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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与会人员名单（仅以英文提供）

支持届会工作的背景信息

届会工作总摘要
1.
WMO 主席 D.Grimes 先生宣布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30 在日内瓦 WMO 总部开幕。主席欢迎理事会和其他与会者。他回顾了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
七项优先重点，并强调了后续的国际活动以及有关本组织优先重点和工作的发展。在展望未来时，
主席强调深化私营部门有效参与的重要性，届会期间将有一天的活动专门关注讨论促进公私伙伴关
系。他鼓励理事会利用新的方向和机遇，为全球天气、气候和水活动的所有组成部分制定具成本效
益的解决方案。
秘书长塔拉斯教授欢迎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特别欢迎二区协的新代理主席 A. Al-Mannai 先
生。他回顾到气候变化和水文气象灾害增加带来的挑战，并强调 WMO 在支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保
护生命财产和气候适应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强调他承诺进一步加强 WMO 及其与会员和国际社
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的关系。
2.

议程见本总摘要的附件 1。

3.

届会通过了 13 个决议(见附件 2)和 96 个决定（本总摘要的附件 3)。

4.

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总摘要的附件 4。

5.
理事会同意第六十九次届会将于 2017 年 5 月 10-18 日（18 日机动）在 WMO 总部召开。财务
咨询委员会届会将于 2017 年 5 月 8-9 日召开。
6.

此外，理事会还暂定于 2018 年 6 月 20-29 日在 WMO 总部召开第七十次届会。

7.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 16：02 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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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届会的组织
1.1

会议开幕

1.2

批准议程

1.3

建立委员会

1.4

届会的工作计划

1.5

批准会议记录

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2

秘书长的报告

2.3

2016 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PRA-2016)的报告及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

2016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PTC2016)的报告及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2.5

2016 年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合会议（PRA-PTC-2016）的报告

减少灾害风险、抗御和预防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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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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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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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4.4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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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综合温室气体信息系统

4.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4.7

提供气候服务的工具和基础设施

4.8

气候监测和预测

4.9

全球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

观测和资料交换
5.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5.2

WMO 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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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6.

气候资料政策和新现资料问题

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
6.1

航空气象服务

6.2

服务提供中的质量管理

6.3

农业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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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作业气象服务

7.

极地和高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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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加工、模拟和预报
8.1

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8.2

天气预报

8.3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

8.4

相关环境预测

9.

研究

10.

能力发展
10.1

2016-2019 年能力发展优先重点

10.2

教育和培训

10.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的实施

11.

资源调集

12.

伙伴关系

13.

质量管理

14.

性别平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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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运行规划与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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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审查

17.

主要会议

18.

财务、工作人员和行政事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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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财务报表

18.2

2017 至 2019 年会员会费分摊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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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负债的偿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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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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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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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 (EC-68)
WMO 对巴黎协定的支持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9 (Cg-17) – 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编目标识符，

(2)

决议 23 (Cg-17)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试运行阶段，

(3)

决议 39 (Cg-17)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4)

决议 46 (Cg-17) – 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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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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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回顾到 2015 年 11 月 30-12 月 11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十一次
缔约方大会（COP 21）与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同时在法国巴黎举行，会上通过了巴黎协
定。；
注意到巴黎协定中尤其关于下列方面的文字：
(1)

须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知识，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威胁作出有效和逐渐的应对，

(2)

协定的第七条第七款指出：
缔约方应当加强它们在增强适应行动方面的合作，同时考虑到《坎昆适应框架》，包括：
(a)
(b)
(c)
(d)
(e)

(3)

交流信息、良好做法、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酌情包括与适应行动方面的科学、规划、
政策和执行等相关的信息、良好做法、获得的经验和教训，
加强体制安排，包括《公约》下服务于本协定的体制安排，以支持相关信息和知识
的综合，并为缔约方提供技术支助和指导，
加强关于气候的科学知识，包括研究、对气候系统的系统观测和预警系统，以便为
气候服务提供参考，并支持决策，
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确定有效的适应做法、适应需要、优先事项、为适应行动和
努力提供和得到的支助、挑战和差距，其方式应符合鼓励良好做法，
提高适应行动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协定》鼓励联合国专门组织和机构支持缔约方努力执行第 7 条第 7 段中所述行动，并
考虑第 5 段中的规定“缔约方确认，适应行动应当遵循一种国家驱动、注重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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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型和充分透明的方法，同时考虑到脆弱群体、社区和生态系统，并应当基于和遵循
现有的最佳科学，以及在适当的情况下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和地方知识系统，以期将
适应酌情纳入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以及行动中。”

进一步注意到：
(1)

UNFCCC序言确认许多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开展的宝贵分析工作，以及世界气象组织、联合
国环境署、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和组织以及其它国际机构及政府间机构为交流科研成果以及
协调科研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2)

UNFCCC第九条规定建立了附属科技咨询机构，其由相关专业领域的政府代表组成，并推动
现有主管国际机构:
(a) 就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新科学知识提出评估，
(b) 就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计划和研究与发展的国际合作提供咨询，

(3)

WMO战略计划（2016-2019）强调推进提高所有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可持续高质量服
务的能力，这会为决策者应对全球、区域和国家挑战带来巨大好处，

注意到：
(1)

科学进步将进一步加强业务气候部门在支持负责气候抗御、适应和减缓的决策者中所起
的作用；

(2)

减缓行动的监测将受益于基本气候变量观测的加强，包括必须保持甚至加强温室气体大
气浓度的观测；

(3)

气候服务对能源、水、运输部门和工业、农业和土地利用的支持可在实现低碳和气候抗
御型经济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4)

气象界和气候界继续对国际气候变化行动做出重大贡献，其能力、信息水平以及高级别
气候政策问题的潜在参与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5)

科技咨询附属机构第四十三次届会在其结论中鼓励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在制定
下一个 GCOS 实施计划时考虑 COP 21 的成果；

考虑到：
(1)

巴黎协定第 2、3、7、8、9、11 和 12 条的规定在实质上与 WMO 特别相关，

(2)

WMO 支持的减缓和适应具体领域包括 UNFCCC 下的组成机构的工作，通过 WMO 技术
和科学计划及联合发起的计划，尤其是通过世界气候计划各部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以及全球大气监视网（GAW）等做出的贡献加以提供；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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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提供气候服务以及 WMO 实施 GFCS 做出的贡献，以应对适应气候变化；

(2)

应对减缓方面，通过气候服务提升农业和土地利用效率以及推广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以
及保护能源基础设施和输送系统不受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影响，作为 GFCS 的优先领域；

(3)

通过经修订的 GCOS 实施计划以及 GAW 以及通过全球温室气体信息综合系统（IG3IS）
大气温室气体趋势与分布等相关信息，进一步解决提供可靠、长期、高质量的全球大气
成分变化的观测；

要求秘书长：
(1)

将有关高级别气候政策事宜的信息纳入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所有相关活动中，使其
能更好地获取有关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促进和实施高级别气候政策议程以及巴黎协定
方面作用和运行的信息；

(2)

继续通过外交部与会员沟通，提高他们对有必要邀请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定期更新
适应通讯（包括支持其“国家行动计划”和“国家自主贡献”），参照巴黎协定第 7 条
第 10 段和第 11 段；

(3)

继续通过外交部与会员沟通，以鼓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加缔约方大会国家代表团；

(4)

继续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沟通，探讨科学信息如何支持适应、减缓、气候融资
计划、气候耐受力和气候抗御力措施；

提请会员：
(1)

在国家层面，努力使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作为关键参与方全面参与对极端事件，适应计
划、减缓以及各自气象部门能力范围内的其它领域的编目，并努力推动 NDC、NAP、温
室气体监测系统以及其它观测系统；

(2)

积极参加重要的 UNFCCC 会议，比如“缔约方会议”、“科技咨询附属机构”和“实施
附属机构”的会议，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纳入国家代表团。

决议 2(EC-68)
2016-2019 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计划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23（Cg-17）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

(2)

决议 8（EC-67）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委员会间协调小组，

(3)

决议 10（EC-64）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框架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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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

协调组第五次届会的最终报告及其就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建议，包
括制定 2016-2019 年 WIGOS 预运行计划，

(2)

作为支持 WMO 所有优先重点的基础要素，WIGOS 可协助改进会员的综合业务和建立富
有成效的伙伴关系，这将改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服务，包括 GFCS 的进一步实
施，

通过了 2016-2019 年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计划，见本决议的附录；
要求各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组织活动，以实现本计划所描述的 WIGOS 的目标和相关成果；
要求会员：
(1)

继续提供资源，包括通过 WIGOS 信托基金和/或借调专家，帮助支持 WIGOS 的实施，特
别是协助 OSCAR/地表的业务部署，以及支持将所有的 WIGOS 指导材料和用户手册翻译成
所有的 WMO 官方语言；

(2)

联系已向 JCOMMOPS 传送海洋相关信息的非气象的机构，要求在该平台上更加频繁（1 天
4 次）地提供海洋气象（MET-Ocean）资料。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可在为这些站点分配
WIGOS 站号方面提供协助。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和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从技术方面牵头开展 WIGOS 预运行活动；
要求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小组定期审查本计划，更新和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本计划实施进展，并将
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要求秘书长：
(1)
(2)
(3)
(4)
(5)

在可用资金范围内，为 WIGOS 在整个运行准备期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援助和秘书处
支持，特别是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
考虑从常规预算中分配资金持续支持 OSCAR 地面部分，以便相关系统充分符合 WIGOS
各组成部分的规定；
激励会员贡献必要资源，用于开发 WIGOS 技术工具，即 OSCAR 数据库（特别是
OSCAR/地表）以及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
分配必要的资源，开始计划以 WMO 所有官方语言编制 WIGOS 工具，并将 OSCAR 作为
供会员使用的 WMO 核心信息资源的长期业务可持续性制定计划；
考虑向开发“观测标准化”基准工具分配资源；

提请合作伙伴参与该计划中具体规定的相关实施活动。
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10（EC-64），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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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EC-68)的附录
2016-2019 年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计划

世界气象组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16-2019 年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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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WIGOS 框架的实施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WIGOS 可以支持其组成系统的进一步开发和部署。随着
WIGOS 框架的关键初始组成部分也于 2015 年底就绪，WIGOS 预运行阶段（WPP）的条件已经具备。
但是，在 WIGOS 的下个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差距和挑战，以便让该系统于 2020 年进入全
面业务运行。
因此，于第十七财期预运行阶段（2016‐2019 年）继续开发 WIGOS，依托并增加已实施的 WIGOS 框
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逐渐把重点从全球层面转到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实施活动上。
本文件介绍了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理由、2020 年 WIGOS 实现全面业务运行的预期结果、和为了实
现这个结果而开展的主要活动，形式上是按照五个主要优先领域来说明，即：（1）国家 WIGOS 实
施；（2）WIGOS 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3）WIGOS 信息资源；（4）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
以及（5）区域 WIGOS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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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和背景

WIGOS框架的实施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WIGOS可以支持其组成系统的进一步开发和部署。随着
WIGOS框架的关键初始组成部分也于2015年底就绪，WIGOS预运行阶段（WPP）的条件已经具备。但
是，在WIGOS的下个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差距和挑战，以便让该系统于2020年进入全面业
务运行。
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于第十七财期预运行阶段（2016‐2019 年）将继续开发 WIGOS，
依托并增加已实施的 WIGOS 框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逐渐把重点从全球层面转到区域和国家层
面的实施活动上。其目的是让会员及其合作伙伴受益于 2020 年开始的全面业务运行系统。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最高优先重点是：（1）国家 WIGOS 实施；（2）WIGOS 规章性材料辅以必要的
指导材料，以协助会员实施 WIGOS 技术规则；（3）进一步开发 WIGOS 信息资源（WIR），特别强
调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OSCAR）数据库的业务应用；（4）发展和实施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
统；以及（5）概念开发和初步建立区域 WIGOS 中心。
将特别优先考虑有助于会员制定和实施其国家 WIGOS 计划的各项活动，并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需求是最高的。加强这些国家的能力也将作为一
项优先重点，指导有关将自动气象站纳入其观测网络方面的有效做法和程序就是一个办法。
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是需要单个的气象机构实施对资料生命期进行管理的健全做法、政策和能力，
以便确保会员有能力有力和高效地管理其观测和资料；从资料中提炼价值支持服务，以及将从不同
平台和外部来源获取的观测和资料进行整合。为了协助会员应对这些挑战，特别是在设计和运作国
家观测系统中使其投资实现最大价值，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WIS）
重点关注对资料生命期的有效管理，以及建立有效的资料伙伴关系，将其作为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
一项内容。
由 ICG‐WIGOS 提供核心指导以及由 WIGOS 项目办公室提供支持仍将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预运行
阶段，预计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将承担多项 WIGOS 职责。特别是，它们有望成为国家层面上的关键
整合方，通过根据 WIGOS 框架提供的指导加强其自己的观测系统，以及基于获取、处理和分发用于
环境监测和预测的经验来建立国家伙伴关系和提供国家领导力。
WIGOS 预运行阶段计划（PWPP）将指导未来四年里 WIGOS 的发展，特别是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
发展，也将协助确定优先重点和目标。

2.

WPP 可提供的关键服务和成果

将于 2016‐2019 年财期开展的工作是根据 WIGOS 于 2020 年实现全面业务运行的目标而确定的。
WIGOS 全面业务运行意味着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考虑：
(i)

预期可提供的服务：必须要完成的工作要素以及必要的业务功能；

(ii)

预期成果：WIGOS 的预期影响，以及特别是给 WMO 会员带来的预期效益。

2.1

可提供的服务

到 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时，WIGOS 框架将已经得以完成，包括：
(a)

WIGOS 规章性材料：已完成并辅以必要的指导材料，以协助会员实施 WIGOS 技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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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IGOS 台站标识符；已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采用的新系统；发布会员确定、通过和实施 ID
的政策；

(c)

会员充分落实并日常使用的 WIGOS 信息资源；WMO 出版物 No.9，卷 A，观测台站以及被
OSCAR/地表全面取代的类似台站清单；

(d)

WDQMS 的概念经测试和巩固。观测资料质量监测惯例和程序已确定，并已纳入 WIGOS 规
章性材料和实施的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

(e)

区域 WIGOS 中心已建立并已运行，且特别关注需求较高的区域；

(f)

加强区域和国家协调、治理机制和方法/指导，以便将观测纳入所有的 WIGOS 组成部分观测
系统（WMO 和合作伙伴）：由会员实施和使用；

(g)

已实施区域基本观测网络（RBON）概念而区域基本天气网络（RBSN）/区域基本气候网络
（RBCN）已停用；

(h)

发展设计能力，以帮助确定全球、区域和国家观测系统的差距，满足用户的需求，解决用
户的问题；

(i)

WIGOS 2040 年愿景，反映了将如何向会员提供新的和更有效的观测解决方案，并做到空基
和地基观测系统之间的适当平衡。

2.2

成果

(a)

显著加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并提高其协作性，以便提供越来越好、记录完善的观测资
料，从而以更具成本效率的方式支持所有的 WMO 计划和应用领域；

(b)

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国家一级的知名度并加强其作用；

(c)

显著提高所有 WIGOS 组成部分中所有观测台站的登记注册；

(d)

提高对 WMO 和非 WMO 来源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观测资料的一体化并开放共享这些资料；

(e)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合作；

(f)

加强符合 WMO 技术规则的理念文化；

(g)

提高 WMO 所有会员规划、实施和运行 WIGOS 的人员能力和技术能力；

(h)

WIGOS 被纳入 WMO 基本基础设施，于 2019 年由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确立成为 WMO 的
一个计划或计划元素；

(i)

逐步提高 WIGOS 观测资料和元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

3.

优先重点领域

为了实现第 2 部分中列出的成果并提供可交付的服务，必须要将五项优先重点领域作为头等大事来
应对。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这些是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主要优先领域。下面的图
1 提供了相应的路线图。
3.1

国家 WIGOS 实施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综合观测系统中的领导作用对于 WIGOS 的成功实施是至关重要的。制定和
颁布实践工具、模板、指导方针和案例研究将有助于会员制定其国家 WIGOS 计划，建立适当的治
理和协调机制，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扩展和分享其国家和区域观测，从而满足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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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和界别的需求，并实施质量监测和现代资料管理及做法，以确保它们能够全面受益于其国家观
测系统。
提出了以下关键的议题及里程碑：
(a)

指导材料和工具以帮助会员规划、启动、扩展和推进其国家 WIGOS 实施；从 2016 年起
逐步开展；

(b)

开展各项活动，以支持会员实施国家治理机制和伙伴关系安排； 从 2016 年起逐步开展；

(c)

培训材料，包括电子学习工具和培训包，特别是针对 OSCAR/地表、WIGOS 台站标识符、
WIGOS 元数据等培训材料，以支持在国家层面上实施 WIGOS；从 2016 年起逐步开展；

(d)

WIGOS 准备就绪事项清单和监控工具；2016 年可提供；

(e)

面向各种受众的沟通和宣传材料，包括观测系统管理人员和合作伙伴；从 2016 年起逐步
开展。

3.2 WIGOS 规则材料与必要的指导材料相互补充，以协助会员实施 WIGOS 的技术规则
可能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2017 年）或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2018 年）提交一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更新建议案。将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的手册 2019 年版本应包括：（1）全面整合现有的《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544），现
有的版本在那时将停用；（2）关于区域基本观测网络、遥感和资料质量监测的新标准和建议。
关于必要的指导材料，以下领域的需求最紧急：（1）OSCAR、元数据和台站标识符；（2）资料
质量监测、区域 WIGOS 中心、AWS、国家伙伴关系；（3）国家观测战略、RBON、以及空基观
测的整合。第（1）条中列出的指导材料是《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第一版所需的内容，将
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前提供给会员。第（2）条和（3）条中列出的指导材料应在后续行动中编写。
在本财期余下的时间里应编写更为完整的《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这一时期将编写大量
的新材料。
提出了以下关键的议题及里程碑：
(a)

由 EC-69 和/或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更新《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第十八次
世界气象大会批准新版本；

(b)

2016 年 7 月前编写《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初始版本，包括 OSCAR/地表、
WIGOS 元数据、WIGOS 台站标识符等指导方针；

(c)

2016 年底前编写《国家 WIGOS 发展和伙伴关系指南》；

(d)

2016 年底前编写有关 RWC、其能力和绩效评估的指导；

(e)

关于资料伙伴关系、生命周期资料管理和资料管理等 WIGOS 指导，包括整合多个来源的
观测资料，从 2016 年起逐步开展；

(f)

各项标准和建议，由有效做法和程序作为支持，供所有的区域协会实施 RBON 使用；
2017 年底开发；

(g)

各项标准和建议，由有效做法和程序作为支持，供基于地表的遥感使用（主要是天气雷达
和风廓线仪），2017 年底开发；

(h)

各项标准和建议，由有效做法和程序作为支持，以提高观测资料和产品质量（WIGOS 资料
质量监测），2017 年底开发；

(i)

编写现有观测系统过渡的指南，以满足 WIGOS 的要求和标准，2017 年底完成；

(j)

完整编写《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到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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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进一步发展 WIGOS 信息资源（WIR），特别关注 OSCAR 数据库的业务部署
WIR 的核心部分是一个活跃的、完善的、现代的 WIGOS 所有观测资产的电子清单，包括相关的元
数据和词汇表。如果没有这样的清单，就无法开展有意义的网络设计活动、减轻差距或资源优化等。
因此，OSCAR/地表的发展、业务部署和业务运行是 WIGOS 在本财期的高优先领域。应当指出的
是，虽然该系统的初始发展主要是通过瑞士气象局与 WMO 合作完成的，该系统及观测元数据的后
续推广将涉及所有的 WMO 会员，也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务资源予以支持。WIR 的后续发展将涉
及迁移和进一步发展 OSCAR/空间和 OSCAR/要求、制定差距分析模块、OSCAR/分析、以及开发
观测标准化基准工具（SORT）和 WIGOS 门户网站。
提出了以下关键的议题及里程碑：
(a)

OSCAR/Space v2.0，于 2016 年中期启动；

(b)

基于网络的门户将于 2016 年年底进行试运行；

(c)

OSCAR/地表将于 2016 年 5 月开始初步业务运行；启动卷 A 到 OSCAR/地表的迁移期；

(d)

到 2016 年年底完成规定 OSCAR/分析的要求；

(e)

到 2016 年年底就 OSCAR/要求的迁移做出决定；

(f)

从 2017 年开始开发 OSCAR/分析；

(g)

于 2017 年年底整合 OSCAR/空间和 OSCAR/地表；

(h)

于 2017 年年底完成 SORT 初始能力；

(i)

卷 A 到 OSCAR/地表的迁移将于 2017 年年底完成；

(j)

将于 2017 年年底启动 OSCAR/分析（参见（e）条）；

(k)

到 2018 年年底，OSCAR 成为所有能力和所有强制元数据的来源。

3.4 发展和实施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WDQMS）
关键的优先事项是开发一个现代化和高效的性能监测和报告系统，以提高观测资料的可用性和资料
质量。对于衡量 WIGOS 的有效性和影响，以及对于制定完善的事件管理做法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并可促进提高 WIGOS 的资料质量和可用性。这个优先领域是由一组国际专家 — 最初主要来自基
本系统委员会的专家负责，特别是在基于 NWP 监测 WIGOS 地基组成部分实现现代化方面取得了
进展。为了将初步设想发展为实际系统，引进 GOS 的空间组成部分以及将该概念扩展到其他
WIGOS 组成系统，将需要大量的资源。尽管 WIGOS 监测在范围方面与现有的 NWP 中心的监测
活动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同，但将需要更多的 IT 资源来支持制作、交换、存储和分析专门针对
WIGOS 的监测和事件管理结果/报告。
提出了以下关键的议题及里程碑：
(a)

2016 年底，实现 ECMWF、NCEP 和/或其他 NWP 中心的初始 WIGOS（GOS 地面站）
监测能力、评估和事件管理功能；

(b)

到 2016 年年底，根据一区协的示范项目，制定功能规定和试点组成部分；

(c)

到 2018 年年底，将实现全面的 WIGOS（GOS 基于地表的组成部分）业务监测和事件管
理功能；

(d)

2016-2017 年，将为 WIGOS 的 JCOMMOPS、GAW、GCOS、GCW 和水文组成部分
提供监测工场；

(e)

到 2018 年年底，实现所有 WIGOS 组成部分的初始监测能力；

(f)

到 2017 年年底，制定向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会员例行报告监测结果的机制；

(g)

到 2018 年，落实各项机制和区域结构，以处理事件管理行动和支持会员提高资料可用性
和资料质量（取决于 RWC 的建立）。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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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发展区域 WIGOS 中心理念，初步建立区域 WIGOS 中心
区域指导、监督好支持国家 WIGOS 实施的工作将是一项主要的优先重点项目。很多 WMO 会员已
经提出请求，需要为其实施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通过区域支持结构而不是 WMO 秘书处与单个会
员之间的直接联系能够更好和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提出了以下关键的议题及里程碑：
(a)

编写区域 WIGOS 中心概念文件，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

(b)

建立一个或多个区域 WIGOS 中心，从 2017 年起进入试点模式；

(c)

到 2018 年中期开展初始区域 WIGOS 中心的业务运行阶段；

(d)

到 2019 年建立区域 WIGOS 中心，覆盖所有的 WMO 区域。

区域 WIGOS 中心将与 WIGOS 项目办公室以及其所在区域（或次区域）的 WMO 会员密切合作开
展实施活动。

1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图 1：预运行阶段优先领域的路线图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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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活动

2016-2019 年期间规划了很多具体的活动，以支持 WIGOS 预运行阶段五个优先领域中设定的里
程碑（见第 3 节）。由 ICG-WIGOS 和 WIGOS PO 编写并维护一份有关所有活动、所需资源和相
关风险的详细表格。将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期间提交一份本表格的更新版以及 WIGOS 预
运行阶段产生的中期风险评估。
5.

能力发展

能力发展(CD)将是 WPP 期间的关键活动领域，而这个领域的区域和国家需求将是这一阶段产生资源
支出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应该指出，很难区分 CD 工作和 WIGOS 总体工作之间的差异，因为很多 WIGOS 总体活动（制定
和分发标准及指导材料、培训、以及通过区域 WIGOS 中心提供支持）实际上是能力发展工作。
WIGOS CD 活动的总体目标是帮助培训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认识、技能、信息
和知识，以帮助他们在国家层面上实施 WIGOS，包括建立国家伙伴关系。通过编写 3.2 节中列出
的指导材料以及通过第 6 节列出的宣传活动，可为此提供支持。
需要与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GEF、ADB）建立密切的合作，以确保捐助方
受益于 WIGOS 同时为其提供效益。应该指出的是，区域 WIGOS 中心概念有望为跨国家能力发展
活动的区域协调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
6.

沟通和宣传

在 WPP 期间，沟通和宣传（C&O）将在内部和外部发挥关键的作用。
在 WMO 内部，需要持续教导和与常任代表进行互动，部分原因是自然的人事变动，部分原因是随
着 WIGOS 日益成熟以及提高知名度，WMO 会员对其的期望值往往会增加。除了常任代表，也有必
要与其观测系统管理人员建立联系，一方面让他们了解 WIGOS 的发展情况，一方面学习他们从国家
和区域 WIGOS 发展及实施活动中汲取的经验。
就外部而言，与合作伙伴接触联系也很重要，例如与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机构，这一
方面可以让合作伙伴随时了解 WIGOS 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可以在多层次促进伙伴关系的发展。
针对 WPP 规划了很多一般 C&O 活动：
(a)

将定期（每季度）发布和分发 WIGOS 通讯，内容涵盖不同水平的技术知识，是针对广泛的受
众；

(b)

尽可能将 WIGOS 会外活动安排在所有 WMO 组成机构届会期间；

(c)

将在多种活动（WMO 组成机构届会、国家和国际科学大会、GEO、GFCS 会议等）期间向外
部合作伙伴展示和分享成套沟通/宣传材料；

(d)

建立一条热线，通过该热线 WIGOS‐PO 将回答与 WIGOS 相关问题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e)

持续更新 WIGOS 门户网站，更新演示、文章、出版物、成功案例、案例研究、经验教训以及
其他材料，供会员和其他合作伙伴使用。

此外，将针对特定的目的组织一些具体的 C&O 活动，例如：
(a)

CBS‐Ext.（2018 年）关于 WIGOS 的 TECO；

(b)

一系列的区域/次区域 OSCAR/地表培训研讨会，旨在让国家 WIGOS 联络员了解该系统的能
力以及对于投入的需求；

(c)

一系列区域/次区域针对具体 WIGOS 组成部分的研讨会（如 AWS、AMDAR 等）；

(d)

一系列国家 WIGOS 研讨会，以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促进国家实施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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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治理、管理和执行

类似于 WIGOS 实施阶段，预运行阶段的发展将遵循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后续的治理则委托执行
理事会完成。理事会重新组建了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ICG-WIGOS）来监督和审查 WIGOS
预运行阶段（2016-2019 年）计划的实施情况，根据需要在必要时提出可能调整的建议，并向会员
和各区域提供技术指导、援助和咨询。WIGOS 的本质就是一种交叉性基本基础设施，可支持所有
的 WMO 计划，为了反映这一点，这个机构的成员应包括很多执行理事会联络员、所有区域协会和
技术委员会以及相关计划领域（诸如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代表。ICGWIGOS 的联合主席由 WMO 第一副主席（执行理事会代表）、一名基本系统委员会的代表和一名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代表担任（待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决定）。
此外，区域协会（RA）和技术委员会（TC）自身将在 WIGOS 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在，所有的 RA 和 TC 都已在其各自的工作结构中建立了 WIGOS 小组，根据 ICG-WIGOS 通过
其各自代表提供的指导，这些小组都将不断发展。特别是，从监督区域 WIGOS 中心和其他区域结
构的方面而言，区域协会将是至关重要的。总体的治理和管理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WIGOS 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示意图

7.1

全球层面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已授权 ICG-WIGOS 对 WIGOS 进行详细治理和监督。管理和执行职能由 WMO
秘书处负责，而观测和信息系统司以及 WIGOS 项目管理人员在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司长（D/OBS）
的监督下主要管理 WIGOS 日常发展。应当指出，秘书处内的所有技术司都参与了 WIGOS 的发展，
预计它们将继续支持这项工作。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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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层面

预计所有的区域协会都会建立与 WIGOS 相关的区域小组以便提供区域层面上的治理和监督。其具
体的作用应该是：
(a)

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审查其各自区域内的 WIGOS 实施活动；

(b)

指导和优先考虑 R‐WIP 所列的活动；

(c)

促进和协调区域 WIGOS 项目；

(d)

向区域协会管理组提供 R‐WIR 的更新情况，供其批准；

(e)

当在各自区域建立区域 WIGOS 中心后，监督其工作；

(f)

根据 R‐WIP 为会员提供区域支持，以响应其需求（根据资源/资金的可用性）。

区域层面上的管理职能是由区域 WIGOS 中心负责的。
7.3

国家层面

预计将在国家层面上开展以下活动：
(a)

制定国家观测战略；

(b)

根据国家观测战略，制定国家 WIGOS 实施计划（N-WIP）；

(c)

建立国家 WIGOS 治理、协调和实施机制以及小组；

(d)

确定和减轻 WIGOS 组成观测系统（国家 RRR 流程实施）的关键差距；

(e)

持续和规范运行国家观测网络/系统；

(f)

通过补充 OSCAR/地表数据库并持续更新其内容，业务化实施 WIGOS 元数据专用标准；

(g)

针对管理和运行国家观测网络/系统的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

(h)

发展国家伙伴关系；

(i)

通过 WDQMS 以及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监测观测资料的可用性和质量。

建议建立国家 WIGOS 实施和协调小组（ICT）以监督和指导这些活动。该小组应由国家联络人牵
头，但应包括足够的相关专业知识以覆盖上述所列所有领域以及所有的 WIGOS 观测组成部分。
管理功能是由一个概念上的“国家 WIGOS 中心”负责，如图 2 所示。尽管如何实施这项工作的细节
由单个会员自行决定，但必须指出的是，管理 WIGOS 不同于提供指导和监督。国家 WIGOS 实施
和协调组可以是一个理事会，每年或半年召开一次会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 WIGOS 中心需要
每天都有专职工作人员。
8.

监督和评估

WIGOS 项目管理人员负责例行监督和评估 WPP 的实施，并向 D/OBS 和 ICG-WIGOS 报告。
他还根据需要负责更新各项程序和做法。监督和评估过程应可证明取得的进展并确定风险、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以及需要相应地调整 PWPP。
针对各区域或会员提议的任何 WPP 项目，应确定其监督和评估的具体标准。
9.

资源

要完成 WIGOS 预运行阶段计划所列的任务将取决于可用的资源。
留出足够的资源以便全面实施 WIGOS，在 WMO 会员的预算和规划过程中，应将这项内容作为一
项高度优先重点。需要给 WMO 秘书处提供额外资金，用于职工和非职工的费用，因为这方面的实施
和协调工作超过了秘书处的正常计划活动。为确保 WIGOS 实施所需的资金，应考虑提供下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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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于 WIGOS 实施支持活动的 WMO 常规预算；

(b)

补充 WMO 常规预算的 WIGOS 信托基金；

(c)

实物捐助；

(d)

借调工作人员；

(e)

用于 WIGOS 相关技术合作及能力发展活动的自愿合作计划基金；

(f)

支持 WIGOS 的区域资金筹措活动；

(g)

信息系统的业务承办方（如 WIR、OSCAR、WIGOS 监测等）。

决议 3(EC-6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委员会间协调组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其第六十七次届会（决议8（EC‐67））要求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委员会间协调组（ICG‐
WIGOS）联合主席和执行理事会联络员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建议如何加强理事会在WIGOS预
运行阶段治理中的作用，
认识到执行理事会更多参与WIGOS的治理可促进WIGOS在国家一级的发展和掌握，
决定：
(1)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委员会间协调组的职责如下：
(a)

监测和审查WIGOS预运行阶段（2016‐2019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在需要时提出可能
的调整意见；

(b)

协调实施WIGOS活动与其他WMO优先重点；

(c)

在各个会员和区域开发并实施其WIGOS国家和区域计划时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协助和
建议；

(d)

继续推动能力发展、沟通和宣传活动，以协助会员和区域实施WIGOS；

(e)

在其职责内，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出建议，包括更新技术规则（WMO‐No.49），卷
一第一部分及其附录8 ‐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的建议，还包括更新WMO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指南（筹备中）以及其他与WIGOS相关的WMO指南的建议；

(f)

用已并入《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中的必要指导材料和技术指南来对WIGOS法规性
材料进行补充，并协助会员执行与WIGOS相关的技术规则；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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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协调WIGOS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尤其侧重于“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及
其数据库的业务化；

(h)

开发和实施WIGOS资料质量监测系统；

(i)

为了在各个WMO区域中建立并进一步发展WIGOS区域中心而制定概念并提供技术指导
和协助；

(j)

与WMO信息系统的发展活动相协调，以确保具备针对长期保存观测信息和相关观测
元数据的适当标准；

(k)

与气候学委员会相关气候资料生命期管理活动以及基本系统委员会的相关活动联合起
来，协调资料指南的开发，该指南应当包括在更广泛的WMO背景下进行资料管理的
高水平原则和战略；

(l)

处理执行理事会所确定的主要问题，并为WIGOS的进一步开发和实施提供技术咨询；

(m)

向随后的理事会届会报告WIGOS开发和实施的进展情况；

ICG‐WIGOS的成员应包括：
(a)

每个区域协会派一名代表，由其主席指定；

(b)

每个技术委员会派一名代表，由其主席指定；

主席在需要时可从其他WIGOS相关组织寻求咨询建议，或邀请其他WIGOS相关组织的专家；

进一步决定执行理事会的WIGOS联系人应是ICG‐WIGOS的成员，以确保与理事会的紧密联系；
指定 WMO 第一副主席（执行理事会代表）、一名基本系统委员会的代表和一名仪器和观测方法委
员会的代表作为联合主席，共同领导 ICG‐WIGOS；
决定ICG‐WIGOS联合主席的各自作用分别如下：
(1)

(2)

WMO第一副主席将：
(a)

牵头处理与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实施WIGOS相关的问题，并与RA主席和会员WMO常
任代表密切合作，支持强有力和持续地致力于WIGOS的实施；

(b)

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实施WIGOS方面的领导作用，以及会员利用WIGOS的效
益，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非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合作伙伴；

(c)

一旦2019年预运行阶段结束，牵头开展工作争取确定WIGOS在WMO结构中的地位；

分别由基本系统委员会和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主席提名的两位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席，将
牵头领导正在进行的和未来将开展的编写规章和指导材料活动以及所有与WIGOS技术组成部
分（特别是“WIGOS信息资源”、“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和“WIGOS资料质量监
测系统”）规定、发展和实施相关的所有问题。关注所有组成观测系统的统一，同时呼吁
所有WMO技术委员会的专家参与进来；

授权ICG‐WIGOS根据需要建立任务组，同时考虑资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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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在可用预算资源范围内为ICG‐WIGOS活动和届会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提请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指导委
员会、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指导小组、地球观测组织和气象卫星协调小组参与ICG‐WIGOS的相关活动，
并提名代表与WMO就进一步开发和实施WIGOS开展协作。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8（EC-67），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4 (EC-68)
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的附件 B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附件 B 记录了已被批准为 WMO 信息系统
（WIS）中心的各中心；
还回顾到执行理事会审查了附件 B，同时考虑了基本系统委员会关于 WIS 中心如何做到符合
《WMO 信息系统手册》第四部分中规定的技术规范的建议；
进一步回顾到决议 31（Cg-17） -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 年）报告与 WMO 信息系统中
心和网络相关，其中将有条件指定特定 WIS 中心的期限延迟至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已：
(1)

与会员合作以确保促进 WIS 的中心持续合规；

(2)

认同本决议附录表 1 和表 2 中列出的中心，因为它们符合《WMO 信息系统手册》中规定
的技术规范；

(3)

指定沙特阿拉伯吉达为与农业气象委员会相关的 WIS 国家中心（干旱）区域干旱检测和早
期预警中心；

决定：
(1)

批准本委员会认同的 WIS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DCPC），列表见本决议附录的表 1；

(2)

将本决议附录表 2 中列出的中心指定为 WIS DCPC；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促进有条件指定的中心实现符合《WMO 信息系统手册》；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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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报告现有 WIS 中心持续符合商定标准和做法的情况；

要求秘书长：

(1)

采取适当的行动更新《WMO 信息系统手册》中的中心清单，以符合本决议；

(2)

协助基本系统委员会监督和确保新的和现有的 WIS 中心合规；

敦促还未这样做的会员：
(1)

与其首要全球信息系统中心合作以获得本委员会对其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DCPC）的认同
并完成其国家中心的认证流程；

(2)

向秘书长通报其国家中心符合《WMO 信息系统手册》要求的情况。

决议 4 (EC-68)的附录
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的附件 B
表 1 – 基本系统委员会认同根据决议 51（Cg-16）有条件指定的 WIS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中心所在地
WMO 会员或贡献组织

首要 GISC 组成机构

名称
区域/城市

芬兰

意大利

赫尔辛基
芬兰气象局 - 北极研
六区协
究中心（FMI-ARC）

奥芬巴赫

REC-MMO-MED

奥芬巴赫

六区协

罗马

CBS

JCOMM

表 2 –《WMO 信息系统手册》附件 B 中 WIS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列表的增补建议案

中心所在地
WMO 会员或贡献组织

首要 GISC 组成机构

名称/功能
区域/城市
五区协

雅加达

墨尔本

CBS

热带气旋预警中心 五区协

雅加达

墨尔本

CBS

NWP 大气输送 - 东
五区协
南亚

雅加达

墨尔本

跨界森林火灾
印度尼西亚

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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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海啸预警中心
五区协
（ITEWC）

雅加达

墨尔本

JCOMM

RTH（内罗毕）

一区协

内罗毕

奥芬巴赫

CBS

RSMC-地理

一区协

内罗毕

奥芬巴赫

CBS

吉达

吉达

CBS

肯尼亚

沙特阿拉伯

RSMC-地理（吉达） 二区协

决议 5（EC-68）
气候服务提供的能力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服务质量和提供的标准化需要对人员能力做出定义，
考虑到：
（1）

气候学委员会经与该委员会及 WMO 各计划内相关机构磋商，提出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和其他机构提供气候服务的人员能力的建议；

（2）

决议 6（Cg-17）-海洋天气预报员的能力，以及决议 36（Cg-17）-在中国天津建立海
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中心，

认识到：
(1)

通过一个或多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或其它机构，提供某个国
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气候服务，可通过各类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完成；

(2)

气候服务可由气象工作者和气候工作者、工程师、海洋学家、地理学者、统计师、数学
家、经济学者、计算机科学家和科学传播人员等来提供；

观察到：
(1)

气候服务的提供涉及到将气候资料（包括实地、遥感、再分析和模式输出等资料）转换
为气候产品和服务；

(2)

此类服务涉及管理层面的专业人员、教员、信息技术专家、通信人员和管理者，特别是
从事气候服务提供的人员；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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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服务能力框架的建立旨在帮助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其他机构按照 WMO 标准和
规则，尤其是按照 WMO 气候学委员会确定的规则以及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提供高质量
的气候服务；

(4)

为此，各机构必须根据其在下列领域的使命和制度能力，（通过其人员的共同技能）展
示能力或相应的技能：
(a)

建立和管理气候资料集；

(b)

气候资料反演产品；

(c)

建立和/或判读气候预报、气候预测和模式输出；

(d)

确保气候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e)

向用户传递气候信息；

决定通过本决议附录中气候服务提供的能力，拟载入《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
要求秘书长：
（1）

于 2016 年发布《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的更新版本；

（2）

调集财务资源，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获取实现本决议附录中提及的
能力；

（3）

协助开发为会员提供的指导材料和工具，以进一步提高其工作人员提供高质量气候服务
的能力，并考虑开发一个“气候服务基本教学包”（BIP-CS），以指导课程开发；

（4）

安排修订现有的《气候规范指南》（WMO-No.100），以囊括所提的能力，并在 WMO
全球校园可行性研究的背景下，编写一个课程和资源目录，帮助会员获取这些能力。

决议 5（EC-68）的附录
气候服务提供的能力
在某个机构中，需要达到的一系列能力以及相关的绩效标准将由其基础设施能力来确定。气候信息
及服务的质量领域的能力以及向用户传递气候信息方面的能力是交叉性的，所有提供气候服务的机
构至少在基层要符合这些能力要求。
能力框架受下列方面的影响：
(1)

组织的使命、优先重点和利益相关方要求；

(2)

内部和外部人员参与气候服务提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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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用的资源和能力（财力、人力和技术等）；

(4)

国家和机构法规、规则、组织结构、政策和程序；

(5)

WMO 气候资料及产品的指南、政策和程序；

(6)

占主导地位的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和经历的极端事件。

描述能力及相关绩效标准：
能力 1：建立和管理气候资料集
气候资料、元数据和气候资料产品均被收集并存储于资料集中，并进行均一性质量控制和评估：
(1)

实施气候资料保存和拯救程序；

(2)

根据气候观测基准网络的要求，评估观测站点的位置和特点；

(3)

气候资料和元数据收集和存储在相关资料集中；

(4)

对气候资料及最终的时间序列采用质量控制过程；

(5)

评估气候资料均一性，并调整不均一的时间序列；

(6)

建立、存档和记录气候资料集；

(7)

使用空间和时间插值，确保资料连续性。

能力 2：气候资料反演产品
科学用途和用户应用的气候资料产品是来自不同渠道气候资料（例如观测和重建的时间序列、再分
析、卫星和模拟资料）运用描述时间和空间特点的统计数据推导得出：
(1)

确定和反演不同渠道气候资料来制作气候产品；

(2)

计算基本气候产品、正常值和平均值，或根据基准期确定的距平；

(3)

计算用于监测气候变化、气候变率和气候极端事件的气候指数；

(4)

计算具体行业的气候指数及面向其它行业的气候产品；

(5)

运用统计和地理统计分析来监测气候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

(6)

根据卫生、农业、水、能源和灾害管理等具体行业的需求，创建附加值产品，例如用于
阐释气候特点和演变的图表、地图和报告。

能力 3：建立和/或判读气候预测、气候预估和模式输出
气候资料、气候资料产品和气候模式输出用于建立次季节和季节气候预测及未来气候预估：
(1)

定位、选择和反演区域气候中心、全球制作中心及其它机构制作的气候预测和气候模式
输出；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2)

建立次季节、季节和更长时间尺度的预报产品；

(3)

利用气候模式，在不同情景和参数化下建立选定范围的未来气候预估；

(4)

运用统计和地理统计分析（包括降尺度）来监测模式输出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

(5)

评估气候模式输出的性能，并量化相关的不确定性；

(6)

建立附加值产品，例如用于通报气候预测和气候模式信息的图表、地图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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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4：确保气候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确定并常规更新气候信息和服务。遵守最佳规范和/或建立并常规维护气候信息《指南》及《质量管
理程序》。记录气候服务监督过程，并将其用于质量控制活动：
(1)

建立和使用气候服务的《质量管理》过程程序；

(2)

聘用有能力的人员并指定本组织员工开发和提供气候服务；

(3)

确保机构在其基础设施能力层面可符合能力框架，并具备可持续能力战略；

(4)

为人员提供培训，以满足其工作要求并扩展其能力；

(5)

确定和落实气候资料集、产品和服务目录，以满足国家/区域层面的用户需求；

(6)

监督气候服务的功能，包括对资料、产品和服务的验证；

(7)

评估对气候服务客户的影响和效益，包括收集客户意见、建议和投诉；

(8)

根据评估结果做出改进服务的决定；

(9)

建立科学界与服务提供商和最终用户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改善产品和服务的
提供。

能力 5：向用户传递气候信息
将气候科学、资料和产品传递给决策者、利益相关方和公众：
(1)

根据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性，优先安排传递气候信息；

(2)

与气候服务用户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并建立对外宣传能力，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3)

定期开展和评估客户需求分析；

(4)

根据用户反馈，修改气候服务及其沟通；

(5)

与用户合作规划和提供具体应用领域，以促进了解和使用气候产品及服务；

(6)

遵守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界面要求和 WMO WIS 系统内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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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EC-68)
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19 (Cg-17)-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办公室，要求秘书长建立世界水文圈观测计划
（WHYCOS）专用办公室，资金由自愿捐助提供。
进一步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所进行的工作加强了建立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GHSF）
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主要要素：
(1)

WHYCOS 办公室，

(2)

全球创新枢纽，

(3)

WMO 水文观测系统（WHOS），

(4)

水文服务信息平台，

(5)

两项关键的支持职能，包括帮助平台和咨询委员会，

进一步注意到：
(1)
GHSF 建立的目的尤其是为了与终端用户建立联系通过建立水文测验和水资源监测的业
务系统和能力，扩大水文资料库和交换能力，支持自由和开放的资料分享；
(2)
GHSF 将通过开发和应用创新的监测和资料库技术，支持旨在建立可持续水文气象网络
和自由访问资料的区域和局地项目，推动高质量管理原则的使用来实现上述目标。
考虑到 GHSF 将提供完成活动的组织机制：
(1)

加强国家监测能力及其区域和全球整合，

(2)

建立信息要求，从而确定资料收集的优先级，

(3)

开发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资料和信息分析的产品和工具，

(4)

关注创新和研究，在全球建立更强的、目标明确的和可持续的监测能力，

已了解到瑞士发展与合作署多次表示愿意为建立 GHSF 出资，
要求秘书长建立 GHSF 办公室，资金由自愿出资支持；
要求会员和出资机构在需要时支持提议的全球支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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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水文委员会主席与 WMO 秘书处协商后，建立 GHSF 咨询理事会，监督该办公室实施倡议和活
动的情况，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进展。

决议 7（EC-68）
国家概况数据库
执行理事会，
意识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 WMO 的附属机构需要制度、人员和技术能力，以持续预防和减缓
灾害、挽救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提升人类福祉，并意识到这些能力可加以衡量、评估并用于指
导 WMO 优先重点和必要的投资；
观察到会员对开发国家概况数据库以及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的作用和业务及管理指南等能力开发知
识管理工具表示欢迎，且能力开发战略目标的成功将需要会员提供准确、一致和及时的支持，参见
能力开发战略实施计划和相关建议的第十七财期（2016–2019）优先重点（决定 63 的附录 1）；
考虑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带决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157)总摘要第 5.4.24 段所
述的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各项决定；
忆及执行理事会战略与运行规划工作组和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的近期会议认识到提高国家概况数据
库能力对于减少对 WMO 优先重点进行监测调研的依靠具有重要意义，并忆及 2016 年 4 月举行的
开发伙伴加强水文气象服务圆桌会议认同收集和共享针对国家概况数据库预期的类似信息对于改进
伙伴合作方式、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投资具有重要；
确认有必要投资国家概况数据库，以利于国家能力、差距和项目等资料的有效收集、共享和监测，
并确认此项投资的必要资金（目前估计为 120 万瑞郎）并未列入 WMO 第十七财期的核准预算；
注意到秘书长须努力使用该年度核准预算中的可用资金资助该项目的各项初步活动；
敦促会员通过提名联络人、持续更新关于其能力的信息以及通过预算外资金捐款和实物捐助，推动
国家概况数据库发展；
要求秘书长与相关 WMO 机构及开发伙伴合作，在第十七财期（2016-2019）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国
家概况数据库，并优先开发可促进会员更新信息并向国家概况数据库提供信息的功能，例如在线更
新联络人和工作组成员的功能以及各种活动状态报告的功能。

决议 8(EC-68)
修订《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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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需要及时更新《WMO 技术规则》并确保其内容符合既定的格式和准则，
注意到秘书长主办了一次研讨会（2015 年 11 月，日内瓦）以协助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根据
《WMO 技术规则的编写与颁布指导方针》（WMO-No.1127）来编写和更新《WMO 技术规则》，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二十七次届会关于更新《WMO 技术规则》的建议，以便做
出区域培训中心（RTC）认证和再确认所要求的调整，从而符合《WMO 技术规则的编写与颁布指
导方针》中的指导方针，
重申区域协会的每次例行届会向下届执行理事会届会做出有关位于其区域的 RTC 状态的建议；
决定修订《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见本决议的附录，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要求秘书长：
(1)

在起草与主办 RTC 会员的谅解备忘录时，考虑新标准以及参与监测和支持 RTC 各方的作
用和职责；

(2)

于 2016 年出版《技术规则》第一卷的修订版；

要求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完成认证、再确认和管理区域培训中心的指南草案，并于 2016 年
下半年出版。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5（EC‐ 66），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8 (EC-68)的附录

《WMO 技术规则》的修改建议案，以使当前文本符合所要求的文体
第 1 节：更新定义

区域培训中心（RTC）
大会或执行理事会（根据相关 WMO 区域协会的建议）认可国家级教育和培训机构，或一组机构为：
1)

为该区域的 WMO 会员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特别是为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工作人员提供机
会；

2)

向其他 WMO 会员提供关于教育及培训事宜的咨询和协助；

3)

在天气、水和气候方面促进 WMO 会员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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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的开展是根据 WMO 规则和指南进行的。由多个国家会员支持的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也可
以被相关区域协会推荐为 RTC。
第 2 节：WMO‐No.49 第一卷第四章的替代文本
4.5.1

会员应努力提供国家设施或参与区域设施，为其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

4.5.2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培训设施都被确认为区域培训设施，WMO‐No.49 第一卷附件 E 中提供的标
准适用于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指定的每个会员机构。每个这样的机构被称为一个 RTC 分部。
[注：在认可、再确认和管理 RTC 分部时，区域协会、东道国的常驻代表、RTC 分部的主任和 RTC
与多个分部之间的协调人共同负责该机构作为 RTC 的性能和持续状态。关于各方的作用和职责的实
施指导意见在 WMO 出版物第 1169 号《管理和运行 WMO 区域培训中心和其他培训机构的指南》
中提供。]
第 3 节：《WMO 技术规则》WMO‐No.49 卷一附件 E 的替换文字
区域培训中心 (RTC) 是被大会或执行理事会（根据相关 WMO 区域协会的建议）认可的该国的国家级
教育和培训机构，或一组机构，作为 RTC。
1)

为 WMO 会员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特别是为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工作人员提供这些机会；

2)

向其他 WMO 会员提供关于教育及培训事宜的咨询和协助；

3)

在天气、水和气候方面促进 WMO 会员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这些活动的开展是根据 WMO 规则和指南进行的。由多个国家会员支持的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也可
以被相关区域协会认定推荐为 RTC。
当会员向相关区域协会提议一个机构或一组机构成为 RTC，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成立 RTC 或分部的目的是满足区域协会超过半数会员的明确需求，但目前已有的资源不能够
满足；

2)

设计 RTC 或分部是为了满足该地区的需求，这些需求在《节略报告》总摘要决议或陈述中记
录的区域协会决定中已经说明，虽然需要确认有些 RTC 或分部有较广的国际活动；

3)

RTC 分部应位于特定区域，其位置应由理事会参考该区域协会的推荐意见、相关技术委员会
的意见、执行理事会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意见、还有秘书长本人的意见决定。

组成 RTC 的每个机构称之为 RTC 分部。要想被指定为 RTC 的分部，满足以下要求：

明确学习需求


RTC 分部要有一套程序获取该地区有关教育和培训方面需求的信息。

设计学习服务


RTC 分部选择对学习者适合的学习方法，从而达到课程目标和学习成效的目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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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 分部要确保开设的所有指导类课程及其它活动(例如：提供或开发在线学习、开展课外
活动以及提供建议和支持 ) 一定要符合WMO 的标准和指导材料要求。
RTC 分部提供相应的课程及其它资源和活动，以满足该区域提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提供学习服务



RTC 分部已经表明，在过去的四年中已经为满足区域协会提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做出了贡
献。
RTC 分部提供培训：(a) 在科学和技术能力以及培训的专业知识上，邀请能够胜任其职的指
导者；(b) 在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中提供培训，并具备充足的学习资源、教学楼、 ICT 系统和
培训设施等。

评估学习和评估提供的学习服务



RTC 分部评估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以一种适合公认质量管理体系的方式记录这些信息，并为
学生提供成功完成教育和培训的记录。
RTC 分部有衡量学习服务有效性和质量的流程，包括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反馈。

行政管理和治理所提供的学习服务





在行政管理、治理、计划、人员安排、持续的专业发展、报告和自我评估方面，RTC 分部都
进行了充足的安排；
如果 RTC分部没有提供职业培训的国家资质，那么它可以展示自己所提供的培训服务是严格
按照 ISO 29990:2010 的要求进行的；
RTC分部可发表一份前十二个月的活动年报以及下十二个月的工作计划（包括对未来的展
望）；
RTC分部：(a)根据资源的富足情况，对该区域所有国家以及其它区域感兴趣国家的学生开
放；(b)为支持国际和该区域内的学生，提供适当的服务。

决议 9(EC-68)
更新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需要及时和透明的决策以及需要提高开展实地检查区域培训中心（RTC）的费用；
回顾到决议 15（EC-66）关于执行理事会认定和再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进一步回顾到：
(1)

需要至少每八年审查一次的 RTC 越来越多；

(2)

理事会会按照四年的周期，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审查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3)

当前的职责是由 2014 年的执行理事会在其六十六次届会上批准的（决议 17（EC-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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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RTC 主办机构和国家可从定期审查获得的潜在效益；
审查了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二十七次届会关于开展 RTC 审查方案的建议，
认为采用基于风险方法来决定每八年开展实地或远程检查每个 RTC，这可为降低运行成本与确保
RTC 网络质量之间提供可接受水平的平衡；
决定更新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参见本决议的附录）；
要求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组长将有关检查 RTC 方式的建议提交给理事会。
______
注：决议取代决议 17（EC‐ 66），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9(EC-68)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1)

通过提供 WMO 教育培训计划未来方向和活动方面的建议，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关于 WMO 战
略规划流程的意见；

(2)

与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其它相关机构建立并保持信息分享机制，从而明确成员国优先
的教育培训需求；

(3)

就会员的工作人员教育培训的标准和推荐做法，为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

(4)

就监督、提高和强化 WMO 教育培训计划，包括指定如 WMO 区域培训中心等适当的培训机
构，为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

(5)

为执行理事会提供行动建议，根据持续的审查和评估，以提高奖学金计划的有效性；

(6)

支持教育培训计划的其它活动，包括按照需要编制并审核活动和指导材料；

成员组成：
(i)

专家组的组长将由本组织主席或指定的执行理事会成员担任。如果组长不能出席专家组会
议，她/他将指定一位专家组成员在其缺席时主持会议；

(ii)

除了主席以外，专家组最多由 12 人组成，并以个人身份加入专家组；

(iii)

成员应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其在教育培训方面的专业资历进行任命，尤其是在水文气象学和
气候学方面的资历，并且在考虑最合适的候选人时，要考虑到专家组在技术、地理和性别
等方面的适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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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除了以个人身份行使职责以外，专家组成员需要与区域协会 ETR 联络员和技术委员会定期
联系，以推动跨领域的协调和信息交流；

(v)

成员任期为四年，到期后可以再任四年，但任何人的总服务时间不得超过八年；

(vi)

可邀请其他感兴趣的组织（诸如 IOC（海洋教师全球学院）和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
联合技术委员会）作为观察员。

成员的任命：
执行理事会应通过如下的透明过程来任命专家组成员：
(i)

秘书长将致信给所有成员，抄送给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建议他们提名一位有适
当技能的人员，提交给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讨论。该信将在紧随大会后的执行理事
会召开前至少六个月发出。由相关国家的常任代表或区域协会主席或技术委员会主席同意
的书面提名应在大会前三个月内送达秘书长；

(ii)

秘书长将审核成员的资质，决定他们是否符合最低要求，并向紧随大会后的执行理事会提
交一份候选人优先名单；

(iii)

理事会将从秘书长编制的候选人名单中任命专家组成员。理事会可以选择成立一个遴选委
员会来审核秘书长提交的名单。理事会将授权主席在闭会期间出现职位空缺时，从执行理
事会通过的名单中挑选人员填补职位；

(iv)

根据《总则》第 35 条（2012 年版)规定，专家组组长可以邀请专家协助专家组进行审议。

行政事务：
根据《总则》第 37 条 (2012 年版)，本组织应为专家组成员出席会议提供财务支持。

决议 10 (EC-68)
世界气象组织 2015 年度财务报表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4 和 15 条；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组织财务报表的报告、外部审计员提交执行理事会的
报告以及 WMO 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进一步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关于正式批准世界气象组织 201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建议；
注意到 WMO 审计委员会对提交理事会审议和批准的 2015 年度财务报表给予了好评；
正式批准经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5 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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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将此财务报表连同其报告以及外部审计员的报告转发世界气象组织全体会员；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会员拖欠分摊会费数目较大；
敦促这些会员早日结清欠款。

决议 11(EC-68)
2017 至 2019 年会员会费分摊比额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75 (Cg-17) – 第十七财期会员的分摊会费，
进一步注意到：
(1)

2017‐2019 年会员分摊会费比例的依据是第七十次联合国大会（2015 年 12 月）通过的联
合国分摊会费的比例，并会根据会员构成的差异进行调整；

(2)

最低分摊比例维持在 0.02%，并进行了一些修正以确保所有会员分摊比例的增加均不会
超过 2015 年 WMO 比例的 200%的水平；

决定通过本决议附录中给出的 2017-2019 年会员会费分摊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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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1(EC-68)的附录
2017-2019 年期间会员分摊会费比例表
表1
第十七财期会员会费比例

会员

2015年会费
比例

拟议的2016年
会员比例

拟议的20172019年会员比
例

1

阿富汗

0.02

0.02

0.02

2

阿尔巴尼亚

0.02

0.02

0.02

3

阿尔及利亚

0.14

0.14

0.16

4

安哥拉

0.02

0.02

0.02

5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2

0.02

0.02

6

阿根廷

0.43

0.43

0.86

7

亚美尼亚

0.02

0.02

0.02

8

澳大利亚

2.04

2.04

2.30

9

奥地利

0.79

0.79

0.71

10

阿塞拜疆

0.04

0.04

0.06

11

巴哈马

0.02

0.02

0.02

12

巴林

0.04

0.04

0.04

13

孟加拉国

0.02

0.02

0.02

14

巴巴多斯

0.02

0.02

0.02

15

白俄罗斯

0.06

0.06

0.05

16

比利时

0.98

0.98

0.88

17

伯利兹

0.02

0.02

0.02

18

贝宁

0.02

0.02

0.02

19

不丹

0.02

0.02

0.02

2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0.02

0.02

0.02

2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2

0.02

0.02

22

博茨瓦纳

0.02

0.02

0.02

23

巴西

2.89

2.89

3.77

24

英属加勒比地区

0.02

0.02

0.02

2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3

0.03

0.03

26

保加利亚

0.05

0.05

0.04

27

布基纳法索

0.02

0.02

0.02

28

布隆迪

0.02

0.02

0.02

29

佛得角

0.02

0.02

0.02

30

柬埔寨

0.02

0.02

0.02

31

喀麦隆

0.02

0.02

0.02

32

加拿大

2.94

2.94

2.88

33

中非共和国

0.02

0.02

0.02

34

乍得

0.02

0.02

0.02

35

智利

0.33

0.33

0.39

36

中国

5.07

5.07

7.80

37

哥伦比亚

0.26

0.26

0.32

38

科摩罗

0.02

0.02

0.02

39

刚果

0.02

0.02

0.02

40

库克群岛

0.02

0.02

0.02

41

哥斯达黎加

0.04

0.04

0.05

42

科特迪瓦

0.02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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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克罗地亚

0.12

0.12

0.10

44

古巴

0.07

0.07

0.06

45

库拉索和圣马丁

0.02

0.02

0.02

第十七财期会员会费比例
会员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朝鲜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加
多明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法属波利尼西亚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中国香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2015年会费比
例

拟议的2016年
会员比例

拟议的20172019年会员比
例

0.05

0.05

0.04

0.38

0.38

0.34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67

0.67

0.58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4

0.04

0.04

0.04

0.04

0.07

0.13

0.13

0.15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4

0.04

0.04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51

0.51

0.45

5.51

5.51

4.80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7.04

7.04

6.30

0.02

0.02

0.02

0.63

0.63

0.47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26

0.26

0.17

0.03

0.03

0.02

0.66

0.66

0.73

0.34

0.34

0.50

0.35

0.35

0.46

0.04

0.04

0.08

0.41

0.41

0.34

0.39

0.39

0.42

4.38

4.38

3.70

0.02

0.02

0.02

10.68

10.68

9.54

0.02

0.02

0.02

0.12

0.12

0.19

0.02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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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财期会员会费比例
会员

2015年会费比
例

拟议的2016年
会员比例

拟议的20172019年会员比
例

基里巴提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立陶宛
卢森堡
中国澳门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02

0.02

0.02

0.27
0.02

0.27
0.02

0.28
0.02

0.02

0.02

0.02

0.05

0.05

0.05

0.04

0.04

0.04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14

0.14

0.12

0.07

0.07

0.07

0.08

0.08

0.06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28

0.28

0.3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1.81

1.81

1.4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6

0.06

0.05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1.63

1.63

1.47

0.02

0.02

0.02

0.25

0.25

0.26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9

0.09

0.18

0.02

0.02

0.02

0.84

0.84

0.84

0.10

0.10

0.11

0.08

0.08

0.09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12

0.12

0.13

135

摩纳哥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荷兰
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纽埃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0.15

0.15

0.16

136

波兰

0.91

0.91

0.83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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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财期会员会费比例
会员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葡萄牙
卡塔尔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卢西亚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南苏丹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泰国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5年会费
比例

拟议的2016
年会员比
例

拟议的
2017-2019
年会员比例

0.47
0.21

0.47
0.21

0.39
0.26

1.96

1.96

2.01

0.02

0.02

0.02

0.22

0.22

0.18

2.40

2.40

3.04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85

0.85

1.13

0.02

0.02

0.02

0.04

0.04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38

0.38

0.44

0.17

0.17

0.16

0.10

0.10

0.08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37

0.37

0.36

0.02

0.02

0.02

2.93

2.93

2.42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95

0.95

0.94

1.03

1.03

1.12

0.04

0.04

0.02

0.02

0.02

0.02

0.24

0.24

0.29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4

0.04

0.03

0.04

0.04

0.03

1.22

1.22

1.01

0.02

0.02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10

0.10

0.10

0.59

0.59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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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财期会员会费比例

会员

2015年会费
比例

拟议的2016
年会员比
例

拟议的20172019年会员
比例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10

5.10

4.41

18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2

0.02

0.02

183

美国

21.68

21.68

21.67

184

乌拉圭

0.05

0.05

0.08

185

乌兹别克斯坦

0.02

0.02

0.02

186

瓦努阿图

0.02

0.02

0.02

187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62

0.62

0.56

188

越南

0.04

0.04

0.06

189

也门

0.02

0.02

0.02

190

赞比亚

0.02

0.02

0.02

191

津巴布韦

0.02

0.02

0.02

100.00

100.00

100.00

181

合计

* 根据1993年4月8日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在解决其国名的分歧前，该国家在该组织的所有场合均称为“前南斯拉
夫马其顿共和国”。

表2
可能成为会员的国家

国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安道尔
赤道几内亚
格林纳达
教廷
列支敦士登
塞舌尔群岛
瑙鲁
帕劳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马力诺

评定
百分比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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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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21 (Cg-17) 基本系统委员会所负责手册和指南的维护流程，
忆及决议确定了“简单（快速办理）的流程”，即通过与由常任代表提名、之后由基本系统委员会
主席进行确认的联络员进行协商的过程，便可按建议对由基本系统委员会负责的手册进行修订的，
考虑到：
(1)

基本系统委员会管理组在其第十六次会议上建议修订手册的规定，这些规定在简单的流程中作
为“技术规格”，并且建议将由基本系统委员会所负责的手册和指南的规定视为技术规格，这
些技术规格则是简单流程的目的。

(2)

应进一步进行明确，手册中规定的定义有可能使用了简单流程进行修订，

决定：
(1)

将最后一步应添加到简单流程之中，这样 WMO 主席将代表执行理事会批准符合《总则》第
9(5)款的更改。

(2)

将对手册规定“简单（快速办理）流程”的适用限制定义为技术规格并在手册文本中作如此指
定；

(3)

将决议 21(Cg-17)所批准的流程修订后作为本决议的附录 1（更改段落为 1.3.1， 1.3.3.2
和图 1）；

(4)

将《技术规则》(WMO-No.49)卷 I 所进行的修订作为本决议附录 2，《电码手册》(WMONo.306)和《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在修订后作为本决议的附录 3；

(5)

将本决议的附录 4 中所列的手册和指南部分进行标记作为技术规格，这样里面作为建议规范的
各项规定便可使用简单（快速办理）流程来进行修订；

(6)

未来将根据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的建议对标记作为技术规格的章节进行修改，并提交给执行理
事会届会批准或是由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批准；

要求秘书长介绍规范性文件中的上述修订，并在必要时进行编辑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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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2(EC-68)的附录 1
载入手册内容为许可采用简单流程的文字

[注：本附录基于 CBS Ext(2014)建议 15 的文本并经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 21 通过。约定

使用的经批准的更改文本用绿色虚线下划线表示，红色删除线表示为删除的文本。]
1. 修订基本系统委员会负责的 WMO 手册的流程
1.1

指定负责的委员会
基本系统委员会应为每个手册和指南指定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其负责手册和相关的技术指

南。开放领域计划组可以选择指定一个专家组作为指定的委员会，从而管理手册所有或部分的更改；
如果没有指定的专家组，OPAG 实施协调组则会作为其指定的委员会。
1.2

一般性验证和实施流程

1.2.1

提案修订

基本系统委员会负责对手册或指南的修订，其应以书面的形式向 WMO 秘书处进行提议。提议
应阐明需求、目的和要求，并且包括技术事宜的联络员信息。
1.2.2

草拟建议

手册或指南相关部分的指定委员会由秘书处进行支持，其应验证规定的要求（除非是对 WMO
技术规则有影响的修订），并适当制定针对需求的建议草案。
1.2.3

批准流程

指定委员会的建议草案按照下文第 1.7 部分中的流程进行验证之后，根据修订案的类型，指定
的委员会应为修订案的批准选择以下其中一项流程：
简单的 （快速办理流程)(详见 1.3)；
•

标准的 （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之间通过修订案的流程） (详见 1.4)；

•

复杂的（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期间通过修订案的流程）(详见 1.5)。

1.2.4

实施日期

指定的委员会应明确实施的日期，以便给予 WMO 会员在通知日期之后有足够的时间实施修订。
除了简单（快速办理）的流程，如果通知和实施日期之间的时间少于 6 个月，指定的委员会应记录
下其决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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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出台

且不论以上的流程，作为一项特殊的措施，以下流程考虑了用户之所急，将元素引入技术细节
列表，或纠正错误：
指定的委员会制定的建议草案应按照 1.7 中定义的步骤来进行验证；

(a)

业务运行前使用列表清单可用于业务数据和产品的建议草案，应由指定的委员会主席、负责

(b)

OPAG 主席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进行批准。业务运行前列表清单在 WMO 网络服务器上保
持在线；
(c)

业务运行前列表清单随后应通过业务使用的 1、2、3 流程之一进行提交批准；

(d)

任何与技术实施相关联的版本号应该在最不显著级别上进行递增。

1.2.6

发布更新的版本

一旦通过手册和指南的修订，与手册相关部分的更新版本将以商定的语言发布并进行出版。秘
书处应通知 WMO 所有会员该部分更新版本的可用性，在 1.2.4 中也提及了通知的日期。如果在修
订时修订案不纳入相关手册或指南的出版文字中，那么应该有一项机制，即在实施时公布修订案和
永久记录保留修订案的序列。
1.3

简单的 （快速办理）流程

1.3.1

范围

简单（快速办理）流程应仅影响希望利用修改的会员用于对已被指定和标记作为“简单流程可以应用
于此的技术规范”手册中组成部分的修改。
注：在电码手册中加入代码列表项的示例。
1.3.2

认可

建议草案由其负责的委员会进行制定，包括修订案的实施日期，其应提交至相关 OPAG 主席进
行认可。
1.3.3

批准

1.3.3.1

细微的调整

认为在描述性文本中改正印刷错误是一个细微的调整，并且将由秘书处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
协商后完成。参见图 1。
注：图 1 是从 1.3.3.3 复制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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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委员
会

OPAG 主席

CBS 主席（与技
术委员会主席们
进行协商）

图 1 – 经由细微的调整从而通过手册修订案
1.3.3.2

其他类型的修订

对于其它类型的修订，英语版本的建议草案，包括实施的日期，应分发给联络员，以便在答复
截至日期之前的两个月之内征求对相关手册事宜的意见。然后，应将其提交给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
并与其它受更改影响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们共同协商。如果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批准了更改，其应转
给代表执行理事会的 WMO 主席，以便其进行审议和通过。
1.3.3.3

频率

每年五月和十一月可以两次通过快速流程批准修订的实施。参见图 2。
或

指定的委员
会

OPAG 主席

有关手册事宜的联络员

基本系统委员会
主席（与技术委
员会主席们协
商）之后转至
WMO 主席

图 12 – 经由简单（快速办理）流程通过的手册修订案
1.4

标准的 （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之间通过修订的流程）

1.4.1

范围

应将标准的流程（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之间通过修订案的流程）用于对更改有业务影响的那
些会员，而其又不希望利用更改，尽管只是有轻微的财务影响。
1.4.2

批准建议草案

对于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之间直接通过的修订案，由指定委员会起草的建议草案，包括了修订
案的实施日期，其应提交给负责 OPAG 的主席、基本系统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进行批准。基本系
统委员会主席应与受更改影响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们相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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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至会员

经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批准之后，秘书处使用出版手册所用的语言向所有 WMO 会员发出建议，
包括修订案实施的日期，提交的意见应在修订案分发之后的 2 个月内进行提交。如果通过电子邮件
向会员们发送建议，修订的过程应以公告形式告知，其包括日期，例如通过 WMO 网站上的 WMO
业务公报，从而确保所有相关的会员得到通知。
1.4.4

同意

如果那些 WMO 会员在修订案分发的两个月内没有回复的话，那么即认为其同意修订。
1.4.5

协调

提请 WMO 会员指定联络员，其负责与指定的委员会讨论所有的意见/分歧。如果指定委员会和
联络员之间对 WMO 会员具体修订案的讨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该修订案将由指定委员会重新
审议。如果 WMO 会员不能同意所产生的财务或业务影响属较小程度，那么重新起草的修订案将通
过复杂的流程进行批准，其在 1.5 部分进行了描述。
1.4.6

通告

一旦 WMO 会员同意修订，并且负责 OPAG 的主席、基本系统委员会副主席及主席（还应先与
其它受更改影响的委员会主席们进行协商）进行协商之后，由秘书处同时通知 WMO 会员和执行理
事会成员经批准的修订案和其实施的日期。参见图 3。

指定的委员
会

OPAG 主席和 CBS 主席及副
主席与技术委员会的主席们
进行协商

WMO 会员表
示同意

告知 WMO 会员
和执行理事会

图 23 – 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之间通过的修订案
1.5

复杂的 （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期间通过修订案的流程）

1.5.1

范围

在简单（快速办理）或标准流程（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之间通过修订案的流程）无法应用于
更改的时候，使用复杂的流程（在基本系统委员会普通或特别届会期间通过修订案的流程）。
1.5.2

流程

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期间通过的修订案，由指定委员会提出其建议，包括修订案实施的日期，
给负责开放计划领域组的实施/协调组。建议随即转到受更改影响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们进行协商，
并将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上提请审议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们提出的意见。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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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在届会召开前不迟于 45 天进行分发。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开完后，该建议将提交至执行理事
会届会，以便作出决定。参见图 4。
指定委员
会

负责 OPAG 的
实施协调组会
议

CBS 届
会

执行理事
会 届会

与受更改影
响的技术委
员会主席们
进行协商

图3 4 – 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期间通过的修订案
1.6

对现有手册内容进行改正的流程

1.6.1

改正手册内项目的错误

凡在手册内定义元素的项目条款中发现小错误（例如输入错误或不完整的定义），那么该条款
将进行修订和重新发布。任何与条款相关联的版本号都进行编辑，这是更改的结果，但其递增应是
在其最低水平上进行。但是，如果更改影响了条款的意思，那么应创建一个新的条款，并且现有的
（错误的）条款应标记为弃用。这种情况根据上述的 1.3.3.1 视为略微的调整。
注：此类更改应用于条款的例子为针对表驱动码格式或 WMO 核心元资料配置文件的代码列表
格式，其描述包括不改变描述含义而进行更改印刷错误的代码列表条目。
1.6.2

检查是否符合手册的要求的方式，其技术规格中的错误可以改正

如果一致性检查规则中发现错误的技术规格，首选的方法是使用简单（快速办理）流程或标准
的（在届会之间通过修订案的流程）方法添加新的技术规格。新的一致性检查规则应替换旧的规则。
适当的解释应加入到一致性检查规则的说明之中，从而澄清其做法与修改的日期。
注：这种修改的例子是改正 WMO 核心元数据资料配置文件的一致性检查规则。
1.6.3

改正错误的提交

这种更改应通过简单（快速办理）流程进行提交。
1.7

验证的程序

1.7.1

对必要性和目的记录在案

进行更改的必要性、目的和提议应记录在案。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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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记录在案

此文件应包括以下所述提议的验证测试结果。
1.7.3

相关应用的测试

对于对自动化处理系统有影响的更改，验证之前所要求的测试范围应由指定委员会在个案的基
础上，根据更改的性质而决定。涉及系统中高风险和/或高影响的更改应通过至少两个独立研制的工
具集和两个独立的中心的使用而进行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应提供给指定委员会，以便检验
技术规格。

决议 12(EC-68)的附录 2
《技术规则》(WMO-No.49)卷 I 中的修订文本
删除以下第 15 段，并在一般规定中予以说明：
15.

如果修订的建议由相应的技术委员会提出，而新规则的实施是当务之急，本组织的主席

可代表执行理事会，根据总则中规则 9 (5)采取行动。
注：快速流程可以用于补充某些代码和相关代码表，见附录 II (电码手册(WMO-No.306))。附录
II 中有关于快速流程应用的详细描述。
在同一地方插入以下段落：
15.

如果修订的建议由相应的技术委员会提出，而新规则的实施是当务之急，本组织的主席

可代表执行理事会，根据总则中规则 9 (5)采取行动。
注：简单的（快速办理）流程可用于附录 II 中技术规格的财务影响较少的修订《 电码手册》
(WMO-No.306)，可用于附录 III 中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386))，可用于附录 IV
中(《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可用于附录 V 中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544))，可用于附录 VII 中(《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简单（快速
办理）流程的应用在那些附录中进行了定义。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可代表执行理事会批准修订，见
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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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2(EC-68)的附录 3
《电码手册》(WMO-No.306)和《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中删除的文本
将《电码手册》(WMO-No.306)第 I 部分卷 I.1 引言中标题为“电码手册修订流程”部分的段
落 1 至 6 删除。
将以下《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附件 C 中的 C.2 部分的文本和图标删除。

决议 12 (EC-68)的附录 4
由基本系统委员会负责的手册中被指定为技术规格、可使用简单流程更新的方面
指定手册和指南的以下组成部分作为可应用简单流程的技术规格。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附件 A、附件 C 的第 2 部分第 3 节（资料字典）
《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1061)：第 4 部分（元资料指导意见），附录 D（培训和学习
指南）
《 全 球 电 信 系 统 手 册 》 (WMO-No.386) ， 附 篇 I-1( 船 舶 天 气 报 告 和 海 洋 报 告 的 收 集 安 排
(BATHY/TESAC))、附篇 I-2(主要电信网络配置)、附篇 II-5(资料符号 T1T2A1A2ii 的缩写标题)。
《信息技术安全指南》(WMO-No.1115)，整篇文档
《经互联网接入 GTS 中心之间的虚拟专用网(VPN) 指南》(WMO-No.1116)，整篇文档
《电码手册》卷 I.2 中所有的表格和模版(WMO-No.306)。卷 I.3 中所有的代码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MO-No.1160）。附录 2.4（WIGOS 元数据专用标准）

决议 13(EC-68)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以往决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2)

决议 13(EC-67) –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以往决议；
《总则》(2015 年版)第 156 条第 9 款- 关于执行理事会决议的审议；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3)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中关于同一主题的第 27 条；

审查了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
决定：
(1)

(2)

以下决议继续有效：
EC‐IV
2
EC‐XII

6

EC‐XXXIV

13

EC‐XXXV

21

EC‐XXXVI

6

EC‐XL

4

EC‐XLIV

15

EC‐XLV

13

EC‐XLVIII

3， 4， 12

EC‐LI

5

EC‐LVI

9， 18

EC‐LVII

5， 17， 18

EC‐LVIII

15

EC‐LIX

16， 17， 19， 26， 27

EC‐LX

4， 6， 18

EC‐LXI

4， 8， 14

EC‐LXII

15

EC‐LXIII

8， 13

EC‐64

2， 5， 6， 8， 13， 14， 15， 16， 17， 18， 20， 22， 23， 24*， 26

EC‐65

3， 4， 6， 7， 8， 10， 11， 12， 19， 20

EC‐66

2， 3， 4， 5， 7， 9， 10， 11， 13， 18， 20， 22， 24

EC‐67

1， 2， 3， 4， 5， 6， 7， 9， 11， 12

在第六十八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概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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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出版这些有效的决议，包括附勘误表的新版《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议》(WMO-No.508)，
并将该出版物介绍给所有相关方。
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13(EC-67)，后者不再生效。

*表示那些提及的决议有些目前已不再生效（见本决议的附录）。

决议 13(EC-68)的附录
下列决议的脚注
1.

决议 24(EC-64) – 《WMO 出版物的规划和制作指南》

决议 20 (EC-62)不再生效。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决定 1（EC-68)
届会的组织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主席在 WMO 主席团建议的基础上提议的临时议程，
批准本报告总摘要附件 1 中所示的临时议程；
决定建立下列届会期间委员会：
(1)

2018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委员会（开放性) ；
主席：WMO 第二副主席

(2)

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委员会(开放性)；
主席：S. Barrell

(3)

IMO 奖评选委员会
主席：WMO 第三副主席
成员：A. Kijazi、G. Adrian、T. Sutherland

(4)

2016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评选委员会
主席：郑国光
成员：R. Philippe、A.C. Saulo、M. Lopez 和 WMO 主席

(5)

Väisälä 奖评选委员会
主席：T. Sutherland
成员：L.S. Rathore 和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主席

进一步决定任命 F. Teshome 担任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的报告员；
认同届会的工作安排：
(1)

会议的工作时间：9:30-12:30 和 14:30-17:30；

(2)

届会议题的安排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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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总则》第 112 条有关记录的批准。

决定 2 (EC-68)
审议报告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WMO 主席、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以及秘书长的报告，其中强调了自理事会上次届会
以来本组织、其组成机构以及秘书处活动的进展情况；
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本组织主席根据《总则》第 9(7) 条和第 9.5 条《人事条例》代表理事会做
出的决定；
解决了实施战略计划、特别是优先领域、各自议题下届会决定中已报告的差距和挑战；
审议了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在各自议题下的建议；
注意到在届会后本报告将汇编在一个单一卷宗内。

决定 3 (EC-68)
WMO 减少灾害风险治理，用户界面机制和减少灾害风险路线图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适当的治理机制以通过减少灾害风险计划
来指导实施 WMO 减少灾害风险优先重点（见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带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157)总摘要第 3.2 节）；

(2)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指定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应通过并认同减少灾害风险路线图
最终版本；

(3)

决议 5（EC-67） – 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通过该决议执行理事会建立了该工
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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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议 8（EC-64）–提高会员减轻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灾害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
及其附录，其中批准建立四个 WMO 减少灾害风险用户界面专家咨询工作组，分别是：灾
害和风险分析、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风险融资

(5)

决议 52（Cg-16）-减小灾害风险计划，及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带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
告(WMO-No. 1077)的附录 2，其中确定了 WMO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的战略优先重点和实
施框架；

进一步回顾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再次确认建立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的减少灾害风险联络员并
要求增加区域协会联络员作为一种机制以支持 WMO 在这些机构间、其主席和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的
工作组和专家组协调减少灾害风险活动；
审议了以下建议：
(1)

2016 年 4 月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EC WG/DRR）第一次届会监督区域协会、
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 WMO 减少灾害风险联络员的工作，并将专题 WMO 用户界面专家
咨询组的名字改为 WMO 用户界面工作组以反映他们就具体成果开展工作（而不是仅提供
咨询）；

(2)

基本系统委员会管理组（2016 年 2 月）向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建议减少灾害风
险治理结构应做调整，更加重视提供服务而不是咨询组，并调整专题 WMO 用户界面专家咨
询组的职责以授权他们开展工作；

认识到减少灾害风险区协、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联络员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技术委员会负责监督
减少灾害风险这一交叉性计划，而减少灾害风险是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的一项关键优先
重点；
进一步认识到：
(1)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的愿景是为了以更具协作性、更具成本效益、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式
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基于科学的贡献，以保护生命、生计和财产，主要是通过加强国
家和国际层面上减少灾害风险领域的能力和伙伴关系；

(2)

减少灾害风险是一个交叉性的问题，其中需要天气、气候和水文专业人员、灾害风险管理
专业人员、社会和经济专家以及各部门专家的专家知识和协作；

(3)

WMO 减少灾害风险路线图概述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整个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和贡献；

(4)

2015-2030 年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涉及所有灾害（包括自然和人为）的风险，其中很多
规定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关系密切；

注意到 2015 年 12 月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灾害和风险分析第一次会议的结果以及 2016 年 4 月用户
界面专家咨询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第一次会议的结果；
进一步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正在审议 WMO 附属机构的结构和管理；
同意将专题 WMO DRR 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的名字改为 WMO DRR 界面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54

决定建立以会员为中心的 WMO 减少灾害风险治理，由以下方面组成：
(1)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减少灾害风险联络员”在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
作组的指导下在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之间协调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活动；

(2)

专题减少灾害风险用户界面工作组就清晰的可交付服务开展工作，并向执行理事会 WG /减
少灾害风险报告；

要求秘书长：
(1)

根据会员提出的意见建议更新减少灾害风险路线图草案后提交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
作组 组长供审议，并将其建议提交 WMO 主席，由主席根据 WMO 总则第 44 条代表理事
会进行批准。

(2)

支持规划各工作组的实际和虚拟会议，这些工作组组成了 WMO 减少灾害风险治理结构，
负责记录其成果并让会员了解最新的信息，还要求秘书长在可用预算资源范围内促进开展
这一重要事宜；

提请会员（通过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名 WMO 减少灾害风险联络员，并将记录在 WMO 国家
概况数据库中；
敦促 WMO 联合发起计划、联合倡议和伙伴组织的代表积极参与和支持“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
技术计划减少灾害风险联络员”的工作并将其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组和任务组的工作和意见转
达给该工作组；
敦促 WMO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的工作结构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实施机制
开展更好的协作，为特定国家的减少灾害风险措施规划和提供技术咨询和协调支持；
敦促用户界面工作组以及公共天气服务计划下的专家组充当准用户界面平台-GFCS 的支柱之一 - 协
调将合作组织的其他关键投入纳入 GFCS。这将增加与其他 GFCS 优先领域（卫生、粮食安全、水、
能源）和行业（城市服务、运输）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

决定 4(EC-68)

系统性描述和编目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以及各自灾害信息的标准化

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要实施决议 9（Cg-17）-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编目标识符；
注意到技术委员会的若干工作组和专家组开展的工作，如气候学委员会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定义任
务组和气候风险与具体行业指数专家组、以及基本系统委员会多灾种预测影响和沟通任务组；
审议了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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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以及其用户界面专家咨询小组关于
灾害和风险分析的建议；

(2)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的减少灾害风险联络员；

进一步审议了系统性描述和编目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以及实现各自灾害信息标准化的可能方法，
在本决定附录中提供；
认同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建立 WMO 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编目计划间任务组的建议，
作为一个协调机制，由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的代表担任联合组长，成员包括从事极端天
气、水和气候事件的编目和编码灯各方面的技术委员会的专家；
要求技术委员会和相关 WMO 计划派遣/提名负责处理有关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编目和编码等
各方面的专家；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联合牵头此项活动；
要求区域协会让其相关工作组参与支持 WMO 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编目计划间任务组的工作；
要求 WMO 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编目计划间任务组向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报告其活
动和成果供审议，并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可能的建议；
要求秘书长协助 WMO 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编目计划间任务组的工作。

决定 4(EC-68)的附录
系统性描述和编目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以及各自灾害信息的标准化

1.

背景

1.1
在决议 9（Cg-17）- 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编目标识符，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
定规范天气、水、气候、空间天气和其他相关环境灾害等信息。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还决定制定
编目极端和高影响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标识符。这些措施将促进数据集之间的互可操作性，也将
推进会员在各个时间尺度做好准备和适应工作，并确保这些资料的质量，包括极端事件的官方认定/
验证，以及事件资料和趋势指数的归档。一旦全面实施，WMO 将能够为其会员和国际社会提供一
份标准的、不断更新的全球灾害及极端事件发生的数据集，包括气候变化的归因。
1.2
这个资源可适用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多种特定的和战略性目的。事件发生的资
料与有关损失和损害相关资料相链接，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监测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
灾害风险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1.5 条任务以及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系统编目事件发生的资料将提高极端天气事件对各种气候驱动因素的归因（诸如厄
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以及人类引发气候变化影响的归因。这种能力还将促进所有时间尺度
上的准备和适应，并提供这些资料的质量保证，包括官方指定/验证极端事件以及归档事件资料和趋
势指数。此类资料对于研究、风险评估和保险业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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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领域和所需的组织机构贡献

2.1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合作，基本系统委员会（CBS）负责提交一份关于实施决
议 9（Cg-17）的提案，并提交 WMO 执行理事会审议。虽然基本系统委员会的任务是专注于制定
实现标识符标准化的方案，其中有多个该决议中涉及的要素，这对于将要实施的此类方案也是非常
必要的。其中包括：
(a)

一些事件可被编目并收到唯一标识符（诸如干旱、不同类型的洪水、热浪/寒潮、各类风
暴和灾害性天气、空间天气等。已经确定了一个灾害事件类型的初步清单）；

(b)

用于或推荐用于说明和记录每类事件的指数和参数（即其幅度、地点、时间和持续时
间）；

(c)

为每个事件分配唯一标识符的编码方案和治理机制，包括标识符格式和实时分配标识符
的机制。这必须要足够灵活，以克服遇到的一些困难，如以下几种困难：确定一个事件
（类别）停止以及另一个事件开始的时间方面，或是一个事件可影响多个国家，或是一
个事件触发另一个或另几个其他事件（例如台风触发洪水）；

(d)

记录或编目事件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如何存储有关各种事件的资料，以便可利用为其分
配的唯一标识符来查询这些资料）。

2.2
在 WMO 减少灾害风险灾害风险分析用户界面专家咨询小组（UI-EAG HRA）2015 年
12 月的会议上，汇编了一个实施决议 9（Cg-17）用户需求的详细清单。
3.

可能的方法

3.1
可能的方法是以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内现有的业务过程（如预警和气候报告）为基础，
并不一定要创建新过程。下面的示意图（图 1）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其中包括：
(a)

预警：会员定期发布预警的使用情况，其中包括有关灾害特性以及对生命财产潜在影响
的宝贵信息。它们包括有关危害、事件发生时间、受灾地区及严重程度的观测到的和预
测的信息、以及可能产生影响的简短描述（针对某些国家）。尽管预警是综合集群的，
预警中的标准化信息（如采用通用警报协议）可被用作一个代理，以确定事件（时间上
和空间上）。加上预警，在可行情况下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将可使用事后评估程序以确
定、描述和记录极端事件；

(b)

气候极端信息：气候信息可被用于提供建议和声明以向用户提供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气候
异常变化或预测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参与防灾、减灾和应对灾害的用户，从而促进他们
做出有依据的决策；

(c)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区域气候中心（RCC）：为该框架提供骨干支
持，该框架将可接收标准化的极端灾害事件区域水文气象信息、分析预警以确定群集
（及发布事件标识符）以及处理标准化的气候信息。还将在被传输至 WMO 全球灾害数
据库之前，对每个事件进行验证；

(d)

WMO 全球灾害信息牵头中心（LC-GHI）将被指定负责将综合极端灾害信息纳入 WMO
全球灾害数据库；

(e)

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影响信息的联系。将与影响数据库的管理人建立伙伴关系，
以共享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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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框架的成果可提供宝贵的反馈机制，以改进基于影响的预警和气候监视系统。

图 1：报告极端事件的总体框架

3.2
这种做法也将以技术委员会现有的工作为基础，并利用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
建立的 WMO 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编目计划间任务组（IPTT-CWWCE），作为一个协调机制，
由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的代表担任联合组长。协调工作应促进实施决议 9（Cg-17）的
全组织框架，即根据需要修订 WMO 技术规则，包括手册和指南的建议（如《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
系统手册》和《WMO 信息系统手册》），以及编写 WMO 灾害和极端事件编目及相关信息交换的
全球做法参考手册。IPTT-CWWCE 的成员应包括技术委员会的专家，这些委员会参与有关极端天
气、水和气候事件的编目和编码的各个方面。
3.3
IPTT-CWWCE 的职责将依据决议 9（Cg-17），并与相关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以及
WMO 编目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计划间任务组（IPTT-CWWCE）的成员进行协调，其职责如下：
(a)

迄今，评估 WMO 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会员与决议 9 相关的工作已经完成（如
WMO 气候学委员会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定义任务组（TT-DEWCE）、气候学委员会气
候数据库管理系统专家组（ET-CDMS）开展的工作以及基本系统委员会和 WMO 减少
灾害风险服务部开展的工作）；

(b)

制定 WMO 架构以定义、描述、编码（唯一标识符格式和方案）、记录和报告极端事件
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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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开展一项示范项目，以测试 WMO 架构并改进建议；

(d)

制定 WMO 建议和实施计划（利用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会员的相关工作并包括评估
对国家和区域中心的工作影响）以及根据需要修订 WMO 技术规则（包括手册和指南）
的建议案（例如《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和《WMO 信息系统手册》），并提
交给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

(e)

通过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区域协会主席的（PTC/PRA）协商，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
交一份正式提案和实施计划供其批准。

决定 5（EC-68）
向公众提供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服务

执行理事会，
铭记仍有许多人失去生命，且与水文气象灾害相关的社会经济成本在继续上升，这部分是由于缺乏
了解水文气象灾害对安全和福祉的影响及其后果；
忆及决议 2（Cg-17） - 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以及决议 5（Cg-17） -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和决议 21（Cg-15）– 关于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之间合作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
认识到仅提供良好的天气或洪水预报或预警是不够的 – 人们目前需要的是如何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
的信息 – 并认识到预警和预报服务的效用是基于人们利用该信息并采取保护措施的能力；
确认从天气及洪水预报和预警到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所取得的进展代表着许多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在服务提供方面的范式转换，而且完全与 WMO 服务提供战略实施计划相符合；
进一步确认了解灾害风险并提供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通常超出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职责，并
要求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政府内外部的伙伴机构开展密切的合作；
考虑到有必要尽全力帮助会员更积极响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从而发挥其的作用，作为人们希望
听到和了解的权威声音；
注意到秘书处在 2015 年编写了《WMO 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指南》(WMO-No.
1150)，并根据该出版物实施了一系列国内规划活动，以指导和帮助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关
键利益相关方设计和实施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并注意到在有关公共天气服务的培训活动
上，为大量参与者介绍了该预报方法的原理和益处；
同意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这一新的服务提供领域需要在国家援助下可持续和长期地加以开发，不仅
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还需要耐心和毅力，且重要的是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愿意开展合作和共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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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及专业知识；并认为是时候以规划活动和汲取的经验教训的为基础，并加快帮助会员实施多灾种
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
敦促会员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加快采用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这将有助于其致力于防
灾和减灾工作；
提请具备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方面经验的会员与秘书处合作，通过结对、辅导和培训，
与那些希望效仿此法的会员共享其知识和经验；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协调，在其第十六次届会（2016 年 11 月）上作为一项要务，
通过其公共天气服务开放计划领域组，依据《WMO 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指南》以及
从 2015 年启动的国内活动所汲取的经验，启动编写实用指南材料，以便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逐步
实施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作为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一部分；
要求秘书长协调建立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援助的指标系统的过程，通过组织培训以及为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利益相关方提供国内支持，为那些提出援助要求实施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
预警服务的会员给予援助；并寻求与更先进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发试点
项目，旨在该方法最终在其业务中主流化，并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报告该领域的进展。

决定 6（EC-68）
通用警报协议的实施

执行理事会，
意识到有重大机遇确保为全球各社会提供基于标准的、全灾种、所有媒体的公共预警；确保通用警
报协议（CAP）标准可满足用于协调预警和警报分发机制的长期需求；以及确保 WMO、国际红十
字会和红新月联合会（IFRC）、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敦促各国实施 CAP 适用的预警系统；
忆及决议 5（Cg-17） -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认识到 CAP 的关键益处在于预警信息发送器能够激活多个单一输入的预警系统，这可使多个系统提
供的信息具有一致性；
注意到 CAP 标准信息格式具有对现有警报和预警系统及技术至关重要的特征，同时是一个突破性标
准，为技术创新、不同系统的整合以及灾害监测、分析、警报、预警和公示等技术的信息无缝共享
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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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WMO 对 CAP 的宣传极为一般，没有正式资助 CAP 活动。然而，有更多的会员已开始从 CAP 获
益，而且 WMO 目前应当提高对 CAP 的宣传水平。目前尤令人担心的是，目前 CAP 效益的实现主要
是通过高度发达的会员，而不是那些最需要改进公共预警的最不发达国家；
考虑到通过 CAP 实施研讨会（十多次公共天气服务主导的 CAP 启动研讨会，有 50 多个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参加）、培训材料、视频和指南以及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建立的预警主管机构注册，WMO
在全球 CAP 方面拥有巨大的领导作用，这可便于各会员实施 CAP；
要求秘书长：
(1)

采取各种新措施，尤其要促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员加快实施 CAP，并且尤其要
坚定倡导 CAP，例如确定目标日期和 WMO 各区域实施 CAP 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数量；

(2)

除目前通过 CAP 启动研讨会提出的内容以外，还要鼓励与私营行业更积极地合作，强化培
训；

(3)

鼓励针对厂商的培训，特别是其产品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得到广泛使用的厂商；

(4)

启动合作技术支持机制措施，例如“专家答疑”讨论表，以及对用于 CAP 启动会的免费软
件的正式支持；

(5)

与美国国家天气局合作促进其提供新的“WMO 预警中心”，免费供所有会员使用，这将会
促进 CAP 格式官方预警的分发；

要求水文学委员调研 CAP 等新协议在水文灾害公共预警方面的适用性和优势；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在 WMO《技术规则》中制定 CAP 使用规定，确保会员运行的 CAP 适用的预警系统
的协调；

(2)

通过公共天气服务开放计划领域组协调强化的 CAP 相关活动，例如在科普和技术期
刊中发表关于 CAP 的文章，编制短视频以作为公益宣传；

邀请更先进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通过自愿参加 CAP 启动会，作为教员提供其专业知识，从而为此
项工作扩大极为有限的主要以讲英语为主的教员队伍；
敦促会员相互间以及向秘书处告知其对实施 CAP 的需求，以便采取适当行动，直接帮助它们或帮助
安排其它会员、非政府组织（如 IFRC）及其它伙伴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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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EC-68)
洪水预报倡议活动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21 (Cg‐15) – 加强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之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
进一步注意到决议 15(Cg‐16) – 建立 WMO 洪水预报倡议活动咨询组，咨询组第二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1‐3 日，日内瓦）制定了 2016‐2019 年新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以下主要任务：
(1)

(2)
(3)
(4)

确保所有主要示范项目及其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灾害性天气
预报和减少灾害风险示范项目、暴洪指导系统）包含各种要求并反映有效和可持续洪水预报
的设计和实施的有效做法；
确保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捐助方、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提供指导材料，以便努力加强
国家服务部门的洪水预报能力；
促进编制现有培训计划的清单以及根据对洪水预报端到端系统的整体培训需求编制相关的参
考材料，以便确定弱点或差距，并建议编制克服弱点并填补空白的更多材料；
确保通过综合洪水管理服务台提供指导材料和培训；

考虑到：
(1)

WMO 洪水预报倡议活动咨询组工作计划进一步概括了每个主要任务的活动。在任务 1
和 2 下，概述了具体的活动以改进洪水预报能力，主要通过增强主要示范项目之间的协
作以及增强与评估向水文部门的服务提供能力的效率（效益）相关持续工作的协作。可
通过建立编制洪水预报的端对端早期预警系统评估指导方针的小组得以实现，指导方针
可包括资料质量和观测系统的维护，以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参与应对措施；

(2)

WMO 洪水预报倡议活动咨询组认识到提供指导材料和培训的重要性。工作计划中的任
务 2、3、和 4 被定为编制现有指导材料和培训材料的清单并评估其优点和缺点，旨在
优先排序需要进一步编制的材料。为了促进有效地获取此类材料和援助，洪水预报倡议
活动咨询组认为 WMO/全球水伙伴洪水管理联合计划应设计一个合适的界面，以通过其
服务台提供支持；

回顾到“WMO 洪水倡议活动”的目标是为了“提高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共同为洪水预报和警报
提供所需的及时和更为准确的产品与服务，并与灾害管理部门合作积极参与洪水应急准备和响应
( … )”；
认识到 WMO 洪水预报倡议活动咨询组付出的努力有助于确保所有重大示范项目和组成部分包括各
种要求并反映提高洪水预报能力的有效做法；
认同 WMO 洪水预报倡议活动咨询组及其 2016‐2019 年工作计划，以：
(1)

确保所有重大示范项目和组成部分包括各种要求并反映有效和可持续洪水预报的设计和
实施有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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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编制洪水预报的端对端早期预警系统评估指导方针的小组并协助会员评估其洪水预
报能力；

敦促 WMO/全球水伙伴洪水管理联合计划应设计一个合适的界面，通过服务台为希望加强其洪水预
报的端对端早期预警系统的会员提供援助；
提请会员尽一切必要努力来支持洪水预报倡议活动并利用：各种机遇以提高实施示范项目取得的洪
水预报能力；评估会员洪水预报的端对端早期预警系统的能力；服务台作为一个界面，以寻求对实
施该系统的指导和援助。

决定 8(EC-68)
暴洪指导系统

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每年暴洪可导致数千人死亡，同时造成全世界重大的经济损失，而科技进步可制作早期预警；
回顾到决议 21 (Cg-15) – 加强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之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其中要
求秘书长支持实施示范项目，如全球范围的暴洪指导系统；
注意到倡议活动取得了不断的成功，已实施了越来越多的项目或是正在实施过程中，而且已有越来
越多的会员实现了暴洪指导系统的效益，例如非洲南部区域暴洪指导、中亚区域暴洪指导、黑海和
中东区域山洪指导以及东南欧暴洪指导系统；
回顾到通过 WMO、水文研究中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天气局、和美国国际发展局美
国对外援灾办公室（USAID/OFDA）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来实施暴洪指导系统覆盖全球的项目；
进一步回顾到倡议活动的目标是传播和实施可提供暴洪早期预警的技术，特别是在没有此类暴洪早
期预警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注意到：
(1)

2017 年 3 月在土耳其举办“全球暴洪指导研讨会：推进业务使用”的提案，由
USAID/OFDA 提供资金；

(2)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共享汲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支持暴洪指导系统应用的新发展，
开发暴洪指导系统业务用户网络，并让灾害管理机构参与更为有效地协调预警和响应活
动；

(3)

此次活动的主要成果将是一系列关于暴洪指导系统如何发展的建议，包括暴洪指导系统
需要开展什么额外工作以实现地方可持续提供气象水文服务从而减少洪水造成的生命和
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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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全球暴洪指导研讨会：推进业务使用”由 USAID/OFDA 提供资金，对常规预算没有影响；
提请会员协助其专家参与全球研讨会。

决定 9(EC-68)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执行理事会，
铭记灾害性天气事件会造成重大生命损失、降低生活水平、造成财产破坏，而气候变化会加重灾害
性天气事件；
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缺乏人力和技术能力，甚至无法提供
基本水平的服务，包括充分的灾害性天气预警计划，也无法充分利用不断进步的预报技术；
认识到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正在成功地加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的能力，以提供更好的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警，从而挽救生命、改善生计、保护财产，该项目已提
高了高影响天气事件预警的提前时间和可靠性；
注意到该倡议非常成功，目前越来越多的子项目正在南部非洲、西南太平洋、东非、东南亚、孟加
拉湾和中亚运行或准备运行，并计划扩大到西非、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南美南部、东南欧和
大洋洲；
忆及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即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应当是一个终端到终端的跨计划的
协作活动，通过其各自的技术委员会涉及所有 WMO 与水文气象灾害实时预报相关的计划：从观测、
信息交换、为公众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应用/用户部门提供服务、教育和培训、能力建设和支持最不
发达国家、以及将相关有前途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业务；
认识到：
(1)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主要目标是（a）确保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中可用的有关
灾害性天气发生的有价值的预报信息被发展中国家有效地用于业务；以及（b）进一步
发展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的三层结构，应用分级预报程序，支持可持续的长期业务
机制，以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灾害性天气预报能力；

(2)

赞赏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和山洪指导系统和沿海洪涝预报示范项目之间已形成协同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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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在惠及沿海国家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区域子项目中，需要使“海洋气象和海洋计划”以
及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全面参与开发和实施各子项目，以确保充分整合海洋
方面的内容；
鼓励所有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和计划
(1)

参与指导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其活动与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
项目之间建立和实施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区域子项目，促进协同；

(2)

在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与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服务之间形成协
力，使防灾活动效益最大化；

注意到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分为四个阶段：
(1)

阶段 1 – 规划、伙伴关系和问责；

(2)

阶段 2 – 实施和执行（通常着重于次区域 2-3 顶级灾害；3-5 个国家）；

(3)

阶段 3 – 评价和扩展原型（即涉及更多灾害和国家，并与其它计划和项目建立协力 – 返
回 I 到 III，必要时在次区域可重复多次（示范阶段）；

(4)

阶段 4 – 长期可持续性和未来发展（业务阶段）；

进一步注意到对预报员和公共天气服务咨询人员的培训是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必须每年开展培训，并要确保在次区域内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所产生效益的长期可持续性；
确认在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示范阶段已经结束的次区域（如南部非洲），有必要进入业务阶
段（即第 4 阶段），并酌情将该项目重命名为业务活动；
进一步确认热带气旋多发区域已具备良好组织的和有效的热带气旋预警系统，因此“不是从零开
始”；然而，针对那些不一定与热带气旋相关的许多灾害性天气事件，需要进一步的支持和指导；
要求秘书长和基本系统委员会继续将在尚未从示范阶段受益的次区域实施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第 1 到 3 阶段作为高优先重点；
忆及决议 13（Cg‐17） ‐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 年）关于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及应急响
应活动的报告，其中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建议 23（CBS‐Ext.(2014)） ‐ 根据通过灾害性天气
预报示范项目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关于加强业务中心的机制；
认可本决议附录中的将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融入全球可持续业务服务的关键要素；
敦促全球和区域中心完成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中的要求，为了确保有效地
将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区域子项目转化为业务；
敦促相关组织和先进的气象局通过分级预报程序为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会员岛屿领地，提供进一步协助，支持其国家计划的执行和支持示范子项目过渡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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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9(EC-68)附录
将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融入全球可持续业务服务的关键要素

理事会认识到以下方面为将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融入全球可持续业务服务的关键要素：
1.

分级预报过程支持的全面业务化的灾害性天气预报计划的区域部分要求：



包括参与国家的全球、区域和国家中心的常任代表（或其代表）的一个区域管理小组
（RMT），它负责向指导组和各自区域协会报告；



与秘书处合作，监督和协调子项目活动的区域性实体（如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南部非
洲气象协会（MASA） – 南部非洲），包括支持活动，如培训、组织会议和筹资。这一区域实
体需要在启动新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之前确认，确保子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



按在 RMT 讨论商定，向区域和国家中心输入资料和产品的全球中心；



按在 RMT 讨论商定，通过分级预报程序向区域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预报指导，运行和维
护一个专门网站的区域中心；



确保发布适当灾害性天气预警的国家中心。

2.
除上述活动，业务区域组成部分的可持续性需要支持和资助一些非业务性的活动。这些活动
包括：
2.1



区域管理小组负责的是：
区域战略领导能力；
评价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区域子项目第 1 到 3 阶段，及其向业务过渡（阶段 4）的决定；



根据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灾害性天气预警的标准，确定区域灾害性天气指南标准；



评估每一个与其它计划和技术委员会的现有灾害天气相关活动结合的机会，如山洪预报、海
洋和航空；



鼓励其它区域项目使用分级预报过程来促进实施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服
务。

2.2


区域性实体与秘书处合作，负责组织：
每隔两年左右举行 RMT 会议；



为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举行培训，结合现场培训和
利用电子学习设施；



筹资，包括可持续资助实施新开发的子项目和进一步开发的现有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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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导组负责：



对分级预报过程的进一步开发提供战略监督；



监督和评价现有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区域子项目的进展及其向业务过渡的进展；并
指导新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区域子项目的规划、实施和执行；



在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模式基础上，促进 WMO 其它计划和技术委员会的活动使用
分级预报过程；



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的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就其全面参与并受益于分级预报过程提出建议。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应推动：
评估产品，为全球及区域中心提供反馈；

2.4


2.5


根据最终用户提供的反馈不断更新其灾害性天气预警标准，并酌情通报 RMT。
区域中心应：
负责日常网站维护，包括根据要求升级；



根据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灾害性天气预警标准，提供区域灾害性天气指导；



推动监测、评估和报告。

2.6
为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区域子项目示范阶段做出贡献的全球和区域中心预计将继续
提供支持，但前提是参与的区域中心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将仅把这些中心的资料和产品用于特定
目的，并满足《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最新草案中所述的指定要求。

决定 10（EC-68）
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用多灾种方法开展热带气旋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能力

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随着用于提高观测资料和新预报指导产品有效性的新技术日益发展，此外随着用户不仅对预
报准确性和提前量的要求以及对不同灾害相应多要素的预报产品的要求都在日益提高，因而热带气
旋的预报环境也一直在变化；
确认多灾种方法开展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需要热带气旋预报员有系统、多学科地更新和提升其预报
知识、技能和能力，以了解、挖掘、细化和整合大量可用的新资料和指导产品，这将使他们做出的
官方预报和预警更确实、更有信度，且易于公众了解及利于反馈；
考虑到有必要竭力帮助会员提高其热带气旋基于影响及多灾种配置的预报和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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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根据决议 23（Cg-16） – 热带气旋计划，已建立了制度安排，用于在多发热带气旋的所有
洋盆的多灾种配置区域协调的热带气旋早期预警系统；并注意到已鼓励会员促进基于对社会影响的
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
决定在从事热带气旋工作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倡议下，与在基于影响的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服务方
面具有经验的会员合作，开发新产品并提供相应的培训机会，以帮助会员加快其实施基于影响的热
带气旋预报和预警；
敦促会员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加快采用基于影响的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服务，这将使会员能够在国
家层面实施减轻和减缓灾害风险；
要求各热带气旋区域机构通过综合的和互动协作的方式与其各自的减少灾害风险利益相关方开展工
作，并与相关技术委员会合作，促进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实施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通过
其各自的业务计划/手册，协调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实施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
要求区域协会协同加强热带气旋相关的区域项目/活动，如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灾害性天气预
报和减少灾害风险示范项目、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台风登陆预报示范项目等，以便为本区域会
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岛屿领地会员提供综合协助，改进其热带气旋相
关的减少灾害风险服务；
要求技术委员会，尤其是基本系统委员会和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根据第
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要求，提供进一步技术援助；
要求秘书长：
(1)

支持热带气旋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和热带气旋预警中心推进会员开发基于对社会影响和多灾种
配置的新的预报和预警产品，并支持相关区域中心开发基于对社会影响和多灾种配置的新
的预报和预警产品；

(2)

针对拟纳入 WMO 热带气旋计划和教育培训计划下的现有培训活动的新型预报和预警产品，
提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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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带气旋影响的会员

执行理事会，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对全球范围区域协调对于确保涵盖非传统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热带气旋预
警中心责任区会员的重要性的意见，并忆及大会已要求秘书长在区域协会的支持下，建立可持续和
可靠的联 系 并建立机制 ，以涵盖所 有会员（第 十七次世界 气 象大会带 决议案的最 终 节略报 告
(WMO-No. 1157)第 3.1.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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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在全球各区域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热带气旋预警中心尚未对会员专门提供热带气旋事件服务
的传统责任区（例如阿拉伯海沿岸各国、东大西洋）；
注意到第八次热带气旋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热带气旋预警中心技术协调会议（2015 年 11 月 2-6 日，
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建议，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热带气旋预警中心确认或加强与在其传统责任区范
围尚未明确给予服务的那些会员的联系；
敦促那些相关会员积极寻求邻近的区域协调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系统的合作与支持；
要求秘书长：
(1)

邀请那些相关会员加入区域协调的热带气旋早期预警系统；

(2)

为那些相关会员的预报员提供参加热带气旋培训活动的机会。

决定 12(EC-68)
气象-海洋预报与预警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IMO-IHO-WMO 联合海洋安全信息手册的内容和国际海事组织（IMO）及国际航道组织
（IHO）与 WMO（通过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在共同提供海事安全信息方面的作用；
认识到 MMOP 的总体技术指导和治理工作由 WMO 和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共同
发起的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提供。
忆及提供全球气象-海洋信息与预警服务及引入 Metareas 和 Metarea 协调员作为全球海上遇险安
全系统的职责；
呼吁会员酌情在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中实施这些职能；
确认正在全面审核关于为海事部门提供服务标准、推荐实践和指导的手册和指南这一工作，主要是
指《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和《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尤其是
IMO 决议 A.1051 (27)中列出的 Metarea 协调员的职责；
呼吁会员支持将能力标准引入海洋预报，并支持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符合这些标准；
敦促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要求开发能力标准
指导材料；
认识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将基于影响的服务纳入海洋部门的要求，同时保证服务继续满足国
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的要求；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69

要求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根据 WMO 服务提供战略和海洋服务路线图加强
气象-海洋预报服务，包括符合未来的无缝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及其更新的手册；
要求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席和秘书长向将于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
JCOMM-5 届会提交适当的修订和意见。

决定 13（EC-68）
对人道主义机构的援助

执行理事会，
铭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通过 WMO 业务网络及秘书处的推动，可为从事预防和应对紧急事件、人
道主义危机及灾害的人道主义机构提供重要的服务及援助；
忆及：
(1)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四次届会上赞同在四个减少灾害风险重点主题领域建立四个减少灾
害风险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包括促进人道主义规划和响应的水文气象服务（决议 8 (EC‐64)
– 提高会员减轻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要素造成的灾害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及其附录
–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工作计划）；

(2)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气候学委员会及水文学委员会合作，并与联
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协调，根据适当检验，继续修订《为联合国人道主义任务提
供气象援助安排》，参见《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 卷 I， 附件 1‐
5）；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向人道主义机构提供业务气象援助任务组通过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以及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所开展的工作，作为基本系统委员会为减少灾害风险优先重点及其“DRR 用户界
面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组”做出的直接贡献；
进一步注意到在对人道主义机构援助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实例，在许多情况下，援助是由秘书处
推动和协调的，尤其是东南欧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英国气象局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UNHCR）办事处所提供的援助；
认同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的建议，建立与人道主义机构的伙伴关系协议，其后续具体行
动包括为 WMO 应人道主义机构要求协调应对重大灾害，制定标准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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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同各区域协会及会员协调，继续与 UNHCR 及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等
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参与各自的网络，例如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以根据这些机构对援助的要求，促进
WMO 做出协调响应，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研究是否有可能通过减少灾害风险计划的“用户界面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组”应
对有关为人道主义机构提供（业务）气象和水文服务及援助等问题，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决定 14(EC-68)
高影响天气项目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45（Cg-17）建立了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和决议 12（EC-66）-高影响天气项目；
认识到需要学术界、科研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密切合作，支持科学政策交流，更好地
理解灾害风险，有效地在发生灾害风险情况时制定决策；
还认识到科学技术界的合作是有效和有力的灾害风险管理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该系统得到了
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日本仙台，2015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通过的“仙台减灾框架”（20152030）、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SDR）实施仙台框架科技大会的认可；
进一步认识到 WMO 在推动社会抗御高影响天气事件、推动减灾管理中的直接参与在未来几年将一定
增加；
决定批准世界天气研究计划高影响天气（HIWeather）项目实施计划，其执行摘要见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和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与减灾和抗灾相关国际机构和倡议合作，
如 UNISDR、综合减灾研究项目（IRDR）、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区域活动；
要求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联络并参与该项目；
吁请会员：
(1)

大力鼓励和支持 HIWeather 项目，如自愿出资支持该项目信托基金，举办国际项目协调办
公室，为项目提供实物捐助，如举办会议、研讨会和大会；

(2)

积极实施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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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4(EC-68)的附录
高影响天气项目

执行摘要

1.

尽管预报能力和备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近些年来还是有很多自然灾害夺去了
很多人的生命，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给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其中很多
灾害是由严重的天气现象与社会交叉作用所形成的。同时，严重程度较低的天气事件给社
会持续造成影响，因为这样的事件虽然强度更低，但是发生频率更高。尤其是在经济较不
发达、基础设施脆弱的国家。此外，天气预报对于经济应用（比如预报能源供应和需求）
和保护环境越来越重要。所有这些领域的天气信息用户都期望得到比 10 年以前更好的指导。

2.

观测系统研究和预报实验（THORPEX ）计划在天气预报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为
改进许多高影响天气事件提前一天至两个星期的预警提供了知识基础。同时，短期预报的
能力有了新的发展，因为使用了新的观测和对流尺度数值预测模式和集合预测系统，使其
有可能直接提前一至两天提供与天气相关灾害的预警。由于一方面耦合预报模式取得了进
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对于有效使用预报和预警的困难有了更好的理解，因而这些进展
使得社区和国家的抗灾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使其能够应对灾害性天气的威胁及其影响。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利用这些进展。

3.

高影响天气项目(HIWeather)是 WWRP 中一个 10 年期的活动，目的是：“推动国际合作研
究，大力提高全球抗御高影响天气的能力，具体方法为：改进时间尺度为数分钟至两个星
期的预报，并加强预报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应用中的传播和使用”。

4.

项目的范围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来确定，以提供更好的预报和预警，加强社区和国家的抗灾
能力，从而响应仔细选择的一系列灾害。这虽然不够完备，但是覆盖了一系列的影响，所
以加强抗灾能力进展预计会有更普遍的意义。而这种选择的依据是致灾能力、发展中国家
的适用性、特大城市居民的脆弱性，并要跨越整个气候系统。

5.

城市洪涝：超过排水能力的来自海洋、河流和直接降雨的洪水，以及降雨导致的山体滑坡；
尤其需要注意洪水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特大型城市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位于热带和
亚热带地区的特大型城市。洪涝是世界上目前最容易致灾的原因，由于全球大城市大多数
位于海岸或者是河流附近，随着城市的增长、海平面上升、大气温度上升造成水文循环速
度更快，问题肯定会更加严重。

6.

野火：强调与灭火、火灾管理以及火灾风险预测相关的需要。更多地将无人区用于休闲，
以及人类居住区域扩展到森林增加了这种灾害风险。火灾与干旱和高温相关，所以可以将
火灾与次季节至季节预报（S2S）项目进行结合，从而扩大这些情况的预报范围。但是，对
正在发生的火灾的管理要求更详细地了解植被的状况和风的情况，而这些情况的预报提前
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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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局地极强风：即热带和亚热带气旋（如刺风）、下坡风暴和龙卷风的风力最大值。过去十
年间已经在热带和亚热带气旋的预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风的破坏大多发生在小
范围，如在嵌入式中尺度和对流尺度天气系统内。采取适当保护行动的决定取决于是否知
道这些局地强风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以及这些风将如何与建筑环境进行交互。

8.

破坏性冬季天气：即雪、冰、雾和雪崩，侧重于对交通、能源和通信的影响。虽然通常不
会造成灾害，但这些有相关气象原因和重叠的影响的危险在中高纬度地区是社会和经济混
乱的主要来源。不同基础设施系统脆弱的方面不同，所以信息需要有针对性。在这种灾害
方面将有机会与极地预报项目合作。

9.

城市热浪和空气污染：极端高温和较差的空气质量可能分别出现，但这两者都与长期天气
形态有关，都会导致出现类似的健康反应，主要与热有关的灾害常常与上述两者都相关。
将有机会与 S2S 项目进行合作，延伸对阻塞事件的预报期限，但主要重点将放在灾险的时空
变化和城市结构的影响上，原因是建筑环境可导致排放和热通量，以及放在宣传可降低脆
弱性的因素上。

决定 15(EC-68)

实施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68（Cg-17）– 建立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要求秘书长安排协调 WMO 综合城市活动；
考虑到 WMO 交叉性城市要素应当成为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所有 WMO 优先重点的组成部分；
审议了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主席联合会议（2016 年 1 月）关于制定实施决议 68（Cg-17）路线
图的建议，
讨论了秘书处起草的实施 2016-2019 交叉性城市重点实施框架草案纲要。
注意到现有的城市相关活动应当作为新的城市综合水文气象/气候/环境服务（包括全球大气监视网
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项目、联合城市健康倡议、城市洪水管理活动、城市综合服务初步指南等）的
关键组成部分；
同意此次起草的主要目标是向 WMO 会员提供增值服务方向和战略发展的建议，尤其是针对城市社
区，作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工作的一部分；
通过了交叉性城市重点 2016-2019 年实施框架纲要，见本决定的附录，这是 WMO 实施决议 68
（Cg-17）的基础，同时推迟了资源整合，以便实施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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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适当水平的资源，以支持这方面的实施具有可用的资源和工具，
以便支持额外的框架；
邀请会员向交叉性城市倡议进行捐助-为专门的信托基金进行直接捐助、实物捐助和/或向秘书处借
调专家；
邀请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审议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相关的工作计划，以保持并加强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和气候相关的 GFCS 城市活动间的联系；
认识到联合国新城市议程和 2016 年 HABITAT-III 大会的重要性，WMO 需要密切参与这些与为了
建立可持续城市而进行的城市综合天气、环境和气候服务相关的关键过程的准备；
要求秘书长与会员积极合作，将相关的 WMO 计划和活动纳入联合国新城市议程和 HABITAT-III 大
会。

决定 15(EC-68)的附录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2016-2019 年实施框架纲要
1.

目标

根据决议 68 (Cg-17)，向 WMO 会员提供增值服务方向和战略发展的建议，尤其是针
对城市社区，作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工作的一部分。
2.

预期结果

到 2019 年，起草城市综合水文气象/气候/环境服务指南并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向
会员介绍，供其审议和批准。
3.

主要受益方
WMO 会员和相关机构。

4.

职责和责任

4.1
技术委员会牵头分析城市服务的技术需求并进行所需要的开发，将城市方面的考虑纳入
关于 WMO 战略优先领域的实施中。
4.2
术要求。

区域协会收集和分析城市服务需要的国家和区域特点，并保证与技术委员会沟通通用技

4.3
WMO 计划和活动在秘书长的协调下，扩大与国家/区域/全球层面城市社会和相关机构
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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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定指南的首要因素

5.1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2017）根据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2016-2017）已有服
务和相关发展做出的关于初步城市服务具体目标和方向、定义增值服务（尤其是针对城市社区）的
协议：


在执行理事会下建立城市综合天气、环境和气候服务跨计划工作组，该工作组的服务期
限为规定的四年；



该工作组人员包括 WMO 秘书处联络人和特邀外部专家，包括城市问题顶级科学家，及
其他相关组织的代表；



向该工作组赋予以下职责：(1)确定会员需要的城市服务重点领域，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
大会之前由技术委员会定期审核；(2)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前起草指南；以及 (3)
根据新起草的指南制定城市服务试点实施框架。

5.2

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前起草指南：



由（上述）工作组牵头和协调的程序；



通过定期与技术委员会和相关活动协商，继续更新技术要求以考虑纳入该指南，报执行
理事会批准。

5.3

在城市/国家/区域范围内协调和支持城市综合水文气象/气候/环境服务示范项目：



在起草指南的同时，工作组提出城市服务试点实施框架，报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
（2018）批准；



通过区域协会协调相关会员参与综合城市服务试点实施，其结果和反馈形成新的指南
（2018-2019）；



在会员中进行应用、验证，并与会员协商，同时在所选城市实施示范项目，根据相关程
序确定（2016-2019，连续）。

决定 16（EC-68）
为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64（Cg-17） – 开发 WMO 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基于结果的框架，并要求理
事会依据基于结果的框架，在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及联合发起的计划参与下，实施和监
督可促进 WMO 推进 GFCS 的机制；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2)

决议 62（Cg-17） –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与 WMO 组成机构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3)

决议 6（EC-67） – 关于促进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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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关于 2016 年 1 月 21-22 日在日内瓦召开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的建议，
决定同意为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以
下简称为“WMO 推动 GFCS 的结果框架”），按决议 6（EC-67）的决定，此框架是以区域协会
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讨论为依据加以制定并参阅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区域协会主席：
(1)

审查区域协会气候和 GFCS 工作组及联络人的职责，必要时予以调整，以支持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的实施，并以其他方式作出适当安排，支持实施；

(2)

向其各自的气候和 GFCS 工作组或联络人通报关于基于结果框架，以及 GFCS 伙伴机构咨
询委员会（包括 WMO）选定的具体国家，以对这些国家重点提供全面的协调支持；

(3)

报告为建立 WMO 推动 GFCS 的机制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在此后的区域协会主席与技术委员
会主席年度联席会议上报告开展的实施活动以及取得的结果；

(4)

通过其代表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IBCS）的区域协会会员向 IBCS 通报开展的活动和取
得的结果；

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
(1)

根据基于结果框架，包括其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为 WMO 推动 GFCS 提供相关支持，特
别是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确保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对实施 GFCS 气候服务信息系
统的贡献；

(2)

定期更新区域协会通过该机制所开展活动和取得结果的情况，并通过区域协会主席与技术委
员会主席联席会议，反馈所汲取的经验教训；

要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主席、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主席、全球气候变化脆
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主席审议关于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并：
(1)

通过支持气候观测、研究和相关的技术开发，确定促进框架实施的方法；

(2)

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汇报关于如何参与该实施机制；

(3)

向秘书长建议有关协作和范围事宜，以便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完善实施协调工作；

要求秘书长：
(1)

通过支持实施机制并通过联系相关 WMO 计划和活动，协助关于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
果框架的实施，尤其要重视在没有专门的技术委员会参与的 GFCS 优先重点领域（即减少
灾害风险、能源和卫生）中加强对框架实施的支持力度；

(2)

在 WMO 和伙伴机构中宣传关于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及其实施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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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WMO 主席：
(1)

根据区域协会主席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年度联席会议期间提供的信息，就 WMO 推动 GFCS 的
基于结果框架的实施进展向执行理事会定期提供最新信息；

(2)

使 IBCS 主席了解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及其实施机制，以便明确其各自的作用
以及 WMO 与其它机构的分工，并加强和巩固现有结构。

决定 16（EC-68）附录
为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1.

引言

1.1

下文概述了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 64（Cg-17））要求，为 WMO 推动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建立的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它包括建立框架的背景
和依据以及说明，并辅以一个逻辑框架，它为 WMO 共同推动 GFCS 确定了 20162019 年财期的目标、成果和指示性活动。下文还介绍了与通过零打碎敲方式所能实现
的目标相比，通过有针对性、统筹协调的方式开展的大量此类活动，是如何实现更高的
目的和目标的。

2.

依据

2.1

GFCS 实施计划（IP）确定了 GFCS 的总体结构、其优先重点领域、实施的制度架构及
2 年期、6 年期及 10 年期的目标。该结构是基于五个支柱 – 观测和监测；研究、模拟
和预测；以及气候服务实施系统 – 都与用户利益相关方对接，并得到能力开发活动的支
持。实施计划认识到，GFCS 的实施需要这些支柱间强有力的相互联系，应根据用户需
求来确定气候服务的要求，要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就需要加强框架各层面的能力。

2.2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秘书长确保框架是以国家层面的实施支持要求所驱动的，其
中包括通过重点关注具体的示范国家，确保 WMO 支持的活动及其成果可在特定环境下
满足已确定的特殊需求，同时强调普适措施。各国将确定其国家优先重点以及相应的气
候服务。为应对这些要求所做的努力将突出相关的机构能力，以提供有待提高的相关服
务。

2.3

获得所需的具体能力，以满足特定国家对气候服务的特定示范重点需求，借此不仅能够
提供具体服务，从而促使改进这些国家的气候相关成果，而且最终还能够在具有类似地
理概况的国家共享类似的重点需求。因此，在具体情况下，按用户需要确定的特殊气候
服务需求可提供明确的依据，用于在开发具体能力、弥补差距以及加强各支柱之间和框
架各层面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划分优先顺序。

2.4

此外，加强各支柱之间的联系和框架各层面（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之间的一致性，
以便满足具体需求，并证明在特定情况下气候服务在实现更好的气候相关具体成果方面
的价值，这一过程本身将在实现实施计划目标方面具有深远的益处。按照这些原则，实
施计划的六年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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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持和促进参与体制机制；

(b)

确定新的项目和过程；

(c)

制定更细化的技术指南和培训课程；

(d)

优先重点领域的宣传及伙伴关系建设；

(e)

拓展和继续现行项目。

2.5

这些目标是切实所需，以便开始支持实施具体气候服务，保障实现特定情况下的具体气
候相关优先重点，反之亦然。

2.6

鉴于实施计划的两年目标强调建立治理安排、报告过程、制度关系和启动 GFCS 的试点
需求，六年期目标则强调向国家层面实施的转换。因此，框架以国家层面的实施支持要
求所驱动，其中包括通过重点关注具体的示范国家，确保 WMO 支持的活动及其成果可
在特定环境下满足已确定的特殊需求，同时强调普适措施，这是对实现实施计划六年目
标的一种直接贡献，同时为在实施计划 10 年期内广泛提供和使用气候服务奠定基础。

2.7

同样，协调 WMO 的贡献（来自全球和区域中心、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技术委员会、
区域协会和联合发起的计划等）以推动实现面向涉及具体国家气候服务的具体优先重点
的共同具体目标，这将提升 WMO 的能力，从而支持 GFCS 满足对于改进全球特定情况
下具体气候相关成果的特定需求。尤其是，预期该过程可帮助和指导 WMO 全球和区域
中心开展工作，全面促进获取现有的 GFCS 相关资料和产品，包括国家层面的利用。如
可包括历史气候资料、监测产品、从季节内到多年代际等不同时间尺度的预报以及气候
变化预估。

3.

背景

3.1

2014 年 9 月，GFCS 组织了围绕 16 个示范国家的实施协调会议。该会议记录了 100
多项直接有助于这些国家在国家层面实施气候服务的项目，预算共达 7 亿多美元。这些
活动的规模通常缺乏整体战略或计划、或缺少明确的协调机制，从而导致出台了在国家
层面、在各伙伴和捐助方之间、以及在实施 GFCS 各支柱和优先重点领域的各项活动过
程中加强 GFCS 协调的建议。

3.2

考虑到上述情况，2014 年 11 月 IBCS-2 批准了将工作重心放在有限几个国家的思路，
同时继续向尽可能多的国家提供支持。这些“探路者”国家已为 GFCS 相关活动划拨了
大量计划资源，这些国家促使有机会证明，通过更好的统筹各项活动以及通过更好的科
技支持用于设计计划和指导实施，能够从气候服务中获取显著益处。

3.3

2015 年 4 月，GFCS 伙伴机构咨询委员会（PAC）审议了国家选择的标准，并确定了
六个国家 – 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不丹、巴布亚新几内亚、摩尔多瓦和多米尼克 –
PAC 成员同意在这些国家协调开展工作，旨在加强框架实施机制以及旨在明确证明这些
国家本身的气候服务的益处。此决定将要求 PAC 成员，包括 WMO，开始进一步确定其
各自对这一特殊协调工作的贡献。鉴于 PAC 确定国家中没有一个是 WMO 第三区域的
国家，因此，哥伦比亚和秘鲁被确定为 WMO 额外协调支持的候选国。

4.

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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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实现 WMO 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计划（包括联合发起的计划）之间的协调和协作以
支持 GFCS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实施，这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旨在证明通过
WMO 统筹其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计划之间以及与伙伴计划内的开展的支持工作，
为选定的国家提供全面协调支持可促进充分改进 GFCS 优先重点领域的气候相关成果。
二是旨在上述工作落实必要的制度内安排，以在所有 GFCS 重点国家更广泛、可持续地
促进达到类似结果。

4.2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注意到，WMO 对 GFCS 的支持虽然重要，但并没有完全覆盖
GFCS 实施计划的所有领域，尤其是各范例。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尽
管农业和粮食安全及水范例得到了侧重于这些领域的各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但对这些行
业的全面支持需要与那些有责任和有能力支持全行业实施气候服务的实体合作，从而触
及 WMO 及其会员管理范围以外的领域。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对 WMO 为实施健康和
减少灾害风险范例提供支持表示赞赏，但同时强调，由于缺乏专门的技术委员会，因此，
围绕这些领域的伙伴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强调相对于其
它 GFCS 伙伴，WMO 需要继续阐明和确定其支持的性质和范围。

4.3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这些意见强调，仅靠 WMO 的支持未必能实现特定情况下气候
相关成果的显著改进。需要更多利益相关方为此做出重大贡献。因此，确定 WMO 对实
施 GFCS 的具体贡献以及下个财期相关预期结果的当前框架显然是用于在全 PAC 工作
的更广泛框架内加以实施，支持 PAC 为协调支持所确定的国家。

4.4

另一方面，促进 WMO 推进 GFCS 的基于结果的框架，其目标直接面向 WMO 管理范围
之内。换言之，目标旨在通过 WMO 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计划，包括联合发起的
计划，以及通过协调 WMO 全球和区域中心网络、信息系统及其它机构资产来实现。如
区域协会和会员在实现目标 1（国家层面）和目标 3（制度架构）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
作用。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发起计划的贡献对于实现目标 2（实践支持）和目标 3（制度
架构）尤为重要。秘书长、联合发起的计划和各会员的参与对实现目标 4（政策支持）
至关重要。关于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的实施机制（见下文）为实现目标 5
（管理）提供了途径。

4.5

尽管这一工作的客户总体上是国家，但对于 WMO 的具体支持，重要客户是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或 NHS，有些情况下，是国家内负责提供气候服务的其它机构。这些机构气候
服务提供能力的持续和可持续提升对于成功实施 GFCS 是必要的基本贡献。尽管 WMO
并非唯一注重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目前能力开发的组织 – 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其它组织也
在通过其各自计划高度关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并提供资源 – WMO 拥有独特的职责
和能力，可确保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得到有效的支持。因此，在国家层面，WMO 将
需要特别关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长期的人力资源能力开发和学习、技术和方法、系统
和过程以及这些领域之间的互动。WMO 区域和全球中心的“代理”服务以及 GFCS 相
关气候资料和产品以及 WMO 各会员提供的有针对性的对等交叉支持可补充国家层面上
的能力。

5.

WMO 推进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的目标

5.1

目标 1（国家层面）- 在国家层面，重点是制定必要的规划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过程，
以便确定或明确气候服务优先重点以及指导集体行动所需的协调结构。这些措施将确定
主要需求和利益相关方，并向 WMO 阐明其对多利益相关方更大、全面努力的贡献。预
期 GFCS 办公室本身将在落实必要的核心安排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会员国家层面的
规划和协调能力。这一目标下的主要成果包括充足的观测网络、资料、资料管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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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报系统；以及决定支持工具、系统、产品和服务（确定的、设计的和改进的，包括
必要的研究）。
5.2

目标 2（实际支持）- WMO 各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发起计划的关键作用将在质量保证和指
导实施等方面，包括通过提供标准、指南、工具、方法、最佳规范、质量管理框架及其
它支持国家层面实施所需的指导材料。该目标下的工作将包括使现有的指南更易于理解、
编写更多材料，且可能在有些情况下，为便于理解提供实践支持。通过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对等支持的“结对”安排以及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的主要国际活动可进一步加
强 WMO 的支持。预期 WMO 的这些贡献不仅对 WMO 国家层面的工作至关重要；其影
响会通过伙伴计划进行的投资得到加强。

5.3

目标 3（制度架构）- WMO 的第三个贡献将是加强区域和全球基础设施，以支持各国实
施气候服务以及通过在国家层面广泛开展初步工作，拓展工具、增长经验教训和能力。
这种区域和全球制度基础设施将建立起持续的支持能力，从而减少对项目资助的依赖，
日益使必要服务的提供制度化并支持各项职能。在该目标下，WMO 区域和全球中心将
增加获取可用的 GFCS 相关气候资料和产品，并为附属部门提供支持和代理服务以及能
力开发支持。这种制度架构以及通过它提供的 GFCS 相关气候资料和产品及服务，可为
全球普遍加大国家层面支持提供方法。

5.4

目标 4（政策支持）- 由于担心气候变化以及需要适应气候变化，气候问题已成为国际
发展议程的中心议题，使其备受瞩目而且参与方在不断增加。该目标侧重于扶持性政策
环境，以确保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WMO 和 GFCS 被视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对
能源的气候服务）、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减少与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有关的损失和损害等
工作的中心。该目标寻求确保将 GFCS 视作联合国及非联合国伙伴机构支持下的政府间
平台，并视为宝贵的现有协调机制，用于那些寻求实现高级政策目标（例如 UNFCCC
《巴黎协定》下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计划和倡议。该目标还可通过主要资助机
构和机制，将 WMO 进一步视为气候相关事宜的关键利益相关方。

5.5

目标 5（管理）- 第五个目标可为指导上述工作提供必要的管理措施。这些包括支持执
行理事会为促进 WMO 推动 GFCS 所建立的机制，支持在 WMO 网络和秘书处内开展协
调，以及支持与其它 GFCS 伙伴合作。该机制可使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区域协会主席、联
合发起计划的代表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参与支持提供气候服务。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
会主席年度联席会议可为召集这些利益相关方提供论坛。这种机制旨在明确指导各技术
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给予哪类支持，并定期审议这些贡献。WMO 通过该过程所做的贡献
可与其他组织通过 GFCS PAC 所做的贡献协调同步。

6.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的实施机制

组成和职责
6.1
WMO 推动 GFCS 的基于结果框架的实施机制将采用现有的结构和机制，并在必要时加
以强化。主要推动方包括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发起的计划，尤其是其主席以及气候和
GFCS 相关的工作组或联络人。这些实体将得到秘书处内部相关各司和协调机制的支持。具体职责
包括：
(a)

区域协会：
(i)

跟踪了解各国情况，包括有关的国家气候服务优先重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和 NHS 优先重点及需求、相关伙伴的活动和计划以及结果框架的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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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i)

统筹协调技术委员会、WMO 计划以及相关联合发起的活动（例如减少灾害风
险、GCOS、WIGOS、WCRP、WWRP 等）之间涉及 GFCS 的工作计划和
日程；

(iii)

针对开发目标明确且尽可能综合性 GFCS 项目的要求，收集并制定协调的规
范，并确保协调 WMO 推动各项目；

(iv)

在确定的重点行业针对 GFCS 信息、基础研究、产品和服务等开发需求收集
并制定协调的规范，并确保协调 WMO 对其做出贡献；

(v)

确保 WMO 各区域中心的参与；

(vi)

国家间共享关于实施气候服务的知识和信息；

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发起的计划：
(i)

根据 GFCS 支柱和确定的优先领域，酌情制定相关规章材料和指南，帮助会
员实施 GFCS 活动；

(ii)

推动开发和实施 WMO 及伙伴机构的项目和计划；

(iii)

在所确定的优先行业推动提供 GFCS 相关的信息、基础研究、产品和服务；

(iv)

确保 WMO 全球中心的参与。

业务化
6.2

区域协会主席与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期间将对进展进行年度审议，并向执行理事会
和 IBCS 提交年度报告。通过该机制支持实施 WMO 推进 GFCS 的结果框架的各机构将
通过其工作的方方面面表明需要执行理事会给予进一步指导，比如在实施 WMO 推动
GFCS 方面的指导，包括针对具体项目、产品和服务以及能力开发活动的相关优先重点，
并按要求根据执行理事会的指示修订其职责。

6.3

秘书处和 GFCS 办公室对机制的支持尤其将会：

(a)

促进将国家概况数据库用于收集关于国家需求的信息以及跟踪改进情况；

(b)

强化 GFCS 网站门户，用于会员报告其正在如何实施气候服务，以及用于跟踪了解各项
需求以及支持区域协会的作用；

(c)

世界气候计划各组成要素间更有力的协调；

(d)

伙伴机构通过 GFCS PAC 的协调；

(e)

资源筹措；

(f)

汇编进展报告。

6.4

监督和评估工作将根据 GFCS 的总体监督和评估计划开展。这将包括首份年度报告所确
定每个目标下各成果的初始基线，后续的年度报告将对各目标加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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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9日

WMO战略优先重点：实施GFCS下的气候服务，尤其是针对缺少气候服务的国家，采取的方法是（a）建立（或强化和维持）区域气候中心；（b）
确定用户对气候产品的需求；（c）开发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 依托现有的WMO基础设施，包括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和WIS]；以及（d）
推进次季节至季节（S2S）预测项目
框架
宗旨：
1）在选定的国家启动或强化气候服务，规模和范围要足以在气候敏感的重点行业显著提高气候相关的成果（目标：6‐7个国家）
2) 示范为开发和/或强化知识、工具、方法、系统、制度性基础设施、运行原则、政策、伙伴关系及资源等设定的有利和促进机制，以保持广泛实
施GFCS
目标1（国家层面）：为针对气候敏感型国家优先重点的气候服务规划、实施和结果监测调动体制、技术、财务及人力资源
结果

活动/支持

1) 确定对气候敏感的国家发展重点

1) 评审/确定对气候敏感的国家优先重点

2) 对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NHS）的能力评估

2) 能力评估

3) 国家实施计划/框架（如NAPS或国家行动计划）

3) 任务和研讨会

4) 对现行和计划的相关伙伴项目的资源评审

4) 专门的国内规划、协调和技术协助保障

5) 国家规划、协调、信息共享和监督结构

5) 质保

6) 充足的观测网络、资料、资料管理、监督和预报系统

6) 融资

7) 决定支持工具和系统（确定的、设计的和改进的、包括任何必要的研

7) 培训

8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究）

8) 工具和系统开发

8) 能力开发服务

9) 研究

9) 决定支持产品和服务（确立的或强化的）
10) 监督系统
目标2（实践支持）：支持和在质量上保证国家层面实施所需的人力资源、工具、方法、指南和能力开发材料
结果

活动/支持

1) 手册和指南

1) 制定指南

2) 获取工具和信息的系统

2) 可促进获取指南的平台

3) 专门的技术咨询服务

3) 技术援助部署机制

4) 培训课程

4) 培训资源确定与开发

5) 对能力开发的支持

5) 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框架
6) 响应决定及政策支持需求的研究
7) 通过“结对”安排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支
持，以及区域中心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支持

目标3（制度架构）：在区域和全球层面落实和采用的制度性提供系统，用于国家层面的实施支持和拓展，包括能力开发支持服务，并用于在必要
时提供“代用”服务，补充国家（和区域）能力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结果

活动/支持

1) 可满足已确定的国家层面需求的普遍可用和可获取的区域中心（包括
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和区域机构资料、产品及服务

1) 确定WMO网络中区域性和全球性机构可满足的国家及区域场面需求

2) 可满足已确定的区域和国家需求的普遍可用和可获取的GPC及全球性
机构资料、产品及服务，包括多年代际预报和气候变化预估
3) 满足必要机构能力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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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WMO网络中关键的区域性及全球性机构，并与之建立联系/合作，
协调提供必要的服务
3) 针对协调和建立联系的任务和研讨会
4) 明确机构对于满足已确定需求的作用和贡献

4) 可互操作性，即，通过WIS
目标4（政策支持）：符合和支持GFCS及框架实施的国际政策环境，包括涉及资助
结果

活动/支持

1) 反映实施需求的UNFCCC各项决定及相关高层国际政策与计划

1) 参与相关政策过程（如UNFCCC、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减少灾害风险）

2)GFCS被视为主要的协调框架，而WMO被视为气候相关事宜的关键利益
相关方

2) 参与相关融资过程和机制

3) 实施可用的主要资助渠道
目标5（管理）：落实管理和协调安排以及资源，支持框架实施并将其与伙伴的互补工作相联系
结果

活动/支持

1) 各层面的协调结构/安排和计划

1) 规划和协调会议及活动

2) 用于扩展和宣传的信息共享系统

2) 信息系统开发

3) 多层面行动计划

3) 行政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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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于GFCS实施的持续资源

4) 资源确定/筹措

5) 监督系统和结果报告

5) 宣传推广

6) 宣传和沟通材料

6) 伙伴关系维护

7) 伙伴关系协议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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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7(EC-68)
WMO 对实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活动的支持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COP 21）与第十一届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CMP 11）（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法
国巴黎）联合举办，以及缔约方会议在其决定 1/CP.21-通过《巴黎协定》的第 2 节
明确邀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 2018 年提供一份关于全球气温
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升高 1.5 的影响以及相关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的特别报告；

(2)

IPCC 在（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内罗毕）第四十三次届会上：
(a)

接受了 UNFCC 让其于 2018 年提供一份关于全球气温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升
高 1.5 的影响以及相关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的特别报告的邀请；

(b)

决定准备一份关于气候变化、沙漠化、土地退化、可持续的土地管理、粮食安
全以及陆地生态系统中温室气体流量方面的特别报告；

(c)

决定准备一份关于气候变化、海洋和冰冻圈的特别报告；

(d)

决定建议，在第六次评估报告确定范围的流程中，将气候变化对城市影响的评
估与其独特的适应和减缓机遇更紧密地结合，并在地区问题的处理中以及在关
注人类居住、城市地区等方面的章节中对城市的考虑更有依据，包括加强城市
从业者的参与；

(e)

决定于 2016 年 10 月召开的第 44 届 IPCC 会议上将审议关于温室气体清单的
方法报告提纲和于 2019 年 5 月召开的 IPCC 全体会议上将审议报告草案；

(f)

决定第七次评估报告周期将包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和城市的特别报告；

(g)

决定于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 IPCC 全体会议上将审议第六次评估报告提纲，
并考虑于 2022 年尽快批准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

关切地注意到：
(1)

IPCC 信托基金的捐款数额和捐款人数都在稳步下降；

(2)

需要动员额外资源确保第六次评估报告周期计划的各项活动和产品顺利完成。

考虑到：
(1)

IPCC 在准备和传播高质量评估以支持国家和国际关于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政策制
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

需要鼓励科学界缩小在有组织的专家对话中发现的信息和研究方面的差距，包括到
2100 年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的升温控制在 1.5°C 或者更低的情景，以及在区域
和地方层面与这些情景相关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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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MO 会员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对 IPCC 工作的重要作用和贡献，以及来自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专家积极参与 IPCC 的活动为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 IPCC 带来的巨大利益；

(4)

IPCC 信托基金拥有较高的金融资源水平对于确保圆满完成第六次评估报告周期计
划的活动和结果至关重要；

进一步考虑到 WMO 在向 UNFCCC 缔约方提供新兴科学信息方面做出的贡献，包括 WMO 年
度和多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观察到 33%的 IPCC 国家联系人是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忆及决议 56 (Cg-17)——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的执行主任一起尽可能维护对 IPCC 秘书处的财政和组织支持，并协助 IPCC 报告
的出版和传播；
决定促进 WMO 对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产品的筹备做出贡献，促进会员对其予以支持；产
品中包括关于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上升 1.5°C 以及相关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的影响的特
别报告；关于气候变化、沙漠化、土地退化、可持续的土地管理、粮食安全以及陆地生态系统
中温室气体流量的特别报告；关于气候变化、海洋和冰冻圈的特别报告；关于温室气体清单的
方法报告；以及将气候变化对城市影响的评估更紧密地纳入其中；
要求秘书长：
(1)

与 UNEP 的执行主任一起向所有会员发一封信，致不同国家首都的最高层，请求
已经捐款的会员增加对 IPCC 信托基金的捐款数额，而还没有捐款的会员请予以
捐款；

(2)

与 UNEP 执行主任联合致函，邀请 WMO 和 UNEP 成员国中合适的作者审议
IPCC 国家联系人的安排，并考虑视情指定隶属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专家担任
国家联系人，特别是可以考虑 WMO 常任代表；

(3)

促进 WMO 技术、科学计划和联合举办的计划积极参与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各
项产品筹备的活动；

敦促会员：
(1)

积极地参与 IPCC 的活动，特别是让来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尤其是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科学家和专家作贡献，并与 IPCC 联络人员紧密合作；

(2)

通过向 WMO/UNEP/IPCC 信托基金捐款维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对 IPCC 活
动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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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8(EC-68)
支持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耦合模式比对项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耦合模式比对项目（CMIP）可为国际气候研究奠定基石，
而 WCRP 已制定并发布了 CMIP 第六阶段的计划（CMIP6）；
进一步注意到：
(1)

CMIP 的各个阶段（如 CMIP3、CMIP5）支持和促进了同时开展的 IPCC 评估报
告（如分别是 AR4 和 AR5），IPCC 特别致谢：“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AR5）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耦合模式比对项目第五阶段（CMIP5），这是世界气候研究
计划（WCRP）协调开展的协作气候模拟过程”；

(2)

CMIP 过程是几十个气候模拟中心、超过 1000 名研究人员以及广泛的 WCRP 研究
界协调开展的一项卓著的技术和科学工作；

(3)

CMIP6 面临的挑战已增加：

(4)

(a)

更多的中心运行多个模式的多种版本；

(b)

现在，现代地球系统模式可能涉及全部的大气化学、积极陆地过程（包括植
被生长和衰退）、陆地和海洋互动的碳循环、动态海洋环流与生物学特性以
及高级冰动态；

(c)

必要的和预期的模式成果的清单已急剧增长，同时基本分辨率已得到改进；

(d)

模式中的水平和垂直分辨率更高，用以认识和预测区域气候

(e)

运行这些模式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而存档、记录、建立子集、支持和分发
CMIP6 的 20 至 40 拍字节是对最大的资料中心和最快的资料网络能力和创
造力的挑战；

CMIP6 的设计有利于模拟小组自行确定开发方案以及开展与 IPCC 相关的研究实
验和很多国家评估安排：
(a)

2016 年 4 月将可以提供历史强迫数据集，包括自然和人为温室气体和气溶
胶的排放和浓度、土地利用变化、太阳能和同温层（火山气溶胶、臭氧）的
变化，这可促进模拟中心于 2016 年开始运行 CMIP6 登记卡实验；

(b)

2016 年底前，综合评估模拟（IAM）界可提供未来气候预估的强迫数据集，
以促进在那时启动气候预估实验；

(c)

大部分 CMIP6 认可的模式互比项目实验将于 2017-2018 年期间开展；

(d)

基于 CMIP6 成果分析的研究将于 2018-2020 年开始，以便能够及时为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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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MIP6 在其信息和产品的包容性、透明度和开放式获取方面成为鲜明的示范。通
过协调、协作和合作，它几乎可实现全部的功能。CMIP6 过程和产品将是社会获
取完善和可靠气候信息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认同 WCRP 的 CMIP6 计划和安排作为对国际气候科学的示范性贡献，同时为有关减缓和适
应的评估、服务和社会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要求国家气候模拟中心重点关注和支持 CMIP6 活动和成果并为其提供资源。

决定 19 (EC-68)
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概念文件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46 (Cg-17)-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强调建立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
（IG3IS）的主要目标以及所需的关键活动；
认识到与在增强的时空尺度上了解温室气体预算相关的资料和研究的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根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和气候
服务的需求；
进一步认识到各国可使用这些资料和服务进行规划以及改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报告，前
提是此类资料和服务是以全球协调的方式收集、通过国际认可的机构以及依托现有的国际倡议
来提供；
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专题组认识到有可能利用
大气观测资料改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进一步注意到以 IPCC 过程为指导，IG3IS 可对国家排放清单报告形成互补，以及 IG3IS 作
为支持政策、可能改进未来气候情景以及促进碳循环科学的科学观测工具，其所提供信息的附
加值；
赞赏日本支持下的世界温室气体资料中心在全球温室气体观测资料收集与分发方面发挥的作用；
认同 IG3IS 概念文件草案，其解释性大纲见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尽早提供其关于概念文件的意见并支持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制
定 IG3IS 实施计划，以及改进 IG3IS 跨委员会性质方面的合作；
要求秘书长：
(1)

为制定详细的 IG3IS 实施计划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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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UNFCCC 进程下，就实施 IG3IS 的相关事宜与 UNFCCC 合作，并在执行理事会
第六十九次届会报告进展；

(3)

采取必要行动，就实施 IG3IS 的相关事宜建立和保持 WMO 与相关组织、机构、团
体和单位的合作，例如 IPCC、UNFCC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海事组织（IMO）以及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敦促会员根据 IG3IS 有效做法实施试点和示范项目，以进一步证明该概念的可行性。

决定 19(EC-68)的附录
IG3IS 概念文件的解释性大纲

1.

动机
为了提供可支持 COP 21 后行动的 GHG 信息，需要有一个可在地方、区域、国家以及
全球尺度上运行的“政策相关”的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IG3IS）。IG3IS 结合了大气成
分和自下而上的清单资料，以更好地为政策和决定提供依据。动机章节进一步介绍了 IG3IS 的
背景信息。
IG3IS 的目的
本节介绍了该系统更为明确的目的。它要求建立伙伴关系并强调需要让用户群参与设
计 IG3IS 的具体组成部分。本节还解释了结合大气成分和社会经济活动资料的可能性以便减少
排放清单报告的不确定性，定位和量化此前未知的减排机会，向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及时和量
化的信息，为其减排目标进展评估提供支持，以及提高我们对碳循环的理解 – 特别是区分自然
和人为源及自然碳源和汇的时间变化。
2.

3.

IG3IS 的原则

实施 IG3IS 要求该系统的所有要素都以统一的方式来建设。本节规定了各项原则，
遵守这些原则，IG3IS 将实现统一：


IG3IS 将作为一个国际协调机制，并可建立和传播一致的方法和标准；



IG3IS 将利用多元化的测量和分析方法提供一个通用框架以便开发有效做法；



从一开始就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规划和实施，以确保信息产品满足用户的优先重点；



该系统必须要切合实际，重点突出；



成功的标准是信息可指导更多和有价值的减排行动；



IG3IS 必须要成熟，并要与用户需求、政策和技术技能的发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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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潜在的应用

本节介绍了该系统的潜在应用。可用分层的方法来考虑各种应用，从量化全球协
议的进展情况到次国家工作和新的缓解行动。IG3IS 可进一步指导会员根据反演模拟技术（以
英国为例）向 UNFCCC 报告互补式排放。通过应对大型城市源区域（特大城市）或特定行业
的特定排放（例如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CH4 排放的检测和归因），本节介绍了可能的更多次国
家减排工作。
5.

改进的工具
最后一节介绍了对于新工具的需求，如加强飞机观测温室气体以及同位素测量源

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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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决议 47 (Cg-17)-全球大气监测（GAW），呼吁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开发和维护
WMO 与相关组织、机构、团体和单位在大气成分问题及相关的物理参数方面的合作；
（2）决议 46 (Cg-17)-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呼吁会员与从事碳循环的组织和机构合
作；
（3）决议 56 (Cg-17)-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鼓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按照
WMO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进一步的请求在现有的职责内继续开展其活动；
认识到 WMO 和 UNEP 之间关于大气成分问题开展了成功合作，其中为支持《保护臭氧层维
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后续修正案而开展的平流层臭氧
活动最值得注意；
进一步认识到全球大气监视计划关于本底大气成分变化问题的专业知识与 UNEP 在解决空气
污染和排放清单等环境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之间具有互补性；
确认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决议 1/7，该决议呼吁加强 UNEP 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合作提高空气质
量方面的作用；
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加强 WMO 和 UNEP 之间关于大气成分问题的合作，特别是关于温室
气体和空气质量的问题；
同意在大气成分及相关环境问题方面改进和深化合作并协调沟通策略，因其有利于各组织及其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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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与 UNEP 的执行主任一起共同制定此类合作的框架协议；
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发展和加强该合作， 并将该合作融入区域协会
和技术委员会的定期活动；
敦促会员加强国家水文气象部门、研究机构和国家环境机构/部门之间通过全球大气监视网计
划实施的关于大气成分问题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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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决议 15 (EC-6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其中敦促会员支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实施计划；协助其他会员加强本国的大气、海洋以及陆地监测系统并执行其区域行动计划的优
先项目；并加大其对 GCOS 秘书处的支持，
（2）决议 39 (Cg-17)-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其中
(a) 决定继续并加强 GCOS；
(b) 敦促会员：
ii)

加强其关系系统并通过强化网络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iii) 鼓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起草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的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相关活动的国家报告中发挥
有力的领导作用，
(c) 要求理事会定期审查 GCOS 的进展，并对其进一步的开发和实施提供
支持和指导，
进一步忆及GCOS的作用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确保持续地提供整个气候系统的可

靠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观测和资料记录—涵盖大气，海洋和陆地领域，也包括水文、
能源、碳循环以及冰冻圈；
确认 UNFCCC 各缔约方已委托 GCOS 定期向 UNFCCC 科技咨询附属机构进行报告；
进一步确认GCOS包含WMO观测系统的气候组成部分（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全球观测
系统、GCOS地面网、GCOS高空网、全球大气监视网、和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政府间海洋
学委员会牵头的联合发起计划全球海洋观测系统、陆地观测网络（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全球陆
地网络）、研究计划的观测要素（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以及其他促进
气候观测、资料管理或产品的其他系统，这些加起来组成了整体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以及全球
地球综合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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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GCOS 于 2015 年 12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 21）上向
UNFCCC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了进展报告和观测系统充分性的审核意见；
审议了已出版的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状态的报告（GCOS-194）（下称“2015 GCOS状
态报告”，见http://library.wmo.int/pmb_ged/gcos_195_en.pdf，
观察到 2015 GCOS 状态报告说明了目前气候观测的情况，以及什么地方进展不足，或什么
地方有倒退；
认同 2015 GCOS 状态报告为新的 GCOS 实施计划的基础；
确认UNFCCC附属科技咨询机构敦促各缔约方应对2015 GCOS状态报告确定的重点和差距，
并邀请他们和相关组织为2016 GCOS实施计划提供建议并进行审核（见
FCCC/SBSTA/2015/L.18）；
敦促会员应对2015 GCOS状态报告确定的重点和差距。

决定 22(EC-68)
审议 201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决议 15 (EC‐64)‐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要求：
(a) 秘书长、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确保 2010 年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实施计划确定的相
关行动酌情纳入其工作计划，特别是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实施中，
(b) 秘书长将确定的相关行动纳入 WMO 各项计划的事实方案中。

（2）决议 39 (Cg‐17)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要求秘书长按照 2010 年 GCOS 实施计划的要求，
支持 GCOS 的进一步规划、开发和实施，并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与 GCOS、国际出
资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等密切协商，在其各自的责任领域支持 GCOS 的有效实施；
认识到 UNFCCC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鼓励 GCOS 重视巴黎协定的成果，并以新实施计划的形
式向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二次届会（COP 22）报告相关观测需求；
确认 GCOS 正在支持 UNFCCC 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进一步确认 UNFCCC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敦促各缔约方应对 2015 GCOS 状态报告确定的重点
和差距，并邀请他们和相关组织为 2016 GCOS 实施计划提供建议并进行审核（见
FCCC/SBSTA/2015/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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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巴黎协定”与系统观测相关的结论，以及系统观测与 IPCC 评估之间的互动，
认识到相关的 WMO 机构正在参与实施计划草案的审核；
决定支持该审核过程，要求会员、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 WMO 计划在公众审核期间积极
推广计划草案，为该计划作出贡献，并要求将意见反馈到 GCOS 秘书处；
邀请会员为实施计划草案的审议做出贡献。

决定 23(EC-68)
开发气候服务工具包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在国家层面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将对气候信息提供方，包括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提出很大的要求，气候服务工具包基于通过的标准和良好实践，可以支持 CSIS 的活动，
并提高服务提供方的效率和能力，确保开发和提供给用户的信息和产品可靠、一致、权威、可
操作、质量高；
忆及大会关于该事务的指示：
(1)

决议 17 (Cg-16)-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2)

决议 16 (Cg-17)-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报告；

进一步忆及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实施计划包括一项 CSIS 支柱下的重点项目，建立并
向各国提供气候服务工具包；
认识到气候服务工具包对应一系列良好组织的高质量软件工具，尤其包括：
(1)

公共域的资料门户，用于访问和分析观测资料；

(2)

资料管理系统，用于质量控制和现代资料管理；

(3)

气候监测工具，用于计算距平、百分位、返回期；

(4)

包括降尺度在内的气候分析/预测/预估工具和工具包；

(5)

针对部门应用的定制气候信息工具包；

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 CSIS 实施协调小组调整了工作计划，重点强调了确定和宣传气候服务
工具包，该小组将于 2016 年秋召开国际研讨会建立开发人员团队，以贡献于气候服务工具
包，制定规范，规划原型开发和部署战略；
认同气候学委员会发起的行动，推动了气候服务工具包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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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会员：
(1)

为气候服务工具包提供工具和相关产品，通过支持专家参与该倡议活动，支持气候学
委员会对工具包的开发和分发，作为 WMO 实施 CSIS 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向气候学委员会说明其对气候服务工具包的要求，当可用时积极参与其业务实施，并
提供反馈，以便进一步改进；

要求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积极与气候学委员会合作开发气候服务工具包，并支持其将工具包
作为 GFCS 实施的一部分；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共同发起的机构开发和部署气候服务工具包，包括支持
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能力开发活动；
要求秘书长支持会员为气候服务工具包做贡献，并协助筹资，以便开发和宣传工具包，作为
WMO 对 GFCS 实施的关键贡献。

决定 24(EC-68)
国家气候展望论坛和国家气候论坛
执行理事会，
铭记国家气候展望论坛（NCOF）和国家气候论坛（NCF）是必要的机制，能推动机构间协调
和定期的信息提供方和用户在国家层面进行多利益相关方对话，从而支持国家层面的全球气候
服务框架（GFCS）的实施；

忆及决议 16（Cg-17）-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报告，批准了建议 4（CCl-16）- 国
家气候展望论坛和国家气候论坛，以推动会员开展此类论坛，并呼吁其持续业务化、技术指导
和用户联络；
进一步忆及：
(1)

将 NCOF 和 NCF 作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关键的国家活动；

(2)

气候学委员会已建立了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任务组，以便开发技术指南，
从而推动、加强和扩大 RCOF 进程；

认识到：
(1)

一些会员或者已建立了与 NCOF/NCF 相似的机制，只是形式不同，或已开始建立，包
括利用 WMO 的支持；

(2)

NCOF/NCF 提供了一个机遇，更好地强调会员的特定国家需求，以及他们应当量身定
制以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气候敏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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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1)

NCOF/NCF 在国家层面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和 GFCS 用户界面平台支柱方面的潜
在作用；

(2)

需要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在人力资源、制度参与等），使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能够协调并主办 NCOF 和 NCF；

认同 NCOF/NCF 的概念有待会员积极推动和通过；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
(1)

向会员分发一份关于 NCOF/NCF 的概念说明，提供有关适应其国情的主要特点的信
息；

(2)

回顾全球 RCOF 的进展，确定方法优化使用 RCOF 产品，推动 NCOF 运行；

(3)

为 NCOF 运行提供技术指导，包括为国家应用使用区域气候中心或 RCOF 的产品；

(4)

促进 NCOF/NCF 需要的用户联络，与水文学委员会、农业气象学委员会、政府间气
候服务理事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密切协作；

敦促会员：
(1)

定期组织 NCOF/NCF，融入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业务活动；

(2)

使用 NCOF/NCF 作为有效的平台支持气候服务国家磋商会，启动并维持利益相关方的参
与；

要求：
(1)

秘书长协助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持续协调 NCOF/NCF，作为国家层面实施 GFCS 的组
成部分；

(2)

向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管理组通报 NCOF/NCF 作为 WMO 对实施 GFCS 做出的关键贡献
的一部分。

决定 25(EC-68)
加强 WMO 气候监测和评估
执行理事会，
铭记需要高质量的 WMO 气候报告，将其作为 WMO 对国际气候相关努力的权威贡献，这些
报告的作用体现在提高 WMO 会员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全球和国家制定气候决策及政策方
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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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
（1）决议 10（Cg-17） -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 2015-2030 和 WMO 参与国际多灾种早期预
警系统网络，要求协助开发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以支持这些系统；
（2）决议 15（Cg-17） - 由世界气候计划督促努力促进提高使用气候产品和信息，造福社会；
确认在发展 WMO 气候报告内容的过程中需要会员的合作，及时一致地提供素材，特别是提供
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温度趋势和极端事件信息，
进一步确认由于气候变化，与历史记录比较的传统监测模式变得欠缺针对性，以及日益需要业
务归因服务（2014 年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WMO-No.1152， pp18-19），
考虑到气候学委员会正制定关于用一致的方式报告气候信息（如国家气候监测产品）的指导方
针以及定义、监测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指导方针，以指导会员使用遥感资料和产品，促进气
候监测工作；
注意到目前计划的五年气候摘要的总体结构，参见本决定的附录所示；
决定：
（1） 在发布 5/10 年期气候报告之后开展分析工作，以确定有多少会员对报告做出了贡献、
是否使用和获益、以及这些出版物引起多少关注；
（2） 将分析结果以及关于确定如何继续推进 WMO 多年气候评估报告的方案和考虑因素一
并提交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
同意遥感资料应成为许多情况下定期资料的重要来源，如冰冻圈的监测；
要求秘书长酌情促进 WMO 各计划和联合发起的计划以及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的合作，以开展
上述分析；
邀请会员积极支持可以保证高质量且及时的气候资料和信息的 WMO 气候系统监测，积极利用
遥感资料和产品来补充其他数据源，加强 WMO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的气候监测内容。

决定 25(EC-68)的附录
WMO 2011-2015 五年期气候报告的结构
前言
执行摘要
I.

引言

II.

气温（全球和区域气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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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降水（全球和地区降水概要）

IV.

冰冻圈和海洋

V.

大气成分

VI.

大尺度变率（ENSO、NAO 等）

VII.

气候等值得注意的极端事件

VIII.



热浪、冷浪



极端降水与洪灾



干旱



热带气旋



强温带风暴（风、雪、雨、风暴潮等）



极端事件的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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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考文献

决定 26(EC-68)
将更新的气候平均值文本纳入《气候实践指南》(WMO-No.100)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16 (Cg-17)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报告，尤其是通过了建议2 (CCl-16)-每十
年计算一次气候标准平均值；
认识到气候学委员会气候资料管理开放专家组和委员会的气候实践指南任务组的工作和贡献；
确认确认气候学委员会管理组对《气候实践指南》第三版 4.8 节的更新文字；
赞同将更新的“平均值”文本纳入《气候实践指南》；
要求秘书长酌情安排对《气候实践指南》的有关部分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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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7(EC-68)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实施的资料和产品交换
执行理事会，
铭记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构成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运作核心，它是按照各国
政府和其他资料提供方商定的程序、根据用户需求收集、处理和分发气候资料和信息所需的系
统，见决议 17（Cg-16）-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实施；
确认 CSIS 的关键业务实体是根据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定义、指定的世界资料中心、全球
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等实体；
进一步确认 CSIS 实体的业务主要依赖于气候资料和产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实时传输；
回顾到：
（1）

决议 60（Cg-17） - WMO 气候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政策，以支持全球气候服
务框架的实施；

（2）

决议 7（EC-67） - 执行理事会资料政策与新兴事务任务组；

赞赏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密切合作，通过联合机制共同引导 CSIS 实体的业务活动，
以解决会员国对气候信息的需求；
要求世界资料中心、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 CSIS 内
的其他有关实体根据决议 60（Cg-17）增加并协调对历史的、当前的和用于预报的气候资料
和产品的交换，以支持 CSIS 的实施；
敦促拥有 CSIS 实体的会员积极促进资料和产品持续不断的交流，满足各自的业务职能所需；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密切合作）、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主导由全球和区域气候中心提供的 GFCS 相关
资料和产品的审查，以提高其可及性和可用性，并将审查结果连同建议一并提交理事会第六十
九次届会；
提请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从 GFCS 实施的角度确定和通报 CSIS 支柱的资料和产品需求；
要求秘书长支持 CSIS 实体之间持续交往，在气候学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和 IBCS 的指导
下，特别是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和编写技术手册来了解和满足其对气候资料和产品的相互需要
和要求，并确保 WMO 信息系统的各方机构参与其中，方便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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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8(EC-68)
全球季节性气候信息更新的业务实现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过去二十年成功定期发布 WMO“厄尔尼诺/拉尼娜信息更新”，以及 WMO 对这一以
共识为基础的国际专家评估的协调得到了广泛认同；
赞赏联合国大会在 2015 年 12 月 23 日通过决议 A/RES/70/110 - 2015/16 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确认 WMO 在协调“厄尔尼诺/拉尼娜信息更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厄瓜多尔和西班牙政
府、WMO 和国际减灾战略（ISDR）机构间秘书处为支持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国际厄尔尼诺研
究中心（CIIFEN）所做的持续努力；
确认普遍感到需要更广泛地开发季节尺度的此类产品，通过扩大这些更新将其他行星尺度的振
荡影响和相关的潜在大规模气候影响包括在内；
认识到：
（1）

气候学委员会在编写全球季节气候简讯（GSCU）中通过 GSCU 专门工作组与基本系
统委员会/气候学委员会次季节到更长时间尺度业务预报专家组共同努力，以及这
个新产品作为区域和国家气候业务关键性输入的重要性，总体目标是协助由 WMO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同意的区域气候中心、区域
气候展望论坛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2）

在气候学委员会的 GSCU 任务组协调下，GSCU 处于试验过程的最后段阶，其间
近实时地定期整理信息更新并通过同行评审程序确定其内容以及运作时间表；

注意到在 WMO 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的支持下，计划在试验阶段结束不久之后业务
化发布 GSCU；
邀请会员提供季节至年际气候预报信息及相关的气候监测资料，通过加强这些信息在国家层面
的可用性为 WMO 的协调工作做出贡献；
提请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考虑使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参与次季节到更长时间尺度业
务预报专家组的工作，尤其是要确保大会批准的海洋能力；
要求拥有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的会员定期生成全球气候监测信息，为 GSCU 积极提供实时
输入数据，也为专家评审、达成共识起推动作用；
邀请区域气候中心、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到时候在其业务活动中使用
GSCU，并向气候学委员会反馈使用情况，以便改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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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9（EC-68）
WMO 对“全球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

和“气候变化国家层面影响项目”实施的支持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6（EC-65） ‐ 世界气候计划的重组：纳入“全球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
计划”以及决议15（Cg-17）‐ 世界气候计划的重组；
认识到：
(1)

全球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PROVIA）是一项全球倡议活动，目
的是在国际层面指导和协调关于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的研究；

(2)

2016 年 5 月，PROVIA 与荷兰政府及欧洲委员会在鹿特丹联合主办了第四次国际
适应未来大会；

(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启动了气候变化国家层面影响（CLICC）项目，通过
为国家减缓和适应规划以及国际对话提供依据，促进全球了解国家层面的气候影响，
以支持气候变化行动；

(4)

气候变化国家层面影响项目可确定和推动良好规范以及共同了解如何开展气候影响
评估；

确认：
(1)

《巴黎协定》等新兴政策将受益于最新科学发展以及从以往计划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2)

促进协调国际气候变化影响及响应研究将促进提供可靠的科学信息，如决策者日益
要求的信息；

考虑到：
(1)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有关 PROVIA 的建议（见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带决议案的
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157)总摘要第 4.2.5.2、4.2.5.7、4.3.103 到
4.3.106 段），

(2)

对于各国来说有需要建立方法和过程，以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

观察到 PROVIA 正在从提高认识过渡到面向行动的新阶段，以有效响应适应与减缓并重的
《巴黎协定》的实施，
注意到近期由六个国家参与的试点阶段已完成；规划召开一次研讨会以审查为筹备规划将该
计划推广至 30 个国家而开展的试点阶段的结果、经验教训和方法，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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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WMO 参与 CLICC 项目，特别是通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国家层面开展工作；
提请 UNEP 执行主任：
(1)

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专家纳入该项目；

(2)

将该项目和研讨会的进展和结果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

要求秘书长与所有的会员分享试点阶段的结果和经验教训，并让会员提出意见；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
(1)

参与该研讨会以评价 CLICC 试点阶段的产出，根据评价结果分享会员的资料并酌
情向 PROVIA 科学指导委员会提供建议；

(2)

就 CLICC 评估结果用于实施国家层面气候相关政策和计划等事宜向执行理事会第
六十九次届会提供建议。

决定 30(EC-68)
区域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中心

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WIGOS区域中心（RWC）将在推进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业务，并为
会员和区域协会提供区域协调、技术指导、援助和咨询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认识到每个区域各不相同，在建立和运行 RWC 时需要考虑这些差异，以应对具体会员
的需求和各个区域的情况；
回顾到：
（1）决议23 (Cg-17) –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预运行阶段，其中决定WIGOS预运行阶
段的一项最高优先重点将是制定区域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中心的概念并初步建立这些中心；
（2）决议8 (EC-67)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其中要求协调组为了在各个WMO
区域中建立并进一步发展WIGOS区域中心而制定概念；
审查了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编写的设立 WMO 区域 WIGOS 中心的概念说明，
认同该概念说明（以下简称为“RWC 概念”），详见本决定的附录，其可作为区域协会的一
般性指导方针，来介绍基本原则并明确强制性和可选性功能；
敦促区域协会和会员熟悉了解 RWC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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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积极参与 RWC 的实施；
要求区域协会和会员尽可能考虑将 RWC 功能纳入现有的 WMO 中心，将其作为建立新中心的
备选；
要求区域协会主席审查在其各自区域建立和运行 RWC 的具体方案，并邀请他们与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第六次会议（2017 年）共享其研究成果；
要求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为会员提供有关 RWC、其能力、建设和绩效评估方面的详细指
导。

决定 30(EC-68)的附录
建立区域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中心的概念说明

背景
很多 WMO 会员现在都已请求为其 WIGOS 实施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很显然，通过区域支
持结构而不是通过 WMO 秘书处与个别会员之间的直接互动，可以更有力和高效地提供支持。
需要建立一个区域 WIGOS 中心（RWC）网络，协助 WMO 会员的工作以便在国际和区域层
面上成功地实施 WIGOS。
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各区域情况各有不同，需要对下文描述的通用概念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以应对
各自区域的具体需求、优先重点、挑战和可用的技术和人力资源。
目的
在各个区域协会管理组的管理和指导下，并借助相关区域工作机构的支持，RWC 的总体目的
是为了为 WMO 会员和区域提供支持和援助以便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实施 WIGOS。
基本原则
WMO 应尽可能鼓励现有的 WMO 区域中心开展新的活动，从而确保优化技术和人力资源。当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实施 WIGOS 时，应考虑现有的结构和机制，包括它们在 RWC 中的潜在
作用。必须尽一切努力以避免现有的 WMO 区域中心出现职责和功能的重复；相反，必须要利
用与它们的可能协同作用。
在确定适当建立 RWC 及其运行模式时，必须要考虑每个 WMO 区域现有的地理、文化和语言
差异。因此，各区域协会必须根据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的指导自己决定其 RWC 的建立机
制并明确规定职责，以反映其需求、优先重点、以及现有的能力和设施。该区域中相关的
WIGOS 工作机构（通常是区域 WIGOS 任务组）应参与建立 RWC 的过程，并且在其开展业务
运行后对其进行一般监督。
与其他实体的联系
RWC 将与 WMO 秘书处（包括区域办公室）及其各自的区域工作机构开展密切的合作，以确
保高效和有力地实施 WIGOS。RWC 将就本区域的所有与 WIGOS 相关的活动与现有的相关
WMO 中心保持联系，特别是与区域仪器中心（RIC）、区域气候中心（RCC）和区域培训中
心（RTC）。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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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RWC 的基本功能必须是区域协调、指导、监督和支持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日常活动）
WIGOS 的实施和业务活动。规定了一些必备和可选功能。
必备功能
拟议的必备功能与 WIGOS 预运行阶段（2016-2019 年）的两个优先重点领域有直接的关系：
1.

区域 WIGOS 元数据管理（与资料提供方合作以促进收集和更新 OSCAR/地表
WIGOS 元数据并提供质量控制）；

2.

区域 WIGOS 性能监控和事件管理（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并在资料可用性或
资料质量问题方面与资料提供方进行后续沟通。

可选功能
根据可用资源和区域需求，可采用一个或多个可选功能：（a）帮助协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
WIGOS 项目；（b）协助开展区域和国家观测网络管理；以及（c）支持区域能力发展活动。
实施方案和路线图
原则上，RWC 应覆盖任何给定区域的各个会员，并负责提供 WIGOS 支持。可在整体区域层
面上集中实施 RWC，即由一个会员或多个会员组成的联合体为整个区域提供支持，也可在次
区域层面上实施，例如按照区域内现有的自然地域或语言边界划分。
RWC 可作为整体实体来实施，其中有一个会员负责整组所需的功能，或者可作为虚拟中心来
实施，其中由一个会员集团分担职责并由一个牵头组织负责整体协调。
WIGOS 预运行阶段计划中提出了以下几项重点议题以及里程碑：
(a)

从 2017 年以试点模式建立一个或多个区域 WIGOS 中心，

(b)

自 2018 年年中，初期的区域 WIGOS 中心开始进入业务运行阶段，

(c)

到 2019 年建立区域 WIGOS 中心，覆盖所有的 WMO 区域。

决定 31(EC-6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的最初版本以协助各会员实施相关技术规则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23（Cg-17）-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的预运行阶段，要求秘书长制定并出
版一套指导材料，并纳入初版《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于2016年7月1日前提供给
WMO会员，
确认这种发展活动需要大量的技术专业知识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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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迫切需要为会员提供有关“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OSCAR）”/地表，以及
WIGOS 元数据和台站标识方面的指导材料，以促进会员实施《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1160）中的规定；
审议了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提议的《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草案（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WGM.html），
满意地确认将这份文件作为《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的初始版本；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和《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在文字编辑方面做到一致；

(2)

将此文件提交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2016 年 11 月）审议和批准；

要求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利用可用的额外材料，进一步编写和加强该指南；
提请会员：
(1)

在实施相关技术条例中使用该指南；

(2)

向秘书长提供有关如何改进该指南后续版本的反馈。

决定 32(EC-68)
新一代气象卫星实现用户就绪的最佳做法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37（Cg-17） - 为新卫星系统做好准备；
认识到2015‐2020年期间，由日本、中国、美国、韩国、俄罗斯联邦和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EUMETSAT）运行的几乎所有的地球静止气象卫星系统都将由新一代卫星所取代，而新一代
卫星可提供加强的成像及新能力，如闪电测绘仪和探测器；
进一步认识到在未来几年内其他新一代系统都被部署在极地轨道上和其他类型轨道上；
考虑到很多会员在提高利用新一代卫星系统能力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因为资料量发生了量级
增加，资料接收机制已被修改，以及出现了一些新型资料；
确认重要的是会员采用系统性的方法以及卫星运行方实现用户就绪，同时尊重其个别需求和制
约因素；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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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迫切需要尽早开始让用户做好准备，以降低在向新资料流过渡时发生服务中断的风险（考
虑到即将推出新系统，诸如计划于2016年底推出的地球静止轨道环境业务卫星‐R系列(GOES‐R)；
考虑到：
（1）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在 2016 年 6 月的其第四十四次届会上批准了“新一代气象卫
星实现用户就绪的最佳做法— 用户就绪参照项目”；
（2）在线卫星用户就绪指引（SATURN）门户，将其作为有关新一代卫星系统信息的一站式来
源，由 WMO 和 CGMS 卫星运行方共同支持；
注意到 WMO‐CGMS 卫星气象学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VLab）将其 2015‐2019 年战略的重点
放在发展会员使用新一代卫星资料的能力上；
同意用户就绪参照项目中介绍的制定新一代气象卫星实现用户就绪的最佳做法的重要性，可查
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documents/SAT-GEN_ST-15-SATURNReference-User-Readiness-Project-March2016-Final.pdf（摘要见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根据《总则》第 180 条，审议、修订和通过新一代气象卫星实现用户就
绪的最佳做法；
要求秘书长当基本系统委员会在其第十六次届会上通过这些最佳做法时，尽快用所有的 WMO
官方语言向所有会员通报这些最佳做法，并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报告以获得有关实施
最佳做法的进一步指导。

决定 32(EC-68)的附录
新一代气象卫星实现用户就绪的最佳做法摘要
（用户就绪参照项目）
1.

背景

2015‐2020年期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球静止气象卫星系统都将由新一代卫星所取代。新
一代卫星将携带先进成像仪并具有灵活的快速扫描能力，并附加携带创新性的有效载荷，如
闪电测绘仪和探测仪。其他新一代系统将于未来十年内被部署在极地轨道上和其他类型轨道
上。
只要用户可有效获取其效益，那么新卫星将会显著加强WMO会员提供的基于卫星的产品和
服务：将新的资料类型引入业务方案中，使整体资料量相比今天高一个量级，这会对用户的
基础设施、系统、应用和服务产生重大影响，并需要在科学、技术、财务、组织和教育层面
上开展协调一致的活动。为了避免在向新系统过渡时对业务运行产生任何干扰，至关重要的
是卫星资料用户进行及时和认真的准备。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决议37，其中建议“所有相关的WMO会员根据《基本系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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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确保用户为新一代卫星做好准备工作指南》，在新卫星系统发射之前，建立用户就绪项目
”。
规划用户就绪项目的一项主要制约因素是及时提供用于卫星系统开发的信息、规范及资料和
工具。因此，为了建立用户就绪项目，重要的一点是详细考虑卫星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及其
与用户就绪规划的关系。
WMO制定了新一代气象卫星实现用户就绪的最佳做法，包括用户就绪参照项目，其中介绍了
从新一代卫星系统发射前五年到发射后两年这一时间段内所建议的活动、里程碑和可交付服
务（有关更多详情请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documents/SAT‐GEN_ST‐15‐SATURN‐
Reference‐User‐Readiness‐Project‐March2016‐Final.pdf）。这些适用于WMO会员、卫星运行方以
及更广泛的卫星用户组织。
2.

用户为实现就绪而开展的活动

建立用户就绪项目
用户需要为采用全新一代卫星而做好准备工作，最好在发射前五年开始。用户就绪项目需要
解决：
-

建设新能力并提高现有的能力；

-

继续提供业务服务，包括过渡期关键路径分析；

-

最大限度地受益于现有的设施，保护投资；

-

研究和发展方面的需求；

-

资料处理；

-

资料加工；

-

培训工作人员。

在执行该项目的过程中，必须要特别考虑到：
-

需要一项专门的项目，配有预算和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经理（总体的问责制是很重
要的）；

-

与卫星运行方保持联系，共享最新的信息；

-

与关键管理人员和项目利益相关方保持定期沟通（保持势头和避免误传）；

-

监督重点项目里程碑并在必要时进行升级；

-

确保需要时提供管理支持和买入；

-

管理有关新产品可用性的预期。

3.

卫星发展计划可向用户就绪项目交付的服务

仪器特性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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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发射前的特性通常包括：
-

可描述光谱响应函数的参数；

-

可描述获取模式和联合注册的参数；

-

噪声源的说明；

-

辐射校准和特性；

-

仪器定向、几何精度和性能。

产品规范
这包括产品算法的科学规格、分发以及点播请求格式的详细规定、关于及时性和预期资料
量的信息格式规定，这些都适用于L1和L2产品。

数据获取机制规范
这包括直接广播的机制规范以及基于DVB的卫星资料分发规范。这些规范是采购用户接收
系统所必需的。

软件工具和测试资料
L1预处理软件是开发部分用户组织资料处理功能所需的。采购资料处理系统的任何合同需
要对此予以考虑，以便尽早交付。

运行计划和时间表
为了确保用户就绪，长期运行计划和日常运行时间表都应在开始日常运行之前提供。

用户通知和反馈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卫星运行方建立与用户群体沟通的双向通道： 用于提供一般和具体的信
息，以及允许用户进行查询并可提供筹备阶段的其他反馈信息。这样的通道对于提供常规
用户支持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支持始于调试阶段并持续于整个常规运行阶段。此类沟通
应包括基于区域协会的卫星用户协调机制。

培训资源
对于新卫星系统，提供培训材料是至关重要的。在线培训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当有关
卫星的新信息及其应用程序可用时还可促进适应。此外，利用用户社区的反馈也是至关重
要的。WMO‐CGMS虚拟实验室可在开发和向全世界用户提供多种语言的在线培训材料中发
挥关键的作用。

决定 33(EC-68)
WMO 空间天气相关活动四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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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38（Cg-17） – WMO 协调空间天气活动四年计划，要求航空气象委员会和基本
系统委员会完成 WMO 协调空间天气活动四年计划，并将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予以批准；
认识到空间天气对观测和通信基础设施、航空和海洋安全、能源输配网络、基于卫星的导航服
务及其他领域的影响；
考虑了提供空间天气服务与气象服务之间协同作用的潜力；
确认需要会员协调努力以应对观测和服务需求，从而防范空间天气的危害，正如第十六次世界
气象大会所述；
强调需要支持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开展工作，以便到2018年实现为国际空中导航提供业务
空间天气服务；
审议了 WMO 协调空间天气活动四年计划（第 1 版，2016 年 4 月）；
观察到本计划旨在将 WMO 空间天气相关活动纳入现有的 WMO 计划和活动，包括将空间天气
观测纳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注意到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主席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协调了实施本计划的工作机制和职责，以
让这些技术委员会提供有效的监督；
进一步注意到与空间天气科学界协商审议了有关空间天气的术语和定义；
批准了空间天气相关活动四年计划（以下简称为“本计划”），在本决定附件中提供；
要求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建立计划间空间天气信息、系统和服务小组，本计划
附录 2 中规定了其职责；
呼吁会员支持实施该计划，并让专家参与其中，并提供实物捐助以及其他向空间天气信托基金
的捐款；
要求秘书长：
（1）采取适当行动，支持开展计划中确定的活动，并与国际空间环境服务联盟等相关国际国
内组织进行合作；
（2）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该领域的成果总结报告和未来行动提案。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决定 33(EC-68)的附录
空间天气相关活动的四年计划

世界气象组织
=====================================

WMO 空间天气相关活动
的四年计划
2016-2019

2016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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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1 文件目的

为响应 WMO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1 和 WMO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会 (EC‐66)2， 该文件制定了
一份 2016‐2019 年实施的计划，旨在提高 WMO 会员提供空间天气服务的能力。
本计划下的活动与《WMO 战略计划》一致；旨在确立把空间天气相关行动纳入核心 WMO 计划的工
作结构，估算所需资源和预期效益。
由于计划周密，空基和地基的空间天气监视系统得以更好地协调；一致的、高质量的空间天气产品
将通过 WIS 提供给各会员；特别地，针对民航的空间天气服务将按照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的
要求提供。预计拟议的高层组织结构将促进与 WMO 之外的倡议的有效协调，并促进空间天气服务
能力的长期改善。
1.2 空间天气定义

空间天气在此定义为包括太阳在内的自然空间环境，以及行星际和行星环境。
相关学科，“空间气象”也常称之为“空间天气”，旨在观测、探索和预测太阳、行星际和行星环境等自
然空间环境的状态、其扰动、以及这些扰动对生物系统和技术系统的潜在影响。
1.3 空间天气服务的社会需求和趋势

由于社会越来越依赖一些会受空间天气影响的技术，因此对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技
术包括：暴露在空间天气事件下的极地航线航空导航；用于电信、广播、观测或定位的系列卫星；
使用受电离干扰影响的卫星导航和计时信号；暴露在可能有产生灾难性层叠效应的地磁感应电流下
的电网。
应急管理机构正在制定程序来管理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的风险，此举隶属其风险管理整体措施。空
间天气服务目前在一些国家存在定期用户群，包括商用航空公司、卫星业界、钻探和调查业务、电
网运营商、管道设计者和卫星导航系统。预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空间天气事件的影响，社会
的暴露度不断增加，以及空间天气产品和服务更加成熟，使用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会因此扩大。
1.4 国际协调空间天气相关活动的需要

参与空间天气活动的国际组织经常强调加强国际协调的需要，包括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COPUOS）和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的空间天气专家组。附录 1 概述了该领域的主要国

1

WMO 第十六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77， 第 3.7.11 段和附录 4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第 4.4.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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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倡议。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倡议在考虑完全业务化空间天气服务所需的端到端活动，但它们仍是珍
贵的资源，WMO 可以借助适当的伙伴关系加以充分利用。
比如，现有大量的空基和地基资产可以用来改善空间天气服务，但是这些资产往往没有得到有效协
调，或在运营机构外从而难以获得。观测资料从系统角度上无法互可操作、近实时共享，也没统一
元数据进行记录，以便开展资料发现和保证高效使用。没有协调一致的计划来避免重要观测上的空
白。
必须有效传达警报、预警和预报，以确保极端事件中信息一致，并促进事后检验和评价。针对航空
业的空间天气服务的规范、协调、评估和交付必须根据即将得到 ICAO 和 WMO 一致认同的程序。
总之，业务性协调是在上述国际倡议和满足用户需求之间缺失的一环。
1.5 WMO ICTSW 在空间天气领域的活动
空间天气跨计划协调组（ICTSW）3于 2010 年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和 航空气象委员会的主持下发起行动。
到 2016 年 4 月，小组包括来自 26 个 WMO 会员和欧盟、ICAO、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 （ISES）4和
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OOSA）等几个国际组织的专家。
ICTSW 到目前为止的成就包括，制定观测需求、撰写空间天气监视《指导声明》、建立空间天气产
品门户网站、支持航空气象委员会审议 ICAO 对未来航空业空间天气服务的理念。这些成果证明了
WMO 通过提供合作和协调框架、连通空间天气科学界和气象业务界而在这一新领域可能带来的效益。
WMO 经由 ICTSW 扮演的这一角色已经得到了众多国际伙伴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前方仍有一些挑战。WMO 会员要想取得突破，更好地提供空间天气服务并从中受益，需要进
一步动员专家参与、会员要持续参与观测系统的运行并共享资料，以及秘书处继续提供支持。当前
的四年计划详述了应对挑战的方法。
1.6 WMO 会员和空间天气

第 1.3 节描述的空间天气暴露度对 WMO 的所有会员都会有潜在影响，但是各会员解决这些问题的具
体负责机构可能大相径庭。对一些 WMO 会员5来说，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规定包括承担空间天气预
报和预警的责任，或至少负责其中的一些重要基础性工作，例如电离或地磁观测。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天气相关活动是由许多其他国家机构牵头的，如空间署、太阳天文台、
地磁观测台或无线电通信机构。对大部分 ICTSW 成员来说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常任代表从相
关组织提名了一位专家来促进 WMO 的这项活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这个空间天气组织之间可
能存在合作框架，比如，当地基空间天气监视与气象站联合建站。在某些情况下，参与 ICTSW 的机
会促成了这种合作。

3

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spaceweather-ictsw_en.php

4

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 http://www.ises-spaceweather.org/

5

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芬兰、俄罗斯联邦、韩国、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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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空间天气相关活动的愿景
2.1 空间天气活动的协调

监测空间天气现象的最好途径是多国协调。这些现象由太阳上和星际空间内发生的事件引发，规模
不一，从全球到区域尺度均有，并可能正在影响全球，因此在地球上和太空中均要有足够密集的观
测能力。
WMO 本质上是全球性的机构，其政府间性质、业务协调方面的丰富经验、科学根基、气象和空间
天气相关活动之间潜在的协同、WMO 通过航空气象委员会与航空部门的紧密联系及对保护生命财
产的参与，都是重要的资产，能够促进 WMO 发挥关键作用，助力空间天气活动的国际协调。
WMO 一方面考虑了未被满足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考虑了自身的长处和能力，它可承担业务空间
天气监控和预报的国际协调，以保护生命、财产和重要基础设施及受影响的经济活动。在提供真正
全球性和政府间的框架时，WMO 应该促进国际承诺的履行，推动建立针对业务空间天气服务的全
球框架，比如在 ICAO 公约的背景下进行。

2.2 高层目标
以下为活动提出的高层目标：
 确保那些对支持空间天气预警和其他服务必不可少的观测持续有效、优质且能够互可操作，
同时优化观测系统的整体成本；
 通过开放共享、国际公认的标准和利用 WMO 信息系统（WIS）的协调程序，改善空间天气
资料和信息的收集、交换和交付；
 确保空间天气分析、建模和预报方法允许业务服务在最科学的基础上交付；促进技术和科学
成果由理论研究转化为业务实践；
 支持在识别和解决用户需求方面低成本、高价值服务的探索和确立，重点是那些需要国际协
调响应的部门，并且要在在航空气象计划和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的基础上与航空和其他主要应
用领域协调；
 汲取 ISES 中心等出色服务提供者的经验，促进 WMO 会员提供优质高端产品和服务，开发
最佳实践，从而提高服务提供的精准性、可靠性、互可操作性和整体性价比；
 根据 WMO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改善应对空间天气危害的应急预警程序和全球备灾；
 促进空间天气和气象/气候组织及活动之间的协同，推动人们理解空间天气对天气和气候过程
的影响；
 支持培训和能力建设，以科学和业务经验为基础，发展产生和解释空间天气产品和服务的技
能，从而使 WMO 会员更好地利用现有信息，建立其自身的服务能力，吸引客户使用新产品
和服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建议：
 在 ICTSW 的成就上再接再厉，保持势头，继往开来；
 制定下一个四年的行动计划，更新 WMO 有关空间天气活动的工作结构；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14

 在注意空间天气活动组织机制的多样性情况下促进多学科合作。许多国家的此类活动在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外开展；
 利用国家、区域和全球倡议和计划，通过与国际公认的、在该领域活跃的联合国或非联合国
实体合作，避免重复行动，促进互补行动。
必须定期交流来巩固这些行动，从而增强 WMO 大家庭对空间天气的认识和理解，报道协调行动的
效益，提高外部关注程度，并与外部伙伴保持交流互动。
此外，建立高级别、有效的协调机制，把有更广泛战略的技术活动和实施 WMO 计划联系起来，这
一点非常重要。

3

活动

以下为关键活动，包括活动目标、预期效益和潜在挑战。这些活动分属七项高级功能，分别对应三
个级别：产品和服务级别（3.1、3.2 和 3.3），系统级别（3.4、3.5 和 3.6）和战略级别（3.7），如
图 1 所示。
尽管该细分旨在全面介绍即将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范围，下列两项仍有区别：
 优先开展的首批行动。四年期内产生预计可交付成果，规定了完成行动的完成时间；
 其他行动。或为长期行动，主要成果无法在四年期内产生；或为仅当时间和资源允许时采取
的行动，因为这类行动优先级低。

图 1：拟议的主要活动功能细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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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审议用户对空间天气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协调响应的重点
目标：在识别和解决用户需求方面，支持低成本、高价值的服务的出现和确立，关注那些需要国际
协调响应的部门。
由于空间天气服务未达到可与气象业务相比的成熟水平，且潜在用户可能不清楚空间天气服务的能
力及使用方法，因此存在挑战。需要示范来支持用户‐提供机构之间的对话，帮助用户细化其需求，
使得提供机构理解用户需求、评估需求可行性，并提供足以有效满足需求的特定服务。广泛使用的
最终产品的规格应该协调一致。
下列领域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应加以分析：
 航空，空间天气服务被视为隶属 ICAO 公约附录 3，商用航空公司提出了额外的需求；
 受地磁干扰影响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行业；
 无线电通信，卫星无线导航和遥感雷达；
 航天器设计、发射和运行；
 减少灾害风险管理；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等机构收集并传达的其他用户需求。
首批优先行动

交付成果

支持 WMO AeMP 参与 ICAO 相关工作组的活动，支 ICAO 需求分析
持 AeMP 审议 ICAO 航空业对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
ICAO SARP 审议
草案的可行性，并就《标准和建议措施》
（SARP）向 ICAO 提出建议

完成时间
2016

支持 WMO AeMP 参与 ICAO 相关工作组的行动，支 ICAO 空间天气服务中心
持 AeMP 定义未来全球和区域中心的作用、数量和 的作用、能力和目标数量
需要的能力，从而为航空业提供空间天气服务

2016/2017

调查航空业之外的应用领域，这些领域需要或想要 需要国际协调的重点服务
国际协调的服务
清单

2017

其他行动 （长期或优先级别低）

交付成果

完成时间

拓展空间天气产品门户网，以提供示范性的典型产 额外产品
品样本并进行交流

2016‐2019
（续）

调查空间天气的影响是否、如何在国家减少灾害计 国家风险登记中的空间天
划中涉及；调查协调行动的需求
气要素调查

2017

与 ITU‐R/SG‐3 和 ICG 合作分析对关于无线电传播的 对 ITU‐R/SG‐3 的声明，发
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
展此类服务的路线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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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展产品和服务的最佳实践

目标：汲取 ISES 区域预警中心或其他出色服务提供者的经验，促进 WMO 会员提供优质终端产品和
服务，开发最佳实践，从而提高服务提供的精准性、可靠性、互可操作性和整体性价比；特别地，
根据 WMO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改善应对空间天气灾害的应急预警程序和全球备灾。
应在与主要用户的交互中开发最佳实践，从而最好地响应关键社会经济领域和公共安全不断发展的
需求。最佳实践应以科学评估和优质管理原则（因此间接要求以用户为中心）为基础。
首批优先行动

交付成果

在极端事件预警中心之间建立实时协调和磋商机制

极端事件磋商程序

完成时间

审议现有的全球和区域空间天气事件的尺度，制定一 国际社会一致认同
个国际的、各界一致认同的尺度或一套尺度集合，以 的空间天气事件尺
描绘空间天气事件的严重程度，从而促进应急程序和 度
检验活动
其他行动 （长期或优先级别低）

交付成果

2016/2017
2017

完成时间

与 CGMS 合作审议程序以记录空间环境导致的航天器 记录航天器异常资
异常，包括该资料的归档和使用
料的议定程序

2016/2017

与减少灾害风险计划合作为空间天气警报中心制定应 极端空间天气事件
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最佳实践
指南

2018

3.3 对新晋服务提供机构进行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吸引客户

目标：支持培训和能力建设，以科学和业务经验为基础，增强制作和解释空间天气产品和服务的技
能，从而使 WMO 会员更好地利用现有信息，建立其自身的服务能力，吸引客户使用新产品和服务。
首批优先行动

交付成果

挑选现有的培训材料，在空间天气产品门户网上公开

空间天气产品门户网
站的培训材料

确认目标受众，包括希望在所在组织建立空间天气服务 维护国家气象和水文
交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气象工作者；确定培训目标 部门利益的培训计划
时间表

完成时间
2016/20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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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Lab 和伙伴组织合作举办培训，提供教具

完成的培训计划，用
于改善培训的反馈

其他行动 （长期或优先级别低）

交付成果

编写新教材，因地制宜设计内容并提供多种译本

为改善空间天气服务
而因地制宜开发的资
源

促进用户信息事件，提高对空间天气的影响和使用空间 协办事件
天气服务的潜在效益的认识

2018

完成时间
>2019

2018

3.4 协调地基和空基空间天气监视

目标：对基于卫星和地基的观测在高层展开协调，确保那些对支持空间天气预警和其他服务必不可
少的观测持续有效、优质且能够互可操作，同时优化观测系统的整体成本。
将空间天气监视系统纳入 WIGOS 可以实现该目标。此举包括评估空基和地基观测需求、统一传感器
规格、分析重点并监控计划以弥补空间天气监视方面的空白。
首批优先行动

交付成果

完成时间

更新空间 天 气监视需求 和空间天气 监视的《指 导声 OSCAR 和更新的 SOG
明》，成为 WMO RRR 过程中的部分工作
中的需求

2016/2017

列出关键的、常规业务的地基测量，附带规定的观测周 测量的初始清单和规
期
格

2017

列出进行上述测量的空间天气天文台（与卷 A 类似）

天文台清单

2017

生成描述上述测量的观测元数据

WIGOS 元数据

2017/2018

更新 OSCAR/空间中空间天气观测空基能力评估，以支 OSCAR/空间更新，包
持差距分析
括差距分析

2017

与空间机构（包括 NASA 等主要机构和 CGMS 等国际卫 传达给空间观测主要
星协调机构）和相关当局对话，讨论填补空基观测空白 利益相关方的差距分
所需的行动
析

2017

编写《WIGOS 手册》增补内容初稿

2018

《WIGOS 手册》新版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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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动 （长期或优先级别低）

交付成果

完成时间

增强观测能力、拓展通讯基础设施和程序，以填补观测 减少空白
空白，改善资料可获得性

>2019

扩展测量和观测清单

>2019

更新的清单

规格指导，相互比对
统一传感器规格促进高能粒子测量，为测量的相互校准
的程序
和相互比对制定最佳实践
同意地基空间天气监视的质量标准（若相关，则现有标 观测质量标准
准或新条款将纳入《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指南》）

2018

>2019

3.5 促进资料管理、标准化和交换

目标：通过开放共享、国际公认的标准和利用 WMO 信息系统（WIS）的协调程序，改善空间天气资
料和信息的收集、交换和交付；
大部分空间天气资料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严格的时效限制。
首批优先行动

交付成果

完成时间

明确在 WIS 上进行常规交换的基础资料和产品清单， 空间天气资料和产品
用恰当的发现元数据描述，在 WIS 上注册并公开（与 集合，它们在 WIS 上
IPET‐MDRD 一起）
近实时环境下可搜寻
并在全球提供

2016/2017

将空间天气服务中心注册为 WIS 中的资料收集或制作 更多空间天气服务中
中心（DCPC）或国家中心（NC）（与 IPET‐WISC 一 心被指定为 DCPC 或
NC
起）

2016/2017

其他行动 （长期或优先级别低）

交付成果

完成时间

调查包括 RINEX/GTEX 等新格式的适用性和优势，以促
进空间天气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建议的格式得到实施

调查《通用警示协议》（CAP）等新协议的适用性和优 建议的规程
势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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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评价空间天气分析和预报方法，促进完善的研究模式过渡到业务及与气候/天气建模
的协调效应
目标：
 确保空间天气分析、建模和预报方法允许业务性服务在最科学的基础上交付；促进技术和科
学成果由理论研究转化为业务实践；
 促进空间天气和气象/气候组织及活动之间的协同，推动空间天气对天气和气候过程的影响的
认识。
为实现该目标，需要支持发展业务化、资料同化和预测性的模式，从先进的天气和气候预测能力中
受益，并开展集体倡议以进行模式耦合和评估。研究性和业务性空间天气团体间的对话应受到鼓励，
以定期评估可能成熟的方法和服务用于业务。也应鼓励空间天气和气象/气候群体间的对话。

首批优先行动

交付成果

完成时间

分享空间天气模式在日常预报活动中使用方面的经验教 空间天气预报良好实
训
践手册

2017

定义技术评分和其他检验方法来评估现有研究模式对以 对现有模式的客观评
用户为中心服务的潜在价值
价

2018

其他行动 （长期或优先级别低）

交付成果

研究空间天气对基本气候变量影响研讨会

提高了对空间天气和
气候间联系的理解

2017

评估整体大气模式（从地表到热层顶端）与其他空间天 整体大气模式的影响
气模式一起使用时的效益
评估

2018

日‐地系统模式改善预报技能的资料同化能力研讨会

2019

数值预测模式中可用
资料的使用指南

完成时间

3.7 协调行动，确保联合国系统内外在业务性空间天气相关活动上的沟通基于科学且有权威性

建立高级别、有效的协调机制，把有更广泛战略的技术活动和 WMO 计划的实施联系起来，这一点
非常重要。
需要定期沟通来加以巩固，目的如下：
 提高所有会员对空间天气服务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寻求关于成功和限制因素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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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协调行动的效益，以优化资源并提供更可靠的空间天气信息；
 提高 WMO 空间天气活动的受关注程度，保持与外部伙伴的信息交互，以确保各方努力相辅
相成；
 告知社会关于空间天气信息和服务的能力，以及这些服务的最新局限性。

虽然 COPUOS 为在联合国系统内战略级别上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与空间天气科学和业务
群体及与关键用户群的对话最好在特定会议上进行。典型示例是美国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空间天气研
讨会”和欧洲举办的“欧洲空间天气周”，期间主办了小组讨论和用户交互等一系列活动。可与两者相
比的是亚洲的一项新兴倡议——亚洲大洋洲空间天气联盟（AOSWA）。
首批优先行动

交付成果

完成时间

向 COPUOS 不断通报 WMO 空间天气计划和需要动员 各类报告
WMO 大家庭以外的努力才能应对的挑战

每年

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年度空间天气研讨会上做报告

口头报告或专家组讨
论

每年

找出能证明 WMO 协调空间天气活动效益的案例

案例研究报告

为 WMO 大会（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供 2019 年 草案计划
以后空间天气活动的草案计划（如在空间天气监视计划
内）
其他行动 （长期或优先级别低）

交付成果

与 COSPAR 就该计划与 COSPAR 路线图实施的交互进行 反馈
协调
在区协会议或相关技术大会上讨论空间天气服务的区域 在 RA 会议或技术大会
实施问题
上提交口头报告

4

2017 ‐ 2019
2019

完成时间
每年

RA 会议时

组织和执行

4.1 根据 WMO 战略重点和活动安排活动

下表总结了空间天气活动的安排，含有 2015 年 5 月经 WMO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2016‐
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的七个关键重点。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的关键重点

空间天气四年计划的相关活动

提高针对从热带到极地的高影响气象、水文和 提高全球准备应对空间天气灾害的能力（如
相关环境灾害的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多灾种早期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所要求）有利于减少
预警的 精度 和有效 性， 从而促 进减 少灾 害风 灾害风险、恢复力和预防方面的国际努力
险、抗御和预防方面的国际努力，特别是响应
与人口日益暴露相关的风险；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下落实气候服务，
特别在缺乏这些服务的国家：

空间天气与陆地气候的交互需要调查

（1）建立区域气候中心；（2）确定用户对气
候产品的需求；（3）开发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4）推进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报技能；
通过全面实施 WIGOS 和 WIS，加强全球观测系 准备将空间天气监视纳入 WIGOS 和 WIS。该
统，以获得稳健、规范、整合、准确、有质量 活动应 EC‐60 要求，已积极参与滚动需求评
保证的相关地球系统观测资料，从而支持所有 审的空间天气应用领域。
WMO 优先事项和预期结果；
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可持续、高品质 为响应 ICAO 需求，不断出现的航空空间天
服务的 能力 ，以支 持全 球空中 交通 管理 的安 气服务的需求和挑战正在得到优先解决
全、高效和规律，并适当考虑环境因素：（1）
加速执行 ICAO/WMO 能力和资格标准以及质量
管理系统；（2）应对与 2013 至 2028 年全球空
中导航计划新出现的要求和相关的挑战，特别
是关于 ICAO 模块一升级；（3）通过改进成本
回收机制和合适的服务交付框架商业模式，加
强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改善在极地和高山地区及之外的业务气象和水
文监测和预测服务，通过：（1）全球冰冻圈监
视网的业务化；（2）更好地了解全球天气和气
候模式在这些地区变化的含义；（3）推动全球
综合极地预报系统下的极地预测；

由于极地地磁场结构特殊，空间天气事件在
极地尤其严峻，因此预测地磁和电离干扰及
高能粒子影响（有时以极光的形式出现）非
常重要

通过开发和提高人力资源能力、技术和体制能 针对空间天气服务交付的能力建设
力和基础设施来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自身
提供服务的能力，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基于 WMO 结构、工作安排和预算编制的战略 为确保运行有效性，提案中的机构将把常设
审查，通过采取持续的改进措施和建议，提高 工作结构精简为一个跨计划协调组，与相关
WMO 的效率和效益。
委员会、区协、伙伴和用户代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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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有关空间天气的活动由 WMO 空间计划牵头，它是一项跨部门计划。截至 2015 年，这些活动
已经纳入以下一系列 WMO 计划和项目。

从 WIGOS 来看，空间天气完全纳入滚动需求评审（RRR）中。空间天气被视为 RRR 过程中的一个
WMO“应用领域”：空间天气需求已在 OSCAR/需求6资料库中被定义且记录下来；《指导声明》中记
录了观测系统目前空白的评估；《全球观测系统演进发展实施计划》（EGOS‐IP）7中用一章和若干行
动来讨论空间天气监视。

观测仪器和方法计划（IMOP） 刚刚完成了新版《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新版第三部分空基观测探
讨了从太空对空间天气的观测。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SG‐RFC） 根据 ICTSW 的意见，已经开始考虑微波领域空间天气监视的频
率分配问题。

对 WIS 而言， ICTSW 和 ISES 内部正在进行试点项目，评估如何利用 WIS 交换空间天气预报产品（地
磁活动、太阳耀斑和太阳高能粒子）。

航空气象计划内， ICTSW 支持航空气象部门审议 ICAO 针对提供给全球空中导航的空间天气服务的运
行概念，并对未来机构有效实现 WMO 协调的业务性空间天气服务交付提供指导。ICAO 经由 ICTSW
确认 WMO 是空间天气问题上技术建议的来源。WMO 持续活跃的参与至关重要，正如所预期的那样，
ICAO 公约附录 3 将强制要求于 2018 年前为民航业提供此种空间天气服务。

空间天气培训，纳入 WMO‐CGMS 卫星气象教育与培训虚拟实验室（VLab）的培训战略内（与
COSPAR 合作）。
4.2 工作结构

为了在四年计划下处理所有活动域，下列领域需要专家参与：
 空间天气基本系统，包括关于观测方法和网络、资料管理和交换、资料中心和空间气候学的
问题；
 空间天气科学，包括关于建模、模式评估和检验、与气候的交互及理论研究转化为业务实践
的问题；
 空间天气应用，包括需求评估、服务交付、能力建设和用户交互。
该提案旨在紧密结合当前的 WMO 技术委员会结构、密切联系相关外部伙伴，并增加多领域的空间
天气专家的参与。应避免团队赘余，带来不必要的日常开支和报告界面。因此提议用空间天气信息、
系统和服务跨计划组（IPT‐SWISS）来代替当前的 ICTSW，前者将继续 ICTSW 的工作，与技术委员会、
以 ISES 为代表的空间天气服务提供商群体和用户代表密切合作。

6

见：http://www.wmo-sat.info/oscar/applicationareas/view/25 .

7

见第 7 章：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Publications/EGOS-IP-2025/EGOS-IP-202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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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SWISS 应在技术委员会和区协内协调空间天气相关活动。IPT‐SWISS 成员包括：基本系统委员会、
航空气象委员会，以及如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等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提名的空
间天气专家；区协提名的联络人；ISES 的一位代表。可以邀请主要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作为准会员，
他们不用向 WMO 支付费用。IPT‐SWISS 将向基本系统委员会和航空气象委员会报告，后两者将同意
建立协调机制以对 IPT‐SWISS 进行联合监督。附录 2 包含职责草案。

IPT‐SWISS 将从其成员中指定专家，以帮助相关技术委员会的相关专家组。IPT‐SWISS 将酌情形成临时
特设任务组，解决需要特定技能的专题。在 4.3 中所说的与 ISES 合作安排工作的背景下，一些临时
特设任务组可与 ISES 共同建立，并得到 ISES 专家的支持。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IPT‐SWISS

ISES

空间天气信息、系统和服务跨计划组

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

区协联络人

参与 WMO 技术委员
会相关小组

CBS

CAeM

IPET-OSDE， IPET-WIFI，

ET-ASC， ET-GOV
ET-ETC， ET-ISA

CIMO

CAS

特设任务组

例如 ICAO 事务、
能力建设、模式检
验、产品门户、
OSCAR 更新。

图 2：拟议的空间天气组织架构

预计航空气象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后会通过其主席相互咨询，决
定 IPT‐SWISS 提名，以期在 2017 年初建立该小组。在之前 ICTSW 将一直运作。暂定于 2016 年第四季
度举办 ICTSW 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将在考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航空气象委员会咨
询结果的基础上更新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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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伙伴关系和用户参与

与 ISES 的伙伴关系
已通过函电往来与 ISES 共同准备工作安排， 以将合作正式化。ISES 发起和促进了 WMO 空间天气活
动。通过该项安排，ISES 和 WMO 声明密切合作的意图，以推动改善和协调 WMO 会员和 ISES 中心
提供的运行性空间天气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ISES 和 WMO 将：


不断向对方通报涉及共同利益的所有工作计划、活动和出版物；



促进空间天气服务的规范化，尤其针对用以支持 ICAO 的服务（通过航空气象委员会的适当
机构提供），并促进发展最佳实践，如应急预警实践；



促进业务性空间天气监视、资料管理、产品生成和发布的标准化，酌情借鉴相关国际标准，
如 WMO 和/或 ICSU 标准；



提高公众对空间天气及其影响的认识，支持对空间天气极端事件的准备；



对当前服务和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进行联合调查；



促进空间天气科学知识转变为可以提供给社会的业务服务。

ISES 和 WMO 将通过联合技术会议和研讨会，以及协调一致的沟通和宣传行动开展这些活动。ISES 和
WMO 的代表将受邀分别参与（无投票权）WMO 执行理事会或 ISES 年度会议的讨论，也可酌情参与
探讨共同利益问题的工作组。

其他伙伴和用户组织
WMO 和 ISES 将支持联合空间天气服务提供机构、伙伴和关键用户的倡议：如，ITU、GNSS 国际委员
会 （ICG）8，或北美电力可靠性公司（NERC）。 主要伙伴或重要潜在或实际用户群体的代表也可受
邀以准会员的身份参与 IPT‐SWISS。
就 ITU 而言，应阐明，关系是两面的：
 由于电离层的空间天气干扰影响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导航中的无线电波的传播，ITU‐R/SG‐39
可能是这些用户群体的代理；
 由于空间天气监视部分依赖于被动或主动的空基或地基对微波频段的测量（这可能需要频率
分配和保护），空间天气界的利益作为无线电频率协调讨论的一部分必须在 ITU‐R/SG‐710得
到代表。WMO 参与的讨论由基本系统委员会无线电频率协调领导小组（SG‐RFC）牵头。
2015 年 11 月，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通过了关于频谱需求和空间天气传感器保护的
决议 657，为未来 WRC 会议就空间天气频率要求的讨论设置了未来方向，以对无线电规则施
以适当的确认和保护，而不对现有服务附加限制。

8

GNSS 国际委员会： http://www.oosa.unvienna.org/oosa/fr/SAP/gnss/icg.html

9

ITU-无线电-通信部门无线电传播第 3 学习组

10

ITU-无线电-通信部门科学服务第 7 学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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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源和效益

该行动计划是当前 ICTSW 实施活动的延续，但必要时须进行重大拓展，从“示范阶段”转变为切实实
施，从而在几个应用领域实现有实际效益的突破。

资源
会员通过其空间天气专家以及秘书处给予支持下参与，最好提供一名全职人员，这些条件对计划成
功至关重要。鉴于秘书处人力资源紧缺，使用从会员借调的专家和外部咨询可以实现最低程度的支
持。照此假设，每年花费在当前四年计划活动上的资金估计为 24 万瑞郎。
表 1：每年用以支持计划所需资源的临时估算
支出类型

年成本
（瑞郎）

合格专家每年参与 IPT‐SWISS 和相关工作组的一次会议

60 000

IPT‐SWISS 会员参与 WMO 技术委员会相关机构

30 000

与外部伙伴联络

20 000

沟通行动，制定或翻译培训材料

20 000

一次研讨会

50 000

为支持秘书处的借调人员提供的咨询和财务支持

60 000

总计

240 000

根据第十七财期常规预算计划推算，常规预算（WMO 空间计划，还可能加上航空气象学计划）中分
配给空间天气活动的非人力资源仍然很少，需要利用以下预算外资源：
 会员的实物出资（如，翻译培训材料，人员借调或参与会议但 WMO 不提供经费）；
 活动合办（如 COSPAR 支持的培训研讨会）；
 如 EC-66 中所述，自愿向空间天气信托基金捐款。

表 2：资源细分（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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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资源清单（暂定）

（瑞郎）

常规预算（WMO 空间计划）

20 000

实物捐赠

30 000

活动合办

30 000

自愿向空间天气信托基金捐款

160 000

总计

240 000

表 2 是暂定的年度资源细分。预计运行国家空间天气计划的 WMO 会员将首先倾向于给空间天气信
托基金捐款，鉴于通过资料交换、最佳实践分享和行动优化来利用国内活动可以给各会员带来效益，
这些效益可能远远大于各会员的捐款价值。

效益
该活动计划实施后，观测更精确，可靠性更大，给用户提供的预报和预警更加准确及时，因此会给
会员带来巨大效益。一旦空间天气服务达到成熟阶段，就可以给信息提供者带来收益（如，针对
ICAO 所需服务的成本回收机制、给电网、电信或 GNSS 运营者的警报服务）。来自 WMO 空间天气
活动的潜在效益已在 200811年完成的报告中说明。
5

结论

ICTSW 在第十六财期（2012‐2015）取得的早期成就证明了可以从 WMO 参与空间天气中受益的活动
领域广阔，并展示了 WMO 在该领域有能力取得突破，在国际空间天气界中的作用得到了认可。鉴
于航空业对空间天气服务提出了新需求，其他部门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因此建议 WMO 在第十七财
期（2016‐2019）及以后能更直接地参与，以便为全球性的可靠空间天气服务能力搭建可持续的基础。
当前计划确认了一系列高优先级的活动，这些活动在四年的时间框架内被认为是十分必要、切实可
行的，将带来清晰、实际的交付成果。其他可取的行动也得以确认，如果时间和资源允许，也会开
展。此外，建议那些目前在该领域最先进的 WMO 会员通过专家在技术上参与计划，并通过向空间
天气信托基金捐献适当款项在经济上参与计划，领导计划的实施，从而向其他可能不熟悉空间天气
的会员展示该活动的效益。
计划的活动与 WMO 第十七财务期的一些战略重点相一致。

11

WMO 在空间天气中的潜在作用，WMO，SP-5，TD-148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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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空间天气领域的主要国际倡议

下文简要介绍一些全球倡议和区域倡议。全球倡议分别关注业务问题（ISES、CGMS、
ICAO/IAVWOPSG）、政策（COPUOS）、研究和教育（COSPAR、ILWS、ISWI、SCOSTEP）。
ISES
ISES 始建于 1962 年，是一个全球空间天气服务提供机构的协作网络。其宗旨是改善并协调业务性
空间天气服务。ISES 会员贡献资料和预报，并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太阳、磁层和电离层状况的
预报、预警和警报；空间环境资料；以客户为本的事件分析；太阳活动周期的长期预测。ISES 目前
包括 16 个区域预警中心，4 个副预警中心和一个协作专家中心。ISES 是国际科学理事会世界数据
系统（ICSU-WDS）的一个网络会员，并与 WMO 密切合作。
CGMS
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是卫星运行者的技术协调机构，主要关注天气和气候卫星计划以响应
WMO 需求。2014 年，CGMS 决定把与空间天气监控有关的目标纳入其多年高级别重点计划，并
同意 CGMS 空间天气活动的职责。预计 CGMS 将很快扩大活动范围，进行空间天气变量的空基观
测。
ICAO METP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正通过其 MET 专家组（METP）气象信息与服务开发工作组（MISD）
应对空间天气问题。MISD 正在开发《运行概念》，并咨询 WMO 以确定业务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
旨在将这些服务纳入 ICAO 公约附录 3 的修订案中。2014 年 7 月的 WMO/航空气象委员会-Met
联合专业会议确认了这一目标，并认为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包括作用定义、需求、能力、全
球和区域预报中心总数、指定过程、治理、成本回收原则、能力标准和授权时限。
COPUOS
自 2013 年起，联合国大会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已经开始在科学和技术次委员
会（STSC）中研讨空间天气问题，以空间资产和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为背景。委员会呼吁加强国际
协调，监测空间环境，并支持 WMO 采取的初始行动。2015 年建立了空间天气专家组。

研究和教育： COSPAR、ILWS、 ISWI、SCOSTEP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的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有一个常设的空间天气专家组。与 ILWS
（简介见下）合作，委员会在 2014 年制定了路线图，旨在改善对空间天气过程的理解，支持空间
天气服务12的发展。路线图建议的行动涉及：（i）保持现有基本能力；（ii）发展建模能力、研究或
资料基础设施；（iii）部署新的或额外的仪器。路线图认可了 WMO 空间天气活动。
此外，2012 年 WMO 和 COSPAR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在 WMO-CGMS 卫星气象学教育和
培训虚拟实验室（VLab）和 COSPAR 之间建立培训和能力建设的伙伴关系。COSPAR 在该框架下
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天气培训事件。
12

理解空间天气以保护社会：COSPAR 和 ILWS 制定的 2015-2025 全球路线图，Schrijver， C. 等，《空
间研究进展》55(2015)，pp.2745-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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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与日共存计划（ILWS）旨在促进空间研究，理解日‐地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管理过程。
国际空间天气倡议（ISWI）由 COPUOS 发起，旨在形成对近地空间天气的科学理解。ISWI 正向
全球分配地基监测仪器，主办研讨会和培训班，并促进联合研究。
ICSU 的日地物理学科学委员会（SCOSTEP）管理国际跨学科科学计划，促进日地物理学发展。
还有一些参与特定领域的科学组织，如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RSI）13，国际天文联合会（IAU）14或
国际地磁学和高空大气学协会（IAGA）15。

区域倡议
欧盟通过COST行动框架（欧洲科学与技术合作）16 和第七框架计划（FP7）支持了一些空间天气相关
的项目。这促成了 一些空间天气资料服务机构的建立，如SEPserver17、ESPAS18、HELIO19和AFFECTS20。
欧洲太空总署（ESA）于 2009 年发起了空间态势感知（SSA）可选计划，有 14 个会员国参与21。 该
计划有三大要素，其中一个致力于空间天气，并旨在于欧洲实施空间天气监测和信息服务，以支持
航天器运行及其他应用。
亚洲‐大洋洲空间天气联盟（AOSWA）目前包括 13 个国家的组织。联盟建于 2010 年，旨在鼓励亚洲
‐大洋洲区域内与空间天气相关或对空间天气感兴趣的机构互相合作、信息共享。

___________

13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http://www.ursi.org/en/home.asp

14

国际天文联合会：http://www.iau.org

15

国际地磁学和高空大气学协会： http://www.iugg.org/IAGA/

16

COST 724 于 2003-2007，COST ES0803 于 2008-2012。

17

http://www.sepserver.eu/sepserver/.该服务器包含太阳高能粒子事件的资料。

18

http://www.espas-fp7.eu/. 促进电子科学的近地空间资料基础设施。

19

http://www.helio-vo.eu/. 太阳物理学综合观测台。

20

21

http://www.affects-fp7.eu/ . 确保太空通信的高级预报。
ESA/SSA 参与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卢森堡、挪威、波兰、

罗马尼亚、瑞典、瑞士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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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IPT‐SWISS 职责草案
范围
空间天气信息、系统和服务跨计划小组（IPT-SWISS）的职责是协调 WMO 计划内的空间天气活动，
保持与代表机构及其相关子机构的联系，维系与伙伴组织的联络，并向 WMO 会员提供指导。IPTSWISS 在基本系统委员会和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下建立，这两个机构将通过其主席以相互磋商的方式
开展联合监督。
主要任务
(a)
(b)
(c)
(d)
(e)
(f)

通过审议空基和地基观测需求、协调空基传感器规格和空间天气监视监控计划来整合空
间天气监视；
通过 WMO 信息系统（WIS）使空间天气资料交换和交付标准化并强化；
与航空业和其他应用部门协调制定 SPW 最佳实践，以便用于最终产品和服务，包括质
量保障指导方针和应急预警程序等；
鼓励研究性和业务性空间天气群体之间的对话；
组织面向 WMO 会员和空间天气潜在用户的能力建设、培训和宣传活动；
给 WMO 会员和空间天气相关计划提供指导，并采取基本系统委员会和航空气象委员会
要求的适当行动。

组成
IPT‐SWISS 的组成人员是：相关技术委员会提名的成员、区协提名的联络人、以及包括 ISES 代表、其
他伙伴或主要应用领域用户在内的准会员。
IPT‐SWISS 会员应来自多个领域，拥有必须的专业技能来解决 WMO 内部的空间天气问题，并帮助
WMO 技术委员会相关专家组或其他小组，包括：基本系统委员会22；航空气象学委员会23；仪器和
观测方法委员会；大气科学委员会。
IPT‐SWISS 将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酌情组建临时特设小组，关注需要特定领域知识的专题。

决定 34(EC-68)
批准新版《国际云图集》(WMO-No. 407)

执行理事会，

22

如以下几方面的跨计划专家组：观测系统设计和演进（IPET-OSDE）、WIGOS 框架实施 （IPET-WIFI）、
资料表示维护监控（IPET-DRMM）、元数据和资料表示发展 (ET-MDRD)，或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
（SG-RFC）。

23

如以下几方面的专家组：航空、科学和气候 （ET-ASC）、航空业信息和服务 （ET-ISA）、教育、培训和
能力（E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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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决议 28（Cg-17）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报告，该决议批准了建议 3
（CIMO-16） – 修订《国际云图集》（WMO-No.407），
回顾到在其第六十六次届会上，理事会支持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全面修订和更新《国
际云图集》（WMO-No.407，卷 I 和卷 II 的建议，使之成为无争议的网络版划分和报告云和大气
现象的全球参照标准，并要求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尽快启动这项更新工作，同时考虑资金到位情
况，
进一步回顾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对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表示欢迎，即编写了基于
网络的新版本图集，将其作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业务所
需的 WIGOS 相关文件，并确认可通过信函方式来完成图集的更新工作，同时授权理事会批准图集
并确保其及时发布，
认识到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在继续为新版本图集采集新的、高分率数字化彩色图像并在继续开发
新图集的网站，但新图集文字草案的编写工作已经完成，其中的部分文字将成为《技术规则》
（WMO-No.49）的附录 1（全文可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IMOP/IMOP-home.html），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批准该文本，以便能够尽快完成和发布新版本的图集，
考虑到：
（1）新图集的文字草案已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提交给所有的 WMO 会员进行审议，但审议所需的
90 天期限（总则第 77 条）将不会超过理事会本次届会结束的日期，
（2）基于网络的新版本图集的高分率彩色图像以及网站本身不属于规章材料，因此在其完成后由仪
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批准，
授权 WMO 主席代表理事会批准图集修订版的文字草案，前提是在审查期限结束之前会员没有对文
字草案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决定 35 (EC-68)
计划间业务天气雷达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大会要求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建立由 CIMO/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牵头的天气雷
达系统规范和程序标准化国际协调倡议活动，该倡议应包括运行天气雷达网络的全体会员、伙伴和
实体，还应利用在区域合作机制中所取得的可靠经验，并应包括对能力开发的重点关注，以确保各
地区的天气雷达资料质量得到协调；
进一步回顾到大会同意此项新倡议活动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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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此项倡议活动将为 WIGOS 提供重要的贡献并支持 WIGOS 领域下所有相关应用领域；
确认了 CIMO 和基本系统委员会的管理组已咨询对方的意见并就前进路径达成一致，即建立计划间业
务天气雷达专家组，其职责见本决定的附录；
进一步确认了计划间专家组将履行大会要求的职责，作为业务天气雷达系统及其资料和产品的单一
国际协调机制，这将为天气雷达系统规范和程序的标准化做出努力，因为这明显有益于全球用户界
且又无碍于创新；
授权 CIMO 主席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协商后建立一个计划间业务天气雷达专家组；
要求 CIMO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合作，遴选计划间专家组的组长和成员并建立工作计划；
呼吁所有的技术委员会确保计划间专家组酌情认识其与天气雷达标准化要求相关的优先重点。

决定 35 (EC-68)附录
WMO 计划间业务天气雷达专家组的职责
在 WIGOS 框架中，在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管理下以及在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
员会的联合指导下，该小组将作为 WMO 主要的业务天气雷达（S、C 和 X 波段）工作组，其职责
为：
(1)

就以下方面制定和提出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
(a)

系统要求和规范、质量控制、维护和运行、资料处理算法、资料产品和资料质量监测、
天气雷达组网、以及扫描战略的标准化、规定以及指导；

(b)

响应资料用户的需求；以及

(c)

培训和能力发展。

(2)

促进制定国际交换天气雷达资料和元数据的方法、模式和格式。

(3)

提供有关网络设计的咨询意见。

(4)

提供有关无线电频率分配和保护的指导。

(5)

审查和报告潜在的业务开发中的和新兴的天气雷达研究和技术。

(6)

与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就相关问题开展协作，特别包括国际标准组织和研究机构以及协会。

(7)

酌情与 WMO 组成机构开展协作并响应其要求。

(8)

制定计划间专家组的活动并记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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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向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报告各个问题、活动和进展情况。

决定 36 (EC-68)
在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保留用于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谱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29（Cg-17）-用于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率，和决议 9（EC-65）-在 2015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保留用于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谱，
认识到：
(1)

无线电频率对于获得用于天气预报、监测和预测气候变化和用于相关决策制定的环境资料是
至关重要的，

(2)

实地和远程地球观测的能力依赖于一系列无线电业务的无线电频率的可用性，以促进在卫星
和地面平台上使用大量无源和有源应用，

(3)

这些无线电频段需得到绝对的保护，不受干扰，以促进开展大气和地球无源传感探测，

确认国际电信联盟（ITU）决议 673（Rev WRC-12）- 地球观测无线电通信应用的重要性，
审议了 2015 年 ITU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成果，包括 2019 年和 2023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
议程，
表示对一些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议题对分配给有关气象辅助设备、气象卫星、地球探测卫
星以及无线电定位服务的无线电频段带来的潜在威胁的严重关切；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特别是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协调并与 ITU 和其他国际机构（特别是
气象卫星协调小组和空间频率协调小组）密切合作，积极筹备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以确保完全了解和考虑气象方面的利益；

(2)

针对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涉及 WMO 和地球观测活动的议题编写 WMO 的立场文
件并坚持其立场；
审查和更新 2008 年版的 WMO/ITU 手册《气象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天气、水和气候监测及
预测》，以便为全球全面而准确地说明气象系统及其当前和预期对频谱的使用；

(3)

要求秘书长：
(1)

高度重视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筹备活动，因其涉及获取和保留对于气象等领域
活动至关重要的无线电频段事宜，特别通过基本系统委员会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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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让秘书处在筹备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中持续发挥协调作用，包括参与 ITU-R 会议
和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3)

通过提供有关的信息和文件来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其国家无线电通信职能管理机构之
间在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筹备方面的协调；

要求会员提供专家参与基本系统委员会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组、ITU 无线电通信行业委员会和其他
有关筹备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活动；
敦促会员在筹备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尽最大努力争取并保护气象和相
关环境业务和研究所需的无线电频段，特别是：
(1)

积极地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筹备活动，特别是让其部门
的专家参与区域无线电通信组织以及相关 ITU-R 的研究小组和工作组的工作；

(2)

将无线电频谱问题的考虑纳入区域和国家级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实施计划；

(3)

要保证其国家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无线电频谱管理部门能够充分认识到 WMO 针对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议程的立场。

决定 37 (EC-68)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和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的附件 C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快速通道程序的落实是为了可对规范性材料（如 WMO 资料代码和 WMO 信息系统发现元数据）
进行修订，因需要这些程序以促进业务标准实现实际发展以及可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根据“快速通道”程
序做出的修订；
进一步回顾到在基本系统委员会休会期间根据“快速通道”程序和“休会期间”程序来更新《电码
手册》（WMO-No.306，卷 I.2）和《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中关于电码表的
规定；
确认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
(1)

引入了《电码手册》中电码列表的两组修订以及对支持 ISO 19115 地理元数据专用标准的
WMO 核心元数据专用标准的两组修订；

(2)

应用一次“休会期间”程序促成了对《电码手册》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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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采取适当的行动以更新《电码手册》和《WMO 信息系统手册》，以便符合自执行理事
会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做出的快速通道和确定的休会期间程序。

决定 38(EC-68)
制定 WMO 信息系统战略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分两部分来实施 WMO 信息系统（WIS）：A 部分为全球电信系统的
发展，而 B 部分为 WIS 的新功能（见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总摘要第 3.1.2.9 段），
进一步回顾到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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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编写 WIS 的“C 部分”，以便为会员解决有关信息管理所有阶段遇到的问题
提供协助；
考虑到：
(1)

决议 2（CBS-Ext.(2014)）-建立一个委员会间任务组以审查优先排序资料流和缓存内容
的进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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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决议 65（Cg-17）-决议 65(Cg-17)–制定应对新兴资料挑战的 WMO 方法；

(4)

决议 66（Cg-17）–WMO 对不断变化的航空气象服务的支持；

(5)

决议 68（Cg-17）-建立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

确认基本系统委员会希望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合作以解决目前影响 WIS 运行的治理问题并确定未来几
十年 WIS 应如何发展，从而确保持续关注用户；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关于 WIS 战略研究的初步研究结果；
认同基本系统委员会建议建立委员会间 WMO 信息系统任务组（ICTT-WIS），其职责如本决定附
录所述，以便制定 WIS 业务管理的治理结构，促进利益相关方为 WIS 战略提供意见并编写 WIS 的
C 部分；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提交一份有关 WIS 发展的治理结构和战略的建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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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8（EC-68）的附录
WMO 信息系统跨委员会任务组的职责

(a)

向 ICT-ISS 推荐影响 WIS 网络能力管理的决策流程，包括同意资料可被指定为全球交换的流程（使用
WIS 发现元数据相关记录中的“GlobalExchange”关键字。该元数据记录控制 GISC 间的例行交换
和 WIS 高速缓存内容）；

(b)

向 ICT-ISS 推荐解决通过 GISC 间建立的协作机制作出的决定等问题的升级流程；

(c)

向 ICT-ISS 提议一个收集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期望的机制，满足它们有关 21 世纪 20 年代及以后
WIS 将为他们提供什么的要求；

(d)

向 ICT-ISS 提供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希望 WIS 于 21 世纪 20 年代提供的标题服务的信息，可用于
在收集详细的期望前指导 WIS 战略。

决定 39(EC-68)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和资料拯救资源计划

执行理事会，

铭记需要维护和管理高质量的长期气候资料，包括用于研究、各种应用资料交换，并促进所有相关
社会部门将其用于决策；
回顾到决议 60(Cg-17) – WMO 为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而开展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的
政策；
认识到需要促进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利用工具、系统和指
导，以确保历史和当前气候资料及其相关产品的持续可用性、可获取性、管理以及使用；
进一步认识到会员在资料拯救和气候资料管理方面分享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这一机制可以促进资
料拯救方面的活动，以及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因为员工退休或者调动导致相关经验失传的极端重要性；
确认会员、气候学委员会和秘书处在努力实施现代气候资料管理做法和系统并加速资料拯救；
进一步确认在所有 WMO 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实施现代资料管理做法和系统以及拯救全球观
测资料并实现数字化需要大量的资源，因观测资料目前仅有纸质的或只存在于过时的媒介上，而这
有造成永久性退化或损失的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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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气候资料管理的各种要素（包括 CDMS 实施）、资料拯救以及气候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
会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计划的持续协作努力，以改进支持气候的全球资料管理；
决定赞同制定一项长期的资源计划，提出具有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的要求，以指导实施和维护现代
CDMS 以及回收全球气候记录并实现数字化；
要求秘书长与气候学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主席密切合作，制定一份详细的气候资料管理系统和资料
拯救资源计划，并提交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供其审议。

决定 40 (EC-68)
WMO 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机制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需要维护长期观测台站，特别是超过 100 年观测的台站 — 百年站，以支持气候应用和研究；
回顾到决议 35 (Cg-17) – 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
确认会员为运行和维护适当的观测系统（包括长期观测台站）而付出的努力；
进一步确认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维护长期观测台站方面面临的现有和潜在的困难，原因是其整体
的资源约束以及地方层面上相互竞争的社会利益，
审议了为响应决议 35（Cg-17）而开展的实施 WMO 认证机制测试阶段的成果；其中显示代表所有
六个区域协会的 34 个会员做出回应并提交了 79 个候选台站，
决定批准 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机制，具体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秘书长促进气候学委员会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密切
合作，实施 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机制；
提请气候学委员会牵头实施此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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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0 (EC-68)的附录
WMO 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机制
1.

缘由

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特别是世纪气象站(*)的机制旨在确认和强调长期气象观测是人类文化/
科学遗产，也是了解过去大气参数信息的独特来源，可为气候变率和变化评估提供参考。该机制旨
在推进可持续的观测标准和有效做法，以促进未来制作高质量的时间序列资料。
2.

认证标准

以下是各技术委员会、GCOS 和会员提出的 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特别是世纪气象站(*)的标准。

强制标准：
(a)

该观测站至少是在 100 年前创立的，至少要观测一个气象要素，并且在提名之日要作为一
个观测台站一直在运行；

(b)

在过去 100 年间，观测台站的停滞期不得超过 10%（不包括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期间）；

(c)

最小量的历史台站元数据应包含实际或推导的地理坐标，包括海拔、确定的气象要素及其
单位、以及观测时间表；

(d)

该观测台站未受到已知搬迁的影响，因为搬迁可影响气候特征；

(e)

所有的历史观测数据和元数据都得到拯救或将被拯救，以防止发生载体老化（参考文献：
资料拯救指南）。要求会员分享有关要拯救资料数量的信息，适用时可包括资料拯救的相
关计划；

(f)

该观测台站应按照 WMO 观测标准运行；

(g)

百年站的环境应按照《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中规定的选址分类进行分
类。要求会员分享针对提名过程和未来的再提名过程的选址分类结果；

(h)

观测到的和测量到的资料应遵守当前 WMO 准则和做法中的日常质量控制程序。质量控制过
程及其结果应做到有据可查；

(i)

会员应根据上述认证标准尽力维护提名的台站。

理想标准：
(a)

应能够免费和无限制地获取各种资料包括各自的元数据[定义参考文献：决议 40 (Cg-12)；
http://www.wmo.int/pages/about/Resolution40_en.html]；

(b)

观测台站时间序列资料应遵守质量控制；

(c)

观测台站时间序列应经均匀性检验和同质化处理（如适用）。（注：对于任何百年观测站
都很重要的是分发其观测资料可有利于测试均匀性以及以时间序列均匀的方式分散序列中
可能的停顿。有足够数量的临近台站将有利于同质化的过程。重要的是在做任何处理之前
要保留原始数据。在同质化的情况下，原始及均质化系列都应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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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

建议使用以下程序(*)来认证长期观测站：
(a)

定期（例如每两年一次，待定）向会员发送一份永久性邀请函，供其按照上述标准申请
WMO 认证百年观测站；
[注： 邀请函将包括一份需勾选的认证标准列表，以及会员对每个提名观测站的评论。此外，

它将包括审查周期（例如每年一次）的信息，它还将要求提名一位国家联络人，包括联络人在
各自组织中的官方职务信息。将鼓励会员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之外观测台站运行方的提名纳
入其申请表。]
(b)

(c)
(d)
(e)
(f)

将由一个特设专家组来审查收到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名表，该小组将酌情由来自气候
学委员会（牵头）、基本系统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GCOS，WMO/IOC 海洋学与
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其它所有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专家组成；
正式认证的建议将提交执行理事会届会；
此类台站将被列入 WIGOS 信息资源（WIR）库；
由 WMO 设立一个有关百年观测站的专门网站并编写一份小册子，两者将随时更新，以表明
其特殊重要性，参照上文提到的台站列表；
应当每十年审核并更新站点的认证。

(*)根据会员的请求，该程序将包括选择 50 年或者 75 年以上的观测站认可为中级水平。此外，可
以与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合作认证海洋自愿观测船（VOS）和系泊浮标。

决定 41 (EC-68)
决议 60（Cg-17）和决议 65（Cg-17）的执行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60（Cg-17） –WMO 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的政策，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
施；

(2)

决议 65 （Cg-17） – 采取 WMO 的方法来面对新兴的资料挑战；

(3)

决议 7（EC-67） – 执行理事会资料政策和新兴问题任务组；

认识到：
(1)

关于决议 60（Cg-17）关于气候资料和产品的交换方面，
(a)

该决议的文本非常复杂，因此在会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其进行解读时可能会感到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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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于该决议所覆盖的气候资料和产品的范围，意即哪些资料和产品是全球气候服务框
架相关的（“GFCS 相关”），尚需进一步的澄清和说明；

(c)

对于该决议有何影响，会员们的理解和看法各异；

关于决议 65（Cg-17），在新兴资料问题方面，
(a)

众多私营部门参与相关事务，非常积极活跃，这些利益相关者与 WMO 社区之间可能
并不太熟悉；

(b)

迄今为止新出现的资料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其中有一些尚未被纳入到，或不易于被
纳入到 WMO 的工作结构和工作流程之中；

(c)

对新兴数据和大数据进行分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确认，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根据
该决议的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将对上述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和审议。由于此项工
作正在进行中，所以也可能需要对相关审议的工作结构和安排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定
义；

赞赏地确认，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至 20 日举行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之后，技术委员会的主席们
编撰了一组有关新兴资料问题的论文，此项工作非常出色；
满意地观察到，气候学委员会已经开始审查全球和区域气候中心现有的 GFCS 相关资料和产品，以
期增加此类产品的可及性和可用性；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资料政策和新兴问题任务组（该任务组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见面磋商）
的建议，
决定批准审议的职责和组织安排，参见本决定的附录。此项审议工作由基本系统委员会领导，协同
其他技术委员会共同完成。审议的内容关于与大数据、众包数据、社交媒体、新兴及未来数据源相
关的挑战与风险、机会与利益，还包括这些因素对会员的潜在影响，这将是为会员编写指导性文件
的基础（后文中被称为“由基本系统委员会所领导的针对新兴资料问题的审议”）；
认同载于本摘要中的执行理事会资料政策和新兴问题任务组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举行的会
议上提出的有关执行决议 60（Cg-17）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1)

为会员准备有关执行该项决议的手册；

(2)

将最初的重点放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基本气候变量上，在即将发布的 GCOS 实
施计划中对数据要求提出明确说明，并通过 GFCS 特定数据要求专家组正在进行的审议工
作对其进一步补充；

(3)

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要求，针对会员的资料政策、服务提供模式、与该决议的执
行相关的成功策略及最佳实践开展全球调查与分析工作；

要求秘书长在应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要求进行针对会员的资料政策和服务提供模式的全球调查
和分析时，考虑到执行理事会资料政策和新兴问题任务组提出的建议，并确定成功策略和最佳实践，
以协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为维持所需的全球观测系统和资料管理系统向其政府提供有力的理由，
以支持决议 60（Cg-17）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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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参与该项调查并提供有关该手册影响的反馈。

决定 41 (EC-68)的附录
由基本系统委员会领导的新兴资料问题审议工作的职责和组织安排
职责

1.

审议范围
1.1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在决议 65（Cg-17）中明确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在 2016 年 1
月举行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后，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编撰了有关新兴资料问题的论文；执行理事会
资料政策和新兴问题任务组在 2016 年 5 月举行的会议上有所收获；考虑到这三点，基本系统委员
会将协同其他技术委员会一道准备开展审议工作，其内容包括：
(a)

进一步说明和界定大数据、新兴数据和数据源的类别和类型，需采取实用的例子，以确
定这类数据的真正影响；

(b)

对 WMO 有重大意义的大数据源或新兴数据源的技术问题和应用领域进行概述，确定适
用于应对这些问题的 WMO 相关机构和进程，同时也确定目前的差距所在；

(c)

当私营部门应用于此领域中时，分析其组织结构，确定核心产品及其输入资料和来源，
确定主要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群体以及潜在伙伴；

(d)

在借鉴实践经验并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大数据和新兴数据方面为 WMO 和 WMO
会员的参与确定具体的领域、建议和策略；

(e)

此领域的未来趋势及其对 WMO 的影响。

2.

审议的组织安排

工作结构
2.1

审议中将采取的工作结构包括：

(a)

组建由基本系统委员会领导的新兴资料问题审议组，基本系统委员会的主席担任该小组
的组长，小组成员由相关技术委员会组成，并有一位来自于执行理事会资料政策和新兴
问题任务组的联系人；

(b)

如有必要，在整个审议过程中将相关机构参与其中，并与其进行磋商，包括来自 WMO
联合主办计划的专家、来自联合国发展和人道主义行动全球大数据脉冲倡议的代表，此
举是为了确保与大数据用户团体、私营部门的代表保持良好的关系。

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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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完成审议工作的步骤将包括：

(a)

审议组计划召开三次会议来完成审议任务，其中第一次会议将在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六次届
会（CBS-16， 2016 年 11 月 23 日至 29 日，中国）之前举行，此次会议将为正在编
写中的草案提供初步的信息和意见，基本系统委员会届会将会对这一草案提出意见和改
进措施；

(b)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将对该审议报告的初稿提出意见和指导；

(c)

修订草案将发给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以公开征求意见。收到的意见被纳入审议报
告之中，并形成修订报告，将提交至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批准。其目标是将最终报
告提交至第 18 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

决定 42(EC-68)
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

执行理事会，
意识到提供必要的气象、气候和水文服务能够拯救生命和生计，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国民经济，而
且有效的服务提供能够提高各国政府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信任和支持。
忆及决议 2（Cg-17）-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
审查了公共天气服务根据“WMO 服务提供战略”目标进行的评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目前服务提
供水平的调查；
认识到 WMO 迫切需要关注并投入资源来提高各会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服务提供水平；
敦促会员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将该战略作为跨领域的框架实施，以明显提高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
提供，从而为其国家公共天气服务、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减少灾害风险和质量管理框架的活动取得
更有效的结果做出贡献；
认同实施本决定的附录中给出的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关键重点领域；
要求区域协会鼓励尚未评估其目前服务提供水平的会员通过响应关于根据“WMO 服务提供战略”撰写
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目前服务提供水平评估的公共天气服务问卷完成这一工作，该问卷可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在网上获取；
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根据战略实施计划将服务提供纳入其作用和职责中，并于 2017 年向区协
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报告进展；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明确一个机制，根据决议 2（Cg-17）的要求协调并指导该战略的实施，并于
2017 年向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及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就这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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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水文学委员会将服务提供指南材料纳入更新《国家水文部门作用、运行和管理指南》(WMONo. 1003)过程中；
要求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根据该战略协调其工作计划，并评估海洋气象和海洋事务
计划，以便在 JCOMM 第五次会议之前使该计划与战略一致；
要求由于服务提供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一个重点优先方向，气候学委员会与区域协会协调，根据
该战略调整其工作计划；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和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将该战略使用于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航空服务竞
争力的工作中；
要求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找出发展冰冻圈海洋服务的差距和需要，并介
绍 2015 年后议程、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巴黎协定”等全球目标如何用于支持为这样的要求融
资，并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报告；
要求鉴于服务提供调查结果和公共天气服务计划试行的国内培训的成功，秘书长支持会员，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员，通过类似的国内培训方法根据该战略的要求提高其服务提供水平；
酌情敦促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就如何利用可用的实施全球目标的融资机会以改善服务提供向会员
提供指导。

决定 42(EC-68)附录
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关键重点领域

理事会认识到以下领域为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确定的实施该战略的重点领域：
1.
(a)
(b)
(c)
(d)
(e)
(f)

基于职能的领域：
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 2）；
质量管理框架（QMF）；
公共天气服务预报员和顾问的能力框架；
供应方-用户伙伴关系框架；
能力建设；
用于服务提供的大数据获取和应用。

2.
(a)
(b)
(c)
(d)
(e)
(f)

主题领域：
特大城市和大型城市综合体；
农业部门加强粮食安全；
卫生部门，利用公共气象服务计划以往项目的经验；
能源部门加强高效运营、能源管理、生产可再生能源；
水资源部门，在水文服务范围内；
气候服务，通过由气候学委员会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密切配合实施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航空气象服务；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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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运输；
面向海上生命安全和沿海脆弱人群的海洋气象服务。

决定 43（EC-68）
行动计划 – 航空气象服务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3（Cg-17） - 航空气象计划和决议 66（Cg-17） - WMO 支持不断发展的航空气象服务；
确认航空气象委员会启动的后续行动，以及该委员会专家组涉及的具体任务和可提供的服务；
赞赏航空气象委员会编写关于达到 WMO 航空气象预报员资质要求的指南，并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的实施日前向各成员分发；
认识到涉及下列内容的具体挑战：
(1)

会员落实 WMO 航空气象预报员资质要求，它将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成为标准规范；

(2)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全球空中导航计划及其航空系统组块升级及附带的关于
会员航空气象计划影响分析，急需更高地提升对日益发展的航空气象服务的认识；

(3)

与 ICAO 合作制定航空气象服务的新规定，以及 ICAO 通过的针对 ICAO 附录 3（国际
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新两年期修正案，并对 WMO《技术规则》第二卷的后续修正案；

(4)

需要完善 WMO 支持实施向国际空中导航提供气象服务的国际监管框架的指导材料；

(5)

需要根据全球空中导航计划和航空系统组块升级，在航空气象服务新要求的基础上制定
国家、次区域和区域计划；

(6)

需要应对长期存在的、与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发有效的成本回
收机制的发展相关的问题；

(7)

持续评审与 ICAO 的工作安排；

同意航空气象委员会制定和实施的行动计划，详见本决定的附录；
对秘书长要求各会员报告关于符合 WMO 关于航空气象能力和资质要求的低回复率表示关切；
敦促各会员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前向秘书长报告关于能力和资质要求及相关任何事宜的落实情况；
要求秘书长协助会员通过 WMO 区域办公室报告有关符合 WMO 能力和资格要求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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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航空气象委员会主席与秘书长、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协调，根据 ICAO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和
航空系统组块升级，制定 WMO 航空气象计划的长期计划草案，以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
审议。

决定 43（EC-68）附录
行动计划 – 航空气象服务

符合 ICAO 和 WMO 的要求
质量管理体系
1.

保持会员对符合 ICAO 和 WMO QMS 要求的情况稳定增长。
注：截至 2016 年 4 月，有 115 个会员国合格；约有 10 个会员国显著不合格（即未开

始实施）。
2.

利用结对和辅导安排，继续向会员提供重点帮助。

3.

更新 WMO QMS 指导材料，以反映 ISO 9001:2015 标准的变化 – 预定日期 2017 年
第一季度。

航空气象人员（AMP）的能力；航空气象预报员的资质（AMF）
4.

继续从会员处收集有关合格现状的信息，并考虑克服会员就相关通函低回复率的措施，
包括由各区协提供帮助。

5.

考虑最有效的方法（现场援助、结对、培训（现场和远程）），满足会员的个别援助要
求。

提高认识和影响评估
6.

根据欧洲航空气象大会（ECMA-2015；2015 年 10 月，奥地利维也纳）的经验，在其
他区域或次区域组织类似形式的宣传活动，召集各类利益相关方，包括空中交通管理方，
讨论 ICAO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和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新要求以及它们对提供航空服务的
影响。

7.

非洲航空气象大会（ACMA-2016）的组织正在航空气象委员会、一区协、AMCOMET
和区域伙伴（ASECNA）间协调；暂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在加蓬利伯维尔召开。

完善指导材料
8.

航空气象委员会专家组将制定更新指导材料，重点在治理事宜。尤其是《航空气象办公
室规范指南》（WMO-No.732）（现为 2003 版）以及《航空天气服务气象观测和信
息系统指南》（WMO-No.731）（现为 2014 版），将彻底改编、更新，列入最新的
《WMO 航空气象服务指南》。设定的最终草案完成时间将在 2017 年 5 月执行理事会
第六十九次届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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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航空气象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经与 ICAO 协调，将根据正在形成的 ICAO 附件
3/WMO 技术规则第二卷的规定，指导如何开发会员对新气象交换模型（IWXXM）的实
施能力。

10.

在此期间的重点活动中还包括更新《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指南》（WMO-No.904），
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上。

与 ICAO 一道制定监管规定
11.

WMO 将通过其在 ICAO MET 专家组以及其附属机构中指定的专家，继续支持与 ICAO
协调制定监管和指导材料。此外，WMO 将在会员规划并实施旨在调整航空气象服务以
适应新要求的活动中，协助开展会员间的协调与合作。

注：尽管此项工作的重点是提供符合全球、区域和国家 ATM 安全及性能要求的高质量
服务，但 WMO 专家还应努力评估航空气象服务提供预想变化的可能影响（机构-商业模
式，区域化；技术），从而提升会员的认识。
长期规划
12.

决议 3（Cg-17）建议为 WMO AeMP 确定更长期的规划时段、以及会员的国家计划，
并与 ICAO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和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目标和时间表衔接。作为该决议的
后续行动，航空气象委员会将制定长期计划草案，在 2017 年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
次届会审议。

更新 WMO 与 ICAO 间的工作安排
13.

根据 ICAO/WMO 气象处联合会议（2014）的建议，对 ICAO 和 WMO 工作安排
（ICAO 文件 7475/ WMO-60，II.3 章）的审查须于 2016 年年底完成并于 2017 年
提交两个组织的执行机构批准。此次审查应确保两个组织各自的作用和职责以及作出的
承诺与其职权相一致，同时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技术能力和航空需求。

决定 44（EC-68）
跨委员会航空研究项目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44（Cg-17）‐ 航空研究和开发，和决议 66（Cg-17）- WMO 对不断变化的航空
气象服务的支持，认同 WMO 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密切合作，参与支持全球空中导
航计划及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气象部分；
进一步忆及，根据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工作安排，“世界气象组织负责具体说明为提供必要气象
服务以及为普遍推进气象用于人类活动的推荐技术方法和规范，包括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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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需要制定为国际空中导航提供气象信息和服务的先进方法，以支持 ICAO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
和航空系统组块升级中所设想的航空利益相关方不断变化的需求；
进一步认识到作为 WMO 第十七财期战略优先重点之一，航空气象学的重要性，以及认识到 WMO
需要在支持业界所需的增强型航空气象服务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赞赏 WMO 五个会员参与“航空研究与开发项目”（世界天气研究计划下）“第一阶段”的持续研
究活动及其围绕将气象信息转换为空中交通管理影响的“第二阶段”后续计划；
考虑到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科学指导委员会第八次届会关于将“航空研究与开发项目”扩展到有航空
气象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参加的跨委员会航空研究项目的建议；
同意根据“航空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进展，并考虑到设想的以结果转换为业务规范为重点的航空系
统组块升级的绩效改进，提出的关于由 WMO 协调扩大的研究活动一般原则，详见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主席、航空气象委员会主席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为支持未来空中交通管理的
业务解决方案，制定扩展航空气象学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协调路线图，提交 2017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
会议审议；
赞同关于在 2017 年组织举办有研究界、业务和用户界广泛参与的 WMO 科学活动（会议或座谈会
或研讨会）的建议，目的是确定在航空系统组块升级的组块 1 和组块 2 期间（2018-2028）的需
求和规划研究活动；
要求秘书长支持将“航空研究与开发项目”过渡为扩展的航空气象学研究开发活动，促进各自的资
金筹措，并在研究转化为业务方面推动与 ICAO 及其它组织和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

决定 44（EC-68）附录
关于 ICAO GANP 和 ASBU 设想的未来航空气象服务的研究和开发
（一般原则）

1.

符合 ASBU 时间段和拟定的绩效改进
(a)

AvMET 研究的拟定应根据 ASBU 时间段，如下：
 组块 0 ‐ 2013‐2018
 组块 1 ‐ 2018‐2023
 组块 2 ‐ 2023‐2028
 组块 3 ‐ 2028+

(b)

研究应侧重于 ASBU 所确定的四个绩效改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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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运行
 全球互可操作系统和资料
 最佳容量和灵活航班
 高效的航线

2.

研究领域。未来项目的规划应考虑既有的 ASBU MET 模块并促进实现拟定的结果。应考虑下
列研究活动领域：
(a)

改进观测、预报和预警：
 加强全球 MET 资料 – 进一步开发 WAFS
 加强任何类型气象灾害的四维信息 – 进一步开发和整合预警及咨询系统
 加强机场和航站区高分辨率四维 MET 信息

(b)

整合、使用情况、适用性、提供：
 通过 ICAO 全系统信息管理（SWIM），将 MET 信息纳入数字信息管理
 支持合作决策（CDM）的 MET 信息
 支持基于航迹业务（TBO）的 MET 信息
 MET 信息的表示和提供，用于加强态势感知以及决策支持不同 ATM 决定时段（从
“即刻”（0‐20 分钟）到提前几天

(c)
3.

4.

气候变化对航空业的影响。

各技术委员会与 WMO 各计划之间的协调
(a)

研究活动应当在航空气象委员会、大气科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之间密切协调加
以拟定。气候学委员会等其它委员会应参与一些具体活动；

(b)

各技术委员会的参与应通过其相关的专家附属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计划应符合商定
的跨委员会任务和项目；

(c)

面向航空的研发项目的总体协调应由 AeMP 负责。WWRP、GAW、WIGOS、WIS、
GDPFS、WCRP 等相关计划应当对此类项目提供支持。

外部协调和伙伴关系
(a)

许多研究机构、团体和私营公司正在开展关于加强气象信息和服务以支持未来 ATM
的研究开发活动。大尺度 ATM 项目（NextGen（美国）、SESAR（欧洲）、CARATS
（日本）等）包括有大量资助的全面研究计划。一些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可参
与此类项目。支持 GANP 和 ASBU 绩效改进领域的目前 WMO AvRDP 和未来 MET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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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现有的研究工作充分协调，并应促进与 ICAO、其它相关组织和利益相关方的伙伴
关系；

5.

(b)

应寻求服务提供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便确保“适用性”及加快研究向业务的转
化；

(c)

用于促进航空临近预报的系统研发工作应具备的性质是，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于此项倡
议，从而在无法一直使用高精尖仪器和电脑资源的地区加强航空安全。

项目活动及资助的形式
(a)

WMO 研究项目应当主要基于 WMO 会员及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或其它航空气象服
务提供方（AMSP）及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自愿合作。联合拟定的研究活动和信息共
享是可带来共同利益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b)

WMO 秘书处应通过秘书处的支持，促进研究活动，尤其是通过组织项目活动、编辑
和出版项目成果、沟通和宣传；

(c)

WMO 还应在组织专门的科学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证明协调的研究开发具有重要
意义，能够促进 MET 航空信息和服务，从而为航空安全、效率和监管带来预期效益并
应对相关环境问题；

(d)

根据上述（c），最好应在 2017 年与相关伙伴协调组织 WMO 专门科学活动，确保
WMO 能够在 ASBU 组块 1 和组块 2 期间（2018‐2028）在涉及航空气象学的全球研究
活动中拥有相应的位置；

(e)

通过 WMO 常规预算资助研究活动的资金尚不充足，因此，应当筹划适当的资金筹措
活动。

决定 45（EC-68）
公共天气服务能力框架的实施

执行理事会，
铭记随着面向服务的方法得到通过以及技术的发展，预报专业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并注意到该能
力框架将可指导会员在公共天气服务提供方面建立和展示相应的能力水平；
忆及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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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批准了公共天气服务预报员和咨询员高级能力要求，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审议了公共天气服务预报员和咨询员的能力要求，以及关于在为媒体和应急管理部门提供公共天气
服务方面更多专业作用的补充能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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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前编写新版《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的协调计划（见
决定 93（EC-68）），以涵盖涉及对会员提供公共天气服务的一般要求的新章节，以及更新《公共
天气服务规范指南》（WMO-No.834）的计划；
赞同针对参与公共天气服务活动的人员所提供的培训和能力开发需要与公共天气服务能力相一致并
包括在 WMO 服务提供战略框架内；
决定应将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的公共天气服务能力框架作为推荐规范列入《技术规则》
（WMO-No.49）第一卷的 2017 年更新版，同时包括对公共天气服务的规定，确定公共天气服务
提供的范围和领域；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在其第十六次届会上批准《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的公共天气服务规定草案，
而后经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批准后出版公共天气服务能力框架；

(2)

根据公共天气服务能力框架，尽快为会员制定相关指南（列入待制定的 WMO 能力指南）和
相应的培训材料，以便能够及时实施关于公共天气服务预报员和咨询员能力的推荐规范；

要求秘书长为会员组织在线及面授培训活动，帮助会员落实与其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质量管
理体系密切相连的公共天气服务能力，从而使它们能够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总体效能以及客户/用户
的满意度。

决定 46（EC-68）
大气科学委员会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157)总摘要第 3.1.141 段中，
鼓励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和大气科学委员会（CAS）在 2015 年举办大气化学和农业气象
学联合研讨会，以审议空气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提出建立可能的联合专家组；
忆及决议 47（Cg-17）- 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要求 CAS 主席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开展密切合作；
忆及决议 46（Cg-17）- 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要求各会员与各组织、机构及其它致力于碳
循环的 WMO 技术委员会开展合作；
认识到首先需要更好地了解大气对农业的重大影响，以及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反之对大气的影响；而
后需要向农民通报这些影响，用以改进管理做法；
进一步认识到水和土地部门与农业之间重大的相互影响，CAgM 正与其它技术委员会一起应对这些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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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关于 CAgM/CAS 大气化学和农业气象学联合国际研讨会（2015 年 11 月 2-4 日，印度浦那）
的建议（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comp_agro_pune2015.html）以及
全球大气监视网国际氮循环研讨会（2016 年 4 月 13-14 日，英国约克）的结论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Ncycleworkshop2016.html），
认同该联合研讨会的建议，参见本决定的附录中的摘要；
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通过支持这两个委员会之间的专家交流以及开展联合活动，从而促进 CAgM
与 CAS 之间的合作；
要求秘书长：
(1)

在 2016 年 12 月前制作题为“空气污染、气候与农业”的基本信息手册；

(2)

通过现有渠道支持开发关于大气成分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区域试点项目，尤其是通过加强对
农业领域对流层臭氧的监测；

要求 CAS 主席和 CAgM 主席：
(1)

利用其各自委员会的现有结构和专家，支持共同的活动（生物质燃烧、氮循环、全球温室
气体综合信息系统）；

(2)

稍后研究是否需要 CAgM/CAS 联合专家组，以免上述（1）中的活动无法充分满足 WMO
会员的需求；

呼吁各会员促进 CAgM 专家和 CAS 专家以及其它技术委员会的任何其他专家进行交流，以便实施
关于检验大气成分与农业生产相互影响的试点项目。

决定 46（EC-68）的附录
CAgM/CAS 大气化学和农业气象学联合国际研讨会的建议

研讨会建议摘要

进一步强调和检验大气与农业的显著相互影响；


通过拓宽有关气溶胶、甲烷、臭氧、氮方面“气候智能做法”的范围，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
在这些相互影响中的作用；



支持实地研究，以制定减缓措施；



将知识转变为战略规划（即选择作物）；



基于空气质量预报系统，为农民开发下游服务；



制定沟通战略，以说服农民改变其做法并了解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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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农业燃烧所致的大气毒素；



开发并使用工具，以核实农业排放；



两个委员会应利用其现有结构（即专家组）并进行专家交流；



2016 年 12 月前发布一般信息手册，名称暂定为“空气污染、气候与农业”；



开发关于促进监测农业领域对流层臭氧的区域试点项目，并尽量侧重于印度的农业领域。

决定 47（EC-68）
开发 METAGRI 服务项目

认识到批准了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报告，它敦促秘书处和会员从最开始就要使国家机构
（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制定预算外项目，例如METAGRI；
确认METAGRI业务项目评估报告（2012‐2015）；
进一步确认西非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会议（2016年4月19-21日，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
赞同METAGRI服务项目概念说明草案；
认同 METAGRI 服务项目概念说明草案，尤其是本决定附录中所述的六个项目组成部分；
要求秘书长完成概念说明并将其发送至捐赠方，争取可能的资助。

决定 47（EC-68）的附录
METAGRI 服务项目的组成部分

项目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 1：讲习班和简易雨量器。改进播种日历，完善数据库。整理、汇总实地状况的数据记录
和反馈。改进简易雨量器和观测方法。传统知识列入巡回讲习班和气候服务。根据改进的农业气象
公报和报告开发气候智能型农业工具。
组成部分2：培训。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作物模拟、遥感和GIS的技术技能。作物模式和土壤水
分验证。制作地区和各国家的农业气象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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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3：改进农业决策所用气候和天气通报。发展与地方电台和移动电话服务提供商的伙伴关系。
组成部分4：评价天气和气候信息用于农业的影响。外部评价。评估天气和气候信息在农业中的社会
经济效益。
组成部分5：促进农业妇女获取天气和气候信息。针对妇女和青年的巡回讲习班。推动利益相关方参
与农村妇女的发展。
组成部分 6：开展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的天气和气候风险管理。风险地图和评估。专门侧重干旱的监
测工具。实施临近预报卫星应用设备软件。制作沙尘预警和报告。支持风险管理。与国家和区域机
构就早期预警系统开展合作。

决定 48（EC-68）
与各机构合作实施农业气象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157)总摘要第 3.1.160 段，对全球
农业气象倡议概念说明表示了认同；
确认全球应用气象学研究所的概述草案；
进一步确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对建立全球应用气象研究院所做出的贡献；
要求农业气象委员会主席与秘书长：
（1）与中国气象局以及农业气象委员会专家磋商，编写全球应用气象研究院概念说明的最终稿，供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审议；
（2）考虑 2016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关于全球应用气象研究院的讨论要点：各委员会应慎重认可
各机构；制度完整性问题；法律和预算问题。

决定 49(EC-68)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的技术评估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2（Cg-17） – 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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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在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期间讨论了需在 WMO 战略计划中更加强调海洋活动，基于许多沿
海会员没有足够的海洋气象预报服务、因而产生了不必要的生命损失的事实。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提
高对海洋气象重要性的认识而加以改进；
认识到由 WMO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共同发起的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提供对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的总体技术指导
和治理。
进一步认识到 IOC 执行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了有关要求 IOC 和 WMO 通过“资料浮标合作专
家组”和“海啸及与海平面相关其他灾害的警报和减灾系统问题工作组”合作，制定区域性相关教
育和宣传战略的决定（以供 2017 年讨论）。该战略可由 IOC 和 WMO 及其会员、联合国粮食和农业
组织（FAO）、渔业部门和其他相关组织联合执行，以便实现大幅度减少人为破坏或干扰海洋资料浮
标造成的损坏；
注意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以来已建立了提高海洋服务特设工作组，以评估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
划的工作及未来方向，包括与 JCOMM 的联系，WMO、UNESCO/IOC、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
海道测量组织（IHO）之间的合作并确定相关合作伙伴/利益相关方（包括 WMO 内部和外部）的积
极参与机制以改进海洋气象服务提供，同时考虑到用户（除了船员）、成本回收的需求，还注意到
JCOMM 支持此次评估，特别是因为它将补充其自身的审查活动；
确认特设工作组于 2016 年 2 月召开了会议并通过一项工作计划以开展一年期评估，其结果将提供给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在 JCOMM 网站上可查询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技术评估的目的摘要
和工作计划（2016‐2017 年））；
要求特设工作组同时应对资料浮标的人为破坏问题，此外，就如何加强观测、资料管理和服务等各
方面与海洋相关的能力建设提出建议；
要求 JCOMM 再度审议浮标人为破坏的问题，同时协助设计一个区域性相关教育和宣传策略，使
WMO 和 IOC 更好地携手做好海啸和天气事件防备，这与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下
的 WMO 职责相一致；
认为此项评估的结果对于 JCOMM 也很重要，以决定它可如何支持加强和改进海洋服务提供并与其
保持一致，因此，该结果将提交给 2017 年 1 月的 JCOMM MAN-13，为 2017 年 10 月的
JCOMM-5 做准备；
认同特设工作组目前开展的工作，即评估“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工作和未来方向；
要求 JCOMM 的联合主席在 JCOMM 第五次会议（2017 年）上审查评估的结果（一旦完成）并就
JCOMM 可支持提供和加强海洋服务的方式向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提交一份明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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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0（EC-68）
开发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决议 43（Cg-17）- 全球冰冻圈，决定在第十七财期实施全球冰冻圈（GCW），以将其投入
运行，
（2）决议 3（EC-67）-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考虑到 CryoNet 需要继续进行业务使用前的测试，从而对 CryoNet 站/点概念、站/点的最低要求
和站/点测试程序做出一些修改，
还考虑到需要从 GCW 地面观测网获取资料，尤其是从其核心部分 CryoNet 获取资料，
进一步考虑到需要实时获取实地雪测量结果，以及需要区域雪跟踪仪支持未来极地区域气候中心，
决定同意本决定的附录中更新的 CryoNet 概念；
确认 GCW 数据门户需要更快业务化，扩大其与主要资料中心及所有 CryoNet 站/点的互可操作性；
同意着手开发区域雪跟踪仪，快速评价与过去 20-30 年平均状况相比的冰冻圈现状，支持极地区域
气候中心；
要求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提交关于
CryoNet 的决议草案；
敦促会员实时交换实地雪测量结果。

决定 50（EC-68）附录
全球冰冻圈地面观测网

（摘自：http://globalcryospherewatch.org/cryonet/site_types.html）
GCW 地面观测网由构成包括一个核心部分（称为 CryoNet）以及不属于 CryoNet 一部分的参与台站。
GCW 网络依托现有的冰冻圈观测计划，并推动将标准化的冰冻圈观测纳入到现有设施，以便建立更
完备的环境观测站。GCW 网络的基础部分是台站。台站可测量冰冻圈的一个或多个部分以及每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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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一个或更多变量，例如积雪部分的深度和密度。CryoNet 台站必须符合基本的要求，包括提供辅
助气象测量。CryoNet 台站的潜在属性参见下文。所有台站均为主站或基准站，可能有一个或多个额
外属性。


主站 – 有长期业务目标（目的），并至少有 4 年的初始承诺。



基准台站 –有长期的业务承诺以及长期（10 年以上）的资料记录。



校准/验证 – 此外，台站将用于校准和/或验证卫星产品和/或（地球系统）模式，或以前已用
于此类用途，并仍可提供必要的设施。



研究 – 此外，台站有涉及冰冻圈的广泛研究重点。

CryoNet 站点所占面积通常大于传统的观测站，是由两个以上具有不同能力的活跃 GCW 台站组成，
作为一个协调单位运行。至少一个台站必须是 CryoNet 台站。一个站点可涵盖若干微气候区域或扩
展到更大的海拔梯度。因此，更多辅助气象台站都是站点的一部分。不同的伙伴可运行此类台站，
但它们应通过一个机构或研究所加以协调。每个 CryoNet 站点必须提供描述研究方法和站点管理的
概念（例如不同伙伴之间的合作）。CryoNet 站点同样必须符合某种要求。
通常，站点在涉及冰冻圈的研究重点比台站更广泛。鉴于简易站点仅研究冰冻圈，综合站点则旨在
更好地了解冰冻圈和/或其与地球系统其它部分的关联，如大气、水圈、生物圈、海洋、土壤、植被
等。CryoNet 站点的潜在属性包括：


基本站点 – 监测冰冻圈的一个或多个部分。



综合站点 – 监测冰冻圈的至少两个部分或至少冰冻圈的一个部分以及地球系统的另一部分。
综合站点对于研究这些部分之间的反馈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尤为重要。

GCW 参与台站需要测量至少冰冻圈的一个部分（例如雪、多年冻土、海冰等）的至少一个变量。参
与台站都能够提供冰冻圈的有效测量值，但不能满足 CryoNet 基本要求，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提供
CryoNet 台站所需的资料质量和/或一致性；如其资料记录可能很短或存在很大空缺。这些台站可能
位于冰冻圈观测资料稀少的偏远、难以到达的地区，或位于能够补充其它冰冻圈测量结果的地区。
移动平台，例如船舶、漂浮台站和浮标也可成为参与台站。参与台站具有这一属性：


基准台站 – 具有长期业务承诺和/或长期（10 年以上）资料记录。

按 WMO 标准测量冰冻圈变量，并通过 WIS 和 WIGOS 提供其元资料和资料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天
气/气候台站可满足必要条件，以便促进 GCW 并作为 GCW 地面网的台站。
CryoNet 台站和站点要求
要将地面台站或站点列入 GCW 网络的核心部分 CryoNet，就必须符合某些标准。基本要求参见下文。
参与台站是 GCW 地面网络的一部分，但不是 CryoNet 的一部分，没有相同的要求。如果台站或站点
可满足这些要求，则可通过 GCW 台站/站点问卷调查为进一步评估提供更多信息。应用过程详见
GCW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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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oNet 台站的基本要求包括：
1.

满足核心 CryoNet 测量要求：台站将至少测量冰冻圈一个部分（即，雪、固态降水、湖冰和
河冰、海冰、冰川、冻土和多年冻土）的一个变量。台站位置的选择是冰冻圈测量结果在周
边地区具有代表性，且此类代表性必须加以明确阐述。

2.

业务连续性承诺：台站必须是活跃站。合理要求负责机构至少对冰冻圈的一个部分保持长期
观测。必须承诺持续最少四（4）年的测量。

3.

最新元数据和可用性：台站元数据，包括所有描述台站特点和观测计划的元数据，都在不断
更新并在作为 WIGOS 信息源（WIR）界面的 GCW 门户获取。

4.

遵守商定的管理规范：台站观测程序、仪器和观测方法、质量控制规范等应遵循 GCW 认同
的规章、手册、指南以及尽量遵守推荐的最佳规范。

5.

资料和辅助资料免费提供：尽量近实时免费提供资料。根据 CryoNet 最佳规范的要求，实地
辅助气象观测资料也应按明文规定的质量提供。

6.

员工能力：必须对人员进行台站运行和维护方面的培训。

CryoNet 站点的要求包括：
1.

站点包含至少一个 CryoNet 台站。

2.

综合站点拥有技术保障人员。

3.

综合站点具有培训能力。

4.

有长期财务承诺。

5.

尽量（近）实时免费提供资料。

决定 51（EC-68）
高山活动

执行理事会，
关注到 CryoNet 中目前高山台站很少，尤其在 4000 米以上的地区；
注意到需要与相关机构合作促进开发此类观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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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
（1）决议 40（Cg-17） -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决定要协调努力，通过促进观测继续改进高海
拔地区的服务，并要求执行理事会确保与相关伙伴密切合作，
（2）决议 3（EC-67）-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考虑到：
（1）需要确定高山地区水文气象和冰冻圈观测系统及服务的相应部分，
（2）高山地区气候和冰冻圈动力过程信息匮乏会妨碍可靠地模拟气候变化未来对高山地区冰冻圈雪
水/冰水资源可能的影响，
认同需要组织高山活动区域研讨会，包括热带地区，以便确定高山站点及评估是否有可能将其纳入
CryoNet；
同意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应促进开发拟纳入 CryoNet 的高海拔冰冻圈观
测站点，同时还需关注 4000 米以上的站点；
要求该专家组与高山冰冻圈的相关机构和国际项目及实验密切配合。

决定 52（EC-68）
极地区域气候中心

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开发和实施极地区域气候中心（PRCC）涉及到气候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以及三个区域
协会对北极的交叉责任；
忆及：
（1）决议 40（Cg-17） -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要求执行理事会促进对极地和高山地区的天气、
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活动的协调，
（2）决议 3（EC-67）-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进一步忆及区域协会在着手开发区域气候中心方面的关键作用；
认可秘书处开展的调查结果，会员在调查中明确指出了关于对 PRCC 服务的要求和能力以及对推动
此类服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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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由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牵头召开极地区域气候中心规划研讨会的
建议，尤其是侧重于北极 PRCC 的建议，
认识到此规划研讨会商定了一些与愿意和若干节点的职能共担责任的会员共同努力实施北极 PRCC 网
络的具体步骤；
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实施海洋气象服务（含海冰服务），会员应遵守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的规定；
注意到北极地区涉及三个区域协会，且环极地地区的所有会员能够全面满足区域气候中心职能的要
求；
同意北极 PRCC 网络作为二区协、四区协和六区协之间的联合倡议；
要求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根据区域气候中心指定要求，评审会员对北极
PRCC 网络做出潜在贡献的技术详情，并根据需要与气候学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和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合作，指导制定北极 PRCC 网络实施计划草案；
要求秘书长促进协调制定实施计划草案，并在可用时，将由相关利益相关方批准的该版本提交执行
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做进一步审议；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与基本系统委员会、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和参与会员
密切磋商，审议并为北极 PRCC 网络的示范阶段提供指导。

决定 53（EC-68）
极地预测年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需要增加极地地区的经济和运输活动，以改善社区的生活和生计，
进一步考虑到在了解、监测和预报极地地区环境过程领域存在关键的差距，通过极地预测年（YOPP）
可对其加以明确确定、评估和解决，以便设计长期持续的综合观测和预测环境系统，
忆及：
（1）决议 49（Cg-17） - 极地预测年，要求 WMO 和各会员支持拟在 2017 年年中至 2019 年年
中这一时期整个极地预测年（YOPP）开展的加密观测、数值模拟同化、验证、用户参与和教
育活动，
（2）决议 3（EC-67）-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考虑到需要涉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其它 WMO 计划和相关外部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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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极地预测年峰会最终报告中提供的有关极地预测年路线图，
邀请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以及极地预测项目指导组参与极地地区相关的
国际项目和实验，例如：用于北极气候研究的多学科漂移观象台（MOSAiC）；北极模拟和观测综
合论坛（FAMOS）；地平线 2020 项目，欧洲委员会将通过 BG-9 - 北极综合观测系统和 BG-10
- 北极变化对北半球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对这些项目提供资助；
敦促各会员与极地预测国际协调办公室合作，以便：
(1)

在 YOPP 的某些加密观测期间加大日常天气和无线电探空仪观测的频次，从而支持改进
极地及附近地区现有的传统观测系统；

(2)

为规划的外场活动提供后勤支持；

(3)

促进可能的额外观测；

(4)

提供对极地及附近地区遥感观测资料的访问；

(5)

支持并参与 YOPP 活动，包括模拟和预报实验以及验证、用户参与、教育和宣传活动；

(6)

通过从全球冰冻圈监视网门户获得的专业知识实施专门资料门户，促进开发 YOPP 资料
遗产；

(7)

提供充足的自愿资金支持 YOPP 的开发与实施，包括为极地预测信托基金捐款。

决定 54（EC-68）
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57（Cg-17）-世界气象组织参与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该决议赞同 WMO 参与进一
步开发其概念文件，以期将其与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的工作重点相协调；
确认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在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开发以及其他几个与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相关、并将实质性参与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IPPI）准倡议的项目的进展；
感兴趣地注意到北极理事会科学合作任务组一直致力于对提高八个北极国家间的科研合作做出特殊
安排，这对 IPPI 具有极大的潜在意义；
认识到实现 WMO 在极地地区的目标需要其他伙伴机构做出重大及平等贡献，而这又需要具备一个
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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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到 IPPI 可能成为维持并确保继续保有从以往和现在的科学和监测活动中产生的观测能力
的机制；
要求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考虑将 WMO 的活动与进一步开发 IPPI 概念文
件及相关规划文件相协调的各种机会，并与适当的伙伴合作，共同确定相互对相关极地和高山倡议
与活动的贡献以及从中获得的效益；
要求秘书长通过北极理事会和南极条约体系等政府间机制，促进 WMO 极地活动。

决定 55(EC-68)
实施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11（Cg-17）- 在未来朝着加强综合性和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而努力，第
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它决定根据第一届世界天气开放科学大会（2014 年 8 月，加拿大蒙特利
尔）的结果，启动在未来逐步建立加强综合无缝隙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进一步回顾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制定此过程的工作职责，对此系统应当完成的
产品集进行说明，供 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审议；
注意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也是基于认识到以下几点因素：
(1)

业务数值天气预报实践的快速发展转变（即从全球到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级联过程以及集合预报
系统）可促进向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发展；

(2)

加强级联预报过程以减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之间不断变化的业务预报技术差距，主要通过提高可用性以及发展使用先进
技术、信息和产品的能力，特别是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3)

几乎所有行业（如航空、航海、农业、卫生和公共气象服务等）的用户新出现的复杂需求；

(4)

需要向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发展，这需要考虑非传统信息，如业务过程的脆弱性
和暴露度；

确认无缝涉及多个方面，包括：
(1)

时间（临近预报，从几天和几周的天气预报一直到季节尺度到多年度尺度的长期预报）；

(2)

学科（水文学：洪水、洪涝、以及水管理；海洋和沿海；海浪和风暴潮；空气质量和沙尘
暴；自然资源、能源、旅游、交通等）；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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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非天气相关因素，包括评估与灾害相关影响和风险的可能性和概率，并考虑脆弱性和
暴露度信息以支持基于风险的决策；

进一步确认现有系统基础上演进的无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将更加灵活而且适应性更强，以支
持应用计划（如航空气象、农业气象、海上气象与海洋和公共天气服务）并且不仅能提供天气相关
因素的预测还可提供支持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的产品，
回顾到决议 6（Cg-16） - 修订《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大会决定该
手册是针对 WMO 会员运行的所有业务化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技术规则的单一来源；
赞赏地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开展此项工作的努力，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协作，为响应决议 11（Cg17）编制了实施计划的提纲以及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白皮书；
进一步注意到研究对于开发无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贡献；
认同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愿景，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决定建立一个指导小组（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要求），由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担任组长，
成员包括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代表，以及基本系统委员会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OPAG 组长和联
合组长，其职责如下，并将根据需要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上审议：
(1)

根据世界天气监视网取得的成就，提供指导并监督逐步建立加强综合无缝隙 WMO 资料加
工和预报系统；

(2)

管理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新组成部分的整合，包括解决与所有 WMO 计划和区域的协
同及其需求，通过与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积极协商；

(3)

编写对此系统应当制作的产品集的说明；

(4)

完成该过程的实施计划，并由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审议；

鼓励先进的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中心按照白皮书中介绍的方法，试点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并与所有的会员分享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改善该过程；
确认这项工作已取得进展，而通过与会员和组成机构协商进行调整是必要的；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会员广泛协商，并努力同时呈交白皮书和实施计划，以供执行理事会第六十
九次届会审议；
要求秘书长：
（1）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协商，继续支持基本系统委员会应对决议 11（Cg-17）的工作；
（2）帮助各会员向其政府宣传推进实施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必要性；
敦促会员也全力支持秘书长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以成功响应决议 11（C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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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5(EC-68)的附录
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愿景



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将是一个有效和适应性强的监测和预测系统，可促进会员和合作
伙伴支持决策者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将有利于通过伙伴关系和协作提供基于影响的预报以及基于风险
的预警。



通过以具成本效益、及时和灵活的方式共享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的资料、产品和服
务，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可实现这一目的，并惠及所有会员，同时可缩小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可以想象一下 16 年后，2031 年的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


先进的全球预测模式的总体精度已有所提高，足以将总体预测增加 1.5 天，如果维持每十
年一天进展的历史速率：20 世纪 70 年代发射 GARP 时，Jule Charney 和其他人设定的
目标已实现。如全球模式的分辨率低于 5 公里，而中尺度模式远远低于 1 公里，城市地区
可低至几十米。



次季节时间尺度已实现，全体有固定的数百名成员，在很多全球中心之间共享，而预报产
品可提供多方面的精准和详细信息，如：多部分流域的封闭水域预算和城市街道峡谷和周
边乡村的风、温度、空气质量信息，从逐时周期到季节性的非常详细的农业气象信息，准
确的风暴潮和气旋登录的风破坏估算，包括疯狗浪以及危险的沿岸流的海面状况，从太阳
爆发形成地表到卫星轨道高度的通讯和电力停电，有毒藻类大量繁殖，病虫害迁移等。



大多数或甚至所有这些信息是可被所有 WMO 会员及其合作伙伴获取的公共良好产品，而
多数信息可以元数据格式提供，或是直接以影响信息提供。根据用户格式，利用点对点或
越来也多地以云对点沟通宽带技术来分发和呈现这些信息。这些资料是经质量控制、验证
并有相关的元数据信息，而如果是预报信息，也是经核查的。系统设计具有提供商与接收
方之间的资料双向反馈实时沟通能力。



该系统通过伙伴关系协议得以发展，这促进该系统吸收或传送私营部门或其他与传统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密切联系组织制作的信息。

决定 56(EC-68)
预报验证活动的业务实施

执行理事会，
关切验证的理解不足，没有很好实施，没有确保其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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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关切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中心只部分符合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
中规定的标准验证程序的实施；
认识到数值天气预报验证活动对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产品的质量保证和管理至关重要，所以能
够加强预报员的信心，更好的发布预报和预警，从而提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知名度和用户对其
工作的信心，包括政府主管部门；
进一步认识到验证不光是进行资料收集和处理，因为验证结果能提供重要的关于总体技能的信息，
以及系统的具体长处和短处；
强调验证一直被看作是预报过程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所产生的信息可产生关于所
验证的预报或系统的决策时，验证才有价值；
忆及：
(1)
(2)

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中包含的数值天气预报产品验证标准程序；
非洲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预报验证指南（WMO-No.1132）；

注意到非洲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预报验证指南的目标是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
考虑到需要尽可能支持所有会员，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施验证活动；
鼓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运行全球和/或有限区域模式，秘书处提供支持，通过实施基本系统委员会
标准验证程序建立持续验证计划，注意到验证程序将推动预报系统的发展，从而改进预报和预警的
质量；
邀请有数值天气预报验证经验的会员与秘书处一起与希望开始验证活动的会员分享其知识和经验，
方式包括结对、指导和培训；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通过其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开放计划领域组并与大气科学委员会合作，准备实
际指导材料，基于其数值天气预报产品验证标准程序以及世界天气研究计划/数值试验工作组
（WCRP/WGNE）预报检验研究联合工作组的工作，从而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逐步实施验证活动；
要求秘书长：
(1)

评价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预报验证能力，作为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的核心组成之
一，并作为开发上述指导材料的产出；

(2)

寻求与更先进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包括与负责协调验证信息共享的预报验证领先中心建
立伙伴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发展结对安排，促进其国家试点项目和
现代化过程，以便在其业务中实现这些活动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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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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
忆及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秘书长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制定一项战略，以协助会员实施改进的高
分辨率区域数值天气预报（NWP）系统，包括资料同化和边界条件方面（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
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7)总摘要第 3.1.3.2 段），
担忧会员运行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的能力差别极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缺乏人力和技术能力，甚至无法提供基本水平的服务，无法充分利用不断进步的预报
技术，
注意到基于会员在 WMO 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GDPFS)和数值天气预报（NWP）研究年度技术
进展报告中提供的信息，许多先进的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中心通常运行的是全球高分辨率 NWP，
包括网格分辨率约为 9-45 公里的集合预报系统（多数<30 公里）和网格分辨率介于 1.5 至 12 公
里（多数为 1-7 公里）之间的高分辨率区域模式，包括资料同化、验证，
进一步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包括那些主办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的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仍然运行有限区域确定性 NWP 模式，本国和/或次区域的网格分辨率<45 公里，类似
于全球模式，没有资料同化、有限验证等，
关切私营部门新出现的利益，不仅在使用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产品到各类应用领域，最重要的
是运行 NWP 模式，
确认在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框架内，秘书处在先进的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中心的支持下，
正在协助一些主办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实施区域模式，这些模式的次区域分辨
率介于 2.8 和 12 公里，供参加该项目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使用到日常业务预报程序中，
注意到业务环境下每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运行 NWP 系统所需要高水平的科学和技术专长、工
作人员和计算机资源、电信基础设施，
同意协助会员实施高分辨率 NWP 的战略需要基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从只有非常有限的
人力和计算资源以及观测和电信基础设施（等级 1）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至具有全面能力的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等级 5），
认同本决定的附录中提供的改进使用高分辨率 NWP 和实施有限区域 NWP 系统战略的建议案，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作为紧急事项完成“高分辨率 NWP 指南”，同时考虑：
(1)

每种水平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力所需要的能力，作为支持会员改进使用高分辨率 NWP
和实施有限区域 NWP 系统战略的一部分；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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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会员和区域协会根据基本系统委员会和秘书处需要的支持研究
建立区域 LAM 联合体的可能性，以支持访问高分辨率 NWP，同时通过培训和发展安排发
展参与会员的能力（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57)总摘要
第 4.1.15 段）；

邀请有使用高分辨率 NWP 和实施有限区域 NWP 系统经验的会员与秘书处一起与希望开始这项活动
的会员分享其知识和经验，方式包括结对和培训；
鼓励运行高分辨率全球模式的先进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中心为希望获取和使用高分辨率 NWP
和/或运行有限区域模式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考虑提供边界条件和技术支持。

决定 57(EC-68)的附录

改善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的利用及实施有限区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拟议战略

 等级 1 – 使用全球/区域 NWP 中心的 NWP 产品，包括 EPS
o

目的是为了获得先进的 NWP 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益处

o

这考虑到了全球 NWP 系统进入更高的分辨率，例如 10 公里

o

使用图形产品以及原始数字资料

 等级 2 – 最好地使用全球/区域 NWP 中心的 NWP/EPS 产品
o

目的是为了增加获得的 NWP/EPS 产品的价值

o

统计降尺度和模式模式后处理技术

 等级 3 – 实施降尺度区域模式
o

目的是增加全球 NWP 产品性能以外的益处

o

这是分辨率为 5 公里或更低的动态降尺度，并考虑了高分辨率的全球 NWP 系统

 等级 4 –包括资料同化的区域 NWP
o

目的是为了改进初始场，以一致地增加区域降尺度和全球 NWP 产品之外的预报技能

o

关键观测资料：地面资料、雷达资料、地基 GNSS、飞机资料等

o

常规步骤

 采用和安装适当的同化系统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66

 监测观测的质量
 评估观测的影响
 等级 5– 区域 EPS
o

目的是为了捕获不确定性

 等级 6 – 进一步的方向：区域耦合 NWP 或快速更新的 NWP
o

目的是模拟大气、海洋，陆地表面、大气成分等之间的物理相互作用

决定 58(EC-68)
基于影响的预报的业务实施和要求

执行理事会，
提及决定 5 (EC‐68) ‐向公众提供多灾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服务，敦促会员着手实施基
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
确认影响预报和预警主要是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服务提供领域，所以应当由公共天气服务计划支
持；
但认识到影响预报和预警的实施可能会影响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业务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如使
用非传统资料、开发新产品等）；
确认许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正在提高资料处理和预报能力，以应对服务提供新领域的要求；
邀请开发新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的会员报告影响预报，分享知识、经验和教训；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评估影响预报的业务影响和要求，起草系统方面的指导材料，整合经验教训，
以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实施影响预报和预警服务。

决定 59(EC-68)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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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将于 2016 年 12 月 7 至 13 日召开，前期将于 2016 年 12 月 5 至 6
日针对妇女代表召开“水文界女性领导力”研讨会；
认可并感谢意大利政府在罗马主办上述活动的提议，以及相关必要的行政过程正在进行中；
审议了水文学委员会咨询工作组的以下建议：重组并精简委员会工作架构，纳入由委员会主席、副
主席和七位成员组成的咨询工作组，由水文学委员会开放专家组予以支持，并划分为三个重点领域：
(1)
“协调和实施支持”，由水文学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一位担任“项目协调人”的咨询工作
组成员负责；
(2)

“测量、监测和信息系统”，由三位咨询工作组成员负责；

(3)

“水文应用、产品和服务”，由三位咨询工作组成员负责；

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将在水文学委员会电子布告栏上再进行一次广泛的会前讨论，通过在开发的早
期阶段提供相关的清楚标为“讨论草案”的文件，侧重于那些可能需要更多分析的主题领域，从而
推动贡献；
认同 2017 至 2020 年休会期间建议的水文学委员会架构和重点领域，认可委员会正在其治理架构
内建立必要的灵活性以响应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本组织战略优先重点的指导；
认可并批准水文学委员会的以下努力：使其届会更短、参与度高、高效有力；根据对以往届会的财
务评估减少相关的支出；以及以更具行动导向性的方式设计其工作计划，响应成员的需求；
认同咨询工作组的建议：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应当将分配给上述三个工作组的工作量限制在
每个工作组不多于六个活动领域，以保证完成确定的重点；
赞赏水文学委员会组织旨在加强女性专业人员领导技能的研讨会，并邀请会员和伙伴组织提供财务
和实物支持，从而推动水文界的性别平等；
邀请会员进行所有行动支持其专家参与水文学委员会电子布告栏届会前和届会中的讨论，尤其注意
女性代表的参与。

决定 60(EC-68)
核电厂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和水文因素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许多国家已开始或正在研究更新其核能计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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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WMO 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准备好为核电站的规划、选址和运行提供气象和水文方面
的指导；
注意到《核电厂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和水文因素》（WMO-No. 550，技术说明第 170 号）是在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前编写的，所以已经过时，且不完整；
进一步注意到 2011 年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进一步说明需要更新 WMO 技术说明第 170 号；
忆及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秘书长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通信，说明 WMO 愿意合作更新
技术文件，并与想要参与这项工作的相关技术委员会通信（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
节略报告(WMO-No.1026)总摘要第 3.1.3.24 段）；
注意到 IAEA 指南《核设施选址评估中的气象和水文危害文档》（IAEA 安全标准系列，no.SSG18，2011 年），与 WMO 联合撰写，旨在根据《核设施选址评估》（安全标准系列，No.NS-R-3，
2003 年）协助 IAEA 成员国满足核电设施气象和水文灾害评估的要求；
进一步注意到 IAEA 指南 SSG-18 大致确定了核电厂的设计和运行必须考虑的气象和水文参数；
同意 WMO 技术说明第 170 号是一个对应的文件，可协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解决实施 SSG-18
中指导的技术方面，因此应该提供访问、分析、解读和使用气象和水文灾害信息的科学和技术指导，
包括气候变率和变化的相关方面，以支持相关影响的评估；
确认技术说明第 170 号的修订取得了进展，其中涉及来自基本系统委员会、大气科学委员会、气候
学委员会、水文学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和 WMO/IOC 海洋学与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
以及 IAEA 的专家；
认同本决定附录中的技术说明第 170 号修订的纲要；
邀请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核能计划，并与核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同行合作磋商，并尽可能
支持新出版物的审查过程，确保修订后的技术说明第 170 号满足用户的需求；
要求秘书长：
(1)

考虑与 IAEA 组织联合活动，以解决核设施对气象和水文信息的要求，在支持核能计划的国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下，包括主办环境应急响应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以及核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对应部门；

(2)

安排继续修订技术说明第 170 号，确保所有相关的 WMO 计划和技术委员会进行参与，从而
尽早完成、通过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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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60(EC-68)附录
《核电厂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和水文因素》（WMO-NO. 550，技术说明第 170 号）的修订大纲

1.

引言

2.

本文件的组织作用的结构

3.

必要的信息 ‐ 气象和水文评估
3.1

3.2

3.3

通用规范
3.1.1

引言

3.1.2

气象评估

3.1.3

水文评估

观测
3.2.1

一般注意事项

3.2.2

气象观测和仪器

3.2.3

水文观测

资料分析
3.3.1A

3.3.1B

气象和气候资料分析
3.3.1A.1

评估气象灾害的一般程序

3.3.1A.2

不常见的灾害性气象现象

3.3.1A.3

分析气候资料集的统计方法

水文 ‐ 水文气象分析
3.3.1B.1

3.3.1B.2
3.3.1B.3

分析方法
3.3.1B.1.1

水文资料

3.3.1B.1.2

沿海风暴潮

极值分析

可能最大降水（PMP）和可能最大洪水（PMF）

3.3.1B.4 支持模式开发的水文研究
3.3.1B.5 支持涌浪模式开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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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气象（NWP）分析
3.4.1

可用的气象分析

3.4.2

创建代表性分析的方法

3.4.3

判断性质量统一风场分析

3.4.4

合并物理和统计降尺度

3.4.5

示例

3.4.5.1

判断性气象模式 ‐ CALMET（加利福尼亚气象模式）

3.4.5.2

非耦合高分辨率地表模式（加拿大）

3.4.5.3

实时中尺度分析系统

3.4.6
3.5

用于大气扩散的综合性方法

气候预测和预估
3.5.1

气候预测

3.5.1.1全球气候预测产品
3.5.2 气候预估
3.6
资料和模式估计的不确定性
3.6.1 引言
3.6.2 预测的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处理！）
3.6.3 集合预报系统（EPS）
3.6.4 对不确定性的进一步思考
3.7
气候产品
3.8
气象和水文信息和产品的来源(和获取)
3.9
技术产品的质量管理、信息沟通和理解
3.9.1 质量管理
3.9.2 技术产品的信息沟通和理解
3.10 定期审查和更新
4.

气象灾害评估
4.1
极端气象现象
4.2
罕见气象现象
4.3
其他气象现象
4.4
空气传播辐射的传输、扩散和沉积
4.4.1
4.4.2
4.4.3
4.4.4
附录4.4
1.
2.

引言
大气传输和扩散基本知识
大气传输和扩散模式
源项估计
大气传输、扩散和沉积
基本要素
对流 - 扩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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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气传输和扩散模式
3.1 模式类型
3.2欧拉和拉格朗日模式
3.2.1拉格朗日模式
3.2.2欧拉模式
3.2.3高斯（高斯羽状）模式
4. 使用三维时间变化风场的拉格朗日模式的一般特征

5.

水文灾害评估
5.1
极端洪水事件
5.2
罕见洪水事件
5.2.1 可能最大洪水（PMF）
5.2.2 溃坝
5.2.3 海啸
5.2.4 风暴潮
5.3
低流量风险
5.4
高地下水位
5.5
水污染

6.

设计基础参数
6.1
气象
6.2
水文
6.3
软件分辨率

7.

场址保护的措施

8.

灾害随时间的变化
8.1
气候变化和灾害
8.1.1 最近IPCC成果的整合
8.1.1.1 对设计参数的影响
8.1.1.2 极端事件的历时变化
8.1.1.3 现场资料气候极端事件指数资料集
8.1.2 热带气旋和风暴潮
8.2
要考虑的其他变化
8.2.1 引言
8.2.2 地点（地理）因素
8.2.3 地震
8.2.4 河流行为地形学
8.2.5 海岸侵蚀和沉积
8.2.6 地下水
8.2.7 其他因素

9.

设施保护的监测、预报和预警系统
9.1
气象监测
9.2
气象预报和预警
9.2.1 预报
9.2.2 预警
9.2.3 对NPP业务的支持
9.3
水文监测

171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72

9.4

水文预报和预警
9.4.1 水文预报
9.4.2 海岸浪涌预报和预警
9.4.2附录 JCOMM-CHy沿海洪灾预报示范项目
9.4.3 洪水预警系统基本知识
9.4.4 洪水预报预警系统的业务要求
9.4.5 向用户介绍预警
9.4.6 预警信息对洪水响应的贡献
9.5
对应急响应和大气扩散的业务支持
9.5.1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9.5.2 WMO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9.5附录
综合应急支持观测-NWP-ATDM（大气传输和扩散模式）方法示例

参考文献

决定 61(EC-68)
2016-2023 年期间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的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不断需要创新的、更准确的天气预测服务，尺度从全球到区域和地方，内容从仅提供严格意
义上的传统天气预测到基于影响的信息，并不断需要向决策者和公民提供从几分钟到几个月的可指
导行动的信息；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更新现有的研究计划，使其符合 WMO 规划周期和优先重点；
回顾到：
（1）决议 16（EC-64）- 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
（2）决议 17（EC-64）- 极地预测项目，
（3）决议 12（EC-66）- 高影响天气项目，
（4）决议 45（Cg-17）-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考虑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管理组审议了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实施计划并向理事会提交了建议；
认同 2016-2023 年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实施计划，其执行摘要见本决定的附录；
呼吁会员和合作伙伴实施此经批准计划中强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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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61 (EC-68)的附录
2016-2023 年期间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的实施计划

执行摘要

1.

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大气科学委员会（CAS）第十六次届会和 CAS 管理组第十

次会议的决定和指导，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科学指导委员会（SSC）在其第八次届会上确
定了一个路线图，以编制其新的实施计划，为 2016-2023 年的活动提供指导。
2.

该计划依托自 1998 年成立以来 WWRP 界取得的关键科学成就。近期，WMO 已牵头

并协办了世界天气开放科学大会（加拿大蒙特利尔，2014 年 8 月 16-21 日），这是第一次举办这
样的活动，将这一多元化的界别组织了起来，以促进这门科学所需的发展，降低社会受到的与天气
相关的影响。此次大会首次把整个天气科学界和广大用户召集在一起，回顾当前科技水平，勾画未
来十年及之后的科学前沿。《无缝隙预测地球系统：从几分钟到几个月》（WMO-No.1156）这本
书里对此次辩论和讨论的结果进行了综合。
3.

因此，新的实施计划是基于天气科学的新挑战。随着天气科学的进步，出现了一些重大

问题，诸如关于每周、每月以及更长时间尺度上预测性的可能来源；无缝预测；开发和应用新的观
测系统；有效利用大规模并行超级计算机；传播、释用和应用天气相关信息；以及量化社会影响等。
这门科学即将向前迈出一步，因为获悉所有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预测能力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目前
对潜在预测能力的来源还知之甚少。
4.

已经制定了新的实施计划，是围绕 CAS 提出的四项主要的社会挑战：（a）高影响天气

及其在全球变化背景下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b）水：模拟和预测水循环，以改进对减少灾害风险
和水资源的管理；（c）城市化：对特大城市和大型城市综合体的研究和服务；（d）不断发展的技
术、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以及其使用。
5.

根据每项社会挑战，WWRP 科学界（科学指导委员会、工作组、专家组、项目）确定了：

关键科学挑战；关键实施挑战；国际协调需求；给 WMO 会员带来的效益；行动领域。
6.

根据每项社会挑战，行动领域如下：

(a)

高影响天气：（1）解决局限性；（2）不确定性；（3）完全耦合；（4）应用；（5）
验证；（5）归因；

(b)

水：（1）综合水循环；（2）新观测；（3）降水；（4）水文不确定性；

(c)

城市化：（1）了解需求；（2）各种观测和过程；（3）城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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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断发展的技术：（1）先进的方法；（2）配套设施；（3）工具；（4）新观测；（5）
未来全球观测系统。

7.

建议实施计划的结构由两本小册子组成。第一本小册子介绍了主要的社会挑战和 WWRP

将在未来八年予以促进和开展的行动领域。这本小册子有两个目的：完整和综合概述 WWRP 实施计
划以及向外部相关利益相关方和捐助方推广其活动。第二本小册子将详细介绍行动领域以及各工作
组和项目的相关任务。还会进一步增加详细的内容，包括滚动的两年计划，其可用以监督工作组和
项目活动。
8.

实施计划草案的完整版本可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new/documents/WWRP_ImplementationPlan_Part1.pdf.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new/documents/WWRP_ImplementationPlan_Part2.pdf

决定 62(EC-68)
2016-2023 年全球大气监视网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在大气成分方面越来越需要加强以用户为导向的服务以及应用，特别是当涉及到气候、天气、
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空气质量和粮食安全的问题时；
进一步认识到有必要更新现有的全球大气监视网（GAW）研究计划，以使其符合 WMO 规划周期和
优先重点；
回顾到决议 47（Cg-17）-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建立了其框架；
考虑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管理组审议了 2016-2023 年全球大气监视网实施计划草案，并向理事会提
交了建议，
认同 2016-2023 年实施计划（以下简称为“GAW IP”），其执行摘要在本决定的附录中提供；
呼吁会员和合作伙伴实施此经批准计划中强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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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62(EC-68)的附录

2016–2023 全球大气监视网实施计划

执行摘要
1.
GAW IP 是围绕“研究促进服务”的概念而制定的。其中确定了主要的实施原则，描述了主要
的计划活动以及实施此概念所需的关键要素。
2.
该计划依托 GAW 建立 25 年来取得的早期成就。其中指出 GAW 在大气成分观测和分析方面
的研究和能力建设中起到了国际领导作用，并在维持和应用长期系统性对大气化学成分和相关物理
特性的观测，同时强调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该计划进一步确定了 GAW 提供产品和可能服务的目标，
以满足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环境公约、研究院所和很多其他不同用户群体的要求。
3.
因此，当前的 IP 是基于大气成分观测和预测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侧重于研究，以促进各种
有关大气成分的产品和服务（基于高质量的观测、分析和模拟 — 以所有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 ）的
实现。该计划涉及的应用领域可总结为三大类：监测（观测和分析）大气成分并量化其变化；预测
大气成分在各种尺度上的变化；以及提供大气成分信息以支持面向城市和其他人口密集地区的服务。
该计划详细介绍了这三大领域中更为具体的应用，还描述了为支持具体应用需要建立的合作。
4.
IP 可支持 WMO 战略计划中确定的 WMO 优先领域以及 CAS 确定的 2016‐2020 年期间的优先
领域，即通过观测、分析和模拟活动来为 WMO 会员开展服务。GAW 的特殊贡献包括提高空气质量
预报能力以支持减少灾害风险、维持对主要气候变化驱动因素的长期全球观测，以及发展全球温室
气体综合信息系统。GAW 协调的观测还可促进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GAW 可通过研究大气
气溶胶扩散和开展对有关极地和高山区域的研究，通过分析大气成分对相关区域空气质量和雪反照
率的影响，支持加强航空气象服务。能力发展仍是 GAW 的一项重要活动，可通过 GAW 专门的培训
活动、对暑期学校的支持、专业技术交流等手段来实施能力发展。
5.
GAW IP 介绍了与观测网络发展、实施质量保证和资料管理有关的具体目标和活动，提供了开
发模拟工具的框架，详细介绍了能力建设方法和宣传战略，并提供了负责计划的机构和有关合作伙
伴的职责。
6.
GAW 实施计划的文件全文可登录：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documents/GAWIP2016‐2023.pdf.

决定 63（EC-68）
2016-2019 年能力开发优先重点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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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能力开发是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确立的优先重点领域之一（见决议 69（Cg-17）- WMO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的附录）；
忆及能力开发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改进过程，而不是短期干预，旨在以有助于持续增长的方式提高能
力（见决议 49（Cg-16）- WMO 能力开发战略的附录）；
进一步忆及决议 4（EC-67）- 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专家组，建立了该专家组，以便就下列方面向执
行理事会提供建议：协调和促进 WMO 各计划及高优先重点领域的能力开发活动、关于 WMO 能力
开发计划、能力开发战略和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特别是预期结果 6：加强能力开发等方面，
考虑是否需要建立机制来持续评审涉及 WMO 会员的能力开发问题；
认识到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相关具体目标，并阐述了若干关于国家和国际决策、支持其在未来 15 年实施的国际机制；
并认识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 WMO 各机构通过 WMO 能力开发战略实施计划及其 2016-2019
年优先重点开展合作，可推动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审核了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专家组建议的第十七财期（2016-2019）优先重点；
认同本决定附录 1 中所述的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专家组建议的能力开发优先重点；
注意到鉴于作为交叉优先重点活动的能力开发战略需要在 WMO、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WMO
各司和计划之间进行协调，因此，预期它们将推动制定能力开发战略实施计划及其 2016-2019 年
优先重点中的关键活动（见本决定附录 1）；
要求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专家组与相关组成机构合作，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第十七财期（2016-2019）
的实施计划，作为 WMO 运行计划的有机部分（并遵守本决定附录 2 中的具体指导）；
要求秘书长、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会员支持专家组所确定的能力开发优先重点，寻求其在第十
七财期（2016-2019）内的创新性和创造性落实方法。

决定 63（EC-68）附录 1
建议的第十七财期（2016-2019）能力开发优先重点

战略目标
目标1：
明确所需能力并
确定不足

战略方法

关键活动

2016–2019 年 优
先重点

 加强国家概况数据库，以包含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遵守 WMO 标准的报告汇编、制图和监督工具
 根据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的服务水准（基本、必
要、全部或高级），对其加以归类
 重点帮助解决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各主要领域中的
不足，例如航空和海洋气象、极地和高山地区、全球
气候服务框架（GFCS）、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1A ： 强 调 遵 守
WMO技术要求来开
展优先重点工作
1B：帮助各国确定
国家气 象和 水文 部
门的不足









1C：鼓励开发可满
足具体 用户 需求 的
服务
1D：建立使伙伴和
利益相 关方 参与 的
方式

目标2：
提高知名度和国
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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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以及减少灾害风险，尤其是对于最不发达
国家
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完成其质量管理体系
（QMS），使其得到 ISO 认证
通过遵循 WMO 标准和国家服务提供共同愿景继续帮
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建立利益相关方信心
制定并维护专家名册，以帮助评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并在准时需求和现代化工作方面帮助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及开发伙伴
阐明 WMO 标准、技术要求、规范和优先重点
汇编合规性报告
组织培训活动
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组织利益相关方论坛，以建
立服务提供愿景、建立利益相关方信心并指导国家需
求过程以及强调表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 WMO 全
球资源的关系
制定有关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作用和业务的指导材料
开展国家评估和独立分析以及编写国家评估报告，以
便为监督和评估建立基线
通过信息共享提升透明度，促使制定需求驱动型战略
制定沟通计划
根据 WMO 服务提供战略，确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可提供的新服务和产品
与国家伙伴和政府实体合作，建立环境信息用于满足
社会需求的共同愿景
组织国家开发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会议
共享项目和要求

2016–2019 年 优
先重点

 将各种渠道的信息（根据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国家概
况数据库、调研和评估任务，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进行区划和归类）用于根据确定的差距寻求国家支持
 在 WMO 出席期间推进宣传，以便促进了解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的作用相关性以及建立对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的国家支持
 侧重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服务与减少灾害风险、减
轻风险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的相关性，以建立国家伙伴
支持
 在经营管理技能和战略规划方面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

2A：向决策者阐释
国家气 象和 水文 部
门所提 供服 务的 社
会经济效益
2B：帮助国家气象
和水文 部门 将国 家
和国际 要求 纳入 国
家政策 、法 律框 架
和国家开发计划

 制定与政府接触的宣传、推广和沟通战略
 提倡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纳入国家开发计划过程，
以获得对发展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认同和国家资助
 收集和分发明确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最佳规范和案例
研究的实例
 通过协商和培训，帮助发展中国家阐明国家法律和程
序
 研究和收集社会经济效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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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加强向最终用
户和决策者的宣传

2D：开发领导能力
和管理能力

2E：强化国家支持
以满足社会对天
气、气 候和 水文 服
务的需求

目标3：
优化知识管理

2016–2019 年 优
先重点

3A：加强关于国家
气象和 水文 部门 发
展情况 最新 信息 的
收集和共享机制
3B：共享与国家气
象和水 文部 门发 展
有关的 最佳 规范 及
成功经验
3C：强化负责国家
气象和 水文 部门 发
展的实践团体
目标4：
强化资源筹措和
项目管理

2016–2019 年 优
先重点

 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详细制定其可涵盖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能力开发四个方面的战略计划
 阐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关于改进服务提供的国家职
责和立法
 通过研讨会、培训活动和咨询服务，帮助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开发旨在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尤其侧重于
公共天气服务，以便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知名
度
 加强培训，培养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各组织层面的领
导者
 开发专家网络，以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高管理
技能和战略规划
 促进结对安排
 根据所提供服务的水平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进行归
类，并将这些类别用于指导援助工作
 将这些类别与提供必要服务水平所需人员能力、机构
能力、基础设施能力以及程序能力相结合（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的类别信息参见附录 5：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的分类）
 定制奖学金和培训活动以及技术援助，以应对所确定
的不足和 WMO 优先重点领域
 完善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发展情况的数据监测和
收集机制和工具（包括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区划
和分类、国家概况数据库平台工具、调研和国家评估
的统合）
 完成国家概况数据库的开发
 建立协调的信息收集机制，包括调研和会员网上提供
的信息
 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力开发的相关监督和评估
资料将提供给利益相关方，包括伙伴和投资方
 建立网上机制及其它机制
 鼓励会员列举关于开发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力过
程中取得成功和面临挑战的具体实例
 强调可用于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和原则
 通过实践团体协调非正式团体的工作，以便为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的发展提供关于全球和区域倡议的帮
助、分析理解、经验和知识
 帮助会员制定有关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战略计
划，以便依照 WMO 技术规则满足所确定的国家需
求、弥补差距，并提高其在项目和组织管理方面的技
能
 进一步加强项目协调组和项目管理委员会，以更好支
持 WMO 管理的项目
 举行开发伙伴圆桌会议，以促进对水文气象和气候服
务的投资
 开发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投资模式（与 ODA 支持
及其它双边援助模式、国家现代化、PPP 等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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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EC-68/文件 11 – 资源筹措]
4A：通过与利益相
关方和 开发 伙伴 的
对话加 强协 调， 积
极探索 新的 资助 机
会并提出建议
4B ： 加 强 项 目 开
发、实 施、 监督 和
评估能力

目 标 5 ： 加 强 全 2016–2019 年 优
球 、 区 域 和 次 区 先重点
域机制

5A：加强全球和区
域中心的工作

5B：加强全球、区
域和次 区域 机制 ，
为天气 、气 候和 水
文服务提供支持

目标6：
增加教育和研究

2016-2019年优先
重点

开发关于共享资助机会信息和促进接触捐赠方的机制

 制定良好规范和案例研究，以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开发和协调大尺度项目
 开发监督和评估工具箱，并协助和指导收集资料和信
息
 组织项目管理研讨会及课程
 组织讲习班和研讨会，以促进南-南合作
 促进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官方发展援助（ODA）
机构之间的合作
 加强和扩大自愿合作计划
 鼓励利益团体，例如非正式规划会议
 各区域协会和 WMO 区域办公室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符合 WMO 要求的相关事宜提出建议
 帮助会员报告其合规情况（评估、报告工具等）
 将 RAF 和 RAP 办公室迁至区域，以加强宣传以及与
区域/次区域机构的伙伴关系，并支持进一步开发区域
机制，促进与 WMO 秘书处各计划的区域合作、协调
和协作，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性工作
 通过现有和拟定的区域中心以及最近成功组织的区域
部长级会议和开发伙伴的最新区域重点，进一步详述
区域和次区域工作，以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力
开发
 支持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的新计
划
 交付区域和次区域试点项目和示范，重点是围绕支持
区域问题的服务及其与 WMO 优先重点和全球系统的
关系
 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降低观测系统耗材和维护的
高额成本
 与各区域协会合作，在区域建立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所提供服务的政治支持
 与次区域机构和经济集团建立伙伴关系
 通 过 开 展 培 训 和 研 讨 会 ， 加 强 区 域 气 候 展 望 论 坛
（RCOF）
 依靠成功举办的非洲部长级气象大会及其它部长级区
域大会，从而关注投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社会经
济效益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所需的延伸服务
 通过区域内与 WMO 职责形成互补的各实体的合作安
排，加强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宣传和支持
 通过 WMO 全球校园等倡议，保持和扩大教育及奖学
金机会，尤其是在优先重点领域（气候服务、航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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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6A：促进获取和提
供奖学金
6B：加强研究成果
的应用









海洋气象以及减少灾害风险）和经营管理技能
扩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研究的机会
在 WMO 高优先重点领域提供教育培训的 RTC
通过与学术机构和学会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奖学金并
提高奖学金机会
向区域培训中心（RTC）提供教育和培训指导
组织研讨会和讲习班，以共享信息和研究成果
举办最新研究成果用于业务应用培训研讨会

决定 63（EC-68）的附录 2
执行理事会 2016-2019 年能力开发专家组指南
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专家组（EC-PCD）应进一步制定第十七财期（2016-2019）能力开发战略
（CDS）实施计划，重点围绕确定的优先重点，并包括各项活动的负责机构、时限和成本影响以及
绩效指标，并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上报告进展情况。
指导 EC-PCD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a)

鉴于WMO服务提供战略的重要意义，以及需要将社交媒体等新机制用于展示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服务相关性，第十七财期（2016‐2019）能力开发优先重点中应当突出体现服务
提供；

(b)

根据所提供服务水平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归类应当强调投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
所产生服务的关系，并鼓励继续收集信息以便于开展此类归类；

(c)

应当强调遵守 WMO 对开展重点工作的技术要求（CDS 战略方法 1.A）。根据要求和不
足可推导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所提供的涉及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是否符合 WMO 标准
以及各利益相关方、最终用户和社会的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应考虑其它工具的合规性，
例如资料制作提供的资料流信息；

(d)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合规图以及国家概况数据库的其它方面可为监督和评估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提供基线真实信息，帮助制定相应的预防或校正行动，鼓励会员开发其服务以
满足用户需求、按优先次序投资和筹措资金；

(e)

EC‐PCD应考虑如何最佳满足执行理事会 WG‐SOP关于将国家概况数据库用于监测WMO优
先重点以及WMO战略计划预期结果进展的要求以及满足EC‐WG‐减少灾害风险关于将国家
概况数据库用于减少调研依赖性建议的要求；

(f)

能力开发优先重点应继续整合在其它六个高优先重点下制定的所有行动；



包括诸多领域的培训，例如 NMS 的作用和职能、制度和法律方面、规划和政策制定、财务管理、资源筹措、项目开发/管理、利益攸
关方关系（政府、最终用户、伙伴、员工）、人力资源、领导力、通信与信息技术、媒体关系、国际义务、发展目标/倡议、风险管理，
以及与 WMO 及科学组织合作等更具体领域的培训（另参见
https://www.wmo.int/pages/prog/dra/eguides/index.php/en/guidelines-on-the-role-operations-and-managementof-the-national-meteorological-or-hydrometeorological-services-n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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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宣传关于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时，应强调WMO通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所提供的
全球和区域支持；

(h)

通过现有和计划的区域中心、区域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在组织区域部长级会议方面的最
新经验，区域和次区域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力开发所做的工作值得在实施计划进
一步阐述。

决定 64(EC-68)
再次确认生物气象研究所（意大利佛罗伦萨）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19（EC-66）-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研究理事会生物气象研究所作为 WMO 区域培训中
心的地位，决定推迟再次确认该研究所为意大利区域培训中心（RTC）；
进一步回顾到需要确保所有的 RTC 能够根据生物气象研究所（IBIMET）提供的信息提供支持，并
确保 RTC 分享课程和资源以更好地为会员服务；
认识到 2014 年和 2015 年 IBIMET 为地中海沿岸以及西非的会员提供了各种研讨会和课程，主要
涉及与气候服务相关的农业和水问题；
进一步认识到 IBIMET 开展了多项活动，以规划未来的课程并获得预算外资金用于开展这些课程；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二十七次届会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的建议，即关于再次确认
IBIMET 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
决定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再次确认意大利的 IBIMET 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以使其符合六
区协其他 RTC 的再次确认周期；
要求秘书长实施本决定。

决定 65(EC-68)
扩展用于教育和培训的 WMO 信息系统元数据专用标准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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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需要改进会员获取有关教育和培训资源和活动可用性的信息，以支持其人力资源发展的规划
并利用现有的 WMO 系统和过程，
确认 WMO 全球学校指导委员会开展的有关全球可检索日历的工作，包括调研延长 WMO 信息系统
（WIS）的可能性以支持全球可检索日历活动，
回顾到决议 16（EC-66）- 建立 WMO 全球学校可行性研究和决议 53（Cg-17）- WMO 全球学校
可行性研究，
认识到以现有的基础设施（如 WIS）为基础的必要性，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关于开发短期和长期 WMO 全球学校日历的建议，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检查利用 WIS 元数据专用标准以适合教育和培训资源及活动；

(2)

开发由至少一个全球信息系统中心主办的界面，以时间顺序展示教育和培训元数据，作为
全球可检索日历的基础；

(3)

审议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方案，用来建立一个流程以批准贡献方为 WIS 目录提
供教育和培训元数据。

决定 66(EC-68)
审议第十三届 WMO 教育培训研讨会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根据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和建议，其在确定资金使用的优先顺序方面的作用；
进一步注意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期间审议的 2016 - 2019 年 WMO 运行计划中包含调配 17 万
瑞士法郎用于在本财期举办一次教育培训研讨会；
回顾到执行委员会在其 1970 年第二十二次届会上，批准举办第一届教育培训研讨会（SYMET），
以应对其他机制提供的机会较少的问题，将 WMO 教育培训界的高级管理人员汇集一堂，讨论和辩
论与实施 WMO 教育和培训计划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相关的问题，并在其第二十六次届会上重申之前
的决定并建议 SYMET 每四年举办一次；
进一步回顾到近期的 SYMET 活动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助于讨论与教育培训相关的问
题，通过全会、小组讨论和研讨会的形式以应对航空气象问题、能力实施、更新基础专业课程和引
入 WMO 全球学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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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正在开展的与区域培训中心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及相辅相成的 WMO 全球学校可行性研究相关
的活动，需要与 WMO 教育培训界和向 WMO 及其会员提供感兴趣的教育培训的小组开展广泛的咨
询以获取反馈，这将协助理事会在其第七十次届会上审议是否将 WMO 全球学校概念提交 2019 年的
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进一步认识到 WMO 高优先领域给教育和培训计划带来的新挑战和机遇，以及需要与 WMO 教育培
训界的高级别管理人员沟通和讨论这些问题；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二十七次届会关于举办第十三届 WMO 教育和培训研讨会
（SYMET-13）的建议，
决定于 2017 年举办 SYMET-13，在研讨会举办前、举办期间和举办之后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让
更广泛各界参与进入并让与会者更好地准备会议讨论；
要求秘书长组织此研讨会并根据需要调集额外的资源。

决定 67 (EC-68)
WMO 奖学金计划的影响评估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WMO 奖学金计划对于很多会员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
进一步注意到：
(1)

吸引更多资金的可能性，以支持会员国的国家气象部门的教育培训，通过多种过程，诸如
于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上启动的气
候风险和早期预警系统倡议以及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2)

由 WMO 内部监察室连续开展对 WMO 奖学金计划的审计；

(3)

决议 17 (EC-66)-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特别是第六段：“就基于持续的
项目审查和评估，提高奖学金项目的有效性，向执行理事会提供行动建议”；

(4)

WMO 奖学金计划对更广泛的 WMO 能力发展计划的贡献；

决定应开展对 WMO 奖学金计划的影响评估；
要求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监督对 WMO 奖学金计划的影响评估并提出建议案，供 2018 年
的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审议，还将向 2017 年的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提交一份进展报告。本决以
附录中概述了此次评估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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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
（1）协助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开展影响评估；
（2）考虑筹集约 4 万瑞士法郎的预算外资源，这是在预期时间内开展和完成报告所需的资金；
要求会员根据要求提供资料，以协助该评估计划。

决定 67(EC-68)的附录 1
WMO 奖学金计划影响评估的职责
审查目的：
此次审查的目的是量化向会员提供奖学金而积累的效益，旨在为加强提供 WMO 奖学金计划提供充
分的理由。
成果：
此项倡议活动的主要成果包括但不仅限于寻求更多的机会为 WMO 会员国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
供奖学金，以改进其运行并促进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发展需求。
产出：
预计这项工作的报告将强调：
(a)
(b)
(c)
(d)
(e)

奖学金计划的历史绩效，并量化会员国获得的效益；
可能用于持续跟踪奖学金计划带给会员国效益的方法；
减轻风险战略，可进一步加强该计划的效益；
当前和未来对于以地理位置为重点培训的需求，其目的是确定改变培训的重点和领域，以
便积累显著的效益；
其他可能会报告的领域包括但不仅限于：
(i) 增加未来奖学金机会的战略，包括可获得更高效率的机会；
(ii) 为奖学金计划吸引更多资源的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带给会员的效益；
(iii) 协助会员应对新兴挑战的方案，诸如满足将纳入《WMO 技术规则》的资格和能力要
求。

将要开展的具体行动/活动：
此项评估可利用一些或全部以下活动：
(a)
审查奖学金计划的职责；
(b)
审查现有的奖学金计划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
(c)
确定在奖学金审查过程中如何考虑申请机构的组织风险因素；
(d)
从以下人员的数量方面，审查奖学金人员的成功情况：
(i) 成功完成奖学金计划的获奖者；
(ii) 获得高度成功的获奖者；
(iii) 获得多个奖项的奖学金人员；
(iv) 没有完成计划的奖学金人员及其表现不佳的原因；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

(f)
(g)

(h)

(i)

185

(v) 重复开展相同计划的奖学金人员；
从选定的会员国收集关于奖学金计划效益的信息，诸如：
(i) 利用奖学金计划的频率以及其应用的领域；
(ii) 强调用于为能力建设提供资金的其他机制；
合适的工具以便从选定的奖学金受益人处收集信息，旨在确定奖学金给气象部门以及个人
研究员带来的效益；
以问卷的形式调查区域培训中心关于使用奖学金计划建设其工作人员能力的情况，以确定：
(i) 使用奖学金计划进行能力建设的频率；
(ii) 使用奖学金的领域；
(iii) 奖学金人员的保留；
(iv) 用于为能力建设提供资金的其他机制；
(v) 除了培训，奖学金人员是否能够为其他区域和国家计划做出贡献，从而支持可持续发
展议程；
以问卷的形式调查区域培训中心关于如何加强计划的成本效益以及尽可能降低培训费用的
方式，要求：
(i) 奖学金人员进入计划是否得到充分的准备；
(ii) 开展培训计划基于基础建设的程度，以促进学生接受核心培训；
(iii) 该计划依赖于奖学金人员的参与程度（即如果没有奖学金人员，该计划是否满足充分
的参与性而具有成本效益）；
基于加权计分制度制定一种方法，以便从奖学金的角度对会员国的调查等级进行风险排序。
该方法应该考虑到：
(i) 奖学金计划的使用频率；
(ii) 平均投资；
(iii) 奖学金人员的成功率/失败率；
(iv)
在组织里或国家/区域天气和气候企业保留奖学金人员的职位；
 长达 1 年，1-5 年，5-10 年，10-15 年等。

方法：
该任务组与 ETR 办公室合作，根据 2017 年中期进展报告和 2018 年完整报告中的要求，进一步制
定职责和详细的时间表。

决定 68(EC-68)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咨询组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54 (Cg-17)-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建立了该计划的长期目标：
(1)

加强 WMO 会员通过提供综合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服务满足本国政府和社区需求的能
力，尤其强调公共安全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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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加强其参与和积极推进
优先重点领域的能力，如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减少灾害风险、卫生、水资源管理
和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

确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脆弱，正如全球社会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平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AMOA 路径、伊斯坦布尔最不发达国家行动计划（2011-2020）、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仙台
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以及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行动计划所确认的那样；
审议了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特别咨询小组会议的报告（2016 年 4 月 1112 日），包括本财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的提议重点（见本决定的附录）。
认识到需要规定该计划下本财期的活动，特别注意该计划没有核心预算分配；
观察到这样的进一步说明将受益于会员提出的建议，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代表
提出的建议；
同意特别咨询小组确定的重点；
要求秘书长、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会员支持这些重点，并寻求创新的方法，在第十七财期
（2016-2019）实施重点活动；
欢迎特别咨询工作组会议对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建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咨询组的
建议，其中反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土常任代表的区域间平衡性，该小组将为进一步说
明该计划提供建议；
要求秘书长：
（1）
议；

支持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咨询组在第十七财期（2016-2019）的审

（2）
监督计划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涉及所确定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重点行动
的各项行动的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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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68(EC-68)的附录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
特别咨询小组会议的报告
WMO 秘书处，日内瓦
2016 年 4 月 11-12 日
1. 背景

全球 51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虽然具有地理和文化多样性，但有着相似的社会经济挑战，如资源不足，
远离市场，从规模经济受益的能力有限，较少但迅速增长的人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
地质和水文气象自然灾害的影响，包括地震、火山爆发、海啸、龙卷风、河流和沿海洪水、山体滑
坡和干旱。此外，由于气候变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遭受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效应的影响。近年
来，大量高影响天气和气候事件已造成灾难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损失。虽然自然灾害也发生在非岛
屿国家，但自然灾害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预计相对较大，由于这类国家面积小，造成的单位
面积破坏和人均成本更高。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气候特点使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对气
候变化最脆弱的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特殊挑战已被里约+20 会议确认，并在 2014 年 9 月于萨摩亚召开的联合
国第三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期间得到进一步强调。各国国家和政府首脑承诺通过设计和实
施适合各方相关脆弱性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支持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展抗御性的努力，以抵御气
候变化的影响，并提高其适应能力。SAMOA 路径强调了为以下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和融资的重要性：风
险评估、早期预警系统、备灾、灾后响应和恢复，以及建立和加强灾害风险保险设施。
2.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

可持续的气候和天气早期预警系统是支持气候变化适应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之一。建立定制的天气
和气候服务，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的可持续早期预警服务，将有助于减少社区
的脆弱性，提高其对气候变化和变率的适应能力。然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面临着
不同程度的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提供天气和气候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和职责。迫切需要帮助
其建立更强的制度、业务和技术能力，提高其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变率的能力，尤其是与灾害相
关的天气和气候变化。
2015 年决议 54（Cg-17）将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确立为 WMO 发展和区
域活动司（DRA）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计划将侧重于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解决水文气象挑战的
能力，以帮助政府和社区做出关于安全和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部门的知情决策。决议 54（Cg-17）
中规定的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的总体目标是：
(a)
(b)
(c)

改进天气和气候信息服务的提供；
加强国家和区域气候中心的人员和技术能力；
提高提供给利益相关方的产品和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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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促进南南/南北合作；
扩大天气和气候研究和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

3. 特别咨询小组会议的成果

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





加强对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岛屿领地计划所在其中运行的全球情况和重点的认识，
包括 WMO 在实现这些重点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明确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岛屿领地方面目前存在的国家和区域挑战
和差距，以完成其任务；
根据确认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岛屿领地具体需要方面的差距
和挑战，说明优先行动领域的衔接；以及
确定组织安排，帮助使该计划业务化。

4. 国家和区域的能力差距














国家管理系统：需要更好地理解和加强与天气和气候服务有关的国家政府系统的结构，包括
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制度安排。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支持以有效地参与管理问题；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战略规划：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支持发展战略框架，解决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具体的天气和气候相关的挑战和重点，同时确保符合他们的国家职责、国家政策
重点、WMO 战略计划以及相关的全球重点；
人力资源能力：保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方面的能力是一个挑战。培训
大量的人员可能会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培训应当强调领导力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管理，也
需要关注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具体的新领域；
业务能力：
- 基础设施和 IT 系统需要改进，包括观测、监测和传输系统以及数值能力；
-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下方面的预报能力应该加强，包括海洋预报、山洪和风暴；
-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基于影响的预报能力需要加强：由于空间的限制，大多数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产都位于灾害易发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更好地了解和
认识风险，并应能提供基于影响的预报产品和服务；
服务提供和反馈机制：强化生产用户相关的天气和气候信息/服务，完善传播渠道。在这方面，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非政府组织，以确保为社区/“最后一英里”有
效地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信息；
研究能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技术需求。因此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从事或支持
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的研究计划；
筹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支持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如多边发展银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合作也应在这方面加强；
投资的可持续性：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确保投资后的实施可持续性。这对确保这些投资
的预期回报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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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强调了以下问题，WMO 应考虑在其国家层面的工作中实施这些方面：






确认 WMO 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对实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全球发展议程的贡献：有必要清
楚地确认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对全球发展重点实现的贡献。SDG 指标不容易转化为水文气象
服务。因此，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贡献没有很好地反映并通过监控进程识别。 WMO 应进
行政治游说，支持发展专业技术知识，以说明水文气象服务对 SDG 和相关全球重点的贡献；
使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规划与国家战略框架相一致：WMO 应在国家和全球层面更多地参
与现有协调机制。在国家层面，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可使联合国系统集体响应国
家发展重点，因此，通过该机制，WMO 能够确保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规划与联合国和国
家发展重点和规划相一致；
气候资金与天气资金：由于气候变化，人们已经忽略了天气方面的讨论。这导致了与天气有
关活动的资金逐渐减少。有必要提请注意捐助者注意需要进行更加平衡的干预，所以要增加
和天气有关的计划或活动的资金。
5. 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的计划实施重点

短期重点：











加强国家治理框架：这项工作包括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建立有利于提高公众认识、
支持水文气象服务，增加政治意愿和资源，以及明确的责任分配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在
这方面的短期重点包括对国家（和区域）管理系统的以下方面进行分析：政策和法律框架、
制度安排、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的作用和认可；
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战略规划：进行需求评估，以确定需要在规划发展方面支持的重
点国家。协助战略规划考虑国家机会和优先事项，同时确保符合WMO标准；
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海洋预报和山洪业务和技术能力。在山洪方面，短期优先重点是
审查WMO 暴洪指导系统满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的适用性；
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基于影响的预报业务和技术能力：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
以了解他们的具体风险以及对于基于影响的预报的要求和需求。提供支持来确定所需信息的
类型和来源，以及基于影响的预报所需的业务和技术能力；
支持沟通/推广/宣传：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再次将自已介绍给社会，并沟通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增加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做的预报。短期重点将包括支持制定水文气象
服务沟通战略，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媒体天气预报，并确定可以宣传水文气象服务
的关键方；
提议建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岛屿领地咨询小组。

中期重点：




加强国家治理框架：在评估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方法来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建立有
利于提高公众认识、支持水文气象服务、增加政治意愿和资源以及明确的责任分配的国家政
策和法律框架；
实施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的山洪指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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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基于影响的预报能力：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生产和提供基于影
响的预报的业务和技术能力；
加强海洋预报预测能力；
支持在区域层面建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任务组）：
特别是要开发出类似于 RA V 机制的 RA I 和 RA IV 内部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协调机制；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制定和实施基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工作人员需要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培训方法、其他合作伙伴提供的培训计划和同行专业交流机会；
支持沟通/推广/宣传：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宣传工作，并通过支持沟通战略的实施宣
传预报和其他气象和水文服务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附加值；
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筹资工作。







长期重点：





继续加强国家治理框架；
支持沟通/推广/宣传工作；
启动旨在加强研究计划以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技术需求的讨论。

6.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咨询小组

建议在 WMO 架构中建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咨询小组，以帮助使 WMO 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计划业务化。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咨询小组的主要职能：





在 WMO 内部提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议程的重要性；
监督该计划的发展和实施，以确保对于SAMOA路径重点领域实施的贡献；
确保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够有效地贡献于本国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包括通过真正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

成员：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的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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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的重点活动领域

重点活动领域
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相关
的国家治理系统
 加强政策和法律框
架；
 完善制度安排。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战
略规划
 制定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业务战略框架。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
业务和技术能力
 改进基础设施和 IT
系统（观测、监测和
传输网络，及数值能
力）；
 加强海洋预报、山洪
和风暴预测能力；
 加强对基于影响的预
报能力。

实施重点
短期重点
 分析有关天气、水和气
候服务的治理系统：政
策、法律和制度框架，
包括分析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提供天气和气候
服务方面的作用和认可
度。

中期重点

长期重点

 制定一个方法来支
持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参与建立有利
于提高公众认识、
天气和气候活动的
政治意愿和资源、
以及有明确的责任
分配的国家政策和
法律框架。

 加强与天气和
气候服务相关
的国家治理框
架。

 进行需求评估以确定需
要战略规划支持的重点
国家；
 支持根据与水和气候服
务相关的国家机会和重
点编制战略计划。
 山洪：审核 WMO 暴洪
指导系统针对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具体需要的应
用；
 基于影响的预报：评估
在特定国家对基于影响
的预报的业务和技术要
求以及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的能力需求；确定
基于影响的预报需要的
信息类型和来源。

 实施解决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具体需求
的暴洪指导系统；
 加强业务和技术能
力，以生产和提供
基于影响的预报；
 加强海洋预报预测
能力。

人力资源能力
 培训大量人员；
 强调领导力和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的管
理；
 强调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特有的领域。

 针对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开发和实施培
训方法。

服务提供和反馈机制
 加强对用户有针对性
的产品/服务的生
产；
 改进传播渠道。

 建立/加强伙伴关
系，包括与 NGO
和社区组织的伙伴
关系，确保为社区/
“最后一英里”有
效地提供天气和气
候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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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旨在加强
研究计划的讨
论，以解决小
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具体技术
需要

研究能力
 加强研究计划，以解
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技术需求。

筹资
 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
作；

 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启动
对筹资的讨论。

 支持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进行筹资。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间的合作。
投资的可持续性
 提高投资实施后的可
持续性。

 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启动
对于投资的可持续性方
法的讨论。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

 支持制定水文气象服务
沟通战略，包括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参与媒体
气象预报；

认知度
 沟通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和预报对于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附加
值。
区域合作

 确定能够宣传水文气象
服务的关键方
 在 6 月之前建立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咨询组并制
定职责

 支持实施沟通战
略。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之间在区域层
面建立协调与合作
机制。

决定 69（EC-68）
资源调集

执行理事会，
确认目前可用的常规预算资金不足以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开发以及 WMO 战略和运行计
划以及能力开发战略的实施，并确认筹措预算外资源是当务之急；
进一步确认会员为自愿合作计划基金提供的支持，以及各区域培训中心为 WMO 奖学金学员提供实
物减免学费支持。
观察到鉴于资源调集是一项交叉优先重点，需要 WMO 所有各司和计划提供支持，因此，秘书长要
求它们推动实施 2016–2019 年资源调集战略（本决定的附录 1）；
要求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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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保 WMO 所有区域办公室和各技术司积极支持资源调集和发展伙伴关系的工作；
（2）在必要时加强资源调集和发展伙伴关系办公室加大资源调集力度，尤其是在研究经费和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方面；
鼓励会员支持 WMO 资源调集工作，特别是利用其官方发展援助机制；
认同 WMO 资源调集战略，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1；
批准对 2016 年自愿合作计划基金资金的名义分配，见本决定的附录 2；
呼吁国家会员通过为自愿合作计划基金提供实物贡献和减免学费以及财政捐款，支持 WMO 自愿合
作计划。
要求秘书长监督资源调集工作的进展和评价其效果，并采取相应行动，以提升 WMO 在 OECD DAC
（发展援助委员会）为联合国各机构所列的官方发展援助系数，以更好地反映 WMO 关于官方发展
援助对总体预算捐款的实际情况；

决定 69（EC-68）的附录 1
WMO 资源调集战略
第十七财期（2016-2019）

1.

背景

世界气象大会在其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上（2015）批准了 WMO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SP），其
中设定了战略方向和优先重点，以指导秘书处、会员和组成机构的各项活动。大会还重申了该战略
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规划第十七财期各项活动和资金分配的基础，参见 WMO 运行计划（OP）
和 2016‐2019 年基于结果的预算（RBB）。
根据 SP、OP 和 RBB，履行该职责将需要显著追加投资，用于天气、水、气候服务事业的所有部分：
观测、研究、模拟和预测、天气和气候应用以及信息产品和分发路径及市场。这将需要利用各类潜
在投资渠道，包括直接融资、技术转让和结对专业知识，以及借助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开发机构的相
关活动。这要将两种特定的机会用于中小型项目，以响应各种形式的号召，并通过有 WMO 各区域
办公室和区域协会全面参与，并有 WMO 各技术计划支持的区域/次区域战略，采取并行战略方法。
WMO 对 RBB 的资助、评定的会员会费可支持基本核心业务和“规范性活动”，且通常仅够负担基本
的结构和职能，例如秘书处的营运成本：HQ 业务和维护成本、基本薪金和组成机构会议（主席团、
执行理事会和相关委员会、区协会议、技术委员会及其工作结构）。这些会费不足以满足全面实施
该战略计划的融资要求。
2.

战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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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改变我们的世界 –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是未来15年国
家和国际决策的核心内容。因此它可推动捐助方和UN系统各计划和活动进行项目投资和资助。2030
年议程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许多领域与WMO战略优先重点相联系，尤其是在气候、水、粮食
安全、卫生健康、能源和城市规划等相关领域。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WMO的其它附属机构所提供
的服务能够使决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人类生命、生计的风险并利用农业、公共卫生、水资源、能
源生产及其它重要行业的机遇。作为此类服务的提供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帮助各国寻求可持
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目的是在可持续发展和努力消除贫困的
背景下，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包括通过：（a）使全球平均温度升幅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
在2°C以下，并努力将升温限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1.5°C内，因为这样可显著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
响；（b）以不威胁粮食生产的方式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并促进气候抗御力以及温室
气体低排放型发展；和（c）使资金流动符合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该协定确认
避免、力降和应对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有关的损失和损害具有重要性，包括极端天气事件和缓发事
件。为此，它赞同需要充分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SFDRR）：仙台框架，特别是其第七个全球目标“到 2030 年
显著提高人们获取和使用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和灾害风险信息及评估”认识到，需要通过强化水文
气象预警服务并结合完善其应急计划和业务，加强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从而更好预防
水文气象和气候相关的灾害。仙台框架还认识到，需要开发、定期更新风险信息，并将其分发给决
策者、公众和面临风险的团体，并需要系统地评估、记录、分担和公开说明灾害损失。它将阐述脆
弱国家早期预警系统（EWS）有效性所面临的关键局限及克服它们的方法，从而实现国家早期预警
能力可衡量的改进，以及加强对气候变化和水文气象灾害影响的抗御力。天气、水及气候相关的风
险信息将得到加强，并用于对农业、水资源、卫生健康和能源等受气候影响行业的风险评估、风险
管理，以及用于记录与极端事件有关的损失和损害。

萨摩亚路径：在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2014 年 9 月，萨摩亚）期间认可的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行动平台（萨摩亚路径）呼吁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下列方面的努力：a）通过设计和实施
适合其各自脆弱性及经济、环境和社会情况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建立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抗御力，
并提高其适应能力；b）改进对岛屿系统的基线监测以及对气候模式预估的降尺度，以便能够更好地
预估未来对小岛屿的影响；c）宣传和通报气候变化风险，包括与当地社区开展公开对话，以提高人
类和环境对气候变化长期影响的抗御力等。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GFCS 旨在通过开发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预测并将其纳入全球、区域
和国家尺度的规划、政策和规范，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风险并适应气候变化。在
品牌、市场和宣传的综合、有力支持下，GFCS 及其实施计划可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构建起强有力
的平台，可向其政治领导者证明天气、气候及水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及效益，可以支持资
源调集。
WMO 能力开发战略：第十七次气象大会确定的高优先重点领域之一（决议 69（Cg‐17）的附录）；
3.

WMO 资源调集目标

在 2016‐2019 年财期内，WMO 将力求为有效实施 WMO 战略计划筹措足够的资源。这势必进行资金
筹措以增加在科研等“规范性领域”的常规预算，同时还要筹措资金，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全
链条服务提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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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直接资助及通过 WMO 秘书处支持和促进各国开发天气、水和气候服务，但特别是促进最不
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岛屿领地；



根据 WMO 战略计划和区域战略计划/运行计划，尽可能支持国家和地区会员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加大直接资助力度，以满足其需求和优先重点：
o

帮助会员确定需求和不足、向它们建议弥补这些不足的最佳方法，并与其政府及其它
伙伴合作寻求必要的资金；

o

根据 WMO 标准和最佳做法，协助制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长期发展计划；

o

指导项目建议的制定和项目实施；

o 与国际组织合作，确保同 WMO 区域办公室协调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纳入项目开发；


利用伙伴关系来影响联合国及其它开发机构相关计划/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寻求与私营部门的适当伙伴关系；



加大重视研究资助机制；



保持对气象、气候、水文及其它地球物理变量的领导作用，并促进开发观测网络。

WMO 将尤其侧重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会员岛屿领地，通过
WMO 或酌情直接根据其情况和目标融资机制方式，提高对有效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资助水平。
WMO 还将努力提高研究经费额度，尤其是要影响欧洲委员会 2020 年研究议程和绿色气候基金。
WMO 还将寻求大力增加与私营部门的联系，利用好企业社会责任机制。

4.

指导原则

WMO 资源调集工作将遵循下列原则：
需求驱动：根据主要不足及其它差距、风险和限制，与 WMO 会员的需求和优先重点保持一致。项
目的设计必须要确保以实际需求推动合作、立足于可靠的联合分析，减少“投机式”合作筹资；
面向推动方：用于为合作行动奠定基础，支持国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创新：鼓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联合国系统内和面向其它参与者寻求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和创新方
法，并在国家层面上落实。因此，WMO 应寻求鼓励使用创新型技术、分析方法、政策工具和伙伴关
系；
差异化方法：根据会员的不同需求，资助安排应力求按优先顺序分配给最需要财政支持的国家。资
金提供按轻重缓急，通过东道国政府的配套捐款促进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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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WMO 的技术咨询能力：通过 WMO 的直接资助可继续包括涉及活动实施的零散项目，但在目
前计划层面，秘书处对此类工作的吸收/提供能力日趋饱和。然而，要实现进一步的增加，可通过与
先进的会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合作，支持欠先进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为此与区域中心和
全球中心签署协议书。然而，各项建议应尽可能直接争取足够的人力资源，不仅是支持项目实施，
而且还要对具有类似需求的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选择性：侧重于 WMO 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有明确需求和更多作为机会的领域以及 WMO 能够发
挥举足轻重作用的领域。此外，接受资助的决定应考虑项目可行性、可持续性和 WMO 的名誉风险；
协调一致：加强 WMO 秘书处在资源调集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以建立更高效有力的伙伴关系并提高
本组织的知名度；
符合 WMO 标准：确保联合国系统及其它伙伴的杠杆式开发活动符合 WMO 标准及指南，同时弥补
重要的不足；
追踪各项改进：国家概况数据库将是确定需求和差距以及追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服务提供水平改
进情况以及划分更高服务提供等级的关键工具。

5.

把握未来 ‐ WMO 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机遇与挑战

为了争取追加投资，WMO 及其会员可关注一系列投资机制和伙伴关系机遇，对于会员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及政府间组织（如 WMO）而言，其中大部分既有机遇，也有显著的挑战。

a.

预算外捐款的潜在融资机会/机制

为了加强天气、水和气候服务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或利用在相关行业的投资，可关注的一系列投资机
制和伙伴关系机遇包括：


国家预算过程；



联合国系统倡议；



开发银行投资；



不同区域机构和区域经济集团（如欧洲委员会、APEC、ASEAN、非盟、OECD 等）的发展
援助计划；



国家政府的海外官方发展援助（ODA）计划；海外使团和使馆的国内预算；各类气候投
资基金、全球环境基金及其它机制。

i)

开发银行（DB）：

世界银行24和区域开发银行（ADB、AfDB、EBRD、IADB）提供的资助通常是由 DB 通过各种方式（赠
款、优惠贷款、贷款等），直接与各自受援国外交部或财政部商谈。MDB 的方式主要是贷款和一部
24

WMO 和 WB 的计划已在近年会合在一起，并且显著关注通过直接赠款‐贷款相结合，资助水文气象行业现代化建设。目前在东南欧和中
亚已有包含区域和国家要素的强有力计划。目前正考虑在非洲开展类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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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赠款支持，而且通常以双边为基础。为此，WMO 必须主要侧重于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通过国
家级过程利用和参与这些机制。
ii)

气候基金：

以下是 WMO 可支持各国及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建立联系的关键气候基金：
适应基金（AF）：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建立，
用以资助发展中国家（非附件一国家）“具体的”适应项目/计划。2010 年 12 月，WMO
成为适应基金认可的多边执行机构，使 WMO 能够与符合条件的会员合作，代表会员根
据国家适应计划提交项目。此后，WMO 一直在游说接受多国建议，因为秘书处不能够支
持单一国家投资。
绿色气候基金：UNFCCC COP 17 通过了绿色气候基金（GCF）的管理文书，以及 2014 年
全面运行前的过渡进程，2020 年前将实现每年补充 1000 亿美元的目标。GCF 旨在成为
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主要多边融资机制，它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机构，拥有单独
的秘书处，是对 COP 负责。2016 年 3 月，WMO 成为绿色气候基金认可的国际机构。
GCF 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获取足够和持续的资助。WMO 将与会员国合作争取 GCF 支持。
全球环境基金（GEF）：GEF信托基金（在适应战略试点下）和两个气候变化基金：最不
发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均以发展为重点。因此，这些基金支持的项目着重于
农业和粮食安全、卫生健康、水资源和防灾。WMO应继续争取被认可为执行机构。
iii)

借助联合国系统：

参与直接国家援助和融资的联合国各机构及相关伙伴包括（但不限于）：FAO、IFAD、UNDP、UNEP、
WFP、UNESCO、WHO 和 WMO，它们的倡议能够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现代化。这些联合国机
构是 GFCS 治理机制的一部分，此外要鼓励这些机构将 GFCS 纳入其国家计划。将 GFCS 纳入到联合国
各机构的开发倡议中，这将是通过直接融资和借助相关活动为实施 GFCS 提供资金的关键部分。
iv)

官方发展援助（ODA）：

在 ODA 中，日益关注水、环境、卫生健康和最近还日益关注气候变化。WMO 必须确保在 ODA 计划
中，日益认识到天气和气候在这些行业中的作用，无论是可能会拖延或减缓经济发展和扶贫，还是
反过来会支持气候适应型发展，从而认识到改进天气、水文和气候服务的必要性。
至关重要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其外交部及其各自 ODA 计划建立联系，以直接
资助最不发达国家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力开发项目及天气和气候服务。
v)

区域机构：

WMO各区域都有区域政府间机构和区域经济集团等区域机构。如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REC）将次
区域的各国家组织在一起，力图实现更大的经济一体化，并被视为非洲联盟（AU）的‘构件’以及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实施战略的核心部分。WMO已在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秘书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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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次区域办公室。与相关区域组织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可为支持开发天气和气候服务提供重
要机遇。
vi)

私营部门：

尽管推动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以满足最贫困和最脆弱群体需求的职责大部分由政府承担，但企业在预
防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在建立全球绿色经济方面将是重要的伙伴。“发展中国家社会面临的气
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 例如更频繁、更强烈的风暴、缺水、农业生产力降低和健康不佳 – 也会给企业
带来严重挑战。因此，社会风险也是企业风险”25。
传统上，WMO与航空和仪器制造商（HMEI）等私营行业存在联系。WMO可建立联系的是联合国全
系统私营部门联络人网络，这个框架可用于共享信息和经验，了解和开发与私营部门合作业务指南，
以及申明私营部门战略性参与联合国工作的理由。
除了具体机构倡议之外，有两个联合国实体是专门为与私营部门建立联系而建立的。联合国全球契
约将企业与联合国各机构、劳工、民间社会和政府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
等领域的十项普遍原则。参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公司预计将在其企业运作方式方面采取可靠行动，
并参与伙伴关系支持联合国目标，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在 2000 年启动的联合国全球
契约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愿性质企业公民倡议组织。
b.

WMO 在满足 2016‐2019 年融资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

错失焦点的风险：偏离核心职责及开展影响微小的各类活动或许不属于我们的核心利益和能力领域。
竞争格局：WMO 不是一个开发机构。目前许多开发机构都想涉足我们的行业。我们应避免竞争，并
避免受到那些规模和资金上远超 WMO 的更大型组织的压制，而是要寻求借助它们的工作。

国家层面的局限：破碎的国家利益、政府的更迭、国内政治、冲突、战争和腐败都是威胁，通常会
扰乱现代化努力。这些看似无尽的挑战会将全球社会推向更大的区域化，更加依赖私营部门、多国
跨界来获得所需的服务。

项目与计划的：现有资金大多数是“基于项目的” – 与已确定时限（通常 3 到 5 年）的一系列具体
活动挂钩。通过 WMO 的直接资助可继续包括涉及活动实施的零散项目，但在目前计划层面，秘书
处对此类工作的吸收/提供能力日趋饱和。必须要努力说服捐助方采取更有计划的资助方法，使
WMO 能以偏于顾问的身份来运作。此类安排的现有实例包括 USAID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以及 SDC 全球
水文测量支持基金。

内部能力和系统：关于 WMO 秘书处直接落实的预算外资金，以及根据预期的资助额，构建第十七
财期总体预算的主要部分；争取和实施这一外部资助的活动，将在按期完成工作、遵守安排、捐助
方对报告和评估的要求以及项目内部和外部（因而不可控）风险管理等方面给 WMO RMDP、各技术
计划和行政系统带来巨大挑战。

25

适应绿色经济：公司、社会，以及气候变化：《关注气候变化》报告，由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乐施会和世界
资源研究所（WRI）共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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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持成本：虽然正在努力确保将项目实施的直接成本，包括项目管理成本和技术支持成本，纳
入到项目预算中，但是许多捐助方由于其自身监管限制，反对或根本无法将此类成本列入项目预算。
在许多情况下，捐助方认为，此类成本已被列入 WMO 计划支持成本（7%到 13%）并已用于各项目。

下滑的 ODA 资助：尽管 ODA 部门26日益关注水、环境、卫生健康和最近日益关注气候变化，但 ODA
面临着压力，特别是在近年降低了对联合国各基金和计划的资助，主要是由于欧洲的难民危机。

与气候资助相关的细节：此外，虽然气候基金是正增长，且 WMO 得到适应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的
认可，但这些融资方式（DB、气候基金、ODA）是按政府优先重点确定的“国家驱动型”投资。在
此情况下，WMO 主要应发挥支持作用，这意味着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本身必须要发挥关键作用，确
保其利益得到考虑，且具体机制的国家联络人同意 WMO 代表它们提交的建议。
此外，融资机制对申请处理和报告具有显著不同的要求。WMO 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必须要确定哪
些基金适合它们、如何协调它们所资助的活动以及如何制定监督和评估结果的方法，这是捐助方多
数情况下的主要要求。
资源调集战略的实施

6.

实施战略
阐明财政支持案例

6.1

提供和展示结果

借助既有的伙伴关系

培养新的伙伴关系

WMO 资源调集和发展伙伴关系办公室的作用和职责

为促进资源调集，在 2007 年设立了 WMO 资源调集办公室（RMO）。在 2008 年，为指导该办公室
的工作，编写了资源调集任务声明、运作原则、实施战略和战略行动计划，并由执行理事会（EC‐60）
进行了审议。通过服务说明第 13/2013 条，RMO 更名为资源调集和发展伙伴关系办公室，以更准确
地体现该办公室不断变化的作用以及利用联合国伙伴（UNDP、WB、FAO、UNEP 等）所掌控的资金
的重要性，同时考虑了 WMO 秘书处本身在与开发机构打交道时能力上存在的固有局限。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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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DP 的作用旨在确定融资和伙伴关系机会并支持 WMO 各区域办公室、技术司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获取这些资金，用于加大对那些旨在强化和促进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提供整个链条的各计划和
项目的资助力度，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会员岛屿领地。

在这方面，RMDP 的主要职能包括：

宣传：
 宣传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并使各发展伙伴和国家政府能够意识到天气和气候服务的社
会经济价值以及建设更强的能力在气候变化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给各类用户和经济行业
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

支持在会员国和会员地区的资源调集工作：
WMO 可通过下列方式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直接获取资助和借助联合国系
统及其它发展伙伴各计划的支持：
 协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建立战略框架，尤其是对有助于进一步获得国内和国际资助渠道的
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协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私营部门接触并建立互惠关系以及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支持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把
握在国家系统内（ODA、开发赠款和贷款、慈善基金、气候投资基金）的融资机会；
 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天气和气候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合作（结对安排等）。

在 WMO 秘书处内协调资源调集：
 与 RA、PR 和区域办公室共同确定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融资需求；
 与各开发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多年合作安排；
 帮助/与 WMO 各司协调制定融资建议；
 协调气候融资建议的制定，包括对气候适应基金和绿色基金的建议。

协调自愿合作计划（VCP）：
 协调和简化 VCP、扩大 VCP 支持基础并加快资金分配过程和时间表。

支持项目协调组（PCU）：
 负责对秘书处进行项目实施协调。
RMDP 务必予以加强，使其工作拓展到开发行业以外的融资领域，最主要是要与私营部门进行联系并
为研究争取经费，而且 RMDP 会受益于这些专业领域的具体技能。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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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的伙伴关系

拓宽资源调集

新兴大国和中
等收入国家

创新开发金融

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
系

联合国合并融资机制

WMO 区域办公室、技术司和联络办公室（布鲁塞尔和纽约）在资源调集方面的作用和责任

6.2

资源调集是一项共同责任。秘书长强调需要让 WMO 所有工作人员认识到对预算外资金的显著需求，
并尽量帮助 RMDP 拓展其潜在的能力范围。资源调集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各区域办公室、技术司和
联络办公室在其各自区域和能力范围内加以参与及合作。具体的职责和作用包括：
WMO 联络办公室（布鲁塞尔和纽约）：
 确定资金和伙伴关系机会，使 RMDP 办公室对此加以关注，以及帮助开发及保持与资助机构
的关系。

区域办公室：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宣传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知名度；
 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开发有助于在其各自区域内增加国家和捐助方对天气、水和气候活
动等方面投资的国家战略框架，并帮助向政府和国际捐助方提交这些业务计划；
 帮助确定各自区域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资金需求和机会；
 支持资源调集活动，包括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伙伴关系开发。

技术司
 在其能力范围内为资源调集给予技术指导和推动，包括确定资助机会和制定筹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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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计划职责内实施各项目。
本财期（2016‐2019）的具体活动计划参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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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WMO 资源调集（2016-2019）

ER
ER 6：提高会员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及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履行其职责的
能力

关键成果

KPI

活动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国
家和区域议程中的知名度
和相关性得到提升，尤其
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

实现下列方面的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数量：(a) 对国家政策环
境有更大贡献；(b) 用户对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可提供服务类
型有进一步认识。

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开
发战略框架（开发计划/业务
计划 – 每年支持 10 个国
家）。

CER

实现下列方面的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数量：(a) 对区域政策环
境有更大贡献；(b) 区域用户对
该中心可提供服务类型有进一
步认识。

宣传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
作用并使国家伙伴和政府能
够意识到天气和气候服务的
社会经济价值。高级别团组
考察各国，与关键决策者建
立联系– 每年支持考察 10 个
国家。

行政部门

改进基础设施和业务设施的国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数量。

帮助确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的资金需求。

RMDP 办公室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区
域中心的基础设施及业务
设施得到改进，尤其是在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责任机构

RMDP
区域办公室

RMDP 办公室
区域办公室

区域办公室
与捐赠方协商，制定捐助协
议。

技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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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其它国家及区域组 通过自愿捐款资助的开发项目
织合作及伙伴关系，提高 和活动的数量。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力

制定融资建议。

WMO 联络办公室

关于开发合作及提高捐赠方
意识的区域座谈会。

RMDP 办公室

加强与现有捐赠方的关系并
寻求新的融资。

行政部门
RMDP 办公室

高级别团组到访首都，开发
新的 ODA 双边伙伴– 每年 5
个。

区域办公室
技术司

尤其侧重于新兴大国和中等
收入国家。

ER 7：新建并加强伙伴关系 WMO 在相关联合国系统
及其它国际伙伴倡议和计
及合作活动，以提高国家气
划中的领导地位和贡献得
象和水文部门在提供服务方 到提升

WMO 与伙伴合作的合约/合作
协议的数量

制定组合建议。

RMDP 办公室

关于开发合作及提高捐赠方
意识的秘书处内部座谈会。

RMDP 办公室

确定融资机会。

RMDP 办公室

制定融资建议。

区域办公室

保持现有捐赠方基数。

技术司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面的绩效并展示 WMO 在联

争取新的双边伙伴（每年 3
个）。

合国系统、相关国际公约和
国家战略中所做贡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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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联络办公室（纽约和
布鲁塞尔）

每年制定 1‐2 个绿色气候基
金建议。
每年制定 1‐2 个适应基金建
议。

与联合国及其它国际和/或区域
组织一起实施项目的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数量

为 UNDP、WB 及其它国际和
/或区域组织资助的项目提供
咨询服务。

RMDP 办公室
区域办公室
技术司

新的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数量

将顾问服务与 PPS 及 CSR 从
UN 或私营部门获得的经验相
结合，以确定潜在的目标领
域及阐明一项战略。

RMDP 办公室

以战略为基础建立新的伙伴
关系。

与旨在为 WMO 研究活动筹措
资金的倡议进一步开展合作，

促进与欧洲委员会机制的合
作，并力求影响特别是2020
年、2020年后研究基础设施
（ESFRI）和COPERNICUS的走
向。

研究司（WCRP、WWRP）
RM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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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WMO资产开展沟通活
动。

布鲁塞尔联络办公室

参加联合国其它机构和国际
机构举办的气候相关事宜会
议

RMDP
纽约联络办公室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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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69（EC-68）的附录 2
2016 年自愿合作计划信托基金

2016 年 VCP 信托基金

名义分配（美元）

2016 年 1 月 1 日余额

163，000

2016 年预期捐款

80，000

2016 年预期可用金额

243，000

优先领域
备件/运输

10，000

专家服务

40，000

短期奖学金和培训活动

20，000

GTS/WIS 的改进

20，000

观测系统的改进

20，000

GDPFS 的改进

20，000

农业气象活动

20，000

支持 CDMS 和气候活动

20，000

业务水文学活动

30，000

小计

200，000

储备金

43，000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08

决定 70(EC-68)
WMO 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贡献
执行理事会，
铭记 WMO 系统内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其他机构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每天都在挽救生命和促进
人类福祉；有了及时和对用户友好的警报、预测和其他天气信息，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
防范水文气象灾害、脆弱性也会更低，因此也更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并更好地规划日常活动；
意识到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服务提供方在协助各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未得到充分公认；天气、气候和水会破坏亦或推进可持续发展；因此，高质量的
服务可帮助决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长期风险并利用在农业、公共卫生、水资源、能源生产和其他关
键部门出现的机遇；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关于“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立场（见《第十七次世界气象
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57)总摘要第 9.3 段）；
认识到：
（1）

2015 年 9 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作为未来 15 年国家和国
际政策制定的核心；

（2）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更广泛的 WMO 系统可通过在国家层面上提供重要的信息和服务
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国际层面上，他们可通过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以及其他 WMO 相关机构和活动
开展协作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进一步认识到 2030 年议程将推动国际政策和投资、捐助目标、以及联合国系统计划和活动，而国家
服务提供方也将得益于将其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接轨；
确认通过强调其产品和服务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服务提供方可改善其国家形象并吸引更多的政治
和资金支持。这样，WMO 系统不仅将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将受益于更多支持以加强其天气、
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服务（见本决定的附录 1）；
考虑到 2030 年议程强调了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核心重要性，而加强和振
兴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可让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行动方团结起
来，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促进这种合作；
观察到：
（1）

2030 年议程邀请各国政府提交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而确定了一个技术促进
机制，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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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系统可为全球伙伴关系、各国国家计划、“技术促进机制”以及其他合作论坛做出
重要贡献（见本决定的附录 2）；

决定，鉴于 WMO 为实施其战略计划所需开展的基本行动与 WMO 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开展
的活动完全一致，WMO 将：
(1)

在联合国系统内稳固 WMO 的专业性。WMO 可直接和通过双边渠道以及通过机构间合
作（如联合国水机制、联合国海洋机制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向联合国会员传播其专业
知识。WMO 应确保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气候、天气和水方面的领导作用，这就需要会员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得到其政府的充分支持，从而能够在国家层面提供必要的产品和服
务。WMO 通过着重于在其专长和职责内的各项行动，并与其它参与方密切协调避免重复
性工作，从而能够最有效地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

支持国家综合行动计划。几个 WMO 会员正在建立高级别论坛，以确定和监督 2030 议程
的国家实施。同样，联合国发展集团已制定战略，以确保联合国系统可为国家发展提供
有效和一致的支持，并特别侧重于伙伴关系、资料和问责制等交叉性要素。WMO 应确保
积极出席联合国发展集团会议并参与相关的计划和工作组。作为联合国发展集团的成员，
而非常驻机构，WMO 在确保将其专业知识传播给联合国发展议程框架、并在联合国 DAF
计划国别文件中有所反映的问题上面临着挑战。因此，在 WMO 秘书处的支持下，联合
国常驻协调员与各 WMO 常任代表之间应建立更为频繁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联系；

(3)

发展新的伙伴关系。由于全球优先重点越来越需要跨部门和跨学科的解决方法，因此
WMO 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与广泛的行动方开展交流。需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确
立这种合作方式，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等现有机制并通过新途径，与公共和私营部门、
民间社会开展合作；

(4)

加强区域手段。气候变化既有全球性也有复杂性。然而，其产生的影响和相关决定主要
是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在区域层面上操作能够在具成本效益的投资和活动的基础上建
立联系。为此，联合国区域委员会以及政治团体的区域机构应与 WMO 区域中心和区域
协会建立联系；

(5)

提高高级别政治知名度。作为一个科技组织，WMO 因其政府间性质的工作一直享有协作
和专业环境。然而，随着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和其他 WMO 优先重点上升至全球议程的
首要位置，WMO 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为此，WMO 将受益于更
多的部长级支持和参与。建立非洲气象部长级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展示如何让各
国最高政治级别关注和了解 WMO 的活动。WMO 将通过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使团和联合国
高级官员来加强其政治联络工作；布鲁塞尔和其他主要政治中心的工作对于实现提高知
名度也很重要；

(6)

聘用高级别独立顾问。WMO 可受益于有关其计划实施的高级别和独立咨询意见。2010
年建立的高级别任务组为筹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做出了宝贵贡献，这得到了 WMO 全系
统的充分认可。WMO 可更经常地寻求此类高级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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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未来几年对于可及和准确的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服务的需求将继续增长；很大
程度上，它将由人们对气候变化和不断变化的天气、水文、风暴、洪水和干旱模式的关切所驱动；
它也将反映应对新的人类脆弱性的需要，例如因移民以及大城市和沿海开发的增长造成的脆弱性；
因此这些服务对 2030 年议程的贡献只会逐年增长；
进一步同意只有天气和气候服务科技取得持续加速的进展才能让 WMO 全系统满足不断提高服务这
一需求；
敦促秘书长、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会员通过技术转让、能力发展、培训和公共宣传以合作推进
这种趋势；并特别侧重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伙伴关系和开放性，寻求提供服务的创新
和创造性的新方法，以确保今天的决策者和未来的决策者拥有所需的工具和信息在日益复杂和具有
挑战性的环境成长和兴旺；
要求秘书长酌情以手册或宣传单等适当的宣传材料，向 G77、非洲集团、AOSIS、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EU 等主要集团展示本组织更高的政治影响；
要求技术委员会与秘书长密切协作，确定在它们参与的 WMO 计划产出中，哪些需要提出来，以支
持 2030 年全球议程的实施监测（围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SAMOA 路径）、仙台宣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巴黎协定、以及世界人道主义峰会（2016 年 5 月 23‐24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以及人居‐3（2016 年 10 月 17‐20 日，厄瓜多尔基多）的相关要素）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实
施，并告知相应的区域协会，使其与联合国系统内外协助会员实施 2030 年全球议程的区域和次区域
机构更好地沟通。

决定 70（EC-68）的附录 1
WMO 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总体贡献
2030 年议程强调这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经济、社会和环境”。WMO 系统已从多个方面直接和间接地为总体议程和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
了贡献。WMO 有关降低风险、促进研究和为决策提供信息和服务等各项工作几乎都有助于发展和消
除贫困，详见下文中的阐述。
实际说明 WMO 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WMO 有关降低风险、促进研究和为决策工作提供信息和
服务等各项工作几乎都有助于发展和消除贫困。虽然不总是被视为减贫措施，天气、气候和其他与
WMO 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可提供许多重要的、而且通常是可衡量的社会经济效益。

目标 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状况，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牧民和渔民普遍依
赖于天气和气候服务，以预测和降低风险、适应农作物或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通过
向农业部门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显然成为了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核心。
如 WMO 天气、气候和农民巡回讲习班可帮助农民将最好的天气和气候信息应用到其业务决策中去。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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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并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群的福祉。蚊子、扁虱和其他昆虫可传播很多疾病，
而它们的出现经常受到天气、气候和水的影响。洪水、干旱和与天气有关的交通事故也可造成死伤。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其他服务提供方向卫生部门和向公众提供的预报和咨询有助于拯救生命。
《WMO/WHO 卫生和气候图集》定义了气候给公共卫生（特别是各国和地区）带来的主要风险，其
中还证实了气候服务应对这些风险的价值。

目标 6: 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和可持续管理水和卫生设施。有关水文循环（包括湿地、蓄水层、湖泊、
水库和降雨）的观测资料和信息对于指导可持续水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其他
服务提供方提供的资料和分析结果也有助于确保饮用水的安全以及确保人类活动系统不污染水生生
态系统。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致力于改进基本观测、加强国际合作并促进免费交换水
文资料，这可支持上述工作。

目标 7：确保人人获取可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清洁能源市场份额的增长得益于有关
降雨、日照和风力的资料和预报。天气预报也有助于保护能源基础设施不受水文气象灾害的破坏。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旨在促进伙伴关系，以及利用天气和气候信息促进支持能源管理决策的项目。
目标 9：建设有抗御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可持续的产业化，并推动创新。灾害性天气可损坏或
破坏脆弱的基础设施、从而导致经济和人员损失。国家天气预报可提供宝贵的贡献来保护基础设施
和工业免受自然灾害的破坏，而气候变化情景可提供关于沿海和其他气候脆弱地区的安置点和能抵
御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的指导。WMO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已向各国阐明投资天气和气候抗御型
基础设施的长期效益。
目标 11：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安全的、抗御型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通过帮助规划者使城
市更具气候抗御能力，国家天气和气候服务可有助于减少灾害造成的死伤，赋权穷人和弱势群体，
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在国际层面上，通过推进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基于影响预警和建设天
气、气候和海岸带抗御能力的其他工具，WMO 正在对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做出响应。

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2016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直面更热、更旱、更涝
的未来”，据此 WMO 认识到需要为决策者提供他们所需的科学事实和分析，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影
响并建设气候抗御能力。除了主办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WMO 还通过建立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行
动与合作。WMO 坚定地致力于支持《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WMO（包括通过其海洋学和海
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以及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其他国家实体支持国际
工作以监测海洋温度、洋流、盐度、酸度和海平面情况 — 这些都是天气和气候的主要驱动因素。它
们还可支持海岸管理和抗御，特别是对于小岛屿发展国家和其他脆弱区域。随着海洋继续升温和海
平面继续上升，对于海洋观测、研究和业务服务的需求也将继续增长。诸如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
目类的活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包括提供海上以及特别是极地地区海冰气象信息和预警。

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
土地退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对维护淡水生态系统、森林和旱田地
区健康的水文实施监测。他们提供重要的资料和预报，以支持防治荒漠化、恢复已退化土地与土壤
（包括受干旱和洪水影响的土地）的各项工作。WMO 还通过综合干旱管理项目和其他活动开展协作，
协助各国政府制定具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国家干旱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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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7：加强实施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2016‐2019 年 WMO 战略重点之一是加
强能力发展、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以履行其提供业务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职责。
WMO 还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开展协作，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 年仙台减少
灾害风险框架、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其他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

决定 70（EC-68）的附录 2
WMO 战略计划与 2030 年议程保持一致
在努力开展 2030 年议程的过程中，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其他国家服务提供方可从 WMO 作为联合
国专门机构的地位中获益。他们还可借助 WMO 系统与其他系统持续建立的诸多伙伴关系，例如通
过国家气候机构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所建立的。由于决策者和公众已能更好地了解 WMO 对可持续
发展的贡献，NHMS 可以期望在保护生命财产以及在建设天气和气候抗御能力方面打造更强大的作
用。
2015 年 6 月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WMO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其中设定了 WMO 优先
重点，旨在促进所有的国家改进其信息、产品和服务。对高质量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
境服务的需求会有望增加，以加强社会抗御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生命财产免受高影响事件的
影响。幸运的是，天气和气候科学的惊人进展有助于向决策者提供日益完善和可付诸于行动的科学
信息和分析。

决定 71(EC-68)
审议合作协议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需要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加强和发展伙伴关系，而且为了实现预期结果 7 -“加强伙伴关系：
建立新的并加强已有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活动，以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服务的绩效水平，并
展示在联合国系统、相关区域组织、国际公约内和国家战略问题上 WMO 贡献的价值”；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赞赏“审议所有合作协议的状况，如果该合作有利于本组织，则鼓励秘
书长在第十七财期内继续与那些合作仍处于停顿状态的组织重新建立合作关系”（第十七次世界气
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57)总摘要第 6.6.7 段）；
认识到在签订之前的国际协议之后，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SAMOA 路径）、仙台
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巴黎协定，随着几个联合国全系统框架的发展，
现有联合国合作框架的加强，比如联合国水机制、联合国能源机制和联合国海洋机制，以及联合国
发展集团的重组，整个联合国系统都在改进其“一体行动”的能力和有效性，尤其是在国家层面。
这在联合国机构内提供了健全的机制和论坛，供 WMO 开展结构性的对话，并在整个联合国家庭甚
至有时在更大的范围作出贡献，我们希望这也能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而无需与任何具体
联合国伙伴签订具体的合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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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除了这个非常有利的局面外，如果 WMO 能够与联合国系统内外选定的伙伴签订双边或多边合
同协议，WMO 会员尤其是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和项目可能受益于更成功的环
境，如有效的筹资机制、及时实施和可持续性这些方面；
进一步确认 WMO 公约第 26 条规定本组织应当根据需要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建立有效关系并紧密合
作，WMO 已达成了协议和工作安排生效；
决定这些协议和工作安排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应当根据需要经常审核；
审议了目前所有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的备忘录和其他文件，这些备忘录和文件共有 167 份，其中 45%
仍然有效，16%由于自然失效或该组织的解散已经失效，还有 39%状态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规
定有效期或有效期不明确。
讨论了在没有清晰确定和可衡量的益处的情况下，这些备忘录所代表的 WMO 的责任，
决定由于以上原因，秘书长仅应在以下情况下签署合同协议，比如谅解备忘录或同等文件：
(1)

另一方的签署人为该组织的执行首长；

(2)

该协议是明确互利的，并涉及会员为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直接益处所进行的具体行动
的实施，或者这些具体行动的实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协议各方都参与其中并且作为负
责任的主体进行活动；

(3)

如果有资金要求，双方应该承担各自的支出，或者双方批准一个清晰的出资和支出办
法，并在协议当中写明；

(4)

协议具有有效期，应适当考虑预期合作的性质，要区分以下协议：“工作安排”类型的
一揽子协议，这些协议时限为 5 年或者更长；规定具体领域合作的协议，最长有效期应
当为 5 年，可以延期，但不应当是策略性续签；以及规定项目实施的协议，这些协议的
有效期应当限定为项目周期，一般为 1 到 3 年；

(5)

双方已经指定了负责部门或者是个人，负责监督和向本方的执行首长报告；

(6)

协议建立联合审议机制；如果合作时间在两年以下，可以分别举行两次正式的审议会议
（可为虚拟会议）；应有这些会议的正式报告，并可用于审计；

(7)

如果为一揽子协议，每个联合项目分别记录并附到协议中；

要求秘书长：
(1)

在第十七财期评估与已合作处于停顿状态的机构的合作，如果对本组织有益则酌情重新
建立合作，或者终止相应协议；

(2)

就实施这些合作协议的存续、目标和实施协议对会员的预期益处向会员进行告知；

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全面根据其相应职责审议并指导这些合作协议的实施；
邀请会员支持这些协议的实施，尤其是优先考虑协议各方提出的访问和使用会员（包括其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所拥有的资料、产品和其他信息的要求，前提是仅用于实施协议的目的。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14

决定 72(EC-68)
确认伙伴组织
执行理事会，
铭记需要让自愿专家保持较高的知名度以支持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旨在制定奖励和确认伙伴组织
的适当制度；
回顾到决议 4 （EC‐60）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作用和职责以及该决议附录：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
会工作中的志愿性；
注意到随后以各种形式在技术委员会内执行了此处所包含的各项建议，以及汲取的经验教训；
考虑到 2016 年技术委员会会议的建议，
特别认识到：
(1)

针对确认，一张证书不足以认可一位专家多年兢兢业业的工作；

(2)

针对专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特别是来自除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
外的各界专家的指定和后续提名，最好首先参与有具体影响的项目而不是通过会议；

(3)

非常重要的是要侧重于人员年轻化并确保更多女性专家的参与；

确认目前用来认可与技术委员合作的自愿合作者所贡献的各种机会可带来价值，尤其包括：通过
WMO 公报来宣传合作伙伴；当涉及财务承诺（必须包括可交付成果和时间表）时签署备忘录；以及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感谢函；
考虑了以下各种可能性：
(1)

委员会专题网页上的徽标；

(2)

传播有关为会员做出贡献的信息，如在 WMO 公报上；

(3)

WMO 或技术委员会的表彰证书，如奖章等；

(4)

通过谅解备忘录、协议书等的正式确认；

(5)

通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政府部委）发出的感谢函；

(6)

WMO 或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奖项；

注意到：
(1)

已经测试了其中一些建议的可能性，例如传播有关自愿组织对会员贡献的信息；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2)

谨慎批准使用 WMO 徽标，并与 WMO 政策保持一致；

(3)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与私营仪器供应商合作可作为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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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作为治理评审的一部分，执行理事会正努力使专家更广泛参与 WMO 的工作；
决定技术委员会伙伴组织专家为促进 WMO 计划而开展的自愿工作必须得到本组织的正式确认。根
据技术委员会主席提出并在其届会上批准的建议或是管理组的建议，由秘书长签署信件来完成确认，
不排除在没有 WMO 正式参与的情况下，各会员和机构希望采用的其它确认形式。

决定 73(EC-68)
公共和私营部门在社会效益方面的合作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67（Cg‐17） ‐ WMO与私营部门发展伙伴关系指南，
进一步回顾到公约确立的WMO的宗旨和会员资格，
认识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建立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特别是促进有效的公共、公共私营和民间社会伙伴关系（联合国大会决议A/RES/70/1号第17.17段），
已举行了一场有私营部门代表出席的有关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从事气象和水文活动的互补性特别对
话会，
注意到对话会的成果，其摘要见本决定的附录1，
审议了制定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天气事业的政策和指导原则所涉及的关键问题，见本决定的附录2，
决定制定公共和私营部门间在社会效益方面的长期合作战略；
要求WMO主席和各区域协会主席在广泛征求WMO全系统的意见的基础上，主导本战略的制定，以提交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审议，并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1）分析与私营部门的参与相关的经验、良好做法、机会和风险；
（2）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观点和目标；
（3）基于附录2中的关键问题，草拟私营部门的参与原则；
（4）就机制和结构提出建议，以促进对话和协商，同时考虑到全球、区域和国家情况，特别关注国
家环境；
（5）就公共-私营伙伴关系的未来治理和WMO如何指导会员的发展方向提出选项；
（6）让会员的常任代表参与讨论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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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支持本决定的执行。

决定 73(EC-68)的附录 1
关于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从事气象和水文活动的互补性与合作性的特别对话会摘要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认识到及时在国际层面上开展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间的初始对话
非常重要，而公共和私营部门在提供天气、水和气候服务方面的各自优势可以是相辅相成的。
此次对话会加强了各国政府的重要作用，其终极责任是保护公民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各国政府
通常将这个责任指定给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充当“权威声音”。但同样
还认识到，除了为用户提供定制服务以支持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官方的经济和环境目标之外，私营部
门的贡献在完成这一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理事会进一步观察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开展预报和服务的情况，这
会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的权威预报和预警产生冲突，使公众和其它利益相关方感到困惑，加
大对公共安全的风险。WMO 通过商定的原则和政策，可在区域和地方层面促进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PPP）、以及建立“参与规则”，特别有关警报服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执行理事会成员认识到，技术在不断进步，富有经验和能力的用户对于更多多元化服务的需求在日
益增加，从这方面而言，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正处于一个加速变化的环境中。同时基础研究原则上
是公共部门负责的领域或责任，通常由私营部门开发的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媒体、数据、通信
和计算等快速发展领域的技术，对于实现各国政府赋予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职责是必需的。对于
公共和私营部门如何运行并服务于其终端用户来说，这可能是一次范式转换。
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运作的。技术进步和“大数据”与“众包”等相关趋
势、商业观测网络、资料和服务提供商的出现、数字技术的可负担能力，这些都是改变游戏规则的
元素，需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快速适应和改变。在这种动态中，私营部门可能会促
进加快技术创新的吸收，并能协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更为高效、有吸引力和便捷的个性化服
务。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将从与私营部门伙伴的合作中受益，从而将那些创新方法引入各自业务。
通过整合网络、计算能力和借助社交媒体提供服务等，开展优化和提高效率的机会还有很多。
虽然私营部门在天气事业中已存在了几十年，但如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上人们为满足新兴需
求而对环境资料、信息和服务的要求不断增长，这给私营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新天地，尤其是为特定
部门或特定用户提供服务。同时，理事会还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都不断受到来
自政府的压力，要求它们减少公共预算，这阻碍了它们保持必要的服务和基础设施、轻松引进新技
术、开发新服务的能力。在有些地区，几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已通过共建基础设施、分担责任，
更紧密地开展合作，提高了他们的效率。
形势是因国家而异的。对于预算充足、有来自政府的充分保障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私营部门
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在有法律框架指导这种伙伴关系的情况下。
然而，许多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需要收取服务费，以补充其公共预算，这就导致了与私营部
门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也许并没有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这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员
的情况。理事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在最不发达国家尤为严峻，那里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正遭遇着
维持其基本职能方面的严重问题，因此，与私营部门的竞争被视为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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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使用公共资金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保持基础设施的
可持续性，特别是在中央预算不足或只有部分资金的情况下。私营部门积极服务可能对 NMHS 的筹
资产生不利影响：或因为私营部门服务提供商的收入损失，或因为更高一级政府部门没有认识到
NMHS 在提供支持私营部门服务的基本资料和服务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任一种情况下，此类收
入损失可能会降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维护基本观测基础设施的能力，反过来给国内和国际范围内
利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基本资料的所有各方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开发 PPP 情景时，应考虑纳
入费用分担的安排以确保基本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这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各项水文气象
活动的支柱。这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理事会回顾到全球天气事业的完
整性的基础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资料交换。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表示坚决支持范式转变，支持将 PPP 概念视为两个部门的机遇。此类伙
伴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是相互强化与互补。明确的目标应当是社区最大程度的
抗御和安全。为实现此目标，可探索不同的情景，但明确描述其作用与职责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
说，私营部门服务有可能弥补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欠缺专长和资源的不足，同时，政府应当充分认
识、尊重并资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一些核心和必要职能。有效的合作方案可有助于获得政府更
有力的支持。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中有许多现行和潜在的商业模式。因此，WMO 及众多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的参
与可有益于促进制定广泛的国际原则，为不同的商业模式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在决定各项原则对特
定地方条件的适用性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政府的作用。WMO 可考虑相应的机制（例如全球峰
会），为探讨此类原则并达成共识提供一个论坛。
理事会还认识到，在私营部门在国家层面参与“天气事业”的现状、参与程度以及法规等方面，各
国情况迥异。理事会建议，WMO 可以私营部门全球参与原则为基础制定政策，营造一个竞技环境，
指导会员，特别是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如何向其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展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应是
其所选伙伴。
以“双赢”为目标建立成功的 PPP 需要有经过协调和共享的商定原则以及伙伴关系价值观。虽然
WMO 在建立此类 PPP 环境中明确代表着政府间团体，但是鉴于相关私营部门企业的数量和多样性，
还需要考虑私营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参加此类 PPP 进程。
在决议 40（Cg-12）、决议 25（Cg-13）和决议 60（Cg-17）中，WMO 资料交换政策被视为成
功指导了最新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核心政府间决定。随着新的资料类型以及资料提供方和资料用户的
出现，这些政府间决定需要加以审议和更新，各会员大力鼓励考虑实行补充的法律法规措施，例如
在国家层面立法。
理事会和特邀嘉宾认为，WMO 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上启动的对话应当继续并加以扩大，
以涵盖所有相关各方。有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学术界参与的包容性方法有助于制定伙伴关系原
则。
此类原则应特别考虑以下需求：
 寻求双赢并有益于社会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情景；
 认可根据国际和国家法律法规确定的职责和责任；
 明确说明有依据的政策方案，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担；
 在天气、水和气候等关键事宜发挥领导力，并在需要开展联合行动的领域参与合作，以便增
加效率并更好地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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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遵守国际气象、水文和气候规范及标准，特别是 WMO 制定的规范及标准，并促进其统
一实施；
 加快将研究和技术发展投入业务，并促进宝贵知识的形成、转化和传播；
 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共同努力开展有效和高效
的技术援助，以弥补现有的不足，并开发其最新技术应用能力，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社会需
求。
 监测形势，并评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趋势和进展。

决定 73（EC-68）的附录 2
制定参与政策和原则涉及的关键问题

1.

公共‐私营伙伴关系（PPP）的概念将会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2.

明确的角色和职责 – 立法（职权），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预警方面权威的声音，信息的权
威来源；

3.

需要就资料政策商定政策并共享承诺 –免费和无限制的资料交换；

4.

共享专业技术和知识，以及技术转移；

5.

成本、责任分担、利益共享；

6.

WMO/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基本系统和基础设施对全球、区域和国家的天气、气候、水、
海洋和环境事业至关重要；

7.

应汇编WMO的各项标准（质量、认证、可靠性和验证）；

8.

合作、协作、互补和专业原则；

9.

包容性–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

10.

“一个国家也不能落下” – 始终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1.

共同和分担责任的原则；

12.

平衡'大数据'与适用资料的机会和成本；

13.

迫切需要适应、加快理解新/变化的技术（包括从更活跃和更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学习）；

14.

通过持续和广泛对话与磋商取得进展；

15.

归因要求（公益信息/服务的信誉来源）；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16.

问责（信息/服务）；

17.

从事全球天气事业所有各方共同的行为准则；

18.

已认可的WMO作为公共-私营过程的促进方和推动方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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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4(EC-68)
WMO 在“未来地球”中的立场

执行理事会，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关于“未来地球”的立场（见《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
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57)总摘要第 6.4 段），特别是大会邀请秘书长考虑到“未来地球”不
断变化的性质，在 WMO 作为全球可持续性科学和技术联盟的成员参与时，保持警惕和谨慎，并防止
出现违背大会决定以及 WMO 使命的决定，包括其财务承诺”；
考虑到“未来地球”的结构和治理（见 http://www.futureearth.org/structure-andgovernance）；
进一步考虑到 WMO 作为“未来地球”治理委员会的成员可促进 WMO 积极参与扩展全球科学项目
的网络，涉及关于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
注意到需要增加更多的收入以开展“未来地球研究”和实施计划；已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签
订了四个项目的协议书；WCRP 活动资金的情况仍比较微妙；
决定持续审查 WMO 参与“未来地球”的工作情况；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 WMO 出席即将召开的“未来地球”治理委员会会议（2016 年 7 月 1-2 日，瑞士图
恩），以促进 WCRP 并强调其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 在此背景下，与 WCRP 的其它主办方开展协商，以便就如何合并 WCRP 资金达成一致并能
在治理委员会中最好地反映 WCRP 的利益；
根据此次协商的成果，敦促会员通过直接或向其它主办方的贡献调整对 WCRP 的支持，指定其中的
部分捐款专门用于 WCRP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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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5(EC-68)
WMO-地球观测组织的关键协作领域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
（1） 对2014年1月在地球观测组织（GEO）部长级峰会上通过的日内瓦宣言表示了欢迎，根据这一
宣言，GEO的职责将延长至2025年；大会注意到通过WMO对全球地球观测综合系统（GEOSS）
10年实施计划（2005‐2015年）的贡献，通过世界天气监视网（包括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
统）、WMO信息系统和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包括WMO空间计划）、以及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加强了WMO与GEOSS的关系，特别是其四个优先领域（农业和食品安全、
水、卫生和减少自然灾害）与一些GEO社会受益领域保持一致；
（2） 呼吁会员密切协调其有关观测的国家活动以及对区域性和全球性GEOSS活动的贡献，大会还
鼓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与国家层面上的GEO首席代表密切合作；
（3） 重申了外部合作伙伴和联合发起方可在WIGOS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欢迎WIGOS跨委员会协调
组的倡议参与GEO，作为其促进在WMO直接利益相关方之外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
分；
还回顾到本组织参与、支持和促进GEO新战略计划（2016‐2025年）：实施GEOSS，主要是通过GEO部
长级峰会（2015年）工作组中WMO的代表；
进一步回顾到 2015 年 11 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 GEO-12 全会和部长级峰会的成果，包括通过了
GEO 战略新计划（2016-2025 年），以及本计划将有利于 GEO 促进和支持正在开展的其他国际
进程，包括 2015 年 9 月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也都是 WMO 战略计划中确定的全球社会需求；
认识到 WMO 秘书处已成为 GEO 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自 2016 年 3 月当选为 GEO 执行委员会
观察员的三个 GEO 参与组织之一；
进一步认识到 GEO 和 WMO 在很多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如“大数据”、
资料共享和资料获取、以及私营与公共部门的各自作用等；
确认了以下互补优势：
(1)

WMO 是联合国系统中发布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的权威机构，它拥有 191 个会员国和
地区，基于正式的公约为本组织提供规章性权威；60 年来，本组织成功促进国际协作和协
调开展观测、资料和知识交换、制定标准、以及协调科学技术方法和能力发展，为其会员
及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带来效益；WMO 的端到端服务模式以及服务提供过程中对最终用
户的关注，两者均可帮助 GEOSS 践行其对区域和国家级用户团体的承诺；

(2)

2005 年，以自愿、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基础建立了 GEO，其优势和鲜明的特点为：独一无二
的多学科倡议活动，在国际社会地球观测方面占据着上游协调立场，其可为广泛社会效益
领域的广泛用户提供服务；为各国政府、公共部门机构和国际组织提供了一个灵活有效的
论坛；促进就地球观测的重要性开展政策层面上的对话，其有召集和推动开展对话的能力；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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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
(1)

2015 年在总计 100 个 GEO 会员中，有 23 个主会员或候选会员为 WMO 常任代表；接近
20 个其他会员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几乎有一半的 GEO 代表已与 WMO
有着密切的联系。

(2)

在时任 89 个 GEO 参与组织中，有 16 个是 WMO 计划或联合发起计划，而很多其他的组织
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 WMO 活动；

(3)

通过利用每个组织的优势和独特作用，加强 WMO 与 GEO 之间的协作和合作，这样可带来的
增值效益；

决定批准本决定附录中列出的十一个 WMO-GEO 关键协作领域；
要求秘书长与 GEP 秘书处密切合作，确定并建立适当的机制，如与 GEO 秘书处合办年度联合规划
会议，以促进这些领域在组织和成员层面上的协作；
提请 GEO 与 WMO 合作批准附录中的协作领域以及制定相应的机制以促进合作。

决定 75(EC-68)附录

WMO-地球观测组织的关键协作领域

1.

编制通用协议和方法以促进尽可能免费和公开地获取资料；

2.

“大数据”和相关的新出现问题，例如关于私营部门在地球观测中的作用；

3.

温室气体的监测，例如通过 GEO 全球碳观测和分析系统与拟议的 WMO 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
系统（IG3IS）之间的协作；

4.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推广“综合系统”的地球观测综合方法，例如通过协调区域倡议（诸如
一区协实施 WIGOS 和 AfriGEOSS）以及通过 WMO-GEO 在建立国家 WIGOS 伙伴关系方面的协作；

5.

无线电频率协调，目的是保护对于获取和分发地球观测资料非常重要的频段；

6.

冰冻圈活动，如 GEO 寒冷区域活动和 WMO 极地和高山区域活动，包括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极
地预测年等；

7.

强调实地海洋观测系统的作用并予以加强；

8.

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优先重点：农业和粮食安全、减少灾害风险、卫生、能源和水；

9.

进一步开发利用 WMO 信息系统（WIS）全球和国家基础设施（GISC、DCPC 和 NC）与 GEO 通用
基础设施（GCI）之间的协同作用；

10.

联合活动以量化和强调地球观测的社会经济效益；

11.

联合活动以确定和记录用户对决策信息和地球观测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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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6(EC-68)
WMO 质量管理框架 – 全组织方法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7 (Cg-17) – 推进 WMO 质量管理框架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一个适当的机制，以促进和
指导进一步发展和实施质量管理框架（QMF）；
进一步回顾到决议 1 (EC-67)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责成该工作组基于各区
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做出的评估，拟定一个有关未来 WMO 质量管理框架的全面建议（包
括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支持），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
确认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的要求，开展了后续行动，向 2016 年 1 月召开的技术委员会
主席和区域协会主席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全面分析 WMO QMF 现状的报告，并设定了五项行动建议
提交给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审议了工作组关于用于推进 WMO QMF 的工作机制的各项建议；
认同本决定附录中的各项行动和相应的工作安排；
同意全组织方法的 QMF 提案以及会员、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秘书处的相关作用，具体见附录；
敦促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根据其各自在 WMO QMF 中的作用支持附录中的各项行动；
要求秘书长在可用的资源范围内支持进一步推进 WMO QMF 的各项行动。

决定 76(EC-68)的附录
进一步发展 WMO 质量管理框架的商定行动
1.

WMO QMF –决议 7 (Cg-17)和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建议案的后续行动

1.1

根据 PRA/PTC 2016 和执行理事会 WG/SOP-I 会议的建议，商定了如下行动：

(a)

审查和更新质量政策声明，以反映 WMO 质量管理框架（QMF）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本质；

(b)

调整和简化不同计划、技术委员会、专家机构的质量管理活动，确保它们作为本组织总
体 QM 政策的一部分而保持一致。为了推进这一进程，建议编写和发布高级别新文件
“WMO 质量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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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审查和加强相关的规章和指导材料。这包括制定针对某些服务领域实施质量管理系统
（QMS）的新规定/要求，并更新现有的 WMO QMS 指导材料以反映新版 ISO
9001:2015 的变化；

(d)

继续监测航空 QMS 要求的实施以及为会员提供的相关援助；

(e)

进一步推进 WMO 服务提供战略中规定针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实施 QMS 的一般建议
并强调给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带来的效益。这意味着继续机制性地安排开展会员结对辅
导帮扶工作。

1.2

工作安排（执行理事会 WG/SOP-I 的建议）

1.2.1
行动(a)和 (b)：将由执行理事会负责监督更新 WMO 政策目标（参考文献：WMO 质量
政策声明（2007 年））并编写有关 WMO 质量管理框架的总体简洁文件。这两个交付成果应提交
2017 年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审查。利用会员积累的质量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机制主要是
在线协作，应包括形成实践团体（CoP），并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让专家参与此类协作工作。
为了完成这些交付结果，可能需要在秘书处组织为期一周的“编写研讨会”。TC 的 QM 联络人应参与
编写交付成果草案，并且应向 PTC-2017 提交一份较为成熟的草案供其协调。
1.2.2
行动(c) 是关于更新现有的规章和指导材料（WMO-No.49，技术规则第四卷；WMONo.1001 和 WMO-No.1100），以便使这些文件符合新版 ISO 9001:2015，这项行动应作为对
WMO 出版物的日常管理和修订工作。这其中会涉及让会员派有关专家参与提供咨询之类的安排。
1.2.3
行动(d)和(e)是业务性质的，是已经被采用的工作机制，如结对和辅导、培训（由现有
的或未来的发展项目予以支持），会员应继续为其提供支持，并由区域协会进行协调，因其是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一部分。
1.2.4
这五项行动将需要秘书处的支持。要求秘书长建立最适当和有效的机制，因为 QM 任务
具有交叉性和涉及全组织。
1.3

全组织的质量管理方法

1.3.1

这种方法应是让本组织的各级机构都参与进入，协调发挥相关作用，具体如下：

(a)

会员 – 鼓励和促进会员通过能力发展来实施 QMS，将其作为与 WMO 战略计划和其他
相关战略（如 WMO 服务提供战略和 WMO 能力发展战略）相联系的部分发展计划；

(b)

区域协会 – 协调和促进其会员实施 QMS 的行动，如建立结对和辅导安排；鼓励区域中
心（如 RIC、区域培训中心、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区域气候中心）采用相关的 QMS 方
法；监督 QMS 的实施并解决确定的不足之处；

(c)

技术委员会 – 进一步协调和在其各自领域适当地发展 QM 元素，包括编制规章规定；

(d)

秘书长 – 利用适当资源，明确分配职责，使秘书处能够总体协调好 QMF 的实施；在秘
书处的工作中促进更广泛地实施 QMS 元素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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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7（EC-68）
WMO 性别行动计划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59（Cg-17）- 性别平等和赋权女性及 WMO 性别平等政策；
进一步忆及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声明以及具体行业的建议；
确认 WMO 在促进实施《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性别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
《巴黎协定》以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的作用；
重申充分发掘女性和男性专业及人力潜能的目标以及确保获取和提供性别敏感型气象、水文、气候
和相关环境服务的目标；
认识到需要通过制定针对本组织各结构的具体行动，以实施 WMO 性别平等政策；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社会性别主流化咨询专家组的建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性别平等的进展报告，报告显示女性在 WMO 治理结构中的代表性依然不足，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的与会代表中只有 24%为女性；
欢迎 WMO 在促进天气、水和气候等方面性别平等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欢迎其通过与相关多利益
相关方积极参加论坛而获得的更高知名度；
注意到关于女性在 WMO 治理和管理领域代表性方面所确定的仍然存在的挑战；
进一步注意到落实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成果和具体行业建议的重要性；
赞同 WMO 性别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
同意执行理事会社会性别主流化咨询专家组确定的 2016-2019 年优先重点行动；
决定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前审议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
要求秘书长：
(1)

实施执行理事会社会性别主流化咨询专家组建议的 2016-2019 年关键优先重点行动；

(2)

根据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到位情况，实施行动计划中的其它行动；

(3)

支持 WMO 各组织机构和会员开展行动计划的相关行动；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4)

定期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供进展报告，以确保此事获得关注；

要求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
(1)

根据行动计划确定 2016-2019 年实施行动计划的优先重点行动；

(2)

指定实施所确定优先重点行动的责任；

(3)

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报告进展；

提请会员：
(1)

以行动计划为指导并根据其各自需求和情况开展相关活动；

(2)

共享社会性别主流化及赋权女性的良好规范，以供其它会员可能的借鉴和效仿；

(3)

通过向 WMO 性别活动信托基金提供实物捐助和自愿捐款，促进实施该行动计划。

决定 78(EC-68)
2018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

执行理事会，
决定 2018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为：“智慧气象”；
邀请会员采用上述一致同意的主题，开展 2018 年世界气象日庆祝活动。

决定 79(EC-68)
审议监察报告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WMO 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员和内部监察办公室的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处根据本决定附录中列出的过程对内部审计的结果进行了审议；
考虑各监察机构有关其在各相关议题下做决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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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9(EC-68)附录
内部监察报告
内部监察办公室的保证报告是提交给秘书长的，并抄送给 WMO 的主管人员。该报告也提交给了外
部审计员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根据本年的审计结果，D/IOO 每年向秘书长提交一份有关内部控制的意见。2015 年的意见如下：

在 2015 年期间，在审查的若干领域中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和运作并不均衡，其中的风险超过了可接
受的标准。值得关注的主要领域包括对资金向负责实施的合作伙伴的拨付管制、保护 WMO 大楼的
安全、运行采购控制以及财务管理信息技术的支出。这些领域值得管理层的持续关注。
秘书长在完成其内部控制声明以及财务声明时，对这份意见进行了审议。秘书长关于内部控制声明
的草案已提交给审计委员会。
根据其职责要求，审计委员会（AC）审议了 D/IOO 的年度报告及意见。
AC 对内部监察办公室（IOO）在闭会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AC 审查了 IOO 发布的主体和进展报告，
以及 IOO 建议的管理实施情况。
AC 审查了与财务报表同时提交的秘书长关于内部控制的声明，并向秘书长提供适当的建议。2015
年内部控制声明包括项目管理、彩后控制和 IT 内部控制，因为这些领域需要改进，这与外部审计员
和 IOO 报告中的提出的意见一致。

决定 80(EC-68)
联合检查组的建议

执行理事会，
忆及 WMO 于 2002 年由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四次届会批准的关于联合检查组报告后续行动的程序；
认识到联合检查组在加强联合国系统参与机构良好治理方面的贡献；
确认正在审议的联合检查组报告中所包含的建议的用处；
审议了联合检查组向 WMO 立法机构提出的建议，
审查了对这些提议所提出的响应、在执行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议，
认同对这些建议拟议的响应。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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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81（EC-68）
改进的预算结构

执行理事会，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
(1)

要求它与秘书处密切合作，建立必要机制，以便评审WMO的各项活动和计划，并考虑增效节
约、各项活动的重新规划、与自愿捐款有关的计划支持成本的使用，以及相关的风险和机遇；

(2)

还要求秘书长将WMO各项活动和计划的成本信息以及按支出用途划分的成本详情列入第十七
财期的第二个两年期（2018–2019）和第十八财期（2020–2023）的预算建议中；

审议了秘书处关于以各项计划和支出用途为基础改进的预算结构（见本决定的附录）建议，以对通
过基于八个预期结果的传统预算结构提供的预算信息做补充，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关于此事宜的意见和建议，
还考虑到财务咨询委员会对此提出的建议，尤其是要在改进的预算结构中列入：（a）按计划划分的
岗位全时约当数；和（b）薪酬标准比率计算中所做假设的详情以及与员工成本和福利相关的总体趋
势，
进一步考虑到执行理事会成员对此事的意见，特别是关于：（a）促进将基于计划的预算结构用以实
现战略规划、业务规划、预算编制以及监督和评估之间更密切的整合；（b）包括“观测”、“研究”
及“预报与分析”，作为“基础活动”下的单独主题；（c）除了预算执行以外，进一步促进使用充
分的指标来设定目标并在计划实施期间监测进展，
注意到秘书长在确定增效节约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大会所要求的预算削减措施；
认同基于各项计划和上述修改内容的支出用途改进预算结构所使用的方法；。
要求秘书长向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提交：
（1）一份报告，其中要详细说明有待在 2016-2017 年实现的节约方面的执行进展以及未来可能的
节约，将其量化并指出节约的结果；
（2）第十七财期第二个两年期预算，包括 WMO 各项活动和计划的成本信息，以及根据上述方法按
支出用途列出成本详情。

决定 81 (EC-68)的附录
拟议的以计划为基础的预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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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在批准WMO第十七财期预算过程中，鉴于需要考虑重新规划各项活动和计划，确保WMO资源符合
2016‐2019年战略计划所确定的优先重点，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分别为执行理事会和秘书处安排了
以下两项行动：
(a)

要求执行理事会，与秘书处密切合作，建立必要的机制，以便评审WMO各项活动和计划，
并考虑增效节约、各项活动的重新规划、与自愿捐款有关的计划支持成本的使用，以及相
关的风险和机遇；

(b)

要求秘书长将WMO各项活动和计划的成本信息以及按支出用途划分的成本详情列入第十七
财期的第二个两年期（2018–2019）和第十八财期（2020–2023）的预算建议中。

本文件涉及上述活动中的第二项活动，并建议对通过以八个预期结果为基础的传统预算结构所提供
的信息加以补充，这仍将是大会以基于计划的信息批准WMO预算的依据。第一项行动的进展信息将
列入单独的文件。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在其 2016 年 2 月 16-19 日举行的会议上审议了本文件
所述的基于计划的预算结构建议。
鉴于在第十七财期的第二个两年期伊始要全面实施此建议，因此，请执行理事会支持本文件所列的
建议。
2.

改进的预算结构可提供 WMO 各项活动和计划的成本信息以及支出用途成本详情

自 2008‐2011 年财期开始以来，已采用基于结果的预算法编制了 WMO 预算并提交给了各会员，特别
是世界气象大会。基本上，预算的批准结构是根据大会批准的一系列预期结果。
该结构促成的做法是，对 WMO 财务和人力资源的预算划为极小的要素（即各项活动项和员工岗
位），而后在预期结果层面进行合计。
虽然满足了按预期结果提供预算的要求，但这种做法很难对预算建议进行分析，因为信息提供的形
式会非常笼统（八个预期结果）或是非常详细地列出各项活动和员工岗位。此外，预期结果层面下
极为精细的预算结构，每年通常有大量的变化，因而很难在不同预算年份之间进行比较。
为改变这一情况并满足大会制定的要求，需要设计出更完善、更有效的预算结构。
显然，问题的解决方案可采用中间结构，同时将各项活动和员工岗位划分为较为简略但更有意义、
更稳定的分组。而后可将这些分组用于预算规划、监测和分析，而且易于与本组织战略目标及其预
期结果挂钩。
此外，预算结构评审被视作制定较为简略预算的机会，同时仍要保持必要的透明度，并符合良好的
财务管理规范。
应当注意到，这一做法旨在采用预期结果层面下的中间结构，可向决策者更清晰阐明预算要求。该
做法并非是要以预期结果替代预算结构，它仍是预算批准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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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间结构的明显候选方案是 WMO 各计划组建的结构，因为这些计划构成了本组织开展工作方式
的重要部分，并得到了各会员国的充分理解，且各计划均得到大会的正式认可。此外，各项计划的
自然办公室是根据各类属性，例如目标、可提供的服务、时间表等，这可促进其规划和监测进展。
然而，在 WMO 各项计划可被用于规划和预算用途之前，还需要开展一些额外的工作。
WMO 科学和技术活动的架构是一系列“计划”，每项计划的范围局限于一个特定关注领域，且都符
合“计划”共同定义“有特定长期目标的一系列相关措施或活动”。
WMO 各项计划名录详见《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附录二，以及参见 WMO 网站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标题下的“计划”栏。该名录中可增加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的一项
新计划，即：WMO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计划。WMO 网站还列有联合发起计划（WMO
与其它机构合作）的短名录。
目前“计划”一词的使用存在一些混乱。在较大的计划中，例如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有些内容本
身有时被称为计划。如 WWWDM 是 WWW 内的一项“支持计划”，而 WWW“包含”IMOP 及其它
一些计划。还使用其它一些词汇，例如：主要计划、计划（小写字母“p”）、支持计划、子计划、
项目、活动、服务、框架。
WMO 网站还列有“项目和活动”名录，它们具有经大会批准的官方地位，通常涉及紧扣重点的活动。
该名录的条目也非常类似于计划（且有些实际被称为“计划”），并与主名录上各计划密切关联。
在搜索符合我们用途的相应结构时，显而易见的方案是可考虑简单列出所有计划、联合发起的计划
以及项目和活动是否能够符合用途。然而，鉴于目录共有 38 项，显然目录过大。该方法的另一个缺
点是它无法解决此综合目录中术语间存在重叠的困难。
可采取的有效第一步是检查联合发起的计划和项目及活动的目录，以确定它们与其它计划的关系，
并将它们每一个与相应的“主办”计划相联系。
“主办”计划的选择当然是会引起争论。有些区协直截了当，而其它区协则提出一些选择。
包括“项目和活动”及联合发起计划在内的计划最终新目录对于当前的用途仍然过大，目录有必要
进一步综合。
因此，提出的方法是“综合”存在逻辑关系的计划。
应强调的是，这种做法并非旨在以任何方式改变计划的内容或改变其地位。这些计划和活动得到了
大会的批准，且不会受到干预。同样，它也并非要对 WMO 的组织结构提出任何改变。
3.

综合计划的指导原则

要帮助开展对各计划的适当综合工作，有效的办法是为该过程制定指导原则，以帮助确保其结果不
仅能满足需求，而且还非常适合 WMO 的其它目标和内部安排：
1.

综合的目录应形成 WMO 各项活动的有机组合；

2.

目录条目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关系应明确且不应过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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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明确界定世界气象组织职责的核心职能领域 – 天气、气候和水（本组织的宣传语）；

4.

目录条目应在成本规模上相差不大，或至少不会出现大的差异；

5.

目录应与大会批准的 WMO 2016‐2019 年优先重点保持一致；

6.

目录应尽可能有助于 WMO 各司（及其职员）明确确定其贡献。

实际上不可能完全遵守这些原则，但应力求合理遵守。
4.

按主要活动类别综合

所考虑的方法是，选择主要活动领域（MAA），既要以不同方法掌握 WMO 作用的本质，又要（至
少在理论上）涉及若干计划中都有的要素。
该理念的一个理由旨在确定 WMO 那些对全部或多数计划具有价值的“基础”活动。就此而言，我
们可了解观测和信息系统的各项活动以及研究活动。
因此，提出 MAA 基础活动，包括两个要素。
此外，还提出关于能力开发和伙伴关系的 MAA，作为实现 WMO 总体目标的扶持要素。
在基础活动以及适用于特定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技能和技术等基础上，目前有许多天气、气候和
水文学的具体领域，构成了 WMO 整套计划的组成部分。
这些主题相结合，构成天气、气候和水文学具体领域应用 MAA，这可进一步拆分为天气预报、气象
学应用、气候应用和水文学应用。
最终，将附有支持和扶持职能的治理 MAA 和行政 MAA 加入这些领域。
5.

根据指导原则评估建议的结构

为评估所建议结构的有效性，对该结构与上述指导原则的符合度进行了评估（或敏感性分析）。

指导原则 1：WMO 各项活动的有机结合：
在 MAA 定义中，是根据 WMO 各项活动之间的逻辑区别做出选择。基础活动的 MAA 明显是基础气
象活动的逻辑分类。能力开发 MAA 和应用 MAA 主要是基于 WMO 的计划结构，而且是该结构的逻
辑。

指导原则 2：目录条目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关系应明确且不应过于复杂：
每个框格背后的不同概念使 MAA 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区划复杂化，但总体上与预期结果有良好关联。
鉴于相关活动被重新分配给预算的所有其余部分，因此，行政的主要活动领域与预期结果没有直接
关联。
主要活动领域对预期结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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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行政

域的应用

预期结果

主要的：
改进观测和资
料交换（4）
推进有针对性
的研究（5）
预报与分析
（3）

主要的：
能力开发（6）
新建并加强已
有的伙伴关系
及合作活动
（7）

主要的：
改进服务质量
和服务提供
（1）
改进资料加
工、模拟和预
报（3）
次要的：
减少灾害风险
（2）

主要的：
有效的治理
（8）
无

指导原则 3：应明确界定世界气象组织职责的核心职能领域 – 天气、气候和水：
在 MAA 内，明确界定天气、气候和水的具体领域。

指导原则 4：目录条目应在成本规模上相差不大，或至少不会出现大的差异：
各类别的预算分配金额巨大，但没有比例失调。在 MAA 内，这种分类大体表明金额相对差不多。

指导原则 5：目录应与大会批准的 WMO 2016‐2019 年优先重点保持一致：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所列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6‐2019 年优先重点如下：
1.

提高从热带到极地高影响气象、水文和相关环境灾害的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多灾种早期预警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

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下实施气候服务；

3.

通过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WIS），加强全球观测系
统；

4.

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可持续高质量服务以保障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的安全、高效和
有序的能力；

5.

改进极地和高山地区业务气象和水文监测、预测和服务；

6.

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7.

根据对 WMO 结构、运行安排和预算编制做法的战略评审，通过采取持续改进措施和建议，
提高 WMO 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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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活动 MAA 和能力开发及伙伴关系 MAA 应分别突出优先重点 3（WIGOS）和优先重点 6（能力开
发）。天气、气候和水文学具体领域 MAA 可列出各主题，重点突出优先重点 1（针对减少灾害风险
的高影响服务）、优先重点 2（GFCS）、优先重点 5（极地和高山地区）和优先重点 4（航空气象服
务）。管理类要能够促进优先重点 7（WMO 治理）。

指导原则 6：目录应尽可能有助于 WMO 各司（及其职员）明确确定其贡献：
显然，类别要素与各司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
总之，认为指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遵守，且建议的结构完全经得起“敏感性分析”。
6.

该结构用于预算过程

根据新的安排，从各司收集预算信息一般将遵循通常程序，但应根据新的预算结构加以调整，以利
于收集信息，用以确定各项活动的成本。
要得出每个主要活动领域的预算分配，将通过低层要素根据相关信息计算。根据所制定和提交给各
会员国的结构，REM 司与其它各司之间将讨论可附带最终分类的详细程度。

总之，各项活动和员工岗位将由各司在计划内加以具体说明。各项计划同样将与相关主要活动领域
及其最显著推动的预期结果挂钩。
一般认为，总体过程中所需的详细程度将不及以前。
实际上，可设想使用形成不同层级的树型计划结构，包括（从上至下）：


主要活动领域；



主题；



一揽子计划（适时）；



一级计划；



二级计划；



项目和活动，由常规预算或预算外资金资助。

各司将在该结构较低重要性层面确定各项活动及估算成本，并将加以综合，从而有可能适当详细地
合并信息。
设想在一级计划综合水平日常为组成机构提供信息，条件是可为具体分析提供下至单个项目或活动
的更详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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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级和二级计划确定的划拨基准可建立起与 WMO 预期结果的必要联系。这将以百分率在最多两
个预期结果中间分配在各计划下预算的金额。该百分率将一次性固定（对于获批的新计划），以避
免百分率变化连带的预算变动。
此外，各一级和二级计划将与负责支持相关活动的技术委员会挂钩。
最终，对于每个一级和二级计划，将确定一个 WMO 主要主管司作为计划管理部门，主要是负责总
体计划协调、验证预算投入和提供相关理由。
7.

另外的范畴：支出用途

迄今为止所介绍的计划范畴将用于提供会发生支出用途的信息。换言之，它应帮助解答为什么需要
资金这一问题。
除了这一范畴，大会还要求关于“支出用途”的额外信息。在管理会计术语中，这被视为支出性质
的信息，以便解答用预算中的资金采购何物的问题。
在年度财务报告（会计专家为会计专家编写的文件）中，这一范畴是以详细的会计科目组织加以阐
述。
在非会计专家（各司司长）支持下编写的面向普通受众的预算文件中，不可能或不必要使用相同的
详细程度，尽管这一范畴在预算和财务账户间必须要有必要的联系。
根据这一方法，通过合并用于财务会计用途的会计科目表，确定了一个七项支出用途目录作为改进
的预算结构的一部分。该目录是分析要求与简化之间的良好折衷：
(a)

职员薪金和相关支出；

(b)

奖学金；

(c)

营运费用（咨询、外部服务和供给）；

(d)

资本支出；

(e)

差旅支出；

(f)

会议成本；

(g)

除捐款之外的收入来源。

8.

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的意见和建议

工作组在其 2016 年 2 月 16‐19 日举行的首次会议上，对关于采用与简化计划结构挂钩、使各项活动
与预期结果和优先重点以及支出用途（包括职员成本、差旅等）相一致的预算建议表示欢迎。工作
组还注意到，该结构协调用于整个规划和监测周期可提升总体透明度以及与会员的规划和优先重点
的一致性。工作组提出了如下建议：
(a)

鉴于能力开发的重要性，它应被视为一个主要活动领域，而不在“基础活动”领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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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观测、研究和预报以及分析职能应全部在“基础活动”领域下分为单独的子活动；

(c)

主要活动领域还应包括伙伴关系；以及

(d)

秘书处应完成将第十七财务期预算（包括员工成本）重新划分为新预算结构以及制定两个
范例（WIGOS 和一项“复杂的”计划）供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审议。该报告还应更
好地说明预算如何与 WMO 战略优先重点挂钩。

9.

推进业务落实改进的预算结构

目前已通过在微软 Excel 环境下实施和验证了改进的预算结构。虽然使用灵活便捷，但 Excel 环境并
不适合新结构的业务使用，新结构应能够处理预算实施过程中必要的所有会计事项（例如发放拨款，
发出领料单和采购单、商品/服务签收、发票支付等）并有必要的效率、安全性和职责分立。
为了实现其业务实施，改进的预算结构需要融入或密切联系 WMO 甲骨文 ERP 系统。
鉴于目前尚未配置该系统承载新结构，因此，需要开展一些定制或适应工作。可能有必要采用额外
的模块（如项目模块）或插件应用。
这一问题目前正在详细研究。预期成本和实施时间表等其它信息将在执行理事会会议时提交。
目标仍然是最迟在当前财期第二个两年期开始时实现新预算结构的业务实施。
10.

结论

为了积极开展大会安排的行动，已开展了大量工作来确定既可满足会员的信息需求，又可十分灵活
简单地用于预算过程的改进的预算结构。
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讨论了最终预算结构，且积极落实了相关建议。
目前正准备根据建议的结构重新分类第十七财期的预算以及准备两个用于预算分析的“计划信息单”
范例，并在执行理事会会议时提交。
鉴于在第十七财期的第二个两年期伊始要全面实施，因此，请执行理事会支持本文件中的建议。

决定 82 (EC-68)
起草 WMO 2020-2023 年战略运行计划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71 (Cg-17) – 起草 2020-2023 年战略运行计划，要求理事会组织规划程序；
进一步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要求本组织确定的全球社会需求是以 2015 年后可持续发
展目标为基础，它们仍可能影响 2016-2019 年之后本组织的重点，并应成为 2020-2023 年
WMO 战略计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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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和要求以及决议 1（EC-67）-执行理事会战略运行计划工作组，
审议了其战略运行计划工作组的建议，
决定要进一步加强战略、业务及预算规划之间的联系；；
认同工作组的以下建议：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1)

战略计划的起草应当考虑会员社会和经济需要的变化、相关的国际倡议以及气候变率和变化
的挑战、预算结构的变化；

(2)

应当进清晰地说明优先重点，避免优先重点也是预期结果的情况，比如能力发展，应当控制
优先重点的数量；

(3)

应当改进预期结果的形式，以使这些结果可衡量；

(4)

应当弄清战略计划的目标受众，以提高信息的有效性；

(5)

战略计划应当尽可能简洁；

2020-2023 年运行计划

(1)

运行计划的内容和结构需要优化，以使本组织各种机构的角色和责任更加清晰；

(2)

WMO 战略计划及其运行计划以及 WMO 基于结果的预算起草步骤的顺序应当改进；

要求工作组根据本决定附录 1 中的战略计划的结构和纲要，以及本决定附录 2 和 3 中所述的程序和
时间表起草下一版战略运行计划；
敦促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根据决议 71（Cg-17）的要求为 2020-2030 年 WMO 综合战略计划和
运行计划做出贡献。

决定 82(EC-68)的附录 1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纲要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执行摘要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
可持续的气象和水文基础设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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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的作用
WMO 战略计划
WMO 战略优先重点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全球社会需求
支持可持续发展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
WMO 的作用
立足成绩
新的挑战
影响 WMO 2020‐2023 年优先重点的内部因素
影响 WMO 2020‐2023 年优先重点的外部因素
WMO 2020-2023 年优先重点
预期结果
附录 I –全球社会需求、WMO 2020‐2023 年优先重点及其预期成果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附录 II –天气、海洋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务的效益。

决定 82(EC-68)附录 2
起草 WMO 2020-2023 年战略运行计划的程序和时间表

程序

时间表

1.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的意见（2016）



WG/SOP 审议建议的结构、纲要和计划过程

2016 年 2 月

秘书处根据WG/SOP的建议起草提交EC-68的意见

2016 年 6 月

执行理事会就 GSN、优先重点、ER、待审议的问题、
2020-2023 年 SP 和 OP 的结构和纲要进一步提供指导
秘书处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使其结构和团体参
与，为起草与全球社会需求、ER、优先重点和可提供服务
相关的 2020-2023 战略计划提出意见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7 月-10 月

附件 3：届会通过的决定

237

秘书处综合及协调为起草 SP 草案第 1 版（SP 草案第 1 2017 年 1 月
版）收到的意见
2.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的意见（2017）
WG/SOP审议SP草案第1版

2017 年 2 月

秘书处综合WG/SOP对起草SP草案第2版提出的意见

2017 见 P 出

执行理事会审议SP草案第2版，就进一步起草提出指导意
见，并同意将其作为SP草案第3版，构成起草OP与基于结
果的预算（RBB）综合草案的基础，并且秘书处通报会员

2017 年 5 月

秘书处根据同意的 SP 草案第 3 版起草 OP 与 RBB 综合草
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12 月

3. 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的意见（2018)
WG/SOP根据综合了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意见的SP
草案第3版，审议OP与RBB综合草案第1版，以向执行理事
会第七十次届会提出建议。（就此，WG/SOP将考虑实施
SP所需WMO各机构的数量、责任和职责。）

2018 年 2 月

秘书长将SP草案第3版、2020-2023年OP与RBB综合草案第
2版（依据WMO SP 2020-2023）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
届会进行审议

2018 年 01

执行理事会审议SP草案第3版和2020-2023年OP与RBB综合
草案第2版，并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出适当建议

2018 年 6 月

4.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意见（2019)
完成修改的 SP 草案第 4 版和 OP 与 RBB 综合草案第 3
版，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2018 年 10 月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定 82(EC-68)附录

238

3

时间表和责任

2018

2017

2016

2019
审议和批准
SP 和 OP/RBB

Cg
a) 共同审议 SP 草案 3 和
OP/RBB v. 2 以及

a) 审议 SP v. 2 和酌情提出意见
b) 同意 SP – v. 3，作为 OP/RBB
的基础

EC

WG‐
SOP
Pr. RA
& TC

SEC

b) 酌情提出意见

审议
OP/RBB v. 1

审议
SP – v. 1

提供：
a) 内容意见
b) 具体区域和主题需求

综合及协调
SP – v. 1

起草
SP – v. 2

起草
OP/RBB v. 1

起草
OP/RBB v. 2

起草 :
a)SP v. 4 和
b)OP/RBB v.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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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83(EC-68)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行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29（Cg‐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WMO 的变化和发展，要求理事会继续审议国家
部门和 WMO 的作用和转变，并通过适当地向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用户分发问卷了解
进展和转变；
(2)

在其第六十次届会上，理事会重申需要实施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以补充跟踪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需求和状态的过程，并减少发送给会员的问卷数量（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
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32)总摘要第 7.2.23 段）；

(3)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同意如果不出现对于本组织有重要意义、需要即刻进行审查或调
整的新问题，那么供决策者和局长参考的声明通常是四年审查一次，以反映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不断转变的作用以及已通过的 WMO 战略计划，并且符合已通过的 WMO 战略
计划（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57)总摘要第 7.9.3
段）；

(4)

决议 1（EC-67） -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要求该工作组讨论并审
议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变化和发展；

审议了工作组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行的建议；
同意工作组：(a)应当启动在本组织内使用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作用和运行的声明；(b)在区
域协会和区域办公室的支持下，国家概况数据库可用于收集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资料，以
明确会员的需要；
认同工作组的以下建议：
(1)
应当加强调查过程，并使该过程与会员的需要相关；
(2)

应当说明问卷的目标、结果的预期用途，并将结果向会员反馈。因此，在完成问卷后，
会员最好能收到一份他们所提供信息的副本；

(3)

应当通过与国家联络员合作向常任代表说明谁应该回答问卷；

(4)

秘书处在问卷管理方面应当进行更多协同和协调。在调查问卷中提供的信息应被存储在
数据库或类似的工具中，以便让会员能够参考或更新自己的资料。调查问卷反馈的最终
结果应自动与参与的会员共享；

(5)

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状况的资料应当包括其提供各类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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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MO 在影响会员的问题方面应当更积极；

(7)

世界气象日应当被用于宣传和展示气象和水文服务的价值；

(8)

应当起草一份成为 WMO 会员益处的声明；

要求秘书长实施该决定，并在国家概况数据库中纳入评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状况及其作用和运
行转变趋势的相关方面；
敦促会员定期更新“国家概况数据库”和“WMO 的构成”（WMO-No.5）中的信息，以保证反
映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最近情况；
要求该工作组继续讨论并审查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转变。

决定 84（EC-68）
治理评审
执行理事会，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它：
(1)

继续采取具体措施，改进 WMO 的过程和规范，并在实施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过程
中，对本组织进行全面评审；

(2)

酌情就组成机构的构建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供建议，包括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
和执行理事会可能的新结构，并还要为提高本组织的效率和效能及加强善政，就组成机
构、WMO 官员（主席、副主席、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规则、程序、过程、
机制和职责以及它们与 WMO 秘书处之间关系等提出建议；

进一步忆及在决议 1（EC-67）-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中，理事会要求该工作
组：
(1)

对本组织进行全面评审，并就以下内容提供建议：（a）组成机构的构建，包括技术委员
会、区域协会和执行理事会可能的新结构；（b）组成机构、WMO 官员、区域协会和技
术委员会主席的规则、程序、过程、工作机制和职责；及其与秘书处的关系，以提高本
组织的效率、有效性和加强善政，供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做进一步审议；

(2)

审议规范和运行，包括执行理事会成员的选举过程，并提出对《WMO 公约》和相关
《总则》的相关修订建议，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审议；

考虑到其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关于治理评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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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需要考虑 WMO《公约》的规定以及涉及 WMO 及其它机构的现有伙伴关系协议的规定；
同意当前形式的《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可为本组织及其组成机构的当前及未来工作提供良好的框
架，且现阶段计划不对《公约》的条款做出修改；
认同其工作组关于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如下建议：
(1)
执行理事会：
(a)
(b)
(c)
(d)
(e)
(f)

(g)
(h)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14 条继续全面履行其职能；
是战略和运行规划的领导机构；
应将制定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运行计划纳入其过程中，从而帮助大会建立最佳和平
衡的结构，以实施这些计划以及批准的战略计划；
应欢迎监督机构（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提供建议；
不应成为 WMO 常规计划/活动的实施机构；
应建立有时限的专门小组就新出现的问题提供建议，并从多种/混合的专业知识（常任
代表、外部专家、伙伴机构）中获益，并掌握 WMO 组成机构以外的专业知识，例
如社会经济。这可成为 WMO 技术工作领域的可行方法；
应改进其对大会决议实施情况的监督方法以及跟踪航空气象质量管理等系统的进展；
关于理事会的构成及其成员的选举过程，工作组提出了下列建议：
(i)

应考虑理事会当选成员的轮换期限，同时考虑：
a.
让对本组织活动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参加理事会
的价值；
b.
理事会需要有机构记忆；
c.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局长们的参与；
d.
促进性别平衡；

(ii)

应研究担任理事会成员的常任代表的参与机制，例如指定他们领导理事会附
属机构或在其中发挥作用；

区域协会：

(2)
(a)
(b)
(c)
(d)
(e)

应当明确阐明流程，以便各区域协会能够根据 WMO《公约》的规定发挥其作用；
执行理事会应要求大会根据运行计划确立区域协会的职责，并帮助它们发挥其作用；
区域协会应在大会确立的优先重点内制定其区域重点；
区域协会应被更好地纳入预算过程；
区域协会的工作应按大会提供的如下指导分阶段进行：
(i)
所有区域协会应在大会后的几个月内召开管理组会议，根据战略计划和
WMO 运行计划，并按照大会所批准的职责，制定区域运行计划。区域运行
计划应当切实可行，并应确定所需专业知识、外部伙伴和资金；
(ii) 区域协会的届会应在两次大会之间的中期举行；
(iii) 大会前的最后一次理事会届会前应举行另一次管理组会议，重点是未来优先
重点；
(iv) 应为区域协会提供指示性预算，符合其区域运行计划可提供的服务中所示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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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办公室的作用、能力和职责，以及组成机构会议的排序和运行规划过程均应加以
改进；
(b) 应邀请技术委员会及其相关计划参加关于所确定的优先重点的会议，以促进区域协会、
技术委员会以及计划间的支持和协调；
技术委员会：
(a)

(3)

(a)
(b)
(c)
(d)

(e)

(f)
(g)
(h)

大会应根据批准的战略计划，每四年对技术委员会进行一次评审，以酌情改变、建立、
合并、继续或中断它们；
大会应为技术委员会规定一个财期内的明确职责和任务；
应根据战略计划，按大会规定的职责和任务，在一个财期结束时，对技术委员会的绩
效进展进行评审，以决定这些技术委员会是继续存在还是终止；
应根据需要，按照 WMO《公约》序言与第 2 条以及战略计划中的“大主题”相关活
动建立技术委员会。那些“大主题”是 WMO 主要计划的基础，技术委员会协助开展
工作并取得进展，秘书处对整个过程予以协调支持；
在所有会员能够参与并给予支持时，则需要举行政府间技术委员会届会，同时（非政
府）工作组（组成机构的子结构，包括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应当用于有限期限的具体
主题，并认识到，如需要，此类工作组的所有成员可从 WMO 外部挑选；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选举过程应考虑技术委员会履行战略职能所必需的领导力属性；
WMO 应继续邀请相关机构作为专家或观察员参与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
会届会；
监测与评估应根据大会要求加以改进，使之具有完整的周期以及明确的工作计划；

要求工作组：
(1)

继续审议 WMO 的治理工作，并向理事会下次届会提供进一步建议；

(2)

审议执行理事会席位数量及分配事宜，旨在保持效率和效力；

(3)

在本组织进行全面评审的情况下，审议区域协会当前和未来可能的构成及结构的有效性；

要求秘书长、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与理事会密切合作，继续改进 WMO 的过程和规范，以提高
效率和节约。

决定 85(EC-68)
筹备国际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社会经济效益大会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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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在 2007 年 WMO 在西班牙马德里组织召开“国际安全和可持续
的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会”10 年后，组织国际气象和水文部门社会经济
效益大会的决定和指导，2007 年的大会通过了马德里行动计划，制定了全面的战略，以加强气
象和水文服务的应用和效益；
同意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大会将召集政府政策制定者、政治领袖、包括社会科学的科学家、国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联合国伙伴、发展机构、经济学家、城市管理机构、私营部门投资者和用户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探讨如何扩大天气、气候和水文知识方面的投资和创新，以解决当前的风
险，为长期计划和投资提供依据；
进一步同意会议的标题是：“投资今天，创造我们憧憬的未来：利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效益”；
考虑到会议的目的是：
(1)

审查马德里大会（2007）的成果，以及实施马德里行动计划的经验教训和执行情况；

(2)

增进我们对天气和气候服务如何助力国家应对当今最迫切需求的了解；

(3)

建立共同的未来道路愿景，以提供高质量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响应各国目前最重要的需
求；

(4)

确定投资重点；

(5)

建立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发展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认同 WMO 将该大会举办成为实质性的、有重点的、具时间成本效益的、注重结果的大会的方法；
同意大会的目的和目标，以及本决定的附录 1 和 2 中秘书长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注意到会议地点尚未确定，并鼓励会员在关于日期的最终决定达成后考虑在 2017 年年底或
2018 年举办会议；
进一步注意到将建立国际指导委员会，包括以下关键利益相关方：会员、关键伙伴、相关技术委
员会代表，由秘书处成立内部协调委员会进行支持，以协助会议筹备；
重申大会呼吁会员和伙伴组织自愿出资，支持举办该会议；
要求秘书长继续筹集资源，以建立一个国际指导委员会并支持其工作，并就筹备会议的进展向执
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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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85(EC-68)的附录 2
大会筹备路线图
(1)

建立内部协调委员会，以支持国际指导委员会（ISC），并与所有的组织方协调，包括确
定目标听众、人员数量和组成、地点、议程、日期、规模和所需资源（ 2016 年 3 月）；

(2)

第一次公告信，包括秘书长向会员常任代表、伙伴机构和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概念
说明（2016 年 6 月）；

(3)

制定筹资和宣传计划（2016 年 6 月）；

(4)

建立主要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国际指导委员会，指导会议筹备（2016 年 9 月）；

(5)

制定会议议程，开始评估/电子论坛，以确定各分会的实质性内容（2016 年 9 月）；

(6)

2007 年马德里会议和行动计划的成果评估（2016 年 9 月至 11 月）；

(7)

引入联合国系统、发展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科研界和 NGO 的合作伙伴，参与组织会
议并确保其成果将转化为可执行的行动（2016 年 10 月及以后）。

决定 86(EC-68)
WMO 参与国际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大会的组织工作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10（Cg-17） –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 WMO 参与国际多灾种
早期预警系统网络，要求执行理事会指导 WMO 对国际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网络（下称“国际网
络”）水文气象方面的贡献，
还回顾到作为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的后续行动，计划启动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大
会（下称“国际大会”），这是“国际网络”的一项主要初始活动；
进一步回顾到“国际网络”作为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将促进分享有关加强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MHEWS）专业知识和有效做法，作为减少灾害风险、气候变化适应和抗御力建设国家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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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自 2006 年上一次国际早期预警大会（EWC-3）以来早期预警系统（EWS）取得了巨大
的进展，此次大会的一项后续行动将是及时审议灾害对社会经济日益增长的影响；
确认 2015 年 11 月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减少灾害风险联络员会议提议 WMO 加大
重视 MHEWS，而 MHEWS 的重点是本地社区并向处于最暴露的人群传达情况；
进一步确认 2016 年 4 月召开的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第一次届会注意到会员正在受到
更多灾害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过去不常有的，因此需要协助以有效地应对这些灾害，工作组建议：
(1)

至少应邀请一个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的会员出席此国际大会；

(2)

应邀请媒体；

(3)

会员在各自组织中宣传此次大会；

强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 EWS/MHEWS 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大多数灾害是由水文气象灾害引发
的，而为了开发多种和分层级灾害端对端、以用户为导向以及基于影响的早期预警系统，机构的
承诺和有效协调是关键，此外还需要政治层面充分认识 MHEWS 的重要性；开展此项工作需要与
其他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开展合作，由于 MHEWS 的本质，应将并不属于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职责的灾害列入；
进一步强调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应继续在支持决策权威部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采用更为全面的
方法来提供早期预警，提供专业建议以全面管理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和风险。
已考虑到在 EWS 方面仍然存在显著差距，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
中国家，而有必要针对很多部门的用户需求，在各个层面上加强 MHEWS 并且采用全面和综合的
方法，
已审查了“国际大会”规划的概念说明，包括目的和目标，详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r/documents/IN-MHEWS/IN-MHEWS.html，
同意：
(1)

鉴于近几十年来水文气象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不断提高而对于 EWS 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迫切需要通过 MHEWS 采取积极的行动；

(2)

国际和区域组织、世界不同地区重点国家机构的专家以及不同用户群体代表的参与将促
进全面讨论所需的不同战略和行动，从而促进和加强 MHEWS，以支持仙台框架的实施，
这将给那些其 MHEWS 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会员带来巨大利益；

(3)

大会应强调各项拟议的战略和行动，还将提出一套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建议，尤其是
政府主管部门，以加强 MHEWS；

注意到已经建立此次大会的内部（WMO 秘书处内）和外部协调委员会（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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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在 2015 年 12 月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启动了气候风险和早期预警系统倡议活动，
而且此机制可能为规划的“国际大会”提供支持；
认同 WMO 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于 2017 年初共同组织并启动“国际大会”的建议，并
与合作伙伴和其他国际机构及利益相关方开展协作，他们都已承诺在“国际网络”框架内共同努
力；
邀请秘书长、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会员在其减少灾害风险利益相关方、合作伙伴和研究网络
中推广“国际大会”；
邀请会员：
(1)

派遣官员和专家参加此次大会，他们将成为大会的最大受益者，以便随后协助他们的
MHEWS；

(2)

提供自愿财务援助，以便尽可能让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会员从此次活动中受益，特别是
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WMO 会员岛屿领土的会员；

要求秘书长继续调集资源，以支持国际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并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报告
大会的结果。

决定 87(EC-68)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偿付临时计划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73 (Cg-17) – 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负债的偿付计划；
认识到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WMO 在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方面的负债达到了 5850 万
瑞士法郎，而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结束日期的五年期的负债增加了 57%，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资助 ASHI 而设立的储备金的余额为 230 万瑞士法郎，为截止该日期负债的 5%；
进一步认识到因为偿付 ASHI 负债的问题涉及整个联合国系统，为此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金缺口为 134 亿美元（为该系统负债的 83%），联合国大会已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从全系统协
调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为此建立了一个联合国全系统偿付 ASHI 负债工作组，其已完成了第一阶
段的工作；
注意到该工作组的职责包括决议 73（Cg-17）中规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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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要求秘书长：
（1） 应决议 73（Cg-17）的要求，通过 2016 - 2017 年与会员及其他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组
织积极合作，无论联合国大会就此事做出决定的时间点如何，确定可用以短期涵盖 ASHI
成本的具体措施，以期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提交可选方案；
（2） 通过展示 ASHI 每年开支的长期趋势，分析当前 ASHI 计划的长期可行性，以及 ASHI 的负
债余额；
向大会建议秘书长利用可能使用的资金，而不增加会员的会费，如财期期末的盈余或其他合适的
来源；
决定 WMO 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单独行动，但应与工作组协调开展工作；
进一步决定在联合国全系统方法商定实施之前，WMO 必须继续采用随收随付的方式来资助
ASHI，并注意到用于偿付 ASHI 费用的储备金结余在过去两年中一直保持稳定，并足以支付这
两年的费用。

决定 88(EC-68)
修订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联合国大会决议 70/244-联合国共同系统：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铭记《工作人员条例》第 12.3 条，
注意到秘书长对《工作人员细则》做出的修订；
还注意到秘书长有意更改 2014 年 1 月 1 日前聘任的工作人员的规定离职年龄；
要求秘书长将对《工作人员条例》第 9.5 款的修订提交下一届执行理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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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89(EC-68)
修订不定级官员的工资和应计养恤金薪金

执行理事会，
忆及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授权它，如果在第十七财期内联合国同等职员的工资增加，在必
要情况下对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作出调整；
考虑到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和万国邮政联盟（UPU）)正在调整其不定级
官员的工资，
注意到没有调整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决定批准 WMO 不定级官员的净基本工资的年度标准，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标准如
下：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现有规定

新规定

有被赡养人的净工资
166，846 美元
153，150 美元
140，699 美元

168，648 美元
154，804 美元
142，218 美元

要求秘书长按照本决定的要求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注意到该标准采用了减少岗位调整乘数点和增
加基本工资这一标准合并程序，即在无损益基础上，增加了 1.08 个百分点。

决定 90（EC-68）
批准专业类及以上工作人员的任命、晋升、提名、转岗和延期

执行理事会，
忆及 WMO《公约》第 21 条第 2 款和工作人员条例第 4.1 和 9.5 条；
确认自其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秘书长所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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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秘书长提供的背景信息；
批准秘书长关于自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对专业类及以上工作人员的所有任命、晋升、提名、转岗
和延期所做出的决定（见本决定的附录 1、2 和 3）。

决定 90 的附录 1
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通过竞聘任命的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协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生效日期

S. RODRIGUEZ ROMAN 女
士（西班牙）

六区协

资源管理司项目官员（文件和记录
管理官员）（P.3）

2015 年 7 月 1 日

A. HAINSWORTH 先生

五区协

天气和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司减少灾
害风险服务处处长（P.5）

2015 年 7 月 13 日

四区协

科学研究司大气环境研究处科学官
员（P.4）

2015 年 7 月 24 日

四区协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办公室气候与健
康联合办公室项目官员（P.4）

2015 年 8 月 1 日

四区协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助理翻译/
编辑（基础语言英语）（P.2）

2015 年 8 月 1 日

四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筹资与发展伙伴
关系办公室项目官员（P.3）

2015 年 9 月 15 日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非洲和最不发达
国家办事处计划主管（P.4）

2015 年 10 月 1 日

六区协

气候和水司司长（D.2）

2015 年 10 月 12 日

（澳大利亚）
S. CAROU 女士
（加拿大）
M. SHUMAKE 女士
（美国）
J. STANSFIELD 女士
（美国）
V. GRASSO 女士
（美国）
E. AFIESIMAMA 先生
（尼日利亚）
J. CULLMANN 先生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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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区协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生效日期

L. VALCARCE GUTIERREZ
女士（西班牙）

六区协

办公厅和对外关系司公共信息产品
和网站管理处 CMS 项目官员
（P.2）

2015 年 11 月 1 日

J. WILSON 女士

四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非洲气象部长级
会议 AMCOMET 计划主管（P.4）

2015 年 12 月 1 日

六区协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翻译/编
辑（P.3）

2015 年 12 月 7 日

六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秘书处陆地气候观测专家组科学
官员（P.4）

2016 年 1 月 1 日

六区协

天气和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司热带气
旋计划处科学官员（P.4）

2016 年 1 月 1 日

五区协

天气和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司海洋气
象和海洋事务处科学官员（P.4）

2016 年 1 月 4 日

四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秘书处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科学
官员（P.4）

2016 年 2 月 22 日

（美国）
O. KRYLOVA 女士
（俄罗斯）
H. EGGLESTON 先生
（英国）
A. C. FONTAN 女士
（法国）
S. GRIMES 女士
（澳大利亚）
C. TASSONE 女士
（美国）
A. SAYIN 先生（土耳其）

六区协

气候和水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水文
预报和水资源处科学官员（P.3）

2016 年 4 月 1 日

Y. KHAN 先生（澳大利
亚）

五区协

资源管理司采购，合同管理和旅行
服务处主管（P.5）

2016 年 5 月 7 日

C. NOVENARIO 女士（菲
律宾）

五区协

气候和水司助理宣传官（P.2）

2016 年 5 月 15 日

M. CHAPONDA 先生（英
国）

六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亚洲和西南太平
洋区域办公室项目官员（P.3）

2016 年 5 月 23 日

D. BEROD 先生（瑞士）

六区协

气候和水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水文
基本系统处主管（P.5）

2016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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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WMO 区协

生效日期

G. BROCK 先生（英国）

六区协

天气和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司航空气
象处科学官员（P.4）

2016 年 6 月 27 日

A. MOKSSIT 先生（摩洛
哥）

一区协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
秘书（D.2）

2016 年 7 月 1 日

E. DE CONING 女士（南
非）

一区协

研究司大气研究环境分司世界天气
研究处科学官员（P.4）

2016 年 7 月 11 日

T. KURINO 先生（日本）

二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空间计划办公室
空基观测处主管（P.5）

2016 年 7 月 18 日

E. ALLIS 女士（美国）

四区协

气候和水司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资深
计划经理（P.5）

2016 年 10 月 1 日

五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亚洲和西南太平
洋区域办公室借调专家（P.2）

2016 年 4 月 5 日

借调专家
S. KUSUMANINGTYAS 女士
（印度尼西亚）

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不通过竞聘获得任命的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协

C. GALLAGE DONA 女士

四区协

（加拿大）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天气和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司海洋气象
和海洋事务处 JCOMM OPS 技术协调员
（P.2）
（根据资金安排，从 UNESCO 借调）
岗位设在布雷斯特

生效日期
2016 年 3 月 7 日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54

初级专业官员任命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协
六区协

M. POISSONNIER‐
LESCURAS 女士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生效日期

气候和水司水文预报和水资源处初级
专业官员（P.2）

2015 年 10 月 1 日

（法国）
J. KELLER 女士（德国）

六区协

研究司大气研究和环境分司世界天气
研究处初级专业官员（P.2）

2016 年 6 月 1 日

V. AICH 先生（德国）

六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秘书处初级专业官员（P.2）

2016 年 10 月 1 日

决定 90（EC-68）附录 2
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晋升、提名和转岗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A. ALEXIEVA 女士

WMO 区协
六区协

（保加利亚）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战略规划办公室监
督和评估官员（P.3）

生效日期
2015 年 5 月 18 日

（岗位重新定级后从 P.2 晋升）
K. HILL 女士

五区协

（澳大利亚）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秘书处计划官员–OOPC（P.4）

2015 年 5 月 18 日

（岗位重新定级后从 P.3 晋升）
K. OSTROWSKA 女士

六区协

（波兰）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 ICT 项目经
理（P.3）

2015 年 5 月 18 日

（岗位重新定级后从 P.2 晋升）
T. AVELLAN 女士
（乌拉圭）

三区协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办公室项目官员
（P.4）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
晋升提名）

2015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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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S. SANDSTRÖM 女士

WMO 区协
六区协

（芬兰）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办公室项目官员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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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2015 年 10 月 12 日

（从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筹资与发展伙
伴关系办公室平级调动）

岗位设在内罗毕
E. CHARPENTIER 先生

六区协

（法国）

WMO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观测系统处
处长（P.5）

2015 年 12 月 1 日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
晋升提名）
N. BERGHI 女士（摩尔多
瓦）

六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欧洲区域办公室项
目官员（P.3）（随着该岗位从 P.2
重新定级而升职）

2015 年 12 月 14 日

M. JARDON 先生

六区协

资源管理司人力资源处助理人力资源
官员（P.2）

2015 年 12 月 15 日

（法国）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
晋升提名）
W. PERIGNON 先生

六区协

（法国）

资源管理司财务处助理薪资官员
（P.2）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
晋升提名）
B. EXTERKATE 女士

六区协

（荷兰）
K. AKANDE‐ALASOKA 先生

（罗马尼亚）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岗位重新定级后从 P.5 晋升）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公共信息官员
（P.3）（从沟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平
级调动）

2016 年 1 月 1 日

六区协

资源管理司助理流程管理官员
（P.2）（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
竞聘获得晋升提名）

2016 年 1 月 1 日

（尼日利亚）
C. GRIGORAS 女士

秘书长办公室法律顾问（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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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A. CHAMPAGNE‐FALL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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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区协
四区协

（加拿大）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助理行政官
员（P.2）

生效日期
2016 年 2 月 1 日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
晋升提名）
A. ROFES‐GONZALEZ 先生

四区协

（古巴）

资源管理司预算办公室预算分析师
（P.3）

2016 年 2 月 1 日

（从资源管理司信息技术和公共服务
处平级调动）
V. GRASSO 女士

四区协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办公室项目官员
（P.4）（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
竞聘获得晋升提名）

2016 年 3 月 1 日

R.K. KOLLI 先生（印度）

二区协

气候和水司气候预测和适应分司世界
气候应用和服务处主管（P.5）（在
职务空缺通知发布后通过竞争得到提
名）

2016 年 6 月 1 日

G. BRAATHEN 先生（挪
威）

六区协

研究司大气研究和环境分司大气环境
研究处科学官员（P.4）（在职务空
缺通知发布后通过竞争得到提名）

2016 年 6 月 1 日

M. RABIOLO 先生（阿根
廷）

三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美洲区域办公室司
长（D.1）（在职务空缺通知发布后
通过竞争得到提名）

2016 年 7 月 1 日

R. MASTERS 先生（美
国）

四区协

秘书长办公室办公厅和外部关系司长
（D.2）（在职务空缺通知发布后通
过竞争得到提名）

2016 年 8 月 1 日

Y. ADEBAYO 先生（尼日
利亚）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教育和培训办公室
司长（D.1）（在职务空缺通知发布
后通过竞争得到提名）

2016 年 8 月 1 日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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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90（EC-68）的附录 3
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延期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M. ONDRAS 先生

WMO 区协

WMO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观测系统处
处长（P.5）

延长 4 个月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六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空间计划办公室
空基观测系统处处长（P.5）

延长 1 个月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六区协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文件和出
版物管理主管（P.5）

延长 17 个月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五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教育和培训办公
室主任（D.1）

延长 2 个月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

六区协

办公厅和外部关系司司长（D.2）

再延长 7 个月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

四区协

科学研究司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
规划办公室主任（D.2）

延长 24 个月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法国）
A. KORETSKI 先生
（俄罗斯）
J. WILSON 先生
（澳大利亚）
C. BLONDIN 先生
（法国）
D. CARLSON 先生
（美国）

生效日期

六区协

（斯洛伐克）
J. LAFEUILLE 先生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决定 91（EC-68）
任命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WMO《公约》第 21 条第 2 款以及第九次大会（第九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615)总摘要第 10.1.15 段）和第十次大会（第十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681)总摘要第 9.4.9 段）分别建立的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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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并审议了秘书长拟委任的担任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职位人员的姓名和资历；
批准秘书长的提议，任命 E. Manaenkova 女士担任副秘书长并任命张文建先生担任助理秘书长。

决定 92(EC-68)
第六十一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及其他奖项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国际气象组织（IMO）奖评选委员会的建议，
授予曾庆存教授（中国）第六十一届 IMO 奖；
邀请曾庆存教授（中国）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上做科学讲座；
审议了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评选委员会的建议；
授予 María Eugenia Dillon 博士（阿根廷）2016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其论文题为
《WRF-LETKF 资料同化系统在南美洲南部的应用：对模式物理学的敏感性》（天气和预报 31
（1）：217-236，2016）；
审议了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评选委员会的建议，
授予 R.J. Dirksen，M. Sommer，F.J. Immler（德国）、D.F. Hurst（美国）、R. Kivi
（芬兰）和 H. Vömel （德国）第二十五届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其论文题为《基准质量
高空测量结果：维萨拉 RS92 无线电探空仪的 GRUAN 资料加工》大气测量技术 7：446344902014）。
授予 Amudha Bakthavathsalu（印度）和 Rabia Merrouchi（摩洛哥）第六届发展中国家开
发和实施仪器和观测方法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其论文题目为《危险和过时仪器替代方案的调查：
评估调查问卷并就替代方案提出建议》（WMO，IOM 报告 No.1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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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93(EC-68)
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改进标准制定的审议意见，其中要求采取一致行动，改进本组
织颁布的《技术规则》的质量，作为加强全组织合规文化的先决条件；
确认秘书长通过 2015 年 11 月组织了一次编写和颁发《WMO 技术规则》的培训研讨会采取的
措施，会上对所有相关的 WMO 规范性出版物进行了审查并提供了更新与改进的成果和建议；
考虑了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16 年 1 月）关于拟议的改进《WMO 技术规则》质量的一致行
动的成果，作为会员加强合规的前提条件；
认同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见本决定的附录 1 和 2；
通过了针对 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路线图的时间表；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根据其具体的职责，将审议和更新《WMO 技术规则》相关部分的工作做为其
工作计划的优先重点；
要求各区域协会根据路线图的规定，支持合规监测活动并收集其会员的反馈；
要求秘书长根据路线图的规定，设立秘书处的必要支持流程和机制；
提请会员积极参与审议《技术规则》修订草案的协商过程并继续为翻译和编辑规章性出版物提供
支持；
敦促会员在不符合 WMO 标准规范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不合规，采用 WMO 总则中要求通知
秘书长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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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93(EC-68)的附录 1
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

1.

目标和范围

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框架（以下简称为路线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促进
1.1
编写一套完整更新和一致的 WMO 法规出版物，供 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第十八次世
界气象大会）审议。相关出版物的列表（技术规则各卷、附录（手册）和相关指南）在附录 2 中
提供。
1.2
该路线图旨在加强 WMO 作为一个规范性组织的作用 — 即颁布气象学、气候学和水
文学领域国际标准规章框架和推荐规范的组织。
1.3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改进本组织颁布的《技术规则》的质量，作为加强全组织
合规文化的先决条件，其中重申会员承诺在其业务运行中实施商定的国际标准和推荐的规范，从
而确保全球统一性和互可操作性。
2.

时间表

2.1
订。

第十七财期期间应持续开展对现有 WMO 规章出版物的审查，并进行必要的更新和修

2.2
新版本的《WMO 技术规则》第一卷，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WMO-No.49，
2019 年版），其中对大纲和内容进行了修订，应提交给 2019 年的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供
其批准。到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时，应对所有相关的规章出版物（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2）进行
审查和更新。
3.

行动和职责

3.1
技术委员会应审查和更新与其相关的《技术规则》部分以及相关的指导材料（参见本
决定的附录 2）。应特别注意以明确和简单的方式制定技术规定，以促进会员的实施。
3.2
所有技术委员会的管理机构应将这个任务纳入其各自的工作计划并与本财务期间
（2016-2019 年）各自规划的届会进行同步。规划中应包括针对与外部机构联合编写的《WMO
技术规则》部分，与相关的伙伴组织（ICAO、IOC、IMO、ISO 等）进行协调。
3.3
WMO 秘书处应通过适当的协调机制对拟议的修订和更新草案进行必要的编辑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应按照已确定的编写和颁布法规材料的指导意见，采取专门的措施以确保草案材
料的一致性以及官方语言版本的对等性。
4.

旨在加强合规文化的进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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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应进一步制定系统性监测会员合规程度的有效机制和方法，而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
和秘书处应在其中发挥明确的作用。应利用 PRA/PTC 协调机制，通过协调的纠正行动来解决非
合规和重大缺陷的情况。
4.2
会员应该能够更好地认可各国政府在将《WMO 技术规则》纳入国家国家规范性文书
中的作用。应在区域协会的协助下，收集会员关于“好”和“坏”做法的反馈以及关于《技术规则》
对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履行其职责的相关性和有效性的反馈。
4.3
本财期期间应寻求优化编写和维护《WMO 技术规则》的过程，主要通过包括计划向
内容管理系统（CMS）过渡的创新，这将便于会员获取和使用规章材料。

决定 93(EC-68)的附录 2
规章出版物的审查和更新时间表

技术规则各卷

49，
卷I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

x

49，
卷 II

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

x

x

x

x

x

x

x

x

ETR/P

JCOMM

CIMO

CHy

CCl

CBS

CAS

标题

CAgM

WMO
‐No.

主要负责机构
CAeM

类型

出版物

x

最新
版本/
更新

下一
版本/
更新

备注

2015
年

2016
年
/2019
年由
第十
八次
世界
气象
大会
更新

2015 年版引入了一
部分新结构；2019
年版 ‐ 完成了新结构

2013
年

2016/
2018

ICAO 修改周期由 3
年改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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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I 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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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卷 III

水文学

49，
卷 IV

质量管理

407，
附录
1

国际云图； 第一卷 – 云和
其它流星观测手册（部分）

306，
附录
2

电码手册，第一卷.1(A 部分
–阿尔法数字电码)；第一
卷.2 (B 部分–二进制电码，
C 部分–二进制和阿尔法数
字电码的共同特征))

306，
附录
2

电码手册，第一卷.3(D 部分
–源自资料模式的表示)

386，
附录
3

485，
附录
4

全球通信系统手册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
册，第一卷

2006
年

x

2017
年由
执行
理事
会第
六十
九次
届会
更新

将停止使用；由第一
卷中的一个章节替代

2011
年

x

将由 2016 年 12 月
CHy‐15 审议

1976
年

2016
年

正在编制新版本，将
由 EC‐68 审议

x

2011
年
/2015
年

每年
更新

CBS‐16 就出版物详细
技术规范的未来形式
做出了决定

x

2015
年

每年
更新

x

2015
年

2017
年由
执行
理事
会第
六十
九次
届会
更新

需要规划未来与附录
7 合并（WIS）

x

2010
年
/2015
年

2017
年

正在编制新版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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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附录
5

558，
附录
6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第一卷

263

x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一卷

1060，
附录
7

WMO 信息服务手册

1083

气象和水文教育培训标准实
施手册

1160，
附录
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
册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100

气候学规范指南

x

x

x

x

x

x

x

指南

8

x

x

x

2015
年

2017
年

2012
年

2017
年由
执行
理事
会第
六十
九次
届会
更新

2015
年

2017
由执
行理
事会
第六
十九
次届
会更
新

2012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14
年版
于
2016
年更
新

2011
年

2018
年

需要规划未来与附录
9 合并(WIGOS)

要转变成一个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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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农业气象规范指南（GAMP）

168

水文规范指南，第一卷；水
文学 ‐ 从测量到水文信息；
第二卷 管理水资源和应用
水文规范

305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指南
(GDPS)

471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2010
年
/2012
年

x

2018
年

2008
年
2009
年

x

1993
年

x

x

2001
年

2017
年

2017
年

488

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x

2010
年
/2013
年

1061

WMO 信息系统指南

x

2014
年

636

资料处理中心自动化指南

x

1998
年

702

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

731

航空气象服务气象观测和信
息分布系统指南

x

2014
年

2017
年

732

航空服务气象人员规范指南

x

2003
年

2017
年

904

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指南

x

2007
年

2017
年

x

2011
年
/2014
年

2017
年

1001

国际航空气象服务提供质量
管理体系指南

x

1998
年

JCOMM‐5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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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781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

788

WWW 资料管理指南

x

1993
年

834

公共天气服务规范指南

x

1999
年

1076

风暴潮预报指南

680

质量监测手册（业务水文报
告 ‐ OHR）

x

1988
年

948

泥沙管理与测量手册
（OHR）

x

2003
年

1044

流量测量手册（OHR）

x

2010
年

x

x

x

JCOMM‐5 后

2017
年

2011
年

决定 94(EC-68)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执行理事会，
指定代理成员 Silvio CAU 上校（意大利）替换 Leonardo MUSMANNO 上校博士（意大利）、
Toshihiko HASHIDA 博士（日本）替换 Noritake NISHIDE 先生（日本）、Sue L.
BARRELL 博士（澳大利亚）替换 Robert Vertessy 博士（澳大利亚）以及 Albert A.E.
MARTIS 博士(库拉索和圣马丁)替换 Juan Manuel Caballero GONZÁLEZ 先生(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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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95（EC-68）
审查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附属机构和其它机构

执行理事会，
决定对其工作组、专家组和委员会的组成做出以下替换和调整: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S. Barrell（女）（澳大利亚）替换 R. Vertessy（澳大利亚）（联合组长）
U.K. Korsholm（丹麦）替换 K. Krogh Andersen（女）（丹麦）
C. Scott（美国）替换 A. Devaris（女）（美国）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专家组
A.Martis（库拉索和圣马丁）替换 J.Caballero Gonzalez（墨西哥）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T. Hashida（日本）替换 N. Nishide（日本）
S. Barrell（女）替换 R. Vertessy
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
S. Cau（意大利）替换 L. Musmanno（意大利）
T. Hashida 替换 N. Nishide
R. Varley（英国）加入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资料政策和新兴问题任务组
S. Cau 替换 L. Musmanno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遴选委员会
A.Martis 替换 J. Caballero Gonza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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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遴选委员会
S. Cau 替换 L. Musmanno
IMO 奖遴选委员会
G. Adrian（德国）(主席)
郑国光（中国）替换 A.D. Moura（巴西）

决定 96(EC-68)
科学讲座的出版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其第六十七次届会将第六十届国际气象组织（IMO）奖授予 Julia Mary Slingo 女爵士教授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并邀请她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上做科学讲座；
感谢 Slingo 教授做题为“气候科学发展之我见”的讲座；
要求秘书长：
（1）做好出版该讲座的安排；
（2）对 IMO 奖获得者演讲编目做出安排。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68

附件 4：与会人员名单（仅以英文提供）
1.

2.

Officers of the session
David GRIMES

President

Mieczyslaw OSTOJSKI

Second Vice‐President

Abdalah MOKSSIT

Third Vice‐President

Ex officio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mos MAKARAU
Abdulla Mohammed AL MANNAI
Julian BAEZ BENITEZ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Andi Eka SAKYA
Ivan CACIC

3.

President of RA I
Acting president of RA II
President of RA III
President of RA IV
President of RA V
President of RA VI

Electe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Gerhard ADRIAN
Anthony ANUFOROM
Mamadou Lamine BAH
Sue BARRELL (Ms)
Silvio CAU
Alexander FROLOV
Laura FURGIONE (Ms)
Ayman Salem GHULAM
Ismail GUNES
Agnes KIJAZI (Ms)
Yunhwa KO
Daouda KONATE
Ravind KUMAR
Jean‐Marc LACAVE
Miguel Angel LOPEZ GONZALEZ
Linda MAKULENI (Ms)
Albert MARTIS
Guillermo NAVARRO
Richard PHILIPPE
Laxman Singh RATHORE
Andrea Celeste SAULO (Ms)
Tyrone SUTHERLAND
Fetene TESHOME
Robert VARLEY
Chin Ling WONG (Ms)
Guoguang ZHENG

Member
Member
Member
Acting member
Acting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Acting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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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Gerhard ADRIAN
Axel THOMALLA
Ingeborg DETTBARN (Ms)
Jochen DIBBERN
Wolfgang GRABS
Michael ROHN
Claudia RUBART (Ms)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bdulla Mohammed AL MANNAI
Salem AL‐HARMI
Monikumar RAMAKRISHNAN

Adviser
Adviser

Anthony ANUFOROM
Ifeanyi NNODU

Adviser

Sue BARRELL (Ms)
Jon GILL
Greer ALBLAS (Ms)
Russell STRINGER
Rob WEBB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Ivan CACIC
Arni SNORRASON

Adviser

Silvio CAU
Umberto DOSSELLI
Leone MICHAUD
Giancarlo PEDRINI

Alternate
Alternate
Adviser

Alexander FROLOV
Alexander NURULLAEV
Vladimir KATTSOV
Marina PETROVA (Ms)
Eduard SARUKHANYAN
Dmitry ZAITSEV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Laura FURGIONE (Ms)
Manson BROWN
Courtney DRAGGON (Ms)

Alternat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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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n CLAYTON
Caroline CORVINGTON (Ms)
Jason GEER
Mary GLACKIN (Ms)
Adriana GONZALEZ (Ms)
Richard JEFFRIES
David KENNY
Mary Ann KUTNY (Ms)
Robert MASON
Daniel MULLER
Mark PAESE
James PERONTO
Scott RAYDER
Robert RUTLEDG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Ismail GÜNES
Ercan BUYUKBAS
Nur SOGUTCUKLU (Ms)

Alternate
Adviser

Ayman Salem GHULAM
Mohammed BABIDHAN

Alternate

David GRIMES
Michael CROWE
Heather AUCOIN (Ms)
Dilhari FERNANDO (Ms)
Michel JEAN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Toshihiko HASHIDA
Hiroshi KOIDE
Yasuo SEKITA
Jitsuko HASEGAWA (Ms)
Haruka KITAHATA (Ms)
Toshiyuki KURINO
Atsushi MINAMI
Hiroyuki SUMINO
Yoshiro TANAKA

Alternate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gnes KIJAZI (Ms)
Wilbert Timiza MURUKE

Alternate

附件 4：与会人员名单

271

Yunhwa KO
Ihncheol SEONG
Seonghoon CHEONG
Kwanyoung CHUNG
Jengeun LEE (Ms)
Seungkyun PARK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KUMAR Ravind
Misaeli FUNAKI

Alternate

Jean‐Marc LACAVE
Quoc Phi DUONG
Bernard STRAUSS
Patrick BENICHOU

Alternate
Alternate
Adviser

Miguel Angel LOPEZ GONZALEZ
Carmen RUS JIMENEZ (Ms)
Julio GONZALEZ BRENA
Jose Pablo ORTIZ‐DE‐GALISTEO M.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Linda MAKULENI (Ms)
Mark MAJODINA
Francis MOSETLHO

Alternate
Adviser

Antonio Divino MOURA
Emma Giada MATSCHINSKE (Ms)

Alternate

Mieczyslaw OSTOJSKI
Janusz FILIPIAK
Edyta WOZNIAK‐DUDZINSKA (Ms)

Alternate
Adviser

Richard PHILIPPE
Mfendoun Moussa FOUPOUAPOPOUO N. Adviser
Laxman Singh RATHORE
Ramesh KANDURI JAYARAM
Ajit KUMAR
Vishnu REDDY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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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 Eka SAKYA
Ravind KUMAR
Widada SULISTYA
Riris ADRIYANTO
Murni Kemala DEWI (Ms)
Anni Arumsari FITRIANY (Ms)
Guswanto GUSWANTO
Helminah HERAWATI (Ms)
Nelly Florida RIAMA (Ms)
Bagus Rachmat RIEVAN
Ardhasena SOPAHELUWAKAN

Alternate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Tyrone SUTHERLAND
David FARRELL
Glendell DE SOUZA
John TIBBETTS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Fetene TESHOME
Ahmedin Abdulkerim YOUSUF
Henock Hailu MISGANAW

Alternate
Adviser

Robert VARLEY
Jane WARDLE (Ms)
Paul DAVIES
Claudia KELLER (Ms)
Ian LISK
Fiona TOVEY (Ms)
Bruce TRUSCOTT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Guoguang ZHENG
Xiaonong SHEN
Baogui BI
Wenbin MA (Ms)
Ling SHI (Ms)
Lianchun SONG
Xianghua XU
Jun YANG
Hui YI (Ms)
Zuqiang ZHANG
Heng ZHOU
Xudong ZHUANG
5.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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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rick BRANSKI
Bertrand CALPINI
Øystein HOV
Byong‐Lyol LEE
Harry LINS
Thomas PETERSON
Chi Ming SHUN
Johan STANDER

6.

Commission for Basic Systems (CBS)
Commission fo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CIMO)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CAS)
Commission for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CAgM)
Commission for Hydrology (CHy)
Commission for Climatology (CCl)
Commission for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CAeM)
Joint WMO/IOC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Meteorology (JCOMM)

Regional Hydrological Advisers
John FENWICK
Dora GONIADZKI (Ms)
Sung KIM
Eduardo PLANOS GUTIÉRREZ
Ashraf ZAKE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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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Representatives of WMO Members
Algeria
Said MEZIANE

Observer

Belarus
Irina DIVAKOVA (Ms)
Maria GERMENCHUK (Ms)

Observer
Observer

Bhutan
Tandin DORJI

Observer

Brazil
Janaina LOURENCATO (Ms)

Observer

Colombia
Carlos Alfredo CARRETERO SOCHA

Observer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74

Congo
Paul DINGA
Alphonse KANGA

Observer
Observer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ean‐Pierre MPUNDU ELONGA

Observer

Egypt
Ahmed ABD‐ELAAL
Nadia HASSAN (Ms)
Ahmed SAAD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Finland
Juhani DAMSKI
Maria HURTOLA (Ms)

Observer
Observer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Alireza JEYRANI
Davood PARHIZKAR

Observer
Observer

Kenya
James KONGOTI
Peter MASIKA
Sospeter MUIRURI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Madagascar
Nambinina Claudia RAKOTONDRAHANTA (Ms)

Observer

Solofo A. RAZAFITRIMO

Observer

Mali
Sidi M. Y. SIDIBE

Observer

Mexico
Raul VARGAS JUAREZ

Observer

Mozambique
Jaime Valente CHISSANO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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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er
Moussa LABO

Observer

Poland
Dariusz KARNOWSKI

Observer

Switzerland
Peter BINDER
Alex RUBLI
Patrick SIEBER
Stefan SIGRIST
Gerhard ULMANN
Saphira VON MOOS (Ms)
Pio WENNUBST
8.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Invited experts
Manuela Catalina BRUNET (Ms)
Philip Lawrence DECOLA
Charles FIERZ
Kjell FORSEN
David KENNY
Jeffrey KEY
Conrad C. LAUTENBACHER
Hoesung LEE
Stefan REIMANN
Andrew ROBERTSON
Rafael TERRA
Alan J. THORPE

9.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bodies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Florence RABIER (Ms)

Observer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Paul COUNET
Alain RATIER
Anne TAUBE (Ms)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Yannick COUMARIN
Silvano SOFIA

Observer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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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GEO)
Patricia GEDDES (Ms)
André OBREGON
Osamu OCHIAI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y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Brian DAY
Alan DECIANTIS
Kjell FORSEN
Klaus HIRZEL
Denis KISELEV
Aki LILJA
Ashish RAVAL
Martin STUEMPFLE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Data Rescue Organization (IEDRO)
Richard CROUTHAMEL
Dona Kaye CUPPETT (Ms)

Observer
Observer

Indian Ocean Commission (IOC)
Jean‐Baptiste ROUTIER

Observer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
Albert Sok FISCHER
Peter PISSIERSSENS
Vladimir RYABININ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Alik ISMAIL‐ZADEH

Observer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Paolo TIZZANI

Observer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Mediterranean (PAM)
Gerhard PUTMAN CRAMER

Observer

Association of Privat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PRIMET)
Richard PETTIFER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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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Philip DROST

Observer

World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WFEO)
Jean‐Claude BADOUX

Observer

World Bank
Daniel KULL
David ROGERS

Observer
Observe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Gustavo Adolfo GUARIN DUQUE

Observer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世界气象组织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 P.O. Box 2300 – CH 1211 Geneva 2 – Switzerland

宣传及公共事务办公室
电话: +41 (0) 22 730 83 14/15 – 传真: +41 (0) 22 730 80 27
电子邮件: cpa@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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