29,002

29,756

流动

128. 在这些财务报表中显示为借款的金额包括 WMO 向 FIPOI 的借款，用于资助 WMO 总部大楼的建
设。这笔贷款是在 1997 年签订的，总金额为 7580 万瑞士法郎，由世界气象组织在 50 年内偿还，直到
2048 年。 这笔贷款不计利息，需要世界气象组织每年向 FIPOI 支付 1,477,300 瑞士法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贴现的贷款余额为 39,888,224 瑞士法郎（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41,365,524 瑞
士法郎）。其中，1,477,300 瑞士法郎应在 2022 年支付，余额在随后几年支付。该贷款是根据实际利
息法，使用 2.43%的历史贴现率进行贴现。

附注 3.14：准备金
2021

2020

瑞郎（千）
诉讼
可退还捐助者的捐款

330

3,687

1,580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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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准备金总额

5,585

129. 2021 年期间，联合国争议法庭在一个与世界气象组织在确定日内瓦专业人员工资时使用的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乘数有关的法律案件中，裁定世界气象组织胜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经确认了
与此案有关的 330 万瑞士法郎的准备金。因此，该准备金在 2021 年被转回，同时抵消了工资和员工福
利费用的减少。
13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还有一个案件被认为有可能作出有利于一名前工作人员的裁决。
2021 年 12 月，联合国争议法庭裁定该工作人员胜诉，并于 2022 年 3 月作出赔偿的最终判决。根据这
一最终判决，与此案有关的准备金已增加到 20 万瑞士法郎。
131. 还有一些针对本组织的案件在联合国上诉法庭（UNAT）或联合国争议法庭（UNDT）进行审理，
在这些案件中，总的来说可以作出有利于本组织或有利于工作人员的裁决。 该机构将承担与这些案件有
关的总估计数约为 10 万瑞士法郎，这已作为准备金记入这些财务报表。
132.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退还捐助者的捐款金额减少了 30 万瑞士法郎，为 160 万瑞士法
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项目结束时向捐助者实际退还了一些捐款，但被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可能向捐助者退还的额外款项所抵消。
133. 虽然目前无法量化，但由于 COVID-19 疫情导致一些活动的实施延迟，如果相关活动最终无法实
施，且捐助方不批准延期，则可能需要退还额外的自愿捐款。
134.

2021 年期间准备金变动如下：
2020

使用情况

反转

2021

增加

瑞郎（千）
诉讼

3,687

可退还捐助者的
捐款

1,898

合计

5,585

-

(3,457)

100

330

(444)

(95)

221

1,580

(444)

(3,552)

321

1,900

附注 3.15：以信托形式持有的资金
2020

2021

瑞郎（千）
以信托形式持有的资金 - IPCC

18,078

13,791

以信托形式持有的资金 - GEO

7,755

6,277

以信托形式持有的资金 -其他实体

3,181

3,047

29,014

23,115

以信托形式持有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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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以信托形式持有的资金是由 WMO 提供会计支持及其他管理支持的实体，但本组织根据 IPSAS
35 对该基金占有股份或没有控制权。此类实体的财务报表没有列入 WMO 的财务报表。2021 年 12 月
31 日，世界气象组织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地球观测小组（GEO）、亚太经社会台风
委员会和热带气旋小组持有信托基金，这些基金的余额代表世界气象组织为这些基金持有的现金。气象组
织与其他组织共同控制气象组织/ICSU/IOC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CRF）、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和数据浮标合作小组（DBCP）。
136. WMO 与 GEO、DBCP、台风委员会– ESCAP、热带气旋专家组、IPCC、JCRF 和 GCOS 有工
作关系。本组织为这些实体提供办公地点、人员管理、财务管理、采购服务和其他行政支持，反过来这些
实体则相应地在可协助 WMO 履行其职责的领域提供技术和计划工作。世界气象组织与 DBCP、GEO、
亚太经社会台风委员会和热带气旋小组谈判达成协议，根据百分比收费，对所提供的服务成本进行补偿。
137. WMO 免费提供场地，包括向 IPCC 提供会议设施和行政支持服务，IPCC 是由 WMO 与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联合建立的。WMO 向 IPCC 提供财务支持，包括为 IPCC 秘书处支付薪金。 .对 JCRF 和
GCOS 的服务是免费的。
138.

世界气象组织免费为 GEO 提供最多 10 名工作人员的空间。

139.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信托基金中，包括了一个捐赠者以转手方式提供的 254,000 瑞士法郎
的资金。在这种安排中，世界气象组织作为协调者，接受并向安排中的其他伙伴支付资金，但对其他伙伴
的实施不承担业务责任。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没有持有与通过安排有关的信托资金。

附注 3.16：合营企业和协会的权益
140. 本组织在受控实体中没有所有权权益。WMO 是合营企业的其中一个所有方，包括
WMO/ICSU/IOC 气候研究联合基金、GCOS 和 DBCP。根据 IPSAS，只有 WMO 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基
金或实体才采用权益法合并。

所有权比例

2021

2020

• WMO/ICSU/IOC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

87%

86%

• GCOS

40%

50%

50%

50%

列为合资企业的基金。

列入联营公司的基金。
• DB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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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所有权份额是基于出资人对每个实体的出资比例，如果这种方法在安排中有所规定，如世界气象
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气候研究基金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情况；或者在确定所
有权份额的方法在安排中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基于平等的基础，如 DBCP 的情况。

世界气象组织在合资企业和联营企业中的份额

2021

2020

瑞郎（千）
收入

1,870

2,053

开支

1,266

(1,914)

604

139

WMO 应占净资产/权益比例的变化

(37)

(111)

本年度的盈余/（赤字）

567

28

加上/ （减去）：

加上：
WMO 每股净资产/权益的期初余额

1,056

1,028

12 月 31 日 WMO 的每股净资产/权益期末余额

1,623

1,056

附注 3.17：雇员福利储备
2021

2020

瑞郎（千）
-

-

2,194

2,027

雇员福利精算评估产生的精算收益/（损失）净额

(3,630)

(17,166)

雇员福利储备总额

(1,436)

(15,139)

瑞郎（千） 招聘和解聘福利储备金
退休后福利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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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执行理事会成立这两个储备基金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举行的具体活动提供资金或融资。储备金目前
有员工招聘和解聘福利储备和退休后福利储备。
143. 决议 20（EC-27）确定了员工招聘和解聘福利储备金，来支付解除合同和招聘的费用，这些费用
不会进行具体的预算。根据决议 14（EC-61），这个储备金的资金来源于工资费用的 4%。由于 2020
年发生的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及因此在 2021 年增聘的工作人员，通过对工资费用收取 4%的费用所提供
的金额不足以满足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年度现收现付费用。
144. 决议 7（EC-52）确定了退休后福利储备金，按照“即走即付”拨款，来支付 WMO 员工 ASHI 费
用。根据第 15(EC-72)号决议，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经常预算资助的活动由 4%的工资费用提供资
金，自愿资助的活动由 7%的工资费用提供资金。
145. 在每个财期结束时，一位专业精算师根据精算估值的结果得出了精算净收益和损失，也包括员工福
利储备金。2021 年期间，精算师评估的精算收益为 1350 万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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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4：风险分析

146. 世界气象组织在报告日面临以下金融工具的风险。以下所有金融资产都被认为是贷款和应收款
项，而金融负债则按摊余成本计量。由于其基本性质，以下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与它们的公允价值相近。
没有一个金融工具是衍生金融工具。

2021

2020

瑞郎（千）

金融工具

123,132

110,756

应收分摊会费

20,270

16,573

应收自愿捐款

19,014

21,069

331

375

162,747

148,773

3,155

1,690

应付贷款

29,002

29,756

金融负债小计

32,157

31,446

130,590

117,327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短期投资

其他应收款
财务资产小计

应付款

金融工具 – 净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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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
147. 在选择进行现金资产管理的大型金融机构时，需要确保主要的评级机构对这些金融机构已经进行了
合理的投资评级，才能够大幅度地降低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相关的信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148. 应收捐款主要包括来自主权国家的应收账款。如附注 3.2 所示，具体而言，应收捐款包括为缴款收
入降低和呆账准备的津贴。WMO 不持有应收捐款的任何证券。2021 年期间，与 2021 年摊款有关的 71%
的应收账款已全额支付（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 2020 年摊款有关的 79%），3080 万瑞士法郎的应收
账款已逾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2520 万瑞士法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存在 1050 万瑞
士法郎的延迟收取摊款的准备金（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860 万瑞士法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世界气象组织与成员国签订了涉及未缴纳会费的 40 万瑞士法郎的付款协议（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40 万瑞士法郎）。
149. 只有在收到捐款以后，才能开始实施自愿捐款资助的项目，从而消除信用和流动性风险。
150. 2021 年期间，经常预算由成员的分摊会费供资，其中 68%由 10 个成员分摊（与 2020 年相同）。
如果这些成员不能按时支付会费，那么 WMO 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缴纳
的分摊会费为 3080 万瑞士法郎（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2520 万瑞士法郎），其中 48%为一个成员国
的会费（2020 年为 29%）。
流动性风险
151. WMO 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现金和等价物总额为 1.231 亿瑞士法郎（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 1.108 亿瑞士法郎），足以满足其在该日的流动负债 8110 万瑞士法郎（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7880 万瑞士法郎）。在报表 1 - 财务状况表中反映了最终负债的到期日期。
152. WMO 根据收到的捐款来实施总基金的常规预算。在出现捐款不足的时候，世界气象组织可以从
周转基金中待收到摊款中划出资金。
153. 经常预算支助基金；活动基金；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基金；以及国家技术支助基金的活动
实施由自愿捐款供资，在收到捐款之前不能开始实施。预算只按收到的捐款水平分配。
154.

这些程序足以确保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合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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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

利率风险
155. 世界气象组织的现金和投资组合仍然是安全的，符合其投资政策，因为它持有旨在保全本金的高
质量资产。2021 年的银行和现金余额的投资收入从 2020 年的正 6,000 瑞士法郎减少到 2021 年的负
129,000 瑞士法郎。世界气象组织运作的主要货币--负瑞士法郎的利率是投资收入减少的主要驱动力。
156. 2021 年期间，世界气象组织的银行合作伙伴对超过某些阈值的资金收取负利息。 预计在 2022
年期间，世界气象组织将继续对其持有的很大一部分瑞士法郎余额支付负利息。正在努力减轻负利率风
险，如在世界气象组织的银行伙伴中分散持有瑞士法郎，在银行伙伴中持有多种货币，与银行伙伴重新谈
判最高限额，等等；但是，这些努力不太可能完全减轻负利率风险。
157.

除上述段落所讨论的以外，2021 年期间没有利率风险。

货币风险
158. 世界气象组织的预算是由该组织的功能和报告货币瑞士法郎（CHF）的分摊会费提供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1.231 亿瑞士法郎的总现金余额中，有 9320 万瑞士法郎（75.7%）是以瑞士法
郎持有的（注 3.1）。剩余的 2,990 万瑞士法郎以其他货币持有（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3,210 万瑞士
法郎）。该余额是为尚未完全实施的活动收到的非瑞郎货币的自愿捐款，以及如说明 3.16 所述的信托基
金的增加。外币对瑞士法郎的水平增加或减少 5％至 10％，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瑞士法郎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波动的影响
(数额以千计)
外币升值/贬值的影响（瑞士
法郎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的等值瑞士法
郎

美元

26,966

30,728

24,674.2

1,234

2,467

JPY

17,152

17,238

136.7

7

14

GBP

1,633

1,544

2,014.3

100

201

欧元

2,447

2,462

2,541.2

127

254

529.6

27

53

27.0

1

3

29,923.0

1,496

2,992

以外币计价的余额在:

货币

SGD
其他
合计

783
-

410
-

的+/-5%。

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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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世界气象组织的净资产包括其累计盈余、雇员福利储备金、周转基金的资本以及奖励和奖金基金
的资本。普通基金的盈余是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第 9 条（基金）的规定管理的。由自愿捐款资
助的活动产生的盈余按照捐助方协议进行管理。职工福利的储备金是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决议进行管理的。
预留周转基金是为了保持足够的流动资金水平，并在发生业务亏损时予以弥补。

Note 5: REVENUE
2021

2020

5.1 Assessed contributions

67,886

67,886

5.2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 settled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 unsettled
Less: Refunds
Total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18,859
154
(134)
18,879

19,213
200
(1,200)
18,213

5.3 Revenue from services

1,885

1,919

5.4 Other revenue
Currency exchange differences
Realized gain/(loss)
Unrealized gain/(loss)
Total currency exchange differences

(661)
1,189
528

(1,288)
(3,033)
(4,321)

2,058
84
37
281
(128)
2
2,862

1,462
205
122
207
6
4
(2,315)

1,870

1,870

Rental office facilities
Inter-fund contributions
Other income
Programme support cost income
Interest
Publications
Total other revenue
5.5 In-kind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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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分摊会费涉及到世界气象组织核定的经常预算对世界气象组织成员的分摊。

161. 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来自自愿捐款的总收入增加了 60 万瑞士法郎。由于 COVID-19 疫情
对自愿捐款资助的活动的持续影响，自愿捐款的收入仍与 2020 年的水平相似。
162. 所有 1,890 万瑞士法郎的自愿捐款都受到限制，一般来说，这些限制涉及到为特定活动收到的资
金。其中一些限制上升到了条件的层面，因此需要最初推迟收入，直到这些条件得到满足。
163.

2021 年期间，服务收入减少了 10 万瑞士法郎，因为与咨询服务有关的总体活动略有减少。

164.

其他收入由若干要素组成，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如下。
(a)

货币兑换差异。在 2021 年，美元对持有的第二种主要货币瑞郎的价值增加了 3.6%。因
此，前一年导致美元重估损失的 9.4%的价值下降被恢复了。

(b)

2021 年期间，由于两个新的租户签订了在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租用空间的协议，办公设
施的租金有所增加。

165. 2021 年的银行余额和存款的投资收入从 2019 年的 6,000 瑞士法郎的利息收入减少到 2021 年
的 129,000 瑞士法郎的负利息。如附注 4 中所述。风险 分析，减少的主要驱动力是瑞士国家银行
（SNB）实施的持续的约为负 0.75%的瑞士法郎负利率水平，并传递给合作银行的账户持有人。
166. 在 2021 年期间，有关土地和瑞士当局提供的无息贷款的实物捐助已经得到确认（FIPOI）。实
物捐助在被确认为收入的同时被记为支出。
167. 世界气象组织还从成员那里得到了实物服务，这些服务没有在这些账户中确认，因为世界气象组
织对实物服务没有控制权，无法衡量这些服务的公平价值。成员国提供的实物服务涉及到为在其国家举行
的世界气象组织会议提供的支持。
168. 世界气象组织在七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六个东道国政府为这些办事处提供各种实物服务，包括提
供办公场所、家具和设备、车辆、支助人员和支助服务。由于这些实物服务的公允价值无法准确衡量，因
此没有在这些账户中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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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6: EXPENDITURE
2021
6.1

Salaries and employee benefits
Staff costs
Employee benefits
Consultancy costs
Total salaries and employee benefits

6.2

Meetings and projects
Project expenditure
Organization of meetings
Total meetings and projects

6.3

Travel
Staff travel
Travel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with WMO
Other third parties
Total travel

6.4

Supplies, consumables and other running costs
IT - services, software and equipment (noncapitalized)
Building maintenance and security
Purchase of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noncapitalized)
Utilities
Stationery and supplies
Other running costs
Total supplies, consumables and other running
costs

6.5
6.6

2020

(in thousands of Swiss Francs)

45,011
5,388
4,434
54,833

49,993
4,145
4,377
58,515

6,217
1,237
7,454

7,643
1,405
9,048

214
0
94
308

318
0
312
630

3,140
1,256

3,476
1,275

580
323
246
595

1,081
381
126
134

6,140

6,473

In-kind expenditure
Rental value of land and interest on FIPOI loan

1,870

1,870

Finance costs
Change in provision for delay in collection of
receivables
Discounting LT receivables and Loans
Write-offs
Bank charges
Total finance costs

1,927
810
0
69
2,806

616
648
58
1,322

313
516
829

422
477
899

949
145
230
14
106
78
1,522

740
67
68
5
118
86
1,084

6.7

Fellowships
Fellowships
Training
Total fellowships

6.8

Other expenditures
Other
Auditor's remuneration
Public information
Hospitality
Insurance
Staf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Total other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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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2021 年期间，工资和员工福利支出总额从 5,850 万瑞士法郎减少到 5,490 万瑞士法郎，减少了
6%。导致这种下降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a)

逆转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案的规定。 如说明 3.14 所述，在联合国争议法庭作出决定后，与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乘数有关的规定被取消了。这导致 2021 年的人事费用比 2020 年减少约 480 万瑞
士法郎（2021 年减少 330 万瑞士法郎的信贷，而 2020 年有 150 万瑞士法郎的支出）。

(b)

2020 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的重组费用在 2021 年没有发生。2020 年期间，WMO 秘书处进行
了重组。在 2020 年的其他影响中，这导致了 220 万瑞士法郎的解雇赔偿金的支付，以及 410
万瑞士法郎的员工福利负债的缩减收益。 这些费用在 2021 年没有发生。

(c)

由于更多的虚拟会议需要口译，雇用口译员的费用总体上有所增加，这导致工作人员费用增加约
80 万瑞士法郎。

(d)

由于招聘的时间问题，已经批准的额外工作人员职位要到 2021 年的最后一段时间才能聘用；因
此，这些职位的工资支出在 2021 年没有发生。

170. 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的会议和项目支出减少了 18%。支出减少的原因是，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与项目有关的活动支出水平降低，主要是在预算外资金资助的活动中出现。
171. 与旅行有关的费用继续受到 COVID-19 疫情的严重影响。由于这些限制，以及对计划活动实施方
式的修改，2021 年发生的差旅费用只有 30.8 万瑞士法郎，比大流行前的水平减少了 90%以上。
172. 2021 年，与用品、消耗品和运行成本有关的支出总体上略有减少，主要是在与非资本化家具和设
备有关的领域。这一减少部分被其他运行费用的增加所抵消，这些费用主要与 2020 年结构调整前由世界
气象组织工作人员提供的外包服务有关。
173. 实物支出是指土地的估计成本和瑞士当局提供的无息贷款（FIPOI）。实物捐助在被确认为收入的
同时被记为支出。
174. 财务费用主要涉及与应收账款可收回性或不可收回性的潜在延迟有关的准备金，以及 FIPOI 提供
的无息贷款的隐性贴现的影响。
175. 研究金和培训费用在 2021 年有小幅下降，因为研究金支出继续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因
为各机构在许多研究员学习的地方调整了混合学习方法。
176. 其他支出代表各种类型的支出，其中一些类别的支出在 2021 年经历了增长，原因是吸收了一些
活动，如招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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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

177. 当核准的预算是在会计基础以外的基础上编制时，就会出现基础差异。世界气象组织的预算和账
目是采用不同的基础编制的。财务状况表、财务业绩表、净资产变化表和现金流量表是在完全按照《国际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编制的，使用的是基于财务业绩表中支出性质的分类，而预算与
实际金额对比表（报表五）是在承诺会计基础上编制的。
178. 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条的要求，如果财务报表和预算不是在可比基础上编制的，
应将在可比基础上提出的实际数额与财务报表中提出的实际数额进行核对，分别确定任何基础、时间和实
体的差异。在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时采用的格式和分类方案也可能存在差异。
179. 当预算期与财务报表中反映的报告期不同时，就会出现时间上的差异。为了比较预算和实际金
额，世界气象组织没有时间上的差异。
180. 当预算省略了属于编制财务报表的实体的方案或实体时，就会出现实体差异。根据实体差异，双
边业务和信托基金构成世界气象组织活动的一部分，并在财务报表中报告，尽管它们被排除在预算过程之
外。
181. 列报差异是由于按部门列报的财务业绩表（说明 8.2）和报表五--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所采用的
格式和分类方案不同。
182. 报表五中的世界气象组织预算只适用于分部报告说明 8.2 中的经常预算/普通基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报表（报表五）中的可比实际金额与财务业绩报表（报表二）
中的实际金额之间的调节已纳入报表五中。
183. 以下是与报表五所显示的经常预算下的支出和说明 8.2 所显示的普通基金组的实际支出的比较有
关的进一步细节，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年度的比较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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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注意事
项

瑞士法郎(千)
62,655

可比基础上的实际金额（报表五）

60,005

加上:
基础差异 - 以前年度的债务和其他差异
折旧和摊销

3.6/3.7

100

528

4,167

4,211
-

注销
实物支出

6.5

1,870

1,870

雇员福利：利息和当期服务成本减去已
付福利

3.9

2,216

(2,054)

长期负债的折现损失

3.13

规定

3.14

正常预算之外的特别账户支出（不在报
表 V 中）

见下文

其他调整

723
(1,085)

741
616

1,341

1,564

(2)

(6)

7,380

2,483

1,477

1,477

63,128

63,565

少。
基础差异--2021/2020 年未收到货物
和服务的义务
付还贷款

各部分财务业绩报表中的实际数额（普通基
金说明 8.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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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普通基金组下的其他基金的收入、支出和净盈余/（赤字）详情见下表（单位：千瑞士法郎）。
收入

基金

经常预算

费用

净盈余/(亏损)

70,119

61,787

8,182

总部大楼特别账户

1,748

103

1,645

PSC 特别账户

2,086

1,156

930

297

106

191

(73)

(24)

(49)

74,177

63,128

11,049

会议设施特别账户
其他
共计

185. 包括未结采购订单在内的未结承诺以及来自经营、投资和融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作为基础差异列
示。不构成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一部分的收入和非基金相关费用作为列报差异反映。
186.
示。

预算金额已根据 2020-2021 年两年期预算按功能分类列示，该预算为上述比较的目的按年度列

187. 关于预算和实际金额之间差异的描述的补充信息，在秘书长的声明中有所描述，该声明与这些财
务报表一起报告给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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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 :分部报告

ASSETS
Current Asset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Inventories
Advances for projects and meetings
Other receivables
Total current assets
Non-current asset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receivable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ntangible assets
Interest in joint ventures and associates
Total non-current assets
TOTAL ASSETS

Note 8.1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BY SEGMENT
AS AT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s of Swiss Francs)
DEVELOPMENT,
REG'L BUDGET
TECH ASS. &
GENERAL
SUPPORT
EVENT
TECH -COOP
FUND
FUNDS
FUNDS
FUNDS

74,828
20,206
(0)
35
656
1,703
97,428

64
60,987
266
61,317
158,745

NATIONAL
TECH SUPP.
FUNDS

TOTAL

31 December
2020
(Restated)

14,691
173
566
78
15,508

56
56

33,559
8,471
8,039
703
50,772

(2)
(2)

123,132
20,206
8,643
35
9,261
2,485
163,762

110,756
16,346
10,601
77
8,095
2,647
148,522

21
21
15,529

56

10,349
1,623
11,972
62,744

(2)

64
10,371
60,987
266
1,623
73,311
237,073

227
10,468
64,537
337
1,056
76,625
225,147

2
2

1,472
651
24,739
1,337
6
28,204

0
0
0

4,066
5,376
10,192
651
28,502
1,442
1,910
29,014
81,153

2,556
5,083
9,486
1,607
29,922
1,442
5,585
23,115
78,796

0

79,300
27,235
27,560
134,095
215,248

90,913
32,882
28,314
152,109
230,905

LIABILITIES
Current liabilities
Payables and accruals
Employee benefits
Contributions received in advance
Unearned revenue from exchange transactions
Deferred revenue
Borrowings
Provisions
Funds held in trust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Non-current liabilities
Employee Benefits
Deferred revenue
Borrowings
Total Non-current liabilities
TOTAL LIABILITIES

2,370
5,376
10,192
83
1,442
330
29,028
48,821

224
3,680
243
(22)
4,125

79,300
27,560
106,860
155,681

212
212
4,337

2

27,023
27,023
55,227

Net assets

3,064

11,192

54

7,516

(2)

21,825

(5,758)

NET ASSETS/EQUITY
Capital funds
Accumulated surplus/(deficit)
Employee benefits reserves
Total net assets/equity

6,786
(2,285)
(1,436)
3,064

239
10,953
11,192

54
54

7,516
7,516

(2)
(2)

7,024
16,237
(1,436)
21,825

7,024
2,357
(15,139)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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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8.2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BY SEGME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in thousands of Swiss Francs)

REVENUE
Assessed contributions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received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 pledged
Less: Refunds
Total voluntary contribtutions

GENERAL
FUND
67,886

REG'L BUDGET
SUPPORT
FUNDS
-

DEVELOPMENT,
TECH ASS. &
TECH -COOP
FUNDS

EVENT
FUNDS
-

-

NATIONAL
TECH SUPP.
FUNDS

INTERSEGMENT
ELIMINATIONS

TOTAL

2020
(Restated)

-

-

67,886

67,886

-

18,859
154
(134)
18,879

19,213
200
(1,200)
18,213

16
16

5,656
54
(11)
5,699

-

13,187
100
(123)
13,164

-

Revenue from Services
Other revenue
In-kind contributions
Total Revenue

4,405
1,870
74,177

184
(356)
5,527

(0)
(0)

1,701
(943)
13,922

0
0

(245)
(245)

1,885
2,861
1,870
93,381

1,919
(2,315)
1,870
87,573

EXPENSES
Salaries and employee benefits
Meetings and Projects
Travel
Supplies, consumables and other running cost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In-kind expenditures
Finance costs
Fellowships
Other expenditures
Movement in share of Net Assets/Equity of JVs
Interest in joint ventures and associates
Total Expenses

45,441
2,532
282
4,499
4,304
1,870
2,687
324
1,189
63,128

3,274
567
(2)
419
2
12
59
56
4,387

-

6,118
4,600
28
1,222
107
446
277
37
(604)
12,231

0
0

(245)
(245)

54,833
7,454
308
6,140
4,306
1,870
2,806
829
1,522
37
(604)
79,501

58,515
9,048
630
6,473
4,211
1,870
1,322
899
1,084
111
(139)
84,024

SURPLUS/(DEFICIT) FOR THE YEAR

11,049

1,140

(0)

1,691

0

13,880

3,549

-

EC-75/INF.6.1(1), p. 76

188. 一些内部活动会导致会计交易，在财务报表中产生部门间的收入和支出余额。分部间的交易反映
在上述表格中，以准确呈现这些财务报表，然后为合并报告的目的进行冲销。
189. 用于业务和其他活动的捐款在这些捐款得到书面确认时被确认为收入，或递延收入。支出是根据
项目和受益人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发生的。
190. 方案类基金和双边业务及信托基金项下的累积基金余额是指结转用于方案未来业务需求的捐款的
未用部分。

注 9 :法律或者或有负债

191. 除了附注 3.14 所讨论的以外，在 2021 年或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世界气象
组织对与世界气象组织为其管理的实体雇用的人员的雇员福利有关的长期负债负有或有责任。截至 2021
年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负债为 390 万瑞士法郎。
注 10:损失、惠给金和注销
192. 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第 13.4 条规定："秘书长经主席批准，可为了本组织的利益，支付他
认为必要的惠给金，但这种付款的报表应与第 14.1 条详述的财务报表一起提交给执行理事会。"2021 年
期间没有支付任何惠给金。
193. 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第 13.5 条规定："秘书长经充分调查后，可授权注销现金、仓库和其
他资产的损失，但对经常预算的未缴会费除外，但应将所有这些注销金额的报表与财务报表一起提交给外
聘审计员。"在 2021 年和 2020 年期间，没有注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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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1:承诺

注 11.1 经营性租赁（世界气象组织承租人）
2021

2020

瑞士法郎(千)
1 年以下

7

7

1 - 5年

14

21

超过 5 年

-

-

21

28

7

7

合计
确认的费用

194. 这些租约包括 28 台重型复印机和 2 台重型打印机。复印机的租约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续签，
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租期为 5 年。 根据新的租约，复印机的收费主要是基于 "纸张点击 "的使
用量，没有额外的碳粉费用，以及有限的设备租金金额。打印机的租赁费用为 6,780 瑞士法郎，使用费
用为 27,650 瑞士法郎（2020 年支出为 77,000 瑞士法郎，包括 7,000 瑞士法郎的租赁费和 70,000
瑞士法郎的复印费）。
注 11.2 经营性租赁（世界气象组织出租人）

2021

2020

瑞士法郎(千)
1 年以内

1,446

1,330

1 - 5年

2,497

1,163

超过 5 年

-

-

合计

3,943

2,493

确认的收入

1,646

1,179

195.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世界气象组织向 9 个租户出租了办公场所，并为此确认了
1,646,000 瑞士法郎的收入。收入的增加是由于新的租户占用了大楼。
附注 11.3 其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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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世界气象组织对已签约但未交付的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承诺达 750 万
瑞士法郎（2020 年。670 万瑞士法郎）。
197. 根据关于权责发生制会计的 IPSAS 1 和交付原则，对未来费用的承诺不在财务报表中确认。这种
承付款将在收到相关货物或服务后用捐款的未用部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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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关联方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披露

注 12.1: 关键管理人员

补偿和工作地点调
职位数

整

享有的权利

养老金和健
康计划

截至 12 月 31
解雇赔偿金

薪酬总额

日，应享权利的
未偿预付款

截至 31.12 的
未偿贷款

瑞士法郎

关键管理人
员, 2021
关键管理人
员, 2020

3

777,995

105,608

189,51
4

3

794,441

108,451

195,09
8

-

1,073,11
8

-

-

1,097,99
0

-

-

198. 关键管理人员是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因为他们有权力和责任规划、指导和控制世界
气象组织的活动。执行理事会由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六名区域协会主席和 27 名其他国家气象或水文
气象局局长组成，他们以个人身份作为本组织的代表，而不是作为其特定成员的代表。
199. 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包括：薪金净额、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代表津贴和其他津贴等
应享待遇、派任津贴和其他补助金、租金补贴、个人效应装运费用、雇主养老金和现行医疗保险缴款以及
解雇补偿。
200.

关键管理人员也有资格享受与其他雇员相同水平的离职后福利。这些好处无法可靠地量化。

201.

关键管理人员是联合国合办事务基金的普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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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报告日之后的事件

202.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日期是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签署这些账目之日，从财务状况表日期到财
务报表被授权发布之日，没有发生任何会影响这些报表的重大事件，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发行授权
203.
证。

这些财务报表由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条例和细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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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信托基金信息摘要
下表介绍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截至该日的年度与世界气象组织信托基金有关的信息。下表所列
的财务信息是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编制的。表 1 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的分类报告，列出了信托基金组的财务信息概要。此外，表 2 中列出了 2021 年创建的信托基金的信
息。
表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按信托基金集团分列的财务信息摘要（单位：千瑞郎）。
信托基金组

总收入

支出总额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经常预算支助基金

5,527

4,387

15,529

4,337

11,192

活动资金

-

-

56

2

54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
作基金

13,922

12,231

62,744

55,227

7,516

国家技术支助基金

-

-

(2)

-

(2)

19,449

16,618

78,327

59,566

19,761

合计

表 2--2021 年创建的信托基金的概要信息（单位：千瑞士法郎）

信托基金名称

信托基金部分

2021 收入

2021 费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递延收入

向科特迪瓦提供可偿还的咨
询服务

Dev, TA, TC

562

-

-

加拿大酿酒师信托基金

经常性预算支
持

1

1

51

SDC Brava

Dev, TA, TC

13

13

187

SOFF 秘书处早期业务

Dev, TA, TC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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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命名

地址
7 bis, avenue de la Paix1211

WMO

世界气象组织

法律顾问

世界气象组织法律顾问

精算师

怡安

avenue Edouard Rod 4
1260 尼翁
瑞士

审计员

理事长
法院

Viale Giuseppe Mazzini, n.105
00195 罗马
意大利

_____________

7 bis, avenue de la Paix1211

天气 气候 水

WMO

EC-75/INF.6.1(2)

执行理事会

提交者

第七十五届会议

秘书长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日内瓦

17.V.2022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

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
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
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
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外聘审计师的报告

审计院
WMO

对 2021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

2022 年 5 月 5 日

EC-75/INF.6.1(2), p. 2

EC-75/INF.6.1(2), p. 3

目录
引言 .............................................................................................................................5

疫情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5
审计证书 ......................................................................................................................7
会计报表的结构 ......................................................................................................... 10
2021 年财务状况表 .................................................................................................... 10
资产 ......................................................................................................................... 10
流动资产 .................................................................................................................. 11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 11

瑞士银行收取的负利率正在影响会员国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持有的捐款 ............... 11
银行账户确认和关闭不活动账户 ............................................................................ 12
更新银行的授权签名名单 ....................................................................................... 12
为实现有效的资产管理，应提高资产登记册的准确性。 ........................................ 13
实物库存和账目之间的自动对账将降低记录过程中的错误风险。 .......................... 13
需要一个标准化的资产库存程序 ............................................................................ 14
应收会员国的摊款和自愿捐款 .................................................................................. 15
项目和会议的预付款及其他流动资产 ....................................................................... 15
库存 ......................................................................................................................... 16
非流动资产 .............................................................................................................. 16
财产、厂房和设备 .................................................................................................... 16
WMO 总部大楼。将建筑物折旧调整为 "地上权 "。 ............................................... 17
WMO 总部大楼。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17 条，披露建筑物存在的

限制，并计算其对 "市场价值 "的影响。................................................................. 17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的租赁协议违背了 WMO 法律办公室的意见：严重损

害了用会员大会费建造的 WMO 总部大楼。 .......................................................... 18
租赁协议和 FIPOI 的贷款利息：管理层应评估这是否仍应被视为 "实物捐助"。..... 20

EC-75/INF.6.1(2), p. 4

WMO 总部大楼：向日内瓦州政府退还污染补救费用的风险。............................... 21
WMO 总部。13.5 百万瑞郎被挪用于大楼维护，而不是资助科学活动。 ................ 22
无形资产 .................................................................................................................. 23
负债 ......................................................................................................................... 23
流动负债 .................................................................................................................. 24
非流动负债 .............................................................................................................. 24
员工福利 .................................................................................................................. 24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休假和补助金有关的福利所产生的负债受精算假设的影响 ..... 25
根据 WMO 的假设，负债的价值基本上是正确的 ................................................... 26
WMO 的净资产价值受精算负债的影响很大。........................................................ 27
净资产...................................................................................................................... 28
2020 年财务绩效表 .................................................................................................... 29
收益 ......................................................................................................................... 29
支出 ......................................................................................................................... 29
报表二 - 支出 - 工资和雇员福利 ............................................................................... 30

人力资源战略计划和改革：对中/长期的影响将被更好地披露。 ............................. 31
咨询支出的增长趋势：危及改革目标的风险？ ....................................................... 33
战略计划：所有的计划和科学需求在中长期内是否都得到了解决？....................... 36
勤于为劳动力支付报酬：未使用的假期是组织的一项重要成本，需要减少。 ........ 38
加强监管服务结束的法律框架 ................................................................................ 39
采购 ........................................................................................................................... 41
加强对低价值采购的内部控制 .................................................................................. 41
中立和无利益冲突的声明 ......................................................................................... 42

加强对抗议程序的利用 .......................................................................................... 42
分部报告 .................................................................................................................. 43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净资产变化表 ........................................................... 43

EC-75/INF.6.1(2), p. 5

现金流量表 ................................................................................................................ 44
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 44
对内部审计职能的评估............................................................................................... 45
评估的参考框架。评估中使用的准则、IT 工具和内部文件 ....................................... 45
主要结论 .................................................................................................................. 46

工作标准--外部质量评估(EQA) .............................................................................. 46
审计计划和风险范围 .............................................................................................. 47
需要足够的人员配置 .............................................................................................. 47
通过适当的培训提高专业技能 ................................................................................ 49
年度自我评估和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估 ..................................................................... 50
IOO 的独立性 ........................................................................................................... 51

提供咨询可能会损害 IOO 的独立性........................................................................ 51
IOO 主任的任务期限未作规定。 ............................................................................ 53

工作计划的批准 ..................................................................................................... 54
内部审计员和外部审计员之间的合作 ....................................................................... 55
对以前的建议和意见采取的后续行动 ......................................................................... 55

EC-75/INF.6.1(2), p. 6

引言
WMO《财务条例和细则》第 15 条和关于 WMO 外部审计的附加职权范围中规定
了外聘审计员审计的法律依据。
本报告向执行理事会通报了我们的审计结果。
审计工作考察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WMO 财务报表及其一致性。
本财务期受上述《WMO 财务条例和细则》以及《WMO 常务指令》第 5 章的约
束；财务报表是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编制的。
我们根据世界审计组织的标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制度，并根据 2018 年批
准的、2021 年 1 月更新的 WMO 的财务条例，对 2021 年财政年度的账目进行了审计。
随着秘书长签署的关于 2021 年财政年度账目的陈述信，我们收到了报告和财务
报表的最终版本。
我们根据我们的审计策略计划了我们的活动，以便合理保证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
误报。
我们评估了管理层制定的会计原则，并评估了财务报表中信息的表述是否充分。

疫情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由于 Covid-19 疫情，在 2021 年，我们也不得不远程开展部分工作。
通过意大利和瑞士政府的权威性决定而实施的限制性措施，特别是与需要接种疫
苗和在进入或离开瑞士前接受检测有关的措施，限制了我们在现场进行审计的能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调整了我们的时间表，并远程进行了一些工作，以便就财务报表
中的账目和披露的内容得出结论。
利用我们的协调人--主计长的协助，我们与所有相关官员举行了会议（亲自出席
和通过视频会议）。WMO 大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已提供给外聘审计员使用，尽管空间不
够大，无法容纳整个团队。我们知道，该组织正在采取行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与秘书长、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进行了初步会晤。我
们还与所有部门的主任进行了会谈。
在审计过程中，所有问题都与负责的官员当面或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和视频会议进
行了讨论和澄清。审计小组在向秘书长通报审计进展情况的同时，还与治理事务部主
任和副主任定期举行会议，与人力资源科科长和财务科科长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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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定期举行会议和深入讨论，这取决于所审议的主题事项。我们还与
基础设施部主任和 WIS 分部主任进行了会谈。
从财务角度来看，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最敏感的领域，我们为审计证书中的意
见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我们已将审计活动的结果强调为 "建议 "和 "提议"。建议属于本组织通过主计长进
行的跟踪程序，而建议只由外聘审计员进行跟踪。然而，原则上，执行理事会在听取
审计和监察委员会（AOC）的建议后，可要求秘书长在认为必要时执行 "建议"。
我们还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不属于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具
体问题：第一个问题与 WMO 必须向瑞士银行支付的负利率问题有关；第二个问题与
需要重新谈判与 FIPOI/日内瓦州政府签订的关于 WMO 大楼所在土地的 "地面权"的合
同条件有关。
最后，我们希望对我们有理由要求提供信息和文件的所有 WMO 官员的礼貌和帮
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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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院
审计证书
观点
我们审计了世界气象组织（WMO）的财务报表，其中包括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财务状况表、财务绩效表、净资产变化表、现金流量表和截至该日的年度预算与实际
金额对比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包括重要会计政策概要和其他解释性信息。
我们认为，所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正地反映了世界气象组织（WMO）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和《WMO 财务
条例和细则》，该年度的财务业绩、净资产变化、现金流量和经常方案普通基金的预
算和实际金额的比较。
意见的依据
我们按照最高审计机关国际标准（ISSAI）和 WMO 的财务条例和细则进行了审计。在
财务报表审计领域，ISSAI 是对《国际审计准则》（ISA）的直接移植。只要《国际审
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其审计的具体性质，审计院就会适用这些规定。我们在这些准则
下的责任在我们报告的 "审计员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部分有进一步描述。根据与我
们审计联合国系统财务报表有关的道德要求，我们是独立于 WMO 的，并且我们已经
根据这些要求履行了我们的其他道德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得的审计证据是充分和
适当的，可以为我们的意见提供依据。
WMO 秘书长和负责管理的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秘书长负责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和 WMO 的财务条例，编制和公平列
报财务报表，并负责进行他认为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编制的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欺
诈或错误造成的重大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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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秘书长负责评估 WMO 持续经营的能力，酌情披露与持续经营有
关的事项，并采用持续经营的会计基础，除非秘书长打算清算本组织或停止运作，或
除了这样做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
负责管理的人负责监督 WMO 的财务报告过程。
审计员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审计院的目标是合理保证财务报表整体上不存在由于欺诈或错误造成的重大错报，并
出具包含其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一种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保证按照《国际
审计准则》进行的审计一定能发现存在的重大错报。错报可能是由于欺诈或错误造成
的，如果个别或总体上可以合理地预期它们会影响用户根据这些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
决定，则被认为是重大的。
作为按照《国际审计准则》进行的审计的一部分，我们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进行专业判
断并保持专业怀疑态度。我们还。
识别和评估由于欺诈或错误造成的财务报表重大误报的风险，设计和实施针对这些风
险的审计程序，并获得充分和适当的审计证据，为我们的意见提供依据。未能发现
由欺诈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由错误导致的错报，因为欺诈可能涉及串通、伪
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推翻内部控制。
了解与审计有关的内部控制，以便根据情况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但不是为了对 WMO
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评价所使用的会计政策是否恰当，以及管理层作出的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的会计基础的适当性作出结论，并根据获得的审计证据，对可
能对 WMO 持续经营的能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件或条件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
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注意财务报表
中的相关披露，如果这些披露不充分，则应修改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结论是基于截
至我们的审计报告之日所获得的审计证据。然而，未来的事件或条件可能导致
WMO 不再继续作为一个持续经营的机构。
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表述、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的内容，以及财务报表是否以实现
公平表述的方式代表基本交易和事件。
我们就审计的计划范围和时间以及重要的审计结果，包括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内
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等事项与负责管理的人进行沟通。
关于其他法律和法规要求的报告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注意到的或在审计过程中测试的 WMO 的交易，在所有重要方
面都符合 WMO 的财务条例和细则及其立法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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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MO 财务条例（第 15 条）和 "关于外部审计的附加职权范围"，我们还发布了一
份关于我们对 2021 年 WMO 财务报表的详细审计报告。
2022 年 5 月 5 日，罗马

吉多-卡利诺
审计院院长
(原件数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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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的结构
WMO 的财务报表是按照 IPSAS 1 编制和提交的，包括以下内容。
财务状况表（报表一）--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比较数字，显示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负债（分为
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和净资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业绩报表（报表二），以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比较数字，显示该财政年度的盈余/亏损。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净资产/权益变化表（报表三），以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对比数字，显示净资产的价值，其中包括财政年度的盈余或赤
字，包括直接记录在净资产中的损失，而不记录在财务业绩报表中。
现金流（报表四）：2021 年 12 月 31 日结束的期间的现金流表，显示现金和现金
等价物的流入和流出，特意涉及业务、投资和融资交易以及财政年度结束时的
财务总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12 个月的预算和实际金额比较（报表五）。
财务报表附注，提供有关会计政策、分部报告的信息和公平陈述所需的额外信息
（在本报告中被引用为 "附注 "或 "说明"）。
2021 年财务状况表
资产
2021 年，WMO 的资产达到 237,073 千瑞郎，与 2020 年记录的价值（225,147 千瑞
郎）相比，增加了 11,926 千瑞郎（5.3%）。
它们由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组成，流动资产总额为 163.762 千瑞郎，占总资产的
69.1%，非流动资产为 73 311 千瑞郎（占总资产的 30.9%）。2020 年，流动资
产的价值分别为 148,522 千瑞郎（占总资产的 66%），非流动资产为 76,625 千
瑞郎（占总资产的 34%）。
流动资产
2021 年的流动资产总额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15,240 千瑞郎（10.3%）。 2020.以下
主要的小标题有所增加。"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投资"（+12,376 千瑞郎），"应收
分摊会费"（+3,860 千瑞郎），"项目和会议预付款"（+1,166 千瑞郎），与此同
时，其他子项目有所减少。"应收自愿捐款"（-1,958 千瑞郎），"存货"（-42 千瑞
郎），以及 "其他应收款"（-162 千瑞郎）。评估流动资产的基础在会计政策中给
出（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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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子目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共计 123,132 千瑞郎，与 2020 年的 110,756 千瑞郎相比，
增长了 11.2%。
它包括不受限制的现金，金额为 45,799 千瑞郎（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10,430），以
及受限制的现金，金额为 77,333（比 2020 年增加了 1,946）。附注 3.1 中显示了
子标题的详细分类。

瑞士银行收取的负利率正在影响会员国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持有的捐款
据我们所知，WMO 和其他一些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面临着在正
常市场条件下对其在私人银行的往来账户收取负利息的问题。
根据管理层向我们介绍的情况，瑞士国家银行（SNB）不能持有国际组织的往来账户，
因为它们具有国际地位。同样，国家银行对合作银行的账户持有人实行 0.75%的
负利率。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家银行以优惠的利率持有联合国机构的存款，但这种做法
被国家银行本身的单边决定所终止。
然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国际组织，如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不是市场经营者，
也不以盈利为目的。
WMO 的预算来自于会员国的会费，当该组织被迫将这些会费存入银行的往来账户时，
私人经营者采用的负利率会自动减少会费本身。
虽然有人可以用 WMO 在利率为正时从私人银行家那里得到好处的说法，但国际组织
应该受到瑞士联邦的某种保护，因为瑞士联邦对它们在其领土上的存在有很大兴
趣。

我们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有必要要求瑞士国家银行在持有存放会员大会费的 WMO 往
来账户时获得平衡条件，以保护其预算和业务资本，因为国际组织不是正常的金
融经营者，不能受市场条件和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银行账户确认和关闭不活动账户
我们要求所有与 WMO 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确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经
常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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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一样，我们要求管理层要求所有感兴趣的金融机构直接向我们发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账户确认书和详细的检查清单。
我们通过邮局收到了所有银行的直接确认。我们核实了账户余额已适当记录在账户中。
在银行确认书中发现的所有差异都得到了解释和说明。
我们承认，在去年，它处理了一个与总部有关的银行账户的关闭问题。然而，银行收
到的确认信中并没有提到这个账户。2021 年期间，还关闭了一个与信托基金有关
的休眠账户，以及一个与区域办事处有关的账户。与这些关闭有关的文件是由管
理层应我们的要求提供给我们的。

更新银行的授权签名名单
通过对银行确认书的审计，我们发现总部管理层保存的授权签名名单与我们从银行收
到的名单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所有的差异都由管理层解释。我们必须强调，从银
行直接收到的银行确认书中并没有提供所有的签字人名单，其中有一些是缺失的，
因此我们无法得出关于签字人的结论。我们承认，管理层迅速采取行动，与银行
沟通，以解决这些差异。
此外，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第 3/2021 号建议，即要求外地办事处的银行账户至少有两
个签名，同时承认管理层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为实现有效的资产管理，应提高资产登记册的准确性。
我们在 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3 月，根据从资产登记册中选取的物品样本，进行了一
次实物库存检查，我们追踪了所有被测试的物品是否正确记录在会计系统中。
我们注意到，资产登记册中列出的一些物品没有得到准确的记录，发现它们的实际位
置与登记册中显示的位置不一致，或者它们的状态在登记册中显示为 "活动"，同
时它们被归入房间，等待批准注销。

我们承认，与所有资产的全球核查有关的进程正在进行中（见下文第 23 段）；然而，
为了提高登记册的准确性，也为了提高 WMO 资产管理的有效性，我们建议，所
有物品都应适当标记并记录在固定资产登记册中，包括地点、任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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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目前，进行全球核查的过程正在进行中，上述建议将作为该过程
完成后的一部分来处理。

实物库存和账目之间的自动对账将降低记录过程中的错误风险。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管理层将进行实物盘点的任务外包给了一家私营公司。
2020 年 7 月签订了合同，2022 年 2 月检查结束。此外，管理层告诉我们，以前
在 2018 年进行过一次清点工作，那是部分的，因为有些楼层被保留给 "租户"（这
些空间租给的其他组织）。然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在过去曾进行过全
球核查。

关于目前的清单，我们注意到该公司的核查结果是与 WMO 的登记册进行人工核对的，
我们建议实施自动核对，例如使用自动工具。

秘书长的评论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目前的盘点结果将以自动方式进行核对。

需要一个标准化的资产库存程序
关于适用的规则，管理层向我们报告说，参考文件是《常务指令》第 8 章。然而，我
们注意到，缺少一份全面的内部文件，像手册一样详细描述整个程序。例如，虽
然预计每两年进行一次实物检查，但在一份内部文件中没有说明定期定期审查的
方法。

我们建议制定一个全面的内部程序，涉及资产的清点和管理，通过实施内部文件（如
手册）来实现标准化，明确详细说明有效清点的所有必要步骤；我们还建议，这
个标准化的程序应定期分发并传达给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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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

根据建议 3、我们还建议管理层，一旦制定了详细的资产管理程序，应评估继续外包
这项服务的成本效益；总体而言，通过内部资源及时实施详细的程序和流程，可
能会导致节约，同时，可能会提高准确性，降低错误的风险。

秘书长的评论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管理层将根据合同续签程序，对与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整体合同进
行成本效益分析。

应收会员国的摊款和自愿捐款
应收会员国对经常预算的分摊会费由以下部分组成。

流动的，在 12 个月内到期的，达 20,206 千瑞郎（在 2020 年，它们是 16,346 千
瑞郎，增加 23.6%）。

非流动，自财务报表之日起 12 个月后到期：2021 年共计 64 千瑞郎（2020 年为
227 千瑞郎，百分比减少 71.8）。这包括贴现的长期捐款。
应收会员国对经常预算的自愿捐款由以下部分组成。
a) 目前，2021 年共计 8,643 千瑞郎（2020 年为 10,601 千瑞郎，减少了 18.5%）。

非流动，2021 年达到 10,371 千瑞郎（2020 年为 10,468 千瑞郎，减少 0.9%）。
项目和会议的预付款及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和会议的预付款 达到 926.1 万瑞士法郎，比 2020 年（809.5 万瑞士法郎）增加了
14.4%；它们占总资产的 3.9%。
2021 年期末资产负债表中的 "其他应收款 " 项下显示了 2485 千瑞郎的金额： 它们占总
资产的 1%，与 2020 年（2647 千瑞郎，-6.1%）相比有所下降。管理层在说明
3.5 中报告了这些价值的详细分类，显示了不同类别的应收款项。两个主要的会
计项目与 "教育补助金预付款 "和 "在开发计划署总部的存款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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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在 2021 年底，与库存有关的项目以 35 千瑞郎的净值入账，与 2020 年的净值 77 千瑞
郎相比，减少了 42 千瑞郎（-54.5%）。库存详见附注 3.3，财务报表中记录的价
值与出版物（2021 年为 1 千瑞郎）和纪念品（34 千瑞郎）有关；减少的原因完
全是由于货物的价值减少，由于年限的原因。2021 年没有进行销售或分销。
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非流动资产总额为 73,311 千瑞郎，与 2020 年相比，减少了
3,314 千瑞郎。非流动资产的评估基础在会计政策中给出（注 2）。
本标题包括：a) "应收摊款"，如上所述，金额为 64 千瑞郎（占非流动资产总额的
0.1%）；b) "应收自愿捐款"，如上所述，金额为 10,371 千瑞郎（占非流动资产
总额的 13.9%）；c) "财产、厂房和设备"，金额为 60,987 千瑞郎，占非流动资产
总额的 83.d) "无形资产"，金额为 266 千瑞郎，约占非流动资产总额的 0.4%；e)
"在合资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权益"，金额为 1,623 千瑞郎，即占非流动资产总额的
2.2%。上述标题分别在注释 3.2、3.6、3.7 和 3.16 中说明。
财产、厂房和设备
如上所示，"财产、厂房和设备 "标题显示价值为 60,987 千瑞郎，这是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部大楼"、"计算机设备"、"家具和固定装置"、"机器和设备 "以及 "车辆 "的
资本化成本的净值（2020 年为 64,537 千瑞郎）。在这一年中，增加的金额为 685
千瑞郎，折旧总额为 4235 千瑞郎。管理层在说明 3.6 中提供了详细的分类和说
明。
WMO 总部大楼。将建筑物折旧调整为 "地上权 "。
2017 年 1 月 1 日，管理层要求一位独立专家提供一份 "评估报告"，以评估 WMO 总部
大楼的 "市场价值"。管理层向我们报告说，这份评估报告是由前任外聘审计员要
求的。
2015 年 12 月 15 日，在上述 "评估报告 "之前，日内瓦州政府、"国际组织不动产基金
会"(FIPOI)和 WMO 规定了一份 2048 年到期的地面租赁协议，并有可能再延长 20
年：因此，目前，租赁协议的期限可由 WMO 选择延长至 2068 年 12 月 31 日。
独立专家考虑了比地租到期日（最迟 2068 年）更长的时间（例如 99 年）的项目（例
如筹备工作和部分建筑费用）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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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提出的意见，管理层同意调整折旧费用，根据 "PPE "项
目中 64,537 千瑞郎的新价值（比以前的价值减少 880 千瑞郎）重述 2020 年的财
务报表，对报表二中 "折旧费 "项目的影响为 220 千瑞郎，从以前的 3991 千瑞郎
增加到 4211 千瑞郎。对于 2021 年，对应的价值已经反映了这些调整。
WMO 总部大楼。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17 条，披露建筑物存在的限制，

并计算其对 "市场价值 "的影响。
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17 号 "财产、厂房和设备 "第 89 段，"财务报表还应

当披露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每一类财产、厂房和设备。(a) 对所有权的限制的存在和
数额，以及作为负债抵押的财产、厂房和设备； (b) 在财产、厂房和设备的建造
过程中在其账面上确认的支出数额。(c) 购置财产、厂房和设备的合同承诺金额；
以及 (d) 如果没有在财务执行情况表的正文中单独披露，则包括在盈余或亏损中
的财产、厂房和设备项目的第三方补偿金额。"
管理层在财务报表附注 3.6 中同意我们的意见，披露所有可能的限制，例如 2015 年 12
月 15 日规定的租赁协议（LA）中的规定。

我们认为，租赁协议中的一些内容严重限制了 WMO 出售大楼的自由，如：
(i) 2048 年到期的地契（可能续约至 2068 年）。
(ii) 放弃 "地租"（第 6 和 7 条）。
(iii) 出售的限制（第 8、9 条），并补充说，根据第。 10 WMO 在将部分建筑物定
位给第三方的权利方面也受到限制。
(iv) 更重要的是，第 14 条所设想的所有其他条件。 .
因此，我们建议管理层启动一个程序：（a）定期评估 "市场价值 "是否有任何实质性的
减少，正如独立专家在评估报告中所计算的那样，可能导致与 FIPOI 和日内瓦州

政府条件有关的减值，根据 IPSAS 17；（b）不仅要披露限制的存在，还要披露
租赁协议中所有条件可能产生的潜在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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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我们将审查估价报告，并按建议进行评估。还将评估限制和财务影响。我们注意到，
在上一个财政期，瑞士外部审计师已经对租赁协议进行了广泛的审计。当时没有进行
观察。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的租赁协议违背了 WMO 法律办公室的意见：严重损害了用会

员大会费建造的 WMO 总部大楼。

法律顾问告诉我们，前秘书长违背她的意见，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了上述租赁协
议。这份文件是应我们的要求提供给我们的，与我们对 WMO 的 PPE 的审计有
关。考虑到该协议与 WMO 的相关性，我们强调，在交接期间，前外部审计员没
有向我们报告任何关于该问题的情况。
考虑到我们在前面的段落中已经描述过，在签署该协议时，从大楼的建设开始，经过
大约 20 年的时间，发生在 1994 年至 1998 年期间，WMO 对大楼的投资价值的
总体价值有所下降。
在 1994 年 8 月的 "项目介绍 "文件中，建筑费用的数额如下表所示。
Construction Cost
Building (cost forecast)

Cost amount
Amount
Funding
(CHF)
(CHF)
105,000,000 Sale of the former WMO building
26,000,000
Loan request FIPOI (which is going to be refunded
79,000,000
every year through the WMO Budget)
TOTAL 105,000,000
TOTAL 105,000,000

Loan Interests (waived by FIPOI)
3,352,500
Provision for cost increase
7,852,500
Cost of the Work (forecast)
93,795,000
TOTAL 105,000,000

我们要求管理层提供建筑施工的实际成本，但信息将在本报告提交后提供，如果出现
进一步的因素，我们将在下一份与 2022 年账户有关的报告中报告。
该表显示，正如在实践中发生的那样，贷款将通过 WMO 的经常预算偿还给 FIPOI；这
基本上意味着会员国将通过其分摊的会费为该建筑提供全部资金。
然而，《租赁协议》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在协议期满时，WMO 总部大楼的所有权将
移交给 FIPOI，FIPOI 只有义务（第 14 第 2 点）退还目标 "市场价值"（在地面租
赁结束时），但要从这个 "市场价值 "中扣除某些费用，如免除的利息、"租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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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有了这个租赁协议，所有的风险将由 WMO 承担，而 FIPOI 和 日内瓦州政府
只会有好处。

考虑到在实质上，会员国已经通过经常预算为 WMO 总部大楼提供了全部资金，而这
些资源并没有适当地分配给核心科学活动，同时考虑到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
的租赁协议中的条款（如第 14 条第 1 和第 2 点）正在限制 WMO 总部的市场价
值，不仅通过一系列费用和将被收取的退款，而且通过在地面租赁结束时（2048
或 2068）将大楼的所有权转移给 FIPOI，我们建议管理层。(i) 尽快与 FIPOI 和日

内瓦州政府就所有条款进行全面的重新谈判，以使会员国的资金在地租结束时得
到充分认可，而不会对其价值产生负面影响；(ii) 在拒绝重新谈判的情况下，尽快
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邀请会员国提交更有利的东道国协议的建议，以保证会员
国的捐款可以专门用于科学核心活动，而不是资助大楼。

秘书长的评论
该组织主动与 FIPOI 进行讨论，以期解决审计员提出的关切。这些讨论的结果将提交
给执行理事会作进一步审议。

租赁协议和 FIPOI 的贷款利息：管理层应评估这是否仍应被视为 "实物捐助"。
关于上表中出现的由 FIPOI 免除的贷款利息（3,352,500 瑞士法郎），管理层认为它们
是 "实物捐助"，正如附注（附注 4 "风险分析 "和附注 6 "支出"）中所报告的，"已

确认为土地和由瑞士当局（FIPOI）提供的无息贷款。实物捐助在被确认为收入
的同时被记为支出"。

管理层在财务报表中记录了与 FIPOI 贷款相关的实物捐助，这些捐助在确认为收入的
同时也被记为支出。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的《租赁协议》第 14 条第 2 点规
定，FIPOI 贷款产生的这笔利息应从 FIPOI 在协议结束时最终支付给 WMO 的 "赔
偿金 "中扣除。因此，我们 建议根据以前的建议，评估这一数额是否应继续在未
来的财务报表中作为实物捐助和相关支出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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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我们同意进行必要的评估，并在未来的财务报表中反映这些情况。

WMO 总部大楼：向日内瓦州政府退还污染补救费用的风险。
在我们对总部所有权的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独立专家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提供的 "
评估报告 "中指出，在在线土地登记中，关于 WMO 的地籍地块，"该地块受到了
污染"，并提到了关于 "储存地"的内容。我们要求管理层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并开
始调查本组织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对 WMO 的潜在财务影响。

我们建议管理层准确地调查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对 WMO 的财政资源可能产生的影响（潜
在的损失），以对日内瓦土地登记册上的污染采取补救措施，并向利益相关者报
告是否应向日内瓦州支付进一步的费用。

秘书长的评论
将进行所要求的调查，并将由此产生的任何潜在责任报告给执行理事会。

WMO 总部。13.5 百万瑞郎被挪用于大楼维护，而不是资助科学活动。
2021 年，管理层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文件 EC-73/INF。6，其中强调 "当目前的
WMO 总部大楼在 22 年前建成时，预计其基础设施将至少在 20 年内保持最新和

适应性。自建成以来，没有对关键的建筑操作系统进行过重大的翻新、整修或更
新，（......）系统故障和建筑基础设施的侵蚀给工作人员、会议参与者和租户带
来了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事故，造成了伤害和财产损失"。
此外，有报道称。"无论是从安全和安保方面，还是从建筑物的基本系统能否继续占用

和使用方面，该建筑物的情况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关键。修理和翻新工作早就该进
行了。进一步拖延只会扩大风险，增加其最终成本，以及本组织在未来因伤害或
损害而面临的索赔和诉讼。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报告还披露了关于资金的成本。"立即采取行动在财务上是有意义的，可以防止建筑物

的进一步损坏和价值损失，加速实现更有效的现代系统的经济效益，并保护本组
织免受索赔和诉讼的影响。所需工程的预计总费用目前估计为 1375 万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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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大超过了 WMO 大楼特别工程信托基金的现有余额 800 万瑞士法郎。因此，
秘书长请各成员提供自愿捐款，并打算利用 EC-73/INF 中所述的经常预算资源。
6.2(1) 尽快完成所有计划的工程。与这些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都将完全按照
WMO 的采购程序授予，以确保本组织获得最佳的资金效益"。
我们理解管理层报告的需求。然而，正如我们在以前的建议中所指出的，通过过去 20
年从会员国收到的分摊会费资助的建筑物的价值，有可能被 FIPOI 和日内瓦州政
府在 2015 年施加的所有条款所损害。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如果不紧急重新考虑与 FIPOI 的协议，将信托基金中积
累的 8 兆瑞士法郎用于特殊的维修工程，并邀请会员国支付自愿捐款以资助这些
工程，实际上这将导致 13.5 兆瑞士法郎的资金被 "劫持 "用于建筑维修，而这些
资金可以/应该用于科学目的。

因此，我们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i)有必要要求管理层立即开始与 FIPOI 重新谈判所有不
平衡的条款，以及(ii)有必要邀请会员国向 WMO 秘书处提交可能更有利的东道国
协议的建议，以主办 WMO 总部。这可以确保在未来，会员国的捐款被指定用于
科学核心活动，而不是资助日内瓦的建筑，因为只有 FIPOI 和日内瓦州能从中获
得经济上的利益。

无形资产
2021 年，无形资产为 266 千瑞郎，比 2020 年的金额减少了 71 千瑞郎；2021 年，没
有增加；折旧总额为 71 千瑞郎，完全属于 "内部开发的软件 "类别。详细分析见
注 3.7。
负债
2020 年，总负债为 215,248 千瑞郎，与 2020 年记录的价值（230,905 千瑞郎）相比，
减少了 15,657 千瑞郎（-6.8%）。他们包括：。
a) 流动负债为 81,153 千瑞郎，占总负债的 37.7%（2020 年，流动负债占 34.1%，
总额为 78,796 千瑞郎），和

非流动负债总额为 134,095 千瑞郎，主要由与雇员福利有关的精算负债组成，占
总负债的 62.3%（在 2020 年，非流动负债为 152,109 千瑞郎，即占总负债的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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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2021 年的流动负债总额比 2020 年（78796 万瑞士法郎）增加了约 2357 万瑞士法郎
（3.1%）。他们由以下人员组成。
a) "应付款和应计费用"，2021 年达到 4,066 千瑞郎，比 2020 年增加 1,510 千瑞
郎（59.1%）。
b) "雇员福利"，记录为 5,376 千瑞郎，与 2020 年（5,083 千瑞郎）相比，增加了
293 千瑞郎（5.8%）；进一步考虑见下文专门段落。
c) "预收捐款"，2021 年为 10192 千瑞郎，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706 千瑞郎
（7.4%）。
d) "交易所交易的未获收入"，金额为 651 千瑞郎，大幅减少 59.5%（2020 年为
1,607 千瑞郎）。
e) "递延收入"达 28,502 千瑞郎（2020 年它们达 29,922 千瑞郎，-4.7%）。
f) "借款"金额为 1,442 千瑞郎（与 2020 年的金额相同）。
g) "准备金"，记录为 1,910 千瑞郎，与 2020 年相比，减少了 65.8%，当时达到了
5,585 千瑞郎。
h) "信托基金"，金额为 29,014 千瑞郎，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5,899 千瑞郎
（25.5%）。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总额与以下方面有关。
a) "员工福利"，记录为 79,300 千瑞郎 ，与 2020 年（90,913 千瑞郎）相比，减
少了 11,613 千瑞郎（12.8%）；进一步考虑见下文专门段落。
b) "递延收入"为 27,235 千瑞郎，占总负债的 12.7%（2020 年为 32,882 千瑞郎）。
c) "借款"金额为 27,560 千瑞郎，占总负债的 12.8%（2020 年为 28,314 千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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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福利
雇员福利在财务报表中的 "流动负债 "项下披露，金额为 5,376 千瑞郎，在 "非流动负债
"项下披露，金额为 79,300 千瑞郎，如下表所示。负债（流动和非流动）总共减
少了 11,320 千瑞郎。
Liabilities
Current

Year (KCHF)
2021
5,376

2020

Variance 2021-20
kCHF

5,083

293

%
5.8%

Non-current

79,300

90,913 - 11,613 -12.8%

Total

84,676

95,996 - 11,320 -11.8%

74,496

86,227 - 11,731 -13.6%

Composition
After-service health insurance
Repatriation liabilities

5,835

5,468

367

6.7%

Accumulated annual leave

4,345

4,301

44

1.0%

Total

84,676

95,996 - 11,320 -11.8%

管理层在附注 3.9 中解释了这些负债的总体减少，以及它们的披露情况，并在会计政策
中给出了评估非流动负债的依据（附注 2，第 28-31 段）。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休假和补助金有关的福利所产生的负债受精算假设的影响
如上表所示，与 2020 年相比，这些负债的减少完全与非流动负债有关，准确地说是与
"离职后健康保险 "子标题有关。相反，就所有其他项目而言，负债增加。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精算损失；负债是由管理层选择的精
算师（怡安）根据管理层在说明 3.9 第 99 段报告的精算假设计算的。
这些假设考虑了贴现率等要素，使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怡安 AA 公司债券收益
率曲线计算。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39 条，管理层在说明的第 108111 段中披露了与医疗费用未来预期增长速度和贴现率有关的敏感性分析。
根据我们的建议 8/2020，管理层要求精算师计算使用瑞士长期政府债券的贴现率计算
的离职后健康保险精算负债金额，并在财务报表的说明中予以披露。该建议基于
IPSAS 39 的第 88 段，认为在一个政府债券市场深厚的国家，"政府债券在报告日

的市场收益率将提供货币时间价值的最佳近似值"。使用由此产生的贴现率，精算
负债将增加 10,000 多万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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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MO 的假设，负债的价值基本上是正确的
精算假设的选择完全由管理层负责。关于财务报表的审计，外聘审计员检查其可信度
以及与 IPSAS 39 和以前年度的一致性，并对其进行验证。
为了保证账目上记录的金额，我们的最高审计机构可以利用一组公共精算师的专业支
持，他们是社会福利方面的专家，与我们的团队相结合。
我们的精算师对与 2021 年有关的关键假设进行了审查，并与管理层讨论。我们发现这
些假设符合经济趋势和比率，也与我们审计时 WMO 的现有数据相一致，并且我
们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
为了开展工作，我们的精算师重新计算了由怡安翰威特编制的与离职后健康保险和离
职回国负债有关的估值；他们还对所有精算估值和假设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审查
其合理性和怡安使用的算法。管理层及其专家向我们的精算师提供了充分的合作
和协助。
我们的精算师的工作表明，账目中记录的金额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随着建
议 9/2022，我们曾建议 "精算师在报告中披露平均成本和统计来源"。
我们承认管理层迅速采取了行动，要求精算师在其报告中披露这些费用。然而，应该
指出的是，尽管今年在怡安报告中显示了它们，但它们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和任何
有助于核实其充分性的指示。所披露的费用还包括管理费用。
单位成本是确定精算负债金额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要素支持，就不容易评
估负债是否足以满足健康计划的未来支出。关于单位成本的预测，我们的精算师
根据通货膨胀假设进行了计算，因为与前一年相比，通货膨胀和医疗费用增长率
之间的差异消失了。
精算负债的价值对本组织的净资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WMO 也必须充分了解精算师
在计算时所使用的方法。

考虑到本组织的精算师在其关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政年度的报告中披露了这
些费用，我们的建议 9/2020 可被视为 "结束"。然而，我们注意到，上述精算报告
中的信息不足以进行透明和直接的核对；因此，我们建议将行政费用与其他单位
费用分开，并附上证明文件和其他适合核实其正确性和适当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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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并将与精算服务供应商协调披露行政费用。

WMO 的净资产价值受精算负债的影响很大。
与过去几年一样，在 2021 年，，非流动负债的金额（79,300 千瑞郎）占总负债
（215,248 千瑞郎）的 36.8%，对 WMO 的净资产 ，特别是考虑到精算负债只在
"普通基金 "的范围内。
事实上，从说明 8.1（按部门划分的财务状况表）中可以看出，WMO 的总资产为
237,073 千瑞郎，其中 62,744 千瑞郎来自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基金"，
15,529 千瑞郎位于 "经常预算支助基金 "中，"普通基金 "的总资产为 158,145 千瑞
郎。负债总额为 215,248 千瑞郎，其中 55,227 千瑞郎由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
合作基金 "组成，4,337 千瑞郎属于 "经常预算支助基金"，"普通基金 "的负债总额
为 155,681 千瑞郎。
考虑到精算负债完全记录在 "普通基金 "中，这意味着，在 WMO 的财务报表中，精算
负债对 WMO "普通基金 "的负面影响超过 50%。此外，正如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正
确披露的那样（第 104 段），2021 年的精算收益主要是由于财务假设的变化
（13,700 千瑞郎），而年度支出保持稳定（2021 年为 4,181 千瑞郎，2020 年为
4,208 千瑞郎）。
我们知道执行委员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承认管理层正在不断关注这个
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将监测本组织采取的进一步行动，以及 ASHI 负债曲线的
演变。
考虑到本组织 2021 年的净资产为正值（见下文），我们从审计证书中删除了强调事项
这一段。然而，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在本报告中指出的、值得监督的各种因素：离
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减少只是由于一些财务假设的变化，而年度费用保持稳定；
因此，这种改善似乎是由于偶然的情况，而不是由于采取了结构性措施。
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在财务状况表中，非流动负债主要由建筑物的价值来 "抵消
"。如上所述，我们已建议与 FIPOI 重新谈判协议，以保障大楼的价值。我们将监
测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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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净资产包括年末本组织的累计赤字和储备金。2021 年，净资产的正值为 21,825 千瑞
郎，与 2020 年的负值-5,758 千瑞郎相比，增加了约 27,729 千瑞郎。
净资产的所有变动在财务运营报告的各种报表和说明中都有解释，特别是。
a) 报表二 "财务绩效表"，显示了本期的盈余（13,880 千瑞郎）。
b) 报表三 "净资产变动表"，单独列出变动情况。
c) 附注 3.17，管理层披露了雇员福利储备金的构成细节。
2020 年财务绩效表
该报表显示了本组织的收入和支出的分类、披露和列报，以解释该年度的净赤字或盈
余。这一时期的结果是盈余约为 14,026 千瑞郎。
收益
总收入达 93,381 千瑞郎，与 2020 年（87,573 千瑞郎）相比，增加了 5,808 千瑞郎
（6.6%）。这是由以下部分组成。
2021 年的 "分摊会费（非交换）"总额为 67,886 千瑞郎，与 2020 年的数额相同，
占总收入的 72.7%。
"自愿捐款（非交换）"，2021 年达到 18,879 千瑞郎，占总收入的 20.2%，与
2020 年（18,213 千瑞郎）相比增加了 3.7%。
"来自服务的收入"，2020 年总额为 1,885 千瑞郎，与 2020 年记录的数额相似
（1,919 千瑞郎），占总收入的 2%。
2020 年的 "其他收入 "总额为 2,860 千瑞郎，与 2020 年的负值（-2,315 千瑞郎）
相比出现了增长；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 2021 年美元和瑞郎之间的货币汇率，
使得 2020 年记录的损失得以恢复；除此之外，WMO 大楼的新空间被租给了两
个新租户，这增加了 2021 年收取的租金价值。
"实物捐助（服务）（非交换）"总额与 2020 年相同（1,870 千瑞郎），占总收入
的 2%。
我们的审计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问题；管理层已在附注 5 中披露了详细的分类。
支出
支出总额为 79,501 千瑞郎，与 2020 年（84,024 千瑞郎）相比，减少了 4,523 千瑞郎
（-5.4%）。这些人是由以下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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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资和员工福利"，2021 年共计 54,833 千瑞郎，占总支出的 69%；与 2020 年
相比，减少了 6.3%（为 58,515 千瑞郎）。
b) "会议和项目"，在 2021 年达到 745 万瑞士法郎，占总支出的 9.4%，与 2020
年（9048 万瑞士法郎）相比下降了 17.6%。
c) "差旅"，2021 年共计 308 千瑞郎，占总支出的 0.4%，比 2020 年的-51.1%，
当时这项支出为 630 千瑞郎。
d) "用品、消耗品和其他运行成本"，在 2021 年达到 6140 千瑞郎（占总支出的
8%），与 2020 年（6473 千瑞郎）相比下降了 5.1%。
e) "折旧和摊销"，2020 年为 4306 千瑞郎（占总支出的 5.4%），与 2020 年
（4211 千瑞郎）相比增加了 2.3%。
f) "实物支出（服务）"，2021 年共计 1,870 千瑞郎--与 2020 年相同--占总支出的
2%。
g) "财务费用"，2021 年共计 2,806 千瑞郎（占总支出的 3.5%），与 2020 年
（1,322 千瑞郎）相比，增加了 112.3%。
h) "研究金"，2021 年为 829 千瑞郎（约占总支出的 1%），2020 年为 899 千瑞
郎（-7.8%）。
i) "其他支出"，2021 年共计 1,522 千瑞郎（占总支出的 1.9%），与 2020 年
（1,084 千瑞郎）相比增长 40.4%。
j) "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净资产/权益份额的变化"，2021 年共计 37 千瑞郎，比
2020 年（111 千瑞郎）-66.7%。
k) "在合资企业和联营企业中的权益"，2021 年共计-604 千瑞郎，与 2020 年（139 千瑞郎）相比，减少了 465 千瑞郎。
报表二 - 支出 - 工资和雇员福利
我们对经常性支出总额的审计重点是人事费用，即本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雇员福利
和顾问支出。
WMO 是一个具有较高技术-科学资质的实体；2021 年有 242 名专业人员和 77 名一般
事务人员在其中工作，目前的总支出为 50,399 千瑞郎。
工资和雇员福利
(单位：千瑞郎)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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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费用

49,993

45,011

雇员福利

4,145

5,388

咨询费用

4,377

4,434

58,515

54,833

总数
资料来源。WMO2021 年财务报表_支出说明 6.1。

大多数工作人员在日内瓦的总部工作，至于外地办事处，有 39 名雇员被借调到 WMO
区域办事处和其他两个非总部地点（巴林、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尼日利亚、巴拉圭、萨摩亚、新加坡、纽约和布鲁塞尔）。
2021 年，用于人员的经常性支出总额（54,833 千瑞郎），与 2020 年（58,515 千瑞郎）
相比，似乎有所下降。2021 年财务报表附注 6 在几个因素中确定了人事费用减少
的原因，主要来自于 2020 年发生的组织结构调整。
2021 年的咨询费用为 4,434 千瑞郎，与 2020 年观察到的费用基本一致，当时的费用
为 4,377 千瑞郎；2021 年与 WMO 签订有效合同的咨询人员为 190 人。

人力资源战略计划和改革：对中/长期的影响将被更好地披露。
在回答我们的要求时，管理层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向我们提供了一份文件，其中包括
2021 年发布的现行 "WMO 秘书处人力资源战略"，并说明了 "WMO2021-2025 年
人力资源战略的关键支柱"，因此在重组之后。
根据管理层的报告，重组的主要目标是减少一般事务人员的数量，以减少他们的费用，
并分配更多的资源来加强参与本组织科学和技术任务的工作人员。
我们注意到，2021 年人事费用的减少得益于重组所预见的新专业人员计划的延迟；根
据收到的信息，招聘过程在 2022 年结束，因此，从 2022 年开始的新招聘人员的
费用在随后的几年里会被逆转。
WMO 采用的新设置涉及到专业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之间比例的重大变化，正如战略人
力资源计划所强调的那样，未来会变得更高。

EC-75/INF.6.1(2), p. 29

最近制定的工作人员简介
250
186

200
150

231

202

128

104

100

104

50
0

Size of Administration in
2018

Size of Administration in
Planned future state
2021
including 29 new scientific
posts

Admin staff

Scientific staff

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战略

行政人员和科学人员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技术-科学人员的普遍性。
资格证书

职能
技术部门

人

%

206 64.58%

专业人士
行政管理或语言

36

11.29%

一般服务

77

24.12%

共计

319

100%

资料来源。审计院来自 "WMO 秘书处的人力资源战略"

我们注意到，两个表格中的工作人员总数不一致；我们从提供的文件中提取了这些数
字。这个数字指的是雇员的数量，由于离职和新聘人员的原因，雇员的数量会不
断波动。2021 年 6 月，这一数字为 306。
在结构调整中，在保证 WMO 功能所需的相同运行条件和行政活动的情况下，采取了
单向干预，即集中和 "分配 "活动：通过集中服务进行，使用所谓的中央服务平台，
分为三个部分。技术、行政、语言 。在向各大区的成员提供服务方面，各大区也
仍然主要是集中管理。
因此，目前没有详尽的信息可以确认是否和有哪些节余，甚至在规模经济方面，以及
目前的节余是否会被新费用的增加所消耗，例如，为保证本组织在中长期内有效
和高效的管理所需的顾问和/或新工作人员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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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第 13/2020 号建议，为了(i)增加对利益攸关方的信息透明度，(ii)不断监测
改革的目标是否会有效实现，以及(iii)评估战略计划的目标是否会不断更新，以实
现改革的目标。我们建议及时向会员国和监督机构提供有关人力资源主要数据
（工作人员和顾问）的披露信息（例如，在财务报表的说明中或在特别准备的文
件中），显示改革对支出的影响，并将其与《战略计划》中详细说明的信息和目
标相匹配。

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这一建议，并已开始实施，在预算文件和执行理事会的人力资源报告中向成
员提供这一信息。

咨询支出的增长趋势：危及改革目标的风险？
2021 年用于提供咨询服务的支出为 4,434 千瑞郎，比 2020 年的费用略有增加，当时
的费用为 4,377 千瑞郎。
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和 2021 年记录的咨询费用几乎翻了一番，共 2347 千瑞郎：
必须强调，2019 年是组织结构调整前的最后一年。
费用（单位：千瑞郎）
工作人员费用
咨询费用
总数

2019

2020

2021

53,547 49,993 45,085
2,347

4,377

4,434

60,759 58,515 54,833

资料来源：来自 WMO2021 年财务报表_支出说明 6.1。

管理层认为增加的原因有两个：由于科维德继续开展成员要求的一些活动，决定将从
旅行限制中获得的节余进行投资；由于有旅行限制，需要雇用当地顾问。
这些费用的增加发生在两个事件的同一时期：一个是组织内部的（重组），一个是外
部的（疫情）。在咨询公司中显示，一个持续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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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增长的数据不是唯一可追溯的，因为完全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这种或那种原
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认为管理层有必要进行恒定的监测，以确定真正的原因并降
低这些成本。

WMO

按类别划分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category /years 2019

2020

2021

职员

88.13%

85.44%

82.11%

咨询师

3.86%

7.48%

8.08%

关于顾问和为 WMO 提供的服务，第 15/2021 号服务说明于 2021 年 7 月 1 日生效。
15/2021 号服务说明于 2021 年 7 月 1 日生效，介绍了对常务指令第 4 章的修正
案，即适用于通过特别服务协议（SSA）雇用顾问的政策。
这些变化修改了条款（新的合同最长期限为 36 个月中的 24 个月）和适用于 WMO 中
SSA 合同的工资范围。这样做是为了使 WMO 的政策与联合国更广泛的共同制度
保持一致。
第 15/21 号服务说明指出：。"为了透明和监督的目的，所有特别服务协定、特别服务

协定在完成任务后的最终报告和可交付成果以及绩效评估表都登记在一个电子储
存库中，供执行管理层和部门主管查阅"。
考虑到这一点，以及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咨询费用与 2019 年记录的费用相比几乎翻
了一番的事实，因此，WMO 有必要开始不断监测 SSA 招聘对人事费用的影响，
以便作出相应的评估。

我们建议管理层及时跟进咨询费用的趋势，以评估其增加是否会危及改革的预期效
果，作为对裁员的补偿，特别是在咨询人员被用于支持行政服务而不是科学服务
的情况下。根据第 15/21 号服务令，我们还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监测单位（或将
该任务分配给现有的机构），能够(i)及时评估顾问提供的业绩质量（事后）和/或
(ii)对雇用顾问专门从事行政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事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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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这一建议。 对顾问的表现进行记录和存档。在支付最后一笔款项之前，必
须有一份完整的业绩报告，记录令人满意的业绩。
批准聘用顾问的权力下放给各部门主任，由他们确认是否有技术上的需要来聘用顾
问。各部门主任也负责监督选拔过程。WMO 同意监测和控制适当使用顾问的重要性。
为此，WMO 将启动内部审计，以评估授权是否得到了适当的行使。IOO 将被要求进行
这样的评估。对于未来的顾问招聘，法律办公室将对整体遵守情况进行监测，以确保
所签署的合同符合政策和程序。这一监测过程的模式细节有待确定。
关于使用顾问进行行政工作，WMO 不知道有这种情况发生。技术部门的顾问的职权范
围在人力资源部门对每份合同进行交叉检查，它们完全是技术性的。治理服务部不雇
用顾问来弥补失去的行政能力。GS 中的顾问人数可以忽略不计（最多占总数的 2%或
3%）。
关于最近支出增加的一般性评论。
这一增长不会影响到工作人员费用的节省。2019 年之后，顾问支出的增加被差旅费的
减少所弥补，差旅费从 2019 年的 780 万降至 2020 年的仅 63 万。在因 COVID 而停止
旅行时，WMO 做出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将这些与旅行有关的节省投入到成员要求的
增值活动的咨询服务中。这些都不是工作人员的职能。
由于未来旅行和会议支出将增加，技术部门可用于顾问的资金将减少，顾问支出可能
会再次减少。

战略计划：所有的计划和科学需求在中长期内是否都得到了解决？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提出了对当前人力资源状况的审查，强调了在
职工作人员的年龄和性别。下图显示了年龄范围的分布：大约一半的工作人员超
过 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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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22 年 WMO 秘书处的人力资源战略
管理层指出，在专业级别上聘用的新员工已经开始修改这一数据，为降低平均年龄做
出了贡献。
关于性别平衡，目前的情况表明，女性工作人员在一般服务层面上占主导地位，而在
专业人员方面，情况则不同，特别是在最高级别。更具体地说，在专业人员中，
性别差异在 P4 和 P5 类别中很明显，男性占主导地位，而在 P3 类别中，女性占
主导地位。
该计划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并认识到人力资源的分配必须与 WMO 发起的挑战相一致，
这也是重组和实现性别平等的公开理由。
然而，关于 WMO 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保证该组织的正常功能，该计划似乎仍然缺乏
确定涉及管理选择和未来成本的方面，例如，对将要获得的技能的手段和财政可
持续性的评估，多少劳动力将由顾问组成，多少是通过招聘程序雇用的人员，或
预测应对在职人口老化的非经常费用。
所有这些因素都值得考虑，通过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加强该计划，并根据本组
织当前和未来的需求进行适当调整。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也要考虑到建议 n 中强调的内容。 11、通过管理部
门（IT、金融等）的贡献，加强各自的能力，以设计一个可持续的战略来应对挑
战，例如考虑（i）不同地区不断增长的需求，（ii）为应对工作人员老化而进行
的必要招聘的财务影响，（iii）提高现有技术能力的需要，（iv）引入措施，加强
专业水平的性别平等，（v）改进培训活动。

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需要一个考虑到上述领域的人力资源战略。这样的战略将很快发布。此
外，一旦新的 IT 主管上任，WMO 将进一步启动 IT 战略的工作。

勤于为劳动力支付报酬：未使用的假期是组织的一项重要成本，需要减少。
我们对支付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工作人员支出的权利，并核实了从雇员那里获
得某些福利的权利。

EC-75/INF.6.1(2), p. 34

我们检查了与工资和雇员福利有关的支出，以保证其可靠性、准确性和对 WMO 政策
和程序的遵守。
除了对工资的检查，我们还在样本中考虑了在 WMO 的雇佣关系中，导致支付义务并
因此产生费用的其他事件。其中，我们考虑了支付累积假期、收回预付工资、一
次性补助金的一些情况、离职津贴。
关于累积年假，WMO 现行的规则框架规定，在离职时，累积和未使用的假期将支付给
雇员，最多不超过 60 天。
这一期限构成了联合国规则所设想的最大限度。清算的金额与雇员的服务程度和步骤
有关。它的计算依据是累计休假天数、月薪、职位的调整。这些值与一年中的工
作日相比是有参数的。
由于第 20/2020 号服务说明中提出的行政改革，以前在解雇时应享年假补偿的 60 天限
制被减少到 30 天。
然而，在 WMO 中，人事条例并没有规定限制或规则，以协调组织限制开支和开展工
作活动的任何需求与假期的积累和管理，特别是关于雇员工作生活中的任何预期
事件，如终止合同或终止服务。对于必须使用追溯性恢复 60 天限制的机制的情
况，也没有规定。
在 2021 年（与 2020 年不同，2020 年是为重组产生的员工提供一揽子计划的年份），
观察到的财务方面的现象，对于离职人数来说，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缺乏监管的情况在管理员工支出的可持续性方面代表了一
种风险。在终止与 WMO 的关系之前，自由积累假期的选择权似乎只留给了雇佣
合同的一方，也就是雇员，而组织除了支付之外什么也不做。

我们建议(i)积极监测工作人员支出的可持续性，也通过对工作期间的管理和临近服务
结束时的假期弃权进行适当的控制，以及(ii)加强和实施规则，规范工作人员在离
职前可积累的假期，例如，要求工作人员在服务的最后一年提供所有过去假期的
恢复计划，只限于因服务原因而不使用的特殊情况下支付。

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鼓励工作人员休年假，不积累大量的余额是很重要的。为此，WMO 将此
类天数的赔付率降至 30。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不需要采取额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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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管服务结束的法律框架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服务的最后一个月离开组织的员工只收到部分薪酬，这
些薪酬根据管理层提出的理由被保留，管理层认为这一程序是一种预防措施。
由于目前使用的会计制度的僵化，以及为了减少财务风险，作为目前的做法，在提交 "
离职清算证明 "之前，要扣留 20%的工作人员最后的工资和津贴。衡量的百分比
由财务部决定；该交易作为 "工资预付款 "入账。
清关证书包含了由负责官员签署的对雇员归还 "设备 "的认可（例如，作为登录和访问
IT 的过期文件的 "合法化证书"）。
然而，"预付工资 "和随之而来的 "预付工资回收 "是一种特定的福利，在某些条件发生
时授予雇员。因此，在联合国和 WMO 中，它是一个受管制的机构，有特别的规
定，既确定了允许要求预付款的原因，也确定了偿还的方法（如任何利息和适用
的汇率）。
WMO 在第 131.9 点的指示中规定了可以支付预付工资的规则和情况，以及如何归还收
回的工资；但是，所分析的情况并不属于这些规则。此外，对于应支付的百分比
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支付并没有具体规定；正如财务司所确认的那样，出现了 " 支

付相当于就业最后一个月通常净工资 80%的预付工资"的情况。
在我们的抽样调查中，所分析的数额并不大，但作为 "预付工资 "的程序在法律框架中
没有体现；此外，不明显的是，被扣留的 20%是否真的能保护各组织免受无法收
回不当预付款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这种非正式的做法进行规范，并使其程序
与账目中的表述相匹配。

为了保护本组织免受财务损失的风险，在工作人员结束服务之前，我们建议采取所有
能够协调规则和衍生会计程序的监管措施（例如，规则的修订或事先授权）。
考虑到向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过渡正在进行中，我们还建议新的产品能够涵盖所
有行政方面的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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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WMO 正在实施一种常见的做法，即把最后的工资减少到 80%，并在完成所有离职手
续后支付剩余的工资。WMO 同意通过发布一份服务说明来正式确定这一做法，说明这
一过程的细节。

采购
加强对低价值采购的内部控制
根据《采购手册》（即《常务指令》第 10 章），4,000 瑞士法郎以下的低价值采购
（第 10.4 点）由相关部门管理。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采购
手册》规定的上述门槛并没有得到遵守。

为了加强对采购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我们建议修改《采购手册》，设想由采购和合
同管理科负责监督并定期检查采购手册，在第 10.4 点（4,000 瑞士法郎）预见的
低价值采购门槛方面 。

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这一建议。 根据对各部门主任的授权，对低价值采购门槛的监督和进行定
期检查的工作被授权给这些主任。采购与合同管理科将按照建议监督并进行定期检
查。

为了防止因拆分费用而规避采购程序的风险，如果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就会绕过《采
购手册》第 10.4 点所预见的门槛（4,000 瑞士法郎），我们建议采购科确保有足
够的控制措施来确定何时可能发生这种拆分，以便采取缓解措施。

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这一建议。WMO 正在开发和实施一个新的 ERP 系统。这些控制被纳入新
的 ERP 系统的商业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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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和无利益冲突的声明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修改现有合同的情况下，没有预见到中立和无利益冲突
的声明。事实上，我们发现有些合同在申请部门提出要求并经采购与合同委员会
（PCC）批准后被续签/修改，不仅延长了合同期限，而且大大增加了合同金额。
此外，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根据使用正式招标方法的例外情况授予合同的情况下，
也不需要宣布中立和无利益冲突（FRR 113.15）。

我们建议。
1) 当请求对现有合同进行修改并意味着对已经授予的合同进行财务增加时，请求
部门应预见并签署一份中立和无利益冲突的声明。
2）在批准这种延长合同期限和增加资金数额时，采购部门或申请部门应设法与
选定的供应商重新谈判价格，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核实市场上是否存在更低的价
格或更好的报价。
3) 如果是根据使用正式招标方法的例外情况授予的合同（FRR 113.15），请求部
门应预见并签署一份中立和无利益冲突的声明。

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这一建议。

加强对抗议程序的利用
我们还注意到，根据《采购手册》第 10.21.8 点，未中标的投标人可以在收到汇报后的
10 天内按照设定的抗议程序提出正式抗议。然而，抗议程序仅适用于 200 瑞士法
郎以上的合同的授予。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一些金额较低但有可能延
长/续签期限和资金数额的合同中，合同最后可能会导致超过上述 200 千瑞郎的门
槛。

EC-75/INF.6.1(2), p. 38

由于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对已经授予的金额低于 200 瑞士法郎的合同进行财务和时
间上的延期后，该合同最终可能导致金额超过为抗议挑战所设想的 200 瑞士法郎
的门槛，为了透明和保证，我们建议降低这一门槛，至少对于由于授予的供应或
服务的性质而需要延期的合同，以便扩大未中标的投标人进入抗议程序的可能
性。

秘书长的评论
WMO 同意该建议。根据 PCC 的门槛，该门槛将被降低到 100 千瑞郎。

分部报告
2020 年财务报表附注 8 中提供了按分部的报告。这种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披露财务状况
（注 8.1）和财务业绩（注 8.2），并将费用直接分配给相关部门。该方法还规定
了支出和收入的分配，主要是按部分划分，称为普通基金、经常预算支助基金、
发展、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基金、国家技术支助基金。我们已经在上面分析了这
些表格，报告了精算负债（第 81-83 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净资产变化表
报表三 "净资产变动表 "显示了该年度的变动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
21,825 千瑞郎。
我们对净资产的审计结论在与 "雇员福利 "有关的段落中指出。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确定了现金流入的来源，报告期内花费现金的项目，以及截至报告日的现
金余额。
2021 年，WMO 报告所有活动的净现金流为 12,376 千瑞郎，虽然比 2020 年的数字
（27,339）有所下降，但仍是正数。
来自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14,539 千瑞郎）与 2020 年（29,401 千瑞郎）相比呈现负
值；来自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686 千瑞郎）与 2020 年相比呈现负值（为-585
千瑞郎）；来自融资活动的净现金流与 2020 年（-1,477 千瑞郎）相同。
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
报表 V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12 个月的预算和实际金额的比较 "是根据《国际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条提供的，该条要求这种因执行预算本身而产生的比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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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财务报表中。该标准还设想披露预算和实际金额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
有关报表五的进一步细节，包括在预算基础上对已批准的经常预算的支出与构成
普通基金组的 WMO 的支出进行核对，见财务报表的说明 7。
尽管《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条没有就如何编制报表 V 提供严格的指导，将通
过不同选择向利益攸关方提供相关信息的机会留给了管理层，但在去年的审计中，
我们与管理层讨论了报表 V 的不同表述方式，并建议应在财务报表的表面进一步
扩展，以便将该年度正常预算的实际支出与批准的正常预算和构成 "财务绩效表 "
下该年度盈余/赤字的全部财务结果充分对接。
该建议被接受，2021 年的报表 V 以新格式提出。
对内部审计职能的评估
根据国际标准，如 ISSAI 1610 和相关的 ISA 610，ISSAI 200 c.2.45，INTOSAI gov
9140 和 9150，外聘审计员必须对内部审计职能进行评估。为了进行这一评估，
我们不仅考虑上述标准，还考虑《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IIA）。
WMO 的内部审计职能设在内部监督办公室(IOO)，如 IOO 章程所述，它还包括其他职
能，如调查、检查、评价、监测。
去年，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上述国际标准对内部审计职能进行评估。然而，由于疫情不
允许我们进入被审计单位，并对其结构和组织，包括内部控制框架有一个完整的
了解，我们将部分评估转到本财政年度。
该评估不包括分配给 IOO 的其他职能，如调查或检查，或其根据 IIA 标准开展的咨询活
动。
评估的参考框架。评估中使用的准则、IT 工具和内部文件
对于内部审计职能的评估，我们采用了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外部审
计小组在 1992 年 11 月第 34 届会议上通过的审计准则 202 "联合国组织内部审计

服务的评价"。在 1993 年 11 月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这些准则增加了一个新的章
节，在 2000 年 10 月的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对前言进行了修订。
我们的团队对该准则进行了审查和更新；由此产生的核对表被上传至审计院准备的一
个工具，即 SharePoint 应用程序，IOO 主任可以远程访问该应用程序。
该工具提供了一个一般问题部分，可以上传所要求的文件，以及一个由 118 个问题组
成的核对表，分为九个不同的标准，每个标准都与不同的主题有关，例如，"组织
地位和任务"、"范围和责任"、"专业资源 "等，最初的工具设想了八个标准，我们
在 2021 年增加了第九个，与疫情对内部审计员工作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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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O 主任完成了他的任务，并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还上传了相关文件。我们已经
下载并分析了它。
我们通过访谈、会议和与 IOO 主任的电子邮件交流，以及对关键文件的分析进行了评
估。我们还分析了与 IOO 在过去几年中进行的一些审计有关的文件。
以下是我们为内部审计评估所分析的一些文件清单。
WMO 财务条例和细则（最后更新，2021 年 1 月）。
- 内部审计手册（2020 年版）。
内部监督办公室(IOO)的章程--《议事规则》第 5 章附录 5.A（2021 年 1 月版）。
- 内部监督办公室 2022 年的工作计划。
内部监督办公室 2021 年的工作计划，还包括 2021-2023 年三年期的审计范围。
- 内部监督办公室的年度问责报告（文件）。EC-73/INF.7.1);
内部监督办公室 2020 年的第一份进展报告（文件）。AC-35/Doc.4.1);
- 内部监督办公室 2021 年第一次进度报告（文件）。AOC-37/Doc.4.1);
内部监督办公室的质量评估- 2022 年 1 月。
- AOC 的报告。
AOC-35 报告。
AOC-36 报告。
AOC-37 报告。
其他杂项文件。
主要结论

工作标准--外部质量评估(EQA)
IOO 的内部审计职能遵循国际标准，特别是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标准，这些标准
在 IOO 的内部审计手册和 IOO 的章程中都有引用。
最近，负责对内部监督办公室进行外部质量评估的公司检查了对标准的遵守情况。外
部评估员给出的总体结论是 "基本符合"，但强调了一些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些
建议，旨在改进总体框架和一些具体领域。
这些建议已经提交给审计和监察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只在对我们的评估有作用时才
考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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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计划和风险范围
根据 IOO 章程，IOO 主任有责任 "采用适当的基于风险的方法制定灵活的年度工作计

划，其中考虑到管理层、秘书长和理事/监督机构确定的任何风险或控制问题，并
将该计划提交给秘书长审查和批准"。
我们检查了过去三年的工作计划，它们都符合国际组织章程和标准的要求。该计划以
风险为基础，还提出了一个三年滚动周期内的风险覆盖图。
虽然不在我们目前的评估范围内，但我们强调，该计划缺少在年度（或三年）期间应
该进行的 "评估"。IOO 向我们报告说，这个问题是由于缺乏进行评估的必要资源
（另见下文第 179 段及以下）。
该计划由秘书长批准并提交给审计和监察委员会。工作计划也与外部审计员共享，并
通过上传至 EliosCloud 资源库提供给 WMO 管理层。该工作计划也公布在 WMO
的公共网站上。

需要足够的人员配置
内部监督办公室目前由三名工作人员组成：主任（D1）、一名高级审计员（P5）和一
名内部监督助理（G6）。工作人员的背景和专业资格符合规定的标准，也符合他
们的任务目标。
即使考虑到本组织的规模较小，IOO 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考虑到根据
IOO 章程，该办公室所涵盖的许多职能：内部审计、调查、检查、评估、监测和
其他管理支持，以加强 WMO 的运作。
IOO 主任向我们介绍说，他可以用自己的预算来雇用执行具体任务所需的专家，或将
一些活动外包出去。然而，我们强调，这种解决方案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以涵
盖一个 "偶尔 "的任务，例如，调查。事实上，考虑到假设可能进行的各种调查和
真正需要的调查一般不多，特别是在一个小组织中，从成本/效益比率的角度来看，
有资格进行任何类型调查的常设调查员的存在将过于昂贵和低效。
除此之外，IOO 主任告诉我们，正在考虑与监督厅签订谅解备忘录，这可能会将调查
工作外包给负责这一职能的联合国机构。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特别是对小
型组织而言，似乎是更可取的。
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委托给长期工作人员，可能会更有效地履行长期职能，如
评估职能，至少需要一位专家能够协调直接或间接雇用的其他专家。IOO 主任提
到，在 IOO 的工作人员中，没有拥有评估证书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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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特别是在秘书处改组之后，需要对过程、程序和结构进行定期评估。在这
方面，我们回顾一下 IOO 章程中关于评估功能的内容。"评价是对一项活动、项

目、计划、战略、政策、专题、主题、部门、业务领域、机构绩效等的系统评估。
它侧重于预期和实现的成就，审查结果链、过程、背景因素和因果关系，以了解
成就或缺乏成就。它的目的是确定 WMO 的干预措施和贡献的相关性、影响、有
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
审计和监察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AOC-37 也强调了这一点，其中指出："AOC 注意到了
IOO 的 2022 年工作计划，指出评价是 IOO 任务的一部分，但由于 IOO 内部缺乏

资源和能力来进行评价，因此 2022 年没有列入评价。亚洲委员会批准了 IOO 的
2022 年工作计划，但对 IOO 由于上述原因无法完成其评估任务提出保留。AOC

建议秘书长为履行 IOO 的评价职能分配所需的资源，并要求 IOO 提交一份 2022
年的评价工作计划供批准"。
除此之外，需要考虑的是，D/IOO 提出的上述审计计划中包含这样的表述："拟议的计

划有 60 天的预计赤字，需要从外包中解决"。2021 年的工作计划强调了 30 天的
赤字，将通过外包来弥补，该计划还提出了滚动周期的三年计划。对三年计划覆
盖面的预测强调，并非所有部门都在三年期内被覆盖。
因此，内部资源不足以开展审计计划所设想的所有活动，即使是审计活动，评估活动
也不在内部能力范围内。在这方面，IOO 章程规定，IOO 主任必须 "保持一支 具

有足够知识、技能、经验和专业认证的专业内部监督人员 ，以满足本章程的要求
"。

考虑到以下情况(i) 内部监督办公室的内部资源甚至不足以涵盖年度工作计划中的所有
活动；(ii) 内部监督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有内部能力来履行评价职能；(iii) 根据内
部监督办公室的章程，内部监督办公室有权履行评价职能。因此，我们建议秘书
长研究是否有可能在监督厅工作人员中增加一名具有评价能力和审计技能的长期
官员（提供所需资源），以确保(i)在三年期间充分覆盖主要风险领域，以及(ii)在
认为适当时可以利用内部或外部资源开展评价活动。

秘书长的评论
将在 WMO 的资源、评价需求、风险状况等的整体背景下考虑在 IOO 增加一个评价员
职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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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适当的培训提高专业技能
IOO 的工作人员定期接受培训，但这并没有通过正式的计划进行管理。IOO 主任设想
每个工作人员每年接受五天的正式培训。此外，鼓励监督厅工作人员参加联合国
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内部审计事务代表会议，以及联合国调查
事务代表会议。
因此，在实施年度培训计划时，一定要使监督厅工作人员拥有的技能和证书足以达到
基于风险的年度工作计划中提出的目标，以便不仅满足监督厅章程的要求（见上
文第 183 段），而且还要确定所需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我们建议制定年度培训计划，与年度工作计划保持一致，以评估执行计划所需的专业
技能是否充分。

秘书长的评论
IOO 为其员工提供培训，以完成 CPE 学时，并保持/提升他们的技能组合。这种培训是
与其他联合国组织、专业网络等合作进行的。这将被正式化并记录在案。

年度自我评估和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估
三条线的新模式（由 IIA 在 2020 年发布）指出，作为第三条线，"内部审计。

保持对理事机构的主要责任和对管理层责任的独立性。
- 就治理和风险管理（包括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向管理层和理事机构传

达独立和客观的保证和建议，以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并推动和促进持续改进。
向理事机构报告对独立性和客观性的损害，并按要求实施保障措施"。
根据这一模式，我们认为，需要定期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

我们建议 ，IOO 主任应定期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至少每两年一次），评估是否符合
IIA 的所有标准和三条线模式，以支持 IOO 的定期改进，确定所有需要采取的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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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该建议被接受。外部 QAR 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每两年将定期进行完整的自我评估，
并将结果报告给 AOC。下一次这样的自我评估将在 2024/25 年进行。

根据第 4/2019 号服务说明，将该模型纳入 WMO，该说明规定了分配给主计长的职能，
我们可以说，第二条线主要与该办公室相对应。
因此，IOO 除了定期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EQA 建议应该是两年一次，我们可以同意
这一点），还应该评估作为第二线的主计长是否充分和有效，评估这个办公室是
否也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源。

我们建议 IOO 主任也应对主计长办公室进行定期评估，以检查财力和人力等资源是否
足以完成其任务。

秘书长的评论
主计长办公室是最近成立的，其职能和任务正在不断发展。从那时起，它建立的背景
也在不断变化。IOO 将尝试在 POW2022 中加入一项工作，以审查控制员办公室的运
作。
IOO 的独立性

提供咨询可能会损害 IOO 的独立性
根据其章程，IOO 也可以被要求向本组织提供咨询服务（"在内部审计的保证服务之外，

提供咨询服务，以协助管理层实现其目标。例子可能包括促进、流程设计、培训
和咨询服务"）。
然而，这些服务可能会损害独立性；我们记得，国际投资协定的标准主要是针对 "私营
"部门的，同时，在由会员国提供的公共资源资助的国际组织中，独立性应得到加
强。
我们认为，该章程没有充分保护内部监督办公室的独立性，因为其中只有一个一般性
的声明。"内部监督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其审计、调查或评估的任何活动没有管理

权或责任，并且不应履行 WMO 的任何其他业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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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向 IOO 主任提出的大量咨询服务（例如，在 2020 年，在 16 个总数中，有 11 份
报告是关于咨询服务的），我们强调可能会在可以审计的领域中存在限制，或者，
更糟糕的是，可能会存在要求咨询的风险，以避免这种主题以后可以被审计。
AOC 在其 AOC-36 报告中也强调了大量的咨询活动。"AOC 重申其意见，即监督厅不

应参与可能损害其职能独立性的咨询活动，监督厅应努力在保证和咨询/顾问任务
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我们知道，IPPF 45 标准 1130 规定，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要求内部审计师提供咨询服
务，但是，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回顾的，在公共资助的国际组织中，为了加强和保
持其独立性和客观性，内部审计师不应该在其组织中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建议修订《内部监督办公室章程》，规定不能要求内部监督办公室提供咨询服
务，除非有紧急事项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明确界定这种咨询服务的目标，
事先规定保障 IOO 独立性的措施。

秘书长的评论
联检组在其 "管理和行政审查 "中对内部监督办公室进行的 "管理评估 "提出了意见，并
提出了一项 "软 "建议。此后，IOO 回避了上述任务，WMO 与儿童基金会就这项任务
达成了协议。今后，只有在对独立性没有风险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咨询服务。在下一
次修订 IOO 章程时，将做出必要的规定。

IOO 主任的任务期限未作规定。
如同其他联合国组织一样，在 IOO 章程或 WMO 的财务条例和细则中，对内部监督办
公室主任的任务没有 规定任期。
即使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且联合国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并不那么单一，
也存在这样的风险，即在一定的年限之后，国际组织主任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
该组织的决策过程，其判断的独立性可能会逐渐受到损害。
我们强调，联检组在其第 2016/8 号报告第 80 段中指出，建议在同一组织内对内部审
计/监督主任实行任期限制和就业限制。

45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

EC-75/INF.6.1(2), p. 46

联合国检查员审查了各种因素：其中包括短期任务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小型组织中，
这可能会导致更替率过高，也会使职位对合格的官员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一般
都在寻找长期工作。然而，联检组的结论是，建议采用固定任期的任务。

根据联检组表达的意见，我们建议修改 IOO 章程，规定 IOO 主任一职的任期为 5 至 7
年，不可连任，在任期结束后不能在 WMO 内就业。

秘书长的评论
该建议将被考虑。实施方式将需要考虑 WMO 的整体人力资源战略和其他监管规定。
有限的任期应该由大会决定。如果得到批准，有限的任期应与预算周期一致，即四
年。 两个任期将使有限的任期达到 8 年。此外，与共同制度接轨也很重要。IOO 服务
的有限使用权只在数量非常有限的机构中实行。

工作计划的批准
如上所述（第 171 段），IOO 主任的工作计划已提交给秘书长审查和批准，并向审计
和监察委员会报告。这符合 IPPF 标准 2020 的精神，即 "首席审计官必须将内部

审计活动的计划和资源要求，包括重大的临时变化，传达给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
以供审查和批准"。
然而，为了在像 WMO 这样的公共资助的国际组织中加强内部监督办公室的独立性，
正如上文第 195 段以后所报告的那样，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基于风险的工作计划
应该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讨论、审议和批准--至少在实质上，该机构在技术上有能
力评估审计事项，由执行理事会授权，在 WMO，可以认为是审计和监察委员会。

我们建议修改 IOO 章程，规定 IOO 主任应提出基于风险的工作计划，由审计和监察委
员会讨论和批准，秘书长应根据批准的计划提供足够的资源。

秘书长的评论
基于风险的年度工作计划由 AOC 根据其职责范围进行审查。外部 QAR 还建议工作计
划由 AOC 批准。AOC 将对其进行审议，并根据需要对 IOO 章程进行适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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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员和外部审计员之间的合作
我们希望对 IOO 主任的迅速和有益的合作，以及 IOO 工作人员在审计期间的支持和协
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以前的建议和意见采取的后续行动
我们的长篇报告以后续表格结束，这些表格恢复了以前报告中提出的公开建议的执行
情况；不仅是我们的建议，还有我们的前任提出的建议，包括财务报告和特别报
告中的建议。
我们要求主计长提供关于目前执行情况的最新信息，我们收到了他从相关管理层收集
的答案。我们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并对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
我们强调，在阅读管理层提供的文件时，我们结束了许多建议，认为这些建议已经执
行；但是，我们增加了一个注释，即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中进行监测"，因为一
件事是制定新的规则（主要是建议），另一件事是新规则得到实际应用，问题得
到解决。如果我们在审计活动中发现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可以重新提出建议或发
布新建议。
被认为是 "结束 "的建议将不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次报告的后续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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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对 SFAO 在财务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N.
1/2019
(FS)
(2020/1)

提出的建议
由 SFAO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关闭
SFAO 建议 WMO 调整其风险识别、评估和 该建议被接受。实施工作于2019年开始，将在2020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管理战略和程序。应明确识别战略、运营 年期间完成。这将包括最终确定《常务指令》第1
1) 已实施
和流程风险，包括财务风险。应定期评估 章中的风险管理条例，加强内部能力和协调，在董
这些风险。这些结果应正式提交给治理机 事会会议上定期讨论风险管理，继续通过WMO审 2) 《常务指示》第 14 章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布。这一章完全致力于风险管理，描述了流程并定义了相关
构和审计委员会。

计委员会向执行理事会报告风险管理情况，以及更 角色和责任。开发了一个组织风险和控制矩阵以及一个交互式仪表盘。风险管理在董事会（BoD）会议上
定期讨论，并且是所有绩效滚动审查的一部分（也提交给 BoD 讨论）。组织风险和控制矩阵及其互动仪表
新WMO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管理框架。
板已提交给审计和监察委员会。在实施新建立的程序中，风险被定期评估为 3 个级别。(1）实体；（2）方
案，即按战略目标（SO）和项目；以及（3）过程。关于(2)风险和控制矩阵正在由 SO 制定，作为绩效滚动
审查的一部分。关于(3)，风险和质量管理官员正在协助人力资源科更新其风险和控制矩阵；与财务有关的
矩阵是最新的；关于信息技术的矩阵正在由基础设施部审查；关于采购的矩阵正在更新。外聘审计员关于
风险和控制矩阵的意见（关于 2019 年财务报表的报告第 35-36 段）正在得到解决，目前正在审查风险控制
矩阵。 对项 目管理 过程 的 全面审 查正 在进行 ，由 成 员服务 部（MS ）和 监测 、评估 、风 险和绩 效股
（MERP）共同实施。制定了风险偏好声明，由审计和监察委员会（AOC）审查并由 EC-73 批准。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 《常务指示》第 14 章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布。这一章完全致力于风险管理，描述了流程并定义了相关
角色和责任。开发了一个组织风险和控制矩阵以及一个交互式仪表盘。 风险管理在董事会（BoD）会议上
定期讨论，并且是所有业绩滚动审查的一部分（也提交给 BoD 并由 BoD 讨论）。组织风险和控制矩阵及其
互动仪表板已提交给审计和监察委员会。 在实施新建立的程序中，风险被定期评估为 3 个级别。(1）实
体；（2）方案，即按战略目标（SO）和项目；以及（3）过程。关于(2)风险和控制矩阵正在由 SO 制定，
作为绩效滚动审查的一部分。关于(3)，关于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的风险和控制矩阵已经更新，关于采购的
矩阵目前正在审查。. 外聘审计员关于风险和控制矩阵的意见（关于 2019 年财务报表的报告第 35-36 段）正
由流程负责人处理。对项目管理过程的全面审查已经完成，由成员服务部（MS）和监测、评估、风险和
绩效股（MERP）共同实施。制定了风险偏好声明，由审计和监察委员会（AOC）审查并由 EC-73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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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2019
(FS)
(2020/2)

提出的建议
由 SFAO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正在进行中
SFAO 建议 WMO 严格执行与第三方合同的 该建议被接受。外聘审计员提到的合同是在2018年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授权程序，并确保这些程序得到正确执行 12月6日签署的，并在2019年进行了支付。2019年1
1) 正在进行中
。
月6日，秘书长批准了新的《常务指令》第12章，
具体规定了与第三方合同的授权程序。此外，在秘 2) 1.第 10 章和第 12 章正在修订中。已经修订并实施了批准 LoAs 和相关采购订单的程序，以便采购科清理
书处改革的背景下，秘书长将加强对协议授权过程 LoAs 并批准相关采购订单，以加强对 LoAs 授权过程的控制。
的控制，让采购科负责控制和批准与协议有关的订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购单。
1) 正在进行中
2）采购科清理与外部实体的协议并批准相关的采购订单。
为了加强对与第三方协议的授权过程的控制，对第 10 章第 10.3.2 段进行了修订，以处理这一建议。 第 10
章得到了优先考虑，并得到了全面审查。 目前，第 10 章的 Elios 工作流程正在进行中。第 12 章将在其后进
行。提供第 12 章草案作为证据。为此，一份备忘录正在 Elios 中流传，以获得批准进行这些修改。
(https://elios.wmo.int/share/page/workflowdetails?workflowId=activiti$15009389&referrer=workflows&myWorkflowsLinkBack=true )

3/2019
(FS)
(2020/3)

SFAO 建议 WMO 积极开展与第二道防线有 该建议被接受。目前正在更新与三道防线有关的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正在进行中
关的活动，特别是通过以下方式。(i) 确定 WMO常务指令。主计长的职能职责正在更新，并
1) 正在进行中
角色和责任，以避免有关一线职能的任何 由秘书长批准（与业务预算职责相分离）。在业务
不相容；(ii) 正式确定与业务规划、报告和 流程和后续措施的背景下，计划由D/CSG、MERP单 2) (i) WMO 的《常务指令》第 1 章进行了修订，以利用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最新准则描述三道防线模
后续措施有关的程序；(iii) 建立一个直接和 位和主计长向董事会定期报告。综合服务处的事项 式，特别是在框架组成部分和第一和第二道防线的定义方面。该章已进入审批程序的后期阶段。(ii) 制定了
正式的系统，向执行管理层报告；(iv) 在管 将成为未来董事会例会上的一个专门项目，并要求 关于规划和监测的《常务指令》第 15 章的大纲，并开始初步起草。(iii 和 iv) D/CSG 和 MERP 定期向董事会报
理会议上定期讨论 ICS。

临时主计长根据所做的决定实施后续行动。

告风险管理情况。MERP 开发了两种方法，用于滚动审查方案和业务流程的绩效，作为监测和向执行管理
层报告过程的一部分。关于滚动审查的报告已经准备好并提交给董事会（根据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报告责
任）。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i) 1) 已实施。2) WMO《常务指令》第 1 章进行了修订，以利用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最新准则描述三道
防线模式，特别是在框架组成部分和第一和第二道防线的定义方面。该章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获得批准。
(二) 1) 正在进行中。2) 制定了关于规划和监测的《常务指令》第 15 章的大纲，并开始初步起草。
(三和四) 1) 已实施。2) D/CSG 和 MERP 定期向董事会（BoD）报告风险管理情况。MERP 开发了两种方法，用
于滚动审查方案和业务流程的绩效，作为监测和向执行管理层报告过程的一部分。关于滚动审查的报告已
经准备好并提交给董事会（根据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报告责任）。

4/2019
(FS)
(2020/4)

SFAO 建议 WMO 根据现行的相应规则，加 该建议被接受。Oracle EBS数据库管理完全外包给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强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数据库中密码设置 UNICC。虽然他们的密码是按照UNICC的密码政策
1) 已实施
的安全性。
生成的，具有很高的复杂性，但数据库的参数可以
设 置 为 实 施 强 化 的 或 不 同 的 密 码 政 策 ， 以 符 合 2) 联合国国际电子计算中心（UNICC）确认在生产环境中实施新的密码设置。UNICC 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实
WMO的要求。这将作为计划在2020年9月前交付的 施了设置上的变化。
甲骨文基础设施更新的一部分来执行。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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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5/2019
(FS)
(2020/5)

提出的建议
由 SFAO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SFAO 建议 WMO 对所有现有账户的 Oracle 电 该建议被接受。WMO的信息安全官员将与这些账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子商务套件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进行审查， 户的管理者UNICC合作，实施一个审查所有Oracle电
1) 已实施
而不仅仅是 Linux 特权账户的访问权限。
子商务套件数据库账户访问权限的程序。作为2019
年建立的现有特权账户季度审查程序的延伸，该程 2）对 2020 年第四季度进行了审查。审查程序是针对所有数据库用户批准的，这是对现有特权用户审查程
序将利用新的监测工具，这些工具将在计划于2020 序的延伸。审查是定期进行的。
年9月交付的甲骨文基础设施更新中提供。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6/2019
(FS)
(2020/6)

SFAO 建议 WMO 调整人力资源风险和控制 该建议被接受。WMO将更新人力资源风险控制矩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矩阵。矩阵应整合关键控制，包括那些解 阵，以解决审计人员提出的意见。具体而言：(i) 将
1) 正在进行中
决重大财务风险的控制，贯穿所有子流程 正确计算风险评估；(ii) 将澄清财务部和人力资源
。应正式确定和描述控制措施的证据。风 部之间的职责分工；(iii) 将根据流程界定风险控制 2) 最新的人力资源风险和控制矩阵已于 2021 年 9 月转交给企业风险管理官员，供其审查和确认。
险评估应该是充分的。

正在进行中
我们将监测该矩阵的有效性

，而不是重复SI规定的活动；(iv) 将在矩阵中增加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有关(a)薪金和福利的支付以及应享权利的风险；(b)
1) 已实施
人员配置数据的准确性。
2) 人力资源风险控制矩阵已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由 D/GS 批准。

1/2018
(FS)
(2019/1)

SFAO 建议 WMO 编写一份关于旅行程序的 接受建议。WMO正在审查和更新支持旅行的程序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交叉说明，包括风险、控制和责任矩阵。 ，并适当强调效率和成本效益。在流程更新方面，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
1) 已实施
该过程应满足效率和成本效益的目标。然 WMO将制定一份修订的旅行流程说明，包括风险
督。
2）新的《常务指示》第六章已经发布并实施。修订后的第
6
章于
2021
年
9
月发布，反映了第
27
号决议
后，应实施和应用所定义的控制措施。
和控制矩阵。
（EC-73）关于 WMO 非工作人员成员的差旅费和生活津贴支付的政策和规则。年度会议和任务计划
（AMP）正在运作。会议/任务请求被用作控制面对面会议的必要性的工具。对请购单、采购单、出票和处
理旅行报销的内部控制已经到位。对 WMO 工作人员使用的在线订票工具进行了测试，以购买门票。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4/2018
(FS)
(2019/4)

SFAO 建议 WMO 将对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和 接受建议。访问权的年度审查已被添加到首席信息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正在进行中
活动目录访问权限的定期审查制度化，确 安全官（CISO）的职责中。初步审查目前正在协商
1) 部分实施
保所有的矩阵以可识别的方式由业务所有 过程中，这涉及到企业主。
2）2019 年的授权汇总表已于 2019 年 9 月由助理秘书长审查和批准。WMO 信息系统处和主计长的审查已经
者审查和批准。
完成，审查结果已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提交给 GS，供其审查。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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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对 SFAO 在其他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N.
录音。 2
成本回收
(费用回收/2)

提出的建议
由 SFAO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SFAO 建议 WMO 审查计划支助费用特别账户，使用原则（ 该建议被接受。WMO将审查PSC SA，以使其与有关成本回收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PSC SA），并使其与 WMO 常务指令中规定的一般政策相 的一般政策相协调。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1) 已实施
协调。
2) 助理秘书长批准了《方案支助费用收入使用原则》的修订草案，作
为项目管理委员会（PMB）主席，助理秘书长将修订草案提供给 PMB
成员，供其最后反馈。2021 年 3 月，PMB-30（PMB 第 30 次会议）审查
并建议秘书长（SG）批准该修订。SG 在 2021 年 4 月批准了这一修
订。该修订考虑到了外聘审计员的建议。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录音。 5
斯里兰卡
(SRI LANKA/5)

SFAO 建议 WMO 确保相关机构监督正在进行的项目，并采 由副秘书长主持的WMO项目管理委员会目前负责监督WMO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取必要的措施，例如，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重大延误时。
的所有项目。
1) 已实施
2) PMB 收到关键项目的关键信息，以注意和/或规定相关行动。纳入关
键项目的信息仍然是向 PMB 提交的投资组合绩效季度报告的一个关键
组成部分。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 PMB 收到关键项目的关键信息，以注意和/或规定相关行动。 纳入
关键项目的信息仍然是向 PMB 提交的投资组合绩效季度报告的一个关
键组成部分。
项目于 2020 年结束，秘书长和斯里兰卡总统于 2020 年交换了正式信
函。

关闭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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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记录 1
INMET
(INMET/1)

提出的建议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由 SFAO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SFAO 建议 WMO 根据协议承担其对该项目的责任。它应该 该建议被接受。这种情况在协议第二次延期（2018年5月）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正在进行中
始终如一地履行其职责，以便实现战略目标。
被批准后得到纠正。该工作计划由WMO[附件二，秘书长于
1) 正在进行中
2018年5月18日签署]和INMET共同批准（可提供），同时也有
相应的项目工作计划和预算执行计划（也可提供）。2019年 2) 在协议延期后，该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正在进行最后的报告。该
计划开展的两项主要活动是：（1）购买HPC设备，以扩大 项目将于 2021 年 10 月结束。
INMET超级计算机的功率；以及（2）继续开展与既定工作计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划有关的咨询和培训活动。继续开展咨询和培训活动是
1) 正在进行中
INMET的责任，WMO负责根据要求承包咨询服务的行政工作
。对于HPC来说，2019年的招标过程导致在2019年底与供应 2）在 2022 年中期最后交付代表合同项下最后义务的 PDU，以使其在
商签订了合同。货物的接收和清关由INMET负责。原定于 业务上结束。
2020年第一季度交付--由于COVID-19的原因，该计划一直被 完成了对项目的全面内部审查，以确定关键的程序和合规挑战。已经
搁置。

制定了具体的建议供 PMB 审议，以决定减少此类事件发生的关键行
动。
延迟执行的原因。在 2021 年，供应商的反应有所延迟，采购部的介入
较晚，采购部的干预导致供应商重新订购了 PDU；PDU 的交付正在进
行中。

建议 2
INMET
(INMET/2)

关闭
SFAO 建议 WMO 实施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常务指令--项 该建议被接受。在INMET的情况下，提交了项目管理责任表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目管理》第 13 章和新的《项目管理手册》得到一致的应 ，在协议第二次延期后，该项目进入了WMO项目管理的常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1) 已实施
用。
规程序。这一时期指定的项目协调人是巴拉圭RAM办公室的
Cristian Escobar先生。日内瓦办事处的Andres Orias先生也被指 2) 为了落实建议，组织了风险管理的培训课程。举办了关于项目管理
定为总部的项目主管，主要负责处理采购办公室的工作。该 流程的会议，这是根据 PMB 在 2020 年 11 月的一项决定对现有系统进
项目在2019年被列为 "低风险"，因为最后的行动，即采购 行内部审查的一部分。将继续统一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的风险管理。
HPC正在进行中，并预计在项目结束日期前实现。参考建议 定期组织培训课程，以解决要实施的项目管理的关键部分。
1下的信息。目前推迟安装HPC的原因是COVID-19的情况。考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虑到这一点，该协议已被延长至2020年12月。WMO所有由外
部资助的协议，包括咨询服务，现在都要遵守《常务指令》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第13章--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并由《项目管
理手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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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对审计委员会在财务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落实情况
N.
1/2020
(FS)
(2021/1)

提出的建议
由审计院负责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为了加强内部控制，同时减少信用卡可能被用于不符合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将对WMO正在使用的信用卡的需求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内部规则的目的的风险，我们建议管理层在内部评估 和相关控制进行评估。
1) 正在进行中
WMO 使用的信用卡数量和限额是否合适，以确定是否应
2) 完成了对信用卡使用历史趋势的初步分析。
该减少信用卡的数量或是否应该实施额外的内部控制。

关闭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三张信用卡中的一张已经关闭，属于秘书长的信用卡也已关闭，
只剩下一张信用卡仍然开放，并由中央控制。
2/2020
(FS)
(2021/2)

考虑到在国际公共背景下持有保险箱必须要求对进入保 WMO接受该建议，并已开始实施这些建议。已经向银行的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险箱的人员以及其中存储的物品进行极其严格的控制， 客户经理提出了提供详细信息和访问登记的要求。已经做出
1) 已实施
以防止欺诈和/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声誉风险，我们建议管 了关闭安全箱的决定，在关闭过程中，将对物品进行最后清
2) 所有的保险箱都已关闭。内部监督办公室（IOO）的工作人员证明
理层应紧急。(i) 对于尚未打开的两个保险箱，再次要求银 点。
行书面确认时间和在最后一次进入保险箱之前的五年内

了关闭过程，IOO 的工作人员编制了一份内容清单，指出了保险箱中

进入保险箱的人员名单；(ii) 评估 WMO 是否普遍需要保险

所有物品的行政性质（IT 磁带备份和历史密码）。银行拒绝提供时间

箱，如果需要，同时决定谁应该有权进入保险箱，制定

的书面确认以及在最后一次进入保险箱之前的五年内进入保险箱的人

严格的进入和存放协议；(iii) 继续打开仍未打开的两个保

员名单。C/FIN 在与 D/LCA 协商后对安全箱的需求进行了评估，并得出

险箱，一旦获得，尽快对内容进行清点，确保打开这两

结论，不再需要安全箱。IOO 拥有安全箱内容的清单。

个保险箱的人员的独立性。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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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2020
(FS)
(2021/3)

提出的建议
由审计院负责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考虑到在国际层面上，双重签名比单一签名更能加强内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在过去调查了区域办事处银行账户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正在进行中
部控制，因此我们建议在内部指示中明确说明双重签名 双签名的实施情况，发现了两个主要的制约因素--外地办事
1) 正在进行中
的要求，特别是针对总部外办事处；应将这种指示及时 处缺乏足够的工作人员，以及银行将签字人限制在国内的工
传达给他们，并在手册中详细说明。此外，当 WMO 的工 作人员的制约。WMO将重新调查区域办事处银行账户的双 2) GS 要求各区域办事处通过 D/MS 提供有关在各地保持当地银行账户
作人员（D 或 P）在外地办事处的存在受到限制时，为了 重签名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将记录其原因和为将相关风 的必要性和/或 2021 年 6 月 22 日双重签字人的可能性的信息。正在等
待 MS 的答复。
提高财务这一领域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作为一个重要 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而采取的缓解控制措施。
的控制步骤，在银行的双重签名的效果可能会实现，例
如，如果其中一个签名者是总部的工作人员（直接或间
接参与所有业务）。在由于 WMO 的工作人员有限和对有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正在进行中

签字权的非本地人员的限制而无法在银行账户上实行双

2) 发生了关闭银行账户或增加第二签字人的重大动向。 这四个银行账

重签字的情况下，应采取与监测、银行账户中的余额水

户的情况如下。

平和其他措施有关的缓解控制措施。应通过区域办事处

- ANZ 萨摩亚 - 银行账户正在关闭中

工作人员和总部工作人员签署的批准指示，正式确定这

- 哥斯达黎加 - 一旦当地主任获得合法代表身份，银行账户就会关

种减轻影响的控制措施，包括双重签字不可行的原因。

闭。
- SC 肯尼亚 - 银行账户已经有双重签名，我们正在与肯尼亚办事处沟
通，以确认所有账户的适当设置（日内瓦工作人员已经有签名权）。
- 尼日利亚分会 - 正在与尼日利亚分会合作，增加更多的签署者（包
括在尼日利亚和瑞士）。
延迟执行的原因。澳新银行和哥斯达黎加仍在进行中。澳新银行正在
努力完成这一过程。哥斯达黎加需要区域办事处主任首先得到认可，
由于 COVID 关闭了当地的大使馆/领事馆，这项工作被推迟了 肯尼亚
已经有了双重签名 SC 尼日利亚--正在增加驻日内瓦的工作人员（表格
已经完成，并与 SC 尼日利亚一起）。

4/2020
(FS)
(2021/4)

我们建议实施一个明确的监管框架，参照授权操作所有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已启动严格的程序，修订银行签字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正在进行中
银行账户的签字人名单，既用于内部程序，也用于与金 人名单，并确认各银行已按照WMO提供的指示更新签字人
1) 正在进行中
融机构的外部关系。此外，我们建议将这一框架清楚地 名单。
2) 所有总部（HQ）的银行账户都已通过正式通信更新了银行签字人。
传达给相关办公室和银行。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正在进行中
2) SI 第 5 章已经更新，目前正在审查过程中。本次更新包括一个关于
银行账户和签名的监管框架的修订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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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5/2020
(FS)
(2021/5)

提出的建议
由审计院负责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我们建议在总部一级定期备份有关外地办事处银行的文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将审查有关总部的外地办事处银行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件，以使总部能够严格控制外地办事处一级的财务工作 账户的文件。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1) 正在进行 2) 建议 2021/5 的执行工作正在与建议 2021/3 一起进行。一
。
旦确定了要继续使用的银行账户，将收集相关文件并在总部保存。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 在清理了外地的银行账户后，FIN 收到了 WMO 外地办事处的文件和
档案。 该建议现已完全落实。

6/2020
(FS)
(2021/6)

我们建议建立和维护一个投资登记册，便于相关监督职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将在2021年在财务科实施投资登记。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能部门检查。
该登记册的内部控制将由D/LCA进行。
1) 已实施
2) 投资登记册已经建立，并存储在 WMO 的 Sharepoint 中。批准的投资

关闭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分析投资登记册
的实施情况。

证明包含在 elios 中。随着新投资的需要，投资登记册正在被填充，并
将在 2021 年期间不断完善。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7/2020
(FS)
(2021/7)

在我们的抽样调查中没有发现收入的相关登记有任何错 WMO接受该建议。对于2021年的分摊会费收据，已经实施了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误，同时也了解到 WMO 中只有有限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 由第二名工作人员正式签收的做法，以确保独立检查和核实
1) 已实施
在账目中公布分摊会费，我们建议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插 。
2) 所有接收分摊会费的凭证都有两个签名--通常是财务主管和 C/FIN 的
入新的工作人员，这样，他们应该在表格中披露，以保
证这个过程已经完成，然后由不同的监督员独立检查。

签名。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8/2020
(FS)
(2021/8)

考虑到《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39 条规定的方向，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将与精算师协调，调查使用瑞士长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我们建议管理层在计算贴现率所采用的收益率曲线之外 期政府债券的贴现率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增加2021年财务
1) 正在进行中
，还应在财务报表的说明中披露从 2021 年的财务报表开 报表中的披露，同时确保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一致，使用
2) 精算师已经确认，IPSAS 39 精算报告将包含与瑞士政府债券相关的
始，使用瑞士长期政府债券的贴现率计算的离职后健康 商定的收益率曲线来计算确认的雇员福利负债。
保险精算负债的数额。

敏感性分析。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 精算师已经确认，IPSAS 39 精算报告将包含与瑞士政府债券相关的
敏感性分析。

EC-75/INF.6.1(2), p. 56

N.
9/2020
(FS)
(2021/9)

提出的建议
由审计院负责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为了提高透明度，使人们更容易获得精算报告中显示精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将与精算师合作，确保在精算报告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算负债的信息，我们建议精算师在其报告中披露平均成 中充分披露，以了解精算方法和假设，以及它们的应用。
被本报告中的新建议 9 所取代
1) 正在进行中
本和统计来源。
2) 精算师们确认，IPSAS 39 精算报告将包含显示所要求的信息的额外
披露。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 精算师们确认，IPSAS 39 精算报告将包含显示所要求的信息的额外
披露。已收到精算师的最终报告。

10/2020
(FS)
(2021/10)

为了减少雇员的福利和津贴可能被不当支付的风险，为 WMO 接受这一建议，并将根据联合国系统的做法，寻求确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了加强控制系统的能力，以确保，例如，付款是正确的 定一种加强对自我宣布的权利的控制的方法。例如，联合国
我们将在今后的审计工作中监测服务说明的
1) 正在进行中
，以及所实施的系统充分保护 WMO 免受法律纠纷和任何 秘书处甚至走得更远，甚至将租金补贴作为一项自我认证的
有效性。
不当的付款，因此，我们建议管理层实施和加强电子系 职能，没有来自人力资源或财务的投入。我们还指出，根据 2) WMO 的人力资源中心已被更新，以应对这一建议。公布了一份详细
统，能够保持有效检查的审计跟踪。审计跟踪，例如， 《工作人员细则》的规定，工作人员的虚假申报可能会产生 的应享权利清单以及相应的所需证明文件，供工作人员参考。此外，
还起草了一份服务说明（即将出版），以每年抽查权利接受者的形式
电子核对表，应该能够提供对工作人员为获得福利而提 纪律后果。
供的自我证明进行检查的证据。

引入了额外的控制。该服务说明还澄清了工作人员提供信息的义务，
并解释了对未能提供信息的制裁。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 WMO 的人力资源中心已被更新，以应对这一建议。公布了一份详细
的应享权利清单以及相应的所需证明文件，供工作人员参考。此外，
还发布了第 2021/22 号服务说明，以每年抽查待遇领取者的形式引入
了额外的控制措施，澄清了工作人员在待遇方面的义务并引入了相关
控制措施。引入了初步的抽查。该服务说明还澄清了工作人员提供信
息的义务，并解释了对未能提供信息的制裁。

11/2020
(FS)
(2021/11)

为了减少因纸张管理而导致的相关信息丢失的风险，提 WMO 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启动了数字化项目的工作，顾问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高管理和监测工作人员相关文件的效率和效果，同时提 的档案已被部分扫描（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我们还提请注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1) 已实施
高对福利申请和支付的财务控制的准确性，我们建议实 意，大多数联合国实体还没有将其人事档案完全数字化。作
施人事档案数字化进程，作为第一步，提供所有数据和 为我们项目的一部分，我们（通过行政首长理事会）做了一 2)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新员工的档案都以数字形式保存。考虑
文件的备份，例如将它们上传到 ERP 中。

项调查，反馈是大多数实体已经初步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 到历史上的工作人员档案的数字化，但考虑到所需的大量工作量和财
政资源，无法确定实施追溯性数字化的实际和财政上可行的模式。
有进展。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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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建议

N.
12/2020
(FS)
(2021/12)

由审计院负责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为了加强对雇员福利的有效控制，并保护 WMO 免受工作 WMO接受该建议，酌情加强与工作人员自我申报有关的现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人员虚假申报的风险，我们建议加强法律框架--例如，通 有检查。
我们将在今后的审计工作中监测服务说明的
1) 正在进行中
过发布内部备忘录和/或服务说明--为工作人员获得该具体
有效性。
2) 一份相关的服务说明，提醒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细则》第 112.5
福利的权利提供有效证据，不局限于自我申报，而是提
供具体的文件清单，可与内部和外部数据库进行有效交

条（提供信息的义务）所承担的义务，已经准备好发布。HUB 上公布

叉检查。另一方面，我们也建议加强监管框架，建立对

了一个表格，其中列出了每项福利应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

虚假自我声明的有效制裁，以保护 WMO 免受欺诈性声明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的风险。

1) 已实施
2) 发布了第 2021/22 号服务说明，澄清了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细
则》第 112.5 条应享权利的义务，并引入了相关控制措施。HUB 页面包
含了每项福利所需提供的文件清单，并在 HUB 上公布。

13/2020
(FS)
(2021/13)

WMO接受这一建议，即应按照上述建议的思路制定人力资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1) 人力资源部门在编制人事战略计划时，应考虑到重组的 源战略。
1) 正在进行中
目标，这些目标应更明确，并通过准确和可靠的关键绩
2) 人力资源战略草案已经制定。
效指标来衡量，以及
我们建议

2) 一旦制定了战略计划，人力资源部门应在其资源的财务
规划中适当考虑到未来财务工作中的招聘/退休比例，并/
或加强财务计划的编制，考虑到这些费用的预算风险，
以便向人员支付福利。

正在进行中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正在进行中
2) 在高级管理层务虚会上介绍了人力资源战略，并根据收到的意见进
行了改进。新版本已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与董事会分享，并进一步完
善后提交给执行理事会。 人力资源战略草案已提交给埃利奥斯的执
行管理层，等待秘书长的最终批准。

14/2020
(FS)
(2021/14)

为了评估 2020 年及其后几年的财务影响，考虑到缺乏一 WMO接受该建议，并同意审查现有的事后分析，以纳入建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份全面的事后成本效益文件，我们建议制定一项评估， 议中提到的其他内容。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1) 已实施
从重组的目标出发，加强财务计划的编制，考虑工作人
2）进行了成本分析，提出了重组的总成本。节约的预算金额被重新
员的支出和重组的成本效益与预算风险，例如支付给工
作人员的福利费用。

投资于秘书长批准的 29 个新的工作人员职位。这一点已在 2022-2023
年预算 INF 文件中传达给执行理事会，并成为预算的一个关键因素。
见 2022-2023 年预算 INF 文件中关于新增职位的文件和讨论。EC-73INF06-2-BIENNIAL-BUDGET-FOR-2022-2023.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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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5/2020
(FS)
(2021/15)

由审计院负责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考虑到，如果人力资源部门正式转发详细的财务要素， WMO接受该建议。关于结构调整的具体内容，首席财务官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19 条，与正在进行的 了解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对人员编制的潜在影响。然而，
1) 正在进行中
重组所产生的解雇福利和应计雇员福利（如假期）有关 这并不影响财务报表中的一项规定。基于截至2019年12月31
的拨备可能被认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是需要的，或者可 日确定的重组的具体程度，特别是在无法确定受影响的工作 2) C/HRS 和 C/FIN 之间进行了讨论，并就解决该建议的结构化方法达成
以考虑作为后续事件进行额外披露，我们建议人力资源 人员数量方面，WMO管理层认为，在2019年的财务报表中不 了一项安排。
部门应在年底以正式备忘录的形式系统地转发所有财务 需要作出规定。人们认识到，在编制2019年财务报表时，该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要素，以帮助财务部评估是否需要拨备，以便在报表中 决定的正式化应得到记录和批准。
1）已实施。
公正地呈现财务数据。
2) HRS 和 FIN 之间举行了商定的会议，并交换了相关信息。会议的结
果被记录在一份详细的备忘录中，其中列出了潜在的责任。

16/2020
(FS)
(2021/16)

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并考虑到会议记录 WMO接受关于记录决策会议的行动报告的建议，以加强审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是 WMO 财务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以及所有具有财务 计跟踪。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1) 已实施
影响的事件，因此我们建议加强审计跟踪，作为最佳做
2) 对 WMO 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来自于各种论坛，如董事会、联合咨询
法，通过 i)由内部规则规范的书面工作流程，ii)系统地保
存为重组所进行的会议记录，以及 iii)记录会议期间的讨

委员会等，这些会议都有记录。此外，决定和他们的批准工作流程都

论摘要。议程和会议记录应透明地显示已决定的行动，

记录在 WMO 的文件管理系统 elios 中。它们也通过发布服务说明而正

谁对任何决定负责和问责，以及什么是里程碑和最后期

式化。

限。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17/2020
(FS)
(2021/17)

考虑到 "招聘和解雇福利储备金 "是用来支持招聘和解雇福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与2019年对就业后福利储备金的做法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利费用的，特别是在 2019 年启动的重组的角度，我们认 类似，将对招聘和解雇福利储备金4%的费用是否充足进行
我们将在未来的审计竞赛中进行监督。
1) 已实施
为管理层可以考虑一个预先的程序，至少讨论增加对储 审查。
2) 已经对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 4%的收费是否足够进行了分析，并编
备金的资金的机会，可以用来充分资助重组费用。我们
建议管理层启动一个内部程序，以确定目前 4%的收费是

写了一份备忘录，由 D/GS 批准。分析显示，年度实际费用实质上接

否足以应对未来的这些费用。

近 4%，不包括非常规重组活动；因此，储备金将在 2021 年和 2022 年
保持 4%的费用，并在 2023 年对分析进行更新，以便在下一个财政期
开始时进行潜在的修改。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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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8/2020
(FS)
(2021/18)

提出的建议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由审计院负责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我们建议管理层更新 WMO 的 Oracle ERP 系统，以便能够 WMO接受这一建议，即自动识别和监测在放弃竞争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自动识别和监测在放弃竞争的情况下执行的采购订单或 下执行的采购行动将提高与采购活动有关的内部控制的整体
1) 已实施
合同。
有效性。因此，WMO将考虑实施一个自动工具，无论是在
ERP系统内还是通过一个单独的工具或识别和监测这些豁免 2) 采购科在 Elios 中创建了一个文件夹，将所有在放弃竞争的情况下执
。

行的采购订单或合同归档，以落实该建议。在目前的 ERP 框架内，这
是一个最经济和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当目前的 ERP 将被升级时，
应该探索技术上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与 2021 年 10 月相同。

19/2020
(FS)
(2021/19)

为了避免 TEB 成员在技术评估中受到价格影响的风险，我 WMO接受该建议。双信封制度将适用于所有技术评价，以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正在进行中
们建议管理层修改《常务指令》--第 10 章，在所有采购程 确保所有采购评价适用相同的制度。
1) 正在进行中
序中实施双信封制度。
2) 为了落实这一建议，正在对《常务指令》第 10 章（第 10、11、11
段）进行修订。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正在进行中
2) 为落实这一建议，对《常务指令》第 10 章第 10.11.11 段进行了修
订。
修订后的第 10 章需要通过 Elios 批准。

20/2020
(FS)
(2021/20)

我们建议管理层对目前生效的所有协议进行审查，以确 WMO接受该建议。将审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改采购合同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关闭
定那些自动续约的协议，并在确定后确认正在进行的协 ，以排除自动续约。
1) 正在进行中
议的有效性，并向相关供应商提供关于在协议中纳入合
2) 本建议与采购合同有关。目前正在审查采购合同。到目前为止，唯
理有效期的指示。
一确定要处理的案件是 CMA 的案件。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1) 已实施
2) 本建议与采购合同有关。对采购合同进行了审查，发现唯一需要处
理的案例是 CMA 的案例。
CMA 确认，其与 WMO 的协议应该是无期限的，没有结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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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1/2020
(FS)
(2021/21)

由审计院负责

在审计报告发布之日收到的秘书长的意见

状态为

评估状况

WMO 管理层报告

由意大利审计院审理

关闭
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24 条，财务报表的报 WMO接受这一建议，并将对报表五的编排进行审查，以扩 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更新。
表五包含了正常预算的实际支出与批准的正常预算的对 大报表五所包含的信息，同时确保该年度经常预算的结果继
1) 正在进行中
比细节。此外，财务报表的说明 7 包含了在预算基础上经 续被突出显示出来。
2) 经修订的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报表 V）的初稿已经制定，供初
常预算的总支出与 WMO 普通基金组的总支出之间的调节
。为了透明地了解财务业绩对报表 V 的影响，我们建议，

步讨论。

从下一年开始，报表 V 应在财务报表的表面上进一步扩大

截至 2022 年 3 月的更新。

，以便将该年度经常预算的实际支出与批准的经常预算
以及构成 "财务业绩报表 "下该年度盈余/亏损的全部财务
结果充分对账。

1) 已实施
2) 经修订的预算与实际金额对比表（报表五）已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提
交给外聘审计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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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提交人：秘书长

第七十五届会议

22.VI.2022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日内瓦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

保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
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
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
外部审计员建议的后续行动

1.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四届会议通过了决定 3 (EC-74)--处理外部审计员建议的管理层行动计划，执
行理事会在该计划中请秘书长将外部审计员今后提出的任何建议列入管理层行动计划，与外部审计员及审计和
监察委员会协商，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并每年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管理层行动计划连同年度财务报表。根据这
一决定，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了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

详细管理层行动计划的结构
2.

每项建议的详细管理层行动计划的结构如下：
(a)

参考编号；

(b)

提出建议的年份；

(c)

外部审计员报告的标题；

(d)

外部审计员的建议案文；

(e)

秘书长在提出审计报告之日提出的意见；

(f)

WMO 负责官员；

(g)

建议的执行情况，其中包括：(一)标明“已执行”或“进行中”，和(二)说明已采取的具体行动；

(h)

路线图，说明为充分执行各项建议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

(i)

计划实施日期/到期日期；和

(j)

不执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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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分组
3.

外部审计员的未决建议分类如下：
(a)

瑞士联邦审计署外部审计员在 2020 年和以往年份提出的、尚未落实的 5 项建议，这些建议源自
财务审计(4 项建议)和绩效审计(1 项建议)；

(b)

2021 年发布的 4 项建议，由意大利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员保持未决状态，源自 2020 年财务报
表外部审计；

(c)

2022 年意大利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员提出的 24 项建议和 1 项建议，以及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
的两个问题，源自 2021 年财务报表的外部审计；和

(d)

2022 年意大利审计院外部审计师发布的 6 项建议，源自对 IT 一般控制的外部审计。

监测各项建议和意见的执行情况
4.
对建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并要求 WMO 负责官员提供证据，以证实执行情况。根据审计
和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向其提供证据，并向外部审计员提供证据，供其进行审计。
5.
就 2021 年和 2022 年迄今为止结束的 2021 年及以前年份的外部审计建议采取的行动载于外部
审计员报告(EC-75/INF.6.1(2))附件一至附件三。

世界气象组织负责官员职务缩写表
6.

详细管理层行动计划中提到的 WMO 负责官员的职务名称缩写按字母顺序排列如下。
•

D/CSG：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

D/GS：治理服务司司长

•

D/I：基础设施司司长

•

D/IOO：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

•

D/LCA：法律顾问和行政司长

•

D/LCC：语言、会议和通用服务司长

•

D/MS：会员服务司司长

•

D/WIS：WMO 信息系统处处长

•

C/CNF：会议和共同事务处处长

•

C/FIN：财务科科长

•

C/HRS：人力资源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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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

财务审计(2019 年财务报表)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瑞士联邦审计署(SFAO)外部审计员建议的后续工作(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参考编号

年（发布）

SFAO 的建议

报告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司长)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
明(2022 年 6 月 21 日)

I.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

计划实施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路线图(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月 21 日)

跟进 SFAO 发布的建议(2019 年财务报表)
1)正在进行中 2)《常务指

2020/2

2020

外部审计员报告--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这项建议已被接受。外部审计员提到的合同是 2018 年 12 月 6

令》第十二章修订本已于

SFAO 建议 WMO 严格执行与第

日签订的，2019 年付款。2019 年 1 月 6 日，秘书长批准了《常

2022 年 5 月 20 日获得批准

三方签订合同的授权程序，并确

设指示》新的第 12 章，其中具体规定了与第三方签订合同的授权

保这些程序得到正确执行。

程序。此外，在秘书处改革的背景下，秘书长将加强对协议授权

D/GS 和 D/LCA，由采购官员协
助

并发布；《常务指令》第 10
章仍待执行：已更新该报告
以反映这一建议，目前正在

过程的控制，让采购科负责控制和批准与协议有关的定购单。

有关该建议的《常务指令》
第 10 章修订本将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获得批准并发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违规和潜在欺诈的风险将
增加。

布。

通过 Elios 进行最终批准。
粮农组织建议 WMO 积极开展与
第二道防线有关的活动，特别
是：(i)界定作用和责任，以避免
2020/3

2020

外部审计员报告--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与前线职能不相容；(ii)正式确定
与业务规划、报告和后续措施有
关的程序；(iii)建立直接和正式的
向执行管理层报告的制度；和
(iv)在管理层会议上定期讨论

这项建议已被接受。目前正在更新 WMO 关于三道防线的《常务
指令》。秘书长正在更新和核准主计长职能的职责(从业务预算职
责中分离出来)。D/CSG、MERP 股和主计长将在业务流程和后续
措施方面定期向司长们会报告。ICS 事项将成为今后司长们会定

D/CSG

期会议的一个专门项目，将要求临时主计长根据所作决定采取后
续行动。

1)正在进行中 2)已执行，但

秘书处将继续记录规划和监

ii)正在进行中：目前正在起

测进程，包括进程图。《常

草《常设指示》第 16 章，以

务指令》第十六章终稿将于

反映现有和新出现的规划和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通过并

监测进程和机制

发布。

欺诈活动、弱化内部控
制、不执行强制性活动的
2022 年 9 月 30 日

风险。1)拖延执行外部监
督建议(秘书处)2)欺诈
(秘书处)3)内部政策和程
序不充分(秘书处)

ICS。

2020/6

2020

SFAO 建议 WMO 调整人力资源

这项建议已被接受。WMO 将更新人力资源风险控制矩阵，以处理

风险和控制矩阵。该矩阵应整合

审计员提出的意见。具体而言：㈠正确计算风险评估；(ii)将澄清

外部审计员报告--2019

所有子流程的关键控制措施，包

财务处和人力资源司之间的职责分工；(iii)风险控制将根据流程进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括应对重大财务风险的控制措

行定义，而不是重复 SI 规定的活动；(iv)汇总表中将增加以下方

施。应正式确定和描述控制措施

面的风险：(a)薪金、福利和应享权利的支付;(b)人员配置数据的

的证据。风险评估应充分。

准确性。

人力资源部将至少每年一次
定期审查矩阵，以确保更新
D/GS 和 D/LCA 由 C/HRD 协助

1)正在进行中 2)人力资源风

风险和缓解措施，并根据不

险控制矩阵于 2022 年 1 月

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此

28 日获得 D/GS 批准。

外，人力资源部定期向
D/LCA 报告与人力资源风险
相关的发展情况。

暴露于未预料到的或未被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充分认识的风险；过分强
调次要的或不存在的风
险，从而浪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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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审计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跟进 SFAO 在以往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参考编号

II.

年（发布）

SFAO 的建议

报告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执行”2)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

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2022 年 6 月

的路线图(2022 年 6 月 21

21 日)

日)

计划实施日期(2022 年 6 月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21 日)

6 月 21 日)

跟进食环署署长的建议(2018 年财
务报表)
1)主计长将于 2022 年 6
月前完成审查。2)LCA 将
外部审计员报告-

2019/4

2019

-2018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

瑞典粮农组织建议 WMO 将定期审查 Oracle

接受建议。访问权限的年度审查已添

电子商务套件和活动目录访问权限制度化，

加到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的职责

确保所有汇总表都得到企业所有人的审查和

中。初步审查目前正在协商过程中，

批准。

其中涉及企业主。

不对授权汇总表进行定期

于 2022 年 7 月前完成审
D/一般事务、D/生命周

1)进行中 2)主计长正在审查 LCA 的意

查。3)主计长将在 2022

期评估、D/执行和 D/工

见，并将修订授权矩阵，并将修订后的

年 8 月前向助理秘书长提

授权矩阵发送给 LCA 进行审查。

交订正授权汇总表，供其

作地点信息系统

审查可能会导致职责分工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不当和数据安全问题，导
致内部控制薄弱，即增加
欺诈活动和财务报告不准

核准。4)IT 部门将在

确的风险。

2022 年 9 月前实施已批准
的授权矩阵。

III.

跟进食环署署长的建议(工作表现审
核)
这项建议已被接受。该情况在协议第
二次延期(2018 年 5 月)获批后得到
纠正。该工作计划由 WMO [附件
二，秘书长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签
署]和 INMET(已提供)共同批准，同

INMET/1

2020

时还批准了相应的项目工作计划和预

1)已实施 2)所有项目可交付成果均已

算执行计划(也已提供)。2019 年计

完成。目前正在编写最后捐助者报告和

以 INMET 项目

本署建议世界气象组织根据协议承担有关项

为例对项目管理

目的责任。它应该始终如一地履行自己的职

HPC 设备，以扩展 INMET 超级计算

经验教训的审计

责，以实现战略目标。

机的能力；(2)继续开展与既定工作

告，并由 D/MS 批准，其中的主要建

计划有关的咨询和培训活动。继续开

议将提交给项目管理委员会，以吸取经

展咨询和培训活动是气象和环境技术

验教训和采取未来行动。

研究所的责任，WMO 则负责应要求
签订咨询服务的行政方面的合同。对
于 HPC，2019 年的招标过程导致在
2019 年底与供应商签订合同。
INMET 负责接收货物和清关。交付

无法实现目标和本组织声

最后财务报表。秘书处内部主要流程负

划开展的两项主要活动是：(1)购买
D/MS

责人审查了”INMET 项目内部审查“报

不适用

2022 年 6 月 30 日

誉受损的风险。风险很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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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跟进 SFAO 在以往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参考编号

年（发布）

报告

SFAO 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原定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由于新冠
肺炎，这一计划已被搁置。

WMO 负责官员(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执行”2)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

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2022 年 6 月

的路线图(2022 年 6 月 21

21 日)

日)

计划实施日期(2022 年 6 月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21 日)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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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审计(2020 年 FS)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参考编号

I.

年（发布）

报告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
(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6 月 21 日)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

计划实施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图(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日)

落实审计院提出的建议(2020
年财务报表)
考虑到在国际一级，双重签字比单一签字更能加强内部控
制，因此我们建议在内部指示中明确规定双重签字的要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1/3

2021

-2020 年财务报
表审计

求，特别是在涉及外地办事处时；这些指示应及时传达给

WMO 接受这项建议，并在过去调

他们，并在手册中详细说明。此外，当 WMO 工作人员

查了区域办事处银行账户双重签字

1)正在进行中 2)已与所有银行

(D 级或 P 级)在外地办事处的存在受到限制时，为了提高

的执行情况，并查明了两个主要制

接洽。ANZ 银行账户已被关

财务领域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步骤，

约因素----外地办事处工作人员不

闭。尼日利亚银行正在进行最

在银行的双重签名的效果可能会实现，例如，如果签名者

足，以及银行限制签字人只能是驻

D/GS 和 D/LCA

后的文书工作，以进一步控制

之一是总部工作人员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参与所有业

该国工作人员。WMO 将重新调查

由 C/FIN 协助

银行账户。哥斯达黎加账户认

务)。如果由于 WMO 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以及对拥有签字

区域办事处银行账户的双重签字是

证的最后步骤已经开始。在此

权的非当地人员的限制而无法在银行账户上实行双重签

否可行，如果不可行，将记录其原

之后，哥斯达黎加帐户可以更

字，则应采取与监测、银行账户余额水平和其他措施有关

因和为将相关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

新和关闭。

的缓解控制措施。应通过由区域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总部工

平而采取的缓解控制措施。

现金管理内部控制薄弱或存在欺
已向 SC 尼日利亚提供文件供其

诈活动风险。然而，实际上不执
行的风险很低，因为对于澳新银

查阅。银行将处理更新的文书工
作。哥斯达黎加银行正在等待地

2022 年 7 月 31 日

行和哥斯达黎加：账户正在关

方当局的登记，然后将开始关闭

闭；肯尼亚银行账户没有风险，

银行账户。

因为它已经是双重签名；尼日利
亚银行帐户正在处理中。

作人员签署的经批准的指示，正式确定此类减轻风险的控
制措施，包括说明双重签名不可行的原因。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1/4

2021

-2020 年财务报
表审计

现金管理内部控制薄弱和欺诈活

1)正在进行中 2)内部程序已得

我们建议参照经授权操作所有银行账户的签字人名单，为

WMO 接受这一建议，并已启动严

内部程序和与金融机构的外部关系实施明确的监管框架。

格的程序，修订银行签署人名单，

D/GS 和 D/LCA

此外，我们建议将这一框架明确传达给有关办事处和银

并确认银行已按照 WMO 的指示更

由 C/FIN 协助

行。

新了签署人名单。

到加强，以确保银行账户上有
多个签字人。已更新和审查了
内部常务指令，正在进行最终

动的风险。但是，由于当前流程
执行管理层将在 Elios 中完成并
批准长期有效指令的最终审查。

2022 年 7 月 31 日

单由秘书长核准。

2021/13

2021

-2020 年财务报
表审计

WMO 人力资源职能的效力和效

1)已执行 2)人力资源战略已获

到重组目标，这些目标应通过准确可靠的 KPI 更好地加以
规定和衡量; 2)一旦制定了战略计划，人力资源部在其资

WMO 接受关于应按照上述建议制

D/GS 和 D/LCA

批准。EM、D/GS、D/LCA、

制定实施行动计划；确定优先行

源财务规划中应适当考虑未来财务工作中的招聘/退休比

定人力资源战略的建议。

由 C/HRS 协助

C/FIN、C/HRS 之间的持续沟

动；执行与战略有关的活动。

率，以及/或加强财务计划的编制工作，其中考虑到支付

率降低；工作人员素质下降；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不断变化的需要进行调整。

工作人员福利的这些费用的预算风险。

2021/19

2021

为避免 TEB 成员在技术评估中可能受到价格影响的风

WMO 接受这项建议。将对所有技

-2020 年财务报

险，我们建议管理层通过在所有采购程序中实施双信封系

术评价采用两封袋制度，以确保对

表审计

统来修改《常务指令》-第 10 章。

所有采购评价采用相同的制度。

WMO 作为雇主的吸引力下降；
WMO 工作人员的情况没有根据

通和活动

外部审计员报告-

外部银行合作伙伴确认批准的签
字人，因此风险有限。签署人名

审查和批准。

我们建议：1)人力资源部在制定人事战略计划时，应考虑
外部审计员报告-

和实践包括更新银行签字人和与

1)2)《常务指令》第 10 章仍
D/GS 和 D/LCA，
由采购官员协助

待审议：已更新以实施此建

继续与评审员跟进，直至更新章

议，并通过 Elios 进行最终批

节获得批准。

准。

2022 年 11 月 30 日

缺乏透明度：缺乏监测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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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审计(2021 年财务报表)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参考编号

I.

年（发布）

报告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图
(2022 年 6 月 21 日)

(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落实审计院提出的建议(2021 年财务报表)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1

审计院的建议

WMO 负责官员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将在 2022 年 12 月前识别并放置

我们确认，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对所有资产进行全球核查的进程；然

管理层接受这项建议。执行全球验

而，为了提高登记册的准确性，也为了提高 WMO 资产管理的有效

证的过程目前正在进行中，上述建

D/GS 和 D/LCC，

性，我们建议所有项目都应正确地贴上标签，并记录在固定资产登

议将作为完成该过程的一部分予以

由设施经理协助

记册中，包括位置、转让等信息。

解决。

1)进行中 2)全球实地盘点已完

记录物品上缺失的标签。分配额外

成。Oracle 固定资产模块中的

资源，用于识别采购成本超过 400

信息已相应更新。

瑞郎的资产上缺失的标签(根据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WMO 资产管理效率低下，如果没
有完成实物盘存，所有资产都没
有准确贴上标签。

WMO 政策)。

1)已执行 2)通过秘书处信息技
2022/2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关于目前的库存，我们注意到该公司的核查结果是与 WMO 的登记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册进行人工核对的，因此建议实施自动核对，例如使用自动化工

审计

具。

管理层接受这项建议。当前盘点的
结果将以自动方式进行核对。

D/GS 和 D/LCC，
由设施经理协助

术科提供的脚本自动调节资
不适用

产。调解成功。脚本将保留下
来，以供下次实地盘点进行调

2022 年 6 月 30
日

如果未实施自动对帐脚本，则会
在记录过程中造成重大的时间损
失和错误。

节时使用。

1)正在进行 2)信息技术科与设

2022/3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我们建议制定一个关于资产盘存和管理的全面内部程序，通过执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内部文件(如手册)使之标准化，明确详细说明有效盘存所需的所有

审计

步骤；我们亦建议定期向有关负责人分发及传达这套标准化程序。

施管理员分享了 Oracle 资产
管理层接受这项建议。

D/GS 和 D/LCC，
由设施经理协助

管理指南的链接。将对本指南
进行审查，并考虑将其作为
《常务指令》第 8 章所载资产
盘点程序的基础。

1)一份详细说明 WMO 资产管理所
有步骤的手册将于 2022 年 12 月
完成。2)《常务指令》第八章的更
新工作将于 2023 年第一季度完

2023 年 3 月 31
日

缺乏信息和主管人员的参与

成。

1)正在进行中 2)程序正在制定
中-正在审查 Oracle 资产管理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4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根据建议 n. 3.我们还建议管理层，一旦制定了资产管理的详细程

管理层接受这项建议。管理层将根

序，就评估继续外包这项服务的成本效益；总的来说，通过内部资

据合同续签程序，对与外包服务提

源及时执行详细的程序和流程，可以节省费用，同时可以提高准确

供商的整个合同进行成本效益分

性，降低出错的风险。

析。

D/GS 和 D/LCC，
由设施经理协助

指南，并正在重新审查常务指

将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之前进行

令的第 8 章。确定了承包商

成本效益分析，并将承包商

“ISS”为全球实物盘存提供的服

“ISS“为全球实物盘存提供的服务

务的费用估计数。我们还必须

与 WMO 工作人员在内部执行的相

将这一费用估计数与 WMO 工

同任务进行比较。

作人员执行任务所需的费用进
行比较。

2022 年 9 月 30
日

需要通过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来检
查节省成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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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参考编号

年（发布）

报告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
(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图
(2022 年 6 月 21 日)

(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我们认为租赁协议的几个要素严重限制了 WMO 出售大楼的自由，
例如：(i)地面租约将于 2048 年到期(可能续期至 2068 年)；(ii)放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5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弃“土地所有权”(第六和第七条)；(iii)出售的限制(第 8、9 条)，并

我们将审阅评估报告，并按建议作

补充说，根据第 10 条，WMO 将建筑物的一部分定位给第三方的权

出评估。还将评估限制和财务影

利也受到限制；(iv)更重要的是，第 14 条设想的所有其他条件。因

响。我们注意到，瑞士外部审计员

D/GS 和 D/LCA

此，我们建议管理层启动一个流程(a)定期评估独立专家在估价报告

在上一个财政期间已经对租赁协议

由 C/FIN 协助

中计算的“市场价值”是否有任何实质性下降，从而可能造成与国际

进行了广泛审计。当时未进行观

组织国际投资基金会和日内瓦国家统计局条件有关的损害，根据

察。

1)2)已收集并正在分析总部设
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的其他“表
面权利”的实例。更新财务报表
披露，以反映 2021 年财务报

评估潜在的财务影响，并审查租赁

2023 年 2 月 28

协议中的所有其他条件。

日

财务报表中未反映的潜在财务影
响。

表中的存在和潜在影响。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17 号，以及(b)不仅披露是否存在限制，
而且披露租赁协议中的所有条件可能产生的潜在财务影响。

考虑到会员国实际上完全通过经常预算为 WMO 总部大楼提供资
金，而这些资源并未适当分配给核心科学活动，还考虑到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署的租赁协议中的条款(如第 14 条第 1 和第 2 款)限
制了 WMO 总部的市场价值，不仅通过收取一系列费用和退款，而
2022/6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且通过在土地租赁结束时将建筑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国际组织联合会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2048 或 2068)，我们建议管理层：(i)尽快与国际组织基金会和

审计

日内瓦国家统计局就所有条款重新展开全面谈判，以便在土地租约
结束时充分确认会员国的供资，而不对其价值产生负面影响；(ii)在

截止日期将在审查
本组织主动与国际组织基金会进行
讨论，以解决审计员提出的关切问
题。这些讨论的结果会提交行政局

1)2)已收集并正在分析总部设
D/GS 和 D/LCA

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的其他“表
面权利“实例。

作进一步考虑。

处于同样情况的日
开始与国际组织不动产基金会进行

内瓦其他国际组织

讨论

的情况并与国际组

风险将在稍后阶段进行评估

织组织联合会讨论
后确定

拒绝重新谈判的情况下，尽快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邀请会员国提
交提案，以达成更有利的东道国协议，从而保证会员国的捐款可用
于科学核心活动，而不是资助一栋大楼。
管理层在财务报表中记录了与国际组织基金会贷款有关的实物捐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7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1)正在进行中 2)已确定财务报

助，这些捐助在确认为收入的同时记作费用。2015 年 12 月 15 日
签署的租赁协议第 14 条第 2 点规定，国际组织国际基金会贷款产

我们同意进行必要的评估，并在未

生的利息应从国际组织国际基金会在协议结束时最终支付给世界气

来的财务报表中反映这些评估。

D/GS 和 D/LCA

表中的披露事项，相关分析正

1)确定并记录这些要素的适当会计

由 C/FIN 协助

在 2022 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

处理方法 2)必要时更新财务报表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中。

象组织的“赔偿”中扣除。因此，我们建议根据以前的建议，评估这

如果执行不准确，实物收入和实
物支出的财务报告可能会在财务
报表中得到错误的反映。

一数额是否应在今后的财务报表中继续记作实物捐助和有关支出。

2022/8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我们建议管理层准确调查日内瓦土地登记册所示污染补救行动的风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险和对 WMO 财政资源(潜在损失)的可能影响，并向利益相关方报

审计

告日内瓦国家统计局是否需要支付更多费用。

将进行所要求的调查，并向执行局
报告由此产生的任何潜在责任。

D/GS 和 D/LCA
由 C/FIN 协助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的报告中披露了费用，我们的建议 9/2020 可被视为“已关闭”。然

管理层接受这一建议，并将与精算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而，我们注意到，上述精算报告中所载的资料不足以进行透明和直

服务提供商就行政费用的披露进行

审计

接的核对；因此，我们建议将行政费用与其他单位费用分开，并附
上证明文件和其他适于核查其正确性和充分性的资料。

确定 WMO 对补救措施风险的责任

查明潜在的风险。

(如有)

1)正在进行中 2)计划与精算师

考虑到本组织精算师在其提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政年度
2022/9

1)2)审查“表面权“的条款，以

协调。

D/GS 和 D/LCA
由 C/FIN 协助

举行会议，开始讨论处理该建
议的可能方法。会议于 2022
年 6 月中旬召开，目前正在分
析途径的确定。

2023 年 2 月 28
日

1)与精算师一起分析需求 2)从联合
国叙利亚监督团(联叙监督团)获取

2023 年 2 月 28

所需文件 3)根据需要进行分析 4)

日

更新 2022 年精算报告，并纳入将

如果不执行，可能会出现财务报
告不准确的风险。

如果不执行，离职后健康保险负
债财务报告可能不准确，精算估
值的可审计性可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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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参考编号

年（发布）

报告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
(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6 月 21 日)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图
(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于 2023 年发布的 2022 年最后精
算报告
根据我们的建议 13/2021 (根据外部审计员的意见为

如果不对改革的影响进行持续监

13/2020(FS))，并为了(i)增加对利害相关方信息透明度，(ii)不断
2022/10

2022

测，不对缺点和必要的纠正行动

外部审计员报告--

监察改革的目标能否有效地达到;及(iii)评估是否会不断更新《战略

WMO 建议将这项建议标记为已执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计划》的目标，以实现改革的目标，我们建议及时向会员国和监督

行。这些信息在预算文档和人力资

审计

机构披露(例如，在财务报表附注或特别编制的文件中)人力资源主

源报告中提供给成员。

D/GS 和 D/LCA

1)已实施 2)人力资源战略作为

由 C/HRS 协助

EC-75-INF06.4(2)发布

不适用

2022 年 6 月 30
日

保持充分的透明度，成员们就会
失去对秘书处效率和效力的关键
信任。同样，WMO 必须继续分享

要数据(工作人员和顾问)，说明改革对支出的影响，并将其与《战

有关行政和技术领域战略计划的

略计划》中详细说明的信息和目标相匹配。

行动计划和进展情况的信息。
顾问的业绩得到记录和存档。在进
行最终付款之前，要求提供一份完
整的绩效报告，记录令人满意的绩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11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效。批准聘用顾问的权力下放给部

1)进行中 2)进行了初步讨论，

门主管，他们确认聘用顾问在技术

以确定内部监察事务厅与监

我们建议管理层及时跟踪咨询费用的趋势，以评估咨询费用的增加

上是必要的。各部门司长也监督甄

测、评价、风险和业绩股之间

是否会损害改革的预期影响，作为对裁员的补偿，特别是在聘用咨

选过程。WMO 同意监测和控制适

在评估使用授权方面的责任。

询人支持行政服务而不是科学服务的情况下。根据第 15/21 号服务

当使用顾问的重要性。为此，

D/GS 和 D/LCA

咨询合同已经受到密切监测，

令，我们还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监测单位(或将任务分配给现有机

WMO 将启动一项特别审计，以评

由 C/HRS 协助

有关程序也受到事先审计。每

构)，该单位能够(一)及时评估顾问(事后)提供的业绩质量和/或(二)

估所授予的权力是否得到适当行

项顾问任务的绩效评估均已存

对聘用顾问专门从事行政任务的必要性进行事前评估。

使。将向 IOO 和/或 MERP 收取进

档。各部门司长为每项咨询提

行此类评估的费用。对于今后的咨

供了实质性理由，也可在档案

询人征聘，法律办公室将对总体合

中查阅。

1)2022 年第三季度开展授权使用
情况评估。2)法律办公室应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对正在进行
的咨询合同进行抽查，以确定遵守

2022 年 9 月 30
日

风险很小。咨询合同已经受到密
切监测，有关程序也受到事先审
计。

适用规则的程度。

规情况进行监测，以确保签署的合
同符合政策和程序。这一监测进程
的方式细节尚待确定。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也是关于建议 n 中强调的内容。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12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11、通过管理部门(IT、财务等)的贡献得到加强，每个人都针对自
己的能力，为了设计一个可持续的战略所面临的挑战，例如考虑
(一)不同区域日益增长的需要，(ii)为应付工作人员老化而进行的必
要征聘所产生的财政影响，(iii)需要提高现有的技术技能，(四)采取
措施加强专业一级的性别平等;(五)改进培训活动。

1)确定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源需求 2)
WMO 同意，需要一项考虑到上述
领域的财务战略。不久将发布这样
一项战略。一旦新的信息技术主管
上任，WMO 还将着手制定一项信
息技术战略。

1)财务战略处于最后起草阶
D/GS 和 D/LCA

段。新任资讯科技总监将于七

由 C/HRS 协助

月上任。已提供财务策略草
案。

加强人力资源继任规划 3)确定提高
现有技术技能的需求，4)确定旨在
加强性别平等的措施 5)确定上述措
施所涉经费问题 6)在开发新的企业
资源规划系统的背景下，设计便利
上述任务的信息技术工具。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如果战略活动不协调，人力资
源、财务、信息技术等部门不协
调的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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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年（发布）

报告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
(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6 月 21 日)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图
(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2022/13

2022

WMO 同意，重要的是鼓励工作人

天数的《服务说明》明确规

外部审计员报告--

工作时间的管理和在服务结束时休假，以及㈡加强和执行关于工作

员休年假，而不是积累大量结余。

定，折算选择以 30 天为限，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人员离职前可以累积的假期的规则，例如，要求工作人员在最后一

为此目的，WMO 已将这些日子的

审计

年的服务中提供一个恢复计划，所有过去的假期，只限于支付例外

津贴减少到 30 天。我们认为，在

情况下不使用服务的原因。

这方面不需要采取额外措施。

D/GS 和 D/LCA
由 C/HRS 协助

这是本着减少对本组织的负债

日)

月 21 日)

1)已执行 2)关于年假最大折算
我们建议(i)积极监测工作人员开支的可持续性，也可通过适当控制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通过将支付天数减少到 30 天，缓
解了年假结余过多的财务风险。
不适用

不适用

的精神发布的，同时鼓励及时

如果员工没有充分休年假，运营
风险仍然很高：(1)在任务结束时
休年假，从而影响工作交接;(2)

休年假，保障工作人员的健康

职业倦怠。

和福祉。
1)2)工作人员细则已经正式确
定了这一办法：4.6.20 在员工
计划离职日期前一个月，人力
资源部将开始分发表格
WMO.PER.62。工作人员必须
填写所有需要其输入的部分，
并与表格上所示的每个负责办
公室联络，以获得其许可。工

WMO 正在实施一种共同做法，即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14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风险是在工作人员任务结束时，

作人员应确保在离职前获得所

为了保护本组织免受财务损失的风险，我们建议在工作人员结束服

将最后一份工资降至 80%，并在

务之前采取一切管制措施(例如，规则的修订或事前授权)，以协调

完成所有离职程序后支付剩余部

D/GS 和 D/LCA

规则和派生会计程序。考虑到向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过渡的工作

分。WMO 同意通过发布一份服务

由 C/HRS 协助

正在进行，我们还建议新产品应能够涵盖所有行政紧急情况。

说明来正式确定这一做法，其中列

有批准。4.6.21 应付给本组织
的任何未付预付款将从工作人

不适用

员的最后薪金中扣除。此外，

2022 年 6 月 30
日

债的情况下离职，给本组织造成
财务损失。采取的措施充分解决
了该风险。

在人力资源部收到经充分认证

出了这一过程的细节。

工作人员在未结清所有待处理负

的 WMO.PER.62 表之前，将
再扣留该员工最终工资的
20%。与离职有关的所有其他
付款，如工作人员剩余假期的
折付、回国补助金等，只有在
结清所有未清预付款并归还属
于本组织的所有财产后，才能
支付。“
为了加强对低价值采购的内部控
1)进行中 2)《常务指令》第

监督和执行有关低值采购限额的定
2022/15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为提高采购内部控制的效力，我们建议修订《采购手册》，规定采

期检查的工作根据授予各部门司长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购和合同管理科应负责监督和定期检查《采购手册》第 10.4 点规

的权力授予这些司长。因此，采购

审计

定的低价值采购门槛(4 000 瑞士法郎)。

和合同管理科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工
作。

D/GS 和 D/LCA，
由采购干事协助

10 章显示，低价值采购的授权
已授予司长们。将开展培训活
动，以加强对低价值采购的控
制。

制，采购和合同管理科 (PCM)将为
这两个部安排一系列培训课程。首
先，将在 6 月和 9 月为区域办事处
举办培训(亲自参加)。2022 年 9
月后将在总部提供培训。此外，
PCM 还将负责监督和定期检查低价
值采购。今后将实行自动控制。

2023 年 2 月 28
日

一些部门可能不了解低价值采购
程序，这可能导致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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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年（发布）

报告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16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
(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图
(2022 年 6 月 21 日)

(2022 年 6 月 21 日)

1)2)采购和合同管理科正在每

为了防止通过拆分费用规避采购程序的风险，无论这些费用是否合

WMO 正在开发和实施一个新的企

计，都将超过《采购手册》第 10.4 点所预见的阈值(4，000 瑞士

业资源规划系统。这些控制措施已

D/GS 和 D/LCA，

月对已发出的低价值定购单进

法郎)，我们建议采购科确保制定足够的控制措施，以确定何时可能

列入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企划

由采购干事协助

行人工检查。新的企业资源规

发生这种拆分，从而采取缓解行动。

案。

划系统仍未实施。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将采用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进行
自动控制。企业资源规划是一项全
球性工作，将在行政管理层批准后
实施。这项建议的到期日与企业资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有些请购人可能绕过低价值采购
的门槛。

源规划系统的实施有关。

我们建议：1)当请求对现有合同进行修改，意味着对已授予合同的

2022/17

2022

财务增加时，请求部门应预见并签署中立和无利益冲突声明；2)在

同意这些建议。关于建议 3 第 2

外部审计员报告--

批准此类合同延长期限和增加金额时，采购部或需求部门应尝试与

段：WMO 的选择过程旨在通过对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选定的供应商重新谈判价格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验证市场上是

技术和财务报价的全面评估，获得

审计

否存在更低的价格或更好的报价；3)如果根据正式招标方法的例外

最佳性价比。这不一定是最便宜的

情况授予合同，则申请部门应预见并签署中立和无利益冲突的声明

出价(最低价)。

根据商定的建议更新常务指令
D/GS 和 D/LCA，
由采购干事协助

1)2)《常务指令》第 10 章正
在分发。

(2022 年 12 月前)。一旦该报告获
得批准和公布，将进行进一步审
查，以确保其反映中立和无利益冲

导致合同管理效率低下，难以批
二○二二年十二月

准例外情况；导致供应商的影响

三十一日

力损害我们的声誉；未能首先确
定利益冲突。

突的声明。

(FRR 113.15)。
由于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已经授予的金额低于 200 千瑞士法郎的
2022 年第 1
季

2022

根据商定的建议更新现行指令

外部审计员报告--

合同在财务和时间上延期后，该合同最终可能导致金额超过为抗议

WMO 同意这项建议。根据采购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挑战设想的 200 千瑞士法郎的阈值，出于透明度和保证的目的，我

合同委员会的门槛值，门槛值将降

审计

们建议降低这一阈值，至少是对由于所授供应或服务的性质而须延

至 100 千瑞士法郎。

D/GS 和 D/LCA，
由采购干事协助

1)正在进行中 2)目前正在分发
《常规指令》第 10 章。

划中列入方案的所有活动；(ii)内部监察事务厅工作人员没有履行评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价职能的内部能力；(iii)根据 IOO 章程，IOO 被赋予评价职能；因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此，我们建议秘书长审查是否可能在内部监察事务厅工作人员中增

审计

加一名具有评价能力和审计技能(提供所需资源)常设干事，以确保
㈠在三年期间充分涵盖主要风险领域，㈡在认为适当时可利用内部

险概况等总体背景下考虑在内部监
察办公室增设评价员职位的可能

的评价政策，特别是考虑是否
高级管理层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我们建议制定一项与年度工作计划相一致的年度培训方案，以评估
执行该方案所需专业技能的适当性。

个相当高的门槛，拒绝向报价人
提出抗议的权利。

求、风险概况等总体背景下，

将在 2022 年第四季度举行的第
39 届会议上向 AOC 提交一份针对
该建议的提案，供其审议。

2023 年 3 月 31
日

通过评价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的保
证的可信度可能被认为是有限
的。

价员职位。

CPE 时数并保持/提升其技能组
合。这种培训是与联合国其他组

D/IOO

织、专业网络等合作提供的。这种
培训将正式化并记录在案。
这项建议已被接受。外部 QAR 也

2022

可能在 WMO 的资源、评价需
在内部监察办公室增加一个评

性。

IOO 向其员工提供培训，以完成
外部审计员报告--

2022/20

三十一日

对程序不公平的看法；仅基于一

1)执行管理层正在审查 WMO
将在 WMO 的资源、评价需求、风

或外部资源开展评价活动。

2022/19

以将门槛降至 100，000 瑞士法

二○二二年十二月

对审计院提出的建议的后续行动-相关(2021 年财务报表)

考虑到：㈠内部监察事务厅的内部资源甚至不足以支付年度工作计

2022/18

批准并发布，将进行进一步审查，
郎。

期的合同，以便扩大未中标的投标人利用抗议程序的可能性。

II.

(2022 年 12 月前)。一旦指令获得

外部审计员报告--

我们建议内部审计办公室司长定期(至少每两年一次)对内部审计员

提出了类似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协会所有标准和三线模式的遵守情况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以支持

全面的定期自我评估，并将结果报

审计

定期改进内部审计办公室，确定所需采取的所有行动。

告给 AOC。下一次自我评估将在
2024/25 年度进行。

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能

1)正在进行中 2)内部监察办公

2022 年计划/提供的培训和 2023

室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专

年的培训计划将在 2022 年 11 月

2022 年 11 月 30

业网络等合作，向其工作人员

的下一次会议上提交给 AOC，以供

日

提供培训。培训将记录在案。

参考。

不具备适当的技能/能力，无法令
人满意地完成工作计划，从而影
响了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的保证的
质量。

1)进行中 2)外部质量评估报告
D/IOO

(QAR)也提出了类似建议。每

下一次自我评估将在 2024/25 年

两年进行一次全面的定期自我

度进行。

评估，并将结果报告给 AOC。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内部审计活动可能不符合《国际
专业实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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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年（发布）

报告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WMO 负责官员
(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图
(2022 年 6 月 21 日)

(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主计长办公室是最近设立的，其职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21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能和任务正在演变。自那时以来，

1)2)主计长办公室最近成立，

我们建议，内部监察事务厅司长还应定期评估主计长办公室，以检

它成立的背景也发生了变化。IOO

其职能和任务正在演变。自那

查财政和人力资源是否足以完成其任务。

将尝试在 POW 2022 中纳入一项

D/IOO

时以来，它成立的背景也发生
了变化。

工作，以审查主计长办公室的运作

IOO 将探索在 2022 年纳入对主计
长办公室的审查。这方面的情况将
于 2022 年 11 月向 AOC 报告。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作为二线的财务司长缺乏充分性
和有效性。

情况。
1)联检组在其关于 WMO 管理

联检组在其“管理和行政审查”中对

和行政审查的报告中对内部监

内部监察事务厅进行的“管理评价”

察事务厅进行的“管理评价”提

提出了意见，并提出了一项“软性”
2022/22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我们建议修订内部监察事务厅章程，规定不得要求内部监察事务厅

建议。此后，IOO 回避了上述任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提供咨询服务，除非有紧急事项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明确此类

务，WMO 与儿童基金会就这项任

审计

咨询服务的目标，事先规定保障 IOO 独立性的措施。

务达成了一项协议。今后，只有在

出了意见，并就此提出了一项
D/IOO

“软性”建议。此后，IOO 回避
了上述任务，WMO 与儿童基
金会就这项任务达成了一项协

独立性没有风险的情况下，才能提

只有在独立性没有风险的情况下，
才会提供咨询服务。IOO 章程的下
一次修订将作出必要的规定。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IOO 的客观性可能受损。

议。IOO 回避了咨询服务，并

供咨询服务。IOO 章程的下一次修

将修订 IOO 章程的下一个版

订将作出必要的规定。

本。
1)(2022 年 12 月前)需要审议
WMO 的总体人力资源战略和其他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23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根据联检组表达的意见，我们建议修订 IOO 章程，规定 IOO 司长
的任期为五至七年，不得连任，任期结束后不得在 WMO 内任职。

监管规定; 2)向审计和监察委员

将考虑这项建议。实施方式将需要
考虑 WMO 的总体人力资源战略和

法律顾问

其他监管规定。

1)2)需要审议 WMO 的总体人

会、EC 和大会提交秘书处关于修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力资源战略和其他管理规定。

订财务条例的提案(2023 年 3 月

三十一日

IOO 的独立性可能被认为受到损
害。

前)；3)AOC、EC 审查(2023 年 5
月前)；4)大会审查(2023 年 6 月
前)。

基于风险的年度工作计划由 AOC
2022/24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我们建议修订内部监察事务厅章程，规定内部监察事务厅司长应提

根据其职权范围进行审查。外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出一份基于风险的工作计划，由审计和监察委员会讨论和批准，秘

QAR 还建议工作计划由 AOC 批

审计

书长应根据批准的计划提供充足的资源。

准。AOC 将对此进行考虑，并根据
需要对 IOO 章程进行适当修改。

III.

对审计院提出的建议的后续行动-EC 相关(2021 年财务报表)

1)正在进行中 2)AOC 根据其
D/IOO

职权范围对基于风险的年度工
作计划进行审查。外部 QAR 还
建议工作计划由 AOC 批准。

AOC 将考虑基于风险的工作计划，
并根据需要对 IOO 章程进行适当
修改。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IOO 活动的独立性可能会被认为
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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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参考编号

2022/EC1

年（发布）

2022

报告

审计院的建议

外部审计员报告--

我们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有必要要求瑞士国家银行在持有 WMO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经常账户时获得平衡的条件，以保护其预算和业务资本，因为国际

审计

组织不是正常的金融经营者，不能受制于市场条件和不可预测性。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的意见

不适用

WMO 负责官员
(司长)

执行理事会

执行情况 1)“已执行”或“正在
执行”2)所采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6 月 21 日)

1)正在进行中 2)由 EC 指定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路线图
(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月 21 日)

由 EC 指定

由 EC 指定

由 EC 指定

由 EC 指定

难以保护会员国的预算和业务资
本(来自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2)秘书处正在与日内瓦的其

外部审计员报告-2022/EC2

2022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

我们提请行政会议注意(i)是否需要要求管理层立即开始与国际组织

他联合国机构(国际电联、知识

基金会就所有不平衡条款重新谈判，(ii)是否有必要请会员国向

产权组织)联络，以了解这些机

WMO 秘书处提交关于可能更有利的东道国协定的提案，以作为
WMO 总部的东道国，会员国的捐款被指定用于科学核心活动，而

不适用

执行理事会

构采取了哪些行动。此后，秘
书处将决定前进的方向，并与

不是资助日内瓦的一座大楼，从那里获得财政利益的只有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基金会联系，讨论是

联合会和日内瓦国家机构。

否可能加强 WMO 大楼的土地
租赁协议。

削弱了过去 20 年从会员国收到的
分摊会费(来自外部审计员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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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GC(2021 FS)

I.

参考编号

I.

2022/IT1

2022/IT2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年（发布）

报告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
的意见

WMO 负责官
员(司长)

执行情况 1)“已执行”
或“正在执行”2)所采
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6 月 21 日)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
动的路线图(2022 年 6
月 21 日)

1)进行中 2)主计长正
在审查 LCA 的意见，
并将修订授权矩阵，
并将修订后的授权矩
阵发送给 LCA 进行审
查。

1)主计长将于 2022 年
6 月前完成审查。
2)LCA 将于 2022 年 7
月前完成审查。3)主计
长将在 2022 年 8 月前
向助理秘书长提交订正
授权汇总表，供其核
准。4)IT 部门将在
2022 年 9 月前实施已
批准的授权矩阵。

1)进行中 2)主计长正
在审查 LCA 的意见，
并将修订授权矩阵，
并将修订后的授权矩
阵发送给 LCA 进行审
查。

1)主计长将于 2022 年
6 月前完成审查。
2)LCA 将于 2022 年 7
月前完成审查。3)主计
长将在 2022 年 8 月前
向助理秘书长提交订正
授权汇总表，供其核
准。4)IT 部门将在
2022 年 9 月前实施已
批准的授权矩阵。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月 21 日)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落实审计院提出的建议(2021 年财务报表附件)

2022

2022

外部审计员报告：
信息科技一般控制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附件

外部审计员报告：
信息科技一般控制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附件

我们建议 WMO 至少每年对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
应用程序的所有现有账户进行一次访问权审查，而
不仅仅是特权账户。

根据 SFAO 建议 4/2018(FS)(2019/4)，我们建
议 WMO 以企业所有者可识别的方式加快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功能矩阵的定期审查(至少每年一
次)。

接受了。特权帐户和 IT 帐
户已由 IT 管理层按季度进
行审查。业务部门应审查
业务账户，作为主计长审
查授权矩阵的一部分，见
建议(2022/IT2)。

接受了。业务部门应对业
务账户(职能部门)进行审
查，作为控制员执行的授
权矩阵审查的一部分。该
建议似乎与建议
(2022/IT1)部分重叠。

D/GS、D/I、
D/WIS 和控
制器

D/GS、D/I、
D/WIS 和控
制器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不对授权汇总表进行
定期审查可能会导致
职责分工不当和数据
安全问题，导致内部
控制薄弱，即增加欺
诈活动和财务报告不
准确的风险。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不对授权汇总表进行
定期审查可能会导致
职责分工不当和数据
安全问题，导致内部
控制薄弱，即增加欺
诈活动和财务报告不
准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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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参考编号

2022/IT3

2022/IT4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年（发布）

2022

2022

报告

外部审计员报告：
信息科技一般控制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附件

外部审计员报告：
信息科技一般控制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附件

审计院的建议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
的意见

我们建议 WMO 加强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数据库
中密码设置的安全性，根据最佳做法设置以下参
数：1.密码使用期限(BP：90 天或更短)2.登录尝
试失败(BP：3 和 5 之间)3.密码锁定时间(BP：至
少 5 天)IDLE_TIME(BP：60 天或更短)

接受了。加强了与复杂性
相关的密码设置。当前的
2022 年信息安全计划包
括审查和实施以下建议参
数：(a)电算中心将制定一
个配置文件，以执行为所
有账户建议的四个参数，
但服务账户除外。b)为服
务帐户实施这些参数可能
存在风险(例如，锁定帐户
可能导致 ERP 中断)。如
果没有风险或风险很低，
UNICC 将创建一个特定的
配置文件来设置这些参
数，CISO 将更新控制程
序，以确保这些密码被重
置并定期保存在保险库
中。

我们建议删除或阻止 Oracle 电子商务套件数据库
中所有 24 个具有默认口令的默认帐户。

接受了。根据国际电算中
心的资料，其中 22 个账
户用于 WMO 机构资源规
划系统未实施/使用的应用
程序，根据首席信息安全
官员的资料，这些账户没
有登录活动。这些帐户可
能无法删除，因为它们是
标准帐户，但如果没有风
险，则可以将其阻止。至
于剩下的两个帐户，它们
是只读服务帐户；国际电
算中心将评估是否可以封
锁这些账户，如果不能，
将根据建议(2022/IT3)定
期更改密码。

执行情况 1)“已执行”
或“正在执行”2)所采
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6 月 21 日)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
动的路线图(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月 21 日)

D/I & D/WIS

1)正在进行中 2)按照
当前 2022 年信息安
全计划的规定，路线
图将相应实施。

1)联合国国际电子计算
中心(电算中心)将制定
一个概况，以执行为所
有账户(服务账户除外)
建议的四个参数。2)为
服务帐户实施这些参数
可能存在风险(例如，
锁定帐户可能导致 ERP
中断)。如果没有风险
或风险很低，国际电算
中心将创建一个具体的
配置文件来设置这些参
数。3)首席信息安全官
(CISO)将更新控制程
序，以确保定期重置这
些密码并将其保存在保
险库中。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非最佳密码设置会增
加滥用的风险。

D/I & D/WIS

1)2)据国际电算中心
称，其中 22 个账户用
于 WMO 机构资源规
划系统未实施/使用的
应用程序，根据
CISO，这些账户没有
登录活动。这些帐户
可能无法删除，因为
它们是标准帐户，但
如果没有风险，则可
以将其阻止。至于剩
下的两个帐户，它们
是只读服务帐户。

其中 22 个账户可能无
法删除，因为它们是标
准账户，如实施情况中
所述。如果没有风险，
将采取措施阻止它们。
国际电算中心将评估是
否可以封锁这些账户，
如果不能，将根据建议
(2022/IT3)定期更改
密码。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网络攻击者可能会访
问所有连接的用户帐
户和数据库以及所有
类型的信息。

WMO 负责官
员(司长)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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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编号

2022/IT5

2022/IT6

详细的管理层行动计划：外部审计员建议的跟进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年（发布）

2022

2022

报告

外部审计员报告：
信息科技一般控制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附件

外部审计员报告：
信息科技一般控制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附件

审计院的建议

我们建议 WMO 加强 Active Directory 中密码设
置的安全性，根据最佳做法设置以下参数：1.密码
最短使用期限(BP：1 或更高)2.在(BP：60 分
钟)3.账户锁定持续时间(BP：0 零)空闲会话超时
(BP：15 分钟)

我们建议加强 Active Directory 中强化设置的安全
性，根据最佳做法设置以下参数：审核策略更改(业
务伙伴：成功与失败)

截至审计报告日期秘书长
的意见

接受了。

接受了。

WMO 负责官
员(司长)

D/I & D/WIS

D/I & D/WIS

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情况 1)“已执行”
或“正在执行”2)所采
取具体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6 月 21 日)

描述仍需采取的具体行
动的路线图(202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计划实施
日期)(2022 年 6
月 21 日)

1)正在进行中 2)正在
审查密码设置的安全
策略，以实施建议。

1)密码设置安全政策的
审查工作将于 2022 年
10 月完成，新政策将
由执行管理层批准。2)
国际电算中心将于
2022 年 11 月前实施
新政策。3)将进行核
查，以确保新的安全政
策得到有效执行。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非最佳密码设置会增
加滥用的风险。

1)正在进行中 2)正在
审查密码设置的安全
策略，以实施建议。

1)活动目录(AD)中设
置的安全政策审查将完
成，执行管理层将于
2022 年 10 月前批准
新政策。2)国际电算中
心将于 2022 年 11 月
前实施新政策。3)将进
行核查，以确保新的安
全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二○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如果网络攻击者能够
访问 AD 系统，他们
可能会访问所有连接
的用户帐户、数据
库、应用程序和所有
类型的信息。

不执行的风险(2022
年 6 月 21 日)

天气 气候 水

EC-75/INF. 6.2

世界气象组织

提交者：

执行理事会

秘书长

第七十五次届会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2022.6.9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
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

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
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
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财务和行政事项
财务事宜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会员会费缴纳状况
1.

所附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会员会费缴纳状况报表----是根据《财务条
例》第 8.9 条提交的。此外，还请各会员审阅季度财务报告，其中载有关于各会员缴款情况
的补充资料和 WMO 其他相关财务资料。

2.

《财务条例》第 8.4 条规定：“会费和预付款应在收到秘书长按 8.3 款所发的通知后
三十天内如期、全额交纳，或在相应年度的第一天交纳，无论哪个，以后者为准。”由于关
于 2022 年分摊会费的函件已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发送给所有成员国，因此该款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到期应全额支付。

3.

从所附报告中可以看出，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未缴摊款总额为 4450 万瑞士法
郎，占 2022 年摊款总额的 65% 以上，比 2021 年 5 月 31 日减少了 890 万瑞士法郎。

4.

WMO 会员继续紧急关注全额和及时缴纳分摊会费，对于确保 WMO 有效和高效地
开展核定活动至关重要。

EC-72/INF. 6.2, p. 2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ummary - Arrears, Assessments, Collections and Statistics
(Amounts in Swiss Francs)

2022

%

2021

%

1. Contributions outstanding at 1 January
1.1 Arrears
1.2 Assessment for current year

30,761,342
67,886,100

25,173,926
67,886,100

1.3 Total outstanding at 1 January

98,647,442

93,060,026

2. Contributions received at 31 May
2.1 Applied to arrears
2.2 Applied to current year assessments

16,892,792
37,245,843

55
55

4,258,455 17
35,419,860 52

54,138,634

55

39,678,315 43

3. Contributions outstanding at 31 May
3.1 Arrears
3.2 For current year

13,868,550
30,640,257

45
45

20,915,471 83
32,466,240 48

3.3 Total outstanding at 31 May

44,508,807

45

53,381,711 57

2.3 Total received 31 May

4. Member statistics as at 31 May
4.1 Members who have made a payment

106

93

4.2 Members fully paid

85

72

4.3 Members owing for current year only

40

47

4.4 Members owing for current and prior years
4.5 Members having lost voting rights

68
32

74
37

5. Outstanding advances to Working Capital Fund
6. Contributions received in advance for future years

601

601

2,028,406

16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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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FUND
STATEMENT SHOWING STATUS OF CONTRIBUTIONS AS AT 31 May 2022
(Amounts expressed in Swiss Francs)
Contributions paid

Due at 1 January
Member

Oldest
Year

Past Years

2022

Past Years

2022

Due to
Working
Capital Fund

Current Arrears
Oldest
Year

Total

Past Years

2022

Total

1

Afghanistan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2

Albania

2019

40,120.70

13,577.22

12,966.26

-

12,966.26

2020

27,154.44

13,577.22

40,731.66

-

3

Algeria

2022

-

95,040.54

-

-

-

2022

-

95,040.54

95,040.54

-

4

Andorra

2022

-

13,577.22

-

1,397.18

1,397.18

2022

-

12,180.04

12,180.04

-

5

Angol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6

Antigua and Barbuda

2018

52,177.35

13,577.22

-

-

-

2018

52,177.35

13,577.22

65,754.57

-

7

Argentina

2020

1,208,372.10

604,186.29

604,236.00

-

604,236.00

2021

604,136.10

604,186.29

1,208,322.39

-

8

Armeni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9

Australia

2022

-

1,479,916.98

-

1,479,916.98

1,479,916.98

-

-

-

-

-

10

Austria

2022

-

454,836.87

-

454,836.87

454,836.87

-

-

-

-

-

11

Azerbaijan

2022

-

33,943.05

-

33,943.05

33,943.05

-

-

-

-

-

12

Bahamas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3

Bahrain

2022

-

33,943.05

-

33,943.05

33,943.05

-

-

-

-

-

14

Bangladesh

2021

606.54

13,577.22

-

-

-

2021

606.54

13,577.22

14,183.76

-

15

Barbados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6

Belarus

2022

-

33,943.05

-

-

-

2022

-

33,943.05

33,943.05

-

17

Belgium

2022

-

549,877.41

-

-

-

2022

-

549,877.41

549,877.41

-

18

Belize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19

Benin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20

Bhutan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21

Bolivia

1985

470,393.48

13,577.22

-

-

-

1985

470,393.48

13,577.22

483,970.70

-

22

Bosnia and Herzegovin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23

Botswan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24

Brazil

2020

2,337,559.33

1,968,696.90

-

-

-

2020

2,337,559.33

1,968,696.90

4,306,256.23

-

25

British Carribean Territories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26

Brunei Darussalam

2022

-

20,365.83

-

20,365.83

20,365.83

-

-

-

-

-

27

Bulgaria

2022

-

33,943.05

-

33,943.05

33,943.05

-

-

-

-

-

28

Burkina Faso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29

Burundi

2016

70,866.55

13,577.22

-

-

-

2016

70,866.55

13,577.22

84,443.77

-

30

Cabo Verde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31

Cambodia

2021

12,458.74

13,577.22

-

-

-

2021

12,458.74

13,577.22

26,035.96

-

32

Cameroon

2018

40,873.64

13,577.22

-

-

-

2018

40,873.64

13,577.22

54,450.86

-

33

Canada

2022

-

1,826,136.09

-

1,826,136.09

1,826,136.09

-

-

-

-

-

34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1983

451,995.16

13,577.22

-

-

-

1983

451,995.16

13,577.22

465,572.38

-

35

Chad

2007

193,875.44

13,577.22

-

-

-

2007

193,875.44

13,577.22

207,452.66

-

36

Chile

2022

-

271,544.40

-

271,544.40

271,544.40

-

-

-

-

-

37

China

2022

-

8,024,137.02

-

8,024,137.02

8,024,137.02

-

-

-

-

-

38

Colombia

2021

190,079.11

190,081.08

190,079.11

1.97

190,081.08

2022

-

190,079.11

190,07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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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FUND
STATEMENT SHOWING STATUS OF CONTRIBUTIONS AS AT 31 May 2022
(Amounts expressed in Swiss Francs)
Contributions paid

Due at 1 January
Member

Oldest
Year

Past Years

2022

Past Years

2022

Due to
Working
Capital Fund

Current Arrears
Oldest
Year

Total

Past Years

2022

Total

39

Comoros

1991

387,150.56

13,577.22

-

-

-

1991

387,150.56

13,577.22

400,727.78

40

Congo

2016

70,445.74

13,577.22

-

-

-

2016

70,445.74

13,577.22

84,022.96

-

41

Cook Islands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42

Costa Rica

2021

12,400.60

40,731.66

-

-

-

2021

12,400.60

40,731.66

53,132.26

-

43

Côte d'Ivoire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44

Croatia

2022

-

54,308.88

-

54,308.88

54,308.88

-

-

-

-

-

45

Cuba

2017

222,763.15

54,308.88

-

-

-

2017

222,763.15

54,308.88

277,072.03

-

46

Curacao & Sint Maarten

2021

12,937.01

13,577.22

-

-

-

2021

12,937.01

13,577.22

26,514.23

-

47

Cyprus

2022

-

27,154.44

-

27,154.44

27,154.44

-

-

-

-

-

48

Czech Republic

2022

-

210,446.91

-

210,446.91

210,446.91

-

-

-

-

-

49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5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1988

414,325.94

13,577.22

-

-

-

1988

414,325.94

13,577.22

427,903.16

-

51

Denmark

2022

-

373,373.55

-

-

-

2022

-

373,373.55

373,373.55

-

52

Djibouti

2019

27,353.59

13,577.22

-

-

-

2019

27,353.59

13,577.22

40,930.81

-

53

Dominica

2010

154,890.18

13,577.22

-

-

-

2010

154,890.18

13,577.22

168,467.40

-

54

Dominican Republic

2020

52,894.28

33,943.05

-

-

-

2020

52,894.28

33,943.05

86,837.33

-

55

Ecuador

2020

57,909.49

54,308.88

-

-

-

2020

57,909.49

54,308.88

112,218.37

-

56

Egypt

2022

-

122,194.98

-

-

-

2022

-

122,194.98

122,194.98

-

57

El Salvador

2003

244,873.07

13,577.22

-

-

-

2003

244,873.07

13,577.22

258,450.29

-

58

Eritrea

2019

39,896.03

13,577.22

39,896.03

13,577.22

53,473.25

-

-

-

-

-

59

Estonia

2022

-

27,154.44

-

27,154.44

27,154.44

-

-

-

-

-

60

Eswatini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61

Ethiopia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62

Fiji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63

Finland

2022

-

285,121.62

-

285,121.62

285,121.62

-

-

-

-

-

64

France

2022

-

2,959,833.96

-

2,959,833.96

2,959,833.96

-

-

-

-

-

65

French Polynesi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66

Gabon

2005

212,951.31

13,577.22

-

-

-

2005

212,951.31

13,577.22

226,528.53

-

67

Gambia

2021

268.00

13,577.22

-

-

-

2021

268.00

13,577.22

13,845.22

-

68

Georgia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69

Germany

2022

-

4,073,166.00

-

4,073,166.00

4,073,166.00

-

-

-

-

-

70

Ghana

2018

53,086.96

13,577.22

-

-

-

2018

53,086.96

13,577.22

66,664.18

-

71

Greece

2022

-

244,389.96

-

244,389.96

244,389.96

-

-

-

-

-

72

Guatemala

2019

73,758.27

27,154.44

73,758.27

27,154.44

100,912.71

-

-

-

-

-

73

Guinea

2017

54,024.85

13,577.22

-

-

-

2017

54,024.85

13,577.22

67,602.07

-

74

Guinea-Bissau

1997

319,509.64

13,577.22

-

-

-

1997

319,509.64

13,577.22

333,086.86

-

75

Guyana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76

Haiti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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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FUND
STATEMENT SHOWING STATUS OF CONTRIBUTIONS AS AT 31 May 2022
(Amounts expressed in Swiss Francs)
Contributions paid

Due at 1 January
Member

Oldest
Year

Past Years

2022

Past Years

2022

Due to
Working
Capital Fund

Current Arrears
Oldest
Year

Total

Past Years

2022

Total

77

Honduras

2020

14,062.68

13,577.22

-

-

-

2020

14,062.68

13,577.22

27,639.90

-

78

Hong Kong, Chin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79

Hungary

2022

-

135,772.20

-

135,772.20

135,772.20

-

-

-

-

-

80

Iceland

2022

-

20,365.83

-

-

-

2022

-

20,365.83

20,365.83

-

81

India

2022

-

549,877.41

-

549,877.41

549,877.41

-

-

-

-

-

82

Indonesia

2022

-

366,584.94

-

-

-

2022

-

366,584.94

366,584.94

-

83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2018

997,228.21

264,755.79

-

-

-

2018

997,228.21

264,755.79

1,261,984.00

-

84

Iraq

2022

-

81,463.32

-

-

-

2022

-

81,463.32

81,463.32

-

85

Ireland

2022

-

251,178.57

-

251,178.57

251,178.57

-

-

-

-

-

86

Israel

2022

-

319,064.67

-

-

-

2022

-

319,064.67

319,064.67

-

87

Italy

2022

-

2,213,086.86

-

2,213,086.86

2,213,086.86

-

-

-

-

-

88

Jamaica

2020

18,011.44

13,577.22

18,011.44

-

18,011.44

2022

-

13,577.22

13,577.22

-

89

Japan

2022

-

5,729,586.84

-

-

-

2022

-

5,729,586.84

5,729,586.84

-

90

Jordan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91

Kazakhstan

2022

-

122,194.98

-

122,194.98

122,194.98

-

-

-

-

92

Kenya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93

Kuwait

2022

-

169,715.25

-

-

-

2022

-

169,715.25

169,715.25

-

94

Kyrgyz Republic

2005

212,594.79

13,577.22

94,516.94

-

94,516.94

2013

118,077.85

13,577.22

131,655.07

-

95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96

Latvia

2022

-

33,943.05

-

33,943.05

33,943.05

-

-

-

-

-

97

Lebanon

2021

33,943.05

33,943.05

-

-

-

2021

33,943.05

33,943.05

67,886.10

-

98

Lesotho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99

Liberia

1980

485,579.44

13,577.22

-

-

-

1980

485,579.44

13,577.22

499,156.66

300.50

100

Libya

2015

456,753.25

20,365.83

256,289.00

-

256,289.00

2017

200,464.25

20,365.83

220,830.08

-

101

Lithuania

2022

-

47,520.27

-

47,520.27

47,520.27

-

-

-

-

-

102

Luxembourg

2022

-

47,520.27

-

47,520.27

47,520.27

-

-

-

-

-

103

Macao, Chin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04

Madagascar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05

Malawi

2009

163,567.33

13,577.22

-

-

-

2009

163,567.33

13,577.22

177,144.55

-

106

Malaysia

2022

-

230,812.74

-

230,812.74

230,812.74

-

-

-

-

-

107

Maldives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108

Mali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09

Malt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10

Mauritania

2011

133,220.67

13,577.22

13,196.40

-

13,196.40

2012

120,024.27

13,577.22

133,601.49

-

111

Mauritius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12

Mexico

2022

-

862,153.47

-

862,153.47

862,153.47

-

-

-

-

-

113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2020

25,477.42

13,577.22

-

-

-

2020

25,477.42

13,577.22

39,054.64

-

114

Monaco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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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Mongolia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116

Montenegro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17

Morocco

2021

33,943.05

33,943.05

33,943.05

-

33,943.05

2022

-

33,943.05

33,943.05

-

118

Mozambique

2020

14,188.18

13,577.22

-

-

-

2020

14,188.18

13,577.22

27,765.40

-

119

Myanmar

2021

786.25

13,577.22

786.25

13,483.68

14,269.93

2022

-

93.54

93.54

-

120

Namibi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21

Nauru

2020

14,939.80

13,577.22

14,939.80

13,577.22

28,517.02

-

-

-

-

-

122

Nepal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123

Netherlands

2022

-

909,673.74

-

909,673.74

909,673.74

-

-

-

-

-

124

New Caledoni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25

New Zealand

2022

-

196,869.69

-

196,869.69

196,869.69

-

-

-

-

-

126

Nicaragua

2022

-

13,577.22

-

11,804.67

11,804.67

2022

-

1,772.55

1,772.55

-

127

Niger

2016

69,743.04

13,577.22

-

-

-

2016

69,743.04

13,577.22

83,320.26

-

128

Nigeria

2020

325,853.28

162,926.64

162,926.64

-

162,926.64

2021

162,926.64

162,926.64

325,853.28

-

129

Niue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130

North Macedonia

2021

8,667.22

13,577.22

8,667.22

-

8,667.22

2022

-

13,577.22

13,577.22

-

131

Norway

2022

-

502,357.14

-

502,357.14

502,357.14

-

-

-

-

-

132

Oman

2022

-

74,674.71

-

74,674.71

74,674.71

-

-

-

-

-

133

Pakistan

2021

29,449.48

74,674.71

-

-

-

2021

29,449.48

74,674.71

104,124.19

-

134

Panama

2022

-

27,154.44

-

27,154.44

27,154.44

-

-

-

-

-

135

Papua New Guinea

2019

40,120.70

13,577.22

-

-

-

2019

40,120.70

13,577.22

53,697.92

-

136

Paraguay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137

Peru

2019

287,938.99

101,829.15

287,938.99

90,069.53

378,008.52

2022

-

11,759.62

11,759.62

-

138

Philippines

2022

-

135,772.20

-

135,772.20

135,772.20

-

-

-

-

-

139

Poland

2022

-

536,300.19

-

536,300.19

536,300.19

-

-

-

-

-

140

Portugal

2022

-

237,601.35

-

237,601.35

237,601.35

-

-

-

-

-

141

Qatar

2022

-

190,081.08

-

190,081.08

190,081.08

-

-

-

-

-

142

Republic of Kiribati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43

Republic of Korea

2021

33,700.96

1,507,071.42

33,700.96

1,436,261.90

1,469,962.86

2022

-

70,809.52

70,809.52

-

144

Republic of Moldova

2020

27,154.44

13,577.22

-

-

-

2020

27,154.44

13,577.22

40,731.66

-

145

Republic of Yemen

2015

80,543.40

13,577.22

-

-

-

2015

80,543.40

13,577.22

94,120.62

-

146

Romania

2021

135,772.20

135,772.20

135,772.20

-

135,772.20

2022

-

135,772.20

135,772.20

-

147

Russian Federation

2022

-

1,608,900.57

-

568,555.57

568,555.57

2022

-

1,040,345.00

1,040,345.00

-

148

Rwanda

2020

27,154.44

13,577.22

-

-

-

2020

27,154.44

13,577.22

40,731.66

-

149

Saint Lucia

2020

27,154.44

13,577.22

27,154.44

13,577.22

40,731.66

-

-

-

-

-

150

Samo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51

Sao Tome and Principe

1992

372,890.83

13,577.22

-

-

-

1992

372,890.83

13,577.22

386,468.05

-

152

Saudi Arabia

2022

-

787,478.76

-

-

-

2022

-

787,478.76

787,478.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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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FUND
STATEMENT SHOWING STATUS OF CONTRIBUTIONS AS AT 31 May 2022
(Amounts expressed in Swiss Francs)
Contributions paid

Due at 1 January
Member

Oldest
Year

Past Years

2022

Past Years

2022

Due to
Working
Capital Fund

Current Arrears
Oldest
Year

Total

Past Years

2022

Total

153

Senegal

2021

2,190.50

13,577.22

-

-

-

2021

2,190.50

13,577.22

15,767.72

-

154

Serbia

2022

-

20,365.83

-

-

-

2022

-

20,365.83

20,365.83

-

155

Seychelles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3,577.22

13,577.22

-

156

Sierra Leone

1996

322,672.90

13,577.22

-

-

-

1996

322,672.90

13,577.22

336,250.12

-

157

Singapore

2022

-

325,853.28

-

325,853.28

325,853.28

-

-

-

-

-

158

Slovakia

2022

-

101,829.15

-

101,829.15

101,829.15

-

-

-

-

-

159

Slovenia

2022

-

54,308.88

-

54,308.88

54,308.88

-

-

-

-

-

160

Solomon Islands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161

Somalia

1984

449,595.44

13,577.22

-

-

-

1984

449,595.44

13,577.22

463,172.66

300.50

162

South Africa

2022

-

183,292.47

-

183,292.47

183,292.47

-

-

-

-

-

163

South Sudan

2015

93,448.45

13,577.22

-

-

-

2015

93,448.45

13,577.22

107,025.67

-

164

Spain

2022

-

1,432,396.71

-

1,432,396.71

1,432,396.71

-

-

-

-

-

165

Sri Lanka

2022

-

27,154.44

-

-

-

2022

-

27,154.44

27,154.44

-

166

Sudan

2020

13,652.29

13,577.22

-

-

-

2020

13,652.29

13,577.22

27,229.51

-

167

Suriname

2019

40,120.70

13,577.22

-

-

-

2019

40,120.70

13,577.22

53,697.92

-

168

Sweden

2022

-

604,186.29

-

604,186.29

604,186.29

-

-

-

-

-

169

Switzerland

2022

-

767,112.93

-

767,112.93

767,112.93

-

-

-

-

-

170

Syrian Arab Republic

2012

174,057.70

13,577.22

-

-

-

2012

174,057.70

13,577.22

187,634.92

-

171
172

2020
2022
2017

19,273.53
66,742.70

13,577.22
203,658.30

173

Tajikistan
Thailand
Timor-Leste

13,577.22

56,865.68

203,658.30
-

203,658.30
56,865.68

2020
2021

19,273.53
9,877.02

13,577.22
13,577.22

32,850.75
23,454.24

-

174

Togo

2021

13,577.22

13,577.22

-

-

-

2021

13,577.22

13,577.22

27,154.44

-

175

Tong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76

Trinidad and Tobago

2021

27,154.44

27,154.44

-

-

-

2021

27,154.44

27,154.44

54,308.88

-

177

Tunisia

2021

20,365.83

20,365.83

-

-

-

2021

20,365.83

20,365.83

40,731.66

-

178

Turkey

2022

-

909,673.74

-

-

-

2022

-

909,673.74

909,673.74

-

179

Turkmenistan

2021

20,365.83

20,365.83

20,365.83

20,365.83

40,731.66

-

-

-

-

-

180

Tuvalu

2021

1,472.79

13,577.22

-

-

-

2021

1,472.79

13,577.22

15,050.01

-

181

Uganda

2022

-

13,577.22

-

13,577.22

13,577.22

-

-

-

-

-

182

Ukraine

2022

-

40,731.66

-

40,731.66

40,731.66

-

-

-

-

-

183

2022

-

414,105.21

2022

-

185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2022

-

13,577.22

-

-

-

2022

-

18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1

14,705,421.16

14,710,917.87

14,705,421.16

-

14,705,421.16

2022

-

187

Uruguay

2021

61,097.49

61,097.49

61,097.49

-

61,097.49

2022

-

61,097.49

188

Uzbekistan

2021

186.31

20,365.83

186.31

20,365.83

20,552.14

-

-

-

-

-

189

Vanuatu

2021

13,362.78

13,577.22

13,362.78

13,577.22

26,940.00

-

-

-

-

-

190

Venezuela

2014

3,009,887.84

481,991.31

-

-

-

2014

3,009,887.84

481,991.31

3,491,879.15

-

184

3,048,085.89

-

414,105.21

414,105.21

-

-

-

-

-

-

3,048,085.89

3,048,085.89

-

-

-

-

-

13,577.22

13,577.22

-

14,710,917.87

14,710,917.87

-

61,097.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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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FUND
STATEMENT SHOWING STATUS OF CONTRIBUTIONS AS AT 31 May 2022
(Amounts expressed in Swiss Francs)
Contributions paid

Due at 1 January
Member

Oldest
Year

Past Years

2022

Past Years

2022

Due to
Working
Capital Fund

Current Arrears
Oldest
Year

Total

Past Years

2022

Total

191

Viet Nam

2022

0.00

54,308.88

-

54,308.88

54,308.88

-

-

-

-

-

192

Zambia

2017

58,847.77

13,577.22

26,713.60

-

26,713.60

2019

32,134.17

13,577.22

45,711.39

-

193

Zimbabwe

2021

2021

TOTAL

1,551.62

13,577.22

-

-

-

30,761,341.62

67,886,100.00

16,892,791.85

37,245,842.64

54,138,634.49

_______________

1,551.62

13,577.22

15,128.84

-

13,868,549.77

30,640,257.36

44,508,807.13

601.00

天气 气候 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日内瓦

EC-75/INF.6.4(1)
提交者
秘书长
18.V.2022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以提

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原始文件的
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
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
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EC-75/INF.6.4(1), p. 2

世界气象组织人力资源报告

EC-75/INF.6.4(1), p. 3

按预算来源分类的工作人员
 世界气象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工作队伍（包
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
地球观测小组（GEO）：326 名工作人
员

经常和预算外的工作人员
Extrabudge
tary Staff,
74 (23%)

 经常预算人员目前为 252 人
 预算外工作人员为 74 人
 预算外人员包括初级专业人员（JPO）、
借调人员和项目人员。
 世界气象组织在任何一年都有 326 名工
作人员，并由顾问补充。在报告期内
（2021 年 9 月-2022 年 4 月），世界气
象组织秘书处为具体的短期任务雇用了
177 名顾问 。

Regular
Budget
Staff, 252
(77%)

图 1.预算来源

工作人员类别，专业人员（P），一般事务

专业和一般服务人员
GS on RB,
63

GS on XB,
8

P on XB,
66
P on RB, 189

（GS），RB 和 XB


专业级别的工作人员。255



P 在 RB 上。189
XB 上的 P。66



一般事务人员级别的工作人员。71



RB 上的 GS。63
XB 上的 GS。8



GS 与 P 的比率。22%/78%

EC-75/INF.6.4(1), p. 4

专业人员 等级划分 分布情况

图 2.按预算来源划分的
P 和 GS 人员
按年级划分的专业人员

82



P 级及以上工作人员总数 255



P4 级别有 82 名工作人员，达
到明显的峰值



在 33 名 P2 级工作人员中，有
12 名是初级专业人员（另有 5
名将于 2022 年 5 月加入）。



世界气象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会接
待 5 至 10 名借调的专家

65
41
3

9

13

UG

D2

D1

P5

P4

P3

21

6

12

3

P2

P1

JPO

NOC

图 3.级别
发展工作人员的构成。行政人员与科研人员
由于结构调整，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员配置发生了很大变

世界气象组织工作人员的重新定位

化。
2019 年，该组织曾经有 111 名一般事务人员，而

250

2022 年则只有 71 名。这一削减所节省的大量资金被

200

重新投入到整个 P1、P2 和 P3 级别的年轻科学家队伍

150

中。

100

此外，为了增加初级科学职位的数量，几个 P5 职位被

50

取消了。作为这些努力的总体结果，WMO 现在更加注

0

重科学性。显著的转变在以下数字中显而易见。




P1 从 0 到 6
P2 从 16 岁到 21 岁
P3 从 45 到 65

222
186
128

104

2018
Admin Staff

2022
Scientific Staff

图 4.重新编制的工作人员

EC-75/INF.6.4(1), p. 5

P4 从 71 到 82



更年轻，更科学
100
80

65

60

82

71

45

40
20

0

0

21

16

6
P1

P2

P3
2020

P4

图 5.增加初级职位

2022

性别分布
专业级别的性别分布
60

50

50
40

28

30
20
10
0

21
UG

6

12
3

D2

一般事务级别的性别分布

32

36
29
19
14

13

33

1
D1

P5
Male

P4

P3

P2

P1

3

0

NOC

Female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37

12
0 1
G1

图 6.性别分布，专业水平

3

7

7

2

0

1 0

0

G2

G3

G4

0 1
G5

G6

Male
Female
图 7.性别分布，一般事务级别



在世界气象组织的 326 名工作人员中，有 161 名妇女。



在专业人员层面，255 名工作人员中，108 名或 42%为女性。



作为工作人员招聘过程的一部分，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考虑到了性别和地理因素，特别是在同等资格的候
选人的情况下。



由于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在一个专门的技术机构中实现公平的性别平衡是一个挑战。在成员国层
面，存在着对男性的偏见，这影响了世界气象组织职位的潜在申请人的数量。



在一般事务人员层面，性别分布有利于妇女。

G7

EC-75/INF.6.4(1), p. 6

工作人员的地理位置

工作人员的地理位置
Regional
Offices
47



分配到日内瓦总部工作地点的工
作人员。279




区域办事处工作人员。47
非总部地点。
• 巴林
• 哥斯达黎加
• 埃塞俄比亚
• 肯尼亚
• 尼日利亚
• 巴拉圭
• 萨摩亚
• 新加坡
• 纽约
• 布鲁塞尔

Headquarters
279

图 8.地理位置

年龄分布

按工作人员的年龄范围分布
114

120

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48

98

100
80

女：46
男性。51

60

60

44

40
20
0

专业人员。48
一般服务：50
40 岁以上的教授职员。75%

10
20-29

30-39

40-49

50-59

60 and
above

40 岁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 90%

图 9.年龄分布
工作人员国籍 - 专业人员
前十名国家以蓝色标示。

EC-75/INF.6.4(1), p. 7

•

国籍显示为招聘时的情况。一些工作人员现在拥有双重国籍，因为他们在加入 WMO 后取得了瑞士国
籍。

•

初级专业人员不是正规的国际专业人员，不包括在国籍统计中。图 10 中提供了一个单独的计数。

按国籍划分的初级专业人员(JPO)
世界气象组织非常感谢那些通过其国家初级专业人员计划为我们的活动提供预算外支持的成员。这些年轻的专
业人员往往带来了尖端的专业知识，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对世界气象组织工作的全面介绍，这将有利于他们今
后在国内或世界气象组织中的职业生涯。世界气象组织在 2022 年 4 月有 12 名初级专业人员。

EC-75/INF.6.4(1), p. 8

JPO的国籍计数

Germany; 3

China; 4

Italy; 1

Japan; 2

Korea, Republic
of; 1
Finland; 1

图 10.按国籍划分的初级专业人员
实习机会
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部门管理着一个带薪实习计划，使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能够获得他们的第一个工作经
验。目前，世界气象组织正在接待来自乍得、中国、法国、印度、意大利、黎巴嫩、马拉维、摩尔多瓦、荷
兰、巴拿马、菲律宾、秘鲁、俄罗斯、西班牙、瑞士、乌干达、英国、美国和津巴布韦的 41 名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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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数据
每年的空缺通知(VNs)
世界气象组织平均每年发布 25 个空缺通知。在跟踪的数据中，有按世界气象组织地区、性别、国籍等分类的
申请人数。以下图表显示了部分招聘统计数据 。

按年份发布的专业职位的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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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签发的 VNs/年
非常明显，2021 年在招聘方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处理的招聘数量几乎是正常数量的三
倍。这是因为重新投资了结构调整的节余（如去年人力资源报告中所宣布的），以及将高级职位转为更多的初
级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高峰期的工作量是由人力资源部门吸收的，没有额外的资源。
申请人的区域分布
关于所收到的申请的地区分布，第

2021年各地区收到的申请

六区和第一区仍然是世界气象组织
的主要申请来源，我们将努力相应
地增加对代表性较低的地区的宣
传。人力资源部门和战略传播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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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1718

I

室的同事已经就这种推广活动进行

II

了初步讨论。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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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每个 WMO 区域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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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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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努力增加女性工作人员的数量，特别是在更高级的专业级别。我们在这项工作中面临的一个
重要制约因素是空缺职位的女性申请人数量有限。2021 年空缺职位的女性申请者比例仅占总数的 33%。这
种有限的女性申请者使我们更难实现性别目标，它表明需要增加对合格女性的定向宣传。在这里，人力资源部
门也将与沟通部的同事合作，开展有效和有针对性的宣传。

专业职位的女性和男性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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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每年的女性和男性申请人

按专业水平划分的女性申请人
900

811

800
700

606

600
500
344

400

279

300
200
100
0

133

0 0 0
P1

179
26
P2

244

260288
183
142

40
P3
2018

P4
2019

2020

153179
10171
P5
2021

图 14.按专业水平和年份划分的女性申请人

8 16 24 10
D1

0

49 26
D2

12

EC-75/INF.6.4(1), p. 11

近期值得注意的人力资源活动
制定和发布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的人力资源战略
根据联合检查组（JIU）和外部审计员的建议，起草了一项人力资源战略，并得到世界气象组织高级管理层的
批准。该战略可在执行理事会75号文件中以INF文件的形式提供。
该战略将使 WMO 能够调整人力资源活动以适应外部环境和 WMO 的内部特点。基于这些因素，WMO 已经确
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挑战，目前正在制定缓解这些挑战的方法。同时，WNO 将寻求可以利用的机会，使
人力资源职能变得更加有效和高效。
人力资源战略是按照以下三个支柱制定的。

WMO 人力资源战略
支柱 1。技术技能的调整
•

确保工作人员的情况与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愿景持续一致。

支柱 2。调整后的人力资源框架
•

吸引

•

发展

•

参与

支柱 3。卓越运营
•

优秀的客户服务和员工关系

•

高效和有效的流程

•

遵守监管和政策框架

•

提高人力资源能力

•

利用技术、协同效应和外包机会

人力资源科将继续报告相关行动计划的制定情况以及与该战略有关的活动的实施情况。
对人力资源政策框架的修改
去年的人力资源报告宣布了对世界气象组织人力资源政策框架的几项计划变化，人力资源科很自豪地确认这些
变化已在 2021 年成功实施。这些变化涉及主要的人员管理领域，即绩效管理和工作人员的选择。这两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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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进行了全面修订，与员工和管理层进行了讨论，并在 2021 年发布。考虑到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其实施是世
界气象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正如之前所宣布的那样，人力资源部门实施了一个经修订的顾问聘用和管理政策框架。这项政策的工作是人力
资源科和中央服务平台及其协调员之间合作的一个成功例子。
此外，在 2021 年全年，由于 COVID 大流行，WMO 不断地更新时间和考勤政策，并发布了几个服务说明，
以使工作人员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最新情况。
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与联合国共同系统的 ONE 人力资源办公室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候选人的背景调查工作外包
出去。这使我们能够确保对所有被选中的候选人的学术和工作经历进行彻底审查，并对他们的犯罪历史和行为
问题进行进一步筛选。
继续管理 COVID-19 事件的后果
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中，世界气象组织在对工作人员进行疫苗接种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作为第一个设在
日内瓦的机构，世界气象组织规定必须提供疫苗接种或康复证明才能进入大楼。这一措施被联合国系统各医疗
机构认可为其他机构效仿的榜样。
将技术纳入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流，并让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到 ERP 项目中。
人力资源部门继续尽可能地转向无纸化流程，由于与信息技术部门和中央服务平台的合作，现在为工作人员提
供四种标准证明的自助服务。
人力资源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密切参与了对当前 Oracle ERP 的潜在后续系统的分析。目前正在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合作，向基于云的系统迁移，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们正在按要求为该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
与财务科一起建立人员配置表
人力资源部门为创建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员配置表做出了贡献，这是由财务科牵头的一项举措，旨在加强对职位
设置和后续人员配置的控制和监测。这包括制定一个改变人员配置表的程序。这一过程得到了高级管理层的批
准。
其他
除了上述特殊成就，人力资源科还实施了大量的新招聘和入职工作，整合了两名专业级别的新工作人员，并继
续培训平台上的工作人员。该科还参与了许多机构间和共同系统的活动，如人力资源网络、联检组报告回应
等。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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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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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的人力资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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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和机遇

4.

人力资源在世界气象组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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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2021-2025 年人力资源战略的主要支柱

附件。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员编制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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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世界气象组织（WMO）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有 193 个会员国和地区的成员。它起源于国际气象组织
（IMO），其根基是在 1873 年维也纳国际气象大会上种下的。今天，WMO 是联合国负责气象学（天气和气
候）、实用水文学和相关地球物理科学的专门机构。因此，WMO 在其成员提供和使用高质量、权威性的天
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务的国际合作方面提供领导和专业知识，以改善所有国家社会的福祉。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总部设在日内瓦，由 秘书长 领导 ，他监督 286 名工作人员（包括 IPCC 和 GEO），
其中 219 人是专业级别，67 人是一般事务级别。
2.

现状

2020/21 年，世界气象组织对其理事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对其秘书处进行了重组。这对各部门的人员配
置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结构调整的主要结果是减少了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相应地增加了技术和科学职
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本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变得更加精简，并且更加专注于技术任务的执行。
在人力资源（HR）方面，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很高，而且自重组以来，行政部门和总务部门的人员非常精
简。所有总务部门的职能都集中在中央服务平台，为所有行政领域和技术部门提供支持。
人力资源科由五名专业人员组成，并得到平台工作人员的支持。由于 HRS 的能力限制，以及需要覆盖一个独
立的国际组织的全部人力资源活动，工作的重点是面向过程和业务。战略性工作的能力很匮乏。这项人力资源
战略将提出一些措施，将该科的前景转向更具战略性和增值性的活动。
世界气象组织在气象界拥有强大的世界性网络，作为联合国共同系统的一部分，在人力资源领域有巨大的潜力
进行系统的合作并利用技能、知识、专长和最佳做法。这种合作对于人力资源能力有限的小型国际机构来说特
别有用。这将使世界气象组织能够利用更强大的盟友已经做出的努力来吸引、发展和聘用其工作人员。
3.

世界气象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和机遇

一个有效的人力资源战略必须同时考虑到一个组织运作的外部环境和其内部特点。基于这些因素，它必须确定
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挑战，并制定缓解这些挑战的方法。它还必须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使人力资源职能变得
更加有效和高效。
世界气象组织未来几年的人力资源战略的主要相关外部和内部决定因素是。

外部

内部

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组织的规模

世界气象组织在联合国的独立地位

专门任务

"新的工作世界"

以总部为中心的结构

3.1

任务的专业性和 WMO 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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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环境中运作，并确实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个环境的特点是有几个严重的挑战，
其中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地球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关于气候变化
的巴黎协议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背景下，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和更广泛的联合国共同系统努力通过国家和
国际政策制定和行动来应对这些挑战。当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在这些框架内调整他们的发展活动时，世界气
象组织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尤其在支持实施方面有巨大的作用。对世界气象组织来说，这导致了其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中规定的以下优先事项。
(1) 加强防备，减少极端水文气象造成的生命、关键基础设施和生计损失。
(2) 支持气候智能型决策，以建立或加强对气候风险的适应能力或复原力。
(3) 提高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
在目前的情况下，WMO 的工作比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也更加关键。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
应对气候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气象组织将成为最引人注目和最相关的国际组织之一。
为了履行这一巨大的责任，世界气象组织必须拥有最高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人员。因此，重要的是，招聘、绩效
管理、知识管理、学习和培训都要面向卓越和持续更新技能、结构和流程。
世界气象组织非常专业的任务对人力资源职能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说，一个组织的专业性越强，空缺职位的候
选人就越少，工作内容越单一，工作人员的情况也越单一等等。世界气象组织的技术任务吸引并需要有科学背
景的技术人员，他们经常来自学术界和国家专家团体。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人员与更广泛的气象界有很好的联
系，他们往往在他们国家或学术界以前的职位上认识对方。这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和共同的语言和目的。它也带
来了孤僻的风险。
在一个高度技术性的组织中，一个特别的挑战是前沿知识和技能的快速变化。有广泛的人力资源解决方案来解
决这个问题，从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技能发展到对所有或部分员工实行任期限制。
人力资源部门在外联、员工发展、保留、参与等所有领域都受到影响。例如，相对紧密的气象界促进了与外部
伙伴的联系，以进行推广、知识共享、人员交流等。同时，所需专业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和狭窄的候选人库似乎
限制了多样性。
3.2
世界气象组织的规模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个独特的特点是，与大多数其他联合国共同系统组织相比，它的规模很小。规模对其人力资
源管理和一般行政管理有重大影响。
小规模带来的挑战是相当大的。如上所述，WMO 是联合国共同系统的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因此，它需要涵
盖系统中所有实体共同的活动，如参与行政首长理事会（CEB）、财务、人力资源、法律、养老基金管理等网
络。它还必须执行一定标准的内部监督、控制、监测和评估、风险管理等。所有这些任务都可以被解释为作为
一个国际组织的"做生意的固定成本"。显然，一个实体越大，这些固定成本就越容易在更大的工作人员身上
得到 "支付"。一个组织越小，这些职能在整个工作人员中的比例就越大。因此，以一个组织的行政预算的百
分比来表示，行政预算对一个小组织来说要重得多。规模小还会带来巨大的业务连续性风险，因为许多关键职
能是由单个人执行的，如果/一旦他们离开本组织，就会把他们的机构记忆带走。即使是小规模的人员流动，
也会造成知识和机构记忆方面的危险差距。此外，还有一个职责分工的问题，这需要在某些领域有足够数量的
工作人员。
然而，规模小也创造了重要的机会。一般来说，规模较小的组织沟通线路较短，等级之间的距离较小，因此更
有可能实现敏捷性、速度、灵活性和非正式性。在世界气象组织，只有大约 300 名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沟通可以是快速、直接和有影响的。由于参与的关键利益相关者通常数量有限，因此可
以迅速作出和实施决定。非正式的决策准备工作因距离较近而得到促进，正式的决策过程可以迅速跟进。这甚
至延伸到了关键的政策决定，例如在行政管理方面，对常设指示的修改可以在几天内得到处理。一般来说，在
小型组织中，高级管理层很容易接触到员工，反之亦然，高级管理层很容易接触到全体员工。这通常允许高级
领导人的愿景和风格通过等级制度直接和未经过滤地传递，并确保本组织通常能迅速作出反应，以适应其成员
的需求。此外，小型组织有更大的潜力产生非正式的文化，虽然它有一定的风险，但也能促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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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世界气象组织在制定和解释规则方面的相对独立性
虽然世界气象组织遵循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ICSC）规定的广泛的人力资源政策框架，并在总体上与联合
国秘书处的政策保持一致，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的地位使其能够更新规则和条例，并灵活调整政策框
架以应对新的挑战。这种灵活性可用于本组织的利益，但也需要保持警惕，以确保本组织不会与联合国共同制
度保持太远的距离，甚至有可能脱离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保护伞。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随着系统适应
工作世界的新现实，对规则和政策的调整将成为国际组织人力资源工作的一个主要焦点，WMO 可以成为这方
面创新方法的先驱。
3.4
国际组织中的工作新天地
COVID-19 大流行病迫使世界气象组织，像所有其他组织一样，迅速和灵活地适应完全不可预见的情况，大
大影响了工作的开展。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因为许多新的工作方式在经过最初的投资后，在不妨
碍交付的情况下带来了显著的效率。这在旅行和会议领域尤其如此，但也影响到办公空间管理和员工出勤模式
等。在招聘领域，新引进的 Teams 工具极大地促进了面试候选人的后勤工作，相比之下，早期的方法也允许
远程面试，但需要更多的 IT 参与。世界气象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不太可能回到 "原来的状态"，而是新的灵活
性、技术的使用和改变的利益、合同类型等将变得很普遍。人力资源科将被要求观察更广泛的共同制度和整个
工作世界的发展，并调整政策、规则和条例以反映新的现实。
3.5
世界气象组织以总部为中心的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日内瓦，这种设置有其实际和历史原因。这种以总部为中心的配置给人
力资源职能部门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多数工作人员在同一地点工作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因为这有利于提供人
力资源服务，减少福利和待遇管理的复杂性。在向各地区的成员提供服务方面，以总部为中心的结构，在各地
区的足迹非常小，可能会带来挑战，因为它限制了当地支持成员的能力。特别是考虑到各地区不断增长的需
求，这可能需要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对区域办事处新的专业职位的投资已经开始。如果
组织结构发生任何变化，变成一个更加分散/区域化的结构，都会对人力资源部门在寻找合适的候选人、管理
福利和待遇以及对工作人员的一般人力资源支持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以总部为中心的结构在组织文化方面也带来了挑战。各个组织往往采用其工作地点的文化，工作人员往往由当
地劳动力市场的代表所主导。对于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相关性的国际组织来说，重要的是，文化要保持开放
性和国际性，工作人员的组成要反映出国际任务。
4.

人力资源在世界气象组织中的作用

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职能是为本组织吸引、培养最好的员工队伍，并保持员工的参与和积极性。成功履行
这些职能的基本活动是有效的人才拓展、评估和选拔、入职、绩效管理、学习、培训、职业发展、员工关系管
理、冲突解决、福利和待遇管理及其他。如何开展这些活动，将人力资源工作的重点放在哪里，以及人力资源
活动的有效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的环境因素。
在这个框架内，该科认为它在世界气象组织中的作用有两个方面。首先，它必须确保卓越的运营，也就是客户
服务、高效和有效的人力资源处理，以及遵守法规和规则。其次，它必须为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
战略眼光，将上述具体的挑战转化为吸引、发展和使用最佳劳动力的机会。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战略在其
三个支柱中反映了这一点。
5.

世界气象组织 2021-2025 年战略的关键支柱

世界气象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支适合的、灵活的、能满足上述内部和外部环境需求的工作队伍。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人力资源科将实施一项基于三大支柱的战略。
第一个支柱的具体目标是通过引入定期审查程序，确保工作人员的情况是最新的，并符合现有和新出现的需
求，从而保持一支具有尖端技术技能的员工队伍。
在第二支柱中，人力资源部门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特有的环境因素来吸引最高水平的工作人员，并确保工作人员
的发展和最高水平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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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三个支柱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提高人力资源的运作效率和有效性。
WMO 人力资源战略
支柱 1。技术技能的调整
•

确保工作人员的情况与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愿景持续一致。

支柱 2。调整后的人力资源框架
•

吸引

•

发展

•

参与

支柱 3。卓越运营
•

优秀的客户服务和员工关系

•

高效和有效的流程

•

遵守监管和政策框架

•

提高人力资源能力

•

利用技术、协同效应和外包机会

支柱 1:确保工作人员的情况与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愿景持续一致
5.1
为了保持有效性和相关性，各组织必须确保工作人员的情况不断适应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需求。对于在快速变化
和动态环境中运作的专业技术机构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因此，世界气象组织应引入机制，以确保为大会任期制定的战略愿景(1)转化为适当的人员配置，(2)调整人员
配置以反映战略愿景的变化。世界气象组织也应投资于工作人员的发展，使工作人员获得必要的技能，以保持
在其改变的工作或新工作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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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战略愿景

战略愿景

•为战略需求制定
人员配置计划

人力资源能力。
评估现状，预测
未来需求

•创建/维护关键技
能清单
•根据战略需要，
评估技能差距
•发展技能--配对
练习

实施新的人员配

•提高工作人员的

置

技能，或将其分
开
•招聘

世界气象组织还将探索如何通过增加引入非常初级的职位来确保专业知识的持续和稳定流入。一个旨在吸引
30 岁以下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担任 P1 级和 35 岁以下的 P2 级职位的计划，可以为本组织提供更多的活力和获
得最新技术和方法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可以成为发展已在本组织证明自己的实习生和初级专业人员
（JPO）的职业的途径。
5.2

支柱 2:调整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框架，以吸引、发展和吸引最好的员工队伍

适用于各地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力资源通用优先事项和活动是。(1) 吸引，(2) 发展，和(3) 保持最好的工作人
员的参与。
然而，这样一个通用框架必须适应具体的组织环境，考虑到本组织的任务、规模、地点等。根据这些因素，然
后可以对活动进行修改，使人力资源部门能够避免特定的风险，并为组织利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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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有效的外展工作

•工作人员关系

•评估和选择

•绩效管理

•解决冲突

•品牌建设

•学习、培训

•福利和应享待遇

•职业发展

吸引

参与

吸引合适的人才
5.2.1
组织通过其固有的吸引力和/或在招聘、品牌推广、宣传等方面的积极措施吸引合适的员工。在世界气象组
织，由于其任务、地点和福利待遇都很吸引人，空缺职位的申请人的数量和质量一般都很高。然而，最近的一
些空缺需要重新发布广告，因为人们认为申请人的质量不够高。该战略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确保世界气象
组织保持并被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雇主，能够为所有职位吸引最高水平的候选人。
5.2.2
培养员工
内部和外部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随时间变化。因此，各组织投资于定期更新工作人员的技能和能力。这样的投资
不仅确保员工能够继续有效地履行其职能，也是员工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向外界发出信号，表明组织对
员工的福祉和员工的职业发展感兴趣。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部门没有专门的内部能力用于工作人员的发
展。然而，在利用联合国共同系统和全球气象界的网络和能力来发展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人员方面有很大的潜
力。下文概述了部署这种能力的方法。
5.2.3
让员工参与其中
在大多数组织中，人力资源工作的第三个主要领域是 "保留 "员工。然而，在联合国共同制度中，留住人才并
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把重点放在工作人员的持续参与上。联合国系统所有实体的一个共同点是，工作人
员往往会在这些组织中呆很长时间。与私营部门组织相比，工作人员自愿离职的情况非常罕见。因此，联合国
各组织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止这些长期服务的工作人员变成 "枯木"，失去参与和动力。
下表介绍了一套对通用人力资源框架的修改，这些修改使用了 WMO 中的特定使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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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人力资源框架的战略目标
1. 为技术和行政职务吸引
尽可能多的候选人

2. 培养员工和管理人
员，以建立一支最高
效率和效益的工作队
伍

3. 吸引员工参与，使其
保持承诺和弹性

• 识别关键技能/差距，并相应
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招聘活动。

• 确保绩效管理政策和流程
适合评估和发展具体的技
术要求。

• 再次强调世界气象组织任
务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以
创造/保持热情的工作队
伍。

战略挑战和机遇

世界气象组织的专门任务和日益
增长的气候挑战

• 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在当前环境
中越来越高的知名度，作为招
聘活动的独特雇主价值主张。
• 确保利用现有的专家网络进行
推广。
• 增加招聘中的多样性。
• 利用内部专业知识进行评估和
选择。

尺寸

• 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强调小
型组织的相对优势（敏捷性、
分散的责任等）。
• 确保世界气象组织在相关的劳
动力市场上的外观和介绍与更
大的组织具有相同的质量标
准。

• 确定相关的技术发展领
域，使工作人员有能力迎
接新的挑战。
• 利用梅特社区的专业知
识，对工作人员进行技术
培训。

• 确定并促进工作人员的持
续科学活动（研究、出
版），作为其工作的一部
分。

• 进一步提高关键领域的管
理能力，以应对新的挑
战。
• 利用小规模的优势，让未来的领导者接触/参与到世界气象
组织的领导角色中（指导网络等）。
• 建立指导网络。
• 让初级员工接触广泛的职能和技术领域。

• 在缺乏长期工作人员职位的临
界质量的领域，探索增加使用
特遣队人员（借调人员、实习
生、特别服务协定等）。

独立地位

• 审查政策框架，以期在招聘、工作人员参与和发展方面制定和引入创新和有吸引力的方法，同
时利用独立性，确保必要时的一致性。

• 探索创新的政策方法，支持世界气象组织的长期财政可行性。
新的工作世界

• 确保世界气象组织在人力资源
的新发展方面保持最新状态。
o

o

与设在日内瓦的其他组
织就最佳做法进行联
络。

• 确保员工接受培训并掌握知识，以利用有利于远程会议和
远程工作的新技术。
• 在办公室和家里提供足够的设备和工作场所技术。

• 制定与其他共同制度组织相一致的工作人员发展和参与政
策，并证明在调整工作模式以适应新要求方面是有效的。

随时了解私营部门的最
新做法。

• 装备政策和做法，以提高世界
气象组织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
雇主的形象。

以总部为中心的文化

• 采取措施，确保招聘的多样
性。
o

与区域协会合作。

o

让区域办事处参与外联
工作。

• 确保区域办事处的同事能
够获得培训和其他发展机
会。

• 通过访问和使用技术，确
保外地工作人员与总部的
充分联系。

• 与当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和联合国国
家工作队（UNCT）建立
伙伴关系，以获得行政和
人员发展机会。

• 征求外地工作人员对
WMO 活动的定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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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人力资源框架的战略目标
1. 为技术和行政职务吸引
尽可能多的候选人

战略挑战和机遇

• 利用工作地点的竞争优势进行
宣传。

2. 培养员工和管理人
员，以建立一支最高
效率和效益的工作队
伍

3. 吸引员工参与，使其
保持承诺和弹性

• 利用日内瓦当地的培训和
发展机会，使所有工作人
员都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
方式获得培训。
o

找出与设在日内瓦的
其他组织协同合作的
机会。

• 探索在区域办事处开展工
作人员发展活动的机会。

5.3
支柱 3。加强人力资源业务
人力资源业务是人力资源工作中经常被低估的 "面包和黄油"。客户的主要期望之一是人力资源业务能够以平
稳和有效的方式运行。这需要人力、机构知识、行政经验、技术以及有效使用技术的技能。特别是在一个小组
织中，运营效率可能会消耗人力资源部门的大部分资源，往往留给更多战略性和增值性活动的空间很小。因
此，重要的是要确保现有资源得到巧妙和有效的利用，以确保人力资源的战略方面不被忽视。
世界气象组织的人力资源战略包括五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加强业务领域，减少风险，并创造机会，将资源从
纯粹的处理型任务释放到更多的增值活动。

卓越运营的战略目标
1.

优秀的客户服务和员工关系

描述
在这个战略目标下，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加强客户导向和对服务的奉献，这是顺利执行
WMO 任务的关键成功因素。人力资源科还将继续促进和加强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沟通和对
话。
活动。
1.
2.
3.
4.

2.

高效和有效的人力资源流程

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定合适的培训。
将与各部门的定期会议和简报会制度化。
定期与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就关键议题进行通报。
继续与工作人员协会持续对话。

在这一战略目标下，人力资源部门将继续审查和完善流程，以确保持续改进和提高效率。利用
新的结构和中央服务平台的优势，人力资源部门将寻求创新的安排来改善流程。
活动。
1.
2.
3.
4.

3.

遵守监管和政策框架

盘点并与客户一起分析关键流程，以便进行潜在的改进。
探索其他共同系统实体在关键过程中的最佳做法。
研究利用技术为员工提供自助服务的机会。
加强与 IT 部门的合作。

在这一战略目标下，人力资源部门将在整个组织内加强对规则和条例的认识和了解，并将继续
确保人力资源活动的实施符合法规和政策框架。
1. 开展关键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培训。
2. 利用 WMO 中心创建一个关于关键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常见问题解答（FAQ）页面。
3. 继续制定和简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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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运营的战略目标

描述
4.

4.

提高人力资源能力

在这个战略目标下，人力资源部门将加强人力资源科以及更广泛的世界气象组织的能力。通过
为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制定和进行相关的培训，以及为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确定合适的发展机
会，WMO 的整体人力资源能力将得到提高。
1.
2.
3.

5.

利用技术，寻求协同效应和
外包服务

审查常设指示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新。

为人力资源科和平台工作人员确定合适的人力资源相关事项的培训。
与其他共同制度机构合作，开展人力资源相关事项的培训活动。
考虑与其他共同制度组织进行临时交流，以促进最佳做法的交流。

在这个战略目标下，人力资源部门将为世界气象组织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发展和实施做出
贡献，并确定其他机会，通过技术加强流程。人力资源科还将寻求与联合国姐妹机构合作的机
会，并酌情寻找将业务任务外包的可能性。
1.
2.
3.
4.

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参与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开发和推广。
研究利用技术为员工提供自助服务的机会。
加强与 IT 部门的合作。
探索薪资、福利和待遇等方面的外包机会。

_______________

EC-75/INF.6.4(3)

天气气候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提交人：秘书长

第七十五次会议

23.V.2022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

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1.

调整基薪和教育补助金表

基薪/底薪表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基薪/底薪表在不增不减的基础上，在现行表的基础上增加 0.92%，同时减少
相同比例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教育补助金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所在的学年开始，滑动报销表增加了 14%，寄宿费一次性增加到 5300 美元。
2.

更新附录 D 的规定

背景

世界气象组织的附录 D 规定了工作人员在因公受伤、生病或死亡情况下的赔偿问题，需要紧急审查和修
订。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最新的和相关的，而且与联合国共同制度其他实体的规定不一致。
下表总结了需要做出的改变。
新旧条款全文载于本 INF 文件。由于更新后的政策几乎是全新的，所以无法编制 "跟踪变化 "版本。

旧的附录 D 规定

新的附录 D 规定

没有明确的术语，例如：未成年人、疾病、伤害 第 2 条规定提供了明确的术语
没有明确提到 ABCC 就其决定听取法律意见

第 3 条规定，当然成员可以成为董事会的顾问
（包括法律咨询）。

对 DHMOSH 可以提供的建议没有提供什么指
导。

第 4 条对医疗管理和职业安全司的作用进行了明
确的阐述。

没有就索赔人的义务提供指导

第 5 条规定了索赔人的义务，包括进行医疗检查
的义务

没有关于欺诈或虚假陈述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 6 条涉及欺诈、虚报和漏报重要事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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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附录 D 规定

新的附录 D 规定

对于工作人员应该提交什么文件，没有提供指
导。

第 7 条规定了提出索赔的明确要求，以提供法律
确定性。

SM 应在 4 个月内提出索赔

将 SM 可以提出索赔的期限延长到 12 个月

以前的规定不包括这种延期

第 8 条规定附录 D 涵盖回籍假、探亲假、教育补
助金、医疗疏散旅行。

以前的规定只包括故意的不当行为

第 9 条包括被排除的索赔，包括不当行为、鲁莽
或重大过失

以前的规则。

第 10 条规定了最新的福利。

配偶五分之二的应计养恤金有偿收入

配偶 50:%的 SM 应计养恤金有偿收入

受抚养子女：每年 300 至 1,000 之间。

受抚养子女：相当于死者 SM 应计养恤金薪酬收
入的 12.5%。

如果没有配偶，次要受抚养人：五分之二的应计
养恤金薪酬收入
如果没有配偶，则为次要受抚养人。SM 应计养恤
金薪酬收入的 50%。

以前的计算是基于 P-4 第 5 步

第十一条 毁容或丧失功能，金额不超过 P-4 级
6。

以前的版本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重新审理索赔的理 第 13 条索赔的复议分为两部分 1）MEU 2）医
由。旧规定只提供 30 天的服务
疗复议提供了可以重新审理索赔的依据。新规定
行政上诉 60 天，医疗审查没有日期
为了供执行理事会参考，我们还在此提供附录 D 条款的新旧文本。

旧文本

附录 D
关于赔偿的规则
在死亡、受伤或生病的情况下
可归因于执行公务的
代表世界气象组织
第一部分：适用性
第一条
适用性
(a)

本细则应适用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除本条(b)款规定外，本细则应比照适用于
秘书长任命的其他人员。

(b)

秘书长可在适当情况下，安排将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纳入适用的国家社会保险计划，在这种情况
下，本细则的规定不适用于这些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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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规则不适用于通过特别服务协议与世界气象组织签订合同的人员，除非他们的任命条件另有明
确规定。

第二节。 裁决原则和一般规定
第二条
奖励的原则
本规则的实施应遵循以下原则和定义。
(a)

工作人员因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而死亡、受伤或患病时，应给予赔偿，但因下列原因造成
的死亡、受伤或患病，则不给予赔偿。

(i)

任何此类工作人员的故意不当行为；或

(ii)

任何此类工作人员故意使自己或他人死亡、受伤或患病。

(b)

在不限制(a)款的一般性的情况下，工作人员的死亡、受伤或疾病，在没有任何故意的不当行为或
故意的意图的情况下，应被视为是由于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而造成的。

(i)

死亡、受伤或疾病是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的自然事件；或

(ii)

死亡、受伤或疾病是直接由于工作人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指派，出现在对工作人员的健康或安
全有特殊危险的地区，并由于这种危险而发生；或

(iii)

死亡、受伤或疾病是直接因乘坐世界气象组织为执行公务而提供的、或由其支付费用或指示的交
通工具而发生的，但本项的规定不应适用于世界气象组织仅应工作人员要求和为其提供
方便而批准的私人机动车辆运输。

(c)

对儿童的赔偿应支付到该儿童年满十八岁的那个月底，但如果该儿童在学校或大学（或类似的教
育机构）全时就读，或完全残疾，赔偿应持续到该儿童年满二十一岁的那个月底。

(d)

"受抚养人 "仅指受抚养配偶、受抚养子女、受抚养父母、受抚养兄弟或姐妹。

(e)

"应计养恤金薪酬 "应具有《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1 条(q)款规定的含义，但如
果根据这些细则提出申请的工作人员在其死亡、受伤或患病之日不是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参
与人或准参与人，其 "应计养恤金薪酬 "应指如果其是参与人或准参与人，在该日应被视为其应计
养恤金薪酬的薪酬。

第三条
唯一补偿
根据本细则支付的赔偿金，是任何工作人员或其受养人就本细则规定范围内的任何索赔要求有权获得的唯
一赔偿。
第4条
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福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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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规则给予的补偿是为了补充根据《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给予的福利。
第 4.1 条
(a)

在不违反本条(b)款规定的情况下，应从根据本细则第 10.2、11.1(c)和 11.2(d)条应付的任何
赔偿金中扣除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支付给工作人员或通过其享有权利的人
的所有福利金，但这些福利金必须是由于导致根据本细则有权获得赔偿的同一死亡、受伤或疾病
而应支付的。

(b)

根据上文(a)款所作的扣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根据第 10.2 条、第 11.1(c)条和第 11.2(d)
条原应支付的补偿金减少到 10%以下，但根据这些条款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
每年应支付的总额不得超过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加上其在停止雇用时有权领取的年度扶
养津贴。

第 4.2 条
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支付的定期养恤金在发放后根据生活费用的变化进行调整时，
根据本细则第 10.2、11.1(c)和 11.2(d)条支付的年度补偿金也应同样进行调整。
第5条
与非世界气象组织赔偿金或权利的关系
在确定本细则规定的赔偿额时，秘书长可考虑到工作人员或其受养人可能有资格享受的政府、机构或行业
计划所规定的任何赔偿金或福利，但本条不得使本细则规定的赔偿金减至低于其中规定的数额。在确定补
偿金额时，不应考虑工作人员所购买的、其本人或其家属可能是受益人的商业保险。
第6条
对第三方的索赔
(a)

如果根据本细则可予赔偿的死亡、伤害或疾病是在秘书长认为造成第三人有法律责任为此向工作
人员或根据本细则有权就该死亡、伤害或疾病获得赔偿的另一人支付损害赔偿的情况下造成的，
作为给予这种赔偿的条件，秘书长可要求工作人员或该人向世界气象组织转让任何诉讼权以强制
执行这种责任，或与世界气象组织一起参与起诉这种诉讼。

(b)

工作人员或该人应向世界气象组织提供他可能获得的数据和证据，以提起此类诉讼，并向世界气
象组织提供提起此类诉讼可能需要的所有其他协助。工作人员或该人未经世界气象组织同意，不
得解决针对该第三人的任何索赔或诉讼，但世界气象组织有权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认为合理的条
件，解决或要求工作人员或该人解决针对该第三人的任何索赔或诉讼。

(c)

如果工作人员或这种人，或工作人员或这种人和世界气象组织对这种第三人的任何索偿要求进行
起诉判决或解决，或对这种索偿要求进行任何解决，由此产生的收益应予使用。

(i)

支付诉讼或和解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ii)

向世界气象组织偿还任何赔偿，包括根据这些规则提供的与死亡、受伤或疾病有关的医疗服务费
用。
如有余额，应支付给该工作人员或该人，世界气象组织根据本规则承担的责任应在此范围内减少。

第7条
不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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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规则可能有权获得赔偿的人，不得将其在本规则下的权利转让给另一人。
第8条
未成年人
根据这些规则要求对未成年人作出的所有赔偿裁决，应支付给这些未成年人或以其为受益人。秘书长可要
求在任何这种情况下指定一名监护人。
第9条
重新审理案件
秘书长可主动或应根据本规则有权获得或声称有权获得赔偿的人的请求，根据本规则重新审理任何案件，
并可在情况需要时，根据本规则对以前关于未来付款的任何裁决进行修正。
第三部分。赔偿金的支付
第十条
死亡
如果工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因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而死亡，应适用下列规定：
第 10.1 条
除根据第 10.2 条应支付的任何赔偿外，世界气象组织还应支付：
(a)

一笔合理的金额用于准备遗体和葬礼费用。

(b)

亡故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回程交通费，或者。
(i)

到本组织有义务将工作人员送回的地方；或

(ii)

如果工作人员在死亡之日正在其工作地点以外的地方执行公务，则返回其正式工作地点；或

(iii) 到另一地点，但世界气象组织承担的最大费用不得超过第(i)项的数额。
(c)

所有合理的医疗、住院和直接相关的费用。

第 10.2 条
(a)

世界气象组织应向已故工作人员的遗孀或鳏夫和(或)其他受扶养人支付下文规定的赔偿金，但每
年支付的赔偿金总额不得超过该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年薪的三分之二，加上他或她在死亡之
日有权领取的年抚养津贴。

(b)

应向已故工作人员的遗孀或鳏夫支付年度补偿金，直至死亡或再婚为止，其数额相当于工作人员
最后年度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五分之二，但条件是：
(i)

如果如此计算的数额低于每年 2,200 美元，则应增加到每年 2,200 美元或首次计算数额的
两倍，以较小者为准。

(ii)

如果已故工作人员留下一个以上的鳏夫或寡妇，根据本段规定应支付的年度补偿金应在这些
鳏夫或寡妇之间平均分配。在一个这样的鳏夫或寡妇死亡或再婚后，他或她的份额应在其余
人之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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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据本款领取赔偿金的鳏夫或寡妇再婚时，应向其一次性支付相当于本款规定的两年的赔偿
金，但根据第 10.2（b）(ii)条支付赔偿金的情况除外。
(c)

(d)

在符合第 2 条(c)款规定的子女赔偿资格期间，应向已故工作人员的每个未婚子女支付以下年度
赔偿金。
(i)

如果工作人员有遗孀或鳏夫，每年的补偿金相当于工作人员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时根据第
11.1(c)条应得补偿金的三分之一，但每个子女的补偿金每年不得少于 300 美元，不得超过
1 000 美元，为一个工作人员的子女支付的补偿金总额每年不得超过 3 000 美元。

(ii)

如果或在工作人员没有幸存的寡妇或鳏夫时，第 10.2(c)(i)条规定的年度子女补偿金应增
加，如果只有一个符合补偿条件的子女，应增加相当于第 10.2(b)条规定的寡妇或鳏夫补偿
金的一半的金额，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符合补偿条件的子女，应增加第 10.2(b)条规定的寡妇
或鳏夫的全部金额。2（b），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子女有资格获得赔偿，但条件是，根据本
规定应支付的子女赔偿总额应在所有有资格的子女之间平均分配，并应在这些子女中的任何
一个不再有资格获得第 2（c）条规定的赔偿时重新计算。

如果根据第 10.2(b)或(c)条，已故工作人员没有未亡的寡妇、鳏夫或子女，但工作人员有受扶养
的母亲或父亲或兄弟或姐妹，且在工作人员死亡之日正为其支付扶养津贴，则在遵守第 10.2(f)
条规定的情况下，应按以下方式支付年度赔偿金：
(i)

受扶养母亲或受扶养父亲应获得与第十条第二款第(ii)项规定的相同数额和条件的补偿，只是
在受扶养母亲或父亲再婚的情况下，秘书长如认为适当，可继续支付补偿。

(ii)

受抚养的兄弟或姐妹在他或她是第 2 条(c)款意义上的子女期间，应获得与第 10.2 条(c)款
(i)项规定的相同金额和条件的子女补偿金。

(e)

如果根据第 10.2 条前述规定应支付的年度赔偿金少于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三分之
二，加上世界气象组织在工作人员停止雇用时支付的扶养津贴，而工作人员在死亡之日还有其他
受扶养人（按第 2(d)条的定义），且根据第 10.2 条前述规定不应对其支付任何赔偿金。则在不
违反第十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情况下，可向这些受扶养人支付一笔款项，其数额由秘书长确
定，不得超过相当于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年薪的两倍或 10 000 美元，以数额较小者为准。

(f)

如果受扶养的父母或受扶养的兄弟或姐妹根据第 10.2(d)条获得赔偿，而另一名父母或另一名或
多名受扶养的兄弟和/或受扶养的姐妹根据第 10.2(e)条获得赔偿，则根据这两款获得的赔偿总额
相加(根据秘书长可能为此制定的换算表)，应受第 10.2(f)条规定的最高限额的限制。2(e)款规
定的赔偿金总额相加后(根据秘书长可能为此目的制定的换算表)，应不超过上文第 10.2(a)条规
定的最高限额，并可由秘书长决定，以其认为公平合理的方式，按年或一次性付款的形式，在应
获赔偿的受抚养人之间分配。

第十一条
受伤或患病
工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因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而受伤或患病时，应适用下列规定。
第 11.1 条
在受伤或疾病导致残疾的情况下，经秘书长确定为完全残疾，不论工作人员是否继续受雇于本组织或离
职。
(a)

世界气象组织应支付所有合理的医疗、住院和直接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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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在不妨碍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的其他规定所享有的权利的情况
下，应继续向工作人员支付其在最后出勤之日所领取的薪金和津贴（但不包括《工作人员细则》
第 134.8 条规定的特别职位津贴），直至下列任何一项为止：
(i)

他或她返回工作岗位；或

(ii)

如因残疾而未复职，则至其任用终止之日或因伤病缺勤首日起一年历年届满之日止，以较晚
者为准，但如工作人员在该期间届满前死亡，则应于死亡之日停止支付。

在根据适用的《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包括本条(b)款停止支付薪金和津贴之日
起，在工作人员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期间，他或她应每年领取相当于其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三分
之二的补偿金，加上根据第 2(c)条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的每个未婚子女的三分之一，但始终须依
次适用下述三项限制。
(i)

对每个此类子女的付款，每年不得少于 300 美元，不得超过 1000 美元，对一名工作人员的
子女所应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每年 3000 美元。

(ii)

第 11.1(c)条规定的年度补偿金总额不应低于以下两个数额中的较小数额：适用于工作人员
最后一个长期工作地点的 G.1 级薪金水平或相当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加
上为其领取扶养津贴的每个受抚养人支付的 300 美元；或第 11.1(c)㈢条规定的最高数额。

(iii) 根据第 11.1(c)条支付的年度补偿金总额不得超过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的年度薪酬加上
其在停止雇用之日有权领取的年度扶养津贴。
第 11.2 条
如果受伤或疾病导致残疾，并经秘书长确定为部分残疾。
(a)

世界气象组织应支付所有合理的医疗、住院和直接相关费用，无论该工作人员是否仍受雇于世界
气象组织。

(b)

第 11.1（b）条的规定应适用。

(i)

在工作人员因受伤或患病而无法履行公务期间；和
(ii)

(c)

(d)

凡工作人员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工作而导致其任用终止时。

如果由于部分残疾，仍受雇于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人员被调任到比其受伤或患病前的工资水平低
的职位。
(i)

补偿金应按年支付，相当于其调任前的薪金毛额与调任时的薪金毛额之间差额的三分之二。
这一补偿金应加在后一薪金毛额上，全部应按《工作人员条例》第 3.2 条规定接受工作人员
薪金税，并应列入《工作人员细则》第 134.11 条规定的应计养恤金薪酬中的薪金部分。

(ii)

根据第 11.2(c)(i)条支付的赔偿金不应影响适用于工作人员被调任的较低薪金级别的加薪，
但条件是，如果应付给工作人员的薪金数额（包括加薪）后来上升到与根据第 11.2(c)(i)条
支付的赔偿金相加后的数额，超过了工作人员在受伤或患病时所担任的职等的薪金数额（包
括加薪），则该工作人员的薪金将被取消。2(c)(i)条的规定，超过该工作人员如留在受伤或
患病时的职等所应得的薪金（包括例常加薪），则秘书长可适当减少应付的赔偿金。

如果在工作人员从世界气象组织离职时，确定他或她因受伤或患病而部分丧失工作能力，对其收
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他或她应有权领取第 11.1(c)条规定的年度补偿金中与工作人员残疾程度
相应的比例，该比例是根据医疗证据和在其正常职业或适合其资格和经验的同等职业中的收入能
力损失而评估的。

第 1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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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遇受伤或疾病导致肢体或机能的永久性毁损或永久性丧失，应向工作人员总付一笔款项，其数
额应由秘书长根据下文(c)段所列附表以及下文(d)段所列估价原则决定，如遇附表没有具体列明
的肢体或机能的永久性毁损或永久性丧失，必要时可按比例支付相应款额；

(b)

根据(a)款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应在根据第 11 条支付的任何其他赔偿金之外支付，无论该工作
人员是否仍受雇于世界气象组织，也无论永久毁容或丧失成员或功能是否影响该工作人员的收
入能力。

(c)

附表（永久毁容或永久丧失成员或功能）。
数额

丧失或完全丧失使用权

(i)

双臂或双手，或双腿或双脚，或双眼失明

(ii)

胳膊

(iii)

手

(四)

拇指

(v)

手指

(六)

(vii)

(viii
)

腿部

脚

丧失视力

领取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年度数额的
两
倍
，
在
P-4 年级，第 5 级

(在肩上)

60%的(i)

(在肘部或以下)

57%的(i)

(在手腕处或手腕以下)

54%的(i)
22%的(i)

第一(索引)

14%的(i)

第二（中）部

11%的(i)

第三次(环形)

(i)的 5%。

第四届

(i)的 3%。

(有短的大腿残端)

40%的(i)

(膝盖处或膝盖以下)

36%的(i)

(在脚踝或以下)

28%的(i)

大脚趾

(i)的 5%。

任何其他脚趾

(i)的 1%。

一只眼睛

24%的(i)

(假定其他是正常的)
(九)

丧失听力

35%的(i)

补偿总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上述(i)项的补偿。对于一般事务人员、体力劳动者和总部以外的
当地征聘人员，如其薪金或工资是按照《工作人员条例》第 3.1 条确定的，秘书长可考虑到工作人
员的薪金或工资在总部费率中所占的比例，适当调整本表所规定的补偿数额。
(d)

在适用的情况下，应根据以下评估原则确定前述条款规定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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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手或脚的两个或多个指头，或两个或多个指头中的一个或多个指头的丧失或失去使用权的
评估，应与由此造成的手或脚使用权的丧失成正比。

(ii)

对永久完全丧失使用权的成员的评估应与丧失成员的评估相同。

(iii) 对成员的永久性部分损失或丧失使用权的评估，应与成员的损失或丧失使用权的程度相适
应。
第 11.4 条
虽有第十一条的任何其他规定，秘书长可按下列规定给予赔偿：
(a)

工作人员因伤或病完全丧失能力，以致不得不经常或偶尔依靠他人照顾以满足其基本个人需要，
而这种照顾需要费用时，可按秘书长确定的数额支付额外补偿，但不得超过这种照顾的合理费
用。

(b)

在任何永久部分残疾的情况下，如果工作人员的收入能力因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而受到影
响，可核准额外的津贴，其数额由秘书长确定，以协助支付经秘书长事先核准的适当职业康复课
程的费用。

第 11.5 条
在根据第十一条第二款发给年度赔偿金的任何情况下，如工作人员同意，秘书长可利用秘书长为此目的制
定的换算表，将全部或部分年度赔偿金折算成与该赔偿金精算等值的一次总付。
第四节行政和程序
第 12 条
输入索赔的时间限制
根据本细则提出的赔偿要求，应在工作人员死亡或受伤或发病后四个月内提出，但在特殊情况下，秘书长
可接受在较后日期提出的要求，以供审议。
第十三条
残疾的类型和程度
对伤害或疾病以及残疾的类型和程度的确定，应根据从合格的医生那里获得的报告进行。
第十四条
体检
秘书长可要求对根据本规则要求或接受伤害或疾病赔偿的任何人进行体检。 如果索赔人或受益人拒绝或未
能在秘书长认为合理必要的时间内接受这种检查，秘书长可禁止索赔人或受益人接受全部或部分赔偿。
第十五条
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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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根据本规则提出要求或根据本规则领取赔偿的人，应提供秘书长为确定本规则规定的应享权利而可能要
求的文件证据。
第十六条
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
(a)

应设立一个索偿问题咨询委员会，就根据本规则提出的索偿要求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b)

秘书长可就与本规则的实施和管理有关的任何事项与咨询委员会协商。

(c)

咨询委员会可就其认为必要的程序作出决定，以便根据本条规定履行其职责。

(d)

董事会应由以下人员组成：

(e)

(i)

由秘书长任命的三名成员，其中至少有一名是秘书长根据第 21 号决议（EC-XXXV）任命的
世界气象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成员。

(ii)

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参与人根据第 21 号决议（EC-XXXV）选出的世界气象组织工作
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三名成员。

秘书由秘书长指定。他或她不得同时担任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第十七条
在受伤或生病的情况下提出上诉
(a)

对于秘书长关于因执行公务而受伤或患病的决定，或关于残疾的种类和程度的决定，可在该决定
通知后三十天内请求复议，但在特殊情况下，秘书长可接受在较晚日期提出的请求，以供审议。

(b)

应召开医疗委员会，审议并向索赔咨询委员会报告上诉的医疗问题。

(i)

由申请人选定的合格医生；

(ii)

日内瓦联合医务处主任或由其选定的一名医务人员。

(iii)

第三名合格的医务人员，由前两名选定，但不得是世界气象组织的医务人员。

(c)

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应将其建议连同医疗委员会的报告送交秘书长，由秘书长作出最后决定。

(d)

如果在审查了医疗委员会的报告和索偿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后，秘书长改变了他或她原来的决定，
有利于索偿者，世界气象组织将承担医疗费和附带费用；如果原来的决定得到维持，索偿者应承
担他或她选择的医生的医疗费和附带费用，以及医疗委员会中第三位医生的一半医疗费和费用。
其余费用和费用由世界气象组织承担。

(e)

如果根据本条提出的申诉也涉及对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申诉，则应尽可能利
用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和细则》设立的医疗委员会和该医疗委员会的报告来
实现本条的目的。

第十八条
与《工作人员细则》下其他福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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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根据本规则确认为因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而造成的死亡、受伤或疾病的情况下，应适用下列
规定。
(a)

在病假用完后，在不违反任何事先离职规定的情况下，应安排工作人员休特别假（根据《工作人
员细则》第 152.1 条）。根据本款给予的任何特别假，在工作人员根据第 11.1(b)或 11.2(b)条
领取相当于薪金和津贴的补偿期间，应视为带薪特别假，而随后的任何特别假应视为无薪特别
假。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由于先前因公受伤或生病而使用病假而造成困难，可根据个别情况的需要给予
特别病假，其数额相当于先前如此使用的核定病假的全部或部分。

(b)

在严重残疾的情况下，如工作人员缺勤可能持续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秘书长可应工作人员的请
求，为工作人员及其合格家属提供前往按照《工作人员细则》171.1(b)和 171.2(b)确定的应享
权利地点的旅费。但在适当情况下，所涉旅费应算作与工作人员下一次回籍假有关的旅费，如工
作人员未返回工作岗位，则算作离职旅费。

(c)

工作人员细则 141.3 关于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因残疾而退休后复职的规
定，也应适用于因执行世界气象组织公务而受伤或患病，因健康原因离职的工作人员。

(d)

如因代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公务而死亡、受伤或患病而离职，则不适用工作人员细则 172.1(a)㈣
中关于离职时须支付两年搬运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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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本

附录 D
关于赔偿的规则
在死亡、受伤或生病的情况下
可归因于执行公务的
代表世界气象组织
第一节 范围和一般规定

第一条
目的和范围
本细则对因执行世界气象组织公务而死亡、受伤或患病的赔偿作出如下规定。赔偿应根据本细则所载条款和条
件，仅向工作人员及其受扶养人提供。
第 1.1 条
补救措施的排他性；不转让
本细则规定的赔偿或其他形式的补救是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的唯一补救。对于本细则规定以外的因公死亡、
受伤或患病，世界气象组织不接受、不考虑、也不提供赔偿或补助。除下文所述及的情况外，不得向第三方转
让赔偿和权利。
第二条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细则的目的：
(a)

求偿人：按照本细则提出索偿的工作人员或下文界定的受扶养人。

(b)

受扶养人：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所述配偶、受扶养子女或二级受扶养人。应向受扶养子女或
二级受扶养兄弟姐妹支付的赔偿金或抚恤金，在该受扶养子女或二级受扶养兄弟姐妹年满 18 岁的当
天，或在大学或同类学院全时就读者年满 21 岁的当天停止支付。如果并且只要受扶养子女或二级受
扶养兄弟姐妹有终身残疾或预计在一个时期内长期残疾而不能从事有偿职业，这一限制则不适用。

(c)

未成年人：未满 18 岁者，或者，如果居住国法定成年年龄低于 18 岁，则指未满居住国法定成年年龄
者。

(d)

患病：经主管当局授权行医的医生证实健康状况恶化。

(e)

受伤：经主管当局授权的执业医师确认的生理受伤；

(f)

事件：索偿所依据的造成死亡、受伤或患病的事件。

(g)

通勤：用合理交通工具在住所地点与工作地点之间以时间或行程意义上的直接路线旅行。直接路线应
起止于指定工作地点的世界气象组织房地或房产地界线或工作人员住所房产地界线，而不故意偏离该
路线。 工作人员住所包括院落、草坪、车道、车库、楼梯、入口、电梯、地下室、走廊或共用区域。

EC-75/INF.6.4(3), p. 14

(h)

合理交通工具：适当情形下被普遍接受的交通工具。为本细则目的，特别危险的交通工具不视为合理
交通工具。

(i)

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在本细则所述条款和条件下，直接因执行世界气象组织公务而发生的死亡、
受伤或患病。

(j)

应计养恤金薪酬：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定义载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1 条。如果
工作人员在死亡、受伤或患病时不是养恤基金参与人，其应计养恤金薪酬应为假设该工作人员是参与
人的情况下在该日期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k)

最后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在(i)事件发生时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如果是永久性毁容或永久性丧失功能；
(ii) 因完全残疾而离职；或(iii) 如发生死亡则为死亡日期。如果工作人员在死亡、受伤或患病时不是
养恤基金参与人，其薪酬应为假设该工作人员是参与人的情况下在该日期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l)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福利：养恤基金福利的定义载于下文第 11.7 条（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
员养恤基金的福利关系）。

(m)

一笔总付：一次性支付赔偿金。

(n)

既有伤病：在造成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事件发生以前已有的患病、受伤或损伤。

(o)

完全残疾：因公造成可能长期或永久受伤或患病，导致求偿人丧失符合其合理能力状况的继续工作能
力。所造成的能力丧失必须由秘书长根据 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确定对求偿人的实际收入有
严重不利影响。根据 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对完全残疾状况进行确定应独立于根据《联
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对残疾状况作出的认定。
第三条
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

(a)

秘书长设立了索偿咨询委员会，负责审议由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引起的索偿并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b)

索偿咨询委员会可采取其认为履行本条所述职能所需要的程序，但在出现矛盾时应适用本细则。

(c)

索偿咨询委员会的组成：
(i) 表决成员：
a.

委员会的成员应与世界气象组织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相同。

(ii) 当然成员：
b. 秘书长可任命秘书处法律顾问办公室和保健管理和职业安全与健康司的代表作为当然
代表。
c. 当然成员应以顾问身份参加索偿咨询委员会，就涉及各自部门的细则的解释和问题向
索偿咨询委员会提供指导。
第 3.1 条
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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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索偿咨询委员会秘书应由秘书长或其他受权官员指定。秘书不得同时担任索偿咨询委员会成员。

(b)

秘书在根据本细则履行其职能和责任时，将从适当的来源寻找充分和相关的书面证据。
第四条
医疗保健管理司的作用
职业安全和健康（DHMOSH）

(a)

医疗管理和职业安全与健康司（DHMOSH）应作出医疗鉴定，供索赔咨询委员会审议。
(i)

死亡、受伤或患病是否与某一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

(ii)

死亡、受伤或患病是否与从事公务有直接因果关系；

(iii)

治疗或服务是否与因公受伤或患病有直接关系；

(四) 治疗或服务对于该伤病的治疗是否有合理必要；
(v)

医疗费用相对于所提供的治疗或服务是否合理；

(六) 缺勤是否与因公受伤或患病有直接关系；
(vii) 为鉴定功能永久丧失，求偿人是否已达到最大程度的医疗改善；
(viii) 永久外形毁损或功能丧失；
(九) 完全残疾。
(b)

根据 WMO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162.1（g），为澄清与根据本条所作的确定有关的调查结果或对索
偿作出的进一步评估，可要求工作人员进行体检，由 DHMOSH 指定的医务人员执行，费用由组织承
担。还可要求工作人员提供与根据本条所进行的确定有关的其他资料。
第五条
求偿人的一般义务

(a)

索赔人必须在第 7 条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必要的文件证据，以充分支持根据本规则提出的赔偿要
求。

(b)

如果索赔人或受益人拒绝或未能在秘书长认为合理必要的时间内接受这种检查，秘书长可禁止索赔人
或受益人接受全部或部分赔偿。

(c)

求偿人必须充分和及时遵守世界气象组织 根据本细则第四节就索偿或为追回第三方付款提出的任何要
求。

(d)

根据下文第 10.8 条，如果求偿人可能有资格为索偿所依据的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获得政府、机
构、行业或其他劳工赔偿计划或保险的任何赔偿，求偿人必须告知索偿咨询委员会。

(e)

如果发生与索偿有关的任何变化，包括病情的变化，求偿人必须告知索偿咨询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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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求偿人应按要求定期提供仍有资格领取本细则规定的定期赔偿金的证明。
第六条
欺诈、虚报和漏报重要事实

(a)

求偿人提交的呈件或索偿中如有欺诈或重大虚报或故意遗漏的重要事实，则应驳回该求偿人就有关事
件提出的所有索偿，终止就索偿应向求偿人支付的所有赔偿或福利，并追回就索偿支付的所有款项。

(b)

此种索偿若由工作人员提出，可能构成 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第十条规定的不当行为，并可
能导致纪律措施。
第二节 给偿要求和条件
第七条
提交索偿的程序要求

通知
(a)

事件发生后，求偿人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相关人力资源处书面提交下列资料：
(i)

工作人员和索赔人的姓名和地址；

(ii)

死亡日期或受伤或患病的初始日期或诊断日期；

(iii)

事件描述，包括日期、时间和地点。

索偿
(b)

求偿人应按下文第 7(c)条规定，在相关日期一年内提交经签名的索偿咨询委员会索偿表以及适用的下
列资料：
(i)

受伤或患病索偿：A.受伤或患病情况说明；B.关于受伤或患病与事件之间关系的说明；C.
诊断书；d.预测后。这些资料必须由工作人员的医生书面提供。求偿人还必须提交所有相
关医疗检测的结果；

(ii)

医疗费报销索偿：
a.

完整填写的索偿咨询委员会医疗费索偿表；

b.

所有相关医疗账单；和

c.

账单付款证明。所有必要的表格和证明文件均可通过国内邮递服务或其他国际递送
服务递交，也可通过电子方式，用电子邮件或其他指定工具递交，只有在实际收到
时才被视为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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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c)

提交上述所需表格和证明文件的时间限制将根据以下内容确定。
(i)

损失或病患：事件发生日期为事件发生日期或暴露于风险期间。如果立即出现明显症状，
事件发生日期应为事件发生日期，或者应为工作人员意识到或按理应该意识到受伤或患病
的日期，以较早者为准；

(ii)

死亡：死亡日期应以正式核发的死亡证明书为准。
第八条
获偿资格

(a)

索偿所依据的死亡、受伤和患病状况必须依照下文第 8(d)条评估为因公所致，才有资格获得本细则规
定的赔偿。

(b)

索偿咨询委员会将评估死亡、受伤或患病是否为因公所致，并向秘书长提出关于索偿的建议。

(c)

评估应以偿人提交的资料为依据，并且酌情考虑 DHMOSH 的建议、索偿咨询委员会当然成员的技术
咨询意见以及其他任何相关文件或其他证据。

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
(d)

如果死亡、受伤或患病直接归因于执行世界气象组织公务，即发生在从事执行公务的必要活动期间和
必要地点，则为因公所致。
(i)

发生在世界气象组织房地的事件：如果事件发生在世界气象组织房地，所造成的受伤、患
病或死亡可能是因公所致，除非事件发生时该工作人员是在从事其公务范围以外的活动；

(ii)

发生在世界气象组织房地以外的事件：如果事件发生在世界气象组织房地以外，而事件造
成的受伤、患病或死亡如果不是因为执行公务就不会发生，并且是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下
发生，则受伤、患病或死亡可能是因公所致：

(iii)

a.

在适当受权的公务差旅期间，但须符合下文第 9(a)(iii)条规定；

b.

在工作人员进行上文第 2 条界定的通勤过程中；

c.

在工作人员进行执行公务所需要的其他直接路线旅行或位于执行公务所要求的地点
时。

在以下各类公务差旅期间发生的事件，只有发生在适用旅行核准书和行程安排所指定的出
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行期间，才有可能是因公所致。
a.

回籍假旅行；

b.

探亲旅行;

c.

代替子女旅行的教育补助金探亲旅行；

d.

与以前发生的因公受伤或患病无关的医疗后送旅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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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工作人员请求下赴其母国的医疗后送。

(四) 特别危险：如果工作人员因公前往或被派往经授权的世界气象组织安保和安全官员记录和
处理中的特别危险地区，并且这些危险直接造成了根源事件的发生，则死亡、受伤或患病
可能是因公所致。
既有伤病加剧
(e)

以既有伤病加剧为全部或部分理由的索偿不得获偿，除非病情加剧是因公所致，并且仅按伤病中被视
为因公所致的比例给予赔偿。
第九条
除外索赔

(a)

明确排除在秘书长规定条件之外的补偿，或出于但不限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的死亡、受伤或患病的索
偿，依照本细则，均不得赔偿：
(i)

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鲁莽行为或严重疏忽，包括但不限于有意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或
死亡的行为或不行为；

(ii)

工作人员无视已向其提供或合理备取的安全指示；

(iii)

工作人员未使用世界气象组织提供的适当安全装置或医疗预防法，除非并且仅限于即使使
用这些装置或预防法，仍会发生死亡、受伤或患病的情况；

(四) 工作人员采取肢体对抗或其他暴力，除非当时情况下工作人员为执行公务有这样做的合理
必要；
(v)

与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无关的伤病或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第 2 条界定的既有伤病。

(六) 事件发生在工作人员从家里或世界气象组织以外的其他授权地点远程工作时，称为 "远程
办公 "或 "远程工作"。
医疗装置损耗
(b)

假肢和助听器等医疗装置的正常损耗不得赔偿，除非是根据以前核准的索偿发给的装置。
第三节补偿
第十条
补偿

对于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将按下列规定给予求偿人赔偿，但不付利息；所有这些赔偿，包括调整数，只以
美元计算。
第 10.1 条
受伤或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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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因公受伤或患病，应适用下列规定：
开支
(a)

世界气象组织应支付所有经 DHMOSH 认定的医疗费用。
(i)

与因公受伤或患病有直接关系；

(ii)

提供的治疗或服务有医疗上的合理必要；和

(iii)

提供的治疗或服务的合理费用。

病假
(b)

因公受伤或患病而获准的初次缺勤应计为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162.1 应享的病假福利，直至这
些福利用完或工作人员返回岗位。在符合所有规定的前提下，可适用第 10.9 条。

第 10.2 条
完全残疾
如发生完全残疾，在根据上文第 10.1(b)条应享有的病假福利用尽，而且根据适用的 WMO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
则应付的薪酬和津贴停发之后，工作人员应领取相当于其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 66.66%的年偿金，如受扶养
子女，年偿金则为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75%。年偿金应在残疾状况持续期间定期支付，而且不包括根据第
10.1（a）条在适用情况下应付的赔偿。
第 10.3 条
死亡
如工作人员因公死亡，应适用下述规定：
丧葬费
(a)

世界气象组织应支付合理数额的遗体准备和丧葬费用。

开支
(b)

世界气象组织应支付在死亡日期和时间之前发生并经 DHMOSH 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医疗费用：
(i)

与因公受伤或患病有直接关系；

(ii)

提供的治疗或服务有医疗上的合理必要；和

(iii)

提供的治疗或服务的合理费用。

旅行和返国费用
(c)

合格家庭成员出席葬礼的旅行费用，或合格家庭成员或其他指定人员陪护去世工作人员遗体的费用，
以及遗体返国费用，应按秘书长规定的条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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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 条
遗属
最高赔偿
(a)

如发生工作人员因公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应向该工作人员的配偶或其他合格受扶养人支付下列赔偿
金，但应付年偿金总额不得超过去世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75%。

配偶
(b)

配偶应领取定期支付的年偿金，数额相当于去世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50%。如有多个配
偶，年偿金应在配偶之间平分。一名配偶死亡后，其应得份额在其余配偶之间平分。

受扶养子女
(c)
(i)

每一受扶养子女应领取年度补偿金，按照下文第 10.5 条的规定定期发给，数额相当于已
故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12.5%。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受扶养子女，应付年
偿金不得超过第 10.4(a)条规定的最高数额，且应在受扶养子女之间平分；

(ii)

如无未亡配偶，受扶养子女赔偿金则以如下办法取代第 10.4(c)(i)条规定的办法：领取按
第 10.5 条的规定定期支付、相当于一个受扶养子女按第 10.4(b)条规定比例应得数额的
年偿金，此外领取按第 3.5 条的规定定期支付、与所有其他受扶养子女按第 10.4(c)(i) 条
规定比例应得数额相等的年偿金。这种补偿应在受抚养子女之间平均分配。

二级受扶养人
(d)

如果既无配偶、也无受扶养子女，但有二级受扶养人，则应支付下列赔偿金：
(i)

受扶养父母一方，每年定期领取相当于工作人员上一次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50%的补偿金；

(ii)

依照下文第 10.5 条的规定，定期发给受扶养兄弟姐妹的年度补偿金，数额相当于工作人
员上一次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12.5%。

第 10.5 条
对未成年人的付款
根据本细则向未成年人支付的任何赔偿金均应付给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所有这些补偿必须全部用
于未成年人的唯一利益。
第 10.6 条
永久外形毁损或功能丧失
(a)

如因公受伤或患病而致永久外形毁损或功能丧失，应向工作人员支付一笔总付赔偿金，数额计算如
下：事件发生时该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乘以三，再乘以按 DHMOSH 核定准则确定的因公所致功
能丧失程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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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无论工作地点，用于计算永久性毁容或丧失功能的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不得超过事件发生时适用
的 P-4 第六职档应计养恤金薪酬，并不得低于日内瓦总部 G-2 第一职档应计养恤金薪酬。
(i)

如果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超过 P-4 第六职档应计养恤金薪酬，则所用的应计养恤金
薪酬应为 P-4 第六职档应计养恤金薪酬；

(ii)

如果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低于日内瓦总部 G-2 第一职档应计养恤金薪酬，则计算所
用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应为日内瓦总部 G-2 第一职档应计养恤金薪酬。

第 10.7 条
第 3.7 条 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福利的关系
依照下文规定的赔偿是为了按如下规定补充《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规定的福利：
(a)

应按照上文第 10.2 或 10.4 条规定支付的赔偿金应减去求偿人按《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
例》领取的残疾津贴或遗属抚恤金。按本细则所作的扣减绝对不能将应付赔偿金减至低于应付数额的
10%，同时要求在本细则和《养恤基金条例》两者规定下每年应付的总额绝对不能超过工作人员最后
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75%。

(b)

按本细则调整后，㈠ 养恤基金福利与㈡ 应按照上文第 10.2 和 10.4 条规定支付的赔偿金相加之和绝
对不能超过工作人员最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75%。

(c)

如果养恤基金福利根据生活费用变动进行调整，则应按照上文第 10.2 和 10.4 条规定支付的赔偿金也
应作相应调整。

第 10.8 条
与非气象组织赔偿的关系
(a)

在确定本细则下应付的赔偿数额时，应从该数额中减去求偿人有资格领取的任何政府、机构、行业或
其他劳工赔偿计划赔偿数额，但不包括个人保险。

(b)

如果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所涉医疗费用属于下列情况，则求偿人不应获得本细则规定的赔偿或报
销：这些费用：

(c)

(i)

已由或可由政府、机构、行业或其他劳工赔偿计划赔偿；或

(ii)

已由健康保险或医疗保险报销。

如果求偿人可能有资格为索偿所依据的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获得政府、机构、行业或其他劳工赔偿
计划或保险的任何赔偿，求偿人须告知索偿咨询委员会。

第 10.9 条
与 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下其他福利的关系
特别假
(a)

工作人员应享病假根据第 10.1(b)条用尽后，如果尚未从世界气象组织离职，可按工作人员细则 152.
休特别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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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积存
(b)

病假积存是指准予使用已用于因公受伤或患病的全部或部分应享病假，可根据下列情况批准：
(i)

如果求偿人非因公受伤或患病经 DHMOSH 核准病假，但已无足够的非因公受伤或患病应
享病假，原因是先前因另一次根据本细则确定认为因公所致的伤病使用了病假，为了保持
该工作人员的全额支薪地位，可准予病假积存。这种补助以先前因公受伤或患病所使用的
病假的最大限度为限。对于已经在《工作人员细则》第 162.1(b)条规定的时限内恢复的任
何病假，将不予记入。

(ii)

正在被考虑能否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33(a)条领取残疾津贴的工
作人员，如已用尽应享病假，为保持该工作人员的全额支薪地位，可准予病假积存。求偿
人是否应该获得此种福利，应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既定程序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
金条例》，与 DHMOSH 协商确定。准予病假积存仅限于为保持全额支薪地位，直至工作
人员的任用被终止或按《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33（a）条的规定离职，
除非在此期间按秘书长所定条件适用其他安排。

回籍旅行
(c)

经 DHMOSH 核证因公受伤或患病而至少 6 个月不能工作的工作人员，可申请按 WMO《工作人员条
例和细则》第七条，为本人及合格受扶养人前往应享福利地点的旅行，以及工作人员返回岗位时本人
及合格受扶养人的返程旅行领取特别旅行津贴。如果此种旅行是在工作人员按照工作人员细则 153.1
和 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第七条取得回籍假资格后 12 个月内开始或结束，则特别旅行津贴应
被视为代替该工作人员的应享回籍假福利。如果工作人员不返回岗位，则特别旅行津贴应被视为代替
WMO《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第七条规定的离职旅行福利。
第四节补偿
第 11 条
向第三方索偿

通知
(a)

凡申请按照本细则获得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赔偿的申请者，必须将其已经或正在或打算今后向因公
死亡、受伤或患病所涉第三方提出的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以书面形式尽早通知秘书长。

权利转让
(b)

如果秘书长认为求偿人可对第三方，包括第三方承保人提出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以获得与因公死
亡、受伤或患病相关的损害赔偿或其他付款，秘书长可要求求偿人将该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转让给
世界气象组织，由世界气象组织代替求偿人提出或执行该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以此作为准予向求
偿人支付任何赔偿的条件。

协助提出或执行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
(c)

如果世界气象组织决定按照上文(b)款对第三方提出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求偿人应向世界气象组织
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与合作，以便提出或执行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包括参与任何诉讼或程序。

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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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世界气象组织有权按照其认为合理的条款和条件就根据上文(b)款对第三方提出的任何索偿、要求或权
利主张达成和解。已按(b)款转让索偿、要求或权利主张的索偿人应向世界气象组织提供达成和解所需
要的一切协助，包括但不限于参与任何和解办法谈判和签署与和解有关的所有文件。未经世界气象组
织书面明确同意，求偿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与第三方就任何索偿、要求或诉讼达成和解。

收益
(e)

如果根据上文(b)至(d)款进行诉讼、程序或达成和解而从第三方收到赔偿或收益，这些赔偿或收益应
该用于：
(i)

第一，全额支付诉讼、程序或和解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ii)

第二，向世界气象组织偿还根据本细则给予求偿人的任何赔偿；和

(iii)

第三，将剩余数额付给求偿人。

未来索偿
(f)

求偿人今后根据本细则可能有权领取的任何赔偿数额应首先用于抵销求偿人已根据上文(e)款第㈢项领
取的任何款额。
第 12 条
追还多付款

(a)

如果世界气象组织向求偿人支付了超出本细则规定应付赔偿的数额，世界气象组织将通知求偿人多支
付数额并要求退还。

(b)

如果无法立即全部退还，将从今后根据本细则应向求偿人定期支付的任何赔偿金中扣减 20%，直至多
支付额已全部退还。根据本细则支付的一笔总付款额如果无法全部立即退还，秘书长将要求通过、但
不限于以下方式追回：从今后根据本细则应向求偿人支付的任何一笔总付赔偿金中扣减多付的全部数
额。
第五节 复议、复核和上诉
第 13 条
对医疗鉴定的复议

(a)

如果索赔人希望对根据本规则作出的索赔决定提出异议，而该决定是基于 DHMOSH 的医疗鉴定，则
应提交对医疗鉴定进行重新审议的请求并成立医疗委员会。

(b)

应召开医疗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向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报告上诉的医疗问题。
(i)

由索赔人选择的合格医生。

(ii)

日内瓦的 DHMOSH 主任或由他或她选定的一名医生。

(iii)

第三位合格的医生，由前两位选定，他不应是 DHMOSH 的医务人员或以任何方式隶属于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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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索偿事项咨询委员会应将其建议连同医疗委员会的报告送交秘书长，由秘书长作出最后决定。

(d)

如果在审查了医疗委员会的报告和索偿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后，秘书长改变了他或她原来的决定，有利
于索偿者，世界气象组织将承担医疗费和附带费用；如果原来的决定得到维持，索偿者应承担他或她
选择的医生的医疗费和附带费用，以及医疗委员会中第三位医生的一半医疗费和费用。其余费用和费
用由世界气象组织承担。

(e)

如果根据本条提出的申诉也涉及对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申诉，则应尽可能利用根
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和细则》设立的医疗委员会和该医疗委员会的报告来实现本条
的目的。
第 14 条
对行政决定的审查和上诉

如果求偿人希望对根据本细则作出的裁定提出质疑，而该裁定的依据涉及医疗鉴定以外的因素，求偿人应按照
工作人员细则 1111.2.向秘书长书面提出管理当局评价申请。
第 15 条
重开索偿
根据本细则提出的索偿如果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条件，可应求偿人书面请求或在秘书长提议下重新开案：
(a)

发现新的重大证据，可能对下列事项产生重大影响：
(i)

关于死亡、受伤或患病是否因公务所致的断定；或

(ii)

相关的医疗鉴定；

(b)

工作人员的状况恶化或改善，而这种恶化或改善与因公受伤或患病直接相关，因此可能应追加赔偿，
或应减少或取消补偿；

(c)

世界气象组织 在处理索偿时出现重大错误，影响了处理决定。
按照上述规定重开的任何索偿均应依照本细则考量。秘书长和求偿人应受先前所作的裁定约束，除非
重大证据或重大错误使先前的裁定失去依据或引起重大疑问。
第六节过渡措施
第十六条
过渡措施

(a)

就本订正细则生效后发生的事件提出的索偿将适用本订正细则。

(b)

对于就本修订规则生效前发生的事件提出的索赔，将适用以前适用的、对索赔人更有利的规则。
_______________

天气 气候 水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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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
了努力，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

或隐含的保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
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
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
本。]
工作人员协会的意见
1.

简介

WMO 工作人员协会由向联合国联合养老基金缴费的所有 WMO 工作人员组成，并拥有由协会退休成员
和 WMO 临时雇员组成的准会员。工作人员协会通过其大会和其他活动，指导工作人员委员会发挥其作
用，履行 WMO 工作人员协会的章程。WMO 内部的工作人员委员会的作用是赋予工作人员的，并在
《工作人员细则》第 181 条中作了规定，它是颁布 WMO 第 8 条第 8.1 条的关键机制之一。"第八条，
工作人员关系，8.1- 秘书长将为工作人员参与讨论与工作人员问题有关的政策作出规定"。
工作人员委员会编写了这份报告，并努力确保报告反映了所有工作人员的广泛意见。
2.
2.1

工作人员问题

与管理层的关系

目前，工作人员在有关工作人员规则和条例的问题和变化方面得到了与管理层的良好和及时的协商，工
作人员协会承认并赞赏通过联合协商委员会的机制与管理层进行的公开讨论和合作。
然而，近年来，工作人员委员会认为管理层没有充分解决遵守条例 8.1 的这方面问题，导致 2021 年工
作人员协会大会批准了两项决定。第一项决定要求管理层重申其承诺，根据 WMO 条例 8.1 和规则
181，就工作人员的问题与工作人员协商。第二项决定要求管理层修订其 2021 年更新的 WMO《议事
规则》第 1 章，因为工作人员协会认为，该更新没有充分记录工作人员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在讨论和报
告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的变化的相关过程中的作用。管理层同意审查该章，以解决工作人员的关切。
虽然该章的更新已经完成，但在重新出版之前，工作人员委员会没有机会审查该更新。工作人员委员会
将对这些变化进行审查，并向 2022 年的工作人员协会大会报告。
2.2
WMO 工作人员协会和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FICSA)
WMO 工作人员协会是国际公务员联合会（FICSA）的积极参与者，该联合会由属于联合国系统的 31
个机构协会组成，今年庆祝其成立 70 周年，并于 4 月 25 日至 29 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了第 75 届
理事会，履行其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各机构的章程，确保国际公务员的服务条
件。联合国秘书长在支持国际公务员联会的致辞中强调，"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全世
界的公务员。我们在共同制度的愿景中团结一致，在这个制度中，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感到有动力、被
包容和被授权。他还提到了气候危机所带来的挑战的重要性，WMO 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在一些工作人员代表对一些行政部门的恐吓行为表示关切后，公务员协联发表了一份关于保护当选工作
人员代表免遭报复、骚扰和欺凌的声明（公务员协联，第 75/1 号决议），回顾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第 30、31 和 32 条。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通过的
A/RES/73/342 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联合国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未来工作的百年宣言》的承诺，

EC-75/INF.6.4(4), p. 2

并呼吁各组织的管理层代表确保工作人员代表不被剥夺职业发展机会和晋升机会，不因履行其职责而成
为职业停滞的对象
这次，国际公务员联会的工作得到了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M）的正式认可，签署了一项费用分
担协议，以支付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和秘书长从其正常职责中解脱出来的费用。WMO 行政部门是该协
议的一部分。
2.3
工作人员向联合国争议法庭的联合上诉
2018 年，WMO 执行管理层对专业人员进行了减薪，实际上是 7.7%左右，这是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ICSC）2016 年生活费用调查的结果，并由此对联合国专业人员工作地点差价调整表进行了修改。
这种导致的联合国专业人员减薪受到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协会的普遍谴责，并导致了统一行动和向联合国
每个上诉法庭提出上诉，结果好坏参半，也就是说，有些组织没有实施或撤销减薪，而另一些组织则实
施了减薪，使联合国出现了非常不理想的多级工资表体系。
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特别机构，WMO 的工作人员通过联合国争议法庭（UNDT）单独发起了自己的联合
上诉，UNDT/2021/138，Abalos 等人，主要目的是挑战 WMO 执行管理部门的立场，即 WMO 有义
务根据自己的条例实施工作地点调整的变化。代表 WMO 所有工作人员采取这一联合行动的联合上诉人
认为，情况并非如此，除其他外，联合国其他机构没有实施或扭转这一变化，而我们目前在整个联合国
有一个多层次的薪资表系统，这就是证明。
这一上诉程序已经完成，判决书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在联合国争议法庭网站上告知。争议法庭的法
官裁定 WMO 行政部门胜诉。
因此，应该指出的是，自从两级工资制度生效以来，WMO 的专业人员的工资低于联合国内部同等水平
的专业人员，当涉及到工资考虑时，WMO 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首选雇主，其吸引力较小。
2.3.1
工作人员协会建议，行政部门应尽其所能，确保支持并尽快恢复加入联合国单一级别的薪
资表制度。
2.4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建议的进展 46

员工调查
应管理层的邀请，工作人员已派代表参加，并为制定 2022 年工作人员调查的过程提供了意见。工作人
员委员会对这种参与表示欢迎，并对调查充分和客观地解决工作人员感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感到高兴。这
包括 WMO 组成机构框架和秘书处的改革和重组的影响、招聘做法、性别、多样性和包容性、工作氛
围、远程工作政策和 COVID 危机的管理，等等。
2.4.1

工作人员协会提议，在进一步分析调查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能结果和行动时，将咨询工
作人员委员会。

对 WMO 组成机构改革和秘书处重组的审查
两名工作人员代表被邀请作为联合审查小组（JRT）的一部分，在秘书长的召集下审查 WMO 的重组，
在独立专家的协助下进行结构流程审查，以进一步完善和调整秘书处的整体重组，从而实现这种重组的
目标。
小组在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7 日期间开展工作。该小组审查了 WMO 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方
面，最后的报告主要记录了 WMO 结构变化的行政方面。
认识到 WMO 的新结构是在大流行期间实施的，而审查只涉及在特殊情况下新结构下的运作，因此对结
构调整，包括对新概念下的行政服务进行客观审查是不可行的。
2.4.2

46

工作人员协会提议：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管理和行政的报告已作为 2021/1 号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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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在 6-12 个月后，在 WMO 活动框架内恢复 COVID 后的业务和活动后，委托进行另一次审
查，特别是对那些作为重组的一部分经历了重大重新设计的方面，如行政和支助服务。

(2)

更清楚地界定参与审查的各方的作用和责任，例如，工作人员与外部顾问支持，以避免建议的性
质和反映的不确定性。

人力资源战略
工作人员委员会欢迎行政部门发布 WMO 秘书处的人力资源战略，并通过第 14/2022 号服务说明在内
部向工作人员发布。工作人员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也是针对联合检查组（JIU）报告（建
议 4）而采取的第一步，特别是考虑到行政部门在过去几年中实施的专业人员情况的重大变化--见下面
的图表，显示从 2019 年（蓝色）到 2022 年（橙色）WMO 工作人员情况的变化（左）和专业人员
（右）。

下表总结了该图表中显示的一些关键的整体变化。
人员配置
一般事务人员
专业人员 (P1 至 P3)
专业人员 (P4 至 P5)
司长(1, 2)

2019
111
68
123
20

2022
72
121
124
22

变化
-35%
+78%
+1
+2

对于工作人员协会来说，这种形象的变化提出了以下重要问题/疑问。
(1)

行政部门是否雇用了一个初级专业人员，现在不得不承担通常由一般事务人员（GS）执行的角色
和任务？

(2)

WMO 是否有或计划引入一个培训或指导计划，以充分解决其新雇用的初级专业人员中可能存在
的经验不足问题？

(3)

这种可能的经验缺乏对高层（P4、P5）工作人员的作用和优先事项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可能需要
花更多的时间来指导和培训初级工作人员？

(4)

鉴于较低级别的专业人员在 WMO 内通过晋升和将其工资提高到特别是在日内瓦工作地点养家糊
口所需的水平的机会相对有限，行政部门是否设想有一个适当的培训和专业发展计划，以解决初
级专业人员的留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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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来高层专业人员退休和离开本组织的可能风险和影响是什么？

(6)

考虑到恢复 "正常 "的计划活动，也许对 WMO 未来的产出有更大的期望，WMO 人员编制的这
种大幅整体增长是否可以持续？

(7)

这样的人员配置是否适合未来 5 到 20 年的 WMO？

2.4.3

工作人员协会建议执行管理层考虑将 以下内容作为人力资源战略的可能补充或调整。

(1)

在人力资源战略中纳入（至少）5 年的工作人员情况预测或展望，考虑到可能的工作人员变化、
退休等，同时进行 "适合目的 "的分析。

(2)

为所有工作人员建立一个具体的、可获得的专业培训和发展计划及课程。

(3)

建立一个指导系统和程序，作为工作人员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4)

考虑其他工作人员的发展措施，例如，可能包括。
(a)

灵活的内部人员流动，旨在拓宽工作人员的经验和技能。

(b)

正式的、经认可的和有报酬的表演角色。

(c)

与 WMO 成员专家进行 "工作互换"。

(d)

保留并报告 WMO 内部工作人员进展情况的统计数据。

2.4.4
2.5

工作人员协会建议管理层 与工作人员协会合作，制定一项工作人员培训和发展计划。

员工重返工作岗位和远程办公政策

很明显，WMO 的工作人员非常乐意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工作场所的出勤率，这表明，在很大程度
上，WMO 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激励的工作场所。
自 2021 年 9 月起，行政部门实施并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试行远程工作政策，允许 WMO 工作人员
在其工作地点、家庭所在地工作最多两天。根据人力资源部门在 COVID 危机期间对工作人员进行的远
程工作调查，很明显，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举措，并且应该作为工作人员的一项持续权
利来实施。这与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以及更广泛的专业商业部门是非常一致的。许多员工显然能够从
这样的远程工作系统中获得专业和个人的利益，对他们的专业产出和效率产生最小或没有负面影响，并
可能给组织带来许多积极的好处。
2.5.1

工作人员协会建议，除了正式通过远程办公政策外，行政部门还考虑对该政策进行以下可
能的扩展或改进。

(1)

行政部门支持工作人员建立一个安全和富有成效的家庭办公室工作场所。

(2)

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培训以及改进的绩效评估系统，以支持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就 责任、优
先事项和报告进行更清晰的沟通 ，确保远程办公系统的持续效率和成功。
2021 年提出的问题的进展

2.6

在提交给欧盟委员会的 2021 年报告中，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向管理层提出了关于修改工作
人员细则和条例的建议。这些问题的进展和状况作为本报告的附件 1 提供。
3.

工作人员协会的计划和活动

工作人员委员会预计将在 2022 年剩余时间及以后处理一些计划中的活动和任务。这包括。
(1)

对《工作人员协会章程》进行更新，以解决几个问题，包括协会的决策和选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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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填补工作人员协会管理员的职位。

(3)

通过参加联合协商委员会，继续与管理层合作。

(4)

继续支持工作人员的庆祝活动和提高士气的活动。

(5)

重新启动和扩大工作人员的活动和服务。

(6)

继续维护工作人员的健身房和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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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进展和状况

工作人员协会

编号
1.1

问题/建议
在进行了成本和效益比较之后，工作人员协会建议，除非
有强烈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 WMO 应回到国际劳工组
织行政法庭（ILOAT）系统。

进展和现状
WMO 仍在联合国
行政法庭/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系统
下。
WMO 的内部司法
系统（IJS）已在秘
书处内部枢纽得到
更好的阐述，并与
法律专家和监察员
办公室举行了一次
全体会议，以解释
其工作原理。但工
作人员的代表仍未
被纳入纪律处分案
件中。

拟议的未来行动
工作人员委员会正在对
WMO 的内部司法系统
进行审查。

1.2

应尽快建立内部行政审查机制，由工作人员协会参与制定
和通过拟议程序，包括工作人员协会根据《工作人员条
例》第 11.1 条提名的工作人员代表。此外，在纪律案件
中，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 10.2 条，程序应继续包括
工作人员协会的代表。

1.3

根据联检组的要求，在 2021 年尽快进行一次工作人员调
查，由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委员会共同设计（见联检组第 1
段）。186），最好是能够向 EC-74 的下一届会议提出
关于工作人员满意度和福利的分析和报告。

工作人员调查的结
果将提交给 EC75。

工作人员委员会将通过
联合协商委员会
（JCC）开展工作，审
查结果和拟议行动。

3.1

为了确保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SPC）的顺利运作，工
作人员协会认为，有知识和有经验的秘书、副秘书以及成
员、行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委员会中的适当代表性是本组
织的一个优先事项，鼓励理事会定期监测。

2021 年 11 月，已
经提名了一位 SPC
秘书。
对于即将退休的工
作人员来说，试图
获得他们的应享待
遇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

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成员
的更多参与。

4.1

管理层取消工作人员协会在工作人员甄选委员会
（SSBs）中的代表权的决定被撤销，或者至少管理层同
意与工作人员协会谈判一个更合适的妥协方案，以确保工
作人员在 WMO 招聘这样一个关键角色中的代表权。

管理部门的决定保
持不变，协会在工
作人员甄选委员会
中不再有代表。

协会已向管理层建议，
保留并报告有关内部员
工进步的统计数据。

4.2

在修改常设指示或发布服务说明的审查过程中，特别是在
影响《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工作人员福利和工作条件
的事项上，工作人员协会被纳入审查工作流程，以便工作
人员的意见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及早得到反映，从而得到考
虑。

协会在 2021 年大
会上正式要求管理
层更新《议事规
则》第 1 章，以便
与 WMO 关于工作
人员关系的条例
8.1 更好地保持一
致。

工作人员委员会审查更
新的第 1 章，并向工作
人员协会报告。

管理层修订并重新
发布了《常规指
示》第 1 章。
结转的权利没有得
到恢复。

工作人员委员会正在对
WMO 的内部司法系统
进行审查。

正在进行中。

4.3

鉴于 WMO 的工作人员离开该组织后无法获得社会保险，
因此，除世卫组织外，与所有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官员保
持一致，以前在解雇时支付的年假结转权利被追溯到 60
天的限制。

4.4

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在服务满 5 年后立即恢复给
予长期任用。

长期任用仍然暂
停。

正在进行中。

4.5

如果工作人员目前是定期合同，而他们的合同不再续签，
则至少要提前 6 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该工作人员，或给予
其相应的经济补偿。

没有进展，规则保
持不变。

正在进行中。

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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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

问题/建议
按照 2020 年的设计和商定，尽快完成并引入工作人员绩
效评估程序。

4.7

在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协会之间的协商和协议的基础上，制
定、同意和正式确定一个确保保护工作人员代表的机制。

4.8

在与工作人员的协商和协调下，目前提议的远程工作计划
应更加灵活，更便于工作人员使用，以使工作人员和本组
织能够更好地利用精心设计的远程工作系统所带来的效
率。

进展和现状
新的绩效评估报告
（PAR）系统已被
引入，2022 年 1
月。
规则保持不变。保
护不到位。

拟议的未来行动
完成

远程工作政策仍然
只在试验模式下实
施。

正在进行中。

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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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气候 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第七十五次会议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提交者:

秘书长
23.V.2022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
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原
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目
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
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内部督察办公室的年度问责报告
执行摘要

本报告涵盖了内部督察办公室（IOO）2021 年 1 月至 12 月的活动。在 2021 年期间，IOO 的活动是按
照督察工作的专业实践标准要求独立和客观地进行的， 47 。IOO 在开展活动时继续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管
理层的充分合作。
保证工作
保证活动的重点和主旨仍按计划进行。在 2021 年，IOO 进行了一些活动，并报告了相关的结果，具体如下。
• 关于 2020 年结转的研究金管理的报告(2021-01)
• 关于 2020 年结转的区域办事处地点的报告(2021-02)
• "定期工作人员的招聘和离职" (2021-03)
• "回籍假权利" (2021-04)
• "网络安全" (2021-05)
• "战略和计划框架" (2021-06)
• "绿色气候基金（GCF）赠款的审计"（2021-07）。
• "行政服务平台" (2022-01)
IOO 的外部质量评估
普华永道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对 IOO 进行了第三次外部质量评估。这项工作于 12 月结束，最终报告于 2022
年 1 月收到。

47

根据 IOO 宪章，适用的标准是：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内部审计活动的国际专业实务框架，联合国评价小组关于评价的规范和标准，以及
调查员关于调查职能的统一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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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评估员的意见。
"在执行我们的程序后，我们得出结论，IOO 基本符合 相关的国际投资协定标准。"在评估是否
符合 IIA 标准时，"基本符合 "是可实现的最高评级。
处理评估所确定的建议/改进机会的行动计划载于附件三。
实施 TeamMate+审计管理系统/TeamMate 分析系统
2022 年期间，IOO 实施了 TeamMate+审计管理系统（AMS）。该系统是最先进的基于云的 AMS。与以前
的系统相比，它提供了若干增强功能，包括与风险管理流程的整合。由于被许多其他 RIAS 组织使用，通过交
流方法和审计项目等方式，合作的潜力越来越大。
TeamMate Anayltics 的实施将加强 IOO 的数据分析和持续审计能力。
其他事项
在这一时期。
• IOO 和外部审计员（意大利审计院）之间的协调得到了保证，以提高审计过程的效率。
• IOO 积极为联合检查组（JIU）提供支持，作为 WMO 和 JIU 之间工作安排的协调中心。已经单独提
交了一份包含联检组建议的进展报告。
• IOO 继续参与了一些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督察部门和各种督察/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外联/联络活动。
• 在这一年里，IOO 收到了三（3）起投诉，并对这些投诉进行了调查和采取了适当的行动。2020 年最
后一个季度的网络安全事件的调查报告已经完成，并在 2021 年期间发布。
D/IOO 的意见
D/IOO 被要求对秘书处控制其活动和管理其任务和工作范围所规定领域的风险的程序是否充分和有效进行年
度评估。

根据督察厅 2021 年工作计划中的调查结果，以及对风险的审查和其他保证提供者的保证，督察厅可以对
2021 年期间运行的内部控制系统提供合理保证。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关键问题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给出。
完整的意见见附件一。
督察建议的后续行动
IOO 在 2022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对其建议进行了跟踪。作为后续行动的结果，执行率为 68%。超过 12 个月
仍未解决的建议清单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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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保证活动
1.

2020 年的两份报告已定稿并在 2021 年发布。经批准的 2021 年工作计划有五项计划的参与。在向
AOC-37 报告的保留时间中增加了两场交战。所有的工作都已完成，并发布了最终报告（2022 年有一
份）。下表总结了自上次年度问责报告以来内部督察办公室发布的报告。
订婚代码
2020-IAS05
2020-IAS06
2021-IAS-02
2021-IAS-03
2021-IAS04
2021-IAS05
2021-IAS-06
2021-IAS-07
2021-QAR03
2021-IAS-01

2.

3.

主题

状况

报告

奖学金管理

已发布

2021-01

区域办事处

已发布

2021-02

招聘和离职

已发布

2021-03

已发布

2021-07

平台服务

已发布

2022-01

网络安全

已发布

2021-05

需要重大改进

2021 年 10 月

回家休假

已发布

2021-04

需要一些改进

2021 年 7 月

已发布

2021-06

不适用

已发布

2022-02

总体上符合要求

_

_

_

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和计
划框架

绿色气候基金（GCF）赠
款
IOO 的质量保证审查

对 COVID 大流行的反应

评价

发行日期/评论

一些需要改进的

2021 年 1 月

地方
一些需要改进的
地方
需要重大改进
一些需要改进的
地方
一些需要改进的
地方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 月

2021 年 10 月
2022 年 1 月
推迟 - 管理层正在向
PAC/EC 报告

对工作计划的改变。鉴于管理层的密切监测以及管理层向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和执行理事会（EC）
的定期报告，推迟了对 WMO 应对 COVID 的参与。根据管理层的要求，有两项业务被列入。
(a)

审查回籍假(HL)的应享权利

(b)

全球合作框架赠款的财务审计

所有的约定都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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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结果

实践标准
4.

担保业务（内部审计、绩效审计和检查）是按照 IIA 的国际专业实务框架进行的。调查是按照 "国际调
查员的统一准则 "进行的。 评价是按照联合国评价小组的规范和标准进行的。

5.

内部审计的评级是根据 IOO 的评级标准，考虑到结果的重要性，包括可报告的缺陷。以下评级在 2021
年期间一直有效。
有效/满意

经评估的 "治理安排、风险管理做法和控制措施 "是适当的，"建立和运作良好/设计和有
效运作"，以提供合理的保证，使被审计单位/地区的目标得以实现。
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不影响被审计单位/地区目标的实现。

需要一些改进

经评估的 "治理安排、风险管理做法和控制措施 "是适当的，"建立和运作良好/设计和有效
运作"，但需要一些改进，以提供合理的保证，使被审计单位/地区的目标得以实现。
审计发现的问题对实现被审计单位/地区的目标没有重大影响。
建议管理层采取行动，以确保已确定的风险得到充分缓解。

需要重大改进

经评估的 "治理安排、风险管理做法和控制措施 "总体上是 "已建立和运作的/设计和运作的
"，但需要作出重大改进，以便为实现被审计单位/地区的目标提供合理保证。
审计发现的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被审计单位/地区目标的实现。
需要采取及时的管理行动，以确保已确定的风险得到充分缓解。

无效的/不满意的

被评估的 "治理安排、风险管理做法和控制措施""没有充分建立并运作良好/没有充分设计
并有效运作"，无法合理保证被审计单位/地区的目标得以实现。
审计发现的问题可能严重影响被审计单位/地区目标的实现。
需要采取紧急的管理行动，以确保所确定的风险得到充分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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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范围和审计结果摘要
报告 2021-01-研究金--"需要一些改进"
6.

审计的目的是审查研究金方案在实现本组织的能力发展目标方面的有效性（LTG 4 - 缩小能力差距）。

7.

在此期间，对研究金的支持一直在下降--从2017年的110万瑞士法郎降至2019年的67.4万瑞士法郎。
ETR已与各研究所/国家达成协议--他们通过减免学费和/或补贴生活费的方式提供间接支持。

8.

长期研究金甚至颁发给那些不是国家气象局雇员的候选人，因为世界气象组织研究金的理念是在成员国
建立和发展天气、水和气候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由于这些研究人员在研究结束后不能保证在NMHS就
业，所获得的技能/专业知识可能不会被用于NMHS的气象能力建设中。

9.

通过PR收到的提名为PDF文件，然后输入系统供秘书处进一步审查。通过像e-recruit这样的系统直接
从研究员那里获得申请，可以扩大候选人的范围，并使这个过程变得高效。考虑到所涉及的资金数额，
秘书处研究金的审批程序是漫长而繁琐的。

10.

在2018至2020年期间，有十一（11）名研究员没有完成他们的课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语言限制
而失败。看来，现有的广泛控制措施仍然无法确保候选人的能力。

报告 2021-02 - 区域办事处 - "需要一些改进"
11.

内部督察办公室（IOO）对区域办事处和代表办事处的位置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目的是根据经济、效益
和效率的标准来评估这些地点的适当性，并通过这样做为管理层提供相关的信息和分析，以考虑是否可
能转移一些办事处。

12.

总的来说，审计的结论是，在非洲的办事处似乎在正确的位置。然而，如果将东非的两个办事处集中在
一个地方，则可以提高效力，并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RAP）、美洲区
域办事处（RAM）和世界气象组织西南太平洋办事处（SWP）的地点在其各自区域内似乎不是最理想
的，以便发挥效力，应重新考虑。除了在巴林的区域间办事处，世界气象组织在第二区域没有实地存在，
该办事处有一名雇员。此外，有必要确定一个战略和适当的标准来选择世界气象组织外地办事处的地点。

第 2021-03 号报告--招聘和离职--"需要重大改进"
13.

IOO 根据其批准的 2021 年工作计划审计了工作人员的招聘和离职情况。审计的目的是评估：（a）对
招聘和离职程序的控制是否充分；（b）对既定规则、政策和程序的遵守情况；以及（c）离职权利计算
的准确性。涵盖的时期是 2020 年。

14.

世界气象组织没有一个人力资源管理框架，该框架应根据组织需求和挑战为管理和发展人力资源提供战
略指导。在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这样的战略计划是最重要的。

15.

职务分类没有按照《长期指示》的要求系统地进行。人力资源部门解释说，他们使用了联合国对相同级
别职位的通用职位描述，以证明没有分类的理由。然而，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则和政策中并没有规定这种
程序，而且在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职位和使用的通用职位描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16.

招聘的步骤并不统一，有些空缺通知（VN）涉及笔试或心理测评，有些则没有。为了确保对候选人进行
统一、透明和客观的评估，目前还没有设计出一种结合笔试和面试结果的方法。

17.

在甄选过程中还注意到其他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没有为支助人员平台职位使用电子招聘系统，这导
致审计部门无法确认所有的申请都被收到、考虑和适当处理。有四次（16.7%），被任命者不符合职位
的教育、专业和/或语言要求，尽管其他申请人符合所需资格。

18.

在一个空缺通知中，该职位的教育要求被设定为低于其他同级别的兽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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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21-04 号报告--内部审计--回籍假--"需要一些改进"
19.

IOO 对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的回籍假（HL）待遇进行了审计。该审查试图评估管理层对
HL 权利的督察是否足够，以确保规则和政策得到遵守和一致应用，从而确保同质性和完整性。

20.

审计发现，在世界气象组织瑞士总部工作的三名拥有瑞士公民身份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SI 4.14.2.12）休回籍假；因此，他们受到与其他工作人员不同的待遇。

21.

对于拥有双重国籍的工作人员，世界气象组织并不总是很好地确定公认的国籍国。因此，回籍假的国家
似乎是基于工作人员的喜好和方便，而不是根据规则明确规定。

22.

根据加入世界气象组织前的 "牢固的居住关系 "来确定回籍假地点，并不总是有证据支持；在一个例子
中，一名从一般事务人员类别晋升为专业人员的工作人员似乎改变了他们的永久居住地，以享受回籍假
待遇。

23.

总的来说，审计得出的结论是，在回籍假管理方面设计的控制措施存在少数但明显的漏洞。在确定原籍
国和回籍假地点时要尽职尽责，并严格执行各项规则和政策，以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充分遵守并得到
平等待遇。

报告 2021-05 内部审计--网络安全--"需要重大改进"
24.

IOO 根据其 2021 年的工作计划，对世界气象组织的网络安全框架进行了审计。由于世界气象组织在去
年一个商业电子邮件被泄露后，出现了一系列试图挪用资金的情况，因此强调了加强网络安全框架的必
要性。

25.

IOO 使用 ISO 27000 网络安全框架的指导来评估世界气象组织的网络安全。对框架中每个领域的评估
将在以下段落中描述。

26.

识别风险--IOO 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识别威胁/风险的主要信息系统/资产的正式清单。IOO 建议建
立信息资产清单并定期审查。

27.

关于风险评估，IOO 建议应定期审查风险登记册，并建立一个升级程序。

28.

防止事件发生--审查指出，需要一个审查特权用户活动的审计日志的程序。此外，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
网络安全培训，并定期进行复习。

29.

对事件的检测- 没有系统地监测访问的异常情况。应正式赋予各处处长监测事件的责任。

30.

应对-目前适用的事件应对程序是 2007 年的，已经过时了。IOO 指出，CISO 服务部门编写的政策草案
并不包括这一领域。

31.

恢复- 随着云应用和 SaaS 模式的日益普及，一些从事故中 "恢复 "的责任已经转移到供应商身上。IOO
建议，主要系统的备份和恢复计划应记录在 ITD 的操作程序中并定期审查。

32.

CISO 作为一种服务。 世界气象组织自 2015 年起与 UNICC 签订了信息安全服务（CISO 即服务）协
议。然而，似乎没有收到 SDA 中包括的所有服务以及 PA 的可交付成果。有必要加强合同管理。

33.

总的来说，审查的结论是，世界气象组织的网络安全框架需要加强，以跟上不断发展的技术使用步伐。
需要注意的领域包括--更新政策和程序，分配角色和责任以及监测活动。

报告 2021-06 内部审计--绿色气候基金赠款--"NA"
34.

IOO 审计了补助金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财务报表。补助金的财务报表是根
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条例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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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审计是按照国际审计准则（ISA）系列 700 进行的。这些准则要求 IOO 计划并实施审计，以合理保证财
务报表不存在由于欺诈或错误造成的重大错报。IOO 还注意到赠款人对治理事项的遵守和对赠款协议的
遵守。

36.

审计发现，所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正地反映了本报告所述期间格兰特的财务业绩。然而，审
查指出，说明转给执行伙伴的资金的证明文件并不总是充分的。

2021-07 号报告 内部审计 -战略和财务框架- "需要一些改进"
37.

IOO 对 WMO 的战略、计划和财务框架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了审计。审查的重点是战略计划及其在当前
2020-23 年财政期间的实施过程。

38.

世界气象组织在 2007 年引入了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并从基于方案的规划和预算编制过渡到一个侧重
于按预期结果（ER）分配资源的框架。2020-2023 年战略计划》是按照长期目标（LTG）和战略目标
（SO）组织的。

39.

随着方案与资源分配的脱钩，方案在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划和预算编制过程中的相关性已经下降。调查结
果强调，有必要减少/合理化这些方案，以便与战略规划框架更加一致。

40.

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系统和报表能够按照 LTGs 的要求报告财务信息。就经常预算而言，战略计划和业
务计划之间的联系已经确立，并且已经建立了衡量和跟踪结果的标准。

41.

•

应该对分摊的行政和共同费用进行监测和报告。

•

审计注意到，目前治理服务部和秘书长内阁没有产出和里程碑，这两个部门共占经常资源的 40%
左右。

•

预算外支出不由 LTG 在财务报表中报告。

•

世界气象组织还没有更新关于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的指示。经修订的预算手册已经起草完毕，并
将作为常设指示第五章的附件。

总的来说，审查的结论是，就经常预算而言，战略、方案和财务框架之间的联系是很好的。有必要使方
案合理化，以提高与战略规划的一致性。行政支助费用报告的透明度可以提高，同时也可以提高 LTG 对
预算外资金的报告。

报告 2022-01 中央服务平台的内部审计--"需要一些改进"
42.

IOO 根据其批准的 2021 年工作计划，对 "中央服务平台 "进行了审计。2020 年，秘书处将迄今为止分
散在各个部门的行政支持服务整合到治理服务部的一个中央服务平台中。

43.

审计的目的是调查中央服务机构的建立及其在成立当年的运作情况，以记录该举措的成本效益，并确定
纠正方向的机会。

44.

总的来说，审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服务平台的建立通过减少一般事务人员而实现了财政节约。未来的
努力应着眼于简化流程，并为 "文件审批"、"任务跟踪 "和 "数字签名 "引入高效的技术工具。

45.

IOO 强调，以利用本报告中强调的潜在利益，将需要负责提供服务的治理服务部和负责流程的其他部门
以及提出要求的部门之间采取协调办法。

调查/事实调查
46.

关于 2020 年发现的通过商业电子邮件泄露的欺诈企图的调查报告在 2021 年发布。

EC-75/INF.7(1), p. 8
47.

2021 年期间，IOO 收到三（3）份投诉/请求，要求进行事实调查。所有案件都在这一年里得到了处理。
在两个案件中，投诉没有得到证实。在一个案例中，对未经授权的外部活动的指控得到了证实，IOO 向
管理层提出了适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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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后续行动
48.

内部审计活动必须建立一个后续程序 48 ，以监测所提出的建议，并确保管理层对这些建议的行动得
到有效执行。IOO 每两年对其建议进行一次跟踪，并将结果提交给审计委员会。

49.

后续数据库中共有 101 项建议（截至 2022 年 3 月）。根据跟踪的结果，有 69 项（68%）得到了实
施。 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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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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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IOO 报告中的建议被分为 "高"、"中 "或 "低"。下表按年份和优先级列出了实施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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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向审计委员会前几届会议报告的执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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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Open

总体执行率为 69%。截至 2022 年 3 月，有 32 项建议尚未落实。这些建议的年龄分析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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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公开建议的老龄化
53.

据悉，69%的建议都不到一年时间。附件二中列出了 10 项有待解决的建议，这些建议已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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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和改进
内部评估
54.

标准 1311--内部评估必须包括。对内部审计活动的绩效进行持续监测；以及通过自我评估进行定期审
查。

55.

IOO 建立了一个程序，由高级内部审计员进行内部评估，由 D/IOO 审查并通过进度报告提交给管理层/
审计委员会。评估的重点是上一次外部 QAR 指出的部分符合标准的领域。

56.

IOO 通过审计管理系统中的自动化工具持续监测业务表现，包括监测业务资源和时间表、接受和执行建
议以及正式/非正式的客户满意度调查。

外部评估
57.

标准 1312--外部评估必须至少每五年由组织外的合格、独立的审查员或审查小组进行一次。

58.

IOO 的第三次外部 QAR 已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评估给了 IOO 一个 "一般符合 "的评级。普华永道
被聘请来进行 QAR 的工作。

59.

QAR 的结论是，IOO "总体上符合 "IIA 标准。以下是报告的完整结论。

在实施我们的程序后，我们得出结论，IOO 总体上符合 相关的 IIA 标准。在评估是否符
合 IIA 标准时，"基本符合 "是可实现的最高评级。我们认为需要改进，我们建议 IOO 制
定一项行动计划，并由审计和督察委员会和秘书长批准，以解决所发现的差距。 特别是，
我们观察到 IOO 的以下优势。
-IOO 主任和工作人员是一个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团队，对组织有深刻的了

解。
-IOO 每年大约进行 10 次审计，外加调查，有三名工作人员。
-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指出，对 IOO 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很高的满意度和尊重。
60.

质量评估还确定了需要改进的领域，现总结如下。

我们已经确定了以下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注意到，一些改进的地方可能源于团队的小规
模（3 个人）。IOO 主任，高级内部审计员和督察助理）。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供 WMO IOO 在解决与标准的差距时考虑，以确保今后的遵守。总而言之，我们确定的改
进领域包括。

-目前在报告方面存在着不平衡，IOO 的报告路线是向秘书长，而不是向审计和督察委员
会。我们知道这是联合国组织的常见做法，然而，这给该职能的独立性带来了一些风险。
-IOO 宪章》和《IOO 手册》没有提供任何指导，说明在 IOO 的任何成员意识到当前或潜

在的独立性或客观性受损的情况下，事实上或表面上的沟通和行动。
-团队内部对数据分析的使用有限，鉴于团队规模小，这可能为进一步覆盖提供机会。
-每次审计的现有文件可以改进。在审查审计文件时，有时很难对风险、控制、执行的测试
和结果进行跟踪。
-此外，对审计档案的审查仅限于职权范围和最后报告，没有证据表明对工作方案的审查。
-内部审计报告提供了很多信息，以帮助读者了解背景和问题，然而，为了发挥最大作用，
有机会提供更简洁的执行摘要，以提供概述和关键信息，作为更详细报告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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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OO 针对 QAR 报告中的建议而制定的行动计划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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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62.

评价工作由世界气象组织的几个组织单位进行。IOO 拥有在 WMO 进行独立评估的任务。无论何时，
IOO 计划进行评估，它都会被纳入年度工作计划，这是 IOO 所有服务的综合计划。

63.

世界气象组织的其他组织单位也会进行评价，例如，MERP 单位可以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可能由 M&E 系
统中收集的绩效数据触发。各部门也可以根据捐助协议中的条件进行评价。理事机构也可以委托进行评
估，以研究特定的活动领域或干预措施。

64.

IOO 和/或 MERP 股为其他部门/单位根据要求进行的评价提供专业支持。已经开发了一个联合评价库，
以储存本组织内进行的不同评价的报告。下表列出了过去两年中进行/计划进行的评价的摘要。

标题

状态/出版

1. CREWS 初始阶段的外部评估

正在进行中

2. 对世界气象组织组成机构改革的外
部评价
3. VFDM 项目 "为适应沃尔塔盆地的
气候变化而整合洪水和干旱管理及
预警"。
4. CREWS 太平洋地区

初始报告

5. 非 洲 全 球 气 候 服 务 适 应 计 划 框 架
（GFCS APA 第二阶段）。
6. 关于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
风险的培训计划的影响报告（ETR28）
7. CREWS 布基纳法索

类型(何时)
期中考试

正在进行中

期中考试

正在进行中

最后

3 月 21 日

最后

2021

最后

3 月 21 日

最后

65. IOO 和 MERP 部门也正在根据 UNEG 的标准为 WMO 制定一项评估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在 2022
年秋季会议上提交给 AOC。
审计管理系统的实施
66.

IOO 正在实施 TeamMate+审计管理系统。该系统取代了以前的 MKInsight（PENTANA）审计管理系
统 。 RIAS 社 区 内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联 合 国 系 统 各 组 织 的 内 部 审 计 办 公 室 有 83% 以 上 在 使 用
TeamMate/TeamMate+。

67. 同时，IOO 也在植入 TeamMate Analytics--一个基于 Excel 的数据分析工具。TeamMate 分析测试
库包括 200 个审计测试，完全记录在案，以支持可应用于审计和建立审计程序的分析。

68. 这些工具的实施将促进与风险管理流程的整合，改善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并支持加强对数据分析的使用。
培训和推广
69.

在有预算的情况下，IOO 努力为继续职业教育和升级提供培训。2021 年已提供了以下培训。
(a)

联合国 RIS 国际调查员会议（虚拟），5 月 - IOO 主任；高级审计员，内部督察助理

(b)

关于审计工具和方法的网络研讨会（虚拟）--主任，IOO；高级审计员；和督察助理

(c)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欺诈问题会议（虚拟-11 月）--IOO 主任；高级审计员；以及督察助理

(d)

信息安全意识 UNDSS（虚拟）- IOO 主任；高级审计员；和督察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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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用于联合国内部调查的法证文件检查--内部督察助理

与其他保证人的协调
70.

IOO 继续协调联检组和外部审计员，以便在向管理层和理事机构提供保证方面发挥协同作用。

71.

我们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外部审计机构 Corte de Conti 保持了持续的合作。IOO 继续定期与外部审计师
分享保证报告。

联合检查组
72.

IOO 是世界气象组织中联合检查组的协调中心。IOO 继续为联检组的审查工作提供支持--协调对调查问
卷/调查的答复、报告草案和建议的后续工作。

财务披露
73.

D/IOO 负责接收世界气象组织工作人员的财务申报，行政管理层除外。对于 2020 年，IOO 要求 50 名
工作人员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披露财务信息。所有的申报材料都已收到。对收到的财务披露的审查没
有披露任何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

获取信息
74.

欧盟委员会于 2008 年批准了向成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该政策在 2012 年根据取得的经验进
行了更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收到报告要求。

内部督察资源
75.

截至本报告提交之日，IOO 有两名专业人员（D/IOO 和高级内部审计员）和一名一般事务人员（内部
督察助理）。IOO 工作人员的详情见下表。

标题
D/IOO

命名
A. Ojha 先生

年级

资格证书

D-1

CIA/CISA/CRMA/CFU

执勤时的入口
处
2013 年 3 月

国籍
印度

1日
尊敬的女士们、

P. Ralijemisa 女

先生们内部审计

士

P-5

CIA, 认可的质量评估师

2014 年 2
月 14 日

马达加斯加

G-6

CFE, 认可质量评估师，

2006 年 8 月

法国

注册网络犯罪审查员

14 日

员
IO 助理

76.

L. 库蒂亚尔先生

2021 年，分配给 "内部督察和其他督察经费 "项下的非员额资源总额为 206,403 瑞士法郎。利用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

支出

外部审计及相关费用

140,041

IOO 质量评估

19,403

调查外包

6,000

审计工具 (AMS)

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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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0,408

EC-75/INF.7(1), p. 19
附件-I
内部督察办公室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 2021 年
1.

管理层负责确保建立一个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以支持实现本组织的目标，并负责作出安排，以保证该
整体系统的有效性。

2.

内部督察办公室负责对内部控制制度提供独立和客观的保证。

3.

年度意见的目的是为秘书长提供保证，以支持内部控制的说明。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意味着 IOO 已经审查
了与该组织有关的所有风险和保证。

4.

本意见对世界气象组织的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了全面评估，包括与上一年的比较（如适
用）。 它的基础是。

5.

•

年内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内部督察工作的结果，包括对风险管理框架和程序的评估

•

外部审计师、联合检查组等开展的外部督察工作的结果。

•

以前的审计结果和采取的纠正措施，并由管理层报告

2021 年的内部审计工作是按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进行的。本年度在开
展内部督察活动方面没有损害独立性或客观性的情况。
100%

75%
No assurance
Limited assurance

50%

Reasonable assurance
Substantial assurance

25%

0%

2018

2019

2020

2021

观点
根据督察厅 2021 年工作计划中的调查结果，以及对风险的审查和其他保证提供者的保证，督察厅可以对
2021 年期间运行的内部控制系统提供合理保证。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关键问题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给出。
鉴证业务
6.

自 2016 年以来，IOO 对内部审计报告采用了四级评级表，根据所审查的流程中观察到的风险水平对其
进行分类。以下图表描述了内部审计报告中的评级和相应的保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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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鉴证业务的问题
•

奖学金业务。 IOO 的参与观察到，对研究金的预算支持不断下降，从 2017 年的 110 万瑞士法
郎下降到 2019 年的 67.4 万瑞士法郎。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有 11 名（17%）研究员
没有完成他们的课程，主要是因为语言限制。该计划可以从审查选择标准和候选人提名过程中受
益。

•

区域办事处。 对世界气象组织在各地区的办公地点的审查表明，有几个地点并不理想。从各办事
处的期望出发，采取战略性方法，有助于优化部署在外地办事处的资源回报。区域结构的改革也
可以成为优化办事处位置的一个机会。

•

招聘。 世界气象组织没有一个人力资源管理框架，为根据组织需求和挑战管理和发展人力资源提
供战略指导。招聘过程在几个方面存在缺陷和不一致，包括职位分类、测试和面试的分级、选定
候选人的资格等。

•

回家休假。 对回籍假的审计发现有不遵守规定回籍假资格的情况。在确定原籍国和回籍假地点时
要尽职尽责，并严格执行各项规则和政策，以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充分遵守并得到平等待遇。

•

网络安全。 世界气象组织的网络安全框架需要得到加强，以跟上技术使用的发展。需要注意的领
域包括--更新政策和程序，分配角色和责任以及监测活动。

•

绿色气候基金的拨款。 在审计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 GCF 赠款的财务
报表时，IOO 得出结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正地反映了赠款在审查期间的财务业绩。然
而，审查指出，说明转给执行伙伴的资金的证明文件并不总是充分的。

•

战略和财务框架。审查得出的结论是，就经常预算而言，战略、方案和财务框架之间的联系已经
建立起来。有必要使方案合理化，以提高与战略规划的一致性。行政支助费用报告的透明度可以
提高，同时也可以提高 LTG 对预算外资金的报告。

其他问题
7.

联合检查组对世界气象组织进行的管理和行政审查（报告 2021/1）强调了在组织结构和程序方面的几
个改进机会。澳委会和欧委会已经注意到了这份报告，并要求迅速落实这些建议。

8.

让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其他地区措手不及的 COVID-19 危机正在继续。它对秘书处与成员的联络方式、
会议的召开等产生了长期影响。管理层需要持续关注，以监测新出现的风险和问题。

调查/事实调查
9.

关于 2020 年发现的通过商业电子邮件泄露的欺诈企图的调查报告在 2021 年发布。

10.

2021 年期间，IOO 收到三（3）份投诉/请求，要求进行事实调查。所有案件都在这一年里得到了处理。
在两个案件中，投诉没有得到证实。在一个案例中，对未经授权的外部活动的指控得到了证实，IOO 向
管理层提出了适当的建议。

质量保证审查（QAR）--外部评估
11.

根据《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第 1312 条，"外部评估必须至少每五年由一个合格的、独立的审查
员或组织外的审查小组进行一次。"

12.

普华永道被聘请对 IOO 进行第三次外部 QAR，并在 12 月至 2021 年完成审查。评估给了 IOO 一个 "
基本符合 "的评级，这是评估是否符合 IIA 标准时可以达到的最高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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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II - 超过 12 个月未予落实的建议

建议

管理意见

IOO 评论

1. D/DRA 应确保更新关于区域/次区域/外地

D/M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办事处业务的准则。

对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和代表办事处的战略位置的独

审查中评估

它们应包括对公务车辆的管理。

立审查于 2022 年 1 月开始。该报告预计将于 2022
年 5 月发布。

2. 对于超过 40,000 瑞士法郎的付款，付款指

D/G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示需要由 DSG/ASG 加签。 对于基于批准的发

第 5 章的审查正在进行中，目前 D/GS 和 D/LCA

审查中评估

票和收据的支付，这似乎没有增加价值，并导

正在审查草案。预计 2022 年 3 月的实施日期仍然

致低效率。

有效。

在确保有足够的控制措施的同时，中央财政局

向 D/GS 和 D/LCA 转交最新草案的电子邮件副本

应探讨并提出建议，修改 SIs，取消对副秘书长

可应要求提供。

/助理秘书长加签支付指令的控制。
3. C/PCD 应保持一套适当的关键绩效指标，

D/G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以便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并在必要时对采购过

在下面的链接中，有一份为 2021 年准备的 KPI 清

审查中评估

程进行改进。

单。
https://elios.wmo.int/share/page/document
details?nodeRef=workspace://SpacesStore/
ecd2df9f-7e86-4fd3-bc17-dc301ba750cd
该名单于 2022 年更新，并参考了以下链接中来自
UNOG 的 KPI。
https://elios.wmo.int/share/page/document
details?nodeRef=workspace://SpacesStore/
22b33ccb-ba76-43bb-9c81-c38381fef7b2

4. D/DRA 应该与 RAM 和哥斯达黎加办事处

D/M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跟进，更新与各自东道国的东道国协议。

对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和代表办事处的战略位置的独

审查中评估

立审查于 2022 年 1 月开始。该报告预计将于 2022
年 5 月发布。此后将采取有关更新《东道国协定》
的适当行动。
5. C/FIN 应考虑采用统一的工具来维持所有外

D/G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地办事处的零用金。

已经制定了一个新的程序，以增加支出认证和报告

审查中跟进。

程序的效率。这使得每个办公室的申购次数从每月

实施的目标日期 2021

一次减少到一次。

年 12 月

开发 "统一工具 "的额外努力正在进行，预计将在
2022 年 3 月前实施。
电子邮件的副本将以附件形式发送。
6. D/LCA 应与 PMB 和 CSG 协商，牵头审查

D/GS 2022 年 3 月

已部分实施。等待 SI

关 于 设立 、 管理 和关 闭 信托基 金 的政 策 和 程

MS 已经制定了更新的第 13 章草案，并提供了额外

13 的工作。

序，并提出更新建议，以便（尽可能）将所有

的指导。 此外，更新后的第 5 章草案（或有可能从

政策和程序纳入一份文件，确保完整性和明确

第 5 章中分离出一个关于信托基金财务管理的单独

性。

章节）包含了关于关闭程序的额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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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管理意见

此外，确保关闭程序区分了 "业务上关闭 "和 "

第 13 章的修订草案可以在这里找到。

财务上关闭"。 建议使用信托基金完成情况检查

https://elios.wmo.int/share/page/document

表。D/LCA 应该监测这方面的进展。

-

IOO 评论

details?nodeRef=workspace://SpacesStore/
b248af35-fa4a-44fe-9468-3975a9647943
7. 看来，世界气象组织正在为 TF 活动承担外

D/G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汇波动风险。在过去三年的财务报表中，约有

MS 已经制定了更新的第 13 章草案，并提供了额外

审查中评估

45 万瑞士法郎是已实现的汇率损失。

的指导。 此外，更新后的第 5 章草案（或有可能从

D/LCA 与管理层合作，应准备对关键的外汇汇

第 5 章中分离出一个关于信托基金财务管理的单独

率风险进行分析，提出并记录相关程序，以确

章节）包含了关于外汇相关风险的额外指导。

保这些风险得到明确的理解和缓解。

第 13 章的修订草案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s://elios.wmo.int/share/page/document
details?nodeRef=workspace://SpacesStore/
b248af35-fa4a-44fe-9468-3975a9647943

8. 教育和培训司应确保通过调整现有的电子招

D/M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聘解决方案/系统或通过中央数据库的专家提

ETAS 的实施被推迟了，因为本来要签约的公司无

审查中评估

名，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实施接收奖学金提名/申

法使用。目前，一位顾问正在编写一份新闻评估标

请的在线解决方案。

准，以建立一个适当的设施。

9. D/ETR 应 该 在 提 名 标 准 中 提 出 ， 只 有

D/M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NMHS 的雇员可以被考虑获得研究金。

原则上，建议只对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工作人员进行

审查中评估

奖励，而外部人员则根据常驻代表的建议，作为例
外情况予以考虑。ETR 正在准备一份新的关于教育
和培训奖励的综合指南，供 EC-76 审议。
10. ETR 应该与利益相关者协商，分析支持学

D/MS 2022 年 3 月

保 持 开 放 ，并 在 下 次

术资格课程的利弊，并决定技能培训和学术研

该调查正在结束。预计该分析也将在 2022 年结束

审查中评估

究金之间的目标组合。奖学金的颁发和与合作

并公布，此外，还将根据相关提取数据提出建议。

伙伴的协议应基于这种战略。

___________________

EC-75/INF.7(1), p. 23

附件 - III - IOO 内审服务的外部质量评估建议和行动计划
建议和意见

拟议的行动

我们建议 IOO 主任定期（例如每年）审查

章程的下一次修订将提交给

《内部督察办公室章程》，并提交建议的修

2022 年的 AOC 秋季会议。此

改意见供批准。

后，将至少每年对章程进行审

目标日期

类别

Q4-2022

章程修订

Q4-2022

章程修订

正在进行中

已经包括在 AOC

查，并在秋季会议上通过内部
QAIP 的报告向 AOC 通报审查结
果。
为了加强组织的独立性，我们建议世界气象

以下内容将被添加到 IOO 宪章中

组织考虑重新定义 IOO 主任的报告关系，使

"IOO 主任应向 AOC 提交年度工

其有一个双重报告模式。这将使 IOO 主任在
行政上向秘书长报告，而在职能上向审计和
督察委员会报告。

作计划以供批准。工作计划的任
何变化都将被告知并提交给
AOC"。

如果世界气象组织认为双重报告模式不够充
分，我们建议审计和督察委员会、秘书长和
执行理事会每年审查目前的设置（而不是标
准 1110 建议的双重报告模式），作为内部
督察办公室年度责任报告的一部分。我们建
议审计和督察委员会每年重新确认，它认为
目前的组织报告关系为世界气象组织的内部
督察办公室提供了有效的组织独立性。
我们建议，如果内部审计主管目前和将来有

该建议是关于将审查工作人员申

任何内部审计以外的责任，应审查这种责任

诉的责任委托给内部督察办公室

的后果。

的问题，该责任后来已从内部督

我们建议，任何目前和未来的内部审计以外

察办公室转移出去。

的责任，要么转移到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管

AOC 将继续了解 IOO 目前和未

理人员，要么将具体的保障措施记录在案，

来的职责。

的 TOR 中

以限制对独立性或客观性的损害。
我们建议 IOO 建立一个定期确认 IOO 工作

IOO 的年度报告和进度报告将确

正在进行中。

人员客观性的程序。这种确认应正式记录在

认 IOO 及其工作人员的客观性和

在 向 AOC-38

案。此外，我们建议督察厅考虑在参与层面

独立性。

提交的报告中

扩大确认程序，在参与的规划阶段要求参与

将在参与计划中增加一节，确认

记录了正式确

团队正式确认其客观性，作为额外的步骤。

工作人员的客观性/披露损伤。

认。

IOO 章程》和/或《IOO 手册》应予更新，

相关规定将被纳入《国际组织章

Q4-2022

以便在独立性或客观性在事实上或表面上受

程》。

到损害的情况下为沟通和行动提供指导。

"IOO 主任应报告任何对独立性

向 AOC 报告

章程修订和手册
更新

和客观性的重大损害，包括利益
冲突，供 AOC 适当考虑"
IOO 宪章》应规定关于对任何 IOO 工作人员

相关规定将在下一次修订中被纳

以前负责的业务提供保证服务的规则。

入《IOO 宪章》。
"IOO 的工作人员不得在其前两

年曾担任过管理职务的任何领域
进行内部审计。"

Q4-2022

章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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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意见

拟议的行动

我们建议 IOO 在《IOO 手册》中正式规定，

相关规定将在下一次修订中被纳

如果 IOO 在过去两年内提供过咨询服务，则

入《IOO 手册》。

目标日期

类别

Q4-2022

手册更新

Q4-2022

向 AOC 报告

Q4-2022

向 AOC 报告

完整的

完整的

完整的

基于风险的控制

不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建议世界气象组织加强在信息技术和网

IOO 在对网络安全的审计中也提

络安全风险方面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线，以避

出了类似的建议，将继续跟进并

免 IOO 主任在未来不得不在这个领域提供大

在日常工作中向 AOC 报告结果。

量的援助。
我们建议 IOO 每年进行一次正式的技能差距

技能差距分析将包括在 2023 年

分析，以确定现有的人才组合是否具备所需

的工作计划中，并提交给 AOC 的

条件。

秋季会议。

为当前的风险环境、审计计划和利益相关者
的期望提供技术知识/技能，以及是否需要通
过培训或增加资源来弥补差距。我们建议每
年更新技能差距分析，作为内部审计规划过
程的一部分，以确保持续的熟练程度。我们

IOO 的专业人员拥有多种专业认
证。IOO 努力为他们提供培训，
至少保持认证所需的 CPE 小时。

建议向审计和督察委员会报告这一情况，以
提供关于完成审计计划的资源和熟练程度的
概述，以及目前报告的更一般的资源限制或
要求。更多信息还请参见标准 1230。
我们建议 IOO 审查完整的端到端流程，包括

IOO

从规划阶段到报告阶段的参与层面，以及世

TeamMate+和 TeamMate 分

界气象组织层面（例如对工作计划的定

析的培训，并将在 2022 年开始

义），以确定是否有任何进一步的机会使用

使用，以加强数据分析，并使用

数据分析和基于技术的审计技术。访谈指

更多基于技术的审计技术。

工 作 人 员 接 受 了

出，鉴于基于技术的测试可能提供额外的覆
盖面。
团队规模小。
此外，我们建议 IOO 考虑数据分析（如
Power BI）和其他基于技术的审计技术方面
的相关培训机会，因为 IOO 希望使用这些工
具。

我们建议 IOO 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来确定哪

IOO 将 在 2022 年 开 始 使 用

些控制措施仅被审查为设计测试，哪些被测

TeamMate+。这个工具允许采

测试方法已被纳

试为运行效果的全面测试，如果仅审查设

用更多基于风险的方法来进行审

入 TM+系统中。

计，则应明确记录其原因。然后，这可以作

计。

为第 2340 号标准中建议的工作方案审查的
一部分进行具体审查和质疑。
我们建议 IOO 定期（待定，例如每两年）对

IOO 将每两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自

所有 IIA 标准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以促进

我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

持续改进。应该根据这一内部评估的结果制

的行动计划，并向秘书长和 AOC

定一个行动计划。应定期向秘书长和审计和

报告。

督察委员会报告这一行动计划以及所确定的
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
我们还建议对 EQA 的所有行动进行跟踪，包
括部分符合的标准和普遍符合的标准。

正在进行中

向 AOC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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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意见

拟议的行动

目标日期

类别

我们建议，在《年度问责报告》或《进展报
告》中关于内部评估的报告中，内部督察办
公室应包括所确定的行动以及实施的截止日
期、责任和实施的进展状况。IOO 还应该概
述从 GAIN 基准活动中获得的主要见解，并
跟踪作为该审查结果的任何确定行动。
在。
我们建议 IOO 章程规定，IOO 主管有责任披

相关规定将在下次修订时纳入

露任何不符合 IIA 标准或道德准则的情况，说

《国际督察组织章程》和《手

明哪些标准没有得到遵守，不符合的原因以

册》。

及影响是什么。IOO 手册》应描述披露过

IOO 主任应报告任何对独立性和

程。

客观性的重大损害，包括利益冲
突，供 IOC 适当考虑。

我们建议对《IOO 手册》进行扩充，以提供

IOO 手册将得到扩充，以提供有

有关政策、工作程序和其他相关准则的进一

关政策、工作程序和其他相关准

步细节，使该手册能够被用作部门所有流程

则的进一步细节，使该手册能够

的指南。我们建议这包括本报告中指出的改

作为部门所有流程的指南。将在

进建议和提高机会（一旦它们被实施）。

下次修订中完成。

我们鼓励 IOO 主任继续开展创建综合保证图

IOO 将继续通过外部审计工作向

的项目，以确定风险覆盖是否充分，是否存

利益相关者通报保证情况。联合

在任何重叠/差距。

检查组、管理层主导的评估等。

Q4-2022

章程修订

Q4-2022

手册更新

已实施

正在进行中

Q4-2022

手册更新

Q3-2022

报告格式

已实施

WP 文档

已实施

WP 文档

因此，我们建议 IOO 对各保证供应商的审计
结果进行整合，以确定哪些风险领域需要进
一步的审计工作。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
IOO 认为这样的活动有增值作用，但目前团
队没有
执行这项活动的资源能力。
我们建议进一步扩大 IOO 手册，为执行咨询

相关规定将在下一次修订中纳入

业务提供指导。

《手册》。

我们建议进一步扩大《IOO 手册》的范围，
以便为咨询/顾问业务的业务规划程序提供准
则和指导。我们建议这包括咨询/顾问业务的
必要步骤和文件。
我们建议 IOO 考虑调整 IOO 向被审计单位

IOO 在实施 TM+的同时，也在

传达内部审计业务的方式，以确保提供所需

审查其报告格式。新的报告格式

信息。在审计公告邮件中应明确说明业务的

将考虑这一建议。

目标和范围。
我们建议，IOO 确保对与所审查的每项活动

随着 TeamMate+的引入，这将

有关的风险进行初步评估。参与目标应反映

在每次参与中系统地进行。

这一评估的结果。还应确定应对这些风险的
预期控制措施，并根据这些控制措施确定相
关的审计程序。
我们建议督察厅在工作文件中系统地记录预

随着 TeamMate+的引入，这将

期的控制措施，以应对督察厅为所审查的活

在每次参与中系统地进行。

动确定的关键风险，从而能够了解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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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意见

拟议的行动

目标日期

类别

控制措施的差距，并确保全面覆盖风险和控
制措施。
测试计划应基于对所审查活动的风险的文件

随着 TeamMate+的引入，这将

化评估。应确定应对这些风险的控制措施，

在每次参与中系统地进行。

已实施

WP 文档

已实施

WP 文档

Q3-2022

手册更新

Q3-2022

手册更新

已实施

WP 文档

Q2-2022

WP 文档

确定相关的测试程序，并将其记录在工作计
划中。
我们建议在工作文件中准确描述所进行的工

随着 TeamMate+的引入，这将

作，以确保审查人员能够理解为覆盖已确定

在每次参与中系统地进行。

的风险而进行的工作程序的范围，并确保审
查人员能够理解 IOO 依据其调查结果进行的
分析和评价。
我们建议将文件保留要求正式记录在《IOO

文件保留要求将在下一次修订时

手册》中。IOO 应确保这些文件保留要求符

正式记录在《IOO 手册》中。

合关于世界气象组织文件和记录管理政策的

IOO 将确保这些文件保留要求符

服务说明（服务说明第 14/2016 号）。

合关于世界气象组织文件和记录
管理政策的服务说明（服务说明
第 14/2016 号）。

我们建议将与外部各方发布报告和其他 IOO

相关规定将在《手册》的下一次

文件的程序正式记录在 IOO 手册中。

修订中纳入。

我们建议由第二位审查员对工作范围、工作

第二位审查员的意见一直被纳入

计划和报告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应记录在文

职权范围和审计报告中。IOO 将

件本身中。或者，IOO 可以确定审查是否可

确保工作计划的审查被记录下

以直接记录在新的审计系统中。

来，最好是直接在 TM+中记录下
来

我们建议使用一个标准的闭幕会议模板，提

IOO 将使用一个标准的闭幕会议

醒审计范围、审计目标以及已确定的审计结

模板，提醒审计范围、审计目标

果的初稿，以确保在实地工作结束时与被审

以及所确定的审计结果的初稿，

计单位就审计意见保持一致。

以确保在实地工作结束时与被审
计单位就审计意见保持一致。

我们建议内部审计报告使用更简洁的执行摘

IOO 在实施 TM+的同时，也在

要，以提供概述和关键信息，作为更详细报

审查其报告格式。新的报告格式

告的叠加。

将考虑这一建议。

报告格式

此外，内部审计报告中对调查结果的描述应
该更加直截了当，以便以简洁的方式直接描
述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便于理解风险和
问题。
没有出现过需要沟通的重大错误或遗漏的情

在有重大错误通知的情况下发布

况。然而，在《审计手册》中没有记录这方

报告更正的规定，将被纳入手

面的程序，因此我们建议更新《审计手

册。

Q4-2022

手册更新

Q3-2022

报告格式

册》，以包括这一点。
我们建议内部审计报告包含一份分发清单，

报告的收件人在转发报告的备忘

列出内部审计报告的接收者。

录中注明。该清单也将包括在报
告中。- 调整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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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意见

拟议的行动

我们建议进一步扩大《内部督察办公室手

将对该手册进行修订，以包括关

册》，以包括关于监测和处置审计意见的相

于监测和处理审计意见的进一步

关准则和程序。

规定。

______________

目标日期
Q4-2022

类别
手册更新

EC-75/INF.7(2)

天气气候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提交人：秘书长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日内瓦

27.V.2022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
证。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
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联合检查组（JIU）建议的执行
联检组活动概述
联合检查组（JIU）是联合国系统内独立的外部监察机构，其职责是开展全系统内的评估、检查和调查。内部
监察办公室是世界气象组织的联检组联络点。
IOO 作为是年 WMO 联络机构，继续为 JIU 活动提供支持。这包括为联检组的年度工作计划提供投入，协调
对联检组调查问卷的答复，各阶段的评论，组织与检查员的会议等。
联检组的所有报告都在其网站 www.unjiu.org。行政首长协调会整理所有参与组织的答复，提交给联合国大
会。
按照既定的程序，IOO 每年对联检组建议进行一次跟踪。跟踪的结果提交给审计和监察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和
执行理事会的年度会议。
自上次向审计和监察委员会提交报告以来，联合检查组发布了四份与世界气象组织有关的报告（在本报告发布
时）。(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管理和行政的后续报告将另行提交）。

1.

JIU/REP/2021/3 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网络安全问题

2.

JIU/REP/2021/2 审查联合国系统对内陆发展中国家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支持情况

3.

JIU/REP/2020/8 审查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主流

4.

JIU/REP/2020/7 区块链在联合国系统的应用：迈向准备就绪的状态

以下是这些报告的要点和联合国系统/气象组织的回应

49

49

。

行政首长协调会编写一份对联检组报告的综合答复，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完整的报告和行政首长协调会的答复可
在联检组网站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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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REP/2021/3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网络安全问题
本次审查的主要宗旨是：
(a)

确定和分析联合国系统面临的共同网络安全挑战和风险，以及它们各自的应对措施，同时铭记各
组织的具体要求（纵向视角）和

(b)

审查当前机构间的动态，促进对网络安全采取全系统的办法，以便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进行
更好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并酌情审查共享解决方案的潜力（横向视角）。

CEB 评论（摘要）

报告发布时未提供
世界气象组织评论
世界气象组织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组织，拥有一个小型的 IT 团队。甲骨文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是由联合国国际
刑事法院托管的。其他 IT 系统托管在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 Azure 云等。因此，WMO 利用这些服务提供商
的网络安全能力。它还从 UNICC 获得了 CISO 的服务。
建议

收件人

1.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作为优先事项，至迟于 2022 年编
写一份关于其网络安全框架的综合
报告，并尽早提交给各自的立法和
理事机构，其中应涵盖本报告所审
查的有助于提高网络抗御能力的要
素。

行政首长

2.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和理事
机构应审议行政首长编写的关于有
助于提高网络抗御能力的要素的报
告，并在必要时为各自组织的进一
步改进提供战略指导。

立法机构

接受

实施

已接

正在实

受

施

已接

正在实

受

施

管理层的意见

世界气象组织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组织，拥有一个
非常紧凑的 IT 团队。我们将采用联合国系统的全
面网络安全框架。

网络安全是世界气象组织的首要风险之一，作为风
险管理定期报告的一部分，向 AOC 报告缓解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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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REP/2021/2 联合国系统对内陆发展中国家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支持

联检组的审查旨在加强联合国系统支持实施《行动纲领》的有效性、效率、连贯性和比较价值，以提高
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解决因地处内陆而产生的需求和挑战。报告重点介绍了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是如
何支持副总统办公室的，并提出了改进建议。(链接到联检组的审查要点)
CEB 评论

报告发布时未提供
世界气象组织评论

人们注意到，气象组织现在被列为联合国系统在优先领域 1、2、3、4、5 和 6 方面对《维也纳行动计
划》作出贡献的组织之一。世界气象组织的任务使其能够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内陆发展中国家：(a)颁布政
策，使运输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b)在运输基础设施的设计中纳入水文气象数据；(c)通过气候智
能型农业和气候风险预警系统，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合作，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建议

收件人

接受

实施

1.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
首长如果尚未指定，应在
2022 年底前指定一个内陆
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协调中
心，并在联合国最不发达等
国家高代办的指导下制定明
确的职权范围，确定协调中
心在支持实施内陆发展中国
家行动纲领方面的作用和责
任。

行政首长

已接受

正在实施

3.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
首长应在 2022 年底前制定
一个明确的支持内陆发展中
国家的成果框架，包括要实
现的成果、主要产出战略和
核心活动之间的联系。

行政首长

已接受

正在实施

7.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
机关和理事机构如果尚未这
样做，应在 2022 年底前发
出指示，要求其组织将内陆
发展中国家行动纲领中与其
授权工作有关的优先事项纳
入主流，并要求其组织定期
报告执行情况。

管理层的意见

会员服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一直在担任协
调人，将继续这样做。需要制定 ToR。

应在年底前制定一份工作计划。

在其战略和运营计划中，WMO 特别关注
立法机构

已接受

已实施

内陆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世界气象组织的活动优先
考虑这些国家的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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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REP/2021/1 审查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管理和行政工作

本次审查的总体目标是评估组成机构改革和秘书处重组的进展；并对管理和行政工作进行独立评估，强
调需要关注和需要改进的领域，以及 WMO 采取的良好做法。(链接到《联检组评论集》)
WMO 的意见
秘书长感谢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IU）对审查 WMO 管理和行政事务所做的重要工作。
秘书长感谢 JIU 所做的工作以及对各会员及其利益相关方的调研。总之，所提的各项建议对于细化和确定未来
方向很有价值。它们也符合 WMO 会员及管理层的总体战略方法。

建议
1.到 2022 年底，执行理事会应委
托对组成机构改革进行独立评估，
以审查用于实施改革及其实质性成
果的流程，包括重组后的秘书处的
调整，以及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不迟于 2021 年底，秘书长应委派
一个联合评审组，由管理层和熟悉
各领域工作的工作人员组成，开展
结构和过程评审，由一名独立专家
主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总体的秘
书处重组，以便实现重组的各个项
目标。

收件人

立法机
构

接受

已接
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已实
施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关于组成机构改革评
估计划的决定 4 (EC-73) 。已经启动
了对组成机构改革的独立评估，经过竞
争程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被选中进行
评估。已收到初始报告，最终报告预计
在 2022 年秋季完成。
秘书长于 2021 年 10 月委托由管理层和工作人员
组成的联合审查小组，以及 2021 年 9 月聘用的一

行政首
长

已接
受

已实
施

名独立专家，为小组的工作提供便利。除此以外，
审查的重点是世界气象组织的共享服务安排和不同
组织单位的位置。带建议的报告 已于 2021 年 12
月提交给秘书长，其 建议正在得到相应的执行。

世界气象组织的问责框架和内部控制框架，以
COSO 内部控制综合框架（2017 年）为蓝本，并

3.到 2021 年底，秘书长应制定一
个全面的问责制和内部控制框架，
并将其提交执行理事会批准。

以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框架为基准，已在《常规

行政首
长

已接
受

已实
施

指示》第 1 章中制定，并由秘书长批准，于 2021
年 11 月提交给 AOC。此外，关于内部控制责任的
详细准则已经制定，并由秘书长批准，于 2022 年
5 月提交给 AOC。
这些框架已经提交给 即将于 2022 年 6 月召开的
执行理事会会议。

4.秘书长应不迟于 2021 年底编制
全面人力资源战略，并提交执行理
事会批准。其后，战略的进展情况
应至少每年报告，作为执行理事会
议程的常规议题。

jiu/rep/2020/8 环境可持续性主流化
本次审查的目标是：

一项人力资源战略已经得到秘书长的批准，并在

行政首
长

已接
受

已实
施

2022 年 4 月发布。该报告已提交给 AOC 和即将
于 2022 年 6 月举行的执行理事会会议，同时提交
给关于世界气象组织人力资源的年度报告，作为工
作人员事项的常规议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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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制定了环境上可持续的政策，并对联合国系统和联检组 28 个参与组织的当代
需求和目标作出回应。

•

审查在组织和全系统层面实施环境可持续的业务和做法，以便吸取经验教训，确定最佳或良好做
法。

•

评估选定的职能领域（如采购、人力资源、设施管理、旅行、会议服务和 ICT）实施战略的准备
情况。

•

考虑治理、问责、协调、风险管理和监察机制在支持实施环境可持续的业务和做法方面的有效
性。

•

考虑其他国际组织做法的相关性，以确定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良好做法并借
鉴相关国际标准。(链接到联检组的审查要点)

CEB 评论（摘要）
各组织欢迎该报告及其结论，并赞赏该报告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核可《2020-2030年联合
国系统可持续性管理战略》，特别是其中涉及管理领域的环境可持续性的第一阶段后不久就及时提交。
3.各实体注意到联检组的拟议建议与《2020-2030年战略》所载的管理职能有许多重叠之处，尽管联检
组的拟议期限与《战略》更现实的时间框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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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的行政首长应在 2022 年底前制定
一项全组织的内部管理职能领域的
环境可持续性政策。
2.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的立法机关和理事机构，应指示行
政首长将环境可持续性考虑纳入各
自组织的管理，并要求他们将环境
可持续性纳入组织内部管理职能的
结果纳入组织的年度工作报告中。
4.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的行政首长应在 2022 年底前责成
采购部门在采购政策、程序、手册
和准则中纳入关于环境可持续性考
虑的具体规定，包括在必要时通过
相关的机构间机制。

收件人

行政首长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已接

正在
实施

截至 2 月 15 日，新的资源将到位，开始着手制定
行动计划，包括按照联合国规定提交给管理层的环
境管理系统（EMS）。

受

世界气象组织正在修订其工作人员细则，以鼓励工
作人员和整个组织继续履行和超越其在环境可持续
性方面的义务。

立法机构

已接
受

已实施

在这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已经修订了其工作人员的
职责和义务，以独特的方式包括 "绿色责任义务"。
这项义务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责任以资源效率高
的方式履行职责，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希望通过在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加入绿色
义务的规定，这种做法将在本组织内和所有层面上
嵌入环境可持续性的考虑。

行政首长

5.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在 2022 年底之前，确保所有招聘
和甄选过程以及业绩评估系统纳入
环境可持续性的理解和行为并给予
足够的重视，并从 2023 年起向其
立法机关和理事机构报告执行情
况。

行政首长

6.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在 2022 年底之前，在驻地协调员
制度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机制的支
持下，加强总部与外地机构之间以
及外地机构之间的协调，采取措施
减少外地机构的环境影响，并从
2023 年起向其立法机关和理事机
构报告执行情况。

行政首长

7.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在 2022 年底前使其各自组织举办
的所有会议和活动成为 "节纸型"，
而印刷品只应在正式要求下提供，
并采取适当的成本回收支付措施，
对不同客户群体--官方代表、研究
机构、其他会议参与者、学生等实
行差别定价制度，并从 2023 年起
向其立法机关和理事机构报告实施
情况。

接受

行政首长

已接
受

已接
受

已接
受

已接
受

已实施

提到了对修订后的《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其中
规定了 "绿色责任义务"，包括工作人员有义务考虑
其活动的性质对自然环境的整体影响。预计这将直
接影响到与服务或货物供应商参与方式有关的采购
过程。

已实施

请参考经修订的与绿色义务有关的《工作人员细
则》。衡量工作人员的标准既要看他们的表现，也
要看他们对所有相关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遵守情
况。在这方面，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考虑
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最佳做法以及为防止或减少
环境损害而采取的适当措施。将根据绿色责任义务
中包含的此类行动来衡量工作人员的表现。

已实施

上述 EMS 将考虑到区域办事处的需求和要求。

已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会议，包括组成机构会议和主
要会议，都是完全纸质化的，不向与会者提供印刷
材料。这是在 2011 年举行的第 16 届大会之后推
出的。世界气象组织的印刷厂已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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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收件人

接受

8.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的行政首长应在 2022 年底前责成
负责组织各种会议和活动的有关部
门制定一项政策，将有关环境可持
续性考虑的规定纳入政策、程序、
手册和准则，包括必要时通过有关
机构间机制这样做。

行政首长

9.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确保在 2022 年底之前，信通技术
服务的行动和项目符合环境可持续
性方面的考虑，包括确保温室气体
排放在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巴黎协议的水平。

行政首长

10.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在 2022 年底前将所有正式文件、
出版物、小册子、通信和宣传材料
上网，包括通过在线会议应用程序
或其他信息技术手段，并从 2023
年起向其立法机关和理事机构报告
实施情况。

行政首长

已接
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已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议事规则》第 6 章中已经包含了与
旅行和会议组织有关的规定。我们关于在成员国家
组织会议的指导方针包括关于东道国应满足的环境
可持续性考虑的指导方针。

已接

正在实

受

施

已接
受

已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致力于在其所有活动中实现环境可持
续性。在管理 ICT 项目时，将包括具体的考虑。

世界气象组织自上个财政期以来，一直以无纸化模
式举行其理事机构会议。世界气象组织的出版物和
所有材料都可以在 library.wmo.int 网站上查阅。

JIU/REP/2020/7 区块链应用

联检组对区块链应用进行审查的具体目标是： 1.摸清联合国系统目前使用区块链应用的情况；2.汇编在
这一初步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并确定良好做法；3.确定与使用区块链有关的主要挑战和风险；4.探索
使用区块链促进加强机构间合作和效率的可能性；5.为制定未来使用区块链应用的指南、标准和框架提
供投入。（链接到联检组的审查要点）
CEB 评论（摘要）

各组织对报告及其结论表示欢迎，并赞赏联检组通过采用新技术和相关流程促进创新和数字转型的举
措；特别是在人道主义领域工作的一些实体提到了隐私问题和使用区块链技术、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和数
据保护框架之间的不相容性，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则指出，他们在开发和实施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时
没有遇到隐私挑战或安全不相容性。(链接到CEB的评论)
建议

收件人

接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行政首长

已接受

已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支持该建议。对风险的考虑
和遵守是世界气象组织项目实施方法的组
成部分。

2.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确
保对可能的区块链用例的审查将基于
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包括有关特权和
豁免权、数据保护、保密性、网络安
全、系统完整性和声誉的相关组织政
策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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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收件人

接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行政首长

已接受

正在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将正式把 "数字发展原则 "
纳入下一次关于信息技术项目和程序的常
设指示的修订中。

行政首长

已接受

已实施

根据项目管理方法，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
IT 项目都需要有商业案例的支持。

立法机构

已接受

已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将遵循联合国系统的领导和
方向。

3.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如
果尚未这样做，应在 2022 年底前批
准《数字发展原则》，作为确保在组
织层面对数字转型有普遍共识的第一
步，包括可能使用区块链。
4.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确保关于使用区块链的任何决定都应
基于对商业案例和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的适当确定，以决策矩阵（如本报告
所述，以及任何改进和/或调整）为
指导。
6.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理事机构应
鼓励成员国参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大背景下
开展的与区块链有关的法律问题的探
索和筹备工作，包括旨在减少该领域
法律不安全因素的争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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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前报告期以来的持续建议
JIU/REP/2020/5 企业风险管理方法和用途

建议

2.到 2021 年底，行政首长应按照
本报告中概述的联检组基准 1 至
9，对其企业风险管理的实施情况进
行全面审查。

收件人

接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已实施

流程进行了基准测试。结果将于 2022 年 5 月向

参照联检组的基准，对 MERP 单位的企业风险管理
行政首长

Y

AOC-38 报告。

JIU/REP/2020/2 支持学习的政策和平台：争取更多的一致性、协调性和衔接性

建议

收件人

接受

实施

2.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将关于学习的评价结果纳入学习管
理系统，并有效地利用这些结果为
今后的学习活动决策过程提供信
息。

行政首长

3.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小组协商，在
2021 年底之前审查现有的备选方
案，以便为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有关的课程提供全面的联合课
程或至少是全系统的质量保证。

行政首长

Y

已实施

4.联合国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采取
他们认为适当的行动，更好地将工
作人员的学习计划纳入各自的业绩
评估，并确保管理人员也对实施情
况负责。

行政首长

Y

已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该建议不适用于世界气象组织。没有学习管理系

_

不相关

统。目前提供的学习方案来自 LinkedIn Learning
和联合国。两者都不允许我们整合具体的 WMO 内
容。

世界气象组织将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小组的倡
议。

从 2022 年开始，新的绩效评估系统已经引入，其
中整合了员工一年的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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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REP/2020/1 对调查职能状况的审查：在加强调查职能方面取得的进展

建议

7.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的立法机构应在 2021 年底前制定
并通过适当的正式程序，以调查对
行政首长不当行为的投诉，并采取
适当的政策。
8.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构如
果尚未这样做，应要求各组织在
2021 年底前制定正式程序，处理
对其内部监察办公室负责人和工作
人员的不当行为指控，以避免出现
利益冲突的情况。

收件人

接受

Y

立法机构

实施

正在实
施

管理层的意见

该建议由一个专门的执委会工作组处理，负责联检
组 2020/1 号报告中的建议 7，预计将向下届大会
提交其建议。

修订后的章程得到了批准，其中包含了处理针对
Y

立法机构

已实施

IOO 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指控的程序。对工作人员规
则也做了必要的修改。建议是已实施。

审查联合国系统内处理利益冲突的机制和政策 JIU/REP/2017/9
建议

4.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
长，如果尚未这样做，应与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的法律网协商，采
取必要步骤，在 2019 年 12 月之
前，酌情在与其工作人员和非工
作人员的合同协议中引入适当的
法律条款，约束他们遵守为其职
能规定的限制期，禁止他们在这
段时间内从事明确界定的离职后
活动。

收件人

接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法律办公室已经起草了一份服务说明，以规范离
行政首长

Y

正在实施

职后的限制。该服务说明已准备好供行政管理部
门审查和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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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举报人政策和做法 JIU/REP/2018/4
建议

收件人

1.立法机构应在 2020 年前采取措
施，确保所有与不当行为/错失行
为和报复有关的政策明确规定适当
的渠道和方式，如独立监察委员
会，以报告和调查针对该组织行政
首长的指控，以及针对在处理此类
问题时可能产生潜在利益冲突的任
何其他职能。

立法机构

10.到 2019 年底，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的行政首长应确保所有主管和
管理人员都必须完成关于举报政策
以及如何适当应对和处理不当行为
/错失行为和报复报告的具体培
训。

行政首长

接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联检组 2020/1 号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7
Y

已实施

和 8）（见上文）。建议 8 已经实施，建议 7 正
由欧盟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处理。因此，建议关
闭这个建议。

Y

正在实施

2022 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开发相关培训，计划
在 2022 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提供培训。

加强残疾人参加联合国系统各种会议的无障碍环境 JIU/REP/2018/6

建议

收件人

1.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责成相关办事处在 2020 年底前制
定一项关于残疾人无障碍参加会议
的政策草案以及政策执行准则，并
将其提交给各自的立法机构，如果
该政策需要这些机构的认可才能生
效。

行政首长

4.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指示负责处理与无障碍环境有关的
事项的相关办公室，在 2021 年
12 月前制定关于其业务责任的标
准作业程序，以改善残疾人参加会
议的便利性。

行政首长

接受

实
施

设施 :改善底层和-1 层的会议厅的无障碍设施的计划，
包括在-1 层为残疾人增加厕所，以及对主入口（鼓门和
Y

正在
实施

(在无障碍登记表中加入条款，具
体询问无障碍要求。

ESPLAY）进行改造。
CNF。将根据联合国残疾人包容战略，编制组织无障碍
和包容性会议和活动的检查清单（操作程序）。

Y

正在

一旦组织无障碍和包容性会议和活动的核对表将被初始

实施

化（操作程序），它将与所有区域办事处共享。

5.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
强制要求会议的组织者在 2021 年
12 月前确保。
(a) 残疾人的参与得到充分支持，
登记程序对各种残疾的人来说是无
障碍的。

管理层的意见

在操作程序中，无障碍协调中心（C/CNF）的作用应被
行政首长

Y

正在
实施

定义为确定需求和便利请求，以便在与相关利益方密切
磋商后，确保组织所需的服务，包括手语翻译。这些人
的联系信息应列在所有宣传材料中，并在活动当天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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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收件人

接受

实
施

管理层的意见

(通过无障碍网站和信息说明向所
有潜在参与者传播无障碍设施和服
务的信息。
(d) 无障碍的会后和会后满意度调
查始终包括评估对无障碍设施和服
务的满意度的问题。

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变革管理的审查 JIU/REP/2019/4

建议

收件人

接受

实施

管理层的意见

3.行政首长应通过联合国系统行政
首长协调理事会，支持整个联合国
系统组织工作人员调查的发展和标
准化。

行政首长

Y

已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支持通过 CEB 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化
工作人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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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联合国系统的云计算服务 JIU/REP/2019/5

建议

1.联合国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确保
业务连续性规划包括各种战略和措
施，以减少云服务提供商未能提供
合同规定的服务的风险。
2.联合国各组织的理事机构应要求
各自组织的负责人在其财务战略中
列入有关规定，以促进与新技术有
关的业务支出和资本投资的适应
性、反应能力和有效利用。
3.联合国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制定
定期程序，以确保其企业信通技术
战略，包括云计算服务战略，与各
组织的业务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
致，并产生投资价值。
4.联合国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应确保
在签订信通技术服务，包括基于云
的服务的合同之前，进行全面的风
险分析工作。风险分析工作应考虑
技术和财务风险及收益，相关的保
障措施应列入服务级协议。

收件人

行政首长

立法机构

行政首长

行政首长

接受

实施

已接

正在实

受

施

已接

正在实

受

施

已接

正在实

受

施

已接

正在实

受

施

_________________

管理层的意见
世界气象组织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正在更新
（2021 年第 2 季度到期），以确保业务连续性规
划被涵盖。战略的交付已被推迟。

世界气象组织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正在更新
（2021 年第 2 季度到期），以促进支持使用新技
术的财务战略。

世界气象组织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正在更新
（2021 年第 2 季度到期），以确保业务连续性规
划被涵盖。

世界气象组织的整体 ICT 战略正在更新（2021 年
第 2 季度到期），包括在签订新的 ICT 服务之前进
行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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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水

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提交人：秘书长

第七十五次会议

27.V.2022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以提
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原始文件的内
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
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
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JIU/REP/2021/1 非正式建议的执行情况
JIU/REP/2021/1--审查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管理和行政工作的四项正式建议的情况已在EC-75/INF
7(2)中报告。.
根据第17号决定（EC-73）的要求，现将非正式建议处理如下： 50 。
非正式建议
组成机构改革

收件人

状况

管理意见

SG

已实施

组成机构

(正在实施)

战略传播办公室得到加强；招聘工作已经完
成。向大会和 EC 提交关于改革状况的详细报
告。不断加强与会员的沟通，以关键的治理会
议为目标。定期向议员介绍秘书长的情况。世
界气象组织的企业网站正在重新配置。

SG

正在实施

视频会议和强化的语言服务促进了更广泛的参
与；在后 COVID 时期将继续提供这种服务。
加强沟通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改革评估正在
解决这一问题（正式建议 1）。政府间委员会
批准了新的战略目标，以促进平等、有效和包
容性地参与治理、科学合作和决策。技术委员
会正在采取行动，让代表人数不足的国家的专
家参与进来，并使代表人数更加均衡。

正在实施

Cg-Ext（2021）已经建议并通过了一些调
整。改革评估正在解决这一问题（见正式建议
1）；关于改革调整的建议将提供给大会。

已实施

与改革和人力资源事务有关的项目已被纳入所
有 EC 会议。

51

1. 向会员通报改革情况

2. 会员更广泛地参与组成
机构

技术委员会

SG

3. 改革调整，解决经验教
训和良好做法

组成机构

秘书处改组
4.EC 会议上关于结构调整
的议程项目

执行理事会

50

经审计和督察委员会审查；其建议已被纳入。

51

JIU/REP/2021/1 的对应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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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建议

收件人

状况

管理意见

5.加强与工作人员的协商

SG

已实施

内部立法框架已被修正，以确保工作人员 参与
讨论与工作人员问题有关的政策。联合协商委
员会（由工作人员协会代表和管理层代表组成
的正式协商机构）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与工作
人员直接有关的事项。

6.从国际劳工组织法庭转
到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
成本效益分析

SG

已实施

2017 年与联合国司法系统签署并生效的协议
是基于 2016 年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在
2020 年，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加入了全面的司
法行政系统。目前，联合国提供的服务还包括
一个非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调查专员服
务）。今天，世界气象组织可以利用两级正式
上诉机制：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
庭；调查专员服务和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办公室
（OSLA）的服务。后者在任何与工作有关的
法律问题上为员工提供免费和独立的法律支
持。

D/IOO

已实施

根据对重组过程提供连续保证的需要，IOO 在
2021 年最后一个季度对中央服务平台的效率
进行了审计，最终报告于 2022 年发布。

7.IOO 的实时审计

IOO 在 2021 年已实施 TeamMate
Analytics，并将探索如何实施 ERP 数据的持
续审计。
督察和问责
8.关键流程和培训的操作
手册、指南和流程图

SG

已实施

正在实施

2021 年，对记录关键组织程序的世界气象组
织常务指令进行了质量审查，以确定差距。为
14 个关键组织流程中的 8 个（如风险管理、
人力资源、财务、旅行、会议、法律、设施、
内部控制和问责制）制定了强化材料和文件
（指南、视频、流程图）。这些资源在世界气
象组织内联网上公布，并开展了培训课程。
其余的程序（如预算、采购、IT、通信）将在
其修订过程中得到强化文件的补充。

9.法律办公室与治理服务
部脱钩以避免利益冲突

SG

接受风险，维
持现状

SG 审议了这一事项，并决定减少被认为是冲
突的风险。SG 还决定将法律办公室保留在治
理服务部。 减少冲突的风险如下：法律顾问与
秘书长保持直接的职能报告关系 ，在（被认
为）有冲突的情况下，法律顾问将问题移交给
世界气象组织外包的外部法律支持。 应该指出
的是，其他一些联合国机构也有类似的做法，
但其报告对象是行政、财务和管理主任。

10.使风险官的报告与风险
管理框架相一致

SG

已实施

内部控制框架中明确规定了风险管理职能作为
第二线的作用（见正式建议 3）。ASG 不再是
二线。风险管理框架已被定义（常务指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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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建议

收件人

状况

管理意见
14 章），过程所有者是 MERP 单位，包括风
险和质量管理官员。因此，目前风险和质量管
理官员的报告路线是合适的。

11.使主计长的报告与内部
控制框架和执行财务条例
和细则的责任相一致。

SG

正在实施

内部控制框架中已经明确规定了主计长作为第
二线的职能作用（见正式建议 3）。正在审查
常务指令第 5 章 - 财务和预算，包括助理秘书
长在执行财务条例和细则方面的作用。主计长
直接向行政管理层提供实质性报告。因此，秘
书长决定维持报告关系。

12.管理重写的中央存储库

SG

已实施

2022 年 4 月，秘书长正式建立了具有相关责
任的特殊管理决定库。

D/IOO

已实施

2021 年 7 月与外部联合国机构（儿童基金
会）签署协议。

SG

正在实施

13.IOO 对行政审查的回
避
14.评价职能的独立性、公
正性和组织可信度

分配给 MERP 部门的绩效监测和评估职能被明
确定义为内部控制框架中第二条线的一部分
（见正式建议 3）。
督察战略计划的实施是 EC 政策咨询委员会的
责任，该委员会由 MERP 支持。
应 EC 的要求，对改革的评估由外部评估员支
持。
对于项目，捐助者要求进行外部评估（每年 12 次评估）。MERP 确保外部评价的公正性和
客观性（在制定 TOR、选择合格的评价者和质
量保证方面）。MERP 本身并不进行评估。
评估政策正在制定中。MERP 和 IOO 共同维
护一个评价库，包括所有过去和计划的评价。
目前正在评估本组织的评价需求，并考虑内部
能力以满足这些需求。

15.审计和督察委员会的会
议形式

AOC

已实施

16.由独立专家进行审计和
督察委员会的绩效评估

AOC

正在实施

AOC 正在考虑通过同行评审程序解决这个问
题。

SG

已实施

报告中强调的联检组以前的建议现在已被制度
化，成为政策、指示和做法。世界气象组织将
对该组织接受的联检组未来的建议继续采取这
种做法。

17.上一页 联检组的关键
建议被制度化

流程负责人按要求对议程项目进行报告。 工作
人员参加 AOC 会议的情况已经得到优化。

在过去十年中，世界气象组织对联检组建议的
接受率（80%）和执行率（83%）一直高于
所有 28 个联检组参与组织的平均水平（分别
为 68%和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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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建议

收件人

状况

管理意见

18.将引入 ASG 和 DSG
契约

SG

已实施

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契约正常周期的一部分，秘
书长已经签署了 2022 年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
长契约。

19.高级管理人员的契约和
其他文书与指示、规则和
条例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SG

已实施

常务指令》第 1 章规定了秘书处的结构、监
管、问责和内部控制框架。对契约进行审查和
协调，以确保截至 2022 年的连贯性。新的绩
效评估系统已于 2022 年 2 月正式发布。

20.确保工作单位的逻辑分
组和简化的工作流程

SG

正在实施

根据联合审查小组的报告（见正式建议 2），
治理服务部正在进一步精简最佳工作单位的行
政服务。这包括协调员的职能和新的商业模
式，包括 ERP。

21.更新信息技术政策和程
序，设立首席信息官职位

SG

正在实施

世界气象组织的 ICT 战略已于 2021 年更新，
由秘书处的信息系统和战略咨询委员会
（ISSAC）审查，并将提交给 SG 批准。与信
息技术有关的其他程序正在审查之中，并将于
2022 年第三季度提交给国际空间站协会。履
行世界气象组织首席信息官职责 的首席信息技
术司的职位已经设立，招聘工作已经完成。任
职者将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上任。对服务供
应商提供的 IT 服务质量进行督察是首席 ITD
的职责之一。

22.行政活动，包括
ERP，由一名高级官员指
导和协调

SG

已实施

高级 GS 主任、LCA 主任、LCC 主任、财务
科、人力资源科、采购科和 IT 科的科长都是
具有正式资格的专业人员，他们指导、组织和
协调财务、会计、人力资源、公司信息技术、
采购和其他行政活动，以及设计、维护和加强
ERP。

23. 制定财政资源管理战
略并提交给 EC

SG

正在实施

财政资源管理战略草案已经制定，并将与下一
个财政期的预算建议一起提交给 EC-76
（2023 年 2 月）。

24.知识管理和员工培训战
略和计划，以保留机构知
识

SG

已实施

新发布的人力资源战略包括知识管理和员工培
训战略，旨在保留机构知识。设立了知识和信
息管理官员的新职位，并完成了招聘。

25.审查 ERP 系统，并在
系统的下一次升级中进行
成本-效益分析

SG

正在实施

最初的商业计划由一家外部公司完成。预计结
果将在 2022 年 6 月底前公布。新的 ERP 系
统将根据外部公司的建议和与联合国相关机构
的协商建立。根据上述结果，将确定实施的时
间表。已与开发署（联合国 ERP 服务的主要供
应商之一）进行了非正式磋商。

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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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建议

收件人

状况

管理意见

26.业务连续性战略和负责
的工作人员

SG

正在实施

业务连续性的责任被列入风险和质量管理官
员、MERP/CSG 的责任中。根据修订后的联
合国-行政首长协调会组织复原力管理系统政策
（2021 年）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批准的新
的 ORMS-维护工作和审查制度及关键绩效指
标 （2021 年），正在制定一个全面的组织复
原力框架。该框架还建立在 COVID 期间应用
的 WMO 业务连续性计划的基础上，整合了所
学的经验，并将涵盖所需的要素（即业务连续
性政策、计划、危机管理的协调结构等）。这
些组成部分适用于每个办公室/实体，有一个协
调结构，以确保协调统一。

27.由管理层和员工共同设
计的员工调查

SG

已实施

员工调查由管理层和员工共同设计，于 2022
年 4 月进行。回复率超过 70%。结果将在
2022 年 5/6 月进行分析。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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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和内部控制框架
摘自《世界气象组织常设指令》第一章
1.3

问责制框架

1.3.1
在履行其使命时，气象组织采用了一个具有既定原则、结构、政策和程序的问责框架，以促进业
绩、有效的管理做法和工作人员以问责的方式履行其职责。秘书长全面负责气象组织的问责框架。
1.3.2

1.3.3

世界气象组织的问责框架以5项原则为基础，与联合国的问责框架保持一致。
(a)

诚信。所有工作人员都应以敏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履行其职能，维护世界气象组织的价值观，以
诚实的态度行事，并考虑到本组织的最佳利益。

(b)

透明度：系指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所有利益攸关方均可获得、看到并理解与本组织活动有关
的现有条件、决定和行动的可靠、及时信息；

(c)

权力下放。意味着在各级管理部门和整个组织系统地下放权力，使决策更接近交付点，信任和授
权管理人员，同时确保更大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d)

简化。规范本组织运作的政策框架必须符合目的，精简，易于理解、解释和应用。

(e)

多样性：世界气象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其工作人员应具有文化和地理多样性、性别平衡、国
际化和多才多艺的工作人员队伍，真正代表我们所服务的所有人，并使他们受益。工作人员应当
能够方便地获得知识和手段，使其能够以有效和负责的方式履行其职责。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A/RES/64/259号决议，气象组织对问责制的定义如下：

问责制系指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有义务对其作出的所有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作出交代，并无条
件地、无例外地对履行其承诺负责。
问责包括以及时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目标和高质量成果，充分执行和交付联合国政府间机
构及其设立的其他附属机构根据所有决议、条例、细则和道德标准核准的秘书处的所有任务；真实、客观、准
确、及时地报告绩效结果；负责任地管理资金和资源；业绩的所有方面，包括明确界定的奖惩制度；并适当承
认监督机构的重要作用，充分遵守已接受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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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根据关于成果管理制和与联合国接轨的第31(Cg-14)号决议，WMO问责框架有六个主要组成部
分，详见《常设指令》的相关章节：
(a)

《公约、条例和规则》(第1章)；

(b)

成果规划和预算编制(第5章)；

(c)

基于结果的绩效。

(d)

内部系统和控制(所有章节)；

(e)

道德标准和廉正(第11章)；和

(f)

监督作用和职能(第5章)。

1.4

内部控制

目的和范围
1.4.1
建立本组织的内部控制框架是为了合理保证在充分利用资源和可靠报告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气
象组织的内部控制框架是以“COSO(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内部控制--综合框架”为基础的。内部审
计师协会的“三线模式”被用来确定促进治理和风险管理的结构和程序。各关键组织流程的具体控制和系统详见
现行指示的相关章节。
1.4.2

该框架通过以下方式提供了本组织在风险管理和控制方面的总体意图和方向：
(a)

提供一套原则、组成部分、程序和明确的过程，供所有 WMO 工作人员在其行动和行为中遵循；

(b)

确定所有气象组织工作人员在确定和评估风险以及实施内部控制方面的责任和问责制；

(c)

确定评估、定期报告和持续改进体系整体有效性的流程；

(d)

强调道德和诚信的重要性。

本组织在框架内的总体目标
1.4.3
该框架是一个基于风险的决策系统，旨在为实现成员国在以下类别中设定的本组织总体目标提供
合理保证：
•

战略：在战略层面设定目标，为业务、报告和合规目标奠定基础(战略计划)

•

运营：运营的有效性和效率(运营计划)

•

报告：确保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外部和内部财务和非财务报告)

•

合规性：使气象组织的业务符合适用的条例、规则和指示。

方法的有效性
1.4.4

五个组成部分支持该框架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实现目标的活动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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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环境：描述一套标准(包括预期的行为标准)、流程和结构，为在整个组织内实施内部控制提
供基础。执行管理层就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明确的组织结构以及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定下基调。

•

风险管理：本组织战略和业务规划以及所有业务活动中的风险管理程序(查明、评估和应对风
险)。

•

控制活动：管理层通过政策和程序制定的行动，以实现内部控制系统中的目标和应对风险，包括
IT 公司系统(如 ERP、ELIOS)。控制活动特别包括：职责分离、适当授权、“四眼原则”、对资产
的实际控制、适当的文件和记录以及独立的核查。

•

性能监控：由管理层制定的活动，其建立和运行以评估一段时间内的绩效质量，并及时解决审
计、评价和其他质量管理审查的结果。

•

信息、通信和报告：管理层和员工交流并用于支持内部控制系统的质量信息。信息在本组织上下
流通。

三线模型
1.4.5
虽然本组织包含一个职能结构，但在三条线模式(国际审计师协会，2020 年)中界定了在应对风
险和控制方面的明确作用和责任，以便每个实体和“线”以及工作人员了解他们负责的方面以及如何协调他们的
努力。
1.4.6

下图总结了这些要素，并显示了目标、方法和模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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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WMO 的使命、
愿景和目标

成员

风险管理实现目标的
方法

用于执行风险和控制
职责的模型

三线模式中的角色和职责
1.4.7
WMO 秘书长全面负责内部控制，包括风险管理。秘书处将在《WMO 公约》规定的其职责范围
内管理风险。秘书长向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及审计和监督委员会通报涉及本组织的风险，并提出应对这些风险
的行动建议。
1.4.8
秘书长就与气象组织系统、规章、合规、效力和效率有关的所有事项提供战略指导和领导。理事
机构和执行管理层在行为守则中概述的一般道德操守和廉正方面定下了基调。
1.4.9
执行管理层在制定整个组织应遵循的业务目标、内部报告标准和合规标准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它还负责验证财务报表和年度预算。它规定了内部控制系统的预期绩效水平。执行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系统的任
何失效负责，包括已委托给运营管理层的活动。
1.4.10
第一线的作用分配给主任、实体负责人、流程负责人(包括行政流程)和开展核心业务活动的工作
人员。他们负责风险和控制措施的日常所有权、实施和管理。这包括：
(a)

领导、执行和指导各项活动，以有效利用资源实现本组织的目标；

(b)

实施定期风险评估，包括拥有和管理与其业务相关的风险；

(c)

确保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期望以及控制管理(旨在降低风险)；这包括分析相关流程的有效性、
维护风险矩阵和相应的控制措施；

(d)

与执行管理层和理事机构保持持续对话，并报告与本组织目标相关的计划、实际和预期产出、里
程碑、活动和风险；

(e)

建立并维护适当的结构和流程，以管理业务运营和风险，采取纠正措施并识别持续改进机会。

1.4.11
各部门主任负责其各自职责范围内的规划和监测工作，详情见其高级管理人员契约。司长在其职
权范围内按执行管理层决定的时间间隔向执行管理层报告计划产出、里程碑和活动的实施情况以及任何风险和
业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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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第二线作用由专门职能组成，这些职能提供与风险规划、业绩监测和管理有关的补充专门知识、
支助、监测和挑战，包括：(a)在流程、方案和实体各级制定、实施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做法；(b)实现风险管
理目标，例如遵守规章和可接受的道德行为；内部控制;信息和技术安全；可持续性;质量保证；
1.4.13

第二线和负责实体的职能是：

(a)

业务规划和预算编制----MERP, FIN；

(b)

控制 - 主计长；

(c)

法律和监管合规性-法律顾问；

(d)

业绩监测和评价----MERP；

(e)

风险管理-MERP；

(f)

质量管理和保证-MERP；

(g)

安全和安保：工作人员-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信息技术部/信息技术安全官，大楼-LCC；

(h)

道德操守----道德操守干事。

1.4.14

第二线内各职能的具体职责详见《常设指令》相应章节。

1.4.15
第三线是内部审计，它提供独立的保证，评估所采取的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和有
效性，并建议采取纠正行动。内部监督办公室(IOO)根据财务条例 13.7-13.10 和《IOO 章程》(《常设指
令》第 5 章)，对气象组织的财务、行政和业务活动，包括监测机制和咨询服务，进行独立核查。

报告和后续措施
1.4.16

第一线负责确保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

1.4.17
一线司长和 KOP 所有者、二线负责人以及三线负责人提交其职责范围内的年度内部控制报表。
年度报告为秘书长关于内部控制的说明提供了信息，秘书长关于内部控制的说明已提交给外聘审计员及审计和
监督委员会，并列入年度财务报表。
1.4.18
第二线监测有效性，并根据需要向第一线提供补充支持。其就上述各职能范围内内部监控系统运
作的充分性及有效性向行政管理层及司长会提供分析及报告。作为组织业绩监测的一部分，并为确保报告的效
率和效力，应急和资源规划协调并促进信息共享。

理事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作用
1.4.19
执行理事会设立全组织的相关政策和监督机构，并审议其报告和管理层就内部和外部监督建议采
取的行动。执行理事会还审议联合检查组向各理事机构提出的建议并就其采取行动。
1.4.20
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由大会设立，就本组织基于结果的预算和财务事项的可负担性、可持
续性和执行情况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

EC-75/INF. 7(2b), p. 6

1.4.21
审计和监督委员会(AOC)由执行理事会设立，其任务是就财务管理和报告、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系统、审计和评估程序、监测《财务细则和条例》及《道德框架》的遵守情况等所有事项，向执行理事会和气
象组织秘书长提供客观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同时考虑到适用于气象组织及其运行环境的政策和程序。
1.4.22
外聘审计员由执行理事会任命，负责审计本组织的财务报表，包括所有信托基金和特别账户，并
就审计结果提出报告。
1.4.23
联合检查组（JIU）是联合国系统内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其职责是开展全系统内的评估、检查
和调查。联检组努力确保管理和行政效率，促进联合国各机构之间以及与其他内部和外部监督机构之间的更大
协调。联检组正在协助联合国各组织的立法机构履行其治理责任，确定最佳做法，提出基准，并促进联合国系
统内已通过其《章程》的各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气象组织于 1979 年通过了联检组章程。执行理事会和管理
层审议联检组与气象组织有关的报告和建议。
1.4.24

监督机构的任务和报告可在此处查阅。

内部控制的局限性-合理保证
1.4.25
虽然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合理的保证，提供了可靠的财务和业绩信息，并
遵守了相关政策和程序，但也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内部控制系统不能绝对保证气象组织的所有目标都能实
现。这些限制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a)

本组织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如供资数额减少或其他业务限制

(b)

故障，包括人为错误

(c)

禁止的做法，包括欺诈和与工作人员和/或第三方串通

1.4.26
重要的是，WMO 工作人员在选择、制定、实施和改进内部控制措施时要意识到这些动态条件，
并尽可能减少上述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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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指令》第 1 章--附录 1.D--内部控制责任准则

本准则是对《常设指令》第一章的补充。气象组织的内部控制框架是以“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COSO)内部控制--综合框架”为基础的。该框架界定了内部控制的五个
组成部分和代表基本概念的 17 项原则。通过应用这些原则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
以下各节概述了气象组织如何分配适用 17 项原则的责任。根据这三条防线，指定 COSO ICF 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相关原则，以及指定的个人和办事处在执行三条防线的任务
时应采取的具体活动、方法和措施。
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执行管理层和理事机构

控制环境
原则 1.诚信和道德价值观。气象组织表现出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的承诺。制定了道德行为标准，并制定了鼓励气象组织工作人员正直地履行职责的程序。
以身作则，落实气象组织核心价值观(在
《战略计划》中定义)。
主管根据预期的行为标准评估员工和团队
的绩效。(工作表现评核制度-常设指令第
4 章)

D/LCA 和道德操守干事鼓励遵守气象组
织道德操守框架(《常设指令》第 11
章)，并举办关于行为标准的培训课程。

主管出席并鼓励员工参加与道德操守有关
的培训课程和活动(《常设指令》第 4
章)。

根据《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
(IPPF)第 2110 号标准----内部审计活动
----规定，内部审计必须评估并提出适当
建议，以促进本组织内部的适当道德操守
和价值观。内部监督办公室保证道德操守
方案实现既定目标，关键风险得到有效管
理，控制措施继续有效运作。
IOO 确保直接沟通渠道的正常运作(《常
设指令》第 5 章)。

执行管理层监督道德氛围，确保管理层制
定健全的道德相关方案和目标(例如，员
工会议、向上反馈流程、举报、道德框
架、零容忍)。
执行理事会为行为标准制定”最高层的基
调”。

IOO 以专业方式履行调查职能(IOO 章程
-支柱 3-调查)。
原则 2.执行理事会的督察执行理事会独立于秘书处，并对内部控制的发展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工作人员遵守理事机构和执行管理层在秘
书处文件中界定的条例、细则、程序和职
责分工，并提供充分的资料。

第二线职能支持行政管理和监督机构。
道德操守办公室还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IOO 每年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报告。

执行理事会对问责制和信通技术行使监督
责任。执行理事会在每届常会上审议所有
监督机构的报告(财务咨询委员会、阿拉
伯国家组织委员会、内部监督办公室、外
聘审计员和道德操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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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执行管理层和理事机构

原则 3.结构、权限和责任。执行管理层负责监督理事机构，建立结构、报告关系以及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适当权力和责任。
建立并实施行政管理层规定的授权。
向员工传达有关权限和责任的信息。

支持并提供专业知识，以第一线实施适当
的权力和责任。

IOO 的独立性在《财务条例》(13.7)和
《常设指令》(第 5 章)中得到确立。

大会批准 WMO 战略计划。
秘书长根据《战略计划》中确定的长期目
标和战略目标，建立秘书处结构并对其负
责，分配报告关系、权力和责任。
执行理事会根据《运行计划》批准两年期
预算，并监督和评估 WMO 成员机构和
秘书处执行《战略计划》的成效。

原则 4.人力资源管理.世界气象组织致力于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目标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包括绩效管理和表彰个人绩效的政策和做法。
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细则、常设指令和
人力资源战略》，气象组织按照《战略计
划》确定的目标，吸引、培养和留住有能
力的人才。

根据人力资源政策，确保团队具备适当的
技能和能力。

根据 IPPF 标准 1210----熟练程度---D/IOO，确保 IOO 小组具备适当的技能
和能力。根据标准 2100-工作性质-IOO
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对招聘流程进行评
估并提供保证。

执行管理层根据需求和目标审查并制定人
员配置表和招聘计划。
秘书长制定人力资源政策和战略，批准
《工作人员细则》，并向执行理事会报
告。
执行理事会监督《工作人员细则》与《工
作人员条例》的遵守情况，并收到秘书长
关于人力资源事务的年度报告。

原则 5.问责制气象组织制定了政策和程序，要求气象组织工作人员对其内部控制责任负责，包括在追求气象组织目标的过程中授权。
根据《员工守则》、《财务守则》、《条
例及细则》、《常设指令》及《服务说
明》，司长/监事要求个人就其在追求目
标过程中的内部监控责任承担责任。这一
责任包括具体责任的沟通、绩效评估系统
的实施以及旨在使个人对其行为负责的人
事流程的实施。

全面监测和报告具体内部控制责任的履行
情况。

D/IOO 的责任在《财务条例》第 13 条
和《IOO 章程》中有所规定。

风险评估

行政管理层确保司长/监事向员工问责。
秘书长、司长及相关管理人员提供年度内
部控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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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执行管理层和理事机构

根据标准 2100，IOO 定期向管理和理事
机构提供气象组织风险管理程序的保证。

大会批准战略计划，确定长期目标和战略
目标。大会批准组成机构的职权范围。

原则 6.指定目标。在关键层面明确规定目标，以便能够识别和评估与目标相关的风险。
司长在运营计划中定义在预算分配范围内
实施战略目标所需的产出和活动。
根据营运计划，司长为各部门实体及员工
详细界定具体、可计量、可达致、相关及
有时限的目标及工作展望计划，并识别风
险。

监控、评估、风险和绩效(MERP)-协调
和促进战略和运营计划的制定，确保应用
基于结果的规划流程。

执行理事会核准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以
实现当前目标。其批准风险管理策略，并
监督是否遵守适当的风险偏好。

FIN-确保成果预算制和资源分配，就风
险向第一线提供建议，以确保及时采取纠
正行动。

SG 确保与 DSG、ASG 和司长签署的契
约明确规定了符合运营计划和风险的目
标。

MERP-确保风险管理贯穿整个结果链。
MERP-对计划进行质量保证，以确保具
体、可衡量或可观察、可实现、相关和有
时限。

执行管理层确保向部门主管汇报的高级官
员的工作推进计划，根据运营计划和风险
明确规定目标。

原则 7.风险识别气象组织查明在整个实体实现其目标的风险，并分析风险，以此作为确定应如何管理风险的基础。
风险负责人是目标负责人，负责确定与实
现目标相关的风险和控制措施(第 14 章WMO 风险管理)。

MERP-建立风险管理框架，集中管理相
关风险评估并提供质量控制，确保正确应
用风险评估方法(例如，通用风险语言、
风险偏好和容忍度、风险清单等)；视情
况向执行管理层报告。

根据标准 2100，IOO 定期向管理和理事
机构提供气象组织风险管理程序的保证。

执行管理层提供监督，并让管理层负责识
别和管理实现目标的风险。

原则 8.风险评估.评估实现气象组织目标的风险，包括欺诈、违反义务和其他不当行为的可能性。
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实施关键的组织流
程，并报告任何潜在的欺诈行为。
与内部和外部审计师一起审查相关的欺诈
风险。

MERP-确保风险方法，包括风险和控制
评估，考虑到欺诈、违反义务和其他不当
行为的风险。

根据标准 2210.A.1，IOO 通过考虑重
大欺诈的可能性，行使应有的专业谨慎。

原则 9.风险应对（处理和/或控制）。识别和评估对内部控制系统有重大影响的变更，并管理由此产生的风险。

行政管理层及执行理事会负责监察旨在阻
吓及侦查欺诈行为的制度及程序。
执行理事会收到监督机构的年度报告，其
中载有关于本组织遭受欺诈，包括财务报
告欺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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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

第二线

主要负责内部控制系统，并识别和评估可
能对控制产生重大影响的变更。

MERP-在其任务范围内为第一线提供指
导，以评估变更的影响。

向执行管理层充分详细地传达重大变更，
以使执行管理层能够履行其监督职能。

MERP、主计长、LCA、FIN、道德操守
办公室--定期监控和考虑本组织法律、监
管和合规风险的变化。

第三线

执行管理层和理事机构

根据 IOO 章程-工作范围-IOO 对风险管
理活动提供定期保证，这是内部审计(IA)
活动的核心职责。

行政管理层确保司长已建立程序，以识别
及评估可能对内部监控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的变动。

控制活动
原则 10.控制活动的选择和开发。考虑到作业环境，选择和制定有助于将风险管理到可接受水平的控制活动。
在运营管理层的指导下，将控制措施设计
到系统和流程中。
建立并实施充分的管理和监督控制，以确
保合规性，并突出控制故障、不充分的流
程和意外事件。
监控和维护有效的内部控制，并执行日常
的风险和控制程序。识别、评估、控制和
缓解风险，指导内部政策和程序的制定和
实施，并确保活动与既定目标和目的一
致。

第二线的职能部门根据规定的职能(规
划、预算编制、风险、质量、合规、法
律、安全、道德)监测具体控制措施并向
执行管理层报告。

根据 IOO 章程和工作范围，IOO 确保适
当设计、有效实施并按预期运行控制措
施，以将实现目标的风险降低至可接受水
平。

第二线的功能可以支持第一行选择和开发
特定控件；然而，第一线仍对内部控制制
度负责。

IOO 提出旨在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
力的建议；然而，管理层仍对内部控制制
度负责。

行政管理层评估信息并提供监督，以确保
管理层的内部监控系统足以将实现目标的
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原则 11.技术使用。选择、开发或评估使用信息技术的一般控制活动，以支持实现气象组织的目标。
主管和流程负责人设计并实施与技术相关
的控制活动。这包括创建和传达有关技术
的策略和程序，以及确保 IT 控制措施充
分。

MERP、主计长、法律办公室-监控具体
的技术控制措施。
IT 安全-在选择、开发和维护管理层指定
的技术控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提供网络安全的
额外保证。

IOO 章程规定 IA 应评估与 IT 流程和系
统相关的风险。IOO 评估组织的 IT 治理
流程是否充分。

执行管理层的监督职责包括指导、评估和
监控控制措施。监督涵盖 IT 治理的各个
方面，例如：-组织和治理结构，-管理层
领导和支持，-战略和运营规划，-服务交
付和衡量，以及-IT 组织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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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执行管理层和理事机构

原则 12.政策和程序。控制活动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确定预期或要求的政策以及将政策付诸行动的程序来部署的。它们已纳入秘书处的关键业务流程和日常活动。
通过建立预期目标的政策和指定行动的相
关程序，建立内置于业务流程和员工日常
活动中的控制活动。

MERP、主计长、LCA、LCC、FIN、道
德操守办公室--监督一线指定的关键具体
政策和程序的遵守情况。

维护并定期审查和更新相关的条例、规
则、常设指令、服务说明和一般工作惯
例。

MERP----监测和提供质量控制，以审查
和维持《条例》、《细则》、《常设指
令》和《服务说明》所载的政策和程序。

IOO 评估政策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行政管理层监督并确保建立健全的政策和
程序体系，以指导运营并帮助实现目标。

信息与沟通
原则 13.信息和报告。获得或生成相关和高质量的信息，以支持内部控制、决策和监督的运作。
创建和维护数据以监控日常活动，在组织
内部上下共享信息(例如，成果层面的
KPI、产出和活动领域的监控工具、执行
管理层在每个流程中确定的具体数据-招
聘、性别等)。

定义并建立监控活动的一般流程(例如组
织监控、滚动审查、FIN 监控、合规监控
等)。

IOO 通过年度报告和内部控制声明，向
执行管理层、AOC 和 EC 传达其业务结
果和根据财务条例确定的风险。

汇编整个组织的信息，用于监测活动。

IOO 评估本组织的信息可靠性和完整性
做法，并酌情建议加强或实施新的控制和
保障措施。

信息可靠性和完整性，包括在遵循设计流
程时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是司长
的责任。

执行管理层和执行理事会定期收到关于本
组织内部控制系统的运作和有效性的报
告，并利用信息作出决定，以监测本组织
的成功，预测风险，并与成员和外部利益
攸关方进行沟通。

原则 14.内部沟通；秘书处建立了一个高效和有效的内部沟通系统，以确保气象组织工作人员了解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责任，并掌握必要的信息，以支持内部控制的运作。
制定并维护沟通所需信息的流程，以使所
有员工了解并履行其内部控制职责。世界
气象组织的 HUB（内联网）补充了监管
框架。

监控、编辑信息，并就具体控制措施向一
线、三线和执行管理层传达汇总信息。

审计结果按照内部审计师协会标准
2400-2420 进行通报。

执行管理层提供了关于每条线上个人应进
行的沟通的性质的指导。

IOO 提供有关通信完整性、准确性和质
量的保证。

原则 15.外部沟通气象组织就影响内部控制运作的事项与外部各方建立了一个高效和有效的外部沟通系统，以确保：(一)收到必要的外部来源信息；(ii)根据要求和期望，向
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必要的相关和高质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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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执行管理层和理事机构

确保工作人员按照《条例》、《细则》和
《常设指令》，向理事机构、成员、外聘
审计员、合作伙伴和其他相关外部方及时
传达相关信息

与外部审计员、AOC、管理机构、成员
和相关流程中定义的其他相关外部方的沟
通。

IOO 根据其章程和《财务条例》第 13 条
向 EC 和 AOC 报告。

执行管理层在与外部各方沟通之前接收信
息和报告。

IOO 报告根据披露政策向会员披露。

选择相关的沟通方法，并确保沟通方法考
虑了时间安排、受众以及沟通的性质、法
律、监管要求和期望。
监测活动
原则 16.绩效审查、审计和评价。进行基于风险的内部和外部审查和审计，并进行评价，以确定内部控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存在并有效运作，并报告重要的调查结果和建
议。
为第二线正在进行的或由第二线进行的单
独审查(例如滚动审查)提供信息。

MERP-进行持续和单独的审查，以监测
内部控制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状况。

确保执行持续和单独审计/评价的审计员
和评价员拥有充分和准确的信息。

主计长 -执行持续和单独的审查，以监控
合规性。

确保内部控制制度按预期运作，并在本组
织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范围内管理风
险。

执行管理层和执行理事会定期收到关于本
组织风险和风险管理活动成效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要求执行管理层负责选择、制
定和评估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

MERP 与 IOO-共同确保进行持续和单独
评价的评价者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被评价
的内容。
原则 17.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对内部控制运作中的缺陷进行系统评估，并向负责采取纠正行动的各方报告。气象组织及时采取了适当的纠正行动，以解决所报告的不足之
处。
向负责采取纠正措施的各方和执行管理层
传达有关缺陷的信息。
就内部控制声明中的控制缺陷、控制效率
和有效性向执行管理层提供保证。

负责监控和报告特定类型的控制缺陷。
支持执行管理层监控流程和发现缺陷。

根据《财务条例》第 13 条，IOO 向 EC
提交年度报告，总结其主要发现和对内部
控制的总体意见。

执行管理层及执行理事会确保其及时收到
有关控制缺陷的信息，并确保及时采取足
够的纠正措施以解决重大控制缺陷。

根据 IIA 标准，IOO 对建议采取后续行
动，并每年两次向 AOC 提交结果。

执行管理层和/或执行理事会根据评价类
型评估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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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提交人：秘书长

第七十五次会议

23.V.2022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
以提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原

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目
的法律效力。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
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道德操守官员的报告
关于道德操守办公室活动的报告

I.

简介

1.

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届会议(EC-69)的要求，道德操守办公室特此向执行理事会提交关于其在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的活动报告。

2.

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作用是在世界气象组织促进和培养一种道德、诚信和问责的文化。

3.

(a)

向世界气象组织人员提供有关道德问题的保密咨询和指导，包括他们如何坚持其道德义务。

(b)

向世界气象组织管理层提供指导，以确保本组织的规则、政策、程序和做法能够加强和促进道德
标准。

(c)

制定、审查和传播与道德问题有关的政策、培训和指导；以及

(d)

履行本组织保护工作人员不因举报不当行为而遭报复的政策所规定的责任。

2021 年，道德操守办公室由一名道德操守办公室主任组成，工作时间为 20%。 52

II.
1.

52

活动报告
本报告应提及报告期内在世界气象组织内开展的活动。
(a)

促进整个组织的道德意识环境。

(b)

加强法律/行政管理框架；以及

(c)

就道德问题向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和指导。

世界气象组织已安排与国际电信联盟共用一个道德操守办公室。这种共享安排与联合检查组（JIU）的建议一
致，旨在确保在较小的组织中设立适当的道德操守办公室。见 "审查联合国系统的道德操守职能"，联检组报
告 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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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促进道德意识
在此期间，法律事务厅开展和实施的提高认识的举措包括以下内容：
(a)

培训课程包括 "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和 "解决工作场所的纠纷--管理人员指南"。这些培训课
程提高了对工作人员预期的道德标准、有关道德行为的相关政策以及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作用和向
工作人员提供的支持的认识。

(b)

世界气象组织 HUB 的信息视频和关于了解内部司法系统的指导，以及关于打击性骚扰的信息。

3.

关于道德的强制性电子学习。秘书长发布了一份服务说明（第 27/2016 号），实施关于道德和诚信的
强制性电子学习方案。

4.

2022 年，人力资源部门和法律办公室合作组织的培训将包括由监察员举办的 WMO 文明咖啡馆（英语
和法语），作为 WMO 对工作人员培训的一部分，使他们通过沟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影响，以及由监察
员、OSLA 和联合国法庭书记官长提供的关于内部司法系统的培训课程。

B.

加强法律/行政框架

5.

加强有关道德操守问题的法律和行政框架规定是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一个关键目标。这方面的努力包括考
虑加强道德操守相关政策的领域。联合检查组（联检组）2018 年报告中关于联合国各组织的举报人保
护政策的建议已全部被接受，进一步的建议截至 2021 年已经实施，其余建议预计将在 2022 年实施。

6.

道德操守办公室是联检组 2020-2021 年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世界气象组织道德操守职能现状的协
调中心。审查工作于 2021 年完成，联检组报告于 2022 年初公布。

C.

对工作人员的建议和指导

7.

道德操守办公室鼓励工作人员就与道德操守有关的问题寻求其建议。如果工作人员有信心寻求道德操守
方面的建议，本组织就能更好地防止问题的出现。为了在这方面有效地支持工作人员，道德操守办公室
已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职能部门，并承诺坚持最高的保密标准。

8.

道德操守办公室的记录反映了工作人员向道德操守办公室寻求个人咨询和指导的 20 个事项。这些事项
按主题的分布情况反映在下图中，有些事项涉及两个或多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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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2

外部活动，2

工作场所纠纷/ 申
诉, 11

与人力资源有关
的 投诉, 12

9.

大多数咨询请求涉及与人力资源有关的申诉，这可能涉及有关工作表现的分歧，紧随其后的是工作场所
的纠纷或申诉，这可能涉及同事之间的分歧/冲突情况。道德操守办公室就解决纠纷的现有渠道提供咨
询，并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通过正式渠道报告关切。

10.

关于防止因举报不当行为而遭受报复的政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关于防止因举报不当行为和配合适当授
权的审计或调查而遭受报复的政策（服务说明 7/2012），道德操守办公室被赋予某些关键职责。

11.

在这次提交的报复报告期间，道德操守办公室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保护免遭报复的请求。
_______________

天气 气候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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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执行理事会

提交者： 秘书长

第七十五次会议

7.VI.2022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力，以提
高其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将原始文件的内

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由于
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若对译文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
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征求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2024-2027 年
世界气象组织(WMO)执行理事会(EC)在 2007 年 5 月的第五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第 26 号决议(EC-LIX)，决
定外部审计员的任期不限，但不能连续超过两个任期。现任外部审计员意大利审计院最初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任命，即将完成其第一任期，任期将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结束。
因此，有必要在 2023 年 6 月举行的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上任命一名外部审计员，该审计
员应是一个会员国的审计长（或拥有同等头衔的官员），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担任。执行理事会的《议事
规则》第 8 条规定了遴选程序。
建议在执行理事会批准后将以下信件及其附件转发给所有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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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7 日

文件编号：
附件:3

主题：对外部审计员的邀请和招标书

尊敬的先生/女士，
世界气象组织（WMO）《财务条例》第 15.1 条规定，WMO 的外部审计员应按执行理事会决定
的方式和期限任命。WMO 外部审计员任期四年，可连任一届，以确保连续性。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在 2007 年 5 月举行的第五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第 26 号决议（EC-LIX）
决定，外部审计员可以担任任何数量的任期，但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个。现任外部审计员意大利审计院最初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任命，即将完成其第一任期，任期将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结束。
因此，有必要在 2023 年 6 月举行的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上任命一名外部审
计员，该审计员应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担任一个会员国的审计长（或拥有同等头衔的官员）。执行理事会
议事规则》第 8 条规定了遴选程序，作为附件一提供。
因此，我很高兴邀请您向贵国国家审计长询问，他/她是否愿意被考虑任命为世界气象组织的外部
审计员，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关于外部审计的相关规定载于《财务条例》第 15 条和关于世界气象组
织外部审计的附加职权范围，现作为附件 ii 附于本文件。附件 iii 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包括关于世界气象
组织财务条例的信息。审计人员应具备出色的英语知识。
如果他们作出积极的回应，我将感谢他们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将投标书发送给我，以便
有时间让世界气象组织审计和督察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审议，并最终由执行理事会任命。
投标书应包括以下信息：
(a)

贵国国家审计长接受关于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的规定和原则，并愿意接受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为期四年的任命，并有可能延期。

(b)

审计员的履历和国内及国际活动的细节，并指出可对本组织有益的审计专业范围。

(c)

在考虑到本组织的会计原则和惯例、其财务条例以及世界气象组织自 2010 年 1 月起采用
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情况下，说明审计员将采用的审计方法、程序
和标准以及经验，并确认符合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采用的《国际审计准
则》（ISA）。

(d)

对财政期间（2024-2027 年）两个两年期（2024-2025 年和 2026-2027 年）中每年用
于进行审计的审计师工作日总数、简历和审计小组的组成进行估计。这应包括对用于财务
报表审计以及任何绩效或资金价值审计检查的时间的估计。

(e)

以瑞士法郎表示的每个两年期的拟议审计费用。这笔费用应包括世界范围内对世界气象组
织正常计划活动和预算外资助活动的年度审计 ，并按年度进行细分。它还应包括所有差旅
费用、外部审计人员的生活津贴、审计报告的编制和提交以及账目认证的费用。差旅费应
包括从居住国到日内瓦以及根据外部审计员为审计目的的要求到本组织其他办事处的差旅
费。

(f)

拟议的审计费还应包括对世界气象组织管理的七个未合并的实体的年度审计，这些实体不
在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报表中。

EC-75/INF.7(4), p. 3

(g)

根据公认的国际会计审计标准，说明要求提供信息的性质、范围和时间，包括查阅离任审
计师的审计工作文件，并保证审计师在完成任命后，在回应新任审计师的类似信息要求时
给予合作。

(h)

可能有助于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最后确定任命的任何其他信息。

由于投标书将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因此必须以世界气象组织的六种官方语言之一（阿拉伯语、中
文、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编写。本组织将承诺翻译这些投标书。为此，标书应简明扼要，格式和打
印件应是适合复制的。
将根据以下标准对提案进行评估。
(a)

有审计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编制的财务报表的经验。

(b)

有审计国际和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经验；以及

(c)

有审计在 ERP 系统上编制的财务报表的经验。

如果你需要任何进一步的信息，请不要犹豫，与我联系。
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协助将是非常宝贵的。
谨上

（P.塔拉斯）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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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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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书包括以下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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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各项要求
的说明：审计方法、根据 IP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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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于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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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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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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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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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务条例摘录
第十五条- 外部审计

任命
15.1
命。

外部审计员应是某会员国的审计长（或有同等职务的官员），按执行理事会决定的方式和期限任

任职
15.2
若外部审计员不再担任其国内审计长职务，其外部审计员职务也应终止，他的继任审计长应接替
他为外部审计员。除由执行理事会外，外部审计员的职务不得罢免。

审计范围
15.3
下进行。

根据本条例附件所列的补充职责，审计应按普遍接受的通用审计标准，在执行理事会的特别指示

15.4

外部审计员可对财务程序、会计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和本组织一般行政与管理的效率提出意见。

15.5

外部审计员应完全独立，并只对审计工作负责。

15.6

执行理事会可要求外部审计员进行特别检查并发布专门的调查报告。

设施
15.7

秘书长应为外部审计员提供进行审计所需的设施。

15.8
为了开展一项地方性的或专门的调查，或节约审计费用，外部审计员可以聘用他认为在技术上合
格的任何国家级审计长（或同等职务者）、著名商务公共审计员或其它个人或公司。

报告
15.9
外部审计员须就财务报表和有关明细帐的审计提出报告，其中应包括他认为必要的、针对财务条
例第 15.4 款和补充职责中提及的情况。
15.10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应连同经审计的有关财务报表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按照大会的指
示对其进行审查。
15.11

秘书长须将财务报表，连同外部审计员的证明分发给本组织各会员。
_______________

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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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外部审计的补充职权范围
(1)

外部审计员认为必要时应对本组织的帐目，包括所有信托基金和特别帐户，进行审查以满足如下要求：
(a)

财务报表与本组织的帐簿和记录相符。

(b)

报告中反映的财务往来符合各项条例、预算规定和其它相应指示；

(c)

存入银行的和现存的证券与钱款已按本组织的存款银行直接发出的证书或按实际清点得以证实；

(d)

从信赖程度方面证实内部管理适当；

(e)

外部审计员同意的程序已应用于全部资产、债务、结余和赤字的记录。

(2)

外部审计员应是对秘书长提供的全部或部分证件和说明的唯一评判者，他可以随意对所有财务记录，包
括有关物资和设备的记录进行具体审查和核对。

(3)

外部审计员及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自由地查看所有外部审计员认为审计工作需要的帐簿、记录和其它
文件。外部审计员为审计所需的、经秘书长（或他指派的高级官员）同意的专用材料和机密材料，一旦
需要，应予以提供。外部审计员及其工作人员应尊重掌握的材料所具有的专用性和保密性，除非与审计
直接有关否则不能使用。外部审计员认为审计需要、但却被拒绝使用专项材料时，可以提请执行理事会
注意。

(4)

外部审计员无权删除帐目中的任何科目，而应就他表示怀疑的帐目往来的合法性和适宜性提请秘书长注
意，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帐目检查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或其它任何帐目往来中的审计问题都应及时通知
秘书长。

(5)

外部审计员应在本组织的财务报表上发表并签署意见。该意见应包括下列基本要素：
(a)

鉴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b)

秘书长的责任和外部审计员的责任；

(c)

所遵循的审计标准；

(d)

对已开展工作的说明；

(e)

在财务报表上表示意见，说明是否：
(i)

财务报表公正地表现了财期末的财务状况及财期运行结果；

(ii)

财务报表根据所述会计政策编写；

(iii)

会计政策的应用延续了前一财期的会计政策；

(f)

就交易与财务条例和立法权限是否相符发表意见；

(g)

发表意见的日期；

(h)

外部审计员的名字和立场；

(i)

必要的话，提及外部审计员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

(6)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财务时期的财务工作报告应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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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检查的种类和范围；

(b)

影响帐目完整性和准确性的事项，包括：
(i)

正确解释帐目必需的信息；

(ii)

应已收到但未入帐的金额；

(iii)

任何法定成未定债务但在财务报表中未记录或反映的金额；

(四) 证据不足的开支；
(v)

(c)

账簿管理是否得当。若提交的报表中材料性质与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有偏差，应予以揭
露。

应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的其它事项，如：
(i)

作假或假设作假的情况；

(ii)

本组织资金或其它财产的浪费或不正当开支（尽管往来帐目可能是正确的）；

(iii)

有可能使本组织进一步扩大开支的花费；

(四) 掌管收入与支出控制或物资与设备控制的总系统或具体条例中存在的问题；
(v)

除了预算中正式授权的转账资金之后，与大会和/或执行理事会的意图不符的开支；

(六) 经预算中正式授权的转账修改过的拨款的超支；
(vii) 与授权不符的开支；
(d)

盘存和帐目审查确定的物资和设备记录准确与否；

(e)

如合适，关于已获得进一步信息的前一个两年期统计的往来帐，或关于执行理事会宜尽早了解的
后一个两年期统计的往来帐。

(7)

外部审计员可对审计中的结果发表看法，若他认为合适，可就秘书长的财务报告向执行理事会或秘书长
提出意见。

(8)

一旦外部审计员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一旦他不能获得足够的证据，他都应在报告中指出，并在报告中
详细说明原因及其对财务状况和已记录在案的财务交易的影响。

(9)

在未事先给予秘书长以合适机会解释受检事项的情况下，外部审计员不应在报告中提出批评。

(10) 外部审计员不应提及任何正在进行的、且他认为各方面都不重要的事项。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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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任命外部审计员
背景信息
1. 预期的一般审计方法
世界气象组织力求获得按照国际审计标准进行的有效审计。审计应针对财务政策和实践、内部控制的重
要问题，并适当重视效率（资金价值）审计。
2.

审计任务的性质
2.1

从 EC-75/INF 中介绍的世界气象组织 2021 年的财务报表中可以了解到世界气象组织财务运
作的规模，从而了解到审计的性质。6(1).

2.2

主要的财务活动中心是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WMO 总部和位于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阿
布贾（尼日利亚）、内罗毕（肯尼亚）、亚松森（巴拉圭）、圣何塞（哥斯达黎加）、阿皮亚
（萨摩亚）、麦纳麦（巴林）、新加坡、纽约（美国）和布鲁塞尔（比利时）的十个小型外地
办事处。这些办事处通过定额备用金账户在当地发生支出，并编制财务报表供日内瓦的世界气
象组织总部审查和合并。2021 年的支出情况如下。

2.3

外地办事处

金额为瑞士法郎

亚的斯亚贝巴 - 埃塞俄比亚

40,000

阿布贾 - 尼日利亚

91,000

内罗毕 - 肯尼亚

108,000

亚松森 - 巴拉圭

40,000

圣何塞 - 哥斯达黎加

35,000

阿皮亚-萨摩亚

57,000

麦纳麦-巴林

5,000

新加坡

20,000

纽约 - 美国

125,000

布鲁塞尔 - 比利时

50,000

世界气象组织管理的七个非合并实体及其 2021 年的支出水平如下。
实体

支出（瑞士法郎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3,690,000

地球观测组

4,300,000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

900,000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890,000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263,000

ESCAP/WMO 台风委员会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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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热带气旋专家组

3.

内部督察办公室（IOO）
世界气象组织设有一个内部督察办公室，目前有一名主任、三名专业人员和一名一般事务人员。他们是
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人员，主任直接向秘书长报告。如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第 13 条所述，该办
公室的主要职责是对本组织的财务、行政和业务活动进行独立核查，包括计划评估、监测机制和咨询服
务，并对控制环境作出保证。IOO 也应负责调查所有关于欺诈、浪费或管理不善或行为不当的指控或
推测，并对服务和组织单位进行检查。内部和外部审计员应协调他们的工作，以避免重复和促进审计的
效率。

4.

外部审计费
2020-2023 年财务期每年的平均外部审计费用约为 125 000 瑞士法郎。外部审计员应出席世界气象
组织审计委员会、财务咨询委员会、执行理事会和世界气象组织大会的会议，并向这些机构报告。这些
机构的会议按以下方式举行。
WMO 审计委员会每年两次（通常在 4/5 月和 10 月）。
财务咨询委员会每年(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会议之前)
WMO 执行理事会每年(通常在 6 月)
WMO 大会每四年召幵一次
_______________

天气 气候 水

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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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提交者： 秘书长
10.VI.2022

第七十五次届会
2022 年 6 月 20 至 24 日，日内瓦

[为向您提供便利，本文件采用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技术进行了翻译。 WMO 已在合理范围内做了努
力，以提高其所生成的译文的质量，但 WMO 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正确性作任何明示或隐含的

保证。 将原始文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歧义或差异均不具约束力，也不具遵守、执
行或任何其他目的法律效力。 由于系统的技术限制，某些内容(如图像)可能无法翻译。 若对译文中
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有任何疑问，请参考英文原件，这是该文件的正式版本。 ]

执行理事会和大会决议和决定的生效状况

引言

决议、大会、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建议已纳入在线数据库可供检索和磋
商： https://tools.wmo.int/wmo-resolutions/index.php。
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标志着未来的合并 将保持生效，直到替换
决议

保留生
效

不再生
效

决议2 (EC-IV) – 非政府间国际组
织的磋商地位 (1953)

X

与其他组织的工作
安排和协调

决议6 (EC-XII) – 年度世界气象
日 (1960)

X

出版和沟通

决议13 (EC-34) — 辐射仪的开
发和比对 (1982)

X

决议21（EC-35）- WMO职员养
老金委员会 (1983)

X

可转移到 WMO-No.
1256

决议6 (EC-36) -辐射资料的国际
收集和公布 (1984)

X

可能需要更新

注释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行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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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4 (EC-60) - 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1988)

X

决议15（EC-44）- 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1992)

X

决议13 (EC-45) – 非洲气象应用
促进发展中心(ACMAD) (1993)

X

决议12 (EC-48) – 决议40 (Cg12)的实施-WMO交换气象和相关
资料及产品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
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1996)
决议18（EC-56）- 基于结果预算
编制的管理机制 (2004)

不再生
效

注释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高级别政策声明和
承诺

可能需要更新

X

被决议1(CgExt(2021))取代

X

不再相关。由WMO-No.
1225中的“战略计划实施”
一节取代
合并 (Cg-19): 决议 5
(EC-LVII), 决议 21
(Cg-XV),

决议5 (EC-57) – WMO参与国际
洪水举措(2005)

X

决议16 (EC-59) – 南极船舶和飞
机的业务观测 (2007)

X

决议19（EC-59）- 世界气候研究
计划和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际南
极浮标计划的维持和支持(2007)

X

决议26 (EC-59) – 外部审计员的
任期(2007)

X

可列入《财务条例》

决议 6(EC-60)–建立国家农业气
象站网 (2008)

X

正在进行。 to be
considered by SCAGR (SERCOM)

决议4 (EC-61)-建立区域气候中
心 (2009)

X

决议 15 (Cg-XVI), 决议
6 (CHy-15), 决议 15
(Cg-18), 决议 3 (EC72)

高级别政策声明和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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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8（EC-61）规定了在提出
WMO/ISO通用技术标准时应遵循
的程序(2009)

X

决议15 (EC-64) – 全球气候观测
系统(2012)

X

不再生
效

注释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与其他组织的工作
安排和协调

决议 16 （EC-64） – 建立次季
节至季节预测研究项目(2012)

X

已实施 并正在进行

决议 17 （EC-64） – 建立极地
预测研究项目(2012)

X

已实施 并正在进行

决议18 (EC-64) – WMO能力发
展战略 (2012)

X

决议20 (EC-64) – WMO计划支
持成本政策(2012)

X

财务事项

决议23 (EC-64) - 内部审计报告
的披露政策 (2012)

X

监察

决议24 (EC-64) - WMO出版物
规划和制作指南(2012)

X

决议12（EC-66）- 高影响天气项
目(2014)
决议13 (EC-66) -沙尘暴警报、
咨询和分析系统 (2014)

待 EC-76替换 和发表

可能需要更新

X

出版和沟通

已实施 并正在进行

X

长期在GDPFS下进行整
合的部分

决议18 (EC-66) - 以色列贝达甘
作为WMO区域培训中心的状况
(2014)

X

合并 (Cg-19): 决议 18
(EC-66), 决议 52 (Cg17), 决定64 (EC-68) , 决
定56 (EC-69), 决议 31
(EC-70), 决议 9 (EC71), 决议 10 (EC-72)

决议22 (EC-66) – 风险管理的实
施(2014)

X

风险和质量管理

决议1 (EC-68) – WMO对《巴黎
协定》的支持 (2016)

X

高级别政策声明和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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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生
效

注释

决议5 (EC-68) – 提供气候服务
的能力 (2016)

X

（WMO-No. 49），卷I

决议6 (EC-68) – 全球水文测验
支持基金(2016)

X

已实施 并正在进行

决议12 (EC-68) - 基本系统委员
会所负责手册和指南修订案的快速
办理流程(2016)

X

WMO信息系统手册

X

WMO-No.1160

决议

决议 6 (EC-69) – 建立和指定
WMO全球飞机观测资料中心
(2017)

保留生
效

X

决议 15 （EC-69） – 雪数据国际
交换（2017）

决议17 (EC-69) – 无缝资料加工
和预报系统(2017)

X

合并 (Cg-19): 决议 11
(Cg-17), 决议 17 (EC69), 决定40 (EC-70) , 决
议 58 (Cg-18)

决议 19 （EC-69） – WMO质量
政策声明（2017）

X

合并 (EC-76): 决定76
(EC-68), 决议 19 (EC69)

决议2 (EC-70) –WMO气候科学
相关高级别政策进程综合方法
(2018)

X

决议3 (EC-70) –综合卫生服务
(2018)

X

合并 (Cg-19): 决议 33
(Cg-18), 决议 3 (EC70), 决议 8 ( EC-73)

决议11 (EC-70) –对WMO会员
的海洋和沿海服务支持 (2018)

X

未来将替换

决议17 (EC-70) –WMO水文观
测系统第二阶段的实施计划
(2018)
决议24 (EC-70) – 通过WMO全
球电信系统提供高分辨率无线电探
空仪资料(2018)

X

X

已实施 并反映在 WMO 全
系统网站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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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25 （EC-70） – 修改船舶掩
蔽计划（2018）

X

决议 30 (EC-70) – 世界气候研
究计划2018年评审(2018)

X

部分实施

决议31(EC-70)-教育和培训
(2018)

X

合并 (Cg-19): 决议 18
(EC-66), 决议 52 (Cg17), 决定64 (EC-68) , 决
定56 (EC-69), 决议 31
(EC-70), 决议 9 (EC71), 决议 10 (EC-72)

决议32 (EC-70) – 审议气象科学
人员基础指导教程及气象技术人员
基础指导教程计划 (2018)

X

审查过程正在进行中

决议 34 (EC-70) – WMO官员和
执行理事会及其委员会成员以及组
成机构会议代表的行为准则
(2018)

X

决议35 (EC-70) – WMO 执行理
事会的结构 (2018)

X

决议2 (EC-71) – 数据政策和规
范 (2019)
决议3 (EC-71) - 研究理事会的成
员组成(2019)
决议4 (EC-71) – 气候协调组
(2019)

不再生
效

X

一直保持生效，直至纳入
WMO-No. 1256
不再相关 决议1（Cg-Ext
（2021）之后
在Cg或EC修订之前保持
生效
在Cg或EC修订之前保持
生效
WMO-No.1256
在Cg或EC修订之前保持
生效

决议5 (EC-71) – 水文协调组
(2019)

X

决议7 (EC-71) – 能力发展小组
(2019)

X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道德操守

X

X

注释

WMO-No.1256
在Cg-19或EC-77上更新
并通过的附录2，因为它
决定了HCP的成员组成
在Cg或EC修订之前保持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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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不再生
效

注释
WMO-No.1256

决议9 (EC-71) – WMO区域培训
中心（确认）(2019)

X

决议13 (EC-71) – 2020–2021
两年期预算(2019)
决议 15 (EC-71) – 外部审计员
的任命 (2019)

合并 (Cg-19): 决议 18
(EC-66), 决议 52 (Cg17), 决定64 (EC-68) , 决
定56 (EC-69), 决议 31
(EC-70), 决议 9 (EC71), 决议 10 (EC-72)
X

已实施
将由EC-77取代

X

财务条例, 决议 26 (EC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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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X

被决议8(CgExt(2021))取代

决议2 (EC-72) – 区域协会的活
动和工作机制(2020)

X

被决议8(CgExt(2021))取代
合并 (Cg-19): 决议 5
(EC-LVII), 决议 21
(Cg-XV),

决议3 (EC-72) – WMO洪水预报
倡议咨询组(WMO FFIAG)(2020)

X

决议4(EC-72) - 加强海洋服务
(2020)

X

决议6(EC-72) – 每日气候数据国
际交换的试验阶段(2020)

X

决议8 (EC-72) – 就AMDAR计划
(WICAP)的发展与IATA的合作
(2020)
决议9(EC-72) – 第十三届国际绝
对日射表比对延期举行 (2020)

决议 15 (Cg-XVI), 决议
6 (CHy-15), 决议 15
(Cg-18), 决议 3 (EC72)

纳入更广泛的决议可能在
运行阶段开始将气候数据

X

X

被决议14 (EC-73)取代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EC-75/INF. 8， p. 7

决议

决议10(EC-72) – WMO区域培
训中心（重新确认） (2020)

保留生
效

不再生
效

注释
合并 (Cg-19): 决议 18
(EC-66), 决议 52 (Cg17), 决定64 (EC-68) , 决
定56 (EC-69), 决议 31
(EC-70), 决议 9 (EC71), 决议 10 (EC-72)

X

决议12 (EC-72) – Cg-18和EC71建立的非组成机构的议事规则
(2020)

X

WMO-No.1256

决议13 (EC-72) – 执行理事会议
事规则(2020)

X

WMO-No.1256

决议17 (EC-72) – 审计和监察委
员会的职责和人员组成 (2020)

决议 2 （EC-73） – 灾害性事件编
目方法学实施计划大纲（WMOCHE） （2021）

决议3 (EC-73) — 关于全球干旱
分类系统的概念说明(2021)

决议4 (EC-73) - 长期气候观测台
站的最新认证机制(2021)

决议 5 （EC-73） – 百年观测站一
览表 （2021）

决议6 (EC-73) – 关于覆盖全球
的骤洪指导系统(FFGS/WGC)可
持续性战略的概念说明(2021)

未来可被纳入 WMO-No.
1256

X

决议1 (EC-73) - 起草世界气象组
织（WMO）水宣言包括水与气候
联盟（WCC）(2021)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X

决议6 (Cg-Ext(2021))

X

EC-76将关闭，以下预期
SERCOM-2的行动

X

合并 (Cg-19): 决定44
(EC-69), 决议 17 (Cg17), 决议 17 (Cg-18),
决议 3 (EC-73)

X

合并 (Cg-19): 决议 35
(Cg-17), 决定40 (EC68), 决议 23 (Cg-18) ,
决议 4 (EC-73), 决议 5
(EC-73)

X

合并 (Cg-19): 决议 35
(Cg-17), 决定40 (EC68), 决议 23 (Cg-18) ,
决议 4 (EC-73), 决议 5
(EC-73)

X

通过 决议 5 （Cg-Ext
（2021））

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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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7 (EC-73) - 对《技术规则》
第二卷--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
(WMO-No.49)的修订(2021)

不再生
效

X

决议8 (EC-73) - 综合卫生服务
(2021)

X

决议9 (EC-73) –WIGOS初始运
行阶段(2020–2023) 计划
(2021)

X

注释

WMO-No.49

合并 (Cg-19): 决议 33
(Cg-18), 决议 3 (EC70), 决议 8 ( EC-73)

决议10 (EC-73) -修订有关
WIGOS的技术规则(2021)

X

WMO-No. 49 和 WMONo.1060

决议11 (EC-73) - 修订《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第2.4.1节 (2021)

X

WMO-No.1160

决议 12 （EC-73） – WIGOS区
域中心审计流程 （2021）

X

WMO-No.49

决议13 (EC-73) - 《WMO全球
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2021)

X

WMO-No.1165

决议14 (EC-73) - 就AMDAR计
划(WICAP)的发展与IATA的合作
(2021)

与其他组织的工作
安排和协调

X

决议15 (EC-73) - 出版仪器和观
测方法指南（WMO-No. 8），
2020版(2021)

X

WMO-No. 8 （临时）

决议16 (EC-73) - 修订《技术规
则》（WMO-No. 49）第三卷 –
水文学(2021)

X

WMO-No.49

决议 17 （EC-73） - 加强区域仪
器中心 （2021）

X

决议18 (EC-73) – 全球冰冻圈监
视网（GCW）的过渡和预运行计
划(2021)

X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合并 (EC-76): 决议 17
(EC-73), 决定34 (EC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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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19 （EC-73） – 标准气候平
均值的收集（2021）

X

不再生
效

注释

决议20 (EC-73) - 用于更新《高
质量全球气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
（HQ-GDMFC）的气候服务要求
(2021)

X

正在评估区域和国家数据
集。WMO-No. 1238的
更新版本将在SERCOM-2
和INFCOM-2的审查后发
布

决议 21 （EC-73） – 气候资料的
现代化 — 开放式CDMS项目
（2021）

X

在运行阶段开始后，可能
会整合成一个更广泛的气
候数据决议

决议22 (EC-73) - WIS 2.0的实
施计划、功能架构和示范项目
(2021)

X

决议23 (EC-73) - 修订全球数据
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和指定新的GDPFS中心
(2021)

X

WMO-No.485

决议24 (EC-73) - 修订全球数据
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以反映WMO新的治理结构
(2021)

X

WMO-No.485

决议25 (EC-73) - 技术委员会议
事规则 (2021)

X

WMO-No. 1240 （待更
新）

决议26 (EC-73) - WMO-IOC联
合协作理事会议事规则(2021)

X

WMO-No.1256

决议 27 (EC-73) - 关于支付非
WMO工作人员差旅费和生活津贴
的管理细则(2021)

X

决议 28 （EC-73） – WMO-IOC
协作战略 （2021）

X

决议 29 （EC-73） – 修订气候协
调组（CCP）的职责（ 2021）

X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行政事项

WMO-No. 1256 目前包
含决议 4（EC-71）的文
本，并应予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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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30 (EC-73) – 执行理事会极
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HORS) (2021)

X

决议31 (EC-73) –2020年世界气
象组织财务报表(2021)
决议32 (EC-73) - 2022–2023
两年期预算(2021)

不再生
效

注释

WMO-No. 1256 的职责
，但包含其他指南

X

待 EC-75替换 (Draft
决议 6.1/1 (EC-75))
待Cg-19之后的EC-77
替换。《财务条例》

X

决议33 (EC-73) - 审查执行理事
会以往的决议和决定 (2021)

X

待EC-75替换 （Draft
8/1） 并反映在WMONo. 508

决议1 (EC-74) - IMO奖提名和
评选标准及流程(2021)

X

WMO-No.1256

决议 2 （EC-74） - 修订区域协会
议事规则 （2021）

X

WMO-No.1241

67
(66%)

总计： 101

表达持续政策并未
反映在其他地方

34
(34%)

预期 EC-75 通过的新决议：8

执行理事会的决定

标志着未来的合并 将保持生效，直到替换

决定

决定5 (EC-68) – 向公众提供多
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以及基于风险
的预警服务(2016)

保留生
效

X

不再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注释

未反映在其他地
方

部分实施和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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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保留生
效

决定6(EC-68)-通用警报协议的实
施(2016)

X

决定10 (EC-68) – 加强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利用多灾种方法提供基于
影响的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服务的
能力(2016)

X

决定11 （EC-68） – 加强区域协
调的热带气旋预报系统，以覆盖所
有会员（2016）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注释

方
部分已实施 并正在进行

合并: 决议 26 (Cg-18), 决定
10 (EC-68), 决定4 (EC-69)

如热带气旋区域机构届会报告所
X

记录的那样，通过由热带气旋区
域机构支持的RSMC同意实施

决定12 （EC-68） - 气象-海洋
预报和预警（2016）

X

决定14 (EC-68) –对人道主义机
构的援助(2016)

X

合并 (Cg-19): 决定14 (EC68), 决议 14 (Cg-18)
合并 (Cg-19): 决议 68 (Cg-

决定15 (EC-68) – 实施WMO交
叉性城市重点(2016)

17), 决议 32 (Cg-18), 决定

X

15 (EC-68) , 决定41 (EC-69),
决定7 (EC-70), 决定2 (EC-71)

决定20 (EC-68) - 加强WMO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间关于大气成
分问题的关系(2016)

X

决定21 (EC-68) - 应对2015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状态报告确定的重
点和差距 (2016)

X

决定23 (EC-68) – 开发气候服务
工具包(2016)
决定24 (EC-68) – 国家气候展望
论坛和国家气候论坛(2016)

X

已实施

X
合并 (Cg1-19): 决议 1 (Cg-

决定27 (EC-68) –交换资料和产
品，以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2016)

Ext(2012)), 决定27 (EC-68),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决定10 (EC-69), 决定15 (EC69), 决定16 (EC-69), 决定17
(EC-69), 决议 21 (Cg-18) ,
决定9 (E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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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保留生
效

决定28 (EC-68) – 业务化实施全
球季节性气候更新情况通报
(2016)
决定30 (EC-68) – WMO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2016)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X

注释

方

已实施

X
合并 (Cg-19): 决议 35 (Cg-

决定40 (EC-68) – WMO认证长
期观测台站的机制(2016)

X

17), 决定40 (EC-68), 决议 23
(Cg-18) , 决议 4 (EC-73), 决
议 5 (EC-73)
合并 (Cg-19): 决定42 (EC-

决定42（EC-68）– 实施WMO服
务提供战略(2016)

X

68), 决定10 (EC-70), 决议 2
(Cg-17), 决议 73 (Cg-18)
该战略将被更新

决定47(EC-68)–开发METAGRI
服务项目(2016)

X

决定 53 (EC-68) – 极地预测年
(2016)

X

决定56 — 业务上实施预报验证活
动(2016)

X

决定57 (EC-68) - 协助会员改进
使用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和实施
有限区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战略
(2016)

X

决定61 (EC-68) – 2016-2023
年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实施计划
(2016)

X

在EC-77上替换

决定62 (EC-68) – 2016-2023
年全球大气监视网实施计划
(2016)

X

在EC-77上替换

由SC-AGR（SERCOM）审查

合并 (Cg-19): 决议 18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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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66), 决议 52 (Cg-17), 决定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64 (EC-68) , 决定56 (EC-69),
决议 31 (EC-70), 决议 9
(EC-71), 决议 10 (E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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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决定70 (EC-68) – WMO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贡献(2016)
决定71 （EC-68） – 审查合作协议
（2016）
决定72 （EC-68） – 认可伙伴组织
（2016）
决定74 （EC-68） – WMO未来地球定
位（2016）

保留生
效

不再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注释

方
高级别政策声明

X

和承诺
与其他组织的工

X

作安排和协调
与其他组织的工

X

作安排和协调
与其他组织的工

X

决定75 (EC-68)-WMO-地球观测
组织的关键协作领域(2016)

X

决定76(EC-68) - WMO 质量管
理框架–全组织方法(2016)

X

决定83 (EC-68)– 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 (2016)

X

决定4 (EC-69) – 基于影响决策
支持服务 (2017)

X

决定7 (EC-69) – WMO支持《巴
黎协定》的实施 (2017)

X

作安排和协调
与其他组织的工
作安排和协调
合并 (EC-76): 决定76 (EC68), 决议 19 (EC-69)
可能需要更新

和承诺

决定10 (EC-69), 决定15 (EC69), 决定16 (EC-69), 决定17
(EC-69), 决议 21 (Cg-18) ,

合并 (Cg1-19): 决议 1 (CgExt(2012)), 决定27 (EC-68),
X

决定10 (EC-69), 决定15 (EC69), 决定16 (EC-69), 决定17
(EC-69), 决议 21 (Cg-18) ,
决定9 (EC-72)

决定16 (EC-69) – 开发气候服务
工具包 (2017)

合并 (Cg1-19): 决议 1 (CgX

和承诺

高级别政策声明

决定 9 (EC-72)

决定15 (EC-69) –加强区域和全
球尺度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2017)

高级别政策声明

10 (EC-68), 决定4 (EC-69)

Ext(2012)), 决定27 (EC-68),
X

风险和质量管
理

合并: 决议 26 (Cg-18), 决定

合并 (Cg1-19): 决议 1 (Cg-

决定10 (EC-69) – 利用气候服务
信息系统产品以支持联合国系统和
WMO会员关于季节至年际时间尺
度上的规划 (2017)

未反映在其他地

Ext(2012)), 决定27 (EC-68),
决定10 (EC-69), 决定15 (EC69), 决定16 (EC-69), 决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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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注释

方
(EC-69), 决议 21 (Cg-18) ,
决定9 (EC-72)
合并 (Cg1-19): 决议 1 (CgExt(2012)), 决定27 (EC-68),

决定17 (EC-69) –国家实施气候
服务信息系统(2017)

决定10 (EC-69), 决定15 (EC-

X

69), 决定16 (EC-69), 决定17
(EC-69), 决议 21 (Cg-18) ,
决定9 (EC-72)

决定18 (EC-69) –次季节和季节
预报系统(2017)

X

决定19 (EC-69) – 国际资料拯救
倡议(2017)

X

决定23 (EC-69) – 船上观测系统
的标准化(2017)

X

纳入更广泛的决议可能在运行阶
段开始将气候数据

决定25 （EC-69） – 开展研究以分析优
化全球观测系统高空观测计划（2017）

X

已实施

X

决定7 (EC-73)

的方案

决定 28 (EC-69) - 热带太平洋观
测系统 2020 (2017)

X

决定31 (EC-69) – 监测国家层面
实施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进展
的指标(2017)

合并 (Cg-19): 决议 68 (Cg-

决定41 (EC-69) —开发综合业务
平台以满足城市服务提供需求的指
南(2017)

17), 决议 32 (Cg-18),
X

Decision15 (EC-68) , 决定41
(EC-69), 决定7 (EC-70), 决定2
(EC-71)

决定43(EC-69)–建立土壤水分示
范项目(2017)

X

决定44(EC-69)–加强国家和区域
干旱监测系统(2017)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由SC-AGR（SERCOM）审查
合并 (Cg-19): 决定44 (EC69), 决议 17 (Cg-17), 决议
17 (Cg-18) , 决议 3 (E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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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保留生
效

决定46 (EC-69) – 北极极地区域
气候中心网和极地区域气候展望论
坛的建设与实施(2017)

X

决定50 (EC-69) – 综合的研究与
开发方法(2017)

X

决定52 (EC-69) –科研新人参与
WMO活动 (2017)

X

决定53 (EC-69) –关于人工影响
天气活动的计划和指南 (2017)

X

决定54 (EC-69) – 确定教育和培
训的优先重点 (2017)

X

决定55 (EC-69) –加强会员对
WMO教育和培训倡议的双边和多
边支持(2017)

X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注释

未反映在其他地
方

合并 (Cg-19): 决议 18 (EC-

决定56 (EC-69)- WMO区域培训
中心(2017)

66), 决议 52 (Cg-17), 决定
X

64 (EC-68) , 决定56 (EC-69),
决议 31 (EC-70), 决议 9
(EC-71), 决议 10 (EC-72)

决定57 (EC-69)- 奖学金和培训
资助的颁发标准 (2017)

X

决定58 (EC-69)- WMO志愿者
（2017)

X

决定62 (EC-69)- 2023年国际气
象组织（IMO）一百五十周年庆典
（2017)

X

决定6 (EC-70) -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活动的实施(2018)

X

待EC-76修订

高级别政策声明
和承诺
合并 (Cg-19): 决议 68 (Cg-

决定7 (EC-70) — 城市综合服务
(2018)

X

17), 决议 32 (Cg-18), 决定
15 (EC-68) , 决定41 (EC-69),
决定7 (EC-70), 决定2 (E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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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决定8 （EC-70） – IG3IS科学实施计
划（2018）

保留生
效

不再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注释

方

X

决定9 (EC-70) - 促进使用并解释
区域和国家尺度的气候变化预测
(2018)

X

被决定9 (EC-72)取代

合并 (Cg-19): 决定42 (EC决定10 （EC-70） – 《服务提供总体指
南》（2018）

X

68), 决定10 (EC-70), 决议 2
(Cg-17), 决议 73 (Cg-18)
在批准服务提供新战略后更新

决定14 (EC-70) – 建立WMO全
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 (2018)

X

决定16 (EC-70) – 观测系统能力
分析与评审工具/地表的用户界面
(2018)

X

决定21 (EC-70) – 政府间海洋学
委员会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
(2018)

X

决定22 （EC-70） – 海洋资料标准和有
效做法（2018）

决定26 (EC-70) – 观测系统设计
和演变的影响评估(2018)
决定27 （EC-70） – 维持VLab技术支
持官员（2018）

决定28 (EC-70) –针对资料浮标
人为破坏的教育宣传战略(2018)
决定30 （EC-70） – 长期船舶观测站
（2018）

X

X

X

X

X

决定34 (EC-70) –指定新的区域
仪器中心 (2018)

X

决定39 (EC-70) –第十四次卫星
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的成果
(2018)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合并 (EC-76): 决议 17 (EC73), 决定34 (EC-70)

由于COVID-19大流行病，
自CM-14（2018）以来，
WMO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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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注释

方

磋商会议（CM）尚未举
行。CM-15目前计划于
2022年秋季举行。待待
决定40 （EC-70） – 进一步开发无缝全
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2018）

决定44 (EC-70) –WMO与南极研
究科学委员会和国际北极科学委员
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2018)

合并 (Cg-19): 决议 11 (CgX

40 (EC-70) , 决议 58 (Cg-18)

决定45 （EC-70） – 极地空间任务组

决定48 （EC-70） – WMO全球学校倡
议（2018）

MoU可在未来完成并签署。

X

（2018）

决定47 (EC-70) – 极地区域气候
中心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2018)

17), 决议 17 (EC-69), 决定

X

之后不再相关 决议30（EC73）

X

X

决定55(EC-70) –WMO性别平等
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实施(2018)

X

已通过决议82(Cg-18)实
施
合并 (Cg-19): 决议 68 (Cg-

决定2 (EC-71) –实施城市综合服
务的有效做法 (2019)

17), 决议 32 (Cg-18), 决定

X

15 (EC-68) , 决定41 (EC-69),
决定7 (EC-70), 决定2 (EC-71)

决定3 (EC-71) — 世界气候研究
计划战略和实施计划(2019)

X

决定7（EC-72）- WMO数据政策
(2020)

X

被决议1(Cg-Ext(2021))
取代
合并 (Cg-19): 决议 1 (Cg-

决定9 (EC-72) –次区域尺度客观
季节性预报和定制产品业务化
(2020)

Ext(2012)), 决定27 (EC-68),
决定10 (EC-69), 决定15 (EC-

X

69), 决定16 (EC-69), 决定17
(EC-69), 决议 21 (Cg-18) ,
决定9 (EC-72)

决定10(EC-72) – 综合卫生服务
研究组 (2020)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被决议8 (EC-73)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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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保留生
效

决定11 (EC-72) -逐步扩大有效
的伙伴关系以及WMO发展项目范
围、规模和进展 (2020)

X

决定12(EC-72) – 关于修改WMO
能力发展战略的建议 (2020)

X

决定 13 (EC-72) –发展并保持核
心能力与技术专长 (2020)

X

不再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注释

方

决定26 (EC-72) – 2021年世界
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2021)

X

已实施 (WMO-No. 1281)

决定4 (EC-73) – 组成机构改革
的评估 (2021)

X

待 EC-75替换 (决定草案5.2)

决定5(EC-73) –新冠疫情的影响
以及WMO的应对 (2021)

X

决定 6 (EC-73) - 通过基于技术
协调委员会（TCC）的建议的无争
议决议 (2021)
决定7 (EC-73) - WIGOS Readiness
Indicators (2021)

待 EC-76替换

X

已实施 (决定6 (EC-73)

X
大西洋海洋和气象实验室

决定8 (EC-73) - 在海洋气候数据
系统（MCDS）内设立数据采集中
心（DAC）(2021)

X

（AOML）全面确认了成为海洋
资料集合中心的所有要求：目前
正在讨论实际实施。

决定9 （EC-73） - 能力发展专家组的

X

建议（2021）

决定10 (EC-73) – 国际气象组织
奖及其他奖项(2021)
决定11 （EC-73） - 2022年世界气象
日主题 （2021）

决定12 (EC-73) - 风险管理和风
险偏好声明 (2021)

未反映在其他地

X

X

WMO-No.1256

X

已实施 (WMO website)

风险和质量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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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决定13（EC-73）– 2024-2027
年战略计划制定的进程 (2021)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X

注释

方
Cg-19后不再生效

决定14 (EC-73) - 指定执行理事
会代理成员(2021)

X

待 EC-75替换 (决定草案5.5/1)

决定15(EC-73) - 审议大会和执
行理事会设立机构的成员组成
(2021)

X

由决定5 (EC-74)替换

决定17 (EC-73) – 审议监察机构
的报告(2021)

X

由决定草案7/1 （EC-75）取代

决定2（EC-74） – 应对与
COVID-19疫情相关的挑战并减轻
其影响(2021)

X

决定3（EC-74） – 处理外部审计
员建议的管理层行动计划(2021)

X

决定16 （EC-73） - 维护WMO总部大
楼（2021）

X

决定4（EC-74） –对
JIU/REP/2020/1和
JIU/REP/2021/1中建议的回应和
行动方案(2021)

X

决定5 (EC-74) - 审议大会和执行
理事会设立机构的成员组成
(2021)

X

共计：103

预期 EC-75 通过的新决定：20

考虑 在SWS4（1）/1（EC75）和相关信息文件中
在 决定草案7/1 (EC-75)中审
议
在决定草案5.3(3)/1 (EC-75),
决定草案7/1 (EC-75) 和相关
信息文件中审议

79

24

(77%)

(23%)

未反映在其他地

将由决定草案5.6/1 (EC-75)替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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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决议

待 Cg-19 完成的初步分析

标志着未来的合并 将保持生效，直到替换

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18(Cg-2)- 世界气象组织指
南的定义(1955)
决议 3 （Cg-3） – 实施对公约（1959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X

备注

方
指南的定义见 WMO-No. 49

X

可被纳入《公约》

决议 4(Cg-3)- 执行委员会提交
《公约》修订建议 (1959)

X

可被纳入《公约》

决议 6 (Cg-5)-与联合国和其它国
际组织的关系，

X

可被纳入《总则》

年）的修订

未反映在其他地

流程事项

流程事项

与其他组织的工
作安排和协调

决议 39 （Cg-7） -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会和民族解放运动参加 WMO 会议

X

总则第 19 条所涵盖

（1975 年）的邀请
决议 48 (Cg-VIII) - IMO Fund

X

(1979)
决议 30 （Cg-9） - 招聘野外项目专业

X

人员（1983）

EC 第 7 条 （WMO-No.
1256）
人事条例和 WMO 人力资源政策
涵盖

决议 31(Cg-10)-提前支付会费的
激励方案 (1987)

X

待修订/更新

决议 19（Cg-11）—利用
INMARSAT 收集和分发海洋气象
和海洋资料(1991)

X

将/合并到技术规则中

决议 37 (Cg-11) – 中止未履行
财务义务会员的资格(1991)

X

财务事项

财务事项

（ Cg-19）： 决议 21 （Cg-

决议 21 (Cg-12) — 全球径流资
料中心 (GRDC)(1995)

人力资源事宜

X

12）， 决议 14 （Cg-16），
含全球水文资料中心、WHOS
第二阶段的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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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决议 35(Cg-12) – 清偿长期拖欠
的会费(1995)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也许合并 (Cg): 决议 41 (Cg-

X

X

被决议 1(Cg-Ext(2021))
取代

决议 25(Cg-13)–水文资料和产品
的交换 (1999)

X

被决议 1(Cg-Ext(2021))
取代

决议 5 (Cg-14) – WMO 空间计
划(2003)

X

决议 24 （Cg-14） – WMO（2003）
的副标题

决议 46（Cg-14）– 葡萄牙语的
使用 (2003)

财务事项

XV), 决议 35 (Cg-XII)

决议 40 (Cg-12)-WMO 交换气
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的政策和规范
（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1995)

决议 6（Cg-14）- WMO 卫星事
务高层政策磋商会(2003)

未反映在其他地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与其他组织的工

X

作安排和协调
也许合并： 决议 24 (Cg-

X

出版和沟通

XIV), 决议 45 (Cg-XV)

X
合并 (Cg-19): 决议 5 (EC-

决议 21 (Cg-15) –加强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之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
预报的战略(2007)

LVII), 决议 21 (Cg-XV), 决议
X

15 ( Cg-XVI), 决议 6 (CHy15), 决议 15 (Cg-18), 决议 3
( EC-72)

决议 29(Cg-15)-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和 WMO 的变化和发展(2007)

X

决议 39(Cg-15)-财务咨询委员会
(2007)

X

决议 41(Cg-15) – 清偿长期拖欠
的会费(2007)

X

决议 42(Cg-15)-周转基金
(2007)
决议 45(Cg-15)–世界气象组织的
会徽和会旗(2007)

待更新

和承诺

财务事项

也许合并 (Cg): 决议 41 (Cg-

财务事项

XV), 决议 35 (Cg-XII)
X

X

高级别政策声明

被决议 85 (Cg-18)取代
5 月合并（Cg）： 决议 24
（Cg-14）、 决议 45（Cg-

法律事宜

EC-75/INF. 8， p. 22

决议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15）、更新和发布 WMO 标记
代码和规则

决议 13 (Cg-16) – 质量管理框
架-水文学(2011)

X

将纳入 Cg-19 决议的要素取代
决议 7 （Cg-17）
（ Cg-19）： 决议 21 （Cg-

决议 14 (Cg-16) — 世界水文循

X

环观测系统 (2011)

12）， 决议 14 （Cg-16），
含全球水文资料中心、WHOS
第二阶段的新文本
合并 (Cg-19): 决议 5 (ECLVII), 决议 21 (Cg-XV), 决议

决议 15 (Cg-16) – 建立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2011)

X

15 ( Cg-XVI), 决议 6 (CHy15), 决议 15 (Cg-18), 决议 3
( EC-72)

决议 16(Cg-16)–气候资料需求
(2011)
决议 21(Cg-16)–所有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采用标准降水指数描述气象
干旱的特征 (2011)

X

决议 22(Cg-16)–农业气象计划
(2011)

X

决议 23(Cg-16) – 热带气旋计
划， (2011)

X

决议 24(Cg-16) – 海洋气象和海
洋学计划，(2011)

X

决议 25（Cg-16）- 资料浮标的
人为破坏：发生率、影响和应对
(2011)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X

决议 27 （Cg-16） – 信息和公共事务

X

计划（2011）

决议 32（Cg-16）- 气象学家和
气象技术员的定义 (2011)

待 Cg-19 更新

正在进行

X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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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33(Cg-16)–WMO 最不发达
国家计划 (2011)
决议 40(Cg-16)– 提高大会休会
期间 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会
员的参与 力度 (2011)
决议 42(Cg-16)– 对《世界气象
组织总则》的修订(2011)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X

备注

方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EC 规则 3.5 和 4.1 WMONo.1256

X

X

WMO-No.15

X

WMO-No.15

决议 44 （Cg-16） – 修订《世界气象
组织总则- 执行理事会席位分配》
（2011 年）

决议 47（Cg-16）– 对全球气候
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响应
(2011)

X

决议 48 (Cg-16) – 实施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2011)

X

决议 52(Cg-16) – 减轻灾害风险
计划(2011)

X

已实施

决议 s of Cg-

Ext(2021)

被决议 21 (Cg-18)取代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合并 (Cg1-19): 决议 1 (CgExt(2012)), 决定 27 (EC-68),

决议 1 (Cg-Ext(2012))– 实施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2012)

X

决定 10 (EC-69), 决定 15 (EC69), 决定 16 (EC-69), 决定 17
(EC-69), 决议 21 (Cg-18) ,
决定 9 (EC-72)
合并 (Cg-19): 决定 42 (EC-

决定 2 (Cg-17)– 实施 WMO 服
务提供战略(2015)

X

决议 3(Cg-17)–航空气象计划
(2015)

X

决议 4（Cg-17） - 基本系统委员
会特别届会（2014）与公共天气
服务能力相关技术规则的报告
(2015)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68), 决定 10 (EC-70), 决议 2
(Cg-17), 决议 73 (Cg-18)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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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5 (Cg-17) – 公共气象服务
计划 (2015)
决议 6 （Cg-17） - 海洋天气预报员的
能力要求（2015）

X

X

决议 7(Cg-17)–WMO 质量管理
框架 (2015)
决议 10 (Cg-17) –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
WMO 参与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国
际网络 (2015)

X

决议 13 (Cg-17) – 基本系统委
员会特别届会（2014 年）关于全
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以及应急响
应活动的报告 (2015)

X

决议 15 (Cg-17)-世界气候计划
(WCP) (2015)

X

5.2

被《技术规则》第一卷第七部分
取代 WMO-No. 49

17), 决议 17 (EC-69), 决定
40 (EC-70) , 决议 58 (Cg-18)

已实施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合并 (Cg-19): 决定 44 (EC69), 决议 17 (Cg-17), 决议
17 (Cg-18) , 决议 3 (EC-73)

决议 20(Cg-17)–世界天气监视网
计划(2015)

X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将由 Cg-19 通过的《总则》附

决议 21 (Cg-17)- 基本系统委员
会所负责手册和指南的维护流程
(2015)

决议 24（Cg-17） - 基本系统委
员会特别届会（2014）关于与

WMO-No. 1225：战略目标

合并 (Cg-19): 决议 11 (Cg-

X

X

件草案纳入新的附件，以及
TCC 关于批准指南的建议（TC
而不是 EC）

X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方

X

X

决议 22 (Cg-17) –全球观测系统
(2015)

备注

将纳入技术规则

决议 11(Cg-17)–迈向未来增强型
综合及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2015)

决议 17(Cg-17)–干旱综合管理计
划 (2015)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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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相关的
WMO 技术规则的报告 (2015)
议 27 (Cg-17) – 仪器和观测方
法计划(2015)

X

决议 33（Cg-17）-基本系统委员
会特别届会(2014)与资料管理做
法标准化相关的报告(2015)

X

已实施

决议 34 (Cg-17) – 气候资料管
理系统标准的定义及其在 WMO 信
息系统中的参考(2015)

X

已实施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合并 (Cg-19): 决议 35 (Cg-

决议 35 (Cg-17) – WMO 认证长
期观测站(2015)

17), 决定 40 (EC-68), 决议 23

X

(Cg-18) , 决议 4 (EC-73), 决
议 5 (EC-73)

决议 37 (Cg-17) - 为新卫星系统
做好准备(2015)

X

决议 39 (Cg-17) – 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2015)

X

决议 44（Cg-17）– 航空研究和
开发项目 (2015)

X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已实施
WMO-No. 1225：战略目标

决议 45 (Cg-17) – 世界天气研
究计划(2015)

X

决议 46 (Cg-17) – 全球温室气
体综合信息系统 (2015)

X

5.2
还将对新实施计划进行更新
将加以更新，并与新的 GHG 监
测系统倡议相结合
WMO-No. 1225：战略目标

决议 47 (Cg-17) – 全球大气监
视网计划(2015)

X

决议 48(Cg-17)–全球综合极地预
测系统(2015)

X

决议 49 (Cg-17) – 极地预测年
(2015)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5.2
还将对新实施计划进行更新
PPP 和 YOPP 完成后将进行更
新
最终峰会于 2022 年 5 月 1 至
4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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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50 （Cg-17） - 能力发展计划

X

（2015）

决议 51(Cg-17)-教育和培训计划
(2015)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X

备注

未反映在其他地
方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合并 (Cg-19): 决议 18 (EC66), 决议 52 (Cg-17), 决定

决议 52 (Cg-17)-认定和重新确
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 (2015)

X

64 (EC-68) , 决定56 (EC-69),
决议 31 (EC-70), 决议 9
(EC-71), 决议 10 (EC-72)

决议 53（Cg-17）– WMO 全球
学校可行性研究 (2015)

X

决议 54(Cg-17)–WMO 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地区计划
(2015)

X

决议 55 (Cg-17) – WMO 区域计
划 (2015)

X

决议 59 (Cg-17) -性别平等和赋
权女性 (2015)

已实施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WMO-No. 1225：战略目标
5.2

性别平等

X

决议 60 （Cg-17）-WMO 气候
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的政策，以向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实
施提供支持 (2015)

X

被决议 1(Cg-Ext(2021))
取代

决议 63 (Cg-17) – 能源作为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的一个补充优先重
点领域 (2015)

X

已实施

决议 64 (Cg-17) – 为 WMO 支
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开发基于
结果的框架 (2015)

X

已实施

决议 66（Cg-17）– WMO 支持
不断发展的航空气象服务 (2015)

X

已实施

决议 67(Cg-17) - WMO 与私营
部门发展伙伴关系指南 (2015)

X

被决议 80 (Cg-18)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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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未反映在其他地
方

合并: 决议 68 (Cg-17), 决议

决议 68 (Cg-17) — 实施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 (2015)

X

32 (Cg-18), 决定15 (EC-68),
决定41 (EC-69), 决定7 (EC70), 决定2 (EC-71)

决议 73 (Cg-17) – 离职后健康
保险（ASHI）负债的偿付计划
(2015)
决议 74(Cg-17)-短期借款权
(2015)

X

过期。在 Cg-19 停止生效。

财务事项

X

决议 75(Cg-17) – 第十七财期会
员的分摊会费 (2015)

X

被决议 84 (Cg-18)取代

决议 76 (Cg-17) -周转金基金
(2015)

X

被决议 85 (Cg-18)取代

决议 78(Cg-17) –工作人员条例
的修订 (2015)

X

WMO-No.15

决议 79(Cg-17)-修订《世界气象
组织总则》-限制秘书长的任期数
(2015)

X

WMO-No.15

决议 81 (Cg-17) – 对《世界气
象组织总则》的修订(2015)

X

WMO-No.15

X

已实施

决议 1 (Cg-18) – WMO 战略计
划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2 (Cg-18) –第十八财期
(2020–2023) 的最大支出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3 (Cg-18) - 第十七财期
(2016-2019)产生的现金盈余的
使用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4(Cg-18)–任命大会两次届
会之间的代理副主席(2019)

X

WMO-No.15

决议 83 （Cg-17） - 对秘书长
（2015 年）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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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决议 5 (Cg-18) – WMO 执行理
事会的结构

X

决议 6 (Cg-18) – WMO 区域协
会(2019)

X

被决议 8(Cg-Ext(2021))
取代

决议 7 (Cg-18) – 为第十八财期
成立 WMO 技术委员会(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8 (Cg-18) – 研究理事会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将纳入 WMO-No. 1256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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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X

新）
Cg-19 可更新，也可根据决议
所要求的审查情况进行更新

决议 10 （Cg-18） - 科学咨询组
（2019）

决议 11 (Cg-18) –WMO 改革—
下一阶段(2019)
决议 12 (Cg-18) - WMO 关于危
险天气、气候、水和空间天气事件
的编目方法(2019)

X

决议 13 (Cg-18) – WMO 全球多
灾种警报系统(2019)

X

决议 14 (Cg-18) -制定 WMO 协
调机制的初始概念以支持联合国及
其他组织的人道主义活动(2019)

X

决议 15 (Cg-18) -加强所有洪水
类型和灾害性天气易发地区的多灾
种早期预警系统(2019)

X

决议 16 (Cg-18) -关于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支持其国家多灾种早期
预警程序、协调机制、早期预警系
统和服务的指南(2019)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X

待 Cg-19 更新

X

已实施

合并: 决议 13 (Cg-18), 决议
15 (Cg-18)
合并 (Cg-19): 决定 14 (EC68), 决议 14 (Cg-18)

合并: 决议 13 (Cg-18), 决议
15 (Cg-18)

将于 2022 年提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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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决议 17 (Cg-18) -确保将干旱风
险管理纳入 WMO 各项活动
(2019)

保留生
效

备注

69), 决议 17 (Cg-17), 决议
17 (Cg-18) , 决议 3 (EC-73)

X

已实施

X

已通过决议 4(EC-71)实施

X

决议 20 (Cg-18) - WMO 促进提
供气候信息和服务以支持政策和决
策(2019)

合并 (Cg1-19): 决议 1 (CgExt(2012)), 决定 27 (EC-68),

决议 21 (Cg-18) – 实施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2019)

X

决定 10 (EC-69), 决定 15 (EC69), 决定 16 (EC-69), 决定 17
(EC-69), 决议 21 (Cg-18) ,
决定 9 (EC-72)

决议 22 (Cg-18) - 高质量全球气
候数据管理框架手册

X

已实施
合并 (Cg-19): 决议 35 (Cg-

决议 23 (Cg-18) – 认证长期观
测台站(2019)

X

17), 决定40 (EC-68), 决议 23
(Cg-18) , 决议 4 (EC-73), 决
议 5 (EC-73)

已通过决议 4(CgExt(2021))实施
决议 24 (Cg-18) –WMO 水文和
水资源的愿景、战略和机构安排
(2019)

WMO-No.15
X

水文大会的职责和业务水文的定
义应保留：HA TOR 可转为
WMO-No。第 1256 条以及转
移到 WMO-No.15 的定义）

决议 25(Cg-18) – 主要水文倡议
(2019)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方

合并 (Cg-19): 决定 44 (ECX

决议 18 (Cg-18) - WMO 对提供
农业气象信息和服务的贡献
(2019)
决议 19 (Cg-18) - 加强监测和预
报沙尘暴方面的合作 (2019)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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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决议 26 (Cg-18) -以创新和综合
方式提供影响预报和预警服务
(2019)

X

决议 27 (Cg-18) –航空气象委
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报告 (2019)

X

已实施

决议 28 (Cg-18) 航空气象长期
计划 (2019)

X

已实施

X

WMO-No.49

决议 29 (Cg-18) - 加强海洋和沿
海服务(2019)

X

决议 30 (Cg-18) -探索未来海洋
服务的成本计算方法(2019)

X

决议 31 (Cg-18) -对《技术规
则》（WMO-NO.49）第一卷第
四部分 - 海事活动的气象服务的
修订(2019)

合并: 决议 26 (Cg-18), 决定
10 (EC-68), 决定 4 (EC-69)

合并 (Cg): 决议 68 (Cg-17),

决议 32 (Cg-18) – 推进城市综
合服务 (2019)

决议 32 (Cg-18), 决定15 (EC-

X

68) , 决定41 (EC-69), 决定7
(EC-70), 决定2 (EC-71)

决议 33 (Cg-18) – 推进卫生综
合服务 (2019)

合并 (Cg): 决议 33 (Cg-18),
X

决议 3 (EC-70), 决议 8 (EC73)

决议 34 (Cg-18) – 全球基本观
测网[GBON] (2019)

X

决议 35 (Cg-18) –WMO 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台站标识符(2019)

X

决议 36(Cg-18) –修订《技术规
则》（WMO-No. 49）第一部分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以及
《WIGOS 元数据标准》(WMONo. 1192) (2019)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被决议 2(Cg-Ext(2021))
取代
决议 11 （EC-73） WMO-No.
1160

WMO-No. 1160 和 WMONo.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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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决议 37 (Cg-18) – 2020 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开始向业
务状态过渡 (2019)

X

决议 9 (EC-73) - WIOP

决议 38 (Cg-18) – WMO 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 (2019)

X

WMO-No.1243

决议 39 (Cg-18) - 国际空中运输
协会与 WMO 合作开发和运行飞机
气象资料中继计划 (2019)

X

实施 通过新的工作安排

决议 40 (Cg-18) - 在未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实施计划背景
下，会员对全球观测系统发展实施
计划中所述行动的贡献 (2019)

X

决议 41 (Cg-18) - 观测系统能力
分析和评审工具地面部分
（OSCAR/地面）用于收集和记录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元数据
(2019)

最终被高层指导所取代，预计将
得到 Cg-19 的批准

X

决议 42 (Cg-18) - 气象和相关环
境活动的无线电频率 (2019)

X

已实施

决议 43 (Cg-18) - 仪器和观测方
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报告
(2019)

X

已实施

决议 44 (Cg-18) -WMO 和
UNESCO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的海
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
（2018-2021 年）(2019)

X

决议 45 (Cg-18) - 确保充分的海
洋气象和海洋观测及资料覆盖以保
证航海安全和保护沿海和近海地区
的生命财产 (2019)

X

决议 46 (Cg-18) - WMO 和政府
间海洋委员会之间关于促进开展沿
海地区海洋观测以支持地球系统预
测和气候服务的未来合作 (2019)

X

未反映在其他地

在实施初期，特别是将 IOC 共
同设计方法和 WMO RRR 联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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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决议 47 (Cg-18) - 可支持地球系
统预测和 WMO 支持全球海洋观测
系统战略 2030 的海洋观测（包括
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2019)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X

决议 48 (Cg-18) – 下一个 WMO
财务期（2020-2023 年）的极地
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2019)

X

待 Cg-19 更新

X

已实施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55 (Cg-18) – 新兴数据事
宜 (2019)

X

被决议 1(Cg-Ext(2021))
取代

决议 56 (Cg-18) – 数据政策和
规范 (2019)

X

被决议 1(Cg-Ext(2021))
取代

决议 57 (Cg-18) – WMO 信息系
统：修订技术规则和 WIS 2.0 实
施方法(2019)

X

WMO-No.1160

决议 49 (Cg-18) – 南极观测网
络 (2019)

X

决议 50 (Cg-18) – 全球冰冻圈
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2019)
决议 51 (Cg-18) – 实施空间气候
监测架构 (2019)

X

决议 52 (Cg-18) – 2020-2024
年卫星气象培训教育虚拟实验室战
略 (2019)

X

决议 53 (Cg-18) – 与 20202023 年空间天气有关的 WMO 活
动四年计划 (2019)
决议 54 (Cg-18) – 关于空基天气
和气候极端事件监测的东亚和西太
平洋区域业务子项目实施计划
(2019)

未反映在其他地

X

EC-75/INF. 8， p. 33

决议

保留生
效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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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X

决议 59 (Cg-18) - 修订《全球资
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2019)

X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
册

X

决议 28（EC-73）

决议 60 （Cg-18） – WMO 未来的研
究和支持活动（2019）

合并 (Cg-19): 决议 11 (Cg-

X

X

决议 62 (Cg-18) –WMO 无缝研
究结构(2019)

X

研究（2019）

决定 64 (Cg-18) –创造适于创新
及其资源优化的环境(2019)

17), 决议 17 (EC-69), 决定
40 (EC-70) , 决议 58 (Cg-18)

决议 61 (Cg-18) – WMO 服务社
会的综合协调研究 (2019)

决议 63 （Cg-18） – 无缝区域水资源

未反映在其他地

X

X

决议 65 （Cg-18） – WMO 和海洋
（2019）
决议 66 （Cg-18） – 联合国 2020 年

X

海洋大会（2019 年）

决议 67(Cg-18) – WMO 对 IPCC
和气候政策的科学技术支持
(2019)

X

决议 68(Cg-18) - WMO 自愿合
作计划(2019)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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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X

决议 70 (Cg-18) –国家概况数据
库(2019)

X

WMO 将参与此次大会并做出贡
献
高级别政策声明
和承诺

区域办公室审查后可更新

EC-75/INF. 8， p. 34

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71 (Cg-18) – 教育培训计
划和提供机制(2019)

X

决议 72 (Cg-18) –WMO 全球学
校倡议(2019)

X

X

备注

未反映在其他地
方

68), 决定 10 (EC-70), 决议 2
(Cg-17), 决议 73 (Cg-18)

X

决议 75(Cg-18)– 对《世界气象
组织总则》的修订(2019)
决议 76(Cg-18)– 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2019)

表达持续政策并

合并 (Cg-19): 决定 42 (EC-

决议 73 (Cg-18) - 加强会员的服
务提供能力(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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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不再生
效

X

WMO-No.15

X

WMO-No.15

X

WMO-No.15

X

决议 77 （Cg-18） - 修订《世界气象
规则》78 （Cg-18） - 修订《工作人
员条例》（2019 年）

决议 78(Cg-18) –工作人员条例
的修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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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决议 80 (Cg-18) – 日内瓦宣言
– 2019 年：构建天气、气候和水
等行动共同体 (2019)
决议 81 (Cg-18) - 第十八财期的
WMO 强制性出版物和分发政策
(2019)
决议 82 （Cg-18） - 性别行动计划
（2019）

高级别政策声明
X

和承诺

高级别政策声明
X

和承诺

X

待 Cg-19 更新

X

在线可用的计划

EC-75/INF. 8， p. 35

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83 （Cg-18） - 联合检查组的建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84 (Cg-18) –第十八财期
（2020-2023）会员的分摊会费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85(Cg-18)-周转基金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86(Cg-18)-秘书长的合同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87(Cg-18) — 审议以往的
大会决议 (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88 (Cg-18) - 任命秘书长，
选举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执行理
事会成员以及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副
主席(2019)

X

待 Cg-19 更新

决议 89 (Cg-18) – 2021 年大会
特别届会(2019)

X

已实施

议（2019）

决议 1 (Cg-Ext(2021)) - WMO
关于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的统一
政策

未反映在其他地

X

决议 2(Cg-Ext(2021)) - 修订与建立
X

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相关的技术规
则(2021)

将由 Cg-19 关闭，并出版
WMO-No.1060

决议 3 （Cg-Ext（2021）） - 系统观
测融资机制：支持会员实施 GBON

X

（2021）
决议 4(Cg-Ext(2021)) —WMO 水文
愿景与战略及相关的行动计划(2021)
决议 5 (Cg-Ext(2021)) – 推进水文行
动计划各要素的实施(2021)
决议 6 （Cg-Ext（2021）） – WMO
水宣言和水与气候联盟（2021）

X

X

X

高级别政策声明
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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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保留生
效

决议 7 (Cg-Ext(2021)) –WMO 组成
机构改革的现状、进展、受 COVID-19

X

大流行的影响和前进方向(2021)
决议 8 (Cg-Ext(2021))– 全面审查

X

WMO 区域概念和方法 (2021)
决议 9 (Cg-Ext(2021)) – 区域协会及
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责 (2021)

表达持续政策并

不再生
效

备注

方
，实施 通过对治理改革和中期
业绩报告的评估
WMO-No. 1241 （正在更新）
WMO-No.15

X

WMO-No.15

X

WMO-No.15

X

已实施

决议 10 (Cg-Ext(2021)) – 实现
WMO 对全球危机的结构化应对

X

(2021)
决议 11 (Cg-Ext(2021)) - 对《世界
气象组织总则》的修订 (2021)
决议 12 (Cg-Ext(2021)) - 世界气象
大会在线特别届会（Cg-Ext(2021)）
的工作方法 (2021)
共计：192

68

124

(35%)

(65%)

未反映在其他地

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