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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出版物旨在协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及其参与支持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GFCS)五个支柱的国家级伙伴机构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NFCS)。此类国家框架旨在协调各机构并使其能够携手共同设计、联合
制作、宣传和提供气候服务并用于气候敏感型社会经济行业决策。NMHS
及其它的国家机构可全盘采用这些指导方针，可根据国情修改或仅采用其
认为有用的部分。

要点
重要的是读者要就这
些指导方针向GFCS
秘书处（gfcs@wmo.
int）做出反馈，以便
能够展示所取得的成

在引言章节之后，第2章介绍了气候服务和GFCS的背景以及关于NFCS

就，并依据共同经验

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从设立框架的全球经验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第3章

改进指南。

介绍了建立NFCS的五个必要步骤，第4章做出了一些结论。供NFCS使用
的战略规划模板详见附件，各附录提供了其它补充信息。文中列出了一些
要点，以便读者能够对重点一目了然。
本文阐释了如何创建和开发功能性NFCS，将其作为关键的协调机制，将必要的地方、国家、区域
和全球利益相关方联合起来，以便成功打造与用户共同设计和联合制作的气候服务并为用户提供，
同时将气候知识与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落地行动有效衔接。
运用第3章所述的五个步骤预计最终能够打造出一个结构紧密、协调有序的NFCS，确保广泛制作和
大规模使用气候服务，从而提高社会的抗御力并刺激对气候变率和变化敏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产行
业的增长。
国家层面气候服务的开发和提供需要气候服务的提供方、研究方和用户(包括政府、民间团体、社
区、私营部门、技术伙伴和捐助方)之间的有效互动。这些互动必须包含决策者、政策制定者、地方
用户、气候科学工作者和行业专家。
希望本出版物将促进必要的强有力国家伙伴关系，从而成功提供气候服务，为气候敏感型决策提供
依据，并有效促进社区和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和抗御力建设。

2.

背景

2.1

何为气候服务？

GFCS高级别任务组对气候服务的定义是“为满足用户需求所编制并提供的气候信息”(WMO, 2011)。
1。GFCS的建立可让WMO与联合国
气候服务还被视为有助于个人和组织决策的气候信息提供过程
________
1

http://www.wmo.int/gfcs/what_are_climate_weather_services.

2

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步骤指南

其它相关组织一致行动开展气候知识合作2。这表明为各用户联合制作气候产品。

2.1.1

与用户的联合制作服务方案

GFCS的一个核心方案是与用户联合制作气候服务。联合制作旨在将气候资料转变为信息，然后转
换成为客户定制的气候服务，包括客户能够使用的基于预报的相关咨询服务和决策工具。这就需要
气候服务的提供方和用户之间有个伙伴关系建设、反复对话及反馈过程。有效的跨学科和跨行业合
作也是气候资料和信息转化为气候服务、将气候知识与特定行业知识相结合的重要前提。究其核
心，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气候信息不是气候服务。依照定义，气候服务必须满足气候需求，为了建立
气候服务，用户参与、旨在了解和满足客户需求的反复对话以及基于客户反馈的产品测试和改进都
必不可少。
如何将气候信息定制为用户驱动型产品的两个实例如下：
(a)

如果农业部的农业专家或国家农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收到未来3个月的降雨预报公告(气候信
息)，他们能够将该信息与关于该国某个地区农民的生长季状况知识库进行叠加，包括植物
物候阶段和其它多种农业参数(特定行业知识)，从而根据收到的气候信息制作定制的农村咨
询 – “农业气象咨询报告”(气候服务)。

(b)

同样，如果国家卫生部的公共卫生规划员收到预期数量的季节降雨预报以及相关温度的信息
(气候信息)时，他们可将该信息叠加到该特定季节各地疾病流行病学国家卫生数据集(特定
行业知识)。这将有助于确定该季节是否会易出现病媒疾病的流行性暴发(例如疟疾、脑膜
炎、伤寒或裂谷热)，并制作气候和“卫生咨询报告”(气候服务)，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分发。

只有通过NMHS与用户群体(包括行业专家、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才能有效提供为用户定制的气候服务。这种关系将有助于判读、定制、加工气候信息和咨询服务并
用于决策、可持续发展以及用于改进气候信息产品、预测和展望。联合制作的定义是对所收到的气
候、天气和水预报信息进行加工，并由提供方和用户共同制作相关的气候服务。
2.1.2

气候服务提供指南

下列为提供气候服务的三项基本指南：
(a)

了解用户并掌握需求：了解与用户相关的气候要素；用户希望如何接收信息；用户可能怎样
判读信息；信息的用途；用户的决定过程；信息会怎样改进决策过程。

(b)

信息服务要简明、易懂和及时：提供用户可理解和易使用的产品，以及易于获取后续的专业
建议。

________
2

http://www.unsystem.org/content/un-system-delivering-one-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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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确保质量：提供的产品不但是要熟练开发的，而且要掌握可能用途及分析技术，以适当文献
为补充以及以全面了解最新数据可用性和特征为支撑。

2.1.3

对气候智慧型决策及其应用的支持

有效的气候服务将促进气候智慧型决策，这将能够更好地管理气候敏感型生产行业(例如粮食安全、
卫生健康和水资源管理等行业)，应对并抓住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风险和机遇。
气候服务包括如下组合：
—

累积关于过去、现在及未来气候系统状况的知识

—

确定服务的类型和形式，包括整个社会以及对气候变率和变化极为敏感的具体生产行业所需
的气候及其影响信息

—

依据气候知识，并按照确定的需求，制定和提供咨询建议，并提供一系列咨询服务和决策支
持产品

—

有效了解和利用此类咨询建议和产品，帮助实现预期结果

2.1.4

为用户定制的气候服务实例

只有定制符合特定用途的气候服务才是最具效益的，例如：
—

长期决策：这是以气候变化情景预估为支撑。

—

中期决策：这是以年际气候变率预估所提供的指南为支撑。

—

短期决策：这是以长至季节为时间尺度的天气和气候预报及预警为支撑。短期决策涉及各类
社会利益，包括农业和粮食安全、渔业、畜牧业、水资源管理、卫生健康规划、工业和商
业。

为用户定制气候服务的开发过程通常包括将气候时空信息转换为适合具体行业应用需求的决策支持
工具，转换的方法是以针对各气候敏感型行业的应用气候研究为支撑。
开发和实施特定的气候服务需要多学科和多机构合作评估目标行业内各类活动的气候相关风险。这
就需要共享各行业的观测资料、数据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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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何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出席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2009年8月31日-9月4日，日内瓦）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部长和代表团团
长建立了GFCS。它是旨在加强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的制作、有效性、提供和应用的一个工
具。世界各国领导人认识到社会日益需要此类服务才能够应对与极端气候事件相关的挑战并才能利
用相关的机会。
作为气候知识方面的一个整体，WMO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及WMO会员一道建立了GFCS。预
计气候服务如要实现改进只有通过全球、区域和国家的相关机构的相互合作，相互扶持，共享其各
自专业和职责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数据，为开发和提供面向用户的高质量气候服务提供依据。文框1列
明了有效开展气候服务所需的所有要素及所需共同付出的努力。
因此，GFCS旨在通过开发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预测并将其纳入规划、政策和规范中，从而使社
会能够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尤其是着眼于那些对此类风险最为脆弱的行
业。
尽管最初的侧重点是水、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以及减轻灾害风险（DRR）四个优先重点领域（后
补的能源），但从长远来看，所有气候敏感型行业都将受益。

2.2.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目标

GFCS有五个总体目标：
(a)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信息和服务，降低社会对气候相关灾害的脆弱性

(b)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信息和服务，推进关键的全球发展目标

(c)

将气候信息和服务融入到决策

(d)

加强气候服务提供方和用户的参与

(e)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气候服务基础设施

文框1. 有效气候服务的合作需求
鉴于气候服务的复杂性以及需求，要满足用户对气候服务的大量各类需求已超出了任何单个组织、小型组
织或单个国家的能力。这就需要各机构跨政治、跨职能和跨学科地开展空前的合作。因此，GFCS被视为
以既有的全球气候观测和研究计划及业务结构为依托，集端到端产品制作、服务提供和应用系统为一体的
一套国际安排。其中的许多要素（系统、计划、项目、机构等）或已就位或已处于在建过程中。GFCS必
须设计成为一个有力、高效且经济可行的气候服务制作、提供和使用的机制。
来源: WMO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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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服务的有效开发和使用将对许多经济和社会行业的决策具有重要价值。气候服务的提供方或不
同应用领域及地理位置的用户需要对气候服务的使用价值加以适当的评估。

2.2.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指导原则

要成功实现GFCS的目标有八项指导原则：
(a)

总体上了解更多关于

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但须优先考虑对气候变化和变率影响脆弱
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b)

要点

GFCS的情况，特别是
关于其实施计划，详

首要目标将是确保所有国家加大对增强型气候服务的供给、获

见：www.wmo.int/gfcs/.

取和使用
(c)

各项活动将针对三个地理范围：全球、地区和国家

(d)

业务气候服务将是核心要素

(e)

气候信息主要是由政府提供的国际公益服务，因而政府将在其管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f)

促进免费和公开交换与气候相关的资料、工具和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同时尊重国家和国际政
策

(g)

GFCS的作用将是促进和加强，而不是重复建设

(h)

通过包括各利益相关方在内的用户-提供方伙伴关系来建立GFCS

2.2.3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及其各支柱的作用

GFCS的作用旨在协调、促进和加强各机构间的合作，避免重复性工作。它的建立是通过形成包括

⭞ᡭȽ᭵ᓒȽ⿷㩛䜞䰞Ƚ⹊ガශߒѐȽ≪Ƚড⭕Ƚ
ᔰ䇴Ƚࠅ⚴Ƚ⧥ູȽ⑮ȽӚ䙐ㅿ

要点
在GFCS各支柱下开始
评估能力：

⭞ᡭ⮂䶘ᒩਦ

NMHS可提供哪个具体
组成部分？

≊ُᵃࣗؗᚥ㌱㔕

哪里有改进空间？
其它哪些机构可在提供

㿸⎁ૂⴇ⎁

⹊ガȽ⁗ᤕૂ人⎁

气象和水文服务方面发
挥相关作用？

㜳࣑ᔶਇ
图1.GFCS的功能部分（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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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内的用户-提供方伙伴关系，并基于下列五个组成部分或支柱（见图1）：

—

用户界面平台（UIP）：用户、气候研究人员和气候信息提供方在所有层面开展互动的一种
结构化方式

—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这是一种日常收集、存储和加工（过去、现在和未来）气候信息的机
制，以便制作产品和服务，通常是供各种气候敏感类活动和企业做复杂决策使用

—

观测和监测：旨在确保收集、管理和分发可满足最终用户需求的必要气候观测资料及其它资
料，并以相关的元数据作为辅助支持

—

研究、模拟和预测：促进科研工作，持续提高气候信息的科学质量，同时提供气候变化和变
率影响的证据并提供关于使用气候信息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证据

—

能力开发：满足其它支柱所确定的对特定能力的开发需求，更广义而言，满足能使与GFCS
相关的任何活动得以开展的基本需求

2.2.4

在国家层面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支柱

UIP是GFCS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户参与帮助确立需求、共同开发相应的产品、确定能力开发需求并
影响观测投资和研究工作的方向，这对于实现GFCS各项目标至关重要。因此，UIP影响着GFCS所
有其它支柱的发展。本指南有助于建立成功的UIP。
涉及阐述UIP的GFCS实施计划（WMO, 2014）的附录中确定了一系
列有待落实的活动，即：
要点

(a)

反馈：
(i)

考虑国家背景：

在国家层面上的每个优先重点领域确立收集和分析气

本国目前要开展其中哪些

候信息需求的系统过程；

对接活动？
由谁开展？

(ii)

着手调研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合作、伙伴关系、论

是否取得成功？

坛、中心以及与每个优先重点领域相关的学习交流。
(b)

对话：
(i)

根据需要，与GFCS的其它支柱互动，以便明确用户需求和观点；

(ii)

为UIP收集、分析和分发用户对气候信息和应用的需求而采用适合手段（网站、社交
媒体云设施等）。

(c)

宣传：
(i)

与用户组织及GFCS其它组成部分的代表磋商后阐明关于GFCS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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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供指导和支持，促进用户参与针对能力建设开展的项目。支持其它参与方，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参与方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开展这些工作。

(d)

监督和评估（M&E）：
(i)

在各优先重点领域内，对现行合作机制中引入新型或改进型气候服务方面最具前景
的机会组织开展专门评估；

(ii)

协调监督用户对GFCS运作的观点和反馈意见，并为GFCS其它支柱提供面向用户的
支持。

GFCS支持和促进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利益相关方开展有效合作，这是各政府、联合国各组织以及
制作和使用气候信息及服务的国际机构之间的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是由联合国主导的一项倡议，
联合国各组织在气候知识方面开展一致行动。WMO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减轻灾害风险办公室、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合
作，牵头GFCS，以指导开发和应用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服务，支持气候敏感型行业的决策。这
些国际伙伴将共享其专业知识和资源，以设计和制作可支持有效决策的知识、信息及服务。
GFCS力求在区域层面确定用户需求（通过区域气候服务磋商），将气候服务提供方和用户联合起
来，开发气候服务的制作和使用能力，建立业务气候服务，从而协助决策者减少在农业和粮食安
全、水、能源、卫生和DRR等优先重点领域的脆弱性并适应气候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强化和开发区
域气候中心，以支持具备必要技术能力的国家机构有效开发气候服务。
实施GFCS的关键是建立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框架。此类国家框架将能够使相应的协调和必要的合
作机制确保在国家层面通过确定GFCS各组成部分存在的差距、需求和优先重点，有效地阐明GFCS
支柱，支持气候服务的开发和应用。
开发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气候服务通常需要多学科和多机构合作评估在目标行业内各项活动的气候相
关风险。
文框2介绍了GFCS中所使用的一些基本定义。
所有国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是如何应对水文气象危害及成灾日益加大的影响，无论是灾害事件数量
的增长、暴露度增加、脆弱性加大、能力有限，抑或是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财政和技术努力必须
直接用于加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能力，并在必要时借助国际支
持。附录一介绍了关于落实各级气候服务提供能力的需求以及
NMHS在落实NFCS方面的作用。必须要采取必要措施，建立起

要点

扶持机制，从而支持关于减灾的开发决策以及建设各国应对未来

考虑评估成本-效益分析服务：

气候风险的抗御力。
水文气象灾害对地方的社会经济影响通常最为严重；因此，气候
风险管理需要根据能“降至”局地尺度的气候信息做出决策。

国际研究表明，这有助于说服
财政部支持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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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2. GFCS使用的一些基本定义

要点

气候资料：涵盖历史和未来时期的历史和实时气候观测资

确保所有的国家利益攸关方认同或

料，连同直接模式输出。所有气候资料应附带关于这些观测

了解通用定义：

资料和模式输出是如何产生的信息（元数据）。

不同的社会通常对气候服务有不同

气候信息：气候资料、气候产品和/或气候知识。

的定义。

气候产品：气候资料的反演合成，将气候资料与气候知识相
考虑国情：国家对气候服务有哪些

结合实现增值。
气候服务：旨在协助个人和组织做出决策的气候信息提供服
务。它需要适当的参与以及有效的获取机制且必须满足用户

最迫切的需求？
存在哪些相关领域以及哪些需要进
一步开发？

需求。

其它定义可参阅GFCS高级别任务组报告中的术语表
（WMO，2011）

2.3

何为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NFCS是协调、促进和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合作的制度机制，是围绕GFCS五个支柱，促进共同制
作、定制、提供和使用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
图2为NFCS制度安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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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NFCS示意图，图中标示出气候知识协调一致的伙伴机构间的相互关系（AfDB =非洲开发银
行；CBO =基于社区的组织；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NGO =非政府组织；UN =联合国；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UNISDR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WB =世界银行；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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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想，在每个国家， NFCS应由各国NMHS发起和牵头，NMHS通常是政府授权的天气、水和
气候服务提供方（文框3）。五个GFCS构成支柱的所有相关国家利益相关方都应当通过NMHS衔
接，以便改进并可持续提供气候服务。此项工作的开展可通过长期和持续的对话，以确定针对国家
不同用户的决策需求和背景在开发气候信息和产品方面的需求和优先重点。
文框4为非洲GFCS计划实例。
作为基线评估的一部分（第3章所述NFCS过程的步骤1），NMHS应当对本国提供气候相关信息的
国家机构以及现行主要气候相关计划和活动进行梳理。还应使用通过基线评估确立的利益相关方一
览表来举办国家利益相关方磋商研讨会，并牵头关于建立NFCS的磋商进程。作为NFCS结构的一部
分，NFCS的治理结构和运转过程都应当在利益相关方磋商研讨会期间在国家层面做出决策。
在建立NFCS过程中，同样鼓励NMHS联系关键国家部委/部门（包括负责财政和规划的部委）、开
发伙伴、联合国组织及其所有在本国开展业务的伙伴（文框5）。

文框3. NMHS在NFCS中的作用
WMO在NFCS中的作用是依托NMHS更强的能力，数十年来，NMHS以历史气候资料和相关产品的形式为长期
规划决策提供气候服务。为此，WMO将依靠：NMHS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其在气候活动中与长期伙伴的强有
力关系以及为可持续运行建立很必要的新伙伴关系并了解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在科学家、服务提
供方和决策者之间的有效交流；与联合国的其它伙伴和边界组织开展协调行动。

来源： WMO（2010a）

文框4. 非洲适应计划

GFCS非洲适应计划提供了非洲气候服务“协调一致”行动GFCS伙伴关系实例。自2014年以来，在马拉维和坦
桑尼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两个研究机构（CGIAR气候变
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计划及Chr.Michelsen研究所）与WMO合作，一直在支持坦桑尼亚气象局和马拉维气
候变化和气象服务部与负责农业、畜牧、渔业、卫生和规划等部委的伙伴开展合作。这就使得能够共同开发和宣
传改进的气候服务，从而为气候相关风险脆弱型社区生活增添价值。有关GFCS非洲适应计划的更多详情可浏
览：http://www.wmo.int/gfcs/Norway_2。

文框5. 联合国的作用

为了成功动员联合国各机构及其它技术和开发伙伴，鼓励NMHS与联合国国家协调人办公室联络，要求指定联
合国联络人与NMHS及NFCS密切合作，支持资金筹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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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从初始实施项目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自2012年7月以来，GFCS在伯利兹、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和瓦
努阿图开始试点建立气候服务框架。其它许多国家也在着
手这一进程，以便建立在国家层面最迫切需要此类机制的
UIP。

要点
全球现有以及投入运行的国家框架详
见：http://www.wmo.int/gfcs/.

鉴于GFCS的国情差异，因此提出并采用NFCS作为国家
机制，一方面弥合科学家开发的气候信息与服务提供方
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弥合与用户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然而，对于将在国家层面建立的此类框
架，国家利益相关方必须要推进这一进程，并且其设计要满足国家对气候服务提供和使用的需求及
优先重点。
文框6阐明了根据非洲试点经验确定的10个前提作为成功开发NFCS的重要起点。

2.3.2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职能

NFCS的主要职能旨在作为：
— 国 家 和 地 方 层 面 行 业 部 委 相 关 技 术 部 门 （ NMHS， 以 及 水 利 部 、 农 业 部 、 卫 生 部 、 能 源

文框6. 根据非洲试点经验确定的成功开发NFCS的十个前提
1. 为NFCS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NMHS抓手；国家所有权、指定的国家主管机构领导及承诺对于成功至关
重要
2. 满足国家重点气候敏感型行业（农业和粮食安全、卫

要点

生、灾害风险管理、能源、基础设施/交通、旅游业等）

评估关键前提可有助于为WMO国家概

对定制的气候服务提供的需求

况数据库提供依据：

3. 依托现有的多学科知识以及各行业的专业知识，建设
NMHS及其它国家技术部门的能力，与其各行业的用户

定期更新该数据库将有助于在全球范
围展示国家的改进情况。

共同打造特色气候产品和服务
4. 促进气候服务的广泛宣传
5. 通过利用创新及适合的广播渠道（电视和电台除外），使宣传渠道多样化
6. 国家水文气象观测网络现代化并加大密度，以提高满足最终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能力
7. 促进合作气候研究，努力取得更有特色和最终用户驱动型的气候研究成果
8. 开发和加强最终用户进一步获取和有效使用气候服务的能力
9. 维护在国家层面新确定的气候服务框架
10. 使参与制作、定制、宣传和使用气候服务的所有国家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有关气候服务提供的国家对
话，以确定国家需求，并制定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提供用户定制气候服务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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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DRR等技术专家）之间的机构协调、合作和共同制作的平台，以开发和提供面向用户的气
候服务。通常可建立部门分委会或工作组参与NFCS，以促进NMHS与部门对口单位（气候和卫
生工作组、气候和农业跨学科工作组、气候和能源分委员会、DRR平台等）之间的深入和定期
互动。
— 法律框架，在国家层面合作制作和共享面向用户的气候服务，供相关社会和经济行业使用。
— 弥补差距的机会，弥补国家、地区和地方在现有气候服务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差距、持续确定用
户对气候服务的需求、向相关行业的用户宣传现有气候产品和服务并获取用户对气候产品和服
务的反馈意见。
— 科学协调的媒介，旨在综合国家范围的气候状况，并为基于科学证据的决策者行动提取气候知
识。
— 业务桥梁，在气候研究、NMHS及其它相关的国家机构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在气候知识方面的合
作以及共享资料和专业知识，增进合作，从而完善服务。
— 气候知识与落地行动相结合的功能链，以便通过确定在改进气候服务提供方面的瓶颈，最大程
度地使用气候信息和产品。
— 机遇，通过促进将气候信息和产品纳入到决策以及国家政策中，提高气候科学对制定国家适应
计划、DRR、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促进作用。
2.3.3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跨部委指导委员会

各NFCS通常有跨部委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职能的补充指南参见《WMO立场文件》（WMO,
2010b）。鼓励各国开发最符合其国情和需求的治理结构。图3为最常见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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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业务化NFCS：机构流程图示例（AG =农业；WG =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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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图4为建立NFCS的五个步骤示意图。

3.1

步骤1：评估气候服务基线

建立NFCS的第一步是评估现有能力和设立基线。这需要回答下列问题：
(a)

关于GFCS五个支柱，国家的相关机构有哪些能力？

(b)

国家实施NFCS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c)

哪些机构组成国家气候服务链，即，谁是气候知识与落地行动衔接链中的关键利益相关方
（用户/提供方/联合制作方/传播方/边界组织/推动方/伙伴）？

(d)

目前提供哪些气候服务？有何需求？气候服务提供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评估所有利益相关方关于国家和地方层面从开发到使用整个循环的气候服务能力水平，例如包括
NMHS在内的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用户和边界组织，这将有助于确定在共同制作、提供、传播、
使用和评估突出的气候服务以及在确定改进机会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下面附录1中的问卷调查表旨在帮助各国开展基线评估，确定提供气候相关信息的机构、现状以及任
何现存合作机制。这种分析将使各NMHS能够确定该邀请哪些利益相关方参加国家气候服务磋商研
讨会。

↛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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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气候和天气信息制
作、定制、咨询服务提供
和沟通/反馈等这一链条

↛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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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同方面的明确职责？

是否机构职责有时有重
叠？
是否有授权与不同行业部
委技术专家同事合作的法

↛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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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建立NFCS的五个步骤

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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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应包括：NMHS所提供气候服务的现状；联合制作的技术伙伴；以及当地社区的本地知识、学
术界和气候依赖型行业（例如农业、民防机构、卫生、水资源管理、能源、交通运输、建筑、土木
工程、基础设施、军事、建筑业和公安）的专家。
参与此类活动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均为专业宣传机构、推广机构、研究机构、省级和区级规划机构、
基于社区的组织和基于教区的组织，它们将在国家气候服务链中发挥作用。

3.1.1

气候服务的关键利益相关方

气候服务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用户、提供方、联合制作方、宣传机构、边界组织、扶持机构和
伙伴。利益相关方应来自所有GFCS优先重点领域和支柱，但还应包括其它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它
们是相互联系、作用互补的伙伴，构成将气候知识与落地适应行动相衔接的国家气候服务链。它们
通过合作，能够将气候信息转变为具有社会价值的气候服务。图5为国家层面气候服务价值链示意
图。
在价值链规划过程的核心是相信国家层面的各利益相关方和和实践团体具备大量可相互学习和相互
促进的知识。这将促进其降低气候相关灾害不利影响的共同利益，同时使接收天气、水和气候参数
预报信息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对应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参与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区划和认真审
核对于NFCS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在气候服务价值链（从制作、联合开发到地方层面使用）中具有作用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参与其
中。这通常包括NMHS和区域气候中心以及气候依赖型行业，例如农业和粮食安全、渔业、民防、
≊ُ⸛䇼ф㺂ࣞ㔉ਾⲺԭٲ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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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国家气候服务价值链（CBO = 基于社区的组织；GPC = 全球制作中心；ICT = 信息和通信技
术；NGO = 非政府组织；RCC = 区域气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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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海洋、卫生、水资源管理、旅游业、能源、交通运

要点

输、基础设施/建筑业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
包括媒体、宣传机构和社交媒体记

了解这些特定部门伙伴的脆弱性和暴露度有助于定制

者，例如博主、脸书组群主：

NMHS提供的天气、气候和水文预报，以便将信息（例如

记住可能与气候服务利害攸关的市政

大雨事件预报）转换为服务（根据当地情况以及有关采取

当局和私营部门（例如，地方电力公

预防措施的建议，解释大雨事件将意味着什么）。

司或水坝管理方）。
考虑国情：是否与国家媒体存在任何

所有这些职责相互挂钩且工作互补的国家利益相关方构成
国家气候服务链。
在大多数国家，气候科学界的主要机构参与者包括如下：

联系？
是否满意？
如不满意，是何原因妨碍了与媒体的
关系？

— NMHS和/或民航机构（负责发布天气和气候预报的主
要国家机构）的预报员
— 国立大学的气候模拟人员和研究人员（该国的学术界、NMHS、研究实验室及其它气候研究点）
— 其它半官方机构的科学家，例如遥感中心、资源调查中心和生态监测中心以及其它的国家环境
灾害应用研究点
— 水资源管理部门、局或部的水文学家（如果他们不隶属于NMHS）
— 土著气候预报员
— 其他人员，依据国家结构和规范
— 在定制和整理旨在制作用户相关气候服务的科学预报方面，NMHS的联合制作方或伙伴通常包
括：
— 从事气候相关疾病暴发的生物学家
— 从事作物培育和生产的农业研究人员和农业专家
— 负责国家畜牧战略的动物育种和健康专家
— 从事气候对渔业及海洋生物影响的海洋和海水养殖科学家
— 非政府组织、农民、牧民、渔民和公众
— 经济规划、发展和财政等部委
— 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

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步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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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局和民防局（军队和警察）
不应忘记能够作为气候服务提供方和用户之间中间环节的主要边界组织。这些组织包括：
— 杰出的国家媒体机构以及在气候信息传播及相关咨询服务方面有既得利益的私营新闻组织
— 专门从事气候变化报道的国家记者网络（有此类网络的国家）
— 国家授权的和私人的农村推广服务
— 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适应和抗御力建设的非政府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和立足社区的组织，包括妇
女协会和青年协会
— 乡村电台网络
— 私营部门电信公司
能够使用气候服务、提供就其效用/可改进性的反馈意见以及实现社会效益的主要用户群体包括：
— 非政府组织、立足社区的组织、农民、牧民、渔民和公众
— 地方政府和市政当局
— 负责气候敏感型行业规划的政府部门（农业、水、能源、DRR、卫生、基础设施等）
— 经济规划、开发和财政等部委
— 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
— 民航局和民防局（军队和警察）
— 私营部门
最终，在用户界国家利益相关方当中区划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过程中，需要在高级别决策者（行
业部委领导、部委官员等）与技术人员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技术相关性和政治权属，并在最高层面
支持国家气候服务对话上做出的承诺。鼓励NMHS局长亲自到访特邀伙伴，而阐明背景和动因有助
于确保从开始便得到认同。在会议、大会或国家评议会上所有的人际交流机会都应当加以利用以让
各利益相关方的技术官员和高级别官员以及NMHS产品目前和潜在的客户参与。
在举办最初的国家磋商研讨会之前，重要的是要为这些宝贵的人际交流预留充裕的时间。评估利益
相关方的方法概述详见《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 2016）第3.2.1.1.3节。有助于确定和
区划利益相关方的各类问题参见下面的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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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用户界面平台、气候服务和差距的分析

对能力和利益相关方的分析可以结合对国家NMHS及其它机构提供
的气候服务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正式交流
水平的分析而进行。

要点
注意，UIP可作为国家降低
灾害风险平台等协调机制、

目前一些国家的部委、机构、研究中心及其它公共和私营实体利

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区

用NMHS等提供的气候资料和产品来提供气候服务。UIP呼吁采取

域/国家气候展望论坛等制

适当方式收集、分析和发布用户对气候信息和应用的需求（WMO,

度化结构、或作为互动网站

2014）。

或社交媒体平台，为信息共
享、咨询和反馈提供空间。

下列问题可有助于开启对现状的讨论：
(a)

为本国最终用户提供的最佳气候服务是什么？

(b)

本国哪家是为最终用户提供气候服务使用培训的最佳机构？

(c)

哪类气候服务最有利于最终用户？

文框7介绍了西非马里UIP职能的实例。下面的附录3提供了印度UIP的另一实例。
文框7. UIP实例– 马里跨学科工作组
在1982年，为了应对1974年在萨赫勒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干旱，马里国家气象局启动了一项旨在为农村社区尤其
是农业社区提供气候信息的项目。因此，诞生了农村地区农业气象援助项目。项目旨在提供天气和气候信息，以便
帮助农民对其作物做出决策，最终带给他们长期的粮食安全。该项目从一开始就极具创新性。它是NMHS在非洲
直接为地方社区提供天气和气候相关咨询和建议的首个实例，志在逐步拓展到国家层面（Diarra和Stigter，200
8）。
该项目的宗旨是确定农村农民如何利用天气和气候信息为其农事活动做出明智的决策，减轻干旱的影响。项目还
力求使农村社区与推广人员、农业官员以及决策者一起直接参与到农业气象活动中。在项目开展期间，还向当地农
民提供雨量器，测量其田间降雨量，并培训他们如何收集资料及使用这些资料为其农业决策提供依据。该项目意
义 重 大 ，因 为 多 家公 共 服 务 部门 和 机 构 也 参 与 其 中。项目的 各 项 活 动由 称 为 G roupe de Travail
Pluridisciplinaire（GTP）的多学科工作组组织。工作组每10天召开一次会议，参会人员具备技术、开发和研究背
景，其中包括来自NMHS、农业部、研究机构、农村发展机构的人员以及农民和媒体。因此，GTP成为气候服务提
供方与用户之间双向信息流动的中心。除了国家GTP之外，还有地方层面的多学科工作组（Tall等，2012）。
参与马里项目的工作组具有不同的但整合良好的作用。用户明确了其所需与天气和气候相关的资料及产品。农民收
集了地方降雨资料并将其发送给多学科工作组。气象部门分析了这些资料。推广机构、研究团体和农业部研究涉及
粮食生产、作物健康/保护和作物品种选择等问题。农村发展机构侧重于能力建设和信息通报。最后，媒体分发农
业气象信息。

来源：Tall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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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组织国家利益相关方气候服务磋商研讨会

建立NFCS的第二步是组织国家利益相关方气候服务磋商研讨会。研讨会应让所有确定的关键利益
相关方到场，争取就改进本国气候服务等紧迫需求达成共识，并确定关于制定实施NFCS的国家战
略计划和经成本核算的行动计划方面的差距和关键要素，重点是联合行动领域。
该研讨会的主旨是使本国NMHS及相关区域/全球气候中心的专家、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
家、关键决策者、伙伴和初始GFCS优先重点领域的从业人员参与其中。研讨会应促进确定相应的
机制来改进和维护针对不同用户的、突出用户的气候信息流动、信息联合制作和提供。
特别是应：
— 增进了解不同用户行业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 促进了解现有的界面和沟通机制以及必要改进的建议
— 明确了解在国家层面实施GFCS的能力开发需求
— 关于NFCS在国家层面业务化所需机制安排、伙伴关系和流程的战略指南
研讨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定各利益相关方在国家气候服务价值链中的互补职能（图5）。应当对参
与NFCS的各机构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达成一致，旨在弥补科技人员和服务提供方所开发的气候信息
与用户切实需求之间的差距。因此，一项关键前提是围绕本国在气候服务方面的优先重点需求展开
国家对话，以支持有效的气候风险管理和适应。然而，此类对话需要斡旋才能促成。
步骤1中收集的基线信息应当用于筛选研讨会的与会者。此外，审慎选择与会者是研讨会能否成功的
关键。选定的与会者（最终用户方和气候专家方）如果背景丰富多样可为国家研讨会带来种类不同
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并可让对话动态进行。

3.2.1

国家磋商研讨会的目标

研讨会的具体目标旨在：
— 将所有在国家气候服务链中发挥作用的有关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起，并认识到和赞同当务之急
是要共同努力，改进用户相关气候服务的设计、联合制作、提供和使用
— 审议和共享关于本国气候服务现状的经验，并评估不同气候敏感型行业对气候服务的具体需求
— 评审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衔接机制和互动的现状，确定主要的改进领域，并推荐有效的
机制和规范
— 阐明关于GFCS各组成部分的职责、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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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NFCS
要点

— 商定参与NFCS的各机构的作用和职责

尝试回答下列问题：

— 讨论并推荐关于气候预测及服务的改进制作、更好获取和可持续运行
的安排，以促进气候信息从全球和区域尺度流向国家和地方尺度

有哪些结构性障碍妨
碍各机构开展相互交
流，无法为最需要此

— 讨论并商定制定NFCS业务化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的关键要素和后续

类服务的用户提供特
色气候服务？

步骤
— 商定NFCS的布局和治理结构；它应当要汇集所有相关的国家参与
方，以有效改进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提供

3.2.2

举办国家磋商研讨会

研讨会应当以参与式形式举办，打破隔离实践团体的体制且通常是历史的壁垒，这就需要共同努
力，将气候知识与落地行动相结合。通常，这些不同团体并不习惯于合作。例如，NMHS的预报员
可能从没与卫生部的卫生从业人员和计划人员合作过。然而，这些预报员和卫生计划人员必须打破
观念上的壁垒，以便合作共同设计气候产品，避免气候敏感类疾病暴发（例如疟疾、脑膜炎或霍
乱）和做出更好的应对计划。
因此，如果必要，可以采用诸如游戏及小组活动等一系列参与式过程，在两个群体（提供方、用
户、联合制作伙伴、传播方与边界组织）之间首先“破冰”，而后各群体了解对方所从事的工作以及
能够为自己的工作带来什么。这可为各方建立起相应的合作愿望。
鉴于初步磋商研讨会的性质，最好是采取务虚形式，将所有与会者请到某处，用2-3天时间重点阐明
本国气候服务的新愿景，包括他们如何开展合作。举办国家磋商的示例方案参见下面的附录4。

3.3

步骤3：制定国家气候服务框架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

根据国家磋商研讨会的结果，建立NFCS的第三步包括制定国家战略计划并附带行动计划，其中要
详细说明交付NFCS以及在全国改进气候服务提供所需的成本和时间表。
应参照本出版物的指南使用NFCS的战略和行动规划模

要点

板，以便帮助制定关于建立NFCS的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

在国家磋商研讨会结束后，以及为了

计划。样本模板参见下面的附件。

适当填充和讨论这一新兴国家战略计
划和行动计划的内容，应当建立和关

关于建立NFCS的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应把握并依托
国家磋商研讨会的决定和建议。应当尽力确保参加研讨会
的机构参与NFCS战略计划及其附带行动计划的整个制定
过程。这就需要在国家磋商研讨会结束后，立即建立起参
与机构之间的结构性互动过程，以便确保其充分的所有权

注NFCS参与者之间持续互动的途径。
这些均应在规划阶段和活动实施中进
行，从而促进气候服务的提供、使用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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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文件编写和验证的支持。
要点

这种与不同优先领域关键利益相关方及实践团体的深入

核实是否有足够的人员和能力开展规划

和针对用户的互动将能够进一步细化国家气候服务战略

阶段：

计划和行动计划，确保能够阐明所有国家机构表达的需

如果没有，尽早准备聘用额外人员。

求和愿望。这种针对性的互动将确保可采取相应行动实
现共同的NFCS愿景。

向WMO GFCS秘书处寻求适当帮助。
通常要求支持聘请国家顾问证明是有助

重要的是要强调，制定国家气候服务战略计划和行动计

于支持拟订国家气候服务战略计划和行

划是一个弥补差距的过程，不但要把握关键利益相关方

动计划的。

之间就在国家范围促进气候服务使用的必要步骤和行
动达成的共识，还要了解如何实现此类改进。最重要的
是，该计划应概述关于如何联合提供和使用气候服务的
共同愿景。在气候知识与落地行动挂钩的国家链条中发
要点

挥作用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该参与规划过程。每个机
构都应当接受适当审核并参与规划，确保其在联合行动
中共同关注的作用和领域被列入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
关于实施NFCS的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也提出了关
于改进气候服务的战略方向和为此而有待实施的有时限
的优先重点活动。

必须要通过M&E流程定期反馈，确保成
功和可持续地实施NFCS。必须要开发伙
伴全程参与经成本核算的国家行动计划
的整个制定和核准过程，不是要在核准
研讨会后为他们提供一项成品，而是要
他们成为在确定国家气候服务投资关键

通常，如果NMHS的能力不足，则可利用国家顾问来支

优先重点方面的伙伴，并在计划制定完

持拟订国家气候服务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

成后继续支持资金筹措工作。
GFCS试点国家经核准的行动计划可

计划中应列出会影响气候服务改进工作的风险。M&E流

参见：http://www.gfcs-climate.org/

程和报告应被列入绩效进展反馈计划。

national- action-plans。
关于已举办的国家研讨会详情可登

3.4

录：http://www.wmo.int/gfcs/national_

步骤4：核准国家气候服务框架国家战略计划
和行动计划

workshops。

建立NFCS的第四步是与所有的国家利益相关方（政
府、联合国机构、开发伙伴、捐赠方等）召开高级别会议，核准所制定的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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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验证和最终验证研讨会

这一核准步骤可包括NMHS及其本国整个行业技术部门联合制作伙伴对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的
技术预先验证。最终用户团体的代表以及正在开发NFCS的其它相关代表（行业代表、支持该倡议
的联合国伙伴组织等）也可涵盖在内。这将确保计划中采纳各种观点，并根据计划中的战略方向，
确保行动计划中所列各项优先重点活动的全面性并得到验证，以实现NFCS的实施。
继这一中间步骤之后，可对关于建立NFCS的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进行最终政治验证。这项工
作应当以NMHS和国家/地方行业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为基础，通过向公众介绍该倡议进一步突显和
广泛传播最新的用户定制气候服务，使NFCS成为国家瞩目的焦点。这一大力宣扬的核准活动应由
国家最高政治当局（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政要）主持，最好是由负责气象和气候变化的部长以及
负责本国气候敏感型行业的部级对口单位共同主办，并有规划部和财政部参与。
喀麦隆NFCS是怎样在关键国家机构之间经一年的磋商之后达成并核准的实例详见下面的附录5。
附录6介绍了尼日尔、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南非NFCS目前采用的治理结构实例。
附录7提供了有关建立国家框架的国家法令范例模板。

3.4.2

筹措资金支持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各项活动

在核准国家计划后，如果国家资金不足以资助NFCS的实施，则该过程的重要部分是提出项目建
议，为实施NFCS中确定的优先重点活动筹措更多资金。
因此，建议在核准研讨会的间隙组织伙伴论坛或捐赠方圆桌讨论，以便向在本国开展业务的开发伙
伴介绍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这样做可以阐明资金缺口，争取确保对实施确定的优先重点活动
的融资予以支持，并商定实施步骤。寻求资金是一个资源密集化过程，需要根据资金来源（例如绿
色气候基金或适应基金），提出各类建议。
筹措资金（从政府和开发伙伴）实施NFCS将使其能够按时启动并投入业务，而实施NFCS的其它必
要过程将由政府研究。文框8介绍了萨赫勒地区为实施NFCS而争取资金筹措的实例。

文框8. 萨赫勒地区对绿色气候基金的建议实例
在对国家气候服务行动计划的高级别核准之后，萨赫勒地区的七个国家（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
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共同向绿色气候基金提出了一项区域计划建议。该建议旨在为各国实
施最近验证的NFCS争取充足的资金，并开展在其国家行动计划中确定的优先重点活动，以在国家范围加强
提供和使用气候服务。在缺少充足的国家资金情况下，这项对绿色气候基金提出的建议对于确保NFCS在其
每个国家实现业务化至关重要。努力为实施其NFCS而争取资金的每个国家都应研究制定建议、并以类似的
全球气候融资基金为目标。
关于萨赫勒地区向绿色气候基金提出的区域计划建议详情可浏览：http://www.gfcs-climate.org/crafting-aproposal-from-the-bottom-up-sen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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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步骤5：启动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最后，在对国家战略计划和经成本核算的行动计划以及建立NFCS和治理结构的法令达成一致后，
则负责气象服务的部委便可举办NFCS启动活动。这应包含所有相关部委、联合国组织和开发伙
伴。
NFCS的启动不应妨碍实施利益相关方商定的一些高优先重
点活动。有些国家便是如此，它们在开展一些活动后启动了
NFCS。启动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最好是在各项活动开
始之前），只要在本国开始对气候服务的联合制作、提供和使
用开展跨部门业务协调。这是建立NFCS的最大益处。

要点
定期审议国家战略计划，例如2年
后，并至少每年要评估取得的进
展。

虽然政府和NFCS利益相关方正在开发伙伴或全球气候融资基

拟定2年后举行另一次“启动”会议

金之间筹措额外资金，但本国可利用参与机构和现行项目的现

并比较各群体届时的响应能力。

有预算资金，开始实施气候服务优先重点活动。应考虑联合融
资机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国家能力和资金。这可包
括从配置人员或从那些NMHS有更丰富气候服务经验的国家借调人员。
应当与支持天气和气候服务价值链中各个要素的所有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广泛共享国家战略计划和行
动计划，以通报其投资情况。为了促进协调，那些选择支持行动计划中具体活动的伙伴或利益相关
方应通过NFCS共享该信息。

4.

结论

预计建立NFCS的五个步骤将有助于NMHS及其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制作和提供气候服务，从而启动
建立NFCS的过程。
五步法的最终产品包括以下内容：
— 功能齐全、协调一致的NFCS，并附有明确的治理结构和参与规则以履行其职责
— NFCS战略计划，明确了NFCS内利益相关方或参与机构的共同愿景
— 要确定一个全面的、可操作的、有时限的和有成本估算的国家行动计划以实施NFCS战略计划。
成本估算的国家行动计划介绍了NFCS要实施的行动，通过商定明确的作用、职责、时间表和预
算来改进气候服务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气候服务融入政府政策和决策过程仍然有限。因此，NFCS应发挥关键作用，
制定流程和指导方针，以帮助政府、公众和各行业将气候服务纳入决策，从而管理与极端气候事件
相关的风险和机遇。
预计NFCS将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中的活动，以实现其宗旨和目标。这可能包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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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调集资源的项目建议。还期望参与NFCS的各方将共同调集资源或协调活动，以优化使用可用的
资源并避免并行计划开展重复工作。
鼓励各国从本出版物中获得灵感，并从已开始实施NFCS过程的国家汲取实践经验。WMO感谢这些
国家提供其经验教训，还感谢分享其经验的国家利益相关方。

附件. 供国家气候服务框架使用的战略规划模板

[该模板是基于基本战略规划模式（WMO，2016年），是针对涉及NMHS和其他国家机构的NFCS
而开发的，必要时可根据特定的需要进行修改。]
[在此处插入NFCS的名称]
战略计划
[在此处插入战略计划的期限]
[该模板旨在帮助NMHS和其他国家机构建立NFCS，并制定其国家战略计划和相关的国家行动计
划，以改进气候服务。它应考虑WMO战略计划、GFCS行动计划、区域战略计划、和国际、区域和
国家开发倡议、以及参与NFCS的机构的战略计划等。当起草NFCS国家战略计划时，应将《WMO
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中概述的各步骤作为指导。]
[所有说明都用斜体和括号表示，并应从战略计划最终草案中删除。]

执行摘要
[提供一份关于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详细内容的执行层面的介绍，包括对NMHS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简介和宗旨的概述、明确切实地介绍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如何可支持本组织更广泛的战略目标、
要实现的效益、实施的实际时间框架以及相关的成本。]

1.

引言和背景信息

[在完成本节之前，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2章。]
1.1

引言

改进气候服务的国家战略计划以及附带改进气候服务具体行动的相关国家行动计划，可为国家气候
服务框架（NFCS）提供战略方向和相应的行动。这些应该实现气候服务的预期改进，以及促进依
赖天气、气候和水条件的公众和各部门更好地管理各级别的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风险及机遇。这可
以通过开发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并将其纳入规划、政策和实践来完成。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NMHS）和其他机构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五个组成部分（支柱）（观测和监测；
研究、模拟和预测；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用户界面平台（UIP）；以及能力发展）中的作用，根据
NMHS及其他机构的能力而不同，并符合其国家层面上的规定职责。
各国的NMHS在收集观测资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而这正是气候服务的基础。
然而，NFCS要开发面向用户的气候服务，其他参与机构收集的资料对于NMHS和研究机构发展
气候进程与其他气候依赖型各部门的进程之间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以便提供面向用户的气候服
务。NMHS、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可推进开发面向用户产品的工作，这对于气候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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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NMHS将是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核心，因为该系统使用观测资料的产品。
借助研究的帮助，NMHS将实施气候监测和预测业务系统，以制作气候信息和产品，从而确保在国
家和地方层面上提供信息和产品。此外，NMHS具备与天气、水和气候服务用户打交道的经验，其
有能力在与用户的广泛互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气候服务。然而，其在UIP组
成部分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合作伙伴或是国家内不同部门的边界组织来实现的。
1.1.1

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的宗旨

[阐述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的宗旨（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予以改进的方面）、以及制定计划所需的进
程：参与方（参与者）沟通和制度化流程。这一节还概述了确定计划架构的方式。]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2.2节和第3.1节。]
[确认该过程的基本原理和目的，以及制定战略计划的原因包括：
— 承诺、所有权和协商
— 负责管理流程的各方]
1.1.2

战略规划方法

[阐述NFCS为完成战略计划所实施的过程。解释如何组织NFCS来制定计划以及规划过程是如何进
行的。要涵盖所有以下内容的相关细节：有关实际使用方法、影响规划结果的约束或限制、以及战
略规划过程的持续时间和预算。要包括国家审查周期以更新该计划。]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可从一个或多个战略规划模式中选择最适合NFCS需求和能力的模式。决定将
采用的战略规划模式、以及战略规划过程的时间、持续期限和预算。]
[战略规划过程对成功实现战略计划的期望有很大影响。这个过程应该涉及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
而战略计划应该是NFCS的共识文件。预计在建立NFCS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NMHS负责人，应成
为牵头人，但要考虑其他机构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看法。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
（WMO，2016年），第2.3节。]

1.2

背景

组织背景和结构

[简要概述NFCS和各机构建立的时间、具备哪些功能、以及为履行其职责所设立的组织结构。着重
强调每个机构的相关成就、NFCS可利用的现有合作安排、以及各机构多年来一直提供的气候服务
的类型。其中要涵盖NFCS的结构。]

2.

环境扫描

[环境扫描是指收集和分析可能影响NMHS活动的相关全球、区域和国家信息。其目的在于确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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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9. 外部评估和分析的关键问题
—

外部参与者在帮助解决脆弱性或改变趋势方面有哪些资源、能力和劣势？

—

NMHS及其工作的主要威胁是什么？

—

哪些主要机会可以使NMHS及其工作受益？

—

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

哪些其他组织正在努力提供相同的服务/产品？

—

哪些其他组织对NMHS有兴趣和/或有影响力？

—

利益相关方的优先重点、关注点和问题是什么？

—

与每个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如何？

—

可能影响未来工作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趋势是什么？ （哪些方面会受到影响？哪些方面不
受影响？）

可能影响NMHS的内外部挑战和机遇。]
[请参阅 《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 3.2.1节，其中介绍了分析NMHS内外
部情况的工具（文框9）。]
[本模板建议使用三种补充工具（如以下三个小节所述），进一步的细节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
划手册》（WMO，2016年），第3.2.1.1节。]
2.1

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2.1.1.1节和附录 2。]
[开展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分析。这是一项评估活动，主要审查内部能力、利益相关
方关于NFCS响应能力的需求、以及NFCS（涉及NMHS和其他机构）运行的背景情况。它所捕获的
信息应该有助于了解NFCS的优势、差距、现状和预期成果。请注意，这些信息是为了帮助让NFCS
目标、计划和能力符合社会经济环境。表1可作为开展SWOT分析的指南。]
优势
[识别NFCS内部有形和无形属性，以及NFCS控制的属性。这些属性通常是参与NFCS过程拥有的或
将吸引投资用于改善气候服务的技能（能力）和资源。]
劣势
[这些都是NFCS和相关机构控制的因素，阻碍NFCS实现其目标。这里列出的因素应该是建议需要
改进的地方。]
机会
[这些是外部吸引因素，如果资本化，将有助于缩小NFCS正在开展的工作和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
应该确定可实现这些目标的时间框架。]
威胁
[这些是超出NFCS控制范围的外部因素，可能会使NFCS的使命和运行面临风险。这些信息还应概
述已确定的应急计划，以应对严重且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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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采用WMO 2016年利益相关方调查结果的SWOT模板样本a
内部
优势[列出本组织的所有优点。可以依靠什么来提供
服务？]

劣势[列举任何可以改进的地方。不符合期望的方面
有哪些？缺失了那些方面？]

全球影响力和成员

机构复杂性

专家和经验丰富的员工

资源紧缺

优秀的合作精神

官僚低效率

实时交换资料

知名度较低

协调开展各项活动

实施效率低

标准和做法

适应不足

能力发展

会员之间的不平等
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助有限

外部

a

机会 [列出任何可能推动本组织发展但尚未被利用的
机会。]

威胁 [列出可能阻碍实现目标的任何事情，例如不确
定的资金或可能瓦解的关系。]

气候变化

私营部门提供商

科技的进展

预算压力

对服务的新需求

政治/经济不稳定性

GFCS的实施

竞争

减轻灾害风险

航空的发展

机构改革

日新月异的技术

伙伴关系

未聚焦核心活动

在线调查的报告可查询：https://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Report_WMO_Stakeholder_Survey_20168July.pdf.

2.2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法律和环境分析

[进行分析，了解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法律和环境（生态）（PESTLE）因素有关的
NFCS外部环境。这种多重分析通常是在利益相关方研讨会期间开展，并且要利用六个因素研究的
结果。有关的国际决定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年仙台减轻灾
害风险框架、巴黎协定和大会决定等。还应考虑有关的区域和国家决定。]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2.1.1.2节和附录3。]
[收集PESTLE分析信息时，可以使用表2作为指导。]
2.3

国家利益相关方咨询研讨会和基线分析

[国家利益相关方咨询研讨会应该包括通过这一过程已确定的各利益相关方，以创建基线。基线分析
中确定的问题应该作为研讨会议程和计划的依据。研讨会应确定每个机构在NFCS中的作用，制定
NFCS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的时间表，以及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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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PESTLE分析期间要考虑的因素
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关于发展路径和行动领域的国际、区域和国家决定

由于在未来高度竞争的服务提供环境中运行，可

（例如，关于WMO优先重点的大会决定、联合国

能会损失航空部门的重要收入，并对国家基础设

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

施的可持续性和核心气象资料的可用性产生潜在

架、区域战略和国家发展政策）

的负面影响

政府对供资水平的决定

资源调集

官僚主义、腐败水平和税收政策（税率和激励）

成本回收政策

进口限制（质量和数量）

波动的全球经济

竞争管制

政府实施的预算削减
实施和运行基础设施的成本变化
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和汇率
失业趋势
信贷可用性
消费者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
价格波动

社会文化因素

技术因素

人口安全与保障、水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日

拥有所需的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能力以监测、

益繁荣，增强抵御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能力、改善公

预测和发布极端气候事件的预警并实现GFCS优

共卫生

先重点

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

了解并将各种用户群体的需求（包括应急管理部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和人类居住扩张到以前未被占

门）纳入改进气候服务提供的进程

用的高风险地区

有能力提供快速、及时、准确、广泛传播和可理

对高质量气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

解的信息，以及为政府和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

迅速变化的用户需求

参与和获取研究，这有助于改进对所有空间和时

人口变化

间尺度上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条件变化的

对气象和水文服务的态度

监测、预测和了解
与学术界、政府部门、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新
的伙伴关系，并在适当和可能的情况下与私营部
门和民间社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收集、存储和交换“大数据”，收集和共享众包数
据，并通过社交媒体渠道处理信息
自动天气观测系统对职工队伍水平的影响
实施WMO信息系统和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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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因素

环境（生态）因素

NMHS的法律地位及其职责

荒漠化、土地退化、热浪、洪水、干旱，海平面

气象和水文服务的标准

上升和区域影响

资料共享和管理政策

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

环境、就业、教育、反垄断、歧视、版权和专利/知

有所增加

识产权法

管理和保护环境的法律

竞争法
消费者保护和电子商务
卫生和安全法律

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汇聚NMHS、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关键决策者、合作伙伴以及
与GFCS初始优先领域相关机构的从业人员。研讨会将有助于确定适当的机制，以改进和维持气候
信息和产品的开发并提供给不同的用户。研讨会应讨论NFCS参与机构之间可能有利的现有合作安
排。具体来说，它应该：（a）明确NFCS的领导层和结构，以反映每个有关机构的作用和责任；
（b）加深对不同用户部门对气候服务需求的了解；（c）提高对现有界面机制的认识，并在需要时
提出改进建议；（d）明确了解GFCS五大支柱中每个支柱的差距，以期启动必要的改进；（e）关
于业务实施NFCS所需的体制安排、伙伴关系和进程的战略指导。
研讨会的具体目标是：
— 审查国家层面上提供气候服务的现状，并评估不同气候敏感部门对气候服务的具体需求
— 审查NFCS可以依赖的现有合作结构
— 审查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的界面机制的现状以及互动，确定需要改进的主要领域并就有
效的机制和做法提出建议
— 从任务、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阐述GFCS所有组成部分中的能力建设需求
— 讨论并建议有关改进气候预测和服务的制作、获取和可持续运行的安排，以促进气候信息从全
球和区域尺度流向国家和地方尺度
— 讨论并确定制定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的下一步，以及业务运行NFCS所需的预算
— 绘制气候服务发展和应用路线图，以支持国家层面上的各气候敏感部门
2.4

环境扫描的结论

[本节应以两到三个简短但全面的段落总结SWOT和PESTLE分析中确定的NFCS所面临的战略问
题，其中涉及内外部环境的评估。还应涵盖关于利益相关方利益、贡献和关系的信息。根据战略回
应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这些结论是为了在追求机遇的同时减少弱点和威胁，从而发挥优势所需
的。这对实现更高级别的性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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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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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愿景、任务和价值

[本节参照了《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3节。]
3.1

愿景

[介绍已通过的愿景声明。该愿景必须表明NFCS的长期愿望或意图。即应介绍NFCS预期的未来。
就实现而言，它应该具有挑战性、雄心勃勃，但却要有可操作性足以调动每个机构雇员的聪明才
智。属于NFCS理想未来状态的强大和令人信服的精神形象可得以塑造。在制定愿景声明时，确保
回答以下基本问题：
(a)

NFCS的计划是什么及其建立的原因是什么？

(b)

NFCS希望在未来5 - 10年内实现什么类型的气候服务改进？

(c)

NFCS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3.1.1节。]
3.2

任务

[介绍已通过的任务声明。任务必须表明符合利益相关方价值和预期的NFCS总体目标，以及建立的
缘由，同时要抓住核心业务及与GFCS组成部分相关的业务。在编制任务声明时，确保回答以下关
键问题：
(a)

为什么要建立NFCS？

(b)

服务的用户有哪些？

(c)

打算提供哪些服务？

(d)

打算如何提供服务？]

[WMO和NMHS任务声明的例子，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
3.3.1.2节。]
3.3

价值观

[介绍已通过的价值观声明，这应代表在开展NFCS业务时可以接受的内容。这些价值观介绍了
NFCS在开展工作时重要的内容 - NFCS认为对于其工作重要的核心问题及其与其他机构的互动。这
些价值观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为任务和愿景声明提供依据。价值观的例子是诚信、诚实、效
率、团队精神、平等和卓越。]
[确保概述NFCS基本道德规范。]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3.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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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略框架

4.1

战略宗旨、目标和战略

4.1.1

宗旨

[概述NFCS的宗旨，仅限少数几个非常重要的（五到八个宗旨）。如果目标得以实现，将证明
NFCS正在履行其职责（任务）。NFCS在实现其目标时将会看到的结果，将为其设想的未来奠定基
础（愿景声明）。文框10以WMO目标为例，文框11显示了NFCS的一些目标实例。]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3.2节。]
4.1.2

目标

[如文框12所示，概述NFCS的战略目标。要实现NFCS的宗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目标的实现
程度。这些目标是具体的，并且各不相同。这些目标是可衡量的，并设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时间框
架。这些目标还应反映考虑到资源问题（包括时间）能够实际完成的事情。]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3.3节。]
4.1.3

战略

[在表3中，列出所有与战略宗旨和目标相关的高层规划战略。将表3中的内容替换为具体信息。文框
13是WMO战略的范例。]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3.4节。]
文框10. 范例 – WMO宗旨
“[…] 为我们所服务的民众按其所需提供高质量的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

出处：WMO(2015b)

文框11. NFCS宗旨的范例
1.

信息和气候服务； 2. 内部程序和财务；3. 客户

—

宗旨1：气候信息系统和及时的警报，针对人员和财产的具体需求和安全

—

宗旨2：为人们和社区提供信息并让他们有能力管理气候极端事件

—

宗旨3：部门计划和项目中的综合气候信息

[用NFCS宗旨替换内容。 从以下开始：]
（NFCS名称）决定侧重的宗旨是：
—

战略宗旨1: …

—

战略宗旨2: …

—

战略宗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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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12. 各项宗旨和相关具体目标的范例
— 战略宗旨1：气候信息系统和及时的警报，针对人员和财产的具体需求和安全：
•

具体目标1.1：开发参与NFCS的机构的人力资本

•

具体目标1.2：实现天气和气候监测系统的现代化

•

具体目标1.3：增加产品和气候服务的可用性

— 战略宗旨2：为人们和社区提供信息并让他们有能力管理气候极端事件：
•

具体目标2.1：加强信息和通信系统

•

具体目标2.2：引入新的产品和多样化的服务

— 战略宗旨3：部门计划和项目中的综合气候信息：
•

具体目标3.1：开发研究能力并针对不同发展部门制作面向用户的科学气候信息

•

具体目标3.2：改进气候信息和产品与决策的整合
[将内容替换为所在国家的NFCS宗旨和具体目标。从以下开始：]
为了与本计划中列出的宗旨保持一致，（NFCS名称）制定了在2020-2023年整个计划期间要实现的具
体目标。
与每个宗旨相关的具体目标是：
— 战略宗旨1： …
• 具体目标1.1： …
• 具体目标1.2：…
• 具体目标1.3： …
— 战略宗旨2：…
• 具体目标2.1：…
• 具体目标2.2：…
— 战略宗旨3： …
• 具体目标3.1： …
• 具体目标3.2：…

表3. 战略范例
宗旨1：气候信息系统和及时的警报，针对人员和财产的具体需求和安全

具体目标
1.1.开发机构的

战略
教育和培训员工

成果
专业人员

人力资本

时间框架

职责

[在 此 插 入 相 关

[在 此 插 入 相 关

信息]

信息]

改善与大学和区域培训

技术和科学技能得到

中心的伙伴关系

提高

1.2.实现天气和

部署现代技术以收集观

已安装或业务运行的

[在 此 插 入 相 关

[在 此 插 入 相 关

气候监测系统的

测资料并监测天气和气

观测及气候监测仪器

信息]

信息]

现代化

候过程

提高了天气和气候观

引入现代设备来处理气

测的质量

候信息和产品
1.3.增加产品和

使用新的信息技术来改

提高气候信息和产品

[在 此 插 入 相 关

[在 此 插 入 相 关

气候服务的可

善气候信息的可用性

在不同部门的可用性

信息]

信息]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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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1：[插入相关宗旨。]
具体目标1.1：[插入相关具体目标。]

[在下表中插入相关信息。]
战略

成果

时间框架

职责

1
2
3

文框13.WMO战略的范例
具体目标：在GFCS下实施气候服务，特别是那些缺乏气候服务的国家，通过：
(a)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

(b)

确定用户对气候产品的要求

(c)

发展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d)

推动次季节至季节预测技能

出处：WMO (2015b)

5.

风险评估

[确定可能阻碍实现每个宗旨和具体目标的风险。]
[确定可能影响战略计划预期成果的事件及相关风险和机遇。使用这些信息来编制风险管理矩阵或注
册表。必要时，还可以参照WMO风险管理政策和框架，以及各机构和政府的政策。]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3.5.9节。]
[简要介绍上述战略框架的主要风险。确定要实现NMHS战略计划预期结果的主要障碍。]
6.

制定国家行动计划

[制定行动计划，将战略转化为具体的活动和项目，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将行动计划作为本模板的附
录附上。其中应涵盖所有参与NFCS的机构商定的行动。]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4.1节。]
[国家行动计划介绍了为实现NFCS商定宗旨而需实施的各项行动。它确定了参与NFCS的每个机构
的角色和责任。它还提供了应该用来衡量绩效进展情况的指标。]
7.

为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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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动计划中列出的活动和项目，估算每项活动的成本，为实施战略计划编制基于成果的预算。
制定资源调集战略，特别是解决预算中的缺口。]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
8.

实施行动计划

[由于政府正在从发展伙伴机构调集额外的财政资源，鼓励NMHS和其他参与NFCS的机构利用预算
内资源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优先重点行动。作为NFCS实现其宗旨和具体目标的起点，相关的现有
伙伴关系和项目是非常有用的。NFCS可利用涉及气象和水文领域国际合作的其他工作协同作用（
包括其他部门），以便让提供气候服务能力较高国家的NMHS的专家支持NFCS。NFCS也可以建立
员工交流计划，以提高提供一些初始产品的技能。]
9.

监测、评估和报告

[对社区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举措至关重要的是M&E，同时建立基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以量化
NFCS及协调一致行动对当地气候服务的影响。]
9.1

监测

[解释如何开展监测以及由谁负责开展监测。强调衡量进展的关键指标。根据各项宗旨和目标制定绩
效评估框架，作为理解和报告NFCS希望看到的结果和变化的基础。]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5节和第3.5.1节。]
9.2

评估

[解释/描述开展战略计划评估的方式、时间和实施者。]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5节。]
9.3

报告

[解释进行报告的方式和时间，以及根据M&E得出的结果。确定报告的时间表（年度、中期审查等）
。]
[解释/说明报告战略计划的方式、时间和报告人，以及可得出的成果/报告，包括：
—

用于报告结果的方法/报告格式

—

编写基于结果的报告的频率（季度、半年或年度）

—

确定负责编写基于结果报告的编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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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员、利益相关方等提供的报告类型]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第3.5.8节。]
10.

宣传战略计划

[编写两到三个简短的段落，说明NMHS将如何有效地向关键受众宣传战略计划的各个方面，包括其
愿景、任务、核心价值观、组织宗旨、具体目标、预期成果和战略，以及说明将采用的宣传渠道。]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
11.

附录

[请参阅《WMO综合战略规划手册》（WMO，2016年）中的附录。]

附录1. 国家提供和使用气候服务能力的基线评估调查问卷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合作伙伴联合咨询委员会基线能力评估工具 - 评估在国家层面上联合制
作、传播和使用气候服务的基线能力
该基线评估的主要受众是在气候服务链中发挥作用的国家利益相关方，其将气候知识与国
家层面的行动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和技术部门的专家、以及
各不同气候脆弱部门中（农业、民防、卫生、水资源管理、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等）参
与制作、定制和传播气候服务过程的NMHS天然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针对特定部门的
脆弱性和暴露度的知识有助于从NMHS获得定制的天气、气候和水文预报，并将信息（如
暴雨事件的预报）转化为服务（根据当地情况说明暴雨事件的后果并提供采取预防措施的
建议）。其他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专业的宣传机构、推广代理机构、研究机构、省级和
地区级规划者以及社区组织等，他们都在全国气候服务链中发挥作用。
因此，气候服务涵盖一系列的活动，负责处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气候状态的信息以及
关于自然和人类系统影响的信息。气候服务包括使用如历史气候数据集等简单信息和更为
复杂的产品（诸如月、季或年代际时间尺度的天气预报和预测以及趋势），以及根据不同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使用数十年的气候预估。最后，为了提供真正的服务，气候部门必须就
如何在决策过程中使用气候信息提供建议和支持。气象和水文服务部门与不同气候脆弱部
门的技术合作伙伴合作制作各种信息，而信息使用者包括国家级规划人员和社区级决策人
员。
气候服务依赖国家层面的多个利益相关方和机构的协作，各方在协调一致的国家气候服务
价值链中开展合作，并将知识和行动联系起来。
第1节. 国家立法、政策和体制框架和规划
能力需求

国家气候服务立法

战略/政策/ 计划

问题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省/地区/社区）

在组织提供气候服务方面，是否有国家立

在地方层面上是否有提供气候服务的法律

法或是指令？

规定？

是否有关于气候服务的国家战略/政策？
是否完全或部分颁布了？其中是否有明
确的目标和责任？
是否明确规定了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制
作、定制和传播气候服务的作用和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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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需求

问题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省/地区/社区）

是否有国家气候服务行动计划？
是否充分阐述了相关的行动计划（减
轻灾害风险（DRR）、粮食安全、农
业等）?
是否具体规定了包括行业主管部门、部
门用户、NMHS等国家利益相关方之间
的协调机制?
是否确定了各项活动必须落实的明确和
可实现的时间表?
国家气候服务立法/政策/战略涉及性别问
题的程度。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从体制方面而言，NMHS在该国的地位如

从体制方面而言，NMHS在地方的地位

何?

如何?

关于国家层面上的气候服务提供，有哪些

关于地方层面上的气候服务提供，有哪些

体制安排（任务、框架、与其他机制的协

体制安排?

调等）?
协调机制

是否有针对气候服务的国家协调机制?
如果有，请阐述该机制（成员、作用和
职责、召开会议的频率等）
负责气候和水文服务的国家机构/组织是
否是另一个协调机制（DRR平台、粮食安
全、应急准备和响应等）的成员?
如果是，请说明其作用和责任

早期预警系统

是否有国家层面的多灾种国家EWS?

（EWS)

落实了哪些支持国家和地方层面EWS协调

是否有地方层面的多灾种国家EWS？

的机制?
NMHS（或其他负责气候服务的国家机
构）在EWS协调机制中的地位如何？
用户界面平台

是否建立了能够促成各部委/部门和NMHS

是否建立了能够促成地方级用户与NMHS

之间开展定期互动的框架？

之间开展定期互动的框架？

NMHS、部门技术人员和国家级用户之间

地方NMHS部门、部门技术人员和地方

的互动是制度化的还是临时性的？

级用户之间的互动是制度化的还是临时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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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需求

问题
国家层面

研究的作用

地方层面（省/地区/社区）

气候研究大学/实验室与NMHS之间是否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以促进建立研究与业务
气候服务提供之间的联系？
哪些机构参与气候服务研究？
正在开展的主要气候研究项目有哪些？
终端用户需求是否驱动气候研究的重点/优
先事项？
是否与参与国家气候服务提供链的利益相
关方（NMHS、行业主管部门等）建立了
协调机制？

私营提供方

是否有其他组织（私人、商业等）提供气
候和/或水文服务？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提供早期预警的体制
结构如何？

资源

提供气候服务的不同机构是否有足够可用

提供气候服务的不同地方机构是否有足

的资源（办公空间、设备、资金等）？

够可用的资源（办公空间、设备、资金
等）？

预算

气候服务国家行动计划/政策/战略是由国
家预算供资还是由捐助方支持？
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是否有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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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国家层面上制作、定制和传播气候服务的能力
能力要求

问题
国家层面

审视现有的气候
服务倡议

国家层面上现有的气候服务倡议有哪些？
每个倡议如何可推进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五

地方层面
地方层面上现有的气候服务倡议有哪
些？

大支柱？
气候信息流

国家层面上气候信息的第一级用户有哪些？

地方层面上气候信息的第一级用户有

国家级用户目前在特定优先领域可获得哪些气

哪些？

候信息产品/服务？

地方级用户目前可获得哪些气候信息

[插入表格，受访者可以具体说明所接收产品

产品/服务？

的类型（气候监测产品、季节/年际/年代际

[插入表格，受访者可以具体说明所

预测、预估等）]

接收产品的类型（气候监测产品、

DRR和防灾部门

季节/年际/年代际预测、预估等）]

灾害管理部门
农业部门
卫生部门
水资源管理部门（包括卫生）
能源部门
其他部门（请具体说明）

本地如何获取这些信息？在什么级

每个部门如何获取这些信息？在什么级别？

别？

每个部门如何使用气候相关信息？

当地的技术专家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创建决策树，示意哪些产品可用以及部门专

[创建决策树，示意哪些产品可用以

家使用这些产品的目的是什么]

及当地部门专家使用这些产品的目
的是什么]

每个部门收到的气候信息产品类型是否适合？
对于每个部门而言，目前尚未提供哪些需要

每个部门收到的气候信息产品类型是
否适合？

的重要气候信息产品？
将如何使用额外要求的气候信息产品？

是否建立了反馈机制来评估收到产品/

是否建立了反馈机制来评估收到产品/服务的相

服务的相关性和质量？是否有与研究

关性和质量？是否有与研究连接的反馈环？

连接的反馈环？
应提供哪些类型的反馈？ 最好的平台

应提供哪些类型的反馈？ 最好的平台和渠道有

和渠道有哪些？

哪些？
联合制作气候

NMHS可在多大的程度上根据用户的需求开发

在地方层面上目前可在多大的程度上

服务

适合的气候服务？

为最终用户定制气候信息？
地方层面上的最终用户有哪些？

气候信息是否针对不同行业/特定用户量身定

如何进行量身定制？由谁来完成？

制？

气候信息是否被翻译成不同的语
言？

目前在国家层面上为最终用户定制气候信息的

传统/当地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气

程度如何？

候相关信息产品、服务和工具？

国家层面上的最终用户有哪些？
气候信息是否针对特定用户量身定制？
如何进行量身定制？由谁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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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

联合定制的能力

问题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国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根据不同部门/特定用

国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根据地方级

户的需求定制气候信息？

用户的需求定制气候信息？

气候服务提供的

国家级用户接收气候信息的传播渠道是否合

地方级用户接受气候信息/服务的传播

传播渠道

适？

渠道是否合适？

[插入表格说明相关性、质量、可靠性；举例
说明]

是否也传达了气候信息的不确定性？

是否也传达了气候信息的不确定性？ 怎么传达

怎么传达的？

的？

是否建立了机制来支持地方层面上提

是否建立了机制来支持国家层面上提供气候相

供气候相关信息产品、服务和工具的

关信息产品、服务和工具的各机构/组织与用户

各机构/组织与用户之间进行双向对话/

之间进行双向对话/反馈？

反馈？

目前气候相关的早期预警是如何传播以及向谁
传播？
是否开展了国家公共宣传活动以提高对现有气
候信息服务的认识并提高潜在用户的关注？
有效性如何？
沟通能力
性别和社会差异

是否对专业传播方进行了大范围传播气候服务

是否对本地中介机构进行了大范围传

和预警方面的培训？

播气候服务和预警方面的培训？

在制作气候相关信息产品、服务和工具时，在

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边缘化的社会群

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地方性别特征和社会差异？

体平等地获得信息？
是否建立了机制以确保产品/服务/工具
的形式及其提供的方式能够考虑最脆弱
社区内最边缘化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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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

问题
国家层面

气候资料制作、

根据WMO对NMHS的分类（1-4类），NMHS

管理和监测的

属于哪一类？

能力

国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气候资料？

地方层面

气候资料是否实现了数字化？
气候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控制和同质化？
气候资料记录中是否有空白？
有没有资料拯救计划？
是否有气候资料的中央资料库/数据库？
是否整合了不同的数据集？
是否提供了根据气候数据集制作的产品？是否
集中在一个开放可访问的数据集里？
是否有国家气候云图？
使用的基准气候期是什么？
是否针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和其他有意义的区
域气候动态建立了永久性的气候监测系统和信
息系统？
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气候观测网络？
是否对国家和地方级的气候极端事件进行了分
析？
是否对国家和地方级的气候趋势进行了分析和
对气候变化进行了探测？
是否有来自气候变化情景的资料用于分析和应
用？
如何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决策者使用/分享这
些资料？

现有员工/能力

在国家一级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能力a来制作、定

在地方一级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

制和传播气候服务？

制作、定制和传播气候服务？

在每个优先领域内：
是否指定了气候服务的授权工作人员/联络
员？
他们是否接受过关于气候服务的培训？
他们是否有能力履行其对该部门气候服务的
责任？
他们是否得到本机构内领导层的充分支持？
他们得到授权的程度有多大？
气候变化教育

气候服务是否被列入国家宣传服务的培训课程
中？
宣传培训是否被列入NMHS员工和工作人员的
国家/区域课程？
是否有与气候/气候服务有关领域的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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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

问题
国家层面

用于气候研究活

在国家层面上不同机构间是否开展了气候服务

动和培训的资源

方面的合作研究？

地方层面

是否有充足的资源开展气候研究活动？
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为从事制作气候相关
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a

就本评估工具而言，能力被定义为承担某项特定职责或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行为。通常情况下，获得这些能力将需
要接受特定岗位的教育和培训，通常的大学本科学位课程是不够的（参见WMO，2015a）。“有限”技术能力与更广泛的技能
（包括管理和领导技能）以及个人技能（诸如时间管理和团队合作）之间有明确的区别。这些都是确保气候服务质量的必要
条件。通常情况下，技能在很多情况下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定义，因为其与资质、薪酬等级和组织结构相关联，而能力是在
国际层面上来定义以确保方法和结果的一致性。根据具体情况，能力可以应用在个人层面或机构层面上（也就是说，机构是
否具备承担特定角色和任务所需的综合能力？）。由于每个机构都不同，该机构如何组织其员工按照所需标准制作所需产
品，这是该机构的决定。客户只需要知道该机构拥有人员和流程，并且以特定方式组织，由特定生产链中具备能力的人员负
责制作、审查和传播产品。在一些机构中，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做所有事情，或者在其他一些机构中，很多人可以为生产链的
某些部分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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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落实使用、融入和评估气候服务的能力
能力要求

气候服务用户

问题
国家层面

地区/地方层面

在国家层面上使用气候服务的主要国家机

在地方层面上使用气候服务的主要机构和

构和组织有哪些？

组织有哪些？

国家层面上针对最终端用户的问题：

地方层面上针对最终端用户的问题：

该机构/组织如何获取气候服务（在线平

该机构/组织如何获取气候服务（在线平

台、公报、直接共享的信息等）？

台、公报、直接共享的信息等）？

该组织各部门需要气候服务的目的是什

该组织各部门需要气候服务的目的是什

么?

么？

[创建决策树，示意哪些服务可用以及

[创建决策树，示意哪些服务可用以及最

最终用户使用这些服务的目的是什么]

终用户使用这些服务的目的是什么]

气候服务是否满足需求？

气候服务是否满足需求？

要制作针对性更强的服务需要改进哪些主

要制作针对性更强的服务需要改进哪些主

要方面？

要方面？

将气候服务纳入

是否有将气候服务纳入相关部门政策、战

是否有将气候服务纳入地方层面上相关部

部门政策、战略

略和计划（农村发展、卫生、自然资源管

门政策、战略和计划（农村发展、卫生、

和计划

理等）的过程？

自然资源管理等）的过程？

在国家层面上是否有能力促进将气候服务

在地方层面上是否有能力促进将气候服务

纳入主流工作以支持国家级的部门？

纳入主流工作以支持地方级的部门？

是否有具体的部门工具/方法可用于指导

是否能获取具体的部门工具/方法来指导主

主流化进程？

流化进程？

是否对国家级用户使用气候服务的好处和

是否对地方级用户使用气候服务的好处和

汲取的教训进行了评估和记录？

汲取的教训进行了评估和记录？

评估气候服务

是否有具体的方法/工具可用来衡量国家
层面上使用气候服务的效益？

是否有具体的方法/工具可用来衡量地方层
面上使用气候服务的效益？

附录2. 确定拟邀参与国家磋商的利益相关方指南

可帮助确定利益相关方的问题
继续执行以下具体任务：

•

确定该国遇到的所有气候驱动型问题，而气候服务可在所有时间尺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些问
题：
—

—

—

灾害（民防/防灾）：
•

洪水

•

河流洪水

•

干旱

•

强风

•

雷暴

•

闪电

•

飓风/热带气旋

•

其他

对天气/气候敏感的疾病和流行病（卫生）：
•

霍乱

•

腹泻

•

伤寒

•

流感

•

疟疾

•

脑膜炎

•

里夫特裂谷热

粮食安全（农业、畜牧业和渔业）：
•

降雨过多/不足影响国家生产

•

病虫害（例如，蝗虫和黏虫）和其他入侵物种（例如，风信子等野草、或织
巢鸟（红嘴奎利亚雀））

•
—

作物病害

水资源：
•

大坝和水库管理

•

灌溉

•

生态系统流动

•

地下水和地表水补给

•

城市地区供水（饮用水、卫生用水和工业用水）

•

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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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气候/天气变率和变化影响的其他关键部门

确定从国家到社区层面的各级决策中处理每个问题的利益相关方（这个信息链中参与气候服
务制作和传播的潜在参与者）：

需要问的问题：
—

—

已经担负向脆弱社区提供气候信息和/或气候服务等职责的关键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

谁在利用这些信息/服务，谁可以通过气候信息/服务改进其任务？

•

谁有潜在意向利用气候服务？

为了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CFS），应该邀请哪些决策者/机构参与讨论？

选择标准：
—

最高政治级别的决策者（确定这一进程）

—

培养有前途的年轻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以维持这一进程）

NFCS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使信息能够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流向相关机构的必要程序（例如谅解备
忘录），以便为脆弱社区提供重要的气候服务

—

确定适当的体制框架以提供气候服务，并通过确定以下内容明确制度要求：
•

谁负责制作信息？

•

谁负责为目标最终用户解释和包装信息（气候服务制作 - 参与这项工作的所
有合作伙伴）

•

信息链如何运作

—

确定其他利益相关方（未参与研讨会）对于气候服务的进一步需求

—

通过以下方式将NMHS牢牢地置于建设NFCS的中心：

•

一致同意确定适当的NFCS体制框架

•

建立一个NFCS，要从NMHS开始，以脆弱社区作为终端用户

附录3. 用户界面平台的实例

印度综合农业咨询计划

自2008年起，印度开始运行综合农业气象咨询服务计划，目前已覆盖300多万农民。1988年国家中尺度
天气预报中心（NCMRWF）牵头开展了一系列试点级实验，之后创建了该计划。

农业气象咨询最初于1976年启动，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向农民提供邦级基于预报的咨
询建议。提前一天向农民提供咨询建议，并不足以让他们规划基于天气的农业活动和/或采取预防措施，
因为这需要更长的提前期。

在农业方面，具体地点的中期（提前3-10天）天气预报对于农民更为重要。此外，发布的预报需要根据农
民的具体需求进行微调，特别是推荐活动方面以及针对具体农场的活动进行修改。

考虑到这些需求，1988年印度政府成立了NCMRWF，作为开发中期天气预报业务数值预报模式的科学
任务。为了分发这些预报并建立以预测为基础的农业咨询，在全国各地共127个农业气候区创建了多个农
业气象实地小组（AMFU）。

到2006年，86个功能齐全的AMFU主要部署在邦立农业大学和农业研究站，每周接收两次NCMRWF的
天气预报，每个预报有效期为4-5天。基于这些预报，AMFU与一组农业科学家讨论磋商编制农业咨询
公报。然后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电话、海报、有时以会议形式等，向农民传播以英
文和当地语言编写的咨询建议。鉴于其制作和传播的广泛性，综合农业气象咨询服务很快就成为多机构
和多学科行动的成功范例（Venkatasubramanian等，2014年）。

出处：Tall等（2014年）

附录4. 国家气候服务磋商研讨会样本日程

会议

目标

预期结果

第 1天
1. 开幕和设置会场

开幕

阐述研讨会的目标和总体预

研讨会讨论

期成果

基线评估的结果
2.气候服务的经验

审查该国的气候服务现状并分享其中

确定气候服务的现状和需求

的经验，以及评估不同气候敏感部门
对于气候服务的具体需求
确定现有的界面机制和需改
审查气候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界面

进的领域

机制和相互作用的现状，确定需改进
的主要领域并建议有效的机制和做法
3. 能力建设

从任务、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方面，

确定能力发展的需求

阐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所有组成部分
的能力建设需求
第2天

4. 改进气候服务

就改进制作、更好获取和可持续运行

改进气候服务的过程

气候预测和服务的安排开展讨论并提
出建议，以促进气候信息从全球和区
域尺度流向国家和地方尺度
5. 治理

就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FCS）的治

NFCS的治理结构

理结构达成一致 - 该框架汇集了所有
相关的国家参与者
就参与NFCS各机构的作用和职责达

每个机构的作用和职责

成一致
6. 战略规划

讨论并商定制定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

制定国家战略计划和行动计

的关键要素和后续步骤，以便业务运

划的要素

行NFCS
7. 前进的方向

商定建立NFCS和制定战略计划和行
动计划的后续步骤

附录5.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范例

喀麦隆的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喀麦隆确定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FCS）体制和协调机制的过程具备参与性和包容性。第一次全国咨询
研讨会于2015年12月举行，经过1年的准备，2016年12月完成了最终的国家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编制
阶段，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召开了预验证研讨会，以便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讨
论各种安排，分析确定和治理NFCS的不同模式的优缺点。研讨会的与会者建议并授权建立一个保密技
术小组，负责制定行动计划，开展研究并对喀麦隆有效的体制机构提出建议。该技术小组由来自国家气
象局、国家气候变化观测站（ONACC）、行政改革常设秘书处的专家、一名总理府代表、一名法律专家以
及一名独立顾问组成，而这名顾问也是研讨会的牵头人。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办公室的支持和协调下，在雅温得附近举办了两次技术性会议。在会议期间，
与会人员开展了讨论，针对每个尝试在NFCS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构，对其各自能力和职责进行了客观审
查。该小组最终就总理府层面上国家框架的体制构架（根据总理批准的NFCS创建法令）达成一致，并设
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和一个常设秘书处，其组成如下：
— 指导委员会（政策制定和决策机构）：
• 主席：交通部，NMHS的主管部门
• 副主席：环境、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部
— 常设秘书处（技术和业务协调）：
• 牵头：ONACC
• 协助领导：国家气象局
NFCS的最终组织结构反映了全国共识，并基于对喀麦隆气候服务组织机构中每个牵头机构能力和比较
性优势的分析，这为成功实施NFCS提供了机会。

附录6. 采纳的治理结构实例

图1至图4是尼日尔、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南非采用的治理结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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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尼日尔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治理结构
（DRE =水资源局；Min TP =公共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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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塞内加尔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组织结构（NGO =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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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科特迪瓦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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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非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治理结构（ARC =农业研究委员会；BUSA =南非商业部门；CAPEX =资
本支出；CS =气候服务；CSAG =开普敦大学气候系统分析小组；CSIR =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DWS
=水和卫生部；NBI =国家商业计划；NCC =全国消费者委员会；NFCS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GO=非政
府组织；NWU =西北大学; OPEX =卓越运营；SA =南非；SANSA =南非国家航天局；SAWS =南非气
象局；UCT =开普敦大学；UFS =自由州大学；UKZN =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P =比勒陀利亚大学；WITS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附录7. 关于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国家法令样本模版

[请适当调整以适应该国法令的结构。]3
DO 1

（XX国）政府：

OP 1

决定建立一个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FCS），以加强该国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的制

作、可用性、提供和应用；
OP 2

要求WMO秘书长支持NFCS；

OP 3

决定NFCS将协调和促进各机构间的合作，以制作和共享面向用户的气候服务；

OP 4

进一步决定NFCS应将重点放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有关改善该国气候服务的所有支柱上；

OP 5

提请发展合作伙伴支持NFCS的工作，使其能够实现战略计划中提出的目标；

OP 6

决定所有的机构共同努力，以确保气候服务得到改善，造福社会和经济。

________
3

乍得国家框架法令的实例可查询： http://gfcs.wmo.int/node/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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