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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从1970年到2012年，全球发生8835起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统称为水文
气象灾害），全球报告的死亡人数为194万人，经济损失达2.4万亿美元。在最近40年，
报告的水文气象灾害数量增加了近五倍，从1971–1980年的大约750起增加到2001–
2010年的大约3500起。1这40年的累计经济损失增加了五倍多，从每十年1560亿美元
增长到8640亿美元2。
虽然一系列气候和非气候因素（包括高风险区域的人口增长）造成的这一风险日益
加大，但早期预警系统和备灾方面的改进使之有可能限制水文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只有明智地利用持续完善的气象、水文、海洋、社会、行为及相关信息，才有可能减少
损失。随着预报和模拟能力的提高，有些决策者已不再局限于风险减缓，而是寻求更全
面的风险管理方法，包括适应预期的变化，以完全避免损害。此外，科学、技术和社会
的发展，例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已在天气、气候、水及相关信息服务的需求和提供方
面产生了持续、重大变革。广大民众和各类组织正在寻求获取这些服务，并将其用于决
策，显著提升公共和私人利益。
更大的及多样化的需求可为完善和拓展水文气象服务提供良好的机遇。然而，相
比制定和资助服务提供，在优先投资于基础设施、增进知识以及形成理解等方面会给
服务提供方带来新的挑战。更便捷获取日益增多的资料和信息量需要更高的可靠性、针
对性、易懂性以及决策支持服务，确保信息得到适当使用，并需要适当考虑内在的局限
性和不确定性。为了优化投资并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需要有更为严谨和全面的方法来
了解用户需求并评估有效基础设施的效益以及所提供水文气象和相关服务的效益。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中央政府和开发机构需要了解水文气象服务所带
来的社会经济效益（SEB）的全部价值，并要了解保持现代业务和服务提供所面临的财
务现实，以便能够筹措充足的资金并进行战略性投资，确保投资的显著效果。这对于发
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在这些国家，许多NMHS目前无法充分提供基本服务，无法帮助
拯救生命和支持经济发展。
1

世界气象组织、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和鲁汶天主教大学，2014年：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
亡率和经济损失图集（1970 –2012）（WMO-No.1123）。日内瓦，http://www.wmo.int/pages/prog/drr/
transfer/2014.06.12-WMO1123_ Atlas_120614.pdf.

2

未做通胀调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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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文气象、气候和经济界日益关注对水文气象服务的经济
评价。作为促进了解水文气象服务社会经济效益这一进程的一部分，2007年在马德里
举行了世界气象组织（WMO）高级别国际会议“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天气、气候和水
服务的经济效益”，会议达成一项声明和行动计划，提出全面的战略，用以促进、制定和
应用更好的方法来评价NMHS业务带来的效益。本出版物阐述了在此次会议期间以及
会议之后几年里对此出现的日益关注和需求。本出版物面向水文气象和社会经济研究
界及服务提供方，以及政府官员和国际开发机构的官员；但也同样会吸引普通公众去了
解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在其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世界银行集团目前的水文气象投资组合约为5亿美元，据其估计，全球改进天气、
气候和水观测和预报后可使全球生产率每年增加达300亿美元，而财产损失每年减少
20亿美元。3生产率的这种提升规模对于使生计面临气候冲击风险的全球数百万计人
口摆脱贫困至关重要。鉴于这些效益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减贫和共同富裕正促
使开发团体更全面地投资于水文气象服务现代化4，以及确保服务提供方与服务用户更
紧密的联系。
为本出版物而开展的针对所有以往和当前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的评审表明，对水文
气象服务进行相应有计划的投资，可带来的效益显著大于成本。虽然本出版物力图介绍
不同背景下目前现有的大量经验和专业知识，但这对于促进全球了解水文气象研究的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而言并非终点。实际上，随着我们努力履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气
候变化适应和降低灾害风险的全球承诺，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关注以及对水文气象服
务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关注将会持续增加。
此外，全 球气候 服务框 架（GFCS）是 2009年 在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提
出，2012年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一项联合国倡议，GFCS可促进用户更好地获取和使
用气候信息；鼓励全球免费和公开地交换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气候相关资料；以及促
进多学科伙伴关系。GFCS的实施可促进商品提供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卫生、能源、
灾害风险管理、水资源管理和城市环境等关键经济行业的效益。本出版物应当为实施
3

Hallegatte, S., 2012：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损失的成本效益方案：水文气象服务、早期预警和疏散。世界银行
政策学术论文第6058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4

Rogers, D.P. and V.V. Tsirkunov, 2013：天气和气候抗御力：通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进行有效备灾。发展方
向。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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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GFCS提供有力的分析支持，应提供一个更广的平台，让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可用来促进
水文气象服务。
我们希望本出版物能够有助于使社会经济效益更为显著，能够强化世界各NMHS
每日为社会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并能够有助于筹措和优化资金，确保NMHS更有
效地发挥其重要作用。

Jeremiah Lengoasa
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

James Close
世界银行集团气候变化政策
和金融集团主任

David Yoskowitz
美国商务部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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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已具备向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文信
息、预报的能力，以及在近期提供遥感资料和早期预警的能力。这些服务（本出
版物中统称为气象/水文服务）提升了陆地、海洋和空中交通运输的安全和效率，
帮助社会各界预防和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并促进完善了天气敏感型经济行业的决
策。互联网和电信的发展使人们和企业日益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气象/水文信息和产
品。
然而，由于NMHS力求保持并提高其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及覆盖率，因此，
在获取充足及持续的资金方面，它们面临着与其它公共机构类似的挑战。为了争
取及优化使用稀有的公共投资资源，NMHS要证明其服务的效益显著大于制作和
提供服务的成本。虽然目前没有关于气象/水文服务全球效益的单一明确的研究，
但是各项经济研究得出的效益成本
–
–
–

–

气象/水文服务的说明性经济评估

比率（BCR）都大于一（见文框）

可减少发展中国家灾害损失的NMHS各
项改进–BCR范围从4:1至36:1。
面向家庭评估的美国目前及改进的天气
预报–BCR至少为4:1。
可减少民生损失及援助依赖性的埃塞俄
比亚干旱早期预警系统-BCR范围从3:1
至6:1。
可促进农业决策的墨西哥五州地区的厄
尔尼诺早期预警系统–BCR范围从2:1至

。本出版物旨在帮助NMHS及其它
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方对经济评价
方法建立起基本的了解，以使它们
能够设计并委托开展研究。本出版
物还支持通过业务优化以及与决策
者、用户和公众沟通，将研究结果
用于改进服务提供。

创造价值：将服务制作和提供与重要成果挂钩

除非用户能够受益于以所提供信息为依据做出的决策，否则即使气象/水文服
务的质量再高，也不会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此外，根据天气和气候相关风险的
相对特性、用户数量和类型以及用户采取行动避免损害或增加经济成果的能力等
方面的不同，在两个国家所提供的同样质量的气象/水文服务，其效益也会有显著
的差异。
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的产生可被视为一个“价值链”，它将服务制作和提供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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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过程

天气
气候
水

服务制作

基本服务和专业服务

处理和资料管理

天气
气候
水

观测

模拟

预报

服务提供

和商业提供方

用户决策与行动

结果

研究和开发

价值
效益和成本

增值过程

户决策及决策带来的结果和价值相连接。下图所示（以及第2章所述）的价值链可
用于说明NMHS所提供的整套气象/水文服务的制作和提供或用于阐述单个新增服
务或现有服务。如何详细说明价值链取决于有待评价的气象/水文服务以及开展评
价研究的理由。
如第3章所述，评价研究旨在验证目前提供的单个或所有气象/水文服务、说
明对这些服务进行新投资的合理性，或证明气象/水文服务在农业、航空或能源等
关键行业中的价值。

对研究的规划
第4章探讨了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规划、委托和开展的过程。作者们假定
NMHS几乎都无法开展内部经济研究，因此设想要编写概念说明，为开展研究争
取资金、专家及获取必要信息和资料等资源。概念说明将介绍开展研究的理由、
有待评估的服务和用户团体、成本和时间范围、推荐的评价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
分发计划等。第4章还介绍了采购所需的详细工作范围内容，并用以指导此项研究
的筹备以及将研究成果向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分发等方面的工作。

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可支持投资决策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通常包括效益和成本分析以及利用净效
益（效益减去成本）或效益成本标准进行效益成本比较。下图介绍了开展社会经
济效益研究的10个步骤。
第5章到第8章为读者提供了涉及图中第3到第9步的必要经济学材料。对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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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懂经济学的读者而言，第5章介绍了一些对于了解第6、7和8章所述效益、成本和
效益-成本分析（BCA）等内容非常必要的定义和概念。
第6章概述了已用于评估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的各类方法。这些方法可专门针
对不同的用户和效益流（避免的成本或损害、提高的利润或增长的社会福利）。
有些方法，尤其是需要有更精确结果的方法，将涉及到大量的资料收集、用户偏
好调查以及服务费支付意愿（WTP）或经济模拟，而基准化分析法和效益转移等

S E B研究的步骤
SEB研究步骤1：建立基线
SEB研究步骤2：确定NMHS服务的变化
SEB研究步骤3：确定全部的效益和成本

SEB研究步骤4：筛选效益和成本并选择分析方法

分析效益和成本
SEB研究步骤5：尽可能地评估效益
和成本的货币价值

定性
SEB研究步骤6：定性描述那些定量
方法不适用或不可行的关键效益和成
本

SEB研究步骤 7：总结和比较所有效益和成本

SEB研究步骤8：列出所有遗漏、偏差和不确定性

SEB研究步骤9：开展关键变量值的敏感性分析

SEB研究步骤10：阐述结果并向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通报

包括利益攸关方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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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一些方法，其价格合理，可以使用。NMHS要与其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实施
方合作，选择最适合于有待评估的服务及用户类型的效益评估方法，同时要计及
资金和时限。
鉴于NMHS在编写预算方面的经验，因此，对第7章中关于成本的论述将更
为熟悉。然而，在将预算信息和支出（特别是资本投资）转换为可与效益进行对
比的经济成本方面，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此外，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还需要考虑用
户为了从气象/水文服务获益而所发生的成本。第8章阐述了可用于对比效益与成
本的标准和方法，并阐释了如何对这些价值进行折现及合计。第8章还就如何阐述
效益成本结果提供了某些指导，以证明对基本假设和不确定性的敏感性。
第9章涉及的重要主题包括通报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结果、受众的范围 以及
有待通过广播、电视、纸媒、互联网、SMS短信和公共会议提供的信息类型。通
报工作以及效益评估应列入气象/水文服务教育、宣传以及质量和接受度评审的持
续过程。同时还强调了可为优先化和业务规划提供依据的内部通报。
本出版物还有五个附录，包括气象/水文和经济术语表、全球气象/水文服务
发展的历史背景、这些服务效益估算的进展、用于评估气象/水文服务质量的非经
济社会科学方法调查，以及九个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摘要。
如结束章节所述，目前仍要开展大量工作，帮助NMHS及其它提供方为保持
和提高气象/水文服务的质量和覆盖率提出财务论据。第10章还强调指出开放资料
和开放获取方法可增加价值。在效益估算方法的应用、研究的区域覆盖（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以及针对关键经济行业的研究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距。作者们希
望本出版物能够促进了解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潜在价值并作为未来研究的促进因
素。

第1章

引言

1.1

气象、水文及相关服务

气象、水文及相关条件影响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大气以及下面的陆地和海洋
从数分钟和数小时到数十年和数百年时间尺度的变率会对普通公众及国家经济产
生重大影响(见图1.1)。5温度、降水和风等极端事件以及其它自然灾害影响着每
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行业。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在某个地方发生天气相关灾害的
新闻或关于人为气候变化预期影响的新信息。
气象、水文、海洋及相关信息的明智使用能够为社会带来巨大利益。可靠的天
气、气候和水信息可使个人、家庭、组织、企业和政府做出决策，减少自然灾害
的影响、提升日常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应对公共卫生
和减轻贫困的挑战、促进生产力、加强国家经济、保护环境以及为未来小时到世
纪时间尺度的规划奠定更牢固的基础。

100年

气候预测和预估

气候
变化

10年

厄尔尼诺

1年

事件的特征寿命

季节到年际气候预测
季风

1个月

中纬度天气系统
1天

热带气旋
冷锋

1小时

雷暴
龙卷风

1分钟

天气预报

10 m

100 m

1

10

100

1 000

10 000

事件的特征尺度（公里）

图1.1. 天气和气候的时间和空间尺度
来源：世界银行(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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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内容可参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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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下半叶，天气和气候信息的数量、质量和可获性出现创新和发展，针对
各个社会和经济行业和广大各界的各种气象、水文、海洋及其它环境服务得到发
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政府为其国内各界提供最新预报、预警和咨询服务
已成为公认的职责。大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些服务的社会、经
济和环境效益，也证明了持续投资于国家和国际基础设施及其所支撑的科学研究
的重要性(WMO，2014)。
近几十年来，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其它科技和社会发展在不断提高对天气、气
候及相关服务的需求及其可获性。数十亿人在获取这些服务并用于决策，显著提
高了公共和私人效益。然而，这在优先安排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在设计和资助必要
服务等方面，给服务提供方带来了新的挑战。更便捷获取日益增多的资料和信
息量带来的特殊挑战是，如何确保资料和信息的质量做到尽可能高并适当加以使
用，同时适当考虑其固有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等。提高这些服务的质量和覆盖率
以及开发新服务都产生了额外的成本，并需要更严谨和更全面的新方法来评价和
证明有效基础设施的效益及所提供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的效益。
本出版物概述了用于评价和证明气象和水文服务经济价值的一系列方法。然而，
首先有必要介绍气象和水文服务提供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确定负责这些服务的
主要国家组织所面临的挑战，并回顾本出版物所依托的早期经济评价工作的丰富
历史。关键气象、水文和经济术语在首次使用时会简要加以阐释，附件A术语表
中概括介绍了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这些术语的意义。

1.1.1		

气象服务

气象服务包括提供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大气状况的信息和咨询，包括温度、降
雨、风、云量、空气质量及其它大气变量等信息，以及风暴、洪水、干旱、热浪
和寒潮等重大天气和气候现象的发生和影响。通常认为，气象服务可被分为“天气
服务”和“气候服务”两大类，所依据的分别是天气特征时间尺度(数分钟到数周)和
气候特征时间尺度(数月到数个世纪)，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重叠以及与水文
和海洋服务密不可分。
气象服务提供本身就是需要全球协调、需要全球观测网络和有效国际资料交换的
国际活动。150多年来，全球气象界建立起必要的科学认知和技术基础设施，支
持为各国的国内和国际用户提供全面的天气和气候服务(Daniel，1973)。全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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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服务体系是基于通过WMO开展自愿合作的牢固传统，每个WMO会员国都竭力
推动这一国际努力，并使每个国家能够根据其需求，借助全球系统支持为其国内
社会提供基本服务(WMO，1990a)。WMO在服务提供方面的国际协调作用参见
附件B(第B.13节)。

1.1.2		

水文服务

水文服务包括提供关于河流、湖泊及其它内陆水域过去、现在和未来状况等信息
和咨询，包含河道流量、河湖水位和水质。这些服务主要侧重于地表水文循环部
分，集水区的降雨量通过这一循环被分为贮存、径流和蒸发返回大气，这可为生
成云和未来降雨提供一些水分供应。这些服务还包含次表层(地下)水资源信息。
水文服务的提供历来与国家及地方的航行、河流管理和供水等安排有着更为紧密
的联系。虽然欧洲及世界其它一些地区有着在江河流域内开展合作的长期传统，
但水文服务提供缺乏全球自愿合作的牢固传统，而全球自愿合作是在世界范围内
构建起气象服务的主要因素。自1975年以来，WMO便成为了联合国业务水文专
门机构，因而也是水文服务提供的专门机构(WMO，2003)。近几十年来，水文
科学的职责一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承担。

1.1.3		

国家服务提供

实际上，所有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及其带来的效益均取决于是否具有相关
区域或国家的观测、资料加工、信息制作及服务提供综合系统。大多数国
家 长 期 建 立 的 系 统 都 是 基 于 以 政 府 资 助 为 主 的 国 家 气 象 部 门 ( NMS) 的 运 行
(WMO，1999；Zillman，1999)。在有些国家， NMS还要承担水文职责，
因而在这些国家，NMS通常被称之为国家水文气象部门，但名称缩写同样为
NMS(WMO，2000)。然而，许多国家有单独的国家水文部门(NHS)，通常
隶属自然资源或水资源供应部(WMO，2001)。本出版物中使用缩写NMHS指
的是NMS或NHS。WMO使用缩写NMHS的复数形式作为NMS和NHS的简写
(WMO，2000)(文框1.1)。NMS局长通常(但未必)担任其国家的WMO常任代
表。
大多数国家除了其NMHS之外，还有一系列公共和私营服务提供方，它们不同程
度地利用国家基本气象和水文观测及资料加工基础设施和信息来提供一系列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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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1.1：本出版物使用的重要缩略语/缩写
NMS 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
NHS 国家水文部门
NMHS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公共)和特殊(特定用户)的气象和水文服务(WMO，1990b)。关于气象/水文服务
的制作、提供和使用的基本安排详见第2章及附件B中更详尽的介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服务提供的主要问题之一逐步涉及到公共和私营部门
的相对作用，特别是在气象服务的商业化方面。出版物《晴天：天气和气候服务
的有效伙伴关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2003)结合美国背景对该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引发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长达十年的持续讨论，并
通过了国家天气、水和气候企业的概念。

1.1.4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面临的挑战

气象/水文服务质量和价值最终所依靠的全球基础设施(价值100多亿美元)中，大
部分是NMHS负责维护和运行，而全球对气象/水文服务快速增长的需求给NMHS
带来了重大的科学、业务和公共政策挑战(Zillman，2003)。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
性质上是多样的，表明需要主要投资于：
–

全面、高质量和健全的观测网络；

–

有效的资料收集和管理，以及快速的信息交换；

–

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计算设备；

–

完善的资料分析方案和强大的模拟及预报模式；

–

通过持续的科学研究进一步了解气象和水文现象；

–

有效定制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

–

有效的公共和私人服务提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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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科学沟通，包括其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及其适用性；

–

关于气象、水文和相关信息用于决策的完善方法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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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需求之外，NMHS还面临着涉及社会和技术变革的更广泛挑战，某些方
面影响着人类和活动对天气、气候和水的脆弱性，影响着他们使用气象和水文信
息来降低风险和脆弱性并把握机会的方式。因此，NMHS所面临的挑战大于筹资
和稳定资助其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挑战，而NMHS领导层还必须能够预见并计划各
类社会和技术变革及其对服务提供的影响以及预见实现有效使用此类服务带来的
效益。许多国家的NMHS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确保有能力满足对其服务不断增
长的需求，同时保持作为这些服务基础的科学完整性以及为其国内社会的决策提
供权威信息和咨询。
人们历来认为，投资于NMHS可为各国带来超过数量级的更大经济效益回报，此
外还能给人类安全和福祉带来重要但不易量化的贡献。这种理解可追溯至20世纪
60年代，而且多年来通过第1.2节所述的各类研究得到强化。但是全球及各国的支
出已达到相当的程度，需要NMHS来证明用于支撑其政府和国家社会预期的气象/
水文服务水平的必要公共投资是具有价值的。
公共资金的压力、商业化、竞争和国际资料交换的挑战带来了多样化的资助和业
务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NMHS所面临的挑战(WMO，1999)。虽然过去
十年的经验表明，利用各种国家资助和业务模式有可能保持国际气象/水文服务系
统的总体稳定性(WMO，2013)，但许多NMHS认为它们迫切需要：
–

更明确地证明基础观测和资料加工基础设施以及必要辅助研究对于为其国内
各界提供基本公共信息、预报和预警服务的重要性；

–

更严格和更广泛认可地证明其服务给公共和私人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

更为系统化的基础，从而将现有资金优先用于基础设施和服务开发及改进；

–

更有力的经济证据来证明需要对气候服务基础设施进行大量追加投资，以支
持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GFCS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承担
国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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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水文服务经济评价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气象/水文界和经济界一直在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服务经济
评价(Bijvoet和Bleeker，1951；Gibbs，1964；WMO，1975，1994a，2009)。
其推动因素尤其是因为对1963年所建立的WMO世界天气监视网(WWW)空基观
测和数字计算技术进行投资有望带来巨大的潜在效益(WMO，1966；Thompson
和Ashford，1968)。
随着NMHS的预算压力加大，以及对曾推进建立WWW及全球大气研究计划
(GARP)的国际气象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快速增长期结束，20世纪80年代及
90年代初加快了对经济评价方法的开发应用。世界气象组织围绕证明和提高气
象和水文服务效益主办了三次大型国际会议–1987年在英国(Price-Budgen，19
90)、1990年及1994年在日内瓦(WMO，1990b，1994b)。在日内瓦举办的两次
会议尤其侧重于将发展中国家NMHS的系统和服务提升到或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标
准(WMO，1996)。
20世 纪 90年 代 开 展 了 日 益 复 杂 的 国 家 经 济 评 价 研 究 ( 例 如 ， Chapman， 19
92；Anaman等，1995；Anaman等，1998)，并出版了一部关于天气和气候预报
经济价值的综合性著作(Katz和Murphy，1997)。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WMO进一步重视为国际气象合作提供一个更安全的法
律、经济和政策框架，因而促使继续努力建立系统化且经济上严格的方法来评
估NMS的经济效益(Freebairn和Zillman，2002)并建立气象服务提供总体经济框
架(WMO，2002；Gunasekera，2004)。这尤其强调了大多数气象服务公益性
特点(Samuelson，1954；Heilbroner和Thurow，1994；Harris，1995；Stiglitz
等，2000)，并促使进一步努力，更明确地界定NMHS在提供公共和私人气象/水
文服务方面的作用。
在随后的十年，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WMO机制，包括WMO“天气、气候和水服
务的社会和经济应用及效益论坛[最初为任务组]”，开展了经济评价研究。这促
使于2007年3月在马德里召开了高级别国际会议“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天气、
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马德里会议声明和行动计划》(WMO，20
07，2009)提出了一项全面的五年战略，旨在促进全球气象/水文服务的应用和效
益，包括通过其第11项行动专门呼吁开发和应用改进的方法来评价NMHS业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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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效益。
马德里会议的后续行动包括编写出版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经济学入门》
(Lazo等，2009)。随后开展的关于社会科学在提升气象及相关服务价值的研究
以及一系列关于实施新建GFCS的研究(Hewitt等，2012)以及气候服务伙伴关系
(CSP)的研究(例如，Clements等，2013；von Flotow和Ludolph，2013)，使得
对影响气象/水文服务价值的许多经济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NMHS运行所处
的各类国家政策框架。附件C为过去60年间气象/水文经济评价研究简史，附件E
提供了10个案例研究摘要。
关于气象/水文服务效益显著超过服务制作和提供成本的概念并非基于单一的权
威全球研究。为了编写本出版物，对140多个关于气象/水文服务价值的研究进
行了评审(见Clements等，2013)。表1.1列明了具代表性的研究实例，并进行
了效益成本评估。此类研究涵盖了对“整体服务”的评估以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一系列面向个人、家庭及各经济行业的具体气象/水文服务的评估。在表1.1
中，BCR的范围从2比1至36比1，而在一项量化了生命价值的研究中，BCR估算
为2000比1。6

6

目前存在许多影响效益水平的因素。如果因为对产品的信任需要时间而使新服务的采用出现明显滞后，则
效益水平会较低。同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领域，用户在利用改进的预报避免损失或提高利润方
面的能力有限。此外，如果对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施以显著的资金和时间限制，则分析人员可能就不会考虑
所有的用户团体或所有效益类型。统计生命价值(VSL)、疾病和发病率几乎都没有量化，可作为效益的一
个重要来源。效益水平还取决于计算变化的起点或基线。例如，新的气象/水文服务产生的效益通常会显
著大于可靠性得到改进的服务。由于必须要就用户界对新型服务或改进型服务的响应方式做出假设，因此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中通常报告的是效益区间。分析人员通常会对其它情景或假设情况下的效益进行估算，
帮助决策者及其他受众了解研究结果对其它规范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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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气象/水文服务的说明性经济评估
SEB研究

地理位置

部门

效益方法/衡量

BCR

家庭

家庭WTP调查

4:1

美国

家庭

家庭WTP调查

4:1 +

埃塞俄比亚的生计、早

埃塞俄比

家庭

量化避免的生计损

3:1至

期评估和保护(LEAP)干

亚

悉尼市区公共天气服务

澳大利

应急评价研究(Anaman

亚，悉尼

等，1998)
美国家庭部门目前
和改进型天气预报
经济价值(Lazo和
Chestnut，2002)
失和减少的援助

旱早期预警和响应系统

6:1

成本

的效益(Law，2012)
美国国家天气局(NWS)

宾夕法尼

家庭/老

回归分析来确定挽

高温监视/预警系统在费

亚州，费

年人

救的生命；使用

城的成就(Ebi等，2004)

城

2 000:1
+

美国环保署(EPA)
的统计生命价值
(VSL)估算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墨西哥五

(ENSO)早期预警系统

州地区

农业

对墨西哥农业的效益

利用完善的信息，

2:1至

基于作物增产的社

9:1

会福利变化

(Adams等，2003)
避免的疏散成本及

2:1至

油气生产商的价值

减少既定钻探时间

3:1

(Considine等，2004)

的价值

飓风预报对墨西哥湾

墨西哥湾

石油钻探

欧洲和中亚NMHS现代

十一个欧

天气依赖

具体行业方法及基

2:1至

化的经济效率(世界银

洲和中亚

型行业

准化分析方法来评

14:1

行，2008)

国家

估避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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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气象/水文服务的说明性经济评估（接续）
SEB研究

地理位置

部门

效益方法/衡量

BCR

改进发展中国家气象/水

发展中国

国家级部

效益转移法来量化

4:1至

文服务产生的效益和成

家

门和天气

避免的财产损失、

36:1

敏感型部

挽救的生命及天气

门

敏感型行业的总附

本(Hallegatte，2012)

加值
FMI气象/水文服务使

芬兰

各经济行业避免的成

关键经济

量化避免的成本和

5:1至

部门

生产率增益；还使

10:1

本(Leviäkangas和

用了影响模式和专

Hautala，2009)

家引导

芬兰-尼泊尔项目部

尼泊尔

分-尼泊尔增强型天气

10:1

农业、运

统计推论和专家

输和水电

评判

运输、能

效益转移、专家引

5:1至

源、航

导、决策模拟

10:1

国家级部

效益转移、专家引

3:1

门

导、基本评定法

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Perrels，2011)
气象学和气候学的经济

瑞士

及社会效益(Frei，2010)

空、农
业、家庭
不丹改进型气象/水文服
务的社会经济评价(Pilli-

不丹

Sihvola等，2014)

这些研究中的效益-成本比可支持2007年WMO秘书长米歇尔·雅罗所做的声明：“
传统上，投资于气象和水文基础设施所获得的总体效益在有些国家估计约为10比
1”（世界银行，2013b）。
关键结论是，相对其成本而言，气象/水文服务可带来显著效益，而社会经济效
益研究可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帮助NMHS阐明保持或增加对这些服务的公共投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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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出版物的宗旨

作为对马德里行动计划行动11更全面的进一步响应，以及随着世界银行日益
关 注 对NMHS加 大 投 资 所 带 来 的 效 益 （ 例 如 参 见Tsirkunov， 2013； 世 界 银
行，2013b，2014），WMO和世界银行，借助 USAID通过其气候变化抗御力发
展项目对CSP的支持，合作编写了本出版物。本出版物的主要宗旨是：
–

协助NMHS评价、证明及提高所提供服务的效益；

–

一方面增进气象工作者与水文工作者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增进经济学者与
其它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了解；

–

在目前和潜在用户界内进一步宣传气象/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

为评价各项服务的经济效益以及评价服务提供基础设施各组成部分奠定坚实
的基础和提供切实指导；

–

协助将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通报给服务的用户及潜在用户、各政府及其它
资助组织以及通报给社会各层面的公共和私人决策者。
第1章. 引言
第2章. 气象/水文服务

本出版物面向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方的所有人
员以及关注服务效益和成本评价用户界的人

第3章. SEB研究的目的

员，尤其是面向气象工作者/水文工作者和经

第4章. 设计SEB研究

济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或负责设计、指导和开
展评价的NMHS顾问。

第5章. 经济要点
第6章. 效益

1.4		

路线图

第7章. 成本
第8章. BCA
第9章. 通报

流程图 7（图1.2）介绍了本出版物的主题排
序。第2、3和4章旨在帮助读者构建起经济
评价和效益成本研究。第2章简要介绍了气

7

第10章. 展望

象/水文服务的制作和提供以及为用户界带来

图1.2. 章节路线图流程图

经济价值的机制。大部分材料将会为服务提

每章开篇设置的章节路线图有助于引导读者了解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研究过程。有关社会经济效益的更多
信息可参见脚注2。

第1章.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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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所熟悉，但可为那些此前从未涉足气象/水文服务提供和使用的读者提供有用
的背景介绍。第3章阐释了开展气象/水文服务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目的，并确定
了关注此类研究结果的各类受众。8第4章介绍了涉及设计和委托评估的步骤，包
括关键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详细的研究规划以及其它涉及启动研究以及通报研究
结果等实际问题。
第5、6、7章和第8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术语、效益和成本类型及衡量方法、开展
BCA的过程。第5章概述了有关评价研究和BCA的经济要点。它旨在向气象和水
文服务提供方提供对必要经济术语的基本了解，用以指导委托、开展和使用经济
评价研究。第6章确定并描述了通过使用气象/水文服务获得的效益，介绍了各类
已使用及可能适用于评价的各类方法，并提供了案例研究实例来说明各类方法的
优势和局限性。第7章阐明了用于确定和衡量服务制作和提供链的不同阶段以及这
些服务的用户所产生成本的概念和方法。第8章介绍了开展气象/水文服务BCA的
简单工作簿法。
第9章涉及到关于向各政府及其它服务提供方、资助方和用户机构及公众通报社会
经济效益研究结果的重要问题。它旨在确保将研究分析有效用于针对资助和运行
NMHS的公共政策制定。
第10章介绍了一批参与编写本出版物的气象学者、水文学者、经济学者及其他社
会科学工作者的摘要结论。结论侧重于知识现状，及关于改进气象、水文及相关
服务成本和效益评估方法的未来工作优先重点建议。
本出版物有下列五个附件（包括已介绍的附件A、B、C）：
–

附件A – 技术术语表；

–

附件B – 气象、水文及相关服务；

–

附件C –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简史；

8

注意，本出版物所使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研究一词是指经济评估，其中大部分涉及效益和成本的估
算，范围从快速周转评估到广泛研究。对效益的重视所涉及的观点是，开展气象/水文服务经济评价的主
要理由涉及到证明其与其它类型公共投资相比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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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D – 其它9社会科学应用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中的互补作用；

–

附件E – 案例研究（一组具代表性的经济评估案例研究摘要，它被用于阐释
本出版物伊始所概述的各种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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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气象/水文服务的制作、提供和使用

2.1		 引言

第1章. 引言
第2章. 气象/水文服务
第3章. SEB研究的目的
第4章. 设计SEB研究

NMHS的当前组织结构、职能和服务均涉及到指
导职责、远景或使命，以及相应的宗旨和目标(实
例见文框2.1)。NMHS使命声明中显然有如下主

第5章. 经济要点

要动因：公民和家庭的安全、保护财产及支持经

第6章. 效益

济增长和效率。这些目标可指导NMHS的服务制

第7章. 成本

作和提供，并确定其有责任及希望为之服务的各

第8章. BCA

界的优先重点和广泛参数。

第9章.通报

实际上，所有气象/水文服务及其带来的效益均
取决于是否具备一个集观测、资料加工和管理、

第10章. 展望

模拟、预报、研究和开发以及相关国家或地区服
务制作和提供的综合系统。该系统理想的简化版参见图2.1。
本章简要介绍了气象/水文服务的制作、提供和使用。通过详细说明图2.1中的要素，从而
介绍了气象/水文服务的范围和性质，并阐明了服务提供机制。更多背景和详情可参阅附
件B。此外，可将概念化拓展为一般价值链，以处理气象/水文服务的制作和提供与各用
户界之间的联系，并突出价值产生过程的重要特征。

加工和资料管理

天气
气候
水

观测

模拟

预报

研究与开发

图2.1. NMHS服务制作和提供系统各组成部分

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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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2.1： NMHS任务和远景解释性说明
英国气象局（2013）
英国气象局通过提供有助于英国政府、主管部门、其它公共和国际机构、公众及各类
商业客户实现目标的天气和气候服务，从而努力实现其自身的目标。英国气象局的“最
高目标”对此给予支持：
– 有效保护 – 保护生命、基础设施和自然界；
– 提高福祉 – 提高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质量和福祉；
– 促进繁荣 – 促进英国经济增长及国际竞争力。
印度气象局（2013）
– 开展气象观测，并为农业、灌溉、航运、航空和石油勘探等天气敏感型活动的最佳
开展提供当前及未来气象信息；
– 发布热带气旋、西北大风、尘暴、大雨和雪、寒潮和热浪等灾害性天气现象预警，
这些天气现象可对生命和财产造成破坏。
肯尼亚气象局（2013）
– 我们的远景：成为首要的世界级业务预报中心及科学机构，为提高生活质量做出最
大贡献；
– 我们的使命：促进便捷获取气象信息和服务以及吸收科学知识，推动社会经济增长
和发展。
新西兰气象局（新西兰气象服务有限公司）（2013）
新西兰气象局全年一刻不停地提供全面的天气信息服务。我们国家的天气预报对公众
至关重要。我们正不断地强化和完善服务提供。我们可提供创新性产品和服务，从而
为能源、媒体、运输、资源、工业、基础设施和零售等行业的地方和国际企业带来竞
争优势。

2.2

气象/水文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广义而言，气象服务包括提供过去、目前和未来大气状况的信息和咨询，包括温
度、降雨、风、云量及其它大气变量及其对天气和气候敏感型活动和团体的影响
等信息。导致此类状况的自然现象在特定时空尺度上是很明显的，参见图2.2以及
前文图1.1，这在可观测性、可预测性和服务设计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关于
在极精细空间(数十米到数百米)和时间(数分钟)尺度上形成和发展的龙卷风或其
它现象，利用目前的知识仅可能发布大约20分钟提前量的具体地点和时间预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直径数百公里的大型热带气旋，在影响陆地之前，其形成和成
熟会持续几天到若干天，因此，能够有较长时间提前量做出预警及随后的备灾。
超过几个星期，即使是大型热带风暴，也无法确信能够以高时空精确度解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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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鉴于风暴及其它灾害事件的频率通常与较大尺度大气和海洋环流模态或条件
的指标有关，因此，在统计上可将它们与长期天气、季节和气候尺度预测相联系(
例如，飓风事件的年度流域预报；大规模流域洪水事件；气候变化情景下更高的
风暴频率/强度)。关于热带风暴和龙卷风的预测或预报代表着尤为重要的未来天
气条件信息的子集(“预报”或“预测”)，包括对灾害性或危险气象状况和极端天气及
气候现象的“预警”或“早期预警”。此类别还包括会给生命、财产或生计带来直接或
巨大间接威胁的洪水、干旱、大风、酷热和酷寒(Zillman，2014)。
水文和气象服务有显著的重叠，主要是因为大气组分是水文循环的重要部分，因
此，这两方面的服务均关注任何与水过多或过少有关的灾害。因此，洪水预警被
视为气象和水文服务。水文服务包括提供过去、目前和未来河流、湖泊及其它内
陆水域状况的信息和咨询，包含河道流量；河流、湖水和水库的水位；水质等。
与气象服务一样，在考虑水文灾害的重要时空特点及伴随的服务影响时，图2.2也
是非常有用(例如，预测的可能准确度)。例如，在大型(即10万平方公里以上)河
流域入海口的洪水事件预警提前时间(天)要远大于相对较小流域(小于100平方公
里)的预警提前时间 – 后者通常称之为“暴洪”事件，仅有数分钟到数小时的提前预
警可能性。因此，洪水事件的准确性与那些负责降水预报及其它重要
以往的气候

天气

未来的气候

全球尺度

中尺度

气候变化预估

年代际气候预测

季节到年际气候预测

长期天气预报

中期天气预报

短期天气预报

临近预报

100 km

现在天气

天气尺度

最近天气

1 000 km

最近气候

大陆/区域尺
度

“正常”气候

10 000 km

10 km

局地尺度
1 km

过去十 去年

上月 上周

昨天

现在

明天

下周

下月

明年

下个十

下世纪

下个千年

年
年
图2.2. 天气现象的特有空间尺度(左侧尺度)及用于天气和气候描述及预测的近似时间术语(
下端尺度)

前因预测(例如，土壤饱和度、积雪场等)的预报员技能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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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机构还提供海洋天气和气候服务，包括大浪、洋流、风暴潮/海岸洪泛及
海冰等灾害。虽然此类灾害预警的准确度通常取决于那些负责预报气象条件的预
报员的技能，但海洋观测和预测(例如，温度廓线和海冰状况)是对长期天气、季
节和气候尺度预报的重要支持。
几乎每个气象和水文变量都对社会某些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气象或水文
服务的一部分，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长期统计或分析(例如，针对水坝、桥梁或建
筑设计)；当前状况信息(例如，针对空中交通管理、跑道选择和地勤停工)或从数
分钟到数月、数年或数十年时间尺度的预报条件(例如，针对作物收割、电力负荷
规划或干旱备灾)。
大多数国家将最高优先重点放在提供预警服务，帮助社会各界对龙卷风、风暴、
飓风、热浪、野火、洪水和干旱等极端水文气象现象做好备灾工作，并最大限度
地降低影响。预警可采取的形式包括普通警告建议或具体地点基于模式的详细灾
害发展预报、对社会尤为脆弱群体的预期影响或后果及预防措施等。
实际上，所有天气和气候预报和预警或可采用文字、数字或图表的形式表述；以
类别或概率表示；经常更新 – 均按照服务机构的标准规范，这通常反映出用户界
的需求和偏好。在许多情况下，通过WMO和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对航空需
求和服务的做法加以协调和规范(见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aemp/
aeronautical- links_en.html)。
国家预报中心或通过地方气象和水文办公室根据国家中心的指导可制作和提供信
息。有些产品可通过数值天气预报输出直接提供，而许多其它产品的提供可通过
预报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后处理及不同程度的判读、调整及合成。各决策者
可对预报和预警进行定性检查和研究，或可直接变为各种自动决策算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WMO会员认为区分两大类服务是有益之举：
–

基本服务：以公费提供的服务旨在履行政府在保护生命财产、国家社会普遍
安全和福祉以及保障后代的基本信息需求等方面的最高职责；

–

专门服务：基本服务以外的那些服务，旨在满足具体用户和用户团体的需
求，可包括提供专业资料和出版物及其判读、分发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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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2.2：英国气象局定制服务实例
英国气象局可提供一系列专门针对具体道路、铁路、航空和海洋运输业的特殊服务。
其道路服务应用包括预报及有关路线规划、优化和维护的培训（见http://www.metoffice.gov.uk/roads）。
英国气象局与德文郡议会及运输顾问合作，已能够通过气候学分析，精简维护的路
线，按类似道路天气灾害分类，从而将路线数量从48降至38，在里程、燃料、车队和
劳动成本方面，每条路线可节省2万英镑（英国气象局，2011）。

许多服务，尤其是专门服务，通常绝不仅是简单地分发信息，还要对特殊气象和
水文现象及事件或其影响提出咨询建议或科学调查。
如图2.2所示，信息服务跨越所有时间尺度。而本节所述的重点和实例主要涉及中
短期预报和预警，但服务也包括基于近期或长期历史观测资料的追溯产品以及未
来长期预测和预估。

2.3

服务提供

使用气象/水文服务获得的最终效益取决于服务提供过程的有效性，也同样取决于
预报或所提供的其它信息的内在科学质量。
2011年世界气象大会批准了一项详细的WMO服务提供战略，旨在指导国家及国
际气象和水文服务提供系统的各参与方如何提高其服务的总体质量及其应用的效
益(WMO，2014)。战略总体框架的六大“战略要素”包括：
–

评估用户需求和决定；

–

将服务开发和提供与用户需求挂钩；

–

评估和监督服务绩效和成果；

–

持续改进服务提供；

–

开发保持服务提供所需的技能；

–

共享最佳规范和知识。

2014年出版了服务提供战略实施计划(WMO，2014)。该战略阐明了支持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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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行动计划(WMO，2009)、WMO战略计划(WMO，2011)和GFCS实施计划
(WMO，2012)的重要举措，并预期会进一步侧重于各国的服务改进。

2.4

气象/水文服务的用户

气 象 /水 文 服 务 ( 尤 其 是 气 象 服 务 ) 的 用 户 实 际 上 包 括 地 球 上 的 每 个 人 ( Zillman，2014)。整个用户界通常划分为一方面是普通公众(包含个人、家庭和各类
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另一方面是具体的用户行业和用户团体(表2.1)。
其中每一个主要用户行业对历史、目前和未来气象和/或水文信息及咨询都有具
体的需求，大部分用户行业拥有完善的会商和协调机制，用于阐明用户要求并满
足用户需求。也就是说，在这些广泛用户行业中，各参与者、企业和机构，当然
还有普通公众，对于获取、了解和使用信息的期望和能力各有不同 – 通常大型组
织、企业和机构能够充分利用信息的价值。行业协会、专业协会、非政府协会及
其他倡议方(例如WMO)通常可发挥的作用是证明将气象/水文信息用于设施不健
全社区的决策可产生效用。

表2.1. 气象/水文服务的行业应用

经济行业

公共安全

自然资源

– 服务业

– 农业

– 治安

– 水供应

– 制造业

– 运输业

– 应急管理

– 自然资源管理(森          

– 能源

– 建筑业

– 卫生

  林、海岸、陆地和

– 保险和金融

– 矿业

– 运输安全

  海洋生态系统)

– 旅游业

虽然各国的做法各有不同，但通常采用“用户”一词涵盖整个用户界，尽管通常是
强调普通公众及其他“基本服务”的客户。“顾客”和“客户”这两个词主要是针对专业
产品和服务的用户，特别是商业产品和服务的用户(Zillm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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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服务产生的价值

许多参与方及互动都被纳入到最终会产生价值的过程 – 它们构思、创造、开发、
分发、转化、交换、推广、接收、判读、使用一个或多个产品或服务，并从中获
益。图2.1所述的制作和服务提供等要素占据这一过程的重要部分。然而，还必须
要了解沟通、理解和判读、决策行为以及用户所采取行动的作用 – 这些同样也产
生结果并最终产生价值。图2.3将这些方面并入一个全面简明的价值链，从而拓展
了这一服务制作和提供过程，本出版物的其余部分将对这一价值链加以详细阐述
并多次提及。
气象/水文服务制作系统，包括资本密集型监测和模拟基础设施的运行以及面向广
大公共受众的信息制作，通常是由政府支持的NMHS负责管理。该系统的产品通
过两个渠道分发，一是通过传统的或社会大众传媒、应急服务组织及公共行业机
构提供基本服务，另一个是通过私营部门提供方或NMHS的商业部门提供专业服
务。即使当重点完全放在评估公共服务方面时，仍非常重要的是，要囊括和考虑
私营部门在知识的形成与提供方面发挥的作用，因为这或许是创造价值的重要载
体。

沟通过程

天气
气候
水

服务制作

基本服务和专业服务

处理和资料管理

天气
气候
水

观测

模拟

预报

服务提供

和商业提供方

用户决策与行动

结果

研究和开发

价值
效益和成本

增值过程

图2.3. 气象/水文服务价值链示意图

随着服务被用户接受并被纳入或用于决策，价值链从左至右的每个环节都在增加
潜在的价值。决策包括三大类– 战略、运行和战术(Davison等，2012)- 并或多或
少适当依据产品和服务的时空尺度及类别(见图2.2)。战略决策通常不会频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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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长期承诺通常涉及到大规模投资及大型基础设施设计，这需要以年际尺度
和气候变化尺度预测或预估信息以及长期历史记录分析作为依据(例如，需要河道
流量统计资料作为水电工程规模和设计的依据)。运行决策是对某个组织或活动进
行例行、持续的日常管理所需的决策，通常依据的是数分钟到一天的预报信息，
例如在冬季特定风暴期间，需要根据预报信息，分配冬季维护设备、人员和处理
技术(例如道路除雪和/或使用除冰或防冰化学品和磨蚀剂)来清洁道路。战术决策
处于运行决策和战略决策之间，通常会反复制定，但频率略低于运行决策，且通
常依据的是每日到季节尺度气象和水文信息。作物种植选择和先进的天然气合同
采购是战术层面决策的范例。虽然上述范例和决策分类源于组织管理，但当战略
决策可能涉及到选择生活或工作地点时，普通公众也可借鉴这一概念；日常决策
可能包括在某天选择适当的服装和配饰(例如，是否要带雨伞)；战术决策可能涉
及预约假期或汽车夏季轮胎更换为冬季轮胎。
增值过程包括为更专业的应用和决策定制服务(即，使信息更有针对性及更可信)
或将信息产品推广给更多受众(更多的人、决策者、客户)。信息的效果尤其取决
于沟通过程，这种过程会影响服务或信息提供方所预期的用户对理解、解读和运
用知识的能力。此类过程贯穿于气象/水文信息的制作、提供和使用，而且心理、
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它非天气因素等都会对它产生重大影响。一
个简单实例，如果有风暴来临的预警，人们极有可能取消或推迟非必要的周末出
行，但不会不去上班，特别是如果不出差会导致损失一天工资。此类非天气因素
对于了解偏离那些预警及服务提供方所预期的行为(例如远离道路减小风险)至关
重要。
决策或不决策的结果、是否有气象/水文服务效益，这些都是结果 –是气象/水文服
务与价值挂钩的重要环节。有益的结果可包括因完善的天气事件决策所避免的损
失(通常报告为伤亡人数、流离失所的人数、财产损害、环境影响和各种对成本、
收入及生产率的衡量)或所实现的额外利润。不常认可和分析但同样重要的结果包
括时间方面(例如，延误)、不便、感受或情绪(愉快、压力、不满、忧郁、场所/
社区感等)。在评估服务价值时，人们实际上力图对认为是采用、改进和取消服务
所造成的结果的综合变化影响加以定性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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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证明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是为保持或增加对这些服务给予资助所作决策的重要支
持因素。然而，这对经济学或其它社会科学而言，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这其
中的部分原因是价值创造过程内的关系和参与者都是动态的和反映性的 – 价值创
造过程是反复的和交互的，因为重要的反馈持续与结果相联系，通过正式和非正
式的验证和评价系统反馈给信息制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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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言
许多NMHS正寻求改进并扩大其服务，以满
足新的和不断增加的国家需求。而面临平均
预算或缩减预算的NMHS需要确保尽可能使

第5章. 经济要点

用现有资金，使其基本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

第6章. 效益

保持在最高标准。总之，预计NMHS将逐步

第7章. 成本

记录气象/水文服务的质量、用户接受度以及

第8章. BCA
第9章. 通报

这些服务的价值。本章将概述NMHS可能委
托开展分析的类型10以说明资助理由，并介绍
了如何将SEB研究用于支持关于保持或增加

第10章. 展望

3.2		

资金的讨论。

评价气象/水文服务

对气象/水文服务的全面评价将包括服务质量验证、用户界的服务接受度特点以
及服务对用户界的经济价值。大多数NMHS在不断评价其预报及其它服务的质量
（Mason，2013）。这些评价可能会涉及利用实际天气资料对预报进行事前或事
后分析（见第6.2节），制作出日常验证评分和/或客户满意度调查，从而评估对
服务可靠性及获取的认知。总之，这些分析可被用于支持服务改进，以及向出资
部门和用户界证明可靠性。
客户满意度调查除了用于评估服务质量以外，还是NMHS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
用以了解谁在获取信息、如何使用这些信息以及用户在运用此信息满足其具体需
求方面的经验。调查和焦点组访谈除了用于评价目前的产品和服务之外，还可用
于研究对新服务的潜在需求。
有大量非经济社会科学方法可用于了解气象/水文服务的接受度。非经济方法可用
于揭示各种关于服务价值的信息，例如用户获取、了解特殊气象/水文服务并用于

10

在编写本出版物之时，大多数NMHS尚没有在职经济学者。甚至在气象/水文工作人员评审本SEB研究指
南之时，作者们并没有期望NMHS能够在无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此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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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其特殊需求的能力。非经济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也可描述用户将气象/水文信息
纳入特定决策背景的能力，而这类背景无法完全以货币形式量化。上述这些还将
有助于说明气象/水文信息从NMHS提供给媒介以及上述最终用户的便捷性。附件
D更详细介绍了可促进气象/水文服务评价的许多适用的非经济社会科学方法。
这些评估非常有助于NMHS努力了解其客户的需求、改进各个产品和/或更好地为
具体用户团体定制服务。非经济方法还可作为经济方法的重要补充，可提供背景
情况，帮助了解经济研究的设计方法，以便充分体现服务的价值以及更好地了解
对目前和未来服务的接受速度和程度的决定因素。
虽然非经济方法非常有助于说明服务提供和使用的背景，但在许多情况
下，NMHS还需要确定并通报其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价值。经济评价能够非常
有助于NMHS做出如何分配资源的决策

–

例如，能够使有限的资源专门用于具

体的需求，以使本组织能够履行其核心使命或作用。这会对NMHS管理层决定其
（通常匮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最佳投资领域形成挑战（Rajasekaram等，20
10）。通常，会维持以往的投资模式，而不会严格研究其有效性。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可为形成更有依据的决策过程指明方向，从而可确定本组织中
可带来最佳投资回报的要素。这会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任何显著异于历史模式的
预算拨款变化几乎都会在组织内部带来挑战。但是，在帮助本组织保持服务针对
性方面，基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的决策对本组织的益处可能大于不参考此类
研究所做出的决策；此类决策同样要比那些未经类似分析水平的决策更为合理。
经济研究是与资助方沟通的强有力工具，可帮助资助方了解目前和/或未来对气象/
水文服务投资的可能回报。总之，能够合理证明能提供“物有所值”服务（无论是
社会上还是经济上）的NMHS更有资格支持保留或增加现有资源（见文框3.1）。
第1章表1.1中所列的各项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效益显著超过成本的实例，无论研究
是侧重于对整个服务的分析还是针对所有或选定用户团体的个别分析。
应考虑到，许多其它政府机构将参与类似的活动，以证明它们所提供服务的价
值；在财政部和/或其它相关捐助方着手做出其关键决定时，如果NMHS无法提出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来支持其融资理由，则会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通常这不足以
证明对NMHS的资源投资会带来积极的经济效益，因为其它机构会有类似的研究
支持其应用；重要的是要记录能够得到研究结果支持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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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3.1：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目标受众
在考虑为何要委托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时，需要慎重考虑最终评估报告所要面向的受众，以及最
终评估报告如何传达给那些受众。虽然第9章深入论及了该主题，但那些开展研究的机构在一开
始就应当对向受众提供研究结果的形式有明确的思路，例如，文字叙述、表格、图表等形式。
不同的表示形式对不同受众会起到最好的效果。为关键用户会议提供表格形式的详细结果是不
明智的做法，而资助机构或财政部的用户特别需要此类详情帮助其做出决策。如果要使传达的
信息发挥最大效应，则表述形式始终要视具体受众而定，而这反过来又对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
具体要求和设计产生影响。

虽然在下一节中更具体述及了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诸如此类目标，但重要的
是，NMHS切勿将气象/水文服务的评价视为一次性项目，而是应作为持续服务
开发与提供的一部分。无论使用的是经济方法还是非经济方法，都明显有益于
NMHS开展日常评估，帮助它们说明其服务开发随时间而产生的价值，类似于以
定期预报验证帮助说明预报技能发展程度的方法。各NMHS应制定定期评估程序
表，其中可包括经济研究、非经济社会科学评估、或二者兼有。

3.3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目标受众

就像NMHS工作人员将会了解的那样，在向具体用户发布预报时，通常都是针对
该用户的需求。预报越是密切针对用户需求，越可能在用户的决策中提供帮助，
并随着用户在决策中受益而产生价值。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应当以类似方式设计和
开展，并认真考虑它将满足的需求。
每个社会经济效益研究首先要有解答的问题或要达到的目的。目的的性质决定着
有待开展研究的类型、规模和范围以及用于确保研究结果应用最大化的沟通战
略。当然，相关利益攸关方和研究的目标受众（包括下述的政府决策者、公共和
行业用户以及工作人员）决定着目的。图3.1列举并说明了NMHS运行模式的主要
类型，并阐述了确定如何资助及管理它们的制度背景。这可帮助那些采用各类运
行模式的NMHS了解气象/水文服务与受众、资助机构、用户等之间的关系。

3章.

3.3.1

管理决策者

NMHS

是

框架或

可
Rogers和Tsirkunov

和
NM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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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目前使用的五个NMHS运行模式
Rogers和Tsirkunov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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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关键决策层，必须向其通报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如果NMHS拥有某种商业自由，且能够从私人渠道（例如，银行）筹集资金投
资，则有效通报研究结果在收集企业案例以及为潜在投资者/贷方提出建议方面至
关重要。即使在政府内部，目前许多投资决定都是根据竞争性企业案例。通常，
这并不足以证明对NMHS投资的正回报；回报需要明显高于通过相同公共资金渠
道寻求资助的其它潜在投资。

3.3.2		

公共和行业用户

作为一项基本公共任务，几乎所有NMHS都会向普通公众提供预报和预警服
务。NMHS会通过自己的员工或通过伙伴组织（例如应急管理机构和媒体）直接
向公众发布这些信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还会通过在线发布渠道，从传统网站
到社交媒体等。这些媒体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各有不同，天气信息的传输也各不相
同，但天气信息通常是针对各具体的分发方式定制的。同样重要的是，要扬长避
短，针对各特定媒体制定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资料的发布方式。第9章更具体探讨了
触及到媒体和外部受众的其它战略。
包括机构、组织和私营公司在内的行业用户是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推动方和客
户。依赖气象/水文服务的政府机构可提供资料和信息，甚至为NMHS代言，帮助
其宣传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它们及其它机构也在争取相同的公共资金。在这两种
情况下，这些机构会成为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关键受众。支付气象/水文服务费用
的机构和公司最可能关注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作为它们与NMHS关系的依据，例
如衡量其所付费用的公平性。国际捐助方和金融机构当然也注重了解和确定其投
资的预期社会经济回报，并会需要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作为资助条件。

3.3.3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员工

最理想的是，所有NMHS工作人员均参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了解分析过程，并
在实施最终决策方面发挥作用，确保这些分析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根据研
究范围，有些工作人员最有可能参与到该过程中，或至少会提供关键信息。所有
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从一开始就要了解管理层开展此类分析的理由，并应定期了解
分析过程和结果。研究进展不应仅向作为固定受众的工作人员通报；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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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供质询、反馈和深度参与的机会。
NMHS工作人员强烈关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研究
结果有助于向他们证明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意义，从而提振本组织的士气。每
个人都希望自己在从事有益的工作，而NMHS及其产品价值的切实证据在多数情
况下会提高本组织工作人员信心，以及积极促进个人和企业的自尊。

3.4		

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理由

围绕气象/水文服务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决定有多种可能的目的或需求。这种
推动力可能来自NMHS外部 – 或许来自上级政府部委或财政部。如果有董事会或
用户委员会，则可能是来自它们。或者，该举措可能来自NMHS管理层，旨在为
其提供作出管理决策的质量依据，或提供帮助宣传，争取更多公共资金的依据。
虽然各NMHS均有其各自独特的情况和挑战，但本节力图阐述和概述一些可作为
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基础条件的更常见需求，并提出了一些可能满足这些不同
需求的研究特点，以及相应的实例。这些需求包括但不限于验证对现有或建议的
新服务的提供、确定气象/水文服务在战略领域或在普通公众中对用户目标的贡
献、评估NMHS对具体服务划拨资金的情况。11
具体的目的或需求主导着应开展评价的类型，评价工作应提供支持特定需求的准
确衡量标准。在评价的最初阶段，还需要考虑使用和通报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
的方式；研究结果不会孤立存在，但通常将纳入到更广泛的决策过程。在解决这
一问题过程中，需要对构建研究这一概念加以考虑。在通信文献中，“构建”（参
见Scheufele，1999；Entman，2004等）指的是对预期研究的目的及表述方式建
立共识。

11

最终目的 – 评估NMHS资金划拨情况 – 仅需要成本分析。鉴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旨在评估效益，因此，
将不会提供开展此类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动因。然而，社会经济效益研究通常侧重于效益和成本。通过确
定如何更具成本效益地使用资金，降低总成本，从而可增加净效益（效益和成本差）。此外，确定低成本
服务提供战略能够补充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结果，更令人信服地说明提供资金支持NMHS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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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基本气象/水文服务的提供

虽然政治家及其它舆论界有时反对公共部门以资金充裕的政府与健康经济相悖为
理由支出费用，但却是政府在支出经费为企业和社会繁荣创造条件。政府资助的
方面是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确保公平的商业惯例、教育和培训大量劳动力
并大力促进保健。政府还提供资金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产生的危机。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的工作是大力促进灾害危机应对，并提供日常服务，从而促进营利性天
气敏感型产业和整体经济的效能。
在后一种情况下，有些政府将NMHS视为能够带来资本回报的实体，或能够支持
部分自有基础设施成本的实体，因而会补贴所有公共部门投资。虽然该方法可能
在政治上有吸引力，但这会削弱NMHS本质上的公益性作用，如果再出现资金不
足，则会促使国家在应对气候和天气相关变化方面的能力下降。记录基本气象/水
文服务的价值有助于说明对NMHS进行基本投资的合理性。

文框3.2：验证整体服务投资
芬兰气象局是欧洲最早开展其气象/水文服务经济评价的NMHS之一。此研究旨在证明
所有服务的价值，但仅围绕主要行业和用户群体：运输、建筑和设施管理、物流、能
源以及农业生产。本文作者利用现有资料、影响模式和采访来确定目前气象/水文服务
的使用水平、个人和组织如何根据该信息改变其决策、以及决策者及其它用户如何从
中受益。所研究的行业年效益估计为3.59亿-3.9亿美元，约为提供所有FMI气象/水文
服务所用年成本（6800万-8200万美元）的五倍。附件E中案例研究7介绍了有关FMI
研究的更多详情。

来源：Leviäkangas和Hautal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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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3.3：验证当前对专业气象/水文服务的投资
2014年，瑞士气象局分析了其向瑞士国内航空公司提供的降落机场预报（TAF）的效
益。具体而言，与航空公司代表进行了面谈，并用标准的经济决策模式量化TAF在避
免燃料和飞行偏差成本方面的经济价值。研究成果表明，瑞士两个主要机场的TAF年
经济效益在1400万美元到2200万美元之间。此项研究帮助验证了以往对TAF的投资，
而且还使瑞士气象局能够评估改进TAF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案。附件E中的案例研究6介
绍了瑞士气象局TAF效益研究的更多详情。

来源：Frei等（2014）

有些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旨在证实存在政府资助的NMHS，这类研究的主要受众是
NMHS的上级单位，通常为主管部委或财政部。然而，应当强调的是，这些整体
服务研究难以划定范围、极为耗时且通常需要大量资金（此类研究的更深入讨论
详见第6章）。建议首次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各组织，要以更有限的研究为起
点，围绕一个特定行业、地理区域或主要客户。

3.4.2		

验证以往和当前对专业气象/水文服务的投资

许多NMHS时常会被要求证明其持续运行的合理性，尤其是公共资金大量投资支
持其基本基础设施及其整套服务的合理性。而大多数NMHS经常会自己意识到要
验证针对特定行业的具体计划和/或服务的投资。NMHS或许会关注确定是否应保
持或中止以前提供的特定服务。或许还会关注了解哪些行业能够受益于具体的服
务类型。与上一节所述的整体服务研究相比，此类社会经济效益研究通常其工作
重点更为集中，但其规模更易管理，成本更低且耗时更少。
例如，围绕具体用户行业（例如，农业或运输）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能够阐明气
象/水文服务对具体参与方的价值（Frei等，2014）。与早期预警系统有关的效
益评价也属于此类。例如，在中国香港，已表明风暴早期预警可确保人们有时间
利用可响应预警的自适应公交系统安全返家。及时预警、有效通报和响应可确保
香港市民的安全，并使经济能够迅速从此类自然灾害中复苏（Rogers和Tsirkunov，2011）。
虽然这些研究侧重于与具体活动有关的经济效益，但也同样可以用于阐释NMHS
对其各自政府的价值，并用于促进财政资源用于对该行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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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象/水文服务新作投资的合理性

总之，完善的NMHS能够合理地预计到，其年度预算拨款将与近年的拨款数额存
在某些密切关系，并将依据国家普遍经济健康状况（以及其它考虑因素）做出上
下调整。然而，为新活动或投资争取额外资金划拨更具挑战性，且通常将需要全
面阐明争取新拨款可实现的效益。
在这种情况下所采用的经济评估必须要务实，目的是要确定NMHS的新活动或新
设施所提供的更好服务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的难点之一是，
这些新服务的潜在用户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可能带来的新机会和效益。因此，存在
的风险是，受益方会低估现代化或改进服务的潜在效益，或需要大量时间根据新
的或完善的信息调整其决定。
为了减轻这种风险，经济评估旨在估算更高质量气象/水文信息和服务（准确性、
时效性和可靠性）能够给国家商业活动带来的潜在综合效益。这些研究中所使用
的方法侧重于估算高影响气象/水文灾害带来全国范围的潜在损失，同时假设，现
代化的潜在效益将在若干年内实现。该方法存在着一系列复杂问题，尤其是对于
气象/水文灾害对经济、社会各行业和全体人口造成的损害/损失（有形和价值）缺
乏系统记录。因此，还必须要采用其它的方法（世界银行，2008）。
文框3.4：对气象/水文服务新作投资的合理性
世界银行与欧洲和中亚的一些NMHS合作，为评价与现有天气及气象/水文服务有关的
效益以及NMHS大规模现代化可能产生的效益开展了11项研究。研究采用了两种评估
方法：
– 具体行业方法，利用现有的国内资料和专家调查，估算气象/水文服务在天气依赖型
行业中的经济效益；
– 基准化分析方法来评估先前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失，包括估算改进型服务所能减少的
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失。
世界银行研究结果表明，促进气象/水文服务和信息将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例如，针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促进气象/水文服务进行的投资，其效益（避免的
损害）是投资成本的2.4到3.2倍。附件E中的案例研究1介绍了世界银行在欧洲和中亚
国家开展的具体行业和基准化分析研究的更多详情。

来源：世界银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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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3.5：为战略政策决定提供依据
在农业领域，针对用户的气候服务可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通过早期预
警系统，它可启动预防措施，避免或减少作物损失。秘鲁国家气象和水文局（SENAMHI）及瑞士气象局在评估对秘鲁库斯科地区具体早期预警系统支付意愿试点案例研
究中探讨了这种可能性。此项研究使用了陈述偏好法（见第6.5.1、6.5.3、6.5.4节和
第7.6节），这是一种计量经济法，是以对60多位农场主面对面访谈为基础。研究结果
表明对库斯科地区10年咖啡和玉米种植而言，社会经济效益约为1000万美元，而对整
个秘鲁，社会经济效益大大超过了1亿美元。仅考虑咖啡农场主的情况下，估算的支
付意愿相当于秘鲁咖啡出口价值的1%。此研究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定制气候服务对农业
领域的必要性和效用，因而强调了NMHS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在确保粮食安全
或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可证明作为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
基本要素，气候服务在气候敏感型行业中的重要性。

来源：瑞士气象局和SENAMHI（2014）

这种方法还使人们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在大量投资改造设备落后和近乎
落伍的NMHS之后，才能够产生可衡量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发展中国家有100多
个NMHS确实需要大量投资，提升其服务水平，使之能够为公众及国家经济行业
提供及时、可靠和准确的高影响天气预报（Rogers和Tsirkunov，2013）。

3.4.4		

确定NMHS对用户目标的价值

虽然NMHS通常主要侧重于其日常预报和预警业务，但它有能力为国家级乃至国
际级更大战略目标提供信息和做出贡献。国家目标实例会涉及市民的安全和保障
（民防）、食物和营养（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空气质量）或气候
适应。国际目标会包括那些旨在开放公共资料集供第三方使用的政策，例如欧盟
的欧共体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指令（INSPIRE）涉及到重复使用欧盟的公共行业
信息（de

Vries等，2011），以及澳大利亚的类似倡议（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

室，2011）。这一特殊类型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有助于确定在国家层面上运行的
NMHS如何促进实现这些更大的行业战略目标。

3.4.5		

资源的优先排序或再分配

关于如何划拨资源的决定通常是NMHS的内部事务。需要做出决定的是以哪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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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投资重点，从而提高为公众和专业用户所提供服务的总体质量和范围。例
如，需要在投资地基还是空基观测系统之间做出选择，抑或可能要在投资观测系
统或预报系统之间做出选择。还需要在为有形资产（设备、电脑）或为能力建设
活动（包括培训及其它活动）划拨资金之间做出选择。
许多NMHS所面临此类选择的一个特殊实例包括人工影响天气（例如，防雹）的
专用资金是否没有很好地划拨用于改进预报和预警服务。成本效益分析有益于确
定是否能够以最低成本实现当前的或更好的气象/水文服务质量和水平。12
此类需求或目的，其背景通常是国家性的，公共审计署或类似机构可据此对政府
资助的机构开展研究，以确定公共资金是否得到最佳使用。然而，NMHS可主动
开展此类研究，以向公众表明其在慎重使用税收收入。此类研究还要支持向监管
方提供的成本估算，例如航空业的管理方，在航空业中，保障服务的成本依规章
制度确定，并转嫁给用户 – 即航空公司，并最终转嫁给旅客。

3.5		

结论

阐述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目的可促进开展研究，解答关于气象/水文服务价值方面
的一个或多个问题，并延续或扩大对NMHS的政治、资金及公共支持。这种对气
象/水文服务效益之重要性的初步了解意味着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审准、资金筹措、
研究设计和实施及结果通报等一系列过程的开始，下面六章将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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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1章. 引言

引言

第2章. 气象/水文服务

如第3章所述，开展NMHS成本和效益研究有

第3章. SEB研究的目的

若干动因。研究旨在支持一个以上的动因。

第4章. 设计SEB研究

本章旨在帮助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方着手进行

第5章. 经济要点

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以便开展和委托社会经

第6章. 效益

济效益研究，包括效益和成本分析(成本效益

第7章. 成本

分析)或BCA，以及向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通

第8章. BCA

报研究结果。

第9章. 沟通

虽然NMHS或许有能力对其服务重要性开展
非经济研究(例如，通过用户调查评估质量和

第10章. 展望

接受度)或采用简化方法，例如世界银行开
发的基准化分析方法(详见第6.5.3节)，以提供数量级效益估算，但可以设想鲜有
NMHS会准备开展内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因此，本章的组织结构是按照五阶段
过程，以帮助NMHS设计和委托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这五个阶段和社会经济效益
研究的主要结果参见图4.1。
阶段
制定工作范围

• 概念说明
• 关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的决定

委托研究

• 实施计划
• 顾问的职责
• 沟通战略

• 招标文件
• 选择备忘录
• 合同文件

阶段
开展研究
• 审议草案

结果

结果

编写概念说明

通报研究结果
• 沟通产品

• 最终报告

图4.1.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设计和委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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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 编写概念说明

第一阶段涉及编写概念说明，即让政府或NMHS的高级管理层能够决定为社会经
济效益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能够同意考虑资金划拨方面的研究结果，能够了解研
究结果的其它可能用途。概念说明还应预设决策者会提出的各类问题，例如研究
目的、预期受众、内容、资金和人力资源需求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的编
写、审议和通报管理等。
第3章中列举和论述了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主要目的涉
及对NMHS的财务及人员支持、基础设施的运行或NMHS所提供的具体气象/水文
服务。对于涉及预算的决定，研究将有助于决
文框4.1：概念说明内容

策者利用BCA确定与政府的其它投资相比，对

对研究的描述
– 研究目的
– 待评估的气象/水文服务
– 待评估的行业
– 效益-成本法

NMHS的财政支出是否得到高度重视。研究较

预算和融资
– 研究的成本
– （可能的）融资渠道

效益研究结果可用于向公众宣传服务的价值，

时限
– 设计和采购
– 研究准备和分发结果

概念说明应包括研究描述，并提供关于预算和

下列方面的作用和职责：
– 管理监督
– 采购（如必要）
– 研究筹备
– 分发结果

益攸关方之间划分的作用和职责。文框4.1直观

少会只侧重于利用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具体类型
或水准的气象/水文服务的其它制作和提供方案
的成本。除了融资和拨款决定之外，社会经济
或提高用户界对服务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资金的信息以及设计、委托及开展研究的时限
等信息，介绍有可能在NMHS、顾问及其它利
介绍了概念说明的内容。即使不需要利用概念
说明来决定是否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但文
框中所列内容同样有利于为决策者、外部资助
机构或NMHS高级管理层编写简报，并提供框

架和内容摘要，列入研究第二阶段的工作范围。
在大多数情况下，NMHS将为研究提供管理监督，但如果要将研究视为真正独立
的，则可由多个机构和来自用户界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给予监督。社会经济效
益研究的受众部分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以及NMHS是否希望与公众和用户界共同利
用研究结果。

38

评价天气和气候：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

表4.1是针对第3章所述各种目的所开展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主要受众一览表。
概念说明还应简要介绍评审过程以及与表4.1所述各受众共享结果的计划。概念说
明的这一要素应介绍利益攸关方如何参与以及在该过程的哪个阶段参与。
研究可由个人、单个组织或集团开展。参与开展研究的潜在组织可能包括
NMHS、其它机构、非政府组织或大学抑或私营公司。例如，如果关键利益攸关
方认为主要目的是为证明迫切需要追加投资计划，以恢复和重振观测及局地天气
服务能力(认为能力已下降的地区)，则优选方案是由广受尊重的国际性(因此更为
中立)的专家组织提交报告(例如，见世界银行，2008)。另一方面，如果NMHS
旨在为理由充足的省部级预算拨款提供依据，则推荐的过程是根据广泛基础的咨
询组提供的背景指导，聘用国内独立专家，并让他们提交报告(例如，英国气象
局，2007)。为了公共开支的优先次序，对其它行业类似参与者的社会经济效益
研究加以协调通常十分有益，特别是涉及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例如与交通安全或
公共卫生有关的利益。
概念说明还应简要介绍评审过程以及与表4.1所述各受众共享结果的计划。概念
说明的这一要素应介绍利益攸关方如何参与以及在该过程的哪个阶段参与(文框  
4.2)。
表4.1.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主要受众
目的
验证气象/水
文服务的提供

验证专业气象/
水文服务的提供

支持对新型气
象/水文服务
的投资

确定NMHS服
务对用户目标
的价值

管理决策者(部委、财政
部、董事会等)









NMHS领导





















受众

行业部委和伙伴机构
外部资助机构
用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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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4.2：利益攸关方参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利益攸关方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参与过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气象/水文利益攸关
方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气象/水文服务用户以及公众。在研究开始前，应
咨询利益攸关方，以帮助研究的管理方设定目标。对一些NMHS而言，这可能首先需
要进行市场研究，以确定用户群体。
另一方面，可以在研究的后期阶段（评审工作范围、评审研究结果以及向各受众通报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落实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推动利益攸关方参与必须要有经过充分
研究的战略信息，并要通报有实例的明确信息，比如由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而提高服
务质量和完善决策责任制的实例。NMHS可通过多轮正式书面征求意见、信息提供、
半结构性访谈、研讨会和咨询组形式使利益攸关方参与。互动可以是技术性的、总体
性的或基于结果的。
根据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所涵盖的国家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磋商机制。磋商形式可根
据有关透明度、责任制的立法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评审之间的划分来加以指导；这
突出强调审慎调查的重要性。利益攸关方参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可
通报成效，从而提供关于服务的可说明、透明和独立的更新材料。

关于概念说明内容和表述方式的另外三点有助于为决策者提供依据。首先，它可
有益于将其它分析类型与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相结合。例如，NMHS可提出对
NMHS服务及产品的技术质量进行分析，并向决策者提供客户满意度的分析结
果。
第二，有助于将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视为持续评估过程的一个分析要素，前提是
NMHS可能需要说明持续资源分配的合理性。此概念分析可能会论述NMHS关于
定期更新此研究的战略。
第三，鉴于NMHS委托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是件新事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因此，为决策者提供其它国家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证据，证明类似的评估可
产生显著效益是有意义的，且推荐的方法均基于良好的国际规范。案例研究清单
可登录WMO网站查询(http://www.wmo.int/pages/prog/ amp/pwsp/SocioEconomicCaseStudiesInventory.htm)。本出版物附件E介绍了社会经济效益案例研究精
选。此外，来自用户团体的支持，包括在多个国家开展经济活动的用户团体的支
持，对于促进效益和成本估算的范围和准确度极为重要或不可或缺。

4.3		

第二阶段 – 制定工作范围

在做出关于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有利决定后，应制定详细的工作范围，包括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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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a)研究的动因/背景(根据概念说明)；(b)关于管理监督、研究筹备和评
审、通报结果等的作用和职责；(c)开展研究的计划；(d)预算和时间表；(e)沟
通战略。鉴于鲜有NMHS具备开展内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能力，因此，需要详
细的工作范围作为响应竞争性采购的指导文件之一。
前两个部分有助于此项工作的竞标方了解以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为依据的政策问
题，以及如何协调研究，包括NMHS将提供的人力资源承诺，及针对利益攸关方
参与和供评审的报告草案的分发等过程的建议。
关于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计划是具体工作范围的关键部分，并有助于确定完
成此项研究的资金需求和时间表。下图4.2为基本流程图，简要介绍了分10个步骤
顺序的研究报告编写工作(称之为SEB研究步骤1，并依此类推)，表4.2简述了各
个步骤，并引导读者更详尽了解对各步骤的论述。
S E B研究的步骤
SEB研究步骤1：建立基线
SEB研究步骤2：确定NMHS服务的变化
SEB研究步骤3：确定全部的效益和成本

SEB研究步骤4：筛选效益和成本并选择分析方法

分析效益和成本
定性

SEB研究步骤5：尽可能地评估效益
和成本的货币价值

SEB研究步骤6：定性描述那些定量
方法不适用或不可行的关键效益和成
本

SEB研究步骤 7：总结和比较所有效益和成本

SEB研究步骤8：列出所有遗漏、偏差和不确定性

SEB研究步骤9：开展关键变量值的敏感性分析

SEB研究步骤10：阐述结果并向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通报

图4.2. 开展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的步骤

包括利益攸关方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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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摘要
步骤1: 建立基线 –
研究的基线是现状，可提供有待评估的气象/水文服务变化的参考点（第4.3.1
节）
步骤2: 确定NMHS服务的变化 –
这些变化可包括引入新服务或产品、扩大现有服务的地理覆盖、服务的改进等
（第4.3.2节）
步骤3: 确定全部的效益和成本 –
本步骤侧重于评审基线和服务变化，以向用户界列举效益以及在这两种情景下
产生的成本；如果分析仅侧重于用户或用户界样本，则本步骤有助于说明各类
用户团体的数量、类型和位置（第6.3和7.3节）
步骤4: 筛选效益和成本并选择分析法 –
本步骤在确定研究规模及选择估算法等方面至关重要。成本和时间限制可能会
对可分析的效益或成本以及估算法形成限制。在本步骤中，还要根据为社会经
济效益研究所选定的估算方法所需而确定资料需求和可用性（第6.4和7.4节）
步骤5: 分析效益和成本 –
       效益和成本可定量和定性加以分析，促进确定净效益（效益减去成本）（第
和6
6.5、6.6、7.5节和第7.6节)
步骤7: 总结和比较所有效益和成本 –
本步骤包括利用经济标准来比较效益和成本，以确定服务变化是否会产生大于
成本的效益（第8.3节）
步骤 8: 列出所有遗漏、偏差和不确定性 –
此步骤非常重要，有助于NMHS和资助机构了解由于资料局限、资金制约以及   
在假设和未来价值方面的内在不确定性等所产生的局限性（第8.4节）
步骤9: 开展关键变量值的敏感性分析 – 此分析紧随步骤8，包括各类不确定变量假设
条件下的效益和成本结果表述方法（第8.5节）
步骤10: 阐述结果并向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通报 – 在完成研究后，将评审其结果，并形
成与不同受众共享的结果。沟通战略将指导制定为受众提供结果的信息和机制
（第9.4–9.7节）

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计划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如果有规章要求使用具体类型
的估算法，则应在征求建议时通报该信息。在有些情况下，NMHS可能希望为竞
标方提供一定灵活性，为开展SEB研究步骤3、4、5和6提出具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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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开展研究的计划之前，难以确定用于研究的预算。如果竞标方可自行提议
估算方法，则各提案之间拟议的项目成本范围会有显著差异。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的成本取决于若干因素。简单而有重点的研究或许仅需要几个人月数的投入，而
涵盖多个经济行业的大范围深入研究或许需要投入不同的人年数，外加NMHS大
量的协调成本和工作人员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研究必须要根据现有的资源，
特别是如果资料缺乏或质量差。这会妨碍开展涵盖所有用户和效益流的社会经济
效益全面研究，而且必须要使用某类评估方法，例如“效益转移”，包括使用媒介
或使用一个以上其它类似研究的最终结果（见第6.5.4节）。通常，如果研究旨在
为大量投资于气象/水文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或证明NMHS整体服务价值，则更容
易证明全面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和更多预算的合理性。
开展研究的时间表应阐明收集资料、开展调查、开展研究以及起草并完成报告的
时间。此外，时间表应当加以调整，确保利益攸关方有充足的磋商时间，以及确
保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草案公开评审的明文规定。如果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是与其它
分析协调进行，并一揽子提交给决策者，则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时间表应当与其
它分析的时间表相一致。

4.3.1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1：建立基线

效益和成本评估或者围绕目前的一系列服务（所有服务或具体服务）或侧重于从
一系列气象/水文服务转变为其它的服务组合。现状被视为基本情况或基线。为建
立基线，研究小组可描述目前所提供的服务以及目前状况出现的结果。基线是服
务的水平和质量，拟定的NMHS计划可据此来衡量变化。重要的是要确定基线影
响的尺度和时间，阐明拟定的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做出明确假设。
在考虑不同水平的信息质量时，NMHS还应当认识到资料和预报质量的重要性，
以及开发和维护良好验证系统的重要性。虽然标准验证衡量（例如，500毫巴技
巧评分）无法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但是如果NMHS无法或没有以标准气象术语
衡量其预报质量，则开展预报信息价值的经济衡量是一个无法令人信服的过程。
总之，在评估NMHS的产品时，具体产品或计划的价值以及现有预报和服务的质
量变化最具意义。经济学家认为这可确定“边际”价值或评价所提供服务或产品的“
边际”变化。这与NMHS提供的整套产品和服务相比，通常包含相对较小的变化。
整体评价NMHS（即全部服务）与评价气象/水文服务的变化是不同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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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不合理地假设基线替代方案是没有NMHS提供的服务或产品，这种情况
下，进行整体评价会很困难。NMHS的总价值是当前信息与持续性或气候学（假
设如果NMHS不提供任何服务，则最终用户会依赖于任何一种情况）之差。在有
些情况下，不含NMHS的基线信息或许是另一个NMHS提供的信息（例如，邻国
的NMHS）。

4.3.2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2：确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变化

要确定评价的范围、考虑初步方案，并在分析中还应当列入合理或潜在的备选方
案。通常NMHS关注的方案包括下列方面的改变或改进：
–

观测系统；

–

资料同化；

–

预报模式；

–

计算机设施和能力；

–

预报分发。

拓展许多NMHS的传统领域可涉及诸多改进或落实最新或更好的信息使用及响应
方式，包括改进：
–

预报通报；

–

决策支持工具开发；

–

灾害天气应急响应活动。

4.4		

第三阶段 – 委托研究

在多数情况下，NMHS将与外部组织签订协议筹备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即使
NMHS内部具备经济专业知识，但最好还是与独立的组织签订协议，以强调公正
性或提高研究的可信度。通过公开招标程序或通过锁定有限的一些通过预审资
格的组织，NMHS可确定潜在的承包商。国家的准则和通常是国际的准则会阐明
NMHS要遵循的招标程序。对于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的研究，通常需要公开招投

44

评价天气和气候：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

标。而较小规模的研究，可考虑邀请招标，以便减少行政负担。
除了详细的研究范围以外，招标文件应描述资格要求、项目人员配置要求、开展
类似研究的经验、成本方案编写指南、用于评价提案的技术和成本部分的标准以
及提交提案的细则。NMHS应当根据规则评审提案、选择成功的竞标方并向所有
竞标方告知其决定。如有可能，NMHS应当聘请一个评选委员会，其中至少要有
一名成员具备经济专业知识。

4.5		

第四阶段 – 开展研究

开展研究应按照具体的规划及时间表。要鼓励NMHS从项目启动伊始要经常与项
目小组召开会议。这些会议不但对于监督进展及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非常重要，
而且还将使NMHS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经济概念以及承包商所使用的方法，因为
NMHS以后将负责向决策者及其它受众通报结果。
评审过程随着实际评估而推进并通常加入一些临时检查，此时总体过程应进行对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整个结果的正式评审阶段，而后再制定最终草案。整个研究结
果的评价应根据合约协议中关于内容（方法、结果及其判读）和表述方式（即，
传达给相关受众的信息的清晰度和针对性）的要求。

4.6		

第五阶段 – 通报研究结果

在最终研究结果及报告获批之后，NMHS将参与对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的内部
和外部通报。第9章对研究的这一阶段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本节只介绍其中几
点。第一，如前所述，NMHS应在筹备具体工作规划阶段就开始考虑通报社会经
济效益研究的结果，以确保负责通报研究结果的工作人员将在该过程之初开始确
定受众和信息，并能够有机会与项目组建立联系，了解研究方法和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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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4.3：沟通 – 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如文框3.1所述，沟通战略是设计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使这项研究中
的沟通环节将主要面向该过程的末端（将评估结果通报给关键利益攸关方），但沟通
需求应当全方位通报此项研究的设计工作。包括明确结果在内的确实的情况说明未必
来自社会经济效益评估本身–这需要通过设计和委托阶段加以规划。第9章更具体介绍
了如何在整个SEB研究中探讨沟通规划和战略。

第二，虽然通报是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设计的最后步骤，但在研究完成前需要付出
相当大的努力。这有益于开展焦点组访谈或其它利益攸关方磋商，以检验向不同
受众通报经济信息的其它途径。NMHS希望与媒体及用户界见面，向它们介绍正
在进行的研究。此外，会发布一些初步的通报材料，使受众更多地了解NMHS的
服务和产品，以及NMHS正在开展的服务质量评估工作、加强或扩大服务和资助
这些投资的方案。

4.7		

结论

本章介绍了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设计、委托、实施和结果通报等方面将要采取的
基本五阶段过程，而对开展研究实际采用的方法和分析只做了简要介绍。下面四
章将做更详细的介绍，使NMHS能够更多了解经济术语、效益和成本评估概念及
方法、编写概念说明和工作规划所需的效益和方法比较方案，并与经济顾问开展
有效合作，监督此项研究、管理评审，并通报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Met Office, 2007: The public weather service’s contribution to the UK economy, http://www.metoffice.
gov.uk/media/pdf/h/o/PWSCG_benefits_report.pdf.
World Bank, 2008: Weather and Climate Service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A Regional Review.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151.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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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言

在第4章介绍的设计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五
个步骤中，制定详细的工作范围对于不熟悉
效益及成本衡量和比较方法的非经济学家来

第5章. 经济要点

说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下面四章旨在帮助

第6章. 效益

NMHS及其它服务提供方大致了解用以使其

第7章. 成本

委托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并向决策者及其它受

第8章. BCA
第9章.通报

众通报研究结果的经济手段。本章将向读者
介绍基本经济概念，第6章(效益)、第7章(
成本)和第8章(BCA)将对这些概念做更具体

第10章. 展望

的论述。附件A包括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经济
术语的定义。基础经济学教材(例如，免费

在线方案：Kling，2002；Amos，2014)涵盖大部分所使用的经济概念(另参见媒
介文本：McAfee,2009)。关于公共产品和BCA等主题的更具体论述，读者还可查
阅公共财政教材(Johansson，1991；Cornes和Sandler，1996；自然保护战略基
金，2014)。

5.2		

气象/水文服务提供决策依据

气象/水文服务通过第2章所述作为价值链的综合过程可产生净经济效益。气象/水
文服务的制作成本与观测、模拟、预报和服务有关。基本气象/水文服务制作完成
后， NMHS或其它服务提供方会对其进行重新包装，并定制成更专业的产品，而
后供用户界使用。图5.1和5.2(前文的图2.1和2.3)分别归纳了服务的制作和提供，
以及整个价值链，包括服务的基本制作和定制，以及用户接受用于决策并采取行
动形成可在研究中加以评价的结果。要了解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人们可考
虑那些服务是如何帮助制定更好决策的。飞行员更了解在何时取消航班；农民会
避免作物损失；应急官员能够防止洪水损害。当然，并非所有成本都能够避免，
但是有些可以避免；在其它情况下，气象/水文服务可创造趋利避害的机会。例
如，较高的积雪估算结果对于下游水资源管理人员而言通常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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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资料管理

天气
气候
水

观测

模拟

预报

服务提供

研究与开发

图5.1. NMHS服务制作和提供系统各组成部分

在价值链中，为用户制作、定制和分发气象/水文服务会产生成本(图5.2中前两个
紫色框)。然而，当用户做决策并基于决策采取行动时也会有相关成本。虽然价值
链中的各环节都能够增加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但更切实的是，在用户对NMHS
或其它提供方所提供的信息做出响应后便确定服务的效益。
经济学家将气象/水文服务效益视为“信息价值”的示例。鉴于信息技术的创新步
伐，信息价值的问题引起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确切地说，气象/水文服务产生价
值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信息服务在技术上很复杂，以及由于决策应用
的绝对数量和种类。随着移动互联网设备日益普及，因此，潜在的气象/水文服务
决策应用的数量和经济价值也在增长。作为经济服务的信息，它的一个特征是，
人们只能在其制作完成后才能了解其确实的价值。在地球科学中，观测和预测的
准确度固然重要，但仅有准确度并不能保证信息的有效性。

沟通过程

天气
气候
水

服务制作

基本服务和专业服务

处理和资料管理

天气
气候
水

观测

模拟

预报

服务提供

和商业提供方

用户决策与行动

结果

研究和开发

增值过程

图5.2. 气象/水文服务价值链示意图

价值
效益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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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具体某条信息的价值很难，除非考虑其在具体决策背景下的使用情况。例
如，洪水预警有多大价值很难评说，除非能够知道洪水何时发生、有多少人会受
灾、人们是否能够及如何自保。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极好的预警也无法避免所有
的损害。因此，预警的效益低于无预警情况下的预期总损失。通常，气象/水文服
务的经济效益是基于与无此项服务的决策预期结果相对比的改进型服务辅助决策
的预期成果(见第5.3节)。
气象/水文服务创造的效益取决于相关的决策环境(例如，生长的作物、资源情况
和技术)，此类效益已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关切。基本气象/水文服务主要由公共
部门提供。估算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可有助于表明其改进的提供和分发是否
能够为社会带来大于其它投资的价值，例如公共卫生服务的改进。

5.3		

合计经济价值：效益和成本

在经济学领域，凡是减少整个社会福利或社会福祉的都是成本；如果资源被用于
制作特定商品或服务，则它们不再适用其它用途。大多数读者将会了解成本的概
念，它是制作任何商品或服务所需的投入价值，以某些单位或计价单位来衡量，
通常为货币。注意，制作气象/水文服务所付出的资源或会或不会直接涉及现金
流。例如，使用电脑可能不需要任何其它支出，但如果这台电脑不可用于其它可
能的用途，则可计为成本。鉴于多种气象/水文服务有待联合开发和提供，因此，
查明单项气象/水文服务的增量成本非常困难。除了备抵成本以外，决策者耗费的
任何时间或其它资源也应视为与气象/水文服务企业有关的成本。
与成本相反，凡是增加社会福利或表示从采取行动中获益的都是效益(Tietenberg
和Lewis，2014)。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源于用户至少是部分依据所提供的天气、
水和气候信息做出决策。农民根据季节预报定制其种植或收割决策可获得更高的
收入。电力公司能够根据此类预报更好地为冬季供暖或夏季制冷季节做出规划和
减少燃料成本。
对于成本和效益而言，经济学家将总值和增值加以区分。在经济学中，如果数量
产生一个单位的变化，则增支成本(效益)是总成本(效益)的变化。这是商品产量
增加一个单位的成本(效益)。基本上，总值和增量值可解决不同的问题。在评
价NMHS的整套服务时，总成本和效益将是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重点，而在评估
NMHS的单个或部分气象/水文服务时或评估服务的改进时，增量成本和效益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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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看待问题的角度对于了解成本和效益至关重要。例如，避免的洪水损害，这对城
市居民意味着服务效益，而建筑业者视之为丧失的机会或成本。鉴于建筑业者仍
能够寻找其它项目，因此，其成本可能小于城市居民获得的效益。响应气象/水文
服务，或更一般来说，提供任何类型的公共服务或政策，而又不会有赢家和输家
的行动几乎没有。关于在此情况下所使用的决策条例类型的一些其它论述详见第8
章。
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减去成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净效益)就是气象/水文服务的社会
价值。公共资金是否应当投入到气象/水文服务中以及投入多少，这是重要的公共
政策问题。经济学能够对气象/水文服务的条件或可获性的变化导致的社会福利变
化加以量化，从而推动政策讨论。促进我们对气象/水文服务经济净效益的了解至
少能够在两个方面为决策提供依据：第一，它可确定或至少估算出哪个是最佳经
济选择；第二，它能够揭示出之前选择的经济重要性。
通常，气象/水文服务必须经过加工或转化，以便它们更直接地满足特定决策用途
(例如，耕作)或地区的需求。而决策者必须对气象/水文服务加以判读，他们必须
决定如何响应该信息。如果该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带来更高的收入或降低生产
成本，则这种改进就意味着经济效益。气象/水文服务价值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
缺失都会减少效益。例如，当发展中国家的用户采取行动时，即使他们明白应当
做出何种决策，但他们的机会也有限，因此会减少预报的效益。例如，如果农民
无法购买更具抗旱力的种子或无法转向需水量小的作物，则他们无法从准确的预
报中获益。这意味着，除气象/水文服务以外，其它因素也将对确定其效益至关重
要。13

5.4		

稀缺性和机会成本

NMHS为何要了解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成本和效益？估算经济价值很难，有时会
引发争论。然而，NMHS常被问及的是，它们是否在充分利用时间和资源。经济
成本和效益需要气象/水文过程管理方的重视，因为与对土地、人工和资本等资源
13

如果用户需要其它类型的信息用于决策，则将效益归因于气象/水文服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例如，在农
民努力应对干旱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还需要生产和市场信息以及获取种子及其它农业投入，以利用预报并
了解干旱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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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量相比，其可用量稀缺。任何社会都不具备可满足人类所有欲求和需求的
必要生产资源。存在着权衡取舍，而且轻重缓急的意识至关重要。由于气象/水文
服务的制作很昂贵，但可为稀缺资源的使用提供依据，因此，提供气象/水文服务
的决策部分是经济决策。经济学能够使决策者了解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效益以及在
有些情况下，了解经济资源的竞争性使用。
如果洪水和极端天气预报等气象/水文服务以任意数量提供给每个人，则不会存在
经济问题。但是自动气象站和多普勒雷达等基础设施稀缺，因此，在此类基础设
施上的支出则意味着其它一些资源需求将难以满足。
在公共政策方面，NMHS必须经常做出选择。因此，NMHS应考虑哪种资源用途
最具价值。这里的关键概念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机会成本是什么，这种NMHS做出
资源用途选择的理念将限制或妨碍其它机会。在确定权衡取舍过程中，经济学给
予NMHS的必要提醒是，资源需求通常会大于资源可用性。

5.5		

作为公共产品的气象/水文服务

基本气象/水文服务不同于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它们可以相同的制作成本提供给上
千的用户或上百万的用户。与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不同，一个人消费/使用气象/水
文服务不会降低此类服务对其他人的可用性。从证明气象/水文服务提供的合理性
角度而言，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效益随用户数量而增长，而制作成本则保持不
变。
许多气象/水文服务属于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产品这一重要类别。公共产品区别于
私人产品的关键属性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非竞争”特性。非竞争意味着只要基本
气象/水文服务可提供给一个人，则可供所有人使用。14非竞争的一个令人惊讶的
含义是，对许多气象/水文服务等公共产品收取的最优价格为零。在这一困惑背
后，直觉认为，在向一个人或所有人提供了基本气象/水文服务之后，如果更多人
使用，则社会受益，而收取费用只会妨碍对公共产品的使用。15

14
15

即使向其它用户提供产品的成本为零，但用户在从电视、广播或手机上获取信息时仍会产生成本。
实际上，某些气象/水文服务的使用会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在这类情况下，服务被称之为拥塞的公共产
品。气象/水文服务可以共享，但仅是以先来后到为原则。一个实例是极端天气预警，如果它仅可通过缓
慢的互联网连接获取的话(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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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的另一个属性是“非排他性”，这表明，公共产品一旦可以提供，则所有
人应当都可获得。对许多公共产品而言，在技术上有可能将用户排除在外。例
如，公司能够阻止家庭收看卫星电视，用户需要付费查看仅在互联网上才能够获
取的信息。除非有公共资金用于负担气象/水文服务或其它公共产品的制作或提供
费用，否则为了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必须要求对服务收费。显然，除非私营公
司能够负担其成本，否则不会提供卫星电视，而有些NMHS如果得不到政府对专
业服务的资助，将对专业产品收取费用，以弥补其制作的增量成本。
如果气象/水文服务能够提供给更多的用户，则每个用户承担的服务成本会较低。
鉴于不论有多少人使用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服务的总支出大致相同，因此，人口
较少的国家往往提供服务的单个用户成本更高。同样，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能够
提供更大量和多样的气象/水文服务，因为更大量的用户可分摊提供成本。随着所
提供服务的数量扩大，每种气象/水文服务的单位成本下降，经济学家将其称为规
模经济。已能够提供每日温度预报的NMHS会发现，它还可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
情况下提供每小时的温度预报。面积更大的国家是一个例外，其单个用户成本最
高，因为运行成本与必须加以维护的网络所在的区域紧密相关。在此情况下，出
现了规模不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当气象/水文服务提供的成本随着服务种类增
加而下降时，经济学家认为，服务提供具有“范围经济”的特征。

5.6		

随时间累计：折现值和现值

要得出国家总量，必须合计气象/水文服务对个人、行业和区域的经济成本和效
益。此外，效益和成本将随时间出现显著变化，而只考虑其当前年度变化幅度的
分析将对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产生不准确的估算。在分类帐的成本方面，开发
新服务或扩大观测网络将会产生大量的前期投资支出；新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和
校准最开始会产生高额的成本，随后几年成本逐步降低，而由于通货膨胀，成本
会随时间而增加。由于学习曲线或滞后采用，新增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往往会
随时间而增长。例如，用户需要时间才能足够信任新的服务，将其用于制定经济
决策或确定如何做出最佳响应。使用本年效益属于另一个问题，涉及效益的概率
性质，特别是那些与用户响应服务相关的效益，而这类服务有助于了解和应对干
旱等极端事件。在所分析的年份，如果天气平静，则干旱早期预警系统的价值将
略逊于干旱年份。同样，如果将效益表示为改进预报而减少的热带风暴和洪水损
害，则本年效益，无论发生洪水与否，均将高估或低估若干年所产生的典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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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在计算随时间推移的总效益和成本时，逐年对比这些经济量要计及两个相关因  
素 - 通货膨胀和“货币时间价值”。在通货膨胀被纳入到随时间推移的记录值或预估
值时，认为此价值是按“名义”价值计算。许多财务分析都是按名义价值开展的。
不过，对于经济分析而言，更适合使用“实际”(即通胀调整后)的货币单位(下文各
事例使用美元(US$)为单位)。在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使用实际的通胀调整后的
成本和效益可得出差异显著的计算结果。在实际美元中，无论通货膨胀率，当今
一美元的购买力与未来10年的一美元购买力相同。
除了通货膨胀外，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必须要阐明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宁愿用当
今的一美元，而不愿用未来可用的一美元。大多数人还愿意使用当今的一美元
现在消费，或投资获得大于未来的一美元。这种近期消费偏好大于延迟消费偏
好被称之为“社会时间偏好率”或“货币时间价值”。这种社会时间偏好率是实际的
(即无通胀)、税后净额和无风险利率，需要付给个人，促使考虑延迟接收实际
美元。将未来价值转变为现值的比率称之为“折现率”，以每年百分率表示(例如,               
每年3%)。它类似于利率。对直接效益的偏好(时间偏好)越大或对现在其它投资
的预期回报率(称为资本机会成本)越大，则折现率越大。例如，以3%的利率(r =
0.03)折现，五年(t = 5)实现100美元的价值将被视为按现值(PV)计算为86.26美
元(t = 0)：16

PV(时间 0 ) =

未来价值(时间t)
(1 + r )t

=

$ 1 00
(1 + 0.03)5

= $ 86.26

或者，以10%的利率(r = 0.10)折现，五年(t = 5)实现同样100美元的价值将被视
为按PV计算为62.09美元(t = 0)：
PV(时间 0 ) =

$100
(1 + 0.10)5

= $62.09

可以按名义或实际来表示折现率。实际折现率是名义折现率减去通胀率。此处关
键是，在分析实际美元时，要使用实际折现率，在分析名义价值时，使用名义折
16

在实例中，美元符号($)仅是用于表示货币计量。分析人员应使用与其决策过程有关的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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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率。17
气象/水文服务的净现值(NPV)仅是其效益之和减去其成本，均以PV表示。或
者，效益和成本的NPV可概述为一个比率(即BCR)或是投资基金的隐含回报(即
内部回报率)。这些计量使用了与NPV方法中完全相同的效益和成本计量，但对它
们的归纳总结略有不同。

5.7		

变率、不确定性和风险

对气象/水文服务的本年效益和成本的了解要远多于对未来效益和成本的了解。未
来价值的不确切性是由于两个因素所致：变率 – 源于其特性的估值自然变化或对
其施加的作用力；估算值的不确定性，它源于不了解将会发生什么、将做出何种
决策、对确定估算值至关重要的关键变量的变化幅度有多大或变化的时间。
温度和降水等参数在不同时间尺度会有不同幅度的变化；这些参数的特点在于以
历史资料为基础并在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中使用预期值来构建概率分布。例如，历
史资料可被用于确定干旱、洪水、霜冻或极端高温事件的频率和程度，并将该信
息用于估算未来的效益流。例如，如果能够估算发生干旱年份的干旱早期预警
系统的效益，并能够对干旱概率做出假设(为了便于说明，避开干旱幅度变化问  
题)，则用效益乘以干旱概率可估算出未来年份的预期效益。
不确定性涉及到对关键变量或参数现在和未来的真实价值缺乏了解。例如，在社
会经济效益研究中，很难事先确定个人或企业将如何响应任何给定年份的天气和
气候预报。同样，特定等级热带风暴的损害难以确定，因为许多因素都在发挥作
用，例如热带风暴首次登陆的当日时间、局地气象条件和潮汐信息以及地域特征(
农村、城市、大城市、住宅、工业、农业等等方面)。不确定性有多种来源，都需
要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中加以说明，例如市场作用力和通胀、创新和技术变革、
政治动荡、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升高等。
对于大部分不确定性来源而言，不能将概率归于不同的结果，而不确定性可被列
入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效益和成本估算。然而，“风险”是不确定性的一种形式，
而行动的实际结果是未知的，概率可被归于各个可能的结果。如果是更常见的不
确定性，则可对效益和成本估算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确定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
17

关于确定可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中使用的适当折现率的补充论述参见第8.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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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个不确定参数值的敏感度大小。18开展敏感性分析的挑战是选择决策者及其
他受众可接受的参数值范围。参数值的不同选择方法包括：(a)确立与历史值的偏
差(例如，+15%)；(b)根据模拟模式选择数值；(c)依靠利益攸关方或专家的判
断(德尔菲过程)来选择参数值。

5.8		

气象/水文服务进入市场 – 供和需

气象/水文服务在市场上制作和消费。作为劳动力、能源和设备的买方，NMHS承
担成本。而航空、农业及其它行业等不同客户群使用气象/水文服务。为了估算气
象/水文服务的成本和效益，我们转向了进行大部分交易的市场。气象/水文服务的
净效益就是根据用户需求，这些服务对其用户的价值减去NMHS提供这些服务的
成本。需求就是用户愿意以不同价格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程度。同样，供应就是制
作方以不同价格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数量。
我们通常根据市场经济价值考虑经济，例如开销、销售、产量、收入、雇用和产
生的税收。然而，市场显现的经济价值充分受其它非市场直接交易因素的影响。
例如，气象/水文服务很少利用市场价格来定位，尽管它们会在运输、农业和旅游
业等方面间接产生大量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市场和非市场价值对于确定如何使
用经济资源会为社会带来最大净收益非常重要。谁得到收益也很重要。经济学家
根据获得价值的团体、用户或制作方，将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分为两类。
经济方法可用于评估自然资源的质量或可用性的变化，不论资源使用通常是否在
市场上交易。如果资源使用是作为商品或服务在市场上交易，则有衡量个人福利
或福祉变化的完善的经验技术(例如，多元回归或计算机模拟模式)(第6章)。经济
学家直接用市场交易中出现的信息来评估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作为社会从
商品或服务得出的满意度近似值。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支付的超过市场价
格的差额。生产者剩余是指市场价格高于制作成本的差额。
如果新的气象/水文服务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或完善了其它经济行业的决策，我们的
境况会出现多大程度的好转？第6-8章将详细剖析这一重要问题。经济学可提供方
法和工具，通过比较使用和不使用服务的经济剩余–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
和，帮助评估关于服务使用的问题。经济学可帮助确定与其它投资相比，气象/水
18

对于模拟风险而言，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或可用于经济评价。有关蒙特卡洛法的更多论述参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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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服务是否具有很高的价值，是否值得指定为优先重点。

5.9		

结论

气象/水文服务的提供成本高昂，但在用户界依据其生成的信息做出决策并采取行
动时会产生社会经济效益。虽然气象/水文服务的预算成本足够透明，但所产生的
经济效益以及NMHS应如何将那些效益与预算成本相比较尚未得到广泛重视。预
算有限的政府官员和竞争需求都需要了解气象/水文服务可做出的经济贡献。为了
说明支撑气象/水文服务经济成本和效益概念的经济原理，本章对经济术语进行了
基本介绍，包括供应、需求、稀缺、机会成本、公共产品和折现、以及风险和不
确定性等词汇，这些都是可影响效益和成本估值幅度和信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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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前面几章介绍了关于根据有待解答的问题以
及对有待评估的气象/水文服务和用户界的具
体要求来设计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等必要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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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工作。以这类基础性工作以及第5章介绍

第6章. 效益

的关键经济概念为基础，第6章将就用于评估

第7章. 成本

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的各个过程和方法提供指

第8章. BCA
第9章.通报
第10章. 展望

导。确切地说，下列各节简要介绍了根据以
下各步骤开展效益分析的一般过程：
–

了解价值链；

–

确定整套涉及气象/水文服务和计划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

量化和货币化所确定的效益价值；

–

定性描述和分析不适合货币化的效益；

–

处理有关效益估算的不确定性。

在该框架内，对用于估算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的具体方法和模式进行介绍。还会简
要介绍在评估效益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般性问题和各种局限性。本章旨在使人们
对关键经济原理和方法有一个基本了解，而不是介绍用于评估具体效益的规定方
法。
要评价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分析人员必须要了解并说明服务的潜在用户以及服
务对其决策的影响。第2章通过介绍气象/水文服务价值链，论述了这一概念，并
在效益分析背景中就此加以简要介绍。

6.2		

了解价值链

最终确定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是根据潜在用户如何(以及是否)接收和判读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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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信息以及此类信息如何影响或改变其决策和
文框6.1：气象/水文服务
在农业方面的附加值

行动。而后，将与这些决策/行动有关的结果与缺

虽 然 气 象 /水 文 服 务 价 值 链
中的各环节可增加价值，但
通常难以衡量服务提供的中
间点上的附加值。以农业为
例，农民可依据观测资料做
决定，但很可能观测资料将
用于制作预报或其它产品，
而且农民会将它们用于耕种
决策。

估效益时，重要的是分析人员要根据所评估的服

少此类服务而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因此，在评
务，了解价值链的相关环节。
如附件D所述，可采用消费者调查等不同社会科学
方法来评估在有新的气象/水文信息和服务时，用
户如何做出决策或将如何做出决策。然而，在许
多情况下，有必要对用户的响应做出假设。这通
常需要专业知识或了解具体的用户(例如，家庭、
农业、水资源管理和能源行业用户)，而且应咨询
主管部门，了解它们对用户如何响应气象/水文信
息的观点。

在评价总体效益时(例如，针对某个行业或全国范围)，对具体服务的采用率(即，
使用此类服务的目标人群/企业比率)进行评价或做出假设也非常重要，因为这将
影响所实现的效益量值。经济学家将气象/水文服务的预期采用视为需求预报实
例。需求预报涉及两种非正式方法，例如专家研判，以及定量方法，比如分析历
史使用资料或调查资料。需求预报可用于定价决策、评估未来的能力需求或决定
是否提供新的或改进的气象/水文服务。在有些情况下，采用率可接近100%(例
如，家庭使用天气预报)。然而，对许多特定行业的服务而言，采用率会较低，尤
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服务的传递会存在困难，或用户按照改进的或新的气象/水文
服务采取措施的选择很少。有些因素会影响潜在用户的行为方式以及所评估的气
象/水文服务的采用率，这些因素包括：
文框6.2：规划效益分析
在规划分析及确定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等方面的考虑因素可包括：
–
–
–
–
–

了解气候服务价值链；
确定潜在用户以及气候服务信息如何影响其决定（通常需要与用户合作）；
用三重底线（TBL）法确定一套完整的财务、社会和环境效益；
考虑气候服务是否会带来非边际变化或下游影响；
确定所有的效益，无论是对何人、在何时或何地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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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用户传递服务的通畅程度；

–

服务的特点(例如，准确度或时间提前量)；

–

决策者特点(例如，风险规避、或信息的先备知识)；

–

决策者环境(例如，会影响服务采用的政府计划和政策、社区规范)；

–

资源的可用性及根据信息改变行为方式的管理方案。

尽管可能很难将许多此类因素纳入到效益评估中，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们会
对分析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例如，确定这些因素是否会导致对价值的高估或低   
估)。围绕这些假设开展敏感性分析(见第8.5节)还有助于量化这些不同因素的潜
在影响。例如，许多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研究假设服务包含理想预报。然而，根据
实际发生的条件以及它们与理想预报情景存在多大差异，服务的效益会有显著的
不同。为了评估与给定服务有关的各种潜在效益，最好是对预报准确度有差异的
两个以上的情景进行评价。
此外，如第3章所述，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研究可包括事前或事后评估，在事前评
估中，气候服务的价值是在提供评估之前的预报。实际上，人们在了解世界的实
际主导情势之前，必定会做出选择并显现出事前价值。事后研究无法了解人们对
规避风险有哪种支付愿意，但其优势在于，它是根据以往或现在使用的实际资料
以及现行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开展研究。要估算事后服务价值，需要对没有气象/
水文服务会出现的状况做出假设。
事前研究通常假设用户所做的基线决策是基于对历史气候资料的充分了解或基于
当时可用的预报。而后这些基线决策的价值可以与可能比之更具效益的模拟决策
进行比较。模拟通常是基于历史(即，过去的)状况，特别是如果要对气象/水文
服务的改进进行评价的情况下。对于新增服务的事前研究，可对决策行为进行分
析，包括对风险的态度，以便具体说明对行为方式的模拟假设。这些分析可包括
与专家进行的讨论、或开展的调查和/或对潜在用户开展的焦点组访谈。
关于价值链，事前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气候服务在其落实之前的潜在价值极为重
要。然而，与这些研究相关的必要假设给分析带来了某种不确定性。例如，在农
业相关的研究中，用作物模拟模式来说明使用和不使用所评价的气象/水文服务做
出的决策会给作物产量带来怎样的变化。这些模式可假定为符合实际情况，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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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即使农民采用了具体的管理战略，也需要几
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回报。农民还可选择使用不同的战略，或者可能根本没有资源
来改变农事技术。他/她还可决定在农忙季节寻求其它收入方式。大部分模式和研
究中没有包括此类行为效应。
要完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展广泛的事后研究，而在此之前，预报信息要有充分
的时间得到广泛传播和采用，以利于学习和普遍采用(Meza等，2008)。然而，
开展事后研究通常非常昂贵且耗时。定性社会科学方法可用于了解预报使用和价
值的决定因素，模拟法能够切实包含此信息，将这二者相结合开展研究可有助于
减少与事前研究相关的不确定性(Meza等，2008)。

6.3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3：确定全部的效益

本讨论的出发点可参见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1和2(见图4.2)：关于建立基线情景
和确定待评估的服务变化。步骤3侧重于确定与待评估的气象/水文服务相关的效
益类型。如下文所述，建议利用TBL方法来确定一套完整的财务、社会和环境效
益，包括那些易于量化和货币化的效益以及那些更适合于定性评估的效益。
如上所述，要确定潜在的效益，NMHS工作人员应考虑将如何使用气候服务以及
服务的使用将如何改变与具体决策或行动有关的结果(相对于价值链)。例如，气
象/水文服务的农业用户可根据新的气象/水文信息改变作物管理决策，这会在干旱
等极端天气现象条件下提高效益或减少损失。如果早期预警系统得到完善，则家
庭和企业可做出更明智的极端事件备灾决策，从而挽救更多的生命以及减少财产
损害。能源行业的气象/水文服务用户能够基于改进的流量信息来优化水电运行。
这会使收入增加，并潜在地带来更可靠的能源供应。

三重底线效益
要确定气象/水文服务的总经济价值，重要的是应确定所有的效益，无论是对何人
产生的或在何地实现的，这包括给定服务或计划的财务效益(例如，收入增加)以
及可产生的任何环境和社会效益(例如，挽救的生命、更好的休闲体验、有毒物质
排放最小化等等)。将环境和社会价值纳入到经济分析过程中通常被称为三重底线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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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气象/水文服务三重底线效益实例
– 避免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疾病
– 大众出行的安全和保障
– 给科学界完善的信息和资料
– 促进市民的每日安全、舒适、享受和一般便利，包括：
– 休闲
– 出行和上下班

社会

– 预防灾害性天气
– 家装决定
– 社会效益的其它直接或间接形式
– 事件管理
– 避免气候相关的疾病(例如，高温相关的疾病、因气候而加剧的病媒疾
病，例如，疟疾)
– 长期监测环境状况的基本指标
– 有毒物质及其它污染物排放最小化

环境

– 局地环境质量管理
– 支持解决主要的全球环境问题
– 节水
– 减少化肥使用的径流，从而提高水质。
– 避免霜冻、冰雹或干旱造成的作物损失
– 促进农业生产和销售
– 更有效地规划农业机械的使用
– 通过路线规划减少交通燃料消耗
– 完善航班抵离调度

经济

– 航空公司飞机改道成本最小化
– 搜救成本最小化
– 抗旱成本最小化
– 装船设施的有效调度
– 避免近海石油和天然气作业不必要的关闭
– 避免天气对私人财产的损害
– 更有效规划能源生产和提供

来源：Lazo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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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财务底线仅说明现金流(即收入和支出)或更易于货币化的其它效益，三重底
线法可阐明服务效益完全超出传统财务底线这一情况。作为气象/水文服务提供
方，NMHS及商业天气服务同样需要考虑其管理职责及其它职责，因而要阐明它
们会如何产生有助于社会和环境底线的价值。第6.5节论述了经济学家使用的将气
象/水文服务相关社会和环境效益(通常包括“非市场”效益)货币化的方法。
在当前情况下，三重底线法可提供一个组织框架，从而可说明和通报气候服务相
关的一系列广泛效益。这种三重底线法应包括那些可量化和货币化的结果(包括下
述的市场和非市场效益)以及不太适用于可靠评估，反而需要定性讨论的结果。
表6.1为通常与气象/水文服务有关的各类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实例。其中许多
效益可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例如，个体农民的作物产量提高)以及在行业层面(例
如，避免近海石油和天然气作业不必要的关闭)或国家层面(例如，对多个经济
行业的影响)加以分析。图6.1图示说明了对实际研究的各类潜在效益的全面评审
(Lazo等，2009)。
海洋资源管理效益

私营部门效益
（例如公路）

国际效益

新型
超级计算机

农业效益

海洋运输效益

总效益

改进的环境
模拟

家庭效益
改进的业务预报
（NWS效益）
零售效益
DOE效益
（风）

空军效益

航空效益

能源效益
（温度、风）

军队效益

图6.1. 改进的天气模拟的效益
注：NWS = 美国国家天气局；DOE = 美国能源部。
来源： Lazo等(2009)；Lazo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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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4：

筛选效益和选择分析方法
在确定财务、社会和环境效益后，则下一步旨在筛选可确定其相对重要性的效益(
例如，根据量值大小)，并评估哪些最可能适合于定量评估以及哪些是除定性评估
之外难以评估的。在筛选完成后，便可选择评估效益的方法。从第6.5节开始将对
这些方法进行补充论述。
如表6.1所示，与气象/水文服务相关的结果可包括作物增产(每公顷产量)、挽救
的生命、减少的气候相关疾病、节能以及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相关减排、节水和
增加了游客天数等等。这些结果的价值量化可包括广泛的模拟工作，而且通常需
要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通常极为重要的是，要与卫生、农业、水资源管
理、能源及其它行业的专家密切合作，完成本阶段的分析。经济学家在这个阶段
的主要作用旨在确保所提供的信息可用于在之后的效益分析中使用的后续经济评
估模式。分析人员应特别注意确保所评估的结果适用于效益估算。过于笼统描述
影响，或无法与人类福利相联系的影响将会限制对所有政策效益的分析了解能力
(美国EPA，2010)。同样重要的是，要确定效益在多大程度上可完全归因于气象/
水文服务。例如，大部分用户在做决策时将考虑一系列的气象/水文服务信息。在
种植作物之前，农民在决定是否种植抗旱种子或改为其它种植时也会考虑产量和
市场信息。

6.5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5：分析效益价值 – 定量

基于上述工作，下一步的分析旨在根据实际情况对确定的和量化的效益赋以价
值。经济学家采用各种需求侧方法来估算信息的价值(例如NMHS提供的预报)，
包括：
–

直接请信息的用户主观评估该资料的价值：该方法必须认真加以设计和实
施，要使用标准的经济方法，否则结果不可信；

–

根据对人们行为的观察以及他们自愿负担的成本，来推测服务的价值：利用
该方法，经济学家可使用调查对象提供的资料制作该信息的代用价格。该资
料可能包括为避免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的影响所采取的行动，或人们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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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预报信息的地区娱乐休闲所负担的额外成本；
–

在使用信息情况下的经济(决策)模拟：经济模拟包括建立数学关系以表示在
有信息和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产生的决策或价值(或成本)结果。这使之有可能
计算出信息所带来的价值增长；

–

使用类似研究的结果：最初的研究旨在估算与使用气象/水文信息有关的价
值，这类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为此，研究人员通常使用效益转移法
来估算这些价值。效益转移包括某种情况或研究中所估算的现有经济价值转
移，以估算不同情况下的经济价值；

–

资料分析，其中可对历史记录进行分析或开展调查，确定该信息起到的实际
作用(事后)：资料分析要求资料跨时间段、或跨空间、或跨环境，从而使信
息可适用于资料所代表的某些而不是所有情况。

表6.2概述了可用于评价气象/水文相关服务的各类方法，包括非市场评价技术、
经济模拟方法、避免的成本评估和效益转移。下文对每一种方法做了更详细的论
述。

6.5.1		

非市场评价技术

如上所述，与使用气象/水文服务相关的许多关键结果并没有市场价格。因此，对
这些结果赋予货币价值需要使用非市场评价法，包括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
如表6.2所述，这些方法依赖于一手资料收集来评估效益。
陈述偏好法
陈述偏好法依赖于问卷调查，询问个人做出选择、描述行为或直接陈述他们对正
在评估的非市场商品有怎样的支付意愿。使用这类资料的方法称之为陈述偏好
法，因为它们依赖的是根据假设情况陈述的调查资料，而不是实际市场上所表现
的行为。
陈述偏好法所基于的概念是，人们愿意放弃一定数量的市场商品和服务(人们用其
收入购买)，而他们同样可从非市场商品中受益。这通常是以支付意愿来衡量非市
场结果，不过此类方法也已被用于评估人们“愿意接受”多少补偿才会放弃他们已
从中受益的非市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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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评价方法

方法
非市场评价 –
陈述偏好

非市场评价 –
显示偏好

经济模拟

描述

意愿评价
(CV)

– 通过调查了解个人偏好和价值（例如，WTP）

联合分析

– 类似于CV，只不过是问及受访者一系列选择之
外，而不是单独的WTP问题。

规避行为

– 根据为降低天气或气候事件影响而本应支出，但
由于改进气象/水文信息而避免支出的费用来确
定价值

旅游成本或
支出模拟

– 利用观察到的游客和娱乐休闲行为，确定人们是
否会支付更多费用前往有天气预报的游览点
– 可依靠为搜寻或获取气象/水文信息所产生的其
它支出或成本

特征价格分
析

– 利用观察到的住房、财产或劳动力市场行为来推
测质量变化的价值

决策分析

– 分析人们在获取和没有获取气象/水文服务时所
做的决策和产生的价值
– 通常辅以商业模式或生产模式

均衡模拟

– 研究供需变化以及与使用气象/水文服务有关的
价格影响
– 衡量厂商和消费者的最终损益

经济模拟

– 研究统计关系，以确定与使用气象/水文服务有
关的具体结果
– 回归分析是经济模拟最常见的形式

避免的成本评估

– 根据使用更好的气象/水文信息而避免天气和气
候事件造成的损失（包括避免的资产损失、挽救
的生命和避免的发病率影响）来评价效益
效益转移

– 利用现有评价研究结果，并将其转移到另一个背
景（例如，不同的地理区域或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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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劣势

– 可估算使用和非使用价值
– 可合并与政策案例相吻合的假设情
景

– 实施耗时价高
– 制定可得到有效响应的调查问卷存在困难
– 潜在的响应偏差

– 可使用观测资料开展事后分析
– 针对具体政策案例
– 便于通过调查估算支出

– 价值被理解为下限估值，因为规避支出仅
占个人为避免特定伤害的支付意愿的一部
分

– 使用观测资料开展事后分析
– 针对具体政策案例

– 仅衡量使用价值
– 收集足够的资料通常昂贵且耗时

– 使用观测资料开展事后分析
– 针对具体政策案例

– 仅衡量使用价值
– 需要广泛的市场资料
– 假设市场价格反映商品的价值

– 有助于研究家庭或公司层面的决策
和预期结果
– 根据所采用的模式，可相对简单地
实施

– 根据所采用的模式，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料
– 需要行业专业知识（例如，农业、运输）
– 通常用完美的信息作为简化措施

– 部分均衡模拟有益于研究气象/水文
服务给具体行业带来的效益

– 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料
– 实施费用昂贵
– 需要大量专业知识

– 使用观测资料开展事后和事前分析

– 需要大量资料和专业知识

– 可用于事后和事前分析
– 实施相对容易

– 仅表示部分价值（例如，它不会考虑与提
高生产力和愉悦度有关的气象/水文服务效
益）

– 相对简单和价廉
– 在事后和事前分析中可作为适当方
法来估算使用和不使用的效益幅度
价值

– 有可能产生不准确和误导性结果
– 最初研究的数量有限

66

评价天气和气候：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

陈述偏好法的优势包括能够估算使用和非使用的价值以及通过利用缜密设计的调
查来合并与政策案例相吻合的假设情景。陈述偏好法的主要劣势是它会出现难以
检测和修正的系统性偏差(美国EPA，2010)。陈述偏好法通常需要有经验的专家
帮助进行调查设计和经济模拟。这些方面实施起来耗时且费用昂贵。
最广泛使用的陈述偏好技术历来是CV法，这种方法是为受访者提供关于非市场商
品或服务(或商品或服务质量变化)的信息，并请他们表明这对他们价值几何。意
愿评价调查可请受访者直接阐明他们的支付意愿(开放式CV)，或他们是否愿意支
付指定金额(投票式CV，受访者给出的指定金额不同)。另一种CV形式旨在为受
访者提供一系列美元价值，请他们指明哪个方案是他们愿意为正在评估的商品或
服务支付的最大金额(支付卡CV)。
最近，“选择实验”已开始更广泛地用于估算WTP。这主要是由于与CV法有关的潜
在偏差，以及缺乏便于减轻这些偏差的实施程序。在选择试验调查过程中，为消
费者提供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品或服务方案，并请消费者陈述他们偏向选择哪
个方案。通过研究消费者对与其首选方案相关的特性和价格的偏好，分析人员便
可推测出WTP。
在气象/水文服务的背景下，一些已公布的研究利用陈述偏好法(主要是CV)评估
了家庭WTP。例如，Anaman和Lellyett(1996a)在悉尼大都市区开展了一项调
查，以估算家庭对基本公共天气预报和预警赋予的经济价值。调查结果表明，这
些服务的年均WTP约为每人24澳元(约19美元)。在类似的研究中，Lazo和Chestnut(2002)发现美国家庭对目前天气预报的中值WTP为每年109美元。如附件E(
案例研究8)所做的详细阐述，Lazo和Croneborg(即将)开展了CV研究，以评估与
改进莫桑比克天气服务提案有关的潜在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对改进的天气预报
信息的年均WTP约为每人0.09美元。以50年效益期计算，整个莫桑比克人口的结
果合计表明PV总效益为5000多万美元 – 显著超过预估的约2100万美元项目固定
成本。
一 些 研 究 还 按 企 业 或 行 业 评 估 了 气 象 /水 文 服 务 WTP。 Rollins和 Shaykewich(2003)利用CV估算了可为加拿大多伦多商业用户提供天气预报信息的电
话自动应答机所产生的效益。商业部门每次通话的平均价值从农业用户的1.58
美元到机构用户的0.44美元不等，每次通话的总体平均值为0.87美元。 19以每
19

根据2003年1.375加元的平均汇率换算的加元兑美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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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致1380万次商业通话计算，每年的效益估计约为1200万美元。Anaman
和Lellyett(1996b)还调查了棉农，以确定针对棉花业的增强型天气信息服务的
WTP。在调查期间(干旱期)，服务的平均WTP约为175美元。此外，棉农表示，
在降雨充沛期，他们愿意每年平均支付204美元的服务使用费。Makaudze(2005)
通过CV调查，研究了季节预报对津巴布韦农民的价值。结果表明，对改进型季节
预报的WTP从0.44美元到0.55美元。多雨地区家庭显示出WTP始终低于干燥地区
家庭。
陈述偏好法通常可为调查受访者提供人均或家庭平均估算，可由此推测到更广泛
的人群，以说明某个政策方案的非市场总效益或成本。这需要假设政策变化影响
的人群范围，以及那些选择不回应调查的人群是否也会评价结果。
显示偏好法
支付意愿还可从人们在相关市场的选择来推断。采用这种通用方案的方法称之为“
显示偏好法”，因为价值估算是使用从可显示个人偏好的实际选择中所收集的资
料。例如，尽管没有买卖户外娱乐天数的市场，但个人通常承担开展直接娱乐活
动的成本。对于此类用途而言，可评估产生的成本，为该活动制定代用“价格”。
而后该信息可用于确定娱乐相关服务的需求曲线，从而估算出其价值。该方法利
用对人们行为的观察或其相关的支出作为显示该服务偏好的指示。
最常见的显示偏好法是“特征价格法”、“旅游成本”和“规避行为”。在气象/水文服务
的背景下，特征价格法和旅游成本法使用有限。特征价格可用于评价影响实际价
格的各类因素。例如，有两份报纸，一份有预报信息，另一份没有，而其它特点
相同(如果会出现这种情况)，理论上，通过比较二者之间的价差，有可能推测出
天气预报的价值。
旅行成本法认可的持续假设是，人们选择前往某特定地点旅行可揭示出休闲娱乐
经济需求函数。该方法的实质是认为，用户花费时间和金钱到特定地区进行休闲
旅游会付出隐性价格(美国环保署科学顾问委员会，2009)。关于气象/水文服务，
旅游成本法可用于估算人们会多花多少费用去那些有更好预报的地区旅游。
规避行为法更直接适用于评估气象/水文服务效益。该方法可依据防护支出或规
避支出推测出价值(例如，采取措施防止或应对天气或气候事件的影响)。因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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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天气预报就可不必有此项支出，因此，该方法可衡量改进预报后的效益。例
如，这可包括安装风暴百叶窗或在住宅周围设置临时筑堤材料，避免潜在洪水的
影响。这些支出通过调查相对易于估算。
从家庭生产框架的角度可充分了解规避行为法。在可以使用规避行为的范围内，
模式假设只要预期效益能超过防护措施的成本，一个人就会继续采取防护措施。
如果在防护措施和风险降低之间存在持续关系，则个人会继续采取规避行为，直
至边际成本正好等于其风险降低的边际WTP(或边际效益)。因此，估算风险微小
变化的价值可根据(a)规避行为或商品的成本以及(b)个人感受的其在抵消环境质
量损失方面的有效性(美国EPA，2010)。
规避行为法通常会产生可被理解为下限估值的价值，因为规避支出仅占个人为避
免特定伤害的WTP一部分，而通常不会考虑伤痛和苦难带来的效用损失。规避行
为模式的最常见应用是估算发病率(疾病)风险的价值。

6.5.2		

经济决策模拟

不同的经济模拟方法还可用于评估气象/水文服务和信息的效益。这些模式可依靠
一级和/或二级资料，支持在有信息和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产生的模式决策或价值(
或成本)结果。在气象/水文服务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利用模式来确定用于单一代
理或实体的信息价值(称为决策分析)，以及确定气象/水文服务的广泛使用如何
影响地方、区域或国家经济(通过使用均衡模拟)。以下段落介绍了这两种模拟方
法。
决策分析
采用经济决策模式开展的研究通常是分析负责制定决策并实现目标最大化(或最小
化)的单一代理或实体(例如，以效用函数、生产函数、两个备选方案的成本-损失
模式或其它经济模式来表示)。这些研究假设决策者可仅以决策对其结果的影响做
出决策(Rubas等，2006)。
在气象/水文服务的背景下，这些研究通常假设决策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先备气候知
识。在没有更新气候信息的情况下，决策者可使用其先备知识做出决策。如果可
提供更新信息，则决策者将使用该信息做出最佳选择。气象/水文信息的价值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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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息(即更新知识)所获效益与使用先备知识或没有预报所获效益之差(Rubas
等，2006)。
如果决策者或机构的选择不会影响到另一个决策者的结果，则适合使用决策模
式。例如，关注采用季节预报的单个农业决策者不会对供或需产生影响，因而也
不会对价格产生影响(Rubas等，2006)。决策模式通常可辅以商业或生产模式(
例如，作物生长模拟模式或渔业管理模式)，以确定在其它预报情景下的最佳决
策。
许多研究使用了某种形式的决策模式估算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例如，在农业
领域，Meza和Wilks(2004)估算出，与无预报方法相比，理想的海面温度距平预
报用于智利化肥管理可为马铃薯农户带来每公顷5美元到22美元价值。在运输行
业，Berrocal等(2010)认为，与使用确定性预报相比，使用概率天气预报来预测
结冰情况为华盛顿州交通局减少了50%的成本。
在能源领域，HamletIn等(2002)评价了长时间提前量的流量预报在美国西北部哥
伦比亚河水电站大坝管理中的使用。作者认为，使用这些预报可每年增加550万
兆瓦小时的能源产量，净收入增加1.53亿美元(相比较短时间提前量积雪预报)。
对于此项研究，作者假设月价格“不受所研究的春季到秋季能源产量相对微小变化
的影响”(Hamlet等，2002，p. 98，如Rubas等引述的，2006)。渔业领域的一些
研究做出了类似假设(例如，Costello等，1998；Kaje和Huppert，2007)。
虽然可接受的假设是，单个经济代理或少量企业做出的决策不会影响价格，但如
果考虑到有大量的厂商会对该过程的供需条件有巨大影响，则不适用。在此类情
况下，必须使用其它方法(Rubas等，2006)。
宏观经济模式或均衡模式
均衡模式认为不同决策者的选择是相互关连的。例如，在农业领域，如果一个生
产者使用季节预报，则价格不会产生变化，因为单个生产者的产量与总产量(例
如，区域产量)相比极小。然而，鉴于使用季节预报的生产者数量增加，因此，
总产量的变化将导致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使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供需及价格出现变
化。未预期到这一变化的生产者可能不会做出最佳选择(Rubas等，2006)。均衡
模式会考虑到这些影响，并提供估算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来衡量对社会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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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在观察用户如何响应改进的或新的信息时，我们通常局限于与一般均衡分析相对
的局部均衡分析(见文框6.3)。通常，一般均衡模式未被用于评价气候服务，这可
能是由于其复杂性和大量的信息需求。然而，一些研究已使用了决策分析和局部
均衡模式来研究气象/水文信息对具体行业的价值(Rubas等，2006)。对于农业
相关的研究，分析人员使用作物生长模拟模式，结合决策理论模式，以建立生产
者通过预报使用的生产响应。而后分析人员可使用局部均衡模式建立综合供应关
系。使用气象/
文框6.3：一般均衡理论
在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力
图 通 过 假 设 存 在 着 导 致 总 体    
(或“一般”)均衡的一套价格，从
而解释在有几个或许多互动市
场的总体经济中的供应、需求
及价格行为。一般均衡理论实
际上力图同时考察几个市场，
而不是孤立地考察单个市场，
因而有别于局部均衡理论。

水文信息导致的综合供应变化会影响价格，   
(模式中所述的)个体生产者在做决策时会对此
予以考虑(Rubas等，2006)。
如Rubas等(2006)所指出的，一系列相关研究
利用之前开发的美国农业生产模式，分析了基
于ENSO的气候预报对农业领域的影响。Chen
和McCarl(2000)以及Chen等(2001)报告指
出，使用基于ENSO的预报会减少生产者剩余
(由于与增产有关的降价)，但消费者剩余增加
足以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Chen等(2002)报
告称，与更标准的三阶段定义相比，利用五阶

段ENSO定义几乎可使社会福利收益翻倍(Rubas等，2006)。
Adams等(2003)利用类似模式得出基于ENSO的系统对墨西哥农业的价值每年
约为1000万美元。Mjelde等(2000)利用此前开发的动态模式表明，在农业生产
领域使用季节预报将影响机械制造商、粮食加工商和零售商以及金融业(Rubas
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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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等(2010)在中国台湾省的水行业中建立起局部均衡区域水经济模式，以评估
ENSO事件对使用及不使用ENSO信息的区域水市场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当
提供ENSO信息时，基于不同群体间调水的水管理战略可能会增加1160万美元的
社会福利。

6.5.3		

避免的成本/损害评估，包括避免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影响

避免的成本是主要使用市场信息评价气候服务可能产生的效益范围的重要部分。
例如，减少或省去与发电有关的支出(例如，电力公司在预期出现高温的情况下增
加其发电量)或减少疏散成本会产生这些效益。这些成本还可被延迟到稍后几年。
利用NPV分析(详见第8章)使我们能够以类似方式比较不同年份产生的效益。然
而，在使用避免成本作为效益价值的代用值时，分析人员必须充分注意潜在的问
题。避免的成本如果确实是在缺少气候服务的情况下产生的，则可作为效益的衡
量标准(例如，电力公司增加发电量以防万一，但改进的预报会改变这一决定)。
一些研究已计算了使用气象/水文服务而避免的成本。例如，Considine等(2004)
使用概率成本-损失模式估算了飓风预报信息给墨西哥湾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带来
的增值。结果表明，在避免的成本和既定钻探时间方面，48小时预报的价值每年
为810万美元。Frei等(2014)认为，瑞士交通行业使用气象(天气)服务将使政府
避免的开支达5610万美元到6001万美元。如附件E(案例研究6)所述，von Grünigen等(2014)采用简单决策模式评估航空公司使用降落机场天气预报(TAF)所产
生的避免的燃料和飞行偏差成本。Anaman等(2000)还研究了TAF的效益，开展
了(事后)经济分析，以评估澳洲航空公司与使用TAF有关的避免的燃料成本。结
果表明，在1985年，航空公司放弃了飞机携带备用燃料的强制性要求，以便根据
天气预报携带此类补充燃料，因此，每年在减少燃料消耗方面节省1900万美元到
3000万美元(以1993/1994年的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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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评估与欧洲和中亚11个国家NMHS服务大规模现代
化相关的避免的成本(见附件E，案例研究1)。这些研究依靠简化的方法，特别是
世界银行开发的具体行业法和基准化分析法，用以将降低天气相关事件损害而带
来的量级效益与改进气象/水文服务相关的成本进行对比。
具体行业法可评价NMHS机构现代化给天气依赖型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该方法
依靠现有的国家资料以及向NMHS机构和天气依赖型行业的国内专家调查(a)估算
天气事件造成的目前行业损失，(b)确定实现现代化可能减少的损失。世界银行还
可使用调查来确定实现和未实现现代化的各组织和实体为预防天气相关损失所采
取行动的成本。世界银行利用该信息将现代化的效益(表示为更多防止了灾害事件
和不利天气带来的损失)与实现NMHS现代化以及实施预防性措施所带来的成本进
行对比。如世界银行所述，这种对比(即，与现代化成本相比的天气相关损失进一
步减少)可表示气象/水文改进带来的“经济效率”。
世界银行使用具体行业方法估算了在实现和未实现现代化情况下，不利天气事件
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指对任何一种财产和有形资产的直
接破坏、损坏或损害所造成的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企业实体或经济行业因收
入降低或生产周期支出增加所遭受的损失。
类似于具体行业方法，基准化分析法可评估早期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并估算改进
的服务所实现的损失减少。然而，基准化分析法可为天气相关事件的行业资料以
及专业知识有限等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种方法是依靠专家意见和现成的资料来
评估国家总体经济对天气相关事件的脆弱性，并获得关于天气影响所造成直接损
害的结果。
基准化分析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
–

确定基准：作者利用其它国家的资料和估算以及专家判断，确定和调整每个
国家的下列两个基准：

–

气象/水文灾害和不利天气事件造成的每年直接经济损失程度，以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比重表示；

–

实现和未实现现代化情况下每年防止的损失程度，以总体损失程度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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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修正基准：在本阶段，根据对具体国家的天气和气候状况、经济结构及其它
因素的估算，将资料调整到基准。

关于欧洲和中亚等国家，世界银行根据在一些国家所开展研究的结果，确定了每
年直接损失程度和每年防止的损失(与具体行业方法不同，基准化分析法仅考虑天
气影响造成的直接损害)。这些研究表明，气象/水文灾害和不利天气事件造成的
年平均直接损失程度占GDP的

0.1%和1.1%不等。20研究还表明，防止的损失比

重可占天气和气候相关损失总额的20%到60%不等。根据这些参数，世界银行在
所涵盖国家的研究得出投资改进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成本比是在1.8和9.2之间。
为评估某个特定国家的这些基本参数价值，世界银行根据国内特点，对平均值做
出了调整，包括：经济的天气依赖性；气象脆弱性；气象/水文服务提供的现状；
国家气候；机构能力；国家经济结构。根据定量资料和专家评估可估算出这些因
素及其对基准的影响程度。调整后的基准可用于评估实现和未实现现代化情况下
气象/水文服务的边际效率。
世界银行制定了具体行业和基准化分析方法，以帮助NMHS机构用有限的时间和
资源为决策者提供可理解的结果。然而，这些方法严重受限，因为它们主要依靠
专家意见以及其它国家的资料来确定目前天气相关损失的程度、实现现代化情况
下天气相关损失的进一步减少以及与减缓方案相关的成本。因此，分析结果受制
于潜在的偏差和参加研究的专家的知识局限性。此外，支持专家研究结果的可用
资料有限。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但世界银行认为该方法有益于提供量级的估
算，帮助NMHS机构阐明增加公共资金支持其服务的合理性。
一些研究使用了更具体的方法来评价早期预警系统用于灾害管理而避免的成本，
包括由于这些系统而挽救的生命数量。经济学家通常使用VSL来估算降低未成年
死亡风险的货币效益。例如，Ebi等(2004)(见附件E，案例研究3)确定，在1995
年至1998年，费城极端高温事件期间使用早期预警系统防止了117人过早死亡。
根据在开展研究期间EPA的VSL估算，这些防止的死亡，其美元效益估计达4.68
亿美元。
20

这些数字代表相当长一段观察期内的年平均损失程度。某些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年份的损失会完全超出给
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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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VSL估算时，关键点是不可用美元价值衡量任何个人的生命本身。相
反，价值反映的是关于人们如何评价过早死亡的低风险轻微改变的信息。换言
之，VSL估值是对可蔓延到大量人群的极小风险微小变化的WTP(或接受意愿)。
目前，EPA推荐用790万美元(以2008年的美元计算)的默认核心统计生命价值来
评价所有计划和政策减少的死亡率。
避免疾病的案例也是与气象/水文服务有关的重要效益(例如，高温相关的疾病和
病媒疾病，例如疟疾，主要是根据气候条件加以预测)。降低患病风险的支付意愿
是评价发病率影响的首选措施。如弗里曼三世所述(2003)，该措施由四个部分组
成：
–

避免用于降低疾病风险的成本；

–

减少医疗处置和医药等成本；

–

间接成本，例如有偿工作花费的时间、维持家庭和休闲活动；

–

不适、焦虑、疼痛和痛苦等不易于衡量但同样实际的成本。

研究人员制定了各种评价发病率风险变化的方法。评价发病率的三种最常用的主
要方法为陈述偏好、规避行为和疾病成本。特征价格法通常较少用于评价环境原
因导致的发病率(美国EPA，2010)。
有些方法可衡量个人避免健康影响的WTP。其它方法可提供有益的资料，但这些
资料如果旨在为有经济意义的措施提供依据，则必须认真加以判读。例如，疾病
成本估算通常仅涵盖减缓和间接成本，而忽略与疼痛和痛苦相关的规避支出和损
失效用。在衡量价值的角度(例如，在发病之前或之后)方面、在它们是否控制着
减缓疾病的机会(例如，在服药之前或之后)方面以及在它们占整体WTP所有部分
的程度方面，各种方法也有不同。

6.5.4		

效益转移

最初对旨在估算陈述偏好、避免的成本或其它与使用气象/水文服务有关的价值所
开展的研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为此，研究人员通常使用效益转移法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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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这些价值。Bergstrom和De Civita(1999，p. 79)提出了效益转移的如下定义：
效益转移实际上可定义为在某种背景下估算的现有经济价值转到去估算不同背景下
的经济价值…效益转移包括将“研究地点”的价值估算转移至“政策地点”，而地点可有
地理空间上和/或时间上的差异。

在使用效益转移法时要考虑大量的困难和注意事项。虽然这种方法相对易于对多
种效益建立起基于效益转移的货币价值估算(例如，有相对大量的关于季节预报对
农业生产率影响的经济价值文献)，但会产生潜在的不准确和误导性结果，即使在
试图进行目的明确和客观的分析时。要使用效益转移方法获取准确可靠的结果面
临着挑战，因为主要经验研究中所研究的各类情况(即，所公布货币估算的研究
背景)之间，以及在NMHS力图将结果转移到的气候服务背景之间通常存在重大差
异。
其中一个挑战是确定特定地点的适当“市场”。例如，怎么界定可对多少家庭赋予
效益转移价值，诸如每年用于提高旅客安全的美元数？另一种挑战源自经常需要
用部分效益估算整体(例如，避免的疏散边际英里)，从而将效益转移估值归入大
的结果(例如，躲避飓风的疏散)。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只要正确实施并认识到估算无需那么精确，则效益转移法
可作为估算与气候服务有关的使用和非使用效益的一种适当方法。然而，在时间
和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专门针对现有问题和地点的初步研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更
好的选择。
关于如何正确使用效益转移，有一份完备的文献(例如，Rosenberger和Loomis，2003；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2003；美国EPA，2010)。在进行效益转移
时，推荐采用下列步骤(Lazo等，2009；美国EPA 2010)：
–

描述问题，包括特征和后果以及影响的人群(例如，普通人或天气预报产品用
户等具体的个体是否会受到影响？)；

–

通过文献检索，确定现有的相关研究；

–

评审现有研究的质量和适用性：研究估值的质量决定着效益转移分析的质
量。在评估研究的适用性过程中，确定现有研究是否对现有的问题具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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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特定情况下效益转移的特定研究的有效性评价指南(基于美国EPA提供
的指南，2010)包括：
–

评估研究的技术质量：最初研究必须基于充分的资料、健全的经济和科学方
法以及正确的经验技术；

–

确保在评项目和可提供资料的那些项目在地点环境预期变化的幅度和类型方
面相类似；

–

如可能，利用那些对类似于在评项目的地点和人口作的分析研究；

–

认真考虑项目地点与资料源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

–

转移效益估值：本步骤包括对受灾人口的实际效益转移，以计算整个效益估
值。这种转移可只包括将一个值用于最初研究得出的平均家庭，或最初研究
人员凭经验得出的效益函数的更复杂转移。转移还可来自多项研究的元分析(
见文框6.4关于将价值从研究案例转移至政策案例的不同方法信息)；

–

应对不确定性：除了报告转移活动的最终效益估值以外，分析人员应明确说
明所有关键的判定和假设，包括用于研究案例的选择标准以及转移方法的选
择。最终效益估值的不确定性应当尽可能加以量化并报告。明确说明效益转
移中内在的所有判定和假设，以及不确定性的任何其它来源，并评估其对最
终估值的潜在影响。

为数不多已发布的研究使用了效益转移技术估算与气候服务有关的价值。尤其
是，Hallegatte(2012；见附件E，案例研究4)根据欧洲类似服务的效益研究，
估算了发展中国家提供早期预警系统的潜在效益。考虑到人口差异、气候和地
理造成的灾害风险增加以及由于基础设施状况导致更易受天气的影响，因此，
作者预计，提升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早期预警能力将可避免每年3亿至20亿美元自
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此外，估计早期预警系统每年平均可挽救23000人的
生命(利用哥本哈根共识指南，每年价值在7亿至35亿美元之间(哥本哈根共识中
心，2014)),并每年可额外增加经济效益30亿至300亿美元。
其它一些研究还使用效益转移评估过具体效益。例如，Weiand(2008)利用现有
文献中介绍的休闲垂钓WTP估值(钓到的每条鱼)，对改进海洋观测资料后对佛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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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6.4：效益转移法(美国EPA，2010)
单位价值转移是最简单的效益转移法。它们以一个点估值作为一个或多个研究案例的
单位价值变化，并将其直接用于政策案例。点估值通常是单个案例研究的单个估算
值，但它还可作为一些案例研究的少量估值的平均值。单位价值转移有利于获取数量
级的效益估值，因为研究案例报告的点估值通常是几个变量的函数，在没有控制这些
变量间差异的情况下，仅转移总计估值会产生不准确的结果。
函数转移同样依靠单个研究，但它们可使用其它价值影响因素的信息来调整研究案例
与政策案例之间可量化差异的单位价值。它的完成是通过将研究案例中价值估算所依
据的估算函数转移到政策案例。该方法可隐式地假设价值转移到的受益群体可能与原
来群体的特点不同，但品味相同，同时这种方法可使分析人员对这些不同特点做出调
整(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2003)。
元分析是使用多项评价研究的结果来估算新的转移函数。元分析是对可将经验研究概
要结果综合起来的一套技术的总称。它包括复杂回归结果的简单排序。这些方法的优
势在于当控制相对大量混杂变量时，它们通常易于估算。
结构效益转移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效益转移方法，可适应不同类型的经济价值衡量(例
如，WTP、避免意愿或消费者剩余)，并通过满足某些理论一致性条件(例如，收入
界定的WTP)来构建这种效益转移方法。这可用于评价转移、函数转移或元分析；不
过函数转移的应用最为常见。已估算的结构转移函数详细说明了理论上一致的偏好模
式，而该模式可根据文献中现有的效益估算值进行校准。

里达休闲垂钓者带来的价值进行了估算。Costello等(1998)也使用文献中介绍的
估值来确定利用ENSO预报改进渔业(银大马哈鱼)管理进而促进美国西北太平洋
地区河道捕鱼所带来的价值。Frei(2010)使用了效益转移，估算出瑞士天气服务
给一些选定部门(家庭、农业、能源)带来的价值大约为数亿美元。

6.6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6：分析效益价值 – 定性

对于某些类型的效益而言，以定性或货币表示其价值或许并不可行或并不可取。
然而，重要的是要有针对性地定性描述这些非量化的效益。某种程度上，一种方
法是利用一种简单的记数法来说明对净效益的可能影响。例如，NMHS可按五分
制对影响进行定性排列，以反映从极少到极正的非量化相对结果(例如，“1”可表
示含少量的非量化效益结果，“5”可表示一个高水平的非量化效益)。定性评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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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以对影响的描述，并应在分析中明确贯彻。

6.7		

结论

本章介绍了用于评估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的过程和方法，包括开展效益分析的一般
过程以及用于效益量化和货币化的方法和模式。本章中关于各种效益估算方法的
信息有助于为适当地制定效益分析奠定基础。目前有一套完善的经济评估方法工
具箱，可用于评价非市场商品和服务(包括气候服务)。
在开展效益分析时，或许有必要使用一些不同方法，尤其是当开展整体服务分析
时。不同的方法通常针对总效益的不同部分。此外，在用于同类型效益时，使用
多种方法可提供对其它评估衡量的比较。在许多情况下，NMHS都没有资金或专
业知识去完成依赖于一手资料收集和/或广泛模拟的最初效益研究。在这类情况
下，效益转移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可用于提供合理的估值。在使用一种以上的
方法时，“重复计算”是一个重要关切，而在提供结果时应注明任何潜在的重叠(美
国EP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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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引言

7.1		 引言

第2章. 气象水文服务
第3章. SEB研究的目的
第4章. 设计SEB研究

上章所介绍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是评估气象水
文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源的基础。大多数SEB
研究中包括对成本的分析，从而为益处的比

第5章. 经济要点

较提供基础，为气象水文服务净效益的决策

第6章. 效益

提供依据。此外，NMHS可以进行成本效益

第7章.成本
第8章. BCA
第9章. 通报
第10章. 展望

分析，以确定较优的投资方案，为气象水文
服务提供具体的类型和质量。
本章详细讨论了各类成本术语，包括成本归
因和汇聚的主题，并研究了SEB研究中所使
用的各种不同的成本方法。对成本类型和术

语的基本理解将帮助NMHS更有效地发展SEB的范围，与顾问进行合作，并且向
决策者和其它受众宣传SEB的成果。本章覆盖进行研究的10个步骤方法(见图4.2)
中的第三步到第六步。

7.2		

确定、衡量、归因和计算总成本的概念

本部分提出了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怎样确定和分类成本。对许多读者来说，成
本、支出、费用等概念可能看起来是完全可以互换的，但是这些概念的意义之间
有很大的差别。
成本
第5章已经对成本进行了定义，但是，本章能更详细地讨论这个概念。成本指完成
一项工作或者生产一项产品或服务所进行的总的投入。成本，可以包括购买的商
品和服务、劳动力(工时)、使用库存物品、使用设备、模型和建筑(股本)，还有
使用公共物品和非货币资源(如环境)。资本货物能说明开支和成本之间的区别。
资本货物在一年内购买的则记录为开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货物的质量出现
下降或予以折旧，这种折旧(通常计算为资本货物初始成本除以预计使用年限)是
一种年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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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机构的基本任务资金来自固定的年预算，所以他们会倾向于把基本任务之外
工作和购买的物品当作成本(即需要从其他来源获得相应额外资金的)，或只把所
购买的产品当作成本。但在BCA中应当避免这种假定。BCA中应该包括一大批服
务的增支成本和总成本，无论资金来自基本预算或者是其他来源。
支出
支出指一定时间范围内生产产品或服务所进行的实际支付。如果一个BCA只考
虑支出，那么就不一定会计算所有的成本，这或者是因为一些成本不需要进行支
付，或者是因为成本发生在该时间段之外。在实际中也可能只考虑该机构在生产
气象水文服务时所发生的支出，因为所考虑的服务生产也可能包括其他地方的支
出。例如，如果NMHS所购买的物品包括补贴物品，那么政府的成本就应当也纳
入其中。“费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与支出相同。
亏损
亏损是与成本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术语。亏损是人们不想要的成本。比如说仪器或
者是建筑物发生了破坏。如果生产一项产品或者服务的成本无法通过收入或预算
收回，那么就会发生亏损。这就是说必须找到其他的资金来弥补亏损，在NMHS
当中，这就意味着原本用于其他活动的预算部分必须被用于弥补亏损。

7.3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第三步：确定成本的整个范围

为了进行SEB研究，可以根据哪部分发生成本而对水文气象服务的成本进行区
分。无论提供给终端用户的水文气象服务是否收费，社会，即国家经济在生产
这些服务时都会产生成本。NMHS和其他地方的这些成本必须进行区分。对水文
气象服务来说，成本可以根据生产基本和专业服务的机构和接受这些服务、处理
和解读信息并作出决定的各类用户群体来进行分组。用户群体可以包括个人、家
庭、企业和其他机构。生产水文气象服务的成本对于NMHS和商业气象公司来说
并不陌生，但是用户的成本可能会很高，所以在BCA当中将需要在国家层面计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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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过程

天气
气候
水

服务制作

基本服务和专业服务

处理和资料管理

天气
气候
水

观测

模拟

预报

服务提供

和商业提供方

用户决策与行动

结果

增值过程

NMHS服务生产成本

– 基础设施投资
(尤其是观测系统)

商业气象服务提供方成本

– 信息恢复和 (例如,
NMS、卫星)

– 观测和资料

– 模拟和预报

– 模拟和预报

– 服务提供

– 信息恢复和

– 产品开发和 研究

资料管理
(例如，卫星)
– 研究和开发

– 资料管理
– 基础设施投资 (针对一些
商业 天气服务)

价值
效益和成本

研究和开发

用户成本

– 信息恢复(和资料处理–对
一些用户)
– 气象水文信息的解释
– 模拟和决策
– 根据气象水文信息采取行
动的成本

– 服务提供
图7.1.与价值链相关的成本

图7.1说明了水文气象服务生产方和用户可能产生的成本类型。
图7.1表中的清单提供了成本项目(降序)重要性的一种方案。但是，由于组织地位
和规模、产品组合和技术技能水平的多样性和其他原因，NMHS和商业气象服务
中各自组别的成本份额会有很大差别。
几乎无一例外，NMHS有自己的观测系统，这意味着投资和维护的需要。大
量每天补充的观测数据需要NMHS先进的数据管理系统。此外，商业气象公
司和NMHS都会获取来自第三方的资料，这也会造成成本，即使数据是免费
的。NMHS和商业气象公司
会产生运行预测模式的成本。这两种机构往往也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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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会更多地进行研究，而商业气象公司会(多)更多地进行产品开发。提供服
务对NMHS很重要，但对于商业气象公司则关乎存亡。大多数商业气象公司没有
多少观测基础设施，但有些公司也有较多的此类设施。最终用户可能需要支付费
用来检索和处理NMHS和商业气象公司提供的信息，就算信息本身是免费的(见图
7.1)。

7.3.1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商业气象公司成本

与NMHS和商业气象公司相关的成本，如图7.1表中所示，可以根据购买的各种商
品和服务，以及资本支出作进一步细分：
–

劳动(本身员工的工资成本和额外费用)，通常分为：

–

直接人工(可明显分配到生产任务的工作时间)；

–

经常费用(行政等配套服务劳动力)；

–

购买的信息服务(例如，遥感和气象资料)：

–

国 际 合 作 机 构 费 用 可 能 是 NMHS的 总 成 本 中 较 高 的 一 部 分 ( 例 如 ， 大 于        
10％)；

–

购买材料、能源、水、卫生和废 物 处 置 服 务 、 汽 车 燃 料 ( 通 常 在 一 年 内       
消费)；

–

设备和建筑/陈设(例如，监控设备、通讯设备、电脑等IT设备、车辆等)。

除了不能直接归因于任何生产活动的经常费用，还有所谓的联合成本，这是由于
几项生产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于联合成本是NMHS成本的重要部分，我们将在
第7.5.3节再次讨论产生成本的原因。在服务生产中产生的其他不由NMHS承担的
费用将在7.5.4和7.5.6部分进行讨论。表7.1给出了荷兰皇家气象局的年度费用报
表作为例子。
一般，生产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行为都会产生可变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根据生产
量各不相同，而固定成本无论生产多少都保持在同一水平。分类取决于所考虑的
时间段。例如，对于长达一年的时间段，建筑成本通常是恒定的。但是，如果需
要考虑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一些固定成本项可能有年度的变化，例如，如果一个
机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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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NMS年度成本报表摘要示例–
荷兰皇家气象局(百万欧元)
成本项

2012
32.98

人员
材料成本和
购买的服务，其中包括

2011

26.98

33.21
24.32

– 外包

1.03

0.98

– 维护和运行

4.03

4.28

租赁

3.36

3.29

– 会费
(国际)

13.07

12.00

– 其它

5.49

3.76

利息

0.28

0.21

折旧

2.75

2.32

总计

62.98

60.05

来源：荷兰皇家气象局 - 年度报告(2012)

建筑成本将按离散的水平上升。同样地，可变成本和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
或多或少呈线性，而且非线性也是可能的 - 例如，在生产中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
下。在气象服务中也有范围经济，这意味着，附加的第二种或新服务的生产有很
大的共通性。

7.3.2		

用户成本

用户将承担与气象水文服务生产方相似类型的成本，特别是涉及到劳动和购买材
料、能源等。使用服务的个人和家庭可能承担某些相同类型的成本，但比企业和
其他类型的组织要少。企业可能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才能基于气象水文服务作出
决定。如果包含在气象服务产品中的信息的获取和使用需要专用设备、劳动力和
知识，这些成本可能需要列入成本的SEB分析中。例如，如果预计到生长条件良
好，农民可以决定种植价值更高的作物，而其投入成本也比他们在正常或干旱的
年份种值的庄稼更高。如果没有能力响应预报，用户将不能够生产任何益处。这
种类型的成本显然比提供水文气象服务的成本更难以估计。
对用户来讲另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成本涉及到访问气象水文服务。例如，包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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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总年度成本的FMI公路交通气象服务效益的内部评估估计覆盖芬兰相关媒体
使用的总成本估计达100万欧元(Nurmi等人，2013年)。天气服务信息内容通过多
个媒体渠道到达用户。对于个人和家庭，获取气象水文服务的一些机制可能是免
费的(例如，广播、电视、专用于酒店和公共场所的显示器)，而另一些可能涉及
可量化的成本(例如，报纸、短信、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应用、定制资料和产品的电
子邮件订阅)。现在获取信息的收费与供应商的公共或私营性质关系不太大，更多
取决于信息对于用户进行个性化或定制的程度。非个性化媒体的商业模式基于广
告收入，有时基于年度订阅费。对于个性化的媒体更容易收取一定的费用。与此
同时，新媒体的使用在增加，个性化服务提供的选项越来越多(Elevant，2010；
Perrels等，2013a; Harjanne和Ervasti，2014)。
即使服务是免费提供的，其成本将反映在NMHS和商业气象公司、电视和广播电
台生产和传播这种信息的过程中。当获取信息是收费的时，有可能会重复计算这
些费用(由生产者和使用者双方发生)，如果可以获取生产和传播气象水文服务信
息和产品的准确信息，那么分析人员应当避免将用户发生的服务成本纳入其中。
也应当确定其他类型的成本，即使它们不容易量化，或幅度受到限制。可能包
括：
–

公共产品的使用(例如，使用国有土地的观测点

–

在政府内部，获得这些土地可能是免费的，但在排他的情况下，为了这些目
的使用这些土地存在相关的机会成本)；

–

非商业用户获取和学习如何解释和使用气象水文服务信息的时间机会成本；

–

外部成本 - 这些成本是一些方面造成的，是强加于其他方面的成本，而后者
没有得到补偿(有时为非定价天然资源，如河流，用作中间体)。气象水文服
务的生产通常不产生外部成本。然而，个人、家庭或企业响应信息的方式可
能对他人造成成本。

7.4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步骤4：筛选成本并选择分析方法

SEB研究中评估的筛选成本的出发点是，回顾研究步骤2当中所描述的研究目的。
如果SEB的研究主要关注整体服务，它可能会考虑SEB研究步骤3中所述的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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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户的全部成本。如果研究涉及现有服务或新服务的变化，则只会考虑生产和
传播改进服务或新服务的增量成本。例如，如果一个观测网络通过加入新站得到
改善，增量成本可能包括建筑成本、新的监控和通信设备成本、操作和维修新站
的劳动力成本、管理大量监测资料的额外成本。
虽然对于NMHS或商业气象公司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预算编制工作，但对用
户群来讲估计增量成本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分析师必须了解用户将要采取
的行为的种类和使用改进的或新的服务的规模。一旦效益和成本进行了评价和比
较，增量用户成本的估计往往需要分析师假设用户的决策并理解改进的/新的服
务，并可能在进行敏感性分析中考虑一系列假设(见第8章)。
对于大多数成本项目，可估计组成部分的每单位成本；例如，劳动力的单位成本(
每小时、每天等)。如果总的生产成本和产出量(例如，一定类型的预警数量)是已
知的，那么就可以确定特定服务的单位成本。单位成本可作为用于确定该项服务
收费的基础。如果成本和产量不是100％成比例的话，当产量水平变化时，单位
成本也会变化。因此，当收费是根据单位成本确定时应当谨慎。该服务的单位成
本也可以被看作是该服务的平均成本。

7.5		

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5：分析成本价值–定量

一些经济研究比其他研究更需要对成本进行更精确的估计，这取决于要由分析来
回答的问题。应用于高度聚合的或探索性的研究通常不要求精度高的成本。如果
涉及投资理由，当决策进行到需要准确选定具体的方案时，需要更精确的成本估
计。如果会计系统能力足够，在回顾性研究中，准确性不会造成主要问题。在
购置新设备的情况下，除了初始投资成本与预期的性能水平，应适当注意维修费
用。
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价值链中的每个生产或者是交付环节以可接受的方式表示选择
的水文气象服务成本。由于一些成本可能与其他服务产品，甚至与整个组织共
享，本地规定的会计制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成本如何精确地分配给所选服务。
国有设施，比如写字楼的收费方式，如果收费的话，也会影响公共机构的成本。
一个组织的法律地位会影响成本的报告方式。有股份资本的私营公司股本必须遵
守国际和国家的会计准则。公共机构都必须遵守国家公共组织会计规定，而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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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或其他跨国协议)也可能会影响公共组织的会计行为。例如，许多国家的
NMHS公共部门产品成本被假定为“竞争中立”，这意味着产品应该准确地反映生
产公共部分产品的工作成本，避免夸大或低估联合成本(见第7.5.3)。

7.5.1		

资本成本的处理

在许多公共组织，资本投资在预算中为一次性费用，也就是说，购置在第一年支
付。这种情况不适用任何资本会计，因此没有折旧(反映老化和即将需要的设备更
新)。由于收购是从每年的预算经费中出资的，SEB分析师有权决定是否仍应将折
旧反映在评估中，或实际的预算现金流量是否应反映在成本计算中(见文框7.1)。
股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估值。常见的方法是历史成本(即原来的采购成本)和
重置成本(用现在最新的版本代替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同样，股票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来估价，例如，基于平均值或基于购买时的历史值，或当前或预期的价格。
估值基础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可用的会计信息，同时也取决于研究目的(投资评估或
判断过去的业绩)，以及基于BCA中(第8章)方法的选择。

7.5.2		

价格的处理

社会经济的普遍估值做法是修正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分析通常以实际价格进
行。未调整(计入通胀后)的价格被称为名义价格。使用实际价格意味着所有成本
(和效益)都根据一个特定基准年的价格水平表示 - 通常被称为调整为某一特定年
份、通常是最近一年的不变价。调整通胀不等于根据某一基准年折现(见第8章)。
在前瞻性的估值，包括投资评估中，也可使用实际价格。除了更详细的投资评估
外，前瞻性的估值往往可以简单地认为没有通货膨胀，应用不变价格。然而，假
如在一些国家持续存在高通胀率，和/或产品组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显著，则最
好先从名义价格开始。
如果新设备资金来自贷款，或来自储备(一种累积储蓄)，由于在原则上可以产生
效益，所以通货膨胀率也与新设备的融资成本相关。当出现通货膨胀时，贷款意
味着债务实质变少。此外，在有固定长期名义利率的情况下，通胀可能意味着实
际利率成本很低或正在随时间减少。短期名义利率往往跟随通货膨胀率变化。
如果NMHS成本的一部分是来自国外的采购或服务费，汇率的变化可以显著影响

89

第7章：确定和衡量成本

成本。原则上这也同样适用于收入，但一般对于大多数的NMHS来讲，国际销售
往往比国际购买少得多。如果本国货币贬值，NMHS的国际采购成本会增加。采
用严格管制外汇做法的有些国家可能也适用差异化的汇率。汇率变化是投资项目
成本超支风险之外的一种风险。
文框7.1：评估尼泊尔新观测网络的费用
尼泊尔水文气象部门的能力建设项目由芬兰外交部资助，该项目需要对观测系统现代
化的成本和益处进行初步评估。该项目包括在9年内安装101套自动观测站和三个多普
勒雷达。成本摘要如下所示。在项目期间，强调该网络将需要维护，包括重新校准，
以及更多的资料处理服务支持。这两项活动将需要显着而持久的劳动投入，如表所
示。劳动力成本资料和劳动力需求是在与尼泊尔水文和气象部门的合作下制定的。对
于设备（按NPV）的折旧，假设寿命为10年。成本按2011年的不变价格表示。计算
NPV的过程见第8章。

尼泊尔水文气象部门现代化的初步成本评估（百万尼泊尔卢比）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运行成本
气象服务

1.08

1.62

2.16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维护

0.75

1.19

1.31

1.44

1.59

1.76

1.93

2.23

2.53

资料管理

0.54

0.81

1.08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总运行成本

2.4

3.6

4.5

5.5

5.6

5.8

6.0

6.3

6.6

台站数量

5

17

29

41

53

65

77

89

101

每年新建站数量

5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25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投资成本
自动站

100

雷达

100

100

总投资成本

25

60

160

60

160

60

160

60

60

折旧成本

2.5

8.5

24.5

30.5

46.5

52.5

68.5

74.5

80.5

来源：Perrel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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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归因联合成本

联合成本指服务于多个气象信息生产链设施的成本。实例包括气象观测系统的成
本、气象资料处理和建模的成本、维护服务的费用、建筑物和常规支持人员费用
(例如管理、餐饮、运输等)。联合成本是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成本核算的重要
特征。
国际合作机构(如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的费用是一种特殊的联合成本，因为这
种费用也可能反映成员国支付和/或使用和提供资料方面的互惠。对一个NMHS来
讲所有这些国际合作机构的总成本可能数额很高。例如，根据FMI 2013年财务报
表，总预算的6％(约450万欧元)分配给了国际合作成本。处理国际合作成本的方
式与处理其他联合成本的方式相同。
联合成本是气象水文服务成本结构的重要特征。基本服务总成本的很大部分与观
测系统、资料处理和基本(多用途)模拟相关，而其结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
NMHS的许多产品。最重要的是，与管理相关的典型间接费用。成本归因可以基
于：
–

量流(在信息、地图等数量中的比例)；

–

价值流(在直接成本中的比例)；

–

预期利润贡献；

–

成本承受能力(也就是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旨在跨越信息产品组合而尽量减
少对服务产品使用的影响)；这也可能涉及气象服务集合供给的福利最大化(“
拉姆齐定价”)。21

联合成本的分配可以根据某些服务运行时间确定，取决于某些广义输出单元，取
决于一项活动的直接总成本占一个部门或一套服务总直接成本的比例，或取决于
对于特定服务的增加值的份额。前两种归因方法可以相当直接地计算。
21

拉姆齐定价是一种定价政策，用来确定垄断企业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收费，如电信或气象水文服务。与其
政府要求供应商只收取其服务的边际成本，但由于规模经济、联合成本等问题而可能使其在经济上不可
行，当应用拉姆齐定价时，一些服务价格会根据需求服务价格弹性提高，使其高于边际成本。高于边际
成本的价格上涨幅度对于需求弹性较高的服务而言会有所降低，对于需求弹性较低的服务则会有所提高
(也称为逆弹性规则)。这种方法旨在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不会降低相关公司或服务提供商的财务效益
(Oum 和Tretheway，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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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7.2：分析提高海地效率的成本
海地的气象水文服务分散在负责收集、存储、处理、分析和传播资料多个机构。其中
包括国家气象中心、国家水资源局、国家环境和脆弱性观测台、国家地理和空间信息
中心和国家粮食安全协调局。在以下合作伙伴（包括世界银行集团、WMO、美洲开发
银行、欧盟、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海地政府决心改革、
加强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并以用户为中心。作为世界银行集团投资分析的一个组
成部分，确定通过整合目前分散的观测系统为一个连贯的全国性网络，这样的优化将
减少业务、维护和资料管理成本。在目前的网络下，业务占总成本的85％左右，即
使在有限的程度上减少这部分成本也将对成本效益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服务的价值增
多，人们认识到没有财务规划，就无法充分满足每年的运营和维护成本（这实际上比
网络的资本价值更大），改革和投资将不会有持续的效果（世界银行，即将出版）。
同样，成本评估还可以揭示通过区域合作获得的经济效率。例如，通过湄公河流域的
跨国资料共享、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一些NMHS，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气象和水
文部门可以减少高达40%的现代化的投资需求（世界银行等，2013）。

例如，特定的共同成本项目可能对于4种不同类型的预警都有帮助。对于基于工作
量的方式，成本可以分摊到每种类型的预警上，并当成预警数量的一个简单的比
例。或者如果一个或多个预警可能会涉及较小或较大份额的投入时，可以进行调
整。基于价值的成本分摊是类似的，但取决于包括在总成本中的每种预警的相对
成本比例。后两种方式，即预期利润贡献和成本承受能力，需要更详细的后台工
作。

7.5.4		

确定公共产品和补贴物品的价格

对于所有的成本，第一个方案是使用观察到的购买价格和报告的劳动力成本。但
是，如果产品存在补贴，社会的实际成本就要比观察到的价格高。服务链的例子
有包括能源和共同使用土地。付费和实际市场价格(或机会成本的实际估计)之间
的差应该被加到气象/水文服务链的社会成本中。
在观测站位于由第三人拥有的土地的情况下，共同使用土地经常是气象和水文观
测网络成本计算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第5章中介绍的机会成本原
则能起到作用。如果土地所有者能够有力地说明，用于观测的地块有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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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使用机会，那么应对已成价值进行补偿。
另一个现象是交叉补贴。这可能意味着一个组织使用从销售某种产品组得到的剩
余效益弥补其他产品组的损失。以下情况下存在交叉补贴(a)当没有竞争时，供应
商可以对某些产品收取较高的价格，和/或(b)供应商被允许以允许一些产品保持
较低价格，同时提高其他产品价格的方式申请(联合)成本归属。

7.5.5		

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

如果有新的服务需要大量的投资，为投资融资的方法也可以影响最终社会成本，
所以必须加以考虑。融资框架可能影响(a)项目融资和投资回收期的时间分布；(b)
适用利率或折现率；(c)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时间分布和适用的折现率不是成本
项目本身，而取决于项目的许多组织和机构特点–NMHS、有关的部委和国家的信
用评级。第三个因素，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在以下情况下很重要：即如果一个新
项目需要额外的公共财政资源。一个政府可以通过贷款、通过提高税收和通过提
高非税收入如采矿权使用费提供更多的公共支出。所有这些方法都会影响一国的
宏观经济，从而导致社会成本。贷款是指利息已支付，如果税收不上调，这可能
意味着国家预算的其他部分必须降低。如果投资会带来回报，税收收入将在长期
内上升，因而可以收回降低的预算部分。然而，贷款至少暂时对宏观经济有负面
影响。此外，如果政府已经负债累累，利率可能上升，这将损害整体经济。额外
的税收一般会降低经济增长。当公司开始认为最后的效益率过低的时候，提高非
税收入，如特许权使用费，原则上是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最小的方法。承认公共资
金的机会成本不应该被理解为笼统地反对提高公共收入。政府资助服务，如基础
教育和医疗保健会提高福利。然而，额外提高公共收入的机会成本应与经济中的
其他部门会降低的部分进行权衡。
无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Massiani和Pico，2013年)和发展中国
家(Auriolt和Walters，2012)，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都相当高，用于公共融资的一
定数额可能需要从经济中拿出这个数额的1.2倍到1.3倍甚至更多。但在这两个类
型的国家，所引用的作者都警告这些都是多国和多年度平均值。具体国家和具体
项目的估计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估计结果(或高或低)。在公共部门机会成本很
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尽管用于改进发展中国家的气象服务时BCR往往很高
(世界银行，2008;

Perrels等，2013b)，但当用于公共医疗、环境卫生或基础教

育时，也同样很高。换言之，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是造成需要远高于1的BCR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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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提高支出/投资水平的原因之一而已(见第8章)。

7.5.6		

资本替代劳动力(自动化)

通常现代化会造成劳动的类型和数量、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现代化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显著的益处，但随着所需要劳动类
型的变化以及劳动地点的变化，也需要考虑社会成本。例如从劳动密集型到自动
观测系统的转变可能会减少农村地区需要较低劳动技能的工作岗位，而在中心地
点代之以数量更少、劳动技能更高的工作岗位。因此，NMHS的现代化及其就业
影响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部分，也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的伴随部分(
例如见REVI等，2014)。
从人工气象和水文观测站到自动化站的转变意味着台站助理人员的带薪工作大量
减少，除非是助理接受其他任务的再教育或快速找到至少同酬的其他工作。到目
前为止，NMHS的现代化社会经济项目评估对这方面要么没有被考虑，要么考虑
很少。在NMHS项目中，仍然有理由关注这个潜在的显著社会经济影响，即使经
过几年这种影响会减少。
要有意义地在社会经济评估中作为成本来反映就业的影响，其应该清楚到什么程
度：
–

员工会失去工作(没有快速找到具有可比薪酬的工作)；

–

员工会获得其他工作(可能有收入损失的差异)；

–

对员工就新工作和任务进行培训(在NMHS中)；

–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技能和工资水平有差异)；

–

NMHS的就业量减少和增加在不同地方是不同的。

还有：
–

失业的估计持续时间；

–

(每月)失业津贴的平均水平由国家或地方当局或另一个半公共机构支付。如
果明确与项目相关的话，也应当考虑提早退休计划和NMHS支付停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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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冗员的社会成本可以表示为公共资金的成本(a)支付的失业费(n人×m个月×
失业费水平)；(b)提前退休计划(n人×y年×养老金)；(c)再教育成本。
另一种方法是评估所有发生(净)的归属于项目的收入损失总和。

7.5.7		

不确定性

尽管不确定性通常是效益评估中一个较大的问题，但成本数字也会不确定。投资
成本往往被低估。此外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见7.5.5)可被提及，因为这些不能
准确评估。此外，如果为长期项目，技术、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通常会为成
本估算带来不确定性。一个典型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基于历史观测偏差(例如，±15
％)的敏感性分析。后一类型的保证金也可以通过一个专家启发过程获得，如通过
Delphi方法获得。对于真正的大项目可以选择情境方法，例如结合可预见使用新
服务的不同变化而探索部署上的不同程度和时间表。

7.6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步骤6：分析成本价值 - 定性

对于某些类型的费用，可能无法或没有必要定量或以货币的形式表达它们的价值(
见SEB研究步骤4的筛选)。但以一种有意义、定性的方法来描述这些非量化的成
本始终是重要的。
一种方法包括说明对净项目成本可能产生影响的简单等级。影响可以定性地按5分
来划等级，从-2到+2，分别反映从很少到很强范围无法量化的相对结果(例如，“1”可能意味着中等的无法量化成本的结果，“+ 2”可以表示高度无法量化的成本)。
定性等级应当附有影响描述，应在分析中明确进行。对于项目净效益对作决定有
明显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成本或效益，可以进行附加的分析，从而更好地说明甚
至量化这些影响。例如，非市场估值技术(陈述偏好)、利益相关者对话或专家启
发(例如通过几轮Delphi协商或小组启发和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帮助进一步阐明成
本影响的社会意义。第8章将介绍这些方法的详细信息。

7.7		

结论

气象/水文服务生产和传播成本的识别和量化对于NMHS和商业气象公司一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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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从而比较容易在SEB中进行分析。然而，投资成本、联合成本、公共和/或
补贴商品或服务的，以及气象/水文服务提供的某些方面自动化的成本分析就有些
困难。用户的成本，特别是在SEB研究关注改进产品或新产品的事前评估时，可
能非常困难，并可能需要分析师做出用户响应的假设，从而进一步进行成本效益
结果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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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引言
成本效益分析用于比较项目、计划或者是投
资在一段时间以后的效益和成本并确定它是
否改善或减少社会福利。这种经济信息可以

第5章.经济要点

被视为将有助于NMHS或资助机构进行气象

第6章.效益

水文服务融资决策的几个因素之一。效益 - 成

第7章.成本

本分析涉及到计划的系统评价(整体服务或特

第8章.BCA
第9章.通报

定气象水文服务)，以货币形式量化的全部社
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和成本。该分析也可以
用于在几种方案中进行选择，以达到计划的

第10章.展望

目标。

基于第5章中介绍的概念，第8章进一步深入探讨了BCA决策标准和折现利率的选
择。在这部分之后，本章余下的部分主要关注经济分析中的SEB研究步骤7、8和
9(见图4.2)。
进行BCA的主要原因是实施已接受的和公正的经济分析，是考虑计划的或潜在的
投资或计划的开支及其对支持决策而言的所有正面和负面影响(特点是效益和成
本)。在某些国家或司法管辖区，法律可能要求由BCA评估的投资需要超过一定的
资金门槛。这样的分析也可用作框架，来理解和充分阐明采用系统化方法的成本
和效益，帮助分析人员确定有关投资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偏差。

8.2		

效益 - 成本分析概念

8.2.1		

效益成本分析决策标准 - 净社会效益

为了评估政策选择，BCA的基本原则是“选择有最大净社会效益的方案”。这必须
包括“不作为”或不实施任何项目的情况，前提是成本超过所考虑投资的效益。执
行这一原则的两个关键问题是：(a)什么是“净社会效益”，(b)
社会效益？

NMHS如何衡量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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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社会效益
净社会效益通常定义为总效益减去总成本。但是，正如在经济评估理论中所讲
的，效益和成本是在个人层面衡量潜在的效用的标准，所以在社会层面进行总的
衡量要求所有个人的福利有所变化。这就出现了一个困境，因为从根本上讲无法
用同一个尺度衡量所有个人的效用变化(效用是主观的，对每个人意味着不同的东
西)。因此，BCA提出并使用一些规则，用于汇总个人效用的变化。
最初用于BCA的原则认为如果一个方案至少使一个人获得了益处，而其他人没有
受到损害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福利就得到了改进。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因
为几乎所有的计划都会让某些人的利益受损(例如，通过税收支付的气象项目中，
如果一些纳税人从不使用气象信息，但仍然会被征税用于支付气象水文服务的
话，那么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一项更具操作性的决策原则认为如果一个项
目的受益者可以补偿受损者，而本身仍旧收益的话，那么这个项目就具有正面的
净收益。这条原则通常被称为卡尔多 - 希克斯补偿检验。22。这个原则不要求对
受损者实际上进行补偿，而仅要求就算受损者的损失得到了补偿，净收益仍是正
的。
使用BCA作出使一些人受到损失，而另一些人获益的决策会受到一些批评，这些
批评通常与加总和比较所有个人的伦理问题或分配问题相关。在BCA的结果基础
上，决策者往往会权衡超出BCA内容的社会和分配问题。应认识到BCA可能只是
决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要的是要解释在分析中通常使用的方法。这里的重
点是将计划时间范围中的效益和成本加总(相加)，所以包括一个称为“折现”的过
程。

8.2.2		

选择折现率

正如5.6节讨论的，提供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和成本经常有年际变化。折现率用来
将这些未来的不均匀性调整到现在，方便PV计算通货膨胀和现在与未来幅度之间
的时间偏好率。本节简单地说明SEB研究中所要使用的折现率选择的过程。23

22
23

见Just等人(1982)关于卡尔多 - 希克斯补偿测试的研究，也被称为卡尔多 - 希克斯补偿原则。
关于折现的一些概念和决定是对进行有效的BCA很重要的技术问题，可能需要来自政府或政策当局或合格
的经济学家进一步的指导。如果时间跨度很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尤其是涉及气候变化决策时。例如见古
尔德和威廉姆斯(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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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没有通货膨胀、没有税收、没有金融交易成本、零风险的世
界里，会有关于使用什么样的折现率的清晰信号。如果今天消费的是以未来的投资
为代价，则资金的机会成本应该用来折现未来的效益和成本流。在这种情况下，折
现率应该等于可以通过投资资金取得的回报率。例如，如果通胀预期为4％，资本
无风险的实际回报为3%，那么实际折现率就为3％,名义折现率是7％(3％+ 4％)。
但是，如果使用今天的资金或资源主要取代未来的消费(而不是投资)，时间偏好的
社会使用率将更加适合作为折现率。
折现率的选择方面经常有监管和其他实际问题，在适用于项目估值的折现率方
面，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并不总是一致。NMHS的BCA，一般是指为广义的公共利
益而作出的投资，它可能最适合使用一个真正的、税后的社会时间偏好率作为一
个真正的折现率，将所有价值转换为目前的价值。但各类折现率都有其合理性，
其中包括反映资本私人成本的折现率。
有人认为零折现率更好，他们相信折现会低估可能发生在遥远未来(影响后代)或
包括不可逆转的后果(例如，物种灭绝)的项目效益或成本。英国政府作了一项广
为宣传的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斯特恩报告(Stern，2007))，报告中作者主张
采取有力紧急的行动，以减缓气候变化，比如实施碳定价，其前提是未来在不减
缓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经济成本(大约为全球年GDP 5%)将远远超过目前气候变
化减缓行动的成本(约为全球年GDP的1%)。重要的是，他的计算使用的是0.1％
的折现率，这实际上是给目前的人和未来的人所承受的代价和获得的效益赋予了
几乎相同的价值。
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比如耶鲁大学的W.D.Nordhaus，不同意使用这么低的折现
率，他认为这不符合当前的市场实际利率和储蓄利率，因此不能被用来证明斯特
恩提出的减缓气候变化的大量费用(Nordhaus,2007)。
与他类似，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折现率应当反映低风险债券的现行利率，因为这种
无风险的税后利率最能反映社会的时间偏好率。这点可以被市政机构通过债券或
者是长期联邦政府债券筹集资本的真实成本所反映。一些人主张利用资本的私人
成本，他们认为这些资金如果不用于项目，就会被投资于私人企业，所以应当体
现真正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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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正确的折现率和应当如何最佳地计算折现率持有不同的观点，不同国家和
贷款机构之间的折现率往往差别很大。 Zhuang等人(2007)调查了全球14个国家
用于公共项目的折现率，发现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德国折现率低至2％-3％，而
在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高达12％-15％。
多边开发银行也采用不同的折现率，但一般更接近发展中国家使用的高折现率。
世界银行在其《关于投资运营的经济分析手册》(Belli等人，1998年)中给出了计
算折现率的指南。该行指出它在传统上使用10％-12％的名义折现率，但如果在
国别援助战略中认为合理的话，世行的项目管理人也会使用这个范围之外的折现
率。
亚洲开发银行在其《项目经济分析指南》中规定了折现率政策(亚洲开发银
行，1997年)。与世界银行相似，亚洲开发银行使用的折现率可能会依各部门、
国家和时间范围而不同，但往往最低为10％-12％。其他主要的多边发展银行(美
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倾向于使用范围为10％-12％
的折现率(Zhuang等，2007)。
有越来越多广泛的文献在介绍何为适当折现率，何为用于折现的功能形式，均与
长期决策尤为相关(例如可能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代际决策)。本出版物不检查
文献，但读者如感兴趣，可以阅读下列文件：Aalbers(2009年)； Gollier和Weitzman(2009年)；Baum和Easterling(2010年)；Weitzman(2012年)。

8.3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步骤7：总结和比较所有效益和成本

在完成SEB研究步骤5和6(第6和第7章内容)，分析人员已经有了为气象水文服务
变化所估计成本和效益流的所有定量和定性信息。步骤7包括两种不同的计算。首
先，所有的成本和效益必须进行调整，并加总成使用NMHS和政府决策者规定中
说明或NMHS同意的折现率的PV项。第二，分析人员会比较两个PV项，一般通
过应用净效益或BCR决策标准。本节详细讨论了PV总和的制订和对量化的效益和
成本的比较，之后讨论了定性的效益和成本和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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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现值和项目的决策标准

大多数投资或计划的开支将涉及随年度变化的成本和不均匀的收益流。无论要评
估的是单独投资，还是具有不同的随时间变化的成本和效益的多个投资，折现率
都被用于将未来的价值调整为目前的价值，以确定成本和效益的投资PV。如果效
益和成本都涉及，投资的NPV就通过成本的PV减去收益的PV确定。如果一个项
目的NPV大于零，效益的PV就大于成本的PV。如果不同项目的NPV以标准货币
如2010年美元进行调整，那么就可以比较不同项目的NPV。不同项目的NPV评估
允许直接比较项目值，而不管每个项目的效益和成本在时间上可能存在差异。
卡尔多 - 希克斯补偿测试可以用NPV项来表述：如果NPV为正，该项目就是可以
接受的，应当进行；如果NPV为负，该项目就不会改进社会福祉，不应该继续下
去。
表8.1列出了折现和NPV计算的简化算例。所显示的效益和成本的美元价值都不是
真实的，只用于说明使用不同折现率的影响。第一列表示效益和成本预计将发生
的年份。“折现率= 0％”标题下接下来的两列表示以当年美元估计的年效益和成本
的时间流。以隐含的方式将这些值作为未折现值与使用0%的折现率相同。每年的
折现效益和成本使用的3％和7％的折现率分别给出。这些值的计算使用以下的效
益算式：
PV benefitst =

Bt

(1 + r)t

其中，PV benefits是年度t效益的PV，B为美元价值，r是折现率。例如，在表8.1
PV benefitst =

50

5

(1 + 0.03)

=

50

1.1593

= $43.13

中，使用5年效益的PV值，折现率为3％：
PV costst =

Ct

(1 + r)t

年度t成本的PV(PV成本)使用成本C而不是效益计算：
在表8.1中，效益和成本的总折现价值被加总并记录在“总ＰＶ”一行。然后将总PV
效益减去总PV成本，得出NPV，并记录在“NPV”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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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折现，则r=0%，NPV为US$35.00。当使用3%的折现率时，NPV下降为
US$20.08。当折现率为7%时，NPV为US$–8.16。标准为，如果NPV为正，则说
明值得开展一个项目，如果NPV为负，则说明不值得开展这个项目。
表8.1.折现的简化示例

折现率 = 0%
年度

效益

成本

折现率 = 3%

折现率 = 7%

PV效益

PV成本

PV效益

PV成本

0

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1

25.00

50.00

24.27

48.54

22.68

45.37

2

50.00

10.00

47.13

9.43

41.16

8.23

3

50.00

10.00

45.76

9.15

37.35

7.47

4

50.00

10.00

44.42

8.88

33.89

6.78

5

50.00

10.00

43.13

8.63

30.75

6.15

总PV

225.00

190.00

204.71

184.63

165.84

174.00

NPV

20.08

35.00

–8.16

这个例子说明了选择适当的折现率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元长期效益
和成本相同，而折现率从3%增加到7%，就会改变是否开展这个项目的决策。
从表8.1可以看出，投资是否会产生正的净效益可能取决于分析中使用的折现率的
选择。建议分析师进行本章之后要介绍的敏感性分析，以了解不同的折现率对于
决策的影响。如果在合理的折现率范围内存在正的净效益，则可以认为分析在选
择折现率方面做得较好。
关于折现的最后一点，NPV公式仅仅是效益和成本的PV差之和：
N PV = N P benefits − N P costs =

T

∑

t=0

Bt

t

(1 + r)

−

T

∑

t=0

Ct

t

(1 + r)

=

T

∑

t=0

Bt − C t

(1 + r)t

符号Σ(希腊字母希格玛)表示从当年，即t=0，起直到(包括)估计成本和收益的最
后一年，即t=T，所有时间段的成本和效益都加总到一起。
前面的部分NPV是BCA当中进行决策的一个适当的工具。加总BCA结果的替代方
法包括BCR和内部收益率(IRR)，这些指标都使用了与NPV方法完全相同的成本
和效益标准，只是相加的方法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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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方法只需将效益的现值除以成本的现值(而不是NPV方法中的将效益的现值
减去成本的现值)：
T

BCR =

N P benefits
=
N P costs

∑

t=0

Bt
(1 + r)t

T

∑

t=0

Ct
(1 + r)t

使用BCR的一项决策规则是BCR大于1.0的项目值得开展(即能提高社会福利)，
而BCR小于1.0的项目不值得开展。作为一个例子，表8.1和8.2使用完全相同的
效益和成本流解释了BCR的计算(对于只有3％折现率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的
BCR计算为约1.1。
使用BCR的一个限制是不说明投资的幅度。如果仅使用BCR来选择投资项目，那
么BCR最高的投资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低成本投资，只能为用户提供微不足道的效
益。然而，如果是针对有预算限制的公共投资，BCR将支持对气象水文服务投资
与其他的公共投资之间作比较。
另外，IRR是项目的NPV是零(如果存在这样的折现率)时的折现率(r)。因此，我
们解决了以下的折现率(r)等式，使NPV等于零。从某种意义上说，IRR代表了投
资回报。如果IRR超过了社会时间偏好率，该项目就会增加社会效益(也就是说，
它是对社会有益处的投资)：
表8.2.效益成本率示例

折现率 = 3%
年度

Pv效益

PV成本

0

0.00

100.00

1

24.27

48.54

2

47.13

9.43

3

45.76

9.15

4

44.42

8.88

5

43.13

8.63

总 PV

204.71

184.63

BCR

204.71/184.63 =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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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 benefits − N P costs =

T

∑

t=0

Bt

t

(1 + r)

−

T

∑

t=0

Ct

t

(1 + r)

=

T

∑

t=0

Bt − C t

(1 + r)t

=0

RR的限制在于某些项目可以具有多个使等式等于零的IRR，所以很难决定在决策
中使用哪个IRR。类似于BCR，IRR也无法说明项目的绝对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建议最少要在分析中说明NPV。也可以说明BCR，因为决策者经
常使用BCR，其也容易被不熟悉NPV概念的个人所理解。

8.3.2		

报告量化的效益和成本信息

除了报告使用上一节所说明的3个决策指标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报告效益成本分析
的结果外，分析人员也应当列出在SEB研究中没有量化的效益和成本。在某些情
况下，并不是所有的效益都需要为政府决策者量化。这些非量化的效益一般分为
两类：(a)通常会被货币化，但不用于SEB研究的效益，因为资源有限或受时间
限制；(b)难以货币化的效益。在成本方面，NMHS的成本估计很直接，但基于气
象水文服务的用户采取行动的成本可能会包括SEB研究无法涉及的资源和时间。
一些效益估计方法，如CV方法，可尝试得出净效益信息，从而减少了使用户群体
获得效益和成本信息的必要。此外，从用户群体的决策估计外部成本通常会超出
SEB研究的范围。
对于所有的非量化的效益和成本，分析师应就其可能的范围进行评估，如果可能
的话，应该将所有的项目进行排名，并指出各类项目，如果可以定量或者能定量
的话，会怎样影响已为SEB研究提出的净效益、BCR和IRR的计算。

8.3.3		

分配问题

目前所讨论的用于BCA的方法的基础是将效益和成本进行相加得出NPV，获得
最佳的社会效果，而无论是由谁承担这些成本或实现效益。在本质上，这种方法
无视受影响的个人的条件或关于社会公平和分配问题的规范的条件。监管分析和
BCA研究通常会采用这种方法(Robinson等人，2014年)。不过，重要的是要考
虑到效益或成本可能会累计到特定的群体、部门或地区，这种差异不应被视为“公
平”。举例来说，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口征税，以支持水文气象服务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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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但效益可能只归于人口中能获得气象信息(例如有电视)和有能力使用信息来
改善他们的福祉或收益的一小部分。
如果在SEB研究中要考虑分配或者是公平问题，至少应当量化地指出并描述这些
问题，以便决策者了解这些问题，以使用BCA的信息。关于分配问题更先进的方
法可以包括为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效益或成本应用不同的“权重”。例如，如果高
收入个人最有可能从较贫穷人的支出中受益，与收入成反比的权重(例如，作为平
均收入的比例)可以应用于相加过程当中的效率和成本。用我们前面的公式来计算
Y 

NPV，我们可以加上单个的权重  Y  ，也就是平均收入除以个人收入。然后再乘以
i

N PV = N P benefits − N P costs =

I

T

∑∑

i=1 t=0

Y

Bit

t

Yi (1 + r)

−

I

T

∑∑

i=1 t=0

Y

Ct

t

Yi (1 + r)

=

I

T

∑∑

i=1 t=0

Y

Bt − C t

Yi (1 + r)t

每个个人的效益和成本，并把所有个人相加(即，从i=1至i=L的附加求和)：
在选择一套正确的权重用于这样的分配BCA方面有很多关于公平的问题，因为
BCA应当非常明确，又因为选择这样一个权重的方法会很容易受到操纵，容易达
到某种想要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又与公共政策过程并不一致。

8.4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步骤8：列出所有遗漏、偏差和不确
		定性
在这一步当中要明确的记录与所估计的效益和成本相关的所有遗漏、偏差和不确
定性。遗漏将主要涉及到其效益和成本没有被量化的用户群体。该分析可能已被
截断，以包括用户群体的子集。对于那些不包括在分析中的遗漏，列出省略的用
户群体和决策类型，及他们可能采取的应对服务信息的行动是有用的。正如第6章
所讨论的，有许多与效益方法如CV相关的潜在误差。只要有可能，分析师应该描
述偏差的性质，以及偏差如何已经影响了效益的分析和计算。
该分析师还应当记录支持效益或成本分析的关键假设。例如，对于一项新的气象
水文服务，可能需要对于采用新服务的速度，以及用户为了应对新服务而可能采
取的决策类型进行假设。由于新服务的效益一般会落后于发展服务的投资，采用
率将有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可能还需要进行假设，来确定效益相对于其他
类型的信息将如何归因于服务变化，因为用户采取行动之前往往会考虑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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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服务。
这些类型的假设与疏漏和偏差相结合将产生效益和成本估算幅度的不确定性。除
了在SEB研究成果中强调不确定性及其来源，分析人员还可以提供分析，表明不
同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导致低估或高估效益和成本。通过明确地识别和分析这些不
确定性(通过进行灵敏度分析(SEB研究步骤9，下同))，分析人员经常会通过如实
承认分析的局限性而减少对BCA的潜在的批评。

8.5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步骤9：开展关键变量值的敏感性分析

进行效益和成本估计关键变量的敏感性分析目的是研究和说明假设的影响、不确
定性或者是SEB研究结果中的自然变率。敏感性分析被用来识别哪些假设或不确
定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最大(例如，确定哪些假设可能会将一个方案的净效益从
正面的变为负面的，或者是改变一些选项的相对净效益的排名)。
净值估计中两种潜在的明显不准确性的来源应当加以注意。一个是变率 – 即估计
的性质或者是作用于估计的外力所导致的估计的自然变化。例如，气象水文服务
决不会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天气，因此仅由于大气中的自然变率就会导致信息的
价值具有不准确性。因此非估值研究应当说明“完美信息”的价值，除非是作为信
息价值的潜在上限估计。不准确的另一个来源来自我们关于真正价值的知识不足
所导致的估计不确定性(例如改进天气预报的价值是每户25美元或250美元？)变
率和不确定性都会造成不准确的估计，因为这两个原因估计都应当说明价值的范
围而不光是说明一个值。结果一个单一的最佳估计或者平均值可以使用，敏感性
分析会帮助确定并研究可能的值的范围。使用值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一个估计可
以避免这样的理解，即分析倾向于一个预设的结果。这也会有助于向特定NMHS
说明分析的结果(例如，围绕NPV中心估值一个很窄的信度区间而不是一个很宽的
信度区间)。
在许多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使用敏感性分析研究不确定性或关键估计的影响(例如选
择折现率或使用基于效益转让的估值-或者甚至是一项NMHS计划是否会改进用户
接收到的信息的质量)。使用这样的方法，关键输出变量的值可以系统性地被改
变，从而看出它是如何影响分析结果的。结果的变化可以说明不确定性影响在一
个特定的变量中对于结果是多么重要。敏感性分析经常是通过以一个大于或者是
小于现值的相同量改变一个特定的输入值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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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我们选择9%的折现率进行主要分析，我们可以将值增加3个百分点，
从0%变为15%，用于敏感性分析，表8.3给出了一个关于应用这种方法使用折现
率估计效益和成本的范围的敏感性分析的例子。例如，如果不确定一个特定的预
报方法是否有效，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BCA敏感性分析在不同的预报方法潜在
结果下能评估NPV。
敏感性分析(也称为“情景分析”24)是帮助水文气象服务理解不确定性影响的一个重
要工具。通过研究关键变量不确定性范围不同值的不同情景，我们就可以确定支
持变量的不确定性是否对于分析的结果有重要性，或者是否基于分析作出决定。
这样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关注未来关于最有生产力的主题的研究工作，同时可帮
助改进BCA。

文框8.1：蒙特卡洛方法
当多种变率或者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对于效益、风险或成本，或对于三者的估计有很大
的影响时蒙特卡洛方法很有用。蒙特卡洛方法应用的条件是关键变量合理值的范围和
可能性得到充分的理解，从而使用概率分布反映这些值。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蒙特卡洛
方法在计算算法中重建分析，当多个变量能够潜在地交互，从而建立正在研究的风险
的真正特点时，这种方法特别有用。
在蒙特卡洛分析中，应当首先建立概率分布，用资料和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反映关键
输入变量。在最初的估计当中，为很多种现象假设相对简单的分布就足够了（例如，
均匀的、三角形的、常态的或对数正态分布）。但任何两个变量的分布都一般认为是
彼此独立的，如果变量总是交汇，不管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是朝相对的方向，变量就
可能不是独立的，分析中就必须考虑它们的关系。蒙特卡洛方法使用计算机来反映变
量值每一种可能的结合的随机例子（例如，大于1000）。这种随机抽签是以概率分布
为指导，这样更可能的结果选中的机会就比不可能的结果要大。然后为输入变量的每
个样本集复制分析，为这些输入得到最后的输出。当所有样本集的最终输出结合到一
起时，这个结果就是最终输出的概率分布，其基础是关于某个结果可能性的有用的信
息（例如，如果一个项目的NPV结果受到几个值不确定的变量的影响，那么这个NPV
为正的概率有多少。）

来源：Black等（2009）

24

投资金融分析中更常使用情景分析，一些定义说明情景分析包括设定不确定的变量作为最大的值，并评估
结果-事实上是评估最差和最佳的案例情景。

107

第8章.成本效益分析

表8.3.应用于折现率的敏感性分析

折现率(%)

PV货币化效益*

PV成本*

货币化净效益(作为NPV)*

0

49 000–51 500

30 000

19 000–21 500

3

39 500–41 700

26 000

13 500–15 700

6

29 500–34 000

22 000

7 500–12 000

9

15 950–21 300

16 000

(50)–5 300

12

8 500–14 000

11 000

(3 500)–3 000

15

2 500–8 000

8 000

(5 500)–0

*千美元。

表8.3中的例子研究了单独的不确定性变量的敏感性(考虑折现率)。但通常情况
下分析中的几个变量可能是不确定的，应当一起评价它们对于现在结果的联合影
响，一个对于多个变量不确定性有用的方法，即蒙特卡洛模拟或分析，见文框  
8.1。
敏感性或情景分析一定程度上与评估不同项目或者是行动的过程不同，就像之前
所提到的，如果一个机构有一个方案，该方案或者支持正在进行的业务和维修成
本，或者不支持这些业务和成本，这可能会明显影响一个项目效益的长期流动。
这通常是在敏感性分析的标准之下评估的，这可能是一个评估两种不同的未来状
况或完全不同的计划的情况。
敏感性分析一般涉及复制关键变量潜在结果不同状况下的分析。这些一般表示为
不同程度的可能性，所以包括与不确定性相对的风险，例如可能不清楚一个新的
雷达设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进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的预报质量，所以应当使
用敏感性分析评估潜在改进的不同价值(比如说改进较低、中等和较高的值)。限
定不确定性是因为不知道潜在结果的概率分布，或不知道结果的整个范围是什么
样的。比如说，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资料可能可以用于用统计的方法估计效益
和成本估计的信度范围。但是用这个方法估计信度范围可能不可行。如果有资料
可以进行这种估计，就可以说明上线和下线，从而为一项估计说明范围。如果确
定一项估计的范围不可能，我们至少要量化的说明不确定性，方法是描述不确定
性的来源，并说明一项制定的估计是否可能低估或高估真正的价值。
另外有用的是，使用敏感性分析确定决策结果可改变一项关键变量的程度(比如说
如果NPV由正变为负，那么一个新的雷达能够改进预报的程度)。专家的判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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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评估在真实的世界中关键变量发生的可能性。

8.6		

结论

效益和成本的比较是SEB研究最后一项主要步骤，为决策者提供了关于建议的投
资对于社会的价值的经济方面的评估，正像所说的，仔细地选择在效益和成本净
值计算当中应用的折现率对于BCA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折现率越高
的话，有较高的前端成本的投资就越难说明。说明量化结果、列出和分析无法量
化的效益和成本、讨论遗漏、偏差、估计和不确定性，以及分析不确定性其他规
定结果的敏感性，会为决策者提供机会，让他们确定结果是否可靠，是否会帮助
NMHS各方面的受众说明SEB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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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10：通报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的结果

第1章．引言
第2章. 气象水文服务
第3章. SEB研究的目的
第4章. 设计SEB研究

9.1		 引言
广泛认为气象水文服务为社会提供的效益非
常重要，特别是在极端天气、气候和河流事
件发生的情况下，但是由于有严格的经济评

第5章. 经济要点

估实践，所以一般不会把这种效应用数字化

第6章. 效益

的方式表示，所以特别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宣

第7章.成本

传 战 略 ， 宣 传 SEB研 究 的 准 备 和 执 行 ， 甚

第8章. BCA
第9章. 通报

至在研究开始之前这个战略就应当已经设计
好，以确保研究的结果有效地向相关的决策
者、利益相关方和公众进行内部的和外部的

第10章. 展望

宣传。总体目标是提供来自NMHS有力的、
统一的信息，获得或者是维持公众的支持，

以及更广泛的传播来自气象水文服务的与天气相关的信息。第9章阐述的是这个包
含10个步骤的程序的最后一步，即整理结果并向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宣传结果。
本章继续说明第4章中关于SEB研究设计指南的内容，重点是宣传战略的不同方
面，从确定最合适的受众到与各个宣传媒体进行合作，使效果最大化，并确保在
SEB研究中获得的经验能够最好地得到使用。
NMHS宣传战略应当首先关注实用性，即关于SEB研究的实施和结果应传达哪些
信息？这些信息要传达给谁？使用什么样的宣传途径？怎么样最好地利用这些途
径？尽管宣传战略已经在宣传物中的倒数第二章讨论过了，但这些战略应当同时
与详细的工作范围共同制定，以确保在对SB研究进行实施和宣传的每个步骤当中
这些战略都是及时的、恰当的。

9.2		

用户交互、满意度和价值

正如第3章中所说，与其尝试进行全面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衡量并说明提供给具
体的客户或具体部门的预报、预警和其他信息和咨询服务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更为
容易。预报和预警的效益或成本比与受气象水文服务影响的决策范围相关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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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更容易确定。完成SEB研究之后，就可以全面地说明在这些情况下天气信
息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通过这种说明，或者把研究的资料转化为叙述性的故事，
就可以更成功地向你的受众进行宣传。但是，NMHS使用这些例子作为他们有益
成果的范例会帮助他们与不太确信的组织、客户或者部门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
NMHS与其用户的交流必须是双向的过程，并且双方都要非常关注，从而互相理
解彼此的业务，这需要时间，需要长期交流。NMHS的员工需要知道并且理解用
户的业务，从而能够最有效地提供定制化的可用的天气信息。客户不仅需要理解
气象指导的潜力，还要理解这些指导的局限性。NMHS和他们的客户之间的深度
的交流应当促成高度的用户满意度。在这段时间之中NMHS应当正式或不正式地
持续监测满意度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用户价值。
可以理解的是，商业企业可能不愿意向服务提供方（即NMHS）或向公众提供明
确水文气象服务所提供的全面价值的详细财务信息，所以与这样的具体客户或部
门相关的SEB研究结果的任何宣传问题在向公众发布或在任何其他的宣传文本使
用前必须对用户是完全清晰的。

9.3		

了解并解读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

9.3.1		

政策方面

关于SEB研究结果的任何考虑应当在机构的角色和任务的定义范围内被重点化。
这种定义可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过程确定了：
–

可能有气象法规定NMHS的作用和职责（RogersandTsirkunov,2013）；

–

可能有政府或部级的命令或相似的正式决定确定这些职责和作用；

–

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可以用惯例的做法，伴以权威性的文件，比如说WMO
关于NMHS职责和运行的指南(WMO,2013)

关于NMHS作用和职责的定义一般不会明确说明预计的经济效益。预期的经济效
益一般在该定义当中说明，或者可以参照该定义，这个定义是衡量SB结果的标
尺。NMHS是如何满足他的公共职责的问题应当是宣传SEB结果的任何活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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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点。
许多NMHS遵循的是天气资料商业化基础之上的政策。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政策
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是成本回收计划的一部分，而公共资助的信息的用户会为
信息的收集成本作出贡献。但是SEB研究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观点来考虑天气
资料的价值，而较好的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的国民经济总价值可以与提供这些
服务的成本进行对比。在商业模式当中气象资料的总价值是根据市场为这些信息
所支付的资金来确定的，这通常只是资料获取和收集总成本的一部分。模式可以
估计NMHS产品和服务的经济贡献的整体性，包括对未来的记录信息使用的价值
进行一定评估，为这些整体产品的价值给出更加现实的衡量标准。

9.3.2		

经济方面

由于WMO建立了GFCS，气候服务最近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方面这个倡议是对
气候变化对于生命和生活不断增加的威胁的响应，但是气候服务的概念并不是这
样。气候服务包括提供气候尺度的气象和相关的信息（月、年、代际、世纪）。
这些数据在性质上都是高度统计性的，提供了关于具体天气参数平均值和极端值
的信息，或者是关于正被达到或超越的一定阈值的统计可能性的信息（比如说，
低温或者是累积降雨）。
在经济估值之外进行宣传应该包括讲述经历，这将通过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提取
信息，加强专家分析。如果经济效益可以以数字的方式进行量化，那么重要的就
是宣传SEB研究结果，还有很多其他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很难以量化，但这些效益
是真实的、巨大的，其中就包括“便捷效益”，当人们使用很好的天气信息避免不
好的情况，规划他们的日常或者是每周活动时，这种效益就会产生。可能很难把
这些社会各个部门的效益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加总，尽管有些人也提出了第
6章中讨论的方法，以及附件E当中的案例研究，但是这些效益可以有效地沟通，
方法就是通过叙述和讲故事，这些故事来自真实的人的经验。这些故事如果能够
与更多的人联系起来，那么效果就会更好，因为这样就能够承认好的气象建议和
指南的价值。这些故事经常会受到心理学和其他专家的评论支持，也经常受到关
于气象水文服务总体效益量化分析的支持。
日常预报服务会提供给公众、具体的机构或者是商业机构，这些服务是NMHS的
核心职能。通过这些服务和与用户的相关沟通，NMHS可以建立和维护声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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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靠性、可信性和服务质量。所以重要的是研究团队把这些日常服务以某种方
式纳入其中，同样重要的是关于这些与服务相关的成果的沟通应当得到足够的重
视。
日常服务是NMHS与其用户的最强的联系方式，而且是支持NMHS有力品牌的基
础，由此衍生的效益通常会更加的普及，但并不是完全经济型的，但正如第6章中
所说的这些效益可以量化，尽管并不是完全以经济的方法进行量化。
在理想的情况下，关于SEB研究结果的宣传和讨论会与一些已有的用于比较目的
的标准相关，比如过去该国的研究或者是其他国家、部门或区域相似的研究。但
是，这极少会直接带来比较研究，而其解读和理解将需要完全考虑关键的差异。
另一方面天气中的重点是灾害性天气和水文事件，这在目前经常是指高影响天
气，高影响天气的预警是任何NMHS最基本的职责，直接贡献于所有政府确保其
公民安全的使命。
NMHS提供明显的效益是通过日常的气象和水文服务，特别是明显的社会效益可
能会在灾害性和高影响天气事件期间增加，这种认识可以帮助会员在向公众提供
灾害性天气事件信息时更有针对性，而不是在没有足够的提前预警的情况下当有
灾害性天气和洪水影响发生时感到无助。
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死亡和经济损失图册（1970–2012) (WMO, 2014）中的统
计数字指出在最近几十年内由于天气灾害所造成的死亡数量大幅下降，这些数字
说明NMHS在提供预警，使群众从即将发生灾害的地方撤离方面做的非常成功。
但是由于天气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近年内有所增加，而不是下降。要把经济资
源从即将发生灾害的路径上撤离或者是有效保护这些经济资源则难度更大。通过
天气预警减少高影响天气事件造成的生命损失或防止伤害是减少经济损失的最好
方法。通常可有一些方法衡量灾害路径上移动经济财产（例如，汽车或牲畜，或
者当发生洪水威胁时将电子产品和室内装饰品搬运到房屋的高层）迁移的益处。
因此宣传高影响天气预警的经济效益的最好方法，就是既说明数字化的经济效
益，又讲一些与实际经验相关的故事。正如上面所指出，更广泛的社会效益还有
改善人的心理结果，即那些经历了天气灾害，但由于预警对于减缓风险也有一些
方法的人的心理。在基础设施方面一般会得到非常大的社会效益，因可对其给予
长期规划的指导，而这又会为说明和宣传来自气候服务的效益提供基本素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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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规划犹如安排未来，气候服务的成本是进行这种安排的一部分必要的成本。

9.4		

转化为受众信息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

对NMHS的管理层来说，SEB研究是丰富的信息来源，这些信息可以指导各个层
面的决策、战略和行动，本部分将探讨一些方法，以便在与外部受众交流时可最
佳使用SEB研究的结果。
公众和私人宣传
说明资金案例：所有的NMHS都依赖于政府的核心拨款，不管是直接提供的还
是通过服务水平协议等，而这与NMHS的核心公共任务直接相关。此外，许多
NMHS会从其他政府机构获得资金，并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服务，在各种情况下，
如果NMHS能够充分的说明收到的资金会产生巨大的效益（不管是社会效益还是
经济效益），那么NMHS就能够更好地争取资金或者是增加目前的资金。
针对公众的宣传：每一个NMHS都必须获得很强的信誉和公众的信任，这对于确
保公众适当地考虑预报和预警非常必要，也能让他们采取适当的行动。除非采取
行动，气象水文服务的潜在效益无法实现。这里有一个反馈循环的良性效应，如
果公众对于NMHS所提供的服务的信任度增加，那么对于服务的理解也会增加，
指导也能更加转化为行动和决策。积极的结果会进一步增加公众的信任，使他们
更加理解服务，并且提高价值链终端的结果。无论NMHS拥有多高的公众信任，
它都能够参与提高这种信任，并且可能开始这种积极的反馈程序。
为了实现这一点，一方面NMHS需要向公众宣传的是它已经合理地、有效地使用
了公众资源，是对本国经济和社会福祉的一个净贡献者。NMHS如果获得了公众
的良好认知，那么将更可能获得对于资源需求的积极反馈。
对于关键用户的宣传：一方面，一个机构本身的宣传很有价值，而另一方面，其
他机构和组织的第三方宣传会有更大的价值。一般来说NMHS会向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机构提供服务，包括能源企业、水和卫生公司、道路和运输机构、环境机
构、辐射保护机构，等等，并会向各类经济领域的各类企业提供服务。如果这些
机构能够帮助NMHS获得更多的投资，那么他们的主管人员的观点就会有重要的
作用。SEB研究可以很好的关注这些机构或者是部门，展现这样的研究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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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经济和/或社会效益，对于所有这些机构都会具有意义，而且会帮助提高受
到怀疑的NMHS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针对航空部门的宣传：航空部门需要特别注意。大多数NMHS会根据国际民航组
织(ICAO)(ICAO,2014)“芝加哥公约”向民航部门提供服务，并通过收取航线运营者
的路途和着陆费用回收成本或部分成本。现在这些费用越来越多地是由管理部门
来确定，管理部门的目的是收取最低的费用，同时要保证导航支持服务能够提供
足够的航空安全。SEB研究要提出案例，供监管者适当地分配资金来支持航空气
象，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这样的工具现在越来越重要，可以应对航空业
价格不断打折的趋势。

9.5		

对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内部和外部解读

9.5.1		

内部受众

业务气象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在一个NMS中，我们可以预计找到关于SEB研究
结果的各类观点和解读，如果集思广益的话，一个群体当中的群体智慧非常强。
NMHS的高管人员可能能够帮助推动SEB研究，他们需要有效地使用结果为该机
构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足够的资金。他们需要从研究结果中选择一些清晰而且连贯
的信息，并在与上级机构的官员、财政部官员、政策人员等等讨论中强调这些信
息，并与涉及讲述相关故事的员工进行交流，以备后用。
重要的是要提前考虑和决定谁将是NMHS通过媒体推动这项研究的主要发言人，
这个人可以是NMHS的主管，也可以是其他高管。但该发言人必须能善于与记者
打交道，能有效地向很多人发表演讲，能够自信地进行电视采访。发言人必须获
得充足的时间，以完全了解这项研究及其结果，并且获得相应的资源（比如图像
工作者，网页专家等等），从而能够有效地在各种宣传平台上进行宣传。
如果一个机构分处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尤其重要的是就是让区域管理人员和员工
参与SEB研究结果的解读和沟通过程，沟通信息的方法取决于NMHS的大小，但
可以包括向员工报告、团队开会、信息通报、使用内部网络等等。至关重要的是
高管和区域管理人员共同参加会议，学习和讨论SEB结果，区域管理人员然后应
当在区域和当地组织会议，使所有的员工都全面了解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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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员工在宣传过程当中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预报员和气候工作者以及应用开
发人员，他们通过日常工作能够直接地接触许多NMHS的用户，他们的联系和关
系是非常有用的资源，能够帮助确定和收集个人经历的故事或叙述，能为SEB研
究统计结果增加色彩和深度。
对于规模足够大的NMHS，内部有能力进行媒体联络和维护公共关系的话，那么
这些员工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负责公共关系的员工有职责设计
SEB研究和结果的总体宣传战略。应当在研究规划的早期阶段与他们进行协商，
因为他们能够支持这项工作的实施。

9.5.2		

外部受众

政府机构，特别是财政或者是公共服务部是SEB研究结果有效沟通的一个关键
目标，这种沟通应当以各种方法进行，因目标受众不同而不同。将报告以纸质版
或者电子版发送并不能进行完全有效的沟通，尽管当然这是必要的，可以提供细
节和参考材料。需要一个更加积极的方法，负责财政的官员可能需要看到数字，
但是如果选择图表来说明关键的结果，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在理想状态下如果
能够以会议的形式向相关官员作一个报告，结果会更好，这样可以说明关键的信
息，细节内容也易于提供，官员的问题可以得到解答，其担心的事情也可在其后
的讨论中予以化解。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使用气象服务的公共服务用户可以成为政府内部NMHS的有
效宣传者，许多公共服务用户（应急管理部门、军队、能源部门等等）都有年
会、大会或者是其他的定期活动。尤其是在区域和当地层面这些都可以提供大量
的机会帮助NMHS向关键的用户群体开展宣传，告诉他们气象的进展，并帮助他
们确定高质量的气象服务可以提供的可见的益处。
就像公共部门的用户一样，向私营部门的用户进行宣传的最好方法经常也是通过
大会或者是研讨会在他们自己的社交和沟通范围内进行。为了私营部门受众，我
们建议说明气象水文服务实际的和潜在的经济效益，并尽力说明NMHS的经济和
社会贡献。私营部门通常会觉得公共部门总体上缺乏效率。
航空部门的用户群体会提出一个特别的挑战，因为这个行业有自己的特点，安全
是行业考虑的首要因素，经济性是活动的基础。航空现在更加的复杂，过去只提
供重大天气图表、航空路线天气报告、机场预报和重大天气信息就可以充分的保

第9章：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步骤10：
通报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结果

117

证服务，但是，现在经济型的航空路线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一个繁忙的机场
会对气象提出巨大的挑战，如果SEB研究已经很详细地说明了航空客户的需求，
那么，就能够有充分的材料向他们进行宣传，不然，信息可能就不会具有太大的
针对性，但仍然可以帮助说明改进气象服务可以提供经济效益。
许多NMHS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有媒体伙伴，并可与这些媒体伙伴共同发布天气
预报和预警。SEB研究可向公众（而不是具体部门）说明社会和经济益处，这对
这些媒体伙伴来说是很好的新闻故事，NMHS应当鼓励这些伙伴宣传某项研究的
积极结果，故事的协同效应将帮助加强和加深NMHS与伙伴之间的工作和机制联
系。
SEB研究完成之后，NMHS内部负责与媒体联络的员工应当启动一个媒体活动，
以宣传这些结果，活动应当关注NMHS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其中有些可能
是软性质的，比如说与记者的通气会，目的是大致说明结果，并考虑新闻的角
度。另外，可以通过媒体会更正式地介绍结果和成果，会上应当提供相关的媒体
资料，帮助记者准备和说明故事。如果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宣传的话，会达到
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
营销和销售员工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向已有的客户说明正确地使用天
气信息产生的积极成果的范围，并向潜在的用户说明使用NMHS专业服务所产生
的价值。这些员工应当选择性地使用研究结果，应当将一些统计结果与所联络客
户的商业需要联系起来，关于向外部受众进行宣传的更多信息见9.7节。
下面讨论沟通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是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战略要提供清晰的、连贯
的、一致的信息，来说明SEB研究和成果，供各类用户听取，其中就包括出资机
构关键的决策者，也包括员工、用户，还有大众。

9.6		

受众多样化和不同的发布渠道

应当详细地规划SEB研究，包括最初构想、提炼宗旨和目标、选择研究小组、实
施研究本身、分析调查结果、公布结果。可能有人会认为研究结果的宣传是这项
活动的结束，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研究的目的不光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活动的
话，这只是一个开始。SEB的研究结果宣传不应该被认为是一次性的活动。高影
响气象和水文事件的发生及其他机会会为SEB研究结果的宣传提供新的机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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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更受关注。
新媒体：当通过新媒体进行技术信息的宣传时，需要仔细地考虑媒体的类型以及
要报道这个故事所需要的可能的时间，一方面是小型媒体、大众媒体，还有类似
的广播和声讯节目，这些媒体需要较短的新颖的新闻内容，以在广播上发布。这
些媒体需要很简单的事实性标题，比如“水文气象服务为公众所花的每一美元产生
了X美元的效益”。针对这些媒体而言，这类故事不仅应当是产品的强调，如果报
道内容只有简短的几段的话可能效果会最好。
另一方面是媒体以及贸易或者是专业杂志或者期刊的金融或社论页面可以找到的
分析性文章，而相似的广播节目可能是一个很长的（5分钟到10分钟）关于时事
的广播节目访谈（或电视节目等，较不常见）。
统计资料非常重要，所以需要使用关于具体效益的例子故事加强和说明这些统计
资料。如果能够提供补充信息，比如说，背景的简短材料、事实介绍、故事的可
能标题、较好效益的一些故事（如果已经有的话），以及能够提供进一步信息或
者是接受采访的NMHS人员的联系详情，那么这个故事就会更有可能被发行或者
是在电波中播放.
媒体会得到许多提供给它的故事创意，一般是由代表客户的专业公关公司提供
的，如果NMHS的故事想要被选中的话就需要争取得到关注。
电视/互联网：有很多主要的视觉媒体，所以一个故事的主要因素就是图像处理的
质量，对电视来说，一个说明个人、企业或者是用户群体所感受到的效益的正面
例子也会有价值，关于SEB研究结果的电视报导也可以包括4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

说明研究主要成果的标题；

–

有很好的故事可以讲的用户访谈；

–

视觉化的说明效益的图表-可以说明不同部门的效果；

–

与NMHS代表的访谈，评论并且为研究说明背景（点到需要增加投资）

几乎所有的NMHS都有自己的网站，性质一般是为了使大量的受众查询天气信息
和预报，可以在主页上放上与SEB研究相关的链接，但需要以一种宣传的性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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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吸引用户连接到说明研究结果的页面上，这个页面应当主要是图表式的，
解释性的文字应当最少化，主要的细节信息可以放置在下一级页面中，对此有特
别有兴趣的人可以获取和阅读这些信息。
电子/社交媒体/博客：社交媒体充斥各类信息，很多故事只能占有受众很少的注意
力，必须与大量其他的内容进行竞争。这里的战略就是在推特等网，发布一些简
单的标题故事和链接，能返回NMHS的网站或者是在线的社交媒体，后者详细说
明以上研究的细节。社交媒体可以作为其他地方的详细信息的一个“路标”，如果
定期发布微博或推特的一些名人参与其中，那么故事就会更有意思，他们可以讲
述故事或者是提到故事，有个链接能够指向原来的材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意
思的故事也是使受众对于传统媒体的故事更感兴趣的一种方法，传统媒体的很多
故事都是来自社交媒体，传统媒体也需要在市场上有很强吸引力的故事。

9.7		

目标受众

出资机构：所有的宣传战略和计划都很重要，其中针对出资机构等的可能是最为
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为NMHS带来大量的益处，向出资机构的宣传不存在于真
空中，但是如果宣传能够更多地基于主流媒体，那么将会影响出资机构人员的态
度和决定，但是要划拨资金的决定需要得到具体的、目标清晰的信息的支持，这
可以通过图表来进行说明，但也需要得到关于NMHS研究资金、方法和结果的信
息支持。
如果结果要影响出资决定，它们就需要详细地说明部门的益处，并且要可能说明
资金用得最好的环节，如果有一些参考资料能够合理地支持增加投资的话，比如
说，地面观测网络、天气雷达、预报员的提供和培训，那么应当强调这些内容，
如果得到SEB研究结果的支持，那么对于进行什么样的投资的详细评估将明显地
增加投资增长的可能性，因为这会展示NMHS管理层采用的分析方法。
用户：SEB研究对NMHS用户群体的宣传是一个扩大和加深服务提供者和其用户
之间沟通的很好机会。首先，可以通过一个信息通报式的出版物，大量的用户将
会希望获得更加详细的研究评估。所以，应当为用户群体创造机会来与进行研究
的团队和NMHS的相关人员在研讨会或会议上见面。这样用户就能够有机会提问
并且表达他们的兴趣和关切。这些机会也可以增加NMHS的商业机会，因为用户
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他们的业务中如果更有针对性地使用天气信息，在经济上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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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
学术用户/审核人员：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可能会对SEB研究的方法、
结果感兴趣，以便作为指导未来工作的参考。总体来说，针对这个群体可以通过
传统的出版物以及学术讲座的方式进行宣传，如果一个国家的气象服务研究以前
没有开展，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出版这样一个研究报告可以让对NMHS不感
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进行参与（Perrelsetal.,2013）。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工作可以推动未来的工作，可能还可以更细地研究不同用户部门，或者与其
他公共部门服务提供商进行比较，研究国家对NMHS投资的效益。NMHS一般会
有很高的公共认知度，但是它们的投资价值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较高承认，所以
要鼓励和维持学术界对于气象水文服务的兴趣，这非常有益处，因为学术界里的
人员经常是对于政治家和其他政府高级决策者的关键影响人员。
正像推动SEB研究的结果，后续的对学术群体的研讨会和讲座将需要强调准备
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资源，这些细节会帮助学术人员选择未来继续
进行研究，或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使用相似的方法，或者尝试用补充方法验证结
果。但是向学术界宣传研究和结果时，重要的是要清晰地表明研究和分析在学术
上是相当严谨的。
媒体发布/媒体采访：对NMHS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媒体虽然总体上来说是对于大
量的听众和观众进行宣传的一种工具，但是这些记者也可以直接向决策者进行宣
传，决策者对大众媒体非常关注，而且对于所出现的主题也非常有兴趣，媒体的
每次发布，比如说，可能会让媒体写一篇报纸文章，一个部长或者是一个高级决
策者就可能读到这篇文章，我们要承认每个新闻故事都有保质期，受众对于这个
故事的兴趣会随时间而消退（一个故事在媒体上存在一周时间是较长的），宣传
战略应当尽量提高媒体在较短的一段时期内的报道率，理想的方法是与筹资机构
或部门关键决策者的时间表结合。
将物理课程引入年轻气象工作者的教育中：对于一般气象工作者的教育，尤其是
预报员，一般关注于物理科学，很少涉及用户的需要和需求，而SEB研究提供了
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把用户需求纳入气象教育当中，这既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他们
所选择的职业的价值，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确认将这项科学应用到社会需要当
中的机会。事实上，这也可以鼓励学生发展新的、创新性的天气服务，更好地使
气象信息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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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中列出了与许多利益相关方可能交流的内容摘要。
表9.1.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受众和参与机会

机会

参与方式

公共机构

受众

公共机构是改进气象基础设施的
有力宣传者

– 财政部
– 数字、图片、视频。强调
经济效益。

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会监督NMHS的服务提
供，特别是航空方面

– 航空业
– 年会或特别召开的会议

服务的用户

服务的用户和纳税人希望效率很
高，所以要宣传所实现的效益和
潜在的效益

– 企业主管
– 媒体、会议和专业社团

出资机构

公共资金投资决策者关注服务效
率。SEB研究可以帮助平衡针对
过度商业化气象数据和服务的压
力；可提供对社会的整体经济效
益的信息

– 政界人士
– 答复选民，政治具有地方
性。开展地方选举活动
– 科学资助机构
– 科学素质和关键经济效益
的证据。正式报告

媒体伙伴

作为气象服务的现有用户和向终
端用户沟通的现有渠道，他们很
关注“喜报”，这是SEB的研究报
告应当包括的。

– 舆论引导者
– 记者等应用一对一的会面
形式； 推荐背景资料/媒体
素材包

应急管理人员

应急管理人员对于气象服务，
尤其是NMHS的弹性通常很感兴
趣。他们的意见对于决策者有很
大影响–尤其在气象基础设施投
资方面

– 应急管理用户，效益相关方
–一对一会议，大会
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

民间团体

与民间社会的交流可以通过大众
传媒和具体最大化的宣传策略

– 一般公众
– 通过媒体与当地NMHS工
作人员交流或在市政会议
上演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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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沟通战略的总体成功程度

并不是沟通战略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具有同样的效果，一些措施可能是必要
的，NMHS可以根据这些措施评估哪些组成部分是有作用的，哪些没有。当然最
终的测试是是否能够获得可持续的投资，但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的发展和分析，
在短期来看，需要一些更加实用的措施。
一个较好的起点是确定SEB研究沟通战略管理人员可以跟踪的一些指标（比如
活动、范围、参与情况和影响）。这些可以是直接的量度，比如是广播的播出时
间或者是纸质媒体的版面尺寸。网站点击、下载、转发等等的统计非常有作用，
很多报告是针对大会还有专业团体的，这些报告的数量可以统计，可以估计直接
的听众数量以及重点群体和基于统计的量化和定性跟踪和分析信息（公共图书馆
科学，2014）。作为NMHS总体沟通战略的一部分，这些结果应当被纳入报告
当中，特别是针对公众、出资机构、监管人员和服务使用者的报告当中。如果
NMHS可以获得水文气象服务是如何直接让广泛用户受益的分析信息，其就完全
可以与各个领域的当地、区域和国家的受众讨论和推动其服务。

9.9		

结论

本章所阐明的是好的沟通可以在将SEB研究用于宣传、发展和维护公共部门对自
己的支持以及加强NMHS的品牌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本章也探讨了NMHS可能
希望进行宣传的不同受众部门，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本章也已经探讨了向各类
宣传媒体进行推广的最佳方法。确定关键的目标受众，并据此制定定制化的宣传
战略可以极大地推动SEB评估的有用性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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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展望

第1章．引言

气象水文服务能够加强经济发展，并将毫无
疑问地在我们适应未来的气候变化方面起到

第2章. 气象水文服务

关键的作用，气候变化可能会非常地明显。

第3章. SEB研究的目的

最近的报告(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2014)

第4章. 设计SEB研究
第5章. 经济要点

提醒我们在未来的15年里全球产值(以GDP
定义)将增长50%以上，10亿多人口将会进入

第6章. 效益

城市，快速的技术发展将继续改变商业和生

第7章.成本

活。此外气候变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

第8章. BCA

果，特别是在世界上暴露度更高的地区。本
出版物当中探讨的SEB分析能够帮助确定投

第9章. 通报
第10章. 展望

资的重点需求，来保证可靠的气象和水文服
务。

2007年马德里大会(见第1章)是全球改进实践合作方面一个巨大的里程碑，而这
次会议引起了对水文气象服务SEB研究的大量兴趣，比如欧洲在WMO第六区协所
开展的工作(摘要见Perrels等，2013a)。从那以后，至少部分在马德里大会的推
动下，WMO和发展伙伴尤其是世界银行集团的合作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不仅推动
了更好、更多的知识交流，也推动增加了对水文气象服务现代化的投资，所以我
们希望这个出版物将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本出版物的目的是提高意识、增加理解、并提供关于评估、展示和加强水文气象
服务效益的实践指南。本出版物试图反映目前可用的各国、各个部门和学科丰富
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不是全球对于水文气象服务SEB研究知识发展的终点，而
是另一个有意义的里程碑。

10.1		

指导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高效益

10.1.1		

通过更好的知情服务，支持可持续发展

气象水文服务在建设更加有弹性的社会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应当承认这一
点，但是除了对财政的决策者、政界人士和公众进行宣传的明显益处外，气象水
文服务SEB分析的核心价值在于过程而不是最终的数字结果。这种分析的应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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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应当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能够不光改进NMHS的有效性，而且还可以利用
SEB分析方法本身的效益。这些过程是很有价值的来源，可以改进价值链各个过
程的服务效益，并使服务创新的重点领域重点化(Perrels等，2013b)。
公共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2014)，所以需要更加设计良好的、有目的性的和良好沟通的SEB研究，运
行的经济背景应当得到NMHS的理解，NMHS应当定期审核其使用有限资源改进
成本效益，满足重点用户需要的情况
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NMHS将受益于定期被纳入国家发展、扶贫和气候适应
计划。如果国家会计系统和宏观经济平衡模型考虑潜在的、已经实现的和可避免
的天气和气候影响，政府的预算和财务计划可能会考虑为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或增
加资金。但是这种观点目前并不是普遍情况，比如说，国家会计系统并不会充分
地衡量灾害的影响(联合国减灾办公室，2013)或自然资本资产(财富会计和生态
系统评估，2014)；但要想对两者进行最佳的管理，就需要水文气象服务。气候
变化使得必须考虑预计效益。
更好的SEB研究所以不仅能够说明提供气象水文服务需要足够资源的充分的原
因，也会贡献于保证这种服务作为长期发展一部分的可持续性。世界银行集团相
信发展中国家实现NMHS的现代化是一种高价值的投资，是需要足够的范围才能
出现转型，世行也强调，政府应当承诺不断为基本气象水文服务提供业务和维护
资金。

10.1.2		

决策需要良好的资料

除了资金之外，资料和信息的可用性总是选择SEB研究框架和细节类型的一个限
制因素，为了在过程和结果当中增加利益相关方的信心，可以采取三种重要的方
法：
(a) 在开始就承认有限性；
(b) 公开地调整和记录用于补偿资料不足的估计；
(c) 通过应用多种方法调整结果。
针对SEB分析，NMHS应当用与气象水文资料相似的方法收集和管理所需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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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需要长期的承诺和投资，以确保通过各种方法可靠地和定期地获得社会经济
信息。需要一些系统来进行资料质量管理和一致性，公开的、透明的方法(比如通
过分享意愿)能够通过外部审核和使用来帮助确保可靠性，最终建立所输入信息和
所开展研究的可信性。
所以NMHS需要积极地整合用于SEB分析的资料，这可能需要改变思维方法和明
确的资金承诺(见第4章)。我们无法预计NMHS将获得所有必要的资料，所以与相
关的伙伴机构，比如财政部或者国家统计办公室，进行密切的合作将非常必要。

10.1.3		

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增加价值

很清楚，如果气象水文产品没有被使用，那么它们就没有价值。这个出版物中使
用的价值链说明只有当信息收集、处理、提供，以及基于这些信息作出决定或者
是行动时，价值才会实现。所以，气象水文产品使用得越多，它们将会提供更多
的价值，所以应当尽量增加使用。
1995年WMO和会员认识到，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协助保护生命财产和福祉，
应当在国际层面免费地交换一定的气象资料(WMO,1995)。四年后，在水文资料
方面作出了相似的决定(WMO,1999)。由于基本的气象资料和服务是公共产品，
那么免费地提供基础设施以获得资料和产品就是对资料政策的开明态度，就非常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SEB((Weiss,2002)。由于公开资料政策下的消费是非竞争性
的，向额外的用户提供信息的边际成本接近或等于0，排他使用的成本过高(也就
是控制收费资料的扩散)，几乎是不现实的(Rogers和Tsirkunov,2013)。
尽管对于社会福利作出了明确的贡献，并且有自己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外部   效
益 25，但使用公共财政来提供免费的水文气象资料和基本服务以增加经济价值
的概念并不总是被各国政府立即认同。但是经验说明开放资料政策，即信息在
技术上既是可以获得的，在法律上也是允许商业和非商业没有限制地使用(世
行，2014)，这将使得资料的使用得到急剧的增加。2005年，挪威气象局决定停
止对天气和气候资料收费，以使得其产品得到更广泛的使用。之外，为了适应开
放资料和开放获取政策，2007年，挪威气象局与挪威国家广播电台合作，

25

也叫“外部效益”或“外部经济”，指对没有决定采用开放方法的第三方的积极效果，比如针对具体用户产品
的通过资料改进和复用的部门和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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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挪威气象局网站服务在采用开放资料(2006)
和开放访问(2007)方法后使用量的增长情况
来源：改编自Lyng等(2014)的图6。

以便通过互联网让国内和国际免费地、更容易地访问其资料和产品，既可使用，
又可复用，这个政策不光使得挪威气象局资料和产品的使用量大幅增长，而且使
挪威气象局连续9年成为了挪威政府机构中公众声誉最高的机构(根据年度官方统
计)，而且使员工非常有成就感(Lyng等，2014)。
现代技术使得对于气象水文产品和服务的访问增加，重要的是NMHS应很快地
掌握不断的创新，以保证持续地增加产品的使用，正像FMI努力地使适应于国内
的手机从2011年至2014年增加3倍，平板电脑从2012年到2014年增加4倍这种情
况。如图10.2所示(Harjanne和Ervasti,20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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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芬兰气象局移动和移动应用用户增长情况，2010–2014
来源：改编自Harjanne和Ervasti(2014)图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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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好的服务使用来增加价值

仅因为有水文气象产品和服务得到更多的访问和使用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产品和
服务得到了全面的或更好的使用，如果信息被误解或者是误读了，甚至会造成错
误的决策，带来负的价值。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强调传播、沟通、理解和使用气
象水文服务方面的能力建设，认为这和进一步发展气象水文服务本身的需要一样
重要，并成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世界气候大会-3,2009)
关于基于所有可用信息的完美决策的假设总体上是不现实的。比如说如果在种植
季节提供了完美的农业气象预报，但农民不可能在最佳的时间种植最佳的作物
(Stewart,1997;Letson等,2001)。NMHS团队和他们的伙伴通过共同研究气象水文
产品及其所支持的服务的缺点，能够通过分享角色而优化投资和实现效益。
气象水文服务的质量越高，就越能提供更多的价值。在一个互相加强的现代化
战略中，SEB研究将帮助支持改进服务投资的设计和实施，从而提高对服务的
认可、使用和重视。科学和技术进展应当业务化，以达到最大效益。例如，在
预警的情况下通过将假警报率设置在利益相关方能够接受的水平，而不是严格
的阈值驱动的目标，概率预报比确定性预报更能支持决策(Pappenberger等，20
14)。WMO世界天气研究计划高影响天气项目(HIWeather)的目标是通过改进影
响预报和加强对其的沟通和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应用中的使用而增加弹性，应当
进行这些项目，以增加气象水文服务的局地、国家、区域和全球益处。
在WMO

WWW框架范围内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依赖于高效的资料和全球至局地

层面的信息交换。全球模式能够为区域模式提供输入，区域模式反过来可为国
家或局地预报提供指南。这种级联方法可以保证所有的NMHS都能使用最新的技
术和方法，而不用大部分NMHS负担维护和运行全球和区域数值模式系统的高成
本。目前，这类全球服务的可用性取决于先进服务提供方的自愿贡献。为了支持
这些系统和改进发展中国家可用到的天气和气象水文服务，值得使用本出版物中
说明的多种方法探讨针对全球产品的公共财政模式。

10.2		

改进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的质量和使用

NMHS越来越多地需要在其业务中面对新情况，不光是与公共财政相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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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变化和创新；社会、经济和技术系统的全球化；以及气
候变化是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方面对的一些关键过程。这即是风险又是挑战，作为
一门学科的经济学能帮助NMHS以最优的方式应对变化。风险管理应当是针对发
展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因为它不仅能建立弹性，也能利用改进的机会(世行，20
13)。
每个国家无论其发展水平或NMHS 的能力，都能从加强其应用和使用气象水文服
务的SEB评估中受益。出版物中列出的各种方法能提供利用各类资源和可用专业
知识的方法。SEB分析的能力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不管是在NMHS内部还是外
部。这种能力的发展和利用必须取决于将要支持的服务的范围。

10.2.1		

与各个部门的联系

气象水文SEB评估要求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将许多不同的专家组和利益相关方联
系起来。加强气象水文和社会经济技术部门的联系尤为重要，这是向外部宣传结
果的联合方法。
由于在撰写本出版物过程中涉及的伙伴和工作很多，我们计划建立一个网站，以
使得访问更便捷，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交流思想、经验和新研究的平台。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基本关注点是用户更好地访问和使用气候信息，全球性、免
费和开放的气候相关资料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交换，其基础是伙伴关系，这是
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推广SEB研究的使用，以改进气象水文服
务。GFCS的下属机构，如气候服务伙伴关系(http://www.climate-services.org/)
已经纳入关键成员，以加强共同的努力(Pappenberger等，2014)。

10.2.2		

监测和评估

SEB的分析应当成为NMHS监测和评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现有的系统可能需
要适应，以更好地反映相关的基准和用户使用气象水文服务所做的决定。所以监
测必须包括结果和成果，而不仅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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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10.1. 英国使用众包监测使用和满意度
英国气象局最近使用社交媒体网络如脸书和推特以及气象局的网站来监测天气和气候
服务的有效性并改进这些服务。这些监测技术使英国气象局更好地理解其预报是如何
被理解的，并使公众进行了实时的参与。社交媒体的报道也用于评估天气的影响，这
些报道也被加入收集的证据中，以用来评估预警。英国气象局定期审核监测和评估系
统，以保证这些系统利用最新的技术，并结合传统的方法（收音机、电视和纸媒），
以确保以全面的方法理解公众、应急响应人员和私营部门的需要。

来源：Pinder(2014)

比如预报或发送的预警的数量。在大多情况下，价值链的这个最后阶段不是
NMHS的直接职责，而主要由用户掌握。所以需要监测和评估伙伴关系。
应当使用新技术监测和评估对气象水文产品和服务资料的理解、使用、满意度和
效益-例如众包(见文框10.1)、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据在价值链上走得越远(再
次提到成果和结果)，SEB分析的依据就越多。
SEB分析的工具、估计和过程总能得到改进。所以需要关于气象水文服务的事后
SEB研究，以改进未来的表现。这可以包括连续的监测、收集资料回顾方法、结
合非经济方法(例如其他社会科学)，并确定新的效益，所有这些都需要在连续的
过程中进行。

10.3		

未来目标

各国家在实施2014WMO服务提供战略时，SEB分析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工具，
可以为NMHS的规划和投资提供依据，最终目标是改进服务。目前，许多全球过
程和协议可能帮助提高加强气象水文服务的认知度和紧急性，包括2015年后减灾
框架、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全球气候新协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的主持下)、GFCS的继续开发和实施。考虑到这些增加的兴趣和需要，参
与本出版物的机构和作者认为未来几年里会有很大发展。
为了加强这些服务，该领域中的实际工作人员应当拓展多样性，利用交互网络平
台和资源。这个网络应当包括许多学科的专家，包括气象水文服务、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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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公共管理等，其岗位也应不同，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专家、研究人员、民
间团体代表等。我们希望专业协会，如关注气象和环境经济的协会，会积极参与
并推动这方面工作。
本出版物中描述的方法可以加入交互知识共享，并得到改进，这些方法将在尽可
能多的国家应用。这将带来更多的经验和案例研究，最终生成一个包括所有相关
部门和情况的知识库。现有的案例研究应当重新审视，以评估方法的应用和性
能，并为方法和估计的改进提供信息。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能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的各个学科的人员应当扩充。相关的
管理人员和员工将受益于WMO、NMHS和伙伴对SEB分析方法培训进行的结合。
如果向WMO区域培训中心在其专业和技术培训课程中引入基本的模块，将会特别
有价值。为了进一步支持各国提高能力，也将协助做出让能力较低的NMHS向能
力较高的NMHS学习专业知识的结对安排。
为了支持气象水文服务SEB分析的长期应用和改进，我们希望学术界更好地对待
这个主题，以使下一代气象水文专业人员更多地接触相关内容，并提高他们的兴
趣。例如本出版物可以转用于教学资源。如果能将本主题纳入学术课程中，那么
经济、公共管理、气象、水文等更多门学科的学生可以受益于并贡献于此主题。
以上这些都必然需要专门的资金，只有当相关各方将SEB议程作为一个重点，才
能获得这些资金。NMHS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其计划和项目的发展伙伴都需
要划拨预算。正像老话所说：“没有投资，就没有收入”，这也适用于利用改进气
象水文服务的成本效益。本出版物中涉及的案例研究说明气象水文服务会产生的
效益与成本相比为2比1直到36比1，所以很明显，评估和理解如何将气象水文服
务的价值最大化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值得投资于去懂得如何更好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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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根据实际或者预期的气候及其影响而进行调整的过程。在人类系统中，适
应致力于降低或避免伤害，或者利用有利的机会。在一些自然系统中，人
类的干预可能会有利于根据预期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增量型适应”是
指以在给定的范围内维护一个系统或流程的本质和完整性为中心目标的适
应行为。“转换型适应”是指为了应对气候及其影响而改变了系统根本属性
的的适应行为(IPCC，2014年)。
适应效益：采纳和实施适应措施后所避免的损失或者其形成的应计效益
(IPCC，2007年)。
农业气象学：一方面是关于气象与水文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包
含园艺、畜牧业和林业在内的广义农学(WMO,

1992年)。农业气象学是

气象学的分支学科，其中包括农业气候学。
大气：环绕地球的气层(WMO, 1992年)。
避免成本方法：用以评估通过替代性生产和消费过程或者减少或抑制经济活动来
防止环境恶化的实际或估算成本的评估方法(OECD, 2008年)；例如，通
过评估安装室内空气净化器的成本来衡量由此带来的降低空气污染的效
益。
基本服务：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的服务，旨在履行各国政府的主权责任，保护
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改善公共福利和环境质量，并履行世界气象组织公
约及其它有关国际协议的国际义务(WMO,1990年)。
基准管理：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运作(尤其是其竞争对手)的详细比较而评估自身
的运作(通常是特定程序)，从而建立最佳实践并改善绩效的过程；发现其
它组织优势并模仿的过程(《牛津英语词典》)。
效益：某一行为的量化收益(Tietenberg和Lewis, 2009年；根据成本效益分析)。
效益-成本分析：一项政策或一个项目的社会总成本和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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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货币形式表现。有关的成本和效益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成本和效益，也包
括外部性，即不在市场上交易的外部效应。这包括外部成本，如污染、噪
音以及对野生动物的干扰，也包括外部效益，如旅行时间或交通事故的减
少。效益-成本分析经常用来进行替代方案之间的比较。如果一项活动的
总社会效益超过总社会成本，那么私人无法盈利的项目就有正当的理由获
得资助。如果总社会成本超过总社会效益，那么即使项目可以让私人获得
盈利，也有正当的理由阻止项目的开展(Black等人，2012年；根据成本效
益分析)。
效益转移：将一种环境下进行的效益估算转移到另一种环境中，用以替代全新的
估算(Tietenberg和Lewis, 2009年)。
气候：一个给定区域的天气条件的综合，其特征是该区域气象要素的长期统计数
据(平均值、方差、极端值的概率等)(WMO, 1992年)。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指气候状态的一种变化，该变化可以通过其属性的平均值
和/或变化率的变化来识别(例如，通过使用统计测试号)，而且会持续很
长时间，通常几十年或更久。气候变化可能是由自然界内部过程或外部强
迫引起，如太阳周期的调整、火山喷发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大气成分或土地
利用的持续改变(IPCC, 2014年)。
气候数据：历史和实时的气候观测数据以及历史和未来时期的直接模型数据。关
于如何得出这些观测数据以及模型数据的信息(元数据)也包括在气候数据
中(WMO, 2014a)。
气候信息：气候数据、气候产品和/或气候知识(WMO, 2014a)。
气候预测：气候预测或气候预报是尝试(从一个特定的气候系统状态开始)在季节
尺度、年际尺度或更长的时间尺度上，预估未来气候实际演变的结果。因
为气候系统的未来演变对初始状态高度敏感，所以此类预测在本质上是概
率事件(IPCC, 2014年)。
气候预估：气候预估是模拟未来某一排放情景或温室气体及气溶胶浓度情景下的
特定气候系统反应，通常使用气候模型得出。与气候预测不同之处是，气
候预估依赖于所采用的排放/浓度/辐射强迫情景，而这些情景又是基于未

附录A技术术语词汇表

135

来可能实现或可能不会实现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情况(IPCC, 2014年)。
气候产品：气候数据的衍生综合体。气候产品是将气候数据与气候知识相结合，
从而产生附件价值(WMO, 2014a)。
气候情景：未来气候合理而简化的表示，基于内部一致的气候关系列表，该列表
是为了明确用于调查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而构建，通常可用于
影响模型的输入。气候预估通常可用作构建气候情景的初始材料，但是气
候情景还需要其它信息，如观测的当前气候(IPCC, 2014年)。
气候服务：提供气候信息从而帮助个人或组织进行决策。该服务需要适当的参与
以及有效的准入机制，并且必须响应用户的需求(WMO, 2014a)。注意：
本书使用术语“气象/水文服务”，以区别于“气候服务”。只有当气候服务与
所要讨论的话题密切相关(例如，关于GFCS和CSP)时，才使用“气候服
务”这一术语。
气候变异：气候变异是指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以及其它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与单
独气象事件无关的气候统计量(如标准差、极值发生率等)的变化。变异可
能是由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过程导致(内部变异)，也有可能是由于自然
或人为的外部强迫(外部可变性)导致(IPCC, 2014年)。又见气候变化。
气候学：关于大气的物理均值状况以及多年来大气统计数据(反映在天气现象上)
在时空方面的变化的研究(WMO,

1992年)。气候学是气象学的分支学

科。
联合分析：一种基于调查的技术，让调查者在不同的世界状态中选择，其中每种
世界状态都有一组特定的属性和价格，从而得出WTP(Tietenberg和Lewis, 2009年)。
消费者剩余：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利益超出为该商品或服务支付
金额的部分(Black等人，2012年)。
或有排名：要求调查者对拥有不同水平环境设施(或风险)的情景进行排名的评估
方法。这些排名可以用来对多种环境设施(或风险)和少量(或多种)其它可
以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商品进行权衡分析(Tietenberg和Lewis,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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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价值评估：一种用来确定服务或者环境设施的WTP的调查方法(Tietenberg
和Lewis, 2009年)。
成本：用以产生任何商品或服务所需投入的价值，以特定的单位或计价标准衡
量，通常以货币为单位(Black等人，2012年)。
成本效益：以最经济的方式取得成果。该方法通过检查资源是否以尽可能低的成
本产生任何结果，从而评估效率。成本效益在提供国防、教育、医疗、监
管或环境保护等情况下与效率这一概念最为相关，尽管该方法有时很难衡
量所取得结果的货币价值(Black等人，2012年)。
(气象或水文服务的)消费者：为产品和服务支付费用，并且同意通过客户-供应商
协议或服务水平协议交付说明的个人或组织。消费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用户(WMO, 2014b)。
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旨在衡量某公司(或气象/水文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是否达到或超过消费者预期的调查(美国市场营销协会，2014年；来自“客
户满意度”)。
需求：想要获得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欲望和能力，或经济实体愿意以某种价格购买
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数量(Black等人，2012年)。
折现：同样金额未来票据上的价值低于现在票据的价值。未来折现的根本原因是  
缺乏耐心：相比于延后的消费，人们更加喜欢即时消费(Black等人，2012
年；“未来贴现”)。
折现率：未来效益或成本折现到现值时的利率(Black等人，2012年)。同见折
现。
重复计算：计算总额时通过汇总毛总量而非净总量时所产生的错误。例如，通过
加总每个企业的销售总额来计算经济体的总产出，而没有减去从其它企业
采购的投入成本时，就发生了重复计算。当公司从另外一家公司购买大量
的燃料、材料和服务时，简单地加和总产值其实就已经加倍或者多倍的计
算产出了。总产值减去采购的投入成本而得出每家公司的附加值，就可以
避免重复计算。附加值的总额就是国民生产总值(Black等人，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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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用来表达所有可用资源得到最优分配的概念的通用术语。在这个意义
上，经济效率仅仅是描述性的，并不提供一个精确的定义或测试。“帕累
托最优”基于经济效率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可以测试效率的方法(Black等
人，2012年)。
规模经济：使较大的组织或国家能够比较小的组织或国家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
或服务的因素。公司内部的规模经济主要是由于其不可分割性和劳动分
工。而公司外部但在国家层面运作的规模经济，是由于相似的原因；相比
于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能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Black等人，2012
年)。
范围经济：参与相关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益，类似于规模经济。但规模经济通过
增加同一生产活动节省开支，而范围经济则通过参与相关生产活动节省开
支(Black等人，2012年)。
效率：对给定的投入产生最大化的产出。消费效率是指在消费者之间分配商品或
服务，不可能通过再分配的方式使得某些人更富有同时不会让其他人更贫
穷。生产效率是指在行业之间分配可用资源，不可能生产更多某种商品或
服务的同时不会生产更少其它商品或服务(Black等人，2012年)。
事前：从拉丁语直译过来：事前。事前(活动)是指在事物自然状态显露之前开
展的活动(如行为、决策和期望等)。例如，事前SEB研究是指在给用户
所在社区提供一项全新的或者改进后的气象/水文服务前所开展的潜在利
益分析。与事前相反，事后(活动)是在事情发生后进行评估。(Black等
人，2012年)。
事后：从拉丁语直译过来：事后，是出现随机性结果或者实际结果后，一个变量
或者一项决策的价值。与事后相反，事前(活动)是在事情发生前进行评估
(Black等人，2012年)。
开支：消费者、投资者或政府的开支。消费者开支，严格是指采购商品和服务的
开支；个体通过转账来采购资产不能算是开支。政府开支则有些不同，其
中一些是指商品以及服务花费，而政府支付利息以及针对个人的转账花
费，如养老金等，也被认为是政府开支。可能因为很难区分经常性账户和
现金账户，所以政府开支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账户。国家开支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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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开支(Black等人，2012年)。
暴露：是指人、生命、物种或生态系统、环境功能、服务以及资源、基础设施、
或经济、社会或文化资产处于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地点和环境(IPCC,
2014年)。
外部成本：实施某项活动的人或机构不承担的活动成本。负面外部性(外部成本)
会对其他人或环境带来损害，例如，活动实施者不需要承担辐射、河流或
空气污染、噪音等产生的成本(Black等人，2012年；来自“外部性”)。又
见外部性。
外部性：实施某项活动的人或机构不承担的活动成本。负面外部性(外部成本)会
对其他人或环境带来损害，例如，活动实施者不需要承担辐射、河流或空
气污染、噪音等产生的成本。正面外部性(外部效益)是指某一活动为别人
无偿带来了愉悦或利益，如，果树通过蜜蜂授粉，或者大众能够欣赏私人
建筑或花园的景观等。(Black等人，2012年)。
预报：对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或者特定空气团的预期气象(或水文)状况的描
述(WMO，1992年)。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2009年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气候大会上，联合国、国际机构(
由WMO领导)、各国政府、区域组织以及利益相关方一致同意成立的全
球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气候服务的产出和应用(WMO,
2014a)。
危险：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的物理事件或趋势或物理影响的发生可能性。这些事
件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或其它健康影响，以及财产、基础设施、生活、服务
提供和环境资源等的损失(IPCC, 2014年)。
享乐性定价：通过评估组成商品的各项特征的价值对该商品进行定价的方法。例
如，一个房子可以看成是由多个房间、一个花园及其地理位置组成的。各
项特征的价值累加就得到该商品的价格(Black等人，2012年)。
后报：基于之前可获得信息的模型发布的回顾式报告(Planque等人，2003年，第
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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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研究地球地上水和以下水的科学，包括其产生、循环和分布(时间和空间
上的)，其生物、化学和物理属性，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也包括其与生物
间的关系(WMO, 2012a)。水文学通常分为科学以及作业水文学。
水文循环：水从大气到地球又重回大气的循环性过程：从陆地、海洋或内陆水中
蒸发，凝结形成云，降水、拦截、渗透、过滤和流失，在土壤中或水体中
累积，最后再蒸发(WMO, 2012a)。
水文服务：提供包含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河流、地面水和其它内陆水资源方面
的信息和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流量、河流和湖泊水位以及水质方面的信息
和建议(本报告)。
水文气象学：研究水文循环中的大气和土地类型相，主要研究其中的相互关系
(WMO, 2012a)。
联合成本：两个或多个产品间平摊的成本。一个公司可以单独确定每个产品的
边际成本，但是联合成本无法用来衡量每个产品的平均成本(Black等
人，2012年)。
损失：商业操作的过程中支出超过其收入的结果。商业损失可能是由于无法生产
足够多市场需求的产品来覆盖生产费用，这属于内部因素；也可能是因
为外部因素引起的——其它厂家无法及时支付账单或者偿还债务(Black等
人，2012年)。
宏观经济学：经济的宏观层面，关注经济总量的确定。宏观经济学考虑整体就业
和生产、消费、提高生产能力的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国家的进口量和出
口量。同时也关注短期内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原因、价格的基本水平和通胀
率。宏观经济学考虑政府如何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影响这些问题(Black
等人，2012年)。
边际效益：每增加一个单位活动时产生的额外效益。当离散变化时，是指增加一
个单位带来的总效益的增加；当连续变化时，是指每单位的增加而增加的
效益。私人边际效益是指决定活动规模的个人或公司产生的边际效益，不
包含任何外部效益。社会边际效益则包含了外部效益以及决策者本身的私
人效益(Black等人，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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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成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活动时产生的额外成本。当离散变化时，是指每增加
一个单位的产出带来的总成本的增加；当连续变化时，是指每单位的产出
增加而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可以是短期的(仅一些投入变化时)，也可以
是长期的(所有的投入都可以调整时)。私人边际成本是指决定活动规模的
个人或公司产生的边际成本，不包含任何外部成本。社会边际成本则包含
了外部成本以及对决策者本身的私人成本(Black等人，2012年)。
气象学：大气的科学，尤其是研究大气的结构和组成、与海洋和大陆的相互关
系、运动机制(包括天气形成过程)、天气预报、气候变异以及气候变化
(WMO, 1996年)。
气象服务：有关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大气状态的信息和建议的提供。包括关于
温度、降水、风、云、空气质量和其它大气变量以及重大天气和气候现象
(如风暴、洪水、干旱、热浪和寒潮)的发生和影响(本出版物)。
气象/水文服务：提供关于天气、气候以及水文方面的信息和产品。详见气候服
务。
微观经济学：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关注个人的决策。微观经济学分析不同的市场
环境下消费者(可以是个人或家庭)和公司的选择。其目标是探索如何做出
选择，并为做出的选择提供解释。微观经济学同样考虑单个决策者的经济
学，并研究经济均衡体的存在和属性。同时也分析政府的选择对消费者和
公司的影响，从而理解经济政策。
蒙特卡罗方法：研究太复杂而无法分析解决的经济模型行为的方法。系统首先从
一系列随机选择的初始状态开始，然后通过数值模拟看其演变状况。蒙特
卡罗方法可用来检验系统是否具有均衡状态，是否对于任何起始点或某一
起始点的有限区域是稳定的(Black等人，2012年)。
国家水文服务机构(NHS)：提供有关河流、湖泊及其它水文观测、数据管理、研
究、建模和径流预测以及预警责任的国家职能机构(WMO, 1992, 2000,
2001,

2012b)。NHS和NMS的职能相似，但是更加侧重水文循环的表面

相。NHS一般归属于水资源供应或河流管理职能机关。
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机构(NMHS)：指NMS或NHS，或者将两者功能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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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WMO, 1992, 2000, 2012)。复数形式NMHSs主要指多个此类机构
(NMHS, NMS和NHS)。
国家气象服务机构(NMS)：主要由公费成立和运营来履行国家气象以及相关职能
的组织。其所提供的服务是政府为了支持公民的安全及基本福利以及履
行WMO公约的国际义务而必须履行的政府职责(WMO,

1992年，2000

年，2012b; Zillman, 1999年)。NMS的主要职能通常是观测、数据归档、
研究、服务提供以及国际合作。
净效益：由于分配带来的利润超过成本的部分(Tietenberg和Lewis, 2009年)。
净现值：以适当的折现率(见折现率)对现在以及未来收支进行折现，得到的就是
一项安全或投资项目的现值。如果净现值为正，则该项目值得投资(Black
等人，2012年)。
非排它性：商品或服务的一种属性，没有个人或群体被排除在享受该商品或服
务可能带来的好处之外，无论是否对该商品或服务的提供有贡献(Tietenberg和Lewis, 2009年)。
非市场性商品和服务：不是通过市场销售的商品和服务(Black等人，2012年，源
自“非市场性经济活动”)，例如，洁净的空气和水资源、美景和沙滩。
非市场价值评估：不是通过市场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Black等
人，2012年，源自“非市场性经济活动”)。可基于显示性偏好或叙述性偏
好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评估。
非竞争性：商品或服务的一种属性，即一位消费者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何其他消费
者的获得该商品的数量(Black等人，2012年；源自“公共商品”)。
临近预报：当前天气的描述和短期(1-2个小时)的天气预报(WMO, 1992年)。
数值天气预报：基于观测的初始状态，通过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的的数值解进行大
气干扰行为的预测。需要电脑和复杂的计算模型(Geer, 1996年)。
海洋学：海洋科学，包括海洋的组成、循环和行为，以及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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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现象特征的观测、描述和预测。一般可以分为物理、化学以及生物海洋
学(Holland和Pugh, 2010年)。
作业水文学：(a)来自气象和水文观测站网络的基础水文要素的衡量：基本水文数
据的收集、传输处理、存储、检索和公布；(b)水文预测；(c)该领域相关
方法、过程以及技术等的发展和进步(WMO, 1996年)。
机会成本：放弃一个机会的成本。机会成本可以通过可选的最佳替代方案带来的
效益进行评估。例如，农民种植小麦的机会成本是他种植大麦所能带来的
收益，假设大麦是最佳替代方案(Black等人，2012年)。
帕累托最优：一种经济分配效率的形式。如果没有可行的再分配可以提高一个经
济主体的福利而不降低任何其它经济主体的福利，那么这种分配是帕累托
最优的。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可以应用于任何经济分配，无论该经济分配是
来自贸易、谈判、战略互动还是政府征税(Black 等人，2012年)。
预报：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的行为，如天气事件或预测本身(Geer,1996年)。在
通常的气象惯用语中，“预报”与“预测”基本是可相互通用的，只是在某些
情况下存在时间尺度上的差别。
现值：将未来的一笔支付或支付流按照适当的复利率或折现率折算成此刻的价值
(Downes和Goodman, 2010年)。详见折现率。
价格弹性：供应或需求的商品数量的比例变化与价格的比例改变之间的比例。供
应的价格弹性公式：Es = (p/q)(dq/dp)，p是价格，q是数量。需求的价格
弹性公式：Es =- (p/q)(dq/dp)，这样价格弹性值为正数，但负号并不是普
遍使用的(Black等人，2012年)。
生产者剩余：生产者获得的总销售收入超过商品的供应曲线以下的面积部分。如
果供应曲线是完全弹性的，则不存在生产者剩余，但如果供应曲线向上倾
斜，那么本会以较低价格留在这个行业的生产资源可以获得准租金(Black
等人，2012年)。
公共物品：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一个消费者的使用并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可
使用数量的物品。公共物品的两大特征是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也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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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公共物品会导致市场失败(Black等人，2012年)。
公共气象服务：为了公众利益，NMS提供的基本天气和相关服务(WMO, 1999年)
。
拉姆齐定价：在达到既定利润目标的过程中公司最大化经济福利的定价政策。如
果所有公司的规模收益不变，而且必须收支平衡，那么拉姆齐定价就会成
为边际定价成本。如果公司的规模收益递增，而且必须收支平衡，那么拉
姆齐价格超出边际成本的利润与需求弹性呈负相关。拉姆齐定价已经在公
共部门垄断以及受调控的私人部门自然垄断的背景下得到了调查(Black等
人，2012年)。
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处理有害事件或干扰的能力，做出响应或重新组织以维
护主要功能、身份和结构，同时也维护适应、学习和转型的能力(IPCC,
2014年)。
显示性偏好方法：基于实际的可观察结果和可直接推测的实际资源价值评估非市
场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方法。这些方法可直接(例如市场价格或者模拟市场)
或间接(例如旅行费用和享乐性定价)进行评估(Tietenberg和Lewis, 2009
年，39页)。
风险：认识到价值的多样性，有价值的事物处于危险以及结果不确定的潜在后
果。风险通常表现为危险事件的发生概率或事件发生后趋势与后果的乘
积。风险是脆弱性、暴露以及危险相互作用造成的(IPCC, 2014年)。
稀缺性：价格为零时需求多度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在均衡状态下，稀缺商品或
因素的价格必须为正(Black等人，2012年)。稀缺商品或服务的可用性有
限。
敏感性分析：关于模型(如BCA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如何分摊到不同来源的模型
输入的不确定性的研究(Saltelli, 2002年)。
社会效益：一项活动的总效益。这包括直接归于开展该活动的个人或公司的效
益，以及归于其他人或公司的价格系统之外的外部效益(Black等人，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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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一项活动的总成本，包括开展该活动的个人或公司自身产生的成本，
以及其他人或公司产生的价格系统之外的外部成本(Black等人，2012年)
。
社会福利：社会的福利，可以用社会福利函数进行衡量(Black等人，2012年)。
社会福利函数：(a)一个经济体或社会的福利水平，表现为经济变量的函数。社会
福利表现为商品的总消费水平。类似的，个人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人效用
水平的函数。(b)将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的过程(Black等人，2012年)
。
特殊天气服务：基本服务之外旨在满足特定用户和用户群体需求的服务，包含特
定数据和出版物的提供、解读、分发和传播(WMO, 1990年)。
叙述性偏好法：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关于商品或服务(例如物种的保护)的WTP
来评估非市场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方法。这些方法可直接(例如条件价值评
估调查)或间接(例如或有排名或联合分析)进行评估(Tietenberg和Lewis,
2009年，39页)。
供给：用于销售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供给函数将供给与决定供给水平的各因
素相联系。这些因素包括商品的价格、要素服务和用于生产该商品的中
间产品的价格、参与生产商品的公司数量以及资本设备的水平(Black等
人，2012年)。
权衡：必须放弃一些商品或目标从而获得更多其它商品或目标的要求。权衡商品
或目标的需要是经济效率的体现。如果可以获得某种大量商品而不需要放
弃少量其它商品，或者可以实现某个目标而不需要牺牲其它目标，则这种
经济不是帕累托最优。
交易成本：进行经济转换时发生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实际案例包括股票经纪人完
成一笔股权交易时的佣金，以及购买音乐会门票时所收取的预定费。完成
一项交易所花费的旅行和时间成本也是交易成本的案例。人们提出交易成
本的存在，来解释观察到的许多经济机构。例如，人们认为生产在公司而
非通过市场承包而发生，因为这样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交易成本也可以
用来解释为什么市场没有解决外部性问题(Black等人，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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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成本法：基于人们到达某一景点、野外等地区或避免各种各样的破坏和退化
而实际支付的(金钱和时间)的金额来评估货币价值的定价方法。游客到某
一景点所产生的成本可以用于确定置于该景点游憩价值的需求曲线。这也
是评估该景点价值的基础，进而以货币形式评估该景点的收益或损失或丧
失可用性的重要性(OECD, 2008年)。
三重底线：除了财务业绩之外，使用生态和社会标准衡量组织的成功(Allen和
Lieberman, 2010年，82页)。
不确定性：关于当前事实或未来事件的有限认知。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有着明确
的区别：风险是指未来结果的发生率可以用概率进行衡量，而不确定性是
未来事件无法用概率进行衡量(Black等人，2012年)。
(气象或水文服务)的用户：接受商品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做决策的个人、组织或
中间机构。对于公共天气服务的提供，公众理想化地认为一个组织或代表
机构考虑其需求，而事实上经常是基于调查或焦点小组等不同的信息收集
方法以特定的方式进行，与个人的直接联系极少(WMO, 2014b)。
附加价值：在每个生产阶段，信息、服务或商品增加的价值量(《牛津英语词
典》)。
价值链：从生产到最终使用或消费，给信息、服务或商品增加价值的过程或者活
动(Stevenson和Waite, 2011年)。
信息的价值：没有该信息时采取行动产生的结果的价值小于拥有该项信息时产生
的价值(West 和 Courtney, 1993, 230页)。
验证：通过将预测期间预测的天气与实际观测的天气或气候相比较，从而判断天
气或气候预测准确性的过程(Glickman, 2000年)。
脆弱性：受不利影响的倾向。脆弱性包括多个概念，包括敏感性、易受伤害性以
及缺乏应对和适应的能力(IPCC, 2014年)。
天气：特定时间的大气状态，可以通过不同的气象要素进行定义(WMO,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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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预报：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预期气象条件的描述(Geer, 1996年)。天气预
报通常会预报每天或可预报期限的几周内的不同气象要素和现象。
天气服务：天气预报的提供和危险情况的预警，以及气象数据和产品的收集、质
量控制、验证、归档和传播(WMO, 1992年)。
全服务评估：综合评估某个单位提供的所有服务，与评估一项或多项特定的服务
不同(本出版物)。
支付意愿：经济主体愿意为获得某个商品或服务所支付的最高价格。WTP属于
私人信息，但可以使用显示性偏好方法或叙述性偏好方法获得(Black等
人，2012年)。
世界气象监测网：WMO资助的负责天气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分配的国际协调系
统(Geer, 1996年)。
世界气象组织：出于1950年世界气象组织公约(随后经过修订)第2条提出的气象
及相关目的而成立的专门机构(WMO, 2012b；Geer, 1996年)。经过1975
年修订，该组织被赋予联合国系统的责任，负责作业水文。其成员包括了
通过世界气象大会履行职责的国家政府以及一系列其它辅助性机构，包括
当选的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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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气象及相关服务成本和效益总值与服务量和水平(包括质量)的函数关系(WMO,2009a)。
当服务水平位于(Q*)总成本曲线和效益曲线的坡度一致时，即成本和效益曲线的边际交叉的点
时(边际交叉的点不是两条曲线交叉的点)，效益减去成本的余值最大(见第五章)。

气象(及水文，在更有限的范围内)服务的提供有一个典型特征：需要有大量支撑
观测和数据处理的基础设施(见图B.1 “观测”、“建模”和“处理及数据管理”等栏)，才
能产生科学可信的信息、预测和咨询服务。因此，即使是建成层次极低的服务，
也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见图B.2中“C”)建设基础设施；额外的资金将用于更高级别的
服务(系统)，并且服务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基本很难再进一步改善，进而导致服务
生产成本曲线如图B.2 “总成本”曲线所示上凹。另一方面，服务质量必须达到某个
阈值水平(B)(这有助在服务开始产生效益前就能赢得潜在用户的信心)，之后效益
就会随服务水平的提高持续增加至再无进一步增值空间，效益曲线到达图B.2“总
效益”曲线所示的平台值。
从历史来看，对天气信息，特别是即将来临的恶劣天气预警，之于生命财产安全
的重要性，人们的认识已足够充分，以至于人人都应获得基本的气象服务被当成
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需要。另外，因为用于预警的观测、数据管理、建模等基础设
施和服务提供模式基本上也能满足大多数其他潜在用户的需求，各国政府历来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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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通过建立和运行国家气象部门(NMSs)承担向所有社会部门提供服务的职责。
一段时间以来，经济高效地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受到更多重视，政府和服务机构纷
纷着力完善主要公共服务项目的国家供应机制，最大程度降低并最佳分配服务成
本(Alford 和 O’Flynn, 2012)。由此产生的经费和收费问题都很棘手，特别是对于
那些超越政府对全体国民的基本公共利益责任范围的服务项目而言。

B.2		

气象学、水文学和海洋学

气象学是一门关于大气的自然科学，主要研究大气结构及构成、与海洋和陆地
的相互作用、运动(包括天气形成过程)、天气预报、气候变动和气候变化(WMO,
1996)。根据这一定义，气象学涵盖天气和气候两个方面(英国气象局,1972)。
水文学是一门关于水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在地球地表以上和以下的发生、循环
和时空分布,

生物、化学和物理特性，对所处环境的反作用，包括和生物的关系

(WMO,1992)。水文学通常分为水文科学和水文实践两个方面。水文科学是一门
研究水文循环全过程的科学，而水文实践(WMO,1996)的内容如下：
—

测量气象和水文站网中的基本水文要素；

—

水文预报；

—

开发相关的方法、途径和技术并应用于上述活动领域。

海洋学是一门关于海洋的自然科学，研究海洋的构成、循环和行为。海洋学还涵
盖对典型海洋现象进行的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观测、描述和预测。它通常分为物理
海洋学、化学海洋学和生物海洋学(Holland 和 Pugh, 2010)。
确定合理的框架，实现气象、水文和海洋服务效益的最大化，需要了解天气、气
候、河流、湖泊及其他环境条件的本质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图B.1下半部分所示
各环节在端到端服务生产、传递和应用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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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和水文

天气指某一特定时间大气的状态，由各种气象要素界定 (WMO, 1992)。描述天气
常采用分、小时、天、周等时间尺度上的温度和其他气象变量以及天气系统的位
置和运动。天气系统形成天气，包括经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纸天气图中的高压区、
低压区、槽、锋面等。
气候指某一特定区域内综合的天气状况，以该地区各气象要素的长期统计数据(
平均值、方差、极值概率等)为特征(WMO，1992)。它从根本上是对天气及月、
季、年、十年、百年等较长时间区间内的天气变动的统计学描述。描述气候多采
用天气平均值和极值的局部数值和空间模式。
水以各种形态(液体、固体和水蒸汽)出现。大气中的水是大多数天气和气候现象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地表水则与地表和生物圈相互作用。水由大气到地球再
回到大气的循环往复过程，也就是陆地、海洋及内陆水蒸发，凝结形成云，进而
形成降水，被植被截留，通过入渗、渗透、径流在土壤或水体中集聚，又重新蒸
发的演替过程，被称为水文循环(WMO 和 UNESCO, 2012)。
大气和海洋的天气及气候的形成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和紧密耦合的过程。
因为海洋具有更大的密度和热容量，海洋现象通常比大气现象具有更长的时间尺
度。然而，由于二者都受辖于相同的自然法则，即由过去和现在的状态可以推知
某些未来状态和行为，天气和气候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可以用强大的计算机进行数
值模拟，实现对未来的天气和气候的预报和预测。在描述气象及相关服务如预报
服务时，有必要如图B.3所示根据空间和时间尺度特点对天气和气候现象加以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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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气候

天气

未来气候

全球尺度

中尺度

气候变化投射

十年气候预报

季节至年度气候预报

长期天气预报

中期天气预报

临近预报

现实天气

近期天气

天气尺度
100 km

近期气候

1 000 km

正常天气

陆地、区域
尺度

短期天气预报

10 000 km

10 km

地区尺度
1 km
上十年 去年

上个月 上周

下个千年

昨天

现在

下周

下个月

明年

未来十 下个世
纪
年

下一个千
年

图B.3 天气现象的典型空间尺度 (纵坐标轴)及用于天气气候描述预报的近似时间尺度术语(横
坐标轴)

B.4 		

对天气、气候和水文条件敏感的活动、部门和国家

几乎每个人、每个国家，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天气和气候影
响。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时常受到洪水、海浪、风暴潮及其它水文和海洋现象的
严重影响。影响的范围可谓遍及各个国家、地区、经济部门、社会阶层和年龄组
群。
对天气和气候最敏感的社会部门包括农业、航空、建筑、应急管理、能源、卫
生、自然资源管理、航运和旅游(WMO, 1996)。
不同类型的天气和气候现象在世界不同地方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发
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对天气和气候更为敏感。经济实力更强大的发达国家，尽管
通过基础设施工程和规划极大降低了灾害风险，但常常也不过是多些更昂贵的设
备经受灾害考验罢了。发展中国家如果依赖农业，看天吃饭，面对干旱就会特别
脆弱；而飓风不断威胁热带国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大量沿海旅
游基础设施的国家而言(WMO, 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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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和水文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天气和气候改变着人类文明和各国历史(Durschmied,2000)。它们
的极端影响广泛贯穿于整个社会(Burroughs,1997)。许多不同的指标被用于量化
天气、气候及相关环境条件和现象对各个社会部门以及对国民和国家经济整体的
影响。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指标如下：
—

灾害性气象水文现象导致的受灾和死亡人数；

—

极端天气、气候和水文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持续“好”天气产生的经济效益(
例如：对农业和旅游业的影响)。

对上述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进行分类和汇总的办法目前已有不少，多以现象、受影
响部门、国家等作为依据。即使不把自然灾害具体计算在内，美国的经济活动(
国内生产总值)因天气变化而产生的差异也能达到正负1.7%，相当于美国2008年
14.4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485亿美元(Lazo,2011)。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
究表明：除了全球经济之外，澳大利亚影响最大的单一经济状态指标是南方涛动
指数(McTaggart 和 Hall, 1993)。
据估计，2011年全球自然灾害受灾人数约为2亿600万，经济损失达3660亿美元
(Rogers 和 Tsirkonov, 2013)，其中绝大部分都由气象和水文灾害造成。

B.6 		

气象/水文服务的起源

气象服务的提供(另见第C.2节)已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说延续了数千年(WMO,
1990; Halford, 2004)。科学意义上的气象服务起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下标志性
事件：
—

莫里(1855)为航海提供根据船只航海日志绘制的气候态风场和洋流图；

—

菲茨罗伊(见Gribbin 和 Gribbin, 2003) 为海上航行的船舶发风暴警告，并开
始对英国部分地区提供公共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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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见Cox, 2002)利用电力电报新的实时数据采集功能准备和发布美国城市
每日天气预报。

不久，许多国家陆续建立NMS，制备作为公共信息的天气报告和地图，并由1873
年成立的国际气象组织(IMO)通过定期召开“各国气象局长会议”开展数据采集和交
换方面的国际协调 (Daniel, 1973)。
二十世纪上半叶，气象服务的提供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国家，主要用于支持农业
和航运业，和满足民用航空安全和经济不断增长的对现时和预报信息的需求。在
IMO的全面指导下，各主要国家及其殖民地都建立了观测网络、数据采集体系(最
初依靠电报和信件)以及服务于航运和航空的气候预报办公室。大多数国家还通过
报纸和电台发布公共天气预报。社会对于现时天气信息和天气预报的需求全面高
涨 (例如见：Fleming, 1996; Cox, 2002)。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水文服务的概念晚于气象服务出现，尽管湖泊和河流水位
的测量和记录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十九世纪，随着欧洲主要河流委员会的
成立，流速流量等水文监测成为河流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直到1964–
1974国际水文十年过后，各国政府才于1975年形成决议，将国际水文实践职责赋
予WMO，水文信息服务的概念才得以和与之类似的气象服务一样被世界各国广泛
采用。

B.7 		

气象/水文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现实中的气象服务范围广泛，几乎囊括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天气和气候及其
社会影响的各类信息、建议和研究(Zillman,

1999)。由于往往还涵盖河流、湖泊

和海洋条件信息的提供，有时也被认为综合了水文和海洋服务。气象服务通常还
被进一步划分为天气服务和气候服务(或气象/水文服务) ，虽然这其中不乏人为因
素。
气象服务以小时(即时预报)或星期(中期天气预报)为时间尺度提供近期、现时和
预期天气状况信息和建议。天气预报或预测的目的是穷尽单个天气系统的预测极
限来描述某一特定位置或地区或区域任意时间点的气象条件。天气警报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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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可能受影响的人群防备极端或灾害性(天气)条件，采取必要行动降低其不利
影响。
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气候信息时，采用有助个人或组织做出决策的方式。气候服务
要求有适当的参与机制，以及有效的服务获取机制接触，还必须响应用户需求。
气象/水文服务涉及历史气候数据和信息的提供，现时气候条件分析，未来气候在
数月到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的前景、预测、投射和情景分析。
1950年世界气象组织WMO成立(Daniel,

1973)，1963年世界天气监视网(WWW)

启动(Rasmussen, 2003) ，20世纪70到80年代全球大气研究计划(GARP)在大气
预测领域取得重大进展(WMO，1990)，随之具有实用价值的天气和气象/水文服
务应用在全世界逐渐盛行。1991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起公共气象服务计划，协助
各国提升由NMS提供的及通过私营、学术或媒体服务机构获得的日常天气信息的
公众覆盖面及实用价值(WMO，2007b)。世界气候应用(服务)计划启动并成为
1979年设立的世界气候计划的一部分(boldirev，1991)，大大扩展了气象/水文
服务的种类和范围。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展工作，再次大
大拓宽气象/水文服务的概念(Bolin, 2007)。通过气候议程(WMO，1993)、2009
年的第三次世界气候会议(WMO，2009b)、全球气象服务框架(GFCS)的建立
(WMO，2014A)，气象/水文服务获得了更多重视。
虽然水文服务与气象服务明显存在交叉且时间尺度相似，但水文服务主要关注水
文循环的地表部分，特别是对流速流量和河流水位的预测。水文服务涵盖水资源
监测与评估，以及山洪(短期)和河流(长期)洪水预警重要范畴。洪水预警，特别是
山洪预警，通常既被视为气象服务又被视为水文服务。

B.8 		

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学特点

气象/水文服务政策、经费、收费办法、社会效益实现机制受到所处经济和政策总
体架构很大程度的影响(WMO，2002)。考虑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经济属性的影响程
度，情况尤为如此(Freebairn 和 Zillman, 2002a)。
大多数气象服务历来被视为具有双属性的公共产品(Samuelson,1954;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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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Stiglitz, 2000; Gunasekera, 2004)：
—

非竞争性：一个人的服务消费不会减少他人可用服务的数量或价值；

—

非排他性：服务交接完成后，排除用户之外的其他人使用或成为不可能或需
要付出昂贵代价。

然而，有一些经济学家将非竞争性作为包括气象服务在内的公共产品特征的最重
要标准。
公共产品还具有一些其他经济特点(Bailey，1995)，能够对其供应方式和公众消
费方式产生影响：
—

因集体所有，本身没有财产权可供投资，所以不存在此类产品供应市场；

—

必须由政府决定其供应有无必要以及供应到何种程度；

—

其供应成本必须是(主要)由税收来满足；

—

受益人是整个社会，而且对社会产生的总效益越大，消费范围就越广泛。

一些公共气象服务，特别是预警服务，还具有“功德品”特征(Bailey，1995)，是
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积极推动消费的产品。
然而，应当指出，还有相当一部分气象及相关服务从本质上属于私人

(即具有竞

争性和排他性)或混合产品(Gunasekera，2004)。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用
户专属的特定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通过市场过程才能实现有效供应。这可
以通过私营服务机构或NMS的商业部门获得。在一些国家一些情况下，商业服务
收入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来抵消公共提供服务的成本。
在国际层面，许多气象服务甚至可以划归“全球公共产品”之列(Kaul等,1999)，
消费此类产品可使很多国家、全球大量人口、当代及子孙后代受益。在某种程度
上，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气象组织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Gunasek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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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Zillman, 2004)。
一些水文服务项目，如洪水预警和河流湖泊水位体系，从根本上具有和公共气象
服务相同的公共产品特征；而另外一些服务项目，如实时流速流量、大坝水位、
土壤湿度和水质量信息与水资源管理和商业供水历来关系更密切，而且已被认为
具有更多私人或混合产品的特性。在欧洲的一些地区，河流流量数据长期以来
被用来相互交换，但在全球范围内，水文学缺乏自由无限制的数据互换的牢固传
统，许多国家并不愿意将河流流量信息公诸国界以外。在这个意义上，水文信息
私人产品竞争性和排他性特性更突出。

B.9		

气象及相关服务的提供机构

所有国家提供气象服务都要依靠以某种形式存在的端到端的NMS系统(见图B. 1下
半部分)，这个系统有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

国家观测网；

—

研究和开发工作(虽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是非常有限或不存在)；

—

数据管理和建模/预测/归档能力；

—

服务交付系统。

数据采集和服务提供国际合作机制对这几个组成部分提供有力支撑
(WMO，2009a)。
从广义上讲，每个部分都必须被当作国家服务完整供应链上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例
如：观测网络为研究和建模提供重要服务)，但人们的主要兴趣往往都在最后一个
环节，因为历史和现时的数据和模型产出就是在这个环节才被转化为满足用户需
求的信息产品，对于一般公众和专属服务用户都是如此。
NMS系统的主要参与者(最新的美国术语(国家研究委员会，2003)称“天气、水文
和气候企业”)包括(Zillm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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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NMSs，通常享受公共资助，负责国家气象基础设施的运作以及
为社会提供(至少)基本服务；

—

学术(大学)研究团体，通常在推进服务科学的发展和培养专业服务人才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

大众传媒，在大多数国家紧密配合NMS为公众提供基本服务；

—

私营及其它服务机构，包括提供定制增值服务的商业服务机构和在许多主要
用户行业和组织内部提供专属服务的机构(例如：能源公司和航空公司)。

许多NMS还在水文、海洋及其他环境服务等一系列领域承担国家责任。正规水文
及气象服务国家责任机构通常被称为国家水文气象局(NMHS)，虽然WMO对它英
文缩略称谓(NMS)和仅负责提供气象服务的机构一样。在另一些国家，提供水文
服务主要职责的是称为NHS的专门机构，一般是供水部的下级机构。还有一些国
家设有专门的国家海洋服务机构。NMS和国家海洋服务机构都采用与NMS大致相
同的端到端运作模式，但缺乏成熟的NMS通常都会有的得力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B.10 		

气象/水文服务的用户

气象/水文服务的用户几乎包括对天气、气候和水文影响较为敏感的所有个人、组
织或社会部门。通常认为：用户群体包括使用基础服务的一般公众，使用通常称
为专属服务的各种社会经济部门和组织机构。以商业模式提供定制(专属)服务的
情况下，服务对象在许多国家现在通常称客户或消费者。

B.11		

国家气象部门

一个国家的NMS是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WMO, 1999a; Zillman, 1999)。虽
然具体职责因国而异，但大多数NMS都承担以下职责：
—

运营全国气象(有些时候还包括水文和海洋)观测网，涵盖天气预报和气候记
录所需的地面观测和高空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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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和维护全国气候数据档案，包括对所有可用观测数据的进行整理和质量
控制，并以方便查询的标准格式进行存储和安全维护；

—

通过研究和调查增进对本国天气和气候的了解，服务国家整体利益，并提升
本国天气和气象/水文服务水平；

—

向全社会公众提供多种天气、气候及相关(通常包括水文、海洋、电离层及其
他环境)服务，广泛采用大众传媒及面向主要目标部门和组织的定制专属服务
渠道；

—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的规定履行本国数据采集和交换国际义务，通常
还包括在本国参与WMO各组成机构和各项目活动中在发挥领导作用(以及履
行本国海洋服务职责方面的国际义务，在本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活动中在发挥领导作用)。

NMS的最终目标也因国家而异，但基本都比较注重以下方面(WMO，2007a)：
—

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

保护环境；

—

有助实现可持续发展；

—

推动长期观测和收集气象、水文及相关环境资料；

—

促进自身能力建设；

—

兑现国际承诺；

—

促进国际合作。

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NMS历来机构简单，仅下设观测、电信、研究、
气候和预测分支机构或部门。但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自许多NMSs采用更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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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的途径履行使命以来，已有多种运作模式投入使用(Rogers和Tsirkunov,20
13)。
齐尔曼(1999)全面介绍了NMS的作用和运营模式，齐尔曼(2003)总结了二十一
世纪早期世界各国NMS的发展状况。世界气象组织(2013)提供了一份关于现代
NMS职能和服务内容的详细清单。

B.12		

国家水文部门

在许多国家，河流、湖泊及其他水文观测、数据管理、研究、建模、流速流量预
报预警的主要责任由专门的NHS承担，通常为环境、自然资源管理、供水或应急
部门的下级机构。
NHS的基本职能与NMS的基本职能大致相似，但侧重于水文循环的地表段，涵
盖降水、径流、河流流量、储量(土壤和湖泊)以及蒸发和蒸腾作用造成的大气损
失水量。NHS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历史及现时降雨量和蒸发量、河流水位和
流量、湖泊和大坝水位、河流流量(包括低流量)预测以及山洪和河流洪水灾害预
警。许多NHS还承担地下水资源监测职责。
近几十年来，世界气象组织及其他方面关于NHS职能和运作问题的著述颇多，从
中能够较好地了解总体情况(见WMO, 2001)。

B.13		

气象/水文服务国际协作

1873年到1950年间，非政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IMO)针对气象观测、数据采集和
服务提供开展了标准化和协作基础工作，其定期召开的国际“气象局长会议”和下
属的专家技术委员会体系在其中功不可没。自1950以来，国际气象合作与协调的
主要机制一直由世界气象组织这个政府间机构主导。水文数据采集和交换国际合
作历来由流域委员会负责，1975年才写入世界气象组织公约，改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承担水文科学国际合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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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以其公约明确的目标目前包括(WMO，2012)：
—

推动全球合作建设站点网，推动建立和维护负责提供气象及相关服务的中
心；

—

推动建立和维护气象及相关信息快速交换系统；

—

推动实现气象及相关观测标准化，确保以统一口径发布观测和统计数据；

—

将气象应用推广到航空、航运、水利、农业及其他人类活动；

—

推进水文实践活动，进一步密切气象和水文服务合作。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国际技术协调工作大部分由WMO下设的政府间专门技术委员会
承担，特别是：
—

基本系统委员会，除履行指导公共基础设施运营职能，还承担WMO公共气
象服务计划的主要国际责任；

—

农业气象委员会，负责协调提供农业天气和气象/水文服务；

—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配合国际民航组织(ICAO)协调提供民用航空气象服务；

—

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海洋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负
责针对航运和其他海上活动气象和海洋服务进行必要的国际协调；

—

气候委员会，负责协调提供气象/水文服务；

—

水文委员会，负责全面针对水文实践(含提供水文服务)进行必要的国际协
调。

WMO秘书处，借助一系列的应用和服务计划(如：公共气象服务计划、农业气象
计划、航空气象计划)，组织开展了必要的国际协调活动。2009年第三次世界气
候会议之后，WMO及其伙伴组织一致同意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提升气象/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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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WMO, 2009b; 2014a)。
提供服务在一个国家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是否能从邻国及世界各地
取得必要的气象及相关数据和产品。上世纪90年代，数据交换方面的一些重大争
议告解 (Bautista Perez, 1996)，国际服务类数据交换的基本原则和做法随后被写
入1995年世界气象组织(气象)大会第40条决议和1999年世界气象组织(水文)大会
的第25条决议。

B.14 		

服务水平和质量

各国气象水文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不可避免地参差不齐，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

国家观测网和数据管理系统的覆盖面和性能；

—

从其他国家获取数据(特别是卫星数据)和产品的情况；

—

NMSs将全球和区域中心的产品应用于当地预报业务所使用的预测模型和级
联预测流程存在复杂性和技能以及效力差异；

—

预报及其他服务人员的培训及专业知识；

—

服务商-用户沟通实效及服务渠道效力。

大多数国家的NMS都对服务链各环节进行全面性能监测，包括重点监测各种预
报产品的准确度和预测方法(Murphy,1993,1997)。在《公共气象服务绩效评估指
南》(WMO,2000)中，WMO描述了预测准确度、精度、方法和可信度方面的主要
差异，提出了从服务商和用户角度进行预报精度验证和性能评估的总体框架。
目前，预报验证方面有一支活跃研究群体和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例如见：Ebert
等, 2013)，预报验证的目的包括：更好地量化NMS的主要绩效指标，更为重要的
是，对气象服务链各阶段以及各类新办法新技术对于提升预报水平的作用能够给
予客观评估。比如，资料显示：南半球的卫星数据能将高超的数值天气预报的时
间尺度拓展至少四倍(Le Marshall 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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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性能指标，连同针对不同用户群体进行的预报影响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国
家NMS现代化投资决定的重要依据。

B.15		

服务提供

为使服务对象从服务中获得价值，气象/水文服务应向其服务提供体系要效率要效
果。近年来，由WMO公共气象服务计划主导，形成了全面的服务战略和实施方案
(WMO，2014b)，详见第二章。

B.16		

气象/水文服务在决策中的应用

气象服务的应用范围广泛，几乎涵盖对天气或气候敏感的所有社会部门——从个
人和家庭对日常天气预报近乎潜意识的自然反应，到航空作业中对详细终端、航
路风及天气条件信息进行的肉眼不可见的整合(能够影响重大安全、经济或管理决
策，如“等待”燃油运载问题)，到对气象影响供水设计、作物产量规划和预测等长
远经济决策进行的复杂建模。WMO各计划的文件中，包括马德里会议报告，有对
常规气象服务的各类应用进行了总结，非常实用(WMO，2009a)。而第一次、第
二次和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MO，1979，1991，2009b)的论文集，很好地呈
现了气象/水文服务应用的概况；

GFCS实施计划(WMO，2014A)罗列了一些改

进气候预测过程中出现的新机遇并介绍了IPCC对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进行的
多次评估。
水文服务的常规用户主要分布在农业、能源、航运和供水部门，这些部门很早以
前就已开始将降水和流速流量信息应用于大坝设计、灌溉规划等方面。最近几十
年中，随着基础技术(特别是卫星观测)的进步以及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用水保障的难度加剧，水文服务信息被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定性
和定量决策模型。
许多不同的因素决定着气象/水文服务应用对于决策是否有用，决定着个人和全社
会是否能够从使用服务中最终获益。除了服务的内在特性和服务效果，这些因素
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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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或部门对天气/气候/水文敏感程度；

—

用户对服务质量和实用性的信心；

—

采用的决策模型的复杂程度。

用户和潜在用户对预测信息的技术和可信度是否有信心尤为重要。经验表明：预
测必须达到相当高的技术和可信度水平，用户才有可能在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中
考虑使用服务(并有原谅预测偶尔出现失误的心理准备)(见图B.2)。个别情况下，
证明服务商对预测可靠性有信心的材料有助于逐步树立用户信心并最终达成目
标。

B.17 		

服务的经费、定价和收费

提供气象服务，包括提供主要的观测和数据处理基础设施，历来被认为是政府的
一项基本职责，应由纳税人出资，以政府公共事业经费的形式划拨。
NMS由各国政府出资，理应在国际范围内自由交换数据，相互帮助实现社会利益
最大化，这是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气象理念。这一理念牢固确立的时间比公共产
品这个经济概念(Samuelson,1954)进入国家财政和预算过程体系的时间，早了整
整半个世纪。IMO/WMO自愿合作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因为NMS需要依靠航运观
测数据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为海上生命安全提供海洋预报和警报，二是为在本国
疆域以内提供最好的预报服务。
然而，随着民航业的诞生和迅速发展，对气象服务的需求迅速扩大，一个理念应
运而生：何不收取航空导航费，至少用以满足提供航空专属服务需要的资金，甚
至还有可能用以满足支撑服务的观测和预测基础设施的资金需要。许多前殖民地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航空时代来到之前仅有初级的NMS，于是采取了各种各样向
航空业收费的具体办法，向航空用户收取的费用极大贴补提升了NMS提供公众
气象服务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ICAO–WMO的机制(例如：ICAO,1997;
WMO, 1999b)，一系列递增和其他用户收费模式投入使用。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依靠政府出资和/或向航空业收费的NMS重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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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压力，全都因为两大新情况的出现：一是WWW和GARP项目导致国家和国际
气象基础设施(特别是卫星)的成本大幅增加(WMO，1990)，二是一些国家出现
了将传统上一直由政府出资的多种“公共服务”进行商业化或私有化的动向。这一
度让WMO相当混乱，使得数据交换、商业化和替代服务的谈判举步维艰(Bautista Perez, 1996; WMO, 1999a)。NMS和各国及国际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趋
于紧张，于是各国又分别采用不同应对方法和政策(WMO，1996)。Freebairn和
Zillman(2002b)和Gunasekera(2004)对气象服务的经费、定价与收费问题背后
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Rogers和Tsirkunov(2013)对过去十年间经费和
运作模式的演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研究对象还涵盖那些既依靠政府出资又依靠
用户收费的NMS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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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引言

过去60年，出现了大量文献，专门论述应用气象服务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问
题(例如：Bijvoet 和 Bleeker, 1951; Thompson 和 Brier, 1952; Gibbs, 1964; Maunder, 1970; Taylor, 1972; Price-Budgen; 1990; Katz 和 Murphy, 1997; WMO,2007a)
。过去50年，经济和气象这两个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独立学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
集，这与那些同时擅长两个学科的学者进行的研究不无关系(例如见：Arrow,2008
等)，其结果是：经济评估方法进一步趋向量化，气象经济学这一重要范畴出现
(WMO, 2002; Gunasekera, 2004; Katz 和 Lazo, 2011)。
20世纪60年代，世界天气监测网(WWW)组建，观测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世界气
象组织开始着力开展气象经济效益研究(WMO,1966)。各国也随后开展了一系
列经济效益研究(WMO,1968)，引起了学界对于寻找更优办法确定气象信息经
济价值的兴趣(Freebairn,1979)。20世纪80到90年代，WMO在继续鼓励开展经
济研究的同时，通过2007年马德里会议和行动计划(WMO,2009a)，积极推动气
象水文服务在范围扩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得到更加有效的应用(WMO,1990a,
1994,2009a)。
世界银行多年持续关注气象/水文服务在减少自然灾害和实现其它发展目标方面所
起的作用，虽然起初只是在做大型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融入这么一项
小小的内容。直到本世纪早期，在发起“推进俄罗斯气象水文服务(Roshydromet)
现代化”大型项目时(Tsirkunov等,2006)，世行才有机会深度开展旨在加强NMHS
作用和运行的专题项目。以此为发端，一大批旨在论证改善气象/水文服务所能产
生的益处的项目在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面铺开(WMO,2007b),项目范围
随后扩大到非洲以及其它发展中地区，世行还专门组织编写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指
导文件(Rogers 和 Tsirkunov, 2013)。

C.2		

提供气象服务的最初动因

气象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侧重于应用的科学范畴，对数据采集基础设施和研究的
投入主要视为社会提供有用数据的需求而定。19世纪中期，人们发现对海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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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风和环流模式多一点了解远洋航行就能多一份效率多一点安全，实实在在的
好处使得气象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另见第 B.6节) 开始盛行(Maury, 1855)。第一
次系统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天气预测尝试源自为航行船只提供危险风暴预警的需要
(Cox,2002)。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今众多NMS的前身建立，这得益于当时的
人们普遍认为更好地掌握天气信息会使社会受益(例如：Day, 2007; Walker, 20
12)。1906年，澳大利亚气象局作为政府部门成立前，联邦议会进行了专题辩
论，其中很好地概括了社会对于可靠气象服务价值的认知(McColl, 1906)：
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复杂程度发现天气规律并对天气进行立法已经刻不容缓。
为了能够使澳大利亚得到更为准确的气象服务，政府完全有理由不惜一切
代价。对社会各界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商业、交通、航
海、农业、贸易各界来说，都是如此。概而言之，这关系到每个人，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和感受都受季节和天气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民航业诞生，早期的飞机对于极端天气非常敏感，对于可靠气象
信息的需求急速增长，人们普遍认为可靠气象信息对于保障航空安全、效率以及
效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和巨大的(Cartwright 和 Sprinkle,1996)。少有政府或个人
会质疑花钱建立观测网以提供更可靠的航空天气服务是否必要。全球对于开展气
象服务国际合作的呼吁，还有将1873年成立的IMO由非政府组织变更为政府间组
织改称WMO的理由，被认为就出自各国政府且广受各国政府支持(Daniel,1973)。
但是，每当有观点说科学认识水平尚不足以支撑获得或需要的服务水平时，总会
有人时不时跳出来，总从学术角度来质疑气象服务的可靠性、实用性和价值。19
世纪60年代，科学同行的压力就曾导致广受好评的菲茨罗伊上将的公共预报和风
暴预警被迫终止 (Walker, 2012)。1939年，内皮尔·肖爵士曾叹息“服务的压力已
经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Shaw, 1939)，乔·司马格林斯基教授竭力避免全球气候模
型迫于压力被“过早使用”(Tucker,1997)。尽管大多数的NMS都会时不时面对这样
或那样的严厉指责，如：重大预报失误，提供的服务靠不住“没有用”，但几个世
纪以来，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运行良好的NMS的重要作用及其服务之于社会的
益处已经被各行各业的人们以及发达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广泛接受(WM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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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气象信息和服务的早期经济学研究

第一批关于气象信息经济价值的重要著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其中既有来
自气象学界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作品(例如：Bijvoet 和 Bleeker, 1951; Thompson
和 Brier, 1952)。20世纪60到70年代，对于气象经济学的兴趣空前高涨，有基于
学术/研究层面的(例如：Thompson, 1962; Glahn, 1964;McQuigg 和 Thompson,
1966; Maunder, 1970; Doll, 1971; 和erson, 1973; Murphy,1977; Freebairn, 19
79)，也有侧重与服务、应用、行业和国别层面的(例如：Borgman, 1960; Bollay
Associates, 1962; Lave, 1963; Gibbs, 1964; Mason, 1966)。

C.4		

支撑世界天气监视网的经济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际气象界开始思考是否有可能借助对地观测卫星、电脑设备
以及对大气过程认识的提高急剧提升全球气象服务的质量和效用(WMO,199

0b)

。1961年9月,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敦促联合国大会尽快成立全球天气与气候监
测和预测合作体系。这个体系在1963年第四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后很快就出现了
(WMO,1963)，称为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天气监视网(WWW, World Weather Wat
ch)。1967年，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世界天气监视网宏伟的计划和执行方案，计
划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使WWW得到广泛认可，成为WMO的核心项目和各国迅速提
高气象服务能力的基础(Rasmussen, 2003; Zillman, 2013)。
在WWW进入卫星和高性能计算机时代前，提供气象服务的成本相对低廉，但产
生的好处之大有目共睹，因而人们也没觉得特别有必要对气象服务所需的基础设
施逐项进行正式的成本效益经济评估。但当接下来国际计划中加入了拟为WWW
添置的气象卫星、装备大型电脑的建模中心、各种昂贵的观测和信息系统时，大
家都觉得WWW规划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是要把为数不多的已经在做的部门和国
别研究项目接着做下去，以便对实施WWW的总体效益以及参与WWW的各个国
家可能收获的效益做出更为严谨的经济评估。1966-1968年期间，WMO发布了三
份重要的WWW经济问题规划报告，具体如下：
—

第4号报告：包括对早期天气和气候经济研究的回顾和对WWW经济及其它价
值的整体评估(WMO,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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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号报告：由经济学家和气象学家临时组成的工作组就NMS经济价值的评
估办法完成的一份长达11页的指导手册(WMO, 1967)。

—

第27号报告：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NMS经济效
益研究成果摘要、成本效益分析法(BCA)在气象领域的适用性评估以及气象
服务改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的潜在经济效益评估(WMO,1968)。

其中，第27号WWW规划报告中概述的国别评估结果提交给1968年WMO执行理
事会会议，欧洲委员会在结论中特别提到“对WWW改进工作能够产生的额外收益
进行评估是一项令人感到振奋的研究，由气象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是就开
展此项研究的最佳选择” (Thompson 和 Ashford, 1968)。

C.5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

WWW建成初期开展了一些经济研究。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国际气象领域
的工作重点转向应对执行WWW和开展1979年全球天气实验(Zillman,

1977)的挑

战，为提供准确度更高、时间尺度天气预报做准备。尽管多数NMS和相当一部分
独立专家(例如：Maunder, 1977) 仍在继续研究气象服务发展和应用的经济方面，
这个时期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改进服务的科学和技术层面，而非继续停留的原先的
社会效应层面。
但一些NMS的工作人员感到来自政府的压力加大，为获得业务拓展所需的公共资
金支持不得不努力寻找经济学依据；他们与相关专业机构和团体合作，举办了一
系列研究气象服务经济效益的相关会议(例如：澳大利亚气象局, 1979; Hickman,
1979)。这吸引了一批新的经济学家参与到气象服务提供问题的研究中，并促使
WMO支持对国家和国际气象服务基础设施投资进行更系统和长远的规划(WMO,
1982)。
同时，1975年WMO接替联合国系统的水文服务职责后，开始着手强化在一些国
家原本就存在的气象和水文服务部门之间的联系，在那些分设NMS和NHS独立
职能部门的国家增加二者之间的合作机会。尽管这会凸显气象和水文服务因为历
史原因在经费和收费做法上的差异，但同时也为统一使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天
气、气候以及水文增值服务的具体做法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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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1987、1990以及1994年世界气象组织大会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三项重大进步使得WMO圈子内对于一个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达到最高水平，即做好NMHS投资潜在社会经济效益的解释说明有助于提升服务
水平扩展服务范围(WMO, 1983)：
—

对于20世纪70年代重大科技进步为提升服务水平创造了契机的认知；

—

使用天气/水文产品和服务改进天气和气候敏感部门的决策的能力有了大幅提
升；

—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NMHS预算水平都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

WMO组织了三场重要国际会议，专门探讨提升服务水平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作
为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启的长期计划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旨在实现科学进
步效益、缩小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NMHS方面的差异(Zillman, 1984)：
—

1987年7月13日到18日在英国Shinfield公园举办的“教育培训潜在用户用好气
象信息和产品研讨会”。72个国家150多人到会，提交论文42篇，主要涉及
在水资源、环境、农业生产、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应用和效应(Price-Budgen,1990)。与会者提出了优化服务提升效益涉及的10个关键问题。

—

1990年3月26到30日在日内瓦举办的“气象和水文服务经济社会效益技术大
会”(WMO, 1990a)。61个国家125名到会，提交5大议题论文61篇，涵盖评估
方法、使用要求以及NMHS经济社会发展职能。这次会议的预期成果是：汇
报WMO第三个长期计划获1991年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消息，包括根据提议
设立新的WMO公共气象服务计划 (WMO,2007c)。

—

1994年9月19日到23日在日内瓦举办的“气象和水文服务经济效益大会”。该
会议是与联合国体系的其它几个部门联合举办的，127个国家250多人到会。
会议目标是：评议评估方法、评估NMHS的社会经济效益。NMHS投资产生
的效益约是投资的5到10倍。会议建议：进一步开展和改进经济效益分析，
确保NMHS持续获得更多政府资金支持，必要时向私营部门收费 。

WMO的这几场会议对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和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
是对于国际上妥善处理那个时期僵持不下的商业化和数据交换之争产生了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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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例如：Bautista Perez, 1996; Zillman, 1999)。。

C.7		

气候信息和服务

气候服务经济效益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例如：WMO,1975a)。1979
年，世界气候计划设立，将加强气候信息和服务的应用作为其四项重点工作，使
得人们对于掌握和使用气候信息能够产生收益的认知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之后启
动了一项主要工作，通过高度成功的CLICOM计划改善发展中国家历史气候资料
的获取渠道，借助这项服务充分论证有效使用气候信息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Boldirev, 1991; Bruce, 1991)。
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决定成立称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综合部
门，形成这个决议的依据是：对于改进气候数据能够收获巨大潜在收益的认知，
这一概念源自WMO同年早些时候召开了经济效益大会以及1990年IPCC 首份评估
报告中公布的研究发现。GCOS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社会经济效益评
估专家工作组，该专家组对运作良好的GCOS的可能收益进行了初步估算，给出
的数字是每年50亿美金到100亿美金 (GCOS, 1995)。
在WMO气候委员会和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的带领下，气候信息和服务的经济
效益价值研究得以继续进行，并在1996年推出了体现研究现状的重大成果(WMO,
1996)。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背景下，
气候预报的经济价值再次成为了1997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国际会议(WMO, 1997)
以及随后的跨部门气候议程委员会多次会议的主角(例如： Cline, 1992)。

C.8 		

世界气象组织经济框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WMO的工作重点转向进一步明确和加强NMS在国家
层面的作用(Zillman,1999)，主要的兴趣也转移到寻求建立更全面更严格的气象服
务整体经济框架。1999-2001年期间，WMO执行理事会NMHS职能及运作顾问小
组开展了一系列国别研究和学术研讨。在此基础上，WMO于2002年3月25-27日
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气象经济框架专家会。整体框架报告(WMO,2002)，随后被
WMO执行理事会采用。该报告详细说明了和气象服务的提供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概
念，并提出了框架必不可少的四个组成要素，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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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气象服务成本和收益的机制；

—

气象服务的经济学特征；

—

影响气象服务质量的竞争政策问题；

—

气象信息国际交换存在的相关问题。

C.9 		

马德里会议和行动计划

WMO经济框架通过后，2003年召开的第14次世界气象大会同意就天气、气候以
及水文服务的效益研究举办一个规格更高的会议。随后，西班牙政府表示愿意主
办这个会议，地点定在马德里，时间定在2007年。
2005年11月到2007年2月期间，在巴西，克罗地亚、肯尼亚、科威特、马里、菲
律宾以及坦桑尼亚分别举办了专门研讨经济案例研究问题的区域性预备会。2007
年3月19日到22日，“安全和可持续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国际
会议”在马德里举行，西班牙王后索菲亚出席，115个国家近450人到会。这次会
议主要关于天气、气候和水文信息和服务效益的评估方法和案例研究，涉及以下6
大社会经济领域：
—

农业、水资源和自然环境

—

人类健康

—

旅游业和人类福祉

—

能源、交通和通信

—

城市人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经济和金融服务

马德里会议上推出了一部重磅大作(《生命的要素》，Elements for Life(WMO,
2007a))，书中介绍了部门及案例研究(Rogers等,2007)，收录了一些关于评估方
法的论文。会议的最后一场分会上，与会者通过了《马德里会议声明及行动计
划》，对气象/水文服务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以后每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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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效益研究作一次阶段性评估和规划。
会议形成的《行动计划》被后来的2007年世界气象大会所采用，其中列出了15
项内容，主要目标是：根据快速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环境恶化、自然灾害以及
气候变化的威胁等重大挑战，提供针对性的天气、气候以及水文信息和服务，使
其社会价值在5年内实现重大提升。第11项行动计划主要涉及评估方法，表述如
下：
—

鼓励NMHS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研究团体探索量化NMHS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的知识和办法，侧重以下方面：
—

探索新的经济评估技术，包括具体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
济评估技术；

—

编写WMO经济评估技术操作指南；

—

对工作人员进行经济评估技术使用培训并指导实际开展NMHS服务效益
评估；

—

向政府、赞助者或国际金融机构提交经济评估结果，以助NMHS实现更
新基础设施和加强服务能力目标。

C.10 		

世界气象组织专题组、论坛以及马德里会后活动

在筹备和跟进马德里会议期间，WMO内部主要负责经济评估工作的机构是公共气
象服务计划及其公共气象服务社会经济应用工作组，还有晚些时候加入进来的气
象水文服务社会应用工作组，它后来更名为WMO论坛：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社
会经济应用及效益。
WMO特别工作组为马德里会议的规划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在跟进被2007年大
会采纳的马德里行动计划过程中又对WMO秘书处给予了大量指导，主要包括：
晚于马德里会议的公共气象服务会都突出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益问题(例
如：Zillman,2007)，在WMO几大区域内启动一系列经济评价研究，其中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欧洲区，过程中得到五区协社会经济效益工作组的指导(Perrels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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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会议筹备过程中，对于气象服务的经济效益评估的重视程度提高，WMO水
文与水资源计划发起编写了一个题为《水文服务价值评估指南》的综合性文件，
其中包含有比较全面的水文服务经济价值参考文献名录以及非常实用的NHS常用
方法集。
多个其他WMO计划，主要包括：世界气象研究计划和WM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国际科学理事会的世界气象研究计划，现在也相当重视评估和论证天气和气候
研究的社会效应。

C.11 		

世界银行对于经济效益的研究

2003年，在筹备俄罗斯国家水文气象现代化项目的过程中，世界银行首次遇到
需要想办法快速评估NMS经济效益的情况(WMO,2008; Hancock 和 Tsirkunov,20
13)。借鉴俄罗斯水文气象局已有的经验，世行起初和东欧及亚洲的几家NMHS合
作，探索和应用简化的新办法对NMHS现有服务的现状经济效益进行评估并对升
级换代之后可能产生的额外经济效益进行估算(WMO, 2007b)。世行办法的关键点
是两个阶段的对标：一是效益的确定，二是根据国家具体特点对其进行的校正。
本着世行在与WMO共同举办马德里会议和进行后期跟进过程发展起来的通力合
作精神，考虑自然灾害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世行还将进行的研究工作和现
代化项目，世行出于内部参考想法收集大量以往经验汇编出版了《天气与气候恢
复力—通过全国气象水文服务实现有效灾害防御》一书(Rogers和Tsirkunov,20
13)。虽然这本书的内容不限于效益评估问题本身，还向NMHS升级换代(参见附
录B)之后的职能作了全面的延伸，但它仍不失为全面了解世行在NMHS组织运作
经济层面问题上所持观点的有益选择。

C.1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气候服务伙伴关系活动

2009年第三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建立一套全新的GFCS，以加强气候科学预测和
服务产品的生产、备用、投递和应用 (WMO, 2009b)。大会以及随后组建的高级
别特别工作组都非常重视帮助部门和国家通过诸多气候敏感的社会部门对气象/水
文服务的增效使用获得更多效益。除开对框架的其它各支柱很重视，尤其看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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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作良好的GCOS的需求，由2012年10月特别世界气象大会批准设立的GFCS
实施计划(WMO,2014)更是在提升气候信息的社会效益工作中特别倾力于服务的
传送和应用两方面。
GFCS的另一个重要执行机制是是形成于2011年10月纽约(首届)国际气候服务会
议的气候服务合作(CSP)机制，该机制设立了一个气候服务经济评估工作组，承
担的首批工作任务中就有对近期发表的气象/水文服务经济评估文献进行综合评估
一项。

C.13		

近期研究

马德里会议之后，受其启发，不少NMHS及独立研究人员发起了一系列运用既定
方法开展经济效应研究的新项目，包括：
—

印度气象和海洋服务经济效益综合研究项目；

—

瑞士道路部门气象经济效益研究项目；

—

历史气候资料和基于南极涛动指数的季节性气候预测对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农
作物收成的价值研究。

C.14 		

估值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定和论证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只是衡量信息经济价值的诸多
办法中的一个小子集而已(Stiglitz等, 2000)。过去60年的气象经济学文献在前面做
过概述，其中有不少重要的尝试，要采用合适的形式将各种估值方法应用到气象/
水文服务的具体情况中，特别是NMHS运作的具体问题上。
主要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如下：
—

世界气象观测计划第17号报告(1967)，提供了对NMS直接适用的简明指南；

—

WMO出版物(WMO, 1975b)，试图为NMS工作人员提供明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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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瑞半的分析(Freebairn,1979)，着重探讨了在更宽泛经济框架下进行估值时
面临的几个方法上的难点；

—

1990和1994年两次WMO大会的论文集，收录了大量提出了进行气象、水文
服务经济价值估算新的具体办法论文；

查普曼报告(Chapman, 1992)，详细介绍了美国NWS 对更新换代边际效益进行评
估的办法；
—

安纳曼等人的论文(1995,1998)，进一步挖掘了各种可用的方法并论证了它们
对澳大利亚气象局各类服务的适用性；

—

卡兹和墨菲所编(Katz和Murphy，1997)，收录了首篇综合论述天气和气候预
报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的论文；

—

齐尔曼和费瑞半的3篇论文(Zillman和Freebairn, 2001；Freebairn 和 Zillman,
2002a,2002b)， 试图为气象服务的经费和收费问题提供总体经济框架，试图
总结所有可为效益评估所用的方法；

—

古纳塞克若专著(Gunasekera，2004)，详细介绍论证了从世界各国案例研究
中提炼出的可用方法的适用性；

—

WMO指南(WMO,2007f)，关于水文服务效益评估的文件；

—

2009年出版的《全国气象和水文部门经济学入门》(Lazo 等, 2009)，旨在为
NMHS无经济学背景的气象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关于将成本效益分析法(BCA)
包含的具体方法应用于气象/水文服务简单概述

虽然上述及大量其它关于估值理论和方法的文献可使我们对过去60年研究的进展
情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但都未对相关概念加以整合，不具有实际指导意义，而
这正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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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引言：不仅仅是经济学

对于本附件的目的来说，焦点着眼于那些社会科学，并不包括经济学，而旨在描
述、理解或解释与自然社会环境相关的人类状态—它明确包括社会科学、行为科
学和决策科学。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社会科学是多样化的，其特点是学科、范
式、方法学、民族传统和基本政治和社会哲学的范围非常宽泛(国际社会科学理事
会，2010年)。换而言之，社会科学不止是一种—而是有许多种—甚至在单独学
科中还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参见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文献杂志分类系统：经济学
子字段细分)。
虽然本报告大部分主要聚焦于经济学在效益评估上的技术和应用，但是还有许多
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和专业也为气象/水文服务的总体评价提供了显著的贡献。在
一些情况下，例如在开发有效的调查设计中，经济效益评估已体现了实践做法。
还有一些情况下，社会科学方法、方式、技术和发现可为经济研究提供补充，并
有助于对那些成果及其与政策和决策的相关性进行语境化、外推、修饰和解读。
因此，在后面这些情况下，当其他社会科学被纳入SEB整体分析中的时候，能够
更好地全面了解这些价值成果。
在与天气、气候和水的应用相关的报告中，如下这些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常见：人
类学、应用健康研究、传播学、经济学、估值研究、人为和危害地理学、政治
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一些最近发表的实例研究在表D.1中作详
细说明。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研究是试图对人类行为与天气、气候或水体和决
策关系性质方面至关重要的假设做出大致和不确定性的解释或评估。集中研究天
气应用的研究人员往往从工具角度(也就是解决问题)出发，并在较低程度上，从
社会科学诠释方向出发，而不是从批评的角度出发。由于伦理问题的不断涌现，
例如关于在发展中国家向脆弱人口提供可能挽救生命的预测信息服务、来自社会
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如哲学和历史的重要贡献可能在未来变得更为众多，也更为
重要。
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例如满意度调查或具备重要用户的关键群体等形式，传统
上均被NMHS用来展示其价值或影响力，并用来提供证据来证明预算分配和投资
的合理性，而这些正不断受到其他替代性有益方法的挑战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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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近期经同行评议的天气相关社会科学研究范例
领域/学科

主题/参考

对SEB分析的贡献

人类学

利用隐性数据：建立天气预测
数据库 (Pennesi, 2012)

迎接由发掘和记录用于预报天气的独
特地域和文化术语带来的挑战和好处

应用健康研究

对降低美国主要城市由热浪相
关引起的人类死亡率进展的评
价 (Kalkstein等人， 2011)

开发和应用一种方法来间接评价早期
预警系统及其相关服务的影响，以应
对美国40个大城市的超高温事件

决策科学

影响向能源部门提供环境预测
价值的因素(Davison等人，
2012)

基于专家/利益攸关方的知识，定
义、解释和运用了一系列简单决策实
验，以评价与天气相关的信息的潜
在影响

危害地理学

社会脆弱性和飓风影响建模
(Burton, 2010)

开发了一个社会脆弱性指标，并结合
物理危害指标，探索社会脆弱性和飓
风破坏的关系

跨学科

发掘人们在获取天气预报方面
的来源及其用途以及看法的变
化(Demuth等人，
2011)

对来自美国公众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运
用因素和回归分析，以了解人们获取
日常天气预报的来源、用途及看法的
模式，以及与使用这些预报的个人特
点和经验的关系

心理学

将概率天气预报降低到最坏的
情况：锚定效应(Joslyn等人,
2011)

在数值天气预报信息和不确定性背景
下探索锚定效应和偏差纠正

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的投入和应用以相当不规则的方式出现，常是应对重大天
气事件发生后政治或舆论压力。然而更多时候，价值和影响这方面的知识现在被
规模较大的服务机构视为服务规划和业务中固有和持续的组成部分，并作为重要
的工具来开发私营气象部门的新客户。在WMO和世界银行的鼓励下，NMHS似乎
普遍接受的是，更好地了解所提供气象、水文气象和气候学信息的使用和价值可
从根本上促进对服务的衡量和改进，可从根本上促进对以下方面作出关键决策：
将新技术和变革应用到现有监测网络、观测战略、通信、计算机基础设施、人力
资源管理和研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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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仍然需要从更深入和强大的社会科学应用中获取并积累经验，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需要分析和开发更好的做法。为此，附件D将阐述并推
荐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在两个与NMHS和SEB评价方面相关的、关键但又重叠的应
用领域的几个用途：(a) 识别和理解用户的问题、需求和看法；(b) 评价产品和服
务。

D.2 		

确定和了解用户的问题、需求和看法

D.2.1		

一份有依据的产品、服务和机构内看法清单

理解受众(用户、客户、市场、顾客和利益攸关方)及其问题、需求和看法，以及
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对现代NMHS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是社会科学方法可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项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看似平凡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
对开始评价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确定NMHS或其他生产商
可提供的是什么以及这样做的理由何在。基于更大范围SEB研究的性质，这种做
法可适用于支持对整个服务流程的评价(即整个NMHS)或可局限于一个部门、子
系统或某个服务包(例如地面运输)。可能除了很少几家NMHS在很大程度上基于
成本回收或盈利模式运行，例如英国或新西兰的NMHS，大多数这些机构不能轻
而易举地用一个综合性文件就能概括其服务及其所服务的客户、利益攸关方和市
民的特点和宗旨。
这种内向型做法应从简单的变量或因素(例如温度预报)清单中跳出来，应包括对
特定产品和服务的下列方面做出反思性解说：信息/讯息内容、与精度和质量相关
的属性、频率、持续时间、格式、分发/传播方式、制作和传播过程、协助释疑的
支持服务、来自其他渠道的竞争/补充产品、目标受众、产品/服务的预期用途和历
史演变。
这样的注解清单可帮助对SEB评价进行经济分析，比如可帮助阐明和制定CV调查
仪器的天气信息产品。最重要的方面是开发商/生产商关于其目标受众、对这些信
息及其产生结果的预期或期望用途的看法。那些开发产品/服务方和那些预期用户
受众之间看法的差异，可能指向价值未经开发的或开发不善的重要来源(即服务与
需求之间的脱节)。清单的最后一个因素—历史演变—明确了产品或服务的开发时
间线。服务变革的主要驱动器(包括一种产品/服务的停止)往往不仅是由技术进步

附件D. 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在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中的应用的补充作用

187

驱使，而且也由用户需求、政治、体制和财务因素驱动，理清这一点可帮助进行
价值评价(特别是在解释外部因素(敏感性情景)的敏感性或澄清受访者之间的回忆
偏差时)。
完成一份清单所需的大部分基本信息可通过常规NMHS传播平台(主要是基于因特
网)以及通过查阅NMHS现有和历史的业务、规划和年度报告性文本获取。采用定
性访谈以及对由从事生产和提供信息和服务的选定参加者组成的焦点小组进行采
访(最大可能是以非随机形式组成)可对这些信息进行验证。
有关这些信息的预计和预期用途的机构内看法和信念也可通过这个流程获取。访
谈问题可用个人或小组练习加以补充以定义目标服务的价值链(或影响图表和逻辑
模型)。假如验证整个NMHS机构中所表达意见的代表性是很重要的话，那么可能
确保一项以获取相同信息的在线调查是可靠的。所有的因素将需要被框定至所被
调查的服务和NMHS的地理、社会以及组织方面。

D.2.2		

了解真实的使用和信息需求

后续的步骤包括从以前提供什么、现在提供什么演变到这些产品和服务实际的使
用情况、被谁使用以及使用目的。以SEB评价范围为界，用户初始列表可由先前
清单中的NMHS参与者进行确定后编制。为补充初始用户集，有可能从NMHS(或
相邻的NHMS、WMO等)范围内的数个其他信息来源获取。这些来源可包括：客
户数据库；合同和服务协议；产品/服务需求、查询、反馈表单和数据/产品下载记
录；已完成的内部需求/使用调查、评价和利益攸关方研讨会。不变的是，这份名
单将由以下类别的人员组成：
–

向其客户/选民/受众提供、传播和定制天气和相关风险或影响的信息、建议
和服务以支持决策的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共部门机构；

–

在管理天气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方面具有经验以及负有责任的企业、组织和政
府机构；

–

参与天气敏感型活动的各个公众群体。

需求可能会扩展到目前尚未被特定NMHS所服务的其他天气或气候敏感型个体。
识别这样的用户可能需要其他信息的融入，因为可能通过一项天气相关媒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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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分析(对那些受到一个事件影响的部门、机构、社区和人群进行审视)或对
经同行评议的文献进行系统回顾而获得。例如，Lazo等人(2011)进行的国家级研
究揭示了相比较于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显著受到多变天气状况影响的部门(例如农业
和交通部门)，美国经济的房地产、保险和金融业也存在高度的天气敏感性。更
广泛的天气和气候相关的影响文献，例如灾害和应用气象学，包含了有关广泛额
外敏感性的研究报告，这些敏感性也可定义或显示潜在获得服务不足的用户和需
求。
对用户情况的最后汇编可作为对决策事项、偏好、看法和需求进行探索的取样框
架。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方法可在此阶段采用，但它们通常分解为两类：(a)直接
吸纳代表用户或专家的意见和看法(明确表明的偏好/意图)；(b)对实际行为和决策
的分析(揭示出来的偏好/意图)。预算、时间和可用专业知识允许的话，最好是利
用来自这两类的多种技术组合来测试和证实发现成果。
一般通过自我管理、电话或计算机辅助调查问卷或通过面对面访谈直接吸纳意
见。一些范例调查和一些一般性指导已发布在WMO网站上。封闭式(即受访者从
已有选项中进行选择)或开放式(受访者可自由做出选择或“天马行空”)调查均可以
在调查问卷和采访这两种模式中使用。当受访者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进行测试
以及对样本人群进行统计推论(比如，所有下令疏散的应急管理人员对特定天气相
关的灾害有同样的风险承受力吗？)感兴趣时，最好采用封闭式调查方式。旨在产
生新想法并且往往为一个主题提供更丰富洞察的探索性研究(即通过关于实际情况
和示例的对话交流)，最好采用开放式调查和访谈。常用的方式是开展有限数量的
开放式访谈，并且通过对结果进行编码，利用这些发现成果来形成一项带有封闭
式问题的结构性调查。
注意到需要为特定NMHS定制应用程序以及在设计一种万能的工具和方法方面面
临内在困难，同时也有一些应该解决的一般要素。正如大多数调查所做的，收集
关于社会人口学特征、受教育程度、实践经验、风险承担或其他基本心理学概况
的信息，相比较于较大的人群范围，可帮助定位受访者。正如Weaver等人 (2014)
针对应急管理人员所指出的，对于某些特征，个体之间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差异，
而这反过来可能显著影响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的普遍性。
在内容方面，调查和访谈问题的设计和测试应旨在获取关于拟分析类目所面临问
题和机遇的种类的信息—无论是企业、机构、社区、家庭或个人—以及影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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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的各类天气因素和非天气因素。这种信息应当揭示时间、社会、机构和空
间尺度以及决策背景，并应可提取出正式的决策阈值(包括伴随的确定性或置信水
平)、非正式规则(比如经验法则、本能规则、线索法则等)以及从受访者获得的重
要信息属性。此外，在做出决策时还应对受访者依赖认知/理性或情绪/情感的过程
的程度有所考虑。除了决策过程，注意到这些可能从更加明显的、可衡量的事物(
比如“伤害回避”或“受损或获利的金额”)超越至体现在感受上的更加定性的事物(比
如成就感、安全感、把握感或灵活性)，这些问题应旨在找出对用户具有重要性的
成果。最后，调查或访谈可包括那些旨在获取关于实现成果的好处以及没有实现
成果的成本和影响的问题—这些方面将在第4-7章述及。
上述因素给出了一个合成图，描绘了在受访者做出选择的背景下天气和天气资讯
的相对作用和重要性—使其能够要么间接地从访谈或问卷回复或直接通过围绕规
定信息需求的最终问题集来获取需求。这些规定要求可结合一系列焦点小组、会
议、研讨会或座谈会以形成一套通用的需求集或选定更高次序或规模的优先事
项。由美国编制的《地面交通天气信息：国家需求评估报告》(气象服务和支持研
究联邦协调员办公室，2002年)中记载了有关这类活动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即使是最精心设计的、带有偏向性的调查也不能完全避免人们言行之间(他们说他
们做了什么与他们实际做了什么)的潜在不匹配。幸运的是，目前已经开发了一系
列社会科学技术用来分析实际行为，一些技术的开发基于原始数据收集，其他基
于次级或现有数据。实地调研和对现有数据的分析在下文述及，而其他技术(包括
实验部分)，作为评估讨论的一部分内容，将在附录中介绍。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率先推出的实地调研，旨在使研究人员能够身临其境，与
特定集合或类别的决策者们(例如应急管理人员)面对面，以便观察他们、与其互
动并向其学习。而定性的方式可使研究人员获取关于行为人决策过程、与他人互
动及其产生意义的非常详细和个性化的信息。以便条、音频或视频录制以及地图
或图表的形式进行的记录通常是在一段时间内(即数天、数周或数月)进行收集，
并且比传统访谈所需时间长的多。
相比较于许多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用的演绎、假设检验设计，通过对研究过程
进行反复总结归纳，开发出相关模式、解释和理论。
不足为奇的是，实地调研以及已讨论过的面谈方法，将研究人员置于一个可能影
响受访者或观察人说什么或做什么的位置。“不显眼的办法”(也被称为“非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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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来针对这些担忧，尽管代价是通常对数据的收集和结构缺乏完整性的控制。
内容分析是一种用以解密各种形式通讯(例如报刊文章)含义的技术。某个术语、
短语或某种行为、产品、问题以及类似物的引用语所使用的频率与使用意图(例如
与某特定质量或意义相关联—诸如好、差、成功或失败)可成为数据分析对象。可
使用任一形式的通讯，包括广播或电视天气报告、基于文本的天气预报或预警、
来自天气敏感型机构的新闻稿和报告，甚至电子记录(例如电子邮件往来)。其中
一项最大内容分析研究的潜在数据来源是可公开获得的社会媒体交流记录。因为
这样的来源并不是为预期研究特别设计，关键要确保所选择的、用来指示特定重
要变量或含义的术语和短语是有效的并可在分析中持续应用。
最初收集用于其他目的的现有数据有时可供用在估计某些感兴趣行为的发生情
况，以及用在评估所感知影响的有效性或程度。人们说他们对哪些情况敏感的程
度，或人们参与到已给出信息的行动中的程度，可查验并核实出一个天气相关的
危害或机会。例如，交通和模态份额数据可表明驾驶人做出行程取消、路线变更
和速度调节的行为以及疏散参与程度、因特网和电信数据可显示风险信息搜索模
式与风暴相关；零售点购买信息指向与备灾相关的行为(例如飓风来临前购买发
电机或胶合板；考虑潜在洪水选择居住地点和风格)；以及住院或其他医疗数据
可被用来估计某些天气相关条件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响应水平(即人们寻求治疗的      
情况)。由于这种类型的数据通常只显示总体水平(一个较大区域、较大人口或较
长时期)，推论个体行为的可扩展性总是由一些假设来确定。尽管如此，它很好补
充了那些带有偏好的研究，并常用来估计或归纳经济研究中的暴露水平。

D.3 		

评估气象/水文产品或者服务

社会科学方法可帮助NMHS的另一个应用领域是开发和评估现有或规划的产品和
服务。在社会科学中评估研究历史悠久，是一些学术期刊的主题(例如，美国评估
和计划规划杂志)。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评估某特定计划或活动的益处，NMHS
近年来在收集和分析这些信息方面相当活跃，以帮助其定性并量化其对资助者和
用户的价值(否则需要以其他方式阐明其价值)。如表D.2指出，NMHS年度经营报
告以及最重要的是内部研究已使用或引用各类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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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一系列用来评估NMHS发布的气象预警的指标和相关示例措施和方法

NMHS绩效指标
预警是精确的(地点、
时间和严重性)

示例措施

示例方法

–

传统数值验证(例如检测概
率、虚警率)

–相对于观测值的预警预报
统计分析

–

李克特量表

– 调查评估公众或特定用户
的意见

(例如1–5)或 时间正确/精
确百分率
–一段时间内向公众/用户发布
的预警数

发布预警

–

按区域、时段、渠道
计算的预警总数

–

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
描述性或相对性统计
(每年数量的多年度
趋势)

–

调查评估公众或特定
用户的意见

–

接收到预警的人口百分比

–

特定网站“点击”

–

事件后采访

–

因特网统计分析

–

公众/用户正确了解(即如
NMHS所预期)的百分比

–

调查评估公众或特定
用户的意见

–

事件后采访

预警后果和所建议行动
被认可

–

公众/用户正确了解(即如
NMHS所预期)的百分比

–

调查评估公众或特定
用户的意见

行为意图

–

响应预警打算采取行动的
人数百分比

–

调查评估公众或特定
用户的意见

对预警的满意度

–

李克特量表

–

调查评估公众或特定
用户的意见

预警抵达预期受众(即
渗透)

如预期那样了解预警含
义(实际内涵)

(例如1–5)满意的时间度
–

满意的时间百分比

192

评价天气和气候：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

在评估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对将天气信息实际用于决策及相关成果的影响方面，
表D.2中的指标、措施和方法是有限的。无论是基于“自然”实验(例如，比较那些
受或不受特定天气灾害影响的实验)得出的观测值或是基于模拟/实验室结果，实
验社会研究为量化这些变量提供了另一种结构化方法。通常，前者遇到的最大
问题是，如何最佳控制那些可能为发现成果提供不同解释的因素，而推广到“现
实世界”对于受控制的实验室试验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例如，增加了外部效度的     
问题)。
经典的实验设计包括对随机分配的对照组和处置组开展干预前和干预后测试。其
目的是分离出干预的影响，进而更有可能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例如
飓风预警建议和参与疏散之间的关系。不足为奇的是，在特定天气状况发生前有
意不给人们最佳可用的预警信息或服务，这种情况通常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合意
的或道德的。因而准实验设计更有可能被使用，因可放宽其中经典设计的一些方
面(例如，在产品/服务到位前和到位后，未使用对照组但某小组重复衡量数次)。
例如，Joslyn等人 (2011)对本科心理学学生进行便捷取样，使用这个调查结果，
评估了表征天气预报(降水概率)不确定性的不同方式的相对优点。
应评估什么，这正是许多措施和实验的内在含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通常是
很明确的，并涉及对某个假设或理论要素进行正式测试。然而对于NMHS来说，
实验的使用更加务实—某特定服务或产品是否或将会表现良好？因此，人们看到
许多合同式研究、内部报告以及类似物，聚焦于某特定产出或者成果的测量(例如
65%的公众对1-2天的预报非常满意)，而很少关注对结果的理解、对重要过程的
解读和对可能产生对设计和评估服务来说有价值的信息的其他解释的测试情况。
换而言之，有必要展现和理解隐含在评估中的行为改变的理论。
幸运的是，评估类文献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方法来明确这些理论，并指导评估。“由
理论驱动的评估”是从记录影响的证据出发，通过因果关系的描述，并最终转换成
在给定可用资源和前提条件下为何和如何这项特定干预改变了结果的因果解释。
也被称为“基于理论的评估”

和“计划理论”的这种方法，在过去三十年中已被广泛

而有效地应用于医疗和健康促进方面(Weiss 1997； Coryn等人， 2011)。虽然在
同行评审文献中天气相关的应用似乎是不存在的，气象界有人已注意到这种方法
的要素，通常是以“逻辑模型”的形式存在。
逻辑模型是一种用来表达一个计划内各因子组件之间关联的工具，包括输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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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输出；以及短期、中期和长期结果(MacLaughlin和 Jordan，1999)。Gordon
和Shaykewich (WMO，2000)开发了一个与NMHS部分相关的例子(仅聚焦于活动
和结果组件)，如图D.1所示。
例图中的改变理论未详细说明细节，因其原来用途主要是说明性的。但是，人们
能从图中推断出“知识-态度-行动”改变模型的一种类型。业务成果中的各类活动在
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中间成果的链条，从而用户之间对信息(即未来天气条件/状况
及其含义)的认识度提升，可影响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从而影响被降低(最终的成
果)。正是这些过程和相互联系成为评估的额外关注点—随后定量、定性的或混合
的方法以及支持性数据将被选择和收集起来以测试任何假设关系的存在、有效性
和强度。理想的情况下，对某特定服务的变化进行评估并作为初始设计的一部分
(即针对基础理论进行筛查以评估潜在效果)，然后对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随时监
测。

平衡计分式绩效逻辑模型

业务成果
服务提供活动:
政府政策和
财务管理活动

- 直接提供给公民
- 通过合作伙伴
（媒体等）

中期结果
认识提高
修改决定

终极结果
降低对健康、
安全和经济
的影响

修改行为

人力资源活动:

科学活动:

- 能力素质
- 职位
- 人才招聘
- 培训

- 监测
- 预测
- 研发

直接控制

满意度提高
诸如此类！
适应大气、
水文和冰冻
条件

直接影响

平衡计分

图 D1 NMHS绩效通用逻辑模型
来源：WMO (2000)

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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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不够可归因于计划无法得到实施，可归因于理论的背景或形势不够适当，或
可归因于理论本身存在失误。
一个更强力的改变理论可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行为模式的某些方面，例如
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1991）和计划行为理论（Azjen，1991）。还可以通
过对案例的经验观察或者通过与用户的协商和互动进行归纳性开发理论（Patton，2008）。在前面章节提到的许多社会科学对认识的贡献将帮助开发逻辑模
型和明确表征改变或行动理论，并最终成为可取得成果的有效应用和服务。

D.4

发现专业知识和建设能力，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与应用

前两节提出了新的或扩大的活动类型和方法以识别和发掘用户需求以及评估天
气、水和气候服务。对于已经财政紧张或宽裕的NMHS，这可能意味着资金的重
新分配、寻找额外的效率或开发创造性的伙伴关系以维持一项社会科学计划。即
使在资金可用的情况下，发现和保留合适的专业知识的任务仍是一个挑战。较
大规模的NMHS或那些与管理其他政府职能相关联或授权管理其他政府职能（例
如，涉及水、环境、自然资源或交通）的机构可能会使用或可获得社会科学和政
策分析的专业知识。大部分机构，肯定有那些规模小些的机构，必须依赖于学术
机构或私营部门咨询业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应有可能检视与国内大学的现有
关系，特别是当NMHS已经与他们达成一项协议或伙伴关系时（例如在培训大气
科学工作者、水文工作者或预报员等领域）。多数大型机构将在心理学、社会
学、人类学、地理学、商务/营销/传播、经济学和健康相关学科设立计划，从中
可寻求相关专业知识。在那些内生能力和专业知识有限的领域，希望WMO及其会
员、世界银行和诸如CSP等非盈利企业将继续开展如下活动，或者帮助协调开展
此类活动：举办区域培训班和建立示范项目，帮助将知识从教室转化至应用并最
终提升内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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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案例研究

E.1		

案例研究经济评估概要

本附录的E.1部分对经济评估进行了概述，其中包括九个纳入本出版物的案例研究
示例，经济评估内容在E.2–E.10部分继续展开。E.1的下列部分说明了我们选取
这些示例的理由等背景情况，并对每个评估进行了高度概况。每个案例研究的附
加信息请见详细的案例研究说明。
背景和概要
我们案例研究示例代表了NMHS和其他组织在评估气象/水文服务经济效益方面开
展的多样化研究。在选取这些示例时，我们旨在引入已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开展的良好的经济研究。我们也试图获取关键研究参数之间的多样性，包
括：
–

研究目标，例如，为了获得额外的资助和论证现有的服务；

–

研究所提供的气象/水文服务类型，例如，全面服务研究和对专业化服务进行
研究；

–

研究效益和成本的类型，例如，避免资产损失，增加利润和挽救生命；

–

估值方法，例如，条件估值和决策模型；

–

总量程度，例如，行业分析和家庭层面的分析

因为相对较少的NMHS对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开展了研究，因此在选择案
例研究时，并不总是能满足我们的初始标准。例如，一些研究是在发达国家进行
的，而且我们已纳入一项由学术研究人员发起的研究，而不是由某个NMHS或其
他相关组织(例如，国际捐助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开展的。然而，附录E中描述的
九项研究都包含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帮助NMHS根据其各自的目标和可用
资源，开展或管理经济评估以调查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
以下部分对每个案例研究示例进行了简短概括；更多详细的案例研究描述请见本
附录其余部分(E.2–E.10部分)。每个经济研究的详细描述提供了开展该研究的原
因等背景情况，并描述了研究方法和成果，讨论了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对如何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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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NMHS情况进行研究提供了建议。在编制大多数案例研究说明时，我们能采
访到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并听取了其意见。

E.1.1		
		

案例研究1：使用针对特定部门和基准测试的方法评估欧洲和
中亚NMHS现代化的经济效益

2003年世界银行和俄罗斯水文气象气象局(俄罗斯联邦的NMHS)制定了针对具
体部门的方法(如下所述)，用以评估俄罗斯水文气象局服务和产品现代化的效
益和成本。本项目的成功使得世界银行在欧洲和中亚国家推出了类似的经济研
究，这些国家的许多NMHS因资金不足正走下坡路26。这些研究旨在明确该区域
NMHS服务大规模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重要经济效益，并使国家决策者了解如何
向NMHS分配资源以确保其在适合国家需求的水平发挥作用。通过与那些被评估
的NMHS密切合作开展了这些研究，并主要基于NMHS和部门专家的意见得以编
制。该案例研究概要总结讨论了这些由世界银行开展的针对欧洲和中亚的研究。

方法
俄罗斯水文气象局案例研究采用了“特定部门”的方法来评估俄罗斯水文气象局为
那些天气依赖型经济部门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现代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种方法依
赖于国内数据以及采访部门专家以预估目前每个部门与天气直接相关的损失(直接
破坏、倒塌或损害任何类型财产和有形资产造成的损失)，以及大规模现代化可实
现的对这些损失的潜在降低。在九个随后进行的欧洲和中亚国家评估27中，世界
银行应用了特定部门的方法来评估改进气象/水文服务所带来的效益。针对这些国
家，世界银行也关注了与现代化相关联的与天气间接相关损失的降低(由于生产周
期中收入或额外支出减少导致企业实体或经济部门的损失)。如世界银行定义，相
比较于现代化成本，在直接和间接天气相关损失方面的增量减少，就意味着气象/
水文服务改进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在所有作为研究对象的欧洲和中亚国家，世界银行还使用了一种简化的基准方法
作为一种替代方法，用于评估投资于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这种基准方法使
得NMHS能够在数据不充足或不能够得以开展特定部门评估的情况下，评估其服
务的经济效益。这种方法依赖于来自其他国家(本案例是来自发达国家、俄罗斯联
邦和中国)关于每年不利天气事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程度(表现为GDP的占表
26

27

这些研究在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塞尔
维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开展。
对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还未能得到充足的信息来使用这种方法。

198

评价天气和气候：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

E.1. 经济效益评估案例研究示例摘要
案例研究
1. 欧洲和中亚NMHS现
代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世界银行，2008）

目标

2. 埃塞俄比亚LEAP干旱 –
早期预警和响应系统的
效益（Law, 2012）
–

表明预防对比于反应性人道主义援助的
效益和成本
为战略层面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3. NWS在费城的高温
监测/预警系统取得成功
(Ebi等人，2004)

–

表明高温预警系统的有效性

–

为其他考虑这种系统的地区提供数据

4.发展中国家改进气象/
水文服务以减轻灾害风
险的效益和成本
(Hallegatte，2012)

–

表明将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系统提升至
发达国家标准的效益

5.大气环流模型
（GCM）-基于作物管
理的季节降水预报的潜
在价值(Hansen等人，
2009)

– 了解具有高风险小规模农业和相对较高
可预测性为特征背景下季节预报的潜在
价值
– 了解从GCM降尺度的季节预报的潜在使
用和价值
– 预估TAF对于瑞士国内航线的效益

对受干旱影响的家庭进行国
家级评估
进行人道主义粮食援助的提
供者（政府、人道主义机
构、捐助者）
家庭/年老居民

国家层面效益和天气敏感
型部门

个体农民

瑞士国内航空

– 评估怎样改进水文/气象服务以使社会和
经济收益最大化

7. FMI气象/水文服务
为各经济部门避免的
成本 (Leviäkangas 和
Hautala， 2009)

计算FMI现有气象/水文服务每欧元投资的
价值

交通、建设和设施管理、物
流、能源和农业部门

8.为改进气象/水文服务
家庭的支付意愿（Lazo
和Croneborg，即将出
版)

–

预估改进气象/ 水文服务为家庭带来的成
本和效益

家庭

–

帮助获得用于改进气象/水文的资金，
从而将减少未来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
失、
评估利益攸关方对改进服务的需求

9.不丹改进气象/水
文服务的社会经济评
估（Pilli-Sihvola等
人，2014）

a

投资的必要水平
更好理解气象/水文服务在减轻灾害风险
中的作用

–

6. 瑞士气象/水文信息
对于航空运输部门的价
值 （von Grünigen等
人，2014）

被分析的部门/受益对象

– 明确大规模NMHS现代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经济中天气依赖型部门（
未指明）
– 使得国家决策者了解对NMHS服务进行

–
–

定性评估为不同经济部门改进服务的效
益

–

预估未来气象/水文服务的成本和货币性
效益（可行的情况下）

如世界银行所定义，经济效益等于改进气象/水文服务所带来的益处（在这种情况下，是指由这种改进带来的与天气
相关损失的额外减少）除以这种改进所需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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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方法

成果

欧洲和中亚的11
个国家

用特定部门和基准方法来预估所
避免的天气相关损失

过去7年里现代化的经济效益为199%至
1440%不等，根据计算方法和国家有所不同

埃塞俄比亚

用BCA量化为家庭所避免的民生 – 非常早期的LEAP促使的早期响应：过去
损失以及所减少的与LEAP相关
20年里280万美元的NPV效益，相较于传
的援助成本
统的人道主义紧急抗旱响应

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

–

延迟的LEAP促使的早期响应：230亿美
元的NPV效益，相较于传统响应

用回归分析来确定由NWS系统 –
挽救的生命；应用EPA VSL预估

当NWS发布一个正式的高温预警时，高
温预警系统每天挽救了2.58人的生命

–
所有发展中国家

肯尼亚两大半干
旱区域

苏黎世和日内瓦
机场

芬兰

莫桑比克

不丹

三年期间计划的估值为4.68亿美元

用利益转让方法来量化所避免的 – 全年避免的资产损失为3亿美元至20亿
资产损失、挽救的生命以及天气
美元
敏感型部门的价值总增值
– 全年挽救20 000人的生命，价值在7亿美
元至35亿美元之间
–

全年额外经济效益值为30亿美元至300
亿美元

–
使用作物模拟和规范决策模型来 –
评估玉米作物管理是如何响应气 –
象/水文信息作出改变从而提高
了总利润

全年BCR在4 到1 之间以及36到1之间
完善信息的价值为总利润的24%–69%

应用简单决策模型来分析TAF是 –
如何降低航空公司的燃油和飞行
偏离成本
–
应用决策框架来量化与使用FMI –
服务相关联的所避免的成本和生
产率获益；使用影响模型和专
–
家推断
–
CV、利益转移和专家推断
–

基本定级方法、利益转移和专
家推断

因此，农民使用季节预报有可能显著增
加其平均收入

在苏黎世机场使用TAF产生了每年约
1400万瑞郎的获益
加上日内瓦机场，每年总经济效益达到
1300万瑞郎至2100万瑞郎之间
FMI为选定部门提供的服务的全年效益达
到2.62亿欧元至2.85亿欧元之间(2006)
全年BCR 为5到1之间以及10到1之间
完善信息可增加65%–100%的效益
改进天气信息的平均WTP估值为每年每
人2.9 Mtn（约0.09美元）

–

定性评估发现大多数部门从服务获得的
显著效益是基于历史气候资料计算

–

预报服务对于农业的影响最为明显

–

不丹改进服务的NPV BCR值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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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及可能被现代化防止的年度损失程度的现成可用数据。这些信息使用了关
于三大基本国家特征的专家意见，根据所研究国家对象进行调整：经济对天气的
依赖度、气象脆弱性和提供气象/水文服务的当前状态。简化的基准方法仅考虑天
气影响造成的直接损失。

结论
俄罗斯水文气象局最初的研究发现，改进气象/水文服务中的预报和使其大规模现
代化可降低8.5%的与天气相关的经济损失。此外，在七年中对现代化项目的投资
总回报率预计在400%至800%。作为此项评估的结果，据报道对现代化建设的支
持投资从8000万美元上升至约1.33亿美元。
从欧洲和中亚的经济预估中还发现改进预报服务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根据研
究方法和所研究的国别，世界银行预估七年中改进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可达
到199%至1440%。
世界银行的结论是，使用具体部门和基准这两种方法都可对NMHS改进服务可能
带来的效益进行数量级预估。然而，这些方法都严重依赖专家的意见，因此都存
在局限性。因此，该分析结果受到参与研究的专家的潜在偏见和知识局限性的影
响。此外，可支持专家发现成果的数据量是有限的，而且两种方法都无法评估气
象/水文信息对于家庭的价值。基准法进一步受到其并未考虑与天气间接相关的损
失这一事实以及用来建立其参数的数据数量很有限的限制。

E.1.2		
案例研究 2：使用效益-成本分析来评估埃塞俄比亚国家干旱
		早期预警和响应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

2012年，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英国国际开发部和荷兰国际合作总局的支持
下，进行了一项评估埃塞俄比亚LEAP系统的效益和成本的研究。生计、早期评
估和保护系统是在WFP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由埃塞俄比亚政府于2008年开发的
综合性干旱早期预警行动系统。它的目的是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通过触发已建立
的应急基金，升级俄塞俄比亚现有的国家粮食和资金安全网。这种类型的综合系
统，将早期预警与应急融资和社会安全网结合，使得埃塞俄比亚政府及其人道主
义伙伴可以更快得多的速度对干旱做出响应行动。该系统能够在家庭受到干旱不
利影响之前向其提供粮食援助—这往往与传统人道主义救济系统的做法不同。早

附录E.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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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响应行动有可能降低人道主义救济成本并可防止家庭参与到破坏性的干旱风险
应对策略中。这项研究由Anna

Law在WFP的支持下开展，旨在量化埃塞俄比亚

早期干旱响应的经济效益，特别是评估LEAP系统的成本-效益情况。

方法
Law使用了前瞻性的BCA来评估未来20年LEAP系统的成本和效益。她并比较了下
列三种情景得出有关LEAP系统成本和效益的结论：传统的应急响应(即无LEAP
的基线情景，在即将发生干旱的首个早期预警发出后的八个月作出响应行动)、
理想的LEAP促发的早期预警(早期预警后两个月作出响应)、以及延迟的LEAP促
发的响应(早期预警后五个月作出响应)。从为家庭避免的生计损失方面可计算出
LEAP促发的早期预警的效益，这些损失包括与成人食品和非食品消费停滞和减
少、生产性资产“廉价出售”等相关的损失。Law还从那些提供粮食援助的渠道所
降低的援助成本方面研究了效益情况：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和捐助者。对于两大
LEAP情景，LAW将建立和维持LEAP系统的成本计算在内。
在缺乏从早期到晚期响应受益人数如何随时间增加的定量数据情况下，她假设受
益人数在所有三种情景下将保持不变。实际情况是当危机升级时需要援助的人数
可能随时间增加—可能
是以非线性形式。然而，她假设早期行动的好处并不从较低的受益人数中产生，
而是从(a)每个受益人的较低援助成本，以及(b)每个受益人较低的生计损失。另外
几个假设在完整的案例研究中述及。本研究对某些效益并未量化和货币化，比如
挽救生命的数量、避免的牲畜损失以及其他间接效益。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是两种LEAP情景均提供了经济效益，这些效益大大超过成本。Law
预估理想的LEAP促发的响应和延迟的LEAP促发的响应在20年期中将分别产生28
亿美元和230亿美元的NPV效益(相较于传统效应情景)。大多数这些效益是那些
因为避免了生计损失的效益，尽管这其中也有与更低援助成本相关的效益。假如
早期响应行动减少了需要援助的人数，以及假如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频率和/或规
模增加的话，这些效益可能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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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		
案例研究3：从挽救生命角度量化美国国家天气局的高温监
		测/预警系统在费城取得的成功

Ebi等人(2004年)开展了这项研究，从挽救生命角度量化了NWS为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发布的极端高温预警带来的潜在效益。该研究既反映了展示这种系统有用性
的期望，也能为考虑这种系统的其他地区将费城方式作为潜在基准提供了具体证
据。电力研究院和NOAA资助了这项研究。

方法
作者使用了回归分析来评估1995年至1998年天气状况、热浪预警公告和65岁及
以上老年人日常夏季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这部分人群在高温致死方面尤其脆弱。
该研究着眼于两种类型的“热浪日”：(a)NWS发布正式的高温预警的日期，以及(b)
NWS未发布热浪预警但费城高温天气-健康监测/预警系统(PWWS)显示天气状况
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的日期。对于每个热浪日，作者比较了预警当日和其后三天
的日常死亡率数据。根据评估，包括这些随后的天数里，NWS发布正式高温预警
总天数是45天，PWWS显示有风险的天数为210天。作者使用了回归分析来确定
假如预警未被取消，可能发生在NWS发布预警的45天中额外死亡的数量，比如
PWWS显示有风险的时间为210天。
如回归分析所测算的，将由NWS发布预警而挽救的生命预计数量进行货币化，作
者使用EPA VSL的估算值当时约为600万美元为一个出发点。基于VSL对年龄的敏
感度研究的论述非常有限，作者推断400万美元的估值是恰当的，因为所研究人
口对象倾向于老年人。然而，对VSL做出“基于年龄的调整”总的来说是不妥当的。
将死亡率风险或成果的未来可能或观测到的变化进行货币化的这种尝试，需要认
真考虑并应使用当地条件和可用数据作为指导。

结论
Ebi等人推断，当NWS发布正式的高温预警时，在这45天里每天约减少2.58人的
死亡数。28将挽救生命的推算数量乘以作者调整的400万美元VSL值，可以得

出

在三年研究期此计划的估值为4.68亿美元。
28

然而回归分析在统计分析上并不重要，其常用使用率在5%的水平，因此作者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预
警不会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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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预估的效益规模，该研究引起了极大关注。然而，该研究评估了一段城市
及其居民可能对高温预警做出特别响应的时期。具体而言，1995年至1998年研究
期间，对费城1991年和1993年热浪事件之后的行动，以及1995年芝加哥极端高
温死亡率和席卷全国的热浪事件之后的行动进行了评估。然而，一些研究人员，
例如Sheridan(2007)，发现高温预警并不会使处于风险的个人调整其行为，并且
更频繁的预警可能会使公众对风险脱敏。

E.1.4		

案例研究4：.应用利益转移来评估发展中国家改进气象/水文

		服务从而减少灾害损失的效益和成本

作为一个更大任务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经济学家Stephane Hallegatte于2012年开
展了这项研究，用来表明发展中国家改进气象/水文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的国家一
级的效益情况。该研究成为一个示例，即说明现有数据、来自文献的预估以及专
家知识是如何被用来评估在其他背景下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

方法
Hallegatte(2012)使用了利益转移方法对发展中国家改进气象/水文信息和早期预
警系统以满足发达国家标准的效益和成本进行了估算。利益转移方法利用来自其
他研究的现有数据，并尝试在有限或无可用数据的情况下将其发现结果应用到一
个研究案例。在这项研究中，作者使用了易获得的可用数据和现有研究，从所避
免的资产损失、挽救的生命数以及经济中天气敏感型部门的经济收益等方面，来
首先估算欧洲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益。Hallegatte应用这项评估的发现结果来估算发
展中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潜在效益。
为了将所避免的资产损失数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Hallegatte利用现有数据来估算
发达国家早期预警系统所避免资产损失值，为GDP的0.003%和 0.17% 之间。他
通过将这些信息分成四大类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缺乏基本气象/水文服务
以及那些拥有相媲美于欧洲的气象/水文服务和早期预警系统。作者假设拥有最少
服务数量的国家将会受益于改进的程度最高，而那些拥有最大服务数量的将没有
改进的需求。
基于欧洲与天气相关的死亡率以及孟加拉与早期预警系统相关的天气相关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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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Hallegatte还对改进早期预警系统可挽救生命的数量做出了假设。基于哥本
哈根共识的方针，他将美元价值应用于所挽救的生命数上。
除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益之外，Hallegatte估算了改进气象/水文服务(当没有天气相
关的突发情况发生时，以向行业、企业、家庭和个人提供有用服务的形式)可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效益。例如天气预报用于农业部门的规划、预计电力需求、
优化空中交通和船舶路线、规划道路撒盐以及实现各个部门许多其他目标。为了
估算与改进气象/水文服务相关的额外经济收益(即附加价值)，Hallegatte首先确
定欧洲天气预报可为天气敏感型部门带来的增殖收益在0.1%

至1.0%之间，相当

于GDP的0.025% 至0.25%。Hallegatte将这些估算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并且考虑
了基于上述提及的发展中国家四类情况中的现有气象/水文服务水平。

结论
该研究预估所有发展中国家提升气象/水文信息制作和早期预警能力并达到发达国
家标准的潜在效益包括：
–

每年避免由自然灾害导致的资产损失为3亿美元至20亿美元；

–

每年平均挽救2万人生命，使用哥本哈根共识的指导方针则得出价值在7亿美
元至35亿美元之间；

–

每年额外经济效益为3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

基于此项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总效益为每年4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之间。将效益
比较于每年10亿美元左右的成本，BCR值为4到36之间，由提供并利用改进的气
象/水文信息所产生的这些效益的绝大部分体现于经济收益。
Hallegatte从全球尺度进行了本研究，使用了按照规模大小排列的简单假设，而不
是按照项目层面进行估算。这项研究也并未考虑在挽救生命或所避免资产损失方
面的增加，这些很有可能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而发生。然而，这项研究粗略估算
了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这些估算可以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增加对早期预
警系统和其他气象/水文服务的投资方面起到初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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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		
案例研究5：利用作物模型和决策分析来评估基于大气环流模
		型的季节降水预报对于肯尼亚作物管理的潜在价值

这项研究利用作物生长和决策模型来评估基于降尺度GCM数据的季节降水预报对
于肯尼亚两个半干旱领域种植玉米农民的潜在价值。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气候与
社会研究院领导的学术专家小组开展了这项研究，以更好地了解(a)以高风险小规
模自耕农业和相对较高可预测性为特征的背景下可行的季节预报的潜在价值，以
及(b)GCM降尺度季节预报的潜在利用和价值(Hansen等人，2009)。

方法
研究人员比较了应对季节降水预报做出的最优决策和基于历史气候信息(假设为平
均条件)做出的最优决策这两者的预期成果。他们假设预报的价值是(a)最大化预
期总收入的管理变量、(b)与管理策略相关的生产成本以及(c)气候与环境变量这三
者之间的函数。
作者评估了两个管理变量(即决策)，即在该研究区域农民应对季节预报可能做出
的改变，以最大限度提高总利润：林分密度和氮肥施用量。首先，他们利用作物
模型来确定不同气候条件下可带来最高平均总利润的林分密度和施肥量的组合。
他们使用农业企业预算(基于本地生产投入成本数据和玉米市场价格数据开发)来
确定总利润。
接下来，作者开发了季节后预报，模拟34年模拟期(1968–2002)中的每一年的季
节预报情况。作者为两种不同的基于GCM的预报类型开发了这些后预报。为评估
这些预报的价值，基于(a)选择用于预报的最优管理策略，以及(b)实际观测到的天
气，作者使用了作物模型来确定模拟期中的每一年实现的总利润。作者将不同预
报情景下的总利润情况与那些使用气候学方法所实现的总利润情况进行对比。作
者还评估了农民准确掌握每日天气状况的情景下所取得的总利润。对于每个情景
来说，他们评估了劳动力成本作为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成本不作为生产要素的最
优管理策略和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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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果表明假如农民能完全预测即将到来的种植季节天气情况，农民能大大增加他
们的玉米平均收入。完善信息的预估价值占总利润的24%–69%，取决于地点以及
是否考虑劳动力成本。正如预期的那样，来自观测到的基于GCM预报的季节预测
的预估价值低于完善信息的价值。然而，这些结果表明更加娴熟的预报具备将平
均总利润增加至10%-24%的可能性(当考虑劳动力成本)(取决于地点)。
尽管这些类型的研究可以是资源密集型且需要外部专业知识，这些研究仍能作为
重要的工具帮助NMHS和国内合作伙伴(例如农业推广机构和粮食安全机构)确定
在不同预报情景下，可为农民带来最大效益的管理策略。NMHS还可利用这些研
究成果来鼓励农民使用季节预报并在必要时候采取可替代策略。
这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它只关注两个管理策略的效果，因此忽视了许多预报价值
的其他决定因素。包括额外管理方案和研究区域内农场类型的差异、从农民层面
的分析可实现向农民展现更实际和更强大的季节预报的潜在价值。

E.1.6		
案例研究6：利用决策模型来评估气象/ 水文信息对瑞士航空
		运输部门的价值

2009年，瑞士气象局开展了一项试点研究，对瑞士气象/水文服务对于家庭、农业
和能源部门的经济效益进行大概估值。这项试点研究发现气象/水文服务带来的效
益是以数亿瑞郎为单位，BCR值约为5到1。基于这项分析的发现结果，瑞士气象
局认为有必要开展更为详细的、以部门为单位进行的分析，以更好了解瑞士范围
内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以及评估如何改进气象/水文服务以使社会和经济收益最大
化。为此，瑞士气象局开展了两项额外的研究，侧重于气象/水文服务对于道路和
航空运输部门的经济价值。本案例研究的重点是航空，使用TAF确定目的地机场
的天气状况分析给国内航空公司带来的效益。

方法
这项研究的作者们开发了一个决策模型来分析TAF的使用是如何能降低航空公司
燃油和飞行偏离的成本。假如预计目的地机场有不利天气状况，航空公司可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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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燃油储备以能够延长飞行时间。假如航空公司决定携带额外的燃油并且目
的地实际状况并非不利于降落，则航空公司将会产生不必要的额外成本。然而，
假如飞机在安全降落下没有足够的燃油延长飞行，飞行机组则必须在另外的机场
降落，并且面临额外的成本，比如乘客补偿、转机费用、降落费、燃油和声誉成
本等。作者分别比较了航空公司在下列使用TAF和不使用TAF两种情况下承担的
成本：确定预报条件精确预报了实际天气状况的频率，以及确定航空公司正确地
或不必要地携带额外燃油的频率。该分析依赖于2008年4月至2010年3月的TAF核
验数据。

结论
该研究发现苏黎世机场使用TAF为国内航空公司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金额为
每年1100万瑞郎至1700万瑞郎之间。对于日内瓦机场，研究表明为瑞士国内航空
公司带来的总经济效益为每年1300万瑞郎至2100万瑞郎之间(1400万美元-2200
万美元)。然而，这项估算并未考虑日内瓦机场不同的经济和航空条件，并且这一
估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燃油的价格。此外，作者并未报告与安装和使用TAF相关
的成本。然而，TAF成本预计是相对来说最小的。
用于本研究的决策模型相对简单，并有可能是在内部且是在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和资源下完成的。在作者看来，他们工作的一个主要教训可为类似研究用来参
考：公司非常清楚他们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使用气象信息；然而，他们往往不能轻
松地量化与这种使用相关的好处。因此，NMHS不应该依赖于调查或访谈来了解
气象信息的货币性效益。相反，他们应进行探索性访谈来了解公司内部的决策过
程。然后，根据这些知识，这些机构应建立、验证和使用一个决策模型来评估这
些货币性效益。

E.1.7		
案例7：评估芬兰气象局气象/水文服务为不同经济部门所避
		免的成本

2007年，芬兰技术研究中心(VTT)对FMI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进行了估值。这项
研究重点放在气象/水文服务对于不同部门和用户群体的效益以测算FMI气象/水文
服务每个欧元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具体来说，该研究对FMI气象/水文服务对于交
通、建筑和设施管理、物流、能源和农业部门的效益按规模大小次序进行了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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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算。尽管许多其他部门也可能获益于气象/水文服务的使用，因可用数据的局
限性或以货币测算效益的困难，作者将他们排除在外。自这项初步研究完成后，
芬兰气象局在继续开展深度评估。

方法
针对每个部门，作者确定了可根据气象/水文信息做出响应性改变的决策或行为。
接下来，他们明确和量化了这些改变的效应，并在可行情况下，附加了单位价格
从避免的成本和生产率获益方面估算经济效益。例如，在交通部门，不利天气和
路况较差的信息可使得司机留在家里或避开受影响区域。这将减少事故数量和事
故严重性以及人身伤害和物质损害的相关成本。同样地，农业季节预报可通过提
高作物产量从而提高附加值。
作者采用这个框架来比较FMI当时现有服务水平和提供“完善信息”的服务这两者带
来的效益。作者介绍了完善信息的概念，从而FMI对通过传播气象/水文信息实现
的最大效益就有了参考点。
作者利用数据和访谈来确定使用气象/水文服务的现有水平、个人和机构如何对这
些信息做出响应而改变他们的决定以及如何有利于决策者或其他方面。如可能的
话，作者利用了可用数据、统计和模型来量化与每个部门使用气象/水文服务相关
的效益。他们依靠文献、访谈、市场价格数据和其他可用信息将这些量化效益进
行货币化估值。

结论
该研究预估FMI为选定部门提供的服务的年度效益值为2.62亿欧元至2.85亿欧元
之间(物价水平和2006年欧元汇率)。将年度FMI预算作为提供气象/水文信息的“成
本”，这些服务的年度BCR值为5到1之间以及10到1之间。如果FMI能提供完善信
息，这些效益可增加65%至100%。
该研究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对行人和骑车人发出的滑倒警示成为一项最有效
的服务。根据VTT研究，所减少的医疗费用、损耗的工作时间、所避免的终身伤
害甚至挽救的生命这些价值在当时所提供的服务水平预计达到每年1.13亿欧元。
尽管预警服务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是相当有利的，但是估算确实是不确定的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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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假如不是令人吃惊的)高。
作者用于此研究的估值框架提供了NMHS在气象/水文服务价值链背景之内可用来
评估气象/水文服务效益的一个直接流程。然而，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作者不得不
做出关于气象/水文服务在跨部门中使用及效果的一些假设。这些估算的可靠性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模型和相关数据的可用性以及那些推动这项研究的专家对气
象/水文服务使用和价值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NMHS可使用这种类型的分析来验证其预算以及探索气象/水
文服务在不同部门中的价值链情况。作为开发流程中一项重要的反馈工具，这种
努力可带来对特定服务的更为详细的评估。

E.1.8		
案例研究8：评估莫桑比克家庭对于改进气象/水文服务 的支
		付意愿

莫桑比克近年来经历了严重洪灾，造成无数人死亡、流离失所以及基础设施遭到
破坏。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均在支持水利部门开展改进工作以减少将来极端天气
事件造成的损失，包括改进气象/水文服务。
这个项目(Lazo 和Croneborg)评估了改进气象/水文服务对于莫桑比亚家庭的成本
和效益。它组合使用了三种方法：(a)利益转移的方法，(b)专家关于特定经济部门
的推断，以及(c)面向公众的带有偏向的调查。本案例研究主要侧重于带有偏向的
调查方法。

方法
带有偏向的公共利益评估包括使用了CV法(也称“规定值”)的多方调查。作者对
500多人采用了单独调查以了解相关(即非随机)人口中有多少人愿意支付改进气
象/水文服务。作者用两个版本的CV法调查问卷；向每个受访人随机分配一个版
本。一个版本描述了服务的中级改进方案，另外一个描述了最大改进的方案。受
访者被问及他们愿意为改进方案支付的最大金额，从0至9000美提卡不等。该调
查还询问了关于受访者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关于天气信息的了解以及信息来源及
其价值主张的动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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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非市场评估研究的重要担忧是许多个人没有货币性收入，因此
调查货币方面的WTP可能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作者通过询问关于受访者收入
的问题对这些结果进行限制。受访者也有可能拒绝一个情景，假如他们不了解或
不相信该情景的某些方面。作者尝试通过询问个人关于其价值声明的动机来解决
这种担忧。

结论
CV法研究表明为改进天气预报信息的平均每年WTP值为每人约0.09美元。答复分
析表明了影响WTP的合理因素。例如，作者发现城市更高学历和更高收入的受访
者比农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的受访者愿意为改进预报信息支付更多。他们还
发现那些对某种情景表示排斥的个人表明了更低的WTP，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
这将造成效益评估中的向下偏差情况。最后，那些希望确保后代人拥有改进的天
气信息(即有遗赠动机)的个人表明了更高的WTP。这项研究的实施面临了许多挑
战，包括对公众代表性的取样、潜在语言障碍和收入限制WTP等困难。
对整个莫桑比克人口在50年效益生命期使用3%折扣率的结果总和，将表明现有效
益值总额超过5000万美元—大大超过约2100万美元的项目固定成本。这表明莫桑
比克改进气象/水文服务可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这部分地依靠在最初大部分固定
成本的投资之后，不断对运行和维护提供支持。
除了经济信息之外，调查提供了一系列受访者关于天气、水和气候以及其来源、
对于气象/水文信息的使用、偏好和价值方面的体验等重要信息。在这个调查前有
关公共使用气象/水文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很少或者没有。因此随着这些机构不断努
力改进其能力，该研究成果将成为主管机构在评估气象/水文信息的有用性以及需
求方面的基线。

E.1.9		

案例研究9：评估不丹改进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效益和成本

不丹受显著天气变率和极端天气和水文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的频率和严重性在
气候变化背景下预计将会增加。鉴于这些因素，不丹水文气象局(DHMS)和FMI
启动了一项研究以调查DHMS如何能加强不丹的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作为这
项调查的一部分，FMI完成了一项SEB研究以(a)评估利益攸关方对改进气象/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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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需求，(b)定性评估改进服务对不同经济部门的潜在效益，以及(c)评估未来
气象/水文服务的成本和货币性效益(可行情况下)((Pilli-Sihvola等人，2014年)

方法
作者评估了15个经济部门气候服务、天气预报服务以及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益和成
本。该研究的范围是在广泛层面上评估不丹气象/水文服务整体升级的效益，而不
是非常详细地评估任一项特定投资。
对于每个部门，作者评估了潜在的服务如何能影响运营和投资、避免或减少天气
和气候相关的损失以及/或用这类服务来更好地利用各种机会(例如，通过最佳的
水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装置的大小和位置选择，或者优化作物的选择)。使用的
信息来源包括现有的气候和经济数据(如果可获得的话)、来自文献、访谈和两个
研讨会的估算。
在可行的情况下，作者通过应用与使用气象/水文信息和服务相关的损失可能性变
化或预估增加的生产率来量化潜在的效益。效益估值主要使用效益转移和个体访
谈得到的信息决定。对于每个机构和部门，还通过天气服务链方法的过滤步骤进
行定性效益评估(Nurmi等人，2013年)。
除效益之外，作者以所设想的水平评估了与改进气象/水文服务相关的成本。该研
究假定了服务的渐进积累情况，留有学习的空间，并逐步升级到更精密的系统。
维护和人员配备要求也被考虑在内。

结论
鉴于可用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作者基于基本评价方法定性评估了潜在的效益，
取决于效益的预计重要性，用1到5加号(+)标记表明。这项评估表明大多数部门
中与基本气候服务相关的显著效益(基于历史气候数据)，而预报服务(例如季节预
报)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
该报告还对2015-2030期间的(量化)效益和成本进行了总体的评估。总体而言，
作者估算不丹提供改进服务的NPV
高的资金成本。

BCR值为约3.1。这包括BHMS现代化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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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预算局限性考虑
由于本次研究的数据和预算限制，作者未能开展全面定量的BCA。更为深入的分
析需要来自不同经济部门的大量数据以及部门的和宏观的经济建模能力。然而，
对改进服务的成本和效益进行的“快速扫描”对未来服务的改进提供了良好的起
点。具体来说，作者指出SEB研究有效证明了需要在最新观测、数据处理和预报
能力方面发展服务以及进行相关投资。它也帮助在DHMS内确定优先领域并提高
潜在终端用户之间的认识度。

E.1.10		

摘要和结论

本出版物中强调的这些案例研究清楚地表明气象/水文服务可为个体用户、行业和
国家与全球经济提供显著的效益。这些研究有助于增加在气象/水文服务领域的投
资，包括专业化服务(例如航空TAF，农业季节预报)、大规模早期预警系统、天
气预报和整个NMHS信息系统。因为这些研究在不同假设下开展并评估了不同类
型的服务，不可能直接比较研究成果或对与气象/水文服务相关投资的总回报得出
结论。
几个案例研究示例主要依赖于专家观点和/或其他国家的现有数据，以评估气象/
水文服务在各经济部门的效益。例子包括世界银行的特定部门和基准研究、FMI
现有服务效益的VTT研究以及Hallegatte评估发展中国家改进早期预警系统和气
象/水文信息并达到发达国家标准的效益。这些研究的优点是它们不需要大量的数
据或建模专业知识，并且它们实施起来相对便宜。有着对相关经济概念的基本认
识，大多数NMHS机构能够开展这些类型的内部研究。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这
些研究一般只能对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提供数量级的评估，这限制了其在特定应
用方面的有用性。例如，这些研究不应被用来评估不同类型的气象/水文服务之间
用于预算优先目的的权衡考虑，或者用来决定如何改进气象/水文服务以最大化其
价值。然而，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来帮助NMHS机构验证其资金使用、
获得额外的资金或评估哪些服务他们可能想要进行更详细的评估。
与此相反，许多案例研究示例采用强有力的经济方法，包括决策模型、CV和回归
分析来评估特定服务。这些研究包括Law对埃塞俄比亚LEAP干旱响应系统的分
析、瑞士气象局评估TAF对于瑞士国内航空公司的效益、Ebi等人研究NWS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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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设立的高温监测/预警系统的效益、Hansen等人使用作物模型来评估GCM为基
础的季节降水预报对于肯尼亚农民的效益，以及Lazo和Croneborg对莫桑比克特
定气象/水文服务对于家庭WTP情况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复杂性和数据要求相差
巨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类型的分析需要NMHS机构保留一名外部专家。然
而，这些方法能够显著降低研究预估的不确定性，并能用来更好地评估与气象/水
文服务价值链相关的气象/水文服务效益。
如von Grünigen等人(2014)所指出，NMHS不应仅依靠一种方法来评估气象信息
的效益。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进行探索性访谈以及审视现有数据来了解气象/水文
的决策过程。基于此，NMHS可利用决策模型或其他方法来评估货币性效益。分
析的水平和类型将最终取决于NMHS的目标以及用来研究的可用资源。
截至目前，还没有许多由NMHS或类似机构组织发起、来评估气象/水文服务效
益的研究。然而，许多学术研究人员已经解决了这个主题，特别是关于农业方
面。许多这些研究被引用于重要的指导文件中。2012年为USAID完成的一份文
献回顾中也详细描述了这些研究(http://www.climate-

services.org/sites/default/

files/CCRD-Climate-Services-Value-Report_FINAL.pdf)。类似于这些案例研究示
例，NMHS可审查这些研究来确定其自己进行SEB评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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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案例研究1：评估欧洲和中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现代
		化的经济效益
E.2.1		

背景

在筹备2013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水文气象现代化项目时，世界银行和俄罗斯水文
气象局认识到需要评估改进国家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以帮助进行大规模的
NMHS现代化。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这些机构使用了特定部门的方法（如下
说明）来评估改进俄罗斯水文气象局的服务和产品的经济效益。世界银行-俄罗斯
水文气象局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在NOAA经济学家和WMO专家的协调下，开
发了这种方法。该研究发现提高预报服务将降低8.5%的与天气相关的经济损失。
此外，七年内现代化项目的投资总回报预计范围为400%至 800%。俄罗斯政府和
WMO指出，作为该评估的成果，对该项目的支持从8000万美元增至大约1.33亿
美元。
该项目的成功鼓励了世界银行在欧洲和中亚推出类似的经济研究，该区域的许
多NMHS由于资金不足处于下滑状态。因此，世界银行与欧洲和中亚地区的一些
NMHS联合开发并试点了一些方法来评估与现有天气和气候服务相关的效益以及
现代化可能实现的效益。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欧洲和中亚NMHS加强服务的关
键经济效益，并使得国家决策者了解如何以适当规模向NMHS分配资源以确保其
以适合国家需求的水平运行。这些研究在与研究对象NMHS密切合作下、并主要
在NMHS和部门专家的投入下得以开展（世界银行，2008）。

E.2.2		

方法

至今，世界银行在11个欧洲和中亚国家开展了经济研究（见表E.2）。如下所述，
这些研究采用了三种经济方法来评估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
–

基于俄罗斯案例研究的特定部门评估方法，来评估有和没有改进气象/水文服
务的情况下，经济中天气依赖型行业和部门的与天气相关的损失。世界银行
在所有欧洲和中亚参与国实施了特定部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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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据不充分或不足以进行特定部门的评估时，采用简化的基准方法（见下
文）。世界银行在九个欧洲和中亚国家开展了基准研究；

–

条件估值研究来评估基于明确的WTP家庭的经济效益。世界银行在两个国家
实施了CV评估研究。

案例1侧重于特定部门和基准方法，因为案例8（莫桑比克）详细介绍了CV法。虽
然在使用特定部门和基准方法中存在局限性（例如，世界银行承认使用基准法对
于详细的评估存在不足，参见Tsirkunov等人，2007），世界银行发现这种方法对
于提供数量级的评估有用，可帮助NMHS验证增加公共资金来支持其服务。

特定部门方法
特定部门的方法可评估NMHS现代化为天气依赖型部门带来的经济效益。在欧洲
和中亚国家，世界银行利用可用的国家数据并调查了来自NMHS和天气依赖型部
门的国家级专家来评估天气事件造成的现有部门损失，并确定现代化可减少的潜
在损失。世界银行还利用这些调查来确定在有和没有现代化这两种情况下，与这
些机构和实体所采取行动来预防天气相关损失的成本。这些研究的结果是将现代
化的效益，即体现在避免危害事件和不利天气造成的额外损失的效益，与NMHS
现代化以及实施预防性措施相关的成本进行比较。如世界银行所定义的，这种比
较（即天气相关损失的增量减少与现代化成本相比）代表了改进气象/水文的经济
效益。
对于欧洲和中亚地区的研究，通过评估在有和没有现代化两种情况下不利天气事
件可能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世界银行对其在俄罗斯水文气象局研究中采
用的方法进行了扩展。在这项研究的背景下，世界银行将那些对任何类型的财产
和有形资产造成的直接毁坏、破坏或损坏定义为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包
括那些企业实体或经济部门由于收入减少或生产周期支出增加造成的损失。
E.1框显示了世界银行用于评估与NMHS现代化相关的可预防损失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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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框. 使用特定部门方法评估欧洲和中亚地区NMHS现代化的效益
（Smetanina等人，2006a，2006b）
首先，世界银行利用现有数据和对NMHS和部门专家的调查结果来确定：
(a)
(b)
(c)
(d)
(e)
(f)

经济中由于危险事件和不利天气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部门（i）；
在现有气象/水文服务的质量水平下潜在可预防损失的占比（Ri）。利用专家对于
经济中最为天气依赖型部门的评估来确定；
现代化可避免的潜在可预防损失的占比（Si）；对经济中选定部门进行预估，可
能从0%起（即现代化不会减少潜在可预防损失）至100%不等（现代化可避免所
有潜在可预防损失）；
在现有预报质量水平遭受危害和不利天气带来的平均损失水平（V）；基于在研
究时直接损失的官方数据和独立评估情况以及基于对间接损失的专家评估进行预
估；
年度平均支出（C）；需要根据气象/水文危害和不利天气事件采取预防性和保护
性行动；
由改进气象/水文信息的准确度和提前时间带来的、需要采取行动预防气象/水文
危害和不利天气事件影响的支出水平的最大可能变化（相对变化）（Δi）；利用
专家对经济中选定部门的评估进行决定。

利用上述基本因子，世界银行得出下列公式来评估预期现代化的经济效益（可行性）
（E）：
Е = {(V·ΣRiSi – СiΣΣ Δ1i)/n}/PC
其中PC等于NMHS现代化需要的成本（支出）；n代表所被调查的经济部门的数量。
世界银行指出应特别注意的Si估算，因为它与预期现代化和改进预报质量和提前时间
直接相关。因此，专家调查应包括对现代化后预期的改进进行清晰、定量的定义。

基准法
类似于特定部门方法，基准法是评估由早期事件造成的损失以及可由改进服务实
现的损失减少。然而，基准法为解决欧洲和中亚国家关于天气相关损失的有限的
部门级数据和专业知识提供了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依赖于专家意见和容易获得的
数据来评估国家整体经济对于天气相关事件的脆弱性、以及获得由天气影响造成
直接损害的结果（即，与特定部门方法不同，基准法不考虑间接损失）。
基准法分两个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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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定基准—使用来自其他国家的数据和评估以及专家判断，作者为每个国家
定义和调整如下两个基准：
(i)

气象/水文危害和不利天气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年均水平，表示为
占GDP的比重；

(ii) 在有和没有现代化情况下，年均预防损失水平，表示为损失总水平的百
分数；
(b) 校正基准—在这个步骤，根据对特定国家的天气和气候状况、经济体结构和
其他因素的预估，将数据调整至基准。
对于欧洲和中亚国家，基于在几个国家开展的研究成果，作者确定了直接损失的
年均水平和年均预防损失水平。29这些研究表明气象/水文危害和不利事件造成的
直接损失年度平均水平在GDP 的0.1%和1.1% 之间变化。30这些研究还表明预防
损失的比例可能是天气和气候相关总损失的20%到60%。
为评估某特定国家的这些基本参数，作者基于三个基本国家特征对平均值进行了
调整：经济体对天气的依赖度、气象脆弱性和气象/水文服务提供的现有状态。基
于定量数据和专家评估，作者评估了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影响基准的程度。
在基准评估过程的第二个步骤中，作者基于对国家气候、机构能力、国家经济结
构和其他因素的快速评估进一步调整了基准。调整后的基准用来评估在有和没有
现代化情况下，气象/水文服务的边际效率。结果等于由现代化带来的预期减少的
总损失绝对值除以NMHS现代化改进的成本。

E.2.3 		

结果

所有评估表明改进气象/水文服务和信息可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世界银行在所有
国家采用了基准法。在有足够信息的国家，世界银行还采用了特定部门方法。表
E.2列出了使用基准和特定部门方法确定的经济效益估值。
经济效益是将评估的预防损失与NMHS资金水平相比较。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
29
30

使用的估值基于评估发达国家、中国以及俄罗斯联邦的气象/水文信息经济效益的研究成果。
这些数据代表相当长观测时期的年度平均损失水平。一些特定国家在一些特定年份的损失可能大大超过此
给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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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从244%

至318%不等，意味着花费在NMHS的每个美元可产生2.4美元

至3.2美元、作为所避免损失结果的收益。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信息和数据
非常有限，以致不能采用特定部门方法。

E.2.4		

交流结果和成果

在这些评估之后，许多进一步的项目和工作得以开展，它们试图实现这些研究中
所突出的同样效益。一些国家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进行独立融资，而不是使用世界
银行的资金。此外，各NMHS负责人强调了这些研究对于加强与国家规划者的对
话的重要性
表 E.2欧洲和中亚使用基准和特定部门方法进行经济评估、经济效益估算的比较结果
（七年中百分比效益）

经济效益估算
– 基准法

经济效益估算 –特定
部门法

阿尔巴尼亚

210

320–680

亚美尼亚

440

1 070

阿塞拜疆

430

1 440

白俄罗斯

530

480–550

格鲁吉亚

260

1 050

哈萨克斯坦

540

无

吉尔吉斯斯坦

244

318

塞尔维亚

880

690

塔吉克斯坦

199

357

土库曼斯坦

413

无

乌克兰

310

410–1 080

国家

注：世界银行在哈萨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未开展特定部门评估，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数据。

这些研究还在世界银行内部与天气相关部门以及欧洲和中亚地区部门进行了传
达。世界银行代表们将这些研究成果向一次WMO有关经济效益的大会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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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局限性

特定部门评估
世界银行制定特定部门法来帮助NMHS以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向决策者提供易于理
解的结果。这种方法另一个可指出的好处是来自经济专家的意见可贡献于现代化
项目的设计并可建立天气信息提供方和用户之间的联系，为公私伙伴关系奠定基
础。
然而，特定部门法受到严重的限制，因其主要依赖于专家的意见来确定一个给定
部门天气相关损失的现有程度、现代化可实现的天气相关损失的额外减少以及与
减缓方案相关的成本。因此，该分析的结果均受到参与该研究专家潜在偏见和知
识的局限。此外，用来支持专家发现的可用数据量很有限，并且这种方法不能评
估对家庭的经济效益。
另一个挑战涉及一个事实，即农业部门是改进气候服务和天气预报的显著受益部
门。然而，农民是分散不集中的，这使得获取关于气象/水文服务的信息存在困
难，比如他们需要的、他们已经使用的那些服务以及这些服务的质量。

基准法
基准法比大多数其他方法更为便宜，因为其不需要任何详细的分析研究或调查。
然而，类似特定部门法，基准估算的准确度受到专家意见和潜在偏见的影响。其
他限制来自于这个事实情况，即这种方法旨在评估直接经济损失，并不考虑与人
身伤亡和经济实体利润损失相关的间接损失。
基准法进一步受到用来建立其参数的数据量有限的限制。例如，一个用来描述国
家气象脆弱性的单一值不会涵盖所有真实情况的复杂性。类似于特定部门法，基
准法不评估气象信息对于家庭的价值。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世界银行认为这种方法因是基于全球平均值，故对NMHS
改进可能带来的效益形成数量级评估是有用的。

附录E.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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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案例研究 2：使用效益-成本分析来评估埃塞俄比亚干旱
		早期预警和响应系统的有效性
E.3.1		

背景/引言

埃塞俄比亚LEAP系统是一个干旱早期预警/早期行动、预报作物产量减少的综合
系统。LEAP系统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早期预警、应急规划和应急筹资。
世界银行负责管理1.6亿美元的救济资金，一旦干旱达到一定水平，LEAP系统的
干旱指数则触发这些资金的拨付。这与传统干旱救济相反，后者是在干旱损失发
生后进行救济。LEAP的三个组成部分可支持社会安全网的规模扩大，而LEAP可
利用该网在干旱发生时期帮助民众。
有证据表明早期响应可减少政府和捐助机构的救济成本，并能避免给家庭造成生
计损失(Law，2012年)。对于政府和捐助机构，提供早期援助的成本低于应急
阶段的成本，应急阶段需要昂贵的食物和支持以重建损失的财产。此外，在传统
干旱救济框架下做出的救济响应前，家庭通常已寻求可产生显著长期健康损害和
经济影响的破坏性风险应对策略。通过早期提供食物或现金，让他们无须出售生
产性资产而可以维持消费水平，可防止家庭不得不采用那些处置策略(Law，20
12)。
尽管早期响应具有被广泛认可的效益，政府和捐助机构继续依赖于传统的抗旱策
略。对于这种反应性援助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解释是对早期响应的成本效益缺乏定量的证据(Owens等人，2003；Choo，2009；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2009；以及如Law所引用的， 2012)。
2012年，英国国际开发部和荷兰国际合作总局资助了一项研究以评估LEAP的
效益和成本。这项研究的主要动机包括：(a)更好的了解气候服务在减轻灾害风
险方面的作用，(b)“为政府和捐助/人道主义机构进行战略水平投资决策提供依
据”(Law，2012，p.21)，以及(c)表明早期响应的成本-效益的定量证据是否可验
证预防性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是反应性人道主义援助。具体目标是：
–

为人道主义机构、政府和受益人(埃塞俄比亚需要援助的总人口)量化早期干
旱响应的经济效益；

附录E.案例研究

–

评估LEAP综合早期响应模型的成本-效益；

–

创建一个模型，评估用于干旱引发粮食危机的早期响应系统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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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尝试，可对与严重干旱相关的下层影响进行量
化，包括长期生计损失。来自牛津大学的博士生Anna Law进行了这项研究。31

E.3.2 		

使用的方法

作者使用了BCA方法，通过将20年期间相关成本和效益在国家级进行货币化，对
埃塞俄比亚LEAP系统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32原计划在区域层级实施BCA，但因
为缺乏与干旱相关的生计损失的区域经济研究，Law未能这样做。Law使用了Microsoft Excel来开展她论文中的所有分析。
Law使用了三种情景来得出她关于LEAP系统相关的成本和效益的结论：常规应急
响应(无LEAP的基线情景)、LEAP驱动的理想早期响应、以及LEAP驱动的延迟
响应。相对于基线情景，从家庭所避免的生计损失和减少的援助成本方面来计算
LEAP效益。两个效益类别被分别量化，因为每个都向不同群体的人们提供了效
益：避免生计损失使受益人受益，而降低援助成本使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和捐助
者受益。
为计算每种情景的成本，Law量化了(a)紧急援助的人均成本，包括食品和非食品
援助的成本，以及(b)长期生计损失的成本，包括与发育迟缓、成人食品和非食品
消费减少以及生产性资产的“廉价出售”相关的损失。对于这两种LEAP情景，也包
括了安装和维持LEAP系统的成本。表E.3总结了用于计算不同情景成本的关键假
设和计算，包括关键假设。
为计算随着时间发生的总援助成本和生计损失，作者进行了危害分析以确定严重
干旱的频率，以及进行暴露度分析以确定受严重干旱事件影响的受益人数量。
定义什么是中等、严重或灾难性干旱是非常主观的，并部分取决于是否从农业
气象异常或从对人类影响方面来定义干旱。由于这项研究侧重于干旱对人的影
31

Law的观点并不代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埃塞俄比亚政府或任何其他与LEAP相关的实体的意见。

32

Law 使用BCA用来(a)向决策提供支持，且不作为一个决策规则，以及(b)对项目设置的是相对值，而不是
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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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Law将导致重要生计损失的干旱定义为严重干旱，即使以农业气象标准来看
它不被认为非常严重或不寻常。类似于那些于2008年、2009年和2011年发生在
埃塞俄比亚干旱规模的干旱被定义为严重干旱；基于来自文献的估算，作者假定
此类干旱每五年发生一次(Hess等人，2006； World Bank，2006；Cabot Venton
等人，2012)。
表E。3 常规和生计、早期评估和保护情景下的成本计算（2012年，单位为美元）
成本类型

假设

计算

货币化成本

基于应急援助人均成本，从以
下两个方面来计算： (a)食品
援助；以及 (b) 非食品援助，
比如水和卫生、农业、健康和
营养等

食品援助成本：花费77美元，
这是埃塞俄比亚食品援助的
WTP人均成本

每个受益人100
美元

进行脆弱性评估以确定 (a)儿
童发育迟缓造成的终生收入损
失，以及(b) 发生干旱之后年
份家庭收入增长更低

儿童发育迟缓造成的终生收入
损失：计算无干旱发生情况下
终生收入的预计现有值，并减
去14%（基于Alderman等人的
方法（2006））来预估发生干
旱时的收入情况

儿童发育迟缓造
成的终生收入损
失：

家庭收入增长更低：计算接下
来20年无干旱发生情况下家
庭收入的预计现有值，并减去
16%（基于Clarke 和Vargas
Hill的方法（2012））来预估
发生干旱时的家庭收入情况

家庭收入增长
更低： 人均216
美元

基于个人交流计算
（A. Kumar， WFP/
DRMFSS;a N. Balzer 和R.
Choularton，WFP， 2012）

567 790美元

常规应急响应
援助成本

长期生计损
失的成本

对埃塞俄比亚低收入农业家庭
进行计算

非食品援助成本：食品援助成
本再加30%

人均10美元

总计：
人均226美元

LEAP早期响应和延迟响应情景
LEAP系统
成本

接下来20年安装和维护的成本

援助成本

基于现金和食品援助的平均国
家成本计算

长期生计损
失成本

儿童发育迟缓造成的终生收
入：收割期后3个月一般家庭
将开始减少消费

相对于基准应急响应情景，在
每个早期响应情景下从避免的
生计损失方面进行计算

家庭收入增长：收割期后3个
月至5-8个月一般家庭将减少
对家畜的消费并出售家畜（
分别对于理想和延迟的LEAP
情景）

关于干旱应对策略时间点应
用Clarke 和Vargas Hill的预估
(2012)

局限性：关于人们转向不同干
旱应对策略的时间点的数据
不充分
注：
2012年数额均以美元为单位。
a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灾害风险管理和粮食安全司。

每个受益人34
美元
儿童发育迟缓造
成的更低终生收
入：
理想LEAP –10%
延迟LEAP –30%
家庭收入增长更
低：
理想LEAP –10%
延迟LEA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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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道主义要求文件关于三次干旱确定的紧急食品受益人平均数量，Law
使用该文件计算了埃塞俄比亚近年来发生严重干旱的所有三种情景的受益
人数量：2008年460万、2009年620万以及2011年460万受益人（埃塞俄比
亚，2008,2009,2011）—每次干旱平均510万受益人。
在没有量化数据的情况下，假设受益人数量在所有三种情景下保持不变。事实情
况是，需要援助的民众数量随着危机升级随时间增加，并且这种增加可能是非线
性的，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生存阈值，这个数量将成倍增加。然而，这个分析假定
采取早期行动的效益并不来自于更低的受益人数量，而是来自(a)每个受益人更低
的援助成本，以及(b)每个受益人更低的生计损失。当计算20年中响应的成本时，
考虑到人口增长和人口脆弱性的增加，假设受益人数量每年增加1%。

数据要求和收集工作
作者进行了三次文献查阅工作，以了解(a)人道主义响应对于干旱引发紧急状况
的本质；(b)LEAP系统如何运转及其相关成本和效益；(c)干旱对于家庭的经济影
响。由于时间和预算限制，作者利用现有数据而非开展原始研究。

不确定性
通过对关键值开展敏感性分析，包括：干旱频率、折扣率、受益人初始数量、人
群曝光度的年度变化、早期响应情况下避免的生计损失以及应急情景下的人均援
助成本，Law处理了数据和她假设情况的不确定性 。

E.3.3		

需要的资源，包括成本和专业知识

整个研究—数据收集、阐明方法学、分析和撰写—花了三个月时间。通过气候与
发展知识网，作者收到来自英国国际开发部和荷兰国际合作总局的资助，以及
WFP的实习津贴。这笔资助和实习津贴支付了作者研究期间的生活费用，总金额
约为2500美元。唯一一项其他费用是支付两人去埃塞俄比亚展示发现成果的两日
行，开支在3000美元以内。
作者得到了位于罗马和埃塞俄比亚的WFP职员的帮助，以进行访谈和讨论分析方
法学，也收到了来自埃塞俄比亚农业部相关人员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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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4		

发现结果/成果

表E.4 总结了本研究三种情景的研究结果。作者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

早期响应的经济效益很高：即使在延迟LEAP驱动情景下，相对于常规应急
响应，效益大于成本。即使使用敏感性分析来测试不同输入值假设、得出更
为保守的效益预估情况下，也是如此。大多数这些效益是由于避免了生计损
失，尽管降低援助成本的效益也非常显著；

–

干旱早期预警系统对于粮食安全来说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减轻灾害风险投资之
一：作者发现这主要是由于效益主要来自于避免了生计损失而不是避免了作
物损失这一事实；
表 E。4。 20年内基准假设情况下成本和效益的总结(单位：10亿美元)

应急

理想LEAP

延迟LEAP

援助成本

1.039

0.353

0.353

生计损失

2.350

0.235

0.705

LEAP成本

–

0.001

0.001

3.389

0.589

1.059

净援助效益
（减去LEAP成本后）

–

0.686

0.686

净生计效益

–

2.115

1.645

总净效益
（NPV）

–

2.800

2.330

总成本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与实际有差异。

–

假如气候变化背景下干旱频率和/或规模增加，随着时间推移效益将大于该研
究中所描述的。然而，关于气候变化如何将影响埃塞俄比亚的干旱，仍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界银行，2010，如Law所引用的，2012；IPCC，2012
）。根据敏感性分析，干旱频率对于结果产生第二大影响；折扣率具有最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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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5 		

227

交流分析结果和成果

BCA结果未被发表，但是初步调查结果已提交给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政
府。作者收到了大量积极反馈以及许多关于她未量化的问题，比如避免的家禽损
失和其他间接效益。由于数据有限，在此分析中没有使用间接效益，包括“改进国
家气象基础设施、加强部际协作、利用农业气象信息和其他服务的LEAP指数的可
能性（比如社区或家庭级别指数保险机制）以及能力建设（培训政府人员分析数
据和使用LEAP软件）”。这些讨论可帮助突出LEAP系统的潜在改进以及经常被忽
视的效益。

E.3.6 		

教训/挑战

如下列出了与这个项目相关的主要教训和挑战：
–

评估减轻灾害风险的非货币性效益：Law没有对每种情景下避免的生命损失
数量进行量化和货币化，因为与干旱相关的死亡率数据很难获取。此外，她
表示，将避免的生命损失数量货币化存在道德问题，即对人的生命进行估值
（然而，如在主要指导文件和其他案例研究中，经济学家经常在BCA中采用
VSL评估）；

–

选定一个合适的折扣率：BCA结果对折扣率高度敏感。Law使用敏感性分析
来对待高（15%）、中等（10%）和低折扣率（0%），并且在主要分析中使
用10%折扣率；

–

用有限的气象资料预测未来风险模式和关于气候变化对埃塞俄比亚干旱频率
和规模的影响的不确定性：为了克服这种固有的不确定性，作者假定一个更
高和更低的干旱频率，使用了敏感性分析。她发现干旱频率对研究结果有着
第二大影响；选定的折扣率有着最大的影响；

–

取得渠道并获取正确的数据：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缺乏可用数据，作者不能进
行开展她想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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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人群曝光度变化：Law使用敏感性分析，假定人群曝光度的各种增加情
况。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作者认为BCA框架是有用的战略决策工具，可帮助政府和捐
助机构在减轻灾害风险的不同投资情景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该分析比较了项目
之间回报可靠性的差异。敏感性分析被用来突出那些持续产生积极回报的投资，
而同时对那些回报很容易受到批判性分析假设影响的投资做出标记，比如折扣率
或干旱灾害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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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案例研究3：量化国家天气局挽救生命高温监测/预警系
		统在费城的成功
E.4.1		

背景和引言

尽管全球城市在继续开发并实施极端高温监测/预警系统，但仅有极其有限的经同
行评议的研究试图量化这些系统的有效性。这类研究的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示例是
Ebi等人(2004)对NWS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通知所潜在避免的
死亡数量进行了研究。
Ebi等人的目标是查明PWWS的效益是否可从该系统的预警以及相关社区响应行
动所挽救的生命数量方面来进行量化。这项研究反映了两种愿望，即显示这种系
统的有用性以及为关于费城方法对其他考虑这种系统的其他地方成为潜在基准提
供具体的证明。资助作者研究的经费来自于电力研究院和NOAA。
以下部分列出了作者在其分析中使用的方法及其关键发现成果。随后，从对
NMHS的关联性方面更加概括地考虑了研究成果。

E.4.2 		

使用方法

为确定这些预警是否降低了与极端热浪事件相关的死亡率，Ebi等人使用了回归分
析来评估1995年至1998年费城65岁及以上人群日常夏季死亡率与天气状况以及热
浪预警之间的关系。对关键研究因素和结论的简要总结如下。

研究日
该研究的设计依赖于一个相对独特的环境，来定义两类研究期间发生在费城的“热
浪日”：NWS实际发出了高温预警的日子以及PWWS(见E.1.3.1部分)表示天气状
况对人类健康存在风险的日子。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系列灾难性热浪事件(其中包括1993年7月6-14日发生的热
浪，医疗师办公室确定118人的死亡由高温引起)之后费城开发了PWWS。在当
时，人们从未听闻过这种由极端高温引起大量死亡后果的正式发现结果。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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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城资助了PWWS的研发以判定并提供可能造成死亡的预警条件。在研究
期间，NWS本地办公室职员负责发布热浪预警。为指导他们的决定，职员利用
NWS预报信息以及PWWS制作的信息。
费城高温天气-健康监测/预警系统可评估NWS的预报，从而判定此前造成每日死
亡人数高于季节平均数的天气条件(即，气团)。在研究期间，当预报员确定这些
状况后，PWWS再建议发布高温预警。然而，NWS预报员并不完全依靠PWWS
的建议，在发布建议和预警时常常比较保守。
因此，该研究中第一组天数包括那些PWWS建议发布预警的夏季日。这一共产生
了210个潜在热浪日，包括建议预警日和建议预警日之后的三天。作者涵盖了建
议预警日之后的三天时间，是因为高温引起的健康影响可能持续数天，并且这种
状况往往在极端高温事件后继续维持，即使它们并不足以形成一个高温监测/预
警。
该研究的第二组天数包括那些NWS职员基于实际和预报高温指数值发布的热浪预
警天数，这些值反映了高温和湿度的共同效应。高温预警由NWS发布，在本研究
期间共有21天。因此，当实际预警日之后的三天也计算在内时，第二组的热浪日
共有45天，

死亡率数据
作者所考虑的死亡率结果是对夏季期间65岁及以上人群每日死亡率超额部分的预
估。超额死亡率指65岁及以上人口中报告死亡的测度手段，对于某时间段围绕长
期平均值而发生变化。Ebi等人对费城两组热浪日分别创建了65岁及以上人群每日
超额死亡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库。
作者的费城大都市统计地区每日死亡率数据来自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他们将分析
限于65及以上人群，因为老年人对于高温更为脆弱；因此，他们认为关于预警系
统有效性的统计证据对于这一年龄组是最强有力的。

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作者们将65岁及以上人群每日超额死亡率值作为因变量，解释
性变量的系数因此可反映每个变量对这个每日死亡率测度的影响。在考虑一些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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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性变量之后，作者使用与超额死亡率显著相关的变量，得出了用于回归的
值。所得回归包括了一个常数和下列解释性变量：季节时间，即值所反映的夏季
期间日期的顺序计数；预警指示变量，反映数据是否代表了NWS预警实际发布的
那一天(或之后三天中的其中一天)。
作者通过在Microsoft Excel中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函数完成了分析研究。

统计生命值
为将由NWS发布的预警挽救的生命预估数货币化(由回归分析确定)，作者使用
EPA

VSL评估，在当时约为600万美元，作为初始值。对VSL评估对于年龄的敏

感性研究情况的总结做得较为有限，基于此，作者认为400万美元是恰当值，因
为研究人群是老年人。我们在E.4.7部分将更为详细地讨论有关这个方法的一些问
题。

E.4.3		

结果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NWS发布高温预警的每天或在随后三天内65岁及以上人
群降低了2.58人的超额死亡。延伸到研究期中当NWS发布了预警的45天时间里，
作者认为在这三年研究期间内预警可能为这一年龄组人群挽救了117人的生命(即
45个预警日或持续日x 每天挽救2.58人)。
然而，正如作者在其文章中指出，这些量化结果同时还伴随一个需要注意的问
题，即预警系数t测试统计值为1.43，p值为0.08(在92%的水平显著)，并且回归
方程仅解释了4%的观测到的数据变化(即0.04的R平方值)。该结果意味着在常用
5%水平的统计显著性用来评估一个变量影响情况下，作者不能拒绝这个假设，即
预警不能挽救生命。作者回顾了预警日系数的低p值，并讨论了第二种解释—系统
运行帮助挽救了至少一人的生命的可能性有92%。这创造了该计划效益的参考框
架，即可挽救1到117人生命这一较大范围。
由作者调整的VSL值400万美元与所挽救的生命数相乘，可得到该计划在三年研究
期的预估值为4.6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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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结果和成果

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其他同行评审文章和机构文件中有关高温健康监视/预警系统
潜在有效性的论述中，广泛引用了Ebi等人的论文。作者将其成果在广泛的专业会
议(比如美国气象学会年会)上做相关报告。然而，仍不清楚该研究结果是否以及
如何在调整后续的高温预警或PWWS组成部分中发挥作用。

E.4.5 		

挑战与教训

Ebi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在判定极端高温日方面的微妙挑战。具体而言，PWWS建
议发布高温预警的天数比较于NWS实际发布了预警的天数之间的差异，表明了不
同的标准对于确定特定气象状况相关的健康风险如何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
种差异对于作者拟评估数据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引发更多问题。例如，假
如公众清楚地了解了这些建议与过去死亡率上升相关联，潜在的效益会否增加？
或假如居民开始将更频繁的预警视为“典型”而非“极端”状况，潜在的效益会否减
少？

E.4.6		

所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如Lazo等人(2009)所报告，Ebi等人花了约340个小时以及约45000美元用于完成
分析并编制这项研究报告。在本情况下，该分析还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经济学家
的帮助，来完成回归分析。
然而，这项研究的关键因素是可获得基础性的每日死亡率、天气和高温预警数
据。如Lazo等人在其评论中指出，这些数据已完成汇总，因为Ebi等人的共同作
者之一，Kalkstein是PWWS主要的开发人。特别是，从PWWS相应大气团分类
角度进行对日数分类相关的工作和资源，并未反映在生成此研究所需的报告资金
中。总之，这样的研究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工作，需要获取广泛的气象数据并具备
对其进行评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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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NMHS情况的方法的建议

Ebi等人的研究得到了显著关注，原因是其取得了上述的定量结果。别人如何能
够或应该如何复制该研究，考虑这点很重要，同样该研究的其他结论是否值得关
注？本节就这些情况进行说明。

复制Ebi等人的研究
复制Ebi等人的研究确实是困难的。主要的困难是，该研究评估了相对独特的情
况，即在发布高温预警时有两种不同系统在运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区域只
开发和运行一个系统。
确定别人完成类似研究需要的资源也很复杂，因为作者获得了相当大额的资金来
研究超额死亡率与大气团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背后是PWWS而且推测还有
NWS具有依据的标准。
对于其他地方的NMHS，其他人可用不同的复杂性和成本来实施开发高温预警的
标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工作需要可获得目标地区每日死亡率数据的卫生官员
以及可获得历史气象数据的天气官员的参与。更为省事的办法是，可对特定气象
标准与极端高温同时出现时死亡率上升认作证据。而较为费事的办法是将历史日
在大气团分类中进行全面反映，然后基于特定大气团结果评估其与死亡率增加的
关系，并将整个过程用来开发PWWS。

考虑Ebi等人的结果对于NMHS的作用
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作者认为每挽救一个生命产生400万美元的价值，将
其应用于项目效益的货币性估算。他们选择了这个值来反映研究人群的年龄和
潜在死亡率替换。文章正确地指出，报告当时的文献混淆了与支持对VSL预估进
行基于年龄调整的结果；然而，选定的400万美元的值反而是作者做出的一种选
择，而不是经过实证支持的调整。最后，我们注意到，需要基于本地条件和可用
数据认真考虑并指导将死亡率风险或成果的潜在未来或观察到的变化进行货币
化的尝试。在今后的研究中，作者将需要仔细评估使用现有可用的EPA的VSL估
值；在缺少对价值的实证支持下，对每个挽救的生命应用Ebi等人使用的 400万估
值将存在问题。

附录E.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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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有一项有趣的考虑是，尽管其可量化高温预警公告的效应，但是这种预
警公告反过来又触发了一系列城市响应预期状况的行动。简而言之，将预计效益
归因于公告是短视行为，会使我们忽视这个城市为确定和评估处于风险之中的个
人并提供有助于挽救人们生命的保护性服务和行动所作出的努力。其他研究，例
如由Sheridan(2007)做的，发现，处于风险中的个人了解高温预警后，如果他们
当时是在一个群体中则并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降低其风险。
此外，Ebi等人的研究评估了城市及其居民可能对高温预警作出特别响应的一个时
期。具体而言，1995-1998年研究期间评估了费城1991和1993热浪事件以及1995
年芝加哥极端高温死亡率和覆盖全国的热浪之后的行动。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
随着时间推移公众对高温预警的响应呈现出降低态势，假如市民开始对真正的风
险开始失去敏感性。我们注意到该研究中报告的PWWS建议预警天数与NWS实际
发布预警的天数之间存在差异。如果这些预警在PWWS建议发布的所有天数中都
发布了，公众可能质疑是否会发生一个真正严重的事件；公众响应的水平可能随
着时间推移相应滞后。

参考文献：
Ebi, K.L., T.J. Teisberg, L.S. Kalkstein, L. Robinson and R.F. Weiher, 2004: Heat watch/warning systems
save lives: Estimated costs and benefits for Philadelphia 1995–98.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5(8):1067–1073.
Lazo, J.K., R.S. Raucher, T.J. Teisberg, C.J. Wagner and R.F. Weiher, 2009: Primer on Economics for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ervices. Boulder,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Sheridan, S., 2007: A survey of public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heat warnings across four North
American cities: An evaluation of municipal effectiv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teorology,
5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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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案例研究4：实施效益转移对改进气象/水文服务的效益
和成本进行评估，从而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灾害损失

E.5.1		

引言和背景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资源或相关的专业知识，从而无法为其所提供的气象/
水文服务进行定量评估。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了题为：在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
损失、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即水文/气象服务、早期预警和疏散(海利贾特,
2012年)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实施低成本效益转移的方法来估算发展中国家
改进气象/水文信息和早期预警的效益和成本。
案例研究4提供了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所资助的对该研究的方法和结果
概述。由经济学家史蒂芬·海利贾特所领导的此项研究在世界银行的大力推动下，
展示了改进气象/水文服务在国家层面所取得的效益，并有助于世界各地开展政策
方面的讨论。
案例研究已经包含以现有资料为例，来自文献的估算，同时在其它情况下，将专
家知识应用到对其它领域的气象/水文服务价值估算中。然而，正如我们如下的讨
论，这项研究提供了大范围早期预警系统和其他气象/水文服务的潜在效益。由于
这项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依靠直接的效益分析，这些结果应该作为最初的量
级估算，其有助于表明气象/水文服务改进的潜在效益。希望在真正进行投资之前
应用此方法NMHS需要结合对本地具体情况的分析。

E.5.2 		

使用的方法

海利贾特采用效益转移的方法制定发展中国家改进气象/水文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
的效益和成本的估算，从而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作者采用了以下具体的方法：
–

依据欧洲现有的文献和资料，对其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益进行了估算，从而避
免了资产和人员生命的损失；

–

应用评估的结果，估算为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类似服务的潜在效益；

–

对使用气象/水文信息并要求早期预警系统的天气敏感部门的其他经济效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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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估算，这些部门包括农业、能源、建筑、交通、卫生和旅游。作者为欧洲
得出这些效益，并将其应用到发展中国家；
–

估算发展中国家改进气象/水文信息和早期预警能力的成本并参照发达国家的
相关标准；

–

在发展中国家为气象/水文服务和早期预警系统制定一系列的BCR。

欧洲早期预警和筹备措施的效益
作为分析的第一步，海利贾特依靠现有资料，估算了欧洲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益，
从而避免了资产和人员生命的损失。

避免资产损失
海利贾特对于早期预警的评估避免了资产的损失，其基于欧洲对于洪水和风暴在
紧急筹备和响应方面文献的回顾，同时也依据其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基于这种方
法，海利贾特对欧洲使用早期预警系统进行了估算，避免了每年4.6亿至27亿欧元
的资产损失。这代表了欧洲0.003%至0.017%之间的GDP。表格E.5展示了作者计
算这些估算所使用的假定和资料来源。
表格E.5 欧洲使用早期预警系统，从而避免
资产损失的估算所使用的计算和假定

洪水

风暴

欧洲年度平均费用 (€)

40亿欧元(巴雷多, 2009年)

每年26亿欧元
(瑞士再保险公
司,2006年)

事件预测的百分比

50% 至75%(作者估算)

100% (作者估算)

由于早期预警 所减少的
损失百分比

10% (作者估算)至
50%(Carsell等人，2004年)

每年10% 至50%
(假定为相同的洪水)

度减少的总损失

2亿至15亿欧元

2.6亿至12亿欧元

总效益

每年4.6亿至27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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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生命
在欧洲，与天气相关并对人类安全具有威胁的事件包括：洪水、热浪、冬季风
暴、寒潮和雪崩。海利贾特审议了现有的资料和文献，从而确定在欧洲每一个事
件中的死亡人数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随后他假设如果在没有适当的早期
预警条件下，所导致死亡的人数。作者并没有写出确定这种估算所使用的准确方
法，但注意到，他将不同经济部门对于早期预警的有效性、使用和反馈均进行了
考虑。
基于此评估，海利贾特估计欧洲的早期预警系统每年至少能够挽救200人的生
命。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基于文献中的下限，气象/水文服务更
为可能每年可以挽救800人的生命。

将欧洲的效益估算应用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似服务的潜在效益
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系统的潜在效益已经凸显出来。因此，将欧洲的效益结果转
移至发展中国家，作者需要明确以下问题：(a) 已经获取了多少效益,和(b) 在获取
巨大的潜在效益时所耗费的成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海利贾特基于以下假设，
确定以下四组为发展中国家：
–

第1组(低收入国家)，组中所包括的国家没有基本的气象/水文服务，因此在
这方面，效益很可能接近于零。由于现有的区域性或全球化服务，因此海利
贾特假设这些国家已经10%实现了欧洲所取得的效益；

–

第2组(中低收入国家)，组中所包括的国家有基本的气象/水文服务，但是并
没有完全的进行业务运作。海利贾特假设这些国家已经20%实现了欧洲所取
得的效益。

–

第3组(中高收入国家)，组中所包括的国家拥有运作良好的气象/水文服务，
但是缺乏早期预警系统的资料产品。海利贾特假设这些国家已经50%实现了
欧洲所取得的效益。

–

第4组(高收入国家)，组中所包括国家的气象/水文服务和早期预警系统可以
媲美欧洲国家的水平。海利贾特假设这些国家已经100%实现了欧洲所取得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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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资产损失
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改进了早期预警系统，因此对于避免资产损失的估算，如上述
所定义，海利贾特认为避免潜在损失的大小取决于每个国家现有服务的水平。例
如海利贾特假设第一组中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现在已经10%实现了欧洲所取得
的效益，他计算了改进服务从而避免资产损失的下限，其估计如下所述：
–

欧洲级别服务的潜在总效益= GDP(4130亿美元) x 0.003%(为避免的资产损
失占GDP比例的下限估算)= 12亿美元；

–

现有服务水平的估算效益= 1200万美元x 10%= 100万美元；

–

改进服务的额外潜在效益=低估的潜在效益(1200万美元) – 低估了现有服务所
带来的效益(100万美元)= 1100万美元。

表格E.6通过国家分组总结了此分析。海利贾特的结论表明如果实施早期预警系
统，那么发达国家每年可以避免大约300万到20亿美元的损失。
表格 E.6. 由于实施了早期预警系统，从而
避免资产损失的估算效益(单位为百万美元)
潜在总量
发展中国家收入分组

GDP

现有效益

(类似欧共体)效益

假设当前
上限
下限
的比例
(GDP的 (GDP的 vs.潜在
0.003%) 0.017%)
效益

下限

上限

改进服务所带来的
效益

下限

上限

第1组：
低收入

413 000

12

69

10%

1

7

11

62

第2组：
中低收入

4 300 000

122

714

20%

24

143

97

572

第3组：
中高收入

15 300 000

433

2 542

50%

217

1 271

217

1 271

第4组：
高收入

43 000 000

1 217

7 145

100%

1 217

7 145

–

–

总量

63 013 000

1 748

10 470

1 459

8 565

324

1 904

注：由于四舍五入，总量可能并不等于总数。
资料来源：海利贾特（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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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生命
为了估算由于早期预警系统改进而挽救的生命数量，海利贾特首先调查了在欧洲
和发展中国家每年死于与天气相关事件的人数。根据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所制
定的国际灾害数据库中的资料显示，1970至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死于与天
气极端事件相关的人数平均为43000人。2011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数大约为
57亿，因此，每年居民死于与天气相关事件的概率为百万分之7.5。在发达国家
中，每年的死亡人数为2500人。而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大约为11亿，每年居民的
死亡概率大约为百万分之2.2。
海利贾特承认，由于在住房和基础设施质量上的差异，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灾害
防护和气候都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然而，他认为在欧洲，死亡率的差异很大程
度上归因于早期预警系统的可用性及其使用的有效性。我们无法独立地确认，获
取早期预警信息是否说明了风险的差异，或者还存在其它的因素。引用孟加拉国
在飓风锡德期间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所减少的死亡数量为例(相比以往该地区的飓风
期间，当时并没有使用这样的系统)，海利贾特认为将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疏散
系统提高到欧洲现有的水平，这将会使死亡率从每百万分之7.5下降至每百万分之
4，减少了46%。这意味着，早期预警系统每年将与极端事件相关的人类死亡数字
由43000人减少至23000人，每年可以挽救2万人的生命。
为了将这些估算进行赋值，海利贾特将《哥本哈根共识指南》应用在人类生命价
值的估算(每个“伤残调整寿命年”会在1000到5000美元范围内变动)33。他认为每
个与天气相关事件的死亡都等于失去了30年，这样算来每年所避免的死亡数的价
值将是6亿至30亿美元(假设每个生命等于1000美元来计算)。
注意到这代表了一个下限的估算，因为大多数研究人员对人类生命的价值都进行
了较高的估算。例如，在法国运输部门的一份报告中估算每个生命价值为100万
欧元(法兰西共和国，2005年)。维斯库斯和阿尔迪在全世界进行了VSL估算的全
面审查和评估研究。其发现VSL对美国劳工市场的生命价值估算范围是400万至
900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VSL对韩国的生命价值估算为75万美元，而印度则
为410万美元(维斯库斯和阿尔迪，2003年)。第7章将提供关于VSL估算的更多信
息。

33

“伤残调整寿命年”测量的是健康寿命年所失去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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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水文信息的经济效益(不包括来自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益)
改进气象/水文服务将不仅拥有更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这些服务也可以在一些没
有与天气相关紧急事件发生的、并且有用的服务形式中产生经济效益，诸如在工
业、商业、家庭和个人方面。例如，天气预报用于农业部门的规划(诸如决定何时
播种和施肥)，预测电力的需求、优化空中交通和船舶路线、规划低洼路段、并且
在各行业实现诸多其它用途。
根据现有的文献，海利贾特估算天气预报为天气敏感部门所带来的效益在0.1% 和
1.0%之间，占GDP的0.025%至0.25%。从文献中所记录的数据表明，该价值有
可能为更高的价值，因此海利贾特认为这是一个下限估算。例如，世界银行对东
南欧气象/水文服务的研究发现，克罗地亚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为0.09%，而
摩尔多瓦共和国则为0.35%。此外，海利贾特的估算并没有包括家庭的价值。
基于0.025%–0.25%的估算，欧洲天气预报信息的价值每年在34亿和340亿欧元
之间。表格E.7显示了海利贾特如何将这些估算推广至发展中国家。如表所示，他
估计在正常情况下每年使用气象/水文信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30亿到300亿美元
之间变化。
表格.7.改进气象/水文服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效益，不包括
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益
(单位为百万美元)
潜在效益
发展中国家
收入组

GDP

(类似欧共体)
下限
上限
(0.025% (0.25%
of GDP) of GDP)

现有效益估算

改进服务所带来
的效益

下限

下限

上限

上限

第1组
低收入

413 000

103

1 033

10%

10

103

93

929

第2组：
中低收入

4 300 000

1 075

10 750

20%

215

2 150

860

8 600

第3组：
中高收入

15 300 000

3 825

38 250

50%

1 913

19 125

1 913

19 125

第4组：
高收入

43 000 000

10 750

107 500

100%

10 750

107 500

–

–

总量

63 013 000

15 753

157 533

12 888

128 878

2 865

28 654

注意： 由于四舍五入，总量可能并不等于总数。
资料来源：海利贾特（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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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气象/水文信息产品和早期预警能力所需成本估算
改进发展中国家的气象/水文服务和早期预警系统的成本中将需要包含以下方面的
成本：即发展当地的观测系统、增加当地的预报能力、诠释预报的能力和将其转
化为预警的能力、发展分发和传播信息、数据和预警的通信工具、提高机构的能
力以及确保用户可以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做出决策。
海利贾特指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必要发展拥有最昂贵部件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气
象/水文信息(例如地球观测卫星和全球天气预报)，因为国际气象/水文界已经建立
了这些系统。
根据几个发达国家的信息，海利贾特所估算的成本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合适
的早期预警系统，5年期间每个国家对系统进行维护和运行的成本大约为5千万美
元34。这意味着所有发展中国家在5年期间所耗费的成本大约为20亿美元，所有发
展中国家每年的成本为8亿美元。他进一步估算了投资于NMHS能力建设和发展技
能的成本每年大约为2亿美元。因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的总成本每年约
为10亿美元。

E.5.3 		

发现/结果

研究估计，欧洲的气象/水文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每年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每年
避免了4.6亿到27亿欧元的资产损失，并且通过将天气敏感行业中的经济生产进行
优化，每年产生了34亿到340亿欧元的额外效益。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气象/水文
信息产品和早期预警能力升级至发达国家标准所带来的潜在效益包括：
–

每年避免了由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3亿到20亿美元的资产损失；

–

每年平均挽救了2万人的生命，通过使用《哥本哈根共识指南》，将这个数
字估值为7亿至35亿美金。

–

每年获得30亿至300亿美元的额外经济效益；

34

作者承认，成本将由于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取决于当地的科学能力，包括已存在的
大学和研究计划、当地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国家大小、信息是如何进行沟通的、人们对于
当地预报产品的信任水平以及其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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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总效益每年是40亿至360亿美元。而这并不能与每年
10亿美元的成本相比较，BCR为4至36。

E.5.4		

成果以及对NMHS境况的“因材施教”法

海利贾特的分析确定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为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人员和经济损失
的气象/水文服务、早期预警和疏散系统的巨大潜力。该研究也估算了在天气情况
并不严重时，其它来自于气象/水文服务的SEB价值。在审议该项研究时，我们注
意到一些应认真考虑的事项：
–

作者的假设并不总是基于现有的资料或分析。例如，作者估计在发展中国家
通过改进早期预警系统将与天气事件相关的死亡数量减少了46%。该数字似
乎随机，但是确实为评估潜在效益提供了一个基准。根据发展中国家所经历
事件的频率和类型，这个数字可能会稍高或稍低；

–

作者采用的一些方法并不一致。例如，作者使用国家分组来评估所避免的资
产损失，然而，他并没有将该方法用于改善气象/水文相关成本的估算；

–

研究方法似乎并没有考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在极端事件类型、频率和严重程
度方面的差异。不过，作者也承认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

正如作者注意到，该项研究没有考虑到在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或避免资产损失
时，这两个事件却很有可能伴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而发生。

尽管有这些顾虑，该项研究提供了气象/水文服务粗略的评估，使用此评估可以帮
助发展中国家在增加对早期预警系统和其它气象/水文服务方面的投资制定初步的
方案。海利贾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这种分析，其使用简单的假设，提供了数量
级而不是项目规模的评估。由于这些简化的假设，我们可以建议NMHS使用该方
法，即在进行真正的投资之前，首先纳入结合本地具体情况所作的分析。例如，
世界银行使用了海利贾特的研究成果为尼泊尔的一项气象/水文项目进行了贷款
评估。世界银行人员使用效益转移的方法评估避免资产损失的效益和经济效益，
应用海利贾特的方法，对所观察到的全国与天气相关的死亡率和区域大小进行调
整。然后，他们将这些效益和项目成本进行了比较。世界银行的分析要求大概在
两天内完成。世界银行也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也门的BCA研究中使用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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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贾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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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案例研究5：使用作物生长模式和决策分析评估肯尼亚基
于全球环流模式、用季节性降雨预测进行作物管理的潜
在价值

E.6.1		

引言和背景

许多研究都将作物生产模式与经济决策模式相互搭配起来，在农场层面评估预报
信息的价值。这些研究通常显示，先导性信息形式的季节性气候预报在改善农场
管理方面具有潜力，可至少适度并有时可大幅增加预期的农场利润。
本案例研究描述了用于作物生长和和决策模式的学术研究，其评估了肯尼亚两块
半干旱地区为农民提供基于GCM降尺度季节性降雨预测的潜在价值。具体来说，
作者将玉米播种和肥料管理决策如何对季节性预报做出响应进行了评估，使其与
没有预报并且农民依靠历史气候信息的情况相比较，前一种情况可以增加农场收
入。
研究考虑了位于肯尼亚半干旱的东部两个省的试验站：即分别位于马查克斯省卡
图马尼和马瓜尼省马金杜的国家旱地农业研究中心。该区域的玉米产量极大地取
决于10月到12月期间“短期雨季”的降雨。在半干旱环境中的玉米产量在一定程度
上是有风险的，因为其对于降雨数量和时间的年际变化十分敏感(汉森等，2009
年)。因此，农民有可能通过使用改进的预报信息而获得客观的收益。
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和社会国际研究所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了该项研究，以便获得
对以下内容更好的理解：(a)文中可行的季节性预报潜在的价值，其特点是高风险
的小农农业和相对较高的可预见性，和(b)GCM降尺度季节性预报的潜在用途和价
值35。

E.6.2 		

使用的方法

该部分提供了作者所使用的基本方法的概述。这项研究本身就包含了对这些不同
方法更为全面的描述，以及制定GCM预报情景所使用的方法。
.

35

汉森等 (2009年)的研究包括降尺度GCM资料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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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框架
为了得到效益估算，作者对比了响应季节性降雨预报而做出最佳决策的预
期结果和基于以往气候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为气候分布)而做出最佳决策的
预期结果，这样降雨预报的价值Vf,表示如下：
n

n

n-1 ∑ (PT y(x*|Fi;θi,eT ) − C x*|Fi ) − n-1 ∑ (PT y(x*|Θ ;θi,eT ) − C x*|Θ )
i=1

使用季节性预报所得到的预期
成果

i=1

基于历史气候信息所得到的预期成
果

这里：
P= 作物价格
y= 作物产量
x*= 使用作物管理战略，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预期收益的矢量
Cx*= 与管理战略相关的生产成本 x*
Fi= 年度季节性降雨预报i
Θ= 气候分布
θi= 年度所观测的天气 i
T= 本年度
n= 历史上采样年的数量
eT= 其它环境变量的当前值，限定在这种情况下，初始土壤湿度和氮气条件下(代
表土壤肥力)
因此，预测值是一个函数(a)管理变量，从而可最大限度地预期总收入，(b)

与管

理策略相关的生产成本，和(c)气候和环境变量。每年的天气资料、作物产量作为
预报或气候分布中观测天气和管理最佳化的函数。在此框架下，由于预报比气候
分布更为接近实际发生的天气情况(平均到所有年份)，因此农民可以从中获利。
这样对于实际天气情况来说，基于预报的管理战略更为理想。
作物模拟和利润最大化的管理战略
作为第一步，作者使用APSIMv4.2作物模式模拟玉米产量对天气投入和管理战略
的响应，包括林分密度和氮肥使用量的不同水平36。模式要求以下的信息：
–

每日的天气资料(最低和最高气温、降水和太阳辐射)；

36

该模式中的产量预测已通过在肯尼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它国家进行了多次田间试验得到
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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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的日期；

–

当地的土壤特性；

–

季节初期土壤的含水量；

–

栽培品种的特性；

–

林分/种植的密度；

–

氮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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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使用了来自于肯尼亚卡图马尼和马金杜研究区域中的观测站34年间(1968年
至2002年)所观测的每日天气资料。他们根据在秋季播种日期(10月15日至11月
15日)中连续两天第一次降雨量在25毫米时，确定模拟每年的栽植日期。如果以
上并没有发生，作者假设播种开始于11月15日。当地土壤特性、初始土壤含水量
和栽培品种特性在模拟年份里保持不变。
为了确定最佳的管理，作者认为有4种不同的林分密度和11种施肥用量。之后他
们选择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会产生最高平均毛利润的林分密度和施肥量的组合。
基于本地玉米生产投入的成本资料和市场价格资料，作者使用农业企业的预算来
确定毛利润。

预报情景
接下来，作者制定了季节性后报，模拟34年期间每年的预报情况。作者制定了两
种不同的基于GCM的预报类型后报，将其纳入一组通用的全球海平面温度(SST)
边界条件中：
–

观测SST季节性预报–在月度全球SST“观测”推动下，由24名成员组成的
GCM模拟。这并不是真正的预报预测，因为其采用的信息在预报日期之后将
不再使用。作者制定该后报，模拟了目前可用的预报技术水平。

–

持续的SST季节性预测–在从10月至次年2月观测期间的长期平均全球SST中
加入8月所观测到的SST异常现象，在其推动下，由12名成员组成GCM的“预
测”。

持续的SST观测用于表示最简单的SST预报系统，并作为研究区域中GCM预报技
术方面的下限。观测的SST预报用于表示给定的、基于GCM季节性预报系统中业
务预测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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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这些预报的价值，作者使用APSIM和作物企业预算来确定模拟期间每年
所实现的毛利率，其根据(a) 为预报选择最佳的管理策略，和(b) 实际观测的天气
情况。作者将不同预报情景下所取得的毛利率与使用气候学方法所实现的毛利率
进行了对比。他们也评估了情景中的毛利率，其中农民对于日常天气条件的全知
全晓。对于每个情景，作者评估了最佳的管理战略、是否将劳动成本作为生产要
素的两种毛利率。基于1989-1997年当地实验站进行的田间试验，对劳动力成本
进行了估算。作者假设播种所需的劳动力与林分密度及不同的预报之间成正比。

E.6.3		

结果和重要发现

APSIM的结果分析表明最佳的施肥量和林分密度对于降雨变化的响应存在很大的
差别。
在丰水年份中，通过较高的施肥量和林分密度取得了最好的毛利率，而在干旱年
份中，作者发现最佳的施肥量和林分密度要低得多。降雨和最佳投入水平之间的
良性互动表明，农民应调整肥料和林分密度，从季节性降雨预报信息中获得最大
价值。
表格E.8总结了三个预报信息情景的估算价值：即对每日的天气知识全知全
晓、GCM模拟与观测的SST共同运行、以及GCM预报与持续的SST共同运行。如
图所示，完全信息的估算价值中表明24%–69%为毛利率，其取决于位置以及是否
考虑了劳动成本。这些结果表明，如果农民可以在即将到来的生长季节中完美地
预测到天气，那么他们会从玉米产量上大幅度增加其平均收入。
表格E.8.季节性降雨预报的预测值
价值 (K Sh每公顷每年)
卡图马尼

马金杜

毛利率 %
卡图马尼

马金杜

包含劳动成本
9 333

6 851

68.7

43.6

GCM, 观测的SSTs

3 277

1 383

24.1

8.8

GCM, 持续的SSTs

-794

-1 289

-5.8

-8.2

11 657

7 268

44.2

23.6

GCM, 观测的SSTs

4 295

734

16.3

2.4

GCM, 持续的SSTs

31

-1 066

0.1

-3.5

  完善的信息

不包括劳动成本
完善的信息

注：在这项研究中，K Sh 1等于0.01319美元和0.00997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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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期的那样，来自观测的SST季节性预报所估算的价值低于完善信息的价
值。但是，在卡图马尼和马金杜所使用的这种预报使平均毛利率分别增加了24%
和10%。在这两个试验点，从企业预算中省略了劳动支出，从而增加了平均最佳
种植密度和施肥，对观测的SST预报进行了响应。这样提高了的产量足以抵消种
子和肥力所增加的成本，因此在卡图马尼的绝对基础上增加了预报的价值，而这
样的做法并不能在马金杜的试验点进行。作者报告，由于基于持续的SST预报并
没有表现出显著积极的预测技巧，其呈现出负数或接近于零值。然而，作者坚持
认为，持续的SST预报可能会低估在研究区域中所用的季节性降雨预报的表现。

E.6.4		

成果和针对NMHS所提出的建议方法

如上所述，一些研究已经使用作物生长模式和利益最大化原则，审查了为田间管
理进行的季节性预报的潜在价值。这些研究的范围复杂，但一般都需要与当地农
业生产、作物生长和经济优化模式相关的良好的专业知识。许多NMHS自身不具
备这种专业知识，并且可能需要聘请外部顾问来进行这种类型的分析。
虽然这些类型的研究可能会耗费时间和资源，但其可以作为帮助NMHS和国内合
作伙伴(例如农业推广机构和粮食安全组织)确定管理战略的重要工具，从而能够
帮助农民在不同预报情景下取得最大的效益。NMHS通过使用这些研究成果，可
以鼓励农民使用季节性预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用替代的战略。
如汉森等人指出，他们的研究有一个主要的缺陷：即只关注两个管理战略的影
响，从而忽略了许多其它影响预报价值的决定因素。例如，作者报告指出，农民
们于2004年在各自的项目地点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培训研讨会，共同确认了广
泛的潜在管理对策，其设计为：时间选择、整地方法、作物和品种的选择、栽培
策略、除草、土壤肥力管理、病虫害管理、耕地面积、梯田维护、劳务采购和分
配、家畜围栏和防护、饲料管理、粮食和饲料贮存。然而，在可用选择方案中各
农场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商业化农场和小佃农农场之间存在着差异，后者更
趋向于多样化并且更为多地资源受限。可以从农场层面的分析中获得季节性预报
对于农民所具有的更加现实和强大的潜在价值，这种分析可表示农场类型的不均
匀性并且可包括额外的管理选项。
本出版物和研究中主要指导章节的细节内容已说明，各项研究使用了决策分析评
估为单个决策者提供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而各决策者并没有考虑到潜在的价格
效应和季节性预报的广泛使用。例如，单一的农业决策者开始使用季节性预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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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几乎没有受到当地供给和需求的影响。然而，当普遍使用季节性预报的时
候，可能会引起总供给的变化，这样将对竞争激烈市场上的价格产生影响。随着
市场稳定在一个新的平衡，价格的变化将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

参考文献
Hansen, J.W., A. Mishra, K.P.C. Rao, M. Indeje and R.K. Ngugi, 2009: Potential value of GCM-based
seasonal rainfall forecasts for maize management in semi-arid Kenya. Agricultural Systems,
101(1–2):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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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案例研究6：评估瑞士为航空运输部门提供气象/水文信
息的价值

E.7.1

背景

2009年瑞士气象局委托了一项试点研究，即为瑞士不同的经济部门评估气象/水文
服务的效益。该研究(Frei，2010年)作为一项更大规模目标的一部分，其目的是
了解天气敏感型部门如何使用气象/水文服务而做出决定，并确定改进这些服务，
从而取得额外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由于在开始开展研究的时候，人们对于瑞士气
象/水文服务的价值知之甚少，因此试点研究的目的是提供初始的、数量级的效益
估值。
在2010年的研究中，作者使用了效益转移的方法对瑞士家庭、农业和能源部门所
使用的气象/水文服务效益进行粗略估值。结果显示，在瑞士来自气象/水文服务的
效益(不包括长期气候服务)总计为数亿瑞士法郎，BCR大概为5:1。该估算不包括
主要经济部门的效益，其并没有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诸如保险、电信、旅游、运
输和物流。
基于此分析的结果，瑞士气象局同意有必要进行更为详细的行业层面分析，这样
可以更好地了解瑞士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并且指出气象/水文服务的最大化可如
何增进社会和经济收益。为此，Frei和同事Stefan von Grünigen以及Saskia Willems进行了两次进一步的研究，其重点是气象/水文服务在公路和航空运输部门的
经济价值(两次研究分别为：Frei等人, 2014年,和von Grünigen 等人,2014年)。
案例研究6的重点是对于航空运输的研究(von

Grünigen等人，2014年)，其在瑞

士苏黎世机场的国内航线中使用TAF，即应用简单的决策模式对经济效益进行分
析。

E.7.2 		使用的方法
Von Grünigen等人所使用的决策模式，其为瑞士苏黎世机场的国内航班在避免成
本方面评估了TAF效益。下面的内容描述了作者所使用的、将这种效益进行量化
的决策模式和资料。

决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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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气敏感型部门，气象/水文信息服务是制定决策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的信息。
因此，相对于使用预报信息或者仅仅依靠气候资料的决策者来说，使用气象/水文
预报的决策者可以做出更为明智的决定。这通常会增加经济收益，即通过降低生
产成本和/或改进质量或提高供给量来达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决策者使用
气象/水文服务和其不使用时的效果来评估气象/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
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瑞士航空部门，von Grünigen等人制定了决策模式进行分析，
即如何使用TAF降低航空公司的燃油和飞行误差成本。该模式认为航空公司可根
据天气条件预报来携带附加的燃料进行特定飞行。如果目的地机场所预期的是恶
劣的天气条件，飞行员和飞行调度员可携带附加燃料储备，以便更好地应对与天
气有关的飞行时间延长。如果没有这些附加的燃料储备，对于航班来说将增加其
风险，飞机将不得不偏离和着陆在备降机场。航班出现偏差会导致额外的旅客补
偿、签转、起降费、燃料和名声成本等等。因此，额外的燃料可以作为免受偏差
出现的风险成本的保险。该保险的价格等于携带的额外燃料进行燃烧的价格。换
句话说，航空公司面临的是保险费用(即携带额外燃料的成本)和下行风险之间的
权衡(即偏差产生的成本)。

决策模式
飞机是否能够在其目的地机场着陆取决于(a)目的地的实际天气条件，和(b)携带
额外燃料的决定。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考虑到两种不同的天气条件：即“好”和“不  
利”。该决策模式认为，如果天气条件好的话，着陆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在恶劣的
天气条件下，如果携带了额外的燃油，着陆可能性的概率为p，概率q则是没有携
带额外燃油的概率。因此，如果携带额外的燃油，在另一个机场发生偏差的概率
为1–p，而没有携带额外燃油，所发生偏差的概率为1–q。图E.1提供了该决策过
程的图解。
作者模拟了两个情景下的决策过程：一个航空公司使用TAF做决策，而另一个则
在做决策的时候没有使用TAF。然后，将这两种情况的预期成本进行比较，如下
所述，得到了TAF的经济效益。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成本构成包括偏差的成本(D)，如果航班携带了额外燃料，发
生不能着陆和保险成本为(I)。使用TAF获得预期成本，作者为每一种预报和实际
天气的组合定义了特定的成本变量。如表格E.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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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恶劣天气
燃料储备

携带
额外燃料

目的地
恶劣天气条件

p

着陆

没有携带
额外燃料

目的地
好的天气条件

目的地
恶劣天气条件

q

1-p

偏差

着陆

着陆

目的地
好的天气条件

1-q

偏差

着陆

图E.1. 模式中决策路径的实施
资料来源：Von Grünigen等人 (2014年)

例如，C2表示预报为恶劣天气条件时，但是实际的天气确实是好的天气，在这种
情况下，航空公司所承担的成本；C2等于保险成本I，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公司将
根据恶劣天气的预报决定携带额外的燃料，这样不会引发偏差的成本。成本C1和
L都是基于保险成本I、偏差成本D、概率p和q进行计算的(见图E.2)，如下所示：
C1=C2+[(1–p)×D]
因此，当对恶劣条件进行预报并在其实际发生时(C1)，会使航空公司遭受成本的
损失，这些等于携带额外燃料的成本(C2)与发生偏差的概率相加：即携带额外燃
料(1–p)乘以偏差的成本(D)
表格E.9. 预报和实际天气之间不同的组合所产生的成本
预报的天气条件
恶劣的
好的
实际天气情况

恶劣的

C1

L

好的

C2

0

资料来源： Von Grünigen 等人。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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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E.10. 预报和实际天气条件的相对频率
预报的天气条件
恶劣的
好的
实际天气条件

没有预报的

恶劣的

F11

F21

F01

好的

F12

F22

F02

当预报天气为好的条件时，航空公司会承担成本，但是恶劣天气实际发生时，(L)
等于发生偏离的概率，即没有携带额外燃料(1–q)乘以所发生偏差的成本(D)，其
表示如下：
L=[(1–q)×D]
为了计算航空公司使用TAF所发生的成本，作者需要在确定预报的条件下准确预
测出实际天气条件的频率。对于无预报的情况，作者必须确定被认为是“恶劣”天
气的时间百分比和被认为是“好”天气的时间百分比。这些频率如表格E.10所示。
使用TAF预报的(ECT)预期成本等于表格E.9和表格E.10交叉相乘以后所计算出的
得数，其表示如下：
ECT=F11C1+F12C2+F21L
在大多数情况下，航空公司必须携带足够的燃料，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到达备降机
场(例如，飞往苏黎世的航班，巴塞尔和日内瓦就是备降机场)。当没有使用TAF
时，法规要求航空公司携带可以到达两个备降机场，而不是一个备降机场的足够
燃料。这笔额外的费用(A)在计算预期成本时没有使用TAF(ECNT)，具体如下所
示：
ECNT=F01C1+F02C2+A
根据这些计算，作者可以计算出TAF的经济价值(EV)，具体如下所示：
EV=ECNT–ECT

资料
为了估算EV，作者在以上所述的模式中投入了经济、航空和气象资料。他们从
国内两家航空公司获得了经济和航空资料，即全球性航空公司和点对点的直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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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及苏黎世机场。气象资料由瑞士气象局进行提供。
航空公司提供了飞机成本组件、燃料价格、p 和q概率的估算，苏黎世机场提供了
关于航班计划和到达频率的详细信息。根据信息，作者按照飞行时间将航班进行
分类。对于每个类别，作者定义了其标准的飞机，并相应地进行了成本分配。
作者所使用的是2008年4月至2010年3月之间的TAF验证用资料。该验证是基于预
报和实际气象参数的对比，即能见度、云底、风速、风向以及当前的天气状况。
作者使用能见度来确定模式所需要的两种天气情况。当能见度大于或等于5000米
时，他们将这种天气条
件定义为“好”，当能见度低于5000米时，他们将其定义为“恶劣”。作者使用能见
度作为其主要的参数，因为各种天气条件影响能见度，并且能见度的预报质量与
其它参数相比较差，从而防止在使用TAF时对经济效益作过高的估计。此外，还
有一些关于能见度和机场业务的明确规定(如着陆和关闭跑道的间隔时间等诸如此
类)，然而对于其他的可用参数则不能同样地这么认为。根据2008年4月和2010年
3月的TAF预报验证，作者计算了预报和实际天气条件的相对频率。

E.7.3 		重要发现和结果
本文表明，在苏黎世机场使用TAF可以使国内航空公司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根
据航班飞行时间的分析结果表明，每一次着陆的TAF经济效益总计为73至1780瑞
士法郎之间(78至1906美元)37。2009年，苏黎世机场所登记的着陆航班数量大
约为11000架次，其中60%为国内航空公司的航班。本研究中所述的两家航空公
司中，超过95%的着陆航班为国内航班。通过将两家航空公司着陆航班的效益相
加，并推断每一次着陆的平均效益为其它着陆的5%，因此作者估算了苏黎世机场
瑞士国内航空公司TAF的综合经济效益。根据这种方法，作者评估了每年TAF的
总经济效益大约为1400万瑞士法郎(1500万美元)。作者并没有说明安装和使用
TAF的相关成本。
这些结果是基于参与该项研究的航空公司所进行的成本估算。考虑到这些计算中
的不确定性，作者根据利益最大化和利益最小化估算了由航空公司提供的总效益
(见von

Grünigen等人(2014年)关于这些情景的更多信息)。这些计算所得到的

每年苏黎世机场国内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益价值在1100万至1700万瑞士法郎之间
(1200万- 18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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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每架航班平均价值的这些结果推测日内瓦机场的情况，从而估算出在这
两个主要机场中瑞士国内航空公司TAF的总经济效益。这一分析表明，每年TAF
总经济效益的价值在1300万至2100万瑞士法郎(1400万 - 2200万美元)之间。然
而，这种评估并没有考虑到日内瓦机场不同的经济和航空条件。此外，所有结果
对于不断改变的燃料价格来说是非常敏感的，正如作者所发现的，在此项研究
中，燃料是最重要的成本因素。

E.7.4 		对NMHS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研究
该研究由一家顾问机构协同瑞士气象局共同开展，历时约9个月。研究所耗费的成
本约为91000瑞士法郎(100000美元)。研究包括与航空公司代表进行面谈，从而
帮助制定决策模式和提供重要的信息。所采用的决策模式比较简单，并借助足够
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后有可能在内部可以完成。
在作者看来，他们的工作可以取得一个用于类似研究的主要经验：即公司十分知
晓他们在哪里和为什么要使用气象信息，然而他们却往往不能轻易将使用中的效
益进行量化。因此，NMHS不应该仅依赖于通过调查或访谈来了解气象信息的货
币效益。相反，其应该通过进行探索性的访谈，来了解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然
后，根据这些知识，一些机构应该建立、验证和使用决策模式，从而评估其货币
效益。
与航空公司管理人员和航班调度员进行的面谈，作为气象服务经济效益更广泛研
究(Bade等人，2011年)的组成部分，此条观察意见在瑞士交通部门得到了证实。
根据对von Grünigen等人的访谈显示，气象信息对于航空业的安全性和盈利能力
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受访者们无法将气象信息对安全性和盈
利能力的贡献与其它内容的贡献相互区分(例如组织措施)。
在目前情况下，使用决策模式来分析TAF的经济效益，可以使作者在其它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即其它一切相等)，取得关于TAF对航空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结论。
这个简单的模式提供了(至少)对使用气象/水文服务所取得的预期经济效益数量级
的估算。

参考文献
Bade, S., S. von Grünigen, W. Ott, N. Kaiser, M. Häcki, T. Frei, S. Willemse and Y. Abrahamsen, 2011: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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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kswirtschaftliche Nutzen von Meteorologie in der Schweiz – Verkehr und Energie. Report
prepared for MeteoSwiss, https://www.yumpu.com/de/document/view/6028139/
der-volkswirtschaftliche-nutzen-von-meteorologie-in-meteoschweiz.
Frei, T., 2010: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meteorology and climatology in Switzerland.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17:39–44.
Frei, T., S. von Grünigen and S. Willemse, 2014: Economic benefit of meteorology in the Swiss road
transportation sector.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21:294–300.
von Grünigen, S., S. Willemse and T. Frei, 2014: Economic value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Switzerland’s airlines: The case of TAF at Zurich airport. Weather, Climate and Society, 6:26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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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 芬兰气象局气象/水文服务成本的评估

案例7突出介绍了由VTT开展的对FMI气象/水文服务评估效益所作的经济评估(
其作为已出版的Hautala

和Leviӓkangas

(2007年)以及Leviӓkangas和Hautala

(2009年)的组成部分)。

E.8.1		

背景

芬兰气象局是欧洲第一个开展对其服务进行经济评价的NMHS。芬兰气象局最初
自2006年开始此项活动，此项活动甚至在马德里行动计划之前、以及在因欧盟INSPIRE指令而即将改变服务模式之前就进行了。芬兰气象局进行这些研究的目标
是确定气象/水文服务所产生的每一个欧元在EMI预算中的价值。
在FMI刚开始进行分析的时候，VTT正在研制EVASERVE(www.EVASERVE.fi)
，即一套为支持芬兰开发和实施不同类型信息服务而专门设计的评估工具。2006
年，技术研究中心推出了EVASERVE，但认为该信息服务还没有渗透到市场的现
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之内。
利用FMI和VTT两个机构的资源，其共同将FMI服务的经济评估与EVASERVE项
目进行整合，FMI报道称，与VTT的合作，帮助确保了评估在合理程度上的独立
性，从而提高了结果的可信度。来自VTT的工作人员，Raine Hautala 和Pekka
Leviӓkangas分别作为评估的首席分析师和首席作者。
继EVASERVE框架之后，作者关注于对各个部门和用户群货币化效益的估值。具
体来说，经济评估评价了FMI气象/水文服务对于交通运输、建筑、设施管理、物
流、能源和农业产品的影响和效益。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作者的评估提供了最
初的、数量级的估算。芬兰气象局继续进行更为深入的效益评估，以便帮助评估
特定的天气服务产品。例如，已经为公路运输和铁路服务做出了附加评估(Nurmi
等人，2012年，Nurmi等人，2013年)。
这项研究于2006年和2007年进行并持续了大约12个月。除了上述2位高级研究
人员，来自VTT的其余9位研究人员也为其做出了贡献。芬兰气象局指导小组的8
名成员中主要为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当时的FMI局长。受访的52人中包括FMI的
5名专家。FMI的2位专家对主要的VTT报告做出了贡献。为FMI所做出的总体工
作大约为2.5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一些FMI专家表示，研究结束以后的一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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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日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例如参加国外的姊妹组织。由于VTT工作被纳入
EVASERVE计划，因此对于FMI服务评价的具体工作很难获得回顾，这大概需要
15-20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应当认识到，对于当时FMI服务的社会经济影响的
评估(被称之为)对于VTT的同类来说是首开先河的。尽管其他利益相关者，诸如
FMI也为其做出了适量的贡献，EVASERVE计划主要还是由芬兰创新资助机构提
供资金。

E.8.2		

方法

本部分介绍了作者评估FMI服务效益的一般方法，包括对评估框架、输入的资料
和评估方法的概述。

评估框架
作者将对气象/水文服务效益评估的总体框架应用到各个部分(图E.2)。首先，他
们确定不同的气象/水文服务相关的“影响机制”。影响机制表示决策和行为可以为
了响应气象/水文信息而进行改变。例如，在公路运输部门，司机可能会根据恶
劣天气和道路条件信息决定留在家中或避免在特殊的区域进行行驶。在这种情况
下，司机的行为即为影响机制。

预先研究

文献

访谈，研讨班

统计分析、经验数据的审查、
分析模式的建设

影响机制

影响

定价，成本资料

分析者
专家验证
效益

图E.2. 评估过程中对每个部门进行的重复
资料来源： Leviӓkangas和Hautala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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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者对实际的影响(通常称之为结果)进行确定和量化，这些影响来源于已
确定的决策和行为的改变。按照上述的示例，司机对相关的天气信息而进行响应
的行为改变可能会减少道路上意外事故的数量和严重程度。这种减少将表示天气
信息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在可行的情况下，作者在确定影响时附加单位价格，从而在避免成本方面
获取效益估算。在公路运输的例子中，作者在减少车祸的数量、严重程度和避免
成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效益评估。之后作者将影响和效益的评估框架应用到 (a) FMI
目前的服务中，和 (b)可以提供完善信息的服务中。
为了评估目前服务的价值，作者使用资料和访谈以确定目前使用气象/水文服务的
水平、该信息如何改变个人和组织的决策、以及其如何使决策者或其他人获益。
然后作者在完善信息的情景下评估了FMI服务，在此情景下，他们认为可以拥有
完美的预报准确度，并且所有的潜在用户都可以获得、使用气象/水文信息，同时
相应的调整其自身行为和决定。作者使用完善信息的概念，这样FMI会有一个通
过气象/水文信息传播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参考点。
如上所述，作者对FMI气象/水文服务的影响和效益的评估仅仅针对芬兰的交通运
输、建筑、设施管理、物流、能源和农业部门。然而，许多其它经济部门很可能
也会从FMI的服务中受益。由于缺乏可用的资料或难以用货币形式来表达效益，
因此作者从分析中排除了这些部门。此外，VTT没有对专业知识或资源进行详尽
的分析。作者认为分析中的各部分代表了从FMI服务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这项
研究仅仅是对FMI服务总效益分析的一部分。

输入资料和评估方法
为了确定FMI服务对于每个部门的影响和效益，作者开始对气象/水文服务经济评
估的现有文献开始进行广泛的回顾。除了农业部门以外，他们依靠以往的研究资
料，同时也和部门专家及FMI代表进行了访谈。如果有可能的话，作者使用现有
的资料、统计资料和模式将每个部门使用的气象/水文服务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量
化。他们依靠文献、访谈、市场价格资料和其它现有的信息，以货币分配值量化
其影响。文框E.2提供了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价格制度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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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E.2：对使用单位成本所获取利益的评估
意外成本：为了对避免意外成本方面所获取效益进行评估，作者使用了由芬兰道路管
理局公布的官方事故单位成本。这些估算包括人身伤害(包括医院和卫生保健的费用和
生产损失)的相关成本、福利、人员疾苦(根据WTP的北欧研究)和物质上的损失。芬
兰道路管理局联合交通与通讯部每年将这些单位成本进行更新。除了物质上的损失之
外，作者将使用气象/水文服务所避免发生意外的同样成本应用到公路、铁路、水路或
航空运输部门。
时间成本：气象/水文信息也可以减少旅行和运输的时间。将效益货币化，作者采用时
间标准值，由交通与通讯部建立，并在芬兰交通中进行投资计算。这些价值：(a) 根
据国家劳动统计数据确定的运输营运人员(例如，公共汽车司机、卡车司机和火车工程
师)以及商务旅客的平均工资；(b)根据在北欧国家开展WTP研究中的通勤和休闲旅客
的时间价值。
业务中的成本节约和其它效益：为了评估使用气象/水文信息相关业务的成本节约，作
者主要依靠访谈和受访者所提供的保密数据。他们一共进行了60次深入的访谈，受访
者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管理人员和专家。通过这些访谈所获得的成本信息，使其为整
个芬兰进行了成本评估。当提高的不确定性较大时，作者不使用货币进行估算。

FMI提供了生产选择服务的成本信息。此外，由于FMI与另外一个主要的气象/水
文服务商Foreca股份有限公司共享了芬兰气象信息市场，所以作者必须对完全由
FMI所提供服务的总效益率进行估算。作者根据对两个供应商的市场占有率的估
算，确定了该百分比。通过使用访谈、客户资料和VTT专家判断的信息，作者估
算FMI的总市场占有率大约为70%。因此，他们认为在芬兰，FMI总效益中的70%
是通过使用气象/水文服务而取得的。
由于作者在评估不同部门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效益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程度
的分析，所以他们认为一些估算会比其它的更为可靠。例如，为公路运输部门估
算效益，作者使用拥有标准方法和资料的现有影响模式。作者和受访者们也对通
过对交通部门使用气象/水文服务使其受益有着全面的了解。因此，作者认为对部
门的估算是十分可靠的。另一方面，虽然铁路管理者们已经明确的认识到气象/
水文服务的价值，但是少量的数据和现有的几个研究支持了为铁路交通部门的效
益进行估值。同样的，在物流和供应链运营部门使用和估算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
也只有很少的资料可以使用。因此，作者根据受访者和影响到国家层面的主观尺
度，分析了这些部门的效益，并认为这些评估的可靠性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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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E.11.对芬兰气象局目前的服务和完善信息的附加价值所进行的效益评估

部门

影响

公路交通

减少事故的发生，更有效地进行基础设施维护

行人和骑车者

减少滑倒的事故，更有效地进行维护

水路和海洋运输

减少事故和环境破坏，更有效地进行运作，降低
油耗

航空

减少事故和排放，更有效地进行运作，为旅客节
约时间

铁路运输

更精确的列车时刻表，为客运和货运节约时间

物流、供应链

更高的交货可预测性，为储存降低成本和风险

建筑、设施管理

防止模具的损害并进行防霉，更有效的进行维护

能源生产和配送

提高生产能力和可用性的预测，减少损伤，防止
生产和分配的中断

农业

作物保护、病虫害防治和减少损害，改善收获的
时机

合计
资料来源： Leviӓkangas 和Hautala （2009年）

E.8.3		

结果和发现

如表格E.11所示，作者评估了当前FMI服务对所选定部门的年收益，其每年大
约为2.62亿至2.85亿欧元之间(2006年的欧元汇率)(3.59亿至3.9亿美元之间) 38
。FMI的年度预算为5千万欧元至6千万欧元(6850万至8220万美元)。因此，现有
服务的年度BCR至少为5：1，并有可能达到10：1。在完善信息的情况下，FMI
38

根据2007年平均汇率：1.37美元等于1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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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FMI服务的价值

拥有完善信息的附加效益的价值

(百万欧元)

(百万欧元)

意外：9–18
维护：2

意外：9–18
维护：没有计算

滑倒的意外：113

滑倒的意外：122–203

维护：没有计算
意外：14–28起
努力应对石油泄漏：10
节约燃料的救援行动：1

没有计算

意外：46
节约燃料：4
机场维修：3
环境损害：1

一共为4

节约时间0.3

节约时间：0.2

没有计算

一共为5

建筑：10
设施管理：5

建筑：10
设施管理：5

断电防护：2
生产预测：3
泥炭生产：5

断电防护：3–8
生产预测：5–15

作物增产：12
作物损害：12
更为有效的耕种：8
其它效益：2

一共为3-5

262–285

166–283

服务的效益将由65%提升至100%。
在道路运输部门，作者对减少事故所避免的成本进行了估算，其每年的值为900
万至1800万欧元，通过完善的信息将会使这些效益增加一倍。此外，气象/水文服
务在避免道路维护成本方面，每年又将产生200万欧元的效益。在航空、水路和
海洋运输部门，每年减少事故所避免成本的效益总额约为1400万至4600万欧元。
作者对当前气象/水文服务每年对农业所产生的总收益进行了评估，其值大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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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万欧元。这个数字包含了避免的损失成本和提高的生产力。
这项研究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关于滑溜的警告，对行人和骑车者似乎是最有
益处的服务。在当前服务水平之下，每年对于医疗费的减少、失去的工作时间、
避免终身伤害，和挽救生命进行的评估，其值为1.13亿欧元。如果人们可以获取
完善的信息，那么每年将避免另一个1.2亿欧元的损失。这些数字由于属性问题和
在避免成本要素方面不同的估价基础，因此有一些不确定性。然而，即使在该部
门效益被减半的情况下，其数量依然十分显著。此外，结果仍然表明，非机动化
交通模式中的成本避免比那些机动化的更为明显。

E.8.4		

芬兰气象局的成果

根据FMI的成果，VTT的评估阐明了，通过改善与FMI服务相关的价值链的后期阶
段，可以获得潜在的额外效益。通过研究，FMI加强了媒体和各种用户群体的参
与，每隔两到三年，便开展调查。这种参与使天气和气候服务无论在公共领域还
是商业领域都得到源源不断的改进和创新。此外，FMI也和其它公共机构和部委
合作，为公共部门制定了新的服务(例如，应急服务)。
最后，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后，FMI还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其目的是评估气候变
化及气候适应性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天气和气候服务的经济价值。该小组中的经
济学家已经为一些部门中所选定服务的SEB进行了评估。FMI加大努力制定结合
依照时间段和区域天气或气候条件进行划分以及影响观测的大型数据库。这些数
据库能够将归因于天气服务的影响和所减少的影响做出更为全面的经济评价。最
近，该研究小组正在详细阐述概念，即改进的天气服务有效性也可以应用到气候
变化适应的研究之中(Perrels等人, 2013年；Pilli-Sihvola等人,即将出版)。 研究小
组的研究重申了监测和改进所有阶段价值链的意义(Nurmi等人, 2013年)。

E.8.5		

对NMHS的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分析

通过研究我们总结出，在芬兰的交通运输、施工管理、设施管理、能源和农业部
门通过对气象/水文服务提供数量级的评估来避免成本。该评估框架提供了一个简
单的过程，这样NMHS可以在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链范围内评估气象/水文服务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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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作者对各个使用气象/水文服务的部门及其影响提出了一些假
设。这些服务估值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模式和相关资料的可用性、
为该项研究做出贡献的专家对所使用知识和理解、以及气象/水文服务的价值。
此外，由于缺乏可用的资料、专业知识和资源，因此这项研究排除了一些可能会
从FMI服务中受益较大的经济部门。作者认为分析中所包括的部门代表了从FMI服
务中最大的受益者。然而，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的附属部门。
此外，尽管该研究对特定部门的有价天气服务进行计算(即作者从估算的效益中减
去成本，所获得的净效益)，其并没有考虑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相关的媒体成本。
如果将这些成本都考虑在内的话，气象/水文服务的BCR将会略低。
作者也没有考虑相关部门中与提高效率相关的价格效应。最后，由于所采用的估
值方法，包含了实际成本和WTP估算，读者应该谨慎的考虑一些研究的总金额，
并避免与GDP或总公共预算进行直接的比较。
尽管有这些限制，NMHS也可以使用这类分析来证明其预算，并开始了解不同部
门中的气象/水文服务价值链。这种努力可以使特定服务的评估更加详细，将其作
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反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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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案 例研究8：改进的气象/水文服务在莫桑比克所产生的
经济效益
本案例研究39突出介绍了对莫桑比克气候抗灾力项目战略计划组成部分所进行的
经济分析，旨在更好的理解在该国促进气象/水文服务所耗费的成本及取得的效
益。该分析包括三种效益评估的方法：(a)

效益转移的方法，(c)与特定经济部门

相关的专家推断 ，和(c) 公众的偏好调查。本案例研究主要集中于公众偏好的调
查。

E.9.1

背景

近年来，莫桑比克已经遭受了几次大洪水事件。在2000年、2001年、2007年和
2013年，极端天气和洪水事件共同造成了超过1200人死亡和150万人口流离失
所，并且对基础设施造成的破坏达到15亿美元。近来在2013年1月和2月，极端洪
水在莫桑比克的林波波河、因克马蒂河和赞比西河下游泛滥。其造成的结果是：
疏散了超过17万的人口、113人丧生、8.9万公顷作物被毁。 滞水所带来疟疾和血
吸虫病肆虐。人身损害的经济成本估计为4.03亿美元。
在莫桑比克，水、天气观测和预报的事宜委托给两个政府部门的几个机构进行管
理。公共工程和住房部(Ministério das Obras Públicas e Habitação)、国家水务理
事会(Direcção Nacional de Águas)和5个区域水务机构负责水文事宜。运输和通
讯部(Ministério dos Transportes e Comunicações)则代表国家气象研究所(INAM
– Instituto Nacional de Meteorologia)负责气象事宜。
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伙伴积极地支持莫桑比克水务部门。在支持
水务部门的计划基础之上，2009年世界银行为莫桑比克制定了国家水资源援助战
略。通过这项计划，世界银行确定了加强气象/水文资料的财政资源，从而为水资
源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与周边国家进行跨界合作提供了核心业务。
莫桑比克国家水资源援助战略引发了莫桑比克国内一系列与改进气象/水文服务相
关的活动和投资。2011年，莫桑比克在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的支持下，发起了
国家水资源发展计划，其包括加强国家气象/水文服务的专门项目。同年，世界银
行气候投资基金创建了莫桑比克气候抗灾力战略计划，该计划是对气象/水文服务
的一个试点投资。随着气候抗灾力战略计划的批准，莫桑比克部长理事会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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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国家战略，这样其指定了INAM需要加强的工作，国家水务理事会和区域
水事务主管部门将其作为国家的优先事务。2013年，世界银行为气候变化国家战
略的专门项目批准了额外资金，从而在其国内改进气象/水文服务。该项目还得到
了北欧发展基金的资助。
由世界银行资助的经济分析，其目的是将假定进行评估和量化，改进的气象/水文
服务将提高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并且可以加强与水和天气相关灾害的抗灾力。为
了改进政策、规划和预算分配方面(告知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对话和决策，该分析
从经济角度来评估了气象/水文服务。同样重要的是，分析旨在使负责任的政府机
构来评估其干预措施、优化利用现有资源和指导未来的研究和投资。

E.9.2 		

方法

公共利益评估包括几部分的现场调查 (a) 在莫桑比克的家庭中对于气象/水文服务
的偏好评估，和 (b) 对家庭WTP各种服务的估算。为了评估WTP，调查包括了CV
方法问题。下面的章节描述了Lazo用于制定和实施调查的方法，以及一些与CV方
法问题相关的关键性问题。
E.9.2.1		

调查方法 – 制定、取样和实施

这项调查基于之前工作中主要在美国和有限数量的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CV方法。
以往在发展中国家其它情况下实施的CV方法调查也同样对收入限制进行了专门的
处理，这样会影响受访者对WTP的阐述。许多在莫桑比克进行的其它主题的调查
也被用于一些特定于莫桑比克的基础问题之中。在调查规定的选择部分中，对一
套天气预报改善属性进行了定义和量化，其基于一组INAM员工的焦点团体在马普
托与利益攸关者举办的研讨会的结论。一旦调查进行制定和翻译成葡萄牙语，少
数现场的初步试验可以确定潜在的调查问题。基于这些初步的测试，调查在最终
实施前进行了修订。
由于调查是现场进行的，因此不可能进行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相反，作者选
取了数量有限的实施地点，试图取得基于一系列国家特征的跨界人口数：即城市
与农村地区相互比较、南部地区与中部和北部地区相互比较、不同天气和气候环
境之间的比较。一些省份由于人口稀少、难以到达，并且(在实施的时候)某些地
区存在潜在的暴力及政治冲突，因此并没有在那里进行取样。未来的工作应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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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易进入的地区进行开展，因为在这些地区不太有机会获取到天气、水和气
候的信息。
这项调查的起止时间为2013年6月11日至6月18日。采访者用硬拷贝存储收集资料
或使用个人数字助手进行资料的采集。在一些地区，当地政府官员陪同采访者，
在需要翻译的时候进行协助。为了达到目标的样本量，调查公司没有记录已经接
触过的联系人，因此不能计算反馈率。虽然采访者记录了访谈的开始时间，但是
公司却没有记录其完成的时间或完成所用的时间。口头报告表明访谈一般持续30
分钟以上。
E.9.2.2		

条件评估法

由于天气预报的公益性，大多数的天气预报服务的经济价值不能在市场上直接
观察到。因此，很难确定服务提供变化的经济价值，尽管这正是要求所进行的
BCA。
正如这里所描述的一项偏好方法的研究，使用调查进行价值估算，其中相关人口
的地标性样本包括所述的偏好，这些可以直接或间接确定WTP是作为商品还是服
务。作为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价值是依照调查场景中所构建的市场性质而定。叙
述性偏好方法包含在CV方法和既定选择方法之中，研究中都使用这两种方法。案
例研究8侧重于研究中的CV方法。所使用的CV方法泛指假设的交易框架，要求受
访者直接提供关于其特定商品或服务价值的信息。条件价值评估法通常定义为包
含直接开放式的问题，诸如“你会愿意支付多少钱去买…..”。
相对于受访者对商品的已知信息，CV研究需要定义进行评估的商品，包括特性，
诸如提供的时间、提供的确定性、替代品和补充品的可用性。在天气预报方面，
其可能是个人对这样信息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和合理的理解。这样相比于其它
商品，减少了在商品定义和解释方面的认知负担(诸如对文化古迹空降酸沉降的影
响)
还必须告知受访者交易的框架，包括付款的方法和时间，并且他们应该意识到其
预算的限制。在研究中，假设支付决策明确规定，鼓励受访者根据其实际的偏好
来回答问题，这样个人能够找出其自身的最大利益，并将策略化行为最小化。当
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时，可能个人的偏好将与福利变化的经济措施相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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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潜在的偏差或CV方法研究中所混淆的方面一般涉及调查的制定、实施和分
析。此案例研究中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a) 收入限制；(b) 情景排斥，和
(c) 利他主义的动机。审查这样潜在的偏差或混淆的问题，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对该
案例中商品的真正价值：即对改进天气信息的价值有更好的了解。
E.9.2.3		

收入限制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非市场估价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许多人没有货币的
收入，因此要求WTP以货币形式可能无法在受访者的访谈中获取到有意义的结
果。我们试图通过识别受访者的货币约束，并在对反映的分析中来解决此问题。
在接受访问的受访者中，32.1%(576人中的185人)表示他们没有货币收入(另外
4.7%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根据劳动价值或制定大量的措施，而不是投入工资，
我们制定了可变的“资金约束”，其中0意味着赚钱没有困难，12意味着个人不可能
为了这些方法而获得资金。无论是由于收入的限制或无法使用货币交易，我们觉
得这样的规模代表了个人使用货币活动的措施。规模价值的范围从无约束(2.87%
的受访者)到极端的约束(6.60%的受访者)。
E.9.2.4		

情景排斥

潜在的情景排斥在CV文献中是一个长期的议题。如果个人不理解或确信假定情景
的某些方面的话，她/他可能无法说明商品的真正价值。一般情况下，据猜测，如
果他们拒绝情景的话，那么个人所说出的WTP将会是零。也有可能的是，如果他
们对商品或提供的可能性感觉不确定的话，个人将低估其真实价值。一些研究人
员认为，在开放式或支付卡的CV研究中大量的零竞标是潜在情景排斥的证明。由
于情景排斥很可能无法从调查方法中消除，对于情景排斥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是通
过听取问题汇报或通过检查问题的回答来确定潜在的情景排斥，这样将表明个体
确实为具有正价值的商品。
在努力确定和说明潜在情景排斥的情况下，我们所做的是包括探讨个人动机的价
值主张的问题汇报。这些主张的因素分析是用来形成一个“排斥得分”，那么所包
含在内的回归分析就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具有高排斥得分的个体预计会低估其真
实价值或得到商品的零值。如果对潜在偏差不进行解释，可能会导致对真正WTP
的严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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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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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和遗赠价值

我们考虑的第三个问题是无论为预报改进而说明其WTP的个人动机，还是对自己
的使用场所价值或给予他人的潜在价值(利他值)，或给予后代的(遗赠价值)。这
样的价值已经在非市场环境商品价值中表现出显著的作用(例如，清洁的空气或物
种保存)。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事先就考虑到这些方面在天气信息价值方面发挥的显
著作用，我们认为其主要是供个人使用。
E.9.2.6		

支付卡

这项调查使用了支付卡的方法，其中由个人提出假设的情况，然后在卡上圈出表
明其对该计划最大WTP的数字(见图E.3)。调查采取了两种版本(受访者只看到两
种版本的其中一种)。一种版本针对所有属性的中级改进开展了一个计划，第二种
版本则是针对所有属性的最大改进。支付卡随后就是针对潜在情景排斥、利他主
义或遗赠动机方面的问题表述。

E.9.3 		

结果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成样本在社会人口统计与人口社会统计方面
的对比，但是应该对推广到个人的能力进行评估。研究发现：
–

略少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单身(48%)，45%为已婚或有婚姻关系，
剩余的(7%)为离婚或丧偶；

–

居住在50公里之内或在目前所在地的住户平均居住时间为14.5年(中值为13
年)；

–

只有9.9%的受访者表示其工作为全职，另外23.8%的受访者则表示其工作为
非全日制工作，22.2%为失业，13.9%为个体经营或企业所有者(这不包括全
职或非全日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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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1

愿意为改进的计划而进行付款

相对于比较计划，现在我们想要你在如下所示的计划中考虑一个改进天气预报的计划。

目前预报的准确性


计划Q


提前进行气旋预警和公告的时间

目前提前的时间为2天

提前时间增加到3天

其它所有提前进行的预警和公告
的时间

目前提前的时间为1天

提前时间增加到2天

地理细节

国家的三个部分（东部、中部和
北部）

省级水平 (10+马普托城)

时间段覆盖

目前覆盖为一整天

通过昼夜将信息进行分解

高低温的预测准确度

一般每天的准确度为±2°C

将以往1天相同的准确度延伸至2天

降雨信息的准确度

当时的准确率为75%

当时的准确率为80%

海事信息

当时的准确率为 70%

当时的准确率为80%

季节性预报的可靠性

当时的可靠性为65%

当时的可靠性为 70%

洪水和水位的准确性

当时的正确率为 70%

当时的正确率为80%

CVM1  您每年为改进天气预报的计划而愿意进行支付的最高金额是多少？请在下面的数字中圈
出您的家庭愿意为该计划支付的最高金额数字。

MT 0 (我不会支付
任何费用)

MT 15

MT 30

MT 60

MT 120

MT 240

MT 480

MT 720

MT 1,440

MT 2,160

MT 3,240

MT 5,400

MT 9,000 或更多

其它 (填写数字) ___________

注： MT =莫桑比克梅蒂卡尔。

图 E.3. 在研究中使用的条件价值评估法问题和支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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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少于19%的人员为学生，24.3%的人员为退休，0.5%人认为自己是家庭主
妇。

制定了一本调查编码本，在其中显示了对于每个问题的响应频率、平均值、中位
数、标准差、响应数和失去的响应数量。这些信息为初步目视检查，允许研究人
员制定用于资料的好“感觉”，并且检查编码的错误和进行遗漏资料的潜在影响的
评估。这种类型资料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应该与先前所有的资料一起进行分析。
E.9.3.1		

资料调整、遗漏的价值和拟合收入估算

正如在调查资料分析中的常见做法，我们选择性的将有限数量失去响应的任一平
均或中位数进行替换，因此这些观测结果在以后的多变量分析中不会丢失。一组
虚拟和重新进行编码的变量产生于后续的以资料分析为目的、多个分类响应的问
题之中。具体而言，对于每一位受访者来说都包含了虚拟的变量，其表示：(a)
他们是否生活在城市或农村地区；(b)

他们是否生活在莫桑比克南部或中北部地

区；(c) 他们是否受雇佣(全职或兼职)或没有；或 (d) 他们是否有任何类型的货
币收入。分析的附加变量进行调整包括：询问个人在过去10年中是否有来自天气
或天气事件影响的经历问题、他们的资金限制水平、受教育的年数以及他们在目
前居住区域的居住时间。附加的社会认可统计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和
收入。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由于受访者没有汇报收入水平(18.8%表示“不知道”
，17.9%拒绝回答此问题)，我们使用了线性回归分析来生成所有人的收入拟合
值。
E.9.3.2		

来自公众调查中“非经济”部分的结果

调查工作的一个重要和宝贵的方面是收集受访者的资料、进行理解、偏好和对天
气、水和气候信息的使用。这些收集的资料部门用于制定文中调查的评估部分，
以及为NMHS生成有关公众水文气象信息处理中的有用资料。调查中引用受访者
的信息如下：
–

受天气影响的经历；

–

关注未来的天气事件；

–

天气影响和信息意识；

–

天气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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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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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电视

广播

朋友

政府机构

非政府组织

报纸

互联网

电话

图E.4. 接触到天气信息来源的年度频率(n = 576)

我们不能对这方面的工作结果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可以提供来自调查中非经济
部分的两个问题相关类型的信息和分析的例证，即受访者关于天气信息来源的特
别问题。首先，我们提供对于天气预报的定义，其包括天气和气候条件的信息、
在调查其余部分中对使用术语进行了阐明。具体来说，我们指出“天气预报是对未
来天气、水和气候条件的预测”。只有72名受访者(约为12.5%)表示，他们没有任
何可以获得天气预报的方式(诸如电视、广播、报纸和朋友)。正如可以预料的那
样，在统计上明显的较高部分没有出现在农村地区(17.5%在农村地区，5.4%在
城市地区)。
然后，我们询问受访者关于获取天气信息和频率的来源，他们使用一些潜在的沟
通渠道(见Lazo等人 (2009年)在美国询问相似问题的结果)。将问题进行了修饰(“
你多长时间可以通过下面所列举的来源来获得、看到或使用天气预报？”)，这样
可以确定所有可以接触到预报的来源，而并不仅仅是他们多久可以主动地寻求信
息。对于每八个可能的信息渠道，应对方案的范围从“从不/很少”到“每天两次或更
多”。该应答计入“年均次数”所使用的下限值，以便不夸大频率。例如，每年平均
所记录的“每天两次或更多”为730次。
图E.4显示了年度平均通过来源获取信息的频率(从语言项目记录中表明频率)。所
有来源中的平均总频率略高于每年600次和中位数365次(或为每天一次)。这有力
的表明，天气信息在普通莫桑比克人的日常决策中发挥着作用。
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差异分析表明，在莫桑比克农村地区的受访者中约有6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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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获取天气信息，而这个数字多于在城市地区受访者(在莫桑比克的农村地区
每年使用天气信息的次数为770次，而城市则为480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
农村地区的人们更愿意通过电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获取天气信息。我们还调
查了在两个“区域”(莫桑比克南部和中北部)受访者获取来源的差异，发现在莫桑
比克南部地区的受访者获取天气
信息的人数比中北部的人数要多50%(在莫桑比克南部每年的数量为700次，而其
余的地区为463次)。那些在南部区域的人们更为明显的喜欢通过电视和政府即非
政府机构的渠道来获取天气信息，而那些在中北部地区的人们则不太喜欢通过报
纸获取天气信息。最后，通过来源频率的因素分析而生成三个因素：(a)

“常用的

来源”，诸如广播和电视； (b)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和 (c) “稀少的来源”诸如互
联网、报纸和电话。
表格E.12.两种版本的条件价值评估法问题的属性和水平

目前预报的准确性

版本 1

版本 2

提前进行气旋预警和公告
提前的时间增加到3 提前的时间增加到5
当前提前的时间为2天
的时间
天
天
其它所有提前进行的预警
和公告的时间

当前提前的时间为1天

提前的时间增加到2 提前的时间增加到4
天
天

地理细节

国家的三个部分（东
部、中部和北部）

省级水平(10 +马普
区级水平(128个区)
托城)

时间段覆盖

当前覆盖一整天

高低温的预测准确性

通过昼夜将信息进
行分解

以3小时为单位分
解信息

一般每天的准确度为 将以往1天的相同准 将以往1天的准确度
±2°C
确度延伸至2天
延伸至5天

降雨信息准确度

当时的准确度为75%

当时的准确度为
80%

当时的准确度为
75%

海事信息

当时的准确度为70%

当时的准确度为
80%

当时的准确度为
90%

季节性预报的可靠性

当时的可靠性为65%

当时的可靠性为
70%

当时的可靠性为
80%

洪水和水位的准确度

当时的准确度为70%

当时的准确度为
80%

当时的准确度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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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E.13.愿意为支付卡的两种版本进行支付的响应频率
(已输入一种作为语言答复的单一响应，以30梅蒂卡尔的中值进行替代(MT))

V2

MT 15

MT 30

MT 60

MT 120

MT 240

MT 480

MT 720

MT 1 440

MT 2 160

MT 3 240

MT 5 400

MT 9 000

Other

n

V1

MT 0

版本

每年你愿意为这个改进天气预报的计划而支付的最高金额是多少？请在下面的数字中圈出您的家庭
愿意为该计划支付的最高金额的数字。

52

56

33

50

36

19

3

0

0

3

0

0

2

14

268

19.4% 20.9% 12.3% 18.7% 13.4% 7.1%
63

73

41

37

39

22

20.5% 23.7% 13.3% 12.0% 12.7% 7.1%

E.9.3.3		

1.1% 0.0% 0.0% 1.1% 0.0% 0.0% 0.7% 5.2%
4

2

0

0

1

0

0

26

308

1.3% 0.6% 0.0% 0.0% 0.3% 0.0% 0.0% 8.4%

来自支付卡条件价值评估法问题的结果

如前所述，我们在调查的两种版本中使用了改进计划不同水平属性的支付卡CV方
法。图E.3显示了调查版本1中的支付卡问题。表格E.12显示了调查的两个版本的
属性和水平。表格E.13显示了调查的两个版本中WTP响应的频率分布，以及所有
的受访者中每个人所看到的调查的版本。
在支付卡中所规定的WTP运行回归分析中，其探讨了关于货币限制、情景排斥、
利他主义和遗赠价值的问题。表格E.14记录了这些结果。此外，回归分析审查了
影响规定的WTP的因素，诸如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观念、天气信息的使用
和来源。标准的回归系数基于独立变量的标准化而进行说明，这样其标准偏差是
一个自变量。所表明的系数表示不同的解释变量在独立变量中的相对影响。Pr >
|t|列式表明了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水平。低于0.10(或10%)的值表明参数明显的与
所规定的WTP相关，因此改进的天气预报对个体的值产生了影响。方差膨胀因
素也在独立的变量之间检验了潜在的共线性。因为所有的方差膨胀因素都少于三
个，我们所得出的共线性不是此回归分析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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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E.14. 支付卡中所规定的WTP的回归分析
(n = 56; 调整后R的平方 = 0.108)

变量

标准的估算

Pr > |t|

方差膨胀因
子

截距

0.00

0.75

0.00

城市_农村_虚拟

0.11

0.02

1.34

地区_南部_虚拟_Vbl

-0.01

0.80

1.44

年龄

-0.04

0.35

1.04

教育_持续的

0.13

0.01

1.38

性别_男_虚拟_Vbl

0.00

0.95

1.06

收入_持续的_最终的

0.12

0.01

1.35

社会人口结构

货币_限制

-0.01

0.85

1.30

就业者_虚拟

-0.03

0.52

1.12

已婚_虚拟_Vbl

0.00

0.94

1.12

HH_尺寸

0.00

0.90

1.06

长度_of_住处

0.01

0.88

1.11

预报满意度和应用
B部分_Q18_satis_fcst

0.03

0.46

1.13

B部分_Q10_freq_imm_地区

0.00

0.94

1.26

使用_总数_频率

0.05

0.29

1.47

0.03

1.19

预报信息来源-因素分数
来源_因素1_机构

-0.09

来源_因素2_稀少的_来源

0.02

0.72

1.19

来源_因素3_常用的_来源

-0.01

0.87

1.38

值得关注的天气影响– 因素分数
Wx_关注的_因素1_较少_关注的

-0.02

0.70

1.23

Wx_关注的_因素1_较多_关注的

0.07

0.14

1.25

情景排斥和响应动机
CVM1_排斥

-0.11

0.01

1.12

CVM1_有效的_肯定的

0.07

0.10

1.17

CVM1_因素3

0.02

0.71

1.90

0.09

2.68

利他主义和遗赠价值
CVM2_有益于_我

0.11

CVM2_有益于_家庭

-0.06

0.38

3.05

CVM2_有益于_未来_一代

0.11

0.06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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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有更多高学历和高收入的受访者，这些人对于改进预报有着积极的动机(如
变量
CVM1_有效的_积极的所测)，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如变量CVM2_有益于_我所
测)，并且有着较大的遗赠价值(如变量CVM2_有益于_未来_一代所测)，其愿意
为改进的预报信息而支付更多的金额(如积极和重要的参数估计所示)。
正如预期的那样，由于一些情景排斥中阐明的较低WTP，那些人并没有透露其真
实的WTP(如CVM1_排斥所测)。没有考虑这个潜在性偏差的话，将会低估公众对
天气预报改进的真实WTP。
有趣的是，那些更为频繁的获取由公共机构提供预报的人却比其他人在改进天气
预报方面更愿意支付较少的金额。这些公共机构诸如INAM或国家水文局(如来源_
因素1_机构所测)。这是反直觉的结果，应该在未来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使用来自回归分析所得的结果，我们估算了每一个人为预报改进情景评估的“拟合
值”。表E.15显示了两个水平的改进拟合值的汇总统计数据。计划的平均值和中值
都十分相似(或对于有较大改进的计划来说少一些)，相对于来自该分析的结果，
其提出了“范围”的问题。“范围测试”通常会需要预报改进中较大的值。未来的分析
将进一步深入的评估潜在范围的问题。

E.9.4 		

结果和成果的交流

初步的结果已经广泛的出现在多个专业的场所，包括美国气象学会会议、世界天
气开放科学大会、2014年天气经济学协会国际会议。在撰写本文时，研究人员正
处于完成分析和汇报该项调查的进程中。完成的报告将提交给世界银行，并提供
给莫桑比克的相关机构。项目报告也可以在大学大气研究开放图书馆系统进行查
询(https://opensky.library.ucar.edu/)。包含调查仪器、编码书和报告的信息将提
供给任何感兴趣方，从而将调查仪器、实施、分析方法为其它背景而进行改编(例
如，其它国家)。经过进一步的分析，结果也将提交给同行评议刊物，以便更为广
泛的进行传播。

E.9.5 		

挑战和局限性

这项研究的实施遇到许多挑战和局限性，通常与欠发达国家相关。由于互联网的
使用处于较低水平，电话或邮件访问有限，并且时间和资源受限，调查实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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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随机的样本进行。虽然研究人员认为最终样本是合理的、多样化的，并涉及了
一些弱势群体，但其不可能覆盖整个莫桑比克的人口。不管这个限制，改进预
报的总价值可以归因于样本人群，其仍可能比世界银行计划的成本有着显著的增
加，因而能够满足计划评估的基本效益成本标准。
表格E.15. 通过版本预测支付最大金额的概括统计量
调查版本

观测次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中值

CVM版本1

268

2.97

1.26

2.86

CVM版本2

308

2.87

1.27

2.84

实施调查的另一个挑战是莫桑比克众多的语言。虽然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但是
很大一部分人所说的是43种语言中的一种或者其它的语言。 在所有潜在的语言中
实施调查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语言的障碍，一些居民可能被排除在调查之外。
莫桑比克人口中的大部分为生活在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农民，此分析中的研究还
可能未能充分的代表这部分的人口。技术上，从严格的成本效益角度来看，由于
自给自足农民受到严重的或总收入的限制，因此其WTP将非常低或不存在。从更
为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他们对于天气、水和气候信息的来源、用途、偏好和需
求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满足超越标准的效益成本经济框架的社会目标，更多的工
作应该聚焦于这些潜在的更为弱势的群体。

参考文献
Lazo, J.K. and L. Croneborg, forthcoming: Survey of Mozambique Public on Weather, Water, and Climate
Information. Final report to the World Bank, to be available at https://opensky.library.ucar.edu/.
Lazo, J.K., R.E. Morss and J.L. Demuth, 2009: 300 billion served: Sources, perceptions, uses and values of
weather forecast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90(6):78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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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案 例研究9：改进的气象/水文服务在不丹的社会经济评
估
本摘要描述了不丹王国改进的水文/气象服务子项目社会经济研究的主要特点，该
部分做为加强不丹水文/气象服务项目的组成部分，由芬兰外交部进行资助。SEB
研究于2013年开始进行。其最终审批报告于2014年2月出版(Pilli-Sihvola等
人，2014年)。
SEB研究目的包含三方面：
(a) 为不丹的经济部门提供改进的气象/水文服务潜在效益的定性概述；
(b) 为不丹水文/气象服务局(DHMS)提供关于其当前、未来潜在利益相关者和服
务的反馈。
(c) 提供成本的评估，在可能的情况下，由DHMS为不丹经济和社会提供货币效
益的未来服务。
这项研究涵盖了气候、天气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的影响。此研究具有前瞻性，这
意味着还没有提供评估服务或至少没有在社会经济研究中提供所设想的方式。因
此，其提供了对净SEB的估算，由此产生了观测、资料处理、预报系统的安装和
运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全可用的新服务。
不丹预计将受到非常明显的气候变化影响，因此有必要发展适当地气候服务，以
便可以在各个部门中依次进行适应性规划。除了气候变化，不丹还受到当前天
气、极端天气和水文事件变化的影响。此外，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即可再生能源
的发电(水电、太阳能和风能)，农业、林业和旅游业对天气和气候条件来说也是
高度敏感的。由于与服务的目标相结合，一些服务改进将在建立不久开始产生效
益(例如，早期预警服务)，而其它将在建立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效益(尤其
是气候服务，其依赖于长期连续的观测)

E.10.1		

使用的总体方针和方法

评估通过四种类型的气象/水文服务进行开展，其效益通过15个部门/类别进行评
估。范围广泛的目的是评估不丹全面升级气象/水文服务对宏观经济的敏感性，而
不是为了评估非常详细的特定投资。作为结果，研究的许多方面有一个所谓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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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扫描”特征。对于实际的理由，例如资料可用性和质量的局限性，各种方法已经
开始并行使用。
由于部署很大程度上指导SEB如何随时间发展，因此部署评估服务如何制定是研
究中一个关键的差别。该特性也说明了研究的目的是如何指导分析的结构-与工业
设计格言“形式服从功能”没有什么不同。根据DHMS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四个服
务类别确定了社会经济评估。
(a) 编制和分发以往的天气和水文情况信息，即基于历史的资料，尤其是观测的
基本服务；
(b) 对河流(水位)、洪水信息和大气条件的当前状态进行信息的提供，即水文和
气象监测服务；
(c) 为整个社区提供预报，特别是一般性预报，为一系列用户提供提前三天的天
气预 报、季节性降雨预报和洪水预报的专业预报；
(d) 为整个社区生成恶劣天气、气候和水文条件预警，并为一系列用户提供专业
预警。
评估了可再生能源、农业、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灾害管理、道路运输和维护、
公共卫生和民用航空部门的社会经济影响。对于每个部门，研究评估了四个设想
中的服务如何对运行(在(b)、(c) 和(d)中的服务)和投资( (a)项)进行影响的。通过
规避损失(作物、基础设施和类似物)和更好的利用机会(例如电力的最佳规模和位
置、风能和太阳能力动力装置、和优化作物的选择)来产生效益。基于简单的成本
损失分析(例如，由于使用了预报信息，损伤概率得到改变)或通过估算与生产率
的变化相关的预报使用(例如，年度的平均能源生产根据气候和当前观测资料而优
化规模和地点的选择而做出改变)对潜在的效益进行估算。对于每个服务和部门来
说，效益得到了进一步的定性评估，即通过天气服务链方法的筛选步骤(Nurmi等
人, 2013年)，强调除了信息的生成以外，给予价值链其余部分关注的需求。
信息来源包括：(a)统计资料(气候、经济部门)；(b)访谈(加入部门详细的信息)和
(c)两个研讨会(为最初明显的迹象进行设想服务、影响和进行反馈的意义的初步
结果)。效益的评估经常基于效益的转移(结果或其它研究中的建模参数)。在一
些情况下，可以产生较低和较高的估算，例如，相对于部门的预期增长(例如水力
发电)。不确定性的明确形式化往往是困难的，其原因是资料稀缺和使用谨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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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也就是说，保守的数字是用于表示用户服务质量和服务摄取的变化。
在各部门对经济和/或人口增长的发展进行效益评估，但是间接和引起的经济(也
就是宏观经济)影响并没有考虑在内。例如，假设在各部门中的较高生产率不影响
这些部门的产品价格。还有一种推论，只有DHMS将在公平的假设下，为不丹提
供经过周到的服务。
下一步是产生效益的估算，成本要求考虑改进服务的水平。其包括：
(a) 闪电定位系统的安装和维护；
(b) 帕罗国际机场的云幂测量仪；
(c) 高空气象探测 – 采集和维护；
(d) 资料管理能力(包括人员)；
(e) 观测站的维护和标定；
(f)

扩展预报服务的人员和设备。

考虑到各种投资，包括需要额外的人员，都计划在所考虑评估期的最初几年中进
行实施。对于分项(a), (d), (e)和(f)，在研究中逐渐积聚的假设，与用于学习的空
间逐步升级到更为复杂的系统(例如在闪电定位系统的情况下)，并且对进行维护
和足够的人员配备有足够的重视。

E.10.2 		

结果

关于当前观测的效益，似乎只有航空部门是使用如此资料的一个重要的用户。如
果适当分辨率的观测资料在相关领域变得可用的话，那么其它的用户群体可能也
会变得对其感兴趣。考虑到研究的投资发展方向，量化的努力集中在其它三个服
务类别，即大型水电、旅游业和公路运输。表格E.16显示了历史气象/水文信息
的效益，表格E.17则显示了预报服务的效益。此外，鉴于可用信息质量的参差不
齐，其结果是通过一个基本等级方法在首位进行呈现，用一至五个加号(+)进行
表示，这取决于效益的估算意义。以这种方式提出的初步结果，在不丹的研讨会
中通过利益相关者和其它专家进行了讨论。对于一些部门则通过更为精确的货币
化影响来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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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E.16.历史的气象/水文信息的效益 (基本的气候服务)

目前的网络：
部门

延伸的网络：2015
年–2030年

质量控制资料：
2015年–2030年的效
益

延伸的网络；
2020/2025年–2030年

小规模的能源

改进的小规模水电站

改进的小规模水电站

改进的风力、太阳能 和

生产

设计

设计

水电站设计

+

+

++++

大规模的水力

改进的水电站设计

改进的水电站设计

每个水电站年度价值估

发电

++

++

算上限为6700万 (约为
79万欧元)
+++++

农业

旅游业

减少灾害风险

公共卫生

水资源管理

气候变化

最适合作物的长期规

最适合作物的长期规

最适合作物的长期规

划，气象指数为基础的

划，气象指数为基础的

划，气象指数为基础的

保险计划

保险计划

保险计划

++

+++

+++++

为了增加游客数量的营

为了增加游客数量的营

估计每年价值约为140万

销，特备是在淡季

销，特备是在淡季

（始于2020年）

++

++

++++

风险制图、土地使用和

风险制图、土地使用和

风险制图、土地使用和

空间规划 +++

空间规划 ++++

空间规划 +++++

爆发前的预报和评估

爆发前的预报和评估

爆发前的预报和评估

++

++

+++

国家水资源目录

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管理

+++

+++

++++

气候变化监测

气候变化监测

气候变化监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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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E.17. 预报服务的效益

72小时预报–
3小时分辨率;

部门

季节性预报：2015–2030

2015/2020–2030
小规模的能源

消费和产量估算、安全的电力供应 (

产量估算

生产

始于2020年)、有助于业务

+

++
大规模的水力

产量估算、改进的业务和维护、年

产量估算

发电

度 价值上限为6580万（约为771445

+

欧元）
++
电力分布

损害的事前准备，通知客户
++

农业

旅游业

改进的耕种做法

适应每年降雨模式的变化

++++

+++++

扩大旅游业还没有预报的区域， 很高

增加游客的数量 改进的规划和筹备

兴了解的信息

+

+
航空业

临近预报的效益
+++

公共卫生

公路运输

极端温度、热浪和寒潮的预警效益

爆发前的准备，通知公众

++

++

为路障做提前准备并提前调集工人，

改进的规划和筹备

通知公众

+

++
自然资源使用

E.10.3 		

优化业务的采石场和森林

化业务的采石场和森林

++

++

早期预警服务的效益

在这个阶段早期预警服务的效益通过数字进行评估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并且
没有什么意义。此外，预测服务不断发展的效果和特异性将影响预警服务价值生
成的能力。同样，努力进一步下跌到价值链中，针对已经实际达到的用户，为其
提供及时和易于理解的效益，这对于产生显著的效益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很明
显的是，一旦价值链上的各部分在质量上得到充分的改进，效益的潜力是非常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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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成本效益比率在这样条件下可以轻松超越10。
该报告还提出了2015-2030年期间对发展的(量化)效益和成本进行的全面评估。
摘要见图E.5。当考虑到DHMS进行现代化的初始成本高，基于这些货币化资金
流的NPV(详见第8.3.1部分)，其成本收益比约为3.1。这不包括初始成本使NPV
BCR增加到5.5。当开始积累历史资料的效益时，年度收益率在2025年大幅度增
加，其最高可达8-9。
评估的初步结果于2014年1月在廷布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提交给DHMS的利益相
关者。最终报告已经与不丹政府各部进行了分享，告知其它部门该国的气象/水文
服务的价值。但是，由于研究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进行效益的积累，因此对其长期
的价值估算是一项挑战。
对于服务的发展和对现代化观测、资料处理及预报能力的相关投资需求来
说，SEB一直为其充当了有效的支柱。由于两个利益相关者的研讨会，特别是在
研究期间组织了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因此它也帮助了潜在最终用户间的优
先事项安排和意识的提高。
产生一个完全成熟的BCA需要来自不同部门的大量资料，其不能用于研究、行业

百万欧元
6
5
4

货币效益
3

总成本
2
1
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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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宏观经济的建模工作，由于研究的局限性，这些都是不可能的。的确，对于一
个相对年轻的气象/水文服务来说，将改进服务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快速浏览，诸如
在本研究中所进行的，为未来服务改进、与潜在利益相关者和用户群互动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不丹的研讨会和访谈非常成功，其增加了NHMS在未
来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可见性。
该研究包括了关于SEB研究的两项建议：
(a) DHMS应定期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服务的发展过程，并与其进行系统的互动，
从而确保对服务质量和未来服务发展迹象进行定期的反馈；
(b) DHMS建议在2020年进行后续的经济评估，进行学习，尤其是预测中所得结
果的偏离程度和原因。
由DHMS进行计划、对该研究进行更新和推广，其目的是维持政府和合作伙伴对
推进服务系统的支持，从而为不丹社会提供更大的相关性和实用性。
气象/水文服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高度依赖于环境和位置。因此，如果研究由
外部的、国外顾问来进行的话，研究人员需要获得对该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的充分了解，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信息如何使用和哪里可以创造出价值。然而，
从研究的结果中更好的客观性可以看到外国顾问的益处。因此，每一个研究都需
要为其环境而进行设计。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性能因素资料经常是缺乏
的，产生全面的定性分析，也可以用来展示其社会的效益。做的好的定性分析通
常好于高度不确定、差的定性分析。因此，环境和地点通常决定进行SEB研究所
使用的方法。在不丹对SEB研究进行的描述是这样的：其通常为基于访谈的定性
研究，资料缺乏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农业部门。但是，对于政
策的制定者和定量的货币结果都通常有更多的价值。因此，研究应力图包含以上
两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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