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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WMO）执行理事会（EC）第五十八次届会于 6 月 20-30 日在 WMO 总部举行，会议
由 WMO 主席 A.I. Bedritsky 先生主持。

1.

会议的组织(议题 1)

1.1

会议开幕(议题 1.1)

1.1.1

2006 年 6 月 20 日上午 10 点本组织主席 A.I. Bedritsky 先生宣布本次届会开幕。

1.1.2

主席在开幕词中向理事会成员﹑他们的代理人和顾问﹑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表示欢

迎。
1.1.3

主席向理事会新的当然成员，六区协主席 D.K. Keuerleber-Burk 先生和五区协主席 A. Ngari 先

生表示特别的欢迎。此后理事会又指定 6 名新增的代理成员（名单见 1.1.8 段）。本报告附件 A 为完整的
与会名单。
1.1.4

主席对已离任的理事会成员为理事会和国际气象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赞赏，他们是：

R.D.J. Lengoasa 先生(南非)，B. Kassahun 先生(埃塞俄比亚)，Chow Kok Kee 先生 (马来西亚)， N.F. Ouattara
先生 (布基纳法索)，J.-P. Beysson 先生（法国）和 K. Nagasaka 先生 (日本)。
1.1.5

主席指出这是第 15 次大会前最后一次理事会届会。他希望成员们能审议已取得的进展和回顾第

14 次大会以来的进展，并为实现本组织的未来展望奉献见识和智慧。主席敦促成员要超越国家预算的考虑，
以便为第 15 财期（2008-2011）的计划和预算提供最佳的指导。WMO 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提高其知名
度和扩大 NMHS 在国内和国际的重要性。引起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也十分重要。
他向理事会提及 WMO
关于 NMHS 对决策者的作用及其运作声明，该声明已以本组织秘书长和主席的名义分发各国政府，并通报
该声明已得到积极的响应。
1.1.6

主席提请理事会注意本组织的活动在全世界尤其是联合国（UN）系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得到了

改进。 这些变化十分严峻，根据他的意见，有些需要修改本组织基本文件，即 WMO 公约的一些立场。他
指出，自上次届会以来，已抓住各种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它们对 WMO 和 NMHS 的发展十分重
要。他鼓励理事会的成员积极参与本次届会的讨论。他相信讨论结果将有助于形成理事会对事关重大的本
组织发展问题的立场。他还强调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改进 WMO 内部结构﹑加强财务纪律和财务内控系
统等。他强调了财务咨询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所做的重要工作。
1.1.7

秘书长对所有的与会人员表示欢迎，尤其是新的理事会成员和 UN 及其他合作组织的代表。他

强调本次会议对 2007 年 5 月召开的第 15 次大会的重要性。他强调本次会议对即将召开的大会的筹备工作
的指导十分重要，如第 15 财期（2008-2011）的计划和预算﹑对 WMO 公约的可能修改以及 NMHS 和 WMO
的变化和发展问题。他向理事会承诺，秘书处将会最有效地为理事会履行职责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他还
向理事会以往成员的宝贵贡献表示感谢，并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1.1.8

理事会指定 Filipe Domingos Freires Lúcio 先生(莫桑比克)，Didace Musoni 先生(卢旺达)，Yap Kok

Seng 先生 (马来西亚)， Mama Konate 先生(马里)， Pierre-Etienne Bisch 先生(法国)和 Tetsu Hiraki 先生(日本)
为新的代理成员。理事会向他们表示欢迎并期望着他们的奉献。主席鼓励理事会成员，尤其是新成员全面
地参与届会的讨论。主席提请注意理事会的特点，即其成员是以个人身份当选的，他们不是国家的代表。
因此，他们应按照 WMO 公约和总则的规定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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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批准议程 (议题 1.2)

1.2.1

理事会通过了解释性临时议程。

1.3

建立委员会 (议题 1.3)

1.3.1

理事会决定全程召开全会。为此， A. Bedritsky 先生将主持总全会， 第一副主席 A.M.Noorian 先

生﹑第二副主席 T.W. Sutherland 先生和第三副主席 M.A. Rabiolo 先生将分别主持全会 A﹑B 和 C。在第一
副主席 A.M.Noorian 先生缺席期间，第二副主席 T.W. Sutherland 先生和第三副主席 M.A. Rabiolo 先生将分
担全会 A 的职责。
1.3.2

根据总则第 28 条的规定建立了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或他的代表以

及由主席根据需要邀请的其他人士组成。
1.3.3

理事会决定建立一系列分委会审议特殊问题：

(a)

第十五财期(2008-2011)计划和预算分委会，W. Kusch 先生为主席，核心成员有 J.J. Kelly 将军
﹑G. Love 先生﹑M. Mhita 博士﹑Qamar-uz-Zaman Chaudhry 先生和 R. Michelini 先生。该分委会
向全体理事会成员开放；

(b)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成员问题分委会，J. Lumsden 先生和 J.Mitchell 先生为成员；

(c)

2008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分委会，R. Michelini 先生为主席，该分委会向所有理事会成员开放；

(d)

筹办第 15 次大会特设分委会（不含科学讲座），G. Love 先生为主席，该分委会向所有理事会
成员开放；

(e)

Cg-15 科学讲座分委会，秦大河先生为主席，该分委会向所有理事会成员开放；

1.3.4

理事会任命 J.R. Mukabana 先生为理事会以往决议问题报告员。

1.4

届会工作计划(议题 1.4)
会议同意对工作时间的安排和总全会﹑全会 A﹑B 和 C 的议题分配。

1.5

批准会议纪录(议题 1.5)
理事会注意到其第五十次届会做的决定（得到第 13 次大会的确认），即理事会届会﹑区域协会届会

和技术委员会届会的全会不做文字纪录，除非另有安排。全会的磁带录音仍将继续并作为记录保存。理事
会同意根据总则第 3 条，届会期间停止总则 109 条。

2.

报告（议题 2）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议题 2.1)

2.1.1

执行理事会欢迎主席自第 57 次届会以来为促进本组织发展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涵盖了 WMO

组织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工作。理事会提请主席通过诸如 IOC 官员和 WMO 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卫星事宜高
层磋商会议等，继续努力协调 WMO 与其它组织之间的活动。理事会支持主席所做的努力，即安排理事会
进一步研究对 WMO 和 NMHS 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以及研究所有国家的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2.1.2

该报告中提出的要求采取行动和做出决定的其他问题在相关议题下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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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理事会确认主席自上次届会以来根据总则 9(7) (b)所作的决定：

(a)

延长以下任期：（i）核心管理层和对外关系主任的任期延长 3 个月，任期到 2006 年 2 月 28 日；
（ii）将交叉协调主任（前世界天气监视网司司长任期到 2006 年 1 月 31 日）的任期延长 12 个月，
任期到 2006 年 8 月 31 日；（iii）将 WMO 空间计划司司长的任期延长 9 个月，任期到 2007 年 8
月 30 日；

(b)

根据《财务条例》第 13.9 条，任命内部监察室主任，及同意内部审计和调查服务处处长离职。

2.1.4

理事会赞赏主席为支持 NMHS 实施现代化筹集资金而与世界银行的接触。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和

会员进一步采取措施密切与世界银行和其他资助机构的合作，以支持 NMHS 的现代化。

2.2

秘书长的报告 (议题 2.2)

2.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提请他继续努力应对本组织和 NMHS 面临的各种挑战，其中

包括一些全球性倡议带来的各种挑战，如 2005 年世界峰会结果（2005 年 9 月 14-16 日，纽约）、世界信息
社会峰会（WSIS）第二阶段会议（2005 年 11 月 16-18 日，突尼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
缔约方大会（2005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0 日，加拿大）、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缔约方大会
（2005 年 10 月 17-28 日，肯尼亚）、第三次早期预警大会（2006 年 3 月 27-29 日，德国）以及第四届世界
水论坛（2006 年 3 月 16-22 日，墨西哥）提出的挑战。理事会强调了本组织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
与其他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以及与相关的私营机构合作的重要性，以便对本组织及其会
员所面临的发展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做出有效的响应。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做好有关秘书处改革方面的努
力，以进一步提高其效率并增加透明度。
2.2.2

报告反映的需要采取行动或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将在相关议题下论及。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2.3）

2.3.1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并对开展区协活动的有效方式表示满意。理事会赞赏区

协主席在各自区协工作中为帮助其会员的 NMHS 发展所做出的持续不懈的奉献。
2.3.2

理事会注意到区协主席呼吁加强和提高区域和次区域办公室的能力，这些办公室一直在帮助各

区域的会员发展各自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对此采取必要措施。
2.3.3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区协已拟订了战略计划和优先需求清单。理事会注意到这些活动非常重要、

有帮助，尤其是与 WMO 的战略计划联系到一起时，它们还有助于编制计划和预算以及各技术委员会的工
作。对此，理事会鼓励所有的区域协会拟订战略计划并在考虑到 WMO 战略计划的情况下对需求进行优先
排序，并要与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区协主席分享这些成果。
2.3.4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中心为了支持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向决策者提供气候信息和季节性预报的

活动，理事会呼吁秘书长继续在设备和能力建设方面向这些中心提供支持。
2.3.5

考虑到在菲律宾和马里分别召开的两次气象及相关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次区协研讨会所取得的

成果，理事会要求所有会员及秘书长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NMHS，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组织类似的研讨会。
2.3.6

理事会注意到在 2004 年 12 月 26 日发生海啸惨剧后，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可持续海啸预警系统

成了印度洋沿海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国家大多数指定其 NMHS 作为发布海啸警报的机构。就此，理
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帮助会员加强 GTS，从而为建立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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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理事会强调会员和 WMO 秘书处要采取更多具体的行动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NMHS，尤其是那

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3.8

理事会注意到已成功实施二区协的试点项目，即 "通过互联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城市数值天气预

报产品" 和"在航空气象计划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项目。理事会认识到，这些项目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在本国政府中的形象，从而鼓励各国政府保持甚至增加对这些服务的支持，尤
其是在全球观测系统（GOS）方面。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这些项目的开展，并探索在其他区
域开展类似的项目。
2.3.9

理事会认识到需要制定一个维护策略以确保在 PUMA 项目下提供给一区协会员的 MSG 设备能

够持续业务运行。
2.3.10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各会员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NMHS 参与二区协和五

区协的虚拟专用网（VPN）试点项目。该项目是在 WMO 信息系统框架下开展的。
2.3.11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加强五区协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区域部分的实施，并进一步研究印度尼西亚

提出的建立区域水文培训中心的建议。
2.3.12

理事会注意到，目前仍有一些国家气象中心不具备充分的与区域中心连接的 GTS 链路或者只有

低速 GTS 线路。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员酌情高度重视该地区 GTS 的现代化和升级。
2.3.13

理事会进一步同意区协关于有必要研究下列问题的意见：

(a)

在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方面向会员提供支持，可以利用一些筹集资金的机会，如 GCOS 区域
行动计划、气候变化专项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以及 UNFCCC 下属的适应基金等机会；

(b)

会员在实施 GEOSS 中的参与；

(c)

需要充分考虑在增加向 NMHS 提供的产品种类情况下对 RCC 产生的经济影响。

2.3.14

区协主席报告中提出的其他问题在关于科学和技术计划的相关议题下研究，包括区域计划。

2.4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议题 2.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它赞赏地注意到报告附录 1 中的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各项建

议。理事会在各议题下做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2.5

2006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报告 (议题 2.5)

2.5.1

理事会同意对元资料需进行业务管理，管理需经 WMO 的授权，这种管理需做出快速的（月到

季）决策和以年度为基础做重大的决定。理事会支持 WMO 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的建议，授权技术委
员会主席（PTC）负责元资料的管理，并授权 CBS 主席在联席会议休会期间负责处理月到季的决策。
2.5.2

理事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开发 WMO 元资料并将其用于各自具体的 WMO 计划，要求开展活动

推动 WMO 信息系统，并促进其发展。
2.5.3

理事会注意到各技术委员会均已建立了报告员/协调员负责就各自的活动与 DPM 和 GEO 联系，

并注意到 PTC 针对理事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WMO 的变化与发展工作组及理事会长期规划工作组设立了
联系人。
2.5.4

它还注意到 PTC 会议是为所有会员提供建议并协调 WMO 各项计划的一个重要论坛。根据

NMHS 和 WMO 的变化发展情况并考虑到 PTC 协调了越来越多的跨委员会活动，确保 PTC 对 WMO 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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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决策做出有效的贡献，并就可取得的预期成果提供指导十分重要。建议 PTC 对 PTC 会议的职责范围和
技术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个团体的作用进行审议，以便在技术委员会和 WMO 各项计划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
和配合，并向理事会报告。

2.6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2.6)

2.6.1

执行理事会感谢 IPCC 主席 R.K. Pachauri 先生关于专门委员会工作现状的报告。

2.6.2

理事会祝贺专门委员会成功完成了《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IPCC 特别报告和《2006 年 IPCC 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两份报告均已提交 UNFCCC。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 IPCC 在 2005 年已分发了两
份特别报告及译成有关联合国正式语言的摘要已分发给所有 WMO 会员，并注意到 IPCC 打算将《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分发给 WMO 会员。
2.6.3

理事会对撰写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AR4）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邀请 IPCC 主席在第十

五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第 59 次届会上介绍工作组为 AR4 提供的新的材料。
2.6.4

理事会注意到其他 IPCC 活动的进展，包括在宣传 IPCC 新的认识方面所做的进一步努力。

2.6.5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3.

科学和技术计划(议题 3)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议题 3.1)

3.1.1

WWW 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CBS 主席的报告 (议题

3.1.1.1

理事会注意到 CBS 主席的报告及 EC-58/报告 3.1.1 中给出的有关实施 WWW 的进展/活动报告。

3.1.1)

理事会重申，WWW 目前是而且未来也继续是 WMO 的骨干计划，它不仅通过各会员协调一致的努力实现
了其基本目标，而且还积极为各种交叉活动做出贡献。理事会同意需要从交叉活动中获得互惠的投入，以
加强 WWW 的结构。理事会强调应当消除这些活动的不必要重复，以确保最佳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它还认
为整合各种观测系统的设想将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理事会还同意，有必要提高 WWW 的知名度，让公众
更多地了解为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 WMO 这一特有计划的贡献。它确认 WWW 基本
系统可以为 GEOSS 提供重要投入，这种合作反过来又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WWW。理事会还强调，
需要为加强 WWW 的基本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寻求更多的资源。理事会注意到，尽管全球
可获取的资料逐渐增多，但一区协可获取的资料量仍很少。为帮助纠正这种情况，理事会要求一区协在秘
书长的支持下，重新实施增强一区协 WWW 基本系统的战略，目的是增加该区域可提供的资料。
3.1.1.2

关于全球观测系统计划，理事会：

(a)

注意到在会员的协调努力下，GOS 地基和空基子系统继续提供有关地球及其大气状况的基本而
独有的观测资料和信息，以满足各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它也注意到，除了不断扩大的卫星资
料和服务，尤其是通过研发卫星，还进一步改善了 GOS 其它部分所制作的资料的可提供性，尤
其是海洋和 AMDAR 资料；

(b)

敦促会员确保 GOS 的可持续运行，并鼓励开展观测要素的优化、开发和部署高级综合系统的活
动。在这方面，理事会也敦促会员遵守《GOS 空基和地基子系统发展实施计划》（WMO/TD-No.
1267）所提出的指南和建议；

(c)

注意到 GOS 对 GCOS 和其它相关地球观测计划的贡献，理事会强调这是为了确保所有相关的观
测系统之间的互用性，使任何计划的观测结果都可以为所有 WMO 计划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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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对 WMO 的观测系统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方法，以此作为整个 WMO 对 GEOSS 贡献的一
部分；

(e)

要求 CBS 与有关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尤其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监测并促进
GOS 空基和地基子系统发展实施计划取得进展；

(f)

要求 CBS 根据规划的 THORPEX 和国际极地年活动就观测事宜与 CAS 和 EC 南极气象工作组进
行更加密切的互动；

(g)

注意到有关不得不更换无线电探空仪系统而对全球高空网络产生影响的报告，理事会对为避免
长期丢失高空资料（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而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它要求秘书处继续监测相
关情况并在需要时采取必要的行动；

(h)

赞赏地注意到五区协和六区协所完成的以下工作，即审核《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544）
第二卷-区域方面，将变动和发展情况融入 GOS 成绩之中；

(i)

审核该出版物的第一卷 - 全球方面的修正案，并通过了决议 2（EC-58）；

(j)

关于准备《全球观测系统指南》（WMO-No.488）的修订版[EC-58/报告 3.1.1-进展/活动报告，

第 3.1.2.7 段]，要求秘书长在 2006 年重新划拨资金来推进编辑工作，并确保于 2007 年出版该指
导材料；
(k)

强调了及时更新 GOS 规章材料的重要性，确保充分纳入全部新的观测技巧和技术；

(l)

要求秘书长和 CBS 与 CAS 和区域协会合作，继续对适应性观测计划和系统提供发展和实施方面
的支持，从而提高 NMHS 的预警能力，这是对交叉性 DPM 的一个重要贡献。

3.1.1.3

关于 GTS 和资料管理计划，理事会：

(a)

强调指出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其实施、运行和更新方面取得发展所带来的持续进步，
GTS（包括基于卫星的资料分发系统和改进后的 MTN）作为交换和传送对时间有严格要求的并
对运行至关重要的资料和产品的核心通信部分，将为 WIS 的实施做出有效的贡献；

(b)

注意到因特网作为 GTS 的补充在交换、获取和传送大量资料和产品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它还强调了因特网作为唯一可承受的通信方式（包括把观测资料发送到 GTS）对一些较小的
NMHS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的极其重要性。注意到一些 RTH 在业务上
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理事会敦促更多管理 RTH 的会员依据 CBS 制定的推荐做法为补充性的
资料收集开展基于因特网的服务。它还重申 CBS 继续制定/更新指导材料对于以最低业务和安全
风险的方式使用因特网以及让发展国家的 NMHS 使用足够的 ICT 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c)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 CBS 和秘书处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包括举办一些培训活动），但是只有
少数国家制定了或目前正在制定向表驱动电码（TDCF）过渡的国家计划。理事会认为这种状况
表明 NMHS 已预计到在实施计划方面会遇到严峻的困难，和/或鉴于所付出的努力和存在的风
险，已预计到效益非常有限。为了把重点放在需求、效益和成本效率方面，理事会要求 CBS 在
WIS 的框架内审议过渡战略和计划，同时要考虑到相关的信息技术发展。注意到这种过渡对于
许多 NMHS 来说可能都是一项代价昂贵的高风险行为，它强调了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 NMHS 举
办培训活动和提供支持的重要性。鉴于要采用现代工业标准（如 XML），理事会还要求 CBS
研究用户对资料格式的需求。理事会在此注意到航空界新提出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须通过
CAeM 和 ICAO 的合作才能解决；

(d)

为了有效地保护无线电频率的分配，敦促会员确保各自的国家无线电通信当局充分认识到天气、
水和气候业务及研究工作的需求，并参加有关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无线电频率活动，尤其是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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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拟于 2007 年举行的下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007）。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无线
电频率研讨会（2006 年 3 月 20－21 日）提供的有益的参考信息以及 WMO 对 WRC-2007 提出的
初步立场；
(e)

在加强 GTS 及最终的 WIS 的作用方面，赞赏 WMO 与 UN/ISDR 和 UNESCO/IOC 协调开展的各
项活动，从而支持多灾害预警系统、尤其是为印度洋和在其它存在风险地区的海啸收集、交换
和分发与 TWS 相关的信息。在这方面，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开展加强国家和区域 GTS 部分所
需的活动，并从国际援助中获益。

3.1.1.4

关于 WMO 信息系统（WIS）的开发和实施，包括其交叉计划的合作方面，理事会：

(a)

注意到并赞赏 CBS 在进一步发展 WIS 方面正发挥着前瞻性作用，且建立了一些 ISS 专家组来直
接推进 WIS 的发展；

(b)

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PTC，2006 年 1 月）回顾了 WMO 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第 2
次会议（2005 年 10 月，ICG-WIS）所取得的成果。理事会同意 ICG-WIS 提出并得到 PTC 支持
的建议。该建议是为了根据需要设立由有关的 TC 和计划领域的关键专家组成的小范围特设
ICG-WIS 指导组，从而促进关键部分的开发和协调。它注意到应主要通过每项计划的有关预算
资金对这些活动提供支持。理事会重申 WIS 的服务面向 WMO 所有的计划，ICG-WIS 作为协调
机构在 WMO 所有计划和技术委员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它还强调要求 WMO 所有的单项计划开
展深入的重要工作，以及通过共同努力来确保 WIS 的开发和实施取得成功；

(c)

赞同应当准确地规定 WIS 在整个 WMO 基础设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会员国更好地理解和实
施；

(d)

再次强调元资料对 WIS 的发展和运行至关重要，同意 PTC 的意见，即为了管理决策和快速决策
（每月至每季度一次），需要在业务上进行管理并履行 WMO 的权力。理事会支持 PTC 作为
WMO 管理元资料的权力机构发挥作用，同时授权 CBS 主席在休会期间每月到每季度作出一次
决策；

(e)

满意地注意到 WMO 有关机构的届会（包括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主动推进 WIS，在有关会
议和类似活动中加强宣传以及在 WMO 网站上设立 WIS 网页。理事会敦促积极开展这些活动；

(f)

赞赏地注意到已做的工作，理事会强调了密切协调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气象卫星运营单位，以
确保把 IGDDS 全面融入 WIS，从而在 WIS 的总体实施规划中吸收 IGDDS 活动的快速进展所体
现的优点；

(g)

作为所有 WMO 计划一个主要部分的 WIS 正处在开发中，逐渐呈现出为开展工作制定适当的规
范性文件（如 WIS 手册）以及实施计划和实施指导材料的必要性。理事会还注意到应精确地界
定 WIS 在整个 WMO 基础设施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协助会员国推进实施工作。理事会要求
ICG-WIS 发起有关的活动并要求 CBS 为该项任务做出贡献；

(h)

再次强调 WMO 为 GEOSS 提供基本的 WIS 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服务方面须发挥的重要作用。对
此，理事会强调需要与 GEO 加强对话，比如：向适当的 GEO 委员会提供关于 WIS 的信息，以
便 GEO 采纳 WIS，作为 WMO 对 GEOSS 的一个核心贡献；

(i)

满意地注意到为确保在 2006 年年底前初步实现某些 WIS 功能半业务化方式所付出的努力。理事
会敦促会员集中专门的精力和资金用于进一步开发以下关键项目：
WMO 元资料的核心廓线版和实施基准；
作为六区协 GISC 原型的 VGISC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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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 DCPC 原型，包括与 VGISC 项目有关的 ECMWF 项目和 EUMETSAT DCPC 项目；
一个针对 JCOMM 相关资料的 DCPC 原型；
NCAR DCPC 原型；
(j)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会员国指定本国的 WIS 联络员，跟踪 WIS 的发展，推动国家计划，了解各国
的发展进度并与 ICG-WIS 开展互动；

(k)

注意到并赞赏秘书长发起的有关加强 WIS 开发和实施工作的活动，其目的在于促进 WMO 所有
计划的积极参与，并向更多的用户群体宣传。理事会支持建立一个 WIS 不同需求的审查机制以
确保各用户群体提出的需求是全面的、最新的；

(l)

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制定一项协调而有效的能力建设计划，以便于这些国家参加 WIS。重要的
是要让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 WIS 的开发工作，要考虑发展中国家 NMHS 参与 WIS 的实际能
力、机遇和限制条件；

(m)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尽管少数几个 NMS 在开发 WIS 试点项目和原型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
普遍缺乏开发 WIS 所需的足够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它敦促进一步努力以加强对 WIS 的价值和益
处的宣传，从而使会员作出实施决策；它强调一名全职的 WIS 项目经理在协调 WIS 的实施以及
与 ICG-WIS 的密切合作中有很大的帮助。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研究设置这一 WIS 管理人员岗位的
可能性以及会员可能做出的贡献（如通过借调）；

(n)

注意到并赞赏秘书长从高优先活动基金中为 WIS 的开发作出的额外拨款，这大大地推动有关活
动。理事会敦促会员和秘书长进一步满足 WIS 的资金需求、解决资金到位和筹措问题；

(o)

(m)

满意地注意到并完全支持在 2006 年 CBS 特别届会前的三天内召开一次有关 WMO 信

息系统会议（TECO-WIS）。理事会赞赏 TECO-WIS 将强调 WIS 的交叉功能及 WMO 所有计划
的参与。TECO-WIS 将扩大到潜在的用户群体并将包括工业界的参与。理事会注意到需要预算
外资金支持该技术会议，并要求秘书处进行协调以寻求赞助方和捐赠单位的捐款。
3.1.1.5

关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计划[EC-58/报告 3.1.1 – 计划/活动报告，计划 3.1.3]，理事会注意

到所取得的进展，并同意维持活动计划的大方向，并注意到：
(a)

为业务预报员继续开展有关 EPS 产品使用和释用的培训活动（研讨会、讲习班和大会）；

(b)

应实施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首先要尽快实施一个与季节性灾害天气现象有关的区域子项
目；

(c)

CBS 认可能满足最低制作（《GDPFS 手册》（WMO-No.485））需求的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

3.1.1.6

关于紧急响应活动计划[EC-58/报告 3.1.1 – 计划/活动报告，计划 3.1.9]，理事会注意到所取得的

进展，并同意：
(a)

把在区域和全球安排（《GDPFS 手册》（WMO-No.485））下所设立的对核紧急响应提供气象
支持的业务安排维持在所需的准备和响应水平上；

(b)

关于拟定非核环境紧急响应方面的 ERA 计划，尤其在国际防灾减灾的框架下非常需要各个区域
机制、RSMC 之间的协调以及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协调，对此问题应通过制定有关的国际安排和
程序来进行。

3.1.1.7

理事会认识到大家担心 WMO-No.550 第 170 号技术说明“核电厂选址和运行中的气象和水文问

题”作为指导 NMHS 解决与核电厂安全方面的相关问题（包括选址、运性和应急）的文件可能包含了过时
的信息。理事会因而要求秘书长制订一个解决该问题的策略，其中包括寻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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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3.1.1.8

关于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理事会注意到 CBS 主席报告中的一些重点，尤其是：

(a)

有关开发和定义 PWS 的作用方面所作的工作；

(b)

对 PWS 社会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

(c)

通过 WWIS 和 SWIC 网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服务；

(d)

为加强对教育和宣传活动的指导正在采取的举措；

(e)

在 WMO 大楼内首次使用演播设备帮助 NMHS 人员培训演播技巧（与信息和供共事务计划合
作），这体现了与广播媒体不断加强的关系；

(f)

PWS 对 WMO 交叉活动的持续支持。
理事会注意到对该计划进展的详细讨论在议题 3.4.1 下进行。

3.1.2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CIMO 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3.1.2)

3.1.2.1

理事会注意到 CIMO 代理主席的详细报告以及实施 IMOP 所取得的进展。它注意到 CIMO 继续

努力支持并进一步发展 IMOP 这项全面而可靠的计划，确保 WMO 综合观测系统的精确度、在世界范围内
的数据兼容性和长期稳定性。CIMO 在促进与其它技术委员会、有关国际组织和私营仪器制造业之间在以
下领域的合作颇具前瞻性，即仪器的标准化和兼容性、气象和相关地球物理和其它环境变量的观测方法。
理事会强调 CIMO 和 IMOP 标准化活动对 WMO QMF 至关重要。理事会也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仪器和观
测方法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3.1.2.2

理事会重申 CIMO 作为 WMO 基石的重要性，并注意到 IMOP 在完成那些对其它技术委员会和

交叉计划至关重要的任务方面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因此，理事会认为应加强秘书处内负责支持
CIMO/IMOP 活动的结构。
3.1.2.3

关于 IMOP 计划的进展/活动报告，理事会：

(a)

重申实施迫切需要的以下仪器比对工作的重要性。即：WMO 降雨强度雨量计的外场比对；结合
湿度测量仪比对的 WMO 百叶箱/防辐射罩之间的联合比对；它敦促 CIMO 在热带地区实施未来
的相关比对，并赞赏 ACMAD 提出支持在非洲开展的比对工作。

(b)

要求 CIMO 与 CHy 进一步合作，尤其是在水文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比对方面，以及在标定和气象
雷达降水测量方法的精度评估方面；

(c)

要求秘书长在 WMO 的所有区域继续举办 CIMO 高空观测培训研讨会以及有关计量和标定的培
训研讨会，尤其是将研讨会安排在没有从此类研讨会获益的次区域。它也认识到技术人员需要
参加由 HMEI 支持的有关以下主题的更多的培训活动，即如何维护和使用各种仪器和自动气象
观测站（AWOS）以及供 AWOS 使用的算法；

(d)

要求 CIMO 审议区域仪器中心（RIC）和区域辐射中心（RRC）的职责并制订一项继续评估的机
制，以确保服务的质量并检验基本气象变量的可跟踪性；理事会也要求加强 RICs/RRC 的质量保
证，这是一个涉及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及 GCOS 参与的交叉问题。理事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RIC 之间的伙伴关系，并鼓励会员在各个 WMO 区域的 RIC 之中使用见
习期制度。

(e)

要求秘书长把 CIMO 指南第七版（WMO-No.8，英文版）的初版用光盘分发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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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要求 CIMO 与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合作准备未来世界气象仪器目录的版本。

3.1.2.4

由于发生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所以理事会要求 CIMO 鼓励仪器制造商开发更强健的

仪器，这些仪器要更能适应极端天气状况并具有更大的测量范围。
3.1.2.5

理事会注意到使用氢气发生器所引起的事故，并要求 CIMO 与 HMEI 合作研究高空站的业务安

全问题。它也认识到会员关心因使用基于水银的仪器而引发的环境问题，并要求 CIMO 研究替代方案。
3.1.2.6

理事会强调地基观测系统的重要性并认为需要提高其在政策制订者心目中的知名度。由于

AWOS 对气候应用十分重要，所以要求 CIMO 帮助开展有关气候监测最佳观测实践的研究，并考虑设立一
名气候观测方法的报告员。理事会注意到热带地区的 AWOS 的性能没达到所需的标准。为便于 GOS 的连
续运行，许多地区都需要将自动观测站和人工观测站结合起来。
3.1.2.7

理事会赞赏开罗区域仪器中心（埃及）在推进现代化之后提出的建议，即为一区协英语国家定

期举办有关计量和标定的培训班，以达到各项计划（如 WCP 和 AMP）规定的测量质量。
3.1.2.8

关于 Vilho Väisälä 博士/教授奖，执行理事会遴选委员会建议把第 20 届 Vilho Väisälä 博士教授奖

授予 J.P.Pichamuthu 先生（印度），以奖励其有关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杰出研究论文。该论文的题目为《各
向异性的大气亮度引起视程的方向变化》，刊登在 2005 年 5 月《应用光学》第 44 卷（No.8，1464–1468）。
执行理事会遴选委员会还建议把首届仪器和观测方法开发与实施 Vilho Väisälä 博士/教授奖授予英国的
J.Nash 先生、R.Smout 先生和 M.Smees 先生以及美国的 C.Bower 先生，以奖励其发表在《IOM 报告》（2005
年 5 月，No.82，TD-1265）的题为《达累斯萨拉姆 IMS1600 综合高空系统演示试验（2004 年 10 月 18 -30
日，达累斯萨拉姆）》的论文。理事会批准了遴选委员会的提议。

3.1.3
3.1.3.1

热带气旋计划(议题 3.1.3)
理事会注意到第 5 次 TC RSMC/TCWC 技术协调会议（2005 年 12 月，檀香山）审议了澳大利亚

系统工程公司（SEA）开展的研究工作，旨在求出 WMO 规定的 10 分钟标准平均风与 1 分钟、2 分钟和 3
分钟“持续”风之间适当的换算因子。理事会支持以适当的格式把有关上述研究工作的“执行摘要”作为一个
单页插入“热带气旋预报全球指南”和“TC 区域机构业务计划/手册”之中。
3.1.3.2

注意到第六次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IWTC-6）将于 2006 年 11 月 21－30 日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

塞举行，理事会坚定鼓励会员派员最大限度地出席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这一重要活动。该研讨会是为业务预
报员和研究人员服务的一个论坛，有助于他们确立协调一致的方法来解决有关热带气旋预报的问题并开发
未来的研究项目。在这方面，理事会支持四区协飓风委员会的要求，即 IWTC-6 应包含一个介绍 THORPEX
给热带地区带来的益处以及五个区域热带气旋机构在 THORPEX 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报告。理事会也要求
IWTC-6 国际委员会在研讨会中讨论热带气旋和气候变化问题。
3.1.3.3

为改进当前热带气旋预报的业务技术，理事会重申 CAS 热带气象研究工作组下属的热带气旋预

测研究报告员需要进一步推动各项研究倡议，尤其是与热带气旋的结构、强度、跟踪和登陆有关的研究计
划。
3.1.3.4

理事会注意到许多先进的 NWP 中心根据其 NWP 模式的输出向各个会员提供有关热带气旋路径

预报的实时信息。通过运用集合预报方法，目前这些信息为热带气旋预警业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在这方
面，理事会鼓励具有适当 NWP 能力的会员提供热带气旋预报方面的信息，从而加强对处于热带气旋地区
的 NMHS 的支持。
3.1.3.5

理事会也鼓励交流使用热带气旋预警信息方面的经验，从而采取快速行动来预防和减缓自然灾

害，包括采取更加适当的紧急响应措施和行动。这将有助于 NMHS 在预防和减轻有关热带气旋灾害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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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1.3.6

理事会强调应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及经常受热带气旋影响的国家的预报员开展培训活动的方式来

加强能力建设，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会员提供改进的热带气旋、洪水和风暴潮预报和警报的能力。赞赏
地注意到会员开展的有关 TCP 教育和培训活动并尤其认识到在飓风季节期间临时安排业务预报员赴 TC
RSMC 和 TCWC 工作的效果，理事会敦促这些中心促进此类活动。
3.1.3.7

理事会强调 TCP、DPM 和 PWS 计划之间继续开展密切合作和协作的重要意义，其共同的目标

在于帮助会员改进对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支持服务工作。在这方面，它要求秘书长继续推动召开区域研讨会，
讨论热带气旋预报和警报的现代技术以及与媒体的互动，要特别重视业务预报员在热带气旋事件期间所担
负的职责以及对警报做出更好响应的公共信息和教育计划。
3.1.3.8

理事会认识到印度洋的海啸预警系统与本区域现有的热带气旋和风暴潮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非

常重要，从而在挽救沿海地区生命财产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多灾害早期警报系统的效益。
3.1.3.9

理事会认识到五个区域热带气旋机构为发展科学部门和灾害风险管理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提供

了各种宝贵的论坛。注意到两个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对实施多灾害预警系统至关重要，理事会鼓励区域热
带气旋机构进一步促进这些活动中三个主要部分（即：业务气象、水文和防灾减灾）之间的协作。
3.1.3.10

理事会支持把以下工作作为 TCP 未来工作计划的高度优先活动：

●

提高热带气旋预报的精确度（例如：到2015年达10%）；

●

加强热带气旋信息（例如：概率指导材料）；

●

增加合格的热带气旋预报员和风暴潮预报员的数量；和

●

对利益相关方开展有关解释热带气旋预报和警报的教育。

3.1.4

WMO 质量管理框架（议题 3.1.4）

3.1.4.1

理事会注意到质量管理对 WMO 而言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包括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

（1）WMO 总体战略，它包括与产品、资料和服务的提供有关的 WMO 所有技术计划的活动；和（2）各
个会员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
3.1.4.2

理事会注意到，在一个质量管理系统内需要对文件的修改情况进行恰当的管理，，以便确保使用

的文件是最新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 WMO 技术规则（手册和指南），这些规则在国家 QMS 中作为基础
文件使用。在 WMO 出版物网站上及时列出 WMO 出版物最新修订情况（包括最新增补的日期和编号）对
NMHS 的质量管理人员的工作很有帮助。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对此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3.1.4.3

理事会认识到，为了向拟实施 QMS 的 NMHS，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NMHS，提供帮助，需进

一步组织质量管理培训。理事会鼓励秘书长更加努力支持所有区域的培训活动，并呼吁已完成 QMS 实施
的会员通过承办培训班和/或提供讲课人员及接受 QM 受训人员到其单位并开展一对一帮扶的方式分享经
验。质量管理培训应采用双轨方式，即一方面针对质量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则针对决策者。理事会获悉俄
罗斯联邦提出于 2007 年在莫斯科为六区协国家的航空部门举办一次 QM 航空气象研讨会，这将为 NMHS
实施 QMS 的能力建设做出贡献。
3.1.4.4

理事会建议紧挨在大会之前为 NMHS 的代表们举办一次有关质量管理的培训活动。理事会要求

秘书长支持该活动。
3.1.4.5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以提供质量管理指南材料的翻译件，并建议把这些文件张贴在 WMO

网页上，使其获得广泛的分发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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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

根据质量管理跨委员会专题组的建议，执行理事会：

(a)

同意虽然几年来质量一直是 WMO 活动的核心，但是需要针对整个 WMO(包括秘书处)制订一个
总体质量管理框架，包括 WMO 所有的技术计划活动：产品、资料和服务。该框架在启动之时
就需要先公布质量政策、具体规定 WMO 质量管理框架内各组织机构的角色。另外，理事会估
计 ICTT-QMF 的建议案将包括“质量管理”指南，是最高层次的技术规则，独立构成第 IV 卷（质
量管理框架），它涵盖 WMO 关于质量的总体政策，并且针对每个委员会都专门有一个章节。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ICTT-QMF 密切合作，针对 WMO 总的质量管理战略为下次大会草拟一份
决议草案，内容包括有关 WMO 质量管理政策和每个组织机构在 WMO QMF 中所发挥作用的建
议；

(b)

要求秘书长与 ICTT-QMF 密切合作，针对 NMHS 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问题为第 15 次大会准备
一份决议草案。该决议应鼓励 NMHS 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来实施 QMS；鼓励 NMHS 开发一个
涵盖其多数活动的 QMS；允许他们选择是否实行认证；如果他们选择了认证，则允许他们视情
对他们的 QMS 所涵盖的活动进行部分或全部认证；

(c)

认为与 ISO 达成正式工作协议是有益的。提议的目的是基于 WMO 技术规则、手册和指南来制
定 ISO－WMO 联合的技术标准，从而将使 WMO 的标准获得更广泛的认可。理事会要求秘书处
为该协议提出建议并完成与 ISO 的谈判工作，以便能将该协议草案提交下次大会批准。理事会
注意到可与其它制定标准的组织发展这种正式关系；

(d)

认为有必要协调有关质量的术语和有关技术指导文件中的用语，并恪守 ISO 9000：2005 质量标
准词汇中所提供的定义。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在审议其文件时遵循这些词汇，并要求
ICTT-QMF 协助协调技术指导文件中的用语；

(e)

要求技术委员会审议其技术文件以便会员能容易地获得所有有效的有关文件，并且适当地将部
分技术文件的内容纳入其指南/手册之中，并/或编写必要的 QA/QC 程序。理事会承认会员拟使
用的技术指导文件清单是开展这项工作的良好基础，并建议技术委员会每年对其更新。理事会
认为质量活动的协调是 ICTT/QMF 的一项高度优先任务，故要求秘书长支持再召开一次
ICTT-QMF 会议，以便制订针对 WMO 活动的质量管理建议案；

(f)

支持审议 WMO 出版物政策，利用电子技术的发展，并认为每年出版光盘并向所有会员分发，
内容为最新版的 WMO 技术文件、手册和指南，用作参考文件，这样的做法对会员是有益的，
并认为应减少发行补编文件的印刷品；

(g)

对有关实施 QMS 的能力建设活动最好通过 VCP 计划来解决的建议表示认同，其方式是将“质量
管理系统的实施”作为一项高度优先领域，促进伙伴关系和开展合作，而不是开展示范项目，因
为示范项目会延缓向其他 NMHS 提供信息，同时还认为此类项目的结果可能不容易向其他
NMHS 转让。

3.1.4.7

理事会感谢 EC 质量管理联络员 Chow Kok Kee 先生所做的工作，并感谢他主持了第一次

ICTT-QMF 会议。此外，理事会认为 EC 质量管理联络员的职责已转移给 ICTT-QMF，因此决定通过决议 3
（EC-58）。

3.2

世界气候计划(议题 3.2)

3.2.1

气候协调活动；执行理事会气候与环境咨询组(EC-AGCE)的报告（议题 3.2.1）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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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活动的全面协调

气候学委员会
3.2.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CCl）于 2005 年 11 月 3－10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了第 14 次届会，

与会人数有增加。执行理事会还注意到新的 CCl 管理组于 2006 年 2 月 13－1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
议。管理组讨论了新的 CCl 结构的运作方面问题和未来工作计划的优先重点，包括报告员和专家组的作用
和职责，尤其是气候相关灾害报告员、GEO/GEOSS、元资料和性别平等问题；气候实践指南第三版的定
稿、实施协调组（ICT）的区域代表性和国际极地年。

“气候作为一种资源”技术大会
3.2.1.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WMO 与中国气象局（CMA）协作，在气候学委员会第 14 次届会之前，11

月 1－2 日在中国北京召开了 “气候作为一种资源” 技术大会。来自 71 个国家的 120 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
议，他们代表了 NHMS、大学、国际和私营部门以及区域机构。在众多的高级别官员中，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UNWTO）秘书长作为基调发言人出席了会议，并指出了天气和气候信息及其预报对旅游部门的重要
性。技术会议强调气候是主要资源之一，应该在可持续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框架下不断探索气
候问题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要求。

GCOS和WCP之间的互动
3.2.1.3

理事会欢迎WMO参加2005年10月5-8日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的GCOS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

议，并鼓励GCOS和世界气候计划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以加强支持、增进互动，从而维护气候观测所需
的观测系统。

与IPCC的合作
3.2.1.4

理事会注意到WMO出席了2005年9月26－28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IPCC第24次会议。理事

会注意到IPCC工作组会议和全会的宣传文件多次涉及WMO的气候相关计划和有关的技术委员会，尤其是
气候学委员会（CCl）。为此，理事会鼓励IPCC秘书处在WMO各项计划和各个技术委员会中分发这些文
件以征求更广泛的意见并建立更强大的合作（尤其是关于资料拯救的合作），这就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内部
完成气候研究和应用所需的各个数据库。

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的合作
3.2.1.5

理事会注意到WMO的代表出席了2006年3月6－11日在印度浦那举行的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

（JSC）第27次会议。它认识到非常需要在各项WCRP活动及其发起方的有关计划（包括业务机构、气候
应用部门、媒体、IPCC和UNFCCC）之间开展更加密切的协调与联系。理事会热情地称赞新的WCRP战略
框架 - “地球系统的协调观测和预测”，并注意到可将该框架当作一个“路线图”，从而把WCRP的成果成功
地转换成与WCP直接相关并符合WCP利益的实际应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3.2.1.6

理事会注意到WMO参加了2006年1月2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UNEP环境管理组高层论坛。重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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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系统有关环境和人居领域的合作和协调的支持是论坛的特定目标。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WMO还
参加了2006年2月7-9日在阿联酋迪拜召开的UNEP管理理事会第9次特别届会/全球环境部长论坛。它进一步
注意到会议期间部长级磋商的重点是有关能源和环境的政策问题、化学品管理以及旅游和环境。UNEP管
理理事会强调了能源在各类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呼吁在气候和环境领域采取综合的能源行动。
它还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旅游和环境面临的挑战。理事会认识到与UNEP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现有的合作
关系至关重要，它敦促气候学委员会通过其有关的专家组和报告员的工作加强与UNEP的合作。

国际减灾战略（ISDR）
3.2.1.7

理事会注意到WCP继续参与国际减灾战略跨机构专题组及其有关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工

作组。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工作组起草了一份有关 “减少灾害风险的工具和气候变化适应方法” 的文件，
并认识到“CCl气候监测指南”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工具。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3.2.1.8

理事会注意到WMO出席了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COP/MOP1）和2005年11月28日－12

月10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1次届会（COP 11）。理事会注意到WMO在
本次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题为“增进气候知识以提高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适应性”的一个边会。该会强调在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研究社会经济情景，以评估气候变率和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理事会
也认识到WMO在COP 11期间安排了一个展台来展示精选的出版物，并提供一次机会来与其它参加机构和
NGO加强联系。此外，理事会获悉WMO在2006年5月18-26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SBSTA-24期间组织了富有
科学内容的又一个分会，题为“气候变化研究的成果和挑战：WCRP的优先目标”。理事会还注意到WMO
在SBSTA-24期间（2006年5月20日，波恩）为来自NMHS的代表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旨在为集体讨
论气候活动问题提供基础。理事会注意到，在其它事宜中，COP 11﹑SBSTA-23和24作出的以下决定对WMO
和NMHS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要求采取以下后续行动：
•

关于GCOS和GEO的研究和系统观测的决定；

•

通过一项有关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的5年工作计划；

•

扩大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职责。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3.2.1.9

理事会注意到WMO积极参与了2005年10月17－28日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缔约方大会第7次会议（COP 7）。通过以下四项主要的活动，提高了公约缔约方对有
关气候、土地退化及WMO和NMHS在这方面的作用等的认识。这四项活动是：准备一份英文和法文的有
关“气候和土地退化”的WMO小册子(WMO-No.989)；将该小册子、一份海报和一份活页材料合并成一个
WMO的文件夹；在2005年10月18日组织了一次关于气候和土地退化的WMO边会；以及在肯尼亚气象局同
事的友好帮助下，在COP 7期间设立了一个WMO展台。
3.2.1.1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MO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是COP-7在公约科技委员会（CST）的未来工作

计划中就气候变异对土地退化之影响所作的决定，并提请WMO寻找必要的资金以便在2006年举办一次有
关气候和土地退化的国际研讨会。COP-7还要求CST与WMO和其它有关组织协作，以研究气候、土地退化
和生活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COP还决定提请WMO在第8次COP会议上提交国际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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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回顾了联大宣布将2006年定为国际沙漠和荒漠化年。WMO正根据国际沙漠和荒漠化年的

实施精神开展各项活动，包括组织有关气候和土地退化的国际研讨会；准备并出版一本有关“干旱监测和
早期预警：概念﹑进展和未来的挑战”的宣传册（WMO-No.???）；根据WMO在COP 7期间举办的边会之
要求准备并散发有关“气候和土地退化”的光盘，以及强调干旱和荒漠化过程中的天气和气候因素的海报。
理事会鼓励会员在2006年期间开展适当的活动以实施国际沙漠和荒漠化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3.2.1.12

理事会注意到WMO出席了2005年9月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特设技

术专家组会议（AHTEG）。
3.2.1.13

理事会也注意到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第11次会议（SBSTTA 11）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2005年11月28日－12月2日）。本次会议对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AHTEG报
告表示欢迎，并注意到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气候变化适应性框架对准备国家战略和计划是一个有益的方法。
考虑到实施并监督那些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荒漠化联系起来的各种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理事会鼓励WMO继续积极参与AHTEG的工作。
3.2.1.14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CBD愈加重视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若干重要的天气和气候相关事宜。理事

会鼓励会员与有关的农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调查在各自国家开展案例研究的各种机会以及生物多样性
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EC-AGCE）
3.2.1.15

理事会注意到EC-AGCE于2006年2月23－24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七次会议。它进一步注意到该

组回顾了根据以前召开的会议而采取的行动，并获悉在建立区域气候中心（RCC）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之间更为密切的合作、以及在各项WMO气候活动之间存在的交叉活动。理事会获悉
EC-AGCE-7提出的建议，并要求秘书处：
•

鼓励开展有关气候服务对社会经济部门产生经济影响的评估；（由RCC）开展区域层面的气候
影响研究；并提高NMHS在气候风险方面的沟通技巧；

•

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确保WMO及NMHS积极出席计划于2006年11月9－12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ES
SP开放科学大会。

•

举行有关建立和实施RCC指南的后续性会议，从而促进各个WMO区域之间交流相关经验；

•

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RCC方法和一个全面而综合的WMO信息系统的概念之间具有更密切的
联系，从而全面地使用气候信息和预测结果；

•

鼓励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与其它学科之间进行最大程度的互动，从而提供各种服务来应对全
世界在气候变率和变化领域面临的挑战；

•

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和对气候系统进行系统观测的能力；

•

WMO继续参与SBSTA分配给WMO和其它联合国机构的开创性的行动领域，这些领域涉及改进
的气候资料和产品的调用和管理、海平面上升、水、农业和健康问题；

•

改进各种评估方法和工具的利用，以评估气候变异对农业生产和农场层面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

帮助会员评估和监测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对土地退化和农业所产生的影响，并帮助他们采取适
当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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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临时组委会
3.2.1.16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为响应其第57届会提出的要求而：（1）设立了一个15人的临时组委会

（POC），且POC已向EC-58提交了一份报告；（2）就提议的WCC-3中潜在的伙伴关系事宜与14个国际机
构（包括FAO、IPCC、UNDP、UNEP、UNESCO、UNFCCC和WHO等）进行协商；（3）向会员通报草
拟有关WCC-3的建议所取得的进展；和（4）提交了一份由临时组委会拟定的含成本概算的会议计划供理
事会第58次届会审议并作出决定。UNFCCC和UNEP在本次届会期间提出愿意支持临时组委会的建议，其
他合作伙伴也通过信函方式向WMO传递了支持的意愿，理事会对它们表示感谢。
3.2.1.17

理事会对POC联合主席D.Maclver先生就POC的活动以及对拟召开的WCC-3的建议所做的简明扼

要的发言表示赞赏。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POC支持召开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并建议把大会的
总主题确定为“面向决策的气候预测：关注季至年季预测”。理事会注意到POC拟定了4个科学分主题：（1）
推进气候预测科学；（2）在全球内的最大限度交换、分享和应用气候预测产品；（3）气候预测的应用及
其社会经济效益；以及（4）在决策中利用气候预测。
3.2.1.18

理事会注意到POC建议要进一步加强与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区域组织（如

SPREP和SOPAC）和密切的合作伙伴（如UNEP和UNDP）之间的协调。理事会注意到POC担心在第15次
大会审议之前，在规划、协调和组织阶段提出的WCC-3之前提前开展的活动方面能否保持连贯性。理事会
敦促秘书长在第15次大会之前支持POC继续致力于制定会议日程和高层会议讨论的问题；编制改善的预算
概算和制定资金筹措的计划；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继续开展协调等工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WMO会员
和其它WMO实体（如执行理事会气候与环境咨询组（EC-AGCE））进一步加强协商。
3.2.1.19

理事会注意到POC回顾了以前举行的三次大会的经费开支情况，这三次大会是：第二次世界气

候大会（1990年）、WMO第14次大会（2003年）和世界减灾大会（2005年）。POC分析了WCC-3在四种
可行情景下的预算成本，并得出以下结论：鉴于WCC-3对WMO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把气候预测应用到解
决许多社会问题上有着持续高涨的兴趣，因此WMO应计划举办一次有1000人或更多代表参加的大会，但
会议应在5个工作日内结束。
3.2.1.20

理事会注意到POC就未来WCC-3的举办提出以下建议：即开幕式基调发言半天，科学会议部分3

天，高层政策会议部分1天。理事会注意到并支持POC提出的建议，即：把WCC-3的科学会议部分与有关4
个分主题的分会并行举行，因为这有助于更多的个人参加会议并加大一些报告的科学深度。理事会注意到
POC为拟召开的大会的高层政策会议确定的预期结果，并同意高层会议应给各位部长提供一个机会，让他
们根据他们对大会的看法和期待发表各自的见解，最好是通过一份高层宣言。一些会员提到了建议的季节
至年际预测的重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意义，并提到了不做重复劳动的重要性以及在其他论坛，如
UNFCCC、IPCC、UNEP，进行的讨论。但是，一些会员还提到，如果会议没有明确地把气候变化包括进
来就难以吸引各位部长。
3.2.1.21

在总结时，理事会第58次届会同意任何形式的WCC-3都必须通过预算外资金出资，并要求秘书

长继续开展临时组委会的工作，并与其他WMO合作伙伴协商，进一步完善建议在第15次大会前召开的会
议计划。理事会同意临时组委会的建议，会议为期5天，与会人员覆盖面广，有一个高层分会并形成一份
部长宣言。EC要求关于WCC-3的建议应吸收气候信息用户的意见，而且该会议应当有机会向决策者，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展示气候信息（包括适应）和产品的社会经济效益，帮助他们把气候信息融入
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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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 主席的报告和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3.2.2.1

气候学委员会（CCl）于 2005 年 11 月 3-10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了第十四次届会。来自 65 个会员国

和四个国际组织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Pierre Bessemoulin 先生（法国）和王守荣先生（中国）未经
投票分别一致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执行理事会对 Y. Boodhoo 先生（毛里求斯）为本委员会作出的
服务表示感谢，他于 1989 年至 1997 年担任委员会副主席，1997 年至 2005 年担任委员会主席。
3.2.2.2

CCl-14 认为对关键的社会经济领域而言，气候应用潜力巨大，包括水、农业、卫生、可再生能源、

旅游、和城市事务，并支持在各个层面上发展伙伴关系的需要，以有效提供端到端的气候产品和服务。其
他的重点包括对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了解和有效沟通；资料管理和元资料问题；制订 CCl 推动的气候观测
标准；气候变化探测研究；及将卫星和海洋方面纳入气候系统监测。
3.2.2.3

每个专家组（ET）和报告员都有一定的职责作指导并将制订工作计划，这些计划是以具体的、

可衡量的、可取得的、现实的和有时间限制的目标为基础的，包括交叉性任务：减灾防灾、空间和最不发
达国家。委员会敦促 WCP 秘书处将委员会的网页开发成垂直图书馆资源。理事会注意到网站的开发和管理
对 WCP 具有资金上的影响，但是该活动对 CCl 的工作效果、对将气候变成交叉性问题以及对建设伙伴关系
至关重要，因此同意将其作为 WCP 的重点活动加以支持。理事会建议进行讨论以确保可以通过 WMO 信息
系统广泛使用本委员会的虚拟实验室资源。
3.2.2.4

CCl 的会员修改了委员会的工作结构，目前包括一个管理组（MG）；一个实施协调组（ICT）

和 3 个报告员（负责有关气候危害，负责气候规范指南和负责 GEOSS 及一位男女平等事务联络员），协调
组和报告员直属管理组；和四个开放领域计划组（OPAG），其中包括 12 个专家组和三个报告员。
3.2.2.5

理事会获悉前气候应用、信息和预测服务 OPAG 3 已经划分成 CLIPS OPAG 3 和气候应用和服务

OPAG 4。两个前极端高温专家组已合并成气候与健康专家组，其职责包括气候和传染病。设立了气候和旅
游专家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专家组。三个前专家组（负责 CLIPS 业务，负责检验和负责终端用户联络）
已合并成 CLIPS 业务、检验和应用服务专家组。执行理事会赞赏并批准了 CCl-14 对结构和重点所作的简化
，并同意对新的重点的管理可能会对 2006-2007 年计划和预算产生资金影响。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考虑把《气
候规范指南》第三版（WMO-No.100）翻译成所有的 WMO 官方语言。详情参见下面有关 WCDMP 和
WCASP/CLIPS 的主题。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4（EC-58）。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
3.2.2.6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CCl-14 强调了在休会期间在资料管理和气候监测方面出现的主要挑战

和重点，并要求采取步骤，将指南转化为知识。对此，理事会批准 CCl-14 的建议：继续组织气候资料管理、
资料拯救、和气候监测和气候变化和变率分析等方面的培训研讨会。

气候观测的需求和标准
3.2.2.7

理事会注意到 WCP 和有关计划之间现存的合作，如与 WWW、GCOS、WCRP，和与其他国际

气候观测和监测活动，诸如与 EUMETSAT 卫星应用设施/德国气象局的气候监测（CM-SAF），并主张进
一步加强这一合作，特别是在联合举办培训研讨会方面。
3.2.2.8

理事会注意到 AWS 在气候方面的应用所出现的情况具有重要性，并指出 WMO 继续支持召开自

18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动气象站国际大会，特别是要为发展中国家与会人员提供便利。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对此给予支持。

气候分析和监测技术（包括气候变化探测）
3.2.2.9

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在气候变化探测领域仍与 WCRP 保持着密切、有效的合作，并欢迎

CCl-14 的决定：为下个休会期间重新设立类似的工作组，并吸收 JCOMM 参加。理事会要求 WMO 秘书处
和会员继续支持举办气候分析和监测技术区域培训研讨会，并敦促会员提供所有 CLIMAT 和 CLIMAT
TEMP 台站的日常资料记录，以便建立指数计算所需的资料集。
3.2.2.10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的一些措施，它通过组织一些辅助事件和其它活动使 WMO 在 UNFCCC 及

附属机构的缔约方大会届会上享有更高的知名度。理事会建议秘书处在该领域内为 NMHS 采取其它措施，
尤其是在模拟气候情景以便评估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这种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
NMHS 来说非常有用，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参与其所在国负责编写国家信息通报的国家小组，并因此能更好
地履行他们对 UNFCCC 的义务。

气候系统监测（CSM）和气候监视
3.2.2.11

理事会审议了 CCl-14 的建议：WMO 全球气候系统述评应由美国气象学会公报（BAMS）发表

的“气候状况”年度文章加以取代，因为没有必要重复相同的内容，并且：
(a)

WMO 应参与 BAMS 文章作者的挑选过程，以确保作者名单具有区域平衡性，并与 BAMS 一起
探索机制，使公报能够免费提供给所有 NMHS，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制定一
套指南以确保更好地挑选作者并考虑作者的地区平衡。

(b)

WMO 将该文章翻译成其他语言，逐步避免其发行和散发方面出现延迟；

(c)

WMO 争取将该出版物贴到网站上，以扩大查阅面；

(d)

文章应覆盖更大的地理范围，同时欢迎俄罗斯联邦对该行动的参与以及协助将文章翻译成俄文；

(e)

WMO 争取每五年发行一份全球气候系统状况摘要，素材就是 BAMS 的年度文章，用于替代以
前的五年全球气候系统述评。此摘要的第一份将为 2002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这一时期。
理事会支持这些建议并敦促秘书处采取必要行动，寻求预算外资金将其翻译成 WMO 相应的其他语言。

3.2.2.12

理事会注意到《2005 年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WMO-No.998）一书用所有 WMO 的正式

语言出版。理事会敦促会员对重大天气、气候事件及时、定期予以报告，用作声明的素材。
3.2.2.13

理事会注意到应一些会员的要求，CCl-14 就澄清气候监视的定义方面作了结论。因此，理事会

赞同并保留了委员会的结论，即：
(a)

气候监视是一个系统（即一整套功能和职责），提供气候状况信息，首先提供有关可能发生的
负面影响的信息；

(b)

气候监视系统并非意味着或要求创建一些新的气候监视活动运行实体；

(c)

气候监视咨询应由 NMHS 向其用户发布；

(d)

区域气候实体负责协助 NMHS 向 NMHS 提供区域气候产品；
鼓励会员提高气候监视方面的能力并要求秘书长协助筹办气候监测和监视系统区域会议活动，并将重

点放在 WMO 气候监视指南的落实上，在各区域具体实施气候监视系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LDC 和
SIDS。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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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为一些国际、区域和国内机构（NOAA、北京气候中心(BCC)、英国气象局/哈得莱中

心、全球降水气候中心（GPCC， DWD）、TCC、JMA、ICPAC(内罗毕)、DMC(哈拉雷)等）开展的气候
监测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机构提供的气候系统监测和分析产品及时、定期，用的是网站、报告和/
或公报等形式。理事会十分鼓励开展此类活动，并认为这些活动很重要，对全球气候监测系统出版物是一
个颇有价值的补充。

气候资料管理面临的挑战和 CDMS
3.2.2.15

理事会审议了 CCl-14 上作出的有关对气候资料进行管理的决定。它包括以下一些迫切的工作：

(a)

提高实施和协调工作的效力（例如更好地促进资金筹措，保证重点活动，特别是为实施和保障
收集和交换资料的基础设施、气候数据库和资料拯救）；

(b)

将指南转化为知识（例如，有可能作为一个开展质量管理的途径）；

(c)

加强与在目标上有互补性机构的联系，例如 CBS、CIMO、JCOMM、GCOS、GEOSS；；

(d)

协助 NMHS 管理遥感资料和其他“新出现的”资料，因为这类资料往往是在常规气候资料数据库
以外加以管理的；

(e)

组织更有创新性的教育和培训活动，诸如网上课程；

(f)

进一步协助发展中国家迎接观测自动化带来的各种挑战；

(g)

更好地实施质量管理。
因此，理事会敦促CCl和WCP迎接这些挑战，并为有关的CCl专家组和WCDMP的活动制订相应的当前

休会期的计划。为获得更全面的气候资料，它要求采取行动来满足NMHS在指导、实施和管理AWS方面的
需求。
3.2.2.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正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包括提供硬件、软件和培训以帮助从 CLICOM

过渡到现有的 CDMS，包括 CLIDATA、CLISYS、CLIMSOFT、CLIWARE、JCDMS 和 SDCLIM。理事会
敦促会员和秘书处继续给予支持，进一步加速发展中国家从 CLICOM 向 CDMS 过渡。

资料集和资料拯救（DARE）
3.2.2.17

理事会注意到世界天气记录光盘已经出版，并敦促会员完成资料集的更新，并要求把这些资料

放在网上。
3.2.2.18

理事会注意到 DARE 项目具有高度优先性，而且 WCDMP 已采取了各种行动，为 DARE 活动

提供培训和保障，理事会高度赞赏 WMO 在资料拯救活动方面付出的努力，并鼓励会员继续通过自愿合作
计划和其他预算外资金支持资料拯救活动。
3.2.2.19

理事会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正着手准备给 UNFCCC 的第二期国家信息通报。这些报告有助

于缔约方证明气候研究中监测到的一些变化。提请保存气候资料记录的各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存档资料集
以帮助它们开展这些活动。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及 CLIPS 项目
3.2.2.20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世界气候计划（WCP）下属的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以及 CLIPS 项

目（WCAC 处）做出的不懈努力。此外，认识到在北京召开的 CCl-14 确定的修改后的 CCl 结构和新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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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参阅第 3.2.2.1 到 3.2.2.5 段），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对新优先重点的管理可能对 2006-2007 年的计划预
算产生资金影响。有关具体内容在以下相关主题下详述。
CLIPS
3.2.2.21

执行理事会对那些为 CLIPS 的模拟、产品开发、培训及能力建设等工作给予慷慨支持的机构和

专家表示感谢，并敦促所有会员和全球气候制作中心（GPC）及时、始终如一地提供其气候资料、信息和
预测产品、所有时间尺度的气候模式输出结果及充分的解释和培训材料，以便于恰当和客观地使用。考虑
到不是所有的 NMHS 都可以稳定地、足够地互联网接入，理事会敦促通过多种可供选择的广播策略分发
GPC 气候产品，包括通过 EUMETCAST。理事会认识到 NMHS 是提供用于基准研究、情景开发和影响评
估的气候资料的主要来源，并特别敦促会员和 GPC 尽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 NMHS 便于获取这些资料。理
事会进一步认识到 CLIPS 课程作为优良的培训支持工具的价值。
3.2.2.22

理事会对在三区协举办了 CLIPS 培训班（2005 年 8 月 8-19 日，秘鲁，利马）表示赞赏，并注意

到需要为其他地区举办这种活动，特别是第一和第二区域协会的部分地区，目前，这里有大量的会员仍未
从 CLIPS 培训班中受益。理事会获悉培训班是以循环的方式开展，2000 年从五区协开始，如果资源允许，
在第一轮培训覆盖了所有会员后，可能会考虑再次在各区域举办内容更新过的培训班。理事会注意到对气
候服务的需求正在飞速增加，导致对培训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理事会因此敦促会员
确定培训需求及优先次序，以便 WMO 可以最合理地使用其可获得的培训资源。对此，理事会注意到，在
制定 CLIPS 和 CCl 专家组的工作计划时，如果资金允许，应当把气候极端事件的培训设为高优先。此外，
执行理事会获悉俄罗斯联邦愿意为六区协承办几次与气候有关的培训研讨会，理事会因此敦促秘书处同六
区协气候变化相关事宜工作组和俄罗斯联邦协作，在到位资金足够的情况下在 2006-2007 年期间举办一次
或多次会议。
3.2.2.23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尽管通过监测、评估和研究付出了很大努力以增进对气候的认知并提高可

预报性，但是目前的气候预测能力仍然相对有限，仍需努力提高气候预报的精度和技巧。理事会敦促 WCP
与相关计划携手合作，包括 WCRP（特别是 CLIVAR 季节到年际预测工作组（WGSIP））、GEOSS、JCOMM、
WWW、GCOS 以及有关组织，比如 IRI、ECMWF、英国气象局/哈得莱中心和 NOAA 的 NCEP，加强现有
的并开发新的预报方法和模拟技术，改进测试、校准和检验方法和降尺度技术及多模式集合。理事会建议
制定一个流程，按此流程向所有的会员提供研究成果以及必要的软件，如英国气象局的为开展影响研究提
供的区域气候（PRECIS）、培训和信息包。理事会认识到一些气候预测工具已可供发展中国家使用，并建
议进一步加强此方面的工作以确保此类工具、研究成果、软件、培训和信息包能够越来越多地为会员所用，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理事会建议在到位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在次区域组织若干次研讨会，通过这种途径强
化所有 NMHS 的能力。
3.2.2.24

理事会敦促 WCAC 与 NMHS、其他联合国机构以及相关的机构和计划密切协作，为包括现代化

计算设备、最新软件和数据存储装置在内的技术转让确定可能的筹资机制。
3.2.2.25

理事会认识到为气候相关活动持续筹措资金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从传统的融资机构获得资金越

来越依赖于基于绩效的体系，这种衡量绩效的体系可用来监督为用户群体提供预测和服务的效果。由于掌
握气候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可靠信息的最佳方法和技巧并不广为人知，理事会同意 WMO 应与所有相关学
科的代表紧密合作，推动开发用于评估和评价所有天气、水和气候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技术，包
括供不同部门使用的合适的决策支持工具。区域示范项目展示了供不同部门的用户和决策者使用的气候信
息应用的效益。对此，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六区协关于地中海/中东和高加索次区域 CLIPS 示范项目的计
划。理事会敦促 WMO 会员通过为各自区域的气候敏感部门开展类似的示范项目来进一步推进 CLIPS 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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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全球 CLIPS 联络员网络通过两年一次报告各国的 CLIPS 活动从而进行信息共享的好处，

理事会赞同 CCl-14 的建议，并敦促各区域协会的主席任命次区域协调员承担这一报告责任，并采用其它适
当的机制，从而提高编制和散发这种信息的效率。
3.2.2.27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各个次区域定期召开的 RCOF 的数目，当中有越来越多的 RCOF 是

在区域内举办并从本区域获得资金（基于从该过程和成果中受益的政府和用户的支持），但是也认识到是
否能为 RCOF 的启动或持续开展提供资金仍是许多会员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理事
会敦促各区域协会和 NMHS 推动 RCOF，采取措施吸引各个层面的用户的支持，在可以产生效益的区域和
次区域启动 RCOF 过程，共同建立从开发伙伴、政府和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融资渠道持续获得资金的
机制。理事会同意应当研究加强用户应用气候信息的能力，并开发工具来帮助用户理解概率预报。理事会
敦促会员将用户团体（包括媒体）作为参与者纳入 RCOF 进程，并广泛宣传这些活动。

气候应用和服务
3.2.2.28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包括 IRI 在内的其他有关伙伴在有关气候

和健康问题上结成的长期伙伴关系，并认识到全球对高温、水文气象灾害、包括疟疾和禽流感在内的传染
病影响健康的关注。理事会敦促 WMO 和 WHO 继续加强它们目前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有关气候和传染
病有关的新措施方面。理事会要求 WCAC 及气候与健康专家组作为优先事项完成并分发“高温-健康警报系
统（HHWS）指南”，并视资金到位情况，在对致命热浪敏感的区域组织一系列研讨会，以开展 HHWS 的
培训和业务实施。
3.2.2.29

注意到气候信息对开发可持续发展、对气候无害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价值，理事会敦促 WCAC

及气候与能源专家组同有关的伙伴机构开展有效的合作，这些机构包括 UNEP、学术界、私营部门，推动
在信息、培训和项目方面的联合开发。
3.2.2.30

认识到旅游业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WMO 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目前开展的跨机

构活动以及旅游行业对可靠的气候灾害、气候统计、数据和长期预测的信息需求，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
到 CCl 决定建立一个新的、跨学科的气候与旅游专家组。理事会敦促 WCAC 以及该专家组与包括公共天
气服务（PWS）计划在内 WMO 各项计划以及沟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CPA）、包括 UNWTO 在内的有关
外部伙伴合作，为气候和旅游制定跨部门、跨机构的协调机制。对此，理事会敦促 WMO 和 UNWTO 继续
加强其目前的伙伴关系。理事会获悉“气候是一种资源”技术大会（2006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北京）的建议，
要求在 2007 年组织一次确定气候资源应用于某个具体行业范围的研讨会，其优先选择是旅游行业。理事
会敦促 WCAC 及该专家组与 UNWTO 合作，确保为该会议提供资金保障并举办该研讨会。
3.2.2.31

理事会认识到城市人口增长的后果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的健康和幸福将面临空气污染、

洪水和/或炎热等城市气候灾害影响的危险。理事会敦促 WCAC 与 CCl 城市和建筑气候学专家组同包括联
合国人居署、WHO、UNEP、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在内的相关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在信息、培训和项目方面
的联合开发。理事会敦促与 WMO 的教育和培训司（ETR）合作，开发城市气候学及其应用的课程和培训
模块，并提供给所有的 WMO 培训中心和会员。

3.2.3
3.2.3.1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议题 3.2.3）
理事会高兴的注意到 John Zillman 先生自 2006 年 1 月开始担任 GCOS 指导委员会主席。理事会对

Paul Mason 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在任 GCOS 主席期间为该计划做出的大量工作和表现出的奉献精
神，理事会尤为感谢在他的领导之下完成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在支持 UNFCCC 方面充足性问题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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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报告》(WMO/TD No.1143)GCOS-82 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支持 UNFCCC 的实施方案》(WMO/TD NO.1219)
GCOS-92。理事会注意到，“实施方案” 的许多活动需要其他 WMO 计划和技术委员会的支持。理事会欢迎
GCOS 和其他计划以及技术委员会之间业已存在的密切合作，并重申理事会鼓励这些机构继续支持 GCOS
的工作。
3.2.3.2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在其 23 次会议上对系统观测，

尤其是 GCOS 的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执行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理事会完全同意 GCOS 在赞助机构和
WMO 会员的支持下，继续同 UNFCCC 在气候系统观测方面合作。理事会注意到，SBSTA 要求 GCOS 为
其第 30 会议准备一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全面报告，理事会完全同意 GCOS 为此制定的工作计划。
3.2.3.3

执行理事会欢迎 GCOS 和 GEO 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实施计划方面开展的密切合作，并注意到 GCOS

实施计划已作为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的气候部分得到赞同。它还欢迎 GCOS 和 CBS 通过 GCOS 实施计划
和 GOS 的空基和地基系统发展实施计划开展的密切合作，这说明了 GCOS 基本站网对 WWW 全球观测系
统组成部分的依赖。理事会敦促 GCOS 与有关的 CBS 专家组继续密切合作，CBS 第 13 次届会对此也提出
了同样的要求。
3.2.3.4

理事会欢迎在实施 GCOS 地面网（GSN）和 GCOS 高空网（GUAN）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

一些台站通过会员向“气候观测系统基金” 和“GCOS 合作机制”的自愿认捐，得以重新恢复观测理事会感谢
澳大利亚气象局（BOM）、伊朗气象局（IRIMO）和摩洛哥气象局（DMN）同意在收集 GCOS 数据方面
发挥区域 CBS 牵头中心的作用，这样，它们和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NCDC）和日本气象厅（JMA）一
起，共同努力，改进 GSN 和 GUAN 的运行。理事会还满意地注意到阿根廷提出，如果能通过其他渠道获
得消耗性器材，它将为南极的 Marambio 站提供人员和设施以加强国际极地年期间的高空观测。理事会敦
促会员继续和加强对 GSN 和 GUAN 的支持并最大程度地帮助其他会员。
3.2.3.5

“GCOS 区域研讨会计划”及相关的旨在提高气候观测系统的各项“区域行动计划”已经完成，执行

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它满意地注意到通过由几个会员支持的 PI-GCOS 项目，太平洋岛屿地区计划的实施
取得了进展，并希望在其他地区也能取得类似的进展。理事会注意到在区域或国家 GCOS 实施计划中选择
一些具有气候区域特征的 GSN 和 NUAN 台站作为重点是有用的，并认为在设计和实施这些专门的网络组
成部分时分享经验是有用的。
3.2.3.6

理事会强烈支持在 GCOS 的领导下，为执行区域行动计划和 GCOS 实施计划制定的行动所作的努

力。理事会欢迎由 GCOS 组织的最近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用于发展的气候信息研讨会所产生
的积极成果。它为各类利益攸关者为处理由非洲区域行动计划提出的问题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并且使非洲
的气候部门能展示通过改进气候信息可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潜力。理事会敦促会员考虑如何帮助进一步
推动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活动。
3.2.3.7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为支持 GCOS 的活动，包括区域研讨会计划和系统的

改进，已筹集到大量预算外资金。但是，理事会同时认识到，GCOS 秘书处的运行仍然面临资金缺口，理
事会敦促会员考虑以各种方式加强对 GCOS 秘书处的支持。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德国一直在资助一位初级
专业人员在 WMO 从事 GCOS 秘书处的工作，理事会鼓励其他会员考虑提供类似的支持。理事会要求秘书
长在现有资金范围内对 GCOS 秘书处面临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提供更多的支持。

3.2.4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WCIRP)（议题 3.2.4）

3.2.4.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UNEP 提交的关于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的各项活动的报告。理事会

注意到 UNEP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各项活动，并特别注意到 UNEP 参加了由 GCOS 组织的于 200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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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21 日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气候信息满足发展需求”研讨会。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
长在区域和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方面促进与 UNEP 的互动与合作，
特别是在大多数最易受影响的国家。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从 GCOS 网采集的系统观测数据和资料是支撑 UNEP 评估活动的重要信息。它要求
UNEP 支持 WMO 和 GCOS 加强用来对气候系统进行系统性观测的基础设施。
3.2.4.2

理事会敦促 CCl 调查 NMHS 与代表 UNEP 团体的本国机构开展联合项目的机会，并进一步敦促

WMO 和 UNEP 让 NMHS 以正式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以资料提供方的身份参与深入研究。
3.2.4.3

理事会注意到 UNEP 的 Risøe 能源、气候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目前正在牵头开展一个“发展与气候

项目”，以开展有关发展、能源和气候的深入的国家研究。由于能源活动与减缓和融资相关联，而且能源
活动的发展通常具有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宽泛的目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鼓励 WMO、UNEP 和 GEO 加强
合作，特别是与风能应用团体和新出现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团体。理事会敦促 CCl 气候和能源专家组在把气
候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方面尽全力加强这些伙伴关系。
3.2.4.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UNEP 和 WMO 继续加强在 IPCC 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 IPCC 秘书处的管

理方面。通过委派一名副秘书并向 IPCC 信托基金提供捐款继续提供这种支持，以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专家
参与 IPCC 评估报告、特别报告、技术报告和方法报告的策划与编写工作。
3.2.4.5

理事会还注意到正在积极研究管理 UNFCCC 设立的“适应基金”的形式。鉴于天气和气候信息在

拟订适应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研究 WMO 参与管理“适应基金”的可能性，分开管理或与
UNEP 联合。

3.2.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议题 3.2.5）

3.2.5.1

理事会表示它将继续支持 WCRP 的主要目标，即增进我们对以下问题的理解：

(a)

气候可预测性；和

(b)

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
并强烈支持该计划开辟新空间，把研究重点放到与气候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可以实现最大增值的那

些领域。理事会赞许地注意到 WCRP 正在不断取得进展。理事会尤其赞赏地注意到在实施 WCRP 的
2005-2015 新战略框架方面正在取得的进一步的进展，该框架称作地球系统协调观测和预测，其明确目标
是：促进地球系统变率和变化的分析及预测，以用于与社会直接相关的实际应用领域，造福于社会，为社
会创造价值，以及用于确定和实现具体的、有时间限制的各项目标，例如季节预报和海平面上升。
3.2.5.2

理事会注意到从用户的观点看天气和气候的界限越来越人为化，因此赞同该计划尽可能没有漏

洞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理事会期待听到 WCRP 如何从 THORPEX 举措中受益的更多详情。
3.2.5.3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为将于 2006 年 11 月 9-12 日在北京召开的“地球系统科学伙伴关系开放科学

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中国气象局将承办此次会议。理事会敦促 WMO 在鼓励 NMHS 参加本次会议并支
持主要科学家与会上发挥积极作用。
3.2.5.4

理事会鼓励 WCRP 积极参加建议召开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相关工作。

3.2.5.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CRP 参与了国际极地年的规划，并对此方面的活动予以强烈鼓励。

3.2.5.6

理事会对在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JSC）中任职的候选人名单最终建议做出了决定。将与 ICSU

和 IOC 讨论该名单，以便挑选接替者代替即将离任的成员或延长他们的任期。

3.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包括 CAS 主席的报告和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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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奖项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3.3.0.1

根据该奖项遴选委员会的建议，执行理事会将 2006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 Walter

Collischonn 先生﹑Sidnei Gusmão Agra 先生﹑Glauco Kimura de Freitas 先生﹑Gabriela Rocha Priante 女士﹑
Rutinéia Tassi 女士和 Christopher Freire Souza 先生(巴西)，获奖论文是“生态水文曲线研究（Em Busca do
Hidrograma Ecológico）”。

3.3.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含 CAS 主席的报告 （议题 3.3.1）

3.3.1.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上以鼓掌方式当选的 CAS 主席 M. Beland 先生提交

的报告。理事会祝贺 A.V. Frolov 先生再次当选 CAS 副主席。理事会还对 A. Eliassen 教授对本委员会的出
色领导能力以及他对 CAS 及其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3.3.1.2

理事会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即：鉴于预报应用广泛的综合地球系统模式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气

化学成份）、在开发交互式观测系统方面新的努力和概率天气预报采用了集合方法，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应
相应扩大。理事会决定建议采用本报告附录 2 所列的委员会新职责，并要求秘书长将其提交第十五次大会。
理事会同意 CAS 的意见，即：AREP 应当最优先考虑 GAW、THORPEX 和 WWRP 的总体实施工作。理事
会要求应更多地强调与气候研究活动的关联。
3.3.1.3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在以下两个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下组织其活动，它们分别是：(a)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OPAG；和(b)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EPAC）OPAG。理事会同意每个 OPAG
的工作计划及据此设立的工作机构。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设立了 CAS 管理组来管理、评估、指导和协调这
两个 OPAG 的工作并在休会期间作必要的调整。委员会还设立了 1 名防灾减灾协调员、1 名全球综合地球
观测系统协调员、若干名与 WIS 有关的联合报告员和 1 名性别平等问题联络员。
3.3.1.4

EC-57（3.3.2.6）提出，要为缩小 WMO 全球辐射测量存在的差距提出建议，为响应这一要求，

2006 年 6 月 7-8 日在俄联邦，圣彼得堡召开的 WMO 跨委员会小组会议一致认为，WMO 全球辐射测量缺
少监管，需要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以补充 CIMO 气象辐射和大气成分测量专家组所提供的出色的技术
支持。专门小组应负责全面监管全球地面辐射网的各组成部分，包括检定的可追溯性﹑技术要求﹑质量保
证管理﹑网络运行开发和能力建设﹑资料提交/存档及与不同群体的联系。注意到全球辐射资料中心目前是
GAW 计划的一部分，理事会接受跨委员会小组的咨询意见，建议在大气科学委员会的 OPAC-EPA 下建立
辐射科学咨询小组，并对 GAW 战略：2008-2015 作相应的修改。此外，它还要求秘书长考虑如何通过普通
预算对 WMO/GAW 计划的这一新的监管小组提供充分的支持，及加强 CBS 和 CIMO 旗下正在开展的
WMO/WWW 计划的相关活动。
3.3.1.5

理事会通过决议 5（EC-58）。

第六个长期计划（2004-2011）和战略计划（2008-2015）
3.3.1.6

理事会注意到在 AREP 内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执行战略 5 和 6，并对战略 1、2、3 和 8 的完成做出

重要贡献，这些战略分别涉及服务的提供、基础设施和预报的加强以及为实现与战略 1~4 相关的目标需要
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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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即：所有相关委员会相互结合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目前已紧密相联，

为所有服务计划提供了有效支撑。WMO 战略计划明确地界定了各项主要工作（观测系统、业务预报服务、
研究等）通过提供预期成果为各项战略应做出的贡献，从中能更突出地反映这种交叉作用。理事会认同把
研究转化为业务视为成功的研究和开发计划指标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负责服务的机构与科研界密切
合作。理事会强调，在当前对服务的需求，与针对不久将来对服务的需求提高会员的能力之间找到平衡十
分重要。理事会注意到任何未来的计划结构和战略计划都应更加重视研究和发展计划与业务计划之间的密
切关系，寻找改善研究与业务衔接的途径，从而通过满足短期、中期和长期业务需求而确定重点研究领域
的过程，实现 WMO 的总体战略。
3.3.1.8

关于提请理事会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理事会提出了指导和建议，并呼吁采取行动，其中包括

在实施 AREP 过程中涉及的其他有关计划和有关资源，具体如下：

3.3.2

全球大气监测网（GAW），包括对臭氧公约和其他环境公约以及 IGACO 的支持（议题 3.3.2）

3.3.2.1

理事会对秘书处、设在日本的世界温室气体资料中心、GAW 温室气体科学咨询组和美国 NOAA

的温室气体计划联合编写的第一期《WMO 大气温室气体公报》表示赞赏。理事会要求将这些公报在
UNFCCC 缔约方会议的年会上散发。
3.3.2.2

关于支持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理事会强调迫切需要各会员至少在未来 20 年支持其

现行的国家臭氧和臭氧消耗物质的研究和监测，确保臭氧层在未来得以恢复。理事会认识到需要继续支持
全球地基布鲁尔网络、维护世界臭氧紫外线资料中心和世界布鲁尔仪器基准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仪器标定和
维护提供布鲁尔信托基金。理事会感谢日本气象厅于 2006 年 3 月承办了多普生分光光度表国际比对，5 个
来自 NMHS 的专家应邀参加了比对。理事会鼓励会员通过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研究和系统观测信托基
金以及其他机制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建立臭氧监测和研究能力。
3.3.2.3

关于 UNFCCC，理事会支持 GAW 在以下方面发挥主导作用：（1）维持和加强 GAW 有关基本

气候变量（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的全球网络；（2）把 GAW 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监测网建成
GCOS 综合网络，并要求 GAW 继续为臭氧和气溶胶采取相似的 GCOS 行动；以及（3）支持有助于提高对
气候变化认识的研究，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四年一次的科学评估对这些进步进行总结。
3.3.2.4

理事会要求将修订的 2008-1015 年 GAW 战略实施方案提交给第 15 次大会，内容应包含全球大

气化学综合观测（IGACO）战略的实施组成部分。
3.3.2.5

理事会感谢德国环境部向 GAW 的气溶胶物理特性世界标定中心提供的支持。理事会认为依据

《WMO/GAW 气溶胶测量规程：指南和建议》（WMO/TD No.1178 GAW 报告 No.153）的测量指南建立质
量保证设施和全球协调一致的气溶胶网络是 GAW 计划的重点。
3.3.2.6

理事会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培训要求应继续作为 GAW 计划的高优先。由此，对许多 GAW 中心和

提供协作的国家机构在向发展中国家的 GAW 台站人员提供培训方面，尤其是通过 GAW 培训和教育中心，
做出的持续努力表示赞扬。理事会欢迎建立 GURME 培训组，其成员包括 WCP 城市气候学专家组组长以
及世界银行的代表。
3.3.2.7

认识到目前各会员国使用了大量不同的城市空气质量模拟系统，CAS 敦促理事会考虑在 GURME

内开展模式对比研究，以确定高分辨率城市空气质量模式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并确定那些最合适的模
式，尤其是在线和离线方法的各自重要性。计划应考虑到各个项目，如与 COST 行动 728 和 723 已建立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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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包括 THORPEX（议题 3.3.3）

3.3.3.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 WWRP 开放计划领域组下重组了 CAS 的各项天气研究活动，它们包括：

WWRP 的主要计划 THORPEX、中尺度和热带气象研究、临近预报、验证、人工影响天气以及社会经济应
用研究等部分。
3.3.3.2

理事会对众多科学家表示感谢，他们以其专业知识为 THORPEX 目前取得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并

仍在继续做出贡献，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加拿大、中国、法国、日本、挪威、美国和英国继续给予财务支持，
以及中国向 THOPEX 的国际项目办公室提供了一位专家。理事会注意到严峻的预算问题，并强烈敦促更多
的会员承诺支持信托基金。理事会建议，THORPEX 根据今后财务捐款的合理预期重新考虑其整体工作计
划和规划，并将寻求在不损害计划产出的前提下简化结构以减少费用的支出。
3.3.3.3

理事会对研发 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TIGGE）取得的进展尤其感到高兴。从 2007 年开

始，TIGGE 将为所有 WMO 会员提供对集合预报产品的近实时访问，供其研究使用。理事会感谢 ECMWF、
CMA 和 NCAR 承诺主办最初的 TIGGE 资料档案中心，还感谢一些主要业务中心承诺为 TIGGE 第一阶段
的档案提供近实时的集合预报产品。
3.3.3.4

理事会注意到 THORPEX 伙伴关系在南半球的迅速发展。理事会对已经制订出南半球 THORPEX

科学计划以及在 2006 年 2 月设立了相关的区域委员会表示赞赏。
3.3.3.5

理事会对 THORPEX 国际极地年活动的开展、THORPEX 与 AMMA（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间

拟定的合作以及 THORPEX 参与 GEO 的 2006 年工作计划感到高兴。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表明了 THORPEX
的核心科学目标对于其他许多团体的重要性。
3.3.3.6

理事会批准设立中尺度高山项目（MAP）的 D-PHASE 预报示范项目，以展示预报强降水和相

关洪水事件的效益，当然这也得益于认识水平的提高、大气水文模拟的改进以及 MAP 研究工作取得的技
术进步。
3.3.3.7

理事会批准建立新的 WWRP 关于对流和地形引发降水研究（COPS）的研发项目，该项目的重

点是改进低洼山区的定量降水预报。COPS 领域取得的进步将改善水文领域定量降水预报的应用，尤其是
对暴洪的预报。
3.3.3.8

理事会注意到创建了一种名为发展中国家预报示范项目（DC-FDP）的新型 WWRP 研究活动，

该项目将吸收相关的发展中国家、一个负责的区域气象中心以及感兴趣的发达国家的众多科学家参与。理
事会坚决鼓励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 WWRP 的活动。由于与 THORPEX 示范项
目相联系并强调预报的应用，这些项目有可能显著地改进天气服务。
3.3.3.9

理事会注意到 WWRP 为国际水文气象试验场（IHMT）提供了支持，该计划将促进研究和预报

示范活动的关联并加快研究向业务的转化。

3.3.4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TMRP）（议题 3.3.4）

3.3.4.1

理事会同意 CAS 的观点，认为四项优先研究领域，也即：热带气旋路径预报、定量降水预报、

结构/强度变化以及风暴潮，对于改进热带气旋早期预警系统很重要。理事会鼓励进一步制订有关研究项目
的科学和实施计划，将这些问题作为当务之急加以解决，同时要求 TMRP 继续开发热带气旋的概率预报技
术，并与 TCP 合作对热带气旋和热带气旋预报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量化。
3.3.4.2

理事会批准中国提出的关于在北京为 TMRP 的 M1 项目建立东亚季风活动中心的建议。该中心

的主要功能将包括：（1）提高东亚季风监测、预测和服务的业务能力；（2）提供有关亚洲季风的培训；
以及（3）组织和协调东亚季风研究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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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PCC WMRP）（议题 3.3.5）

3.3.5.1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对“WMO 人工影响天气声明”和“人工影响天气活动规划指南”进行审

核，并要求尽快起草上述文件以供理事会审议。
3.3.5.2

理事会注意到在“WMO/IUGG 气溶胶对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降水影响科学评估报告”方面取得

的进展。理事会感谢加拿大环境部在 2005 年 11 月承办了撰写研讨会，并建议 WMO 支持在 2006 年下半年
召开最后一次研讨会，以便及时完成评估报告，提交给 2007 年召开的 WMO 大会和 IUGG 大会。

3.4

气象应用计划（议题 3.4）

3.4.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议题 3.4.1）

3.4.1.0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公共天气服务计划活动的进展，并作出如下决定：

PWS 的作用
3.4.1.1

执行理事会强调，所有 NMHS 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提供气象和相关产品和服务为国家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效益和福祉做出贡献。对此，理事会认为公共天气服务是 NMHS 为实现国家有关生命和生计安
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和保护环境质量等目标所做的关键贡献。
3.4.1.2

执行理事会强调，公共天气服务部门作为 NMHS 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每天定期提供高质量、

有用和及时的天气和相关信息而发挥其作用。理事会强调，一个运行良好的、可靠的公众天气服务部门将
帮助 NMHS 在公众心中树立长期的信任，这对预警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的效力来说是十分关键的。理事
会认识到，对危险天气而言，准确及时的预报不一定足以证明自己可以减轻此类危险。有必要帮助 NMHS
通过提高其灾害预报水平以及帮助他们与有关机构协商（包括应急部门）改善对灾害的预报，从而向公众
提供协调一致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将脆弱性和天气信息一起进行评估以制作风险或影响预报。理
事会进一步要求起草指南以帮助 NMHS 预报灾害性天气的影响。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 PWS 计划在帮助
NMHS 理解用户需求以及增强公众对灾害性和高影响天气风险的意识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并帮助它们认
识这种现象对环境造成的后果，包括对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坏及引发的泥石流等。
3.4.1.3

根据 WMO 战略计划，执行理事会要求 PWS 计划制定清晰的绩效指标，以衡量和评价各项任务

的结果，并协助 NMHS 评价其公共天气服务。

PWS 的社会和经济方面
3.4.1.4

执行理事会强调，公共天气服务囊括广泛的环境服务，这些服务面向社会许多部门，以支持它们

作出有关社会和经济应用的决策。对此，理事会赞扬秘书长回应会员的要求，通过 WMO 的组织机构，特
别是通过 EC-57，关注 NMHS 工作的社会经济方面。因此，理事会完全同意设立一个“公共天气服务的社会
和经济应用专题组”，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该组将通过编写方法和指导材料的方式，在公共天
气服务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评估并向社会不同部门的用户展示这些效益方面为会员提供帮助。理事会
要求支持专题组，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分阶段的方式确定有关关键供应方-用户问题的潜在机制。
3.4.1.5

鉴于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的积极协作以及不同用户部门的积极参与，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该专题

组工作的交叉性质。考虑到这种交叉性，理事会认为该专题组应当重新命名为“气象和水文服务在社会经济
中的应用专题组”。理事会进一步认为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的提供者和用户之间需要有更多的合作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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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信息在决策过程中更具相关性和实用性。
3.4.1.6

执行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PWS 计划将对 WMO 关注 NMHS 工作的社会经济方面做出有价值的

贡献。令人高兴的是，PWS 计划全面参与了由 WMO 组织的将于 2007 年 3 月在马德里举办“国际天气、气
候和水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大会”的筹备工作。理事会还注意到专题组将积极参与该会议的规划并关注成
果。理事会敦促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的代表广泛参加此次会议。关于此，理事
会对气象水文部门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区域研讨会的组织表示赞赏。考虑到 NMHS 对国家社会和经济活动的
重要贡献，理事会鼓励秘书处继续组织该主题的研讨会。

PWS 战略
3.4.1.7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CBS PWS 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已经对该计划、其职能和战略作了广泛

的研究。OPAG 针对服务提供和交付的新趋势和需求对上述问题重新作了定位。理事会同意 PWS OPAG 组
的结论，即公共天气服务通过确立和维护 NMHS 的地位而履行其职能，并通过以下方式成为高质量服务提
供者：
(a)

应用先进科学和技术；

(b)

理解、尊重并响应用户的需求；

(c)

建立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及

(d)

创建天气及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信誉。

3.4.1.8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 OPAG 指出的与 CBS PWS 计划相关的战略领域，并要求在 OPAG 准备的清单

中增加一个有关预警服务的重要议题。因此，现将 PWS 战略规定如下：
(a)

改善预警服务和产品，并将其作为 PWS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出；

(b)

投身于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

(c)

提高 NMHS 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

(d)

促进气象科学和相关技术的应用，旨在改进产品和完善服务；参与示范项目；

(e)

在适当情况下开展协作活动；

(f)

建立并推广最佳规范；

(g)

开展研究并提供天气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相关信息；

(h)

公布 PWS 专家组的工作成果；

(i)

开展调查和评估；

(j)

宣传和加强 WMO 的品牌。

3.4.1.9

执行理事会在认同该战略的同时要求秘书长继续为战略的实施向 PWS 计划提供支持，并确保其

与 WMO 战略计划相一致。

公共预报和警报的国际交换
3.4.1.10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05 年 12 月，“世界天气信息服务”（WWIS）登载了 110 个会员的 1076

个城市的预报。极端天气信息中心（SWIC）网站成为了覆盖各个区域的正式热带气旋警报以及暴雨和强降
雪信息的集中来源，并供媒体报道这些灾害时参考。理事会认为 PWS 计划在向公众发出预警时应当使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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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统一的格式和分发方法。理事会敦促会员国继续向 WWIS 网站提供信息，并积极参与 WWIS 和 SWIC 网
站的活动，以确保更广泛地获取信息并提高协调效率，特别是在相邻的国家交换预警之时。理事会满意地
获悉西班牙语和法语 WWIS 网页的测试版正在制作之中，并且不久将投入运行。理事会还注意到一些会员
将使用几种语言联合运行 WWIS 网页，使全球用户可以更广泛地获取有关信息。理事会欢迎这种合作关系
的发展，并鼓励有关会员通过定期的磋商更紧密地协调其工作。作为这种磋商的一部分，理事会同意正是
组织一次协调会议的时候，以确保各 NMHS 主办方一致地发展该系统，并要求秘书长协助组织一次这样的
会议。
3.4.1.11

执行理事会欢迎 PWS 计划与 EUMETNET 的“欧洲气象服务多样性意识”项目（EMMA）之间的

积极合作。通过参加 EMMA 咨询委员会，PWS 计划已经参与了相关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在 WMO 其他区
域开发 EMMA 的类似概念、跨界警报限制条件的统一、EMMA 和 SWIC 项目的合作以及在界定 EMMA 用
户需求方面的合作等。

教育和培训
3.4.1.12

执行理事会强调，帮助 NMHS 开展针对工作人员的有关交付服务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是 PWS 计划

的基本职责之一。理事会获悉 PWS 的能力建设指南正在编写中。理事会欢迎秘书长在支持 PWS 计划的教
育和培训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并要求继续支持能力建设和举办区域培训和编写有关会员确定的重点问题
的指南，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3.4.1.13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天气广播和利用电台播报天气信息的指南》(WMO/TD-No.1278，PWS-12)

和《将灾害性天气警报纳入灾害风险管理指南》(WMO/TD-No.1292，PWS-13)这两份新文件已经出版。关
于后者，理事会注意到 PWS 专家组还在努力拓展其范围，以包括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实例并考虑到 WMO 针
对防灾减灾所采取的新的交叉途径。
3.4.1.14

PWS 计划与 ETR 合作建立了一个公共教育和宣传专家组，执行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来自 NMHS

和其他各界的专家正在编制公众教育和宣传的战略和指南，开发并提供网上资源以及编写通用教育材料帮
助 NMHS 向公众、教育界以及政策和决策制定部门作宣传。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支持该工作，并把专家组的
工作成果通报各会员。

媒体和 PWS
3.4.1.15

执行理事会强调，PWS 计划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同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一道帮助 NMHS 了解媒

体对新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趋势。理事会欢迎首次使用秘书处的声像室设施帮助培训 NMHS 的工作人员，注
意到正在准备基于此培训活动的培训录像，并将向 NMHS 散发。理事会感谢爱尔兰气象局提供该培训活动
所需的软件，感谢 PWS OPAG 主席领导广播指南的起草。理事会强烈鼓励尽可能为提供公众天气服务建立
自己的媒体频道，并要求就此提供指南，以加强 PWS 的效力和效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针对媒体问题
和相关培训提供支持，作为帮助会员更好地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一个重要手段。理事会进一步要求媒体人员
参加能力建设活动，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它活动相结合，比如气候展望论坛，以便加强他们对广播天气和
气候信息价值的理解。理事会赞赏英国气象局向会员提供的一贯支持，特别是向一区协的会员，帮助他们
更新媒体设备及相关软件，以及在天气演示技术方面培训天气和气候领域的科学家。

PWS 和 WMO 的交叉性活动
3.4.1.16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PWS 计划为 WMO 的交叉性计划和活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其自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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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叉计划的一个好的例子，这可以通过与 WMO 其它计划的合作表现出来，特别是 TCP、ETR 和 IPA，
以及 WMO 的交叉计划。为避免重复建设以最好地利用资源，理事会敦促继续开展类似的合作。理事会特
别提到，当 2006 年 “亚洲减灾大会” (3 月 15-17 日)在韩国汉城举行之际，PWS 计划和 DPM 计划共同赞助并
组织了一个公众论坛，参加论坛的有 NMHS 和灾害管理机构的代表。二区协的六个 WMO 会员的局长或副
局长以及以及他们国内灾害管理机构的同行官员共同讨论了气象和水文灾害管理的组织和机制问题，并在
分析气象水文部门与灾害管理部门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后，就如何增加二者的协作和沟通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
3.4.1.17

为支持 DPM（a-c）、LDC（d）、GEO（e）、THORPEX（f-g）、GAW GURME 项目（h）以

及 WMO 关于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其他 PWS 活动包括如下：
(a)

代表孟加拉和马来西亚为 “第三次国际早期预警会议”（EWC III）（2006 年 3 月 27-29 日，德国，
波恩）制定了一个题为“提高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多灾害警报和响应机制”的项目提案。该提案已经
分发给与会者和潜在的捐助机构；

(b)

开发一个旨在提高易受海啸和其他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有效利用灾害警报系统交流能力的项目，
该项目也是 PWS 计划为 WMO 海啸相关工作做出的贡献之一，
注意到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在能力建设、海啸的减缓和预警服务方面的主要作用，以及通过 JCOMM 与 WMO 海洋气象和海
洋计划的联系；

(c)

组织旨在汇编有关会员的灾害性天气警报系统信息的一次调查，分发了调查问卷并分析了调查结
果。该调查的目标是评估 NMHS 对 PWS 的需求，并寻求改进灾害性天气警报服务的机遇。对已
收到的反馈意见的初步分析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关注的领域有着很大的差异
，前者关心技术和系统发展的需求，而后者则注重能力建设和教育培训；

(d)

确保在 PWS 计划的活动中，尤其是能力建设方面，包括 LDC；

(e)

为 GEO 2006 工作计划开发了一个题为“设计多媒体培训课件，使公众更好地了解水文气象灾害的
风险程度，以便作出有充分根据的决策”的项目；

(f)

积极参加 THORPEX 社会和经济研究和应用工作组的工作，并开展合作；

(g)

参加 THORPEX 在非洲不良健康影响预报项目的工作。

(h)

参加对大城市气候、天气状况预报和空气污染的科学调查。

3.4.1.18

理事会认为，PWS 计划作为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成立已经有十年了，应当是对其成果进行全

面的回顾以及确定将来重点领域的时候了。此外，考虑到气象学和相关技术不断发展，一方面优先次序、
NMHS 关注的模式和业务领域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有必要为计划战略制定实施计划，为未来十年制定
路线图。因此，理事会强烈支持在第 15 次大会后组织一次有关 PWS 的国际研讨会，并要求秘书长为组织
该研讨会做出相关安排。

3.4.2

农业气象计划；包括 CAgM 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3.4.2）

3.4.2.1

理事会注意到 CAgM 主席的详细报告。理事会注意到 CAgM 新的开放计划领域结构中各专家组

取得的出色的进展。理事会还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农业气象领域在转换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突出进
展，决定：
(a)

关于向 AgMP 提供体制上的支持，理事会：
(i)

要求秘书长为 AGM 的区域工作组会议提供支持，以使区域的可持续农业优先项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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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开展；
(ii)

注意到农业气象规范指南专家组于 2005 年 8 月召开会议讨论了指南的更新问题，并决
定指

(b)

南的编辑工作从 2007 年 6 月开始，2008 年出版。

关于为农业生产改良的农业气象服务，理事会：
(i)

支持在应对东非和西南亚未来的蝗虫方面已采取的举措，这些举措是：组织培训讨论会
和与 FAO 密切合作编制蝗虫监测和控制气象信息小册子，并呼吁继续支持和帮助各国
家蝗虫控制中心；

(ii)

支持与美国农业部(USDA)合作组织 CAgM 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自然和环境资源专家组
（ETMNER）会，并鼓励继续与 USDA 合作；

(iii)

批准与 USDA 联合出版 ETMNER 会议文集并广泛分发；

(iv)

支持 ETMNER 的建议：
-

促进对风险评估框架的应用，框架包括准备﹑监测﹑评估﹑减轻和适应，并鼓励
开发含概率结果的模式；

-

开发风险管理情景以处理全世界日趋频发的区域尺度极端事件的环境﹑经济和
社会影响；

-

在考虑自然资源的长期保护，能源价格上涨和地方天气气候特点的情况下，制定
知识含量高，适合地方使用的最佳管理做法和技术并提供给用户；

(v)

支持举办有关天气﹑气候和农民的流动讲习班，讲习班将使农民﹑涉农部门和农业气象
人员聚集一堂，就提供改进的天气和气候信息供农村使用开展讨论；

(vi)

支持与 WCP CLIPS 联合组织南锥体共同市场国家的 CLIPS 和农业气象应用技术会议，
并建议进一步扩大季节预报和农业的交叉问题。

(c)

关于强化的农业气象服务支持系统，理事会：
(i)

支持农业服务支持系统实施协调组的建议；
-

开发一个题为“MODIS（中等分辨率谱辐射成像仪）在农业中的应用”项目，旨在
调查 MODIS 在不同区域的新的业务应用。鉴于所获得的知识的重要性，理事会
建议将获得的成果放在某个万维网服务器上；

-

开发一个题为“将研究成果和工具转换成业务农业应用-制定一个透明的协议”的
项目，并在不同区域实施，旨在缩短研究成果在外场应用的时间滞后；

-

考虑到数据库管理﹑验证﹑模式应用和生态-区域范畴的研究方法专家组建议的
情况下制定若干区域项目；

-

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农业气象服务社会经济效益的个例研究，在私营部门和农业气
象部门间建立合作关系；

(ii)

注意到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WAMIS- www.wamis.org）拥有来自 25 个国家的产品，
并提供工具和资源来帮助这些国家改进其农业气象公报和服务。理事会对 WAMIS 应用
自上次理事会会议以来增加了一倍
（从 2005 年 6 月的 3300 次访问到 2006 年 3 月的 6500
次）深受鼓舞考虑到会员从 WAMIS 的受益，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参加和向全世界分发它
们的产品，通过提供实时和历史的公报，这些产品有助于自然灾害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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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d)

对 NOAA 资助 WAMIS 表示感谢，并敦促 NOAA 继续提供支持；

关于提高对气候变化/变率和自然灾害对农业气象的影响的认识，理事会：
(i)

注意到题为“自然灾害对农业影响的评估（ANADIA）”的项目在 NADIA 专题组的第一
次计划会议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会议于 2006 年 5 月在意大利召开；

(ii)
3.4.2.2

敦促与 RCD 合作，努力寻找预算外资金，在各区域实施 ANADIA 项目。

考虑到气候和天气条件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理事会建议就气象条件对畜牧业产量的影响开展

调查。
3.4.2.3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计划于 2006 年 10 月 25-27 日在印度新德里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 14 次届

会（CAgM-14）衔接召开“农业气象风险管理：挑战和机遇国际研讨会”。考虑到此项主题的重要性，理事
会鼓励所有会员积极参加上述两次会议。
3.4.2.4

理事会批准了遴选委员会关于 2007 年 Norbet Gerbier-MUMM 国际奖的建议，并将 2007 年的奖

授予 Rolf Philipona 博士、Bruno Dürr 博士、Atsumu Ohmura 博士和 Christian Ruckstuhl 博士，其论文题目
是“人为温室气体强迫和强水汽反馈使欧洲气温升高”，出版于 2005 年《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第 32 卷，
L19809，doi:10.1029/2005GL023624）。

3.4.3

航空气象计划；包含 CAeM 主席的全面报告（议题 3.4.3）

3.4.3.1

理事会注意到航空气象计划实施的进展/活动报告，以及

关于航空气象计划的重要性，理事会：
(a)

提请秘书长努力为航空气象计划增加投入，目前该计划大约只占 WMO 预算的 1％，但却能为许
多 NMHS 争取大约 30％的预算。

(b)

提请秘书长强调并促进 NMHS 的作用，以确保全球航空气象服务所依靠的基本系统的运行得到
足够的认可。

关于培训，理事会：
(c)

重申开展由于即将发生的系统改变、规章变化和用户需求引起的有关成本回收、质量管理，
CNS/ATM/MET/飞行员协调，以及 GRIB 和 BUFR 编码这类专题培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注意
到许多会员，包括英国、中国香港、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大力支持，呼吁会员与 WMO 一道共
同组织航空气象培训活动；

(d)

要求秘书长、CAeM 和会员与 ICAO 合作，进一步在所有 WMO 区域内与 ICAO 及利益相关各方
尽快组织有关成本回收的培训；

关于指南材料，理事会：
(e)

要求 CAeM 对最新版《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指南》（WMO-No. 904）进行定稿，并要求秘书
长出版该指南和 ICAO/WMO 关于质量管理系统的联合指导材料，以帮助 QMS 得到持续应用；

关于协调与合作，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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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和会员寻求 WMO 与 ICAO 会员/出席 ICAO 会议的缔约国代表之间更加紧密的协调，
并维持 WMO 和 ICAO 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特别是有关共同使用的规章材料的同步事宜；

(g)

要求 CAeM 与 ICAO 合作，以协助会员规划、发展和实施 ICAO CNS/ATM 系统的气象部分；

(h)

要求秘书长和 CAeM 与 EUROCONTROL 合作，继续注视有关单一欧洲天空（SES）的动向及其
可能对其他 WMO 区域的气象服务提供和成本回收产生的影响，并向理事会报告；

(i)

重申会员需要采取紧迫的行动，用更新/替换相关的现有 SADIS 和 ISCS VSAT、工作站和可视
化软件，以使它们能够在本地调用、处理和制作所有需要的图表和飞行文件，特别考虑到 SIGWX
图表将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停止向 T4 格式过渡，但有些会员却无法按时完成过渡。在将来一
段时间内，PNG 格式将继续在 SADIS 中使用；

(j)

要求秘书长建立信托基金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必要援助，以确保可以通过最恰当的方式持续地
获取 WAFS 产品，并要求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在其下次届会期间决定该基金的职责范围。并敦促
认捐方在其建立后尽快向该基金捐资；

(k)

敦促 SADIS 广播接收国参加将于 2006 年 9 月在巴黎（法国）召开的国际 SADIS 讲习班，预计
将聚集 SADIS 的利益相关方以讨论当前和未来的 SADIS 需求；

(l)

欢迎并鼓励继续与 ASECNA 积极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培训和信息供应领域；

关于专家组活动，理事会：
(m)

要求委员会在秘书长的帮助下推进其活动，帮助会员应用已被认可的航空预报产品质量保证和
验证和方法；

(n)

敦促会员和 CAeM 主席给予专家时间并鼓励被提名的专家开展委员会交代给他们的活动。

关于 AMDAR，理事会：
(o)

敦促 AMDAR 专家组继续鼓励和帮助希望发展本国和区域 AMDAR 计划的会员，并推进高 优
先的 AMDAR 活动；

(p)

要求 CBS 和 CAeM 继续努力将 AMDAR 活动向 WWW GOS 过渡，并鼓励会员继续向 AMDAR
信托基金捐资；

关于 CAeM-13 次届会，理事会：
(q)

要求秘书长和 CAeM 主席着手筹备计划于 2006 年下半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和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 日在日内瓦分别举行的 CAeM 技术大会和 CAeM 第十三次届会。

(r)

鼓励全面参与 CAeM-13 和主题为“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当前和未来航空业的需求”技术大
会；

(s)

大体同意主席向委员会届会建议的关键活动领域，并特别强调优先考虑培训以及现代预报工具
和技术在航空气象中的使用。

3.4.4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JCOMM 联合主席的报告；和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
委员会第二次届会的报告（议题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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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JCOMM 联合主席 P. Dexter 先生和 J.-L. Fellous 先生关于该委员会第二次

届会（2005 年 9 月 19-17 日，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成果和随后为实施其工作计划开展的工作的报告。
理事会代表 WMO 感谢他们、离任的联合主席 J. Guddal 先生和 S. Narayanan 女士、JCOMM 组织机构的组
长和成员以及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付出的宝贵努力。理事会注意到参加 JCOMM-2 会议的有来自 42 个会员
和一些国际组织的 127 位与会者，并敦促会员进一步参与和支持 JCOMM 的活动。
3.4.4.2

关于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的进展/活动报告，理事会：

(a)

注意到 JCOMM 在过去的休会期间取得的重要成果并敦促继续开展正在进行的优先领域的工作，
包括与 IOC 合作开展的海啸监测和减缓系统与服务方面的新领域；

(b)

支持 JCOMM 根据 JCOMM 2006-2010 年期间的工作计划处理新的优先领域工作；

(c)

敦促会员在资料浮标、SOOP 和 ASAP 专家组的范畴内通过向 JCOMM 信托基金或向 DBCP/SOT
和 ASA 信托基金捐款的方式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计划的实施；

(d)

注意到 JCOMM 战略文件已获得通过，且该文件重申要为将来的休会期准备一份相应的实施计
划，内容包括整个 JCOMM 计划领域的全套具体目标和交付成果以及相关的时间表和绩效指标，
并支持更广泛的 WMO 计划监测和评估；

(e)

通过了决议 6（EC-58）。

3.4.4.3

关于 EC-57 提出的要求，理事会：

(a)

注意到 JCOMM 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组专家通过了 JCOMM 利用其计划领域和下属的专家组为多
灾害警报系统做贡献的行动计划。理事会敦促委员会着手实施该行动计划；

(b)

注意到 2006 年 3 月 23-24 日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港口气象官研讨会（PMO-3）再次讨论
了在互联网上提供船舶位置和识别资料引起的安全问题。理事会还注意到能够在国家和地区实施
的下列 PMO-3 建议：
(i)

通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的编码 41 传输的船舶呼号可以非强制性地通过近地
轨道卫星（LES）的一个过滤器，这样就可以在进入 GTS 之前把真正的呼号用字母“SHIP”
替换。是否用“SHIP”替换船舶的呼号可由征募国的船舶或 NMHS 决定。敦促采用这种解
决办法的国家维持一个专用的数据库，来帮助解决监控问题；

(ii)

分类呼号方案可以用来识别具体的船舶类别（Minos、Batos、TurboWin 等）。这将有利
于把船舶的真实身份隐蔽起来，但却无法解决交通不繁忙地区的问题。在 E-SURFMAR
下建立的补偿方案也会有所帮助。例如，可以把船舶呼号编为 Qttccnn，这里的 Q 代表字
母“Q”（目前没有任何国家使用），tt 代表 AWS 的类型，cc 代表船籍，nn 代表序列号（从
00 到 ZZ）；

(iii)

可以把 GTS 上的船舶观测（BBXX）划分为第 40 号决议（Cg-13）规定的基本资料和额
外资料，同时认识到希望在业务上使用资料的 NMHS 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希望获
得资料的第三方必须与 NMHS 签定协议，清楚详细地说明它们将如何使用资料以及在
何种情况下应当把资料提供在公共网站上。图纸上绘出的所有 SHIP 观测（BBXX）可
以省去船舶呼号，这些图纸随后将以无线电传真广播或其他方式从 NMHS 传输给船舶。
理事会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未能解决处理此问题，最终可能导致 GTS 上提供的多

数 VOS 报告消失，理事会同意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解决该问题存在许多牵连及相关问题。它
敦促会员认真审查 JCOMM 联合主席为解决此问题提出的建议，并通过决议 7（E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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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执行理事会成员忆及一区协百分之八十的国家临海并依靠海上航行和渔业。他强调对非洲

NMHS 缺乏海洋气象方面的能力的关注，并敦促 WMO 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在此方面，执行理事会获悉正
在为提高海上安全准备一个项目，以加强非洲国家在海洋气象方面的业务能力。
3.4.4.5

来自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代表重申，IOC 坚决支持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

联合技术委员会的工作。IOC 代表告诉理事会，目前正在巴黎举行的 IOC 第 39 次执行理事会收到了委员
会一个类似的报告，并批准了联合委员会第 2 次届会提出的建议。IOC 代表强调对委员会今后的讨论可能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将是：委员会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参与或不参与沿海海洋观测。需要仔细讨论的问题是，
在委员会的工作中要在多大程度上处理或不处理海岸参数（包括物理参数、生物参数和化学参数）的额外
测量。此外，代表强调 IOC 会继续支持 JCOMM 的工作。

3.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议题 3.5）

3.5.1

CHy 主席报告（议题 15.3）

3.5.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在过去 12 个月水文学委员会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 2006 年 2 月 27 日

至 3 月 3 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水文学委员会咨询工作组第二会议所做的认真审议。
3.5.1.2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在汇编指南和手册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项工作为提供水文服务制定了质量

管理框架。其中包括即将出版的有关水文部门的作用、运作和管理的指南（WMO-No.1003），已有的供同
行评审的水文规范指南第 6 版草稿（WMO-No.168）、最大降水量概率评估手册（WMO-No.332）第 3 版
以及流量测量手册第一卷（WMO-No.519），以及分别处在不同的编写阶段的水资源评估手册、洪水预报
手册、防洪测算设计手册、低流量估算和预测手册。理事会获悉，为了编写这些手册，与其他组织正在开
展的计划建立了协作关系。
3.5.1.3

理事会注意到，由 CHy 开放专家组（OPACHE）多次提供的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洪

水预报和低流量水文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有些领域缺乏活力，如在流速流量仪器比对以及水资源评估
方面，OPACHE 提供的支持水平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鼓励。理事会敦促会员通过参与并支持 OPACHE 来
支持委员会的工作。理事会要求该委员会设法对 OPACHE 成员的自愿贡献给予肯定，并要求 CHy 主席通
过 AWG 评估 CHy-12 采用的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并向 CHy-13 报告。
3.5.1.4

理事会支持委员会未来工作计划的提议，即应当把重点放在有关手册和指南的应用方面，解决

基本系统（水文）领域培训和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侧重于在质量管理框架下的水文应用。理事会
敦促 CHy 主席提出一份简要的文件，概述本计划的战略方向，同时要考虑到全部可获得的资源和机会，其
中包括同 UNESCO 的国际水文计划（IHP）的合作。理事会要求将这份战略文件提交给 EC-60。该文件应
当包括一份根据水文学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第 10.1.4 段的要求对现有的或
未来可能的同其他联合国和非联合国组织的协调机制做出的评估结果，特别是与“联合国-水”和
UNESCO/WMO 联络委员会。
3.5.1.5

理事会同意水文学委员会 AWG 提出的建议，即指南（WMO-No.168）的电子版本应通过 Internet

提供，CD-ROM 有一定优点，但应在 EC-58 相关议题下作进一步讨论。
3.5.1.6

理事会强调了组织一次液体比重测定法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并感谢巴西愿意承办和支持本次会

议。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同巴西、国际水文科学协会及其他潜在的合作伙伴合作，为 2007 年第三季度召开
的会议拟定计划。理事会注意到关于组织后续的液体比重测定法区域研讨会的提议。
3.5.1.7

理事会支持邀请所有区域的水文学工作组主席参加 CHy 届会前夕召开的 AWG 会议。理事会注

意到这一提议能够加强各地区对水文学委员会工作计划的投入，并更好地服务于 WMO 会员国。理事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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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需要为旨在开展和实施各种项目的 WGH 活动提供支持。
3.5.1.8

理事会也支持 CHy 与 CIMO（以及与水文-气象仪器工业（HMEI）协会）在水文观测方法和信

息系统比对方面开展密切合作的提议。
3.5.1.9

注意到对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结构的调整建议将为水文和水资源活动提供一个更现实和更有针对

性的架构，理事会同意将修改建议作为建议的 2008-2011 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提交 Cg-15。
3.5.1.10

理事会敦促 CHy 与 CCl 在干旱监测和预报的一些主题上密切协作，从而为水资源管理者提供指

导。它还认为需要同 UNCCD 秘书处协调该主题。
3.5.1.1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CHy 在筹备水文组件（北极-HYDRA 计划）并将其纳入国际极地年计划中

的积极参与。

3.5.2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议题 3.5.2）

3.5.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HWRP 实施的进展/活动报告，对在该计划内开展的活动和不断取得的进展表

示总体满意。
3.5.2.2

理事会注意到虽然委员会在整个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中的工作范围非常广，但 WMO 是在该领域中

受权管理的机构之一。理事会注意到，由于全球面临越来越大的水资源压力以及与气候变率和变化有关的
影响，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对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可能造成的影响。虽然理事会认可 WMO 在业务水文、制
定标准及把气象和水文联系在一起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理事会仍敦促该计划通过战略伙伴关系与从事
水相关工作的其他联合国及区域机构继续开展协作，尤其是与 UNESCO-IHP 开展合作，以便开展一些能够
补充 WMO 内部可获取的资源的活动。
3.5.2.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HYCOS 的持续进展。理事会满意地得知，在资助方的资金支持下，尼日

尔河-HYCOS、伏塔河-HYCOS、SADC-HYCOS、湄公河-HYCOS 和太平洋-HYCOS 项目已经启动实施，理
事会感谢法国政府、荷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向 HYCOS 项目的支持。同时，理事会得知非洲水资源机制（
AWF）已经表示有兴趣支持尼日尔河、乍得湖、IGAD 和刚果 HYCOS 项目。理事会注意到通过实施
WHYCOS 下的一些项目，31 个 LDC 得到了支持。同时，理事会对为实施某些组成部分获取资金的工作遇
到延迟表示关注，如加勒比-HYCOS（岛屿部分）和兴都-库什-喜玛拉雅-HYCOS 项目。理事会敦促秘书处
继续为实施 HYCOS 的各个组成部分获取资金作出努力，并向有关会员通报这方面的进展。理事会请对开
发新组成部分感兴趣的会员和区域团体为推动和实施这些组成部分提供足够的支持。理事会获悉巴西将提
出一项亚马逊河流域国家的联合请求，希望能够帮助建立亚马逊河- HYCOS 项目。理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
支持 WHYCOS，以确保其要件实施能够持续得到捐助方的兴趣。
3.5.2.4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建立的 WYHCOS 协调机制，WYHCOS 国际咨询组（WIAG）仍然是

项目活动审查和计划制定的有效工具，同时高兴地注意到与 WIAG 第七次会议同时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成果。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WHYCOS 指南》的出版和 WHYCOS 英语和法语网站的开通。
3.5.2.5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秘书处正在帮助赞比亚政府制定“卡富埃河流域洪水管理战略”；帮助肯尼

亚政府实施“维多利亚湖流域洪水管理战略”；以及尼日利亚政府准备“尼日利亚水文服务和测量仪器评估”
项目提案。理事会同时欢迎在 2005 年 PROMMA 项目完成后，开展了一个后续项目，以此向墨西哥提供在
水文和综合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技术援助。理事会对这些咨询建议表示欢迎，并提请秘书长在其他感兴趣的
国家提出要求时提供类似服务。
3.5.2.6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MO 在 2006 年 3 月 16-22 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办的第四届世界

水论坛的筹备过程以及论坛召开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理事会满意地看到，通过技术会议 WMO 在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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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和防灾方面的活动得到了广泛宣传，在“非洲日”和“风险管理日”的全会会议上秘书长作了发言，以及在“
世界水事聚会”中的成功参与。
3.5.2.7

执行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支持 UN-水项目的活动。理事会满意地得知，

WMO 已经当选 UN-水/非洲的主席，进而成为非洲水基金（AWF）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理事会请求秘书长
继续 WMO 对非洲关于水的部长级委员会（AMCOW）的支持，以及继续加强同 AWF 的合作。
3.2.5.8

执行理事会感谢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加拿大对 2006

年 3 月 13-17 日在圣何塞召开的暴洪预报国际研讨会的支持。理事会敦促会员国通过赞助暴洪预报试点项目
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在暴洪预报中使用 NWP 以及其他方式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理事会注意到 WMO 洪水
预报倡议综合会议（将于 2006 年 11 月召开）将成为该事件的后续机制。理事会注意到中美洲暴洪指导系
统（CAFFGS）在哥斯达黎加气象局业务运行，并得到 NOAA、美国对外援灾办公室（OFDA）和水文研究
中心的支持。理事会建议审查在其它地区复制建立类似这样一个系统的可能性，尤其要将重点放在发展中
国家。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促进利用卫星来更新部分国家的土地使用情况图以帮助开展洪水预报。
3.2.5.9

执行理事会感谢日本和荷兰政府对 APFM 一期实施（2001-2006）的支持。理事会同时感谢日本

政府对支持二期（APFM）实施的承诺。理事会呼吁其他会员国向 APFM 基金积极捐献，以支持可持续和
综合洪水管理政策的实施。
3.2.5.10

理事会注意到 WCP-水计划取得的进展，并建议从长远来看应将重点放在气候变化对极端水文事

件的影响及其造成的后果上。

3.6

教育和培训计划（议题 3.6）

调查会员的培训需求并提供培训协助和指导
3.6.1

休会期间，教育和培训计划（ETRP）继续协助 WMO 会员，向其提供培训和业务人员资格要求

方面的指导；组织短期培训活动；为基础和专业培训颁发和实施奖学金；促进会员之间在培训信息和材料
方面的沟通和交流。
3.6.2

为了协助培训机构更新其航空气象人员培训课程设置，采用新的 WMO 气象人员分级制度，编写

了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补充本（WMO-No. 258），其初稿已提交所有 WMO 会员评议。对
会员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审议后，补充本的汇总稿将出版并分发 WMO 会员、RMTC、ASECNA、ICAO
和其他机构。
3.6.3

理事会获悉 WMO 四年一次针对会员培训需求的问卷调查的设计和内容已经得到修订，目的是为

了在下一个财务时期能够更好地确定会员的培训需要，更好地确定培训重点。特别是，2006 年度调查的结
果应该有助于对 ETRP 实施的援助和 RMTC 不断发展的作用进行全面的监督：所教授的科目，培训水平，
教学语言，受训人员类别，以及区域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地理覆盖的平衡。

WMO 组织/共同承办的培训活动
3.6.4

2005 年期间，WMO 组织了 45 个培训班、研讨班、和讨论会，并共同承办了由会员国组织的其

他 36 项培训活动。这些培训活动的大部分是针对具体技术科目的，如：天气预报，航空气象，公众天气
服务，NWP 产品的使用，海洋气象，自动天气观测系统，卫星和雷达气象，气候变率和变化，气候预测，
农业气象，水文和水资源，干旱防御，防灾减灾。未来几年将更多的把重点放在管理和领导技能的培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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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培训活动是在 ETRP 下组织或共同承办的，这些活动旨在提高教学过程本身的效率和效果。

对教员的培训给予了特别重视，已提高课程开发能力，学会利用现代教学方法和 IT 工具进行培训设计和实
施。其他培训活动重点是为了推动远程教育；提高教员的科学基础；促进气象学和水文学方面的科普教育
和学校教育。理事会敦促对新教学工具的效率进行定期评估。
3.6.6

为了实施这些培训活动，一些会员提供了培训设施和/或培训专家，理事会对所有这些会员表示

感谢，绝大多数学员对所提供的培训和培训对其今后工作的适用性表示满意。

分享培训资源和促进远程教育
3.6.7

理事会获悉气象培训机构负责人常务会议协调委员会（CO-COM/SCHOTI）第十三次会议（2005

年 9 月 5-7 日，德国，朗根）大力鼓励促进远程教育，使有关机构能够分享培训资源。
3.6.8

理事会对自愿支持 SCHOTI 活动的会员表示感谢，也对那些免费提供培训模块的会员表示感谢，

这些模块又为区域气象培训中心（RMTC）、国家气象培训中心（NMTC）和其他相关机构（如 ACMAD）
所使用。执行理事会获悉最近开罗 RMTC 的改建和现代化发展情况，并赞赏地注意到该 RMTC 提出在各
项 WMO 计划（包括自愿合作计划）下培训一区协（非洲）的学员。
3.6.9

理事会注意到最近对 ETRP 网站所作的审议，并注意到目前开发界面的行动，以便促进在网上

调用全世界的培训资源，以及促进先进的培训机构和次先进的培训机构之间进行气象案例研究和有关文件
材料的交流。鼓励具备该领域有关专长和经验的会员协助秘书处开发和维护该界面。

颁发和实施奖学金
3.6.10

理事会获悉秘书处已采取措施改进奖学金计划并提高其效率和透明度。理事会欢迎秘书长于 2005

年 4 月 18 日和 2006 年 5 月 30 日发给所有 WMO 会员的通函，内容是关于奖学金的颁发和实施程序。正在
实施的措施包括：增加与会员、获奖学金人员和培训机构的沟通；更及时地办理奖学金的申请；对获奖学
金人员在学习期间和学习后的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审议 WMO 的奖学金政策和程序。
3.6.11

关于对当前的和以前的获奖学金人员的监督和评估，理事会获悉培训机构给予了令人满意的合

作，理事会对部分获奖学金国家常任代表回应程度较低表示关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敦促那些没有提交必
需的奖学金发放后使用情况报告的常任代表提交报告；否则对有关国家不再考虑进一步颁发奖学金。
3.6.12

2005 年期间，奖学金委员会召开了四次正式会议；在这些会议期间， 还进行了一些特别磋商，

以便解决紧急要求事项。扩大了奖学金管理新数据库的技术规格，以便更充分地描述 WMO 获奖学金人员
的完整情况，并对监督过程形成准确的文件。在将信息从旧的数据库转移到新的数据库以及输入和办理申
请方面已做了巨大努力。自 2004 年 1 月 1 日以来，共收到 284 份申请，颁发了 178 份，即 62，6%的申请
获得了批准。2005 年的颁发总量为 941.3 人×月，比 2004 年高 10%。
3.6.13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VCP 认捐会员在继续提供 VCP 奖学金，其贡献非常大。理事会呼吁传统的

VCP 认捐会员尽可能增加其认捐额，并请求其他没有为 VCP 奖学金基金提供认捐的会员也予以认捐。理
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挖掘预算外资金的潜力，扩大常规奖学金基金。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建议（PAN-22）
3.6.14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二十二次会议（日内瓦，2005 年 11 月 14-16 日）通过了三项建议案，

供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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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案 1 (PAN-22) – 对 RMTC 在 2004-2005 年期间评估结果的确认；

•

建议案 2 (PAN-22) – 修订 WMO RMTC 的范围，包括“修订的认可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

建议案 3 (PAN-22) – WMO 奖学金政策和程序手册。
[这些建议案的全文见该文件的报告部分。]

3.6.15

理事会按照建议案 1（PAN-22）确认了阿尔及利亚、意大利、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俄罗斯

联邦和委内瑞拉等国承办的 RMTC 的地位，认为其为 WMO 认可的 RMTC。安哥拉、巴西、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和以色列等国承办的 RMTC 将在 2006 年期间进行外部评估。
3.6.16

理事会认可建议案 2（PAN-22）中所述的理由，特别是 WMO 主管的一些重要活动具有多学科

的性质，并且 WMO 和 NMHS 在气候、综合观测系统、水资源管理、防灾减灾等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理
事会同意这些理由确实说明需要扩大 RMTC 中 WMO 网络的范围，以便吸收进对 WMO 有意义的其他技术
和科学学科。
3.6.17

理事会还同意由于 EC 认可 WMO RMTC 的当前标准是第 34 届理事会于 1982 年批准的（并由第

48 届理事会于 1996 年稍作修改），所以应该予以更新，以便强调一座现代化、完善的培训中心预期应该
具备的一些新的品质。因此，理事会批准了“WMO 区域培训中心认可标准”，见本报告附录 3。
3.6.18

理事会要求在评估 WMO 认可为区域培训中心的培训机构或评估现有的 WMO 培训中心时应严

格适用修订后的标准。这类中心的一般名称将是 WMO 区域培训中心（WMO-RTC）。成立新中心的程序
包括得到区域协会、相关技术委员会和 WMO 秘书处的批准；执行理事会的批准；以及东道国和 WMO 之
间签署协议。
3.6.19

理事会要求 WMO-RTC 的认可标准还适用于对现今 RMTC 正在进行的监督 – “外部评估之前的

自我定期评估程序”（EC-48；1996 年）。有关国家与 WMO 达成的协议应予以重新评审，确认其符合修订
后的标准。该协议将明确说明上述中心提供培训的特定研究领域（如气象学、水文学、气候学、海洋学、
环境等）以及在中心全称的名义下（如区域气象培训中心（RMTC）或区域水文培训中心（RHTC）等）
所展示的领域。但是，上述中心所组成的网络的总名称仅能是 WMO 区域培训中心（WMO-RTC）。
3.6.20

关于建议案 3（PAN-22），理事会审议了专家组提出的对 EC WMO 奖学金颁发标准现条款的修

正意见。理事会经进一步审议后，批准了经修改的标准，见本报告附录 4。
3.6.21

理事会批准了 WMO 奖学金政策和程序手册，条件是该手册的当前草案将予以审议，以反映修

正后的 EC WMO 奖学金颁发标准。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用所有 WMO 的语言出版该手册。

3.7

技术合作计划 (议题 3.7)

3.7.1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会员继续通过技术合作计划的各项活动受益，包括项目和计划的制定、资金

筹措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此类活动在各种融资渠道的框架内实施，如 WMO 自愿合作计划（VCP）、信托
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世界银行（WB）、区域开发银行、欧洲委
员会以及其他渠道。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与 2001-2004 年相比，2005 年期间向会员拨付的技术援助资金
总额减少了 16%。

WMO 自愿合作计划
3.7.2

注意到 2005 年由 25 个会员提供的 VCP 捐助有所增加，理事会对 VCP 认捐方给 VCP 计划的支

持表示感谢，同时也对它们在 2006 年 VCP 和相关技术合作计划非正式计划会议（IPM）上表示将继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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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支持 VCP 计划的意愿表示感谢。理事会敦促其他会员更加积极地参与该计划。理事会对 2006 年 IPM
会议的成果表示欢迎，并赞同会议的意见和建议。理事会注意到在向用户提供服务从而支持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的实现中存在巨大挑战，但也给发展中国家的 NMHS 带来一些大的机遇，理事会同时注意到一些
VCP 认捐方希望帮助这些国家抓住这些机遇。
3.7.3

在审议 2005-2006 年开展的有效性评价报告统计总结时，理事会认为采用修订后的评价报告格式

开展的第六次评估活动证明是成功的、实现了预期服务目标，结果令人满意。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第六次会议的报告
3.7.4

理事会认识到 2006 年 3 月召开的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EC-TC）第六次会议审议了

技术合作计划的实施进展，并为加强技术合作活动（包括 VCP 计划和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执行
提出了许多建议。理事会感谢咨询组组长以及其成员所做的出色工作并赞同咨询组的意见和建议。

咨询组有关 VCP 的建议
3.7.5

注意到 EC-56 批准的、在经协调的 VCP 计划下的各个技术项目（包括培训）在 2005 年的实施

情况令人满意，重点优先领域依然保持有效，同时考虑到会员对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加强防灾减灾计划
（DPM）的需求，理事会批准把“支持防灾减灾计划（DPM）”补充到 2006-2007 年的 VCP 协调的计划清
单中。
3.7.6

在审议 2004-2005 年 VCP（F）使用情况的临时报告和 2006 年 VCP（F）的拨款和调整建议时，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利用 VCP(F)支持更多的项目，以便使未定用途的结余款项得到利用，周转余额维持最
低水平。在常规预算资金减少但同时对超短期培训活动（不足一个月）的需求增加的情况下，鉴于 VCP(F)
在资助短期奖学金方面的实用性，理事会批准了 VCP(F)使用指南的修改（增补）建议，其中纳入了使用
VCP(F)资助短期奖学金和超短期培训活动的标准。理事会还赞同 2006 年 IPM 会议的观点，即：考虑到需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迅速做出反应，应从 VCP（F）中拨给紧急援助基金 10 万美元。对此，理事会依据本报
告附录 5 给出的约 20 万美元的预计收入，批准了 2006 年 VCP(F)的拨款，同时授权秘书长在资金到位后落
实各 VCP(F)项目。
3.7.7

鉴于教育和培训奖学金活动数据库对制定“WMO 奖学金政策和程序手册草案”并以此有效地实

施和进一步加强 WMO 奖学金计划十分有用，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将所有的培训活动登记在 ETR 数据库的
VCP 资金项目下。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3.7.8

注意到在实施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赞同咨询组的建议并将这些建

议纳入议题 7.3 下的执行理事会决定。

现有的机会和潜在的资金来源
3.7.9

理事会赞同咨询组的以下建议：将认捐方的效益纳入 WMO 资金筹措战略，并根据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调整 LDC 战略；在与私营部门合作方面，进一步确定在与 WMO 发展合作时它们感兴趣的领域
以及哪些部门有发展合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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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加强技术合作活动的开展
3.7.10

理事会欢迎为加强资金筹措和项目实施而正在开展的“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发展司（RCD）”的

重组工作，并赞同咨询组的意见，即：在此过程中，机构调整必须考虑到本组织的长期计划以及计划和预
算，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机制，确保更多的资金筹措活动得到保障，并实现完全透明化。
3.7.11

理事会忆及，秘书处采取过一些措施以加强对采购过程的管理，其中包括：设立统一采购和合

同办公室；修订采购和合同委员会的职责；以及最大限度地避免单一渠道的采购。理事会认为，鉴于强化
的内部监控，WMO 秘书处采购过程的变化很可能妨碍及时向会员提供技术援助。鉴于这种情况，又由于
EC-56 制定的新的 WMO 支持费用政策适用于 VCP 和信托基金项目，理事会明确肯定了会员国在 WMO 不
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自身资源采取双边协议方式的做法。对此，理事会赞同咨询组的意见，对可确认
的直接成本，例如项目开发成本和合理的实施费用等应予补偿。因此理事会同意需要审查和修订 EC-56 制
定的 WMO 支持费用政策，尤其是管理收费标准，旨在建立 WMO 的直接成本补偿政策。
3.7.12

认识到为会员进行大宗采购的优势和实用性，以及在 GCOS 信托基金下的高空耗材大宗采购和

PUMA 项目下的为非洲大宗采购卫星接收设备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理事会同意 WMO 秘书处应当为发展中
国家会员实施耗材和零部件联合采购制度。理事会要求秘书处编写一份用以说明各种机制的文件，其中包
括为会员进行大宗耗材和零部件采购使用的法律问题。
3.7.13

忆及 EC-56 曾同意有可能在下一个财务时期组织一次国际技术合作大会，理事会批准在第十五

个财务时期（2008-2011 年）组织一次国际技术合作大会，以提升 WMO 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的作
用以及 NMHS 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并加强同融资机构的伙伴关系。

3.8

区域计划，包括第五区域协会（西南太平洋）第十四次届会和第六区域协会（欧洲）第十四次
届会的报告（议题 3.8）

3.8.1

理事会认识到区域计划应通过能力建设活动和其他由会员、或各自区域内有关经济集团和组织确

定的重点活动向区域协会提供支持并为 NMHS 的发展作出贡献。

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
3.8.2

理事会审议了运行的三个区域办事处和五个次区域办事处的活动和作用，它们是：非洲区域办事

处，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美洲区域办事处，东非和南非次区域办事处，北非、中非和西非次区
域办事处，西南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北美、中美和加勒比次区域办事处，和欧洲次区域办事处。
3.8.3

理事会认识到区域办事处和次区域办事处仍在履行其职责，继续向区域协会主席和副主席、向各

自区域和次区域 NMHS 以及向区域协会及其下属机构会议提供协助，并继续组织能力建设区域研讨会、讨
论会和技术大会。
3.8.4

理事会还认识到区域办事处、次区域办事处在发生紧急情况下，特别是因自然灾害造成破坏后发

挥的作用，这提高了 WMO 在各区域的效率。
3.8.5

理事会强调次区域办事处在确认需求和需要方面、在项目制订和资金筹措方面向会员提供支持和

协助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办事处在项目和计划实施方面为 WMO 总部与会员之间提供了有效的联系。
3.8.6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办事处和次区域办事处在扩大与区域经济/发展集团和与其他联合国系统机构

的合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强调要求秘书长适当给予这些办事处更多的灵活性和资源，以便他们更
好地为会员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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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因为需要振兴和重组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促进发展（RCD）司的活动，故根据 2005

年 12 月到 2006 年 1 月期间开展的利益相关方调查以及就新结构和 RCD 工作人员的职责建议进行的内部深
入磋商，编辑修改了 RCD 的远景、使命和战略。重组的重点将放在提高该司的资金筹措能力方面，这个方
面是既针对在日内瓦的秘书处，也针对驻外办事处，另一个重点是放在寻找新的方式来帮助会员更好地实
施项目并且开发专门针对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发展中小岛国（SIDS）的能力。
3.8.8

理事会获悉有关为 RCD 司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积极主动的结构的建议。就此，为了提高 RCD 司

包括次区域办公室的整体业务效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加快重组的进程。理事会强调需要用一种更加综合
的方法来实施 WMO 能力建设活动。
3.8.9

理事会认为需要加强 WMO 秘书处和各会员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建立国家概况数据库，并要求秘

书长提供有关区域和次区域办公室基于成果的报告。

五区协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3.8.10

理事会对澳大利亚政府于 2006 年 5 月 9—16 日在阿德莱德承办第五区域协会（西南太平洋）第

十四次届会（西南太平洋）表示赞赏。21 个会员中的 20 个会员以及 3 个非 WMO 会员参加了会议。
3.8.11

理事会注意到，该区协共批准了 19 项决议，任命了八个主题的报告员，重新设立了五个工作组：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热带气旋工作组、气候相关事宜工作组、农业气象工作组，以及水文工作组，
还建立了两个新的机构：五区协防灾减灾管理组和工作组。区协还为编写 WMO 战略计划 2008-2011 商定了
一系列新的区域重点工作。
3.8.1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该区协决定制定五区协的战略计划，它将包括 2000—2009 年的太平洋区

域气象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并为此建立了一个五区协战略行动计划专题组。
3.8.13

理事会审议了第五区域协会（西南太平洋）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并将区协的决定纳入决议 8

（EC-58）。

六区协（欧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3.8.14

理事会感谢德国政府于 2005 年 9 月 7 日-15 日在海德堡承办了第六区域协会（欧洲）第十四次届

会。本次届会是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届会。
3.8.15

理事会注意到区协批准了 24 项决议，任命了 10 个专题的报告员，重建了 4 个工作组：WWW 规

划和实施工作组，气候相关事务工作组，农业气象工作组和水文工作组，并在六区协新建了一个防灾减灾
工作组。区协还建立了六区协管理组，六区协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专题组以及六区协 NMHS 国际联络员非
正式网络。为了编制 WMO 战略计划 2008-2011，本区协就一整套新的区域重点达成了共识。
3.8.16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六区协决定制订旨在加强六区协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战略规划。本次届会在

制定战略规划的同时还通过了相关的行动计划。协会决定在试点基础上实施一个由多个多功能中心组成的
和/或多个专业中心组成的网络，作为在本区域内开展区域气候中心（RCC）活动的基础架构。协会还为六
区协指定了两个新的区域仪器中心。
3.8.17

理事会审议了第六区域协会（欧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并将其决定纳入决议 9 (EC-58)。

3.9

防灾减灾计划（议题 3.9）

3.9.1

理事会回顾了 WMO 防灾减灾（DPM）实施计划修订稿已经 EC-57（2005 年 6 月）批准。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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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该计划在实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如下三大重点领域：（1）WMO 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要为经调整和加强的国际减灾战略（ISDR）做贡献，以实施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2）
将 WMO 计划中有关 DPM 的交叉性活动进行整合；和（3）在降低灾害风险领域促进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理事会承认 WMO 和 NMHS 为减轻灾害风险的不同阶段做出贡献，包括：防灾减灾、应急准备、

3.9.2

响应、风险管理、恢复和重建。此外，理事会还注意到所有这些方面都是通过交叉的 WMO DPM 计划来处
理。

WMO 为 ISDR 做贡献并推进 HFA
3.9.3

理事会注意到在 2005 年，有些国家请求审议 ISDR 及其秘书处，以确保有效实施兵库行动框架。

在审议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和加强 ISDR（参见 EC-58/报告 3.9，第 2 和 3 段）。理事会认为 ISDR 经
调整后能够扩大国际上对水文气象服务和信息的认可以及在国内和区域内对 NMHS 在降低灾害风险方面作
用的认可。理事会同意将重点放在让 WMO 继续参与 ISDR 系统并且促进兵库行动框架的实施。

将 WMO 计划中交叉性 DPM 活动进行整合及有关效益

截止目前 DPM 交叉性活动的效益
3.9.4

理事会注意到：

(a)

WMO 秘书处共同主持了 ISDR 跨机构专题组（ISDR/IATF）工作组，并确保了 WMO 对全球预警
调查作出协调一致的答复，以便 WMO 和 NMHS 在应对多灾害方面的作用能够在该调查的最终
报告中得到体现，该报告将由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参见 EC-58/报告 3.9，第 4 段）；

(b)

协调 WMO 为第三次国际预警大会（德国波恩，2006 年 3 月 27 至 29 日）（EWC-III）所做的贡
献，这次会议明显地提高了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理事会要求向会员通报这两个专题未来发展。

3.9.5

理事会注意到 2005 年 1 月 18-22 日在日本神户兵库县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WCDR）后，

各国政府要求在世界范围建立针对所有自然灾害的预警系统。理事会认识到已在各类国际场合宣传了多灾
害方法的概念和发生的多起事件，但这一概念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和完善。会议指出，从管理、组织和业务
的方面来理解多灾害的概念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迄今可以获得的这种方法产生的协同和效益的证据仍没
有定论。理事会认识到 WMO 采取主动行动，召开了“综合灾险管理多灾害预警系统跨机构专家研讨会”
（ 2006 年 5 月 23-24 日，日内瓦），来自 WMO 和其他近 18 个机构的 99 名专家参加了会议（参见 EC-58/

报告 3.9，第 2 和 12 段），开始讨论对这些问题进行阐明。理事会强调建立和维持高效的端到端预警系统
（EWS）花费昂贵且需大量资金。另外，需要通过清楚的示范项目来进一步探索多灾害方法的可行性和潜
在的可实现利益，以确定能否通过加强和完善现有预警系统的能力和基础设施及各合作伙伴参与预警系统
各不同方面的活动来实现经济性和协同性。理事会对讨论会的举行表示欢迎，认为它是朝更好地了解多灾
害方法的概念跨出的一步，并要求秘书处在第 15 次大会前提出关于评估多灾害方法可以实现的效益的建
议，目的是让其他国际机构了解情况。
3.9.6

理事会认识到秘书处通过参加部长级会议带来的好处，它在这些会议上与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等其他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合作，与各部委和国家级的部门携手合作并推动了会议进
程。理事会还注意到一些国家的政府肯定了其 NMHS 的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纳入到本国的减灾计划当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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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为加强其 NMHS 的能力拨了经费。理事会还认识到，在 2004 年毁灭性的印度洋海啸之后，通过 DPM
计划的交叉协调活动筹集了预算外资金，来评估和实施印度洋国家的全球电信系统（GTS）的升级并开展
了相关培训。理事会注意到 8 个国家目前正在对 GTS 进行升级，这项工作得到了法国和美国政府的支持，
同时还通过国际减灾战略的紧急呼吁筹集了 760000 美元。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WMO GTS 被视作为在支
持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和与支持减轻灾害风险有关的各种应用方面承担信息交换的骨干网络。

DPM 计划的要求和需要
3.9.7

理事会注意到，虽然现在有了提供面向用户的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的方法和技术，但是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些能力仍然不足。理事会注意到热带气旋计划的区域方法有效地提供了这些能
力，这种区域模式可以为诸如严重的风暴和洪水等其他灾害所采用，向某个地区的 LDC 提供支持。此外，
理事会还强调，提供面向用户的产品和服务需要进一步了解用户在减轻灾害风险的不同阶段的具体需要。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过 DPM 计划启动与有关计划、技术委员会、会员和参与减轻灾害风险的合作伙伴的
协作，确定重点用户群体并就它们对 NMHS 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制定指南。理事会敦促会员启动区域和国家
层面上的跨机构合作，以确保对天气、水、和气候有关的灾害的预警能最有效地用于防灾减灾。
3.9.8

理事会指出需要立足最新的科技方法来切实改进 NMHS 的观测、监测、灾害分析和绘图以及预

报和预警能力，从而为气象、水文、气候、环境及人为灾害开发出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理事会认识到多
学科合作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通过同发展和出资机构、各部委以及国家应急规划、备灾和反应机构的
密切合作可以进一步增强对 NMHS 的认可和对它的出资，从而不断改进 NMHS 的产品和服务。
3.9.9

理事会注意到防灾减灾对于农业也极为重要，并注意到农业气象学委员会通过其 OPAG 确定了

一个区域项目，即“评估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ANADIA）”。理事会肯定了这个范例并强调了所有技术
委员会在开展交叉的 WMO DPM 计划中的作用。理事会要求其 EC 防灾减灾咨询组（EC AG DPM）就进
一步协调和整合一系列 WMO 计划的潜在贡献提出指导性意见。这些计划涉及气象、水文和气候，它们通
过技术委员会和区域机构在局地实施。在实现这种协调时，EC AG DPM 应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磋商后，确
保明确各计划在 DPM 活动中的责任，以避免重复（如有可能），并确保以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向会员提供
科技信息和咨询。

DPM 计划展望、优先领域和实施指南
3.9.10

理事会强调 WMO DPM 计划的远景是以更具成本效益、更有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方式加强 NMHS

的贡献，从而逐步改善社会的安全和保障。理事会注意到需要确定 WMO DPM 计划的战略重点，这些重
点将通过可以衡量其效益和成果的交叉项目来实施。此类交叉项目应进行优先排序并以 WMO 各项计划、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及战略伙伴的活动为基础，同时明确界定各自的作用、责任和成果。在此方面，理
事会敦促在新的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中，应当明确用来实现与 DPM 计划有关的重点目标的资金，使会员
们能逐年地监督通过 DPM 交叉方法实现的可衡量的进展。此外，理事会还注意到这种监督还应追踪为支
持 DPM 活动筹集的其他预算外资金，以进一步说明计划的增值部分。理事会强调，这些工作应当与 WMO
战略计划密切配合。
3.9.11

对于 DPM 计划的交叉性框架由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的区域工作组、DPM 国家联络员（由常

任代表指定）、和秘书处内 WMO 各司 DPM 联络员组成的高层联络员负责提供支持理事会表示欢迎（参

见 EC-58/报告 3.9，第 8 段）。理事会同意加强技术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个团体在推动和协调各技术委员会
的贡献，特别是与跨委员会活动有关的贡献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而为 WMO 交叉的 DPM 计划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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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看到，作为一项基准，秘书处已启动四次实况调查以便系统地确认现有 DPM 的能力、

WMO 会员（国家调查）和 WMO 区域（区域调查）的活动和需求，以及展示由 WMO 计划（计划调查）
和技术委员会（TC 调查）开展的有关 DPM 的活动（参见 EC-58/报告 3.9，第 9(a)段）。理事会注意到，
这些调查的结果将被用来为 Cg-15 确定 WMO DPM 计划的战略重点，明确具体的交叉项目并进行优先排序，
理事会同意了秘书处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工作计划，工作中它将与各计划、技术委员会、区协工作组和
战略伙伴的联络员进行密切协商。理事会提请 DPM 联络员和 DPM 工作组研究这些调查，并为分析和评估
结果进一步提供素材，因为这些结果对确定 WMO DPM 计划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至关重要。理事会还
要求 EC AG DPM 审议对这些调查所作的分析和评估，从中获取结论，并就 DPM 计划的重点活动、相关
的交叉项目领域以及用来逐年监督进展的、基于结果的业绩方法提出相关的建议。
3.9.13

理事会注意到在 EC-57 期间，突出了 DPM 的几个主要差距，并且建立了以下若干涉及 WMO

相关计划的主题专题组，即：（i）针对 NMHS 及其利益攸关方的与天气、水、和气候有关的防灾减灾教
育、培训和公众宣传计划；（ii） NMHS 的灾害应急响应保障；和（iii）WMO 开展海啸方面的工作（参
见 EC-58/报告 3.9，第 9 (b)段）。理事会强调，NMHS 及其利益相关方在减灾方面的教育、培训和公众宣
传计划对于提升 NMHS 的能力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理事会要求在 DPM 的
交叉框架中，相关 WMO 计划和技术委员会应当评估当前 WMO 教育和培训课程和模块，对根据需要对其
进行改善和扩展，以确保它们满足 NMHS 在减灾管理方面的教育需求。理事会注意到这些努力已扩大到以
下方面：（i）对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灾害及其影响进行编目分类；和（ii）提高 NMHS 的能力，以
提供灾害资料产品、灾害特征和方法学的统计分析和绘图。关于这些主题，理事会强调了制定标准方法学
的必要性，并要求秘书长通过涵盖了相关技术委员会和 NMHS 专家（如有必要的话）的 DPM 计划的交叉
框架来加快这些方面的工作。理事会承认这些能力对于 NMHS 为本国风险评估项目可做的贡献十分重要。
理事会赞赏 UNDP 关于全球风险识别计划（GRIP）的报告，并注意到 NMHS 通过在国家 GRIP 示范计划
发挥积极作用可以在灾害风险管理政策和战略制定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3.9.14

理事会特别强调了应当尽力寻找、存档和分享 NMHS 在预防和减轻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的灾

害方面的成功经验，重点是它们在将其预警服务和政府组织的防灾备灾业务相结合方面所做的工作，这在
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减轻灾险领域促进战略伙伴关系
3.9.15

关于促进 WMO 和 NMHS 与其他机构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扩大 WMO 和 NMHS 在降低灾害风险

方面的知名度、作用和贡献，理事会：
(a)

建议与有关机构加强现有的或建立新的合作，诸如世界银行、UNDP、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联合
会（IFRC）、UNESCO 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参见 EC-58/报告 3.9，第
10、11 和 12 段），这些机构的工作与 WMO 的战略目标和交叉性活动相一致，特别是在支持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方面。理事会强调这些合作关系应当通过各技术
委员会和区域结构在区域、国家和本地层次上联合实施的具体项目以及秘书处层次的活动，如联
合出版物的出版、推广活动、为支持区域和国家项目而开展的资金筹措活动以及联合培训活动，
来反映；

(b)

理事会对 IFRC 的陈述表示感谢，并认识到通过 NMHS 与红十字和红新月会（RCRC）各国团体
在国家层次上开展合作，利用大范围的 RCRC 志愿者网络把 NMHS 提供的信息与高危团体联系
到一起所带来的好处。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与 IFRC 商讨通过国家伙伴关系可以实现合作和效
益的具体领域，并把结果和后续行动通知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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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与 WMO/亚洲减灾中心（ADRC）新建立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将加强 NMHS 和国家灾害
管理机构（NDMO）之间的联系，并敦促在各区域发展这种关系。理事会强调在国内和区域内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并敦促会员和 WMO 通过其有关减轻灾险方面的计划参与实施兵库
行动框架的区域战略计划，并与区域经济团体、区域机构和机制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其作用和贡
献得到恰当的展示和整合。理事会鼓励会员的 NMHS 在本国和本地区积极参与国内的降低灾害
风险平台。尽管如此，理事会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建立 NMHS 伙伴
关系的困难，并要求秘书长帮助尽可能促成此类伙伴关系；

(d)

敦促通过 GEO 海啸活动工作组和其他新设的与防灾减灾有关的 GEO 机构继续与 GEO 合作。

WMO 与海啸预警系统有关的活动
3.9.16

理事会注意到在与 UNESCO-IOC 和 ISDR 合作以及相关 WMO 计划之间的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目的是为了制订明晰的战略，确定 WMO 可做贡献的相关领域，及时有效地帮助在印度洋和其他面
临风险的地区建设海啸预警系统（参见 EC-58/报告 3.9，第 13 段）。认识到世界天气监视网对于所有相关
的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作用，理事会强调必须继续对 GTS 升级和其他有关领域进行立项和实施，以促进海
啸早期预警系统。
3.9.17

理事会欢迎 WMO 参加 ISDR 系统联盟，这是一个由联合国海啸复兴特使办公室发起的机制，旨

在向印度洋地区的申请国政府提供协助，加速国家海啸预警和响应系统的建设。理事会同意继续利用此机
会以提高 NMHS 在本国的知名度并协助会员加强业务预警能力。

有关地震的防灾减灾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协调
3.9.18

理事会忆及曾提请秘书长探讨与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建立某种机制的可能性，以便建立一个针对

地震和有关灾害的全球多灾害预警综合框架。2006 年 5 月与 UNESCO 进行了有关磋商。UNESCO 确认了
WMO 的看法：需要协调有关地震方面的活动，具体而言是与地震有关的地质灾害，目前尚无任何正式的
政府间框架协调这一科学学科。各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有的靠 NGO、有的靠国内政府机构，有的靠学
术机构来负责地震事务。理事会回顾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CTBTO）筹备委员会具有先进的全球地震观
测网络，有可能为探测海啸威胁做出重大贡献。理事会同意 UNESCO-IOC 的意见：应继续与 CTBTO 进行
协调，以便促进将 CTBTO 的地震观测系统建设成为面向公共服务的系统，从而免费、及时地为防灾减灾
提供资料。

用预算外资金支持有关 DPM 的项目
3.9.19

根据海啸预警系统建设方面的经验，EWC-3 期间选定的区域和国家样板项目，以及有必要继续

使用预算外资金支持 GTS 的升级和支持加强预警系统各方面的项目，理事会鼓励秘书长通过创新的方法一
如既往地加强努力，筹措预算外资金以实施有关 DPM 的项目和活动。
3.9.20

理事会强调 DPM 计划的预期成果是 NMHS 和 WMO 的关键基础之一。注意到通过 DPM 计划的

活动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有效实施 DPM 交叉框架的需要，
理事会鼓励会员考虑以借调人员的方式提供 DPM
计划所需的专业技术，
从而得以通过强化与各个做出贡献的计划、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联系来加强 DPM
计划。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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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WMO 空间计划(议题

3.10.1

执行理事会获悉有关 WMO 空间计划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 2006 年 1 月 16－17 日由 WMO 主

3.10)

席 A.I. Bedritsky 先生主持的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空军俱乐部举行的第 16 次 WMO 卫星事务
高层政策协商会议（CM-6）的相关结果。理事会审议了实施 WMO 空间计划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并同意
CM-6 提出的有关进一步加强 WMO 会员从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中获益的指南和建议。理事会相信 WMO
主席团的组成人员、空间机构的主任和有关常任代表之间开展对话会使所有各方继续共同受益。

实施 WMO 空间计划取得的主要成果
3.10.2

理事会审议了实施 WMO 空间计划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全球观测系统（GOS）空基子系统

的状况、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IGDDS）、国际地球静止实验室（IGeoLab）、全球空基相互校订业务
系统（GSICS）和卫星气象教育培训虚拟实验室（VL）开展的引入瞩目的培训活动（HPTE）。关于进一
步加强 WMO 空间计划的指导和建议，理事会审议了以下相关事项：IGDDS、GSICS、从有关的研发仪器
过渡到业务卫星应用、“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规则以及卫星产品区域/专业中心的概念。

IGDDS
3.10.3

理事会对 IGDDS 取得的进展以及把它整合成 WMO 信息系统的一部分表示欢迎，包括在 WMO

会员的需求方面协调其发展。

GSICS
3.10.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CGMS 卫星运营方在 2006 年 6 月 23 日通过了 GSICS 实施计划，并注意到

几个 WMO 会员（中国、日本、俄罗斯联邦、美国）和 EUMETSAT 已确认它们愿意为此活动做出贡献。

全球观测系统（GOS）空基子系统的状况
3.10.5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确认，将把 HY-1A（2002 年发射）和 HY-1B

（将于 2006 年内发射）获得的遥感资料提供给 WMO 和 CGMS 会员，从而为 WMO GOS 的空基组成部分
做出贡献。理事会获悉，根据 2005 年 6 月举行的第三区协常任代表高层会议提出的要求，NOAA 计划在
2006 年 10 月前把 GOES-10 移到西经 60 度，以加强对美洲的覆盖。理事会获悉最近已结束了对 NPOESS
计划的评审程序。NPOESS 的新基线包括两颗下午轨道卫星和两颗上午轨道卫星，而中上午轨道需要依靠
EUMETSAT 的协助。理事会也注意到 MTSAT-2 于 2006 年 2 月发射。CMA 也注意到 FY-2C 已于 2005 年
投入业务运行并将成为对 GEOSS 的一个重要贡献。EUMETSAT 主任告知理事会 EUMETSAT 自 2006 年 6
月 15 日起使 Meteosat-7 和 Meteosat-8 一同运行，以便用户从第一代 Meteosat 飞船过渡到第二代，并且自
从 2006 年年底一直到 2008 年，覆盖印度洋资料的任务将维持在东经 57 度。EUMETSAT RARS 正在扩展
图像数据，并有可能增加新的贡献站点。EUMETSAT 的 Eumetcast DVB-S 的 Ku 波段欧洲分发系统由一个
DVB-S 系统通过 C 波段覆盖了非洲，现在覆盖了南美。ESA 通知理事会 ESA 会员已经在 2005 年 12 月通
过了 GMES 空间计划的成员，在未来 10 年中将发射总计 18 颗卫星。INSAT-3D 卫星计划于 2007 年发射，
将配备一个探测器和 6 通道成像议。其资料分发系统正在研制中。

从有关的研发仪器过渡到业务卫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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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为在有关的研发仪器向业务卫星应用过渡方面 WMO 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承认面临

各种挑战，包括不同的国家机构和资助重点。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挑战：（1）如何增加对气象应用的资金
支持或减少应用的成本；（2）新的观测资料增加了多大价值和效益；和（3）哪些新团体能参与支持新的
应用。理事会认为 WMO 应在后两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理事会回顾到已拥有从研究向业务成功过渡的范
例，比如从 Topex-Poseidon 向 Jason-1 和 Jason-2 的过渡。

“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规则
3.10.7

理事会注意到 2000 年建立了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规则。目前参加该规则的成员包括 ESA、
CNES、

CSA、NOAA、ISRO、CONAE、JAXA 和 USGS 。该国际规则的目标是通过获得授权的用户，向那些受自
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影响的地方提供空间资料获取和传递的统一系统。每个成员机构均已承诺提供资金来支
持该该规则的条款，并因此帮助减缓灾害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影响。

卫星产品区域/专业中心的概念
3.10.8

理事会强调了 WMO 空间计划有必要更加关注将卫星资料处理成统一的、高质量的高层推导产

品的重要性，并确保此类产品的广泛散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理事会注意到 CM-6 讨论了卫星产品区
域/专业中心的概念。理事会认为该建议提供了很多具有吸引力的好处，并建议进一步详细阐述该建议，以
便更加详细地确定其组分和结构，包括职责、财务问题和增加值。

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AMESD）
3.10.9

理事会注意到拟于 2007 年初开始启动的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项目（AMESD）的实施情况。

它回顾到 AMESD 项目通过使用从地球观测获得的整个非洲的环境信息，从而改进环境资源和环境风险管
理的决策过程。AMESD 项目获得了欧盟、EUMETSAT、WMO、非洲联盟和一区协的区域机构共同资助，
并通过已实施的 PUMA 项目把在一区协国家中所建立的设施作为基础，包括在资料获取、维护和可持续性
方面学到了经验。目前的中心工作仍然是在启动 AMESD 之前维持一个有效的 PUMA 基础设施，这将有助
于推进长期的连续性和可靠性，以便在项目范围内执行现有的国家职责和能力建设计划。理事会强烈建议
实施 AMESD，非洲的 NMHS 参与其中以确保该项目达到其预期的目标。理事会感谢欧盟通过 PUMA 和
AMESD 向 RA I 的 NMHS 提供的支持。

培训
3.10.1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协助和 NOAA/NESDIS 的支持下，一个新的卫

星气象卓越培训中心（CoE）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 RMTC 成立。理事会还建议巴西考虑在巴
西建立用葡萄牙语开展培训的 CoE，包括 RA I 中说葡萄牙语的 WMO 会员。理事会高兴地获悉有关气象
卫星的应用，包括天气预报和环境方面的应用的培训提纲。理事会鼓励计划于 2006 年 10 月在虚拟实验室
中实施的引人瞩目的培训活动。

交叉作用
3.10.11

理事会同意各技术委员会有关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的活动，比如 JCOMM 及其卫星资料观测

任务小组，应当与 WMO 空间计划相协调。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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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空间计划的人力资源
3.10.12

考虑到 WMO 空间计划的重要性及其交叉作用，理事会建议尽快增加该计划的工作人员数目，

至少达到 WMO 空间计划战略中要求的水平。

4.

行政事宜（议题 4）

4.1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和内部监察室主任的报告）（议题 4.1）

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4.1.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审计委员会主席 J.J. Kelly Jr.将军做的全面的报告。理事会称赞审计

委员会所做的杰出工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代表它致函审计委员会外部专家感谢他们做出的极有价值的功
献。理事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AC）的建议，它包括处理审计委员会建议专题组的报告、2005 年财务报
表、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和有关内部监察办公室工作的报告。理事会决定单独处理各个具体议题下的建议。
4.1.2

理事会从审计委员会主席的报告中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关注的问题是将内部审计和调查室

（IAIS）改组为内部监察办公室并关注欺诈案的调查情况。理事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严肃地考虑了这些扬
言，并委托外部审计员开展独立评估以帮助 AC 进行讨论。在审议了专家的意见后，AC 对这些扬言没有
进一步的情况表示满意。AC 对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的任命过程表示满意。
4.1.3

理事会审议了有关审计委员会运行的建议，包括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尤其是财务咨询委员

会的人员组成。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和审计委员会一致认为，需要公平地处理好外部财务专家和理事
会成员之间的人员平衡问题。理事会通过了关于 WMO 审计委员会建立及其人员组成情况的决议 10
(EC-58)。

审议 2005 年的帐目
4.1.4

执行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世界气象组织 2005 年审定财务帐目。理事会对外部审计员的工作表示

赞赏。
4.1.5

理事会对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和及时提交帐目向秘书长和秘书处表示赞扬。理事会肯定了去

年在财务管理上取得的重大改进，并鼓励秘书长继续推进本组织的改革。
4.1.6

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并决定单独处理各个具体议题下的建议。关于其它事宜，理

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外部审计员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在下次会议之前准备一份给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内容
有关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IPSAS）的预期效益、采用 IPSAS 所需的其它资金要求、UN 系统内其
它组织在采用 IPSAS 方面的经验以及采用 IPSAS 的计划建议。此外，理事会批准了外部审计员提出的有
关管理信息技术和其它财务事宜的建议。
4.1.7

理事会注意到有关截止 2006 年 4 月 30 日世界气象组织财务状况的信息。

4.1.8

根据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执行理事会决定在今后的届会中把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分别

安排在单独的议题中。
4.1.9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1(E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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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拖欠会费的清偿
4.1.10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清偿长期拖欠会费的报告，包括下列关于清偿长期拖欠会费问题

的 7 个方案：
方案（1）：延长偿付计划规定的期限
方案（2）：在偿付计划中引入支付能力的概念
方案（3）：降低最低分摊比例
方案（4）：违约后重新履行偿付协议
方案（5）：违约后签署新的偿付协议
方案（6）：采用收取会费的最短周期
方案（7）：复选方案（2）-支付能力概念和方案（3）-降低最低分摊比例
4.1.11

一些理事会成员注意到，延长偿付计划和降低最低分摊比例的方案可能不能减少长期拖欠会费

问题，但有些会员却支持这些方案。
4.1.12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提醒各个会员的会费帐目情况，并敦促秘书长继续与各国政府接洽，强调

本组织的会员资格给他们所在国带来的益处。
4.1.13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探索（尤其是与那些拖欠巨额会费的会员一道探索）各方解决方案，

鼓励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4.1.14

理事会也注意到 FINAC 就清偿长期拖欠会费问题而提出的建议，并通过决议 12(EC-58)。

关于 FINAC 的建议
4.1.15

执行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处理审计委员会建议专题组的报告及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

（FINAC）提出的相关建议。鉴于第十次大会建立 FINAC 的时间已久远以及执行理事会关于 NMHS 和
WMO 的变化和发展专题组的意见，理事会认为对 FINAC 的职责进行审议并修订是合适的。
4.1.16

理事会原则同意，为承担第 10 次大会为 FINAC 确定的职责，第 15 次大会建立的任一机构均应

采纳下述各项意见：
(a)

它应是开放性的，但拥有自己的核心成员；

(b)

它需要足够的时间完成计划工作，包括 EC 和大会前一天的会议，EC 届会期间并行召开的会议
以及 EC 届会休会期间的可能召开的会议；

(c)

该机构应有明确目标，即：为制定高质量的基于结果的预算提供咨询，预算应与 WMO 战略计
划密切相关，并能为 WMO 会员广为接受；

(d)

为反映它的任务，该委员会的名称应做调整，即：应称为计划和预算咨询委员会。

4.1.17

考虑到处理审计委员会建议专题组﹑审计委员会和 FINAC 提出的意见，理事会建议修订

FINAC，或其后续机构的职责以避免与审计委员会职责重叠。理事会强调 FINAC 应全面地审查预算建议
中的财务和计划方面问题，提交执行理事会的建议最好能达成一致意见，提出的建议便于执行理事会批准。
有些成员建议，FINAC 或其后续机构应具有修改财务规则的职责。
4.1.18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第 15 次大会通报理事会成员的意见并供审议，有关工作组和专题组提供的

情况以及汇总的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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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和规则》的建议案
4.1.19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修订《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和规则》的建议案。执行理

事会建议第十五次大会批准修订财务条例的建议案。

财务事宜（包含外部审计员和内部监察室主任的报告）（议题 4.1）
4.1.20

理事会注意到并支持秘书长为加强内部监察职能所采取的行动。为了合理地保证 WMO 内部有

充分的管理规范和内部控制并能按需开展工作，内部监察职能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在需求出现时有重新调
配和使用资源的灵活性、符合专业标准、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监察部门进行大量协调。通过合理规划和专业
化地开展审计、检查、评估和/或调查所做的内部监察工作为秘书长、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员、理事会
和 WMO 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提供了必要的独立保证。理事会还注意到联合检查组（JIU）、美国政府
责任追究办公室（GAO）和 WMO 审计委员会第 6 次会议最近的一些报告反映的背景情况。对此，理事会
对新的内部监察室的工作及两年期的预算要求表示支持。
作为针对 EC-57 的决定（“最终节略报告”第 4.1.17
段）采取的后续行动，它注意到在需求评估和把一些内部审计服务外包方面仍需开展更多的工作。它要求
向第 15 次大会提交以下报告，即一份关于内部监察的全面需求评估报告以及一份关于外包部分内部监察
工作的进展报告，两个报告都要指出在预算和人员方面的影响。
4.1.2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提交的内部监察室主任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对此报告的意见。它注意到为完

成内部监督计划的目标而采取的填补空缺岗位的行动。

4.2

人事事宜 (议题 4.2)

WMO 道德守则
4.2.1

理事会赞扬秘书长在草拟 WMO 道德守则方面所做的工作。理事会对审计委员会在监督守则制

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自己的思路贯穿于文件草案以及为此提供建议表示赞赏。理事会收到了 WMO 道
德守则并赞赏地注意到过程所包容的性质和由会员提供的各种行为和道德守则，它们有助于秘书长完成此
项任务。理事会还注意到 ICSC 关于国际公务员的行为标准将继续与 WMO 道德守则一起适用于工作人员。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通过定期审议人事条例，向工作人员提供道德守则压缩版（明信片版）及定期
提供信息和培训加强秘书处的道德文化。
4.2.2

根据上述情况，理事会决定赞同 WMO 道德守则，并建议第 15 次大会通过秘书处提出的对人事

条例的修改。

工作人员条例修订
4.2.3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理事会第 57 次届会以来秘书长对适用于秘书处职员的《工作人员细则》所

作的修订。
4.2.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文件提供的有关 WMO 支付额外每日生活津贴（DSA）的政策。

4.2.5

执行理事会决定立即中止 D 级及其以上职员的额外 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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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对工作条件的意见
4.2.6

职工委员会主席代表全体职员对有机会在执行理事会上讲话并就职员对工作条件的意见提交文

件表示感谢。

秘书处内部问题
4.2.7

理事会对新当选的职工委员会成员表示坚决支持，对其起草文件所作的工作表示赞赏。理事会

还对职工委员会成员在过度阶段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赞扬。
4.2.8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秘书长在增强信心推广新的管理方法，提高人事处效率和利用电子媒介改进

管理/人员信息交流方面继续得到职员的支持。理事会对人事处和职工委员会进一步利用内网定期向职员通
报各类问题和政策表示特别的支持和鼓励。
4.2.9

理事会对职员和管理代表为制定道德守则而做出的果断和集中的工作表示赞赏。它对道德专题

组在处理此问题以及就职员的关注和建设性的意见开展交流表示赞赏。
4.2.10

在招聘过程﹑有关的提升和岗位重新定级方面理事会对要求修改政策的呼声表示支持，其目的

是为职员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当地招聘的职员。它要求修订一份指南以确保该问题的透明
度。

对临时职员的新的合同政策
4.2.1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从 2006 年 1 月开始对目前在岗的短期职员执行新的临时聘用合同政策。它

注意到该政策旨在通过竞争过程鼓励有规则的合同和招聘，并取消临时合同的长期使用。

人员流动
4.2.12

理事会注意到在秘书处内部及 WMO 总部和区域办公室之间的人员流动政策的实施，政策鼓励

在某一岗位工作 5 至 7 年后在内部流动。预期该政策有望加强和提高职员的能力，透明度，人力资源多用
途化，知识交流和职员的职业前景。

获取教育补助金的资格
4.2.13

1994 年联合国行政法庭否决了联合国关于教育补助金享受资格的援用规定。一年后，联合国对

其规则又作了修改，接受了两条资格条件，即工作地不在自己的祖国及居住地不在自己的祖国。但专门机
构，包括 WMO 始终认为只有一个条件，即工作地不在职员的祖国。既考虑到为本组织的利益，也考虑到
职员的利益，职工委员会认为 WMO 没有义务遵循 UN 的规定。因此职工委员会建议执行理事会考虑仍然
坚持当前的做法有效。理事会注意到职工委员会的意见，并就此问题做出了决定。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命程序
4.2.14

执行理事会进一步回顾了现有的程序并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任命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建议。

理事会建议保留目前任命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程序，但应执行一些用于宿短任命过程的程序，如通过
通讯方法征求 EC 成员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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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级官员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
4.2.15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联合国联合职员退休基金条例》第 54（b）条的规定，专业类及其以上级

别职员的薪酬标准调整的生效日期和比例须与净薪酬增加的日期和比例相同。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ICSC
公布了相应的修改后适用于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标准，另注意到可比的
联合国机构（ITU 和 UPU）随后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理事会因此也决定实
行以下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年度薪酬标准，补发生效日期从 2005 年 9 月开始。

目前金额

4.2.16

新的金额

秘书长

276，024 美元

286，529 美元

副秘书长

255，101 美元

264，806 美元

助理秘书长

236，079 美元

245，061 美元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

关于专业级及以上人员的人事任命、提升、提名和转岗的报告
4.2.17

根据公约第 21(b)条，理事会审查和批准了秘书长自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以来做出的以下任命：

执行理事会第 57 以来在发布空缺通知后
通过竞争任命的名单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J.P.TAALAS 博士

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发展司司长(D.2)

2005 年 10 月 30 日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司司长（D.2）

2006 年 1 月 1 日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司长（D.2）

2006 年 2 月 1 日

秘书长办公室，内部监察室主任（D.1）

2006 年 2 月 1 日

Z.BATJARGAL 博士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办公室，WMO 纽约代表/协调

2005 年 7 月 16 日

（蒙古）

员（P.5）

G.O.BRAATHEN 博士（挪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司，环境处，高级科学官

威）

（P.5）

T.VIALE 先生

资源管理司，人力资源处处长（P.5）

（芬兰）
HENDERSON-SELLERS 博
士（澳大利亚）
J.l.HAYES 博士
（美国）
J.I.CORTES 先生
（美国）

2005 年 8 月 14 日
200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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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资源管理司，信息技术处处长(P.5)

2006 年 2 月 1 日

应用计划司，热带气旋计划处处长（P.5）

2006 年 3 月 1 日

应用计划司，航空气象处处长（P.5）

2006 年 4 月 23 日

R.K.KOLLI 博士

世界气候计划司，世界气候应用和 CLIPS 处处长

2006 年 5 月 4 日

（印度）

（P.5）

J.LLOBERA SERRA 先生
（西

秘书长办公室，法律顾问（P.5）

2006 年 6 月 19 日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编辑/翻译（P.4）

2005 年 10 月 3 日

V.O.BAKUMOV 先生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编辑/翻译，俄语协调人

2005 年 10 月 31 日

（俄罗斯联邦）

（P.4）

A.M.SOARES DOS SANTOS

应用计划司，海洋事务处，科学官（P.4）

2006 年 1 月 2 日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编辑/审定（P.4）

2006 年 1 月 15 日

应用计划司，海洋事务处，科学官（P.4）

2006 年 2 月 1 日

忻贤华先生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翻译/编辑，（基础语言中

2006 年 5 月 26 日

（中国）

文）（P.4）

A.KESHAVJEE 先生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设计处官员（P.3）

2006 年 4 月 18 日

应用计划司，公共天气服务处，科学官（P.3）

[尚未联系]

（萨尔瓦多）
A.O.NORSKER 先生
（挪威）
K.KUROIWA 先生
（日本）
H.H.PUEMPEL 博士
（奥地利）

班牙）
C.M.A.DELATARTE ABOU
ADAL 夫人
（法国）

夫人（葡萄牙）
M.ARTERO FERNANDEZ
夫人（西班牙）
E.CHARPENTIER 先生（法
国）

（瑞士）
S.W.MUCHEMI 先生
（肯尼亚）

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届会以来未发布空缺通知
任命的名单
(根据所给理由)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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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J.L.CAMACHO RUIZ 先生

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发展司，CIIFEN 国际处处长

2006 年 2 月 1 日

（西班牙）

（P.5）
[认捐国提名]

J.-B.PARK 先生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司，支持专家（P.4）

（韩国）

[认捐国提名]

J.-B.MIGRAINE 先生

副秘书长办公室，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办公室初级

（法国）

专业官（P.2）

2005 年 9 月 2 日

2005 年 12 月 1 日

[认捐国提名]

4.2.18

理事会还批准了自上次届会以来由秘书长做出的对以下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任期的延长：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延长期限

S.CHACOWRY 先生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部主任(D.2)

再延长 3 个月至 2006 年
2 月 28 日

(毛里求斯)
D.C.SCHIESSL 先生

世界天气监测司司长(D.2)

年 8 月 31 日

(德国)
D.E.HINSMAN 博士

副秘书长办公室，空间计划办公室主任，（D.1）

延长 9 个月至 2007 年 8
月 30 日

（美国）
N.T.DIALLO 先生

应用计划司，航空气象处（P.5）

延长 3 个月至 2006 年 2
月 28 日

(几内亚)
S.BENARAFA 先生

应用计划司，航空气象处，科学官(P.4)

延长 6 个月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

(摩洛哥)

4.2.19

再延长 12 个月，至 2006

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在发布空缺通知后通过竞争而由秘书长做出的以下提名和/或提

升：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E.MANAENKOVA 博士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办公室主任(D.2)

2006 年 3 月 1 日

教育和培训司司长(D.1)

2005 年 10 月 1 日

I.BRULHART 夫人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西语协调人，翻译/审定/口

2005 年 1 月 1 日

（西班牙）

译，（P.5）(从 P.4 重新定级)

B.JAWORSKI 夫人

语言服务和出版司，法语协调人，翻译/审定，
（P.5）

(比利时)

(从 P.4 重新定级)

J.C.C.TORRES 夫人

秘书长办公室，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办公室，宣传

（俄罗斯联邦）
I.DRAGHICI 博士
（罗马尼亚）

2005 年 1 月 1 日

2005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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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英国)

和公共事务办公室(P.5) (从 P.4 重新定级)

王才芳

秘书长办公室，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办公室，高级

(中国)

外事官 (P.5)(从 P.4 重新定级)

M.NICOLAS 先生

资源管理司，公共服务处处长 (P.5)，

2005 年 10 月 1 日

资源管理司，采购和差旅处处长(P.5)，

2005 年 11 月 1 日

资源管理司，财务处长(P.5)

2006 年 1 月 1 日

教育培训司，培训活动处处长(P.5)

2006 年 3 月 1 日

M.L.BURNS 夫人

会议，印刷和发行司，印刷和电子出版物科科长

2005 年 1 月 1 日

(英国)

(P.4)

A.E . ORIAS BLEICHNER 先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编辑(P.4) (从 P.3 重新定级)

2005 年 1 月 1 日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编辑(P.4) (从 P.3 重新定级)

2005 年 1 月 1 日

秘书长个人助理(P.3) (从 G.7 重新定级)

2005 年 10 月 1 日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语言服务支持官 (P.2)，

2006 年 5 月 1 日

2005 年 8 月 1 日

(法国)
A.G.ILINE 先生
(俄罗斯联邦)
L.A.NGWIRA 先生
(马拉维)
I.K.AL-ATWI 先生
(约旦)

生 (玻利维亚)
A.UGOLINI 先生
(意大利)
G.J.SAUTEUR 夫人
(瑞士)
A.ROMEO MAGNAT 夫人
(意大利)

4.2.20

理事会还注意到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秘书长发起的以下岗位转换和/或调动：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T.TOYA 博士

任命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 (D.1)

2006 年 5 月 1 日

任命教育培训司代理司长(P.5)

2005 年 4 月 4 日

V.H.GUERRERO 夫人

资源管理司，人事处任命招聘和职员发展科科长

2005 年 11 月 4 日

(智利)

(P.5)

M.COSTA E SILVA DA

秘书长办公室，内部监察室，任命内部审计处处

VEIGA 夫人

长(P.5)

(日本)
I.DRAGICHI 博士
(罗马尼亚)

2006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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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教育培训司，奖学金处， 任命奖学金科科长 (P.4)

2005 年 10 月 20 日

M.PEETERS 先生

会议，印刷和发行司，任命会议服务科代理科长

2005 年 6 月 1 日

(比利时)

(P.4)

M.PEETERS 先生

会议，印刷和发行司，任命会议服务科科长，(P.4)

2005 年 11 月 25 日

S.PARK 先生

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发展司，支持专家(P.4) [从世

2006 年 4 月 1 日

(韩国)

界气候研究计划转岗]

S.-W.KIM 先生

教育培训司，培训活动处技术官(P.3)[ 从亚洲和西

(韩国)

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转岗]

张小霞女士

资源管理司，人事处，任命工资和社会福利科科

(中国)

长(P.3)

姓名和国籍
(葡萄牙)
C.U.GWAM 先生
(尼日利亚)

(比利时)

4.3

其他行政事宜（议题 4.3）

4.3.1

信息和通信（议题 4.3.1）

2005 年 7 月 1 日

2005 年 11 月 4 日

关于信息和通信的各类问题在有关议题下讨论。

4.3.2

语言和出版物服务能力（议题 4.3.2）

4.3.2.1

在过去的两个财期，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LSP）提供的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有很大增

加。
4.3.2.2

根据通常的 4 年周期来看，每年翻译工作量的变化呈上下浮动状态，但是第 12 财期与第 13 财

期相比（后者根据决议 19（Cg-13）增加了阿拉伯语和中文的使用），总数增加了约 20%。然而，在第 13
财期分配给 LSP 的资金实际未变。

翻译量，以千字为单位
第 12 财期

1996

1997

1998

1999

总数

平均

完成的总字数

5 250

4 479

7 464

3 852

21 046

5 262

内部翻译量

3 300

3 300

3 300

3 300

13 200

3 300

外包百分比

37%

26%

56%

14%

37%

37%

2000

2001

2002

2003

总数

平均

5 230

6 922

8 084

5 028

25 264

6 316

第 13 财期
完成的总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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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翻译量

3 575

3 575

3 575

3 575

14 300

3 575

外包百分比

32%

48%

56%

29%

33%

33%

财期

岗位之比

业务岗位/管理

总职数

管理/支持岗位

第 14 财期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的岗位结构和职数发生很大变化。详情见下表：

业务岗位

4.3.2.3

语言服务

出版物服务

职数

%

职数

%

第 12 财期 (1996-1999)

55

45

10

4.5

29

53

16

29

第 13 财期 (2000-2003)

57

45

12

3.8

29

51

16

28

第 14 财期 (2004-2007)

40.5

33.5

7

4.8

20

49

11.5

28

第 15 财期 (2008-2011)

43

36

7

5.1

20

46

14

32

4.3.2.4

为适应需求增加和资金减少的局面，总职数从 57 减少为 40.5，管理支持岗位从 12 减为 7，业务

岗位（翻译﹑编辑﹑词语专业人员﹑校对﹑打字员﹑桌面出版人员和图像设计人员）也减到最少程度，从
45 减为 33.5。由此形成的业务人员和管理/支持人员之比 4.8 （即 4.8 个业务人员，一个管理支持人员）又
造成外包量大量增加，这种情况需要足够的管理人员支撑。
4.3.2.5

在第 15 财期，LSP 将面临需提供的服务（阿拉伯语和中文的增加使用，网页的正常翻译和排版，

新的出版物如文件夹﹑折页和电子出版物等）超过拥有的资金的局面。
4.3.2.6

LSP 在第 15 财期的资金仅能确保维持最低水平的运作。考虑到最起码的核心职员和预算的限制，

秘书处不得已只能重点应对关键的服务需求。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彻底审议对 LSP 的需求，这样，核心人
员可以提供据认为是优先的服务，并确保更系统地修订外包的翻译。
4.3.2.7

理事会建议对法定出版物清单采用同样的方法(参看 4.3.3)。

4.3.3

出版物-新设计(议题 4.3.3)

4.3.3.1

理事会注意到对最近制定的法人鉴别指南的实施，制定该指南的依据是第 14 次大会关于 WMO

出版物现代化的决定。
4.3.3.2

最近制定的 WMO 视觉区别和品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它为 WMO 树立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它使本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耀眼，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4.3.4

出版基金(议题 4.3.4)

4.3.4.1

理事会注意到出版基金专用于法定出版物的制作。注意到出版组织机构届会报告和大会文集的

费用甚高，理事会建议，由全会通过的相应的文案可视为最终报告，这些报告无须全面的编辑加工即可以
电子版方式提供。
4.3.4.2

理事会建议向第 15 次大会提交一份经审慎修订（减少）的法定出版物清单并建议对总体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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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作一审查，以便使秘书处的语言服务与分配的资金相一致。

会议 (议题 4.3.5)

4.3.5

第十五财期(2008-2011)WMO 会议的安排
4.3.5.1

理事会注意到第十四财期 WMO 组织机构届会的时间安排很不均衡，导致秘书处的资源在某些

阶段十分紧张，这会使文件和出版服务面临贻误的风险。为此，理事会强烈敦促各组织机构考虑调整在第
十五财期内各自届会的召开时间，以便在安排上得到平衡。
4.3.5.2

根据 WMO 总则第 170 和 187 条的规定，理事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7。

5.

计划和预算(议题5)

5.0.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关于计划和预算的议题 5，
考虑了计划和预算分委会的讨论情况和提出的建议。

该分委会是在 2006 年 6 月 21 日由 W. Kusch 先生主持召开的全会上设立的，其目的是审议 2004-2005 年的
计划和预算的业绩、第 15 个财期（2008-2011 年）的计划和预算、2008-2011 年计划和预算编制特设小组的
报告、预算外资金同拨款程序合并及周转基金水平问题。已将分委会的报告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分委会设
立了一个由 M. Gray 先生主持的专题组，其目的是审议第 15 个财期（2008-2011 年）的计划和预算。为继续
开展工作，执行理事会考虑了财务咨询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员提出的有关建议。

5.1

2004-2005 年的计划业绩(议题 5.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关于 2004-2005 年的计划和预算的业绩的报告，并支持秘书长为改进基于结

果的业绩衡量和报告的安排。根据分委会的建议，理事会建议秘书长准备一份 2006-2007 业绩报告，报告还
须考虑根据议题 5.2 拟与非正式专家组合作制定的业绩指标和目标。

5.2

第 15 财期（2008-2011）的计划和预算（议题 5.2）

5.2.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计划和预算建议及有关的文件。理事会承认与以往的预算格式

相比，新提出的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是一种重大的改进。许多会员强调需进一步改善格式和编制，以便
促进对计划和预算建议的审议。一些会员支持名义零增长的计划预算，而其它会员建议提供额外的资金
，包括批准实际零增长的预算建议。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 2008-2011 年计划和预算建议中更加努力地
引入有效的措施，包括外包印刷、翻译、信息技术服务和其它支持功能，并更多地使用电话会议和计划
领域开放组(OPAG)，以减少会议的数量。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编制 2008-2011 年计划和预算建议时
要考虑 2004-2005 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教训。

预算总水平
5.2.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名义零增长（2.698 亿瑞郎）基础上提出一份计划和预算建议，其中包括 2.498

亿瑞郎来自核定会费和 2000 万瑞郎来自其他正常资金（以前界定为预算外收入）。此外，理事会建议秘
书长就将预算增加到实际零增长（2.82 亿瑞郎）的计划影响和额外效益提交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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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制定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的预期结果和建议 2008-2011
5.2.3

理事会决定批准本报告附录 8 中有关制定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的 11 条预期结果和建议。决定

包括建立一个非正式专家组，以便向秘书长制定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建议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尤其是有
关业绩指标的定义和对活动的描述。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完成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建议制定时间表，包
括非正式专家组的参与。理事会呼吁各会员通知秘书长它们指定参加非正式专家组的专家人选，专家组
将通过电子手段开展工作。

预算外资金的合并
5.2.4

理事会批准以秘书长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将预算外资金纳入拟议的计划和预算。理事会注意到秘

书长估算，2008-2011 财期此类收入为 20.0 百万瑞郎。

周转基金水平
5.2.5

理事会原则上建议提高周转基金的水平。理事会决定要求联合检查组审议关于周转基金建议的

安排。该审议将供第 15 次大会在决定周转基金适当水平时考虑。

年度预算
5.2.6

理事会注意到 FINAC 和外部审计员的建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由两年期预算改为

年度预算的意见报告。

6.

长期计划（议题 6）

监督和评价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6LTP）的实施
6.1

理事会认为涵盖 2004-2005 两年期的 6LTP 的评价应尽可能集中关注所取得的成就，注意一些重

大变化或调整及其产生的影响，并找出阻碍进步的差距或不足。
6.2

理事会注意到 6LTP 缺少具体的和可以衡量的业绩指标和目标，这就决定了评价工作在很大程度

上属于定性评价，因此限制了它的效用，应在编制 WMO 第七个战略计划（2008-2011）予以改正。
6.3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6LTP 的评价应对照目前 WMO 从以下三个单独的角度（区域协会、技术

委员会和秘书处活动）所制定的 9 项战略。理事会认识到 6LTP 的监督和评估应当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编制 WMO 战略计划（2008-2011）
6.4

理事会认识到 WMO 长期计划需要集中关注各项旨在实现本组织预期结果的战略。它同意今后

应把第 7 个长期计划称作为 WMO 战略计划（2008-2011），它将陈述与第 15 个财期相对应的本组织在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意图。计划的范围将反映在这个不断变革的世界中规划周期变得更短的现实，但
是它仍将提供长期规划框架和战略分析方面的观点。该计划将在计划框架和战略分析方面提供更为长远的
观点。它的内容要反映气象学和水文学可能做出的贡献，而不是讲述气象学和水文学的内容。
6.5

理事会认为对战略的集中关注将有助于拟定一份更加简单、全面、精练且内容更具针对性的文

件。理事会同意本报告附录 9 的概念框架。理事会建议制定一个机制以确保该框架在各区域、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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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划投入业务时保持一致。
6.6

理事会注意到业绩评价工作的困难，并同意通过一系列关键业绩目标（KPT）和关键业绩指标

（KPI）将战略计划和本组织的业绩联系起来。上述参数将用来衡量朝 11 项预期结果取得的进展。理事会
强调这些 KPT 必须符合实际、可以完成、不含糊其辞且目标的个数最适宜。虽然业绩指标可能与活动而不
是成果更加有关系，但仍应将业绩指标包括在业务计划中。理事会认识到在 2008 年战略计划实施之前 KPT
需要进一步完善、测试并修订各项目标。它要求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WG/LTP）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6.7

理事会建议今后还将把业绩与以下活动领域（即：能力建设、研究和开发、资料和观测、服务

提供、伙伴关系、积极支持和宣传、支持服务）直接协调一致。秘书长将负责报告有关战略计划（2008-2011）
的业绩。理事会同意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应当在与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磋商后研究将 WMO 各项计划
与战略计划协调一致。理事会敦促该战略计划应当便于决策者和外部团体理解和使用。
6.8

理事会同意 WMO 各项计划与 WMO 战略计划（2008-2011）协调一致的工作将在第十五次大会

后不久开始。
6.9

理事会注意到战略计划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它要求 WG/LTP 为计划草案的定稿尽快确定时限。

理事会赞同将 WMO 计划结构以及计划和预算与该战略计划协调一致。这种协调将使该战略计划能够更加
有效地指导编写供第 15 次大会审议的 WMO 计划和预算。
6.10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供必要的秘书支持，帮助 WG/LTP 及时完成拟提交给第十五次大会的战略

计划。

操作计划
6.11

理事会也同意应当为 WMO 各项计划和主要活动拟定一份 WMO 操作计划。战略计划与操作计

划之间应当有明确的联系。操作计划应当是对整个 WMO 的高层指导，目的是使本组织的所有组成部分达
到战略计划所提出的改革水平。
6.1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以现有的 WMO 计划为基础并与 WG/LTP 的组长密切协调，根据现有的战略

计划编制 WMO 操作计划。

关于编制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的初步讨论
6.13

执行理事会认为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 的计划周期应实现以下目标：

(a)

将计划和预算同战略计划协调一致，以便战略计划能够指导 WMO 各项计划并了解它们的情况；

(b)

使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所有 NMHS 能够在该计划上取得一致。这将支持所有各方
对 WMO 的总体远景、预期成果和业绩做出明确的贡献；

(c)

继续完善关键业绩目标，以便能够衡量本组织在关键领域的业绩所累计产生的效果。

7。

WMO 面临的具体问题（议题 7）

7.1

千年发展目标（MDGS）（议题 7.1）

7.1.1

理事会回顾了包括千年宣言在内的一些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是全世界发展政策和活动的基石。理

事会认为这些目标与 WMO 直接相关，并得到其全力支持；在 WMO 展望中对此做了表述，即本组织决心
加强其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和在其中的地位。

62

7.1.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理事会还回顾了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强调多学科性，WMO 已采纳此法来实施其战略，并强调

确保在发展领域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积极合作和联合行动的重要意义。理事会注意到人们对 WMO
和 NMHS 针对发展方面的活动尚缺乏认识和认可。
7.1.3

鉴于 WMO 的活动与千年发展目标有着直接关系，诸如消除贫穷和饥饿、促进性别平等、确保

环境的可持续能力、与疟疾等疾病作斗争、及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等方面，理事会认为 WMO 和 NMHS 仍需
作出巨大努力，以便使其活动对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产生具体的影响。
7.1.4

对此，理事会回顾了 WMO 和 NMHS 需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不仅在影响发展政策和战略有

关的问题，包括天气、气候、水等各种服务方面向政府提供信息，还要提供咨询。
7.1.5

理事会认为 NMHS 应能够担任 WMO 的主要计划和各国主管部委之间的纽带并应有能力、有办

法与决策者、公众和特定用户进行沟通，并增进人们对天气、气候和水事服务与 MDG 之间关系的认识。
7.1.6

理事会还认识到将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科学信息和知识转化为地方性有用和适用信息

需要相当强的专业技术。
7.1.7

对此，理事会请求秘书长制作一个精练的信息包，作为指南，供 NMHS 用来与政府官员、发展

和资金援助机构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磋商制订和实施发展战略，并用于国内的日常政治、社会现实生活中。
7.1.8

理事会同意该指南的重点为：

(a)

让 NMHS 更多了解千年发展目标及有关指标和国家计划的必要性、方式和方法，同时考虑进气
候变率和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并更加认识到 WMO 各项计划与目标实施之间的关系；

(b)

加强南南交流渠道，让会员在可比较的环境中增加知识和经验；

(c)

制订充分的教育培训计划，将科技知识融入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必要性；需要增加妇女参加培训
的比例；

(d)

协助 NMHS 编写以国家重点需求和需要为基础、实现 MDG 的发展计划；

(e)

制订和实施试点/示范项目：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样
可提供机会，改进和测试方式方法，即有关 NMHS 的业绩是如何更广为人知的，是如何较好地
转化为有关 MDG 的发展指标的。

7.1.9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将 WMO 的有关活动和项目进行统一包装，按主题划分，如最不发达国家计

划、防灾减灾计划或教育培训计划，以便解决向国内主管部门、捐款方和金融机构筹措资金的问题，因为
如此分类的项目符合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联合国行动计划。
7.1.10

理事会进一步敦促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采取必要措施为实现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做出更多贡

献，其中包括与国家主管机构和千年发展目标的管理机构保持联系。
7.1.11

理事会注意到 NMHS 在与联合国常驻协调人领导下的联合国常驻团工作人员打交道方面有一定

局限，结果在重大问题上通报不够，如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方式方法，而且在有关 NMHS 在应该参与的发
展问题上参与不够。理事会因此要求其 NMHS 和 WMO 发展工作组考虑这些局限因素，并提出克服这些困
难的建议。

7.2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SSD）的后续行动（议题 7.2）

实施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和有时限的目标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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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重申了 WMO 对“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声明”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的

承诺。
7.2.2

理事会呼吁各会员和秘书长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与 WMO 和 NMHS 核

心活动有关的承诺计划和有时限的目标并采取后续行动。
7.2.3

注意到在 2005 年的世界首脑会议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均一致同意在 2006 年前批准为实现“千年目

标”的国家计划，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协助有关的 NMHS 推动它们在此类国家计划中的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纳
入其中。
7.2.4

理事会认识到，秘书长已采取措施制定了 WMO 战略并在会员落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成

果的工作中给予了支持，尤其是那些涉及千年发展目标、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成果。
7.2.5

理事会在议题 7.3 和 3.9 下分别审议了 WMO 在支持“2001-2010 年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布鲁

塞尔行动纲领”和“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方面所做的工作。

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实施
7.2.6

理事会忆及需要酌情将“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毛里求斯战略”纳入

WMO 的计划。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在秘书处设立一名 SIDS 联络员。
7.2.7

理事会注意到，WMO 通过其科技计划向 SIDS 的 NMHS 提供了支持，以提高它们在有关环境和

发展领域中的能力，尤其是在机构能力建设；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服务；水资源管理；自然灾害管理、
粮食安全及区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
7.2.8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制定“SIDS 战略行动计划”，目的是使这些国家的 NMHS 能够积极参与各

国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应对它们所面临的脆弱环节。
7.2.9

理事会认为，WMO 专门的 SIDS 计划应该与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一起实施，因为有些 SIDS

也是 LDC。

7.3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LDC）(议题 7.3)

7.3.1

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需求，问题和潜力，包括它们对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的脆弱性，理事会

忆及 LDC 代表了国际社会中最贫困和最脆弱的部分，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现了 LDC 自身的情况，同时
也体现了其合作伙伴的情况，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7.3.2

理事会注意到，布鲁塞尔的最不发达国家2001-2010行动计划以下述各项为基础：国际发展目标

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其合作伙伴相对应的支持措施；和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问题确定的7项承诺
所规定的价值，原则和目标。理事会进一步忆及2003年5月第14次世界气象大会建立了WMO的最不发达国
家计划，其主要目标是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的能力，有效地促进为各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
减少贫困，防灾减灾，粮食安全，能源和水资源管理，环境监测和保护及其他。
7.3.3

理事会强调，在通过具体的活动支持布鲁塞尔行动计划方面，WMO须找准定位，目的是确定一

个以人为本的政策框架，加强产出能力，建立专业和机构的能力，减少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保护环境和
筹措资金。
7.3.4

理事会忆及，第 57 次届会审议了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战略计划，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措

施付诸实施。对此，理事会认识到该计划的实施需要筹集额外的资金。
7.3.5

理事会认识到，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有效实施可以在当今发展的世界，在国家和区域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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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和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 WMO 和 NMHS 的形象及提高它们的知名度。
7.3.6

注意到已通过主要的科学和技术计划的常规活动对 50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 NMHS 提供了

支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对 LDC 在执行科学技术计划方面的需求给与特别的关照，
并确保认真协调和综合在这些国家的有关活动。
7.3.7

认识到在审议的阶段开展了专项活动以支持部分 LDC，理事会强调今后有必要加强 LDC 的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参与各自国家的发展进程。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除了各项技术和科学计划已采取的行动
以外，通过开展具体的增值行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计划的有效性。
7.3.8

理事会同意 EC 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EC-TC）的意见，呼吁为筹措额外的资金作出新的努力，

包括预算外资金。为此，考虑到 EC-TC 于 2006 年 3 月 16-18 日召开的第 6 次会议的建议，理事会：
(a)

要求秘书长制定一个适用于 LDC 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的评价气象水文服务社会经济效益的方法，
以便于向各国政府和它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天气﹑水和气候服务对相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贡
献。对此，应在一个或多个 LDC 和 SIDS 国家开展这一方法的试点，并在 2007 年在马德里召开
的国际天气﹑水和气候服务社会经济效益大会上介绍试点成果；

(b)

要求秘书长为 LDC 和 SIDS 的从事管理﹑战略规划﹑沟通和资金筹措的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组
织具有新意的能力建设活动；

(c)

要求秘书长更详细地向最不发达国家介绍 WMO 各项计划，以便吸纳更多的政府资金和合作伙
伴的资金用于支持 NMHS 的项目；和

(d)

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具有理事会第 57 次届会认同的交叉性，鼓励秘书长在秘书处内建立适
当的机制以便有效地开展这一计划。

7.3.9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会员和秘书长在制定和实施一些展示计划时向 LDC 和 SIDS 适时提供帮助，

这些展示计划以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应用于消除贫困和环境保护的最佳做法和成功个例等为基础。这类活
动将会提高 NMHS 的知名度，以及吸引更多的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投入，以支持它们的工作。
7.3.10

注意到 WMO 积极参与了关于布鲁塞尔行动计划全球中期综合审议的跨机构磋商﹑区域筹备会

及部长级会议，理事会支持秘书长关于组织一次结合中期审议过程的 WMO 特别活动的决定，该活动也是
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高级代表办公室（UN-OHRLLS）发出邀请的响应。
7.3.11

理事会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计划使得人们有机会更加了解 WMO 对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一

些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和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和协
调，确保在区域和全球层次上全面参与 LDC 的布鲁塞尔行动计划实施全球中期综合审议 。

7.4

NMHS 和 WMO 的改进与发展（议题 7.4）

总体意见
7.4.1

理事会同意 NMHS 和 WMO 改进与发展工作组（WG/ENW）的意见，即关于 NMHS 和 WMO

的作用与运作的讨论应认识到本组织的总体战略意图，并为其做出贡献。理事会注意到 WMO 第六个长期
计划（6LTP）中所反映的长期规划框架，以及有关下一阶段 WMO 战略计划的建议，框架特别强调在绩效
评估方面采用更具战略性的方法。
7.4.2

在这方面，理事会强调继续开发，并引起其利益攸关方及合作伙伴重视 WMO 独有的能力和比

较优势，尤其在社会经济效益方面十分重要。利益攸关方与合作伙伴包括更广泛的气象、水文和相关团体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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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NMHS、科学家、发展规划工作者、用户部门和媒体，以及联合国系统中的利益攸关方与合作
伙伴。

WMO 的改进与发展

WMO 在解决发展问题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7.4.3

理事会认识到，作为一个科学技术组织，WMO 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但目前的认可水平需

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迫切需要承认，它已通过在提供适当和有益的天气、气候及水服务（如季节和年际
预报、气候情景）中所发挥的国际协调作用而成为发展问题的一个贡献者。需要为 WMO 更好地定为，这
样它可以进一步帮助 NMHS 为其国内的发展以及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方面做出贡献，如千年发展目标
中所包括的减少贫困的目标。
7.4.4

WMO 还应加强努力，以其独特的能力和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与姊妹组织的伙伴关系，在与发

展有关的具体承诺方面为联合国系统的重要发展举措做出贡献。这也将通过 NMHS 参与联合国活动国家团
队的努力在国家层面上予以体现。
7.4.5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WMO 以及更广泛的气象和水文团体必须相互配合，并与社会科学家、发展

规划工作者、用户部门和媒体一道更紧密地合作。这一点对于决策者、用户和普通大众更好地认识和正确
评价由这些团体提供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是至关重要的。还需要加强 NMHS、相关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间的
沟通与合作。

WMO 组织机构的运作和联系
7.4.6

理事会强调，WMO 必须保证其运作的结构和模式，包括 WMO 组织机构的运作和联系协调良好

并能够为本组织的战略计划提供支持，这与为会员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的要求是一致的。它注意到关于寻
求加强某些技术委员的建议。
7.4.7

理事会应保证在本组织的企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努力加强 WMO 观测系统的整合
7.4.8

在审议这一议题时，理事会考虑了 WG/ENW 的建议。

WMO 主席团
7.4.9

理事会同意应更多地把主席团视为一种咨询机制，而不是一个机构或者组织（因而不需要制度

化），其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工作重点是筹备执行理事会的届会和大会。
7.4.10

应保证主席团工作的透明度，特别是在会前向 EC 成员通报它将处理的议题，以及在会后通报主

要的讨论内容。
7.4.11

适当的均衡参与对主席团的效果也是至关重要的。

7.4.12

使会员充分了解主席团的任务和工作很重要，，从而对这一机制如何为一个更有效的 WMO 做

贡献给出准确的评价。
7.4.13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准备一项建议供第 15 次大会审议，旨在使大会能做出一项有关主席团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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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组织机构有效发挥功能
7.4.14

理事会注意到 EC-57 取得的在理事会的运行和发挥功能放方面的改进并未带入理事会第 58 次届

会。它回顾到早先开展的有关如何最大程度地改进其届会运作的讨论（见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届会含决议
案的最终缩略报告（WMO-No。988）总摘要第 8.1.5 段），它还要求秘书长加强努力改进组织机构的功能，
尤其是第 15 次大会的功能。
7.4.15

理事会关于改进第 15 次大会功能的建议已纳入议题 10.3。

FINAC
7.4.16

理事会注意到 WG/ENW 审议了关于审计委员会的建议专题组提出的的关于财务咨询委员会

（FINAC）的报告。报告中的建议得到普遍认同。不过，工作组确定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领域，理事
会已考虑了这些领域。[参见 EC-58/文件 4.1(5).]

EC 的附属机构
7.4.17

理事会强调指出理事会成员应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通过其附属机构积极介入和参与理事会的工

作。
7.4.18

理事会同意，在较为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可以更多地采用负有特定任务的 EC 专题组，来取代或至

少是补充 EC 的“常设”工作组。此外，理事会还同意附属机构可以利用具有其成员资格的理事会以外的其
他专家，但这些附属机构应由 EC 成员担任主席。
7.4.19

需要尽快解决理事会自身及其附属机构中 EC 成员的更换问题。完成更换所需要的时间应当缩

短，以提高 EC 的效率。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工作的志愿服务
7.4.20

在寻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附属机构（报告员、工作组、OPAG 和专家组）成员资格的提名

时，特别是在组织机构的会议前，提名程序应确保 WMO 常任代表和拟议专家的承诺得到确认，此外，拟
议专家的专业简历（通过个人简历）将有助于确定他们的具体专业技能。程序还应保证特定专家对提名有
所了解，并做出一旦当选将履行承诺的表示。对这类国家专家的确定不一定局限于 NMHS。
7.4.21

在争取适当的国内专家方面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理事会提请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主席

们就如何改进这种局面提出建议，包括如何认可这些国家专家宝贵贡献的建议。对此，还鼓励各技术委员
会主席对其附属机构的绩效情况作出分析，以此确定那些可以提出建议的关注领域。
7.4.22

理事会同意，加强对 WMO 总体战略计划下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战略和/或行动计划进行

调整和协调，可能有助于改进国家专家的选拔、支持和认可工作。

目标和绩效评估
7.4.23

理事会认识到，目标的设定和绩效的评估对 WMO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注意到 WG/ENW 支

持由 EC 长期规划工作组提出的战略规划的概念方法，这一方法强调通过确定预期结果、关键绩效指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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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绩效目标，对绩效进行更加定量化的和可测量的评估。这可能需要 EC 和大会发挥更多的战略作用。

沟通和宣传策略
7.4.24

沟通和宣传对于 WMO（在国家层面上则为 NMHS）提供有效的帮助并获得认可至关重要。它

们应作为本组织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并给予支持。沟通和宣传还将成为旨在确定这些领域进展的定期评估
的主题。
7.4.25

沟通和宣传可以使 WMO 及 NMHS 在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服务方面的作用与贡献得到更好的认

同。它还将导致获得对 WMO 和 NMHS 活动的政治上和大众的支持，并且获得资金，
从而使 WMO 和 NMHS
所提供的更佳服务的利用工作得到改善。

伙伴关系
7.4.26

对于加强 WMO 的贡献和知名度、NMHS 的发展与可持续性，以及资金的筹措而言，战略伙伴

关系十分重要。考虑到从会员及其 NMHS 得到的各种情况，伙伴关系对于 WMO 的战略目标，特别是为缩
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NMHS 所提供的服务水平的差距所做的努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7.4.27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安排对 WMO 和 NMHS 至今所获得的经验、最佳做法和教训进行深入的分析，

并提出能够实施的进一步的具体行动（工作计划和目标）。这些行动可包括：
(a)

选择有WMO和/或NMHS参与的伙伴关系的成功经验，并利用这些有助于会员的个例作为在国家
和国际层面上提高并加强WMO知名度的宣传；

(b)

促进国家间的伙伴关系，借以优化国际援助，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
可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分享及使用的产品；

(c)

加强WMO与非洲经济集团间的伙伴关系，确保NMHS能积极介入和参与那些获得融资机构，特
别是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委员会和世界银行支持的计划和项目。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的作用与运作

关于国家气象部门（NMS）的作用与运作的调查问卷

针对 NMS 的调查问卷
7.4.28

理事会要求 WG/ENW 着手修定一份针对 NMS 的调查问卷，，它可以部分地用来跟踪有关它们

当前状况的趋势和发展。这份调查问卷应用于支持本组织的战略意图和帮助 NMS 及国际团体。

针对用户的调查问卷
7.4.29

WG/ENW 还应着手制定一份针对用户的调查问卷。这一工作将有助于评估用户的意见，特别是

它们对 NMS 提供的服务的满意度，以及鼓励 NMS 努力改进与用户间的互动。
7.4.30

理事会强调各类调查表的制作和管理在秘书处需确保良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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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决策者的 EC 关于 NMHS 作用与运作的声明
7.4.31

由执行理事会通过的这一声明的有效性已得到承认。不过，已经认识到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以使决策者能更好地了解和评价 NMHS 的作用和贡献。鉴于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应建立一种评估机制对
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开展评估。

面向局长的 EC 关于 NMHS 作用与运作的声明
7.4.32

理事会同意 WG/ENW 提出的关于制定 EC 声明的做法，局长们可利用声明作为基础与决策者进

行进一步的讨论，它要求该小组为此开展工作。。。

国家水文部门 (NHS)
7.4.33

理事会重申，为了在 WMO 的框架内增强 NHS 的作用，需要解决各种问题，这将有助于加强

WMO 的工作。它包括在 NMS 与 NHS 相互独立的国家（大约 90%的情况如此）如何鼓励它们部门更密切
地合作。
7.4.34

已经认识到，在 NHS 和 NMS 开展的活动中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和共同的方法。理事会建议应突

出这些相似点，并利用它们作为制定战略的基础，这样会加强 NMS 和 NHS 的关系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
7.4.35

应该利用国家层面以及江河流域层面的综合水资源管理（IWRM）来促进水文和气象部门之间

更紧密的合作，因为这两个部门都参与了 IWRM。
7.4.36

建议在 WMO 出版的各种指南材料中应纳入鼓励气象和水文部门开展更紧密合作的内容。指南

材料还应包括对 WMO 常任代表，以及与 NMS 和 NHS 活动有关的水文顾问之任务的进一步说明（例如，
可参见 WMO 总则的第 6 条）

社会-经济效益
7.4.37

理事会认识到并强调，突出通过提供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十分重要。

7.4.38

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特别是要结合近期的一些与天气和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以

及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预期影响来提高公众、决策者、用户部门和媒体的关注程度。
7.4.39

这一问题的解决还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NMHS 为探索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相关贡献，以

及社会在培养和确保 NMHS 的可持续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它也将有助于打破知名度低、资金不足以及服
务不够充分的恶性循环。
7.4.40

关于这一点，理事会对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

社会经济效益”国际会议（2007 年 3 月 19—23 日）表示欢迎。理事会尤其对活动得到西班牙王后的恩准表
示欢迎。理事会注意到会议的成果将会长时期地加强所有 HMHS 提供更好的服务的能力，尤其是在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议还应研究 NMS 和 NHS 如何携手开展更好的服务。
7.4.41

关于这次会议，应力求合作和共同主办，以提高对大会的兴趣，尤其是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环

境的兴趣。尤其要努力争取世界银行和其他联合国组织的共同主办。需要再次强调应与社会科学家、发展
规划工作者、用户部门和媒体进行密切的合作。

努力加强 WMO 观测网络的整合

69

总 摘 要

7.4.42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根据《公约》第二条，WMO 须在建立气象观测、水文以及其他同气象相关

的地球物理观测网络方面促进国际合作，并促进相关的标准化。多年来， WMO 的这一核心使命已经最终
建立了一系列气象、气候、水文以及相关领域的各类专业化观测系统，如：农业气象、航空和海洋气象、
海洋学和大气环境等。WMO 也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共同发起了一些观测系统，如空基观测系统、GCOS
和在 WCRP 下的研究观测计划。因此，WMO 的组织机构、相关的国际指导委员会和各协调组以及大量的
专家组已经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协调和协作框架，在该框架中来自几乎所有国家和合作机构的决策者和专家
处理与观测网络相关的事宜。
7.4.43

执行理事会进一步回顾了第十四次大会、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和第五十七次届会以及 2006 年

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针对系统整合、NMHS 和 WMO 的演进以及 GEO 倡议等问题的相关审议情况、
结论和建议。尤其是，第 14 次大会曾作为 WMO 空间计划的一个总体目标安排审查 WMO 及 WMO 所支
持计划的各个观测系统的空基部分，以便开发一个包含目前所有观测系统的综合性 WMO 全球观测系统，
并要求 CBS 担任牵头的技术委员会，作为一项紧急事务尤其是在 GEOSS 方面，与其他所有相关的 WMO
和 WMO 联合举办的机构协商，推动这一系统的发展。最后，理事会欢迎 NMHS 和 WMO 演进工作组
（WG/ENW）的相关讨论和建议。
7.4.44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 WMO 各观测系统具有相似性和共同交叉的因素。如果整合成功，将通过更

标准的系统架构和资料管理实现各个系统之间更高的协调能力，提高观测资料对运行方和研究人员的价
值，并促进观测资料的多学科应用。另外，如果通过加强整合使观测系统的国际管理机制更加协调和简化，
给会员国及其 NMHS 和本组织都带来重要的效益。 这些效益包括：
(a)

通过对 NMHS 观测网络更加有效和高效的规划、运行和维护实现对资源更有效的利

用；更

好地优化综合网络；以及根据会员（特别是发展中会员）的能力对系统进行更好的调整；
(b)

通过更加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实现对会员的专家的更加有效利用；

(c)

在诸如无线电频率协调和保护等国际活动中通过与 GEO、FAO、ITU、UNEP 和 UNESCO/IOC
等国际机构和计划合作，WMO 更具发言权；

(d)

更好地推动技术创新。

7.4.45

加强整合将加强 GEOSS，因为 WMO 的观测系统是 GEOSS 大气、海洋气象、水文和环境观测

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后，在 GEO 机制内所有 WMO 的观测系统将有统一的代表性，因此非 GEO
成员国的观测系统对 GEOSS 的贡献将被进一步得到承认。 还可以预见，加强后的整合也将使 NMHS 在支
持观测系统方面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得到承认。
7.4.46

执行理事会指出，观测系统的整合也不乏敏感问题。例如，各观测系统已发展成熟的独特性和

与同国际专家团体建立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这些在整合过程中不能受到影响。而且，整合也必须考
虑到会员国在能力和需要方面的多样性。另外，整合后的观测系统必须有充分的灵活性，这样才能够利用
技术进步，适应会员国的社会和经济变化。
7.4.47

执行理事会同意 NMHS 和 WMO 演进工作组（WG/ENW）的建议，即应该把 WMO 观测系统的

整合视为 WMO 的一项战略目标，把它作为下一个财政期的预期结果而纳入本组织的战略计划。工作组还
认识到，这是本组织推进交叉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途径。理事会强调以前授权的关于整个各类观测系统的
活动应当与该战略以及更加全面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7.4.48

执行理事会把整合视为一项复杂的工程，既涉及政策问题也涉及技术问题，将会花几年时间，

并需要所有会员国的全力支持才能取得成功。整合需要并最终依靠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以及 GCOS、
GOOS 和 WCRP 的指导委员会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其重大阶段需要执行理事会乃至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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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考虑，执行理事会同意就该问题起草一份报告提交大会审议。该报告应全面涉及所有

相关观测系统的技术特点和政策及管理问题。报告应该促进大会对整合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整合方式作出决
策。根据 WG/ENW 的建议，执行理事会将建立一个执行理事会 WMO 观测系统整合专题组。为了实现最
广泛的协调和协商，执行理事会提请在十五次大会前有机会研究该问题的 WMO 其他相关机构，如 2006
年的 CBS 特别届会（2006 年 11 月）、2007 年 1 月的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2007 年的主席团会和技术
委员会主席会议及其他会议，向专题组和秘书长提供意见和观点。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13（EC-58）。

8.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议题 8）

8.1

执行理事会决定 2008 年世界气象日（WMD）的主题是“观测我们的星球，共创美好的未来”。

8.2

为了加强实施 WMO 的全球沟通战略，理事会邀请秘书长继续努力促进 WMO 沟通和公共事务

办公室（CPA）与各信息和公共事务（IPA）联系人、联合国有关宣传工作的办事处和其他伙伴（包括私
营部门）之间的互动，旨在提高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理事会呼吁各区域协会分别指定一位负责区域
IPA 事务的联系人。
8.3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a)

为及时向 NMHS 传递 WMO 的信息材料作出安排，以便能够及时地开展公众宣传工作；

(b)

确保 IPA 计划继续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以 WMO 所有官方语言及时向媒体和公众传递并便捷
地索取 WMO 和 NMHS 公布的信息材料；

(c)

继续努力使媒体充分了解涉及 WMO 和 NMHS 有关的重大问题；

(d)

进一步为 NMHS 开展培训活动，旨在提高他们的展示和沟通技巧；

(e)

开发其它的宣传产品，尤其是为儿童和年轻人设计的产品；

(f)

为秘书处参加相关的国际展览会作出安排，以便提高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

(g)

采取必要行动加强各组织机构会议的公共和媒体宣传活动，包括新闻简报、新闻发布会、访谈、
把相关信息张贴到 WMO 和主办国 NMHS 的网站上。

8.4

执行理事会要求各会员

(a)

及时向秘书处通告有关极端天气事件和其它有新闻价值的活动， 以吸引国际媒体的关注；

(b)

必要时，继续开发或设立各自的网站，网站提及 WMO 并与 WMO 的网站链接；

(c)

在各自网站的首页突出反映 WMO 发起的或联合发起的国际会议和活动，并建立适当的链接；

(d)

推动为儿童举办的反映天气及相关主题的绘画比赛；

(e)

向各自的 IPA 联系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使他们有效地履行职责。

9．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议题 9)

9.1

联合国 (议题 9.1)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JIU）
9.1.1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WMO 关于 JIU 报告的后续程序”采取措施落实 JIU 报告中与本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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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建议。已采取的行动（若有）在相关议题下报告。理事会还审议了 2002 年执行理事会第 54 次届会
以试点方案的形式批准的“WMO 关于 JIU 报告的后续程序”。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JIU 磋商，审查
该程序的情况，并向理事会第 60 次届会提交报告。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4（EC-58）。

WMO 的性别平等问题
9.1.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有关性别平等问题的进展并将其决定记录如下。

9.1.3

理事会忆及 2003 年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妇女参加气象和水文工作会议。鉴于会议取得成

功，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召开第三届会议讨论气象和水文工作中有关性别平等问题。
9.1.4

理事会注意到初步计划于 2007 年初在日内瓦召开创建 WMO 性别平等的职业发展专家会。会议

主要目的是考虑﹑审议和同意 WMO 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并积极倡导会员通过该计划。该
计划由秘书处制定，性别专家提供帮助。专家会议的预期成果是：
(a)

战略和行动计划；

(b)

实施计划包括业绩指标；

(c)

NMHS 在开展性别平等工作方面的具体方法和手段。

9.1.5

理事会同意专家会的与会人员构成秘书处和国家 NMHS 间的桥梁并将在各自的国家和区域承担

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
9.1.6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适当安排，在第十五次大会前组织该专家会议。

9.1.7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通过参加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的重大活动，其中包括 UNFCCC 缔

约方大会、UNCCD 和其他相关环境事件，来加强本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而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继
续展示本组织和 NMHS 在实施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9.1.8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所做的与 WMO 直接有关的以下决议：
1、13 至 15、30、47、51、60、66、99、23 至 125、140、189、192 至 202、205、209 至 220、
227 和 228。

9.1.9

理事会要求会员和秘书长确保采取与这些决议有关的适当的后续行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将更

多的信息传达给各个会员，这会有助于把 NMHS 的活动纳入有关的国家实施行动和计划的主流之中。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9.1.10

理事会强调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包含的有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其它重要事宜的

重大决定与本组织的职责密切相关。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对首脑会议确定的由 WMO 和 NMHS 负责的各个
领域内成果的实施做出最大的贡献，应更新有关的 WMO 计划活动和行动计划来恰当地反映首脑会议的成
果，从而便于跟踪和采取后续行动。
9.1.11

理事会认识到在实施成果文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要求对各个国家在联合国系统管理机构中所持

的立场进行协调。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员国所决定，但秘书处还是通过不断参与跨机构团体而支持
这一进程，提高对 WMO 专业知识的认知并在各个系统之间共享知识。
9.1.12

理事会提请会员积极参与针对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所的成果文件而采取的相关后续行动，从而

增加 WMO 和 NMHS 对会员国可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
9.1.13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实施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并向第 15 次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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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合作
9.1.1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通过联合国环境管理组（EMG）的协调在环境领域开展的富有成效

的前瞻性工作，这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提供了重大支持。该会议集中讨论了可持续发
展对能源的需求、工业发展、空气污染/大气和气候变化。
9.1.15

理事会认为 WMO 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关于发展方面的多边协调工作，这会最大程度地加

强联合国系统对 WMO 活动和国家发展政策与战略的支持，并支持秘书长旨在正式加入联合国发展小组的
倡议。
9.1.16

理事会赞赏 WMO 积极参与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以及对后续行动所做的贡献。它注意到 2006

年 4 月建立了联合国信息社会小组，并同意 WMO 参加该小组。通过这种方式，WMO 将倡导免费和无限
制地使用环境信息以支持旨在促进发展的灾害管理和其它社会经济决策，并促进 WMO 信息系统和联合国
信息系统的互操作性。
9.1.17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推动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合作，以便继续交换有关的统计资料。理事会还

感兴趣地注意到联合国旅游交换网络的建立。

9.2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议题 9.2）

9.2.1

执行理事会对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CUN）及世界旅游组织（UNWTO）日益增加的合作表示

欢迎。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以便尽可能使 WMO 和 NMHS 从相关的和
共同的目标中受益，并进一步改善本组织的形象和知名度。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实施有助于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发展的谅解备忘录（MoUs），如与亚洲减灾中心（ADRC）﹑联合国卫星应用培训和研究业务计划研
究所(UNOSAT) 、南亚合作环境计划（SACEP）和 2007-2008 年国际极地年国际科学理事会的谅解备忘录，
这些都会促进 NMHS 的发展。
9.2.2

执行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和会员在执行千年发展目标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和有关的区域和

国际性行动战略和计划方面与专门机构﹑国际组织和有关 NGO 建立相关项目并做出适当的安排。
9.2.3

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在加强和重建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与

14 个组织中 7 个有多年固定的合作关系的组织的合作。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措施，只要有利于
NMHS 和 WMO，继续加强实施这些备忘录。理事会还提请秘书长评估各项合作安排的执行水平，并向 2007
年 5 月召开的第 15 次大会提交报告。

9.3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议题 9.3）

9.3.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IPY 跨委员会专题组（ITG）组长秦大河先生（中国）关于休会期间 ITG

活动的进展报告。同时也满意地注意到 JCOMM﹑CCL﹑和 CAS 在上次届会上审议了 ITG 的建议并制定行
动计划以支持 IPY 的实施。
9.3.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IPY 联合委员会（JC）在其第二次会议上（2005 年 11 月，日内瓦）欢迎各

技术委员会与 IASC﹑SCAR 和其他有关机构合作参与对 IPY 科学计划有关部分的推动。理事会注意到 JC
欢迎技术委员会在有关观测资料和产品问题上的贡献，包括天气和气候的历史纪录资料管理和信息提供，
人类和生态系统对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以及教育﹑宣传和沟通。
9.3.3

理事会获悉，JC 在 2006 年 3 月的会议上对 450 项由各国提出的，截止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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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项目建议作了评估。评估它们的在科学或教育上的意义，与 IPY 主题的一致性，是否需要国际合作，
建议的活动对 IPY 是否具有历史意义。理事会注意到 JC 对 450 个项目建议中 166 个科学方面的项目和 52
个教育宣传方面的项目表示赞同，这些项目将由 60 个国家参与。理事会对众多国家的 NMHS 积极参与制
定 IPY 项目并计划积极参与实施表示满意，这些项目涉及大气﹑海洋﹑低温圈和气候方面的研究。注意到
已向会员通报了这些 IPY 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极地地区大气和海洋的综合观测提供很好的机会，理
事会意识到在 IPY 期间通过国际合作带来的这一难得的机会，敦促各会员通过国内和国际的资助机构（如
欧洲委员会框架计划 7）确保这一科学和国际性的机会拥有足够的资金。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为这些项目
提供支持。
9.3.4

理事会同意，当 WMO 和其他国际组织准备实施一些大型的，涉及资金较多的外场项目时协调

机构应重点关注项目的国内和国际协调，在资金和和协调合作上使会员的努力达到最高程度的优化。IPY
国家委员会和资助机构还应特别关注一些实用的方法，以解决国际性较强的 IPY 项目的国内资金问题。
9.3.5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为有助于 IPY 的实施，JC 建立了 3 个分委会：观测分委会，资料政策和管

理分委会和教育﹑宣传和沟通分委会。有关的技术委员会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理事会建议技术委员会在
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密切关注分委会的工作，尤其是审查 IPY 项目中的观测设施，弥补在观测结构中
已认定的差距，和建立 IPY 资料管理策略。关于 NMHS 和技术委员会在 IPY 中的作用，理事会认定，一
些需要使用的全球观测系统的组成部分位于它们的职责范围区内，它们在 IPY 的实施阶段可发挥重要的作
用。IPY 后，NMHS 和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确保 IPY 期间改进和建立的观测系统继续维持运作。
9.3.6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支持 IPY 的规划和实施活动，包括 IPY JC 及其分委会的活动，2006 年 5 月

WMO 和 ICSU 联合建立了国际极地年托管基金，向涉及极地活动的组织﹑WMO 的会员﹑ICSU 的会员征
集自愿捐助和认捐。理事会向加拿大﹑中国和瑞士政府向 IPY 基金捐款表示感谢，向德国、挪威和俄罗斯
联邦承办 IPY 筹备会议表示感谢。为确保 IPY 的成功实施，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尽最大可能向 IPY 基金认捐。

9.4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议题 9.4)

9.4.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 2005 年 6 月第 57 次届会以来地球观测组（GEO）及其有关的全球综合地

球观测系统（GEOSS）的活动信息。理事会感到高兴的是，WMO 积极地参与了 GEOSS 实施初始阶段的
工作。理事会尤其注意到，WMO 将领导或推动 2006 年 96 项 GEO 工作计划中的 36 项，包括制订与天气、
水、气候和灾害有关的 GEONETCast 和具体的任务。理事会忆及，已同意将一些关键的 WMO 系统作为
GEOSS 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回顾到 GEOSS 基于以下原则，即目前为 GEOSS 做出贡
献的系统将继续承担其原有义务和职责。因此，GEO 成员将拥有和运行 GEO 系统（GEOS），同时 WMO
会员将继续拥有和运行目前在“GEOSS”中发挥作用的 WMO 组分。由 GEO 正在制定并由 GEO 成员资助的
可相互操作的安排可使 WMO 会员调用资料，却不给 WMO 各个系统的功能性或运行带来不利的影响。为
进一步量化 WMO 会员对 GEOSS 的坚定承诺和贡献，执行理事会同意决议 15（EC-58），即 WMO 第 40
号决议（Cg-12）规定的所有基础资料将通过有待定义的 GEO 相互操作界面向全体 GEO 界提供。
9.4.2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为符合 GEO 和 WMO 于 2005 年 2 月 15 日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固定安

排，2006 年 1 月 24 日最终确定了服务层面协议，该协议详细确定了由 WMO 所提供的管理服务，以支持
GEO 秘书处的工作。该服务是根据边际成本进行计算的，其费用最多不得超过 GEO 年度总支出的 7％，
不包括服务层面安排下的边际成本费用。执行理事会也注意到，GEO 主任于 2006 年 1 月 12 日收到 WMO
秘书长的全面授权，授权 GEO 主任有效地指导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应满足 GEO 成员提出的在
GEOSS 实施过程中人员配备和资金使用情况实现完全透明的要求。理事会也注意到已提请 GEO 主任考虑
邀请一名国家审计局的代表出席暂定于 2006 年 11 月举行的下一次 GEO 全会的会议。随后，GEO 主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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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希望在下次 GEO 全会上增加一项有关 WMO 外部审议员的议题，由该审计员负责审计 GEO/WMO 信托
基金。
9.4.3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在此前鼓励 WMO 所有会员加入 GEO 并在 GEO 进程中成为活跃的会

员。理事会还注意到第三次地球观测峰会通过了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这将成为建立全球综合地球观测
系统的基础。理事会进一步同意 GEOSS 的资料和产品应当对 WMO 所有会员开放。

10.

总务和法律事宜（议题 10）

10.1

第五十一届国际气象组织（IMO）奖（议题 10.1）

10.1.1

任命 M.L. Bah 先生为遴选委员会成员，以取代 B.K. Kassahun 先生。该委员会目前由 J.K.Rabadi

先生（主席）、M.L.Bah 先生、J.Lumsden 先生和 A.D.Moura 先生组成。
10.1.2

执行理事会将第五十一届 IMO 奖授予 Lennart Bengtsson 教授。

10.2

条法事宜（议题 10.2）

对 WMO 公约可能作出的修改
10.2.1

执行理事会对 EC 探讨和评估对 WMO 公约作可能修改专题组组长表示赞赏，赞扬各有关人员和

参与机构自该项工作于 1999 年启动以来所作的工作。
10.2.2

理事会考虑了专题组提出的建议，即对 WMO 公约前言的修改草案，它以日内瓦宣言和通过通

讯及 II﹑IV﹑VI 和 V 区协届会上收集的意见为基础。建议的大意是要第 15 次大会根据公约第 28 条 C 款
规定的修改程序对 WMO 公约的前言进行修改，其意向是新的文字不会被理解为增加本组织会员的义务。
此外还建议大会确认可以通过公约下的草约。
10.2.3

理事会认识到提高本组织知名度的价值，但有些成员认为该建议蕴藏的风险会大于效益。另外

有些成员认为当各国际机构，包括 WMO，应邀扩大它们在相关领域的计划时不应丧失自己的动力。另一
方面，目前前言的文字并未妨碍 WMO 成功地开发并不与公约直接关联的领域的活动，此类灵活性应予保
留。
10.2.4

关于修改公约的程序，各成员对第 28 条（C）款是否是批准修改的合适的法律机制（尽管以往

WMO 有延续一致的做法）有不同意见。，有些成员提出疑问，这样的程序可绕过国家批准这一关，但其
他成员则指出该程序需国家政府的批准。
10.2.5

在意识到提出的各类问题和关注的同时，理事会注意到有责任遵循决议 40（Cg-14）-有关 WMO

公约向第 15 次大会提出一份完整的含具体供通过的建议的报告。
10.2.6

因此理事会同意将专题组的建议与包括各有关问题的详细报告一并提交大会审议，并要求第 15

次大会建立一个开放的工作组，目的是就决议 40（Cg-14）提出的有关问题争取最大程度的一致。
10.2.7

执行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为第 15 次大会准备一份必要的报告，包括对该建议可能产生的风

险和带来的效益进行分析。它还要求秘书长在大会前 9 个月将此文件与有关修改公约的程序的信息一并分
发。提请会员尽早针对专题组建议提出的对公约的修改，调查自己国家的有关法律要求。

总则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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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审议了自 Cg-12 起实行的以通信方式用至少 225 天的周期选举第三副主席（或区域协会或

技术委员会副主席）和区域协会或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惯例。发现本国国民或代表没有资格被提名填补出缺
席位的有关会员均未在 45 天内交纳会费，因此理事会建议 Cg-15 取消在通讯表决提名前通知本国国民或
代表无权被提名通过通讯填补出缺席位的有关会员在 45 天内缴纳会费。
10.2.9

理事会还认为，通过利用现代化通信设备，应该缩短候选人提名、资格确定以及表明意愿和表决

的周期。理事会决定建议 Cg-15 将总则第 91、92 和 71 条规定的候选人提名、资格确定以及表明意愿和表
决的周期分别从 45 天、30 天和 90 天缩短至 30 天、20 天和 60 天。因此理事会建议，用通信方式进行选举
的周期应从至少 225 天改为至少 130 天，并批准决议 16（EC-58）。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10.2.10

理事会还审议了用通信方式选举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的周期，该选举与用通信方式选举第三副

主席（或区域协会抑或技术委员会副主席）和区域协会或技术委员会主席的程序类似。为此，理事会决定
建议，用通信方式选举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的周期应从至少 225 天改为至少 130 天，并批准决议 17（EC-58）。

道布里罗维奇信托基金奖
10.2.11

理事会注意到已故的道布里罗维奇的家属代表提出的把非洲国家候选人重新列入评奖范围并重

新设立该奖项信托基金的请求。
10.2.12

理事会接受了上述修改建议并决定重新设立 B. 道布里罗维奇奖的信托基金。理事会授权秘书长：

(a)

恢复“关于 B. 道布里罗维奇奖信托基金的协议”；

(b)

更新“B. 道布里罗维奇信托基金的评奖程序和责任”；

(c)

更新“B. 道布里罗维奇信托基金奖的颁奖准则”；

(d)

组织 2007 年 B. 道布里罗维奇信托基金奖的评选和颁奖工作。

10.3

第十五次大会的筹备（议题 10.3）

10.3.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并讨论了为讨论第十五次大会的筹备并提出建议而成立的专题组提出的建

议。执行理事会的建议见本报告附录 10。此外，理事会还考虑了以下问题。
10.3.2

EC 决定该专题组应当与秘书处保持密切联络，继续为第 15 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作出贡献并提出

咨询意见。

日期
10.3.3

理事会回忆起第十四次大会的决定，即第十五次大会于 2007 年 5 月 7-25 日召开。理事会还建

议在大会的时间问题上最好与常任代表和各国感兴趣的其他联合国组织协调，如 UNFCCC，它们的工作对
NMHS 会有影响。

临时议程
10.3.4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11 中的第 15 次大会的临时议程，并要求秘书长将其与会议通知

一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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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理事会还注意到由于要解决大量复杂的问题以及新代表可能的人数，应当在大会初期以边会的

形式举办关于大会工作方法的介绍会，如有可能该会议在整个大会期间持续进行，从而确保不熟悉这些方
法的代表们能够为大会的效率和效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10.3.6

议程和相应的工作计划应尽可能按关键“主题”排列，这些主题反映了 WMO 的战略和计划、计

划和预算、研究和观测、能力建设等。敏感性的或棘手的问题应当最好安排在会议初期。

邀请国际组织
10.3.7

理事会同意邀请列在本报告附录 12 中的国际组织。

科学讲座安排
10.3.8

理事会注意到第 15 次大会科学讲座分委会的建议，决定第十五次大会期间科学讲座应包括以下

主题：
(a)

作为减轻灾害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风险评估以及 NMHS 对它的重要利用；

(b)

如何最好地观测和预测 Madden-Julian 涛动（MJO）以及它对气候的信息；

(c)

地球综合观测系统：科学展望和未来的业务要求。

10.3.9

授权秘书长与 WMO 主席协商后安排杰出的专家就每个专题做科学讲座，并在大会开幕前分发

讲座摘要。

代表团座次
10.3.10

经抽签后，理事会同意参加第十四次大会的各代表团按法语拼写的国家字母顺序排列座次，从

大厅前排开始，以丹麦为起始。

指定执行理事会成员（议题 10.4）

10.4

理事会指定 Filipe Domingos Freires Lúcio 先生﹑Didace Musoni 先生﹑Yap Kok Seng 先生﹑Mama
Konate 先生﹑Pierre-Etienne Bisch 先生和 Tetsu Hiraki 先生为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分别取代 R.D.J.Lengoasa
先生、B.Kassahun 先生、Chow Kok Kee 先生﹑N.F.Ouattara 先生﹑J.-P. Beysson 先生和 K.Nagasaka 先生。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专家组和其它机构(议题 10.5)

10.5

理事会审议并更新了向其提交报告的专家组和其它机构（见本报告附录 13）。
10.6

执行理事会内部事宜（议题 10.6）

总体意见
10.6.1

理事会注意到本次特别会议是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期间举行的类似的“集思广益”会议的

后续，理事会欢迎继续推进这种做法。对以下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i) 提高公众对 NMHS 的认识；(ii) 商
业服务和成本回收服务；(iii)关于投票权的问题。
10.6.2

现将会议讨论的重点总结如下。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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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对 NMHS 的认识
10.6.3

理事会认识到提高公众和决策者对水文产品价值认识的重要性。会议提到了关于这类产品对用

户的重要性的民意调查是影响决策的手段。
10.6.4

理事会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代表公众的政府是 NMHS 的主要客户。

理事会注意到运行这些部门的主要资金来自政府的法定拨款。因此，提供超出政府要求以外的新的服务范
围很有限。
10.6.5

理事会强调需要有适合公众不同需求的针对具体部门的信息，这也是促进公众对 NMHS 贡献认

可的一种方式。
10.6.6

理事会提请注意研究 NMHS 的社会经济价值。展示这些服务对与社会经济活动有关的许多决策

方面、生命和财产保护以及它们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贡献是 NMHS 提高知名度并最终吸引
资源的一项根本、重要的活动。

商业服务和成本回收服务
10.6.7

理事会就政府拨款支持﹑通过政府和其他途径的成本回收和商业途径的服务提供模式进行了内

容广泛的讨论。理事会认为核心服务需要政府的资金。它进一步注意到无论什么样的资金渠道，提供高质
量和专门的服务以满足客户需要十分重要。
10.6.8

理事会注意到商业化的服务提供模式会/将随时间发生变化，这取决于一系列的要素，如政府指

导，用户需要和经济条件。此外，技术发展会为改进服务提供新的机会。
10.6.9

理事会认识到忽略了支撑 NMHS 的提供模式后，密切关注用户的需求，开发新的用户和资助渠

道，以及采用新的方法对此进行挖掘以便加强 NMHS 十分重要。
10.6.10

理事会还注意到有些 NMHS 在法律上不允许收取政府以外渠道的资金，因此筹集额外资金的机

会十分有限。此外，对此问题的考虑在伙伴关系和未来前景的保护下得到了强调。

伙伴关系
10.6.11

理事会认为积极推进伙伴关系才能提高 NMHS 的知名度并促进资金筹集。

10.6.12

理事会鼓励 NMHS 加强与那些有可能给它们的活动带来增值的合作伙伴的合作。

10.6.13

理事会认为私营行业的各个相关部门可以组成国际联合会；它们也许愿意与 NMHS 和 WMO 讨

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在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方面的合作。

未来展望
10.6.14

理事会认识到商业化活动往往既有限制又有机会。理事会注意到在一些国家要求 NMHS 免费向

用户提供基本服务和信息，对此不要抵制，仍存在 NMHS 可以利用和发展的机遇。
10.6.15

理事会还认识到通过商业化活动使 NMHS 实现经费自给是不可能的。

10.6.16

理事会强调 WMO 研究一些有针对性、NMHS 能从帮助中受益的具体行动。航空部门被确定一

个部门，许多 NMHS 过去一直从该部门收回各种成本。
10.6.17

理事会强调必须努力加强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以确保它们的 NMHS 能提供在商业化框架内得

到认可的高质量产品。

78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投票权问题
10.6.18

理事会注意到可靠地获取资金是本组织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必须确保所有会员全额缴纳会费。

在此，理事会对一些会员没有全额或及时交纳会费表示关切。理事会建议制定一些有吸引力的措施来鼓励
这些国家重新进行财务评估。NMHS 可以通过强调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可以获得的好处来向各自政府证明交
纳的费用是正确的。理事会认识到一些国家的国家预算十分有限，因而难以支付评定会费。为了加强对会
费的支付，理事会建议 WMO 访问部分相关的国家，向政府解释成为 WMO 会员的价值。

结束语
10.6.19

最后，理事会感谢有机会在集思广益的框架内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理事会呼吁会员研究所讨论

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建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将本次讨论的相关内容纳入本组织的有关计划活动中。
11.

科学讲座和讨论（议题11）

11.1

理事会在第57次届会上选定以下两个讲座专题：

(a)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成果和前景”；和

(b)

“WMO（和/或 NMHS）对实施 GEOSS 的作用”。

11.2

主席介绍了应邀做以下报告的三位知名专家：
专题(a) Carolina Vera 女士（精密自然科学院副院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
专题(b) J. Achache 先生（GEO 秘书处主任）和 U.Gärtner 先生（德国前常任代表）；
主席感谢Vera先生﹑J. Achache先生和U.Gärtner先生所作的报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以适当的方

11.3

式出版这些报告。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议题 12）

12.

根据议事规则第 27 条的规定，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其以往作出的迄第 58 次届会仍然有效的决议并通过
了决议 18（EC-58）。
1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和第六十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议题 13）

13.1

执行理事会同意第 59 次届会定于 2007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紧接第 15 次大会之后，在日内瓦

举行。
13.2

理事会还同意第 60 次届会定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至 27 日在本组织总部召开。

14.

会议闭幕（议题 14）
执行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于 2006 年 6 月 30 日下午 4 时 10 分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EC-5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执行理事会 ，
忆及决议 4 (EC-40) 和决议 1（EC-57）—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赞赏专门委员会成功地完成了《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特别报告》和《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欣慰地注意到《保护臭氧层和全球气候系统》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两本特别报告以及《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已及时分发，尤其已分发到 WMO 的会员，以及为进一步宣传这些报告的新成果
所开展的活动；
进一步注意到这两本特别报告和《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已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议定书的有关机构审议；
欢迎在撰写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AR4）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报告计划于 2007 年完成，并赞赏 R.K.
Pachauri 先生对该项工作的指导；
邀请 WMO 会员积极参与对工作组向 AR4 和 AR4 综述报告提供的材料进行的政府评审和专家评审，并鼓
励 IPCC 在评价此类气候变化的影响时尽可能考虑到气候演变的最新发展；
要求 IPCC 秘书处尽早向会员提供材料，以便帮助分发 AR4 的主要成果；
鼓励世界气候计划（W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为 IPCC 评估工
作做出贡献，在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时与 IPCC 密切合作，并加强信息分发和能力建设，尤其在发展中国
家，同时鼓励 IPCC 在评估中考虑 WCP、WCRP 和 GCOS 的科学信息；
要求专门委员会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协同工作，并通过编写评估报告、特别报告、方法报告和技术
报告提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评估；
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执行总干事一起继续给予 IPCC 秘书处资金和组织方面的支持，并协
助出版和分发 IPCC 的报告；
感谢已经和正在为 IPCC 工作和 WMO/UNEP IPCC 信托基金慷慨捐款和捐助的政府、机构和组织；
敦促各国政府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继续参与 IPCC 的评估工作，维持对 IPCC 活动的支持，并尽可能通过向
WMO/UNEP IPCC 信托基金捐款而增加对 IPCC 活动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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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EC-58)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第一卷 – 全球方面的修正案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8 (EC-51) –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1998 年）的报告，

(2)

决议 2 (EC-57) –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 13 次届会（2005 年）的报告，

决定通过对《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第一卷 － 全球方面的修正案，上述内容已经各会员审
议并获得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的批准；
要求秘书长将修正案纳入《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第一卷 － 全球方面和第二卷 － 区域
方面。
授权秘书长对《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第一卷 － 全球方面做任何纯编辑的修改。

Annex to Resolution 2 (EC-58)
Amendments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一Global
Aspects
(PARTS II, III, IV, V and DEFINITIONS)
PART II
REQUIREMENTS FOR OBSERVATIONAL DATA

2.

PROCEDURE FOR ELABORATION OF REQUIREMENTS

2.1 The formulation of observational data requirements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hich consists of
several stages. At various levels this process involves groups of end-users, regional associations,
WMO technical commissions and other bodies. In order to rationaliz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observational data requirements,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schematically shown in Figure II.1) are
applied. The process is called the Rolling Review of Requirements (RRR) Process and is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e Guide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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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II.1—Rolling Review of Requirements ProcessATTACHMENT II.1
CLASSIFICATION OF SCALES OF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The horizontal scales of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can be classified as follows:
(a) Microscale (less than 100 m) for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e.g. evaporation;
(b) Toposcale or local scale (100 m - 3 km), e.g. air pollution, tornadoes;
(c) Mesoscale (3 km - 100 km), e.g. thunderstorms, sea and mountain breezes;
(d) Large scale (100 km - 3000 km), e.g. fronts, various cyclones, cloud clusters;
(e) Planetary scale (larger than 3000 km), e.g. long upper tropospheric waves.

NOTE: The requirements for observational data shall be determined in part by these scales of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Many phenomena overlap between two of the classes indicated, and
there is also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henomena in different scales.
The scale (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e regional level within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WWW), and (d) and (e) can be combined within the global level.

8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ATTACHMENT II.3
OBSERVATIONAL REQUIREMENTS IN THE EVENT OF VOLCANIC ACTIVITY
A. METEOROLOGICAL DATA REQUIREMENTS
The data needed to run transport models are the same as specifi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ther
forecasts based on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models and are given in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 Global Aspects,
Appendix II.2 and the Guide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488), Attachment II.I.
PART III
SURFACE-BASED SUBSYSTEM
1. COMPOSITION OF THE SUBSYSTEM
The main elements of the surface-based subsystem are:
(a) Surface synoptic stations:
(i) Land stations:
– Manned surface stations;
– Automatic surface stations;*
(ii) Sea stations:
....
– Automatic sea stations:*
– Fixed sea stations;
– Mobile sea stations;
– Drifting buoy stations;
- Moored buoy stations;
2.1.2.2 The observing programme of …
2.1.2.4
Members should implement the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Surface Network (GSN)
– the global reference network of some 1 000 selected surface observing stations established to
monitor daily global and large-scale climate variability.
2.1.3.3 Together, the RBSNs shall form the main part of the global surface-based synoptic network.
2.2 Observing stations
General
2.2.1
NOTE: These decisions are reflected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and its annexes
(e.g. this Manual, the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and in other relevant WMO publications
such as the Guide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488) and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which set forth the technical and
meteorological aspects in detail.
2.2.8 Observations should be taken in areas where special phenomena are occurring or expected
to develop. As many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of standard observations as possible should be reported.
Information should be communicated in re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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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Atmospheric pressure observations should be made at exactly the standard time while the
observation of other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should be made within the ten minutes preceding the
standard time.
2.3.2.2
(a) Name, and where appropriate, station index number (stating whether the station is
automatic or manned and, if both, the type of each);
2.3.2.9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s recorded at a manned synoptic land station shall consist
of observations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 Present weather;
(b) Past weather;
(c)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d) Cloud amount;
(e) Type of cloud;
(f) Height of cloud base;
(g) Visibility;
(h) Air temperature;
(i) Humidity;
(j) Atmospheric pressure;
together with such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s are determined by regional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2.3.2.10 A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 at an automatic land station shall consist of
observations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 Atmospheric pressure;
(b)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c) Air temperature;
(d) Humidity;
(e) Precipitation, yes or no (at least in tropical areas);
together with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which should be included if possible:
2.3.3.4 Members shall include in the lists of selected and supplementary ship stations information on
the method of obtaining sea-surface temperature, type of barometer, psychrometer, ...
2.3.3.7 Each fixed sea station should be located so as to provide data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rine area. As a minimum, observations should be taken at the main synoptic times. The
observations should include as many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of a full synoptic report as possible.
2.3.3.8 Members should establish, either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ocean weather stations or other
suitable observing facilities in ocean areas where there are large gaps in the global network.
2.3.3.11 At ocean weather stations, a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 shall consist of observations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
(n) Sea-surface temper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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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6 At a fixed automatic sea station,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s shall consist of
observations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 Atmospheric pressure;
(b)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c) Air temperature;
(d) Sea-surface temperature;
In addition to th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listed above, a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 made at
a fixed automatic sea station should include, if possible,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2.3.3.17 At a drifting automatic sea station (drifting buoy), a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 should
consist of as many as possible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 to (d) and (f) in 2.3.3.16 above.
2.3.3.18
NOTE: Guidance on steps to be taken while recruiting a selected, supplementary or auxiliary
observing ship, on the organization needed to collect ships’ weather reports and on the use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logs on board ships, is contained in the Guide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471).
2.3.3.25 Members should arrange for timely transmission of observations.
NOTE: Details of observing and reporting programmes are described in the Guide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471), Chapter 5. In case of difficulties resulting from fixed
radiowatch hours on board single-operator ships, the procedures given in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Volume I – Global Aspects, Part I, Attachment I-1,
should be followed.
2.4.6 An upper-air synoptic observation shall consist of observations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2.5.1
NOT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aircraft observations and reports may be found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Volume II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
[C.3.1.] 5.
2.5.6 Routine air reports shall contain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2.5.9 When automated observing and reporting systems are available, routine observations should be made every 15
minutes during the en-route phase and every 30 seconds during the phase of the first ten minutes of the flight.

2.5.11 Observations shall be made by all aircraft of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take-off or approach phases of flight, not previously reported to the
pilot-in-command, which in his opinion are likely to affect the safety of other aircraft
operations.
2.6.1
NOT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bservations and reports is
given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49), Volume II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C.3.l.] 4.
2.6.6 Aeronautical observations should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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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what is to be reported under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see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49), Volume II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4.12.
2.7.2 In addition to as many as possible of th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of surface and upper-air
observations, subsurface temperature observations, down to the thermocline, should also be made and
transmitted (in real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agreed between WMO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2.8.8 At a principal climatological station, observations should be made of the following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where appropriate:
(a) Weather;
(b)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
(j) Precipitation amount;
(k) Snow cover;
(l) Sunshine duration and/or solar radiation;
(m) Soil temperature.
2.8.10 At an ordinary climatological station, observations shall be made of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and, if possible, of some of the other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listed in 2.8.8 above.
2.8.11 At an automatic climatological station, records should be made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selected from those in 2.8.8 above.
2.8.13 When two or more observations are made at a climatological station, they should be arranged
at times that reflect the significant diurnal variations of the climatic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2.9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Surface Network (GSN) st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observing programme at GCOS Surface Network (GSN) stations, Members
should adhere as appropriate to the GCOS Climate Monitoring Principles adopted by Resolution 9
(Cg-XIV)). In particular, they should comply with the following best practices:
(c) .... stage possible.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II, Chapter 3 provides th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2.10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Upper-air Network (GUAN) stations
In implementing observing programmes at GCOS Upper-air Network (GUAN) stations, Members
should adhere as appropriate to the GCOS Climate Monitoring Principles adopted by Resolution 9
(Cg-XIV)). In particular, they should comply with the following best practices:
(b)
Soundings should preferably be made at least twice per day and should reach as high as possible,
noting the GCOS requirement for ascents up to a minimum height of 30 hPa. Since climate data are
needed in the stratosphere to monitor changes in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and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atospheric circulation, composition and chemistry,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maintain soundings regularly up to a level as high as 5 hPa where feasible, noting the above
GCOS requirements.
2.11.5 At an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 the observing programme should, in addition to the

86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standard climatological observations, include some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a) Observation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i)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the air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layer adjacent to the ground (from
ground level up to about ten metres above the upper limit of prevailing vegetation), including extreme
values of thes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2.12.3.5 At principal radiation stations, the observing programme should include:
NOTE: The terminology of radiation qualities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pyranometers is given in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 Chapter 7.
2.12.5.1 Members should establish atmospherics detection stations.
NOTE: Methods in use are described in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I, Chapter 7.
2.12.6.4 Th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to be observed during meteorological reconnaissance flights
should include:
(a) Atmospheric pressure at which the aircraft is flying;
(b) Air temperature;
(c) Humidity;
(d) Wind (type of wind,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e) Present and past weather;
(f) Turbulence;
(g) Flight conditions (cloud amount);
(h) Significant weather changes;
(i) Icing and contrails.
NOTE:
(1) Type of wind refers to how the wind was determined and whether it was a mean or a spot wind.
2.12.7.2 Members establishing rocket stations should coordinate their locations through WMO so
that continuous networks can be maintained.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to be measured include:
(a)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b) Air temperature;
(c) Solar radiation;
(d) Electrical variables;
(e) Minor chemical constituents.
2.12.8.4 At each global GAW station, measuremen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all or most of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h) Routine measurements of the classical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in particular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wet- and dry-bulb ai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tmospheric pressure, present weather,
aerological soundings);
3.1.1 All stations shall be equipped with properly calibrated instruments and adequate
observational and measuring techniques, so that the measurements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various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re accurate enough to meet the needs of synoptic meteorology,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climatology and of other meteorological disciplines.
3.2.6 In order to control effectivel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on a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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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national scale, a system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ndards, as adopted by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hall be applied in the GOS. (Se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 Chapter 1.)
3.3.1.4 The averaging time should be short compared with the temporal scale of such discontinuities
as fronts or squall lines, which usually delineate air mass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lst
removing the effects of small-scale disturbance. For example, for synoptic purposes an average taken
over one to ten minutes will suffic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tmospheric pressure, air temperature,
humidity, wind, sea-surface temperature and visibility.
3.3.2.3 Atmospheric pressur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suitable pressure measuring device of
uncertainty specified in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 Chapter 1, Annex 1.B.
3.3.2.9 Reference standards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may be provided by suitable pressuring device
that, generally, should be of the highest meteorological quality available at a given location or in a
given organization from which measurements made there are derived.
3.3.2.10 In calibration against a standard barometer whose index errors are known and allowed for,
tolerances for a station barometer stated in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 Chapter 3 should not be exceeded.
3.3.3.4 Thermometers should be checked against a reference standard instrument every two years.
NOTE: The required uncertainties are given in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 Chapter 1, Annex 1.B.
3.3.4.1 In surface observations, at temperatures above 0°C values of humidity should be derived from
the readings of a psychrometer or other instrument of equal or better accuracy.
3.3.5.2 At aeronautical stations the wind sensors should be exposed to provide measurements
representative of conditions six to ten metres above the runway at the average take-off and
touch-down areas.
3.3.9 Sea-surface temperature
The method used at manned sea stations for measuring sea-surface temperature shall be
entered in the relevant meteorological logbook.
PART IV
SPACE-BASED SUBSYSTEM

1.

COMPOSITION OF THE SUBSYSTEM

The space-based subsystem shall be composed of a ground segment in addition to
the space segment consisting of operational geostationary and polar-orbiting satellite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satellites.
NOTE:

Inform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capabilities and uses of the current system of
operational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is contained in the Coordination Group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CGMS) Directory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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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up-to-dat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via the WMO Space Programme
Homepage: http://www.wmo.int/web/sat/satsun.html. Information on Meteorological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Satellites contains fur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is available
on the WMO Space Programme publications web pages:
http://www.wmo.int/web/sat/Publications.html.
1.1

Space segment
The space segment shall provide for a global coverage.

NOTES:

(1) The different capabilities of the operational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tellit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re necessary parts of the space-based subsystem of the
GOS.
(2) Operational satellites are also capable of accomplishing data-collection and datadissemination missions.

1.1.1

Operational 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s

Missions
The following miss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a)
(b)
(c)
(d)
(e)

Visible, infrared and microwave imagery missions;
Infrared and microwave sounding missions;
Data- collection missions;
Direct broadcast missions;
Other missions as appropriate, e.g. scatterometer, altimetric, etc.

1.1.2

Operational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Missions

The following miss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a)
(b)
(c)
(d)
(e)

Visible and infrared imagery missions;
Infrared sounding missions;
Data- collection missions;
Dissemination missions:
Other missions as appropriate, e.g. earth radiation budget, etc...

1.1.3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tellites

Missions
The following missions, to the extent possible, should be performed:
(a)
(b)
(c)
(d)

1.2

Visible, infrared and microwave imagery missions;
Infrared and/or microwave sounding missions;
Dissemination missions;
Missions capable of measuring parameters stated as WMO observational requirements.

Ground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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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facilities should provide for the reception of remote-sensing
and DCP data from operational satellites and/or the processing, formatting and display of meaningful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information, with a view to further distributing it to users over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GTS) or any other convenient means, as required.
2.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SYSTEM

Members operating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satellite programmes shall make
the satellite data reliably available to other Members and shall inform the Members of the
means of obtaining these data.
2.1

Space segment

Members operating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satellites should meet, to the extent
possible, the accuracy, timeliness and time and space resolu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GOS.
2.1.1

Number, distribution and availability of operational spacecraft

2.1.1.1 The number of satellites in a polar orbit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provide global coverage at least eight
times per day for instruments with horizon-to-horizon scanning. Typically this will require two
sun-synchronous satellites in ante-meridian (a.m.) orbit and two in post-meridian (p.m.) orbit.
2.1.1.2 At least two satellites in Low Earth Orbit (LEO)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altimeters for ocean surface
topography monitoring.
2.1.1.3 The number of satellites in geostationary orbit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obtain observations, typically
at 30 or 15 minute intervals, throughout a field of view between 600 S and 600 N. This implies the availability
of at least six satellites, near-equally spaced around the equator.
2.1.1.4 Data from polar satellites should be acquired on a global basis, without gaps (blind orbits), and
delivered to users to meet timeliness requirements. Imagery and sounding data should be available from at
least four polar orbiting satellites, two in a.m. and two in p.m. orbit, on not less than 99 per cent of occasions.
The system design should provide for ground segment, instrument and satellite redundancy, and rapid call up
of replacement launches or a.m. and p.m. spares, to achieve this.
2.1.1.5 Imagery from at least six equi-spaced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should be accessible on not less than 90
per cent of occasions and from four such satellites on 99 per cent of occasions. Contingency plans, involving
the use of in-orbit stand-by flight models and rapid call up of replacement systems and launches, should be in
place to maximise the utility of the available data.

2.1.2
2.1.2.1

Missions
The satellites should be equipped at a minimum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missions:

(a)
Imagery and sounding missions: satellites should be equipped to provid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meeting user requirement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independently or in conjunction with surface-based observations, quantitative data and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to enable determination of:
(i) Fields of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i) Temperatures of sea and land surfaces;
(iii) Wind fields at the surface and al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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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Cloud amount, cloud type, cloud top height and temperature, and cloud water content;
(v) Precipitation;
(vi) Snow and ice cover;
(vii) Total column ozone;
(viii) Vegetation cover
(ix) Radiation balance data.

NOTES:

(1) The movements of clouds and water vapour features provide a useful determination
of the wind field but only at one or two levels in the vertical and only when suitable
tracers exist.
(2) 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s provide useful contributions to many of the
information types listed in 2.1.4.

(b)
Direct broadcast, data-dissemination missions and Advanced Dissemination Methods (ADM): All
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satellite systems should be equipped to provide direct broadcast or
near-real-time data dissemination of the cloud imagery and, to the extent possible, of other real-time data of
interest to Members. Additionally:
(i)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satellites with these facilities should ensure the greatest possibl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ir different systems, and publish details of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strumentation, data processing and transmissions, as well as the dissemination
schedules.
(ii) Direct broadcast frequencies, modulations, and formats for the a.m. and p.m. satellites should be
such as to allow a particular user to acquire data from either satellite by a single antenna and signal
processing hardwar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the existing frequency bands should continue to be
used.
(iii) Direct broadcast should be provided in two data streams as follows:
- a high data rate stream, such as the present High Resolution Picture Transmission (HRPT)
and its planned evolution, to provide large and medium-s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with
all the data required for Nowcasting and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when
required, and other real-time applications;
- a low data rate stream, such as the present low rate picture transmission (LRPT) and low rat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LRIT) services, to convey an essential volume of data for
Nowcasting and short period forecasting to low-cost receiving stations.
(iv) Advanced dissemination methods (ADM) should complement and supplement direct broadcast
services to allow cost-efficient access to integrated data streams including data from different
satellites, non-satellite data and geophysical products.
(c)
Data-collection missions: All 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satellites should be
equipped to provide for the collection and relay of data from various kinds of observing and data-collection
platforms (DCP);
(i)

(ii)

NOTE:
2.1.2.2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satellites with this capability should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and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compatibility. A number of channels
should be identical on all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to allow movement of mobile platforms between
their individual footprints.
The satellite operators should publish details of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their data-collection missions, including the admission and certification procedures.

ARGOS, based on polar orbiting satellites,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system for locating
low power transmitters and relaying small amounts of data from them.
Global data coverage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MO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nd a number of WMO Members engag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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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NWP. Availability of global data is required without gaps in coverage or time. For Global
NWP applications, data are required no later than 4 hours, and with a goal of 1 hour, after the
instrument has made the observation. This may be achieved from polar-orbiting satellites by
on-board storage and successive transmission when in view of Command and Data Acquisition
stations, or by regional retransmission services from a network of direct broadcast receiving
stations, or by using Data Relay Satellites, or by a combination of these systems.
2.1.2.3

2.1.3

The above missions make a useful contribution to the monitoring of climate, but to maximise their
effectiveness for this purpose data records possessing long term consistency are essential.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s should consider this requirement
when planning their launch, calibration, validation, processing and archival strategies. Advantage
should be taken of satellite collocation to perform instrument intercalibration.

Contingency arrangements

2.1.3.1 The satellite operators, working together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oordination Group for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CGMS) or otherwise, should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operation and the data
disse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of the satellites comprising the Baseline Space Segment.
2.1.4
N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tellit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tellites provide, when possible, information for operational
use.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tellites are to acquire a defined set of
research data, to test new instrumentation and/or to improve existing sensors and satellite
systems.

Although neither long term continuity of service nor a reliable replacement policy are assured, these
satellites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as: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Improved information on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fields;
Improved information on wind fields, including at the ocean surface;
Soil moisture distribution;
Improved information on sea ice type and extent;
Improved information on snow cover and snow water content;
Wave heights, directions and spectra;
Improved accuracy and frequency of rainfall monitoring;
Three-dimensional cloud water/ice fields;
Height of cloud base;
Improved monitoring of the Earth radiation budget;
Sea-surface temperatures of improved accuracy;
Distribut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in the atmosphere, including volcanic ash;
Ocean surface height;
Ocean surface salinity;
Ocean colour, related to marine pollution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Sea and land ice topography;
Improved information on ozone distribution;
Improved information on land cover and vegetation mapping;
Flood and forest fire monitoring;
Information on fields of chemically-active atmospheric constituents;
Information on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greenhouse gases;
Lightning detection.

2.2

Ground segment

2.2.1

Processing and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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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at comparable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or information are
obtained, all Members operating processing facilities that distribute satellite products to other WMO
Members should do their utmost in co-ordinating the extraction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2.2.1.2 The satellite operators should establish dissemination schedules that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quirements of users.
2.2.2

Users' stations

(a)

Receiving stations
(i)All Members should endeavour to install in their territory at least one system enabling access to
digital data from both polar and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constellations. This should be either a
receiver of an ADM service providing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or a combination of a direct
broadcast receiving station for cloud imagery data from polar satellites and one such a station
for receiving data from a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ii)
(ii)

Members requiring access to data fro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tellites will need to
download these data from the appropriate servers, or install a relevant ADM receiver, or
install an appropriate direct broadcast user station which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user station
for the operational satellites if the R&D satellite has a direct broadcast capability.

(b)
Data-collection platforms: In order to extend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s by the use of the
data-collection and relay cap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satellites, Members should establish
fixed or moving DP/ARGOS systems, in particular to cover data-sparse areas.

2.2.3

Archiving strategy

Satellite data should be archived at CEOS Level 1B, together with all relevant metadata pertaining to
the location, orbit and calibration procedures used. The archiving system should be capable of
providing on-line access to the archive catalogue with a browse facility, and description of data
formats, and allowing users to download data.
Note: A definition of CEOS level 1B is provided in the Guide on the GOS.
2.2.4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rategy

The highes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instructors in the use of satellite
data and capabilities at a sub-set of Regional Meteorological Training Centres (RMTCs) acting as
Centres of Excellence (CoE) in satellite meteorology, in order to build up expertise and facilities at a
number of regional growth points. In order to help bring this about,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operators should focus their assistanc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on one or more of these RMTCs within
their service areas and contribute to the Virtual Resource Library of the Virtual Laboratory fo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satellite meteorology.
NOTE

(1) The aim of this strategy is to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use of satellite data for
meteorology and operational hydrology, with a focus on meeting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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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t is designed to focu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improving the use of satellite data and recognises that the satellite operator is one
such, with ready access to much of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3)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access to appropriate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facilities at
the RMTCs but training can be carried out through seminars and/or remotely through
on-line Internet sessions.
PART V
QUALITY CONTROL
1.1 Quality control of observational data consists of examination of data at stations and at data
centres to detect errors so that data may be either corrected or flagged. A quality control system
should include procedures for returning to the source of data to verify them and to prevent recurrence
of the errors. Quality control is applied in real time, but it also operates in non-real time, as delayed
quality control. Data quality depends on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applied during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and during preparation of message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main sources
of errors and ensure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ndard of accuracy for the optimum use of these data by all
possible users.
APPENDIX
DEFINITIONS
A –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FACILITIES AND RELATED SERVICES
Advanced Dissemination Method (ADM):
Dissemination services other than through direct broadcast for satellite sensor, data and products.
These advanced methods include: the use of data relay between satellite systems, the use of
commercially provided higher data rate services, and the use of servic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DM
should complement or supplement direct broadcast services.
Automatic station: An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AWS) is defined as a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t
which observations are made and transmitted automatically.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GDPFS):
Meteorological element: Atmospheric variables or phenomena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state of the weather at a specific place at a particular time. (See Section B.)
Polar-orbiting satellite:
Radiosonde observation: An observation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in the upper air, usually
atmospheric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by means of a radiosonde.
Space-based subsystem: One of the two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composed primarily of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satellites in polar and geostationary orbits.
Sea-surfac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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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EC-58)
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27（Cg-14）一质量管理，

(2)

《执行理事会第 55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61），第 3.30 段，

(3)

《执行理事会第 56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77），第 13.3.9 段，

(4)

2006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会议的报告，

(5)

WMO 关于设立组织机构联合工作组的条例（第 37 条），

认识到需要在各技术委员会的专家之间继续开展协调和沟通，以便尽早就 WMO 质量管理框架（QMF），
包括质量管理系统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咨询、评审和评估，
决定：
(1)

重新建立 QMF 跨委员会专题组（ICTT），并赋予以下职责：
(a)

监督和协调各项活动，并跟踪各技术委员会在拟定 WMO QMF 方面的进展；

(b)

酌情审查和评估 NMHS 在质量管理方面的经验；

(c)

对相关技术标准和推荐规范的汇总和更新进行协调，保持各计划的一致性，并确定它们在质量
管理体系中能作为参照标准；

(d)

与秘书处合作草拟将提交给下次大会的决议和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正式工作协议；

(e)

向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

(f)

对统一 WMO 技术指导文件（技术规则、手册、指南、准则和技术文件）的术语以及将来的
ISO-WMO 技术标准提供支持；

(2)

每个技术委员会派一名代表担任该小组的成员；

(3)

组长可征求专家的建议，或酌情邀请专家：

指定 Yap Kok Seng 先生担任该组组长；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专家组的活动。
________
注：本决议代替决议 8（EC-56）原决议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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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EC-58)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96），
决定：
(1)

注意到该报告；

(2)

注意到决议1至5（CCl-14）；

(3)

就建议议采取如下行动：

建议2（CCl-14）- 以气候学委员会以往建议案为基础审议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就此建议案所采取的行动参见气候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议题14）；
要求秘书长使所有有关方面重视上述决定。
________
注：本决议替换已失效的决议2（EC-54）。

决议 5 (EC-58)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02),
决定：
(1)

注意到报告，

(2)

注意到决议 1 到 4 (CAS-14)；

(3)

对建议 1(CAS-14) – 建立 IGACO 实施小组采取以下行动：
(a) 批准建议；
(b)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

(4)

将建议 2(CAS-14) – “审议执行理事会有关大气科学委员会职责范围的决议”要点纳入决议 18
（EC-58）；

要求秘书长将上述决定通报有关各方。

________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 3(EC-54)， 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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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 (EC-58)
关于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二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二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995），
注意到：
(1)

该报告；

(2)

决议 1—7（JCOMM-2）；

决定就各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建议1（JCOMM-2）—风暴潮预报指南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酌情安排编写该指南，并在WMO手册和指南系列中以印刷和电子格式出版；

建议2（JCOMM-2）—在JCOMM框架内开发业务海洋产品和服务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执行秘书协调，利用已有的资源为实施该建议提供必要
的支持；

建议3（JCOMM-2）—船基观测的耗材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采取建议中详细列出的行动，支持海洋观测系统的全面实施和维持；

(c)

要求秘书长与IOC的执行秘书协调，通过为此设立的特别信托基金为批量采购计划的实施和船基观
测耗材的供应提供支持：

建议4（JCOMM-2）—JCOMMOPS的新职责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尽可能承诺用来支持JCOMMOPSM所需的资金；

建议5（JCOMM-2）—负责IODE的IOC项目办公室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增强该项目办公室，并派遣相关的短期或长期专家来支持其活动；

建议6（JCOMM-2）—JCOMM资料管理战略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与IOC的执行秘书协调，推进建议中所指的战略的制定；

建议7（JCOMM-2）—NAVTEX广播补充指南
(a)

批准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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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敦促具有预报和警报制作与广播职责的会员通过国际NAVTEX广播台采取建议中所列出的行动；

(c)

要求秘书长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

建议8（JCOMM-2）—海冰图指南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具有发布海冰信息职责的会员采取建议中所列出的行动；

(c)

要求秘书长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

建议9（JCOMM-2）—对国际海事气象磁带（IMMT）格式和最低质量控制标准（MQCS）的修改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酌情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471)；

建议10（JCOMM-2）—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MPERSS)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酌情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

建议11（JCOMM-2）—对《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WMO-No. 47）的修改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酌情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国际指定、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

建议12（JCOMM-2）—JCOMM支持海洋多灾害警报系统，包括海啸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各会员向JCOMM提供必要支持，使其能够实施行动计划，为海洋多灾害警报系统做出贡献；

建议13（JCOMM-2）—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WMO秘书长通过与IOC执行秘书协调并在JCOMM联合主席的帮助下
(i)

使GEO全面了解JCOMM在业务海洋和海洋气象学方面的各项活动，并了解其在协调全球海
洋观测网络方面进行有效领导的能力；

(ii)

确保GEO充分利用JCOMM潜在的贡献以完成GEOSS十年实施计划；

建议14（JCOMM-2）—在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包括WMO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和IOC/WMO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联合委员会）以往建议的基础上修改WMO和IOC管理机构的决议。
（理事会在审议其以往决议时会就该建议采取行动）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7（EC-54），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7 (EC-58)
船东和船长对 VOS 资料交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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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执行理事会在其第 57 次届会上 曾要求 JCOMM 船舶观测组（SOT）评估允许把自愿观测船(VOS)
的呼号和位置资料自由提供给非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维持的外部网站所带来的风险，并酌情提出解决该问
题的若干方案，
注意到PMO-3准备的建议，JCOMM联合主席批准了这些建议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
(1)

问题的严重性，如果问题未得到充分解决，可能最终导致全球电信系统（GTS）上提供的绝大多数
VOS报告消失，

(2)

船东和船长对该事宜的关注，

建议：
(1)

那些希望保护VOS身份的会员在与船东协商后可以在试验的基础上实施为期一年的船舶呼叫信号屏
蔽，该过程将促进屏蔽数据在GTS上的公开分发；

(2)

为安全交换船舶呼号和报告而实施该过程的所有会员将受到屏蔽过程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帮助解决
实时监测和气候分析问题；

要求秘书长优先考虑建立高层对话。对话方包括受影响的会员、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航运商会、航运公司
和有关的组织和技术委员会（如WMO/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从而
确定外部网站的VOS数据可用性、海盗行为和其它船舶安全问题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审议屏蔽的实施和影
响；并对该问题提出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一般性解决方案。这将解决船东和船长关心的问题、资料监测和
质量信息反馈要求问题，从而提交给2007年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59次届会审议。

决议 8 (EC-58)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五区协（西南太平洋）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决定：
(1)

注意该报告；

(2)

注意决议 1 到 19（RA V-14）；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相关方注意上述决定。

注：此决议替代决议 9（EC-54），原决议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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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 (EC-58)
六区协（欧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六区协（欧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WMO-No.991），
决定：
(1)

注意该报告；

(2)

注意决议 1 到 24（RA VI-14）；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相关方注意上述决定。
注：此决议替代决议 10（EC-54），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10 (EC-58)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11（EC-57）一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和成员组成列出的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还注意到 EC-58/文件 4.1(4)列出的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进一步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决定：
(1)

维持审计委员会，向执行理事会报告，其职责范围如下：

(a)

系统地评价秘书长为维持和管理适当﹑有效的内部控制而采取的行动；

(b)

通过其审查职责鼓励发展反欺诈文化;审查财务条例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

(c)

审议秘书长的风险评估和方法；注意到内外审计的审计计划﹑工作安排和报告；

(d)

鼓励内外审计功能的联系；确认在本年度已经实施和开展了审计和担保工作，并根据执行理事
会和大会的要求提出本年度必要的担保级别；

(e)

确保秘书长对审计建议作出及时﹑有效和适当的响应；根据财务条例的要求，监控实施过程和
财务决算的内容；

(f)

审议执行审计建议的方式；

(2)

根据审计委员会工作计划决定会议次数，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 2 次；

(3)

将审计委员会的工作通报财务咨询委员会或其后续组织；

(4)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 5 名理事会成员组成，他们是：
M．L．Bah
P.-E.Bish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00

J.J.Kelly
R.Michelini
秦大河
两名候补的执行理事会成员：
M.Capoldo
A.M.H.Isa
由秘书长提名，主席任命的 4 名 财务专家，但考虑到最大程度地减少他们的与会费用。
(5)

法定人数为 3 名理事会成员和 2 名外部财务专家；

(6)

审计委员会主席应是理事会成员，并由委员会成员选出；

(7)

WMO 秘书处的代表只有在审计委员会主席邀请下方能出席会议；

(8)

在审计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审查其工作情况。

决议 11 (EC-58)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5 年度的帐目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10（EC-57）一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4 年账目，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5 条，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本组织年度帐目的财务报告和外部审计员提交执行理事会的报
告，
正式批准世界气象组织 2005 年的经审计的财务帐目；
要求秘书长将帐目的财务报告连同他的报告和外部审计员报告一并发送给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会员；
敦促会员尽早偿付会费。

决议 12 (EC-58)
长期拖欠会费的清偿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37（Cg-11）一中止未履行财务义务的会员和决议 35（Cg-12）一长期拖欠会费的清偿，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8.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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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清偿长期拖欠会费的报告，
建议第 15 次大会批准：
(1)

WMO 至少要在组织机构届会开幕前一周收到清偿的欠款，这样才能恢复选举权；

(2)

那些未遵守旨在清偿欠款的付款协议的会员可以重新建立协议，条件是已清偿了以往的所有会费；

(3)

那些未遵守旨在清偿欠款的付款协议的会员可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付款协议，但必须在获得执行理
事会的批准后。

决议 13 (EC-58)
执行理事会 WMO 观测系统整合专题组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WMO《公约》第二条（WMO-No.15），

(2)

《WMO 第十四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以及《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
终节略报告》和《执行理事会第五 十七次届会 含决议案的 最终节略报 告》（WMO-No.960 ；
WMO-No.977 和 WMO-No.988），

(3)

执行理事会 NHMS 和 WMO 改进与发展工作组报告（2006 年 4 月），

考虑到：
(1)

WMO 的组织机构、相关的国际指导委员会和协调组以及大量的专家组已经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协调
和协作的框架，在该框架下来自几乎所有国家和伙伴机构的一大批决策者和专家处理与观测网络相
关的问题，

(2)

加强观测系统整合将给会员及其 NMHS 和本组织带来重大效益，

认识到整合是一项复杂且具有风险的系统工作，将花费几年的时间而且需要会员的全力支持才能取得成
功，
决定：
(1)

建立一个执行理事会 WMO 观测系统整合专题组，该专题组的工作是准备一份全面的关于整合的报
告，以便大会对此问题作出决策；

(2)

专题组的职责如下：
(a)

确定清晰的整合 WMO 观测系统的战略目标的目的；

(b)

全面考虑所有相关观测系统的技术特点、政策及管理；

(c)

制定整合的路线图，包括整合的方式、可行性评估和过渡、管理问题、预期收益和风险、

分

段决策、绩效指标和评估方式；
(d)

就实现既定的具体目标所需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机制提出建议；

(e)

考虑 2006 年的 CBS 特别届会（2006 年 11 月）、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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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07 年 1 月）及其他有关机构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f)

在 2007 年 2 月中旬前起草一份报告，供第十五次大会审议；

进一步决定：
(1)

执行理事会的下列成员担任专题组成员：M. Capaldo;A.D. Moura；

(2)

每一个技术委员会的一名高级代表作为专题组成员；

(3)

提请 WMO/IOC/UNEP/ICSU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指导委员会、WMO/ICSU/IOC 的世界气
候研究计划（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和 WMO/IOC/UNEP/ICSU 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指
导委员会参加专题组的工作；

(4)

必要时专题组组长可征求卫星运营方专家的意见或邀请他们参与；

任命 M. Capaldo 为专题组组长；
要求秘书长在现有的常规预算资源内为专题组提供必要的支持。

决议 14 (EC-58)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999 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努力建立联合检查组报告更为有效的后续行动制度”的第 54/16 号决议以及
执行理事会第 54 次届会于 2002 年批准的“WMO 关于 JIU 报告的后续程序”，
注意到联合检查组的以下报告已正式送达世界气象组织：

(1)

联合国系统内的采购做法（JIU/REP/2004/9），

(2)

整个联合国系统旅行条件的统一（JIU/REP/2004/10），

(3)

审查 WIPO 的管理和行政工作：预算、监督和相关问题（JIU/REP/2005/1），

(4)

改善联合国系统国家一级总体业绩的一些措施：第一部分：联合国系统发展领域改革简史；第二
部分：改善联合国系统国家一级总体业绩的一些措施（JIU/REP/2005/2），

(5)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关于在秘书处使用开放源码软件（OSS）的政策（JIU/REP/2005/3），

(6)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共同发薪系统（JIU/REP/2005/4），

(7)

审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管理、行政和各项活动（UNCCD）（JIU/REP/2005/5），

(8)

在以成果为基础的管理框架内对国际劳工组织战略预算编制的实施进行的外部审查（ILO）
（JIU/REP/2005/6），

(9)

JIU/REP/2005/7“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关于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OSS）促进发展的政策”；

(10) 采取更多措施加强联合国系统对“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支持（JIU/REP/2005/8），
(11) JIU/REP/2005/9“维也纳的共同事务：大楼管理服务”，
(12) JIU/REP/2006/1“评估维和行动中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和
(13) JIU/REP/2006/2 联合国系统的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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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联合检查组 2004 年报告和 2005 年工作方案，
对检查专员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
要求秘书长：
(1)

认真考虑酌情落实在“注意”下包括的与 WMO 有关的建议，并在各有关议题下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2)

根据既定程序把本决议交联合国秘书长，请其转呈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决议 15 (EC-58)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WMO 广泛参与了地球观测组（GEO）的进程，且 WMO 各项计划对实施 GEO 2006 年工作计划并
对制定 GEO 2007 年工作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了决议 18（EC-57）一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承诺支持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以及作为 GEOSS 组成部
分的各个 WMO 系统，
同意 WMO 第 40 号决议（Cg-12）一 WMO 有关气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对商业气象
活动关系的指南规定的所有基本资料应通过 GEOSS 共同使用安排提供，以满足全球社会的需要；
鼓励 WMO 所有会员都成为 GEO 的会员。
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 GEOSS，尤其是要确保各项 WMO 计划继续积极地参与 GEOSS。

决议 16 (EC-58)
对总则的修订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总则第 15、16、71、91 和 92 条（WMO-No.15），

(2)

决议 37（Cg-11）一中止未履行财务义务的会员，

(3)

第 12 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827），总摘要第 11.3.1 至 11.3.4 段，

(4)

决议 38 （Cg-12）一修订 WMO 总则，

考虑到：
(1)

总则第 15 和 16 条，规定以通信方式进行选举的期限为“至少”225 天，

(2)

第 12 次大会决定，有关会员在 45 天内没有交纳拖欠的会费，他们的成员或代表没有资格被通信提
名填补出缺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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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则第 91、92 和 71 条中分别规定的候选人提名、资格确定以及表明意愿和表决的周期太长，应该
缩短，

决定建议第 15 次大会：
(1)

在要求用通信方式进行选举提名前，取消提前 45 天通知有关会员，其成员或代表没有资格被通信提
名来填补出缺席位；

(2)

总则第 91、92 和 71 条中规定的候选人提名、资格确定以及表明意愿和表决的周期应分别从 45 天、
30 天和 90 天缩短至 30 天、20 天和 60 天；

(3)

修订总则第 15 和 16 条，“至少 225 天”改为“至少 130 天”；

要求秘书长就此项事宜提交一份报告，供第 15 次大会审议。

决议 17 (EC-58)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第 54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45），总摘要第 18.2.8 至 18.2.15 段
和决议 13(EC-56) 一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2)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5 和 16 条，

考虑到：
(1)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6（a）条，规定用通信方式选举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的周期为“至少 225”天，
(2) 其国民或代表无权被提名通过通讯填补出缺席位的有关会员无一根据第 12 次大会的决定在 45 天内交
纳拖欠的会费，
(3)

过去几年用通信方式选举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的过程太长，无法填补出缺席位，该周期应该缩短，

决定：
(1) 修订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6（a）条，将“至少 225 天”改为“至少 130 天”，将规则第 16（c）条中的
“30 天”改为“20 天”；
(2) 在第 15 大会批准有关用通信方式选举组织机构席位的总则第 15、16、71、91 和 92 条后，该项修订将
于第 15 次大会后立即生效。

决 议

决议 18 （EC-58）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总则第 155（9）条，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议，

(2)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关于这一相同议题，

审查了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
决定：
(1)

(2)

以下决议保留有效：
EC-10

2

EC-12

6、30

EC-19

9

EC-21

15

EC-25

8、12

EC-34

13

EC-35

18、21

EC-36

6

EC-37

13

EC-39

7、17、24

EC-40

4

EC-41

6

EC-42

19

EC-44

14 （除“决定”下的段落）、 15、20

EC-45

7、13、16

EC-46

12

EC-48

3, 4, 12

EC-51

5、10

EC-54

5, 6, 8, 12, 13, 14, 15, 16

EC-55

1, 2, 3, 4,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8, 19, 20

EC-56

2, 3, 4, 5, 6, 9, 11, 12, 13, 18, 19, 20, 21

EC-57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不再保留第 58 次届会前通过的其它决议。

注：该决议取代决议 22（EC-57），原决议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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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总摘要 2.4 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a)

2005 的帐目，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建议 1：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草案 11（EC-58）。

(b)

关于 2004-2005 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和 2006-2007 两年期财务和预算状况的阶段报告
2004-2005 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
建议 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2004-2005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并支持秘书长为改进基于结果的
执行报告所做的努力。

(c)

2008-2011 第十五财务时期的计划和预算

基于结果预算编制、预算外基金的合并和周转基金的水平
建议 3：
执行理事会建议第十五次大会批准根据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将预算外基金纳入拨款流程，包括周
转基金的增加。

(d)

第十五财务时期（2008-2011）的计划和预算建议
建议 4：
执行理事会建议秘书长提出将预算增加到实际零增长（282 百万瑞郎），以及以名义零增长（269.8
百万瑞郎）为基础修订计划和预算对计划会产生的影响和新增的好处。

(e)

解决长期拖欠的会费
建议 5：
执行理事会支持为恢复选举权而偿付拖欠的会费须在组织机构届会前至少一个月收到。这与建议
的方案 6 类似（见 4.1.10 段），执行理事会则进一步考虑上述介绍的各方案。

(f)

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的修正建议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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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6：
执行理事会向第十五次大会建议批准对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所作的修正。

(g)

处理审计委员会建议专题组的报告
建议 7：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处理审计委员会建议专题组提出的报告和各项建议。

附录 2
总摘要 3.3.1.2 段的附录

大气科学委员会的职责
大气科学委员会负责促进、协调和推动与大气科学有关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大气研究、环境污
染和大气化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就主要作用而言，委员会的具体宗旨是:
(a)

确定 WMO 会员的要求, 包括对环境和气候公约的支持，并促进关于大气科学问题的知识、技术转让
和咨询；

(b)

开展大气和相关科学研究，提高对更大地球系统内的大气过程的认识和可预报性，重点如下：
(i)

从甚短期到长期时间尺度的预测，包括环境预测的新发展，重点是改进点到点的预报过程，
包括资料同化，从而改进那些对人口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高影响天气的预报；

(ii)

大气成分和大气污染: 包括它们与天气的相互作用；对污染物输送、转化和沉降的研究以及
相关的监测；

(iii)

云物理和化学:特别要用于支持天气预报、大气化学和大气化学成分预测；

(iv)

人工影响天气，重点是一些主要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并制定严谨的评估程序；

(v)

热带气象, 包括研究与低纬度地区关系特别密切的过程和现象以及对低纬度以外地区的影
响；

(vi)

气候，鉴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对于更好地认识气候起着重要作用，委员会将提供
科学支持并贡献专门技术, 特别是在大气、环境和地球系统模拟方面，此举将使委员会对天
气的偏重延伸到气候尺度；

(c)

通过在全球大气化学观测和空气质量中采用综合的方法，继续开展和改进全球大气监测网（GAW）
计划，为科学评估作出贡献并为国际环境和气候公约和政策提供支持；

(d)

根据 WMO 战略计划与相关的 WMO 机构协调委员会的活动，并推动与 WMO 会员、国际科学组织、
环境研究单位和其他科学小组的合作；

(e)

适用于大气科学的标准化函数、常数、术语和文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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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就大气科学的进展对政策、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开展研究；

(g)

拟订观测要求以及存贮、检索和交换原始数据和/或已加工数据的要求；以及

(h)

对气象技术规程进行科学评估，包括检验技术。

附录 3
总摘要第 3.6.17 段的附录

EC 认可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1.

从事气象、水文和相关科学培训的机构被指定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WMO-RTC），应满足下列
标准：
（a） 只有在现有机构无法满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会员提出的要求时才能设立中心；
（b） 中心应旨在满足区协决定所述的本区域的需求，具体内容见区域协会《节略报告》的决议或总
摘要中的陈述；
（c） 每个中心应设在有关具体区域里，其地点由执行理事会决定，作决定时要考虑区域协会或区
域协会主席的意见，而此前还要与其会员磋商，征求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建议，同时还要考虑
秘书长的意见；
（d） 下列条件应适用于每个中心：
-

中心应向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学生开放，并根据要求向感兴趣的其他区域国家的学生开
放；

-

中心开展的各科教学的教育水平应与 WMO 所发的指导材料相一致；

-

中心应有一套在区协教育和培训报告员支持下明确培训需要和评估所提供的培训的流
程；

-

中心应具备充足的教学楼和培训机构，并拥有必要的设备和设施，以快速、有效地利用
和交流基于现代技术的培训教具和模块；

-

中心应具有技术能力和培训技巧都合格的教员；

-

中心应在行政、管理、规划和自我评估方面作了充分安排。

（e） 中心的设立和维持将主要是东道国的责任。WMO 有权监督中心的工作。
2.

WMO 和东道国的义务应是所签协议的内容，即 WMO 和东道国之间应遵守的原则，可包括如下事
宜：
-

中心的宗旨和功能；

-

学生的数量和入学资格；

-

WMO 有权审查课程表和其他有关材料，以确保教育和培训水平与 WMO 所发的指导材
料相一致，例如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WMO-No. 258）及其补充本；

-

中心的行政安排；

附

-

WMO 的义务-财务或其他方面；

-

东道国政府的义务；

-

中心的义务；

-

对中心指定的撤回；

-

协议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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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总摘要第 3.6.20 段的附录
EC WMO 奖学金的颁发标准

1.

WMO 奖学金计划的目的是支持对合格的、合适的申请人，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行教育和培
训。尤其要鼓励女性候选人提交申请。奖学金应有利于申请人个人和申请人所在的机构，一般即国
家气象和水文局（NMHS）。

2.

WMO 可以根据奖学金委员会的建议颁发短期（少于六个月）和长期奖学金。重点将放在颁发气象和
水文方面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奖学金上，而不是放在基础教育上。短期奖学金（少于一个月）也可以
颁发给专门针对个人和团体的培训计划，特别是 NMHS 的管理计划和 NMHS 高层人员的考察访问计
划。

3.

申请 WMO 奖学金的人员必须填写奖学金提名表，该表须得到享受奖学金的 WMO 会员常任代表的
证明。常任代表将具体说明对个人的预期收获以形成高素质的队伍，并具体说明对提名机构的收益
以有助于 NMHS 的机构发展，适应服务需求的变化，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4.

为便于奖学金委员会审议奖学金，申请人必须：
(a)

身体健康，以所填医疗证明确认；

(b)

掌握学习班所用语言；

(c)

具有所学课程所需的资历和/或相关经验；

(d)

只能申请直接应用于气象或业务水文的学习班。 新任命 NMHS 局长也有资格参加短期 NMHS
管理培训班并参加为期 1-2 周的考察。

5.

颁发奖学金时，重点将考虑下列申请人：
(a)

来自于 NMHS 最不发达的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型国家、和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

(b)

只申请部分资助，例如申请国承担旅费和/或东道国免除学费；

(c)

申请所在区域的区域气象排气象中心（RMTC）或其他培训机构的学习班；

(d)

申请不超过 18 个月的短期或长期奖学金；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给予超过 18 个月的特长期奖学金，
但这需要常任代表在奖学金提名表中予以认可，并且须经 WMO 区域办事处的确认；

(e)

预计继续在本国工作，最好在读完奖学金后回本 NMHS 并到适当岗位；

(f)

在前四年中没有得到过 WMO 长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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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颁发奖学金时，将考虑：
(a)

申请人是否来自近期没有得到过 WMO 奖学金的国家；

(b)

区域比例平衡的需要；

(c)

申请人过去是否获得过奖学金；

(d)

学习班与常任代表在奖学金提名表中所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以及人才培养重点的相关程度；

(e)

实行均等机会政策的需要（见决议 33 (Cg-14) –妇女享有平等机会参加气象和水文工作）；

(f)

候选人所在国的常任代表是否向 WMO 提供了以前所有奖学金的规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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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附录 5
总摘要第 3.7.6 段的附录

VCP（F）现状和对 2006 年的拨款建议
（单位：美元）
目前正在开展项目和
新建议项目

1
2
3
3.1
4
5
5.1
5.2
5.3
5.4
5.5
5.6
6
6.1
7
8
9
10
10.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处于良好工作条件的
VCP零部件/设备运输
专家服务
短期奖学金
团体培训活动
TCDC 活动
GTS 的总体改进
加勒比海地区 GTS 的
改进
亚太地区GTS 的改进
非洲GTS 的改进
南美GTS的改进
六区协东南部GTS 的改
进
中欧和东欧/新独立国
家（NIS）GTS的改进
GOS和GCOS观测子系
统的总体改进
中欧和东欧/新独立国
家（NIS）高空站的改进
GDPS的改进
农业气象活动
对CDMS和气候学活动
的支持
减灾
紧急灾害援助
ASMC
ACMAD
EAMAC
业务水文活动
卫星接收的改进
互联网的能力
准备金
转入紧急援助基金
合计

EC-56
2005年的
承诺对正
余额
批准的 2004-20 支出
在
余额
(31/12/05 进行的活
2004-2005 05年 与债务
)
(01/01/04)
拨款后 (不含
年
动
拨 款 和 调 的余额 管理费
的资助
整
用)*
39,978
-10,000 29,978
4,876 25,102
7,483
1,471
21,985
6,029
42,072
19,059
29,898
32,245
17,668
11,204

40,000 47,483
150,000 151,471
10,000 31,985
40,000 46,029
42,072
19,059

10,000
20,000

29,898
42,245
17,668
31,204

22,809

22,809

22,797

80,000 102,797

17,014

20,000

30,000

21,951
10,937
22,306
29,156
37,870
13,431
481
8,384
15,874
9,565
35,839
1,129
0
498,635

20,065 27,418
38,148 113,323
0 31,985
30,543 15,486
7,386 34,686
19,059

20,000
16,000

29,898
30,525
14,571
21,204

6,000

11,720
3,097
10,000

待EC-58
批准的 2006年
06年拨 拨款后
款和调 的余额
整
-5,000 20,102

20,000
10,000
-5,000
10,000 22,000
6,000 100,000
-19,059

22,809

27,418
107,323
26,985
27,486
128,686
0

-23,898
-30,525
-14,571
-21,204

0
0
0
0

-22,809

0

44,622

58,175

20,000

20,000 58,175

37,014

11

37,003

10,000

27,003

21,951
10,937
52,306

30
4,688
22,082

21,921
6,249
30,224

3,000

18,921
6,249
10,000 24,224

19,156
47,870
8,431
20,481
13,384
40,874
19,565
50,839
1,129
0
460,000 958,635

11,655
19,114

-10,000
10,000
-5,000
20,000
5,000
25,000
10,000
15,000

7,501
28,756
8,431
24,200
-3,719
13,384
18,873 22,001
19,565
19,656 31,183
1,129
0
290,766 667,869

“*”号表示需要经过2004-2005两年期帐目审计的临时性、暂定数据。

16,000

18,000

11,000
12,000
10,000

158,000

30,756 38,257
-10,756
0
8,431
15,000 11,281
5,000 7,384
10,000 20,001
19,565
10,000 31,183
1,129
100,000
0
199,934 60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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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总摘要第 4.3.5.2 段的附录

第十五财期(2008-2011)组织机构届会安排草案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EC-60

EC-61

EC-62

RA I-15

RA II-14

JCOMM-III

RA V-15

CIMO-15

CBS-14

CCl-15

CBS-Ext.

Cg-16

CHy-13

RA VI-15

CAgM-15

EC-63

RA IV-15

CAS-15

CAeM-14
RA III-15

附录 7
总摘要第 5.2.3 段的附录

有关制定 2008-2011 年计划和预算的预期结果和建议
预期结果
(i)

加强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的能力；

(ii)

加强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iii)

加强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iv)

整合 WMO 的观测系统；

(v)

开发和实施新的 WMO 信息系统；

(vi)

加强会员的多灾害早期预警能力和备灾能力；

(vii)

加强会员提供和利用各种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的应用和服务的能力；

(viii)

拓展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产品在会员及其合作伙伴的决策和实施中的应用；

(ix)

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NMHS 履行天气﹑气候和水方面职责的能力；

(x)

有效发挥组织机构的功能；

(xi)

本组织高效的管理和监察。

有关制定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的建议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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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向修改后的 11 项预期结果（不是以前确定的 12 项）的每项明确并详细地分配支持费用，
这样，分配给每项计划活动的资金均透明地以已建立的优先顺序为依据;

(ii)

执行理事会通过用于制定 2008-2011 年计划和预算的修改后的预期结果；

(iii)

(iii)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加强 2008-2011 年计划和预算的第三章，更好地说明计划活动以及

它们如 何促进预期结果的实现；
(iv)

执行理事会建立一个非正式专家组为秘书长制定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v)

请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研究修改后的预期结果以便修订 WMO 2008-2011 战略计划；

(vi)

执行理事会将 WMO 2008-2011 战略计划的制定工作与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的制定工作结合
起来；

(vii)

秘书长为制定 2008-2011 计划活动预算确定时间表，并且在制定过程的各阶段与非正式专家组密
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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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总摘要第 6.5 段的附录

WMO 战略计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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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总摘要第 10.3.1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关于第十五次大会筹备工作的建议
文件结构
●

第 15 次大会文件的重点是要做出的决定，其他的背景情况则放在报告部分。

●

希望对报告加以补充的会员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而不是口头补充。

●

载入总摘要的草案应简短并与要作出的决定有关。

●

文件的封面应视情包含关于财务影响的信息

处理有争议的问题
●

秘书长应与主席协商找出存在争议的问题，并确保这些问题在第 15 次大会的初期得到处理。

处理会议期间棘手的问题
●

一旦出现意见分歧并需要做出决定时，各位主席应设法确定存在的共识和分歧，并召集一个专
门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继续长时间、无重点地辩论。

时间管理
●

应严格执行分配给每个发言的时间。

●

会议主席应在每次会议开始时准备就绪，并准时开始开会。

●

Powerpoint 介绍应尽可能减少幻灯片数。

主席的作用
●

会议主席应鼓励将讨论重点放在要做出决定的问题上，帮助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并严格掌握
时间限制。

●

会议主席不应把个人观点带进辩论，并应积极劝阻纯介绍情况的发言。

●

当主席要求对文字草案进行讨论时，主席还应指出会员可提出需删除的文字。

为第 15 次大会的与会者提供会前介绍材料
●

应准备一份有关第 15 次大会程序的信息文件（INF）并在发布大会通知时散发给各会员。还应
把这一信息文件与第 15 次大会的通知一起粘贴到 WMO 网站上。

部长声明
提供部长声明的会员须注意，它们可以在会上散发声明，而且声明的翻译件将载入第 15 次大会的会议记
录(秘书处不负责翻译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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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总摘要 10.3.4 段的附录

第十五次大会临时议程草案
1.

2.

3.

会议组织
1.1

会议开幕

1.2

建立证书委员会

1.3

批准议程

1.4

建立委员会

1.5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6

批准记录

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2

秘书长的报告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2.4

技术规则修正案汇总报告

科学和技术计划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1.0

3.2

3.3

WWW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CBS主席的报告

3.1.1

全球观测系统

3.1.2

WWW信息系统和服务；包括全球电信系统和资料管理

3.1.3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包括紧急响应活动

3.1.4

WWW系统支持活动；包括业务信息服务

3.1.5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CIMO主席的报告

3.1.6

热带气旋计划

3.1.7

WMO南极活动

世界气候计划
3.2.0

世界气候计划；CCl主席的报告

3.2.1

气候议程内的协调活动

3.2.2

支持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包括IPCC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公约

3.2.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3.2.4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3.2.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项目

3.2.6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3.2.7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附

3.4

3.5

3.6

3.7

3.8

3.9

3.3.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CAS主席的报告

3.3.2

全球大气监视网包括对臭氧和其他针对环境的公约的支持和IGACO

3.3.3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包括THORPEX

3.3.4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3.3.5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气象应用计划
3.4.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3.4.2

农业气象计划；CAgM主席的报告

3.4.3

航空气象计划；CAeM主席的报告

3.4.4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JCOMM联合主席的报告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3.5.0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CHy主席的报告

3.5.1

水文基本系统计划

3.5.2

水文预报和应用计划

3.5.3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计划

3.5.4

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计划

3.5.5

水问题计划

教育和培训计划
3.6.1

人力资源开发

3.6.2

培训活动

3.6.3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3.6.4

支持WMO其他主要计划下的培训活动

技术合作计划
3.7.1

WMO自愿合作计划

3.7.2

正常预算合作活动

3.7.3

计划的其他组成部分

区域计划
3.8.1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3.8.2

区域活动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

3.10 WMO空间计划
4.

录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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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会议

4.2

语言

4.3

出版物

4.4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5.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6.

长期计划

7.

6.1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实施监督报告

6.2

WMO战略计划2008-2011

6.3

制订WMO战略计划2012-2015

WMO面临的主要挑战
7.1

千禧年发展目标

7.2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

7.3

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7.4

NMHS和WMO的变化和发展

7.5

女性享有参与气象和水文事业的同等机会

8.

汇总计划和预算2008-2011

9.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10.

9.1

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9.2

WMO对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的作用

9.3

国际极地年2007-2008

行政和财务问题
10.1 财务事宜
10.2 会员的比额会费
10.3 人事事宜
10.4 秘书长的合同

11.

总务和法律问题
11.1 IMO和WMO奖
11.2 有关公约的问题
11.3 总则的修改
11.4 审议大会以往的决议
11.5 申请本组织会籍

12.

选举和任命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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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选举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
12.2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12.3 任命秘书长
13.

科学讲座和讨论

14.

第十六次大会的日期和地点

15.

会议闭幕

附录 11
总摘要 10.3.7 段的附录

拟邀请参加第十五次大会的国际组织清单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
联合国1
欧洲经济理事会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理事会
非洲经济理事会
西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UN-Habitat）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1总则第 130(a)条要求向联合国发出邀请。联合国系统内标有星号(*)的组织与 WMO 签有协议或工作安排，有互惠与会的规
定。故通常应邀请这些组织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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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万国邮政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海事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国际原子能机构*
世界贸易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世界旅游组织*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与WMO签有与会规定协议或工作安排的组织
多瑙河委员会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国际海洋探测理事会
欧洲空间局
阿拉伯国家联盟
非洲联盟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尼罗河水体常设联合技术委员会
国际地震中心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阿拉伯旱区和干地研究中心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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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建筑和建设研究和创新理事会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
波罗地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
常设南太平洋委员会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西非国家经济理事会
独立国家联合体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ICH CIS）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
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
东非共同体
国际重量和测量委员会
国际海洋研究所
尼日尔河流域当局
萨赫勒地区干旱控制国家间常设委员会
加勒比气象组织

具有磋商地位的组织2
国际土壤科学学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海事无线电委员会
国际农业生产者联合会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国际民航飞行员协会联合会
世界联合国协会联合会
国际文件联合会
世界能源理事会
国际天文联盟
国际灌溉和排涝委员会
国际生物气象学学会
国际宇航联合会

2根据第 26(b)条和决议 2(EC-4)，决议 2(EC-4)-非政府组织的磋商地位，是给予非政府国际组织派观察员参加组织机构届会
的权利,但无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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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盟
石油工业国际勘查和生产论坛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

其他组织
欧洲理事会
国际空中运输协会
国际红十字联合会和红新月协会
美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合作
美洲国家组织
世界航天教育组织
萨赫勒地区常设国家间抗旱委员会
尼日尔流域管理局
东南亚国家联盟
亚洲开发银行
国际航运理事会
区域水资源委员会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
国际莱茵河流域水文委员会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
国际半干旱热带地区作物研究所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国际水稻研究所
国际航空器拥有者和飞行员协会理事会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
世界水事理事会
全球水事伙伴关系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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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卫星协调组
CRIA组织
欧洲委员会
欧洲气象学会
国际法语国家组织
国际气候和社会研究所
经济合作组织
亚洲减灾中心
欧洲气象网络
地球观测组

根据第39号决议（Cg-7）-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和民族解放运动参加WMO会议
巴勒斯坦3

附录 12
总摘要第 10.5.1 段的附录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专家组和其它机构的人员组成
执行理事会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A.I. Bedritsky

–WMO 主席（主席）

A. Lagha

–阿尔及利亚

G. Necco

–阿根廷

C. Depradine

–英属加勒比海领地

Z. Sun

–中国

C. Billard

–法国

N. Jayanthi (女士)

–印度

F. Gnoumou

–尼日尔

B. Soriano

–菲律宾

C. Garcia Legaz

–西班牙

R. Riddaway

– 英国

P. Thomas

–美国

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和咨询组
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工作组
该工作组的人员组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常任代表任命的成员；尚未加入南极条约但在南极实施积极气象
计划的会员的常任代表指定的专家。目前的成员如下：
3根据 EC-41 的决定（执行理事会第 41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总摘要第 13.3 段），采用“巴勒斯坦”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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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河

– 中国 (组长)

H. Kelder

– 荷兰

H. Sosa

– 阿根廷

S. Nichol

– 新西兰

S. Pendlebury

– 澳大利亚

C. Mauritzen (女士)

– 挪威

A. W. Setzer

– 巴西

C. del Carmen

–秘鲁

J. Carrasco

– 智利

M. Mietus

– 波兰

卞林根

– 中国

Yu. Tsaturov

– 俄罗斯联邦

Ju Damski

– 芬兰

G.J.R. Cohetes

– 南非

J.P. Mac Veigh

– 法国

A. Labajo

– 西班牙

W. Seifert

– 德国

V. Lipinsky

– 乌克兰

B. Lal

– 印度

J.D. Shanklin

– 英国

G. Frustaci

– 意大利

M. Bernasconi (女士)

–乌拉圭

T.Ohshima

– 日本

B. Lettau

– 美国

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A-M. Noorian – 第一副主席（组长）
M.L. Bah
P.-E. Bisch
M.D.Everell
T. Hiraki
A.M.H. Isa
R. Michelini
J. Mitchell
J.R. Mukabana
A. Ngari
M.S. Saadallah
(组长将根据情况邀请有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家)
执行理事会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咨询组
M.A. Rabiolo – 第三副主席（组长）
P.-E. Bisch
J.J. Kelly
J.R. Lumsden
F.P. Mote
J.R. Mukabana
S. Nair
I. Obrusnik
J.K. Rabadi
B.T.Sekoli
(组长将根据情况邀请有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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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
T.W. Sutherland – 第二副主席（组长）
M.L. Bah
F. Cadarso
M. Capaldo
Q. uz Z. Chaudhry
秦大河
C. Fuller
D.K. Keuerleber-Burk
F. Freires Lúcio
A. Ngari
H.H. Oliva
Yap Kok Seng
执行理事会关于NMHS和WMO*改进和发展工作组
A.I. Bedritsky – 主席 (组长)
P.-E. Bisch
M.D. Everell
C. Fuller
A.M.H. Isa
M. Konate
D.K. Keuerleber-Burk
G. Love
J R. Lumsden
J. Mitchell
M. Mhita
A.D. Moura
M.S. Saadallah
* 执行理事会 NMHS 作用和运作咨询组与理事会加强 WMO 行动组合并
(组长将根据情况邀请有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家)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
A.M. Noorian – 第一副主席 (组长)
F. Cadarso
Q. uz Z. Chaudhry
M. Konate
W. Kusch
G. Love
P. Manso
A.D. Moura
S. N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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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河
B.T. Sekoli
Yap Kok Seng
(组长将根据情况邀请有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家)
执行理事会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咨询组
I. Obrusnik (组长)
M. Capaldo
T. Hiraki
J.J. Kelly
M.Konate
W. Kusch
F. Freires Lúcio
J.R. Lumsden
P. Manso
R. Michelini
M. Mhita
S. Nair
J.K. Rabadi
M.A. Rabiolo
(组长将根据情况邀请有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家)
审计委员会
M.L.Bah
P.-E.Bisch
J.J.Kelly
R.Michelini
秦大河
M.Capaldo (候补)
A.M.H.Isa (候补)
4 个财务专家（待确认）
EC 探索并评估对 WMO 公约进行可能修改的专题组
W. Kusch （组长）
C.C. Fuller
M.S. Mhita
秦大河
M.A. Rabiolo
Yap Kok Seng
（组长将根据情况邀请有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家）

附

执行理事会 WMO 观测系统整合专题组
M.Capaldo (组长)
A．D．Moura
(组长将根据情况邀请有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参加)
遴选委员会
IMO奖遴选委员会
J.K. Rabadi （组长）
M.L. Bah
J. Lumsden
A.D. Moura
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遴选委员会
M.A. Rabiolo (组长)
F. Cadarso
J. Lumsden
D. Musoni
维萨拉教授博士奖遴选委员会
S. Nair (组长)
F.P. Mote
R.D. Canterford：CIMO 代理主席
Norbert Gerbier-MUMM国际奖遴选委员会
H.H. Oliva (组长)
D. Musoni
CAgM 主席
WMO职员养老金委员会
P.-E. Bisch
M.S. Saadallah
T. Sutherland
O. Martin（候补成员）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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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PERSONS ATTENDING THE SESSION/

LISTE DES PARTICIPANTS À LA SESSION
EC-LVIII
1.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MEMBRES DU CONSEIL EXECUTIF

A.I. Bedritsky

President / Président

A.-M. Noorian

First Vice-President / Premier Vice-président

T.W. Sutherland Second Vice-President / Deuxième Vice-président
M.A. Rabiolo Third Vice-President / Troisième Vice-président
M.S. Mhita

President RA I / Président CR I

A. Majeed H. Isa

President RA II / Président CR II

R. Michelini

Acting President RA III / Président CR III par intérim

C. Fuller

President RA IV / Président CR IV

A. Ngari

President RA V / Président CR V

D.K. Keuerleber-Burk

President RA VI / Président CR VI

M.L. Bah
P.-E. Bisch (acting)
F. Cadarso (acting)
M. Capaldo (acting)
Q.Z. Chaudhry
M. D. Everell
F.D. Freires Lúcio (acting)
T. Hiraki (acting)
J.J. Kelly
M. Konaté (acting)
W. Kusch (acting)
G.B. Love (acting)
J. Lumsden

Elected Members / Membres élus

P. Manso (acting)
J. Mitchell (acting)
F.P. Mote
A. D. Moura (acting)
J.R. Mukabana
S. Nair (acting)
I. Obrusnik (acting)

附 件 A

H.H. Oliva
Qin Dahe
J. Rabadi (acting)
B.T. Sekoli
Yap Kok Seng (acting)
2.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C MEMBERS /
SUPPLÉANTS ET CONSEILLERS DES MEMBRES DU CONSEIL EXÉCUTIF
I.V. Shapovalov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A.I. Bedritsky

A. Kleshchenko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N.V. Lozinskiy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V. Meleshko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M.V. Petrova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A. Postnov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A.V. Surovtsev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V. Trenin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S. Tulinov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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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E.F. Utkin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R. Vilfand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I. Bedritsky
(part-time/temps partiel)

M. Jabbari (Ms/Mme)

Alternate to/Suppléante de
A.-M. Noorian

L. Salimabadi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A.-M. Noorian

A. Vazifeh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M. Noorian

F. Sambula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T. Sutherland

H.O. Sosa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M.A. Rabiolo

D.C. Celaya Alvarez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A. Rabiolo
2.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C MEMBERS (contd.) /

SUPPLÉANTS ET CONSEILLERS DES MEMBRES DU CONSEIL EXÉCUTIF (suite)
P.F. Tibaijuka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M.S. Mhita

A. Kijazi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M.S. Mhita

M.R. Matitu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S. Mhita

C.Y. Lam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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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jeed H. Isa
M. Al-Shareef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 Majeed H. Isa
(part-time/temps partiel)

S. Bukhari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 Majeed H. Isa
(part-time/temps partiel)

A. Tarar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 Majeed H. Isa
(part-time/temps partiel)

P. Garnier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D.K. Keuerleber-Burk

I. Cacic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D.K. Keuerleber-Burk
(part-time/temps partiel)

P. Morscher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D.K. Keuerleber-Burk
(part-time/temps partiel)
A. Rubli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D.K. Keuerleber-Burk
(part-time/temps partiel)

C. Blondin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P.-E. Bisch

O. Martin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P.-E. Bisch

J. Segovia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F. Cadarso

M. Angoloti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F. Cadarso
(part-time/temps part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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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to/Conseiller de
F. Cadarso
(part-time/temps partiel)

J. M. Marco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F. Cadarso
(part-time/temps partiel)
2.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C MEMBERS (contd.) /

SUPPLÉANTS ET CONSEILLERS DES MEMBRES DU CONSEIL EXÉCUTIF (suite)
S. Pasquini (20-25.VI.)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M. Capaldo

P. Pagano (26-30.VI.)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M. Capaldo

M. Husain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Q.Z. Chaudhry

B. Angle (20-25.VI.)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M.D. Everell

D. Grimes (26-30.VI.)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M.D. Everell

B. Angle (26-30.VI.)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D. Ever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D. Grimes (20-25.VI.)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D. Ever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D. Maciver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D. Ever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A. McMillan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M.D. Eve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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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time/temps partiel)
J. Medding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D. Ever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J. Mill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D. Ever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T. Hashida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T. Hiraki

Y. Hikasa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T. Hiraki

T. Kimura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T. Hiraki

D.L. Johnson (21-30.VI.)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J.J. Kelly

C.H. Ashley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W.C. Bolhöfer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2.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C MEMBERS (contd.) /
SUPPLÉANTS ET CONSEILLERS DES MEMBRES DU CONSEIL EXÉCUTIF (suite)
C. Draggon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G. Frederick, Jr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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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H. Lin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R. Master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J.F.W. Purdom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G. Roberts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D.B. Smith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J. Stuart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K. Turner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G. Withee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J. Kelly
(part-time/temps partiel)

D. Frömming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W. Kusch

S. Demuth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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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usch
(part-time/temps partiel)
G.-R. Hoffmann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W. Kusch
(part-time/temps partiel)

C. Richter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W. Kusch
(part-time/temps partiel)

V.K. Tsui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G.B. Love
2.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C MEMBERS (contd.) /

SUPPLÉANTS ET CONSEILLERS DES MEMBRES DU CONSEIL EXÉCUTIF (suite)
K. Charles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G.B. Love
(part-time/temps partiel)

B. Hanstrum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G.B. Love
(part-time/temps partiel)

L. Minty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G.B. Love
(part-time/temps partiel)

M. Sawer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G.B. Love
(part-time/temps partiel)

M. Gray (20-29.VI. noon)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J. Mitchell

C. Smith (Ms/Mme) (29 p.m.-30.VI.)

Alternate to/Suppléante de
J. Mitchell

A. Calver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J. Mitch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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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van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 Mitch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B. Garnier-Schofield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J. Mitch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S. Palmer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 Mitch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G. Ryall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J. Mitch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C. Smith (Ms/Mme) (26-29.VI. a.m.)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J. Mitchell
(part-time/temps partiel)

Z. Minia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F.P.Mote

E. Ofori-Sarpong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F.P.Mote

C.E. Carvalho Gomes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A.D. Moura

O. de Moares Cordeiro-Netto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D. Moura

A.C. Vieira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A.D. Moura
2.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C MEMBERS (contd.) /

SUPPLÉANTS ET CONSEILLERS DES MEMBRES DU CONSEIL EXÉCUTIF (suite)
W. Nyakwada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J.R. Mukabana

附 件 A

S.W. Kahuha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R. Mukabana
J. R. Nyaoro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J.R. Mukabana
G. Srinivasan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S. Nair

Zhang Wenjian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Qin Dahe

Chao Qingchen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Chen Zhenlin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Du Xiaozhong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Jiao Meiyan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Li Dongyan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Lu Chengke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Xia Puming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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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Jixin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Yu Xinwen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Zhai Panmao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Zhang Shuyu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2.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EC MEMBERS (contd.) /
SUPPLÉANTS ET CONSEILLERS DES MEMBRES DU CONSEIL EXÉCUTIF (suite)
Zhao Yangling (Ms/Mme)

Adviser to/Conseillère de
Qin Dahe
(part-time/temps partiel)

M. A. Abbas

Alternate to/Suppléant de
M. S. Saadallah

M. H. Doss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 S. Saadallah
(part-time/temps partiel)

M. Fakhry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 S. Saadallah
(part-time/temps partiel)

M. Y. Youssef

Adviser to/Conseiller de
M. S. Saadallah
(part-time/temps part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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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PRÉSIDENTS DES COMMISSIONS TECHNIQUES
N. Gordon

CAeM / CMAé

R.P. Motha

CAgM / CMAg

M. Béland

CAS / CSA

A. Gusev

CBS / CSB

P. Bessemoulin

CCl / CCl

B. Stewart

CHy / CHy

R. Canterford (Acting President/Président par intérim)

CIMO / CIMO

P. Dexter (Co-President/Coprésident)

JCOMM / CMOM

J.-L. Fellous (Co-President/Coprésident)

JCOMM / CMOM

4. HYDROLOGICAL ADVISERS /
CONSEILLERS EN HYDROLOGIE
I. Shiklomanov RA II / CR II
R. Coimbra

RA III / CR III

C. Barrett

RA IV / CR IV

C. Pearson

RA V / CR V

J. Kubát

RA VI / CR VI

5. EXTERNAL AUDITORS / AUDITEURS EXTERNES
A. Badger
D. Brewitt
M. Sinclair
6. LECTURERS / CONFÉRENCIERS
J. Achache
U. Gärtner
C. Vera

7.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REPRÉSENTANTS D'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 Fontain Ortiz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UN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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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almon

Office des Nations Unies à Genève

C. Terzi
A. Alus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
Programm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nvironnement (PNUE)

H. Thorgeirss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
Convention-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CNUCC)

N. Ndiang’ui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 lutt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UNCCD)

R. Bashe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SDR) /
Stratégie internationale de prévention des catastrophes (SIPC)

C. Corvala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
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7.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td.) /
REPRÉSENTANTS D'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suite)
Agency for Air Safety in Africa and Madagascar (ASECNA) /

S. Zoumara

Agenc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navigation aérienne en Afrique et à Madagascar (ASECNA)

A. Serrão

Agency of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and Territory of Macao in the Area of Climate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Issues (CRIA)/

Agence des pays lusophones et du Territoire de Macao pour l’étude du climat et des questions
environnementales connexes (CRIA)
D. Marbouty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 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
Centre européen de prévisions météorologiques à moyen terme (CEPMMT)

E. Oriol-Pibernat
(Ms/Mme)
J.-P. Chalon

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 /
Agence spatiale européenne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Network (EUMETNET) /
Réseau météorologique européen

L. Prahm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P. Valabrega

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pour l’exploitation de satellites météorologiques

M. Rattenborg

(EUMETSAT)

附 件 A

G. Flemi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 Meteorology (IABM)/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météorologie radiodiffusée (IABM)

T. Rosswall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 /
Counseil international pour la science (CIUS)

K. Alverson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 /
Commission océanographique intergouvernementale (COI)

A. Askew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

R. List

Union géodésique et géophysique internationale (UGGI)

H. El Rayah

Permanent Joint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Nile Waters (PJTC)/
Commission technique mixte permanente pour les eaux du Nil

A. Kignaman-Soro

African Centre of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CMAD) /

S.N. Sok Appadu

Centre africain pour les applications de la météorologie au développement (ACMAD)

C. Charstone (Ms/Mme)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

B. Sumner

Association des fabricants d’équipements hydrométéorologiques (HMEI)

H. Letz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M. Mukhier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 Rouge (IFRC)

A. Behnam

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 (IOI) /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l’océan (I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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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B
缩 略 语 表
ACMAD
ADM
ADPC
ADRC
AGRHYMET
AHTEG
AMDAR
AMESD
AMMA
AMS
ANADIA
AREP
ASEAN
ASECNA
ASMC
ATOVS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先进分发方法
亚洲备灾中心
亚洲减灾中心
农业气象和业务水文及其应用区域培训中心
特设技术专家组
飞机气象资料延时中继
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
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
美国气象学会
评估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东南亚国家联盟
非洲与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局
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先进的泰罗斯业务垂直探测仪

BIPM

国际度量衡局

CAeM
CAgM
CAS
CBD
CBS
CCl
CDMS
CGMS
CHy
C/IAIS
CIMO
CliC
CLICOM
CLIFORUC
CLIPS
CLIVAR
CMA
CMM
CODAE
CONASTEC
COP
COPES
COST
CPA
CRED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大气科学委员会
生物多样性公约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气候数据库管理系统
气象卫星协调组
水文学委员会
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主任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气候与冰雪圈
气候计算
面向用户界的气候预报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
中国气象局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沿海数据同化试验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缔约方大会
地球系统协调观测和预报
欧洲科技研究合作
沟通和公共宣传
灾害期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附件B

CRIA
CTBTO

葡萄牙语国家和澳门地区气候及相关环境问题署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DARE
DETEMER
DPM
DRR

资料拯救
欧洲季节至年际预测多模式系统开发
防灾减灾计划
降低灾害风险

EAMAC
EARS
EC
EC-AGCE
EC-AGDPM
ECMWF
EMEP
EMWIN
EPS
ERA
ERP
ESA
ETR
EUMET
EUMETNET
EUMETSAT
EUROCONTROL

非洲气象和民航学校
EUMETSAT ATOVS中继服务
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
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询组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欧洲空气污染物远距离输送监测与评估合作计划
应急管理员天气信息网
集合预报系统
紧急响应活动
提前退休计划
欧洲空间局
教育和培训
欧洲国家气象部门
欧洲气象网络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欧洲航空安全组织

FAO
FOCRAII
FWIS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亚洲区域气候监测-评估-预测论坛
WMO未来信息系统

GAW
GAWSIS
GCOS
GDAS
GDPFS
GEF
GEO
GEOSS
GESAMP
GEWEX
GIFS
GMA
GMDSS
GODAE
GOOS
GOS
GPC
GPS

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站信息系统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灾害预警系统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全球环境基金
地球观测组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海洋污染科学问题专家组
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
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
全球海洋评估
全球海上救险和安全系统
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观测系统
全球制作中心
全球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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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N
GTS
GUAN
GURME
HFA
HMEI
HWRP
HYCOS

GCOS地面网络
全球电信系统
GCOS高空网络
GAW城市气象和环境研究
兵库行动纲领
水文气象仪器工业协会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水循环观测系统

IABM
IAEM
IAHS
ICAO
ICG
ICG
ICSC
ICSC
ICSU
ICT
IFALPA
IFATCA
IFRC
IGACO
IGDDS
IGeoLab
IGOSS
IHO
IMO
INSPIRE
IOC
IODE
IOI
IOTEWS
IOTWS
IPA
IPCC
IPO
IPY
ISCS
ISDR
ISO
ISPS
ITU
IUGG
IWF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国际应急管理员协会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国际民航组织
跨委员会协调组
政府间协调组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
国际科学理事会
信息和通信技术
航线飞行员协会国际联合会
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
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测
综合全球数据分发服务
国际地球静止实验室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
国际水文地理组织
国际气象组织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
国际海洋研究所
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
开发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国际协调会议
信息和公共事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国际计划办公室
国际极地年
国际卫星通信系统
国际减灾战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船舶与港口设施安全规则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国际气象节

JC

联合委员会

附件B

JCOMM
JIU
JMA
JSC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联合检查组
日本气象厅
联合科学委员会

LAS
LCC
LDC
LRF

阿拉伯国家联盟
蝗虫控制中心
最不发达国家
长期预报

MSG
MTN

第二代METEOSAT卫星
主干通信网

NCAR
NESDIS
NMC
NMHS
NMS
NOAA
NWP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国家环境卫星、数据与信息局
国家气象中心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
国家海洋大气局
数值天气预报

OOPC
OPAG
OSE

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开放计划领域组
观测系统试验

PUMA
PWS

非洲使用第二代METEOSAT卫星的筹备
公共天气服务

QMF
QMS
QPF

质量管理框架
质量管理体系
定量降水预报

RA
RANET
RARS
RCC
RCD
RCOF
RIC
RMTC
RSMC

区域协会
无线电和因特网
ATOVS中继服务
区域气候中心
区域和技术合作开发活动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区域仪器中心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7LTP
6LTP
SADIS
SBSTA
SBSTTA
SCHOTI
SES

WMO第七个长期计划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
航空信息卫星分发系统
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常设机构
国家气象部门培训机构主任常务会议
单一欧洲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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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分析、研究与培训系统
标准化检验系统
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

TCP
TEAP
THORPEX
TIGGE
TIROS

热带气旋计划
技术和经济评估专家组
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测性试验
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
红外遥感观测卫星

UAE
UNCCD
UNDESD
UNDP
UN/ECE
UNEP
UN/ESCAP
UNESCO
UNFCCC
UN/OCHA
UPU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全球邮政联盟

VARG
VCP
VCP(F)
VOS
VSAT
VSP

脆弱性和适应资源小组
自愿合作计划
自愿合作基金
自愿观测船
甚小孔终端
自愿离职计划

WAMIS
WCAC
WCC-3
WCDMP
WCDR
WCIRP
WCP
WCRP
WDC
WHO
WIS
WMO
WSIS
WSSD
WWIS
WWRP
WWW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系统
世界气候应用和CLIPS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世界减灾大会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世界资料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
WMO信息系统
世界气象组织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
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