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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本次届会工作的背景信息
（本报告的第二部分）

届会工作总摘要
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联合主席 JohanStander 先生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30 分在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WMO）总部宣布 JCOMM 第五次届
会开幕。他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最初提出在巴厘岛主办会议，对由于阿贡火山爆发的高风险而不得不将会议迁
至日内瓦表示遗憾，并对各参与方在克服不便的过程中展现的合作表示感谢。他回顾了 JCOMM 肩负的海洋气
象学和海洋学重要议程以及委员会今后面临的诸多任务。WMO 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教授强调了 JCOMM 作
为海洋和海洋气象观测、资料管理、预报和服务系统协调机制的独特性，强调 WMO 组成机构的改革为 WMO
和 IOC/UNESCO 确定如何加强合作、促进海洋天气和海洋服务以及全球海洋议程提供了机遇。UNESCO 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执行秘书 Vladimir Ryabinin 博士强调，创建 JCOMM 的动力以及海洋学家和气
象学家间的合作迄今依然存在并卓有成效，保证了更长期的天气预报、信息和预警服务的生成。他表示，作为
JCOMM 的上级组织，IOC/UNESCO 和 WMO 将确保其会员和会员国的利益在委员会的生命期及任何变化中
得到充分的表达，他对此充满信心。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代理局长 Widada
Sulistya 博士强调，随着的海洋相关问题, 他呼吁开展更多的海洋和大气观测。 JCOMM 前联合主席
PeterDexter 博士就通过 JCOMM 开展的针对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与服务的国际和政府间协调的历史做了讲
座，强调了当前基于数值海洋模型和预报的业务海洋服务的技术发展和要求是如何呼吁 JCOMM 作出潜在、额
外贡献的。
2.

议程见附件 1。

3.

届会通过了 9 项决议（见附录 2）、40 项决定（见附录 3）以及 15 项建议（见附录 4）。

4.

委员会选举 Johan Stander 先生（南非）为气象联合主席、Nadia Pinardi 教授（意大利）为

海洋学联合主席，任职至委员会下届会议结束。WMO《总则》第 11、27、57-65、80-90 和 183 条以及决
议 37（Cg-11）中详细说明了选举资格和程序。关于联合主席的进一步指导见第十三次 WMO 大会（第
3.4.4.5 段）和第二十届 IOC 大会（第 262 段）的最终报告的总摘要。
5.

在 106 位代表总数中，39 位为妇女代表，占总数的 37%。与会者名单见附录 5。

6.

为表彰多年来为 JCOMM 的活动作出贡献的专家的热忱工作，颁发了 32 份嘉奖状。获奖者名单

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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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员会决定其第六次届会将于 2021 或 2022 年举行。印度尼西亚已提出将主办这次会议。

8.

JCOMM 第五次届会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 15：24 分闭幕。

附件 1. 议程
1.

2.

3.

4.

5.

6.

届会的组织
1.1

会议开幕

1.2

审议证书报告

1.3

通过议程

1.4

建立委员会

1.5

建立委员会

联合主席的报告和审议 JCOMM-4
2.1

联合主席的报告

2.2

审查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

2.3

JCOMM 的内部和外部审查

审查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关于委员会以及与其他计划和机构之间关系的决定
3.1

WMO

3.2

IOC

3.3

与其他机构的关系

JCOMM 的科学与业务背景以及要求
4.1

气候研究与服务

4.2

减少灾害风险（DRR）、早期预警和业务服务

4.3

可持续发展目标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以及预测系统
5.1

服务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的愿景，下一休会期间相应的治理模式和工作计划（包括气象
-海洋服务的实施、SFSPA 未来的优先重点和新兴活动）

5.2

特别支持沿海地带的减少灾害风险

资料管理、交换以及信息系统
6.1

下一休会期间 JCOMM 的资料管理战略、实施计划和工作计划

6.2

资料管理做法、标准设置和文件

6.3

海洋气候和海洋气候资料系统

4

7.

8.

9.

10.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第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综合观测系统
7.1

观测协调小组的愿景，下一休会期间相应的治理模式和工作计划

7.2

实施气象海洋观测系统

7.3

遵守有效做法和标准

交叉性活动
8.1

能力发展和技术转让

8.2

将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纳入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

8.3

卫星

8.4

天气、气候和渔业

审议与委员会有关的技术规则，包括指南和其它技术出版物
9.1

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9.2

WMO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 471)

9.3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指南

9.4

其他 WMO 和 IOC 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

海洋技术大会
10.1 海洋技术大会的建议

11.

性别和 JCOMM
11.1 JCOMM 活动和性别
11.2 女性海洋领导力研讨会的建议

12.

JCOMM 计划和规划
12.1 最新的 JCOMM 战略和愿景
12.2 建立工作组和专家组
12.3 工作计划和资源
12.4 第六次届会的时间和地点

13.

选举官员

14.

嘉奖状

15.

其他事宜和会议闭幕

附件 1. 议程

5

附件 2.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 (JCOMM-5)
审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以往决议和建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总则第 191 条，

(2)

根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在其第五次届会前通过的决议和建议
采取的行动，

考虑到通过以往决议和建议确定的行动大多已经开展并完成，或已成为委员会各小组正在开展的活动，
决定：
(1)

以下建议继续生效：

海洋学委员会 (CMM)-XI

1 和 12

CMM-XII

4和6

JCOMM-I

2、5 和 12

JCOMM-II

3、5、12 和 13

JCOMM-III

1、2、4、5、6 和 15

JCOMM-4

1、2、3、4 和 5

(2)

其第五次届会（2017 年）之前通过的其他决议和建议不再生效，除非另有说明。

决议 2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天气、
气候和渔业联合任务组继续保留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执行摘要》
(WMO-No. 1093), 总摘要, 第 5.4.7 段–为渔业部门开发气候服务，批准建立 WMO/IOC 海洋学和海
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天气、气候和渔业联合任务组，

附件 2. 决议

(2)

7

WMO 决议 4 (CAgM-16)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的工作结构，其中将该联合任务组（附录 4）纳入了
CAgM 结构，

确认该任务组在 JCOMM 和 CAgM 专家的支持下，开展了重要的协作和协调工作，
注意到该任务组的工作重点是改进为 IOC 和 WMO 会员国/会员提供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并促进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的实施，
还注意到 JCOMM-4 休会期间建立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生物和生态系统专家组，其侧重于通过持
续和有针对性的全球观测系统，更清楚地了解海洋生态系统，
考虑到编制和积极回应 WMO 提交给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的建议，
其中要求通过在渔船上安装相关设备来支持改进海洋气象观测，并要求 RFMO 向渔船通报监测浮标的价值，
制定沟通战略和付出努力以减少对浮标的损害，
满意地注意到任务组自 JCOMM-4 和 CAgM-16 以来取得的进展情况，包括出版了气候和海洋渔业特刊
（2013）以及与 FAO 和 RFMO 进行了重要互动，
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组建的任务组，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就实施上述的建议和包括故意破坏资料浮标在内的其
他事项与 RFMO 进行联系，
鼓励出版与沿海地区相关的上述期刊的新版特刊；
决定该联合任务组在 JCOMM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下,根据本文件附录中的职责继续开展工作；
要求根据 CAgM-17（2018 年）的成果，就有关修订该联合任务组职责与 CAgM 进行联系；
建议该联合任务组通过 WMO 和 IOC 与 GOOS 生物和生态系统专家组就其工作的互补性方面联系，以确保沟
通明确，并避免任何潜在的重复；
决定 JCOMM 与 CAgM 协调向其各自的管理组报告该任务组的成果。

8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第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2 的附录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天气、
气候和渔业联合任务组的职责
该任务组的任务是：
1.

审查 JCOMM 和其它机构的资料收集现状，评估这些资料在利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渔业方面满足当前需
求的现状；酌情根据现有的海洋气候资料与 JCOMM 其他专家组合作开发渔业气候服务；

2.

鼓励海洋和沿海渔业管理组织向其成员通报有关开展、报告和保护 WMO/IOC 各类观测和信息系统所
使用相关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所具有的优势；

3.

促进了解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海水养殖的影响；

4.

确定风险评估或管理评价工具，通过这些工具整合气候变率信息，以改进渔业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

5.

确定天气和气候工具如何能够为沿海渔业和海水养殖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信息依据；

6.

探讨为《WMO 全球气候状况年度声明》提供有关气候对渔业影响方面素材的可能性；

7.

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试点项目，在 GFCS 农业/粮食安全优先领域下促进加强渔业气候服务；

8.

按照 CAgM 和 JCOMM 管理委员会商定的时间表提交各类报告，包括有关后续行动的建议。

决议 3 (JCOMM-5)
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WMO 决议 59（Cg-17）- 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以及决议 59（Cg-17）的附录– WMO 性别平等政策，
(2)

WMO 决定 77（EC-68）– WMO 性别行动计划，

(3)

2014-2021 年 UNESCO 性别平等优先行动计划，

附件 2.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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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2014 年 11 月 5-7 日，日内瓦）的成果，（WMO-No.1148），
满意地注意到在实施 WMO 性别行动计划以及确定的 2016-2019 年优先重点行动过程中，两个技术委员会其
中包括 JCOMM 要在其届会前举办女性领导力研讨会，
还注意到上述研讨会与会者表示需要通过建立专业网络、能力建设、女性进一步参与治理和管理以及女性进一
步参与国际科学合作，从而增加对女性海洋气象工作者和海洋工作者的投入，
观察到女性在委员会工作结构中的代表性不足，并且需要女性更多的参与，以便实现第十七次大会（Cg-17）
有关 WMO 性别平等政策方面所设定的 30%的目标，
认识到尤其是在发生灾害时，天气、水和气候对性别角色的影响，及其对提供海洋服务的影响，
建议会员以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的成果为指南，并力求确定以及满足女性和男性在提供海洋服务方面
的不同需求，包括其在获取信息和行动能力方面的潜在差异；
提请 JCOMM 成员提名更多女性作为 JCOMM 管理委员会成员、协调组及专家组的成员；
要求 JCOMM 管理委员会经与 WMO 性别问题联络员和参加女性海洋领导力研讨会的女性合作：
(1)

制定关于促进女性参与 JCOMM 工作的战略，

(2)

采取措施落实 WMO 和 UNESCO 性别行动计划。

决议 4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十年愿景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需要培育海洋气象部门以满足海上和沿海地区用户群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讨论，
(2)

IOC 的高级别目标，特别是有效的预警系统和防备海啸及其他海洋灾害的能力，并提高对气候变化和变
率的抗御能力，通过以科学为基础的服务、适应和减缓策略，提高所有海洋活动的安全、效率和有效性，

(3)

WMO 当前的优先重点，特别是减少灾害风险、实施 WMO 综合观测系统和发展气候服务、以及制定供
2019 年世界气象大会批准的 WMO 新的战略计划，其总体优先重点为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打造抗御
气候风险的能力、提高服务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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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经修订的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2012-2017 战略( JCOMM 战
略 2012–2017, JCOMM 文件 MAN-11/BM.5.1),
注意到会员/会员国需要在实施观测网络、资料管理系统和提供服务方面满足气象海洋界的需求以及探讨研究
界的进展，
决定授权 JCOMM 管理委员会和联合主席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评审期以供会员国发表意见后，批准 JCOMM 十
年愿景；
要求管理委员会：
(1)

管理委员会协助修订 JCOMM 的职责（见 WMO 决议 14（Cg-13）的附录 2）和 IOC 大会决议 XX12 的附录 -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供即将召开的 2018 年 WMO 执行理
事会和 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以及 IOC 大会审议；

(2)

管理委员会根据 JCOMM 十年愿景撰写战略和实施计划；

要求会员和会员国提供财政和人力资源以完成 JCOMM 的各项工作计划；
要求 IOC 和 WMO 两秘书处对管理委员会的上述工作提供支持。

决议 5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决议 2 (JCOMM-4) -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2)

WMO 决议 2 (EC-64)–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的报告, 和 IOC 决
定 EC-XLV/Dec. 3.2 (II) – 海洋观测和服务，

(3)

WMO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关于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决议 24 (Cg-16)继续有效，

(4)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联合主席在第五次届会上的报告，

附件 2.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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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委员会要求促进、协调和整合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和活动，

(2)

委员会对世界天气监视网（WWW）、世界气候计划（W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全球海
洋观测系统（GOOS）、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国际海洋学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减少
灾害风险（DRR）、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以及 WMO 和 IOC 的其他主要计划做出的贡献，

(3)

需要与其他相应国际组织及其附属机构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4)

需要使 JCOMM 的工作符合 WMO 战略计划、IOC 中期战略及其预期结果并直接为其做出贡献，

(5)

需要继续对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进行总体协调，并由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提出涉及委员会各项事宜的
建议，

决定：
(1)

重新建立管理委员会，其职责如下：
(a)

审议 JCOMM 工作计划的短期和长期规划并做出优先排序，并就实施工作提出建议；

(b)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确保 JCOMM 战略、工作计划和运行计划符合并可直接有助于 WMO 战
略计划、UNESCO/IOC 中期战略及其预期结果以及各自的运行计划；

(c)

评估实施工作计划所需的资源以及评估用于确定和调集这些资源的方法；

(d)

协调和整合通过各附属工作组和专家组实施的 JCOMM 工作；

(e)

酌情协调和监督在三个计划领域内开展的能力建设和质量管理活动；

(f)

确保正确记录 JCOMM 对卫星和其它遥感海洋资料的需求，并通报 WMO 和 IOC 的有关机制，
并根据需要通报给卫星系统运行方；

(g)

就涉及 JCOMM 计划领域的卫星资料通信（Satcom）事宜向 Satcom 协调员提供指导意见；

(h)

酌情协调和整合 JCOMM 与 WMO 其它技术委员会、IOC 主要附属机构、WMO 和 IOC 其它计
划之间的工作，尤其是启动、协调和监督与这些机构和计划联合开展的项目和活动；

(i)

审议本委员会的内部结构和工作方法，包括与 WMO 和 IOC 内部和外部的其它机构之间的关系，
并根据需要提出修改建议；

(j)

评估 WWW、WCP、GOOS、GCOS、IODE、DRR 和其它计划提交给 JCOMM 采取行动的各
项活动和项目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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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确保与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在海上安全和导航预警方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
是有关实施新服务（如极地规则和海事洋能力）以及针对成本回收方法的调研；

(l)

就可能为会员/会员国节省成本的海洋观测、资料和服务新技术进行调研；

(m) 确保 JCOMM WMO 和 IOC 联络员相互以及与 WMO 和 IOC 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最终旨在加
强关于各种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沟通；
(2)

联合主席有责任与 WMO 技术委员会主席和 IOC 技术委员会主席共同承担各自条例规定的职责。这些
职责包括或扩大到包括以下内容：
(a)

在休会期间进行共同磋商以指导和协调委员会及其专家组的活动；

(b)

通过共同磋商和在 IOC 和 WMO 两个秘书处的协助下，指导和批准休会期间的行动，包括建立和
解散专家组，并等待 JCOMM 在届会期间予以批准；

(c)

履行 WMO 和 IOC 管理机构各项决定规定的以及每个组织的条例所规定的具体职责；

(d)

根据需要，在 WMO 和 IOC 的例行届会上向管理机构报告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e)

确保委员会的活动、建议、决议与 WMO 公约、IOC 的条例、WMO 和 IOC 主管机构的决议、
以及这两个组织的规章等保持一致性；

(f)

与 WMO 区域协会主席和 GOOS 区域联盟主席联系，以确保在制定 JCOMM 工作计划时考虑区
域要求；

(3)

管理委员会的组成：
(a)

委员会的两名联合主席: Nadia Pinardi 女士 (意大利; IOC) 和 Johan Stander 先生 (南非;
WMO);

(b)

各计划领域协调员: Sergey Belov 先生（俄罗斯联邦）、Thomas Cuff 先生 (美国) 和 David
Legler 先生 (美国);

(c)
(4)

两名能力发展协调员:Stella Aura 女士 (肯尼亚) 和 Wei Zhao 先生(中国);

经联合主席与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协商后，可邀请其他的专家参与委员会的休会期工作计划
内确定的优先领域；

(5)

还将邀请 GFCS、GOOS、GCOS、IODE 以及 IOC 与海平面相关的海啸及其他灾害预警和减灾系统工
作组（TOWS-WG）的高级代表参加管理委员会的届会，以确保各项计划和活动的全面协调；

(6)

还可酌情邀请基本系统委员会等 WMO 技术委员会、WMO 区域协会、GOOS 区域联盟和其他机构的代
表。

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2 (JCOMM-4)，后者不再生效。

附件 2.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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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 (JCOMM-5)
观测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决议 3 (JCOMM-4) –观测计划领域，

(2)

IOC 决议 EC-XXXIII.9 –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

(3)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60），第 3.4.4.13 段（Argo 项
目），

(4)

IOC 大会决议 XX-6 – Argo 项目，

(5)

IOC 大会决议 XXVI-8 –加强和简化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6)

观测协调组（OCG）组长提交给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第五次会议
的报告，

考虑到：
(1)

需要维持、改进、协调和整合综合性实地海洋观测系统，以满足对海洋资料的规定需求，从而支持世界
天气监视网、世界气候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和海洋服务，

(2)

需要监测海洋观测技术领域的新发展，并酌情就将其纳入业务观测网络的事宜提供咨询，

(3)

需要协调开发和实施标准化高质量海洋观测做法和仪器，

(4)

需要对新的海洋通信系统和程序进行不断审议并提供咨询，

(5)

需要向会员/会员国提供有关海洋观测系统技术方面的咨询，

(6)

需要确定和协调提供资源和后勤保障设施，用于部署和检修海洋观测平台和仪器，

(7)

需要持续监测海洋观测系统的性能和质量，并在必要时协助采取补救措施，

(8)

需要围绕海洋仪器、观测网络和海洋资料需求等方面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全球
海洋观测系统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有关机构开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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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重新建立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由以下部分组成：
(a)

观测协调组；;

(b)

资料浮标观测组，称为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

(c)

海平面观测专家组（GLOSS 专家组）；

(d)

船舶观测组（SOT），旨在继续在现有的基于船舶观测的各专家组，即随机船计划实施专家组
（SOOP-IP）和自愿观测船专家组（VOS）之间开展协调和协作；

(2)

与 Argo 指导组、OceanSITES 项目、国际海洋碳协调项目以及全球海洋船基水文调查计划、海上滑翔
机和 HF 雷达计划保持密切联系和协调；

(3)

观测协调组和船舶、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以及海平面观测专家组的职责须按本决议的附录中所述；

(4)

观测协调组和船舶、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以及海平面观测专家组的普通成员组成须按本决议的附录中所
述；

(5)

根据《WMO 总则》第 33 条关于建立工作组和 IOC《议事规则》第 25 条的规定，选出：
(a)

观测协调组组长和观测计划领域协调员；David Legler 先生 (美国)；

(b)

船舶观测组组长；Darin Figursky 先生 (美国)；

(c)

船舶观测组随机船计划实施专家组的组长；Rebecca Cowley 女士(澳大利亚)；

(d)

船舶观测组自愿观测船专家组的组长；Henry Kleta 先生 (德国)；

(e)

比对活动协调员；Pang Yongchao 教授(中国)；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相关组织和机构酌情参与该计划领域的工作。
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3 (JCOMM-4)，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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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 的附录(JCOMM-5)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组和专家组的职责和普通成员
1.

观测协调组

职责
观测协调组（OCG）须:
(a)

就观测工作计划的有效性、协调和运行进行审议、提供定期的报告并提供咨询，包括实施状况、以需求
衡量绩效、原始资料的提供、海上通信、测量标准、后勤和资源；

(b)

就新确定的各项需求的可能解决方案向 JCOMM 和观测组提供咨询，酌情与相关科学团体、基本系统委
员会（CBS）以及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进行磋商；

(c)

与相应机构协调，以确保 JCOMM 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

(d)

审议实地资料需求并酌情提出修改建议，同时考虑到不断发展的卫星观测及其能力；

(e)

协调开发标准化高质量的观测做法和仪器并向 JCOMM 提出建议；

(f)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酌情建立专家组、任务组、试点项目以开展观测计划领域的工作；

(g)

对照（i）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WMO 基本系统委员会滚动
需求评审以及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内对各种变量的相关需求；以及（ii）现有的资源，审议新
型和改进型观测技术/进展的各种折衷方案和使用情况；

(h)

总体监督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

(i)

就合并需求数据库和业务卫星等事宜与 CBS 的各项活动进行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

(j)

就仪器和观测方法事宜与 CIMO 的各项活动进行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

(k)

就 JCOMM 海洋观测的开发、实施和性能等事宜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各项活动进行联系并为其提供支
持；

(l)

鼓励并协调与计划领域相关的能力发展需求；

(m) 确定与计划领域相关的气象和海洋领域的卫星资料和信息需求。
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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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成员时应确保相应的各类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
对于海洋气象观测的优先领域，观测协调组的成员将包括：
(a)

观测计划领域（OPA）协调员（观测协调组组长）；

(b)

观测协调组副组长（负责 WIGOS/WIS、新技术、标准和有效做法、资料和整合的副组长）；

(c)

船舶观测组（SOT）、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和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专家组的组
长；;

(d)

Argo 指导组、国际海洋碳协调项目、OceanSITES、全球海洋船舶水文调查计划以及 OceanGliders
和 HF 雷达计划（由 GO 共同支持）的代表。

还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牵头开展观测计划范围的活动；
授权 OCG 制定 OCG 副组长的职责；
酌情邀请其他专家牵头观测计划领域的一系列活动，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
将邀请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以及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协调员参加观测协调组的届会，以确保全面协调
跨计划领域的各项计划与活动；
JCOMM 实地观测平台支持中心（JCOMMOPS）将参与协调组的工作和会议。
2.

船舶观测组（SOT）

职责
船舶观测组须：
(a)

满足支持海洋服务的相关国际计划和/或系统提出的船舶观测资料（元数据）需求；并协调旨在实施和
维护各网络满足上述需求的各项行动；

(b)

对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持续的评估；

(c)

监督和监测科学和业务运行界确定的关于资料质量的持续控制和改进方法的实施情况；

(d)

检查用于收集观测资料的海洋电信设施和程序以及资料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技术，并就其改进和加强应
用提出必要的行动建议；

(e)

全球协调港口气象官（PMO）的业务，提出旨在强化 PMO 的标准和业务的行动建议，并组织 PMO
和观测员培训以及加大 PMO 合作力度；

附件 2. 决议

(f)

必要时评审、维护和更新关于船舶观测和 PMO 的技术指导材料；

(g)

必要时与 JCOMM 计划领域和专家组、相关技术委员会、执行机构、工作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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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其他相关各方（诸如国际海事组织（IMO））以及其他
相关国际组织联系和协调；
(h)

以作为船上气象和海洋观测专家组的身份，参与关于相应观测系统实验和主要国际研究研究计划的规
划活动；

(i)

根据有关专家组的建议寻找部署和/恢复各类测量装置的新机会，并广泛宣传这些机会；

(j)

必要时开发新的试点项目和/或业务活动，并根据需要设立新的专业专家组；

(k)

开展参与会员/会员国商定的宣传、能力发展和其他活动，以实施和运行 SOT 计划，并在国际上加以
推广和扩展，寻求收集来自船舶的第三方资料，以及与行业协作强化收集来自船舶的资料；

(l)

针对自愿船舶提供以及上传到 GTS 的观测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为自愿船舶提供更好的实时反馈意见；

(m)

SOT 可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以便在 SOT 休会期间执行 SOT 业务；

(n)

协助 IHO 收集海底测深资料。

SOT 各组成专家组的职责
自愿观测船（VOS）
自愿观测船（VOS）专家组须：
(a)

就实施新的和改进的专业船载气象仪器、选址和观测做法以及相关的软件进行检查、提出建议并进行
协调；

(b)

支持开发和维护新的试点项目；

(c)

监督船舶升级到 VOSClim 标准，并鼓励招募的其它新船舶升级至 VOS 气候；

(d)

开发和实施旨在优化船舶监察和招募的活动，包括宣传手册、培训视频等

(e)

编写有关 VOS 运行、资料可用性和资料质量的年度报告。

随机观测船实施专家组（SOOPIP）
随机观测船实施专家组（SOOPIP）负责协调固定航线随机船舶的仪器安装和部署，并特别协调实施区域和流
域范围的仪器，以测量物理、化学和生物参数，诸如 XBT、TSG 和 CPR。其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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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施、维护和监测专业船载仪器以及与 SOOPIP 相关的观测做法；

(b)

协调交流推荐做法，以及交换关于 SOOPIP 的海洋仪器技术和发展信息；

(c)

确保向船舶分发可用的计划资源以便能够最有效地满足推荐的采样网络；

(d)

确保根据业务和科学要求向 GTS 和相关资料中心传输 SOOP 资料；

(e)

指导和协助 SOT 组长和 SOT 技术协调员制定相应的清单、监测报告和分析、绩效指标、实施计划和
信息交流工具；

(f)
(g)

酌情作为其他观测计划的平台；
与科学界保持密切的沟通，并定期其举行会议，讨论正在开展的与 SOOPIP 相关的观测研究；

船舶观测组（SOP）的成员组成
SOT 将由委员会选定的船舶观测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领导。
SOT 的成员包括委员会选定的 SOOPIP 和自愿观测船舶专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全体专家组的其他成员是开放的，可酌情包括 VOS 和 SOOP 的运行单位，监测中心、资料管理中心和机构的
代表，国际移动卫星组织（IMSO）和其它通信卫星系统的代表，设备制造商代表，科学咨询机构和有关的用
户代表。
JCOMM 实地观测平台支持中心将参与船舶观测组的工作和会议。
3.

资料浮标观测组

职责
资料浮标观测组，也被称为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由自己管理运行，由专家组负责审查其职责。然而，
拟议的任何修改将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审议，由联合主席代表为委员会批准。
成员组成
该小组向那些参与资料浮标和相关活动的各方开放。JCOMMOPS 将参与专家组的工作和会议。
4.
职责

海平面观测组织

附件 2.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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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观测组，也被称为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专家组自己管理自己，其现有的职责是由 IOC 执行
理事会确定的。
成员组成
GLOSS 专家组和 GLOSS 科学分组已经存在，是由 IOC 通过单独的治理结构确定的。

决议 7 (JCOMM-5)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决议 4 (JCOMM-4)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

(2)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主席提交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第五次届会的
报告，,

(3)

IOC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IODE）第二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考虑到：
(1)

需要实施、维护和向用户提供完全一体化的海洋/大气资料系统，

(2)

需要及时提供综合资料和相关的元数据，

(3)

需要发展和维持监测、评价和后续跟踪各项程序，

(4)

需要通用做法，包括质量控制、元数据、分析、资料流和资料交换标准、格式和程序，

(5)

需要确定并酌情拯救历史资料，将其数字化并建立档案，

(6)

需要与 WMO 和 IOC 内外的其它计划和机构，即基本系统委员会（CBS）、气候学委员会（CCl）和
IODE，开展密切合作和协调，

(7)

WMO 和 IOC 内外的现有的资料管理中心、系统和计划的能力和经验，

(8)

需要发展和/或增强国家资料管理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20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第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9)

JCOMM 和 IODE 之间正在开展的成功合作，

(10) 确保向表驱动码正确迁移的重要性，并考虑 JCOMM 的要求以及定期向 CBS 提交；
认为尽可能通过具体、明确和有时间限制的项目来开展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工作，
决定：
(1)

重新建立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由以下部分组成：
(a)

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

(b)

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ETDMP），由 IOC IODE 委员会联合主办；

(c)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ETMC）；

(d)

新的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计划间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专家组（IPET-MOIS），见决
定 36（JCOMM-5）和文件 JCOMM-5/INF 8.2；

(2)

资料管理协调组和专家组的职责应见本决议的附录；

(3)

资料管理协调组和专家组的一般成员组成应见本决议的附录；

(4)

根据《WMO 总则》第 33 条关于建立工作组和 IOC 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选定以下专家担任资料管
理协调组的成员：
(a)

资料管理协调组的组长和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Sergey Belov 先生 (俄罗斯联邦)；

(b)

经与 IOC-IODE 委员会协商后，选定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的组长；Alessandra Giorgetti 女
士(意大利)；

(c)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组长；Zhiqiang Gong 先生 (中国)；

(d)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计划间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专家组（IPET-MOIS）组长；
RabiaMerrouchi 博士(摩洛哥) 和 Yulong Liu 博士 (中国)；

(e)
(5)

表驱动码协调员（由 JCOMM 管理委员会提名）；

根据《WMO 总则》第 33 条关于建立工作组和 IOC 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选定专家担任海洋气候学专
家组的成员，保证有一个副组长以及 6 名核心成员（包括副组长）。可任命自筹资金的成员。

(6) 根据《WMO 总则》第 33 条关于建立工作组和 IOC 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并经与 IOC-IODE 委员会协商，
选定 8 专家（核心成员）担任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的成员（4 名成员由 IOC-IODE 选定，4 名由
JCOMM 选定）。还可任命自筹资金的成员。

附件 2.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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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酌情提请基本系统委员会、气候学委员会、IOC-IODE、世界资料系统相
关中心的主任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和机构参与该计划领域的工作。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4 (JCOMM-4)，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7 的附录(JCOMM-5)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组和专家组的职责及普通成员

1.

资料管理协调组

职责
资料管理协调组 (DMCG) 应：
(a)

维持一个能确定、评估和规定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优先重点和行动的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以应对
与实时和延迟模式海洋气象资料管理相关的问题；

(b)

经 JCOMM 联合主席和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联合组长的同意下，建立专家组、任务组、
和试点项目以酌情开展资料管理计划领域的工作；

(c)

确保与 IODE、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其它相关机构、WMO 和 IOC 的外部活动之间的合作、适
当的协调和联系；

(d)

针对采用的适当新的信息技术进行检查、评估和协调；

(e)

酌情建立并维护与各科学计划的合作，并协助各项计划开展资料管理活动；

(f)

通过适当的 JCOMM 计划领域或直接通过 IODE，向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功能的用户提供咨询和反馈意
见；

(g)
(h)

确定与该计划领域有关的能力建设需求，并酌情协调各项活动以满足这些要求；
确定与该计划领域有关的卫星资料和信息。

成员组成
选择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成员时应确保成员具有适当范围的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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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气象海洋资料管理的优先领域，资料管理协调组的成员将包括：
(a)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员（资料管理协调组组长）；

(b)

以下专家组的主席：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ETDMP）、海洋气候学专家组（ETMC）、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计划间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专家组（IPET-MOIS）；

(c)

IODE 联合组长；

(d)

最多 4 名额外的专家，他们要具备 DMCG 工作计划中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管理等优先领域经验；

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
2.

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ETDMP）

职责
JCOMM/IODE 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应与 JCOMM 计划领域、基本系统委员会附属机构、IODE 管理组以及相
关的专家应：
(a)

通过海洋资料标准（ODS）项目，对 IODE-JCOMM 资料管理领域使用的标准和有效做法的通过和记
录过程进行管理；

(b)

协助将 IODE 海洋资料门户与其他 IODE 项目（OBIS、GODAR/WDC、GTSPP、GOSUD）、与
IODE GDACS、NODC、ADU 以及其他海洋资料系统（SeaDataNet、IMOS、EOOS、EMODnet）
进一步整合、与 WMO 信息系统（WIS）的互操作性、以及能力发展活动，以确保会员/会员国的充
分参与；

(c)

在未来两年协助制定、审查和更新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战略、实施计划和性能指标，以实现
新的 MCDS 愿景；

(d)

经 JCOMM 联合主席、JCOMM 资料管理协调组组长和 IODE 管理组的同意，必要时可建立任务组和
试点项目以开展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的工作；

(e)

指导和协调（d）条中提到的任务组和试点项目的活动；

(f)

必要时向 IODE、JCOMM 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及其他专家组提供建议；

(g)

根据需要与其他专家组联系和协作，以确保获得所需的专业知识、适当的协调并避免重复。

成员组成

附件 2.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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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成员时应确保成员具有适当范围的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包括：
(a)

由 JCOMM 从会员/会员国中选定最多五名专家，包括主席，同时要适当考虑地域和性别代表性；

(b)

根据任务组的当前计划以及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建立的项目，由 IOC-IODE 选定最多 4 名具有相关专
业知识的专家；

(c)

IOC-IODE 委员会的一名联合主席；

(d)

IPET-MOIS 的代表；

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且对委员会无资源影响的情况下，可酌情邀请 JCOMM 计划领域、IODE 委员会和
其他专家机构的代表。
应邀请海洋气候学专家组（ETMC）的一名或多名代表，以确保 DMPA 之间的密切协作和合作。
3.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ETMC）

职责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应与 IOC-IODE、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气候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
会附属机构及相关专家密切合作：
(a)

确定用于开发和管理全球及区域海洋和海洋气象气候数据集的程序和原则；

(b)

审查和评估委员会的气候要素，包括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及其中心，以及开发所需的海洋和海
洋气象产品；

(c)

审查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对气候数据集的要求，同时考虑对
质量和整合的需求；

(d)

与 IODE 和其他适当合作伙伴（如 ICSU 世界资料系统）开展密切合作，以便在未来两年制定、审查
和更新 MCDS 战略、实施计划和性能指标，以实现新的 MCDS 愿景；

(e)

为资料合成和气候数据集的创建制定程序和标准，包括建立专门的设施和中心；

(f)

根据需要与其它工作组进行协调和联络，以确保能获得所需的专业知识，并确保适当的协调；

(g)

必要时，审查和更新有关海洋和海洋气象气候学方面的技术出版物；

(h)

在历史海洋观测资料方面与 IODE 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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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TSI 合作，不断审议全球数字海冰资料库（GDSIDB）的运行并酌情提供指导。

成员组成
选择成员时应确保成员具有适当范围的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包括：
(a)

从会员/会员国选定最多 8 名专家（包括组长），履行专家组的一系列职责；

(b)

经与 JCOMM 联合主席协商，根据需要可增加其他代表，即来自 MCDS 中心、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
域减少灾害风险专家组（ETDRR）和海冰专家组（ETSI）、相关项目以及 IOC-IODE 附属机构的主管
成员；

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
经联合主席同意，且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的情况下，可酌情邀请 JCOMM 计划领域和其他专家机构的代表。
4.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计划间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专家组（IPET-MOIS）

IPET-MOIS 的任务是确定 JCOMM 认证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提供中心的流程，并指导这些中心参与：（1）
WMO 信息系统（WIS），（2）未来的 IOC 海洋资料信息系统（ODIS）。
职责
IPET-MOIS 应:
(a)

确定可被 JCOMM 认证为贡献于 ODIS 和 WIS 的海洋气象和海洋中心，

(b)

制定海洋和海洋服务提供中心的技术规格，并确定 JCOMM 用以认证这些中心的流程，并对其遵守这
些规范的情况进行监测，，

(c)

促进 UNEDCO IOC 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ODIS）的开发，

(d)

就如何提高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的互可操作性和加强资料交换提供指导，

(e)

向指定中心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提供指导性文件）以便为提交、示范、评估和认证流程做准备，

(f)

代表 JCOMM，负责评估候选中心，安排和评估示范活动；并对这些中心遵守 IOC 和 WMO 相关技术
规范的情况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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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S 认证过程的所有阶段，与基本系统委员会（CBS）WMO 信息系统（WIS）专家组密切联系，
特别是中心审计/认证专家组（ET-CAC），

(h)

向资料管理协调组报告，并与服务和预报系统（SCG）、观测协调组（OCG）、相关专家组和工作组
联系，以确保其要求得到考虑，

(i)

作为 JCOMM 联络部门，代表委员会与 WIS 和未来 ODIS 进行对接。

成员组成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计划间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专家组（IPET-MOIS）在选择成员时要确保成员具
有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将包括：
(a)

从会员/会员国选定最多 8 名专家（包括组长），履行专家组的一系列职责。

(b)

经与 JCOMM 联合主席协商，根据需要可增加其他代表，即来自基本系统委员会（CBS）WMO 信息
系统（WIS）中心审计/认证专家组（ET-CAC）和 WIS 中心专家组(ET-WISC)、相关项目以及
IOC-IODE 附属机构的主管成员；

经委员会联合主席同意，且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的情况下，可酌情邀请自筹资金的其他专家。
5.

表驱动码协调员

职责
表驱动码（TDC）协调员旨在协调 JCOMM 内扩大和推进 TDC 的使用，并与 WMO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
及其相应的电码维护专家组（IPET-MC）和元数据和数据互操作性专家组（IPET-MDI）协调这些电码型式的
落实。协调员尤其要开展下列工作：
(a)

与使用 TDC 的团体代表联络，以确保满足其目前和未来的需求；

(b)

评审和推出现有模板或新电码型式，不论是积极使用的还是正被建议的，以满足下列目标：
(i)

酌情考虑原数据格式和报告程序的固有特点，在不同的模板中报告相同变量时，对数据和元数据
采用相同的电码型式；

(c)

(ii)

确保资料附带实时判读观测资料所需的元数据；

(iii)

当新变量成为必要时，以符合目标 a 和 b 的方式插入设备用于处理新变量；

与海洋气候专家组（ETMC）协商，评估拟议的或已做出的 TDC 变更对气候记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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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 CBS 及其 TDC 事务专家组协调（包括编写文件提交 IPET-CM，以便批准新的或修改的 TDC）；

(e)

向 DMCG 组长报告进展情况。

决议 8 (JCOMM-5)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决议 5 (JCOMM-4)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

(2)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席（JCOMM）在第五次届会上的报告，

(3)

服务计划领域主席在 JCOMM 第五次届会上的报告，特别是涉及文件 16（JCOMM-5）和文件
JCOMM-5/INF 5.1,

考虑到：
海洋用户对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及信息的持续和不断扩大的需求，
(2)

需要确保为用户提供的服务能满足这些需求，包括时效性和质量方面，

(3)

需要持续审议并响应会员/会员国对履行其海洋服务职责和义务的指导需求，尤其是《WMO 海洋气象服
务手册》（WMO-No. 558）中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4)

需要密切监测针对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的 IMO/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的运行以及针
对海洋环境应急响应的气象-海洋支持服务，以在必要时对系统进行修改，并根据需要对会员/会员国给
予帮助，

(5) METAREA 协调员负责协调为其 METAREA 提供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此外，
METAREA 协调员要与同样负责提供全球导航预警服务的 NAVAREA 协调员开展密切合作，
(6)

需要指导并协调开展海洋产品和服务的制作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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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 WMO/IOC 的其它计划（世界天气监视网、世界气候计划、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全球气候观测
系统、减少灾害风险、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等）密切协调，以及与国际海
事组织、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国际移动卫星组织和国际航运商会密切协调，提供海洋服务和信息，

(8)

在决定 16（JCOMM-5）中概述的理由，以及在文件 JCOMM/INF. 5.1 中介绍的背景，

认为应当尽量通过具体、明确、有时限的项目落实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的工作；
决定：
(1)

实施决定 5.1 所述重组的 JCOMM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包括如下部分：
(a)

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包括负责具体利益的副组长；

(b)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委员会；

(c)

减少灾害风险专家组（ETDRR）；

(d)

海冰专家组（ETSI）；

(e)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ETOOFS）；

(f)

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专家组（ETMEER）；

(g)

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

(2)

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和专家组的职责须参见本决议的附录；

(3)

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和专家组的普通成员须参见本决议的附录；

(4)

根据 WMO《总则》第 33 条关于建立工作组和 IOC《议事规则》第 25 条的规定，选出：
(a)

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组长（他同时担任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协调员）：Thomas Cuff 先
生（美国）和 Nick Ashton 先生（英国）分别为气象海洋服务（规章材料）组长和副组长。三
个副组长职位仍为空缺；

(b)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系统（WWMIWS）委员会主席：Neal Moodie 先生（澳大利亚）

(c)

减少灾害风险专家组组长：Kevin Horsburgh 先生（英国）为组长 Nelly Florida Riama 女士
（印度尼西亚）为副组长

(d)

海冰专家组组长：Vasily Smolyanitsky 先生（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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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组长：Pierre Bahurel 先生（法国）

(f)

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专家组组长：Giovanni Coppini 博士（意大利）)

(g)

卫星资料需求协调员（由 JCOMM 管理委员会提名）；

授权 SFSPA 协调组制定 SFSPA 副主席以及所提出的所有任务组的职责；
根据 WMO《总则》第 33 条关于建立工作组和 IOC《议事规则》第 25 条的规定，为下列每一个选出
8 位专家担任核心成员（包括组长和副组长）：
(a)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系统（WWMIWS）委员会；
(b) 减少灾害风险专家组（ETDRR）；
(c) 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专家组（ETMEER）；
(d)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ETOOFS）；
(e) 海冰专家组（ETSI）；

可为每一个指定费用自理的额外成员。
决定更新 METAREA 协调员的职责，协调员将有助于在 WWMIWS 委员会下提供必要的服务。
要求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邀请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国际航运商会、国际船长协会联
合会、国际移动卫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其它相关组织和机构参与该计划领域内的工作。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JCOMM-4），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8 的附录(JCOMM-5)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协调组和专家组的职责和普通成员

1.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协调组
职责
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须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海道测量组织（IHO）、全球海洋
观测系统、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减少灾害风险及其它附属机构和相关专家密切合作：
(a)

持续审议服务工作计划并确保它的有效性以及协调和运行，包括时效、标准、质量以及与既定用户需
求相关性等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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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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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汇总专家服务组及其它 JCOMM 计划领域所确定的需求，就需要加以变更、实施或中断的服务和
预报系统计划领域活动提供咨询；

(c)

增进并强化与代表性用户团体的对接，以监测现有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活动的优势和劣势；

(d)

经 JCOMM 联合主席同意，设立和建立专家组、任务组、示范项目，并酌情指定报告员，以开展服务
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的工作；

(e)

确保在服务提供领域与各团体和机构进行有效协调与合作，包括与委员会其它计划领域、WMO 其它
委员会（如基本系统委员会、水文学委员会）和 IMO 及 IHO 等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f)
(g)

根据所确定的需求，评估并推荐能力开发工具/系统；
确定和保持对有关气象-海洋产品和服务的实地和卫星资料及信息的需求，并监督其落实。

成员组成
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成员的筛选要确保气象-海洋服务优先重点领域的各类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
性别代表性，同时要包括：
(a)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协调员（SFSPA 组长）；

(b)

各副组长负责：气象-海洋服务规章材料、WMO 系统、IOC 海洋系统、质量管理和能力；

(c)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委员会主席；

(d)

计划领域下的四个专家组组长；

(e)

任务组组长（包括海洋能力任务组以及天气、气候和渔业任务组），根据需要和/或 JCOMM 确定各任
务组的存在期限；

(f)

CIFDP 项目指导组组长，根据需要和/或 JCOMM 确定各组存在期限；

(g)

由 JCOMM 提名和遴选专家，从事 WMO/IOC 所确定的气象-海洋服务的优先重点领域；

可酌情邀请代表该计划领域一系列优先重点活动的专家作为成员，费用自理。
经联合主席同意，且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的情况下，可酌情邀请 JCOMM 其它计划领域的代表及其他
专家机构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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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委员会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委员会负责 JCOMM SFSPA 与服务用户之间的对接。尤其是，
它负责监督和评审在 GMDSS 内以及针对《SOLAS 公约》未涵盖的其它船舶提供气象海上安全信息（MSI）
的情况。.
该委员会本身就是 JCOMM 中的一个任务组，它与国际海事组织（IMO）极为密切地合作，并直接为 IMO 海
上安全委员会（MSC）以及导航、通信和搜救（NCSR）分委员会提供信息。WWMIWS 委员会将与 IHO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协调的全球导航预警系统（WWNWS）分委员会密切合作，为导航预警提供海上安全
信息。
职责
WWMIWS 委员会，与国际组织及其它代表用户利益的实体，例如 IMO、IHO、ICS、IMSO 及其它海上安
全相关组织和机构（包括 GMDSS）密切合作，须：
(a)

为支持海上安全：
(i)

监督和评审海洋广播系统的运行情况，包括针对 GMDSS 以及用于 SOLAS《公约》未涵盖船
舶的其它系统；

(ii)

监督和评审气象和海洋海上安全信息的技术及服务质量标准，尤其是针对 GMDSS，包括为支
持海洋服务的各 GDPFS 中心设定标准和要求（如参数、验证、格式），并根据需要，为会员
/会员国提供援助和支持；

(iii)

酌情提出行动建议，以满足对气象及相关通信服务的国际协调需求；

(iv)

监督有关海洋气象服务方面的技术咨询和指导材料，包括持续审议《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 558）、《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以及《天气报告–航运信息》
（WMO-No. 9，D 卷）；

(v) 保持对法国气象局主办的 SafetyNet 和 Navtex MSI 讯息以及 WWWMIS 网站的监督；计划并
协调 2018 年 WWWMIS 网站的重新设计及其定期更新；
(b)

确保通过适当和有组织的渠道获取用户反馈并用于提高服务的相关性、有效性和质量，从而监督各项
需求；

(c)

就涉及海上安全服务运行和改进的海冰、海况、风暴潮和海洋环流等各个方面，与技术委员会专家组
保持联系并收集其所提供的信息；

(d)

确保与相关组织、机构和会员/会员国就海上安全问题和海上事故应急支持需求等开展有效的协调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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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会员/会员国实施 WMO 支持服务提供的战略倡议，包括海洋预报员能力框架、质量管理、能力开
发、教育和宣传计划以及绩效报告；

(f)

根据现有标准（如 IHO 的标准），开发 ECDIS 中使用的海洋参数、盛行风、海况和海流的图形/数值
产品规格；

(g)
(h)

根据需要，就涉及海上安全服务等事宜向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及 JCOMM 其它工作组提供咨询；
继续与 WMO 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IHO WWNWS 分委会以及相关组织（如 IMO、IHO、ICS、
IMSO、EMSA、IUMI 等）保持密切联系，以协调和促进海上安全服务。

成员组成
(a)

成员将包括所有 METAREA 协调员（包括组长和副组长），成员的筛选要确保在提供海上安全和效率
等服务方面具有相应的各类专业知识；

(b)

与 IMO 和 IHO 保持密切关系作为委员会职能的重要部分，将请 IMO 和 IHO 向委员会提名一名成员。

(c) 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及其他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作为与实施海上安全服务和效率有关各类活动的代表，
以及国际组织和其它代表用户利益的实体的代表，如 ICS、IMSO 及其它用户组，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
3.

减少灾害风险专家组（ETDRR）

职责
(a)

担任 WMO 和 IOC 联络员以及 JCOMM 联络员，负责所有海岸带和海洋灾害的技术咨询，以支持
WMO 减少灾害风险（DRR）路线图和相关 IOC 计划；

(b)

支持 WMO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的 DRR 联络员（DRR FP RA-TC-TP）的各项活动、支
持 IOC TOWS-WG 和 IOC 政府间海啸（及其它海岸带灾害）协调组的活动，并为该组提供 JCOMM
建议；

(c)

推广和分发关于海岸带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中的风浪、风暴潮和海啸预报的技术咨询和指南，以支持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d)

就海岸带和海上灾害和改进的多灾种预报系统等所有事宜，向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提供协助、咨询以及酌情提供能力开发，包括支持努力开发有效的区域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e)

在 IOC 和 WMO 内以及与其它国际推动方共同协调、指导和启动各项活动，为海岸带和海上灾害 DRR
提供协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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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供关于海岸带和海上灾害观测、判读和预估等咨询和建议，支持其它国际机构（如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

就涉及 DRR 的海岸带和海上灾害的各个方面，与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其它专家组、
WMO 内的其它任务组以及 WMO 减少灾害风险服务处联系和协调。

专家组将通过其专家能力以及酌情通过具体、可衡量和时限内可实现的项目来满足 IOC 和 WMO 的需求。
成员组成
成员将包括最多 8 名核心成员，具备各类技术专长，并将保持全球地域和性别代表性。将设立组长，且最好至
少有一名成员具备 DRR 背景下社会科学问题的经验。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
源影响。
4.

海冰专家组（ETSI）

职责
(a)

就海冰地区用户界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为会员/会员国提供协调和咨询，以支持导航、沿海和近海的活
动以及海冰覆盖监测；

(b)

就与海上安全、海洋污染响应以及搜救活动相关的海冰影响的各个方面，为 WWMIWS 委员会和
ETMEER 提供咨询；

(c)

就相关海冰模拟和预报技术，保持与 ETOOFS 和 ETDRR 的联系；

(d)

保持与涉及海冰在全球气候系统中的作用的各项目和计划的联系，包括通过 WCRP 和全球冰冻圈监视
网；

(e)

编写技术咨询和指南材料，开展与海冰观测、分析和服务有关的软件交流、专业培训及其它适当的能
力建设活动，并在必要时对会员/会员国提供协助；

(f)

与 ETMC 合作，持续审议全球海冰数字资料库（GDSIDB）的运行情况并酌情提供指导；

(g)

保持和开发海冰资料及信息交换格式、术语及程序以及相关术语、电码和制图标准；

(h)

根据现有标准（如 IHO 的标准）制定电子导航图系统（ENC）中的浮冰（海冰、冰川冰、湖泊和河流
冰）参数的图形/数字产品规格；

(i)

保持与相关国际组织和计划的联系，尤其是 BSIM、CLIC、EIS、IICWG、NAIS、ASPeCt、GCOS
和 I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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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原则，这些职责将通过具体、明确和有时限的项目予以落实。
成员组成
(a)

最多有八名核心成员，包括组长和副组长以及在 JCOMM 框架下与海冰和覆冰地区相关的各类活动的
代表，并要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

(b)

还将邀请区域和国际海冰机构的代表，特别是波罗的海冰会议、欧洲冰服务局、国际冰绘图工作组和
北美冰服务局的代表自费参加，

(c)

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作为有关海冰的各类活动的代表，

5.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ETOOFS）

职责
(a)

按照相关质量管理体系，为开展海洋预报服务的会员/会员国管理和维护指南、规划和需求文件；

(b)

管理和保存从海洋物理学到生物地球化学 OOFS 服务组合概要，突出强调海洋短期到季节预报产品和
服务的价值；

(c)

与 GODAE 合作，管理和促进采用国际标准来支持海洋预报产品和服务的互可操作性和通用格式以及
产品质量评估；

(d)

指导和开展在国际层面有助于提高业务海洋预报系统效率、准确性和服务质量的行动；

(e)

推动和促进对业务和预报系统的支持和开发及其广泛采用；

(f)

提供关于业务海洋预报系统相关事宜的咨询，并编写关于会员/会员国运行的业务海洋预报系统的需求
材料（如研究、观测和资料管理等需求）提交给其它国际团体；

(g)

就业务海洋预报相关的各个方面，与 SFSPA、OPA 及 DMPA 的其它专家组联系，并收集它们提供的
信息。

作为一般原则，这些职责将通过具体、明确和有时限的项目予以落实。
成员组成
成员的筛选要确保相应的各类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最多有八名核心成员，包括组长、有
关海洋预报系统的各类活动的代表。
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作为有关海洋预报系统的各类活动的代表，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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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专家组（ETMEER）

职责
在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 4 次届会（JCOMM-4，2012 年 5 月），会员/会员国
一致认为 JCOMM 应当建立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以支持会员/会员国响应海洋环境紧急事件。
这应当包括支持主管中心拓展其技术能力、交换诊断和预报资料以及为服务和信息的提供给予更有力的协调，
从而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确定的需求。
在支持海洋环境应急响应方面，ETMEER 须：
(a)

监督实施和运行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MEER 专业中心；建立或维护信息产品标准，并
审查公海海洋污染支持系统（MPERSS），包括其网站；

(b)

编写关于 MEER 信息服务及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指导材料；

(c)

通过确保从适当和有组织的渠道获取用户界的反馈并用于提高服务的相关性、有效性和质量（符合
MARPOL 及其它国际公约），从而监督各项需求；

(d)

就与海上事故应急保障业务和改进相关的风、海冰、海况、风暴潮和海洋环流等各个方面，与技术委
员会专家组保持密切联系并收集它们提供的信息；

(e)

就有关海洋环境应急响应支持的事宜，为服务和预报系统协调组及 JCOMM 其它工作组提供必要的咨
询；

(f)

继续与 IMO、IAEA 等各组织的相关工作组和专家组保持密切联系，以协调和改进海洋环境应急响应支
持；尤其还要与地中海、加勒比、极地等地区参与海洋环境应急响应工作的区域机构和团体保持联系。

成员组成
成员的筛选要确保相应的各类专业知识并保持适当的地域和性别代表性。最多有八名核心成员，包括组长、有
关海洋环境应急响应的各类活动的代表。
可酌情邀请其他专家，作为有关海洋环境应急响应的各类活动的代表，费用自理，通常对 JCOMM 无资源影响。
7.

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

国际海洋部门联络员将根据 WMO/I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框架，在实施国家海域
内气象海洋信息服务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家联络员将收集用户的需求、推进伙伴关系并监督国家层面的服
务提供；与 WWMIWS 委员会及 WMO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办公室共享这些用户需求；并促进维护相关
国际文件中的国家服务信息。国家海洋部门联络员应在 JCOMM 会员/会员国国家主管机构内，在海洋服务提
供方面发挥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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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a)

担任关于国家海域内气象信息和预警方面事务的核心联络员

(b)

促进和监督既定国际标准和做法在制作和发布气象信息和预警中的使用；

(c)

通过参加 JCOMM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委员会的活动，促进制定国际标准和做法；

(d)

深入理解《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并监测用户对其更新需求的变化，以及鼓励参加
一年两次的 WWMIWS 海洋气象监测调查；

(e)

就在 WMO 信息系统（WIS）上发布气象公报一事进行协调；

(f)

担任关于在服务提供框架下实施 WMO 各项战略倡议的协调员，包括验证、质量管理、海洋预报员能
力框架和抗御力活动；

(g)

就海洋服务的有效利用，与负责海上安全、海上通信、港务以及其它相关海事职责的主管机构联系；

(h)

确定在 WMO 海洋服务行动计划中应当予以考虑的国家海洋服务相关事宜、需求和不足；

(i)

负责维护与国际服务文件（如 WMO No 9 卷 D- 海运信息、UKHO 海军部无线电信号一览表、IMO
GMDSS 总体计划等）相关的海洋天气服务和海上通信等国家具体信息。

成员组成
成员向每个 JCOMM 会员/会员国开放，它们都可提名其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
8.

METAREA 协调员

职责
IMO 大会决议 A.1051(27) – IMO/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 指南文件中对 METAREA 协调员
的作用和职责做了如下规定。
关于 METAREA 协调员的资源，METAREA 协调员应当具备：
(a)

国家气象部门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渠道；

(b)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及互联网等，与 METAREA 中的国家气象部门、其它 METAREA 协调员以
及其它资料提供方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关于 METAREA 协调员的职责，METAREA 协调员必须：
(a)

担任关于 METAREA 内气象信息和预警方面事务的核心联络员；

(b)

促进和监督既定国际标准和做法用于在整个 METAREA 发布气象信息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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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调邻近会员之间的初步磋商，力求在正式应用之前建立和运行 NAVTEX 服务；

(d)

就在 WMO 信息系统（WIS）上发布气象公报一事进行协调，并确保法国气象局主办的 WWMIWS
网站正确显示 SafetyNET 和 MSI 讯息；

(e)

就气象信息和预警服务的有效利用，与负责海上安全、海上通信、港务以及其它相关海事职责的机构
联系；

(f)

担任关于在服务提供框架下实施 WMO 各项战略倡议的协调员，包括验证、质量管理、海洋预报员能
力框架和抗御力活动；

(g)

负责维护与国际服务文件（如 WMO No.9 卷 D- 海运信息、UKHO 海军部无线电信号一览表、IMO
GMDSS 总体计划等）相关的海洋天气服务和海上通信等具体信息；和

(h)

通过参加和参与 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委员会会议，以及酌情参加必要的相关 IMO、
IHO 和 WMO 会议，推动制定国际标准和做法。

METAREA 协调员必须还要确保作为发布机构的国家气象部门在其 METAREA 内有能力：
(a)

根据《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 No. 558）筛选用于广播的气象信息和预警；

(b)

深入理解《WMO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 No. 471）并监测用户对其更新要求的变化；

(c)

监督由发布机构广播的其公报的 SafetyNET 传输。

METAREA 协调员必须进一步确保作为制作机构的国家气象部门在其 METAREA 内有能力：
(a)

努力掌握其责任区内显著影响导航安全的所有气象事件的情况；

(b)

在接到其责任区内涉及导航的所有气象信息后即刻利用其专业知识开展评估；

(c)

利用尽可能最快的方式，将需要直接向邻近 METAREA 的协调员和/或相关人员更广泛发布的海洋气
象信息转发出去；

(d)

确保 WMO No. 558 中所列在其各自责任区内需要 METAREA 预警的所有气象预警主题领域的信息
都能够立刻转发给受到气象事件影响的相应国家气象部门和 METAREA 协调员；

(e)

深入理解《WMO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并监测用户对其更新要求的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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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关于其责任区内气象信息和预警信息的源数据记录。

9.

卫星资料需求协调员

职责
卫星资料需求协调员应：:
在 JCOMM 范围内协调卫星资料需求活动，并担任 JCOMM 与 CBS ET-SAT 和 IPET-SUP 以及与 CEOS 和
CGMS 的联络员；
向 SFSPA 协调组组长汇报。

决议 9 (JCOMM-5)
委员会的其他协调员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WMO 决议 31 (Cg-17) –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的报告，报告涉及建立国际卫星资料通
信系统用户论坛（Satcom 论坛）的 WMO 信息系统中心和网络，
考虑到：
(1)

Satcom 论坛是由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与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联合发起；

(2)

需要在 JCOMM 内协调 Satcom 事宜并就 Satcom 事宜与 CBS 联系；

决定设立 Satcom 事宜协调员（由 JCOMM 管理委员会提名）。其职责参见本决议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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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 的附录(JCOMM-5)
Satcom 事宜协调员及表驱动码协调员的职责

Satcom 事宜协调员
职责
Satcom 协调员旨在就 Satcom 事宜在 JCOMM 内部进行协调，并与国际卫星资料通信系统用户论坛
（Satcom 论坛）保持联系。协调员尤其要开展下列工作：
(a)

在 JCOMM 内部以及尤其与观测协调组和观测网络/专家组协调 Satcom 事宜。这主要包括确定和整合
关于通过卫星收集来自海上遥感观测平台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等各项需求和事宜；

(b)

与代表 JCOMM 的 Satcom 执行委员会联系、为该委员会提供 JCOMM 关于 Satcom 的意见，包括关
于 Satcom 事宜、需求和能力，并酌情将关于 Satcom 的建议转达给 JCOMM；

(c)

在 JCOMM 框架内考虑 Satcom 如何审议对减少灾害风险的需求；

(d)

向管理委员会报告。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决定 1 (JCOMM-5)
届会的组织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审议了 JCOMM 联合主席在 JCOMM 管理委员会建议基础上提出的临时议程；
批准了临时议程；
根据《WMO 总则》第 21 至 24 条规定，批准了秘书长代表关于证书的报告；
通过了在届会期间建立以下委员会：
(1)

协调委员会：
主席：委员会联合主席
成员：全会主席、秘书长的代表、秘书处工作人员、当地组织委员会的代表；

(2)

(3)

证书委员会：
主席：

[Bernd Brügge，德国]

成员：

[Hassan Bouksim，摩洛哥]

提名委员会：
主席：

[Neal Moodie，澳大利亚]

成员：

[Nelly Florida Riama，印度尼西亚]

同意届会的工作计划：
(1)

会议的工作时间：上午 9:30 至 12:30，下午 2:30 至 5:30；

(2)

届会议程项目的安排和分配；

决定整个届会期间暂停《总则》第 110 条，并允许根据《总则》第 3 条快速处理文件；
决定遵照《总则》第 112 条，届会不需要做摘要记录；
通过届会期间以编辑手段，而非辩论的形式，对那些只通过行政程序决定的文件内容进行修正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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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内部和外部评审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JCOMM-4 的议题 12.2 关于 JCOMM 计划和规划，因此委员会注意到，在上次届会休会期内未对
JCOMM 进行全面的外部评审，不过却看到了为会员/会员国提供机会对其以往绩效及未来提供反馈所具有的
价值。委员会注意到，分析其以往的绩效信息有助于筹备 JCOMM 治理机构的会议。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和
秘书处建立开展此项工作的机制。为此，委员会还要求管理委员会审议 JCOMM 届会休会期间的优先重点工作，
确保能够有效利用现有资源，
注意到 JCOMM MAN-12 的行动 3.2.1–开展 JCOMM 自我评估和评审，
还注意到 2016 年 4 月-5 月开展了为期五周的 JCOMM 绩效评估：利益相关方调查，以及 JCOMM 专家编写
和评审了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 JCOMM 绩效评估：利益相关方调查旨在将调查结果列入 JCOMM 战略修订版，
审查了 JCOMM 绩效评估：利益相关方调查（JCOMM-5/INF. 2.3），
对评估表示满意；
决定此次调查结果及各项建议应被列入 JCOMM 战略和能力开发活动修订版。

决定 3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参与制定
2020–2023 年世界气象组织战略计划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有关本组织根据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的全球社会需求的决
定，它构成了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的坚实基础，代表了可依旧影响本组织 2016 - 2019 年以后工作重点
的相关事务和方向，并应成为 2020-2023 年 WMO 战略计划的基础，
还回顾到决议 71（Cg-17） - 编制 2020-2023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要求执行理事会组织规划过程，以及决
定 82（EC-68） - 编制 WMO2020-2023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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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WMO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九次届会通过了关于编制 WMO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决定 65，包括要
求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继续为编制战略计划作出贡献，以确保考虑到会员的需求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进一步注意到：
(1)

继在 Cg-17 上关于加强海洋服务的讨论后，秘书长成立了一个海洋服务特设工作组，

(2)

决定 49(EC-68)为工作组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3) 正在 WMO 战略规划背景下审议该评估结果，以确保加强 WMO 为海洋和沿海安全服务提供支持的能力，
并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加以审议，
考虑了 JCOMM 下个休会期间的计划和规划需要考虑到大会和 EC 的决定以及影响本组织方向的主要驱动因素，
赞同海洋服务特设工作组的高层建议（如 JCOMM-5/INF 3.1(1)所述）；
鼓励会员提供 WMO 加强海洋和沿海安全服务所需的相关支持；
注意到副秘书长就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编制 WMO2020-2023 年战略计划草案提供的进展信息，注意到
JCOMM 计划领域将为所有长期目标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长期目标 1（服务）、2（观测）、3（研究）和 4
（能力发展）。
还注意到副秘书长就 EC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关于 WMO 组成机构改革的建议提供的进展信息，注意到
WMO 主席团和 IOC 官员正在就 JCOMM 在未来修订后的 WMO 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进行磋商。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和管理委员会向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在 WMO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编制方面提供
JCOMM 专业领域的必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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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 (JCOMM-5)
参与世界气象组织其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决议 11 (Cg-17) –打造未来增强型综合及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2)

决议 8 (EC-69) – WMO 信息系统的战略和治理–赞同 WIS 2.0 战略和 WMO 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工作
组（ITT-WIS）的职责，以督查 WIS 的发展，

(3)

决定 55 (EC-68) –实施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4)

决议 17 (EC-69)，其中 EC 决定，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相关的伙伴系统的指定标准
应纳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或列入参考资料并链接到相关合作伙伴
的手册，并继续协调组成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创建决议 11（Cg-17）要求的文件，

(5)

决议 6 (CHy-15)-洪水预报倡议和水文委员会(CHy)对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的贡献，

注意到：
(1)

委员会只能通过采用商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通过国际创造和信息交流来实现其目标，

(2)

在地球系统模拟(大气层、海洋、冰冻圈、陆地植被和化学交互作用)方面的努力将有益于无缝资
料加工和预报，

进一步注意到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采用了一种系统，用以确定传统的字母数字代码不能代表的
观测站和平台，且比传统的站标识符使用更多字符，
考虑到需要在各种地球系统组成部分之间建立协同效应，特别是海洋，
深信委员会应设法使用与 IOC 和 WMO 的其他工作方面互可操作的标准，并应为此参与这些标准的制定，
决定:
(1)

通过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部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计划间专家组（IPET-MOIS），继续参与

WMO 信息系统（WIS）的开发和运行；
(2)

提名专家，协助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制定有助于委员会工作的标准和运作程序的活动；

附件 3. 决定

(3)

全力支持无缝 GDPFS 的实施，确保 JCOMM 的所有相关问题得到处理和整合；

(4)

如建议 14 (JCOMM-5)所述，将海洋 GDPFS 的相关事项纳入《GDPFS 手册》（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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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85）；
(5)

如决定 17 (JCOMM-5)所述，支持关于 WMO 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的未来的决定；

(6)

全力支持 WMO 提供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信息的业务机制的实施；

提醒会员，为了使用包括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观测报告，可能需要修改其处理系统。

决定 5 (JCOMM-5)
参与世界气象组织技术委员会项目、计划和联合发起计划的工作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决定 52 (EC-68)，极地区域气候中心（PRCC），

(2)

决定 53 (EC-68)，极地预测年，

(3)

决定 28 (EC-69)，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TPOS-2020），

(4)

决定 48 (EC-69)，极地和高山地区优先活动，邀请会员积极参与极地预测年（YOPP）活动中
研究界的合作，特别在其 2017 年和 2019 年间的特别观测期（SOP），

注意到北极 PRCC 网络实施计划，
进一步注意到极地预测项目（PPP）和 YOPP 活动是以自愿捐款为基础的，尤其在 YOPP 期间，有确保资助的
强烈需求，
深信 TPOS 2020 为其他海洋盆地的类似举措提供了出色的范例；
决定支持以下活动的实施:
(1)

北极 PRCC 网；

(2)

TPOS 2020 以及协助决定 28 (EC-69)的执行；

(3)

YOPP 及其 SOP，并通过 JCOMM 的各种沟通渠道促进参与 YOPP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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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管理委员会采取切实措施推动 YOPP 的参与；

(2)

海冰专家组与 WMO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EC-PHORS）服务工作组
合作，确定可开发哪些海冰产品和/或可对北极 PRCC 网提供哪些支持；

(3)

观测计划领域，以支持（i）YOPP 活动及其 SOP，（ii）TPOS 2020 的实施及与 GOOS 的合作，以
确保在 TPOS 2020 范例的基础上，可在其他海洋盆地开展类似的活动。

决定 6 (JCOMM-5)
与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合作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决议 43 (Cg-17)，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决定将 WMO 计划中的 GCW 作为一项交叉活动
纳入主流并加以实施，且实施活动将在第十七财期作为本组织的一项主要努力活动加以开展，目
标是将 GCW 投入运行，

(2)

决定 45 (EC-69)，关于 GCW 的开发和实施，邀请 WMO 各技术委员会与 GCW 磋商，确定极
地和高山地区的观测要求，以及编写 GCW 最佳实践指南和手册，

注意到以下报告:
(1)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第七次会议（EC-PHORS-7，2017 年 3 月，阿
根廷乌斯怀亚），

(2)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指导小组第四次会议（GSG-4，2017 年 1 月，英国剑桥），

注意到以下长期目标:
(1)

探测气候驱动的自然和生态变化，特别是由于海冰范围和持续时间引发的变化，

(2)

准确记录海冰厚度的变化并估计海冰量的变化，因为北极和南极环境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敏感性
为气候变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早期迹象，

满意地注意到 GCW 指导组对 GCW 和 JCOMM 海冰专家组之间的积极参与表示的赞赏，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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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
EC-PHORS-7 关于需要在不同的计划中优化使用专家资源的建议，

(1)
(2)

GSG-4 关于加强 GCW 计划与 JCOMM 在北极和南极观测系统与服务方面的合作的建议，

决定继续在海冰活动和北极及南极浮标计划方面与 GCW 密切合作；
要求海冰专家组与 GCW 合作开展联合活动，以制定海冰观测和资料交换、卫星产品验证和相关产品的衍生标
准和最佳实践，并就海冰在全球气候系统中的作用开展联合活动；
要求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特别与 WCRP-SCAR 和 GCW 合作，开发海冰观测和资料交换的标准和
最佳做法；
邀请 GCW 与 JCOMM 相关专家组就海冰事宜安排联合工作计划。

决定 7 (JCOMM-5)
参与区域协会的工作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Cg-16 决定重新审议 WMO 的结构以及 WMO 下设计划的作用，以支持包括沿海地区在内的服务提供，
从而参与相应区域协会的工作，
注意到 WMO 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山洪指导系统（FFGS）和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 CIFDP 的服务范围的扩展，还有技术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JCOMM、
水文委员会）和 WMO 面向服务的计划之间可以补充和支持 CIFDP 的相互依存关系，
认为会员的海洋气象活动应侧重于 JCOMM-5/文件 5.1 所述的实施领域，包括需要：
(1)

通过提供全球气象-海洋信息与警报服务（WWMIWS）和提名国家海洋联络员，加强气象-海洋预报服
务；

(2)

支持在海洋预报中采用能力标准，并支持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遵守这些标准；

(3)

通过与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的合作，支持在海洋业发展多灾种、基于影响的服务，并考
虑到由于海平面上升、盐水侵入和沿海地区包括海岸线在内的变化而造成的淹没、海啸和风暴潮以及影
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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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区域协会主席通过区域协会的适当机制，特别与 SFSPA 的协调员并酌情与其他 JCOMM 计划领域协调员
合作，促进本区域的海洋气象活动。

决定 8 (JCOMM-5)
参与实现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目标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IOC 决议 XXVII-2 B (2013) – IOC2014-2021 中期战略，

(2)

IOC 决议 XXIX-1 (2017) -国际（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注意到：
(1)

委员会对几个 IOC 高级别目标的贡献，特别是：有效的预警系统、提高了对气候变化和变率的抗御能
力；

(2)

委员会对几个 IOC 职能的贡献，包括：科学认知、观测系统和资料管理、早期预警和服务，以及能力发展；

(3)

委员会在促进气象和海洋机构之间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协调发挥的作用；

(4)

IOC 西太平洋分委会（WESTPAC）为加勒比与邻近地区（IOCARIBE）、非洲与邻近岛屿国家
（IOCAFRICA）以及 IOC 中印度洋区域委员会（IOCINDIO）在区域实施 IOC 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5)

十三个 GOOS 区域联盟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区域实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加速行动方式
(SAMOA)路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等国际商定的框架，为拟议的“国际海洋科
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提供了素材。

决定：
(1)

继续确定委员会对 IOC 高级别目标和职能的贡献，包括通过适当的区域机制；

(2)

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发展。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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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9 (JCOMM-5)
参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计划和联合发起计划的工作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决定 IOC-XXIX/6.1.1，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工作计划；

(2)

决定 IOC-XXIX/6.2.1，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

(3)

决定 IOC-XXIX/6.2.2，IOC2017-2021 年资料和信息管理战略计划；

(4)

决定 IOC-XXIX/7.2，海啸及其他沿海灾害预警系统；

(5)

决定 IOC-XXIX/8.1，提高全球测深资料的提供，以及 II. IHO-IOC 海洋测深图（GEBCO）项目指导
委员会。

注意到 GOOS 战略的制定，
进一步注意到 IOC 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ODIS）概念文件的编写，
深信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作出贡献；
决定：
(1)

支持综合全球 GOOS 的实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目标、业务海洋服务和可持续海洋健康服
务；

(2)

积极参与海洋资料信息系统（ODIS）概念文件的编写，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结构和活动；

(3)

促进并参与多灾种沿海预警系统的发展；

(4) 促进全球测深资料的收集和提供，并与“IOC 用户要求和促进 IHO-IOC GEBCO 产品工作组”进行互动；

要求管理委员会与有关的 IOC 计划和联合发起计划保持积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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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0 (JCOMM-5)
与其他机构的关系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WMOCg-17 重申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MMOP）是帮助会员持续提供全球和区域海洋观测资料、
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业务计划，以满足海洋和沿海用户群持续和不断扩大的气象-海洋服务和信息的需求，重点
是海上生命和财产安全、综合沿海管理与社会影响；
进一步回顾到 Cg-17 鼓励继续与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水道测量组织(IHO)保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共
同开发和提供 JCOMM 活动与服务；
注意到在 JCOMM 休会期间相应的 IOC 大会在其 27、28 和 29 届会议期间表达的类似认可；
认识到为了实现其目标和 WMO 及 IOC 的目标，需要与 WMO 及 IOC 的一些计划和机构以及外部组织合作，
详见本决定附录 1 的阐述；
进一步注意到“联合国海洋机制”是一个机构间机制，力求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加强联合国系统各主管组织和国际
海底管理局的协调性、连贯性和有效性，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参与组织各自的职责以及其执行机构
批准的任务和优先事项，并注意到 WMO 及 IOC 正在积极参与这种协调机制；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和管理委员会确保并保持与几个其他计划和组织的现有关系，并定期审查这些联系，特
别是已确定的联合活动。

决定 10 的附录(JCOMM-5)
与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有工作关系的组织

(1)

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水道测量组织（IHO）、国际流动卫星组织（IMSO）和全球海事卫星机
构有关安全相关的海洋气象服务，以及连同国际原子能能源机构，有关海洋环境的应急响应。

(2)

地球观测组织（GEO）及其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其中本委员会负责协调实施海洋和海
洋气象观测、资料管理和服务，对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的社会效益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它通过 WMO、
IOC 和 GOOS 参与 GEO 的活动。

(3)

世界海洋理事会（WOC），将各方海洋企业汇集到一个国际联盟中，以协调对海洋科学和其他环境行
动的企业支持。与委员会合作将有望增大海洋和海洋气象观测中的合作机会。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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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冰制图工作组（IICWG），它将国家海冰服务提供者与其合作伙伴和客户结合起来，以应对共同
关心的问题。自 1999 年以来，IICWG 一直是 JCOMM 海冰专家组的热心咨询机构。

(5)

国际电信联盟（ITU），它与 WMO 和 IOC 一道，正在探索利用海底电缆来开展支持海啸和气候监测的
海洋观测。

(6)

卫星通信论坛（SATCOM），其目的是以协同方式与其他卫星服务提供者接洽，处置与实地气象-海洋
平台，特别是自主平台的资料传输相关的问题。

决定 11 (JCOMM-5)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决定 14 (EC-69) –支持开展基于 GCOS 实施计划的各项行动，并指导会员和 WMO 组成机构开展与
WMO 所协调的各系统和网络有关的行动，以监督并审议这些实施进展，
还回顾到决定 6.1.2 (IOC-XXIX) -敦促所有的 IOC 计划处理其工作计划中的相关行动，并提请会员国促进
实施 GCOS 实施计划中讨论的各项行动；针对由 IOC 协调的各系统和网络而开展的行动，要求向会员国和
IOC 计划提供指导，以监测和审查实施的进展，
认识到决定 23 (CBS-16)-支持各会员实施 GCOS 实施计划中所确定的各项行动，特别是那些被视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动，
还认识到决议 1 (CHy-15) –鉴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实施计划的复杂性，建议由一个或多个 CHy
专家开放组（OPACHE）成员探讨可能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帮助 GCOS 在其水文和水资源相关行动中更好地
利用 CHy 的观测能力，特别是 WMO 水文观测系统，
进一步认识到认识到需要始终如一地、协调地、高质量地开展气候观测，支持 UNFCCC 各缔约方规划适应和
减缓，发展气候科学，并支持其他多边环境协议，
确认规划和协调这些观测需要大气、海洋和陆地领域观测之间的配合，需要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参数，
还确认其他应用领域, 如数值天气预报和包括海洋服务在内的海洋应用，也需要这些 GCOS 实施计划中建议的
观测，
审议了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及其实施需求的文件（GCOS-200，GOOS-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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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了 GCOS 报告《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状况》（GCOS-195），
注意到 JCOMM OCG 工作计划中涉及很多 GCOS 海洋和海洋大气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了 OCG 协调的观测
网络的支持，
还注意到 JCOMMOPS 已经同意跟踪 GCOS 行动的进展情况（利用网络，未来利用变量），
观察到需要持续开展工作以维持观测系统，并扩展至新的前沿领域，还需要新的变量以满足各种需求，
决定那些开展洋监测的 WMO 会员和 IOC 会员国应确保监测活动可促进可持续的气候观测，以支持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和 UNFCCC，即酌情实施 GCOS 实施行动中确定的各项行动，特别是 JCOMM-5/INF 4.1(1)中
确定的行动，并将其作为全球气候监测系统的重要海洋部分。

决定 12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强调：
(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为协调行动提供了一个全球性机制，以提高气候服务质量、数量和应用，

(2)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是 GFCS 的主要机制，通过该系统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气候信息进行
归档、分析、模拟、交换和加工，

(3)

在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IBCS）的指导下，GFCS 为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灾害
风险仙台框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特别是对于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4)

UNESCO（所以 IOC 也是）是 GFCS 伙伴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5)

虽然 GFCS 没有具体的海洋优先领域，但海洋方面与 5 个优先领域中至少 3 个优先领域有着重要的交
叉：减少灾害风险、水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

(6)

设计和实施气候服务实施计划需要 WMO 技术委员会包括 JCOMM 的支持，

(7)

GFCS 特别关注观测要求，包括海洋方面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极地和热带地区，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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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形成气候和天气型式中海洋与大气之间存在着复杂联系，以海洋为特征的缓慢变化的边界条件成为季节
性预报的科学依据，因此海洋观测和资料对于优化海洋投入有着重要的作用，以：
(1)

基于按季节内到季度时间尺度运行的气候驱动因子，改进次季节到季节性尺度的预测和预警（如马登朱利安涛动、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等），

(2)

扩大季节性预报产品以涵盖相关的海洋变量，以支持需要海洋气候信息的各部门，

回顾到：
(1)

决定 10(EC-69)-气候服务信息系统产品以支持联合国系统和 WMO 会员关于季节至年际时间尺度上的
规划，

(2)

决定 46 (EC-69) -北极极地区域气候中心网和极地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的开展与实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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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决定 27 (EC-68)-交换资料和产品，以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5)

决议 6 (EC-67) –关于促进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机制，

(6)

决议 60（Cg-17） - WMO 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以及其中明
确提到的（i）海洋基本气候变量（按 GCOS 实施计划的定义）和（ii）气候相关沿海界面资料，特别是
海平面、海浪和风暴潮。

还回顾到建议 2 (JCOMM-4)–海洋气候资料系统，由本委员会通过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愿景，以特
别应对 GFCS 的要求，
考虑到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和 RCC 在世界若干地区较为活跃，其可定期提供实时区域气候展望产品，
但是没有明确地针对海洋方面，
注意到：
(1)

JCOMM 是一项重要的机制，其可支持 WMO 为 GFCS 做出贡献特别是在海洋相关方面做出贡献，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四十五次届会邀请 WMO 定期提交关于全球气候
状况的材料，

(3)

JCOMM 的潜在作用，其可为 WMO 年度气候状况声明提供海洋方面的相关素材，

进一步注意到更新和全面重写《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 No-471）第 3 章：海洋气候学(JCOMM-5/文
件 9.2)，其中介绍了海洋气候学的总体目标和社会应用，以及相关的《技术规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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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编写一份反映海洋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清单，纳入对 GFCS 相关资料和产品的审查，此审查由 CCl 牵头；
(2)

支持将 JCOMM 相关资料和产品纳入 RCC/RCOF 的业务；

(3)

继续开展现有活动并开发活动，以支持 WMO 负责协调的业务季节性气候信息系统，并在可用资源范围
内，推进对与行星尺度驱动因素（如 ENSO）相关的季节性气候极端事件的早期预警；

同意：
(1)

协助会员/会员国通过更好的海洋气象投入，并在可用资源范围内，改进业务系统和服务提供；

(2)

通过提供观测数据、资料和/或产品和专业知识支持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SIDS），并在可用资源范围内，改进对风暴潮、沿海洪水和海平面变化的预测；

(3)

支持将海冰产品纳入北极极地区域气候中心网络业务；

(4)

促进实施由 JCOMM 开发的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以便使其成为 CSIS 的组成部分；

要求联合主席在 JCOMM 工作结构内做出相应的安排，以确保：
(1)

内部协调，以促进 JCOMM 对 GFCS 的贡献；

(2)

验证《WMO 年度气候状况声明》中与海洋相关的指标；

(3)

就上述有关 MCDS 实施的问题达成一致，以支持 CSIS。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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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3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与仙台框架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强调高影响天气、海洋天气、气候和水文事件（诸如风暴、洪水、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以及干旱）可引发多数
自然灾害，从影响和可能性方面看均为最高级别的风险，此外也由于其级联以及通常带有跨界影响，这些事件
会造成遍及全球的灾害性影响，造成人身伤害和生命损失、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受挫，并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
健康恶化、贫困、破坏/摧毁基础设施、人员流离失所、失业和破坏社区等严重后果，
注意到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气候系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及快速变化（特别是高纬度地区），
这些情况可能会继续发生，从而增加与气候和水文气象灾害（包括海洋）相关的风险，
注意到人类居住区的扩张（特别是洪泛平原和低洼沿海地区）、城市化、大城市的兴起、经济相互依存和基础
设施废弃，可增加人民和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从而增加了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风险和后续的影响，
还注意到海啸等地球物理灾害可对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生命财产造成破坏性影响，
进一步注意到海洋空间环境灾害的影响，诸如有害的藻类大量繁殖和石油泄漏，
重申 WMO 和 IOC 的首要优先重点是制作信息，以协助减少海洋和沿海灾害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支持促
进气候变率和变化抵御力的行动，并加强水文气象和气候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
回顾到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2015 年，仙台）促进建立了国际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网络（INMHEWS），以及 2015-2030 年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仙台框架）以及行动的四项具体优先重点：
(1)

了解灾害风险；

(2)

加强灾害风险治理，以管理灾害风险；

(3)

投资于减轻灾害风险（DRR），提高抗灾能力；

(4)

加强备灾以做出有效响应，并在回复、复原和重建中让灾区“重建得更好”，

进一步注意到 IOC 和 WMO 都调整各自活动以符合该框架，并将 DRR 列为战略重点，以加强会员国/会员的
能力，改善海洋和沿海地区的自然灾害早期预警，同时支持可促进海洋和沿海灾害的气候变率和变化抵御力的
行动；
另注意到框架的第七项全球目标“到 2030 年大幅增加人民获得和利用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以及灾害风险信息
和评估结果的几率”与 WMO 和 IOC 特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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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2017 年 4 月 WMO 主席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减轻灾害风险路线图（DRR 路线图），其中列出了
WMO 与合作伙伴（如 IOC）合作实施国际规划进程（诸如仙台框架）的作用。对于 WMO 及其会员的
NMHS，DRR 路线图的愿景应被作为全球、区域和国家 DRR 领域在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灾害方面的权威的声
音和有效支持机制。这包括致力于向会员提供知识产品（标准、指南、工具、方法、能力等），以通过如世界
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和全球气象警报系统（GMAS）等倡议支持其地方、国家、区域和
全球 DRR 活动，
另注意到 UNISDR/WMO/IOC 多灾种早期预警大会（MHEWC）和全球 DRR 平台（2017 年 5 月 22-23 日，
墨西哥坎昆）指明了方向，所有的国家应努力确保其 MHEWS 的目标是提供相关的影响和风险信息，使受到
某个或多个灾害影响的个人、社区和机构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防备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从而降低损害或损失
的可能性。这与仙台框架的成果有直接的联系，特别是第七项全球目标，
满意地注意到 WMO 和 IOC 在 2017 年 5 月的国际会议上都发挥了作用，
考虑到：
(1)

JCOMM 有一个 DRR 联络员，负责了解 JCOMM 活动的最新情况以及与 WMO 和 IOC DRR 其他活动
的联系，

(2)

JCOMM 提议建立一个新的 DRR 专家组，以支持 JCOMM 的相关海洋服务（详见决定 16 和决议 5），

还考虑到 JCOMM 为 IOC 会员国和 WMO 会员提供技术专业知识和支持的作用,对于推进仙台框架的宗旨和目
标、WMO 和 IOC 的 DRR 优先重点以及相关实施计划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海洋和沿海区域遭受越来越多
的灾害方面；
要求联合主席确保 JCOMM 工作计划符合 WMO DRR 路线图和 IOC 中期战略 2014-2021 年，专家继续推
进开展可支持 DRR 的活动；
决定拟议的减轻灾害风险专家组的主席担任 WMO 和 IOC 的 DRR 联络员；
敦促 IOC 会员国和 WMO 会员通过如 IN-MHEWS 和 WWMIWS 委员会等国际合作机制来增加投资以及共享
信息和有效做法，从而开发或加强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和海洋服务，特别是应对热带气旋、风暴、异常厄尔
尼诺、海啸和其他极端事件对沿海区域和海上人员安全的影响；
还敦促 IOC 会员国/WMO 会员通过提供相关的资料、产品和专业知识，支持防备和响应海洋和沿海地区的自
然灾害及其影响，以进一步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活动。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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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4 (JCOMM-5)
促进需求滚动评审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WIGOS 手册》（WMO-No. 1160）及其第 2.2 节-设计、规划和演进，
注意到全球观测系统演进实施计划（EGOS-IP），尤其是行动 G49 至 G58，（WIGOS 技术报告 No.
2013-4），
还注意到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需求，GCOS-200（GOOS-214），
进一步注意到：
(1)

在 WMO 滚动需求评审框架下编写的《海洋应用指南声明》，

(2)

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项目（TPOS-2020）-WIGOS 运行前区域试点，正在编制改进的要求，

考虑到海洋气象观测和海洋观测不仅是气候监测和海洋应用需要，而且 WMO 其它应用领域也同样需要，例如
数值天气预报和海洋应用，包括海洋服务，这对于 IOC 成员国同等至关重要，
认识到观测计划领域正侧重于满足 GCOS-200（GCOS-2014）海洋领域的观测用户需求，且在此过程中，
在很大程度上涵盖其它应用领域的需求，
还认识到：
(1)

重要的是要确保更好地满足尚有差距的其它观测用户需求，尤其是海洋应用方面，包括海洋服务，

(2)

《海洋应用指南声明》中所列旨在满足其应用领域需求的一些关键的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变量（见附录）
目前尚未得到充分测量，

进一步认识到 JCOMM 为海洋观测网络制定的新实施目标，以及会员/会员国需要促进实现这些目标，
要求观测计划领域在其工作计划中考虑如何更好地观测附录中所列《海洋应用指导声明》中确定的关键变量，
并与观测网络的资助方和实施方开展对话，以便弥补所指出的差距；
要求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协助海洋应用联络单位评审《海洋应用指南声明》，并在必要时加以更新，以便
在实施海洋观测系统的同时，该文件能够继续反映出差距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应考虑确定是否可以在附件的清
单中增加海冰和雪等其他关键变量；
要求 RRR 关注 TPOS-2020 的努力和工作，并考虑如何纳入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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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会员国：
(1)

促进实施海洋气象及海洋观测系统，以实现 JCOMM 提出的海洋观测网络实施目标；

(2)

重视附录中所列的关键变量，并采取步骤，利用相应的观测技术来弥补差距。

决定 14 的附录(JCOMM-5)
旨在满足海洋应用需求但目前尚未得到充分测量的关键变量

《海洋应用指南声明》确定了下列旨在满足海洋应用（包括海洋服务）观测用户需求，但并未得到充分测量的
关键变量：
–

海面高度距平–鉴于该观测对海洋预报系统反演海况及海洋上层环流的高影响，且为了支持大量的应用，
因此建议将观测系统能力列为高优先重点，并同意和保持基本服务水平目标；

–

海平面–鉴于对海平面资料的广泛需求（从海啸的早期探测到海平面升高的长期趋势），应切实满足对
该变量的需求；

–

波浪参数（有效波高、主波周期、波 1-D 和波定向能频谱）- 鉴于极端波浪和阵风事件显著制约着航运
及其它海洋业务，因此，建议配置风和波浪传感器；

–

海面气压–鉴于漂流浮标和系泊浮标的海面气压资料仍然有限，尤其是在热带区域，这些资料对于探测
和监测显著制约航运的海上大气现象（例如热带气旋）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在所有部署的漂流物上
（1250）安装气压表；

–

能见度–鉴于能见度资料对于业务至关重要，但由于目前仍十分有限，因此，鼓励 NMHS 测量与能见度
有关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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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5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贡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2015 年 9 月召开的一次历史性 UN 峰会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这些新目标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目标是在 15 年的时间里各国将努力消除各种
形式的贫穷、对抗不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同时确保不落下任何一个国家，
还回顾到 SDG14 直接涉及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特别是：
(1)

目标 14.A 专门针对“改进技术转让和能力发展”，

(2)

目标 14.1 涉及预防和显著减少海洋污染，

(3)

以及与可持续渔业有关的目标 14.4 和 14.6，

进一步回顾到海洋观测、资料和服务还有助于促进其他 SDG，
铭记举办 UN 海洋大会（纽约，2017 年 6 月 5-7 日）是为了确定支持和推进 SDG 14 的方法和途径，其总
体目标是扭转海洋健康的下降，以促进人类、地球和社会繁荣，
满意地注意到 WMO 和 IOC 在 UN 海洋大会上的贡献，WMO 和 IOC 特别关注的领域包括：
(1)

尽量减少和解决海洋酸化的问题，

(2)

增加科学知识、发展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

(3)

应对海洋天气对极地地区的影响，

(4)

应对海洋和气候并建设蓝色经济，

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 IOC 和 WMO 在 UN 海洋大会上做出了自愿承诺，包括：
(1)

IOC 提出了:
(a)

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2021 年至 2030 年）建议，

(b)

全球海洋科学报告，

(c)

进一步的自愿承诺涉及海洋观测、海洋文化、蓝碳、西太平洋研究能力、海洋空间规划、深海可
持续发展、世界海洋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海洋酸化、珊瑚礁、海洋知识-行动网络以及海洋气
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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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提出了:
(a)

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因这些地区易受海洋天气事件
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b)

加强国际协调，以改进厄尔尼诺现象事件的早期预警以及防备随后而来的影响，如对粮食安全、
人类安全和健康的影响，

(c)

极地预测年，以促进极地地区的观测和预报能力，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能力都在迅速下降，

注意到 UN 海洋大会通过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呼吁行动”的成果，
注意到“呼吁行动”正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开始举行的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UNGAS72）上审议，
鼓励 JCOMM 联合主席确保 JCOMM 派遣专家协助 WMO 会员和 IOC 会员国实施“呼吁行动”（特别是涉及
SDG 14a 的行动）、自愿承诺、以及 2030 年议程的其他宗旨和目标；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参与拟议的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
敦促 IOC 会员国和 WMO 会员：
(1)

加强其海洋观测，作为对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贡献以及对 SDG 宗旨和目标的承诺；

(2)

考虑通过 WMO 区域协会、IOC 分委会和 GOOS 区域联盟，在区域层面联合获取和采购气象及海洋观
测基础设施；

(3)

酌情协助 WMO 和 IOC 实施其自愿承诺。

决定 15 的附录(JCOMM-5)

联合国海洋报告和呼吁行动
(1)

联大支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报告：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未经编辑的非定稿版，2017 参考 A/CONF.230/14）。

(2)

联大支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大会：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大会的成果：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呼吁行动。(A/CONF.230/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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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6 (JCOMM-5)

批准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愿景、新结构和治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WMO Cg-17 (2015)：
(1)

敦促会员重新确定海洋服务的重点，通过加强其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以保障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所要求的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

(2)

注意到为国家海洋观测系统提供持续的业务资助对于提供这些服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已认识到
METAREA 协调员的重要职责，并鼓励会员为其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支持，

考虑到提交给 WMO 关于加强海洋服务的建议和情景方案见《海洋服务评估报告》（参见 JCOMM-5/INF.
3.1(1)），按照 Cg-17 的要求，即 WMO 需要改进其在海洋服务中的作用，特设工作组编写了该报告以评估
WMO 的海洋服务，
确认海洋服务不仅可为航运做出贡献，还可向沿海社区提供运输、安全和环境管理等方面的基础信息，
注意到人口趋势和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使得沿海人口和基础设施对于天气和海洋影响的脆弱性有所增加，
还注意到全球局势正在迅速变化，新兴问题正在推动对海事安全服务的需求，以实现各种方法的现代化从而确
保具备适当的能力以解决问题，诸如：
(1)

全球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城市和沿海人口，目前全球人口中有 40%居住在沿海 100 公里以内），

(2)

通过增加运输（工业和休闲），越来越多地利用沿海和海洋地区，

(3)

海洋环境中的风险暴露度增加（如北极地区的新海运造成海冰融化，与天气相关的航运损失比例增加趋
势等），

(4)

新兴的蓝色经济（过去四十年增长四倍）

(5)

依靠海运来促进全球供应链（90％以上的世界贸易是通过海运运输），

(6)

对无人船舶以及有关海上安全服务的业务需求的兴趣日见浓厚，

(7)

气候变化造成风暴增加，以及对海上和海岸人员、基础和海上作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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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极地地区的关注，这这些地区都依靠海
洋服务来实现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9)

全球对环境卫生和粮食安全的关注，

(10) 现有的国际全球框架可驱动全球优先重点，并且海洋是其固有的部分（如仙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速行动方式（SAMOA）途径等），
考虑到 IOC 加强对海洋预报服务的重视，特别是通过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及其区域联盟（GRA）的
工作，以及近期的决定（IOC-XXIV/6.1.3）将这项工作纳入了 JCOMM 的工作计划，
注意到 WMO 会员：
(1)

希望调研实施海上成本回收的情况，为服务增值，

(2)

其 NMHS 需要加强提供海上安全服务，并将通过拟议的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加强
这些服务（本决定的附录 1、2 以及决议 8 (JCOMM-5)），

进一步注意到期望更多地支持较为突出的与气候变化及气候变率影响相关的海上安全活动，特别是海冰出现消
失、北极航线航运量增加以及南极海域远征和旅游活动不断增加的极地区域，
还考虑到随着航运和沿海活动不断增加，对于支持这些机构解决环境紧急情况（例如石油泄漏、核泄漏和其他
有毒的危害事件等）以及进行搜救的需要不断增长，
确认：
(1)

JCOMM-4 设立了海洋环境应急反应任务组（MEER）负责审查和修订海洋污染应急支持系统
（MPERSS）的工作，并提出了一项包括漏油事件之外更广泛的任务的解决方案，并与诸如 IMO 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其他机构开展协调，

(2)

任务组开展的工作以及提出建立 MEET 专家组的建议，对于该问题的职责更为专业和和持续，

回顾到 IMO 大会决议 A.1051(27) 涉及 WMO 履行联合国 SOLAS 公约的义务，并支持全球气象-海洋信息
和预警服务（WWMIWS）下开展的业务，拟议的 WWMIWS 委员会（参见决议 8 (JCOMM-5)）将继续开展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ETMSS）的工作，并与全球导航预警服务（WWNWS）次委员会密切协调，该委员会
负责全球导航预警并由 IHO 管理，
注意到 2016 年 IMO 决定要求实施 IMO 决议 A.1070 (28)中规定的 IMO 沿海国家仪器规范，据此 SOLAS
下的气象海洋预报要求将是每个国家 IMO 审计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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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 IMO 正在实施的全球海难和安全系统 (GMDSS) 的现代化计划（该计划已修订了 GMDSS 内用
于海洋通信的条例、设备和方法）以及 WMO、IHO 和 IALA 利用 IHO S-100 (通用水文资料模型) 的资料
标准和格式，在综合桥接显示器上显示通信信息，以此推进 IMO 电子导航框架的工作，
考虑到仙台框架（2012 年），WMO 和 IOC 都将减少灾害风险（DRR）作为战略重点，沿海人口和基础设
施不断增加以及相关的脆弱性使得对沿海特定信息的需求有所增加，以支持高风险、交通流量高地区的海上业
务，而拟议的 DRR 专家组（参见决议 8 (JCOMM-5)）将提供专业知识以支持这些问题，
批准本决定附录 1 中的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的愿景，其中提供了拟议的 SFSPA 新结构的缘由，
要求 JCOMM 管理委员会确保 SFSPA 专家组的合理性，从而及时了解进展和新出现的问题，并与 WMO 和
IOC 秘书处合作 JCOMM 每次届会前对此进行审查，
通过本决定附录 2 中的 SFSPA 的结构，其职责见决议 8 (JCOMM-5)，
要求 JCOMM 会员/会员国任命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参见决议 8 (JCOMM-5)中的职责），该联络员将作为
JCOMM 会员/会员国关于海上安全问题的关键沟通人，
要求 WWMIWS 委员会与 IHO、WMO、IMO 和 IOC 合作在 SOLAS 内制定和实施国际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安
全规则（极地规则，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气象海洋要求，并协助会员实施这一新规则；
要求 SFSPA 的主席和副主席：
(1)

与其他相关机构一同调查成本回收方法和在海洋服务中的实施情况，

(2)

考虑制定海洋服务成本回收方法和实施指南；

(3)

开发用于指导会员的成果。

决定 16 的附录 1(JCOMM-5)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愿景

1.

SFSPA 愿景

1.1

JCOMM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是 JCOMM 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交付领域，包括那些

针对海上和沿海地区船舶和人员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在满足其许多目标的同时，SFSPA 与其他机构密切合作，
提供气象海上安全信息（MSI），包括其他联合国机构（如国际海事组织（IMO））和政府间组织（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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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际水文组织（IHO）。此外，SFSPA 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紧密合作，提供信息以支持有关核事
故的业务。
1.2

SFSPA 的愿景是将资源主要集中用于其主要产出上，其中包括根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所规定的责任，要求会员每天提供至少两次预报。迄今为止，一直通过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
（ETMSS）来管理这些成果，将来则由 JCOMM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委员会管理。
建议 WWMIWS 委员会通过 IHO WWNWS 次委员会来反映 IHO/IMO 全球导航预警服务的治理情况。此外，
海冰专家组（ETSI）与其国际冰川工作组（IICWG）技术和科学顾问密切合作，将继续为在极地区域运行的
船舶提供广泛和全面的信息，由于这个水域全年都会冰封，这些信息可能会变得更加相关。这包括实施针对在
极地地区运行船舶的极地规则。
1.3

愿景的另一个要素是提高 JCOMM 在发生海洋环境紧急情况下提供支持和响应方面的作用。显而

易见，为了使这项工作取得成功，将需要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为了促进这种预期的合作水平，建议变更参
与此项活动的小组的状态，从一个有限定存在时间的任务组改为一个专家组，这将有助于开展更多和合作，并
促进进行战略性和资源规划以审议未来几年的方案。
1.4

通过拟议的 WWMIWS 委员会，JCOMM SFSPA 将继续对海事部门进行气象服务监督，主要是

该部门的一部分根据 SOLAS 公约运行，有义务提供风、海浪和其他海洋气象要素的逐日预报。特别是，它将
继续监管《技术规则》中与提供《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和《WMO 海洋气象服务指
南》（WMO-No. 471）内信息相关的关键部分，并就涉及提供 MSI 的 IMO/WMO/IHO 联合手册的气象方
面向全球航行警报服务分委员会（WWNWS-SC）文件审查工作组提供建议。委员会将监督计划于 2018 年
WWMIWS 网站（由法国维护）的重新设计及其定期更新。此外，它将负责监督提供海洋服务的会员国内部国
家海洋服务协调员的提名。这将确保会员内部海洋服务实现全球一致性和监督。
1.5

将更新海浪与沿海灾害预报系统专家组（ETWCH）的作用，以更加重视与海洋和沿海地带相关

的灾害风险减少（DRR）的影响，包括 SOLAS 公约、风暴潮和淹没问题。这将包括代表 JCOMM 牵头开展有
关仙台框架的活动和与相关机构、技术委员会、WMO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由 JCOMM 和
CHy 联合提供技术支持）就有关其他灾害（如海啸预报和预警）的事宜进行联系。预计还会针对具体问题建
立任务组，明确定义其任务，将重点放在解决方案上，例如在没有海浪专家组的情况下，任务组将根据需要专
注于这一方面。
1.6

JCOMM SFSPA 将继续通过 WWMIWS 委员会开展工作，将一系列有关服务发布的能力引入海

洋部门。这与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以确保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也引入质量管理原则。SFSPA 愿景的一部
分是这些要素成为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并且通过 IMO 成为希望提供任何形式海洋气象服务的会员的基本要
求。
1.7

随着 SFSPA 计划引入副主席，这些副主席将与主席一起侧重于各项战略，以改进 NMHS 作为其

各自国家海洋服务权威声音的地位和定位，例如通过改进 JCOMM 支持会员/会员国全面实施 IMO 沿海国家仪
器规则，见 IMO 决议 A.1070 (28) - 参考第 3 部分 - 沿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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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关注改进海洋服务提供的抗御能力将是 WWMWIS 委员会的优先重点，其重点是对备份和

实施针对海洋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中心（GDPFS）做出安排。为了提供服务提供的质量，将需要设立一个
任务组制定计划，以全面实施海洋预报员能力框架（WMO 决议 6，Cg-17）。WWMWIS 委员会将负责编写
性能报告指南，以改进向海洋客户提供的海洋服务可靠性的反馈。
1.9

要有效地实施该愿景则需要改进与所有 WMO 会员的合作。为了促进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

服务（WWMIWS）内部的沟通和协作，将设立一个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处，以便与现有的 METAREA 协调员以
及 WWMIWS 委员会合作开展工作。预计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将参与 WWMIWS 委员会定期举行的协调会员，
接收海上安全活动的通讯，并为服务标准提供国家要求方面的资料。

决定 16 的附录 2 (JCOMM-5)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结构与治理

1.
1.1

SFSPA 结构与治理
为了促进 SFSPA 能够执行愿景中规定的职责，建议调整计划领域的结构。修订大纲见下图 5.1，

并包括以下修改：
1.1.1

增加了若干名专门从事 SFSPA 特定学科研究的副主席。这些学科包括 IOC 海洋协、质量管理与

能力、（包括调查和最终实施成本回收）规章性材料、和 WMO 各系统（包括 GDPFS、WIS 等）。SFSPA
的主席及副主席也应负责有关战略问题的工作，例如，加强 NMHS 作为各自国家海洋服务权威声音的作用，
并酌情与 IMO 和 IHO 等其他机构合作。虽然不是副主席，但 WMO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由
WMO 水文学委员会（CHy）和 JCOMM 联合支持提供技术专业知识）项目指导小组的联合主席也将在
CIFDP 存在期间作为 SFSPA 协调组的成员。
1.1.2

在仙台框架和其他相关框架（如 SOLAS 公约）的指导，ETWCH 重新定位成为灾害风险减少专

家组（ETDRR），针对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灾害服务采取更加集中的方式，并与其他机构和开展 DRR 活动的技
术委员会建立联系，例如 UN-海洋、IOC 海啸计划、以及 WMO 的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1.1.3

设立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专家组（ET-MEER）是为了支持在该领域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框架，使其

能够参与更为综合方法以便与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在涉及应急响应活动（ERA）计划方面开展合作，以及
酌情与 IAEA 和 IMO 等其他机构开展合作。该专家组需要审查公海海洋污染响应支持系统（mperss），包括
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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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ETMSS）更名为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委

员会，其负责管理为航运提供日常服务。这个委员会将与海冰专家组（ETSI）以及每个 JCOMM 会员/会员国
内拟议的国家海上服务联络员开展密切合作。
1.1.5 将在 WMO-I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框架下在设立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
以便在国家水域内实施海洋信息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家联络员将收集用户需求，推进伙伴关系，并监测
国家层面上的服务提供；与 WWMIWS 委员会和 WMO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办公室分享这些用户需求资料；
并促进维护相关国际文件中的国家服务信息。国家海洋服务联络员应该直接参与负责的国家组织内部的海洋服
务提供。
1.1.6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ETOOFS）将继续保留，但将在无缝隙 GDPFS 背景下与海洋重点

GDPFS 中心保持高度一致（参见建议 14 (JCOMM-5)）。
1.1.7

天气、气候和渔业交叉性任务组（TT-WCF）将转至 SFSPA，因为注意到其重点是为渔业机构、

以及关注渔业/农业的会员国/会员提供相关的服务。详情可参见决议 2 (JCOMM-5)。
1.1.8

可酌情设立其他任务组，以便经常审议在专家组指导下通常不涉及的具体议题。

1.1.9

WWMIWS 委员会将领导国家海事服务联络处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工作，向发展中成员国传授知识

和技能，使他们能够从其他 NMHS 的知识和经验中受益以生成 MSI，并确保协调一致的标准和正确应用已有
的法规和指导原则。这将有助于确保海洋用户以适当和易于理解的标准格式及时接收必要和所需的信息。

图 5.1. 批准的 SFSPA 结构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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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7 (JCOMM-5)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的未来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考虑到：
(1)

CHy-15 通过了决议 6，其中要求 CHy 主席借助 CHy 咨询工作组和水文委员会开放式专家组
（OPACHE）的相应成员，与 JCOMM 主席协调对 CIFDP 初始阶段进行联合评估，并根据结果
考虑是否需要制定治理结构和程序，以便使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向更为可持续的平
台过渡，从而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以应对沿海地区的洪水；

(2)

CIFDP 项目指导小组在其第七次会议上（2017 年）同意决议 6（CHy-15），要求对 CIFDP 的
初始阶段进行独立的联合评估，

(3)

JCOMM 管理委员会（2015 年）第十二次届会认为 CIFDP 的未来应作为“示范”，并同意未来在
进行任何承诺之前，应对 CIFDP 进行评估并开展用户验收，以了解其价值和使用情况，

(4)

CIFDP 是 WMO 的示范项目，由两个技术委员会（CHy 和 JCOMM）联合牵头开展，而 CHy15 通过决议 6 要求与 JCOMM 协调开展一项联合评估，如（1）所述，

认识到：
(1)

WMO Cg-17 和 WMO EC-68 表示支持 CIFDP 以及正在孟加拉国、加勒比地区、斐济和印度尼
西亚进行的示范子项目，

(2)

为了加强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早期预警系统的个别组成部分必须基于可靠的技术和科学信息，
而其只能由各自的专家提供（如，水文学家、海洋学家和气象学家），

(3)

目前正在利用 CIFDP 综合方法实施示范子项目，但会员对加强和提供沿海和洪水早期预警的日
益关注并未纳入其中，

确认 CIFDP 总体上开展并取得了重大合作、协调和进展，其子项目是由 WMO 牵头开展，并借助了 JCOMM
和 CHy 专家的支持，特别是项目指导小组，
考虑到预计到 WMO Cg-18（2019 年）前将完成所有的 CIFDP 子项目，
还考虑到需要整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的内容，包括其他补充性 WMO 计划和 IOC 计划，诸如海啸早期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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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求 JCOMM 管理委员会与 CHy 协调，在 WMO 秘书处的支持下，按照决议 6 (CHy-15)的规定，启动
对 CIFDP 的联合独立评估，并根据成果考虑制定治理结构和程序，以便将 CIFDP 向更为可持续的平台过渡，
从而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以应对沿海地区的洪水问题；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与参与人员、项目主办方和 CHy 主席协调，报告此次评估的结果，并向 WMO Cg-18
（2019 年）报告任何拟议的未来治理机构。
建议在整个 CIFDP 项目指导小组继续分享已通过 CIFDP 项目指导小组加工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分享给有关
专家、捐助国和受援国。

决定 17 的附录(JCOMM-5)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是一个多灾种预警系统，可促进加强和提供预警的综合方法，其可应对各种
造成沿海洪水的原因，并符合基于影响的预报和 UN 减少灾害风险（DRR）仙台框架的概念。实施工作将展示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如何改进和有效协调沿海洪水综合预报和预警。CIFDP 由 WMO 牵头，由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和 WMO 水文学委员会（CHy）联合协调，并得
到 WMO 秘书处的支持（海洋气象和海洋事务处、和水文预报和水资源处）。CIFDP 的战略方针在 JCOMM4（2012 年）上得到正式通过，四个子项目已经启动，预计将在 2019 年 Cg-18 前完成。Cg-17 指出将继
续支持目前正在开展的 CIFDP 子项目。关于 CIFDP 的进一步信息可查询 JCOMM 网站，包括 CIFDP 实施计
划（JCOMM TR-64）。
I.
–

主要成就
CIFDP 目前正在开展四个子项目（孟加拉国、加勒比地区、斐济和印度尼西亚），其中三个是在城市沿
海地区。自 2013 年以来，每个 CIFDP 子项目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多数处于第 1 至第 2 阶段）；

–

CIFDP 直接涉及五个 WMO 战略优先重点中的四个（减少灾害风险、服务提供、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和能力建设）；

–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由 Cg-16 通过决议 15 建立）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并
通过一项新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可确保所有主要示范项目和组成部分（包括但不仅限于 CIFDP）的活
动，在设计和实施中纳入各项需求并反映有效做法，以便提供有效和可持续的洪水预报；

–

CIFDP 专家一直致力于开展改进多灾种预警系统的活动，特别是 CIFDP 努力与 WMO 其他计划进行整
合，包括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洪水预报倡议（FFI）、热带气旋计划和减轻灾害风险
（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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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特别是 JCOMM 和 CHy 已落实一些机制，以确保将科学技术转化为 CIFDP 子项目的各项
业务；

–

相关的 WMO 区域协会（二区协、四区协和五区协）和会员已在推进和支持正在开展的 CIFDP 子项目。

II.
–

仍然存在的差距和挑战
CIFDP 应尽可能整合现有的 WMO 补充性计划和活动，并在可能情况下整合国际海啸预报和预警系统
（由 UNESCO-IOC 海啸及其他与海平面相关灾害警报和减灾系统问题工作组（TOWS-WG）负责）；

–

作为其中的一项关键优先重点，UN 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 2015-2030 年包括实施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提供综合和无缝隙服务以同时减少不同灾害类型造成的灾害风险，并向基于影响的预报和以风险为
依据的预警过渡。完成后，CIFDO 应提供无缝隙、综合的基于影响的服务，使人们（公众）、地方社
区和应急响应者能够及时做出有效决策，以减少承受沿海洪水的脆弱性。这将通过 WMO 相关倡议和技
术委员会（如 JCOMM、CHy、CBS）、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公共天气服务计划（PWS）、热带气旋计划（TCP）和减少灾害风险计划（DRR）等得
以实现；

–

为确保 CIFDP 全面完成，相关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专家必须继续参与其中，WMO 还需要继续提
供（人力和财力）资源以促进在 Cg-18 前完成四个子项目。

III.
–

伙伴关系和资源调集
加勒比地区和孟加拉国的 CIFDP 子项目使用的是 USAID 资助。USAID 承诺继续提供资金直至项目完
成；

–

韩国为从 2016 年启动的斐济 CIFDP 子项目（第 2 至第 4 阶段）提供资金，直至项目完成；

–

印度尼西亚已承诺资助完成印度尼西亚的子项目；

–

也正在使用 WMO 常规预算，并在需要时辅以预算外资金；

–

会员会继续为子项目提供其所需的专家咨询和资料等实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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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8 (JCOMM-5)
全球多灾种预警系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WMO 决定 3（EC-69）- WMO 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其中 EC-69 讨论了 WMO 全球多灾种警报系
统（GMAS）的主要理由，并赞同将 GMAS 远景作为声明的初稿，而后还将根据 WMO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
风险工作组（ECWG/DRR）的指导做进一步完善，
注意到与海洋天气相关灾害（包括风暴潮和巨浪）有关的影响会对日益暴露和脆弱的人群产生影响，特别是沿
海地区，
认识到作为多灾种方法的一部分，海洋天气相关灾害的早期预警已证明对于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极为有效，
确认 JCOMM 对推进海洋天气相关现象观测、预报和预警的准确度、可靠性及时效性以及在海洋天气相关信息
交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提请 WMO 会员/IOC 成员国共享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最佳做法，其中包括海洋天气相关的方面，作为对
GMAS 开发的贡献；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在 SFSPA 主席及 WMO 各系统的副主席支持下，酌情参与并推动制定 GMAS 概念
及项目计划，随时向 WMO 会员/IOC 成员国通报其进展情况。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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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9 (JCOMM-5)
WMO/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
(2018–202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JCOMM-4 报告第 7.07 段要求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继续对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及其实施细
节加以审议，并在必要时予以更新，
注意到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DMPA）的首要目标是在整个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界实施并维护一个充分
综合的端到端资料管理系统，
还注意到本建议草案附录中的 2018-2021 年 WMO/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草案（以下简称
“战略”），
进一步注意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在决议 33（Cg-17）中决定开发 WMO 信息系统（WIS）“C 部分”，以
便为信息管理提供指南和标准，为此，开发工作的第一步是在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举行 WMO 信息管理研讨
会，
考虑到：
(1)

在 WMO 和 IOC 框架下需要有关于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的整体战略方法，涉及所有计划领域及国
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IODE），

(2)

此战略方法应符合当前的 2016-2019 年及未来的 2020-2023 年 WMO 战略计划和 2014-2021 年
IOC 中期战略，尤其包括 WMO 信息系统 2.0 战略和 IOC 资料及信息管理战略计划（2017-2021），

(3)

在资料管理、信息系统和新出现的资料问题（例如大数据）等领域需要能够响应技术的快速发展，

确认 JCOMM 和 IODE 能够利用其专业知识协助其它工作组（例如，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OOPC））阐明和
落实其自身的资料管理需求，其总体目标旨在将其资料管理纳入到总体端到端资料管理系统中，
满意地注意到在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资料管理计划领域与 IODE 和观测计划领域开展合作，制定新战略，
认为 JCOMM-4 通过的并在届会休会期间进一步更新的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的格式不再能够应对目前的挑
战；
同意战略草案中概述的愿景、使命、成果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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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战略草案在获得 WMO/IOC 的执行机构批准后，将取代目前的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
要求：
(1)

DMPA 继续对该战略进行评审，并与其它计划领域及 IODE 磋商，制定响应该战略的实施计划；

(2)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与 WMO 会员及 IOC 成员国一道推动该战略及其实施工作；

(3)

DMPA 协助基本系统委员会开发 WIS 的信息管理部分，参与实施 WIS 2.0 并寻求以与之相适应的方式
实施该战略；

(4) 联合主席与 JCOMM 管理委员会协调，以对跨所有计划领域的资料管理活动进行更多监督并鼓励其整合；
(5)

所有计划领域更新其工作计划，以一旦该战略获批后予以响应；

(6)

管理委员会每年都对该战略进行审查；

授权联合主席建议 WMO 和 IOC 执行理事会在审议上述“要求”项下的第（5）条后，通过该已更新的战略草案；
提请 IODE 合作实施该战略；
敦促会员/会员国以及该战略中所确定的所有其它参与方与 JCOMM 合作，以便实现该战略的预期的成果。

决定 19 的附录(JCOMM-5)
WMO/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
(2018–2021)
WMO/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草案文件以六种语言提供，可登录：
http://www.jcomm.info/index.php?option=com_oe&task=viewDocumentRecord&docID=19895.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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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0 (JCOMM-5)
全面修订《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WMO-NO.781）及相关的海洋气候学应用进展《 WMO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的动力学部分》（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技术报告 NO.13，WMO/TD-NO. 108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通过建议 2（JCOMM-4）建立了 JCOMM 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
注意到：
(1)

根据此次 JCOMM 届会的建议，近期更新和全面重写了《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的第
五章：海洋气候学，

(2)

根据此次 JCOMM 届会的建议，近期更新和全面重写了《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的第
三章：海洋气候学，

(3) JCOMM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提出的全面审查和修订《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WMO-No.781）的建议，
观察到需要更新相关的海洋气候学出版物，《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WMO-No.781）及相关的 JCOMM 技
术报告 No.13 - 《海洋气候学应用进展– WMO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的动力学部分》，
决定批准更新《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WMO-No.781）及相关的 JCOMM 技术报告 No.13 - 《海洋气候
学应用进展– WMO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的动力学部分》，
要求 JCOMM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推进对出版物 WMO-No.781 的修订，同时要考虑近期对《海洋气候服务手
册》和《海洋气候服务指南》海洋气候学章节（分别为 WMO-No. 558 第五章以及 WMO-No. 471 第三章）
的更新内容以及进一步开发和实施 MCDS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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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1 (JCOMM-5)
海洋气候研讨会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第四次 JCOMM 海洋气候学进展研讨会（CLIMAR-4）会议记录报告》以及《第一次 ICOADS 增值
数据集（IVAD-1）研讨会会议记录报告》（JCOMM-TR-79），（美国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2014
年 6 月 9-12 日，以及 2014 年 6 月 13 日）以及建议，

(2)

《第四次国际使用历史海洋气候资料进展研讨会的报告（JCOMM-MR-131）》，（MARCDAT-4，英
国南安普敦，2016 年 7 月 18 - 22 日）以及建议，

(3)

赞赏德国提出在 2018 年前后主办 CLIMAR-V，

认识到 CLIMAR 和 MARCDAT 系列研讨会对于应用海洋气候学和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产生了卓有成
效的成果，特别是对于海洋气候资料和数据集的用户和制作方，
决定在 2018 年前后在德国组织 CLIMAR-V 会议以及在 2020 年前后举行 MARCDAT-V 会议；
要求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DMPA）和海洋气候学专家组（ETMC）继续进行必要的会议筹备工作和组
织工作。

决定 22 (JCOMM-5)
批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观测计划领域愿景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举行）的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由 OCG 编写的观测计划领域的前瞻性愿景草案，见本决定的附录，
满意地注意到战略重点是各网络的协同发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研究和业务需求及应用，以及吸引新技术和新
网络的机会，
决定批准 JCOMM OPA 未来五年的愿景草案（本决定的附录），将其作为 JCOMM OPA 工作计划和组织结构
的指导框架。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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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2 的附录(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观测计划领域愿景

1.1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负责就有效运行海洋观测系统及相关活动进行审查、协调并提出建

议。上个休会期间，六个不同的战略重点（涉及许多 JCOMM OPA 职责）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对以下方面尤
为重要：
(a)

根据 JCOMM 赞助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各种要求和需要，使观测系统更符合目的；

(b)

鼓励从技术方面发展现有的观测网络并吸引新兴的网络和实践社区，因其是应对新要求和需求的关键，
包括工具类元数据的足量、完整和及时提供；

(c)

制定指标和目标，以评估和报告观测系统的性能和进展情况；

(d)

通过 JCOMMOPS，推动交换国际资料和元数据以及全系统的监测能力；

(e)

鼓励通过制定社区有效做法和标准，进行全系统整合和制定质量标准；

(f)

通过资料管理标准和整合试点项目，改进资料和信息的整合。

1.2

OPA 的愿景是为了推进一个有针对性的、综合的和一致的海洋观测系统，以支持（1）针对全球

利益相关方的快速扩展的天气、气候、海洋服务组合；（2）充满活力的国际研究界（例如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和国际海洋碳协调项目（IOCCP）），为未来十年开发知识和解
决方案。OPA 的重点目标、能力、和输出目标关键时间如下：
2016 年：WMO-IOC-UNEP-ICSU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实施计划更新：更新网络实施目标；
2016 – 2019 年：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预运行阶段 2016-2019 年实施计划；
2017 年：JCOMM-5 届会：（1）重新审视 JCOMM 和 OCG 组织结构；（2）寻求对观测计划/目标的支持；
（3）展示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的新能力，以监测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取得的进展
及面临的风险；（4）展示试点活动，以改进从 GTS 获取资料及向其提供资料；
2019 年：OceanObs19（www.oceanobs19.net）：重新审视观测系统的性能以及更好地满足当前和新兴需
求的机会（例如通过潜在的新技术和区域试点项目，如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TPOS）2020 年项目），
WMO-WWRP 极地预测项目提出的初步建议，包括作为 2017-2019 年极地预测年（YOPP）的一部分的特
别协调观测活动，以及有关优化和加强综合大西洋观测系统的 EU - H2020 AtlantOS 项目）。
1.3

JCOMM OPA 将继续协调和鼓励提供符合目的的海洋资料和信息，以满足 JCOMM 利益相关方的

要求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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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OMM OPA 将通过改进及时向全球电信系统（GTS）提供海洋资料，向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

查工具（OSCAR）提供元数据（通过 JCOMMOPS）、推动和主导仪器比对、编写指导性材料（标准和有效
做法）以及建立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等手段继续为 WIGOS 实施阶段做出贡献。
1.5

JCOMM OPA 将继续监测海洋观测系统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风险并进行报告。目前，

JCOMMOPS 在这项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但是对它的支持并不尽人意，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需要对管理方
法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而其组织机构出现问题，危及有效的管理和赞助。
1.6

JCOMM OPA 将与 GOOS 区域联盟（GRA）合作，鼓励对沿海和公海系统进行整合。这种一体

化将有助于为 JCOMM 利益相关者制定先进的观测战略；更好地整合海洋观测以满足现有的（例如：海平面）
和新兴的需求（例如，生物地球化学/海洋酸化），以及有助于利用卫星和实地观测系统。这将加强和正式建
立与 IOC-WMO-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关系，以便通过与 GOOS 活动开展协调更有
效地满足 JCOMM 的需求。
1.7

JCOMM OPA 将总结海洋观测事业和方法，并结合新兴的和过渡性的观测网络，以支持 JCOMM

的要求，特别是那些充分成熟的网络和/或使用与 JCOMM OPA 类似的技术方法/平台的网络。对于一些观测
系统（例如生物观测系统），可能还有其他国际组织更有能力协调国际活动。在这种情况下，JCOMM OPA
将通过 GOOS、区域网络等与这些网络协调各项活动。
1.8

JCOMM OPA 将在海洋观测技术成熟而且方法适于持续运行的时候，负责监测和协调海洋观测技

术的测试和评估。
1.9

JCOMM OPA 还将支持各种评估/研究，其中涉及多种平台/技术的组合以更好地满足 JCOMM 需

求。由于市场压力和经济情况，可能会发生技术变革、卫星能力和覆盖面的改善以及转变平台（特别是船舶，
因其成本高昂）的使用。这将需要 JCOMM OPA 来协调观测系统的战略性变革。
1.10

JCOMM OPA 还将与其他 JCOMM 计划领域合作，探索新的前沿领域（如北极、深海和两极），

而侧重于区域的试点项目（例如 TPOS-2020YOPP 和 EU-H2020 AtlantOS 和 INTAROS 等项目）可促进
观测扩展，以应对新需求和潜在的新利益相关方/赞助方。这些是试点新方法和提升整合水平的好机会。
1.11

JCOMM OPA 将与其他 JCOMM 计划领域合作，以应对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资料整合/互可操

作性是一种内在要求，而 OPA 将制定战略视角，从而为相关的基本海洋变量（EOV）开发合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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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3 (JCOMM-5)
批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观测计划领域的新结构和工作计划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和第八次届会（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举行）的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由 OCG 编写的 OPA 工作计划草案，其旨在实施未来五年的 OPA 愿景，
满意地注意到确定的任务领域利用了各观测系统间的协同效应，以提高观测系统的总体性能，
观察到关键任务领域侧重于应对各种要求、对新网络和技术的纳入实施、以及制定更好的绩效指标，
满意地认识到拟议对 OCG 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其由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席构成，负责开展与 WIGOS/WIS
的合作、新技术、标准和有效做法、资料和整合等方面的任务，并负责监督和支持工作计划（本决定的附录，
包括拟议的副主席职责）的实施；
决定批准 JCOMM OPA 工作计划草案以及拟对 OCG 治理结构的修改（见本决定附录），以确保其全面的实
施；
授权 OCG 按 JCOMM-5 提名程序收到这些职位的提名（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15 日）后选举副主席。

决定 23 的附录(JCOMM-5)
观测协调组副组长的职责

1.

WMO/WIGOS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WMO 观测协调组（OCG）副组长的作用是将 WMO 和 WIGOS 方面
的意见纳入 OCG 工作计划。这将主要涉及 JCOMM 和 OPA 在 WIGOS 预运行阶段（2016-2019 年）五个
优先领域方面的作用：
(i)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OPA）对 WMO 与 WIGOS 相关的规章性材料的贡献；

(ii)

根据 WIGOS 元数据标准，通过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向观测系统能力分析
和审查工具（OSCAR）提供气象海洋观测系统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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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将 JCOMM 的经验和贡献纳入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

(iv)

明确 JCOMM 及其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对将要建立的区域 WIGOS 中心的活动所发挥的作用；

(v)

促进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在国家层面上在气象海洋观测系统方面的作用。

此外，副组长还将协调 WMO 滚动需求审查的海洋应用联络员，并协助向新的 WIGOS 愿景 2040 年提供
JCOMM 素材。
治理：副组长负责 OCG 工作计划中的相关行动；必要时向 OCG 组长和 JCOMM 管理委员会（MAN）报告；
代表 JCOMM OCG 参与或出席相应的委员会/会议等。
会议/差旅：副组长出席所有的 OCG 管理层电话会议（次数待定）和会议。副组长还将出席选定的 WMO 和/
或 IOC 会议。
2.

标准和有效做法

OCG 标准和有效做法副组长的作用是与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下的网络社区合作，促进制定各海洋观
测网络的标准和有效做法。
具体而言，副组长将：
(i)

根据 OCG 成员的意见，确定有关海洋观测标准和有效做法的现有相关文件，侧重于与平台相关的传感
器和观测方法；

(ii)

协调对它们的审查，以确定差距和机遇，从而协调现有的 OCG 网络；

(iii) 制定一项 OCG 内部的战略，通过在 WMO 规章性材料中发布（诸如全球观测系统（GOS）手册和指南、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手册和指南、以及 WIGOS 手册和指南）来更新这些重要的资源，视情将其作为
IOC 手册和指南和/或 JCOMM 技术报告；
(iv)

通过活动来促进使用这些标准和有效做法，以协调和改进海洋观测网络内外的标准和有效做法，并与
OCG 磋商后确定其他机会；

(v)

向 JCOMM OCG 提出建议，以便今后采取行动来满足这些需求；

(vi) 将根据需要为 JCOMM OCG 管理决策、会议策划、进度报告、与 JCOMM MAN 联系等问题做出贡献。
目标是提供标准和有效做法框架，以确保实现做法的标准化和海洋资料的可溯源性，从而将系统和所得资料的
质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质量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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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一些潜在的协调领域：
(i)

副组长将与 JCOMM OCG 成员和代表、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WMO 和 IOC 秘书处、资料管
理计划领域（资料质量标准）以及其他界别（如 WMO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包括比对活
动）合作建立或编目海洋观测和质量审查标准，以确保可获取 JCOMM 标准并与其他国际活动保持一致。

(ii)

确保向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海洋资料标准和有效做法收集中心、OceanBestPractices
（OBP）通报相关情况，并跟踪 JCOMM OPA 相关文件的编写情况，向 OCG 会员和观测网络通报。

治理：副组长负责 OCG 工作计划中的相关行动；必要时向 OCG 组长和 JCOMM 管理委员会（MAN）报告；
代表 JCOMM OCG 参与或出席相应的委员会/会议等。
会议/差旅：副组长出席所有的 OCG 管理层电话会议（次数待定）和会议。副组长还将出席选定的 WMO 和/
或 IOC 会议。
3.

资料和信息

OCG 资料和信息副组长的作用是协调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OPA）关注的资料管理活动，特别是 OPA 对
WMO 和 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2018-2021 年）的响应情况；包括促进采用一致的标准和
做法进行海洋气象观测资料共享和交换；并且确定和鼓励开发综合和互可操作性的方案1，以造福 JCOMM 利
益相关方。这将与 JCOMM 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协调完成。
OCG 负责协调众多网络，并关注其如何管理资料系统。OCG 确保 JCOMM 下的所有海洋观测达到已知的质量，
并通过适当的资料系统进行报告，特别是向业务用户报告。它鼓励网络采用一致和完善记录的资料管理标准和
做法，以促进通过在线工具向所有用户（包括研究界）提供 JCOMM 海洋资料并进行整合。对 WMO、IOC 和
更广泛的业界来说，当务之急是发现/确定可用的观测资料；获取近实时资料；以及利用在线工具获取类似的
资料（通过不同的系统进行整合2/服务）。
(i)

副组长应确定必要的行动；推荐和鼓励开发试点活动；并与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协商以协调
OCG 和 JCOMM-MAN 工作计划中确定的各项活动/行动。

(ii)

副组长将与 JCOMM OCG 成员和代表合作，并与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其协调组（DMCG）
（包括专家组和任务组）联系。

(iii)

必要时，副组长将与其他工作组合作。

(iv)

他/她将确定推进 JCOMM OCG 目标的机会（和挑战）。

1

应明确以下几方面的综合/整合：（1）近实时资料；（2）延迟模式/高质量资料，诸如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3）时间要求严
格的资料分发、发现和仪器元数据等。
2

参见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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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组长合作，考虑到 JCOMM MAN 向 OCG 提供的制定战略方面的指导，为 WMO 会议编写材料方面
的指导等；并根据需要回应上述责任范围。

(vi)

副组长将根据需要为 JCOMM OCG 管理决策、会议策划、进度报告、与 JCOMM MAN 联系等问题做
出贡献。

治理：副组长负责 OCG 工作计划中的相关行动；必要时向 OCG 组长和 JCOMM 管理委员会（MAN）报告；
代表 JCOMM OCG 参与或出席相应的委员会/会议等。
会议/差旅：副组长出席所有的 OCG 管理层电话会议（次数待定）和会议。副组长还将出席选定的 WMO 和/
或 IOC 会议。

决定 24 (JCOMM-5)
IOC–WMO–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共同组建的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观测协调组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举行）的报告，
还注意到与 IOC-WMO-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强有力和重要的关系，认为需要建立观
测协调组（GOS）与 GOOS 指导委员会、专家组、GOOS 区域联盟和项目之间的定期联系，
进一步注意到 GOOS 指导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新加坡，2017 年 9 月 11-13 日）的决定，同意联合主办
OCG，待 JCOMM-5 的决定，
满意地注意到 JCOMM OCG 与 GOOS 结构之间的密切互动，包括：
(1)

观测系统设计和制定网络任务和目标，

(2)

观测系统跟踪和绩效评估与演变，

(3)

宣传和倡导持续观测，

认识到 GOOS 和 JCOMM 需要在发展持续观测特别是吸引新社区、网络和技术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协调和定期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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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到潜在的共同利益，包括：
(1)

共同将新的观测网络和 NMHS 关注的资料纳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框架，

(2)

利用新的资源和协调机会加强 OCG 的工作，

(3)

更多建立各观测网络的观测标准和有效做法，

(4)

改善海洋资料流的可用性和延迟的机会，

(5)

避免创建重复的协调机制，

(6)

促进海洋资料重复用于多种用途，

决定认可 OCG 由 GOOS 共同组建。

决定 25 (JCOMM-5)
将新网络纳入观测协调组的成员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全球协调海洋滑翔机活动取得的进展，包括组建了海洋滑翔机指导委员会、资料管理任务组和针对具体
目标的任务组，
另注意到现有的地球观测组织（GEO）高频（HF）雷达（海洋气象遥感）实践社区及其与其他网络的协同作
用，以及其对 OCG 工作计划任务领域的兴趣，
认识到将新兴网络纳入 OCG 对于双方都很重要，这样可通过 OCG 工作计划依托已建立观测网络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
观察到公海和沿海观测越来越重要，尤为重要的是弥合它们之间的差距，
赞赏地注意到 IOC-WMO-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区域联盟在支持沿海观测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包括促进全球协调的沿海观测网络，
进一步注意到 ITU、WMO 和 UNESCO-IOC 联合任务组为提供海啸警报和来自海洋的高质量气候资料，将环
境监测传感器纳入越洋商业海底通信电缆所做的工作，
鼓励 ITU、WMO 和 UNESCO-IOC 联合任务组（JTF）继续努力，建成全球海洋传感器网络，并要求会员国
向其部委、厅局和研究机构报告，特别关注 JTF 的活动以及实现其目标可能带来的重大社会效益，尤其是在可
靠、及时的海啸警报以及来自海洋的高质量气候资料等领域，并敦促所有利益相关方积极主动地推动这项工作。
决定批准增加 OCG 成员组成，纳入 OceanGliders 和 HF 雷达作为相关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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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新兴观测网络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其对持续观测发展的准备（借鉴海洋观测框架）：
(1)

在成熟团体的支持下，通过自我组织的全球参与努力实现持续观测；

(2)

确定设计任务和观测目标，以满足关键的观测需求；

(3)

制定商定的标准和有效做法，包括资料标准与协调的资料提供；

(4)

与其他观测网络开展前瞻性合作；

要求 OCG 继续与 GOOS 区域联盟和 GOOD 专家小组以及更广泛的海洋观测社区开展积极的合作，通过：
(1)

联络新兴网络，并根据海洋观测框架对于需求、观测协调和资料管理方面的就绪水平对其成熟程度进行
评估；

(2)

吸收那些被认为接近“成熟”的网络；

(3)

评估新的观测技术的准备情况，它们在观测系统中的效用，以及如何在海洋观测系统中使用它们。

决定 26 (JCOMM-5)
开放的获取全球电信系统试点项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和第八次届会（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举行）的报告，
还注意到 GTS 作为交换实时资料的有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其可以支持业务海洋、天气、气候服务和海洋研
究，
满意地注意到除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之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学术和其他组织及团体正在通过
GTS 提供其资料，
进一步注意到在 NMHS 之外很少能获取 GTS 资料，这阻碍了对其模式的验证以及吸收和使用实时资料，
此外还注意到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提出的开放获取 GTS 试点项目的建议（以下称为“试点项目”），
认识到：
(1) 试点项目旨在从已知的平台类型中获取充分了解的资料（即物理海洋资料），并论证更简便的获取方式，
以便准备并将资料实时纳入 GTS，进行全球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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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已确定了通过互可操作和可获取网络服务等方式从 GTS 检索这些资料和其他“观测”产品的方
法，以便公众访问，

还认识到试点项目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工作流原型，为海洋资料制作方提供一种更简单的方法使其可通过 GTS
基础设施实时分发资料，为海洋资料用户提供更简单的方法来调用资料，
进一步认识到试点项目的赞助者和贡献者，
观察到通过改善对 GTS 的访问，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和贡献者可增加来自 GTS 资料的数量，提高质量和对其的
利用，从而促进 GTS 更好地支持其利益相关方，
决定鼓励建立开放获取 GTS 节点，通过进一步利用试点项目所展示的能力扩大对 GTS 资料流的访问。

决定 27 (JCOMM-5)
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的过渡与实施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决定 28 (EC-69)，决定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TPOS）2020 现在是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预运行区域试点，应由 TPOS 2020/JCOMM 过渡和实施任务组负责协调将其实施和过渡纳入全
球持续观测系统，
还注意到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和第八次届会（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举行）的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 OCG 提出的 TPOS 2020/JCOMM 交叉性过渡和实施联合任务组职责草案，见本决定的附录，
考虑到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TPOS 2020 项目成立于 2014 年，负责监测 TPOS 的重新设计，将其作为国际
审查的一项成果，
认识到维持热带系泊阵列的挑战促使进行审查，还认识到自其设计之初各种需求和观测技术都已发生了变化
赞赏地注意到在经业界审查后，于 2016 年底发布了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项目的第一份报告，
确认 TPOS 2020 第一份报告包括对持续骨干观测系统的建议，以及确定了试点项目和进程研究以进一步完善
其未来设计和针对预测模式的系统误差，其关键行动包括：
(1)

解决西太平洋地区采样退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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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阶段重新配置热带太平洋系泊浮标阵列，

(3)

逐步增加 Argo 采样（从西太平洋开始），

(4)

重新定向通量测量（以及一系列评估和敏感度实验，以更好地为未来的建议提供依据），

(5)

改善热带太平洋海表风和风应力，这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决定 TPOS 2020 实施和过渡到全球持续观测系统将由 TPOS 2020/JCOMM 交叉性过渡和实施任务组负责
协调，任务组的职责见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会员合作并推动实施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项目第一份报告的建议；
鼓励考虑今后在 JCOMM 下需要进一步设立区域协调机制。

决定 27 的附录(JCOMM-5)
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JCOMM 过渡和实施任务组的职责

TPOS 2020/JCOMM 过渡和实施任务组（T&I-TT）将作为 TPOS 2020 项目的子项目运行，由 TPOS
2020 分布式项目办公室提供支持。JCOMM 管理委员会（MAN）是主要的外部赞助方。任务组为其发起方和
合作伙伴的管理层提供有关实施和过渡安排方面的咨询意见和建议。最初，TPOS 2020 SC 将是一个关键的
合作伙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行动和责任侧重于政府间和其他固定流程，这种作用将会减少，而像
JCOMM（及其观测协调小组）这样的发起方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职责
TPOS 2020/JCOMM 过渡和实施任务组将成为一个开放式工作组，其职责如下：
(1)

作为 TPOS 2020 项目内部的咨询小组，为指导委员会、资源论坛和 JCOMM 提供有关实施和相关过渡
安排的咨询意见，以推进 TPOS；

(2)

作为 TPOS 2020 项目内有关实施问题的联络点，包括：重新配置热带系泊网络、加强 Argo 廓线、改
进对关键地表变量的监测、审查资料管理的影响、能力建设和服务、以及与全球观测系统其它部分的协
调；

(3)

了解并酌情审查可能有助于 TPOS 骨干的潜在新技术；

(4)

了解并酌情审查相关 TPOS 2020 试点项目的进展和成果，特别是那些针对 TPOS 骨干的项目进展情况
和结果；

(5)

审查 TPOS 2020 项目期间及之后维护和实施 TPOS 的治理方案，侧重于区域机制，并考虑 JCOMM、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IOC-WMO-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战略
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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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定实施计划，以响应 TPOS 2020 第一份报告及随后的报告；

(7)

酌情配合指导委员会和 TPOS 2020 其他相关工作组的工作；

(8)

酌情与 T&I-TT 发起方的其他工作组和专家组协商和合作；

(9)

了解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计划的工作情况，并根据需要向 TPOS 2020 指导委员会和资源论坛提供咨询
意见；

(10) 向 JCOMM MAN 和 TPOS 2020 指导委员会年度届会提供报告。
成员组成
WIGOS、GOOS 和 WMO-IOC-UNEP-ICSU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是实施和过渡的重要机构，应以
当然身份参加必要的工作。TPOS 2020 资源论坛和指导委员会最初将通过担任 TPOS 2020 SC 联合组长的
形式进行参与。
T&I-TT 最初将有一位组长和一位副组长，但随着活动的成熟，这可能会有所不同。他们将由 TPOS 2020 发
起方和 JCOMM MAN 提名。
成员应限制在 10 个左右，要同时平衡科技咨询（TPOS 2020 项目咨询）和实施专业知识，但随着接近
2020 年，构成将偏重后者。
TPOS 2020 分布式项目办公室将支持任务组的活动。

决定 28 (JCOMM-5)
实施宗旨和目标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其决议 70/303 决定支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4：保护和可持续地
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另回顾到为了支持 SDG 14 的实施，于 2017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海洋大会支持一项行动
倡议，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海洋科学研究，如跨学科研究和持续的海洋和沿海观测，以及收集和分享资料和知识
（包括传统知识），以增加我们对海洋的了解，更好地了解气候与海洋健康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加强极端天
气事件和现象早期预警系统的协调发展，促进基于现有最佳科学的决策，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加强海洋生物多
样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LDC）发展的贡献，
进一步回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批准了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GCOS-200），其
中介绍了综合观测系统（包括重要的海洋要素）来描述和监测不断变化的气候系统，

84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第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赞赏地注意到 2016 年 G7 峰会科技部长级会议发布了《海洋未来联合公报》，G7 关注了一项行动以：支持
制定一项倡议，加强监测气候变化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所必须的全球海洋观测（如通过全球 Argo 网络和其他观
测平台），同时全面维持和协调正在开展的观测活动，还强调多平台和全球观测系统开展协调的重要性，以确
保所有 WMO 会员和 IOC 会员国的利益，
还注意到通过以下内容阐述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要求：
(1)

GOOS 基本气候变量（ECV），其可评估地球观测系统的充分性，制定前瞻性计划为科学、评估和政策
提供依据，

(2)

GOOS 基本海洋变量（EOV），其可从为气候、服务和海洋健康 3 个社会受益领域提供服务能力的方
面评估该网络，

(3)

WMO 滚动评估需求（RRR）过程，其可确定每个 WMO 应用领域的观测用户需求和差距，

进一步注意到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的目标是在全球海洋气象和海洋界中实施和维护一个完全一体化、
持续、多平台的海洋观测系统，
认识到不断增加的多国“全球漂流阵列”（GDA）与服务领域的日益相关性，GDA 对基本气候变量（包括但不
限于海面温度、近海面水流和海浪定向光谱）提供了准确、重要的观测，
满意地注意到 JCOMM OCG 网络、合作伙伴网络和新兴网络制定的关键网络性能措施，提供有关网络状况、
健康和趋势的信息，以改进其管理和性能并跟踪进展情况，具体见 JCOMM 和 IOC-WMO-UNEP-ICSU 全球
海洋观测系统（GOOS）网络规范表（www.goosocean.org），
决定：
(1)

批准 OCG 网络、合作伙伴网络、项目和新兴网络开展的工作，制定实施宗旨和目标，以满足 WMOIOC-UNEP-ICSU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GOOS、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以
及其他相关机构确定的要求；

(2)

支持实施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以实现这些宗旨和目标；

批准 JCOMM 原位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的工作，执行性能措施以反映各观测网络实施宗旨和目
标的进展情况，并提供综合性观点；包括在线可视化以及制作定期发布的 JCOMM 报告卡，以提供关于在
JCOMM 下实施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持续要素的现状和健康的权威信息。

附件 3. 决定

85

决定 29 (JCOMM-5)
分配给世界气象组织海洋平台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识别编号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WIGOS 手册》（WMO-No. 1160）附文 2.1：WIGOS 台站标识符，
回顾到 WMO 秘书处和 WMO 会员是管理 WMO 海洋平台识别编号的权威机构，
考虑到：
(1)

唯一标识符是元数据互可操作性的关键，特别是对于充分实现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倡议及其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工具（OSCAR）的效益，

(2)

根据平台的类型和部署区域（考虑的平台类型包括漂浮浮标、系泊浮标、海洋基准站、滑翔机、廓线
浮标（如 Argo）、以及装有测量地球物理变量仪器的海洋动物）向在全球电信系统（GTS）上报告
的海洋平台分配 WMO 编号，

(3)

WMO 引入了 WIGOS 台站标识符（WIGOS ID），可扩展现有的 WMO 编号以提供唯一的标识符，

注意到观测协调组（OCG）和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八次届会建议向海洋平台分布 WIGOS ID 的工作应属于
JCOMMOPS 的职责，见本决定的附录 1，
进一步注意到由 JCOMMOPS 发布海洋平台编号是 JCOMM 开放接入全球电信系统（GTS）试点项目成功的
核心，这意味着可能向 GTS 提供更多 IOC 和 WMO 重要的海洋观测资料，
认识到 JCOMMOPS 有通过 JCOMMOPS 信息系统和网络界面实施 WIGOS ID 分配所需的工具，其有能力通
过与平台运行方的日常关系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拥有海洋元数据方面的专业知识,
进一步认识到一些会员可以选择与 JCOMMOPS 协调为其自己的平台发布 WIGOS ID，以保护 ID 的唯一性，
决定 JCOMMOPS 将根据 WIGOS 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以及本决定附录中列出的条款授权一些会员为海洋观
测平台发布 WIGOS ID；
要求会员向 JCOMMOPS 通报其为自己分配 WIGOS ID 的意愿，从而避免分配重复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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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29 的附录(JCOMM-5)
分配给世界气象组织海洋平台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识别编号

如果会员不愿意自己分配 WIGOS ID，JCOMMOPS 有权根据以下条款向 WMO 海洋观测系统发布 WIGOS
ID：
(i)

代表 WMO 为海洋观测平台分配 WIGOS ID，并与 WMO 观测系统处（OSD）开展密切合作，

(ii)

确保这些标识符的唯一性，

(iii)

遵守《WIGOS 手册》和《WIGOS 指南》中规定的 WIGOS ID 分配规则和指导意见，

(iv)

实施一项业务程序和基于网络的适当界面来分配 WIGOS ID，并促进接入 OSCAR/地表（用于地基观
测系统的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工具）的机器对机器界面，以便最有效地提供由 WMO 会员和 IOC
会员国运行的海洋观测平台的元数据，

(v)

适当授权 WMO 秘书处访问/运行该网络界面，

(vi)

定期以商定格式向 WMO 秘书处提供有关 WMO ID 分配情况的报告，

因此：
(i)

不愿自己分配 WIGOS ID 国家的 WMO 国家观测网络联络员将被免除此任务，

(ii)

OSD 将监督海洋观测平台 WIGOS ID 的管理，并将不再负责大部分的任务，

(iii)

平台运行方将尽快收到标识符（最好提前，以便可在创建平台元数据的早期就可使用唯一的标识符），
并且最迟在 JCOMMOPS 注册平台期间进行，

(iv)

当分配 WIGOS 标识符时，JCOMMOPS 将有可作为标识符发布者的特定的数值范围（WIGOS ID 结
构的第二部分），

JCOMMOPS 将跟进愿意自己分配 WIGOS ID 的国家，以避免分配重复的 ID。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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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0 (JCOMM-5)
通过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
向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工具提供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元数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WMO No. 1160《WIGOS 手册》附件 2.4：WIGOS 元数据标准，
进一步注意到出版物 WMO-No. 1160 第 2.5.1 段规定对所有国际上公布的 WIGOS 观测结果来说，会员须
记录并保留观测元数据，这一点是附件 2.4 中的 WIGOS 元数据标准所规定的义务，
认识到：
(1)

JCOMMOPS 作为海洋观测计划的协调机制，已经有能力通过综合、业务、已经与 WIGOS 兼容的程序
向 OSCAR 提交 WIGOS 元数据，以用于所有的海洋和海洋气象平台，

(2)

JCOMMOPS 有能力协调/规范海洋观测网络及其资料小组的元数据、词汇和知识，并与 WMO 基本系
统委员会开展密切合作，

(3)

所有的海洋和海洋气象平台都由其运行方通过 JCOMMOPS 网络界面进行注册和更新，该界面提供一个
中央网关，JCOMMOPS 可对所提交的信息进行质量控制，

铭记：
(1)

目前，JCOMMOPS 的资金主要用于为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OPA）的网络提供支持，并建立、维护
和验证各种机制以及时交换资料和 WIGOS 元数据，

(2)

向 OSCAR 提供 WIGOS 元数据的义务为 JCOMMOPS 增加了新任务，但尚未确定持续的财务资源，

决定批准 JCOMMOPS 作为权威来源，可通过 JCOMMOPS 向 OSCAR 提交 WIGOS 元数据用于所有的海洋
和海洋气象平台，并鼓励会员和会员国确保所有平台的 WIGOS 元数据向 JCOMMOPS 进行注册，
要求 JCOMMOPS 继续与 WMO 开展协作，以促进完成将记录在 OSCAR 的完整范围或强制性和条件性的
WIGOS 元数据，
提请会员/会员国考虑为 JCOMMOPS 提供支持，以促进本决定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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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1 (JCOMM-5)
要求在其他区域建立新的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IOC 决议 EC-XLIII.5 和 WMO EC-62 的决议 4 批准了建议 1 (JCOMM-III)– 建立 IOC-WMO 区域
海洋仪器中心（RMIC），
回顾到 JCOMM 已建立了 WMO-IOC 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其作为一种途径可提供：
(1)

校准和维护海洋仪器的设备以及监测仪器的性能，

(2)

提供开展仪器比对方面的协助，

(3)

适当的培训设施，

进一步回顾到：
(1)

RMIC 的目标是促进观测资料和元数据以及经加工的观测产品的合规性达到更高的仪器和观测方法标准
（RMIC 的职责见《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附录 4.A），

(2)

已在美国（四区协，RMIC/RA-IV）和美国（亚太地区，RMIC/AP）建立了两个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RMIC），

(3)

摩洛哥在 JCOMM-3 提出愿意在卡萨布兰卡国家气象局主办 WMO 一区协的 RMIC，

满意地注意到 RMIC/AP 和 RMIC/RA-IV 在以下方面取得的进展：（1）支持各自区域的能力发展；（2）促
进实验室间仪器比对活动，
赞赏地注意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于 2016 年 2 月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四区协 RMIC 主办
了 JCOMM 海洋仪器研讨会，2016 年中国国家海洋局（SOA）组织和主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并提供了有关海
洋标准及实验室管理方面的内部培训和指导，特别是为巴基斯坦国家海洋研究所（NIO）提供，
要求 RMIC 在其各区域建立协调机制，让会员/会员国从其设施中受益，并保证这些机制将会：
(1)

符合 WMO 和 IOC 的总体能力发展实施计划，

(2)

与现有的区域观测活动建立密切的联系，诸如 IOC-WMO-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SS）
区域联盟以及在 WMO 区域协会主持下开展的区域观测活动，

(3)

考虑观测协调组（OCG）提出的有关仪器标准和有效做法的指导意见，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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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会员国调查在其他区域，特别是在第三区域协会（南美）、第五区域协会（西南太平洋）、第六区
域协会（欧洲）提供更多 RMIC 设施或具体 RMIC 职能（为在某个区域建立一个分布式 RMIC）的可行性，
并与现有的 RMIC 开展协作。

决定 32 (JCOMM-5)
船舶观测小组建议的标识符方案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船舶观测小组（SOT）第九次届会的报告（SOT-9）（2017 年 3 月 27-31 日，英国伦敦），SOT 建
议通过针对各种平台和仪器系统的 SOT 标识符（SOT-ID）方案，如本建议的附录所述，

(2)

观测协调小组（OCG）第八次届会的报告（2017 年 5 月 22-25 日，中国青岛），OCG 同意 SOT 的
建议，

考虑到：
(1)

SOT 关于 SOT-ID 的建议将为海上平台和船载仪器系统/组件提供唯一的标识符，如下：
(a)

SOT-ID 清单将由 JCOMMOPS 负责维护，将根据 WIGOS 元数据计划（即，SOT 仪器包将获
得由 JCOMMOPS 分配的 ID）内更广泛的 JCOMM 船舶清单而发布平台 ID，

(b)

附带 SOT-ID 的仪器包安装在托管船舶上；托管船舶还可为多个观测计划做出贡献，诸如自愿观
测船舶计划（VOS）、随机观测船计划（SOOP）和自动化船载高空探测计划（ASAP）；因此，
所有仪器应参考共享的 JCOMM 船舶清单，SOT 建议应使用 ICES 代码作为唯一标识符，

(c)

VOS、SOOP 和 ASAP 应继续使用传统的 WMO 船舶标识符，但最终都可以由 JCOMMOPS（代
表会员）进行分配，

(2)

如果按照国家要求，船舶必须被“掩蔽”，那么配有 SOT-ID 的仪器包与托管船舶之间的联系可能不向公
众公开，这意味着所有的仪器元数据都可提供，但不是船舶的元数据，

同意 SOT 关于新设 SOT-ID 的建议；
要求 GO-SHIP 和全球温度和盐度资料计划（GTSPP）和其他观测平台考虑在次表层海洋仪器组件中实施
SOT-ID 系统，
决定通过本决定附录中的 SOT-ID 建议，并推进所有网络使用 JCOMM 船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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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2 的附录(JCOMM-5)
船舶观测小组建议的标识符方案

SOT 的建议
SOT-9 建议通过新的方案，这将为海上平台和船载仪器系统/组件（SOT-ID）提供唯一的标识符。建议包括：
(a)

JCOMMOPS 将为海洋平台和船载仪器系统/组件（下称系统）（SOT-ID）发布 WIGOS 平台标识符，
并为 JCOMMOPS 分配专门的<标识符发布者>；

(b)

本地标识符正好为 7 个字符：n1n2n3n4n5n6n7；n1、,n4、n5、n6 为字母或数字；n2、n3、n7 为字母。
这将组成 SOT-ID；

(c)

诸如平台类型、与船舶的联系、运营方等信息不被编入 SOT-ID；

(d)

将根据下面的决策树（图 1-4）来管理对分配的 SOT-ID 的更改；

(e)

每个托管或部署仪器的平台或船舶应分配唯一的船体或平台 ID 作为更广泛的 JCOMM 站元数据列表的
一部分。为此，应使用 ICES 船舶电码，在招募新平台时，需要申办新的电码。

拟议 SOT-ID 方案的使用将意味着：
使用了新的 ID 方案，将能够唯一性地识别安装在或部署在特定船只或平台上的每个海上平台和仪器系统/组件，
就算在船只上安装了多个系统也可做到。修改诸如标志、呼号、船名等不会触发 SOT 站 ID 的更改，因此使
用唯一的 SOT-ID 就可以将该特定站和船只的资料与其他资料区分开来。有了新的 SOT-ID 方案，与开展观
测船只的直接联系可以得到隐藏，有效地充当船只掩蔽方案。然而，托管系统的船只与系统之间的联系将通过
单独的 JCOMM 船舶元数据清单和船体或平台 ID 来维护。
背景信息：
新方案中考虑的边界条件：
(a)

TurboWin 中的 ID 最多是七个字符。增加字符数将增加传输成本；

(b)

ID 需要是唯一的，因此需要考虑其他 ID 方案以避免重复。要考虑的方案：

(c)

(i)

ITU 呼号管制；

(ii)

JCOMM/WMO 标识符方案（如浮标）；

(iii)

第三方系统和掩蔽方案。

需要考虑不同 SOT 专家组的要求（单船多系统）；

附件 3. 决定

(d)

WIGOS 标识符方案：
<WIGOS 标识符序列>-<标识符发布者>-<发布号>-<本地标识符>
JCOMMOPS 将向海上平台和船载仪器系统/组件发布 ID，附带专有的<标识符发布者>
本地标识符：n1n2n3n4n5n6n7（n1,n4,n5,n6：字母或数字，n2,n3,n7：字母）

(e)

决策树：
(i)

仪器转移到不同的平台：新的 SOT-ID；

(ii)

网络运行方或招募国家有变：新的 SOT-ID；

(iii)

重大仪器变更（可能改变偏差或误差特征）：新的 SOT-ID；

(iv)

仪器替换（同样仪器，不改变偏差或误差特征）：没有新的 SOT-ID；

(v)

更改平台所有者、旗号、呼号、名称等，但不改变仪器：没有新的 SOT-ID；

(vi)

安装其他仪器或拆除仪器：没有新的 SOT-ID；

图 1：当托管平台所有权发生变化时，管理 SOT-ID 变更的决策树。

图 2.如图 1，但针对仪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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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如图 1，但针对网络运行方/招募国的变更。

图 4: 如图 1，但针对托管平台的变更。

决定 33 (JCOMM-5)
批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能力发展愿景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在 JCOMM-4 上委员会要求管理委员会评估 JCOMM 及其相关机构所开展的培训课程、讲习班和能力
建设各项努力的有效性，以更好地认识这些举措所取得的成功、影响、差距，评价学习的可持续性，并为未来
的工作制定各种建议，,
注意到对 JCOMM 能力发展已开展了评估，以响应委员会的要求，见 JCOMM-5/INF. 8.1，
审议了 IOC 和 WMO 能力发展战略，
还注意到 2012-2017 年休会期期间开展的 JCOMM 能力发展活动，
注意到由于海洋经济的不断增长，在未来十年气象海洋服务和产品将快速发展，而 JCOMM 必须为各国发展各
自的能力而提供手段，并协助协调各国间教学和能力发展的各项工作；
决定批准 JCOMM 能力发展愿景，见本决定的附录。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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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3 的附录(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能力发展愿景

JCOMM 能力发展（CD）愿景可以总结为八点：
(1)

改进 IOC 能力发展活动与 WMO 教育培训（ETR）之间的协作，以利用两个组织的能力发展专业知识
和经验并为 JCOMM 计划领域制定和实施其 CD 工作计划提供咨询，并利用现有的机制和设施（如
WMO 全球学校和区域培训中心（RTC，如国际业务海洋 ITC-海洋中心）、IOC 区域、GOOS 区域联
盟（GRA）、IODE 海洋教师全球学院（OTGA）、IODE RTC、WESTPAC 区域培训和研究中心
（RTRC）等）；

(2)

建立 JCOMM 机构流程，以确定国家层面所需的能力，并有效参与 JCOMM 计划领域的项目和活动。现
有的 IOC 和 WMO 机制（IOC 区域分委会、WMO 区协、GOOS 区域联盟）可以协助制定区域 CD 工
作计划，然后通过现有的 IOC 和 WMO 机制（GRA、RTC、RTRC）来实施；

(3)

增加活动，不仅提高对新的海洋观测、监测和预报服务的认识，并建立海洋和气象机构之间的联系，以
维持观测系统，还使最终用户更好地理解气象海洋信息；

(4)

促进提供、再利用和降尺度气象海洋分析和预报，还考虑到小海、近海和沿海现象；

(5)

促进海冰和冰山分析的开放源码系统的提供，在极地 METAREA 中生成 GMDSS 公报，并促进海冰服
务机构和中心之间的专业知识交流；

(6)

支持地方经济，对会员国/会员使用业务气象和海洋服务的用户提供培训，展现其对大型社会经济部门
的应用，并提供支持，鼓励广泛的政府用户和民间社会获取国家一级的资料、产品和服务，使这样的服
务有助于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

(7)

促进根据 IOC 和 WMO 标准，采用针对实时和延迟模式资料的资料管理做法；

(8)

促进将研究系统转化为业务监测和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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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4 (JCOMM-5)
批准新的能力发展结构和工作计划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按照委员会在 JCOMM-4 上提出的要求，开展了 JCOMM 能力发展评估（JCOMM-5/INF. 8.1）；
决定批准 JCOMM 能力发展结构和工作计划，见本决定的附录。

决定 34 的附录(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能力发展结构和工作计划

JCOMM 愿景（8.1/1）需要由交叉性能力发展（CD）小组来实施，该小组由一个组长和副组长组成，在他们
的监督上将制定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此类文件应与各计划领域（PA）主席和副主席协调编写，并应包含：
(a)

从气象海洋业务服务和产品的方面，对会员和会员国进行全面的需求评估（包括全球和区域评估）；

(b)

一项工作计划，以便与 PA 主席以及 IOC 和 WMO 区域实体一起开发 CD 活动，同时考虑需求评估和现
有的 CD 机制和工具（IOC OTGA 和 RTC、IOC RTRC、WMO 全球学校和 WMO 区域培训中心等）；

(c)

设计评估 CD 活动及其有效性的系统，以满足会员和会员国的需求；

(d)

跟踪 JCOMM 开展的活动；

(e)

向 JCOMM 管理委员会和 JCOMM-6 届会报告进展情况。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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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5 (JCOMM-5)
将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纳入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信息系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2014 年）决定建立 JCOMM WIS 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交叉
性任务组(TT-MOWIS)，其任务是：“依托现有的系统和战略，TT-MOWIS 应在其职责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
就制定 JCOMM 战略（包括技术和治理方面）提出建议，以建立和推进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与 WMO 信息系
统（WIS）之间的联系”，
注意到 IOC 手册和指南 No. 77，《IOC 海洋资料和信息管理战略计划（2017-2021 年）》，
满意地注意到：
(1)

TT-MOWIS 的成功工作，特别是于 2016 年完成了《将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纳入 WIS 的指导文
件》的编写工作，其中介绍了装备、评估和批准 JCOMM 中心成为 WIS 认证中心必须遵守的过
程，

(2)

TT-MOWIS 编制了可能成为 WIS 国家中心（NC）或是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DCPC）候选中心
的海洋气象和海洋中心清单，

考虑到编写了 2018-2021 年 WMO 和 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草案，这是通过建议草案
6.1/1 (JCOMM-5)及其成果 5，“利用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发现海洋和海洋气象数据集”提出的建议，
还考虑到采取措施开发了未来的 IOC 海洋资料信息系统（ODIS），
回顾到 JCOMM 管理委员会在其第十三次届会上（2017 年）批准了《指导文件》和建立 WIS NC 候选中心
的建议，
还回顾到管理委员会在其第十三次届会上（2017 年）决定，应建立一个专门的专家组继续开展这项工作，由
该专家组负责 WIS 内认证海洋候选中心有关的所有技术方面的工作，
获悉 CBS-16（2016 年）欢迎 JCOMM 的倡议，提名可参与 CBS-WIS 专家组的专家，
决定在资料管理计划领域下建立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计划间专家组（IPETMOIS），其职责范围见决议草案 12.2/3 (JCOMM-5)；
建议新的 IPET-MOIS 与 IODE 海洋资料与信息系统闭会期间工作组（IODE IWG 为 ODIS）密切合作，从
而对 WIS 业务模式的成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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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建议这些小组（IPIS-MOIS 和 IODE IWG 为 ODIS）与 CBS 就 WIS 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密切合作，
以确保业务海洋气象资料和服务有更大的互操作性。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与 CBS 主席协调，加强将海洋气象与海洋信息纳入 WIS 的合作并从中获得效益。

决定 36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未来的卫星资料活动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JCOMM-4 同意应尽可能扩大与现有卫星和卫星产品方面的机制开展互动（如：CBS ET-SAT & ETSUP、CEOS、CGMS)，以便精简委员会在这一领域的活动，高效地满足海洋资料获取的需求，以及服务提
供领域更好的应用，
还回顾到在 JCOMM-4 上委员会被要求加强伙伴关系并与这些小组开展联合活动，作为回应 2012 年修改了
的 JCOMM 卫星资料要求交叉性任务组的职责（TT-SAT）。
注意到 2016 年期间 JCOMM TT-SAT 治理结构的重大变动，主席、副主席以及与 CBS 计划间卫星利用和产
品专家组（IPET-SUP）联络员辞职，
还注意到 IPET-SUP 的重要作用，收集用户对卫星资料、产品和相关 WMO 各应用领域培训及能力建设的需
求，以及有效地向卫星运行方传达这些需求，
确认由于缺乏领导，TT-SAT 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好几年，其中包括一份关于海洋和海洋界对卫星资料、产品和
相关能力建设方面需求的不完整报告，
考虑到卫星观测对于海洋服务和海洋学的重要性，
认识到一份关于海洋和海洋界对卫星资料、产品和相关培训及能力建设方面需求的完整声明,可极大地加强
JCOMM 对 CBS 和卫星机构的影响力，
还考虑到 CBS IPET-SUP 目前没有参与海洋方面的活动，因此没有很好地体现其对海洋方面的关注，
授权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建立 TT-SAT，其任务是继续编写、并到 2019 年前完成海洋和海洋
学界对卫星的具体需求声明，

附件 3.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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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设立一个卫星资料需求协调员的职位，负责协调 JCOMM 内部的此类活动，并作为与 CBS ET-SAT 和
IPET-SUP 以及与 GEOS 和 CGMS 进行联系的 JCOMM 联络员，
敦促会员/会员国提名专家担任该协调员并有可能向 TT-SAT 推荐。

决定 37 (JCOMM-5)
编写和出版 SATCOM 手册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决议31 (Cg-17)，该决议成立了国际卫星资料通信系统用户论坛（“Satcom论坛”），作为WMO和
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联合开展的活动，
注意到 Satcom 论坛的目标是满足遥感资料通信对于自动环境观测系统的要求，
还注意到 Satcom 论坛已编写了一份手册草案，旨在为环境监测项目的决策者提供所需的信息，以评估市场
上可用的卫星通信系统的适用性（以下简称“Satcom 手册”），
审议了 2016 年 Satcom 的报告和建议（2016 年 9 月，西班牙马德里），
决定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协作促进进一步编写 Satcom 手册以及 Satcom 论坛支持的网页，特别关注 Satcom
对于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系统的要求；
提请基本系统委员会审查并做出安排，将 Satcom 手册作为有 WMO 编号的指南纳入《WMO 信息系统手册》
(WMO-No.1060)，并提交 EC-70 和 IOC 理事会审议。

决定 38 (JCOMM-5)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指南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JCOMM-3 的建议 5 是要制定《业务海洋预报系统指南》，旨在记录目前的海洋预报做法，以便：（a）
为现有各中心提供备选方法促进关于最佳做法的讨论；（b）作为对开发各中心的援助，
注意到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ETOOFS）在制定《指南》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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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意到一位专家顾问进一步推进了该《指南》，然而目前尚未完成，仍需要补充起草，而后进入评审过程，
认为《业务海洋预报系统指南》是一项优先重点，并要求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及 ETOOFS 作为优先重点完成
此项活动。

决定 39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提供素材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决议 23（WMO Cg-17）–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它要求各技术委员会根据 WMO《技
术规则》制定技术指南及相关指导材料纳入《WIGOS 指南》，以协助各会员实施并运行其观测网络和
系统，

(2)

决议 2（WMO EC-68）–2016-2019 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计划，

(3)

建议 4（CBS-16），修订版《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和《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WMO-No. 488），

(4)

决议 3（WMO EC-69），修订版《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和《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WMO-No. 488），

注意到：
(1)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2)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第 6 章，WMO 自愿观测船计划（WMO-No. 471），

(3)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GOS）（WMO-No. 544），

(4)

《全球观测系统指南》（GOS）（WMO No. 488），

(5)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手册》（WMO-No. 1160）

(6)

《WIGOS 指南》（WMO No.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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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CIMO 指南）（WMO-No. 8），

进一步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根据 2016-2019 年 WIGOS 预运行阶段计划，努力将 GOS 规章性和
指导性材料转为 WIGOS 材料，
考虑到观测计划领域（OPA）及其船舶观测组（SOT）建议将涉及 WMO 自愿观测船（VOS）计划的规章性
和指导性材料分别从 WMO-No. 588 和-No. 471 改为 WMO-No. 544 和 WMO-No. 488，
同意 WMO 所通过的建议 4（CBS-16）；EC-69 根据决议 3（WMO EC-69）将涉及 WMO 自愿观测船
（VOS）计划的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转为 GOS/WIGOS 材料；
要求 OPA：
(1)

协助 CBS 将涉及海洋气象观测的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从 GOS 材料转为 WIGOS 材料，并建议必要时
更新此类材料；

(2)

协助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根据 WIGOS 的需求，审议并建议更新 WMO-No. 8 的海洋观测
相关章节。

决定 40(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届会的工作计划和资源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需要继续资助 JCOMM 管理委员会、三个计划领域协调组以及另外十一个小组和专家组的会议和活动；
以及每四年履行资助 JCOMM 会议的交替责任；估计每年约有 448000 瑞士法郎/美元的需求，
关切地注意到与 2016 年至 2017 年 WMO 和 IOC 为 JCOMM 提供的 287862 瑞郎/美元实际预算拨款相比，
每年大约短缺 160138 瑞郎/美元；
赞赏地注意到每年为 JCOMMOPS 继续提供了约 700000 瑞郎/美元的预算外支持；
敦促会员/会员国既在国家层面通过保证专家参与 JCOMM 工作的时间，又通过 WMO 和 IOC 执行机构的预算
决定，为支持 JCOMM 工作计划的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源，
要求秘书处根据 WMO 和 IOC 提供的资源，为未来四年的休会期制定详细的运行计划，并根据管理委员会建
议的优先事项，为 JCOMM 的活动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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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0 的附录(JCOMM-5)
详细解释和计算

本文件使用可互换的美元和瑞士法郎，因在公布时，汇率几乎是 1 比 1。
委员会正在计划（重新）设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三个计划领域协调组、十一个小组和专家组、以及四个预期需
要秘书处支持的任务组。即比上一个休会期多两个专家组，还多一个任务组。它还与其他 WMO 技术委员会和
计划、GOOS、IODE 以及越来越多的海洋观测网保持联络。
对秘书处而言，每四年一次的委员会届会的典型费用为 400000。这笔费用由 WMO 和 IOC 交替负担。
JCOMM 休会期间活动的预算要求估值
开会频率
小组

典型费用

(次/年)

(瑞郎或美元)

每年正常计划
注释
预算成本

管理委员会

1

45 000.

45 000.

观测协调组

1

20 000.

与 GOOS 共同资助

20 000.

资料浮标合作组

1

12 000.

基本上自筹资金

12 000.

海平面观测组(GLOSS/GE)

1

12 000.

基本上自筹资金

12 000.

船舶观测组

0.75

12 000.

基本上自筹资金

9 000.

资料管理协调组

0.5

40 000.

资料管理实践专家组

0.5

30 000.

海洋气候专家组

0.5

30 000.

15 000.

气象和海洋服务计划间专家组

0.5

30 000.

15 000.

服务和预测系统协调组

0.5

40 000.

20 000.

20 000.

与 IODE 共同资助

15 000.

WMO 和 IOC 信息系统内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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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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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费用

(次/年)

(瑞郎或美元)

每年正常计划
注释
预算成本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与警报委员会

0.5

30 000.

15 000.

减少灾害风险专家组

0.5

30 000.

15 000.

海冰专家组

0.5

30 000.

15 000.

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

0.5

30 000.

15 000.

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专家组

0.5

30 000.

15 000.

服务任务组(4)

2

20 000.

40 000.

其他联络活动

1

50 000.

50 000.

JCOMM 届会

0.25

400 000.

100 000.

JCOMM 活动总体要求（年度）

2016-2017

448 000.

年度预算分配

IOC 对 JCOMM 活动的
经常计划预算

80 493.

WMOJCOMM(OBS)活动的 RP

62 829.

WMOJCOMM(WDS)活动的 RP

111 415.

WMO JCOMM 届会的 RP (1/8

[估计成本 265000 瑞

年)

33 125.

IOC 和 WMO 经常计划
年度资源总额

287 862.

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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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频率
小组

(次/年)

典型费用
(瑞郎或美元)

年度 JCOMM 需求和
实际年度资源间的差额

160 138.

JCOMMOPS 预算外费用

714 699.

JCOMMOPS 预算外捐资共计

712 763.

每年正常计划
注释
预算成本

2016

支持委员会活动的经常计划资金每年估计需要 448000 瑞郎/美元
2017 年，WMO 和 IOC 秘书处经常计划预算每年可得金额合计 287862 瑞郎/美元。
尽管 WMO 一直为技术委员会届会单独进行预算分配，但 IOC 并未如此，而是包含在 JCOMM 活动的两年期
大致固定的框架内进行。对于 IOC 而言，为八年一度的 JCOMM 届会提供资金成为了额外财政负担，需要预
算外筹资。
2016 年 JCOMMOPS 的活动与收到的捐资大体平衡。预算外捐助者提供了 712763 瑞郎/美元，用于工作人
员支助、工作人员旅费、业务基础设施、软件开发、通信和行政费用（日常管理费）。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建议 1 (JCOMM-5)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执行机构的相关决议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WMO 总则第 191 条，

(2)

满意（地注意到）WMO 和 IOC 执行机构就委员会的以往建议或与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
合技术委员会相关的以往建议采取的行动，

考虑到 WMO 和 UNESCO/IOC 执行机构的若干以往决议依然有效，
建议：
(1)

WMO 决议 2 (EC-64) 和 IOC 决议 EC-XLV/Dec.3.2 (II)不再有必要，

(2)

WMO 决议 8 (Cg-16)、24 (Cg-16)、 25 (Cg-16)和 43 (Cg-16)、 6 (Cg-17) 和 36 (Cg-17) 保
持生效；

(3)

IOC 大会决议 IOC-XX-12、IOC-XXVI-6、IOC-XXVI-7 和 IOC-XXVI-8 保持生效。

建议 2 (JCOMM-5)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IOC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委员会的第二十四次届会（2017 年 3 月 28 日至 31 日，马来
西亚吉隆坡）建议 IOC 与现有的利益相关方（无论是否与 IOC 有联系）开展合作，以改进现有资料和
信息的可获取性和互可操作性，并推进开发全球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也被称为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
（O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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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E 通过决定 IODE-XXIV.4 建立了一个休会期工作组，负责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概念文件的编写工
作，

(3) IOC 大会在其第二十九次届会上通过决定 IOC-XXIX/6.2.1 表示支持编写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ODIS）
概念文件的建议，并强调 ODIS 应侧重于利用现有的各项工作，
回顾到新提出的 WMO 和 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2018-2021 年）（JCOMM 资料管理战
略），（请参见建议草案 6.1/1 (JCOMM-5)），
建议：
(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各项目和参与组织参与 ODIS 概念文件的
编写工作，以确保 ODIS 的全面性并可支持各个层面上的利益相关方，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借助成本效益
分析的支持；

(2)

JCOMM 关于资料、服务和预报的几个小组支持并协助 ODIS 概念文件的编写工作，同时考虑了涉及基
础设施、标准、协调战略等基础性问题，此外还考虑了 JCOMM 资料管理战略中提出的要求。

建议 3 (JCOMM-5)
海洋资料标准和有效做法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IODE)
资料管理做法专家组海洋资料标准任务组开展的工作、JCOMM-IODE 海洋资料标准试点项目和 IODE 海洋资
料标准和有效做法（ODSBP）项目，旨在审查海洋和海洋气象标准并就这些标准的通过提出建议，
注意到在寻找志愿者专家负责审查拟议的资料标准和有效方法方面存在挑战，
还注意到 IODE 海洋有效做法资料库（以前称为海洋资料做法资料库）替代了 JCOMM 有效做法目录，其中
包括各种有效做法，可查询现有的各种方法和有效做法，并可用于对海洋和海洋气象观测系统领域的有效做法
进行差距分析，
回顾到新决定 19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
合战略（2018-2021 年）及其第 4 项成果（将与 IODE 合作实现）是要更全面、更一致性和更标准化地根据
需要实时和近实时地向用户分发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
建议：
(1)

JCOMM 项目和参与组织确定并就相关的标准向海洋资料标准和有效做法（ODSBP）项目提出建议；

附件 4.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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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ODE 海洋有效做法资料库供所有 JCOMM 计划领域使用，作为选择有效做法文件的资料库；

(3)

应 IODE 海洋资料标准和有效做法项目指导小组（SG-ODSBP）的邀请，JCOMM 项目提名专家负责
审查拟议的资料标准和有效做法。

建议 4 (JCOMM-5)
建立资料采集中心、全球资料汇集中心和海洋气象及海洋气候资料中心
并纳入新建的海洋气候资料系统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WMO 决议 2（EC-64）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的报告，该决议批
准了关于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的建议 2（JCOMM-4）

(2)

WMO 决议 36（Cg-17）–指定中国天津的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中心，

(3)

决定 IOC-XXVIII/7.1.3（II）- 建立一个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中心，根据该决定在天津建立了海
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中心（CMOC/中国），

(4) 文件 IOC/IODE-XXIV/3.4.3–世界海洋资料库，在该文件中 IOC 国际海洋学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
委员会同意世界海洋资料库（WOD）（国家海洋大气局国家环境信息中心）应提交申请以成为 MCDS
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中心（CMOC）。
(5)

建议 2 (JCOMM-4) – 海洋气候资料系统，通过该建议建立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
术委员会（JCOMM）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

回顾到在其第四次届会上（JCOMM-4)）要求法国和加拿大作为 JCOMM 以及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
（IODE）下临时的漂流浮标全球资料汇集中心（GDAC），
还注意到：
(1)

JCOMM 的职责范围，特别是涉及制定收集、管理、交换和归档高质量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信息和产
品总体标准和程序有关的职责，气候研究、预测和服务以及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战略都是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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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第六次会议的报告（JCOMM-会议报告 No. 133），

(3)

IOC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届会（IODE-22）的摘要报告，通过了建议 IODEXXII.13–IODE 全球资料汇集中心和建议 IODE-XXII.14 - 海洋气候资料系统，

(4)

与建议 4（JCOMM-4）- 关于提高应对海洋环境应急事件能力通过的并由 IOC 国际海洋资料与信息交
换委员会（IODE）第二十二届会议（2013 年 3 月 11-15 日，墨西哥恩塞纳达）批准的治理相一致，
由海洋气候专家组（ETMC）和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提出的 CMOC 申请评价程序，包括评价标
准；

(5)

CMOC 的职责和评估标准见即将修订的《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第一卷-全球方面，
第七部分；

(6)

MCDS 资料采集中心（DAC）和 GDAC 的职责见即将修订的《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 第
8 章，

(7)

即将修订的《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第三章：海洋气候学，以及 DAC 和 GDAC 的职
责及其评估过程和标准，

考虑到：
(1)

WOD 申请承建 CMOC，

(2)

资料管理协调组（DMCG）根据即将修订的《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第一卷 - 全球方
面，第七部分规定的 CMOC 评估过程和标准所进行的评估和审查结果，

(3)

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DFO）海洋科学局的海洋环境资料部门（MEDS）申请运行一个漂流浮标 MCDS
GDAC，

(4) DMCG 根据即将修订的《海洋气象服务指南》临时第 8 章规定的进程和标准开展的评估和审查的结果，
及其关于由加拿大运行的中心设立为漂流浮标 MCDS GDAC 的建议，
(5)

法国 IFREMER 运行的 Coriolis 资料中心申请成为漂浮浮标 MCDS GDAC，

考虑到没有足够的时间评估法国的提案并及时获得 JCOMM 第五次届会的批准，
要求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DMPA）尽快根据审批管理方法，对法国 Coriolis 资料中心的申请进行评
估，以期可能在 WMO 第 70 次执行理事会届会和 IOC 执行理事会第 51 次届会前设立；
根据 DMPA 依照上述评估提出的建议，授权 JCOMM 联合主席代表委员会，建议在休会期间将法国
IFREMER 的 Coriolis 资料中心设置为漂浮浮标 MCDS GDAC；

附件 4.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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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批准在 MCDS 建立 DAC、GDAC 和 CMOC（见即将修订的《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第
一卷 - 全球方面，第七部分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第 8 章）），以便根据 MCDS 愿景
2020 继续实施海洋气候资料系统，通过建议 2（JCOMM-4）- 海洋气候资料系统已批准上述愿景；
要求： JCOMM 的联合主席酌情推进在 MCDS 建立更多的 DAC、GDAC 和 CMOC；
要求： DMPA 评估 MCDS 的现有潜在要素，并邀请他们加入 MCDS；
敦促会员/会员国支持 MCDS 的活动，使用各种设备并向 JCOMM 提供有关其有效性和改进潜力的反馈意见；
建议 WMO 和 IOC 执行理事会将：
(1)

世界海洋资料库（WOD）设立为 MCDS CMOC；

(2)

海洋环境资料部门（MEDS）设立为漂流浮标 MCDS GDAC。

建议 5 (JCOMM-5)
针对资料浮标人为破坏的教育宣传战略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决定 49 (EC-68)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技术评估和 WMO 决定 29（EC-69）-针对浮标人为破坏
的教育宣传战略，以及 IOC 与海平面预警和减灾系统有关的海啸和其它灾害工作组（TOWS-WG）第十次会
议（IOC/TOWS-WG-X/3）的建议 7-资料浮标人为破坏，
还注意到 IOC 决定 EC-XLIX/3.4（III）–海啸及其他与海平面相关灾害警报和减灾系统工作组，要求 IOC 和
WMO 通过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和 TOWS-WG 开展工作，制定区域性相关教育和宣传战略（以供
2017 年讨论）。该战略可由 IOC 和 WMO 及其会员、会员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渔业部门
和其他相关组织联合执行，以便大幅度减少由人为对海洋资料浮标的破坏或干扰而造成的损坏，
进一步注意到“减少人为破坏或干扰造成海洋资料浮标的损害的宣传战略”（本建议的附录）是由资料浮标合作
专家组（DBCP）根据决定 49（EC-68）制定的，并提交给海啸及其他与海平面相关灾害警报和减灾系统工
作组、政府间工作组、DBCP 资料浮标人为破坏工作组、和表示对该战略感兴趣的其他国际合作伙伴（诸如中
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部长理事会）进行审议，
批准“减少人为破坏造成海洋资料浮标的损害的宣传战略”，见本建议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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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和 IOC 大会通过这项宣传战略，
要求 DBCP 继续寻求有关国家和区域组织的进一步投入，以促进这项战略并提高对资料浮标人为破坏问题及
其对预测气候、天气和海啸影响的认识，
敦促会员/会员国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 DBCP 及其资料浮标人为破坏工作组的工作，以收集与国家或区域减
轻资料浮标人为破坏相关的现有教育和宣传材料。

建议 5 的附录(JCOMM-5)
减少人为破坏造成海洋资料浮标的损害的战略见 DBCP 技术文件 58 号:http://www.jcomm.info/DBCPTD-58.

建议 6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的管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职责，特别是涉及开发观测网络方面的职责，

(2)

建议 2 (JCOMM-III) –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实地观测平台支持中心扩大的新职责，

(3)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组（OCG）第一次会议的报告（JCOMM-MR-13），

(4)

观测组协调组第八次会议的报告（JCOMM-MR-132），

(5)

IOC 大会决议 XX-6 – Argo 项目，

(6)

IOC 决议 EC-XLI.4, 实施 IOC 大会决议 XX-6（在 Argo 计划框架内开发公海的廓线浮标）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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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在上一个 JCOMM 休会期间成功将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从法国图卢兹到转移
到法国布列斯特，
满意地注意到：
(1)

会员/会员国为 JCOMMOPS 和观测专家组/网络（诸如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船舶观测小组
（SOT）、Argo 漂流浮标计划、海洋持续性跨学科时间序列环境观测系统（OceanSITES）、全球海
洋船舶水文调查计划（GO-SHIP）、和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提供的自愿捐助，

(2)

法国的贡献，承建 JCOMMOPS 并通过实物捐助向其工作人员提供所需的设施，

(3)

上一个休会期期间 IOC 秘书处在管理 JCOMMOPS 方面（包括财务资源和工作人员）起到的作用，

(4)

布列塔尼地方当局（法国）的贡献，这有助于在布雷斯特建立 JCOMMOPS，

(5)

在 JCOMMOPS 内成功设立船舶协调员的职位，以促进在各海洋观测计划中开展船舶协调活动，

认识到：
(1)

在 JCOMM 的管理下，JCOMMOPS 作为（实地）海洋观测系统实际协调的联络方，起到了独特作用，

(2)

JCOMMOPS 的管理职责可划分为：

(3)

(a)

财务管理，

(b)

人力资源管理（合同），

(c)

工作计划管理，

JCOMMOPS 当前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很难维持 UNESCO IOC 秘书处在牵头监督 JCOMMOPS 方面的作
用，

(4)

将大部分 JCOMMOPS 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职能有效转移给 WMO 秘书处，

(5)

需要确保适当地协调 JCOMMOPS 在当地的活动，特别是关于 JCOMMOPS 的协同方面的适当协调，
以及与当地主办方、秘书处和其他各方的联络等，

满意于：
(1)

JCOMMOPS 自 JCOMM 在其第一次届会上成立以来一直成功运作，归功于会员/会员国一直为其提供
自愿捐款，JCOMM 也在其职责范围内满足会员/会员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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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JCOMMOPS 的领导工作事实上一直由 Mathieu Belbéoch 先生非正式的负责，并且非常
有效，观测协调组（OCG）和 JCOMMOPS 贡献专家组/网络都非常满意，

考虑到：
(1)

要求 JCOMM 继续积极参与海洋和海洋气象观测系统要素过渡到完全一体化系统的过程，

(2)

需要在国际层面上整合关于运行和实施实地海洋观测系统的一些活动，

(3)

若干网络（如 SOT 对海洋生物化学测量的支持）提出的其他要求以及需要监测性能指标并加入新的利
益相关方，

(4)

扩展 JCOMMOPS 活动对于支持协调其他 OCG 专家组/网络的价值，如近期纳入的全球海平面观测系
统（GLOSS），以及其他新兴全球观测网络更多地参与观测协调组协调开展的活动，诸如海面下滑翔
机网络（OceanGliders）、动物携带仪器、全球高频雷达网络、极地和其他区域/沿海观测系统，

建议：
(1)

(2)

对 JCOMMOPS 进行外部审查，以评估：
(a)

JCOMMOPS 的未来作用；

(b)

与赞助方和利益相关方的组织关系；

(c)

未来的赞助和管理；

等待审查结果和建议以及 JCOMM 关于 JCOMMOPS 管理的进一步建议：
(a)

JCOMMOPS 在可用资源的范围内扩展其活动，以便：
(i)

为 DBCP、Argo、SOT、OceanSITES、GO-SHIP、GLOSS、OceanGliders 并为参与
JCOMM 观测协调组协调活动的其他观测网络提供支持；

(ii)

在其网站上汇编和分发关于卫星资料需求、卫星信息服务的信息；

(iii)

评估支持推进区域和沿海观测系统的机制

(b)

附录 1 中给出的 JCOMMOPS 的职责应更新为本建议的内容；

(c)

JCOMMOPS 应继续设在法国布列斯特，牵头管理职责由 WMO 秘书处负责（财务和人力资源管
理）并与 UNESCO IOC 秘书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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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本建议附录 2 中规定的职能和规则，在获得所需资源前，设立一个 JCOMMOPS 牵头人职位，
(e)

应编写 JCOMMOPS 工作计划，由观测协调组定期进行审查，并与相关专家组/网络、及相关计
划进行协商；

(f)

只有在获得新资金或是如果可证明对目前的支持水平没有影响的情况下，才能扩大 JCOMMOPS
活动，以保护目前为 JCOMMOPS 具体活动提供资金的会员/会员国的利益；

敦促：会员/会员国调查如何可加强对 JCOMMOPS 的支持，并协助提供资金使得 JCOMMOPS 更加稳定和可
持续；
要求 WMO 秘书长监测 JCOMMOPS 的审查情况并为此次审查做出贡献。
鼓励会员/会员国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支持延长 JCOMMOPS 所需的资源。
__________
注：本建议替代建议 2 (JCOMM-3)，后者不再生效。

建议 6 的附录 1(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的新职责

在 JCOMM 观察协调小组（OCG）的总体指导下，并遵循以下小组的指导:
–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

船舶观测小组，,

–

Argo 指导组，

–

OceanSITES 科学小组，

–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专家组，

–

全球海洋船舶水文调查计划委员会，

–

OceanGliders 指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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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JCOMM OCG 协调的其他海洋观测网络指导机构（如动物携带仪器、全球高频雷达网络、极地和其
他区域/沿海观测系统），

在 WMO 秘书处的牵头管理监督下，并与 UNESCO IOC 秘书处协商下，实施由 OCG 和相关专家组、相关计
划提供的工作计划，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应支持实施一个综合的海洋观测系统框架，OCG 也应予以推
动。
在目前确定的“愿景”下，JCOMMOPS 将开展：（1）协助实施/部署；（2）资料/元数据交换的机制；（3）
开发观测系统监测工具。
具体而言，
1.

实施/部署：
(a)

作为联络方并通过明确和协助解决平台运行方、资料中心、制造商和卫星资料通信提供方之间的
技术问题，协助实施、部署和协调海洋和海洋气象观测网络；

(b)

通过汇编材料和酌情协助海洋观测科学小组，协助展示全球海洋观测计划的科学价值，以支持
WMO 和 UNESCO/IOC 计划及联合发起计划；

(c)

维持业务意识，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共享观测平台部署规划和业务机会以及运营商联系信息，以最
大限度地发挥部署机会和资源共享；

2.

(d)

鼓励合作以发展各相关行动方之间的协同效应，并推进观测系统/网络的发展；

(e)

推进能力发展、教育宣传活动，以促进会员/会员国参与海洋观测网络的实施；

(f)

实施和维护 IOC 决议 XX-6 和 EC-XLI.4 所要求的观测平台部署通知程序；

支持资料/元数据交换机制及一致性：
(a)

通过支持收集和分发有关 OCG 网络的当前和有效做法的信息以及元数据的监测信息，协助实现
仪器和资料管理标准化；

(b)

通过向平台运行方提供适当的技术援助，作为选定平台/仪器元数据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作为其
他元数据和资料分发服务的来源，促进免费和无限制地实施交换资料和元数据；

(c)

通过与美国 NOAA 观测系统监测中心和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促进综合获取
资料和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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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资料和元数据流入归档中心，并促进向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工具（OSCAR）日常提供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元数据；

(e)

向在 JCOMMOPS 注册的所有观测平台分配唯一的标识符，包括特别是被授权代表 WMO 会员发
布 WIGOS 标识符；

3.

开发观测系统监测工具：
(a)

定期收集和分发有关以下内容的信息：（1）观测系统网络针对目标的性能；（2）平台、仪器和

电信系统的属性；（3）个别观测平台的功能状况以及资料质量；
(b)

开发一套一致的工具，以监测观测系统的现状以及系统资料和元数据分布，从而确定改进系统整
体透明度、有效性和发展的各个领域；

(c)

制定和维护每个观测网络的性能指标，并提供综合的观点。定期发布“JCOMM 观测报告卡”，酌
情向会员/会员国通报观测系统的现状和效益。

建议 6 的附录 2 (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的牵头人

为了确保 JCOMMOPS 活动的适当协调，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贡献专家组之间的协同效应，特设定
JCOMMOPS 牵头人职位，其职责如下：
(a)

为 JCOMMOPS 工作人员提供有关 JCOMMOPS 协同方面的指导；

(b)

在 JCOMMOPS 工作人员有空缺的时期提供协助，帮助过渡，并在招聘新 JCOMMOPS 工作人员时协
助提供培训；

(c)

管理 JCOMMOPS 信息系统和网络服务的开发和演进；

(d)

协助秘书处与主办国和地方机构及当局联络和协商，并协助加强基础设施，以促进观测网络；

(e)

推进 JCOMMOPS 并协助寻求会员/会员国的自愿捐助用于 JCOMMOPS 及其工作人员；

(f)

正式代表 JCOMMOPS 出席各种场合的活动，并特别向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报告
JCOMMOPS 活动以及执行工作计划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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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协助秘书处制定 JCOMMOPS 预算并为其报告要求做出贡献；

(h)

就 JCOMMOPS 协同方面与秘书处进行联络；

此外，适用以下规则：
(a)

对于上述职能，JCOMMOPS 牵头人正在接受 JCOMM 观测协调小组（OCG）主席或 OCG 执行委员会
授权成员的指导；

(b)如果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JCOMMOPS 牵头人可授权 JCOMMOPS 工作人员履行其全部或部分职责；
(c)

相关专家组/网络的组长向 JCOMMOPS 工作人员提供专家组/网络具体问题的指导；

(d)

由秘书处指定的监督人（目前是 WMO 观测系统处（OSD）处长）经与 OCG 的组长进行协商对
JCOMMOPS 牵头人进行直接监管；

(e)

由秘书处指定的监督人（目前是 WMO 观测系统处（OSD）处长）经与专家组/网络组长协商对专家组/
网络技术协调员进行直接监管；

(f) 经与 JCOMMOPS 牵头人协商，对 JCOMMOPS 其他工作人员根据此类人员的合同条件进行直接监管；
(g)

JCOMMOPS 牵头人应对支持 JCOMMOPS 的专家组/网络全面公正地履行职能；

(h)

由 JCOMM 联合主席根据 OCG 主席的建议并与专家组/网络主席和秘书处协商后，从 JCOMMOPS 工
作人员中提名 JCOMMOPS 牵头人。

JCOMMOPS 的当前牵头人是 Mathieu Belbéoch 先生。

建议 7 (JCOMM-5)
长期船舶观测站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在其第四次届会（JCOMM-4，2012 年
5 月 23-31 日，韩国丽水）重新建立了船舶观测小组（SOT），
注意到：
(1)

SOT 是在参与协调全球船舶观测计划（自愿观测船（VOS）计划、随机观测船计划（SOOP）和自动船
载高空观测计划（ASAP））的三个专家组之间的协同作用基础上创建的，以期最终可能在商业和研究
船舶上使用完全整合的船舶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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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观测的历史悠久，其对海上安全、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有宝贵的贡献。其中一些船只提供观测资料
已有数十年，

(3)

WMO 决定 40 (EC-68)–WMO 认证长期观测台站的机制，其中规定与 JCOMM 协作，海洋自愿观测船
舶（VOS）和系泊浮标可被认证为长期观测站，

(4)

WMO 尚未制定出一个评估机制，以认证 VOS 对海洋观测的长期服务，

要求 JCOMM 观测协调组通过与 SOT 协商建立一个评估过程以便经确定海洋观测中的长期服务船舶，并建立
一个进程以便向长期提供海洋观测的船舶颁发证书。

建议 8 (JCOMM-5)
修改船舶掩蔽方案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决议 27 (EC-59) -船东和船主关于 VOS 资料交换的考虑，
注意到：
(1)

船舶观测小组（SOT）第九次会议的报告，在上述报告中 SOT 建议（a）推进实施七位数字 WIGOS
SOT 船舶标识符（SOT-ID）新方案以及（b）停止开发和/或使用船舶标识符掩蔽和编码/解码方案，

(2)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观测协调小组（OCG）第八次会议的报告,
在上述报告中 OCG 同意 SOT 在其第九次会议上就此提出的建议，

考虑到：
(1)

拟议的新 SOT-ID 方案与区分平台元数据（诸如传感器信息）和船舶元数据（诸如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有关，该方案的结构有利于向非授权用户掩蔽平台元数据中的船舶参照信息，

(2)

在 FM-94 BUFR 报告中实施船舶标识符的编码/解码方案将需要一个复杂的治理和程序，需提名一名
JCOMM 联络员负责管理和定期提交公/私密钥，

(3)

正在考虑修改船舶标识符掩蔽方案的国家程序，诸如：
(a)

加拿大调查结束使用“SHIP”掩蔽方案并采取其他方案，诸如编码/解码或新的 SOT-ID，

(b) 英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考虑终止使用所有船舶标识符掩蔽方案，并转而使用 SOT-ID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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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1)

安全问题（海盗）是最初实施船舶标识符掩蔽方案的驱动因素，而就今天而言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2)

随着卫星自动识别系统（AIS）的发展，现在可以在公共网站上进行全球性和连续性船舶跟踪，而航运
公司现在更倾向软化安全政策，

(3)

使用当前的船舶标识符掩蔽方案（如“SHIP”）不利于船舶资料的质量监测，并且实际上限制了向一些
用户提供自愿观测船舶（VOS）资料，

获悉：
(1)

向 SOT-ID 的过渡以及使用自动识别系统（AIS）跟踪船只，以及完全过渡到 FM-94 BUFR 格式的资
料分发，从而导致现有的船舶标识符掩蔽方案在屏蔽船舶标识符和航路方面不再有效，

(2)

使用拟议的 SOT-ID 可导致最终不再使用所有的掩蔽方案，因为 SOT-ID 也可以用作伪掩蔽，

(3)

出于上述各项考虑，目前很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正在开始解除各种掩蔽，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
(1)

决议 27 (EC-59)不再保持有效；

(2)

通过一项新决议，并要求会员停止使用现有的船舶标识符掩蔽以及编码/解码方案，并改用拟议的新
SOT-ID 方案；

呼吁 SOT 考虑新方案引入的时机和程序并起草 WMO 执行理事会新决议草案，通过管理委员会提交 WMO 执
行理事会第 70 次届会。

建议 9 (JCOMM-5)
减少自愿观测船舶的分类数量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船舶观测小组（SOT）第九次会议的报告，其中 SOT 建议将 VOS 分类数量从 8 个减至 3 个，

(2)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观测协调小组（OCG）第八次会议的报告，其中 OCG
同意 SOT 就此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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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SOT 的建议，拟考虑以下 3 个 VOS 分类：
(1)

由 NMHS 运行的：由国家气象部门（NMHS）招募的船舶，还为其提供必要的观测仪器、传感器和设
备，

(2)

与 NMHS 合作的：由国家气象部门招募的船舶，但使用其自有仪器、传感器和设备，

(3)

独立的：由第三方支持、又非由国家气象部门招募的船舶，但为 VOS 计划做出贡献，

还考虑到对三种新分类的变更需要对 VOS 元数据计划进行修改，并需要对港口气象官员（PMO）报告和记录
这些分类的方式进行修改，
同意 SOT 的建议，将 VOS 分类减至 3 个；
要求 SOT：
(1)

完整确定新的分类，建议对 VOS 元数据格式、对 PMO 报告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并就未来如何管理
和支持第三方新船舶提出建议；

(2) 编写和建议对《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第一卷 – 全球部分、《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WMO-No. 488）和《电码手册》（WMO-No. 306）第 I.2 卷进行必要的修订；
提请基本系统委员会接受 SOT 提出的对上述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的修订；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
(1)

批准对 VOS 分类的推荐修改，并对以下出版物做出相应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第一卷 — 全球方
面和《全球观测系统指南》，并根据 WIGOS 预运行阶段的实施情况过渡到《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手册》（WMO-No. 1160）和《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2) 利用决议 12（EC-68）的“简易（快速通道）程序”适当地修改《电码手册》第 I.2 卷的 WMO 电码表。

建议 10 (JCOMM-5)
冻结《国际特选船舶、补充船舶和辅助船舶清单》（WMO-NO.47）
并向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元数据结构过渡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注意到：
(1)

船舶观测小组（SOT）第九次会议的报告，在上述报告中 SOT 建议《国际特选船舶、补充船舶和辅助
船舶清单》出版物（WMO-No. 47）应冻结为当前的 4.2 版本，进行归档，并将内容转移至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的数据库（将相应的
子集提交到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OSCAR）/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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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观测协调小组（OCG）第八次会议的报告，其中 OCG
同意 SOT 在其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铭记：
(1)

通过冻结当前版本的 WMO-No. 47 出版物、元数据格式并创建和实施新的复合格式，SOT 观测网络将
能够更好地开展所需的变革以符合 WIGOS 对元数据的要求，

(2)

通过提供目前可用于其他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网络（例如数据浮标）的灵活性，并且不参照诸如 WMONO.47 等 WMO 具体规定，对元数据结构的修改会更快得多而且更有效率，并且可确保在 WIGOS 实
施期间进行修改，

(3)

通过将 JCOMMOPS 作为主要元数据存储库，这不仅可以减少国家 VOS 运行方对重复工作的需求，而
且还可以减少对国家元数据数据库的需求，还可以确保所有相关的 WIGOS 元数据可直接上传到
OSCAR 数据库，

同意将 WMO-No. 47 数据库从 E-SURFMAR 转移至 JCOMMOPS；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
(1)

批准冻结和归档 WMO-No. 47 出版物（版本 4.2），并停止使用该出版物；

(2)

批准会员国直接向 JCOMMOPS 提交船舶元数据；

(3)

批准将 WMO-No. 47 出版物完全纳入 WIGOS 元数据标准，并通过 JCOMMOPS 将 WMO-No. 47 数
据库转移至 OSCAR/地表。

建议 11 (JCOMM-5)
谈判卫星通信资费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回顾到：
(1)

决议 31（Cg-17）-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的报告（2014），报告涉及 WMO 信息系统各中心和网
络，通过该决议成立了国际卫星资料通信系统用户论坛（“Satcom 论坛”），作为 WMO 和 IOC 的共
同努力，

(2)

决定 37（EC-69）- Satcom 用户论坛，该决定批准了选出的 Satcom 论坛执行委员会（SatcomEC），其中包括 Argos 联合资费协议（JTA）主席作为 Satcom-EC 的成员，

附件 4.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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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Satcom 论坛的目标是根据其职责，即满足遥感资料通信对于自动环境观测系统的要求，包括所需的
资费谈判，
审议了 2016 年 Satcom（西班牙马德里，2016 年 9 月 27–29 日）、JTA 执行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阿联
酋阿布扎比，2016 年 4 月 24-26 日）、JTA 第三十六次会议（美国拉霍亚，2016 年 10 月 24-26 日）以
及 JTA 执行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法国图卢兹，2017 年 7 月 18-19 日）的报告和建议，
确认：
(1)

Satcom 论坛已经开展一项针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调查，以估算其在卫星资料通信广播时间和设备方
面的总支出，（“2017 年 Satcom-调查”），

(2)

JTA 提供了一个国际机制，寻求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定位和加工通过 Argos 系统收集到的资料，

(3)

Satcom 提供商向环境监测应用领域提供更多的、固定价格的卫星资料通信资费，

建议 WMO 和 IOC 执行理事会：
(1)

批准纳入 JTA，作为 Satcom 论坛的子计划；

(2)

授权 JTA 主席代表 WMO 和 IOC 批准 JTA Argos 全球资费协议，这是在 JTA 框架内每年开展一次谈
判的结果；

提请 Satcom 论坛根据 2017 年 Satcom-调查的结果，寻求与 Satcom 提供方就“WMO-IOC 品牌灾害警报
资费”展开谈判。

建议 12 (JCOMM-5)
修订版《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第一卷 – 全球方面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考虑到《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一卷 - 全球方面 (WMO-No. 558), 2012 年版,
认识到：
(1)

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各签约国有义务为航运提供《公约》规定的气象预警和预报服务，以保障海上生
命及财产的安全，

(2) 国际海事组织（IMO）- 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需要不断加以审议及更新，
以充分满足国际海事组织(IMO)提出的用户需求，并与国际水文组织（IHO）所协调的全球海上遇险和
安全系统（GMDSS）全球航行预警服务充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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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1)

建议 6 (JCOMM-4) – 修订《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 558), 《WMO 海洋气象服务指
南》(WMO-No. 471) 和 WMO-No. 9, D 卷, 航运信息，g, 其中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
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批准修订《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 558, 2012 年版), 第一
卷 – 全球方面；

(2)

WMO 决议 26 (EC-64) – 修订《技术规则》，其中 WMO 执行理事会指示正在对《WMO 技术规则》
的修订应由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完成；

确认 JCOMM 海事安全服务专家组的进展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以及与涉及修订《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的相关
WMO 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及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与协调；
还确认《手册》修订版草案已经过独立评审，且前版本已采纳了这些意见；
注意到《手册》修正案会对《WMO 技术规则》（WMO-No. 49）产生影响；
还注意到《WMO 技术规则编写和颁布指南》(WMO-No. 1127)，就《手册》应如何描述标准程序和推荐做
法提供指导；。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批准本建议附录中所列修订版《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根据 WMO 决议 12
（Cg-17）和《WMO 总则》第 127 条予以生效；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确保《技术规则》与修订版《手册》保持一致，并向执行理事会第 70 次届会提交《技
术规则》修正案以及本建议;
敦促 WMO 会员关注修订版《手册》，以便将各项修订内容列入其各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海洋服务；
授权 JCOMM 联合主席与 WMO 秘书处协商，对修订版《手册》进行任何必要的后续编辑上的修订；
要求 JCOMM 专家组继续对《海洋气象服务手册》进行审议并提出进一步的修订意见，并在必要时为相关会员
/会员国提供技术协助；
要求 WMO 秘书长：
(1)

在必要时并在现有资源内，就落实修订的规则和标准，为相关会员/会员国提供技术咨询协助；

(2)

确保各出版物之间的一致性，包括伙伴组织（例如 IMO 等）的出版物，同时要注意《海洋气象服务手
册》（WMO-No. 558）会在外部出版物中引用，尤其是关于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的 IMO 决
议 A.1051（27）；

(3)

就 GMDSS 的运行，继续与 IMO、IHO、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及其它组织和相关机构开展互动。

附件 4.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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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2 的附录(JCOMM-5)
修订版《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第一卷 – 全球方面

修订版 WMO-No. 558

建议 13(JCOMM-5)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修订版（WMO-NO.471）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考虑到：
(1)

WMO《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2001 年版），

(2)

WMO《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卷一：全球方面修订版，见建议 12 (JCOMM-5)的
附录，

回顾到：
(1)

建议 6 (JCOMM-4) –修订《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WMO 海洋气象服务
指南》（WMO-No.471），以及 WMO-No. 9 出版物 D 卷 – 航运信息，其中 WMO-IOC 海洋学和海
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批准了对《WMO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作为
对《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第一卷 – 全球方面的伴随修订，

(2)

决议 26 (EC-64) –修订《WMO 技术规则》，其中 WMO 执行理事会指示正在对《WMO 技术规则》
持续评审和修订应由相关的技术委员会执行，

确认 JCOMM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的进展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以及与 WMO 相关技术委员会和计划、与其他
国际组织在修订《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方面的协作和协调，
还确认 WMO-No. 471 修订版的草案已完成独立审查，并已将这些意见纳入了现行版本，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通过《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的修订版，见本建议的附录，根据决议
12 (Cg-17) 和 WMO 总则第 127 条予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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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确保《技术规则》与《海洋气象服务指南》的一致性，将对《技术规则》的修订内容以
及该建议一同提交 WMO 执行理事会第 70 次届会；
敦促 WMO 会员注意《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的修订版，其中向《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558）提供了用户需求和附加程序，并介绍了推荐做法；
授权 JCOMM 的联合主席经与 WMO 秘书处协商，对《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做出必要的
任何纯文字方面的编辑修订；
要求 JCOMM 专家组继续审查《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并进一步提出修订意见，并根据需要
向相关的会员/会员国提供海洋服务方面的技术援助；
要求 WMO 秘书长：
(1)

根据需要并在可用资源范围内，向相关成员/成员国提供所需的技术咨询支持，以协助其实施修订后的
指南；

(2)

确保与《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558）的一致性；

(3)

继续与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航道测量组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以及其他涉及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MDSS）运行的组织和机构进行互动合作。

建议 13 的附录(JCOMM-5)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修订版（WMO-NO.471）

WMO-No. 471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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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4 (JCOMM-5)
海洋相关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中心的标准和指定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考虑到：
(1)

建议 12（JCOMM-5）附录中给出的修订版《WMO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第一
卷– 全球方面，

(2)

《WMO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第一卷 – 全球方面（WMO-No. 485），

回顾到：
(1)

WMO 决议 6（Cg-16）–修订版《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其中 Cg-16
认为该手册是 WMO 会员（包括其指定的中心）所运行的所有业务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技术规则的唯一
来源，

(2)

WMO 决议 12（Cg-17）–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关于采用最新《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
统手册》（WMO-No. 485）的报告，其中 Cg-17 要求 WMO 秘书长安排 WMO 各计划与相关各技术
委员会之间做出协调，以确保所有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产品及服务的 WMO 相关业务中心被列入
《手册》，

(3)

WMO 决议 18（EC-69）–修订版《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其中执行理
事会通过了建议 19-22（CBS-16）的附录中所列的修订版《手册》，

确认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开放计划领域资
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组之间开展的重要合作与协调，根据决议 18（EC-69）将海洋相关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
系统（GDPFS）中心的指定标准纳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即下列方面的区
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
(1)

数值海浪预报，

(2)

全球数值海洋预测，

(3)

海洋气象服务，

(4)

海洋环境紧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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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预报验证协调，

还确认这符合 WMO 决议 11（Cg-17）– 努力实现未来增强型综合无缝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并且这
是 JCOMM 对其发展的重要贡献，
审查了 JCOMM 联合主席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关于对 EC-69 所通过的修订版《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
册》（WMO-No. 485）中涉及海洋气象服务及海洋环境紧急事件等规定进行修订的补充建议，以便做出进一
步阐明并提出有关指定此类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的具体标准，
注意到根据 WMO 的认可和推荐，METAREA 发布机构和制作机构已获得 SafetyNet 证书，这是那些开展此
类服务的 WMO 会员达标及参与的依据，
还注意到所有推动业务海浪预报验证的这些机构符合指定作为数值海浪预报 RSMC 的标准，因此有资格获得
正式指定，
考虑到 JCOMM 海浪和海岸灾害预报系统专家组认可 ECMWF 作为指定为波浪预报验证协调 RSMC 的候选机
构，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
(1)

批准本建议附录一和附录二给出的修订版《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的修订，分别涉及海洋气象
服务和海洋环境紧急事件的修订；并根据决议 12（Cg-12）和《总则》（2015 版）第 127 条生效；

(2)

正式指定海浪预报验证协调 RSMC ECMWF 以及指定所有 METAREA 发布机构和制作机构分别作为海
洋气象服务 RSMC 和参与中心，并列入修订版《手册》；

(3)

正式指定加拿大气象局、法国气象局和日本气象厅为数值海浪预报 RSMC，以及其他满足要求，包括推
动业务海浪预报验证和有兴趣并正式承诺的那些机构作为数值海浪预报 RSMC，并列入修订版《手册》；

提请 WMO 会员/IOC 成员国根据修订版《手册》中规定的指定程序，考虑申请指定为 GDPFS 中心；
授权秘书长对 WMO-No. 485 出版物的上述方面进行任何必要的后续编辑上的修订。

附件 4. 建议

125

建议 14 的附录 1 (JCOMM-5)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关于海洋气象服务的修订

2.2.2.X.

海洋气象服务

注：

1）《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中描述了业务运行，包括实践、程序和规范。
2) 本活动包括国家气象部门网络。

2.2.2.X.1 开展海洋气象服务的国家气象中心（包括制作机构，它们是参与中心）须：
(a)

发布有关海岸和近海地区海洋环境状况预报；

(b)

发布有关海岸和近海地区海洋气象灾害预警；

(c)

与负责海洋事务包括负责降低灾害风险和搜救的国家机构开展协调。

2.2.2.X.2 在 WMO/I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之下承担 METAREA 职责的会
员须按照《IMO/IHO/WMO 海事安全信息联合手册》提供下列各项服务：
(a)

发布公海海洋环境状况预报；

(b)

发布公海海洋气象灾害预警；

(c)

在符合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的广播系统上组织播报海洋预报和预警；

(d)

承担 METAREA 协调员职责。

注：
下表为《手册》中负责管理海洋气象服务相关信息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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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活动规范变更
建议方：

JCOMM/WWMIWS

批准方：

JCOMM

决定方：

EC /大会

CBS

中心指定
批准方：

JCOMM

决定方：

EC /大会

CBS

合规性
监督方：

JCOMM/WWMIWS

呈报：

CBS

JCOMM

建议 14 的附录 2 (JCOMM-5)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关于海洋环境紧急事件的修订

2.2.2.X.

海洋环境紧急事件

注：
1)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中描述了业务运行，包括实践、程序和规范；

2)

在休会期间有待 JCOMM/ET-MEER 确定的职能和职责;

3)

下表为《手册》中负责管理海洋环境紧急事件相关信息的机构。

附件 4.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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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活动规范变更
建议方：

JCOMM/ET-MEER

批准方：

JCOMM

决定方：

EC /大会

CBS

中心指定
批准方：

JCOMM

CBS

决定方：

EC /大会

合规性
监督方：

JCOMMJCOMM

呈报：

CBS

JCOMM

建议 15 (JCOMM-5)
更新《海平面测量和释用手册》第五卷 - 雷达测量仪(IOC 手册和指南 NO. 14, 第五卷; JCOMM
技术报告 NO. 89; 2016 年）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赞赏地注意到《海平面测量和释用手册》 (WMO/TD-No. 1339)：第五卷 - 雷达测量仪(IOC 手册和指南
No. 14, 第五卷; JCOMM 技术报告 NO. 89; 2016 年）的更新情况，
建议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S）专家组继续审查该手册，根据不断变化的技术发展和观测需求酌情进行
修改，并根据需要为会员/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呼吁 IOC 会员国和 WMO 会员注意并酌情使用该手册。

附件 5. 与会代表名单
1.

届会的官员
Nadia PINARDI （女）
Johan STANDER

2.

WMO-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联合主席
JCOMM联合主席

在技术委员会中有代表的 WMO 会员
阿根廷
Alicia Guadalupe CEJAS （女）

代表

澳大利亚
Neal MOODIE
Lucienne BLOM （女）

首席代表
代理人

比利时
Serge SCORY

首席代表

伯利兹
Shanea YOUNG （女）

首席代表

巴西
Emma Giada MATSCHINSKE （女）
Nero Cunha FERREIRA

首席代表
代表

保加利亚
AtanasPALAZOV
Snejanka MONCHEVA （女）

首席代表
代表

加拿大
John PARKER
Andrew STEWART
Laura MEDEIROS （女）
Val SWAIL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代表

智利
Luis VIDAL

首席代表

中国
Baogui BI
Wenxi XIANG
Zheqing FANG
Yerong FENG
Zhuo HUANG
Yongchao PANG
Jun SUI
Bingui WU （女）
Xianghua XU
Jinkun YANG
Xiaolei YI （女）
Tianyu ZHANG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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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ZHAO

代表

克罗地亚
Dijana KLARIC （女）

首席代表

丹麦
Steffen Malskær OLSEN

首席代表

厄瓜多尔
Edwin Belisario PINTO USCOCOVICH

首席代表

芬兰
Marja AARNIO-FRISK （女）
Heidi PETTERSSON （女）

首席代表
代表

法国
Mireille MAYOKA （女）

首席代表

德国
Bernd BRUEGGE
Axel ANDERSSON

首席代表
代理人

希腊
Michail MYRSILIDIS

首席代表

洪都拉斯
Jennifer Marlen BANEGAS HERNANDEZ（女）首席代表
中国香港
Sai Tick CHAN

首席代表

印度
Sudheer JOSEPH

首席代表

印度尼西亚
Nelly Florida RIAMA （女）
Anni Arumsari FITRIANY （女）
Ressa MAHARDHIKA （女）
Andri RAMDHANI
Evi Rumondang Suryati SINAGA （女）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代表
代表

意大利
Alessandra GIORGETTI （女）
Nadia PINARDI （女）
Georg UMGIESSER

首席代表
代表
代表

日本
Takashi YOSHIDA
Yoshiaki KANNO
Koji KATO
Ayako TAKEUCHI （女）

首席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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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Johan Espinoza ORTIZ

首席代表

摩洛哥
Hassan BOUKSIM
Karim HILMI

首席代表
代表

荷兰
Sandra VAN DIJKE-LANGEZAAL （女）

首席代表

新西兰
Ramon OOSTERKAMP
Elke LOUW （女）
Graeme SMART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尼日利亚
Glory Amarachi ONYEGBULE （女）

首席代表

挪威
Wehde HENNING

首席代表

巴基斯坦
Bilal Akram SHAH

首席代表

秘鲁
Luis CASTAÑEDA DI NATALE
Myrian TAMAYO INFANTES （女）

首席代表
代理人

菲律宾
Maria Cecilia MONTEVERDE （女）
Evelyn M. DIEZMO （女）

首席代表
代表

波兰
Janusz FILIPIAK

首席代表

葡萄牙
Joao VITORINO

首席代表

卡塔尔
Abdulla Mohammed AL MANNAI
Mohammad ALKUBAISI

代理人
代表

韩国
Sunghyup YOU
Kun-Young BYUN
Hyunmin EOM
Yunsun JUNG （女）

首席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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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Vasily SMOLYANITSKIY
Sergey BELOV

首席代表
代理人

沙特阿拉伯
Ayman Salem GHULAM
Abu Bakur BAGAZI

首席代表
代表

塞内加尔
Mouhamadou Moustapha KAMARA
Massata NDAO

代表
代表

塞舌尔
Chantale Ruth BIJOUX （女）

首席代表

南非
Johan STANDER

首席代表

西班牙
Alicia LAVÍN MONTERO （女）
María José GUERRERO TRUJILLO （女）
Elena TEL PEREZ （女）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瑞典
Patrick GORRINGE

首席代表

泰国
Wattana KANBUA

首席代表

土耳其
Onur OZKECELI
Ozan CAKIR

首席代表
代表

乌克兰
Valeriya OVCHARUK （女）

首席代表

英国
Nick ASHTON
Kevin HORSBURGH
Alistaire PRICE
Emma STEVENTON （女）
Jane WARDLE （女）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代表
代表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Agnes KIJAZI （女）
Mohamed NGWALI
Wilbert Timiza MURUKE
Abilah Hassani NAMWAMBE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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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David LEGLER
Thomas CUFF
Timothy BOYER
Shelby BRUNNER （女）
Brittany CROLL （女）
Jennifer LEWIS （女）
Emily SMAIL （女）
Sidney THURSTON
3.

首席代表
代理人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代表

在技术委员会中无代表的 WMO 会员
莫桑比克
Simão Antonio MUNGUAMBE

首席代表

纳米比亚
Martin Marthinus PHILANDER

首席代表

多哥
Abalo AFFO-DOGO
4.

代表

特邀专家
Fatima Zahra BENSAID （女）
Andres Miguel CAMPUSANO LASOSE
Rabia MERROUCHI

5.

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的代表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David WYATT

观察员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Halil KESKIN

观察员

国际电信联盟
Reinhard SCHOLL

观察员

太平洋共同体
Jens KRÜGER

观察员

附件 6. 荣获嘉奖状人员名单
表彰前任联合主席，表彰他们作为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联合主席恪尽
职守和杰出贡献，在之前届会中尚未对他们表示过正式感谢：
Johannes GUDDAL

2002–2005

挪威

Savithri NARAYANAN

2002–2005

加拿大

Jean-Louis FELLOUS

2005–2009

法国

Alexander FROLOV

2009–2011

俄罗斯联邦

Peter DEXTER

2005–2012

澳大利亚

领导力和创新证书,授予那些为开展 JCOMM 工作对专家组展现很强领导力的人，或许通过主持其计划领域会
议、专家团队或专家组展现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在休会期间为解决 JCOMM 问题提供其专业知识方面有持续不
懈的工作业绩，或那些就新思路和方法提供咨询和创新的人：
Graeme BALL

澳大利亚

David BERRY

英国

Pierre BLOUCH

法国

Bryan BOASE

澳大利亚

Paula ETALA

阿根廷

David MELDRUM

英国

Mark MERRIFIELD

美国

Nick MIKHAILOV

俄罗斯联邦

Jon MUNGAI

肯尼亚

Sara NORTH

英国

John PARKER

加拿大

Yuri SIMONOV

俄罗斯联邦

Jon TURTON

英国

Al WALLACE

加拿大

杰出服务证书，授予那些很明显做出超预期贡献的人，以及那些对完成 JCOMM 活动有重大积极影响的人：
Nick ASHTON

英国

Erik BUCH

丹麦

Candyce CLARK

美国

Robert KEELEY

加拿大

David LEGLER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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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a MERROUCHI

摩洛哥

Neal MOODIE

澳大利亚

Don RESIO

美国

Val SWAIL

加拿大

R. VENKATESEN

印度

Scott D WOODRUFF

美国

Aina WU

中国

Ting YU

中国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世界气象组织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 Case postale 2300 – CH 1211 Genève 2 – Suisse

宣传及公共事务办公室
电话.: +41 (0) 22 730 83 14/15 – 传真: +41 (0) 22 730 80 27
电子邮件: cpa@wmo.int

JN 171786

public.wm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