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进展/活动报告
(未经编辑)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1.

本报告按照《总则》第 157 条的规定提供，涵盖了从 2009 年 6 月 12 日执行理事会第六十

一次届会闭幕至 2010 年 5 月 20 日的时期。本报告提供了本组织及其组织机构各种活动的概况，根
据《总则》第九条 7 款的规定需要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问题，以及影响本组织或其组织机构的其它事
项。关于 WMO 活动的详细报告在具体议题下提供。
本组织会员的组成
2.

自 2009 年 12 月 4 日起，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加入本组织。因此，本组织会员变成 189 个，

包括 183 个国家会员和 6 个领地会员。
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成员的组成
3.

自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以来，选举出两个新的区域协会主席。六区协的 I. Čačić 先生和

五区协的 S.W.B. Harijono 女士分别自 2009 年 9 月和 2010 年 5 月成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取代 D.K.
KeuerleberBurk 先生和 A. Ngari 先生。因此，Harijono 女士作为五区协当选 EC 成员的位置成为空
缺。
4.

还有两个位置空缺。M.M. Rosengaus Moshinsky 先生（墨西哥）自 2009 年 11 月 13 日

起不再担任 NMS 局长和 WMO 墨西哥常任代表。以通信方式指定了一名代理成员，其结果是 2010
年 3 月 12 日选举出 J.C. Fallas Sojo 先生（哥斯达黎加）。此外，F. Cadarso Gonzalez 先生自
2010 年 2 月 12 日起不再担任 AEMET 局长和 WMO 西班牙常任代表。这一空缺发生在下次届会召
开前不到 130 天的时间里。因此，在 EC62 期间，将指定两名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一名来自五区
协，另一名来自六区协。
WMO 主席团
5.

应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的盛情邀请，WMO 主席团第六十三次届会于

2010 年 1 月 2526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之后，在同一地点，2010 年 1 月 27 日举行了 WMO 和 IOC
官员关于联合计划以及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的协商会。
6.

主席团讨论了与组织 EC62 有关的事项。主席团为议题“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推荐了具体的

主题。主席团审议了 EC 工作组和专家组的工作进展，并通过组长提供了指导和建议。
7.

主席团审议了制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20122015 年）的进展，并向 EC 战略和运行

计划工作组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和建议。特别是，主席团审查了优先重点，并强调应在战略计划中
以及随后在预算资源需求中体现了 GFCS 的位置，要充分尊重 GFCS 高级别专题组的预期成果和大

会的后续决定。主席团审议了关于 20122015 年预算名义零增长和预算格式影响的报告，并就预算
编制问题提出了建议，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会员对资源需求和从国家获益的角度通过常规资金和自
愿资金额外投资所得到预期回报的认识。
8.

主席团注意到 GFCS 高级别专题组政府间会议的成果以及组织并支持专题组工作的后续行

动。关于专题组的具体任务，主席团建议执行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应密切关注专题组的工作进展，
并就 WMO 在 GFCS 制定中的作用以及本组织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对 GFCS 的贡献提出了建议。
9.

主席团还审议了拟于 2010 年 4 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一次非洲负责气象事务部长大

会的筹备工作，并讨论了 WMO 技术委员会专家代表性的管理框架。
10.

主席团还就联合计划以及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与 IOC 进行了协商，包括协调观测网络、业务

服务、实施区域计划和倡议、合作发展联合国气候知识和 GFCS、支持 WCRP 和 GCOS 联合计划
以及 JCOMM 联合委员会。
11.

提请执行理事会所有有关附属机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主席注意主席团的建议，并在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筹备中考虑了这些建议。2010 年 4 月，主席向所有会员通报了主席团
会议的成果。
EC 附属机构
12.

EC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工作组第三次会议（2010年3月2426日，日

内瓦）审议了其WIGOS 小组和WIS 跨委员会小组的审议意见。该工作组还审议了：（1）关于
WIGOS项目的报告；（2）WIGOS的运行概念；（3）WIGOS概念发展测试和实施计划；（4）
WIGOS发展和实施战略；以及（5）关于WMO观测系统整合的报告。该工作组明确阐述了关于进一
步发展和实施WIGOS概念、实施WIS以及加强协调WIS和WIGOS活动的建议。
13.

EC 气候与水和环境相关事务工作组会议（2010 年 3 月 27 日和 2009 年 10 月 2123 日，

日内瓦）提供了关于 WMO 实施 GFCS 立场文件的详细指导，包括 NMHS 在 GFCS 实施中应发挥
的作用，以及进一步发展世界气候计划以适应未来的 GFCS。该工作组就 WMO 在 GFCS 实施中的
作用提出了建议。
14

EC 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会议（2010年3月2931日，日内瓦）提供了关于制定

WMO战略和运行计划（20122015年）的一系列建议，战略计划和预算编制的一致性，在试点阶段
经验的基础上实施监督和评估系统，以及最终确定EC关于NHMS作用和运行的声明。该工作组审议
了关于技术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提案，并得出结论，应全面进行改革，包括审议WMO所有工作机制的
审查程序，并在2011年大会之前进行广泛协商。该工作组成立了WMO改革专题组。该工作组还对
WMO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准则草案提供了指导。
15.

EC减少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会议（2010年2月2426日，日内瓦）审议了WMO服务

提供政策框架，提供了可能开展的活动（以支持GFCS的服务组成部分）计划草案的意见，审议了热

带气旋计划（TCP）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以及其它WMO计划、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在减少
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中的作用和影响。
16.

EC 性别主流化咨询专家组第一次会议（2010 年 2 月 2526 日，日内瓦审议了自 2007 年

通过性别政策之后在实施性别主流化活动方面的进展，以及性别主流化框架草案，其中包括一些研
制出的工具，以指导性别主流化活动的实施、监督和报告。该专家组明确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
就其成员的组成、性别主流化活动的协调和管理、信息管理和交流活动以及监督和评估提出了建
议。
17.

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第一次会议（2009年10月1315日，加拿大渥太华）注意

到两极的加速变化，用户数量和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需要持续重视极地预测服务，作为一种集成
和综合IPY观测努力的途径，沟通并最大限度地扩大IPY科学的影响；需要利用每一步的技术优势，
提高从研究和观测通过应用到服务这一价值链上每一步的价值。该专家组同意在其能够发挥领导作
用、开展合作、施加影响或保持意识的领域采取一些行动。该专家组已经确定了一些主要成员，以
推进其在具体领域的工作，诸如：（1）南极的责任；（2）建立其观测、研究和服务的工作框架；
（3）推进国际极地十年的概念；以及（4）建立伙伴关系。该专家组确定了在2009年12月初之前制
定一项行动计划的职责。该专家组还一致认为，有必要使目前不具备成员资格的其他会员国参加，
并请求对信托基金进行捐款。
18.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 24 次会议（2010 年 3 月 2226 日，美国博尔德）对许多问题进行

了研讨，包括关于更新 WMO 第 258 号出版物第 4 版的准备工作；审查 WMO 六个区域培训中心
（RTC）的外部评估报告；评估有关新 RTC 的建议；关于专家组在上次会议上建立的两个专题组取
得的成果的报告；WMO 奖学金计划；学校教育和普及教育；WMO 教育培训研讨会；以及 2010
年、2012 年2015 年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19.

审计委员会第 13 次和第 14 次会议（2009 年 10 月 2627 日和 2010 年 3 月 1819 日，日

内瓦）讨论了规划问题，并重点审议了财务报表和进展报告。审计委员会对以下问题提供了监督和
咨询建议：即年度财务报表、外部审计员的报告草案、内部监察办公室的计划和进展报告、风险管
理、实施外部审计员的监察和审计建议、内部监察办公室和 JIU、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的实施进展和监督和评估制度。

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其它机构
20.

WMO第10次卫星事宜高层政策磋商会议（2010年1月2829日，日内瓦）审议了WMO在

空间计划活动领域取得的进步，为卫星产品的制作开发了一个成熟度指数。为满足GCOS的要求和
在GFCS背景下将提出的各种要求，会议重点讨论了各个空间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便依靠卫星开展协
调一致的气候观测。会议还讨论了极地地区的空基观测。
21.

2010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10年1月2830日，日内瓦）讨论了技术委员会对WMO战

略和运行计划的贡献；审议了技术委员会的职责、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和有效性；与区域协会的
合作；协调技术委员会对发展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以及各项跨委员会的活动和倡议。

22.

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第31次会议（2010年2月1519日，土耳其，安塔利亚）重点讨论

了WCRP开放科学会议规划的愿景和计划；季节至百年时间尺度的观测和模拟的研究需求；为影响
和适应提供降尺度的区域气候变化信息；季节至年际气候预测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实际应用及其它
事宜。
23.

WMOIOCUNEPICSU GCOS指导委员会第17次会议（2009年10月2730日，巴黎）审

议了GCOS的实施；为GCOS做出贡献的主要观测系统的作用；GCOS对GFCS的贡献；并制定了一
份立场文件；审议了20082009年GCOS年度报告草案和未来五年的战略问题。
本组织及其组织机构的各项活动
24.

在六区协第15次届会（2009年9月1824日，比利时，布鲁塞尔）上，区协就以下优先重

点达成一致意见，比如实施六区协加强该区域气象水文部门的战略计划（20082011年）及相关的行
动计划；欧洲区域气候中心网络的正式建立；快速推进WIS的实施；支持该区域的WIGOS试点项目
和 制 定 一 项 WIGOS 示 范 计 划 。区协 选 举 Ivan Cacic 先 生 （ 克 罗 地 亚 ） 担 任 主 席； Mieczyslaw
Ostojski先生（波兰）担任副主席。
25.

五区协第15次届会于2010年4月30日5月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区协通过了加强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NMHS的战略计划（20102011年），并批准了旨在制定、提炼和支持2012
2015年五区协战略运行计划的路线图建议。区协决定最优先考虑本区域的以下事宜：（a）改进端到
端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b）改进天气、气候和水的基础设施（资料和信息服
务）；（c）更好的气候服务；（d）可持续的航空（气象）服务；和（e）能力建设。区协选举Sri
Woro B. Harijono女士（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Ofa Fa'anunu先生（汤加）担任副主席。
26.

在WMO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3次届会（2009年11月411日，摩洛

哥，马拉喀什）上，委员会讨论了海洋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建议在海洋资料管理中广泛采用各种
标准和最佳规范；促进海洋产品的制作和标准化及服务的提供；委员会对WIGOS和WIS的贡献和通
过国际海洋资料门户网站进行提供；参加协调海上安全服务QMS的制定和认证。委员会选举Peter
Dexter先生（澳大利亚）和Alexander Frolov先生（俄罗斯联邦）担任联合主席。
27.

在大气科学委员会第 15 次届会（2009 年 11 月 1825 日，大韩民国，仁川）上，委员会

讨论了大气研究和环境活动的未来方向；并重点讨论了优先重点的一些具体目标，以便提高天气预
报技术和制定有关空气质量的综合计划。委员会重新选举 Michel Béland 先生（加拿大）担任主席；
Tetsuo Nakazawa 先生（日本）担任副主席。
28.

在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 14 次届会（2010 年 2 月 310 日，中国香港）上，委员会为航空

气象人员制定了称职标准；强调急需解决长期存在的 SIGMET 不足问题，并为此提出了建议。委员
会商定了下个休会期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包括航站区气象服务、航空气象人员的称职标准、质量管
理体系和 SIGMET 的不足。委员会选举 Chi Ming Shun 先生（中国香港）担任主席；Ian Lisk 先生
（英国）担任副主席。

在气候学委员会第 15 次届会（2010 年 2 月 1924 日，土耳其，安塔利亚）之前，就气候

29.

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举行了技术会议。通过建立四个集中关注以下主题领域的开放
专家组，委员会制定了新的愿景/使命声明并提出一项新的工作计划。这些主题领域包括：（1）气
候资料管理、（2）全球和区域气候监测和评估，（3）气候产品和服务和（4）用于适应和风险管理
的气候信息。委员会选举 Thomas Peterson 先生（美国）担任主席；Serhat Sensoy 先生（土耳
其）担任副主席。
在负责气象的首次非洲部长会议（2010 年 4 月 1216 日，肯尼亚，内罗毕）上，30 多名

30.

负责气象的非洲部长通过了《内罗毕宣言》，并同意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及区域之间的合作。他
们认识到天气和气候信息服务及相关产品对各部门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尤其是对农业、自然
资源管理、粮食安全、交通、卫生、能源和减少灾害风险十分重要。会议还建立了非洲部长级气象
会议（AMCOMET）这个高层机制，预计每两年举行一次 AMCOMET 会议，以便在非洲大陆进一步
发展气象及其应用。
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根据《总则》第 9（7）（b）条以及人事条例第 9.5 条的要求，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批准

31.

延长下列超过法定离职年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期限：
姓名（国籍）

职务、级别和部门

期限

B.S. NYENZI 先生

气候和水事务司司长的特别顾问兼 WCC3 主任

再延长 5 个月，直到

（坦桑尼亚）

（D.1）

2009 年 12 月 31 日。

Z.S. BATJARGAL

WMO 驻联合国和北美洲其它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协

再延长 12 个月，直到

先生（蒙古）

调员（P.5）

2010 年 7 月 31 日。
再延长 3 个月，直到
2010 年 10 月 31 日。

F. REQUENA 先生

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行政助理（P.5），

（阿根廷）

再延长 12 个月，直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

M.M. TAWFIK 先生

气候和水事务司，水文和水资源室，水文基本系统

再延长 12 个月，直到

（埃及）

处处长（P.5）

2010 年 6 月 30 日。

A. ILINE 先生

计划支持服务司，会议、合同和设施管理室，采购

延长 4 个月，直到

（俄罗斯联邦）

和差旅服务处处长（P.5）

2010 年 8 月 31 日。

M. SAHO 先生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教育培训办公室，培训活动处

延长 12 个月，直到

（冈比亚）

处长（P.5）

2011 年 5 月 31 日。

V.A. SIMANGO 先生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LDC 计划和区域协调办公

延长 6.5 个月，直到

（赞比亚）

室，高级计划管理员（P.5）

2010 年 4 月 30 日。

J.A.

DE

SOUSA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室，

BRITO 先 生

（巴

延 长 12 个 月 ， 直 到

信息和通信系统处，代理处长（P.4）

2010 年 5 月 31 日。

S.J.M. NJOROGE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负责东部和南部非洲、LDC

延长 9 个月，直到

先生（肯尼亚）

计划和区域协调的 WMO 代表（P.4）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西）

致谢
32.

主席希望对 EC61 以来为本组织不断取得进步做出贡献的所有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特

别向第一、第二和第三副主席、向执行理事会成员、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及其工作组成员以及
向所有促进 WMO 各项活动的执行理事会专家组成员和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过去的一
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本组织的工作中。
33.

主席还特别感谢秘书长及秘书处工作人员为 WMO 各组织机构和各会员提供的专业支持以

及他们对本组织各项计划和活动的忠诚和奉献。

______________

秘书长的报告
根据《总则》第 158 条，并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要求，本报告提供了一份关于秘书处的活动、
本组织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及工作人员和财务事项的总结。

1.

中期监督和绩效评估报告

1.1
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要求，秘书长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了第一份中期监督和
绩效评估报告。大会还要求在财务期末对绩效作出评估，随后并向第十六次大会报告。根据第18号
决议（EC56）1，两份报告均是在WMO基于结果的管理框架下管理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1.2
WMO更新了进展报告，介绍了自上一个提交EC61的报告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即在秘书处
20082012年运行计划中那些可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上各项预期结果的实现情况，详见附录。本报告还
尽量提到了WMO各组成机构的贡献。
1.3
应当指出预期结果将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因此对这些预期结果实现情况的评估将是提交
Cg16审议的“WMO监督和绩效评估报告”的重点。
1.4
首先是设立资料收集机制，以在WMO监督和绩效评估体系中产生基准、指标和绩效数
据，本报告中的信息主要是定性内容，以实施的活动和产出的结果为重点，即作为对关键绩效指标
和预期结果做出的贡献。
1.5
在为WMO监督和绩效评估体系（20102011年）的试点阶段筹备过程中，针对预期结果5
的监督和评估框架详情已向EC61作了报告，该框架针对预期结果5和8的应用情况将在议题7下向
EC62报告。

关于计划实施的详情报告将在相关议题下按预期结果予以提交。 ]
2.

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

2.1
WMO 积极参加了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2009 年 9 月 15 日12 月 23 日，纽约）；第 18 届
CSD 会议（2010 年 5 月 314 日，纽约）；UNFCCC 的 COP15/CMP5（2009 年 12 月 718 日，
哥本哈根）；每次定期的 ECOSOC 会议，包括年度部长级审议会议及其委员会和机构：CSD 第 17
次政策会议（2009 年 5 月 417 日，纽约），CSD 第 18 次审议会议（2010 年 5 月 314 日，纽
约），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5 月 2529 日，日内瓦），统计委员会第 41 次会
议（2010 年 2 月 2326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54 次会议（2010 年 3 月 112 日）以及联合国森
林论坛特别会议（2009 年 10 月 30 日）。秘书长参加了由联合国秘书长组织的气候变化峰会
（2009 年 9 月 22 日，纽约）并在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论坛上主持了粮食安全圆桌会议。WMO 执
行管理层参加了其它由联合国组织的关于新挑战的高级别辩论，特别是 MDG、REDD、粮食安全和
水。WMO 的活动得到了承认，并在联合国的主要文件中得到广泛体现，如联大关于气候变化、防灾
减灾、荒漠化的报告和关于包括海洋在内的环境监测活动的报告。
1

第 18 号决议案（EC56） 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下的管理机制

2.2
WMO 秘书长参加了联合国行政首脑协调理事会（CEB）常会，WMO 的高级官员参加了
高级别计划和管理委员会（HLCP）和（HLCM），还参加了联合国有关机构间机制。WMO 参与了
由联合国秘书长组织的定于 2010 年 9 月举行的联合国前年发展目标峰会的筹备工作。在 UNFCCC
COP15 之前及期间，联合国系统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团结协作、协调一致的
形象。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协调努力，整个联合国系统产生了一种使命感，要开展联合行动，
包括在 WMO 领导下创建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联合国水计划下的水与气候变化专题组是由 WMO
主持的，该专题组编写了一份联合国水计划的水与气候变化的政策简报，27 家积极从事水领域的机
构向其供稿。WMO 还参与了其它 CEB 活动的实施，如绿色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活动。
2.3
WMO 与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国际组织积极合作与配合，包括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气候变
化、减灾防灾和粮食安全方面的机构。与开放地球空间信息联盟（OGC）建立了伙伴关系， 与国际
度量衡局加强了伙伴关系。20072008 国际极地年达到高潮的活动是 IPY 奥斯陆科学大会（2010 年
6 月 812 日，挪威），及其全面的总结报告。
[详情报告在议题 5 和其它有关议题下提交]

3.

本组织的财务状况

世界气象组织（WMO）的财务状况仍然稳健。会员会费拖欠虽然数额仍然较大，为13.9
百万瑞郎，但是已降到了12年多来的最低年终水平。从具体项目情况和运作原则来看，现金余额和
储备处于恰当水平。2009年常规预算的执行结果得到会员批准，并没有突破现有资金范围。自愿捐
款资金水平与2008年相当；有关项目的实施增加了27%，扭转了上年减少30%的状况。为了防止全
球金融危机给本组织带来风险，投资政策仍然强调回报的安全性，使本组织现金的很大一部分存于
政府担保的工具中。
4.

人事

4.1
2009年12月31日，WMO秘书处聘用的定期和长期职工，即WMO常规预算资助的岗位，
总数为251个。
4.2

固定期限合同推出了试用期任用制度。

4.3
推出了以包干制代替搬家这一新办法，目的是既简化行政流程，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即
鼓励到任和离任工作人员考虑搬家之外的其它方案。
[关于工作人员和财务事宜的详情报告结合议题 7 予以介绍]。

__________
附录： 1 个

附录

中期监督和绩效评估报告
2009 年第 1 季度 – 2010 年第 1 季度

战略主旨 1：科技发展和实施
预期结果 1：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能力
一、天气预报准确率和预警时间准确率
关键绩效指标
二、提供 1、2、3 和 4 天预报的会员数量

1.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已经扩大，包括了南部非洲所有 16 个国家，并通过

初步试点阶段在南太平洋地区四个岛国也得到实施。这两个区域性项目涉及到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
系统的全球、区域和国家业务中心。通过该项目，预报灾害性天气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特别是对
暴雨和大风，以及其它气象灾害。正在计划实施附加区域项目。通过 SWFDP，可提高灾害性天气
预报及预警服务水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NMHS 的预报和服务水平。
2.

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与各区域协会密切协调，加快开发 WMO 气候服务网络，

包括扩大区域气候中心网络，与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实现衔接，两者在开发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方面
均起到关键作用。
3.

编写了海浪和风暴潮分析预报准则，延伸了全球和区域海浪产品（确定性和概率预报）及

有关海洋资料集的期限范围。有关在全球范围使用现有冰分析产品和海浪后报和预报产品的研讨会分
别在六区协和四区协举办。召开了 OceanObs’09 大会，针对海洋分析和预报研讨了气象海洋观测要
求。
4.

JCOMM/CHy 海岸带洪涝预报示范项目（CIFDP）是为了提高对海岸带地区洪涝的业务预

报预警能力，该项目的启动会议是于 2009 年 6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http://www.jcomm.info/CIFDP
）。CIFDP 的主要目的是要开发一个端到端的综合、免费给会员的软件包，既有海洋模式，也有水文
模式，能够评估和预报复合极端事件造成的海岸带总体洪涝形势。制订了一份实施计划。示范项目正
在孟加拉湾和加勒比地区初步实施，开发阶段还涉及其它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及项目
合作伙伴，如 SWFDP 和上海 MHEWS。
5.

继续开展工作，在区域范围协调有关系统，提高热带气旋及有关洪水和风暴潮预报预警服

务水平。有关热带气旋/飓风预报预警研讨会在四区协和五区协举办，对热带气旋风暴潮预报人员开
展了培训。对全球热带气旋预报指南的更新工作从多灾种角度来看进展良好。指南将通过网络提供，

这样可节省成本，也易于获取，成为与 WMO 热带气旋预报员网站的密切联系渠道。新版全球指南将
涵盖热带气旋预报预警策略及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的各个方面。指南还将包括对不同时间尺度风速的标
准化转换。
6.

台风登陆预报示范项目和西南太平洋热带气旋集合预报项目在台风委员会地区推出，旨在

评估新引进技术和最先进技术的性能，特别包括集合预测，以便提高业务热带气旋预报的准确率。
7.

新式“机场终端区域气象服务”的概念是通过与 ICAO 合作而形成的，旨在满足空中交通管理

部门、机场和航空公司的需求，对交通流量的增加提供保障，同时提高更广终端运作区的航空运行安
全性和规律性。ICAO 气象预警研究组提出由主要国家编发天气咨询报，现在计划进行试验性提供咨
询，为此提供了素材。这种试验性告警可以支持发布对流、湍流和积冰的 SIGMET 报，有关 VAAC
和 TCAC 目前分别提供火山灰和热带气旋的咨询，这两者采用的方式相同。
8.

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的实施阶段首先是实时观测和模式预测，是通过

SDSWAS 北非中东欧洲（NAMEE）节点 网站公开予以提供。该网站是由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AEMET）和巴塞罗那超级计算机中心承办的。该网站上的科研和业务模式产品是由 ECMWF、法
国、希腊、以色列、西班牙、和美国提供的，观测部分参与的方面更为广泛。已计划为北非地区的用
户举办一次培训班。
9.

WWRP 气候变化对热带气旋影响专家组在 2010 年 3 月期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关于此专题的评估文章。该报告认为若二十一世纪气候变暖是按预估的情况发生，那么在全球范围热
带气旋的最大风速可能将平均增加+2 至+11 %，在风暴中心 100 公里范围内，降雨率将大约增加
20%。专家们得出结论认为全球范围热带气旋的总数将可能有所减少，或维持不变。然而，热带气旋
的强度有可能增加，这意味着按照气候变暖的预估情景，强度最大的热带气旋频率很有可能增加。
10.

经过几年的规划和预业务调试，SNOW V10 项目（2010 年温哥华奥运天气科学和临近预

报）在 2010 温哥华冬奥会和残奥会期间得到开展。该 WWRP 研究项目有来自九个国家的科学家参
与，项目围绕的是冬季天气条件的预测，力争将预报时段提高到 6 个小时，预报距离尺度一般达到几
十至几百公里。在 SNOW V10 期间，科研产品用于了业务，为 2010 年奥运会提供保障。
11.

结合世界天气研究计划新建了三个 WMO 资料档案，为季风研究提供保障：(1) 日本名古屋

大学水圈大气圈研究中心的季风雷达气象资料信息中心；(2)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系季风
场遗留资料中心；(3) 中国气象局北京气候中心亚洲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监测和评估系统和资料中
心。
12.

WWRPTHORPEX 下的 CONCORDIASI 将法国和美国的多家机构联合了起来，与英国气

象局和 ECMWF 一道，提供检验资料，改进南极地区极轨卫星资料的使用，特别是 IASI 辐射，以便
在南极上空建立持续的观测系统。若干附加目标是针对该地区天气、气候和大气化学及其对全球环流
的影响。CONCORDIASI 是国际极地年 THORPEXIPY 各类活动中的一部分。两项外场试验是

CONCORDIASI 的一部分，一场是于 2008 年秋季（澳洲春季）在南极地区开展的，第二场计划于
2010 年春季在澳洲进行。对平流层气球及所附仪器的测试将于 2010 年 4 月从马埃岛（塞舌尔群岛）
开始进行。
13.

WWRP 中的热带气旋计划和 THORPEX 计划将联合开展两个为期多年的项目，项目的最后

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目的是要提高台风的预测水平。第一个项目是由日本主持的西南太平洋热带气旋
集合预测试验，将提供最新的热带气旋路径预报产品，首次由整个地区的业务中心进行测试。这些产
品是基于对 TIGGE（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的实时扩展。第二个项目是由中国上海台风研
究所主持的台风登陆预报示范项目，将对这些 TIGGE 产品和其它预报方法作详细的预报检验和评
估。该项目将为上海世博会做出贡献。这两个项目的成果将应用到南部非洲地区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上去。

预期结果 2：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一、能够提供全国范围季节预报和气候预测的会员数量
关键绩效指标

二、与其他会员 NMHS 交换季节预报和气候预测的会员数量
三、WMO 各地区设立的区域气候中心的数量

14.

150 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及 2500 多名科学家、高级

专家和决策者参加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会议是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在瑞
士日内瓦举行的，是由 WMO 与其它联合国机构和组织、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组织的，会议取得了
圆满成功。大会宣言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以加强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预测和服务
的制作、提供、交付和应用。还决定通过政府间程序成立专题组，由高级别独立顾问组成，就
GFCS 各组成部分提出建议。根据秘书长的建议，会员国政府间会议（IGMGFCS）批准了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HLTGFCS）的职责范围，并批准了其组成。
15.

WCRP 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GEWEX）做出了许多贡献，改进了全球气候模式的性

能，加强了改进型预测方法在水文学上的应用。WCRP 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SPARC）
项目结果改进了化学气候模式。协调性区域气候降尺度试验（CORDEX）已由 WCRP 区域气候降
尺度专题组启动，目的是加强世界各地区域降尺度活动之间的协调，并评估和了解区域气候降尺度
（RCD）预估不确定性的来源。第二届 WCRP 区域模拟和降尺度研讨会将于今年 6 月在法国里尔举
行，IPCC 第一工作组和第二工作组将有许多代表与会。
16.

WCRP 正在开展的一项重大活动是气候系统历史预报项目（CHFP）。该项目是一个评估

最新季节预报系统的多模式、多机构试验框架，并可根据气候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对潜在未挖掘的可预测性进行评估，而在当前的季节预报系统中对这些组成部分没有全部予以考
虑。
17.

注意到已观测到的北冰洋海冰物质流失迅速，根据当前模式模拟预测，还有大面积的海冰

将要消失，因此 JSC 要求 CliC 牵头举办一次关于极地季节至多年代际时间尺度可预测性研讨会，时
间定在 2010 年秋季，目的是制订一份面向整个 WCRP 的研究战略。WCRP 还在与 WWRP 一道共
同主办一个类似的研讨会，重点探讨共同的研究需要，即提高极地地区气候和短期及中期天气预报
模式。
18.

WCRP 正与其 WMO 天气研究姐妹计划（WWRP）一道，拟对所有时间尺度的预测采用

无缝方法。当前的活动包括热带对流年（YOTC）和 MaddenJulian 振荡专题组（MJOTF）。正在
计划开展联合活动，特别是与 THORPEX 计划一道，提高对几周至月时间尺度的预测水平。
19.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组织了一次面向整个 WCRP 的咨询活动，了解对模式的评价，以

及模式的改进情况。100 多位人员独立地作了回复，有从事 NWP 的，也有从事季节、年代际和气候
变化的科学家。目前正在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将于 2011 年初举办研讨会，根据调研结果，确定
四、五个模式开发/改进的关键领域，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参与下，制订一个实施计划。
20.

在 WCRP/CLIVAR 耦合模拟工作组的主持下，21 个模拟小组正在参加最近的气候模式比

对项目（CMIP5），还在酝酿与其它 WCRP 和 IGBP 方面开展合作项目。CMIP3 方面实现的改进有
评估、模式误差/指标方面有所提高，观测资料在模式中的使用有所增加，综合地球系统模式记录有
所改进，使用有所提高。通过全面建档，WCRP 将向全球各界提供全球气候模式的运算结果。已设
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  WGCM/数值试验指标工作组。CLIVAR 最近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探讨年代际
预测提出的一些技术挑战。研讨会审议了地球系统模式方面的初始化技术和扰动技术，并制订了一
张提高年代际预测技巧水平的路线图。
21.

成立了 WCRP 干旱兴趣组（DIG），协调干旱研究，更好地预测区域干旱。该组已着手确

定干旱预测方面的战略研究需求，并鼓励加大对区域和国际干旱研究活动的协调。一份题为‘气候变
化中的干旱可预测性及预测：评估当前的能力、用户需求、和研究重点’的报告不久将要发表，还将
于 2011 年初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一次有关该主题的重大国际研讨会。
22.

在世界各地设立了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非洲、亚洲、东南欧、南美洲、和南太

平洋岛国，论坛在定期举办。在东南欧、南亚和极地地区新设了 RCOF，这些论坛具有持续性。根
据“设立并指定 WMO 区域气候中心和 RCC网络的程序”规定，六区协第十五次届会设立了 WMO 六
区协 RCC 试点网络，之前二区协已经指定了两个 WMO RCC。
23.

“热浪与健康：预警系统开发指南”已经编写完成，将与 WHO 合作出版。

24.

根据即将建成的 GFCS，CCl 已决定开发行业性气候指数、方法和工具及指南，为关键社

会经济行业的气候应用提供保障。CCl 完成了气候学规范指南（WMONo. 100）第三版。CCl 已决
定制订一项气候服务能力建设的全面战略，包括气候资料管理、季节预报释用、气候信息和产品的
制作和服务提供。
25.

2008 年和 2009 年的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已用所有 WMO 正式语言发表了，WMO 在

国际上负责对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中气候系统监测进行协调。‘2008 年的气候状况’
已由 NOAA/国家气候资料中心与 WMO/WCDMP 及其它机构合作发表。通过与 CCl 和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合作，对世界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信息实现了网络发布、运作和维护。
26.

WMO 继续对国际 CCl/CLIVAR/JCOMM 联合专家组在气候变化探测和指数方面开展工作

进行协调，在 WCDMP 系列中发表了指南性技术文件：“对气候变化下的极端事件分析，使适应决策
做到知情”；文件于 2009 年出台，分发给了会员以及参加 WCC3 的人员。网络版也已张贴。这份指
南文件谈的总体问题是当评估和估计极端事件时，我们应如何对气候变化做出解释。相关要点包括
如何将过去观测到的极端事件变化情况纳入分析之中；确定最佳方式，应对现有气候模式对未来所
作的预估。
27.

WMO 与会员一道在各区域实施气候监测系统，举办了一系列 WMO 气候监测区域研讨

会，包括实施气候监测系统。2008 年，三区协举办了第一个研讨会，之后，2009 年，二区协举办
了第二个研讨会，是以受季风影响的地区为重点。该研讨会的成果是对区域气候监测系统的主要要
求、程序和组织方面作了描述。

预期结果 3：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一、设立机制，通过 NMHS 之间开展合作和通过在其内部采取行动提高洪水预报能力
的会员数量
关键绩效指标
二、水文预报的提前量和准确率
三、具备开展全国水资源评估能力的会员数量

28.

水文学委员会决定将其 20092012 年闭会期间的工作中心放在四大主题领域上：质量管理

框架 – 水文（QMF–水文）；水资源评估；水文预报和预测；水、气候和风险管理。
29.

各个 HYCOS 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 SADCHYCOS 第三阶段发展和尼日尔

HYCOS 第二阶段发展的项目，IGADHYCOS 和兴都库什喜马拉雅 HYCOS 项目的实施启动，东南
亚HYCOS（SEAHYCOS）及刚果–HYCOS 的新发展。

30.

WMO 洪水预报行动（FFI）制订了一项活动计划。正在实施覆盖全球的山洪指导系统项

目。正在结合南部非洲地区山洪指导（SARFFG）项目开展活动，黑海和中东地区的项目已经启
动。
31.

洪水综合管理计划咨询台于 2009 年 6 月创建。

32.

制定了一项赞比西河流域洪水预报和早期预警（FFEW）战略，以便加强有关国家的机构

能力和技术能力。
33.

2010 年 1 月 2528 日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举办的整合南美洲西海岸（WCSA）与水有

关部门的季节预报和水文信息区域研讨会的成果对水、气候和风险管理尤为相关。

预期结果 4: WMO各观测系统的整合
一、观测质量
关键绩效指标

二、为 WMO 会员和外部用户提供有用的观测资料
三、完成整合过程中的重大阶段性工作

34.

为了提高观测资料的质量，对 CBS 牵头中心的陆面和高空观测资料报告进行监督，建议

拥有可疑台站的会员纠正可能的误差原因。负责 GCOS 的 9 个 CBS 牵头中心同意扩大自身的责
任，以便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覆盖所有的区域基本气候站。
35.

根据 12 个应用领域更新的用户需求和指南声明，对需求继续进行滚动审查。为全球观测

系统（GOS）的演变更新实施计划。根据 EC61 批准的 2025 年 GOS 新愿景和 WIGOS 运行概念
明确规定的 WIGOS 需求开始筹备，以便为全球观测系统的发展制定一项新的实施计划。针对用户
要求数据库的审议和更新、观测系统的能力、管理和维护问题提出了建议。
36.

更新了 WMO 第 9 号出版物《天气报告》的 A 卷（观测台站），以便根据新的规范，使用

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84（WGS 84）作为水平定位的基准数据系统，把地球大地测量模式 96（EGM
96）作为垂直定位的基准，从而更精确地适应台站的坐标。
37.

通过编写有关 JCOMM 最佳做法和标准的目录以及编制以实时和延时模式提交资料的“海

洋学家和海洋气象学说明书”，从而支持改进观测技术、资料的可用性和质量。
38.

仪器比对活动给会员提供了仪器能力方面的指南。国际组委会批准了降雨强度测量仪器比

对 （ 意 大 利 ， 维 尼 亚 迪 瓦 莱 ） 的 最 终 报 告 ， 该 报 告 可 从 WMO 网 站 （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IMOP/publicationsIOMseries.html）查阅。WMO 第 8 次高质
量无线电探空仪系统比对试验（2010 年 7 月 12 日8 月 3 日，中国）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期间

还要筹备第 11 次国际绝对日射表比对试验（2010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5 日，瑞士达沃斯）。 开始
计划开展一次天气雷达算法的比对活动。
39.

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溯源性和标定工作，即为区域仪器中心制定一份评估方

案/一览表，使他们能够检查是否满足规定的要求，并帮助和指导他们提高自身的能力。任何 NMHS
的标定实验室也将对该一览表感兴趣。（2009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3 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为一
区协西部和中部的讲法语国家举办了一次计量培训讲习班，以提高这些国家的能力。
40.

WMO 与国际度量衡委员会（CIPM）签署了相互承认协议（MRA），并在该协议中指定

三个实验室代表 WMO：即 EMPA 负责地面臭氧；NOAA/ESRL/GMD 负责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
二氮、六氟化硫和一氧化碳浓度；PMOD/WRC 负责太阳辐照度。这将进一步提高上述变量的观测
质量。
41.

将通过开发一个新的飞机水汽传感器来提高有用的 AMDAR 观测资料的可用性，该传感器

的第三个版本正在一些飞机上进行试用。
42.

在实施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以及 WIGOS 资料整合方面取得了新进展。GOOS 各

组成部分平均完成了 61%。但是，近年来取得的进展已明显放缓。维持了已经完成的三个组成部
分，并继续努力以确保这些已经达到其设计目标的海洋观测网络组成部分的可持续性。
43.

旨 在降低 各观测 系统成 本的倡 议包括促进 更多地 利用自 动化系 统特别 是自愿 观测 船

（VOS），以及开展旨在降低卫星资料通信成本的试点项目。
44.

继续与卫星资料收集运营方合作，从而提高资料的及时性，特别是漂流浮标资料的及时

性。改进了 GOS 对于海面盐度、温度和盐度剖面以及混合层热储量的观测性能。针对 JCOMM 的
WIGOS 试点项目正在研究整合仪器的最佳规范和质量控制程序。
45.

根据更新后的职责运行的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ORS）让 WMO

集中关注极地地区；同时促进这些地区的观测、研究和服务之间开展协作。ECPORS 根据其南极方
面的责任，倡导开展一些工作来提高有用的观测资料的质量并将其更多地提供给 WMO 会员和政府
间组织；为观测、研究和服务领域的工作建立一个框架；推进国际极地十年的设想；领导极地预测
系统的开发并建立伙伴关系。
46.

ECPORS已开展工作来支持IPY遗产沿用倡议。WIGOS和WIS致力于促进由IPY项目产生

的资料和产品的交换和评估。WMO应邀担任持续的北极观测网（SAON，这是北极理事会领导的一
个IPY观测遗产沿用）指导小组成员，以共享WMO在网络运行、伙伴关系、资料采集、资料交换和
存档方面的专业知识。在非常成功的IPY空间工作组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对在ECPORS框架下正式
建立的空间工作组的职责进行更新。在专家组的观测框架下建立了一个ECPORS GCW专题组来支
持制定GCW实时战略。ECPORS正与其它国际组织、科技机构和会员一道协调有关努力，以国际

极地十年的形式确保并建立IPY遗产的沿用进程。，为IPY后续行动建立一项“启动”议程的可能性在
于对北极和南极预测能力作详尽的阐述。
47.

一年两次向 UNFCCC COP15 及其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提交了 GCOS 报告，包

括“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0042008 年实施进展报告”。至于 GCOS 的实施，已经在
大气、海洋和陆地领域的行动方面分别取得了 88%、86%和 56%的适度进展。此外，多名会员对
《旨在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010 年最新实施计划草案》发表了看法，这考虑了最近
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国际社会日益关注适应，更加努力优化减缓措施，并需要改进气候变化预
测。除了实施成本的估算外，该计划给出了一份更新后的 GCOS 基本气候变量清单，并将于 2010
年 8 月出版。将把更新后的《实施计划》提交给 2010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10 日 COP16 的
UNFCCC SBSTA 第 33 次会议。
48.

GCOS 非洲区域行动计划为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ClimDev 非洲）奠定了基础。非洲联

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已正式批准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中美洲和加勒比区
域行动计划的实施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49.

继续改进发展中国家的 GCOS 网络，全球实地气象网络性能下降的趋势在所有区域均已终

止或得到扭转。
50.

通过 CBS 卫星系统专家组、气象卫星协调组和卫星事务高层政策协商会议与空间机构进

行了协调。这使空间机构对 2025 年发展 GOS 愿景的空基部分做出贡献；该愿景由 CBS 最终确
定，并获得 EC61 批准。正在实施一个强大的对地静止星群，目前包含 10 颗业务卫星加两颗备份
卫星，并有三颗卫星已做好等待发射的准备。太阳同步气象卫星星群包括三颗主要的业务卫星、五
颗次级或试运行卫星，需要对下午轨道和清晨轨道的新一代卫星计划进行整合。完成了海洋测高从
研究向业务的过渡；无线电掩星使命发展顺利。空基观测的整合通过以下方式取得进步：在全球空
基相互标定系统内红外通道相互标定初步运行和可见光通道标定的科学发展。为监测气候而进一步
开展环境卫星资料的持续协调处理的试点活动；初步讨论为气候和气候监测构建空基架构，这些都
是对 GFCS 做出的重要贡献。
51.

WIGOS 项目取得了良好进展；获得了很多的经验教训，获得了有关在国家、区域和技术

层面实施 WIGOS 过程的潜在效益、价值和影响的反馈意见和各种观点。对 WIGOS 概念发展和实
施计划（WDIP）的测试进行了升级，并最终确定了 WIGOS 运行概念（CONOPS ）。根据在
WIGOS 项目方面获得的教训和 CONOPS，根据 EC61 的要求制定了 WIGOS 发展和实施战略
（WDIS）。关于介绍 WIGOS 的出版物 —— 《WIGOS 的责任与义务》已准备完毕并将随时分发给
会员。

预期结果 5: 开发并实施WMO新信息系统

一、完成第 15 次大会同意的重大阶段性工作：
(a) WIS 发展、管理和实施整合计划：20072008 年；
(b) 制定有关 WIS 的规范文件和指导材料：20072008 年；
(c) 实施第一个投入业务的 GISC：2008 年；

关键绩效指标

(d) 实施其它投入业务的 GISC：20092011 年；
(e) 实施 DCPC，即位于 WMO 各项科学计划中心的 WIS 界面：20082011 年。
二、已实施的各 WMO 中心之间以及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互可操作协议的数量
三、不同功能的数量，包括资料发现和信息拉出

52.

虽然在WIS的实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如果要完全实现KPI，则需要开展一些关键活

动。根据预期结果 5 KPI的衡量标准，WIS的实施取得了如下进展：
KPI (I.a). 完成了WIS项目和实施计划、功能架构、技术指标和指定程序，但是要继续更新。
KPI (I.b). 除了一些有关元数据的建立、管理和使用的重要指南之外，已编写了规范文件中许多部分
的内容。需要将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以形成一个WIS指南。如果要在第16次大会之前完成任务，这将
是一项重大的任务，需要额外的资金来聘请承包商参与并开展活动。在WIS指南的基础上，并通过
与WIGOS协调，审议WMO第49号出版物，然后将出台一个《WIS手册》。
KPI (I.c). 由于最初的邀请结果不佳导致第一次 GISC 实施推迟。通过欧洲 VGISC 项目招投标，并
将其修订成为在经济上更可承受的方式，推迟交付可有助于完成这项工作。德国气象局将于 2010 年
5 月创建该中心，并将成为达到该标准的第一个 GISC，但比最初希望的时间晚了 2 年。七个候选的
GSIC 正在进行相关筹备工作，以便在第 16 次大会前投入试运行。
KPI (I.d). ICGWIS 已确定至少 13 个 GISC 候选中心，多数中心计划在 2011 年投入试运行。
KPI (I.e). ICGWIS 已确定至少 113 个 DCPC 候选中心，其中一些中心计划于 2011 年投入试运行。
许多中心等待与 GISC 建立连接。
KPI (II). 基于服务导向架构（SOA）的 WIS 的实施使 WIS 具有互可操作性，15 个界面对其进行了
说明。根据中心的要求，每个中心将给那些需要完全运行的界面提供 WIS 。这些规范确保与
GEOSS、IODE 海洋资料门户网站和许多其它的外部机构之间实现互可操作性。
KPI (III). WIS的实施继续对GTS活动提供支持，并包括其它计划必须的功能。这是WIGOS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起作用的组成部分。因此，WIS的功能包括那些推动力、通过共享的和专门的网络进行订
阅和分发，并增加信息发现、调用和检索（DAR）的新功能。其中一个主要好处是：驱动DAR的元

数据通过增加信息的调用和使用，以及将信息与增加可用性的背景信息联系起来（尤其是对诸如气
候分析和研究等关键工作而言），从而给WMO贡献方制作的资料和产品增加价值和可用性。
53.

除KPI之外，应当注意到，CBS促进了当前GTS的运行及其演变为WIS的核心网络，因而

产生了更新的和新建议的数据通信和数据调用程序的做法。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就是：在六区协区
域气象通信网络（RMDCN）和ECMWF管理的基础上，将改进后的主干通信网（IMTN）的两个通
信 网 云 并 入 单 一 的 多 协 议 标 签 交 换 （ MPLS ） 网 络 。 CBS 还 批 准 了 局 域 气 象 资 料 通 信 网 络
（AMDCN）的概念，每个网络均与一个特定的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相连。在ECMWF的支
持下，理事会同意将MPLS云与所有的GISC连接起来，并注意到正在进行谈判以便将一区协和三区
协潜在的GISC与公共网云实现链接。目前，WIS核心网络几乎完全得到了实施。
54.

至于WIS的发现、调用和检索（DAR）组成部分的开发，第一个GISC将由作为欧洲虚拟

GISC（VGISC）参与者的德国气象局（DWD）运行，并计划于2010年5月21日创建。跨委员会协
调组（ICGWIS）第6次会议确定的7个GSIC候选中心将在第16次大会之前投入试运行。随着GISC
候选中心的发展，还有可能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第一项重大活动是日本气象厅举办的亚洲WIS实
施国际研讨会。
55.

通过CBS、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IGDDS）和区域ATOVS转发服务（RARS）项目，继

续推进为支持WIS而加强对卫星资料获取和利用的各项活动。成立了IGDDS和RARS实施组以及卫
星资料代码专题组。这些举措加强了对卫星资料和产品的利用；减少了通过RARS网络（覆盖约75%
的地表）利用极轨卫星探测资料进行数值天气预报的延迟时间（30分钟）；统一了可在GTS上使用
的RARS探测资料的编码和文件命名。收集了南美洲和中美洲对卫星资料和产品的需求。
56.

继续促进互可操作协议的执行。几个会员已经把一些协议合并到他们的系统中。目前，

WIS 符合按照 GEOSS 十年计划的互可操作标准。还开发了允许 OGC 目录搜索网站（CSW）对符
合 ISO 23950 的 WIS 进 行 无 缝 隙 访 问 和 核 心 标 准 搜 索 的 网 关 。 秘 书 处 还 与 会 员 一 道 对
GEONETWORK 开放源程序软件进行细化；越来越多的中心使用上述软件为 WIS DAR 的新功能奠
定基础。会员高度赞赏此项工作以及秘书处对会员实施 WIS 所提供的帮助。
57.

WMO 关于 ISO 元数据资料的介绍获得了 CBS14 和 EC61 的批准，并用于 WIS 的初步

实施。作为 CBS 资料表示体系政策的一个基本内容，CBS14 同意把 ISO 19100 系列的地理信息标
准进一步应用到 WMO 资料表示概念模板的开发。为了测试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启动了 XML 格式的
OPMET 资料表示试点项目。作为源于 BUFR/CREX 表格模式的一个例子，对 XML 格式的 METAR
报告的传输作了测试。向会员分发了向表驱动码形式（TDCF）过渡的指南；开发了向 TDCF 过渡的
循序渐进的方式，并监督其执行。
58.

WMO就改进气候资料管理和元数据发起了两次专家会议。出版了三个指南，就气候资料

管理、气候网络和资料拯救的程序和良好做法向NMHS提供咨询。制作了一份光盘出版物，这是
WCDMP系列指南的部分内容，目的是强调与气候资料管理最关注的主题。就改进气候资料管理系

统（CDMS）采取了更多的行动，这包括基于WIS的新的元数据标准，互可操作性和交换。已向会
员寄送一份调查报告，并将该调查报告的网络版张贴在WCDMP网站上，目的是评估目前CDMS的
实施情况，并制定一份改进战略。
59.

CBS 正在进一步审查 GTS 交换机制，旨在改进高优先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支持 WIS

GTS 的虚拟灾害网络。
战略主旨 2: 提供服务
预期结果 6：提高会员多灾种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关键绩效指标

一、早期预警系统得到加强的 NMHS 的数量，无论是在天气、气候和水的领域内
增加预警灾害的种类、提高警报的及时性和准确率，还是加强与民防部门的
合作。
二、早期预警所涵盖的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的范围
三、参与国家风险评估、减少或转换平台和活动的 NMHS 的数量

60.
在 WMO 的许多区域正在实施国家和区域层面的两种减少灾害风险（DRR）合作项目，以
展示提供端到端 DRR 服务的综合计划给会员带来的效益，推动区域协会、科技计划和委员会、影响
区域和国家 DRR 发展的会员和战略伙伴的工作，这些项目包括：
(a)

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和 UNDP 一道开展国家和区域灾害风险管
理和适应项目，该项目围绕如下三个组成部分集中开发国家能力和区域合作：（1）各个经
济部门的灾害风险管理机构的能力（如卫生、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农业、能源、民防和
应急规划等）（牵头机构：UNISDR、UNDP）；（2）NMHS 及其与灾害风险管理利益攸
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牵头机构：WMO）；（3）金融风险转移和保险市场（牵头机构：
世界银行）。UNISDR 和世界银行发起了这些项目，并邀请 WMO 以伙伴身份来对 NMHS
进行能力开发和发展伙伴关系。在东南欧 8 个国家（已进入与 DRR、HWR、AgM 和 DRA
一道实施的第一阶段）、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8 个国家（已完成评估）和东南亚 5 个国家
（正在进行国家和区域评估）发起了这类项目；

(b)

依靠 WMO 科技计 划（如 灾害天气 预报示范项 目（ SWFDP, CBS ）、山洪指导系统
（FFG）（CHyHWR）、区域热带气旋和有关的风暴潮监视产品（MMOP 和热带气旋计
划））的能力开发活动，端到端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综合项目是为了在多灾
种 EWS 领域内加强 NMHS、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和其它有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业务协调和
合作。启动这些项目的第一个步骤是在区域协会（RA）框架下举办一次“集中关注机构间伙
伴关系和协调的 MHEWS 培训讲习班”。该讲习班将邀请 NMHS、DRM 机构、区域和国际
组织、开发和融资机构的局长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便为制定区域/次区域合作计划确定需求
和优先工作，同时国家 MHEWS 开发项目给予补充。第二个步骤是制定拟提交给认捐方和
区域利益攸关方的具体的次区域合作计划和国家开发计划，以争取获得实施资金。 “集中关
注机构间的协调和合作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第一次培训班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在克罗

地亚普拉举行，这是 WMO“为支持减少灾害风险而围绕气象、水文和气候资料管理与交换
在东南欧开展区域合作”的部分项目内容。第二次培训讲习班于 2010 年 3 月 2226 日在哥
斯达黎加的圣约瑟为四区协举办，该培训班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 DRR 和 EWS 确定
了行动的优先重点。在这次会议之后，将在中美洲为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启
动一个展示 NMHSDRM 合作带来效益的试点项目。NMHS DRM 的合作将在中美洲发起
了的利益。此外，通过一个由各个 DRM 和 NMHS 部门、加勒比地区的区域机构、伙伴、
WMO 各项计划和其它会员参与的广泛磋商过程，将于 2010 年制定一项包括国家发展分计
划在内的区域 EWS 合作计划，并于 2011 年启动。这也将成为实施 DRR 计划的一个榜
样，并可将其推广到其它区域。
61.
7 个 WMO 会员通过一个多机构进程记录了多灾种 EWS 方面的 7 个良好做法，这里的标
准是根据两次多灾种 EWS 专家研讨会和“多灾种 EWS 机构间伙伴关系和协调”指南建立的，此处的
指南是以那些业已确定并将于 2010 年出版的良好做法为基础。这 7 个备案的良好做法包括：孟加拉
气旋防备计划；古巴热带气旋早期预警系统；法国警戒系统；德国气象局警报管理系统；日本多灾
种早期预警系统；上海多灾种应急防御计划和美国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为 NMHS 和 DRM 机构的
局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筹划了一次多灾种 EWS 培训和协调研讨会。该研讨会使用一个由 EWS 领域所
有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支持平台来寻找差距并确定需求，并为制定区域合作计划和开发国家 EWS 而共
同制定需优先考虑的行动事项。
62.
技术委员会正在制定各种技术指南和方法来提高 NMHS 的科技能力和方法学，从而制作与
灾害天气、病媒传染疾病、热相关灾害、河流泛滥和山洪、沙尘暴、海洋气象、环境灾害和干旱有
关的警报。2009 年 12 月通过了“关于干旱指数的林肯宣言”，呼吁全世界所有的 NMHS 在使用除其
它正在使用的指数之外，也使用标准的降水指数（SPI）来描述气象干旱的特征。此外，正在开展许
多项目以便加强 NMHS 的科技能力，这些项目包括 SADC 和南太平洋的 SWFDP、海岸带灾害预报
和风暴潮监视综合系统、山洪指导系统。
63.
作为 MHEWS 为大城市服务的一个极好的范例，上海 MHEWS 项目将在 2010 年上海世
博会期间进行展示。该范例展示了 WMO 各项科技计划开展合作所带来的效益。将在完成该项目后
记录所获得的教训，从而将该方法推广到其它区域和国家。
64.
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地震造成灾难性影响之后，WMO 开展了以下协调工作：（1）
在法国马提尼克岛、加拿大、美国、英国和其他会员的支持下并在四区协框架下，提供气象服务以
支持海地国家气象局在雨季和飓风季节提供警报和气象服务。与联合国和有关国际机构（比如在海
地运行的 UNDP、OCHA、IFRC）对这些业务工作进行了密切协调；和（2）通过 UNDP 和世界银
行牵头开展的旨在制定一份该国重建计划的灾后需求评估进程，对海地国家气象局和国家水文局进
行长期重建。一支 WMO 的代表团于 2010 年 4 月 411 日访问海地，以评估这两个部门在当前和未
来的需求，并为这两个部门的发展制定了一份中期建议。WMO 秘书处正在探索各种融资机会。
65.
在一个由行业牵头并由许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协会参与的研究网络框架下，与
NCAR/UCAR、GFDL、英国气象局、雷丁大学、埃克塞特大学、Scripts 海洋学学院、普林斯顿大
学、俄克拉荷马大学、牛津大学和巨灾风险模拟公司合作发起一项协调一致的研究计划，从而在各
种气候预报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气候服务，并重点强调在季节、年际和十年时间尺度上认识极
端事件的特征和形势。在美国、英国和欧盟，由于出现一连串有关要求保险部门围绕与极端事件有
关的气候风险进行定期报告的新的立法，因此出现为（再）保险部门提供气候服务的新机遇。

66.
风暴潮监视机制（SSWS）在容易遭受热带气旋影响地区的发展获得了明显的成果。新德
里 RSMC 与印度理工学院（IIT）合作成功地将 IIT 开发的高分辨率风暴潮模型投入业务，从而可以
将风暴潮监视信息纳入提供给热带气旋委员会成员的咨询公告中。东京 RSMC台风中心展开全面调
查，形成了提供给台风委员会成员风暴潮咨询的基础。在 RA IV 飓风委员会覆盖地区组织安排了一
次风暴潮研讨会。
67.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目前正在开展关于气候极端事件的研究，旨在评估极端事件
模式的表征和气候的预估。
68.
正在开展的一个项目是提供实践性的培训来促进气候信息对风险管理决策的支持，项目协
助泛非洲之角（GHA）区域的 10 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其适应规划中开展气候预测并妥善
利用。该项目是由世界银行的减少灾害风险全球基金资助，并由 WMO 发起的 GCOS（GCOS）和
WCRP，WMO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WCASP），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和设
在内罗毕的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ICPAC）共同实施。

预期结果7： 提高会员提供和利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的能力
一、开展或利用天气、气候、水和空气质量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会员数；

关键绩效指标

二、报告对用户群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价值得到提高的会员数；
三、寻求和提供改进的综合洪水管理的会员数。

69.

根据 WMO 在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作用的各项计划和 WMO 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和

经济应用与效益论坛提出的意见，执行理事会的减灾和服务提供工作组制定了 WMO 服务提供战
略。认识到提供服务对会员的重要性，秘书处将牵头在适宜的情况下协助会员执行该战略。
70.

通过实施“干中学”项目，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加强 NMHS 和用户群体之间的合作、建立伙伴

关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马达加斯加气象局和卫生部之间的伙伴关系基础上，马达加斯加卫
生项目的成果是建立了一个气候与卫生工作组，目前顺利进入执行阶段。在西部非洲，布基纳法
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正在启动类似项目。在埃塞俄比亚，WMO 正在领导一个
整合天气、气候和卫生数据来防治疟疾的项目。在智利、巴拿马和秘鲁，“干中学”项目作为加强
NMHS 和用户群体之间关系的部分活动内容已成功地创建了一个专门的多学科小组。
71.

由 WMO 和中国气象局（CMA）牵头的 2010 年世博会临近预报服务示范项目（WENS）

于今年五月在上海世博园启动。该项目旨在展示先进的临近预报技术。项目成果和经验将与 WMO
会员共享，以便提高临近预报服务。
72.

“WMO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应用与效益论坛”的重点是制定指南和文件，以

展示 NMHS 工作对社会经济效益的量化数据以及这些效益的应用。在该论坛的帮助和投入下，正在
为发展中国家 NMHS 的高级官员筹备一个关于评估和计算这些效益的系列讲习班。

73.

为了响应 JCOMM 对海上安全和服务提供的关注，WMO 在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协助

下制定了 IMO/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的职责范围 。此外，JCOMM 第
三次届会通过了建立 WWMIWS 的建议，这将是对现有 IMO/IHO 全球导航预警服务的补充。
74.

作为为范围更广阔的机场地区开发新的气象服务的一部分，会员已经开始开发、推广并提

供高于 ICAO 对空中交通管理和航班运行目前要求的加强服务，包括对流风暴的加强型临近预报、
高分辨率垂直风廓线、面向低云底和低能见度航务的气象服务，并结合包括飞机除冰在内的冬季天
气专业预报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提供给发达国家高航次机场，但已开始延伸到介乎于门槛国家，特
别是在东南亚的国家。
75.

为了促进研究向业务的转化，2010 年 3 月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第五次火山灰研讨会上

成功地发起了一个新的 WMO–IUGG 国际航路火山灰科学指导组，该小组的成立及其职权范围需经
EC62 正式批准。事实证明仅 3 个星期后该系统在解决冰岛埃亚菲亚德拉冰盖（Eyjafjallajökull）火
山喷发期间大范围航空空间关闭而带来的危机方面非常有用。
76.

CAeM14（2010 年 2 月）注意到，一些地区的用户目前正在经受 SIGMET 报发布、交

换、格式化和内容质量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因此通过了建议 2（CAeM14）  弥补 SIGMET
发布长期不足的迫切需求，并提交 EC62 审议。该建议敦促会员建立气象监视办公室或考虑缔结双
边协定，以便在自己无法发布 SIGMET 的情况下将 SIGMET 责任转移到另一个会员，同时区域
SIGMET 咨询中心一旦可以提供试验性咨询，该会员须在 SIGMET 的发布和分发方面对试运行给予
配合。
77.

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在解决为空中导航提供气象服务的人员的资质问题上已经

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据 EC60 的指示，EC 教育和培训专家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航空天气预报员资质
专题组。EC51 同意执行该专题组提出的许多建议，并要求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与教育和培训计划共
同界定这些人员的能力，然后将其载入 WMO 第 49 号出版物《技术规则》的第一卷。将载入 WMO
第 49 号出版物《技术规则》的第一卷的高层次能力已制定出来并于 2010 年 2 月经 CAeM14 批
准，要求 EC62 批准将其载入 WMO 第 49 号出版物《技术规则》的第一卷。为了帮助会员让这些
通用能力能适应本国国情，并提供一个统一的评估程序，该委员会创建了一个能力评估工具包专题
组，该小组将在利用教育和培训计划的投入下继续开展此项工作。EC 教育和培训专家委员会建议，
EC62 接受对 WMO 气象工作者定义的修改，以及对 WMO 第 258 号出版物第一卷——气象学的后
续修订，以澄清该问题资质部分。
78.

2009 年 8 月在墨西哥城为拉丁美洲城市项目举办了空气质量预报的培训活动。作为 2008

年 12 月在印度浦那举行的南亚国家 GURME 空气质量研讨会的一项结果，2009 年在新德里设立了
一项改善空气质量预报的试点项目。通过这个 GURME 项目的发展，“2010 年德里英联邦运动会
（CWG）空气质量预报和研究（SAFAR）”项目在这些方面活动的能力将得到加强。将在 CWG 场

馆的不同地点设置的 LED 显示屏传播实时污染程度和预报污染程度。上海 MHEWS 项目中的
GURME 部分已得到开发，用于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演示。
战略主旨 3: 伙伴关系
预期结果8： 会员和伙伴组织在决策和实施中更广泛地利用关于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产品
一、决策者对报告、公报、声明和其它产品认识和理解
关键绩效指标

二、WMO与会员的国内机构、联合国系统、其它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之
间保持的积极的伙伴关系的数量
三、合作组织向WMO提出寻求支持、指导和专业知识的新的要求数量

79.

WMO在日内瓦举办了WCC3（200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这个重大事件对水、气候

和水有关的资料、产品和服务目前使用情况以及对进一步的需要和要求的广泛形式的进行了前所未
有规模的评估。这引发了会员国政府、联合国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其它组织对实施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支持。
80.

根据WCC3的声明，政府间会议批准了由独立专家组成的高级别（HLT）专题组的职责，

同时同意了其组成成员。该专题组已开始开展广泛咨询工作。来自各国政府和机构的许多捐款表明
了对未来的GFCS对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很高、有时更新的期望。
81.

WMO的申明和信息产品，特别是有关气候，减少灾害风险以及极端和强天气事件问题的

申明和信息产品得到决策者和公众广泛使用。世界气象日、世界水日，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庆祝
活动，对其它世界日（环境）和国际日（降低风险）的参与，以及参与其它活动，例如展览、出
版、传输和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提高了WMO和NMHS的知名度和形象。WMO向新闻界发布的资料被
转载的文章数量达到新高。信息和公共事务活动也通过媒体讲习班和对区域协会和NMHS活动的支
持得到了加强。WMO文件，出版物和网站质量和品牌的改进使其更具吸引力，WMO网站访问量即
可证明（2009年超过500万点击率）。
82.

与会员及其NMHS和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信息交换和互动促使会员积极参与WMO的活

动。已建立的NMHS外部关系顾问的全球和区域网络（一、二、五和六区协）有助于加强NMHS之
间的合作。
83.

第一届气象学会国际论坛于2010年1月与美国气象学会年会同时举行。

84.

WMO第五份温室气体公报在UNFCCC COP15上深受欢迎，这证明了该公报作为一个温

室气体数据来源正是UNFCCC所关心的信息。作为与UNEP合作的一部分，WMO继续共同主持欧洲
监测和评价计划的观测和模拟专题组，继续参与大气污染物半球传输专题组。

85.

与其它机构的合作得到加强，从而带来了若干活动，例如，与USAID/OFDA在南部非洲合

作开展的山洪指导项目；在马达加斯加、巴拿马、智利、秘鲁、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马里、
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应用天气和气候资料防控虫媒和与热相关的危害，协作单位包括西
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世界卫生组织，IRI，巴斯德研究所，防疟疾协会和韩国国际协力团
（KOICA）。
86.

在8个东南欧国家（第一阶段已实施），8个中亚和高加索国家（评估已完成）和五个东南

亚国家（国家和区域评估正在进行）与ISDR秘书处、世界银行、UNDP和IFRC继续积极开展伙伴关
系，因此开展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减少灾害风险的项目。
87.

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互动不断，特别是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以及联合国“协调一致”框架

内的互动。作为联合国系统气候变化领域协调“科学、评估、监测和早期预警（知识库）”交叉领域的
联合牵头机构， WMO和UNESCO开发了一个门户网站的基础。还支持了联合国系统气候变化活动
在线清单和UNITAR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目录。WMO连同UNEP、UNDP和UNESCO 共同发起了一个
网上 “气候2009 ''会议，会议由汉堡大学承办。
88.

4个国际组织要求与WMO开展正式合作，EC61批准了其中之一（OIE）。有两个请求将

提交给EC62（PAM和CERN）。与ISO的合作仍在发展。与ICAO共同开发航空方面的标准，指南
和文件的工作取得良好进展，尤其是在服务航空的合格专业气象人员的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方面。
89.

计划2011年初完成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报告进展顺利， “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推进气候变

化适应”的特别报告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它将提供使会员受益的重要的结论。
90.

IPCC促成了联合国各个机构和联合国整体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协调反应。提供了科学的意

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为UNFCCC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召开和16次缔约方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供意
见。利用收到的诺贝尔和平奖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学生提供在气候变化科学
方面的奖学金而设立的特别信托基金已经开始接受捐助者的支持，以及启动计划为2011年初推出的
第一轮奖学金。
91.

GCOS更新了用于支持UNFCCC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称为2010年更新版），

它已提交UNFCCCC第15次缔约方大会审议，最终版本将于2010年12月提交给UNFCCCSB STA
33/COP16。在接受GCOS作为向公约报告关于气候观测系统状况的主要机制以及通过了修订后的
UNFCCC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报告指南后，GCOS更新了GCOS的基本气候变量清单，并决定通过
WMO/BIPM互认协议加强与国家计量机构的联系。

战略主旨 4: 能力建设

预期结果 9：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NMHS履行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职责
一、提供用于支持国家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的，最不发达国家
NMHS的数量
关键绩效指标

二、改善这些NMHS基础设施的能力建设项目的数量
三、受益于培训活动和技术会议从而促进机构能力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数，以及每年参加这些活动的专家数

92.

通过若干培训进行了热带气旋业务预报能力建设，包括四区协的飓风预报/预警公共气象服

务讲习班，南半球热带气旋及公共天气服务培训课程，以及在 RSMC 檀香山、纳迪、东京和新德里
和 NOAA/NCEP 的在职培训。这些活动大大有助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提高在热带气旋预警和服务方面的机构效率和能力。
93.

新颁发了 54 个奖学金，其中 17 人开始了长期学习。 56 个短期和长期奖学金给了发展中

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为超过 600 人举办了约 40 个研
讨会和培训课程，旨在加强 NMHS 的业务和服务提供能力。主题包括：了解和响应用户的需求；与
政府和其它组织协调，通过更好的表达技巧和有效的传播系统加强信息沟通；改进公众教育和宣传
以及与媒体的合作。
94.

在涉及到将规划、实施和监测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和服务纳入到国家发展框架和政策重点

的政府部门、用户群体和的利益攸关者参与下，援助了太平洋和非洲的四个最不发达国家起草
NMHS 的发展和现代化规划。在 5 个发展中国家（其中 4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和实施了社会经
济效益评价试点项目，这提高各种社会经济部门有效利用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的意识。
95.

与非洲联盟（AU）共同组织的非洲首届主管气象部长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至 16 日在

肯尼亚的内罗毕成功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 48 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和 30 多位部长。有超过 300 名
与会者，包括天气和气候技术专家以及几个气候信息的主要用户，发展机构、大学和金融机构。
2010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的专家会议讨论了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NMHS）在促进非洲发展议程方
面面临的挑战和机会。2010 年 4 月 1516 日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意了专家会议起草的会议声明，并
通过了内罗毕气象宣言，宣言中部长们承诺通过向本国的国家气象部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和充足
的体制框 架来加强 国家气 象部门 ，使它 们能够 充分发挥作用，并成立了 非洲部 长级气 象大会
（AMCOMET），作为气象发展和在非洲应用的高级别机制。这次大会的成果对 WMO 在后续行动
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96.

通过西班牙的合作计划安排向 6 个发生过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发展中国家（包括 5 个最不发

达国家）提供基本气象和水文服务所需的仪器和设备。约有 20 个国家获得了更换、升级和扩大观测
和通信基础设施方面以及短期奖学金的支持。

97.

组织了天气，气候和农户巡回研讨会，以便促使农民在经营决策时对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

农户对气候变率和变化问题的敏感度。
98.

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发生破坏性地震后开展了实地调查和专家团考察，特别是组织了

一次 WMO 评估考察团。
99.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开展的民用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实施的试点项目即将完成。

为了发展会员解决质量管理体系实施中的问题，与发展伙伴在许多地区共同组织了讲习班。
100.

WMO的筹资战略进一步得到加强，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项目筹集了

2000万美元。
101.

在WMO的国家概况数据库的开发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所需调查和协作软件的购买和安

装。实施后将会改善协调以及跨计划的调查和知识管理的效率。
战略主旨 5: 有效管理和良好的治理结构

预期结果 10： 组成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履行职能
一、通过会员的满意度来考核的技术服务质量（口译，会议服务和设施）
关键绩效指标

二、通过会员的满意度来考核的实质性服务质量（组成机构的文件和报告）
三、组成机构届会的成本

102.

Cg15 的各项决定在准备执行理事会（EC60，EC61 和 EC 62）、技术委员会（CBS

14, JCOMM3 和 CAS15）、区域协会（15RA 4 和 15RA 6）、FINAC，EC 组成机构，WMO 主
席团时已经执行和反映出来。组成机构届会的会期缩短了一至两天。为了提高透明度以及直接、无
延误地方式提供文件，组成机构各种会议的会前和会间文件直接通过开放式的网站/ FTP 访问形式提
供，保密文件除外。
103.

为在日内瓦和其它地方召开的所有组成机构的会议、其它主要机构（如 IPCC）的会议以

及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提供了会议支持。还为 WMO 主办和共同主办的
会议提供了会议支持服务。为了尽量减少成本，引进了技术和程序创新，而且优化口译服务。与前
几年相比，远程和视频会议设施的利用情况保持稳定。
104.

WMO 的会议中心服务 WMO 的会议和共同主办的会议，并租赁给外部客户。对组成机构

会议的与会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对该中心及其服务满意度高。与前几年相比，会议中心的使用率略
有增加，根据可用资源已对制定该中心未来的使用计划。

105.

由于更新和简化了采购文件和程序，采购系统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得到加强。为了受益于统

筹资源和规模经济，WMO 参与了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的选择新旅行社的采购活动。
106.

继续以最具成本效益提供语言和出版服务的方法制作 WMO 的出版物和文件。

预期结果 11：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一、由秘书处实现既定的有关关键计划支持服务的目标
关键绩效指标

二、外部审计员，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的附属机构的意见
三、由秘书处实施的旨在提高工作效果和效率的监督建议的百分比

107.
WMO 战略计划新草案，包括战略规划的主要内容（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已由 EC 战略
和业务规划组制定和审查，待 EC62 作进一步审议。WMO 监测与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实施的
基础是分阶段的监测和评估计划。
108.
内部监察办公室 2009 年年度问责报告详细介绍了以下领域的监察工作和成果：保障；治
理结构的充分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2010 年的工作设想；人员编制和预算；评价和绩效审计工
作；以及操守。该报告被列入会议文件，以供参考。
109.
WMO 秘书处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IPSAS）的实施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并已完成了
2010 年在良性基础上采用 IPSAS 所需的所有关键步骤。已经制定并印发了政策指导手册。遵守
IPSAS 的三个必要模块已经在 WMO 目前的 Oracle 系统实施并投入使用。目前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
来解决遗留问题，以确保全面遵守 IPSAS。
110.
在 20082010 年期间，预算办公室已经通过大约 18 次会议，包括大会、执行理事会、财
务咨询委员会及其组成机构会议向决策机关提供了服务，并通过约 15 份文件和报告的形式向管理机
构和出资机构提供了文件（第 16 财期基于结果的概算纲要和预算编制、年度财务报表、会费分摊比
额和会费缴纳情况）。
111.
预算办公室还就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其它认捐机构的之间签订的约 30 份
自愿捐款财务协议提供了意见，向各个司在实施财务条例和规则、程序和政策方面提供了支持，并
筹备了 4 次基于结果的预算和基于结果的管理研讨会和介绍会。
112.
预算办公室提供的行政支持和财务服务包括在审查和授权代表团与财务事项有关的权力，
编制预算和财务状况报告，大约 180 个拨款通知和人员编制表核准，经认证的大约 4000 次预算要
求，并审查和分析近 200 个与预算外资金相关的成本方案和其它建议。预算办公室还监督支出，更
新并运行 Oracle ERP 系统，建立标准的职工和非职工成本，监测 Oracle ERP 系统中工作人员成本
和职位维持空缺的统计、帐目图及其它与预算有关的基准表。
113.

2009 年 1 月，秘书长任命了一位临时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兼任 WMO 的职业道德官员。

114.

通过南非气象局援派的人员建立了本组织有关性别问题的职能。
______________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
引言
1.

财务咨询委员会于 2010 年 6 月 67 日在 WMO 总部举行了第 29 次会议。附件 C 给出了经批准的

会议议程。附件 D 为与会人员名单。
实质性议题 (议题 4)
(a)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议题 4.1.1)

2.

审计委员会提交 EC62 的报告见 EC62/文件 7.2(5)。委员会对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赏。财

务咨询委员会支持审计委员会的相关建议并在有关议题下进行讨论。
3.

委员会注意到 WMO 秘书处在内部控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并对审计委员会在这些领域所发

挥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
建议 1：
关于审计委员会的职责，FINAC 建议将以下内容纳入 EC62 的文字草案：一项基于过渡期的有
关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的清晰的政策，目的是维护对委员会制度方面的认识；对委员会的成员
资格进行说明，旨在使核心成员由外部顾问组成；并澄清理事会成员在委员会中的作用。
(b)

2009 年财务报表，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议题 4.1.2)

4.

EC62/文件 7.2（4）对 2009 年的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作了介绍。委员会指出，WMO

在 2009 年的财政状况仍然保持稳定健康，其中包括 6530 万瑞士法郎的普通资金收入、6740 万瑞士法郎
的支出、2920 万瑞士法郎的自愿资金收入和 2440 万瑞士法郎的支出。进一步注意到，普通基金的现金，
自愿资助的现金，周转基金和业务准备金在 2009 年有所增加。委员会对欠款的持续减少表示欢迎；2009
年欠款减少了 140 万瑞士法郎。因此，在 2009 年年底的总欠款为 1390 万瑞士法郎，或者占年收入的
21%。委员会注意到，20082009 年的正常预算拨款为 1.412 亿瑞士法郎，其中包括根据 EC60（决议
12）从第 14 财期获得的 920 万瑞士法郎的盈余资金。20082009 年的支出为 1.331 亿瑞士法郎，并根据决
议 11（EC61）将 810 万瑞士法郎的预算结余资金重新拨付给 20102011 两年期。委员会还注意到，通过
对一系列报表进行整合，从而简化了财务报表的格式；尤其是对信托基金增加了额外的说明，并像上一
年一样，提供了一份有关内部控制的说明。关于外部审计员对风险管理所提建议的实施，委员会强调有
必要尽早引入高级别风险登记册，最好提交给 2010 年秋季举行的审计委员会会议，并向执行理事会通报
秘书长引入的投资政策。委员会注意到英国提出对该项活动予以支持。
5.

委员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对本组织 2009 年财务报表给出了无保留的意见。它也注意到 EC62/信

息文件 7.2(4)附件 G 给出的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和秘书长的答复意见。

建议 2:
执行理事会通过：

(c)
6.

(a)

EC62/文件 7.2（4）附件 A 给出的载入本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

(b)

EC62/文件 7.2（4）附件 B 给出的决议草案 7.2/1 (EC62)。

编制报表四（拨款情况）的方法 (议题 4.1.3)
委员会忆及2008年的财务报表不包括对基于预期结果的拨款情况的审计报告。根据外部审计员关

于完全符合预算编制和报告的建议，研究出一种能够提交可靠的报表四（基于预期结果的拨款情况）的
方法。外部审计员认为该方法可行，并建议WMO请其管理机构批准该方法并从第十五财期开始实施。委
员会审议了EC62/文件7.2(4)，增补件1介绍的方法。委员会注意到引入了一个记录系统，以便将人员和
相关成本与其最大限度推进的预期结果直接保持一致。此外，已按照批准的预算将非人员费用分配给各
个预期结果。委员会注意到该方法已在2008年使用；已根据新方法准备2009年的报表四。该方法将用于
第十五财期的余下时段，且该方法对外部审计员是可以接受的。委员会建议秘书处从基于简单但可靠的
做法的预算方法改革中积攒一些经验。
建议 3:
执行理事会通过 EC62/文件 7.2(4)，增补件 1 的附件给出的载入本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
(d)
7.

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进展报告 (IPSAS) （议题 4.1.4)
委员会注意到WMO秘书处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完成了为在2010年采用IPSAS创造良好基础的关键

步骤。委员会还注意到要确保在本年度完全符合IPSAS还面临很大的挑战，并鼓励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确
保其余问题的顺利解决。委员会还注意到秘书长按照EC60的要求定期向审计委员会提交进展报告。委员
会强调有必要在2010年财务报表中列出相对2010年执行IPSAS的 2010年业绩清晰和明确的一致性，并针
对变化列出简要的注释。.委员会要求在下一进展报告中包括预估的IPSAS项目预算和支出的信息。委员
会进一步注意到，由于其他UN实体实施的拖延，WMO将成为UN系统中较早采用IPSAS的组织之一。
建议 4:
执行理事会通过 EC62/文件 7.2(8)附件列出的，载入本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
(e)

2011 年会员会费交纳比例 (议题 4.1.5)

8.

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比例以2009年12月举行的第6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分摊比例为基础，并

根据第15次大会的《决议40》按照会员的差异进行了适当调整。委员会还注意到最低分摊比例维持在
0.02%，并进行了一些修正以确保所有会员分摊比例的增加均不会超过2007年WMO比例的200%的水平。
建议 5:

理事会通过 EC62/文件 7.2(12) 中列出的，载入本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

(f)

中期财务状况 (议题 4.1.6)
会员的会费

9.

根据财务条例第 8.9 条的规定，秘书长向执行理事会例行届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交纳会费和流动资

金预付款的报告。EC62/信息文件 7.2(12)介绍了截止 2010 年 5 月 31 日的会费和流动资金预付款情况。
委员会认识到会费的未付款和延迟缴纳将严重影响本组织的现金流动、财务状况和已批准计划的实施 。委
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近年来一直存在的会费拖欠的水平在 2009 年有所减少。
建议 6:
执行理事会敦促拖欠会费的会员尽快缴纳会费。
(g)

预算事宜 –16 年名义零增长的影响(议题 4.2.1)

10.

委员会忆及有关第十六财期（20122015 年）的优先重点概述和预算资金的决议 12（EC61），

其中理事会决定概算中应包括对 19962011 年用于管理、计划实施和支持活动的名义零增长（ZNG）影响
的分析。委员会考虑了秘书长在 EC62/信息文件 7.2(2)中给出的分析。注意到购买力下降已经影响了会
议、出版、奖学金和观测系统领域的计划实施。这一趋势很可能在第 16 财期（20122015 年）ZNG 的持
续下加速。委员会注意到常规预算增长将有利于新举措，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委员会决定在其
考虑第 16 财期（20122015 年）概算时进一步讨论 16 年 ZNG 的影响。
(h)

预算事宜 – 第十六财期（2012-2015 年）的建议预算 (议题 4.2.2)

11.

第 16 财期（20122015）的预算建议见文件 EC62/文件. 7.2(2)。委员会注意到建议的预算反映了

4 个最高优先事项：即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能力建设；WMO 综合观测和信息系统；以及减轻
灾害风险。预计常规资金将达到 2 亿 8 千 2 百万瑞士法郎，并准备将分摊会费从 2 亿 4980 万瑞士法郎增
加到 2 亿 6700 万瑞士法郎，增加 1720 万瑞士法郎，这表明除了通货膨胀调节，实质上每年增加 2%。其
它常规资金（利息、租金和计划支持收入）预计为 1500 万瑞士法郎。此外，还提供了 2 个预算减少的方
案，包括方案 1，分摊会费减少 1280 万瑞士法郎（实际零增长方案），和方案 2，进一步减少 440 万瑞
士法郎（名义零增长）。自愿捐赠预计为 1 亿 7500 万瑞士法郎，并且该资源的预算是根据新的方法表示
的。同过去一样，自愿资金联合资助的预算是与常规预算结合表示的，预计为 3300 万瑞士法郎。此外，
还提供了由于常规资金的限制而无法得到满足的新出现的主要需求。这包含了预期中可以确保的 7600 万
瑞士法郎的自愿资金。作为一个新的特点，这还包含了 6600 万部分资助新出现的主要需求的额外自愿资
金需要。因此，潜在的捐助者可以作为预算审批过程的一部分对主要活动捐赠自愿资金。
12.

许多会员强调了名义零增长的负面影响，以及迫切需要扭转资金进一步减少。委员会表示原则

上支持 4 个经确定的优先事项。部分会员支持增加预算的建议，并敦促委员会为 WMO 提供足够的资

金，以便为其成员提供充分的服务以及实施新的计划，特别是 GFCS。一些会员目前不能承诺增加预算，
并建议通过强调提高效率和优先级设置的有效性进一步改善预算编制。一些会员建议制定一个涵盖所有
优先领域的基础预算，并由自愿捐赠支持额外的资金需求。部分成员质疑工作人员人数和会议数量的必
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强烈反对减少任何语言和出版物的服务。一些成员强调要加强沟通功能，并将 2010
年 4 月在非洲举行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考虑在内。一些成员对预算文件的推迟提交表示遗
憾。有人指出，执行理事会应当审议将最近修订的战略计划和一个额外增加的优先领域列入第 16 财期
（20122015）的预算中。委员会没有对所提的方案得出结论，并决定将所有三种选项提交第 16 次大会。
委员会建议执行理事会探索并制定促进和稳定认捐概念的方法。
建议 7:
执行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向第 16 次大会提交三个预算方案及其细节，以便会员评估每个预算
方案对战略优先领域的支持程度。这些预算方案可以包括自愿捐赠资助主要活动的归属情
况。

第 30 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Date (议题 6)
13.

委员会决定其下一次会议衔接 WMO 第 16 次大会召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务咨询委员会第 29 次会议批准的日程

1.

会议开幕

2.

批准日程

3.

批准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2009 年 6 月 1 日至 2 日）的报告。

4.

实质性议题:
4.1

财务事宜
议题

议题描述

4.1.1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4.1.2

2009 年该年度的帐目，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4.1.3

4.2

用于记录支出情况的经修订的方法（申明 4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两年期拨款申明）

4.1.4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实施进展报告

4.1.5

2011 年会员会费比例

4.1.6

中期财务状况会员会费状况

预算事宜
议题

议题描述

4.2.1

16 年名义零增长的影响

4.2.2

秘书处关于第 16 财期（20122015）的实施计划及预算

5.

通过财务咨询委员会提交 EC62 的报告。

6.

第 30 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______________

出席财务咨询委员会第 29 次会议
代表名单
国家或组织

国家

头衔

姓名

助理

核心成员

WMO 主席

博士

A. I. Bedritsky

A.Nurullaev 先生

第二副主席

先生

T. Sutherland

RAI 主席

先生

M.L. Bah

A. Makarau 先生

RAII 主席

教授

V.E. Chub

S. Myagkov 先生

RAIII 主席

将军

RAIV 主席

先生

A.W. Rolle

RAV 主席

女士

W.B. Harijono

R.J. Vinãs
Garcia
E. Adrian 博士
Ms A. Fitriany 女士

WMO 成员

RAVI 主席

先生

I. Cacic

澳大利亚

博士

G. Ayers

加拿大

先生

D. Grimes

B. Angle
J. Forest 女士

中国

先生

沈晓农

李明媚女士

芬兰

先生

P. Taalas

法国

先生

M. Gillet

S. Chatelus 先生

德国

先生

W. Kusch

H. Herrmann 先生
D. Frömming 先生

意大利

博士

P. Pagano

日本

先生

N. Hasegawa

H. Koide 先生
N. Washitake 先生
S. Tajima 先生

韩国

先生

S.W. Kim

西班牙

先生

M. Palomares

南非

博士

L. Makuleni

英国

博士

M. Gray

S.H. Kim 先生

S. Gilbert 先生
A. Mewse 女士

美国

先生

J.L. Hayes

D. Thompson 先生
C. Draggon 女士
L. Brodey 女士

外部审计员

先生

D. Brewitt

S. Irwin 先生

秘书长

先生

M. Jarraud

J. Lengoasa (DSG)

G. Asrar (D/WCRP)
L. Barrie (D/RES)
G. Love (D/WDS)
E. Manaenkova (D/CER)
R. Masters (D/DRA)
J. Muller (D/REM)
A. Tyagi (D/CLW)
W. Zhang (D/OBS)
M. Carrieri (D/LSP)
J. Cortes (D/IOO)
F. Hayes (D/CCFM)
K. Konare (D/LDCR)
A. Ndiaye (D/RAF)
M. Power (D/RMO)
M. Rabiolo (D/RAM)
C. Richter D/GCOS)
B. Ryan (D/SAT)
P. Shi (D/WIS)
M. Sivakumar(D/CLPA)
T. Toya (D/RAP)
J. Wilson (D/ETR)
S. Arcidiacono (BO)
S. Baldwin (Treasurer)
B. Cruz (Accountant)
A.K. Lee Choon (C/SPO)
T. Mizutani (C/BO)
L. Ngwira (C/FIN)
A. Ojha

______________

一区协主席的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的时间是从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底。

区协的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2.

该区协会员的数量仍为56个。 从EC61到2010年4月期间，M.L. Bah博士（几内亚）和R.

Makarau博士（津巴布韦）分别担任该区协的主席和副主席。
3.

主席在与 WMO 非洲区域办公室协调后，继续监督工作组和报告员的活动。

一区协的战略计划
4.

2008 年 5 月 56 日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一区协咨询工作组（AWG）第一次会议讨论了

一区协战略计划的准备工作。AWG 强调，一区协战略计划在与 WMO 战略计划联系起来的同时，也
必须反映该区协的具体需求/问题和面临的挑战。2010 年 1 月 2529 日，该起草小组在津巴布韦的维
多利亚瀑布举行会议，以便最终确定 WMO 一区协的战略计划草案，其涵盖的时段为 20122015
年。
区域优先重点
5.

2010 年 4 月 1216 日，与非洲联盟（AU）合作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了第一次非洲负责气象

事务部长会议。会议首先于 4 月 1214 日举行了专家会议，并讨论了以下主题：国家气象、水文和气
候服务的效益；减少灾害风险；弥补信息鸿沟；能力建设；用户的看法和加强伙伴关系。4 月 15－
16 日举行的部长会议批准了专家会议的会议声明，并通过了关于气象的部长宣言。所以，应把会议
的后续行动作为最高优先重点。
6.

一区协战略计划的定稿是本区协的一项优先活动。将提请WMO非洲区域协会第十五次届会

关注在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确定的战略计划第一版。
7.

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将于2010年10月在摩洛哥举行。正如以往的和目前的EC届会一样，本

次届会的议程以预期结果为基础。
8.

为加强服务的提供以满足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力建设仍然是本区域高度重视的活动。

WMO各项计划在区域实施状况以及本区域关切的问题
9.

2008年组建了WCRP区域气候降尺度专题组（TFRCD），其主要的成果是组织协调一致的

区域气候降尺度试验（CORDEX）。该试验旨在促进全球在区域降尺度方面的协调；评估和认识基
于RCD的预估的不确定性原因。CORDEX拥有一个由一套50公里分辨率模拟结果组成的模式评估框
架，并使用19892007年的ERA中期分析结果作为边界条件。CORDEX还拥有一个与CMIP5模拟有关
的气候预估框架，这对十年的运行做出了贡献。已决定将开展CORDEX试验的第一个重点区域放在
非洲。一些模拟小组在全非洲CORDEX范围内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ERA中期运行。此外，在B.
Hewitson领导下，正在为非洲的模拟工作设计一个诊断程序包。
10.

为帮助大非洲之角（GHA）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其适应规划中开展和适当

地使用气候预估产品，世界气象组织（WMO）和世界银行正在合作制定和实施三次联动实践培训讲
习班计划。该项目和这些研讨会将展示该区域有效的气候风险管理战略的关键因素。该计划将由内
罗毕 IGAD（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ICPAC）与 WMO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WMO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WCASP）以及世界气
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合作实施。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确保 GHA 地区各国关注观测和资料
需求、证实区域模式的使用和价值、对模式的局限性提出建议以及提高整个 GHA 地区各国利用资料
记录和模式预测进行适应规划的能力。该项目尤其要展示气候信息在农业/粮食安全和水资源行业的
应用。为了对三个研讨会的具体实施制定计划，同时特别考虑到区域决策者对气候信息的需求以及
强调研讨会之间的关联性，2009 年 6 月 222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第一次研讨会于 2010 年
4 月 1923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
11.

在西班牙西非合作计划框架下开展了有关活动，并为西北非流域发起了一个海洋气象（监

测和服务）的试点项目。参与国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佛得角和冈比亚。该项目的下一阶段
是为该区域海洋气象服务领域的业务系统制定一个完整的概念。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下，将在即
将举行的有关海洋预报：运行、研究和应用研讨会（2010 年 5 月/6 月，达喀尔）上开始制定上述概
念。相关内容包括：建立和维持业务上的端到端系统：观测资料管理信息分发产品，和与本区域
的其它举措和感兴趣的国家合作。
12.

在 PWS 计划的边干边学（LTD）理念下，一区协正在实施与卫生有关的以下项目。
I.

马达加斯加：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RI）和马达
加斯加巴斯德研究所合作来实施该项目。该项目旨在利用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应对疟
疾、瘟疫和裂谷热（参见 EC62/文件 4.2）。

II.

西非：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 NMHS 通过建立气候
和卫生工作组，分别与所在国的 MoH 开展合作。这些工作组将与 AEMET 合作，以
便应对天气和气候对疟疾和脑膜炎的影响（参见 EC62/文件 4.2）。

III.

埃塞俄比亚：WMO 正牵头开展一个项目；韩国国际协力团（KOICA）与 WHO 和埃
塞俄比亚气候与卫生工作组合作对该项目提供资助。该项目对天气、气候和卫生资
料进行整合以应对疟疾。理事会鼓励秘书长支持在一区协实施类似的项目（参见
EC62/文件 4.2）。

13.

WMO 与坦桑尼亚气象局合作，为民航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的实施联合发起一个试点项

目。为确保在类似的西北非等地区采取后续行动，与 ICAO 和 ASECNA 合作在 SADC 地区举办了一
些培训讲习班。

二区协主席的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的时间是从执行理事会第 61 次届会到 2010 年 5 月。

会员、官员及附属机构
2.

区协的会员数量保持在 35 个。

3.

Victor Chub 教授 （乌兹别克斯坦）和 QamaruzZaman Chaudhry 博士（巴基斯坦）分别继

续担任本区协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区协的战略计划
4.

二区协第十四次届会（2008 年 12 月，塔什干）通过了 20092011 年加强二区协（亚洲）

NMHS 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确定了 40 个区域预期结果框架下的 201 项可提供的服务。为制定二区协
战略计划的实施行动计划，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中国香港（组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大
韩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专家组成的战略规划专题组。该专题组进一步审议了需优先考虑的可提供
的服务，集中关注可完成的具体活动，并将其精简为 32 个区域预期结果框架下的 110 项可提供的服
务。该专题组正在准备一份供管理组审议的二区协战略行动计划草案，以及一份修订后的旨在监督
战略计划实施情况的问卷调查表。
区域优先重点

提供具体城市的NWP产品的试点项目

5.

自 2006 年 1 月以来，中国香港、日本和大韩民国提供的具体城市预报时序产品已上传到各

自的网站。截至 2010 年 3 月底，18 个二区协会员已加入该试点项目。正在以每天两次的频率将大约
160 个城市的预报时间序列提供给参与会员。

在AeMP领域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试点项目
6.

在 CAeM14 的支持下，由中国提供的旨在支持航空气象预报和警报的有关提供数值天气预

报指南的试点项目网站将于 2010 年秋季投入业务运行。

加强 NMHS 地面、气候和高空观测资料的可提供性和质量管理的试点项目
7.

项目协调员（日本）与项目协调委员会成员磋商后牵头该项目。目前的活动包括一份调查

问卷和一个研讨会，以便围绕天气、气候和高空观测、资料提供和质量管理问题，评估本区域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的状况和确定它们的需求。由日本气象厅和 WMO 共同举办的
这次研讨会预计将促进会员的有关活动，并通过交流有关做法来提高观测资料的可提供性和质量。

在NWP领域支持NMHS的试点项目
8.

自二区协第十四次届会建立试点项目以来，草拟了一份“亚洲 NWP 预报集团（ACNF）”行

动计划并散发给协调组成员征求意见。还给会员散发了一份调查表以征求他们对建立一个 ACNF 网
站的看法，目的是促进有关 NWP 开发和运行知识的交流和共享，并征求会员在 NWP 模式的应用和
研究方面的培训需求。

支持 NMHS 卫星资料、产品和培训的试点项目
9.

项目协调员（日本和韩国）给二区协会员散发了三份简报，就获取卫星云图、资料和产品

的方法，包括应用产品和目前的或者未来的培训活动提供信息。在 WMO 空间计划网站上建立了该
试点项目的网页；并创建了邮件发送清单以进一步促进有关卫星资料、产品和培训信息的交换。
10.

将进一步建立一个由多功能中心和专业中心组成的区域气候中心（RCC）网络，并可能在

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建立其它中心，但这需要被正式指定为 WMO
RCC。
11.

仍然有必要维持并进一步发展本区域现有的观测系统、通信系统及资料加工设施。

12.

已开始开发东南亚的 SWFDP 项目，并鼓励继续开发，包括发展区域伙伴关系，确定应对水

文气象灾害的具体需求，对此可改进各个 NMHS 参与方的预报方法和警报服务。

13.

由 PWS 计划发起的 2010 年世界博览会临近预报示范项目（WENS）已列入计划。由中国气

象局（CMA）联合澳大利亚气象局和香港天文台共同管理的该国际计划的结果将同本区域及区域外
的 WMO 会员共享，以加强会员提供临近预报预报服务的能力。
14.

第五届二区协气象和水文部门技术管理会议计划于 2010 年 11 月举行，由韩国承办。会议将特

别应对下列挑战：（a）NMHS 的战略计划与管理；（b）NMHS 的人力资源开发；（c）天气、气候
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d）气象学、气候学和水文学新技术；（e）NMHS 在减少灾害风险方
面的作用，包括应急；（f）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g）天气、气候和水服务质量管理；以及（h）
与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
WMO 计划区域方面实施状况以及本区域关切的问题
15.

ESCAP/WMO 台风委员会第 42 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29 日在新加坡举行。WMO/ESCAP

热带气旋专家组第 37 次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15 日19 日在泰国普吉岛举行。东京 RSMC（台风中
心）和新德里 RSMC（热带气旋中心）继续向本区域责任区的 NMHS 提供专业产品和咨询信息，以
此作为 NMHS 制作其官方热带气旋预报的指南。
16.

2008 年 5 月，缅甸遭受“纳尔吉斯”气旋袭击，造成严重损失，执行理事会在随后召开的第六十

次届会（2008 年 6 月）上要求 WMO 建立风暴潮监测计划（SSWS）以支持易受热带气旋影响国家的
NMHS 风暴潮预警服务。为响应热带气旋 RSMC 的倡议，二区协已开发了 SSWS。最近，新德里
RSMC 与德里印度理工学院（IIT）合作，将 IIT 高分辨率风暴潮模式投入业务使用，以便为热带气
旋专家组成员提供风暴潮咨询。东京 RSMC 开展了一次本区域 2009 年风暴潮业务预报工作的调查，
目前正在制定风暴潮区域咨询。
17.

根据减少灾害风险计划的交叉框架，东南部欧洲正在同 WMO、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

略（UNISDR）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实施的区域 DRR 合作计划模式在中亚和高加索
地区被采用，这其有五个国家位于二区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位于六区协（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还有东南亚，其中
有三个国家位于二区协（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两个位于五区协（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
计划将致力于开发国家能力和三个方面的区域合作，包括：（1）在不同经济部门开展灾害风险管理
机制能力建设（如卫生、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农业、能源、民防和应急计划等）（牵头方：UN
ISDR, UNDP）；（2）NMHS 及其合作伙伴以及灾害风险管理利益攸关方（牵头方：WMO）；
（3）金融风险转移和保险市场（牵头方：世界银行）。
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以及 WMO 西亚办事处
18. 位于日内瓦 WMO 总部的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一直在为 NMHS 提供有效支持，促使其
加强服务工作，并协助本区域协会主席、副主席和附属机构履行其职责。

19. WMO 西亚办事处继续与联合国组织和区域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协调联络，特别是与阿拉伯国家联
盟（LAS）。该办事处继续向各项 WMO 计划与项目提供支持，以促进西亚地区会员的能力建设。
由 WMO 西亚地区代表与 WMO 科研司司长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于 2009 年 8 月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和阿曼探讨向 WMO 西亚地区沙尘暴及其它计划和活动提供支持的可能性。UAE 同意举办
WMO 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组会议（2010 年 3 月 22 日24 日，阿布扎比），并向 WMO 人工影响
天气研究信托基金提供资金支持。WMO 西亚地区代表还参加了 WMO SDSWAS 亚洲/太平洋中部节
点实施研讨会（2009 年 10 月 28 日30 日，首尔）以及 LAS 常设气象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2010 年 4
月 25 日29 日，的黎波里），会议讨论了加强泛阿拉伯地区合作协调和阿拉伯国家气象部门能力建
设相关问题。

三区协主席的报告摘要
引言
本报告涵盖的时间范围从 2009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至 2010 年 3 月底。

1.

本区协的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在此期间，三区协仍由 13 名会员组成

2.
3.

Ramon Viñas Garcia 先生（委内瑞拉）和 Mirna Araneda 女士（智利）分别当选本区协主席和

副主席。
4.

在此期间根据各自常任代表的要求替换了一些工作组成员

区域战略计划
5.

在三区协内部事务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期间（2009 年 10 月 26 日27 日，委内瑞拉加拉加

斯），本区协决定由 WMO 巴西常任代表主持的开放式委员会向本区域所有会员进行咨询，以确定
各 NMHS 的优先重点活动和必要活动，从而拟定将于 2010 年 9 月在波哥大（哥伦比亚）举行的三区
协第十五次届会上讨论文件草案。
区域工作组
6.

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三区协 WGIM 第三次会议上，本区协还决定另一个由 WMO 智利常任代

表主持的开放式委员会对三区协工作组的构成和成果进行分析，并起草一份拟在三区协第十五次届
会上进行讨论的文件草案，将该成果与本区域的优先重点进行对照，以改进工作方法，从而获得更
好的效果。

区域优先重点
7.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是本区域 NMHS 和政府的优先重点。因此，应尽一切可能来启动与气

候有关的气象问题的研究，努力使其符合最近在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上讨论的新的全球气候服务框
架。
8.

教育与能力建设继续作为本区域的工作重点，以改进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服务，特

别是通过应采取的措施体现航空预报员职称和能力。
9.

本区域许多会员对缺少旨在满足《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培训指南》（WMO 第 258 号出

版物）1 号补充件中规定的航空气象人员资质要求所需的资源表示关切，建议在气象部门成立一个航
空质量管理系统，这将作为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要求（附件 3）。
10.

实施新的通讯网络（使用互联网 VPN 技术）是本区域的另一项优先工作，因为新网络能够提

供一个有效的成本效益机制，来交换大量从全球、区域和国家级预报中心以及气候中心获得的信息
以及全部地面和高空天气基本信息。
11.

WMO 秘书处采取的 WMO 南美洲办事处（位于巴拉圭的亚松森）示范项目措施尤为重要，

这些措施旨在更好地支持区域技术合作和资金筹措并充分使用预算。
WMO计划区域方面实施状况以及本区域关切的问题
区域活动在 EC62/信息文件 2.4 中进行了描述
12.

在此期间，WMO 美洲区域办公室协调实施了由西班牙气象局（AEMET）资助的拉美合作计

划，为一系列涉及自动气象站、资料处理、气候变化、NMHS 管理、洪水管理、季节预报、水文、
统计预报工具、使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产品和卫星以及其它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支持（详见 EC
61/信息文件）。此外，对与水文和季节预报、海岸带洪灾、通讯以及同媒体的互动相关的系列课程
和研讨会予以了支持。
13.

通过互联网使用 VPN 技术实现了巴西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马拉凯 RTC 的连接方法。同

样，三区协 WWW 工作组第五次会议考虑到智利、厄瓜多尔和巴拉圭 NHMS 的优化和完成安装，制
作了一份全部已连接中心的清单。关于苏里南和圭亚那的 NMHS，将派遣一个由巴西专家担任组长
的技术工作组前往，以支持当地工作人员完成安装。
.
14.

这个新的通讯网络完成后，本区域的会员将配备更好的设施来参加 WMO 的项目，如近期的

WMO 信息系统（WIS）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以及从字母数字公报向二进制
BURF 公报（如 GRIB 和 GRIB2）的过渡。

15.

智利和秘鲁开展了以“边做边学”为理念的示范项目培训课程。“边做边学”的理念以参与性和

指导性学习过程为基础，旨在培养 NMHS 开发为特殊部门用户提供服务的能力并朝此方向转变。作
为该项目活动的第一步，上述两国都开展了市场研究，对 NMHS 服务和产品的使用情况作了评价。
16.

通过拉美合作计划，三区协和四区协很多 NMHS 的 CLIBER 项目筹备工作已取得进展，如危

地马拉、巴拉圭、乌拉圭、哥伦比亚和不久将开展此项目的委内瑞拉。所有上述活动旨在为强化
NMHS 管理提供支持。
17.

巴西利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以及波哥大、利马、基多和圣地亚

哥的国家气象中心（NMC）正在运行中尺度模式。具有地域专业化的 RSMC、巴西利亚和布宜诺斯
艾利斯的 RSMC 提供区域产品，以协助 NMC 对小尺度、中尺度和大尺度的气象天气系统进行预
报。
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中心（CPTEC，巴西圣保罗）在 2010 年年初再次向 CBS 主席提交了指定
GPC 的申请，其中提到了 CBS 延伸和长期预报专家组（ETELRF）关于将 CPTEC 纳入《全球资料
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指定 GPC 清单的建议。CBS 主席支持该建议，并将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
次届会批准实施。
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蒙特利尔和华盛顿的 RSMC 继续在三区协履行职责，即在核紧急事故情
况下提供大气输送模式产品。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火山灰咨询中心，其职责是为南美地区航空业提供烟灰云轨迹和扩散预
报。
三区协的全部 NMC 都具有从 GDPFS 高级中心接收产品的配置，这些产品可以从卫星分发系统
（地面接收设备（VSAT）和国际卫星通信系统（ISCS）用户终端）接收。许多 NMC 目前除了有
GTS 分发路径以外，还可依靠非业务和非实时路径从互联网上获得三区协和三区协以外的某些
GDPFS 中心提供的 GDPFS 产品。
18.

在三区协，两个平行的国家集团为提供季节气候预测而致力于参与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进程。第一集团国家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第二
国家集团包括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两组国家都制作了季节预测月报，包括有关厄尔尼
诺和拉尼娜对区域预测和气温的影响。第一集团国家承担 CIIFEN 的职责；本区域的第二集团国家轮
流承担职责。RCOF 支持上述两个集团的活动，WMO 为会议的组织工作提供部分支持。两个集团的
活动受益于西班牙气象局拉美合作计划的支持。
19.

水文与水资源工作组下届会议因智利地震推迟举行，改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25 日在智利圣

地亚哥召开。在萨尔托（乌拉圭）开设了综合洪水管理课程，聘请了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教授，该课

程由西班牙气象局的拉美合作计划提供支持。计划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30 日在阿根廷的圣达菲开设
一次相似的课程。

20.

共计 96%的地面站每日进行一次或一次以上的观测，而本区域每日进行 8 次观测（完整的

观测计划）的地面站执行水平从 39%（2004/6 年）小幅减少到 2009 年的 38%。每日进行部分观
测（不完整计划）的台站数量继续增加并在同期保持 50%以上的水平。休会期间，每日进行两次探
测的高空站的执行水平稳定保持在 40%左右，继续保持自 2006 以来显示的正增加。
21.

三区协第十四次届会（2006 年 9 月）批准了 RBCN 的 353 个气候站，在休会期期间到 2009

年 10 月上一个年度全球监测（AGM）时，已经增长至 356 个气候站（308 个 CLIMAT 和 48 个
CLIMAT TEMP）。20062009 年期间实施报告 CLIMAT 的台站的水平仍然保持在 90%左右，相比
2004 年为 95%。同样，在同一时期报告 CLIMAT TEMP 的台站的水平仍然保持在 95%以上，相对于
2004 年的 88%实现了正增加。
22.

三区协很感兴趣的热带大西洋锚定浮标阵列预测研究（PIRATA）项目于 2008 年在 17 个洋

面锚系浮标和 1 个水下 ADCP 锚系浮标配置中继续推进该项目。 对气候预测和业务气象而言，
PIRATA 显示出资料的实用性。2010 年 2 月，208 个漂流浮标报告南大西洋赤道以南的海表温度
（SST）观测资料（其中 118 个报告海平面气压）。
.
23.

2009 年 6 月秘书长建立了卫星资料需求专题组，由三区协的报告员在空间计划牵头开展，

该专题组制定了卫星资料和产品的区域需求，这在 WMO 组织，INPE 和 NOAA 协办的研讨会上通过
了审议。三区协和四区协的专家，以及 CBS 的主席出席了该研讨会。研讨会建议纳入美国
GEONETCAST 的额外产品，并制定了审议该地区资料同化方案的建议，旨在为了进一步整合。
24.

2010 年南美区域 ATOVS 中继服务（RARS）网组成部分包括阿根廷 1 个站、巴西 3 个站、

智利 1 个站，还有计划要纳入厄瓜多尔的 1 个站。资料依赖于 GTS，供区域和全球 NWP 中心使用。
位于巴拉圭亚松森的WMO办事处
25.

三区协主席表达了对 WMO 美洲区域办事处（RAM）表示感谢，特别是位于亚松森的

WMO 办事处，感谢它为该区域提供一如既往的支持。他感谢巴拉圭政府承办亚松森的办事处。

四区协主席的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的时间是从 2009 年 6 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至 2010 年 4 月底。

本区协的会员
2.

在这期间，四区协仍由 26 名会员组成。

本区协的官员
3.

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至 2010 年 4 月期间，Arthur Rolle 先生（巴哈马）担任本区协

主席； Graciela Morales de Calzadilla 女士（巴拿马）担任本区协副主席。
区域专题组
4.

与北美、中美和加勒比 WMO 办事处协调，主席继续核查管理小组及其专家组的活动按照其

既定的职责范围开展。
区域优先重点
5.

根据工作人员变更情况和即将实施的 ICAO 认证要求，能力建设仍然是本区域的重点。 主席

要求提供充足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确保组织和资助一些适当的培训活动并提供奖学金，从而满足这
些需求。

6.

气象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仍然是四区协会员非常感兴趣和关切的问题。 在秘书处和区

域会员的工作必须将该领域列为一项优先重点。

7.

本区域许多会员对缺少旨在满足 WMONo 258 增补件 1 规定的航空气象人员资质要求所需

的资源表示关切。 在对 ICAO 附件 3 进行修订之后，需要建立一个质量管理体系来为空中导航提供气
象服务。 如果要求预报员成为拥有学位的人员，这将增加有关国家的成本，因为它需要更高层次的培
训、合格的工作人员需要更高的薪酬福利，并需要对公务员薪级表进行调整等。 另一方面，如果会员
不争取获得认证，就可能丧失收入，因为机场被降级，无法回收服务成本，或需要从获得认证的气象
部门购买服务。
培训
8.

2009 年第一季度四区协飓风预报和公共气象服务研讨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 这些研讨会每

年在美国迈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举行，活动得到 WMO 和美国的大力支持。
9.

WMO 卫星气象虚拟实验室专题组利用互联网和访问浏览软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月

进行 3 次活 4 次讨论，在发生飓风的情况下每隔一天进行一次讨论。讨论还紧密结合 ENSO 的监测和
评估。该小组由 NOAA、位于美国国家天气局 COMET 计划、巴巴多斯和哥斯达黎加，以及科罗拉多
州立大学共同主办。

10.

2009 年 11 月，在牙买加蒙特哥湾由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发起举办了一个开发

质量保证系统的研讨会，以加强航空气象服务。WMO 协助推动 NMHS 的参与者出席此次研讨会。

11.

通过西班牙信托基金，2009 年 WMO 支持了超过 10 个不同的课程，包括自动气象站、资料

处理、气候变化、管理气象和水文服务、洪水管理、季节性预报、水文学、统计预报工具、使用欧洲
中期预报中心的预报产品（ECMR）和卫星以及其它主题。此外，还支持了其它一系列的讲习班和研
讨会，特别是关于水文预报、季节性预报、海水倒灌、通信和与媒体的互动。

12.

于 2010 年 3 月 222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召开了首次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培训研讨

会，重点放在机构间伙伴关系与协调上。此次研讨会是由不同的地方、区域和国际机构共同主办的。
大多数四区协 NMHS 和国家民用机构的代表，以及个别三区协的代表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对 NMHS 的援助

13.

由世界银行自助并由 WMO 执行的中美洲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已经准备好于 2010 年初开

始执行，旨在开发一个中美洲端到端早期预警系统。
14.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发生地震后，WMO 和一些四区协的会员采取行动协调工作，评估

协作国家如何提供帮助（提供信息、产品或借调人员），以及组织为海地即将到来的雨季和飓风季节
提供支持的方法和手段。 成立了 WMO 区域海地工作组，以协调不同的行动和工作；在两个自动气
象站的基础上要再添置五个新的，目前已经运抵海地到 2010 年中自动网络将增至 7 个；美国为海地
提供的 EMWIN 系统已得到确认并且以为技术人员已前往海地，进行安装设备并培训当地的人员（翻
译服务由 WMO 协调并得到 IADB 驻海地使团的支持）；英国提供了 4 部移动供气象站使用的 GSM
和技术支持、借调的专家（法语）预报员并且使用了 WMO 主办的 28000 欧元的 VCP 资金；加拿大
提供了 9 台笔记本电脑以及 6 台台式电脑（后奥运股票），室内建的气象站和借调专家（法语）预报
员。WMO 还与联合国机构协调，以紧急呼吁请求近 100 万美元的资金来协助海地的气象活动。
WMO计划区域方面实施状况以及本区域关切的问题

区域活动在信息文件 EC62/信息文件 2.4 中作了更为详尽的描述。
15.

开发试点项目，以便通过发展与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和联邦以及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伙伴关系来

优化利用 NMHS 现有的工具，方法和信息。这些项目旨在以加强 NMHS 与国家和各级地方灾害风险
管理机构之间的业务协调和合作为基础，开发和演示一个有效的早期业务预警系统框架。 第一批试
点计划正在四区协启动，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由 WMO 召集、WMO 区域网络代表参加的中美洲区域
规划和咨询委员会（CARPAG）。CARPAG 确定了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项目实施的
资金正在通过世界银行的 GFDRR 寻求。
16.

RSMC 迈阿密飓风中心继续向本区域的 NMHS 提供热带气旋专业产品和咨询。 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即在四区协第十五次届会召开之前，四区协飓风委员会第 31 次会议在巴哈马拿骚
举行。 在 WMO 和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四区协飓风预报和公共气象服务研讨会目前每年在美国的迈
阿密 RSMC 举办。
17.

华盛顿 WMC 和蒙特利尔 RSMC 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计算设施和预报系统，包括四维变分

资料同化系统和运行短期（华盛顿）、中期、延伸和季节预报的集合预报技术。 两个中心都提供长
期预测和季节性展望，因为它们都被认可为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华盛顿 GPC 与首尔 GPC 一道
被指定为（CBS14,2009 年）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LCLRFMME）。IRI 中心（哥伦比
亚）也通过利用有 30 个成员的多模式集合系统来提供长期预测。 四区协所有 NMC 可以通过卫星传
播 ISCS 获取华盛顿 WMC 的 WAFS 产品和一些非航空产品。 除了 ISCS，所有 NMC 目前还能在互
联网上以实时和非实时方式获取一些特选 GDPFS 中心提供的 GDPFS 产品。 位于墨西哥和哥斯达黎
加圣何塞的 NMC 一直在运行中尺度模式（MM5 模式和/或 ETA）。
18.

协 会 注 意 到 世界 气 候 研 究 计 划 （ WCRP ） 的 相 关 活 动 ， 通 过 全 球 能源 和 水 循 环 试 验

（GEWEX）和气候变率及可预报性计划（CLIVAR），开发了在多种时间和空间尺度上预报极端事
件的方法和系统。协会有兴趣地注意到美国 CLIVAR 开展的耦合模式中的干旱项目 （DRICOMP）。
WCRP 公开科学大会（OSC）定于 2011 年 10 月 2428 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举行。预计至
少有 1500 人参加此次大会。该会议的主要动机包括对科学现状的评价、找出最迫切的科学问题、确
定 WRP 如何最好地促进该研究并在新兴的 GFCS 的背景下发展推动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以及推动
未来所需的各种专题组的发展。
19.

中美洲气候展望论坛（FCAC）目前每年制作 3 期气候展望。 迄今为止在本区域已制作和散

发 25 期气候展望。 FCAC 采取的措施包括整合一个向 NMHS、大学和私营部门专家开放的工作组以
便优化区域合作，提高气候分析的能力，为 FCAC 成员提供气候分析工具的培训，以及向气候敏感部
门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宣传。
20.

加勒比气象水文研究所（CIMH）以及中美洲水文资源区域委员会（CRRH）为加勒比国家

制作季节降水展望。 在执行用于支持区域气候的中美洲国家区域数据库方面也已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
21.

水文工作组组长编写了下一休会期间的建议，包括设立一个由四个分组组成的水文和水资源

工作组。 该建议在 2009 年 4 月召开的四区协第十五次届会上进行了讨论。
22.

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以及根据四区协培训需求的调查，2009 年 3 月在古巴哈瓦那举办了

自动站课程。
23.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GCOS 基准高空网（GRUAN）首次执行协调会在美国俄克拉荷

马州的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中尺度合作气象研究所（CIMMS）举行，会议采取措施商定了 GRUAN 的
运作模式，以及采取进一步赢得科学团体，发起机构和资助机构支持的行动。 来自全球 14 个

GRUAN 站（其中 6 个由 NMS 运行）的代表以及 GCOS 大气基准观测工作组的成员重点讨论了
GRUAN 测量的具体问题，包括对不确定性的计算以及 GRUAN 资料的处理和传输方案。 与会人员还
一致认为应该设立一个针对 GRUAN 的新的 WIGOS 试点项目。
继四区协第十五次届会之后，在休会期间，隶属于 RBSN 的地面天气站的数量增加了 4

24.

个，总数达到了 539 个，而高空站的数量减少了一个，总数为 135 个。然而，在过去两年 MTN 中心
实际收到的 SYNOP 和 TEMP 报告的百分比显示其合理稳定在 81%和 88%。
类似地是，在休会期间隶属 RBCN 的 CLIMAT 报告站的数量增加了两个，为 318 个站，与

25.

前两年相比 MTN 中心实际收到的 CLIMAT 报告与从 RBCN 站预期接收的报告的百分比显示其合理
稳定在 83%水平。
本区域的业务 AMDAR 计划中包括加拿大和美国。为本区域积极制定新业务计划的国家（包

26.

括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墨西哥）继续提供信息和指导。美国国家天气局的双边协议能够协助开发
本区域的 AMDAR。美国和墨西哥已表示希望主办中美洲区域 AMDAR 培训/技术研讨会。
2010 年 4 月 1315 日，在美国新奥尔良成功召开了四区协 JCOMM 海洋仪器研讨会，以验

27.

证 WMOIOC 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概念。四区协 RMIC 将为标定和维护海洋仪器以及监测仪
器性能提供设施。它还将在仪器互比和相应的培训设施方面提供帮助，旨在促进观测资料、元数据和
加工后的观测产品遵循更高标准的海洋仪器和观测方法。
WMO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办公室
四区协主席感谢 WMO 对本区域给予的帮助、感谢哥斯达黎加圣荷塞的 WMO 四区协办公

28.

室工作人员过去一年来对他给予的支持，并对哥斯达黎加政府主办该办公室表示感谢。

五区协主席的报告摘要

引
1.

言
本报告涵盖的时段是从执行理事会第 61 次届会至 2010 年 5 月。

区域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2.

本区协会员的数量从 21 个增加到 22 个，因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从 2009 年 12 月 4 日起成

为 WMO 会员，并成为第五区协（西南太平洋）的会员。

3.

Arona Ngari 先生（库克群岛）和 Sri Woro B. Harijono 博士（印度尼西亚）担任本区协主席

和副主席的任期截至本区协第十五次届会（RA515）。2010 年 4 月 30 日  5 月 6 日，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成功举行的第十五次届会期间，Sri Woro B. Harijono 博士（印度尼西亚）和‘Ofa Fa’anunu 先
生（汤加）分别当选为五区协主席和副主席。
4.

本区协的工作组、分工作组和报告员圆满开展了其各项活动，并向五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提交

了报告。
区域优先重点
5.

本区协在其第十五次届会上审议了区协第十四次届会确定的各优先重点领域，一致认为重要

的是在未来的工作中将重点放在少数关键的优先重点领域，并决定本区域的最高优先重点应放在：
(a)

改进端到端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

(b)

改进天气、气候和水基础设施（资料和信息服务）；

(c)

更好的气候服务；

(d)

可持续的航空服务；

(e)

能力建设。

五区协战略计划
6.

五区协第十五次届会高兴地注意到，五区协第十四次届会上建立的战略规划工作组，经与

会员磋商，并在管理组的指导下，制定了加强五区协 NMHS 的战略计划草案（2010  2011 年），以
推动五区协会员共同进步来满足本区域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问题方面不断变化的需求，并
为了 WMO 全体会员的利益，推动 WMO 战略计划的交付。
7.

本区协一致同意通过五区协 2010  2011 年战略计划，并提请秘书长就实施该战略计划向会

员提供帮助。鉴于对监督和评估该战略计划实施进展进行的有效调查，本区协要求管理组和亚洲及
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开展问卷调查活动，并请其会员在 2010  2011 年的每年年底向 WMO 秘书处
提交有关五区协 NMHS 基本能力的完整调查报告。
8.

本区协同意有关制定和通过五区协 2012  2015 年新战略业务计划（SOP）的必要程序，并

同意为制定、细化和批准五区协 2012  2015 年战略业务计划而提出的路线图，包括通过综述、纳入
至 2011 年 4 月的区域预期结果及可提供的服务来细化 SOP 草案初稿；主席将通过在第十六次世界气
象大会（2011 年 5 月，日内瓦）期间的边会讨论批准该计划；制定到 2011 年 10 月的关键绩效指标/
目标和具体活动；在拟于 2011 年 10 月/11 月举办的区域讲习班期间通过全部 SOP 文件，并最终由本
区协主席在 2011 年 11 月底之前批准。
WMO 计划区域方面实施状况和涉及本区域的问题

9.

在休会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对本区域的会员产生了影响，包括：2009 年 9 月在印度尼西亚

发生的地震和海啸；2009 年 9 月影响美属萨摩亚群岛、萨摩亚群岛和汤加的海啸；分别影响斐济、
库 克 群 岛 和 汤 加 的 热 带 气 旋 ， 例 如 ， 奥 利 （ Oli ） 和 托 马 斯 （ Tomas ） ， 帕 特（ Pat ） 和 勒 内
（Rene）。
10.

2010 年 2 月 27 日智利发生地震，促使整个太平洋地区通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

对海啸预警问题作出反应。地方和政府从 2007 年 4 月和 2009 年 9 月发生的海啸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
教训，并作出了以下改进：（1）地方社会接收相关 NMHS 发布的预警并做出响应；（2）加强了
NMHS 与国家及地方减低灾害风险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3）显著增进了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
（PTWC）和 NMHS 之间的互动。
11.

本区协会员积极参与了区域项目和活动，其中包括：

(a)

实施由美国资助的 VCP 协调项目，旨在提供低速用户台站（LRUS）以使太平洋 SIDS 能够
以获取低速信息传输（LRIT）格式的气象卫星图像；

(b)

2009 年 11 月 1 日启动针对斐济、萨摩亚群岛、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的 SWFDDP 试点阶
段，由惠灵顿 RSMC 提供业务支持，采用的是完整的端到端级联过程。惠灵顿 RSMC 还建
立了一个门户网站，以便增加来自全球、区域和国家中心的指导产品。2009 年 9 月10 月还
开展了国内培训；

(c)

2009 年 12 月 2  5 日，在美国夏威夷举办了五区协信息系统与服务（ISS）和全球电信系统
（GTS）区域方面分组会议；

(d)

2009 年 12 月 7  10 日，在美国夏威夷举办了五区协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规划和实施
工作组第 5 次会议；

(e)

2009 年 12 月 14  18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五区协水文学工作组第 7 次会议；

(f)

2010 年 2 月 8  11 日，在斐济纳迪举行了五区协气候相关事宜工作组第 8 次会议；

(g)

2010 年 4 月 26  29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五区协南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热带气旋
委员会第 13 次届会；

12.

下列事宜将被视为本区协的未来工作：

(a)

制定五区协 2012  2015 年战略业务计划；

(b)

PWS，它能够为用户提供和播报天气、气候和水信息；

(c)

通过 WMO 正式指定程序来指定区域气候中心（RCC）；

(d)

为太平洋各 NMHS 建立用于航空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

(e)

为实施太平洋 HYCOS 和东南亚（SEA）HYCOS 项目筹措资金；

(f)

全面运行 SWFDDP 和尽可能扩大覆盖范围以及实施本区域风暴潮监视计划；

(g)

加强 FMS/RSMC NadiTCC 继续向会员提供热带气旋相关服务和航空服务的能力；

(h)

讨论 SPREP 全面审议太平洋地区区域气象服务的成果；

(i)

促进 NMHS 人力资源开发和机构能力开发。

13.

目前仍有必要提高太平洋地区 NMHS 获取先进产品的能力，以制作和分发天气信息和产品

以及及时的灾害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预警。
WMO 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以及 WMO 西南太平洋办公室
14.

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一直在为 NMHS 促进其服务提供有效的支持，同时为本区协

主席、副主席和附属机构履行职责提供有效支持。该区域办公室和 WMO 西南太平洋办公室对管理
组给予了协助，特别是协助制定了五区协战略计划。五区协第十五次届会要求各办公室就进一步制
定五区协 20122015 年战略业务计划与管理组密切合作。
15.

2009 年 11 月，本区协主席和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率 WMO 代表团到访马绍尔

群岛和帕劳，就气象学和水文学的发展以及成为 WMO 会员的益处和义务等议题与相关当局举行了
会谈。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图瓦卢已在 Cg16 之前就加入 WMO 采取了必要措施。
16.

WMO 西南太平洋办公室位于萨摩亚群岛的阿皮亚，该办公室一直在促进实施 WMO 区域活

动、保持与会员的密切联系、提供支持以满足本区域会员的需求，同时还致力于 WMO 与相关区域
组织的交叉计划。五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注意到 WMO 西南太平洋办公室设置于临近相关会员、与
SPREP 同地设置以及有萨摩亚政府支持的有利条件，因此表示 WMO 西南太平洋办公室应继续设立
在阿皮亚（萨摩亚）。

六区协主席的报告摘要

引 言
1.

本报告涵盖的时段从 EC61 到 2010 年 4 月。

六区协（欧洲）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2.

区协会员的数量仍是 50 个。

3.

D. K. KeuerleberBurk 先生（瑞士）和 A. Leitass 先生（拉脱维亚）担任本区协主席和副

主席的任期截至本区协第十五次届会。2009 年 9 月 18  24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功举行的第十
五次届会期间，Ivan Čačić 先生（克罗地亚）和 Mieczyslaw Ostojski 先生（波兰）当选为六区协主
席和副主席。
六区协战略计划（20082011 年）
4.

本区协在其第十五次届会上将实施六区协战略计划作为下个休会期的最高优先重点活动，

并强调，六区协所有会员应密切合作来实现预期结果。区协还认为，应进一步制定行动计划，以便
纳入有切实的预定日期、明确的一揽子工作和可提供的服务。为了支持实施工作，鼓励各会员制定
其与区域战略计划相符的国家行动计划。本区协认为，鉴于有必要使区域战略/行动计划与将在 2011
年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上通过的 WMO 2012  2015 年新战略计划保持一致，因此，战略规划过程
应在休会期内继续下去。
区域优先重点
5.

六区协第十五次届会讨论了区域战略计划的实施、WMO 计划的区域方面工作和新的挑战。

会议确定了下个休会期的优先重点活动。在此次届会前，举办了 WMO 实施六区协战略计划区域技
术会议，主题为“发展欧洲 NMHS 以促进对社会的效益”。此次会议成果有助于确定本区协及其会员
未来四年的优先重点活动和重点领域。
6.

六区协第十五次届会确定了本区域下列主要优先重点：
a.

加快促进实施 WIS 并在未来开发 WIGOS 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b.

根据 RCC 指定程序，建立六区协全面的 RCC 网络。实现 WMO 正式指定六区协 RCC
网络的预定日期设定在 2011 年末；

c.

促进向公众、决策者和专业用户展示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研究；

d.

必须制定有力的能力建设区域计划，以克服会员在可持续、有效和高效地提供必要产
品和服务 方面存 在的能力 差异。 本区域 应利用 与区域各 组织（ 例如， ECMWF、
EUMETSAT 和 EUMETNET）现有的伙伴关系。应当与欧洲委员会、世界银行、以及
UN 伙伴组织（例如，UNDP、UNISDR、UNECE 等）建立更密切的合作；

e.

提升 NMHS 为减低灾害风险（DRR）提供必要产品和服务的机构及技术能力、建立与
民防部门更紧密的合作以及 NMHS 在国家和区域 DRR 框架内的公认作用；

f.

应根据国家和区域的规章制度和立法框架，以区域协调方式，寻求应对涉及六区协
NMHS 的作用、责任和资金方面的新挑战。这包括有关实施单一欧洲天空的各类问题
以及对提供航空气象服务、资料政策和 NMHS 与私营服务行业之间的关系产生的相关
影响。

WMO 计划区域方面实施状况和涉及本区域的问题
7.

自上次执行理事会届会以来，WMO 在本区域开展的重要活动已被列入 EC62/信息 11 的信

息文件中。一些最重要的活动及其成果如下。
8.

主题为“发展欧洲 NMHS 以促进对社会的效益”的实施六区协战略计划区域技术会议（2009

年 9 月，布鲁塞尔）确定了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并已提交六区协第十五次届会。
9.

2009 年 10 月在克罗地亚普拉举行了以机构协调与合作为重点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培训

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东南欧现行的减低灾害风险区域计划的主要可提供成果之一，该计划由欧盟
扩大总署提供资助。
10.

2009年11月2327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了第二届东南欧和南高加索国家气候展望论

坛（SEECOF2）。有来自15个国家的29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1）能力建设
和协商一致的展望产品的制作；2）SEECOF2届会、协商一致的展望产品的发布和用户互动。由于
连续成功举办SEECOF，因此，预计将在六区协设立其它的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11.

本区域对开发机场地区新航空产品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根据单一欧洲天空（SES）的规定，

本区域部分地区业已实施了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然而，在本区域其余地区实施质量管理体
系仍面临着挑战。

_________________

2010 年会议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报告
1.

2010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PTC）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28－31 日在 WMO 秘书处举行。完整

的报告可通过以下地址查询：
ftp://ftp.wmo.int/Documents/SESSIONS/TCs/english/2010/final_ptc_10.pdf
下面是会议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关于技术委员会对 WMO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贡献的讨论
2.

PTC 欢迎 EC61 作出的以下决定，即要求每个技术委员会针对在实施目前的 WMO 战略计

划（SP）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准备一份摘要，从而用于下个计划的编写。技术委
员会主席同意根据第 15 财期运行计划制定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来制定 20122015 年的运行计划
（OP）。
3.

PTC 注意到在制定 WMO SP 和 OP 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赞赏 RA 和 TC 参与该进程。PTC 还

指出，WMO SP 和 OP 在 20102015 年期间的结构以 EC61 批准的 PTC 和 EC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EC WG/SOP）的建议为基础。PTC 鼓励秘书处继续寻求 RA 和 TC 的支持，这将进一步改进 2012
2015 年的 WMO SP 和 OP，并促进有效实施。
提高技术委员会的效率和有效性
4.

PTC 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a)

认识到 TC 在提供科技咨询和在 WMO 实施 RBM 对 WMO 至关重要；

(b)

进一步强调在过去几年期中，TC 在以下领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c)

(i)

缩短 TC 届会的会期；

(ii)

将口译/笔译的要求降至最低；

(iii)

减少文件的数量；

(iv)

在届会前使用电子论坛讨论有关问题；以及

(v)

加强 TC 之间以及 TC 与 RA 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鉴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并认识到目前“超级技术”得不到支持，但如果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分
析报告则可以进行重新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试验的基础上考虑并协调召开一些 TC
（23 个 TC）联合会议；

(d)

由于大会或 EC 应根据公约和总则对 TC 进行指导，所以需要对那些规则进行及时的更新，
PTC2010 对此表示关注；

(e)

TC 主席进一步确认，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整结构和运行方式来满足 RBM 的要求。主席愿意积
极参与有关 WMO 结构的讨论。PTC 支持有关审议 TC 成员组成的倡议，并要求秘书处研究
可能产生的效益和法律问题，包括可能进一步鼓励会员参加 TC 活动的措施；

(f)

PTC 听取了秘书处在使用电子表决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认为如果某个委员会能考虑在其届会
上试用该系统，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g)

决定将以矩阵对照表的形式审议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WCC3 成果的后续行动
5.

关于WCC3结果的后续行动，PTC指出，根据WCC3的大会声明和随后的ECWGCWE建

议，在修订后的立场文件中提出的GFCS的组成部分包括：（1）观测；（2）气候研究、模拟和预
测；（3）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4）气候用户界面计划（CUIP）；以及（5）能力建设。
它指出，作为CSIS的必要组成部分，现在的立场文件包含气候监测（不是与观测一道进行考虑），
并确保将在CSIS框架下对所有的业务预测活动进行描述。PTC强调要在立场文件中反映有关WMO计
划的作用，并确保委员会和其它机构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指导这些计划支持GFCS的各个组成部分。
6.

PTC 获悉有关重新调整 CCl 的计划，这将确定与支持 GFCS 的实施及其有效运行保持一致的

新的优先事项。会议获悉，CCl15 正在审议的下列专题活动领域要求设立跨委员会技术小组，包括
与诸如 GCOS 和 WCRP 等联合发起计划下的指导组一道：
(a)

区域气候中心（CCl、CBS、WCRP、CAS、GCOS）的建立、实施、标准化和运行；

(b)

发展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 （CCl、WCRP/CLIVAR、JCOMM）；

(c)

开发针对具体部门的气候指数 （CCl、CHy、CAgM、CAeM、JCOMM、CAS、CBS）；

(d)

能力建设 （所有的技术委员会、WCRP、GCOS、有关的 EC 专家组）。

7.

PTC 注意到 CCl 提出的这些与 GFCS 有关的交叉性问题的处理方法，并同意上述活动需要委

员会之间的合作。PTC 还同意考虑 GFCS 专题组提出的任何后续建议和各个跨委员会机制提出的建
议，以确保在全世界有效、及时和高效地提供气候服务。
8.

跨委员会 GFCS 小组（ICGGFCS）包括每个委员会的主席及 WMO 联合发起的有关 GFCS

主题计划的指导委员会主席。PTC 还同意向拟议的 ICGGFCS 提出如下职责建议：

(a)

就交叉性问题的合作事宜向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发起的计划提出建议；对解决问题的跨委员会
活动进行优先排序；优化资源等，以尽量减少工作的重复并对 GFCS 的实施和运作进行及时
响应；

(b)

审议跨委员会技术小组的活动并根据需要成立特别的专题组，以处理任何特定的问题，并确
保负责 WMO 计划的有关机构对所有相关建议和要求进行审议；

(c)

促进各个 GFCS 相关事宜跨委员会专家组的工作，并提供全面的监督以确保其有效运行；

(d)

通过 ECWGCWE，每年或根据需要更频繁地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报告进展情况、问题、计划
和取得的成就。

_________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
1.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1.1

于 2009 年 11 月在南部非洲启动了最初项目的拓展工作，一直持续到目前，根据实施计

划，拓展内容包括三个新的组成部分重点强调天气警报：检验、交换以及征求公众的反馈意见。新
加入本项目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在预报与预警计划方面取得了显著改进，包括提供预警
服务。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办了为期两周的 GDPFS 和 PWS 培训研讨会（2009 年 10 月/11 月），该
地区所有的 NMHS 均派 1 名预报员与会，大多数的国家灾害管理人员都派了一名代表参加 PWS 部分
的培训。
1.2

名为“灾害性天气预测和减轻灾害风险示范项目”（SWFDDP）下的第二个SWFDP区域子项

目开始进入南太平洋群岛（五区协）的试点阶段，重点是暴雨、大风以及侵袭四个岛国的海浪：斐
济、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在该项目中RSMC惠灵顿发挥了核心作用，同时RSMC楠迪
（斐济）和RSMC达尔文（澳大利亚）都在加强其现有的区域预报功能。全面示范阶段计划于2010年
11月开始，届时另外5个小岛屿国家均可参与其中。除了PWS和DRR，还与TCP、MMO和WWRP计
划建立了合作以便妥善解决热带气旋和与海洋相关灾害的技术方面问题，如破坏性海浪和风暴潮。
1.3

按照 WMO 第十五次大会（2007 年 5 月）的建议，考虑了其它可能的区域项目，包括如在

东南亚以 DPFS 和 PWS 为主的研讨会（2010 年 2 月，越南河内）的主题以探索区域需求以及在柬埔
寨、老挝、泰国和越南开展 SWFDP 可能带来的效益。研讨会建议该项目可把重点放在与热带气旋有
关的各种灾害上，特别是由于该区域的各种气象活动带来的强降水，同时越南河内国家水文气象中
心作为一个次区域中心，借助香港天文台的协助发展其能力。CMA、JMA、KMA、香港天文台和越
南可提供全球产品。预计该项目可于 2011 年 6 月开始进入示范阶段，成为项目的开发和规划时期。
1.4

基本系统委员会 SWFDP 指导组（SGSWFDP）于 2010 年 2 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包括与

CAS GIFSTIGGE 工作组联合召开的半天会议，审议了取得的进展并为该项目未来方向和规划战略
提出了建议。
1.5

执行理事会DRR和提供服务工作组（ECWG）（2010年2月）讨论了SWFDP、吸取的经验

教训和未来的机遇。ECWG进一步注意到SWFDP的重要优势，包括用户的参与、解决区域需求、逐
步实现跨计划一体化以及向区域交付项目创建可持续的后续工作，因此建议维持SWFDP并作为一个
重要手段予以支持，以加强会员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计划。工作组认为，SWFDP的目标和取得
的成果，通过技巧水平和实用性更高的预报服务以及通过延长中期和长期乃至更长期预报的提前量
继续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

1.6

借助 CBS14（2009 年）的鼓励，完成了指定 CPTEC（巴西）作为新的 GPC 的程序。CBS

主席收到了巴西达到所有指定标准的申请，支持信息是由“延伸预报和长期预报专家组提供的。
CBS 主席已批准了一项关于修订《GDPFS 手册》的建议（见附录），他将向 EC62 提交了该建议，
供其审议。

与其它技术委员会的协作
1.7

CBS 审议了沙尘暴预警咨询及评估系统（SDSWAS）的实施计划草案，并向 CAS 提供了

意见。将建立一个 CBSCAS 特设技术组，以制定关于指定 SDSWAS 区域中心的标准，最终纳入
GDPFS。
1.8

与各区域协会密切合作，CBS 和 CCL 在加快发展 WMO 气候服务网络方面取得了进展，包

括扩大 RCC 网络。
2.

航空气象

航空气象 — 航空警报
2.1

SIGMET 包括由气象监视台（MWO）发布的与特殊飞行途中天气现象的发生或预期发生有

关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飞机航务的安全（ICAO 附件 3）。无论是发布、传送 SIGMET 和/或
SIGMET 格式化问题在大部分区域都存在，这也是航空业主要关切的一个问题。一些国家还没实施
气象监视台（MWO），因此尚未发布有关飞行情报区（FIR）的 SIGMET。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是由于方法、工作规范不同以及在各 MWO 之间缺乏协调，使得整个飞行情报区边界出现矛盾。在
ICAO 气象预警研究组（METWSG/2）第二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研究建立向各国提供协助的
变通性，通过引入由经指定的区域中心发布的 SIGMET 咨询信息，类似于由火山灰咨询中心
（VAAC）和热带气旋咨询中心（TCAC）制作的信息。
2.2

被选定的中心应愿意提供必要的咨询信息并具备获取必要的数值预报的能力等。应该包括

的可能天气现象为：
(a)

雷暴；

(b)

朦胧天气 （OBSC TS），伴有冰雹 （OBSC TSGR）；

(c)

隐嵌（EMBD TS），伴有冰雹（EMBD TSGR）；

(d)

频繁（FRQ TS），伴有冰雹（FRQ TSGR）；

(e)

飑线（SQL TS），伴有冰雹（SQL TSGR）；

(f)

由 于 冻 雨 （ SEV ICE （FZRA） ） 引 起 的 强烈 湍 流 （ SEV TURB ） 和 严 重 积 冰（ SEV
ICE）；

(g)

强山地波（SEV MTW）。

2.3

在试行期间 SIGMET 咨询报的可能的时效最长为 6 小时。这就使得负责发布 SIGMET（最

长时效为 4 小时）的 MWO 能够制作和分发相关的 SIGMET。
2.4

研究组还着眼于哪些地理区域能够从试行中获益最大。国际民航组织 AFI 和亚太区域中的

某些区域被确定为最有可能开展这种尝试的区域，因为这些区域的一部分地区目前存在缺陷。

为机场地区提供的新服务
2.5

最初，这些服务的重点放在对流天气事件和高分辨率风资料上，辅之以低云幕/能见度状况

和提供给机场的“冬季天气”服务。
2.6

为战术和战略交通管理提供预报，建议使用三个时间表用于发布对流预报。临近预报时间

范围将涵盖快速更新的01小时的对流预报。这将是基于雷达资料，涵盖了01小时预报时段并配有机
场周围100公里范围地区的快速刷新率，利用多边形和箭头快速显示预计的移动，并包括文字说明。
2.7

短期预报将提供16小时内分辨率略低以及机场周围更大范围内的信息。最后一个时段将是

天气展望，它将涵盖6小时至2天时段并只提供预计对流的大体概况。
2.8

对于风的信息，无论是轨迹管理还是预估到达/离开时间，预报将是四个主要预报产品的总

和：四维风、风廓线、概率和对象。
2.9

除其它信息外，计划四维风将提供四维网格风速和风向、二维风廓线、FL 035 高度层以下

提高的垂直分辨率，还包括超过特定阈值的 0 小时至 2 天的风概率。
2.10

计划今后的步骤将包括高空间分辨率预计云底高度和能见度条件的表格和图形显示，用于

机场吞吐能力规划，围绕“冬季天气”为那些受季节性结冻和已冻结降水影响的机场提供专项服务。
3.

热带气旋预报

提高热带气旋预报的准确率和实用性
3.1

已证明集合预报系统（EPS）包括达成共识的多模式预报的效果一般超过了单一 NWP 模

式，分辨率也更高一些。集合预报系统（EPS）产生的热带气旋预报为大幅降低 24、48 和 72 小时根
据预报路径位置误差做出了贡献，并结合改进后的所有热带气旋地区 NWP 模式的指导产品。此外，
越来越多的热带气旋预警中心努力向用户通报热带气旋预报的各种不确定性，包括不确定性圆锥图
和侵袭概率图，其中大部分从 EPS 结果中反演而来。这些产品说明了路径和强度的不确定以及风暴
规模的变率，并且逐渐成为应急管理者在减轻风险工作中很有价值的工具。
3.2

与此同时，改进强度预报的进展缓慢，并且对于所有的区域预警中心和 NMHS 这仍然一个

严峻的挑战。此外，用于对于获取更可靠和更有价值的预报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使热带气旋对社会

经济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由于热带气旋强度和在海岸附近移动的突变，因此十分关切地强调热带
气旋的登陆会严重影响航运和沿海工业。
3.3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TCP 与 WWRP 紧密合作以推动热带气旋预报及业务预报应用的研发

（R&D）。这两个计划共同组织了各种定期的国际论坛，旨在加强研究人员与业务预报员之间的互
动，论坛包括国际热带气旋研讨会 IWTC）和国际热带气旋登陆过程研讨会（IWTCLP）。也努力让
研究人员积极参与 TCP 区域机构举办的年度/两年一次的会议。
3.4

这些工作取得了一些切实成果，从而加强了这两个团体在国际和区域层面的协作。2009 年

10 月 1923 日第二次 IWTCLP （IWTCLP2）在上班举办，TCP/WWRP 联合启动了在台风委员会区
域的台风登陆预报示范项目和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集合预报项目，旨在评估最先进技术的性能，特
别是包括业务热带气旋预报中的集合预报。RSMC 新德里与德里印度理工学院 （IIT）合作将 IIT 开
发的高分辨率风暴潮模式投入业务应用，这就使得 2009 年 RSMC 新德里发布的咨询书纳入了风暴潮
监视信息。

支持业务预报
3.5

按照 IWTC5 和 IWTC6 的建议，TCP 与世界各地热带气旋业务员和研究界的专家作者团队

协调更新《全球热带气旋预报指南》，作为 TCP 对会员业务预报支持的一部分。新的《全球指南》
将涵盖热带气旋预报的不同方面，从预报的基础知识和先进技术到业务和预警战略。它还包括风平
均数的标准化转换，这是由 SEA 开发并在 2009 年 11 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办的第六次 TC
RSMC/TCWC 技术协调会议上批准。新的《全球指南》将是传播和转让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工
具，并将作为制作和提供业务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服务的规范。出于节约成本和提供方便的考虑，
该指南将主要以网络版本出版。
3.6

从同样的角度来看，TCP 开发了一个热带气旋预报员的网站，其中包含分析和预报热带气

旋的完整资料和材料，这将成为热带气旋预报员获取预报和分析工具的一个来源。该网站将提供各
种文件如 WMO 技术报告和出版物，各种业务资源包括观测和 NWP 产品，以及热带气旋数据库和档
案。它还将能够链接到新的《全球指南》和其它相关洪水和风暴潮的网站。连同《全球指南》，热
带气旋预报员网站将与 TCP 主网站合作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热带气旋预报信息系统。
4.

海洋气象学和业务海洋学

支持业务海洋气象预报
4.1

由 于 先 进 的 中 心 ， 如 ECMWF 、 澳 大 利 亚 气 象 局 、 加 拿 大 气 象 局 、 挪 威 气 象 局 、

NOAA/NCEP（美国）等，维护和更新其系统并在自己的网站上免费提供全球和区域海浪产品和数据
集，近些年来会员的海洋服务得以发展和提高能力。NOAA/NCEP 还提供谱资料和海浪模式源代码
WaveWatch3。JCOMM 第三次届会（2009 年 1 月，摩洛哥马拉喀什）提请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
行秘书推动和支持开发区域和分区域项目，特别是会员需要的能力发展，实施和使用此类模式进行
海洋预报。JCOMM3 呼吁有关先进中心考虑提供技术专长以支持这些项目，并鼓励会员最大限度地

利用这些工具，并用于降尺度用途。JCOMM3 注意到一些会员包括中国和韩国已经扩大了其海浪和
风暴潮预报系统和服务，并深入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其海洋预报和服务能力。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
（ ETWS ） 已 经 记 录 了 全 球 范 围 内 实 施 海 浪 和 风 暴 潮 预 报 系 统 的 情 况
（http://www.jcomm.info/SPA_WWSS），以促进实施海浪和风暴潮的业务专业数值预报系统以及使
用概率预报产品。

海洋气象预报、产品和服务
4.2

下列活动已经在休会期间执行，作为 WMO 协助区域内的 NMHS 提高海洋预报、产品和服

务的一部分：
(a)

第二次冰分析员研讨会（2009 年 6 月 1519 日， 挪威特罗姆瑟）；

(b)

第十一次国际海浪后报和预报研讨会以及第二次海岸带灾害讨论会（2009 年 10 月 1823
日，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与会者获得了各种信息包括全球现有的产品、以及正在转化为业务的有关海冰分析、海浪和风暴潮
预报的新技术和研究方法。
4.3

OceanObs'2009 年会议为充实全面海洋观测系统的计划发挥了重大作用，该系统能够提供系

统的全球信息并能够通过卫星和实地观测技术定期和系统地观测世界海洋。提供这些观测资料导致
在海洋分析和预报方面以及在认识新的海洋变率和海洋在天气和气候中的作用方面取得了快速进
展。目前 WMOCEOS 数据库包括一个有关海洋气象学和业务海洋学的子数据集，WMO 基本系统委
员会将与 JCOMM 专家合作充分考虑实施 WIS 计划时对实时资料传输、存储和调用的需求。
4.4

JCOMM3 重申海浪预报检验计划的重要性，并赞同 ETWS 的计划扩大展检验方案从而包括

额外的资料类别、海浪模式结果的空间和谱比对、格式和政策问题，包括对照遥感资料检验。在这
种情况下，JCOMM 与欧洲航天局（ESA）建立合作以支持该检验方案，通过 ESA 资料用户要素
（DUE） 全球海浪项目，该项目将以示范模式进行开发、实施和运行，作为海浪预报检验方案的组
成部分。目前，12 个中心推动海浪预报检验方案并分发其海浪资料，以进一步开发该方案。
4.5

JCOMM3 要求 ETWS 继续共同赞助和组织国际海浪后报和预报研讨会和海岸带灾害讨论会

（ http://www.waveworkshop.org ） ， 以 及 JCOMM 风 暴 潮 技 术 研 讨 会 的 后 续 活 动

（

http://www.surgesymposium.org）。
4.6

JCOMM/Chy 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于 2009 年 6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启动会议

上启动了建设改进的海岸带洪水业务预报和警报能力（http://www.jcomm.info/CIFDP）。CIFDP 主要
目标是建立一个端到端综合和免费向会员提供的软件包，包括海洋和水文模式以便评估和预报综合
极端事件引发的所有海岸带洪水。该示范项目最初是在孟加拉湾和加勒比地区实施，在开发阶段涉
及其它区域、SIDS 和项目合作伙伴如 SWFDP 和上海 MHEWS。CIFDP 将提供现有关海浪和风暴潮
预报能力评估和改进情况，因此有助于 SSWS 在受热带气旋和风暴潮影响的流域实施。在交叉性能

力的大背景下，项目旨在与 UNESCO/IOC 综合海岸带地区管理和其它相关机构合作，建立科学家、
预报员、NMHS 和机构终端用户之间的长期沟通，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并增强应对海岸带洪水风险。

开发海洋预报系统以支持 NWP 和天气预报
4.7

JCOMM ETWS 与欧洲航天局（ESA）建立合作，通过 ESA 风暴潮项目支持改进风暴潮预

报，ESA 风暴潮项目将开发一个风暴潮事件、卫星资料、NWP 产品和风暴潮模式结果的综合数据
库，它可用于研发新的工具、技术和理解风暴潮预报内容。在卫星海浪测量方面取得的进展有望给
海浪和风暴潮模式提供标定数据。CIFDP 多学科方法用于开发气象海洋、水文和热带气旋预报模式
的耦合，推动了一个为海岸带洪水用户设计的预警系统。这种办法有助于开发并检验最初阶段的水
文和海洋模式和之后的沿海海浪耦合模式。
5.

WWRP 研发

5.1

WWRP的活动涵盖临近预报、中尺度气象、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热带气象、预报检验、对

人工影响天气的评估以及社会经济研究与应用。在大气科学委员会（CAS）下，WWRP联合科学委
员会（JSC）目前对WWRP（包括THORPEX）活动实施进行科学监督。就THORPEX而言，该科学
指导由THORPEX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负责将THORPEX成果提交CAS。有关WWRP
结构和活动的信息，可查询： http://www.wmo.int/wwrp。
5.2

WWRP 战 略 计 划 对 WWRP 的 重 点 研 究 方 向 和 各 项 活 动 作 了 全 面 的 概 括 （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new/documents/final_WWRP_SP_6_Oct.pdf ） 。 WWRP 其 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项目，可能是预报示范项目、研究和开发项目、研究档案和其它活动。
2007年以来，WWRP一直牵头国际合作拌和或共同发起的项目超过20个。虽然其中有些项目的目的
是改进全球预报系统，其它项目的重点放在北极、南极、非洲、亚洲、北美、欧洲、中东和主要海
洋流域的区域预报问题上。有关我们最近完成、正在进行的以及拟开展的WWRP项目的信息可登录
以下网站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new/documents/WWRP_projects_by_dates.doc
5.3

WWRP的工作结构包括：

(a)

THORPEX计划（http://www.wmo.int/thorpex ），有三个工作组：（1）资料同化和观测系
统；（2）可预测性和动力过程；（3）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
合，开展和指导各自领域和五个区域委员会（非洲，亚洲，欧盟，北美和南半球）的研
究活动，以确定区域需求并协助实施区域活动。THORPEX是由会员捐助的信托基金支持
的 。 THORPEX 有 国 家 计 划 ， THORPEX 国 家 计 划 的 案 例 可 查 询 ：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new/documents/National_THORPEX_projects_link
s.doc；

(b)

五个工作组：（1） 临近预报研究 （www.wmo.int/nowcasting）；（2） 中尺度预报研究 （
www.wmo.int/mesoscale）；（3） 社会和经济研究与应用（www.wmo.int/sera）, （4）

热带气象研究 （www.wmo.int/wwrp/tropical）；（5） （与WGNE相结合的）预报检验
研究联合工作组（www.wmo.int/wwrp/verification）；
(c)

一般在各工作组下组织专家组和小组（参见WWRP网站）。

__________

附录：1 个

进展/活动报告第 1.6 段的附录
建议 1 （CBS10）
修订《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第一卷，有关指定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
基本系统委员会，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2），关于资料加工
和预报系统，
注意到：
(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0），总摘要第 6.3.15 和
6.3.16 段，

(2)

决议 3（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关于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包括应急响应
的报告，

(3)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

考虑到：
(1)

需要随时掌握最新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中指定的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
（GPC）的清单，

(2)

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中心（CPTEC 巴西圣保罗）满足《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中
规定的 GPC 指定的最低要求，

建议以下修订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在《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中指定的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 GPC 的名单中增
加 CPTEC（巴西圣保罗），（WMONo. 485）第一卷，第一部分，附件 I1，第 3 条；
要求秘书长安排将此修订纳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第一卷，第一部分（WMONo.
485）；
授权 CBS 主席与秘书长协商对《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 第一卷，第
一部分，附件 I1，第 3 条，作任何纯粹的编辑修订。
______________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1.

应瑞士政府的邀请，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于2009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本次大会由世界气象组织（WMO）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以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合作伙
伴联合举办。大会得到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印度、爱尔
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纳米比亚、挪威、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西班牙、瑞
士、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欧盟、欧洲航天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粮农组织的慷慨支持。另外，还
收到了许多其它国家和组织的实物支持。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大约2500名与会者、13位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81位部长以及34个联合国组织和36个其它国际组织出席了会议。
2.

大会的主题是“为决策提供气候预测和信息”，其愿景是制定“一个国际气候服务框架，将以

科学为基础的气候预测和信息与气候风险管理和机遇相联系，以支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适应气
候变率和变化”。
3.

大会的专家会议包括约200名发言者和1800名与会者，在一系列会议、论坛、研讨会和圆桌

会议上，审议了来自气候科学、服务、应用和用户群体的各种个人和团体的论文和报告，以及其他
一些主要气候服务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研讨结果。在下列主题下，讨论了气候服务的发展、提供和应
用以及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a)

气候科学、服务和应用共享的挑战；

(b)

用户需求和应用；

(c)

气候服务的科学基础；

(d)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

(e)

关于气候服务的社会观点；

(f)

开展气候服务；

(g)

开发利用气候科学和服务的新发展。

4.

大会认识到，三十年来，为满足各国和各主要社会经济领域的广泛需求，用于开发、实

施、业务应用气候服务的全球综合方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大会尤其认识到，为了对提供各类气候
服务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世界气候计划（WCP）下，特别是其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WCASP）
以及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项目（CLIPS），在成功实施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和区域气候中心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为许多国家促进国家气候服务给予的支持。
5.

虽然讨论中已明确表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为提供气候服务作出的安排远未满足

所确定的需求，但大会指出，为了各国和社会各界的利益，目前尚有巨大潜力有待挖掘以改进这些

安排，并提高气候服务的质量和效用。服务提供方和用户界普遍认为，新的全球框架必须要能够通
过制定科学的气候信息并将其纳入计划、政策和规范，从而在各个层面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
的风险，适应气候变化。
6.

大会声明中列入了此次大会 专家会议的整套结论和建 议，可 登录网址查询：

http://www.wmo.int/wcc3/page_en.php。
7.

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受邀的政要对拟议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注意

到了本次大会专家会议的成果，并与各国部长及其他国家的代表一道通过了大会宣言。
8.

大会通过宣言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以下称为“框架”）以加强科学为基础的气候

预测和服务的制作、提供、交付和应用；要求WMO秘书长为实施该框架召开WMO各会员国政府间
会议，以便批准由独立顾问组成的高级别专题组的职责并批准其人员组成，同时考虑宣言的简要说
明中所阐述的概念；进一步决定，WMO秘书长将向WMO各会员国分发该工作组的报告，供其在
2011年举行的下届WMO大会上审议，以便通过该框架及其实施计划；提请WMO秘书长将该报告提
供给各相关组织和联合国秘书长。
9.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报告“共同致力于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以WMO的六种工作语言印

刷，可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wmo.int/pages/gfcs/index_en.html。为了用于长期宣传，WCC3会议
录的汇编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高层会议的会议录和专家会议期间提交的技术论文。该会议录
汇编是以电子版形式，共分为三张光盘。
10.

2010年1月1112日，WMO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CICG）组织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政府间

高级别专题组会议，由WMO主席亚历山大∙别得里茨基博士主持。如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宣言所述，
本次会议是应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的要求而召开，并受托批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
专 题 组的 职责 并同 意其人员 组成。 IGMGFCS审 议 了WMO 秘书 长提出的 高级 别专 题 组的 职责
（ToR）及其人员组成。
11.

2010年2月2526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独立顾问高级别专题组（HLT）的首

次会议。HLT的14个成员中，有11个成员参加了首次会议。让∙艾格兰先生（挪威）和马哈茂德∙阿布
赛伊德博士（埃及）当选为联合主席。专题组的其他成员有：若阿金∙希萨诺（19862005年担任莫桑
比克第二任总统）；里卡多∙拉戈斯（20002006年担任智利总统，并从2007年5月起担任联合国秘书
长气候变化特使）；安格斯∙弗里德（格林纳达）、尤金妮亚∙卡尔纳（阿根廷/美国）、朱莉娅∙马顿
勒菲弗（匈牙利/法国/美国）、科措∙莫黑里（南非）、向井千秋（日本）、克里斯蒂娜∙纳沃纳∙鲁伊
斯（西班牙）、拉金德拉∙辛格∙帕罗达（印度）、秦大河（中国）、埃米尔∙萨利姆（印度尼西亚）、
菲娅梅∙纳奥米∙马塔阿法（萨摩亚群岛）。
12.

向HLT提交了WCC3大会宣言和大会声明方面的成果，作为科学会议的成果。为HLT介绍

了气候服务状况以及WMO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还向HLT提交了WMO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立场文
件。HLT讨论其拟议报告的概要。HLT决定将报告分为三部分：（1）气候服务现状；（2）实现
GFCS目标的需求和不足；（3）实现该目标的机制。
1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正采取初步措施解决社会为适应气候和风险管理而快速出现

的气候服务新需求方面的重要问题。为支持GFCS的成功实施，WCRP将与CCl、GCOS 、WIS、

RA、WCP以及NMHS合作，解决下列通常与气候适应及风险管理直接相关的热点问题，特别是有关
GFCS的问题：加强研究各种观测并将其主流化，使之成为未来各种气候观测系统的原型；开发季节
到世纪尺度的气候预测系统；确保开发气候适应和风险管理所需的可靠的高分辨率产品；促进跨学
科研究以便开发行业应用程序、工具和具针对性信息；通过用户反馈的形式，促进研究界和气候服
务部门了解用户需求；支持RCC、NCS和气候展望论坛（COF）机制以及协商一致的评估；全球气
候的年度状况；促进WMO各区协（RA）、NMHS、WCP、CCl和WCRP之间的联系，以便开展区域
和国家活动；促进培养高技能人才，以便开展气候研究、业务预报和沟通，特别是在发展中地区/国
家。
14.

WCRPWWRP的近期合作包括WCRPWWRP成功联合发起、由阿曼主办的印度洋热带气旋

和气候变化国际会议；由WWRP热带气旋和气候变化专家组做出的近期评估（发表于2010年3月的
《自然地球科学》）。注意到，为了促进对热带气旋数量和强度年际变化以及季风系统内灾害天气
的了解与预测，WCRP和WWRP（中尺度预报研究工作组和THORPEX）之间目前正在开展研究合
作。
15.

CAS15建议会员支持国际极地十年概念，并牢记下列各主要任务：

(a)

长期综合监测极地地区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状况的变化；

(b)

研究极地地区大尺度和局地环境变化及其在全球气候过程中的作用。

16.
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ORS）正在关注着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制定，以确
保将极地地区问题纳入其中。
气候监测与评估
17.

英国向CCl15提出了一项旨在通过WMO的支持开展有关全球地面温度资料集方面的国际协

调倡议。
18.

根据ETCCDI 开展的各项活动，法国于2009年在毛里求斯主办了针对南印度洋国家的气候

资料均一性和气候指数研讨会；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合作开展一项多年期项目，它包括资料拯救研讨
会暨气候指数研讨会，印度尼西亚群岛地区的与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
宾。
19.

气候监视网的实施是以CCl气候监视网指南（WCDMPNo. 58）为指导，以便提供此类产

品。理事会感谢CCl对此问题给予的不断指导。2009年11月1013日，就此问题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
区域气候监测研讨会（包括二区协气候监视系统的实施），而后制定了二区协气候监视实施计划，
重点放在受季风影响的区域。
20.

下列WMO气候资料和监测技术文件已于2009年和2010年出版：

(a)

荷兰皇家气象局的 Albert M.G. Klein Tank 博士以及加拿大环境部的 Francis W. Zwiers 和张
学斌编写了《气候变化极值分析，支持有充分依据的适应决策指南》(2009 年 6 月，
WCDMP No.72 / WMO/TDNo. 1500)

(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dmp/wcdmp_series/documents/WCDMP_72_TD_1500_e
n_1.pdf);
(b)

《第五次气候资料库均一性和质量控制研讨会记录汇编》（WCDMPNo. 71 / WMO/TDNo.
1493）；

(c)

《气候观测和气候资料管理指南》（光盘）（2009 年 2 月，WCDMPNo. 68 / WMO/TDNo.
1481）；

(d)

《WMO 2009 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WMONo. 1055)，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dmp/documents/WMOStatement2009.pdf

21.

WMO组织召开了两个气候监测研讨会（包括气候监视系统的实施）：在三区协，2008年12

月811日，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在二区协，2009年11月1013日，中国北京。这两个研讨会制定了有
这两个区协的NMHS和区域气候中心及其它气候相关机构参与的实施计划。
气候预测和模拟研究
22.

在WCRP和GCOS的支持下，2010年3月2931日在德国汉堡召开了WCRP观测和同化专家组

（WOAP）第四次会议。专家组讨论了过去两年在制定和改进用于气候变率和变化研究和评估的气
候资料记录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值得关注问题有GRUAN、空间观测以及与空间机构的关系，特别
是SCOPECM和NPOESS 的发展、以及通量塔测量应用。专家组进一步讨论了WCC3、COP15和09
海洋观测等重要活动的意义，以及GCOS实施计划（GCOS IP10）和WCRP实施计划20102015的更
新等问题。专家组还对资料管理工作组以及再分析观测资料集联合工作组开展的活动进行了评估。
23.

WCRP继续在协调和整合国际气候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其下列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IPCC和WMO/UNEP臭氧层评估；对促成季节到年代际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大气、海洋和陆地模
态变率的研究，从而可预测这些时间尺度的气候；开发用于下一轮评估的气候系统耦合模式。在此
过程中，WCRP依靠来自全球各NMHS、国家机构和大学的科学家们积极的合作及参与。
24.

去年的一项主要活动是组织耦合模式互比项目（CMIP5），全球有20多个模拟团体参与。

CMIP5 包含两类模式和实验，用以解决针对下一轮未来气候变化情景协调实验的两个时段和两组科
学问题。近期（20052030年）“年代际预测”实验方案为涉及区域/模态可预报性机制国际协调研究提
供了机遇。年代际尺度预报技术示范将有益于规划者和决策者。长期（2100年之后）模拟是利用气
候系统模式实施，作为生物物理气候和模式综合评估复合方法的一部分。这些模式正利用内含政策
行动的减缓/适应情景，以未来气候变化程度为目标。若PCMDI在今后的37年内能通过全球分布、更
为便捷的资料和信息节点网络提供数百千兆模拟资料，它就能在支持国际气候界方面再次发挥主导
作用。PCMDI CMIP5网站（http://cmippcmdi.llnl.gov/cmip5/）已投入使用，它包括用于CMIP5 的所
有强迫资料（排放和浓度）和无需模拟的各领域一览表。这些实验的结果将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下次评估报告（AR5）奠定基础。

25.

WCRP的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SPARC）项目通过对这些模式的过程评估，在

改进化学气候模式（CCM）方面正在取得显著进展。SPARC 化学气候模式检验的第二阶段
（CCMVal2）活动旨在提供改进的平流层臭氧及其对气候的影响预估。针对过程的评估分为四类基
本过程：传输、动力学、辐射和平流层化学及微物理学。这四类过程基本上是相互依存，但又相互
影响，并且需要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的知识。化学气候模式的成果包含与四个不同类别有关的一系
列 参 数 和 诊 断 方 法 。 大 约 100 位 科 学 家 分 析 了 CCMVal2 的 18 个 CCM 的 产 品 （ 见
http://www.pa.op.dlr.de/CCMVal/SPARC_CCMValReport/ SPARC_CCMValReport.html）。模式评估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应用基于观测的绩效标准来量化各类模式重现平流层臭氧关键过程及其对气候的
影响的能力。CCMVal2的产品将成为对2010年WMO/UNEP平流层臭氧耗损科学评估以及IPCC第五
次评估报告的关键贡献。
26.

GCSS（GEWEX云系研究）和WGNE（数值实验工作组）在云反馈模式互比项目第二阶段

（CFMIP2）的合作正在提供来自实地活动和卫星的新观测资料以及来自理论研究和云分辨模式研究
及参数化研发的新成果。目前许多资源都可用于观测云，例如，ATrain卫星群、地基站点长时间序
列观测资料和许多观测活动的资料。在模拟方面，云分辨模式（CRM）和大涡旋模拟模式（LES）
运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日益扩大，目前出现了新一代气候模式，使用的是CRM物理学，取代常规参
数化，并开始实施地球大气的全球模拟。GEWEX和WGNE之间的密切合作确保了各NMHS及时获得
这些能力，从而使WMO会员和各国受益。
27.

WCRP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冰雪圈科学研究和观测方面不断取得进展。WCRP气候和冰雪圈

（CliC）项目与欧洲空间局及一些其他伙伴合作，促进开展气候变化评估和预测所需的新高质量冰
雪圈资料集。GlobSnow项目、GlobIce项目、和CryoClim项目开发了全球和区域雪盖、雪水当量资料
集，以及用于此目的的各种海冰参数。北冰洋综合观测系统、南半球海洋观测系统、全球冰雪圈监
视网、极地气候展望论坛、极地卫星群、北极持续观测网、国际极地年的所有成果极大受益于CliC
及其附属研究活动和科学家的网络。CliC未来将与WWRP及其它国际观测和研究计划合作，重点放
在极地地区天气和气候的可预报性。
28.

WCRP/WMO海平面（SL）变率和变化最新报告已首次出版。它对冰川和冰盖大面积融化

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因素作了评估，并修正了对海洋热膨胀的估算，得出了海平面变化的综合促因。
这些推导出的估算与卫星和测潮仪观测到的数值极为相近。这是一个重大成就，表明我们有能力在
全球尺度解释观测到的海平面变化。它还可作为对未来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海平面变率和变化做更具
体评估的基础。为了开展各时间尺度的极地气候预测，WCRP正在筹备召开一次研讨会，主题是极
地地区的气候可预测性，目前它被视为拟议的国际极地十年的主要目标之一。WCRP还将与WWRP
共同举办研讨会，其重点是促进极地地区天气的可预测性。
29.

WCRP区域气候降尺度专题组由联合科学委员会在其第29次届会（2008年3月31日4月4日，

法国阿卡雄）上建立，该专题组开展了区域气候降尺度协调试验（CORDEX），旨在促进全球区域
降尺度工作之间的协调，评估和了解区域气候降尺度（RCD）预估的不确定性根源。CORDEX有一
个模式评估框架和一个气候预估框架，前者由一组分辨率为50公里的模拟组成，利用19892007年期
间ERAInterim 再分析资料作为边界条件，后者涉及RCP 4.5和8.5（用于IPCC以后的评估报告的情
景），并且CMIP5模拟相一致。CORDEX的结果将对IPCC此后评估报告中的近期、年代际预估和预
测部分有重大贡献。CORDEX将评估降尺度附加值并解决小尺度的不确定性问题。目的是着眼于与
温室气体、气溶胶、土地利用变化的演进等有关的气候和空气质量区域变化，并评估其对主要经济

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初的重点将是非洲。CORDEX的目的之一是建立区域专家组，以便开展区
域诊断并对模拟进行评估。全球模拟团体有责任根据PCMDI主办的CMIP5的结果，提供必要的边界
条件。CORDEX将在丹麦和德国设立自己的资料和信息节点，且用户每次提取资料和互比都符合
PCMDI的格式和标准。WCRP将与IPCC第一和第二工作组密切合作，在法国里尔（2010年6月1416
日）举办有关促进气候信息制作及其用于气候影响与适应的研讨会。
30.

WCRP季节到年际预测工 作组（ WGSIP）是WGCM实施近 期CMIP5模 拟的积极 分子。

WGSIPWGCMCMIP专家组业已建立，以便为年代际气候系统预测提供支持。该活动名为气候系统
历史预报项目（CHFP），是一个多模式和多机构试验框架，其中大气、海洋、地表、冰雪圈和大气
成分被用于制作区域和次季节到年代际气候预测。该试验框架是以过去十年的气候研究进展为基
础，从而了解到，模拟和预报任意区域已知气候距平需要适当处理海面温度 、海冰、雪盖、土壤湿
度、植被、平流层过程和大气成分（二氧化碳、臭氧等）的作用。
31.

CHFP将考虑人为影响和自然变率对观测到的目前气候变化的综合影响，并将气候变化界和

季节预测界共同研究整个气候系统的可预测性。为了最大程度的合作，拟议的CHFP试验将包括许多
诊断分项目。其中还将包括与气候信息和应用开发界及用户界的广泛互动。这些互动与合作被视为
CHFP实施计划的重要部分，并且根据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对其给予大力支持。
32.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的各项活动（包括那些要求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合作的相关

活动）有关的资料和网络链接可参见 EC62/报告 3.1 的辅助资料。马登朱利安（MJO）振荡专题组
概念的建立是基于美国 CLIVAR MJO 工作组过去在该领域所做的贡献。CAS 建议支持国际极地十年
概念，其主要任务如下 ：
(a)

长期综合监测极地地区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状况的变化；

(b)

研究极地地区大尺度和局部环境变化及其在全球气候过程中的作用；

(c)

促进对极地地区灾害性事件和高影响事件的预测；

(d)

开发和建立用于保障人民和领土的水文气象安全系统。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33.

为了以简单的术语描述区域气候中心（RCC）的突出特点，现已编写了促进RCC实施的活

页材料，主要涉及RCC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包括NMHS、区域机构和用户机构。
34.

WMO继续与国际气候和社会研究所（IRI）合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编写厄尔尼诺和拉

尼娜最新报告。WMO半定期发布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最新报告，每三个月一次（于2009年6月、8月
和12月以及2010年3月发布了最新报告）。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机构、NMHS以及一些应用和通信专
家积极参与了开发这些协商一致的产品。

35.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已在非洲、南美洲、亚洲和南太平洋岛屿等全球各地建立，它

继续举办了定期会议，并提供气候展望。WMO对其中几个论坛提供了部分必要的资金支持，以便使
发展中国家的专家能够参与论坛。
36.

2009年7月27日8月7日，在阿卜杜勒∙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举办了针对性培训

活动（TTA），借此机会，WMO倡议启动南亚气候展望论坛（SASCOF），得到了南亚各国的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ICTP、美国海洋陆地大气研究中心（COLA）及其它有关季风专家积
极热情的支持。为了在这方面采取初步措施并对SASCOF的实施方面做出规划，2009年8月6日在意大
利的里雅斯特ICTP召开了南亚国家气象局局长和各自国家的WMO常任代表（PR）会议。值此之
际，WMO秘书长M. 雅罗先生和ICTP主任K.R. Sreenivasan 博士正式签署了WMO和ICTP谅解备忘录
（MoU）。
37.

南亚国家的WMO常任代表一致同意设立SASCOF，并将从2010年起实施。WMO秘书处最

初会帮助协调SASCOF会议，直至做出长期安排。SASCOF会议将由与会国轮流主办。印度气象局提
出主办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前三次会议，与会国表示一致同意。SASCOF最初将专门侧重于夏季
季风，对次区域气候其它方面的需求将在适当时加以解决。
38.

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指出，极地地区的可预测性没有达到中纬度及热带纬度地

区的水平。因此，有必要确定用户的需求并提高预测能力，以满足其在两极地区的短期和长期需
求。专家组指出，季节展望/气候服务（诊断）对于南极和北极十分必要，并支持极地气候展望论坛
（PCOF）概念。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建议，WMO应提供关于南极/亚南极气候的定期声
明。
39.
2009年11月2327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了由匈牙利气象局主办的第二届东南欧气候展
望论坛（SEECOF2）。组织SEECOF2是WMO通过东南欧的欧盟候选国和潜在候选国的气象、水文
和气候资料管理及交换的区域合作支持减低灾害风险项目（DRR/SEE Project）的一个重要部分，该
项目得到了欧洲委员会东扩总署的资助。出席论坛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29名代表，其中有从事季节
气候预测/展望的专家以及来自用户界的代表，以便加强对话，促进对质气候敏感的用户使用
SEECOF产品。论坛为将临的2009/2010年冬季提供了气候展望。
40.

为了对CBS标准化检验系统（SVS）指南加以补充，CCl15 CLIPS专家组编写了季节预报检

验最佳规范指南草案。这一综合方法讨论了包括预报区域面积、格点在内的各类问题，描述了概率
预报，对如何判读预报结果提出了程序和指导建议，该方法还包括了不确定性。该文件的附录包括
根据资料和检验术语定义词汇表来逐步计算。该草案已经过同行评审，最终修订草案正在出版过程
中。
气候风险管理和评估
41.

UNEP目前正在开发全球适应网（GAN），其总体目标是要通过利用知识和技术使脆弱的人

类系统、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具备气候承受力，以支持适应能力建设、政策制定、规划和规范。
GAN将包括一个全球中心、若干区域中心和国家平台，旨在为实施适应行动提供知识共享、咨询服
务、技术支持和机构能力开发。UNEP将WMO视为在开发GAN及其区域网络以及在提供知识服务方
面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

“变化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技术会议
42.

WMO与土耳其国家气象局及WCRP合作，在CCl第15次届会召开的同时，于2010年2月16

18日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召开了“变化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技术会议。作为该技
术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2月18日举行了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JSC）的一次特别联合会议。有
WMO各区域的73个国家170多位专家（包括WCRP JSC成员）的积极参与，32个高层报告和18份海报
使本次会议非常成功。根据“实情”，本次大会：
(a)

广泛讨论了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b)

认识到需要一个综合的气候社会系统，包括在所有相关合作伙伴中建立初步持续的了解、
合作和伙伴关系；

(c)

认识到对年代际气候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

(d)

强调了业务气候系统的重要性和社会效益；

(e)

监测气候预测和预估，并强调了作为相关活动和服务的最终基线的气候资料的关键问题；

(f)

确认了WCRP和CCl共同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以便全面满足社会快速出现的对气候适应和
风险管理信息和服务的需求。

43.

专家们向CCl第15次届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特别是，本次技术会议建议CCl考虑：

(a)

合作伙伴的参与方式，包括可靠的信息代理方，以便将气候信息、服务和知识成功地纳入
最终用户决策系统；

(b)

努力协助用户了解概率产品和信息，包括不确定性；

(c)

协助加强气候资料从观测到交换的整个过程；

(d)

加强建立和使用气候相关的WMO基础设施和机制，包括全球制作中心、全球季节气候最新
报告、RCOF和RCC，并鼓励举办辅助性国家气候展望论坛；

(e)

采取行动开展年代际预测的协调和交换；

(f)

寻求扩大与‘气候影响资料’的制作者和持有者的合作，以促进开发和交换用于保障气候风险
管理和适应服务的可用资料集；

(g)

探寻进一步完善跨部门的协调方法，以提高意识和有效的服务；

(h)

将能力建设的重点放在制定措施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了解和使用区域和全球气候产品；

(i)

保持气候变化探测和指数联合专家组的工作成绩；

(j)

开发具有部门针对性的应用指数。

44.

大会通过了WCRP/CCl关于共同努力为促进气候信息使用加强研究与业务联系的联合声明。

鉴于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决定建立GFCS，以及WCRP 和CCl各自的潜在作用，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
过相应的机制开展密切合作，解决下列与气候适应、减缓和风险管理直接相关的热点问题，特别有
关GFCS的问题：
(a)

与现有的观测系统合作（例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加强研究
各种观测，将其作为未来各种气候观测系统的原型；

(b)

确定可预测性并开发季节到世纪尺度的气候预测系统；

(c)

开发从地方到全球尺度气候适应、减缓和风险管理所需的可靠的高分辨率产品；

(d)

促进跨学科研究以便开发行业应用程序、工具和具针对性信息；

(e)

通过用户反馈的形式，促进研究界和气候服务部门了解用户需求；

(f)

支持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国家气候部门和气候展望论坛的业务机制及
其之间的联系以及一致的相关评估结果；

(g)

促进WMO各区域协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CCl和WCRP之间的联系，以支持区域和国
家的各项活动；

(h)

帮助培养高技术人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以便开展科研、业务气候服务以及与用户的
沟通。

气候学委员会第 15 次届会（CCl15）
45.

2010年2月1924日，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举行了CCl第15次届会，有来自88个国家的代表参

加了此次会议，包括来自国家和水文部门的代表以及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专家。气候学委员会主
席 Pierre Bessemoulin 博士（法国）、WMO秘书长、土耳其环境和林业部部长Veysal Eroglu 博士以
及土耳其国家气象局局长Mehmet Çaglar先生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46.

CCl15通过了一项新的工作计划，并建立了一个新管理组，由主席、副主席以及OPACE专

题的8个联合组长组成。CCl15还决定通过一些关键问题专家组和专题组来开展其工作。新的CCl管
理组于2010年5月182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其首次会议。该管理组遴选了有能力的专家组成员并讨论
了新CCl结构的业务问题和未来工作计划的优先重点，包括本委员会促进实施GFCS的方法。
EC 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ECWGCWE）

47.

2009年10月2123日，ECWGCWE在日内瓦举行特别会议，对实施GFCS的立场文件进行讨

论。会议审议了现有草案，并对其提出了若干改进建议。会议的报告可登录网站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cca/documents/Report_EC_WG_CWE_EXTFinal.pdf。
48.

2010 年 3 月 27 日，ECWGCWE 在日内瓦举行了其第三次会议，而此前已就划定的议题进

行了三周的网上讨论。此次会义为完成 GFCS 立场文件提供了指导，还就审议 WCP 和气候议程进行
了讨论。根据网上及会议讨论，工作组建议：
(a)

重要的是要编写单独文件，明确阐明 NMHS 在实施 GFCS 中的作用；

(b)

WCC3 决定建立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及其目标包含气候议程的各项目标，目前为止形成了
国际气候相关计划综合框架。因此，气候议程与气候议程机构间委员会（IACCA）应被一
并撤销。

(c)

鉴于 GFCS 的范围更大，且其本身就如同一个框架，可能涵盖各 NMHS 和 UN 系统内外的
许多其他合作伙伴，因此，应当对世界气候计划下的各项活动给予关注，以便 WMO 的各
组织机构对其进行相应的监督和评估。然而， 在 HLT 关于 GFCS 结构详情的报告完成后，
WCP 具体组成部分也将随之确定；

(d)

对拟议的未来 WCP 结构的进一步开发应根据未来 GFCS 的重要要素，包括 GCOS、WCRP
以及新的世界气候服务计划；

(e)

根据网上讨论和会议期间讨论的意见对提交给该工作组的讨论文件以及 GFCS 开发过程加
以修改，并在 HLT 完成报告后，提交给 ECWGCWE 审议。

49.

根据对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成就的评审，工作组强调，对具体主题的讨

论取得了最大成效。还注意到，过去曾提出过一些建议，但应对该记录加以完善。本工作组注意
到，ECWGCWE很有条件监督GFCS的实施，但同时指出做出此类决定必须要结合PCT关于建立
GFCS跨委员会小组（ICGGFCS）的建议。进一步注意到，网上论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行动项目
上，从而缩短了面对面会议的会期。工作组提出了如下建议：
(a)

执行理事会应重建 ECWGCWE ，以监督 GFCS 的实施；

(b)

应对 ECWGCWE 的职责进行修改，并适当与拟议的 ICGGFCS 的职责保持一致，使之更
具‘行动力’，确保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更多的建议；

(c)

ECWG 以后的会议应当尽可能将采用网上讨论机制。

50.

会议的完整报告可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cca/documents/Report_EC_WG_CWE_3Final.pdf
为改进气候预测和评估开展能力建设

51.

2009年9月69日，在日内瓦举行了《气候规范指南》第三版草案外部编审会议。会议帮助完

成了该草案并提交CCl通过。
52.

2009年6月2229日，在越南河内举行了WMO共同主办的美国越南联合培训研讨会。研讨会

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海外灾害援助办公室（OFDA）的大力资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NOAA）气候预测中心在此次培训研讨会的组织过程中发挥着科学领导作用。大学大气研
究合作组织（UCAR）、越南气象水文环境研究院（IMHEN）和越南国家水文气象局（NHS）为此
次研讨会提供了后勤保障。研讨会吸引了40多位与会者，包括来自美国、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
讲师。学员分别来自东部和东南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17个国家。研讨会旨在提高印度洋流域各
气象部门在气候监测、预测和气候风险评估方面的能力，以及促进提供气候服务。
53.

2009年10月1930日，在北京举行了由北京气候中心（BCC）承担的IRIWMO“季节预报的

按需制作：气候可预测性工具（CPT）专家培训”研讨会。研讨会旨在培养季节预报专家，使他们能
够为提高各NMHS的能力，特别是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NMHS的能力提供专家级技术支
持，以便为各类应用部门提供高质量、按需制作的季节预报信息。研讨会在统计降尺度先进方法、
利用全球制作中心（GPC）模式输出、广泛使用IRI CPT等方面进行了强化培训。该研讨会尤其着重
于季节预报的专门制作，以提供优于百分位季节预报标准格式的信息。WMO六个区域协会各派两位
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
54.

CCl14城市与建筑气候学专家组建议对各NMHS在职气象工作者进行气象知识应用于城市规

划和设计的培训。课程可通过在线和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专家组的建议对开展培训的原由和课程设
置进行了阐述。为此已计划于2010年9月在印度浦那举办一次以城市气候学为主的培训研讨会，作为
CLIPS系列培训活动的一部分。

______________

CHy 主席和秘书长的联合进展/活动报告

1.

本报告是根据 CHy13 通过的作为其当前休会期（20092012 年）工作优先领域的四个主题

领域来编写的，即：(a)水文质量管理框架（水文 QMF）；(b)水资源评估；(c)水文预报和预测；(d)
水、气候和风险管理。然后，介绍了为支持所有上述主题领域而开展的跨领域活动。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

出版物
2.

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发行了下列出版物，并广泛分发给了会员：

(a)

低流量估算和预报手册；

(b)

水文实践指南（英文第六版）；

(c)

最大降水概率手册（第三版）；

(d)

流量测量手册（第二版）。

3.

所有这些出版物均遵循了 CHy13 确定的程序，对其内容实行质量保证，特别是遵循了所批

准的同行评审过程。
4.

目前正在编写的其它出版物有：洪水预报预警手册、水资源评估手册、水质监测技术文件、

水文信息系统文件、湖泊蒸发指南、以及资料拯救指南。

流量测量设备性能评估项目
5.

CHy13 上决定设立项目指导委员会，提供全面指导，由 CHy 的咨询工作组承担，管理委员

会负责日常实施，主任由 CHy 的代表担任，成员由 WMO 区域水文工作组、IAHR、IAHS、ISO 和
HMEI 等机构的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1819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主
要就未来活动以及制订 20102011 年工作计划作出了决定。
6.

该项目已经产生了具体成果，如关于外场排放测量仪器及业务使用技术调查结果的综合报

告、水文测量不确定性评估系列指南、及排放称重/定时测量不确定性估测实例，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下列网址上查阅：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Flow/flow_tech/index.php
7.

2009 年 2 月召开了 PTC 会议，会上 CHy 主席介绍了“测量不确定性表述指南”（GUM，

1993 年；ISO，1995 年）文件，将其作为 WMO 各界表示用于观测不确定性的共同框架。根据要

求，CHy 将编写一份关于不确定性表述方法的文件，规范 NMHS 提供分发的模式结果和其它产品以
及其来自它技术委员会的贡献。应 CHy 主席的邀请，五个技术委员会的代表于 2009 年 11 月 20 日
在日内瓦开会研究不确定性分析专题。会议审议了 CHy 主席准备的文件，就其意向达成了一致，并
且为了扩大吸引力，提高各项建议案的效益，还为一个示范项目制订了计划。会议认为这样的项目
有助于把各技术委员会汇聚起来。会议提出的建议案在于 2010 年 1 月举行的 PTC 会议上进行了讨
论并获得通过。对于许多气象、气候和水文估测和预测上的不确定性，人们日益重视其可靠、可信
的表述方式，因此各技术委员会携手努力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水资源评估
8.

WMO在继续编写《水资源评估手册》，并2009年10月从顾问那里收到了手册的工作初稿。

初稿在内部进行了传阅，征求技术意见，反馈给负责水资源评估手册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和AWG成
员。一旦将所有意见纳入之后，将转发给原顾问，以编写第二稿，供专家会议上讨论，参加会议的
将有联合国系统关注此事的合作组织的代表，如UNESCO、FAO和IAEA，会议将于2010年下半年
举办。
水文预报和洪水管理
9.

根据 CHy13 的决定，在 WMO 总部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为配合 WMO 洪水预报倡议

（FFI）战略和行动计划而制订活动计划。因此，活动计划已编写出来，详细方案也提了出来，旨在
促进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包括开展专门的示范项目。将通过与 NMHS 的密切联系，为战略和行
动计划在各国和各区域的实施提供指导。此外，为配合 FFI 的实施，会议还建议进一步完善各国洪
水预报服务效率评估框架。
10.

FFI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规划和实施山洪指导系统（FFGS）的次区域组成部分。Cg15

支持在全球实施山洪指导系统（FFGS）项目，该项目由 WMO 水文学委员会（CHy）、WMO 基本
系统委员会（CBS）与美国天气局、美国水文研究中心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对外灾难援助办公室
（USAID/OFDA）合作开发。目前正在南部非洲地区（自 2009 年 7 月以来）实施该项目；并于
2010 年 3 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黑海和中东地区举行了一次启动研讨会。中美洲、湄公河流域和
罗马尼亚的其它山洪指导系统正处于各个实施阶段。为确保 FFGS 提供服务的可靠性，目前正在开
发一个大的能力建设项目。
11.

2009 年 6 月咨询台的开通是支持综合洪水管理（IFM）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该咨询台作

为一个向那些想采用 IFM 概念的国家提供洪水相关问题指导的设施（http://apfm.info）。除了为洪水
管理者公布一系列工具之外，还根据洪水管理（包括气候变化和城市开发）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发
布了综合洪水管理概念文件的第三版。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一些地区开展了能力建设活动。这些活
动大大普及了 IFM 概念及其在会员国的实施。
12.

WMO 正与 USAID/OFDA 合作，在赞比西河流域制定一项洪水预报和早期预警战略。拟议

的项目旨在评估赞比西河流域各国的洪水预报和早期预警能力，重点放在赞比西河流域地区，并制
定一项协商一致的战略。将通过以下五个主要活动领域实施该项目：区域会商会议、全国会商、 全

流域的河岸水文气象和灾害管理组织会议、洪水预报系统示范项目的实施、对全流域的洪水预警战
略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
13.

2009 年 12 月，WMO 与 USAID/OFDA 和莫桑比克国家气象局合作，INAM 在莫桑比克马普

托举行了区域磋商会议，以便从赞比西河流域各国获取必要的信息来支持制定赞比西河流域的洪水
预报和早期预警（FFEW）战略，并就示范项目的实施作出了决定。为了实时共享洪水信息，在赞
比西河流域各国发起了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为在 2010 年 12 月（临时定于直至 2012 年）前实施
的活动建立了一个路线图。
14.

2009 年 7 月在努瓦克肖特（毛里塔尼亚）举行了一次国家综合洪水管理（IFM）研讨会，

主要目的是向有关的国家技术部门、地方政府、国会议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展示 IFM 的理念。作为
研讨会的一项后续行动，制定了一份关于实施 IFM 示范项目的文件。重点是通过整合气象和气候信
息来改进洪水预报，并加强当地社区的响应能力。正在为项目的实施寻求资金。
气候与水
15.

作为 CHy13 批准的旨在编写有关季节流量预报（包括量化不确定性）指导材料的一部分，

与 CIIFEN 合作，于 2010 年 1 月 2528 日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为南美洲西海岸水管理部门举办了
一次有关整合季节预报和水文信息的区域研讨会。来自 CHy、IRI、IRD 的专家，委内瑞拉、哥伦比
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的代表，尤其是气候预测和水文预报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出
席了本次研讨会。
16.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评估与水有关部门目前在季节水文预测方面的国家能力、正在开展的

活动、优点、缺点和主要需求；学习各区域或区域之外在将水文产品和服务应用于灌溉、能源和卫
生部门的经验；通过确定共同的兴趣点和挑战来促进该区域水文界和气候界之间的互动；在该区域
气候展望的基础上，提出旨在实施水文展望的区域行动计划，以此作为该区域对实施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的贡献。
17.

CHy13 决议 4 指出，委员会应积极参与制定旨在鼓励提供和分发气候和水文信息的 WMO

计划，以支持水文和气候研究、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的适应，并提供水资源界的反馈意见。全球陆
地网络水文学（GTNH）继续确保获取水文和水文气象资料和观测，并同样支持根据全球资料中心
参与方的基本观测资料制作综合产品。GTNH 专家组第四次协调会议于 2009 年 7 月在纽约召开。
GTNH 也为全球综合水循环观测（IGWCO）提供观测和整合内容，它已将 IGWCO 建设成为地球
观测组织内的一个与水有关任务的实践团体。
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包括世界水圈观测系统（WHYCOS）
18.

NOAA/COMET/WMO 首届水文基础科学国际虚拟课程于 2009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14 日

举办。这种具有突破性的课程班旨在满足未曾接受过水文正式培训但工作中会使用水文资料（尤其
是在洪水预报中）的环境预报员的需要。参加培训的 54 名学员来自 WMO 所有 6 个区域的 39 个国
家。在 6 周的学习期间涉及 9 个关于水文的远程教育课件，进行了考试，最后两个星期准备最后一

次书面作业。该课程深受学员欢迎，他们的参与程度很高，其中有 20 人获得了应当获得的文凭。在
此成功经验基础上，WMO 与 COMET 正在共同调整提供给国际学员的水文基本课件。此外，预计
在 20102011 年对第五和第六区协开设两个区域课程。
19.

在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美洲 NMHS 合作计划的支持下，2009 年分别在古巴、哥伦比亚、智利

和委内瑞拉组织了水文气象自动站的运行和维护巡回讲习班，共培训了 100 多名技术人员。在这个
计划下分别于 2009 年 7 月在乌拉圭和 2010 年 5 月在阿根廷举行了 IFM 培训课程，培训教师来自于
2008 年 10 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综合洪水管理师资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教员。2009 年 12 月的
PROHIMET 年度研讨会在圣萨尔瓦多举行，主题为“水文预报和城市洪水问题”，来自 12 个伊比利亚
美洲的 19 个国家的专业人员参与。
20.

在批准WMO20092012年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培训战略时，CHy建议，除了对各区域协会提

出了要求外，还要在全球层面对“QMF水文学”的指南和手册的使用开展培训活动。 2009年11月在
日内瓦举行了IAHR/WMO “流量测量”课程师资规划会，代表WMO和IAHR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
目标是设计和规划如何编制培训教材，以及安排今后的关于使用“WMO流量测量手册”的课程班和流
动培训班，材料将在 2010年发布。
WHYCOS
21.

7 个 WHYCOS 项目正在一、二、四和五区协实施（尼日尔HYCOS，沃尔塔HYCOS，

SADCHYCOS ， 湄 公 河 HYCOS ， 太 平 洋 HYCOS ， 加 勒 比 HYCOS 和 兴 都 库 什 喜 马 拉
雅HYCOS），涉及到 52 个会员国，其中 20 多个是最不发展国家（LDC），23 个是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SIDS）。WHYCOS 项目活跃名录在 2009 年的最新动向了增加了四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东
南亚HYCOS，刚果HYCOS，塞内加尔HYCOS 和 IGADHYCOS。
尼日尔  HYCOS
22.

2009 年 12 月在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召开的第五次尼日尔HYCOS 指导委员会期间，该委

员会根据第一阶段的评估报告同意利用第一阶段剩余资金实现一个过渡期，结束时间为 2010 年 8
月。认捐者表示愿意支持第二阶段。在过渡期内，与会者同意准备第二阶段的项目文件。项目第二
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根据更好地管理和水资源开发的需要创建在尼日尔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水循环知
识的技术和机构功能。WMO 将帮助 NBA 最后完成第二阶段的项目文件。

沃尔特  HYCOS
23.

沃尔特HYCOS 第四届指导委员会会议是在 2009 年 5 月布基那法索的瓦加杜古召开的。指

导委员会的成员和合作伙伴讨论了项目实施进度，并商定了 2009 年 6 月 30 日之后的未来项目，以
确保顺利和成功将项目移交给沃尔特河流域管理局（VBA）。WMO 向 VBA 移交了沃尔特  HYCOS
的执行责任，包括行政和财务事宜。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WMO 在任何新的活动中的作用仅限于
提供技术支持。考虑到 VBA 状况的新发展，VBA 和 WMO 之间正在起草新的谅解备忘录。
SADCHYCOS

24.

2009 年 10 月在毛里求斯召开的 SADCHYCOS 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按照指导委员会

的建议，荷兰政府同意将该项目延长至 2010 年 2 月，之后该项目在无任何成本影响的情况下延长至
2010 年 5 月（利用第二阶段的剩余资金）。WMO 协助 SADC 制定了一份实施文件包括第三阶段的
预算。SADC 部长理事会通过了一份文件并且荷兰政府与 SADC 签署了一项 300 万欧元的协议以支
持 SADCHYCOS 第三阶段的实施。为了响应 SADC 的要求，WMO 为制定 SADC 第二阶段评估报
告提供顾问服务。第三阶段计划于 2010 年 7 月 1 日启动，并且 WMO 将继续发挥已批准的实施文件
中确定的技术主管机构的角色。

湄公河  HYCOS
25.

湄公河水文循环观测系统项目的实施进度与计划一致。由法国政府资助的 5 年期间，近期在

参与国建立了水文气象王国，即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湄公河委员会和世界气象组织合作开
展这个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区域洪水信息系统支持 MRC 的洪水管理和减灾计划 (FMMP)。

太平洋  HYCOS
26.

太平洋水文循环观测系统正在继续实施其计划的活动。该项目旨在解决 RA VWGH 确定的

五个优先重点领域。14 个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设备安装和实施活动。为了支持能力建设部分，通过
区域研讨会开展了区域培训以及组织了围绕各主题的国家培训（设备安装如地表水站和地下水位记
录仪、自动雨量计、以及 TIDEDA、GIS、记录仪和软件）。

加勒比  HYCOS
27.

加勒比 IRD 马提尼克中心是加勒比水文循环观测系统的执行机构，它还是项目区域中心包

括项目管理部门（PMU）。在国家协商期间，预计所需设备的成本和具体的培训需求会超过已保证
的资金。PMU 已从 INTERREG（欧盟资助的计划，旨在协助欧洲地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
开展公共项目）获得 80 万欧元作为加勒比HYCOS 项目两年的资金。因此，目前有 115 万欧元的
资金可用于两年的实施阶段（其中 35 万欧元是马提尼克区域和总理事会分配资金的结余）。加勒
比HYCOS 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于 2010 年 5 月召开，以讨论工作计划和批准预算。
HKH  HYCOS
28.

2009 年 12 月芬兰政府为 HKHHYCOS 项目提供资金以支持三年期的项目，WMO 和

ICIMOD 与孟加拉国、不丹、中国、印度的国家水文部门一起合作实施该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建
立一个区域洪水信息系统。之前项目制定和试点阶段是由 USAID 资助的。

东南亚  HYCOS
29.

为响应 EC61 的要求考虑在东南亚开发新的项目（SEAHYCOS）以解决该区域水文信息

的生产、传播和可提供问题，特别是涉及跨界流域。2009 年 12 月召开的 RA VWGH 第七次会议专

门讨论了开发东南亚 HYCOS 项目的区域规划会议。考虑到 3 个国家表达的兴趣（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和菲律宾），RA VWGH 将开发 SEAHYCOS 纳入其未来工作计划（20102013 年），并根
据 WHYCOS 指南，同意向 WMO 提交一份正式请求以协助他们开发 SEAHYCOS 项目。

刚果  HYCOS
30.

作为 EC61 要求秘书长考虑开发新的 HYCOS 组成部分的后续，WMO 支持了 2009 年 6 月

在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举办的一次区域规划研讨会，以开发刚果HYCOS 项目。根据该研讨会的
建议，2009 年 11 月 WMO 和 CICOS 在在南非召开的第二次非洲水周期间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开发
刚果HYCOS 的必要步骤。WMO 聘用了一名顾问编写项目文件及其定稿工作。该文件草案已提交
CICOS 征求各国意见。综合了各国意见之后，计划组织一次区域研讨会。
IGAD  HYCOS
31.

WMO 协助 IGAD 编写了一份详细的项目文件，并得到 IGAD 各成员国的认可。尽管 WMO

努力为 IGAD 提供支持，以确保该项目实施所需的资金，但在初始阶段，没有任何特定捐赠方提出
具体捐助。WMO 近期从 IGAD 获悉，第 10 项欧洲发展基金（EDF）下的 IGAD 水计划已经完成，
该计划包括根据《服务合同》（SCA）WMO 负责实施的 IGADHYCOS 部分。目前，WMO 正与
IGAD 和欧盟沟通，以确定该项目开始实施所需的后续行动。
WIGOS 和 WIS
32.

CHy 咨 询 工 作 组 （ AWG ） 建 议 ， 将 SADCHYCOS 和 南 部 非 洲 区 域 山 洪 指 导 系 统

（SARFFG）加以整合，作为 WIGOS/WIS 下的一个试点项目，并建议在 2009 年召开专家会议以
便为该试点项目作出具体规划。2009 年 12 月，为开发 WIS/WIGOS 水文试点项目以及确定该区域
其它重点项目可能提供支持等问题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随后还就制定赞比西河流域洪水预报和
早期预警战略举行了区域背对背的磋商会议。负责 WHYCOS 和 WIGOS/WIS 的 CHy 咨询工作组成
员介绍了 CHy 对 WIS 做出的贡献，来自赞比西河流域六个国家 NMHS 的专家以及其它地区的专家
对 SADCHYCOS 融入 WIS 以及开发试点项目进行了探讨。与会者一致同意 WMO 对在该区域制定
WIGOS/WIS 试点项目所提出的建议，并支持将 SADCHYCOS 和 SARFFG 项目作为一个试点经验
的建议。与会者还就开发该试点项目提出了具体建议。
与 UNESCO 的合作
33.

2010 年 1 月 25 日，在巴黎召开了第 26 次 WMOUNESCO 水文活动联络委员会会议。

UNESCO 国际水文计划政府间理事会主席、CHy 主席和 UNESCO 秘书处及 WMO 秘书处的一些成
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4.

在 2010 年 1 月召开的会议上，对 WMO 关于更新 WMO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与 UNESCO 国

际水文计划之间的合作协议的建议进行了讨论，且在编写此报告之时，UNESCO 正在编制此次会议
的报告草案并分析 WMO 关于更新该协议的建议。本次会议还讨论了联合活动等问题，例如，

UNESCO/WMO 国际水文学术语，其第三版的初稿将在六月初准备就绪。本次 EC 届会期间将提供
更多的信息。
35.

其它经过讨论的联合活动均与国际洪水倡议有关。UNESCO 还对用作培训教材的 WMO 低

流量估测和预报手册表示出兴趣，WMO 向 UNESCO 提供了 50 本手册。
CHy 沟通战略
36.

CHy 主要借助两个媒介继续实施其沟通战略：电子信息板(eboard)和网上论坛(eforum)。

电子信息板主要用于分发信息，而网上论坛的目的是促进讨论一些有益于 CHy 的主题。
37.

CHy 咨询工作组成员和 CHy 的其他专家定期在电子信息板中加载信息。根据咨询工作组预

先制定的安排，自 2009 年 12 月开始，每个月为 CHy 会员更新 CHy 某项活动近期进展信息。此类
信息的主题为：(a) CHy 出版物目前状况信息；(b) 有关 CHy 主题领域水、气候和风险管理活动的更
新；(c) 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学的更新以及要求 NHS 的支持；(d) CHy 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的性能评
估项目的更新；(e) CHy 主席关于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上次届会成果的报告；(f) WIGOS 和 WIS 框
架内的 CHy 试点项目。
38.

除了上传此类计划内的信息之外，网上论坛还根据具体情况纳入了其它信息，其中包括

CHy 主席发给委员会成员的通函、重要文件，例如，在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时编写的水部门气候信
息的“需求”和“能力”白皮书、会议报告，例如，2010 年 1 月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召开的‘南
美洲西海岸有关水部门的季节预报和水文信息整合’研讨会的报告。
39.

网上论坛目前有 100 多个成员，他们能够为制定 CHy 工作计划做出贡献。网上论坛目前讨

论的主题有：(a) 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学：水文预报的局限性；(b) CHy 在“水、气候和风险管理”方
面的活动。自 2010 年 3 月起，有关水文预报局限性的文件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和支持，总“访问”量
达到 1840 人次。第二份文件的访问量为 233 人次。
网上信息板网址：http://www.whycos.org/wordpress/
网上论坛网址：http://www.whycos.org/chy13/index.php

___________

WMO 各观测系统的整合
大气观测

A.

区域基本天气站网（RBSN）和区域基本气候站网（RBCN）
每年 10 月的 WWW 运行年度全球监测（AGM）活动提供了关于观测系统表现状况的信

1.

息。总体而言，WMO 各区域的地面、高空和气候观测在 2009 年的运行依然稳定。虽然不同地区不
尽相同，但在过去两年里来自电信主干网（MTN）的全球地面报（SYNOP）、高空报（TEMP）和
CLIMAT 月报的平均来报率与 RBSN 和 RBCN 站的期望来报率相比仍然未发生变化，分别为 80%、
71%和 72%。详细结果，见表一。
表一
MTN中心SYNOP、TEMP和CLIMAT资料的来报率
AGM：20082009年10月1日至15日
地面 (SYNOP)

WMO
区域

高空(TEMP)

CLIMAT

台站数和来报率（%）

一区协
二区协
三区协
四区协
五区协
六区协
南极地区
全球

2008
2009
744 (56%) 744 (59%)
1309 (91%) 1355 (90%)
407 (64%) 407 (61%)
535 (83%) 539 (84%)
390 (72%) 389 (74%)
813 (95%) 811 (96%)
92 (80%) 94
(68%)

2008
94
(31%)
280 (79%)
55
(46%)
136 (89%)
93
(62%)
128 (82%)
15
(60%)

2009
94
(28%)
275 (81%)
54
(49%)
135 (90%)
93
(61%)
128 (78%)
15
(52%)

4290 (80%) 4339 (80%)

801

794

(71%)

2008
730 (36%)
659 (86%)
306 (73%)
316 (88%)
250 (78%)
577 (93%)
55 (49%)

2009
730 (29%)
669 (88%)
308 (74%)
318 (84%)
249 (82%)
577 (94%)
53 (77%)

(71%) 2893 (72%) 2904 (72%)

注：监测结果是根据每个区域 RBSN 和 RBCN 的台站目录。
2.

2009 年 11 月，CBS 的 GCOS 牵头中心的代表同意将诊断和订正台站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即，CLIMAT 月报的来报率）的范围从 GCOS 地面网（GSN）和 GCOS 高空网（GSN）扩大到
更广泛的 RBCN。然而，会员必须认识到，GSN 和 GUAN 的台站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更有价值，必
须符合更高的质量标准，因此牵头中心将继续更多重视 GSN 和 GUAN 站的运行。
3.

从全球气候监测角度来看，GSN 和 GUAN 站是受到重视程度最高的 RBCN 子站。在过去

的一年，GSN 的全球表现有所改进，因为在 2009 年 GSN 监测中心对来自全球所有 1025 个站的
CLIMAT 月报的接收率是 90%（而 2008 年为 88%）。主要区域的表现差异仍然存在，例如，第四
和第六区协全年的 CLIMAT 月报的来报率为 99%，而一区协只有 71%。在 2009 年，达到最低表现
要求的 GUAN 站的数量仍然保持稳定，166 站中约 56 个无法在所有指定时间发报。这一进展归功
于参与促进 GCOS 系统完善计划和 GCOS 技术支持项目的会员、 CBS 的 GCOS 牵头中心、以及
WWW 和 GCOS 网络监测活动。

GCOS 基准高空网（GRUAN）正在实施，目标是为趋势分析提供长期的高空气候记录，同

4.

时约束和标定更多来自空间的综合 GOS（包括卫星和现有无线电探空仪网）的资料。 GRUAN 最初
建立的基础是全球 15 个网站的实地和地基遥感技术，其中大部分是现有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如
GUAN，BSRN 和 GAW。已经制定 20092013 年初始阶段的 GRUAN 实施计划，之后应将该网络扩
大到其完全设想的全球范围内的 3040 站点。
GRUAN 的第二次执行协调会议（2010 年 3 月 24 日）就关于 GRUAN 所有站点不确定性预

5.

估的指南、初始资料管理模式、以及成立具体网络问题（包括现场评估和认证）专题组达成了一
致。通过 WIGOS 试点项目的支持，开发 GRUAN 指南的工作计划已获得通过，其中的有关部分将纳
入现有的 WMO 规章材料。

飞机观测
全球 AMDAR 计划继续拓展新的空域，有更多的 NMHS 考虑发展自己的 AMDAR 计划。经

6.

过在 2008 年底大幅修正，2009 年初在 GTS 上分发的 AMDAR 报告量稳定在每天大约 22 万到 23
万次观测，世界各地有超过 3000 架飞机加入了全球 AMDAR 计划。过去 12 个月，在南部非洲、东
欧、南亚和东亚和南美这些被认为是资料稀疏的地区的 AMDAR 廓线数量不断增加。在实施和维护
AMDAR 计划中，最大程度降低收集 AMDAR 报告相关的通讯成本是重大关键因素。业已表明，为
了更好地管理成本和满足业务需求，使用 AMDAR 资料优化系统是 AMDAR 业务计划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7.

AMDAR 的水汽传感器 WVSS  IIv3 目前正在美国的若干飞机上进行试验。欧洲 AMDAR

计划（EAMDAR）已在其气候试验箱完成了对 WVSS  IIv3 传感器的初步测试，效果良好。因此，
EAMDAR 计划打算 2010 年上半年在 EAMDAR 机队的 3 架飞机上进行最新版本的水汽传感器的试
用。这两项试验的结果预计将在 2010 年第二季度提供。

机场观测
8.

WMO 与 ICAO 机场气象观测和预报研究组（AMOFSG）的合作特别要求 WMO：

(a)

制定关于侧风和顺风分量（包括阵风）计算的指导材料，并提出在指导材料中使用的合适
的算法；

(b)

提供有关对气象报告涉及的“代表性”这个术语的使用指南；

(c)

制定用来区分中度和严重沙尘暴的标准；

(d)

制定用来区分沙尘暴和扬沙/扬尘的标准。

9.

沙尘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航空构成了危害，现在依然对许多机

场运营的正规性和安全性带来影响。虽然 WMO 的新型沙尘暴预警咨询服务承诺提高对这些事件的

识别和预报能力，航空也需要在今后的 METAR 码形式的机场观测报中对这类事件的严重程度得到
明确的指导。在这方面，正在与会员磋商，确定描述沙尘暴严重程度的一系列阈值。

大气化学成分和紫外线测量
10.

举行了一些关于臭氧活动的国际研讨会。从这些研讨会讨论的结果明显看出，卫星和地面

的观测团体使用不同的臭氧吸收截面是开展卫星资料检验的一个障碍，也可能是不同地面的观测技
术产生差异所致。
11.

GAW 的紫外线区域标定中心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美国）的 NOAA 和达沃斯（瑞

士）的 PMOD / WRC。尽管美国和欧洲的设施可以通过相互比对进行联系，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世界
紫外线测量标定中心。
12.

反应性气体关系到空气质量和气候。这些化合物的化学转化导致由前体气体（氮氧化物和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促成的对流层臭氧的形成，这些前体气体决定大气氧化能力。它们对
健康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而且提供额外的间接辐射强迫。前体的转变也会导致影响辐射平衡的气
溶胶的形成。

气候观测 – 气候学委员会和世界气候计划
13.

CCl15（土耳其，安塔利 亚， 2010 年 2 月）设立了一个 CCl 资料管理开放 专家组

（OPACE 1），其工作计划包括气候资料管理，资料拯救以及与气候观测相关的可交付结果。
14.

WMO 的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WCDMP）在 2009 年制作了一份 CD 光盘（WMO/TD 

No. 1481，WCDMP No. 68），其中附有 7 部过去出版的关于气候观测，气候资料管理和资料拯救的
CCl 准则；以及作为一份关于植物物候观测准则的 CD 光盘（WMO/TD1484 号，WCDMP70 号）。
这些出版物是对现有的 WMO 基准文件和气候规范指南（WMONo.100）的补充。
B.

海洋观测

15.

整个海洋观测系统的 61%现已完成，而漂流浮标和 Argo 浮标阵列达到了初步实施目标。

对 VOS 气候（VOSClim）招聘的初步目标也已经达到，VOSClim 作为一种新的船舶类型正在被纳
入更广泛的 VOS 中。然而，该观测系统的进一步整合进度近年来放缓，所以仍需努力以实现这些达
到了设计目标的组件的可持续性，包括支持将某些非传统的研究资金支持的观测组成部分纳入业务
支持。
16.

JCOMM 2009 年 11 月 411 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的第三次届会上就在下一次修会期

间观测计划领域（OPA）的未来重点活动达成一致，具体如下，无特殊顺序：
(a)

初始观测系统的完成和可持续性（目标 100%完成），更新 OPA 实施目标，以便考虑来自
OceanObs'09 会议（2009 年 9 月，意大利，威尼斯）的意见；

(b)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整合，包括审查和更新 WMO 和 UNESCO/IOC 相关
技术出版物（4 个 WMO 出版物，以及两个 UNESCO/IOC 出版物），以及在各区域建立区
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目标：6 个地区）；

(c)

通过评估海浪测量和开发新型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来加强用于支持卫星产品和海洋模型的
全球实地海浪观测能力和质量（目标发展：提高质量和提供新技术）；

(d)

增加高资料率卫星资料通信的使用（目标：使用高资料传输速率的有关平台）

(e)

实施新型 GEOSS 应用概念的伙伴关系（PANGEA）  即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在使用海洋观测
和产品以及参与观测网维护方面的伙伴关系（目标：每年一次研讨会）；

(f)

探索包括筹资在内的各种机制，通过这些机制 JCOMM 的实地观测计划能够与其它机构
（ 如 空 间 机 构 ） 和 计 划 合 作 ， 从 而 使 JCOMM 受 益 （ 目 标 ： 新 的 资 金 和 扩 大
JCOMMOPS）；

(g)

与资料管理协调组协调完成“JCOMM 资料提交清单”，以便实时和延时提交海洋数据（目
标：完成和出版“提交清单”，作为一个 JCOMM 的技术报告）。

C.

陆地观测

水圈
17.

WHYCOS 计划在不同区域发展和实施的各个项目不断取得进展。该计划继续开发新的组成

部分，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目前在一、二、四和六区协开展了 7 个项目 ，吸引了 52 个会员国
的参与，其中 20 多个是最不发达国家，23 个是小岛国发展中国家。秘书处目前支持一区协另外四
个项目的开发。关于 WHYCOS 项目的更多情况，见 EC62I/报告 3.3。
D.

极地和冰雪圈观测

极地观测
18.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ORS）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1315 日在加拿

大渥太华举行。关于专家组的活动、文件和最终报告见http://www.wmo.int/ pages/prog/www/
Antarctica/antarctic.html。该专家组确定的任务计划包括：（1）南极责任;（2）建立在观测、研究和
服务领域的工作框架；（3）推进国际极地十年的概念；（4）牵头开发极地预报系统；以及（5）建
立伙伴关系。为了实现 WMO 在极地地区的所有这些活动需要会员的支持。ECPORS 第二次会议将
于 2010 年 10 月 1820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举行。
19.

专家组强调，极地观测不仅支持极地研究和服务，而且中纬度预测也需要。网络的可持续

性对两极地区都是关键问题。专家组指出，包括冰雪圈的所有组成部分在内的泛北极水文观测网是
一项重点工作。注意到了超级台站关系到提供综合、多学科监测，其目的是提供标准化的数据，不
仅是提供给 WIS 和 WIGOS，也是服务于卫星产品开发和空基观测资料的标定和检验。在成功的 IPY
空间任务组的基础上已经采取了行动在 ECPORS 成立了一个授权有更的新空间专题组。
20.

ECPORS 支持发起了国际极地十年（IPD），并认识到有必要广泛通报合作伙伴并吸引它

们参与。有必要与其他有关的科学机构和国际组织进一步划定 IPD 的范围，可行方式是在 2011 年年
召开一次研讨会。“发起”IPY 后续活动议程的一种办法就是细化北极和南极的预测能力。

全球冰雪圈监视
21.

ECPORS 监督和支持 WMO 全球冰雪圈监视（GCW）计划的发展。专家组认识到 GCW 的

重要性，并予以大力支持，而 GCW 将从从研究性观测扩展到预测和服务。 GCW 被视为 WIGOS 框
架内的水、天气、气候和冰雪圈（例如积雪、冰、冰川、冻土）之间的综合体。
22.

ECPORS 成立了一个 GCW 专题组，它将在该专家组的观测框架内开展工作，以支持 GCW

实施战略的制定。该实施战略的草案将在 ECPORS 在霍巴特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定稿，之后提交
Cg16 审议。会议将最后确定哪一条关于 IGOS 的冰雪圈主题（“CryOS”）能在 GCW 予以实施以及
如何实施。在会员的支持下，它将通过选定试点项目和区域/国家示范项目来检验 GCW 的运营概
念。一项关键任务将是确定 GCW 伙伴，包括那些测量/观测/监视/存档实地、空基和模拟结果的来
源（包括研究和业务来源）的冰雪圈的资料和信息以及致力于 GCW 的政府机构、各种组织和国际
机构（诸如国际永冻土协会和世界冰川监测服务机构）。
23.

ECPORS 注意到超级台站/基准台站对于综合、多学科监测的重要性；其专题组将确定候选

的 GCW 基准站。建立或扩大寒冷气候下的 GAW 站的标准化冰雪测量计划是建议的第一步。将会
制定 GCW 卫星冰雪圈候选产品清单，包括对产品科学比对的要求。这些工作需要对冰雪圈测量和
来自各种来源的产品的现有准则和标准进行汇编。
24.

GCW 将需要一个牢靠的门户网站，以满足各种用户对冰雪圈信息的需求。在开发一个虚拟

门户过程中有几个 IPY 数据中心/门户可担任适合的参与方。会员参与开发/托管原型门户网站的这个
过程对于确定长期资源需求是必要的。
25.

除了会员和各种组织、机构和研究所的实物支持外，GCW 还需要秘书处持续的支持，以监

督 GCW 的进展。
E.

交叉性内容

空基观测

26.

GOS 的空间部分包括 CMA、EUMETSAT、IMD、JMA、KMA、NOAA 和 ROSHYDROMET 运行的卫星使

命。其它运行研发（R&D）卫星并对 GOS 做出贡献机构包括 CNES、CNSA、 DLR、ESA、INPE、ISRO、
JAXA、NASA、ROSCOSMOS 和 USGS。
27.

自上次执行理事会届会以来，成功地发射了几颗促进 GOS 的卫星。关于卫星状态和计划的信

息，可查阅：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Satellites.html。
28.

2010 年 1 月，题为“2010 年 GOS 的空基部分（GOS-2010 年）”的 WMO/TD – No.1513（WMO

空 间 计 划 SP-7 ） 出 版 了 。 5 卷 中 的 第 1 卷 已 印 刷 出 版 ， 其 余 4 卷 正 放 在 网 上 ， 地 址 是：
ftp://ftp.wmo.int/Documents/PublicWeb/sat/DossierGOS/。对整套内容进行了更新，大大充实了
以前关于气象和环境卫星等信息的 WMO 第 411 号出版物，而上一个版本是 1994 年版。
29.

卫星事物高层政策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CM-10）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瑞士日内瓦

召开，会议对空间机构和参与者提出了几项建议。以下建议是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审议结果：
(a)

考虑到地球观测卫星对于 WMO 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是 WMO 会员的主要投资，CM-10 建议，
在 WMO 机构（包括执行理事会和大会）的会议和审议过程中应更重视卫星问题；

(b)

CM-10 向执行理事会建议考虑将空间计划的活动纳入 WMO 2012-2015 年预算。

30.

EC-61 批准空间天气跨计划协调组（ICTSW）之后，CaeM 立即任命了该组一名联合组长，CBS

任命了一名临时组长，直到 2010 年 CBS 的纳米比亚会议为止。WMO 有关会员提名了各自组织的空间天
气联络员和/或提名了 ICTSW 的代表。WMO 的空间计划办公室与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ISES）的官员
和代表进行了会晤，协调双方组织的计划和活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获悉了有关 WMO 新开展的
空间天气协调活动。

仪器标准和最佳规范
31.

CIMO 与 CBS 合作完成了选址分类并进一步制定了陆地地面观测站维持运行分类。仅靠使

用制造商提供的高品质仪器是无法保证所需的观测资料的质量，需要同等重视仪器的规范选址及其
维持运行。这些分类是为气象观测用户提供数据质量衡量指标，使其可以评估具体的观测资料是否
符合应用的质量要求。这对于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的监测至关重要。
32.

开发了一种审计区域仪器中心（RICS）的评价机制。该机制还为 RIC 提供了一条检查自身

是否符合规定条件以及帮助提高自身能力的途径。
33.

制定新型观测系统部署的优化配置和仪器的最佳组合的适宜指导性材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

工作。要制定这种指导材料只有最好地利用各国测试台，以便评估各种地面遥感技术。同样，在仪
器开发和测试方面的重大进展要依赖于由会员运行的中心提供出色的和持续的支持。在促进这些测
试台和中心的协调方面，CIMO 已为 CIMO 测试平台和 CIMO 牵头中心制定了通用的职责，它将提
交到 CIMO15 批准。CIMO 还邀请会员提名自己的现有设施成为 CIMO 测试台和 CIMO 牵头中心。

GOS 的演变
34.

在 CBS 的 GOS 演变专家组的主持下，审查了 12 个应用领域的指导申明（SoGs）：全球

NWP、区域 NWP、天气学、临近预报和甚短期预报、季节和年际预报、航空气象、气候监测、其它
气 候 应 用 （ CCI ） 、 海 洋 应 用 、 农 业 气 象 、 水 文 和 水 资 源 以 及 大 气 化 学 （ 详 见 ：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RRRandSOG.html）。为两个新的应用领域（空间天气（通过空间天
气跨计划协调组）和 GTOS（针对那些未在 GOS 下考虑的要求））建立用户需求和 SoG 的行动已开
展。
35.

审查了目前的“GOS 演变实施计划（EGOSIP）”的进展，并整理成文件，其中考虑了从许

多渠道的反馈，包括 AMDAR 专家组、JCOMM、GCOS、CBS 的 OPAAGIOS 的其他专家组、
WMO 区域代表、和 WMO 会员的国家联络员（NFP）（见 ETEGOS5 的最终报告附录八：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Reports/ETEGOS5Final  Report.doc）。
36.

作为对 2025 年的 GOS 新远景的一个响应， EGOSIP 新版本的编写工作已经开始。新的

EGOSIP 包括实施计划的现有版本中包含的材料，并将它扩大以涵盖新远景和 WIGOS 提及的所有领
域。起草了新的 EGOSIP 的编写指南，并将提交给 CBS 审议。英国气象局提供了资金来支持编写新
EGOSIP 所需的咨询活动。

观测系统试验（ OSE）
37.

主要的 NWP 中心和 THORPEX 参加方开展的影响研究结果都还在不断予以评审，并将在

2012 年筹备召开“WMO 第五次观测系统对数值天气预报的影响研讨会”中予以考虑。
F.

气候观测的协调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38.

旨在“支持 UNFCCC 的全球观测系统计划 2010 年实施计划（IP10）”取代了一个 2004 年

10 月公布的类似标题的 10 年计划，其中包括一套用于实施和维护全球气候观测全面系统的更新的行
动，它能满足 UNFCCC 对气候观测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20102015 年的时间表，该实施计划将提供
能够在制作全球气候产品和反演信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所需的基本气候变量（ECV）的观测资料；
并为必要的研究、模拟、分析和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支持。
39.

IP10 在 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 月期间接受了开放性的评审，目前正在定稿阶段，以便提

交给 2010 年 12 月的 UNFCCC 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并由所有缔约方审议。
40.

用于支持 UNFCCC 的 GOCS 的 20042008 年实施进展报告已提交于 2009 年 6 月在德国波恩

召开的 UNFCCC SBSTA30 会议，该报告的结论是：

(a)

对气候变化越来越高的重视程度加强了全球对一个有效的 GCOS 的重要性的认识；

(b)

发达国家大大提高了气候观测能力的很多方面，但国家报告表明在确保一些重要的观测系
统长期持续性方面进展不大；

(c)

发展中国家在实地观测网络方面缩小差距的进展有限，同时一些证据表明，某些地区的差
距还在扩大，对能力建设的支持与需求相比依然很小；

(d)

主要是因其它目的而设立的业务和研究网络和系统越来越多地响应气候的需要，包括提供
及时交换数据的需要；

(e)

空间机构已经提高了任务的连续性和观测能力，并正在日益满足资料再处理，产品制作和
获取的需求；

(f)

在过去 5 年 GCOS 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未能满足 UNFCCC 和其它更多用户群体的气
候信息方面所有的需求。

41.

GAW GHG 科学咨询组（SAG）已制作了指南，用于指导测量和分析方法的技术报告，协

调全球温室气体综合观测，质量保证和分析。
42.

总碳含量观测系统（TCCON）实施的 GHG 总柱计划对于 GHG 卫星观测的检验至关重要，

该系统已被添加到 GAW，作为地面 GHG 网的补充网络。温室气体方面的质量保证和控制活动非常
重要，需要继续并按需求扩大。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43.

WCRP 一直将原型观测系统和网络列入优先议事日程。其中一些系统，例如基线地面辐射

网，正在过渡到一个更具业务化的工作方式，并正在由 GCOS 联合主持。在许多情况下，用于研究
的资金仍然是维持某些观测系统的唯一支持来源。在休会期间，WCRP 积极参与制定进一步发展观
测系统的各个阶段，该系统不仅能够扶持气候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的气候服务。WCRP 的专家把
他们的知识用于 GCOS 实施计划的更新。
44.

WCRP 努力发展气象和海洋学的再分析以及某些区域的再分析。再分析将构成未来气候服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促进长期气候预测。WCRP 担忧支持再分析工作的资金不能持续。WCRP
还将促进对再分析产品更严格的评估。WCRP 支持实地和卫星资料的再处理，以此作为再分析的投
入，而且能够证实 IPCC 对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得出的结论的确凿性。WCRP 在观测方面的工作由
WCRP 的观测和同化专家组（WOAP）领导和协调，该专家组由 GCOS 共同建立。 WOAP 有两个次
小组来解决资料管理和再分析。上述问题列入了 WOAP 第四次会议（2010 年 3 月 2931 日，德国，
汉堡）的议程。

其它气候观测
45.

用 于 气 候 监 测 的 环 境 卫 星 资 料 的 可 持 续 协 调 处 理 （ SCOPECM ） 执 行 委 员 会 与

WCRP/GEWEX 共同召开会议，以确保与气候研究界之间更紧密联系，之后会议逐一审议了由
EUMETSAT、JMA 和 NOAA 正在开展的 5 个试点项目的现状和计划，同时审议了 NOAA 用于评估
卫星资料制作的产品的成熟度矩阵。利用它们的项目 5 个试点项目的每一个都测试了成熟度矩阵，
并向 SCOPECM 提供了反馈意见。SCOPECM 的利益攸关方包括 CEOS、GCOS、GEO、GSICS、
和 WCRP。
46.

与 CBS 管理组（包括 OPAGIOS 组长和副组长和 ETSAT）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29 日在

日内瓦会议的早期讨论鼓励 WMO 空间计划办公室进一步制定空间监测气候的概念文件，主要是利
用 GOS 到 2025 年的远景和 WMO 空基观测系统 2010 年档案（2010 年 GOS）方面已开展的工作。第
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专家会议的成果明确阐述了观测作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支柱
之一的重要性。空基观测将在今后的地球气候监测中发挥作用，目前没有监测气候的可持续架构或
国际协定。阐明有关各方各自作用和责任的概念文件将开始应对这些挑战。
G.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47.

执行理事会的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ECWG/WIGOSWIS）工作组

于 2010 年 3 月 2426 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WIGOS 分组（SGWIGOS）2009 年 10 月 19
23 日的会议的讨论结果和 WIS 跨委员会协调组（ICGWIS）于 2010 年 2 月 2226 日会议的讨论意
见。
48.

ECWG/WIGOSWIS 进一步考虑：WIGOS 项目报告；WIGOS 运行概念（CONPOS）;

WIGOS 开发和实施计划（WDIP）的执行情况; WIGOS 开发与实施战略（WDIS）；WIGOS 的紧迫
性；和整合 WMO 各观测系统的报告。
49.

ECWG/WIGOSWIS 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实施 WIGOS、实施 WIS 和加强 WIS 和

WIGOS 活动协调的建议。 ECWG/WIGOSWIS 决定向 EC62 提交 CONOPS、WDIP 并近期编写的
WDIS 的最新版本，供其审批。
50.

关于 ECWG/WIGOSWIS3 最终报告（其中包括 CONOPS、WDIP 和 WDIS 和所有 WIGOS

相关信息），可登录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index_en.html网页。

规章材料
51.

在通过建议 1（CBSExt.(06)）和批准决议 10（EC59）之后，为适合更高精确度坐标的台

站，对 WMO 第 9 号义务出版物“天气报告，A 卷（观测站）”作了修订，以建立天气观测站水平
和垂直位置都可使用的规范的基准系统。秘书处已向会员通报了修订内容，要求其根据新规格更新
其台站的信息，利用世界全球系统（WGS84）作为水平定位的金准资料系统和地球大地测量模型 96
（EGM96）作为垂直定位的基准。

______________

WMO 信息系统
3.5

开发和实施 WMO 新信息系统

3.5.1

WIS 数据通信网络和中心

3.5.1.1
WMO 第十五次大会（Cg15）强调指出，WIS 的实施应以平稳渐进过程中目前的 WMO
信息系统为基础。理事会认为，WIS 实施计划包括可同时编写的两部分。
·

A 部分：继续整合和进一步改进 GTS，面向时间性和业务性要求高的资料，包括对其扩
展，以满足世界天气监视网以及 WMO 各计划的业务需求（包括改进服务管理）；

·

B 部分：扩展信息服务，方法是给授权用户以灵活的资料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还有
灵活的及时交付服务

3.5.1.2
优先。

大会强调在实施 WIS 的 A 部分时，克服目前 GTS 实施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应给与最高的

图 1：WPIP 的时间进度

3.5.1.3
第十五次大会设立了以下时间进度：（a）整合 20072008 年 WIS 的发展、管理和实施计
划；（b）制定 20072008 年 WIS 的规章文件和指导材料；（c）在 2008 年实施第一个业务 GISC；
（d）在 20092011 年实施其它的业务 GISC；（e）实施 DCPC，即 20082011 年在 WMO 各项计划
中心的 WIS 界面。WIS 项目和实施计划（WPIP）考虑了这些时间进度以及贡献者的其它指导意见和
反馈建议，并设立了主要的时间进度以确保在第十六次大会之前建成 WIS。上面的图 1 给出了 WPIP
的时间进度。与最初的预期时间相比，虽然有些事件存在重大延误，但多数时间进度将在第十六次
大会之前实现。作为基于结果的管理的部分内容，WIS（ER 5）的绩效指标（PI）包括：达到第十五
次大会规定的时间进度要求；实施的互可操作性安排的数量和新功能的数量，包括发现、调用和检

索。虽然在有关章节对所有这些要素作了进一步描述，但是在第十六次大会之前不能实现目标的最
大风险领域是按时提交《WIS 指南》。
WMO 信息系统的不断改进 (WIS 的 A 部分)
3.5.1.4
关于 WISGTS 实时网络结构，CBS14 同意有关区域气象数据通信网（AMDCN）的概
念，其中每个 GISC 负责确保各自责任区域的通信联系和资料流得到妥善的协调。WIS 实时网（即
A 部分）将由少量的 AMDCN 和一个 WIS 核心网络组成，主要基于现有的 IMTN，并与 GISC 和
AMDCN 实现连接。GISC 的努力和所有 WIS 中心（即 DCPC 和 NC）之间的合作对于妥善开发和
维护 AMDCN 十分重要。基于标准技术（如 DVBS）的卫星资料分发系统具有更合适的覆盖范围
（如：多区域），并应当整合成为 WIS 通信结构的一部分。CBS 和 ICGWIS 与各区协及所确定的
GISC 候选中心协调，继续细化 AMDCN 和 WIS 核心网络的概念和实施计划。
3.5.1.5
根据 WIS 项目和实施计划，WIS 核心网络、AMDCN、先进分发方法（卫星）和使用互
联网连接 WIS 中心之间的关系见图 2。

图 2 – WIS 各网络之间的关系

确认关于整合两个 IMTN 网云的各项安排
3.5.1.6
由于有关 NMHS 的合作和卓有成效的努力，改进后的 MTN 项目（IMTN）的实施促进了
高效可靠的 GTS 核心数据通信网服务的快速落实，以便朝着 WIS 核心网络服务方向过渡。由
ECMWF 运行管理的网络 II 已于 2007 年 6 月向基于 MPLS 的 IPVPN 成功过渡，使 IMTN 的性能有

了大幅度提升并提高了成本效益。最近，墨尔本和华盛顿 RTH 加入了基于 IMTN MPLS 的网络 II。
改进后的 MTN（IMTN）网络 I 的所有的帧中继链接在 2009 年年底前已过渡到 IMTN 网络 II 的
MPLS 链接。图 3 给出了 IMTN 配置的演变过渡。

图 3  IMTN 配置的演变过渡

实施 WIS 的新功能（WIS 的 B 部分）
3.5.1.7
第十五次大会原则上支持有关指定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和资料采集或制作中心
（DCPC）的 WIS 程序，并鼓励会员坚持这些程序。为响应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的要求，秘书
处要求会员提供支持信息以确定可能的 GISC 和 DCPC 候选中心。ICGWIS 特设工作组和 CBS14
对 GISC 和/或 DCPC 确定的每个成员的贡献进行审议，并将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

截至 2010 年 3 月，已确定 13 个 GISC 中心和 113 个 DCPC 中心，其中 8 个 GISC 中心计划在
2010 年年底前投入试运行。
3.5.1.8
由于第十五次大会推荐的指定程序要求 WIS 候选中心展示其提供 WIS 功能的能力，所以
CBS14 建立了一个特设专家组以编写能让 WIS 候选中心向 CBS 特别届会（2010 年）展示能力的
指南和程序，从而让 2011 年举行的 Cg16 予以正式指定。这些程序于 2009 年 12 月出版，并要求
候选中心将其详细的资料在 2010 年 3 月底之前提交给 CBS 关于 GOSC 和 DCPC 示范程序（ET
GDDP）的特设专家组。随后，ETGDDP 将与候选中心合作，在 2010 年 CBS 特别届会上支持他
们 的中 心， 或者要 求他 们向 CBS 展示某 些功能。 给 会员 和信函 和有 关程 序参见以下 网址：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S/circular_letters_questionnaires.html。
3.5.1.9
确定 DCPC 所取得的一项成果是：需要向一些会员澄清 DCPC 和 NC 本身不是新的中
心，而是一种在 WIS 框架下对各个中心进行分类的方法，其主要区别是 DCPC 主要发挥一种全球、
区域或主题作用，同时 NC 主要针对国家的活动，即使它们向全世界提供资料和产品。相反，GISC
是一种承担具体任务的新中心，尤其是承建 WIS 元数据目录和发挥主要作用，以便在 WIS 核心网络
感兴趣的领域支持 DAR 和那些连接各中心的通信系统。批准 WIS 中心是必须的，这有助于确保
WIS 的所有中心满足商定的 WIS 有效和高效运行所需的界面标准，并确保与外部贡献者和用户的互
可操作性。一个中心是否属于 WIS 的部分内容，这取决于发起方的 PR 或 TC 或 RA。此外，很清楚
的是，如果大会将目前属于推荐规范的指定程序正式化，那么会员和 TC 将更加满意。
3.5.1.10 确定是否符合 WIS 的支持中心有四份关键的参考文件，包括 WIS 项目和实施计划、WIS
的功能架构、WIS 的达标规范和 WIS 的用户要求。WIS 用户要求文件的进展速度不如其它前三个文
件那么快，因为它需要专家组根据用户的要求对 WIS 的能力不断进行评估。CBS 计划在 2010 年
CBS 特别届会上研究该问题。 CBS 和 ICGWIS 发现的问题仍然是缺乏有关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
要求的信息，可将这些信息可根据 WIS 的交付时间进度和各卷进行调节。
3.5.1.11 目前，WIS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规章和指导文件，尤其是需要优先编写一份 WIS
指南。该指南将有助于编写未来的《WIS 手册》，并将包括 WIS 达标规范、WIS 功能架构以及与现
有技术规则（如 GTS 手册）的衔接。该文件将主要基于最初实施 WIS 获得的经验。
3.5.1.12 目前，开发 WIS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有若干个中心能展示 WIS 新的功能。这些中心彼
此共享知识，以便对 WIS 所需的标准和程序进行提炼。他们还通过参加研讨会等方式与其它中心共
享知识，如 2010 年 3 月日本主办的“亚洲 WIS 的成功实施”国际研讨会。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研讨
会。会议强调，为让发展中国家参与 WIS，需在这些国家开展能力建设，同时要考虑发展中国家
NMHS 的能力、机遇和制约因素。
3.5.1.13 此外，与能力建设有关的内容还包括区域协会的以下结论，即需要开发和促进那些有助
于引进 WIS 功能和服务的试点项目。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 NMHS 最有可能受
益于那些实施 WIS 的中心的经验。
3.5.1.14 为了让执行理事会更好地理解 WIS 的新功能，一些中心将在边会上提供机会登录其试运
行系统。计划在理事会会议上进行展示并举行两次信息分会。一次在 ER5 报告之前，一次在这之
后。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理事会成员有实际操作 WIS 的经验。参与的中心包括 CMA、JMA、
DWD、GISC 和一个 DCPC 候选中心（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3.5.2

WIS 资料管理

资料和元数据的表示
3.5.2.1
根据在 CBS 休会期间通过修订草案程序，OPAGISS 资料表示和电码跨计划专家组
（IPETDRC）第一次会议（2009 年 9 月）制定了《电码手册》的修订草案，并于 2009 年 12 月提
交给 WMO 会员批准。WMO 会员批准了修订案2并将于 2010 年 9 月开始实施。WMO 会员通过世界
天气监视网业务通讯获悉修订案得到批准以及实施的日期。
3.5.2.2
在回答秘书处开展的调查时，49 个国家提供了关于制定向表驱动电码格式过渡的国家计
划信息。49 个国家的三分之一向秘书处通告了他们在以下方面遇到的困难，即不能在 2010 年 11 月
截止日期之前根据过渡计划完成第一类资料（SYNOP、TEMP、PILOT 和 CLIMAT）的过渡。
IPETDRC 向那些要求获得过渡支持的国家提供建议。
3.5.2.3
2009 年 7 月在 XML 格式的 BUFR/CREX 表格的基础上，就 WMO 资料产品三级模拟的
METAR 例子的 ICAO 航空固定服务（AFTN）开展传输试验。将 XML 格式编码的 METAR 从布鲁塞
尔经伦敦、新加坡和曼谷发至香港（中国）。CAeM/CBS OPMET 资料表示专家组（ETODR）第
二次会议（2009 年 11 月，巴黎）的结论是：航空界可接受将 XML 用于 OPMET 资料编码和交换。
3.5.2.4
CBS14 认为，通过与开放的地球空间集团(OGC)更密切的合作，即制定关于网上获取地
球空间信息的标准，WMO 和 CBS 可通过以下方式受益：
·

与掌握相关资源的技术专家保持沟通以开展为期六个月的技术演示；

·

提高WMO在具体需求方面的知名度，对预期结果6、7和8做出贡献；

·

影响未来国际标准和核心标准和对现行标准予以修订，这对WMO会员将产生直接影响。

3.5.2.5

WMO 与 OGC 的谅解备忘录（MoU）于 2009 年 11 月签署。通过该 MoU:

·

OGC 将给 WMO 提供一个非盈利的 OGC 准会员资格。会员特权将仅限于 WMO 秘书处
职员，且最多 8 名指定的 WMO 会员。WMO 将向 OGC 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授予咨询地
位；

·

根据 ISO/OGC 标准和最佳实践以及 WMO 给会员的指示，OGC 和 WMO 将支持协议的合
作开发，以便在各自的气象、水文、气候和海洋学界使用 ISO 19100 系列地理信息标准；

·

OGC 和 WMO 将合作制作和出版旨在宣传两组织的任务和标准的联合宣传材料，包括有
关使用 ISO 19100 系列地理信息标准、OGC 网站地图服务（WMS）、网络要素服务

2

参见《电码手册》的修订案。
(ftp://ftp.wmo.int/Documents/MediaPublic/Publications/WMO306_CodesManual/BetweenCBSs/2010/
Amendments20091214.doc)

（WFS）、网络覆盖服务（WCS）、网站目录服务（CSW）、地理标识语言（GML）、
传感器网络启动（SWE）技术和标准及其它。
3.5.2.6
WMO/OGC 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非常重要，它提供了有关机制来协调 OGC 气象海洋和水
文工作组开展的各项活动，协调 CBS OPAGISS 专家组开展的各项活动，从而为 WIS 制定和使用
ISO/OGC 标准。根据该谅解备忘录，将 OGC 的特殊荣誉授予 8 位 WMO 专家。技术委员会主席会
议（2010 年 1 月 2830 日）审议了这一问题，并表示支持此项任务，同时根据研讨会（2009 年 11
月 2325 日，图卢兹）的推荐指定了 8 位专家负责气象领域 GIS/OGC 标准的使用。WMOOGC 气
象海洋和水文工作组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910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商定了旨在协调 WMO 和 OGC
的各项建议，以便实施 WMOOGC MoU 展品 A 中所描述的计划。

通过 GTS 传输 CLIMAT 资料的路由
3.5.2.7
CBS 负责 WISGTS 运行和实施（ETOI）的专家组与有关 RTH 联络员协调，在解决气
候月报通过 GTS 传输的路由问题发挥了牵头作用。CBS 管理组第 10 次会议（2009 年 6 月）注意
到，RTH 联络员在解决 CLIMAT 月报在 GTS 上路由的问题上反应不够迅速。根据 CBS 管理组的要
求，秘书处提请运行 RTH 的 WMO 会员确保指定的 RTH 联络员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尤其要
考虑《GTS 手册》规定的 RTH 的功能和职责。

中止CLIMAT TEMP月报
3.5.2.8
CCl 发布了决议 9.1/1（CCl15）, 并考虑了 CCl/秘书处分发给所有会员的问卷调查结
果。目的是根据 EC60 的要求，评估中止 CLIMAT TEMP 月报对其它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考虑
到绝大部分答复同意中止 CLIMAT TEMP 月报的提供、分发和国际交换。委员会决定在 CCl15 最终
节略报告的决议发布之后立即中止 CLIMAT TEMP 月报的提供、分发、监测和国际交换。此外，委
员会强调，中止 CLIMAT TEMP 月报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日常 TEMP 报或 CLIMAT 地面月报的提
供、分发、监测和交换，这些报对于 WWW、GCOS 和 WCP 至关重要。

气候 资料管理体系、互可操作性 与 WIS
3.5.2.9
CCl 气候资料管理专家组（ET 1.1）在考虑 WMO 核心标准和 WIS（参考 2009 年 3 月
1113 日在图卢兹举行的专家组会议）的基础上，正为气候元数据发现和交换制定方法，并根据
WMO 元数据核心标准、ISO 标准、新特点和新功能，为解决互可操作性的 CDMS 提出旨在发展新
的模式描述的行动建议。气候资料管理专家组和 HMEI 其他专家和代表于 2009 年 10 月在摩洛哥卡
萨布兰克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开始编写“更新 CDMS 要求”文件的主要部分，并为气候数据库管理体系
最终完成模式的描述。

能力建设
3.5.2.10 在 CCl 第十四次休会期间，各区域在气候资料管理体系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
并开展了资料拯救项目。多数工作由会员完成，有时也通过 WMO VCP 或双边合作来完成。在英国
VCP 的资助下，WMO 为太平洋 SIDS、加勒比地区、东非、中非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和 LDC 举
办培训讲习班。此外，NOAA 为 WMO VCP 基金捐款以支持 2009 年非洲的 DARE 项目。

第 15 个休会期气候 资料管理中的 C C l 工作计划部分
3.5.2.11 CCl 开放专家组将负责开展 CCl 气候资料管理活动，并将在 20102014 年休会期间提供
以下服务：
(a)

完成正在开展的气候观测要求方面的工作，尤其包括提供有关在气候学中使用 AWS 的同
行评审指南，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观测的能力建设状况和要求；

(b)

与 CIMO 合作建立有关降雪、雪深和固态降水的测量标准，以及 AWS 性能和山区气候观
测的替代标准；

(c)

一个基于原 INFOCLIMA 的新的气候元数据目录，该目录应对气候元数据进行更加深入
的描述，以便通过 WIS 来改进气候资料的发现和交换；

(d)

关于从 CLICOM 向新的 CDMS 过渡的进展评估报告，改进模式对能互可操作的气候数据
库和有关的管理体系（包括 GIS 的功能性和改进后的资料服务）的描述；

(e)

全球资料拯救监测报告，包括支持和审议地球大气环流重建（ACRE）项目、地中海资料
拯救计划（MEDARE）及在其它地区的类似计划所取得的进展；

(f)

为 NMHS 最低需求提供指南，以便从空基资料、雷达资料和其它气候研究及应用的遥感
平台资料中受益；

(g)

实施高品质全球气候资料管理体系（HQGCDMS）的项目研究，包括为气候资料的收
集、质量控制、分发和交换制定业务手册；

(h)

向包括 DARE、CDMS 和气候资料交换而组织的气候资料研讨会、大会和培训讲习班提
供咨询；

(i)

改进与 WMO 其它计划和联合发起的计划（例如空间计划、WIGOS、WIS、GCOS、
ETRP、IPY 和 WCRP）之间的合作及工作安排，上述计划将从气候观测和相关的气候资
料开发过程中受益。

进展/活动报告

1.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战略和实施框架

1.1

传统上，大多数国家已对各种灾害采取了相应行动，将其资源集中在灾后救援和应对行动

（人道主义途径）上。根据 UNISDR，许多国家仍需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开发各自的灾害风险管理
（DRM）机构能力（如按照紧急危机应变以建立弹性的投资如加强基础设施和建设部门的风险管
理），以提前主动减轻灾害引发的风险。
1.2

WMO 第十四次大会按照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 年）批准了减轻灾害风险的战略重点，

并要求通过国家和区域项目实施这些战略重点，强调这些项目应推动 WMO 各项计划、其组成机构
和合作伙伴的活动，以实施下列主旨：
(a)

实现 NMHS 及其观测系统（如需要）的现代化；

(b)

实施国家业务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c)

实施水文气象风险评估能力以支持风险评估、减轻风险和风险转移；

(d)

加强 NMHS 与 DRM 机构及其其他 DRM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

(e)

NMHS 和 DRM 合作伙伴协调有序的培训，和以政府、DRM 利益攸关方和公众为对象的宣
传计划。

1.3

减轻气象、水文和气候有关灾害的影响，这要求在 NMHS 与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提

供方）和 DRM 利益攸关方（用户）之间开展协调与合作。对此，DRR 计划与合作伙伴（如 UN
ISDR、UNDP 和世界银行）正致力于分析和了解 DRR 机构的能力以及与 NMHS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的机遇，这些合作伙伴正积极与国家政府合作开发各自的 DRM 能力。DRR 计划取得成功的一个关
键因素在于让合作伙伴参与国家/区域项目，以确保开发 NMHS 和 DRM 的体制和业务能力，同时明
确的计划、明确不同机构任务和职责的立法都能为这些项目提供支持。此外，通过 DRR 合作项目，
NMHS 和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得到了发展/加强。
1.4

作为制定实施战略的一部分，WMO 国家 DRR 能力调查、差距以及支持 DRM 的 NMHS 需

求（2006 年开展的调查）表明 WMO 会员国的 NMHS 仍面临各种挑战，其中包括：
(a)

立法和规划：近 70%的国家仍然集中在灾后响应，缺乏有效的规划，立法，协调和 DRM 机
构能力。即使 NMHS 能够提供良好的天气和气候信息，在很多国家不具备 DRM 能力来开
展备灾和防御措施。然而，一些合作伙伴（如 UNISDR 以及国际和区域开发机构）正与国

家和区域政府合作，以促进兵库框架行动纲领（HFA）的实施。这对政府和 DRM 机构接受
投资和利用 NMHS 信息和服务具有重大意义。
(b)

基础设施：超过 65%的 NMHS 在其核心基础设施方面面临重大挑战（观测网络、24 小时预
报系统、通信等），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能力的现代化和可持续性；

(c)

科技能力开发：在业务方面，近 80%的 NMHS 需要各种技术工具、指南、与气象、水文和
气候相关的灾害数据库和元数据维护方面的培训、灾害分析、绘制区划图、各种预报和分
析工具；

(d)

机构合作伙伴、协调和服务提供：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80%的 NMHS 需要与 DRM 各利益攸
关方在管理、协调、业务和服务提供方面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DRM 的
新范例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用户划分，需要认识这些用户的需求和要求。

1.5

主要合作伙伴如 UNISDR、UNDP、UNOCHA 和世界银行根据调查结果对 DRM 机构能力

作了分析，这些合作伙伴与国家政府在 DRM 管理（政策、规划和立法）和体制框架方面开展合作。
针对 DRM 的融资和机构能力是 DRR 计划战略实施的基础，通过国家和区域项目。此类信息的来源
包括： 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countries/、UN 全球评估报告（GAR）和 UNDP 国家办事
处网站，其中 UNDP 完成了针对 DRR 计划的研究。
2.

WMO DRR 项目管理框架与国家和区域项目

2.1

在实施 WMO DRR 战略目标过程中，DRR 计划采用了六个阶段的项目管理框架，包括项目

确定、规划、实施、报告和评价、可持续性和推广以及启动项目的标准：
(a)

与 WMO 有关 DRR 的战略重点相一致；

(b)

以优先重点、能力、DRR 要求和区域、次区域或国家集团中会员的需求为基础；

(c)

既具备国家能力开发部分，也有区域合作部分形成互补；

(d)

涉及综合规划、预算编制和实施，推广 WMO 技术计划，组成机构和外部伙伴的专业知
识，资源并明确界定各自的任务和职责；

(e)

基于结果的方法，有明确的结果、可交付的服务和时间进度；

(f)

必须可伸缩；

(g)

在项目涉及中必须考虑随时间的能力可持续性；

(h)

确保端对端的解决方案，使各会员具备更好 DRM 决策能力；

(i)

具有制定完善的资源调配战略。

2.2

得到资源调配办公室的协助，DRR 计划确定了有兴趣支持不同区域 DRR 活动的双边捐助

方。正在汇编一个关于这些机构负责 DRR 投资的主要官员联系信息的名单，包括区域和主题优先资
助重点，以确保各捐助方从项目开发过程的初期阶段开始参与建立一份跟踪记录。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大地震悲剧之后，WMO DRR 计划启动了两个与 UN/世界银行合作的灾后融资机制：（1）联
合国紧急呼吁解决该国更多的迫切需要；（2）由 UN/世界银行/EU 牵头的灾后需求评估和重建规划
（PDNA）。其目标是：（1）开发国家气象部门多方面的应急能力，以解决 2010 年雨季和飓风季节
的预警和信息需求；（2）该气象部门中长期发展，以支持 EWS 和海地主要经济部门的长期信息需
求。这是根据 2005 年 WMO DRR 的经验，继 2004 年海啸悲剧之后发出的灾后人道主义紧急呼吁，
当时筹集了近 80 万美元用于升级改造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全球电信系统（GTS）。这些资金用于 17 项
技术任务，以评估 GTS 升级需求和巴基斯坦、缅甸和孟加拉国的 GTS 升级。
2.3

迄今为止，已经启动了两类国家/区域合作项目：

(a)

第 一 类： 与世 界 银行、联 合国 国 际减 灾 战略（ UNISDR ） 、以 及联 合国 开发 计 划署
（UNDP）合作开展的国家和区域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项目，其重点是开发国家 DRM 能
力。传统上，这些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和 UNISDR 根据与受益国政府确定的国家 DRM 需求
发起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WMO 旨在促进发展在国家 DRM 管理框架下的国家气象、水
文和气候服务，相关的区域合作项目形成互补。项目实施涉及国家层面的多机构合作，提
升参与国际合作伙伴的能力、专业知识和网络。具体而言，这些项目是由 WMO 发展和区
域活动司、DRR 处负责管理的，并与其它 WMO 各项计划密切合作。所有 WMO 技术计划
从初期阶段均参与为同行评审的评估报告、项目确定和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类项目已
在三个次区域（六区协、二区协和五区协）中有关国家启动，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i)

东南欧： “ 东南欧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计划（ SEEDRMAP ） ”第一个这类项目始于
2007 年。受益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科索沃（根据 UNSCR 1244/99 年定义）和土
耳其。第一阶段于 2008 年完成，包括需求评估、项目确定和融资战略。可从以下网
址下载相关的评估报告：
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professional/publications/v.php?id=2214 （ 还 包 括
下列识别符：id=1741, 1742 何 7650）。第一个具体项目 —— 东南欧气象、水文和气
候资料管理与交换区域合作，旨在支持 DRR”；这是由欧洲委员会总署启动并资助的
项目。该项目由 DRR 欧洲办公室、水文和水资源管理 （HWR）以及农业气象学
（AgM）计划负责协调。该项目将于 2011 年 4 月前完成，各有关会员、WMO 和
UNDP 正在制定国家和区域后续项目，并将作为下一期项目正式提交；

(ii)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2009 年初启动，针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经与各成员磋商，现

正在制定国家评估和一个区域合作框架。这些工作一旦完成，WMO 的各项计划将参
与项目确认和建议的制定工作，融资战略将对此加以补充；
(iii)

东南亚 ，此倡议是在热带气旋非常活跃的季节之后的 2009 年第四季度启动，针对柬
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具体的国家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各
类分析将于 2010 年第四季度完成。2011 年初，将在该区域举行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
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培训研讨会和协调会（类似于四区协在哥斯达黎加举办的会
议），以便开展项目确认，WMO 的所有相关计划都将参与其中；

(b)

第二类：端对端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综合项目。这些合作项目涉及开发有效
的早期预警系统（EWS），它是以四个组成部分为基础，包括：（1）灾害检测、监测和预
报；（2）分析风险；（3）及时分发警报，需经政府授权；（4）启动备灾应急计划。为了
该系统的正常运转，这四个组成部分需与从国家到社区一级的诸多机构进行协调。这些项
目是按照 WMO 各项技术计划和组成机构在开发 NMHS 技术能力的基础上建立的，例如灾
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CBS））、山洪指导系统（FFG）（CHyHWR）、区域热
带气旋和相关的风暴潮监视产品（MMOP 和热带气旋计划），旨在加强 NMHS 与国家到地
方灾害风险管理机构之间的业务协调与合作。该框架提出了业务和协议的概念以及制定反
馈机制，以促进 NMHS 与早期预警系统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和业务。这些项目将通过
与一些区域技术和灾害风险管理机构以及从事国家早期预警系统能力开发的国际机构
（如，UNOCHA 、UNDP、世界银行和 IFRC）的合作加以实施。四区协和一区协对这些
项目进行了审议。特别是：
(i)

为了启动这些项目，以整理成文的 MHEWS 良好规范为基础，计划举办多灾种早期预
警系统培训研讨会暨协调会议。这些研讨会将在 WMO 的各区域举办，作为国家灾害
风险管理机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它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从事早期预警系统工
作的各部和机构的领导和高级主管的论坛，并且将：（1）对早期预警系统（包括古
巴、法国、意大利、中国上海和美国）良好规范记录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进行交流；
（2）审议保障灾害风险减低的各项区域倡议，特别是早期预警系统；（3）确定该区
域各国在早期预警系统规划、立法、机构和业务方面的国家能力和差距；（4）确定
开发国家早期预警系统的优先重点以及区域合作的机遇；（5）使捐助方以协调的方
式从初始阶段参与区域规划和项目制定过程；

(ii) 四区协：在四区协的支持下，WMO 与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 家天气局
（NOAANWS）、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世界银行、中美洲防灾协调
中心（CEPREDENAC）及加勒比灾害紧急管理署（CDEMA）合作，于 2010 年 3 月
222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召开了首次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培训研讨会，重点放
在机构间伙伴关系与协调上。此次会议的成果将被用于促进制定具体的次区域合作计
划，其中包括国家和区域的具体项目，同时使四区协 DDR 工作组、WMO 各技术计
划、各技术委员会、会员及相关区域和国际机构参与其中。此次研讨会信息可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r/events/MHEWSCostaRica/index_en.html：

a.

三个国家（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 参与的中美洲水文气象灾害早期
预警系统示范项目，该项目在四区协领导下，所有相关的伙伴参与其中。评估和
项目认证工作已经完成并在筹措资金；

b.

根据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研讨会提出的建议，将于 2010 年
制定加勒比多灾种早期预警计划；

(iii)

一区协：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水文气象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示范项目。正在
构建 SWFDP 和 FFG 能力的 SADC 国家中，多数仍通过灾后救济和灾后响应行动被动
地应对灾害，而且缺少能够将天气和气候信息及预警服务有效用于备灾防灾的 DRM
制度结构、业务能力和协调能力。该区域预计将于 2010 年第四季度举办多灾种早期
预警系统培训和协调研讨会，以便在那些其 NMHS 既具备技术能力，又具备一定应
急备灾机构能力的国家，为区域端到端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示范项目制定路线图和融
资战略。

3.

各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支持 DRR 项目的技术能力开发及培训活动

为风险评估与规划提供灾害信息和分析
3.1

实行有效灾害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要量化风险，注重灾害分析统计工具的重要作用。包括

水文学委员会（CHy）、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JCOMM） 在内的各委员会正在制定资料、元数据标准化指南以及分别开发洪水、干旱和风暴
潮灾害分析工具。
3.2

WCRP 和 UNESCO 联合发起的极端气候事件评估标准和方法研讨会将于 2010 年 9 月 2729

日在 UNESCO 总部（法国巴黎）举行。此次研讨会将审议利益攸关方对改进气候极端事件信息的需
求、审议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确定不足之处，并促进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气候资
料制作方及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积极对话，以便制定战略或未来的研究。干旱已被视为 WCRP 极端事
件活动的重点。为了使目前全球干旱研究活动之间最大程度地相互配合，以及通过 WCRP 项目和活
动将缺乏或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作为优先重点工作，将于 2011 年初举办一次研讨会。
3.3

2009 年 9 月 1417 日，WMO 和马里国家气象局在马里的巴马科组织召开了干旱监测培训研

讨会。总共有 27 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其中马里有 22 名人员与会，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国家抗旱中
心有四位讲师与会。马里的与会者包括马里多学科工作组（法语简称为 GTP）的代表：国家气象局
（DMN）、农业部（DNA）、国家水文局（DNH）以及农业研究所（IER）。该研讨会由意大利合
作署提供资助，是作为马里农业自然灾害评估（ANADIAMALI）项目的一部分。
3.4

2009 年 2 月 1617 日，WMO 和中国气象局（CMA）在中国北京组织了“国际干旱与极端温

度研讨会：可持续农林渔业的备灾与管理”，同时还于 2009 年 2 月 1819 日召开了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干旱与极端温度专家组会议，会议在审议过程中使用了一些报告和建议。来自气候和农业研究院
所、大学及环境监测组织的 40 多位科学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通过了农牧林业应对日益严重
的干旱和极端温度的若干建议，其中包括支持更积极的抗旱计划；促进更合理利用水的应对战略，

例如：新的耐旱作物品种，蓄水，微灌技术，以及农林业；农业更有效地利用地下水。实施这些应
对战略将需要更好地利用天气和气候信息及早期预警系统，以帮助确定何时何地采用这些战略。
3.5

同等干旱强度会由于基础脆弱性各异而对不同地区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早期预警系统

的提供方和最终用户需要不断的互动。为此，资料监测机构之间的协调对于促进有效的决策至关重
要。为了向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应在所有受灾国家针对不同行业开展简单而系统的干旱影
响分析。
3.6

2009 年 12 月 811 日，在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举办了区域间干旱指数和早期预警系统研讨

会。来自 22 个国家的 54 位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内布拉斯加大学自然资源学院和
国家抗旱中心、WMO、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农业部（USDA）和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UNCCD）联合发起。研讨会审议了目前全球各地所使用的反映气象、农业和水文干
旱特征的干旱指数，评估了收集干旱影响信息的能力，评审了目前和新兴的干旱监测技术并讨论了
用同样标准指数描述不同干旱类型的必要性。该研讨会网址：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agm/meetings/wies09/index_en.html
3.7

WMO 将制作 SPI 用户手册，并建立两个工作组，其目标是到 2010 年底向全球推荐使用应

对农业和水文干旱的指数。为此，理事会对于与 UNISDR 合作组织农业和水文干旱指数工作组会议
并合作完成 2011 年联合国全球 DRR 评估报告干旱风险章节表示欢迎。
3.8

干旱综合管理计划是 WMO 和全球水伙伴关系根据类似的洪水管理联合计划（APFM 

www.apfm.info）而提出的。干旱综合管理计划针对从事干旱监测、预测、干旱风险降低和管理的政
府间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预计首要的受益方是负责制定干旱管理政策和/或实施干旱监测、预
测、备灾和减灾系统的政府机关和机构。预计第二受益方是决策者和负责实施减灾和适应等政策的
管理者、参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倡议及干旱响应工作的非政府机构以及易受干旱影响的利益攸关
方。主要的方法是全球协调努力加强干旱监测、风险判定、干旱预测和早期预警服务，并建立干旱
管理知识库。
4.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和应急响应业务

4.1

DRR 计划利用多学科专家过程（包括举办两次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国际研讨会），促进了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七个良好规范（古巴、孟加拉、法国、德国、日本、上海市和美国）的文件
编写。在对这些良好规范加以综合的基础上，DRR 计划制定了“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机构伙伴关系及
合作指南”，并将于 2010 年出版。DRR 计划与教育和培训计划（ETR）合作，制定了针对 NMHS 和
DRM 机构高级管理层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培训计划。2009 年 10 月 13 日，WMO 在克罗地亚普拉
举 办 了 首 次 培 训 ， 作 为 东 南 欧 NMHS 和 国 家 DRM 机 构 主 管 培 训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r/events/Pula/index_en.html）。2010 年 3 月 2226 日，在哥斯达黎
加圣何塞举办了第二次培训，作为中美洲水文气象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示范项目的一部分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r/events/MHEWSCostaRica/index_en.html）。该培训研讨会支持技
术开发项目，以加强各国的备灾和响应，并开展 NMHS 和 DRM 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

4.2

有关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的信息，请参见 EC62/报告 3.1（预期结果 1）。

4.3

与其它组织（包括西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WHO、IRI、巴斯德研究所、防治疟疾

协会和韩国国际合作厅（KOICA））合作，目前正在开展下列有关天气和气候敏感型疾病的各种公
共气象服务计划（PWSP）项目和活动，以支持 DDR：
(a)

干中学（LTD）：
(i)

马达加斯加天气、气候和健康工作组指导实施关于提供天气和气候信息及服务防治疟
疾、裂谷热和瘟疫的项目；

(ii)

巴拿马项目对气候与登革热之间的关系进行调研；

(iii)

在智利和秘鲁，LTD 项目指导用户界（包括两国卫生部门及 NMHS）之间开展对话；

(b)

在埃塞俄比亚，电脑软件工具 OpenHealthMapper 分析天气和气候对疟疾的影响；

(c)

在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公共气象服务计划（PWSP）同
样正在指导天气和气候对疟疾和脑膜炎的影响调研项目；

(d)

公共气象服务计划（PWSP）与 WMO 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合作，促进制定高温健康预警
系统指南。

4.4

WMO 与美国国际开发局/美国对外援助办公室（USAID/OFDA）合作在南部非洲启动了山

洪指导项目，该项目使用通过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开发的产品。 利用这些项目产生的
协同作用，WMO 现正与 USAID/OFDA 合作制定赞比西河流域洪水预报和早期预警战略。拟定的项
目旨在评估赞比西河流域（重点在赞比西河流域地区）各国的洪水预报和早期预警的能力，并制定
统一战略。2009 年 12 月，WMO 与 USAID/OFDA 及莫桑比克国家气象局INAM 合作，在莫桑比克
马普托组织了区域磋商会议，旨在收集赞比西河流域各国的必要信息以支持制定赞比西河流域洪水
预报和早期预警（FFEW）战略，并对该示范项目的实施作出决定。这将有助于赞比西河流域各国为
实时共享洪水信息建立信心。
4.5

2009 年 5 月 1114 日，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了由 APFM、联合国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十年计

划（UNWDPC）、WMO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城市水资源管理区域中心德黑兰
（RCUWM）联合主办的区域培训研讨会。与会成员超过 29 个，其中包括来自西亚水资源管理、灾
害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和空间规划领域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他们就其各自国家洪水综
合管理情况交流经验和最佳规范。
4.6

根据毛里塔尼亚常任代表的要求，为了制定积极应对洪水灾害的方法，2009 年 7 月 12 日

在努瓦克肖特（毛里塔尼亚）举办了国家洪水综合管理（IFM）研讨会，其主要目标是向相关的政府
部门、地方管理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阐明洪水综合管理概念。该研讨会是与 WMO 共同主办，作
为提高国家应对洪水事件能力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专家
和官员、国家危机委员会成员、国会议员和洪水多发区的地方行政人员、不同相关技术政府部门以

及联合国系统和 NGO 的代表。作为研讨会的一项后续工作，编写了一份项目文件，以在各国的选定
地区实施洪水综合管理（IFM）示范项目。
4.7

2009 年 8 月 1014 日，马来西亚政府灌溉排水局（DID）、APFM 和 CapNet 、洪水综合管

理（IFM）能力建设计划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组织了洪水综合管理方法高层宣传研讨会。大约有 50 位
DID 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师以及来自其他部门和 NGO 的专家参加了本次培训计划。同样，
2009 年 11 月 9 日，在意大利都灵举办了洪水综合管理介绍会，向负责环境、土地利用规划、洪水预
报和民防的区域行政官员及其他专业人士介绍洪水综合管理概念。
4.8

鉴于风暴潮监视系统（SSWS）的综合性，因此，将对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

的各部分进行评估，加以适当的组合，此活动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风暴潮监视系统各部分的开发
要有区域差异。然而，预计将对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风暴潮监视系统的示范版本进行试运行，
以便获取此复杂综合系统日常业务运行的经验。从促进并与其它项目（包括第一、五区协的上海多
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和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共享海岸带洪水规范的角度而言，建议示范项目将重
点初步放在孟加拉湾地区（孟加拉）和加勒比地区（多米尼加共和国）。
4.9

2009年11月，JCOMM3重申了改进风暴潮预报的重要性，并阐述了其对于实现该目标的作

用。未来风暴潮预报能力将得益于相关各项活动（例如，UNESCOIOC“提高区域海岸带灾害预报和
资料门户系统的能力”、WMO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拟定的ESA 风暴潮应用研发项目）之间的
联系与协作。
4.10

TCP 区域机构一直在开发风暴潮监视系统。2009 年，新德里 RSMC 与德里印度理工学院

（IIT）合作，将 IIT 高分辨率风暴潮模型投入业务使用，以便为热带气旋专家组成员提供风暴潮咨
询。2009 年 6 月，东京 RSMC 就台风委员会成员风暴潮模型应用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根据调查
结果制定了关于提供风暴潮模型指南的计划。五区协在热带气旋委员会（TCC）第 12 次会议上建立
了行动组以解决这一问题，并于 2008 年 12 月举行了其首次会议。一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TCC）
建立了风暴潮监视系统特设工作组，并在 2008 年 10 月通过了区域方案。预计一区协和五区协将在
其 2010 年的热带气旋委员会会议上采取进一步行动。
4.11

在开发区域风暴潮监视系统的同时，针对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成员，TCP 和 JCOMM 于

2008 年 12 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联合组织了第 5 次 WMO 风暴潮和海浪分析及预报研讨会，旨在交流
关于风暴潮模拟、分析和预报的实际经验。TCP 和 JCOMM 拟尽早为加勒比和西北太平洋地区举办
类似的研讨会。将在德里印度理工学院为热带气旋专家组成员继续举办风暴潮预报培训，并计划邀
请其它区域的成员与会。
4.12

2008 年 7 月，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在其第 12 次会议上建议，制定、实施和评估五区协灾

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并认为该项目应从初始阶段就包括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警部分以及 DRR 部
分。同时还认为，该项目应被视为灾害性天气预报和减轻灾害风险示范项目（SWFDDP），并建立
区域子项目管理组（RSMT），以便对实施阶段加以规划和协调、安排项目评估。RSMT 将向五区协
热带气旋委员会提交报告，以便监督项目进展、为五区协的决策提供建议。

4.13

台风委员会与水文和水资源管理（HWR）计划之间在其各项目中建立了紧密合作，包括湄

公河HYCOS 和 WMO 洪水预报倡议。2010 年 2 月，热带气旋专家组在其第 37 次会议上决定，通过
涉及专家组所在区域的 HWR 项目，特别是喜玛拉雅HYCOS，与 HWR 计划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4.14

随着水文学家和灾害管理专家参与到 TCP 区域机构例会的讨论，TCP 区域机构正在逐步采

取多灾种方法。自 2008 年以来，四区协飓风委员会一直派代表参加加勒比及邻近地区海啸和其它海
岸带灾害预警系统政府间协调组（ICG/CARIBE EWSII）会议，旨在作为加勒比地区海啸预警系统
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热带气旋专家组建立了 DRR 工作组，并决定在 2010 年 2 月举行的其第 37
次会议上，派其秘书参加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政府间协调组（ICG/IOTWS）会议。
4.15

2007 年启动的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项目，其组成部分如下：

(a)

临近预报应用于提供公共气象服务示范项目；

(b)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计划管理、机构协调机制开发和社区备灾项目；

(c)

WWR 中尺度集合数值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d)

GURME 空气污染示范项目；

(e)

高温天气健康预警系统（HHWS）示范项目及互比；

(f)

热带气旋：

4.16



热带气旋和相关海洋灾害早期预警系统；



预报和验证示范项目。

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利用协调的方法，使科学研究司（RES）/大气研究和环境处

（ARE）管理下的所有 WMO 相关技术计划参与，为各 NMHS 提供各种灾害的临近预报和预报技术
能力开发。这种方法将被用于证明通过将 WMO 各计划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用于帮助会员开发其各自
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能够取得效益。热带气旋和相关海洋灾害早期探测和预警系统、临近预报应
用于提供公共气象服务、GURME 空气污染示范项目以及管理、机构协调机制开发和社区备灾活动进
展顺利。目前正在研究中尺度集合预报能力的各种模式及其应用。高温健康预警系统（HHWS）部
分包括业务 HHWS，采用的方法是以导致危险热浪的天气条件分类和上海流行病学数据为基础。该
系统将进一步包括业务发布旅客所熟悉的各种指数，并通过上海的各类通讯机构加以宣传。上海的
这种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方法正在做出示范，旨在推广到其它需要多灾种方法技术能力开发的国
家。
4.17

EC61 批准了为 2010 年世博会临近预报服务示范项目（WENS）制定的项目实施计划。同

时也支持 WENS 的下列目标：展示临近预报应用如何利用 2010 年世博会带来的机遇加强对高影响天
气的短期预报、促进了解和提高 WMO 会员临近预报服务的能力。，该项目将在 2010 年世博会期间

临近预报服务示范后结束。WENS 的主要成果将包括：出版 WMO 临近预报服务指南、举办 WMO
会员能力建设研讨会。
4.18

GURME 上海空气污染项目于 2007 年 2 月启动，且进展顺利，特别是在提供业务臭氧预报

方面。目前该项目正在提供观测资料的实时显示。在该项目范围内，对观测台站进行了升级并建立
了新台站，资料管理业已建立，开展了基于地面测量和卫星观测的气溶胶研究，对涉及霾和粉尘污
染的气溶胶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开展了城市干热岛效应研究、上海地表特征分布的分析、紫外线辐
射研究和预报。GURME 正在帮助上海气象局制作其最佳产品，为此，计划在 2010 年举办一次研讨
会，重点放在业务产品的提供方面。
4.19

自 2000 年气候学委员会上海高温健康预警系统示范项目以来，上海气象局（SMB）已与

地方及区域健康、通讯和应急响应机构（例如，疾病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局、媒体界）之间建立起
有效的伙伴关系，并在不断发展，高温健康预警系统部分依赖于这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在 2010 年高
温季节，上海气象局准备向其伙伴发布专门的热浪预警及信息，并向当地居民和访客发布公共预
警。对上海热型气候的详细研究以及流行病学证据都用于促进热浪的防灾、备灾和响应活动。为
2010 年世博会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筹备 HHWS 的项目将成为一项案例研究，这将提高会员对各
HHWS 的认识以及对系统实施需求的认识。
4.20

热带气旋和相关海洋灾害项目部分的早期预警系统取得了进展。中国气象局（CMA）一直

在扩大上海周边浅水海域海浪和风暴潮观测网。通过在该项目部分框架下建立的国家和国际合作，
CMA 现已能够从其它机构负责的网络获取观测资料。为了改进早期预警系统，已与东京 RSMC 建立
了直接联系。风暴潮和海浪模型业已实施。为了能够制作和提供海岸带洪水预报及预警服务，已建
立起风暴潮、海浪和洪水预报综合方法，该方法将在 2010 年世博会期间作出示范。“西北太平洋热
带气旋集合预报研究项目”将通过 CMA/NMC、CMA/SMB 和 CMA/STI 的努力，为 2010 年上海世博
会做出贡献。该项目将是首批实时使用 GIFSTIGGE 概念。
4.21

2010 年 1 月 12 日海地地震造成灾难性影响，随后四区协和秘书处在组织协调，为重建海

地气象局提供紧急援助。WMO 评估团已开始提供海地气象局端对端监测、预报和预警分发系统状态
的最新信息，同时，根据 DRR 国家发展和区域协调框架，许多会员提供了技术支持，帮助制定紧急
措施以及制定实现气象局重建的较长期全面计划。在四区协飓风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期间举行的边会
上，应四区协主席的要求，建立了 WMO 四区协海地工作组（HTT），并召开了会议（2010 年 3 月
9 日）。HTT 组长为 JeanNoël Degrace 先生（法属马提尼克岛），并得到了秘书处（P. Chen, H.
Hidalgo）的支持。主要针对雨季和飓风季节（包括重大事件）来临之前的应急行动，制定了一项行
动计划。2010 年 3 月 2226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了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培训研讨会（四区
协），期间召开了边会，以促进与会者（NMHS 及其各自的应急管理组织）了解 WMO 发起的“援助
海地”倡议。会议由 JeanNoël Degrace 先生和 P. Chen 先生负责。WMO 评估组（“A组”）从 4 月
510 日开展评估工作。成员有：Abdoulaye Harou 先生（加拿大）、JeanNoël Degrace 先生（法
属马提尼克岛）和 Serge Pienys 先生（顾问）。在海地，评估组将由海地气象局局长 Ronald
Semelfort 先生陪同，并与海地民防助理协调员 Abel Nazaire 先生密切合作。评估组将开展广泛的信
息收集活动，包括海地气象局的现状；并与依靠天气服务的海地各类机构以及为海地提供人道主义

响应、发展和重建工作的联合国各组织和开发组织进行联系（例如，UNDP、 OCHA、世界银行、
IADB、IFRC、ITU）。WMO 正在寻求海地 NMHS 的发展机遇，并通过灾后资助机会来筹措资金。
5.

金融风险转移市场的大灾保险和天气风险管理

5.1

为了将保险业的工作纳入到 NMHS 的计划活动中，2007 年，WMO DRR 计划推动召开了气

象 、 水 文 和 气 候 服 务 对 大 灾 保 险 及 天 气 指 数 保 险 需 求 用 户 研 讨 会 （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r/events/catinsurancewrmmarkets2007/index_en.html）。此次会议建
议且执行理事会随后要求 WMO 促进制定向保险/再保险行业提供服务的指南。
6.

气候灾害风险管理服务开发的新机遇

6.1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强调了灾害风险管理作为气候变化适应一个重要部分的重

要性。为此，大会建议：
(a)

确定需求。必须利用系统的需求推动方法来确定不同行业 DRM 用户界的需求。这就需要气
候信息提供方与目标用户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和双向合作。兵库行动框架下灾害风险管理协
调框架对于与用户建立联系至关重要；

(b)

试点研究的推广。 已经对开发和利用有关气候信息来管理某些部门/行业的风险进行了试
点。这些工作需通过协调的业务机构框架加以确认、评估并推广；

(c)

增加资料方面的投资。历史和实时气候资料是至关重要的，但目前正迫切需要向 NMHS 增
加投资，以加强观测网络和资料维护系统；

(d)

气候预测技术。气候预测技术（例如，季节、年际、年代际预测技术）为改进不同时间尺
度的行业 DRR 规划（从战术到战略规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有必要开展协调
研究以改进这些为 DRM 提供相关信息的工具（例如，较长时间尺度的干旱、热带气旋、洪
水和热浪的趋势和分布预测）。有必要使这些工具业务化，以确保在行业规划中可持续的
提供和利用信息。

(e)

决策者意识。气候信息的利用必须要根据公众和决策者系统认识计划予以加强。

6.2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大会讨论了 GFCS 模式内的用

户衔接计划（UIP）概念。UIP 要求促进关键行业气候服务用户和气候服务提供方的之间的互动。关
键行业的气候服务用户是灾害管理部门。IPCC 注意到，根据极端水文气象事件的类型，随着温室气
体浓度增加且地球变暖，气候学可能或很可能也将发生变化。对于那些已面临特殊水文气象极端事
件、洪水、热带气旋、干旱、森林火灾等灾害的社区而言，极为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形式可能最具
成本效益的形式就是减低其灾害风险。NMHS 已与灾害管理部门建立了良好关系，在我们进入下一
个财务期时，WMO DRR 计划的一个重点将是更侧重于确定可能或很可能频率更高的区域极端事
件，并以兵库框架为指导，促进 NMHS 与灾害管理者之间就最适合的 DRR 战略展开对话。

6.3

气象界可以利用新的机遇整合气候变化适应和 DRR，前提是为最脆弱的社区制定科学的灾

害风险概况以及根据这些风险评估制定行动计划并予以资助，以减轻威胁各社区的灾害风险。显
然，使这一能力主流化的有效和可持续的方法就是使其成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一部分。
6.4

除了在 WMO 计划过程内解决整合气候变化适应和 DRR 的问题之外，很显然，在更广泛的

社会内，为了给保险和再保险行业制定 DRR 气候服务，正在开展一些重要倡议，这对更广泛的减低
灾害风险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包括大批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及协会在内的企业研究网的支持下，与
NCAR/UCAR、GFDL、英国气象局、里丁大学、埃克塞特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学院、普林斯敦大
学、俄克拉荷马大学、牛津大学和灾难风险模拟公司合作启动了一项协调研究计划，根据各类气候
预测和分析技术开发气候服务，特别着重于了解季节、年际和年代际时间尺度极端事件的特征和分
布。该倡议遵循美国、英国和欧盟的新一轮立法，要求保险行业定期报告其有关极端事件的气候风
险。这是政府为与私营保险/再保险公司展开讨论采取的部分行动，以期探寻通过加强公/私伙伴关系
应对该行业气候风险的方法。这些活动有望推广到所有西欧国家以及新兴保险市场（印度、中国、
巴西等国）。为保险和再保险行业开发气候服务将给一些其他 DRM 利益攸关方带来直接的影响。该
团体已表示有兴趣参加 WMO DRM 气候服务工作组，以便促进 WMO 在该领域的各项活动。
6.5

WCRP 和UNESCO 联合发起的极端气候事件评估标准和方法研讨会将于2010年9月2729日

在UNESCO总部（法国巴黎）举行。此次研讨会将审议利益攸关方对改进气候极端事件信息的需
求、审议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确定不足之处，并促进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气候资
料制作方及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积极对话，以便制定战略或未来的研究。干旱已被视为WCRP极端事
件活动的重点。为了使目前全球干旱研究活动之间最大程度地相互配合，以及通过WCRP项目和活
动将缺乏或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作为优先重点工作，将于2011年初举办一次研讨会。
6.6

为帮助大非洲之角（GHA）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开展气候预测，并在其适应

计划中加以适当利用，WMO 和世界银行正在合作制定和实施三次联动实践培训研讨会计划。该项目
和这些研讨会将论证该区域有效气候风险管理战略的关键因素。该计划将由内罗毕 IGAD（政府间发
展管理局）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ICPAC）与 WMO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和 WCRP、WMO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WCASP）以及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合作实施。该项目
的总体目标是确保 GHA 地区各国关注观测和资料需求、论证区域模式的使用和评估、对模式的局限
性提出建议以及提高整个 GHA 地区各国利用资料记录和模式预测进行适应规划的能力。该项目尤其
要示范气候信息在农业/粮食安全和水资源行业的应用。为了对三个研讨会的具体实施制定计划，同
时特别考虑到区域决策者对气候信息的需求以及强调研讨会之间的关联性，2009 年 6 月 2224 日在
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

__________

提高会员提供和利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的能力

公共气象服务（PWS）
1.

WMO 协助 NMHS 发展技术和能力，以评估用户的需求及其对从 NMHS 所获得服务的满意

度和看法，这使他们能够集中其财务和人力资源以及业务程序，来有效地满足用户的重点需求。由
PWSP 进行的调查显示，目前仍有许多 NMHS 尚未实施与用户重点需求有关的活动。公共气象服务
计划（PWSP）把重点放在包括在 PWS 培训活动中的这些方面。
2.

2010 年世界博览会临近预报服务（WENS）示范项目将展示应用于世博会期间高影响天气

的临近预报服务。将开展一个后续项目，以评估 WENS 的影响。随后将出版有关提供临近预报服务
的指南，来反映从 WENS 中获得的经验，并为 WMO 会员举办能力建设研讨会。WENS 的科学指导
组（SSG）曾于 2009 年 10 月在中国上海开会，评估项目的执行情况。SSG 对于其进展表示满意。
3.

开展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是为了利用数值天气预报（NWP）产品来改进目

前尚未使用复杂模式输出结果的那些国家的灾害性天气预报服务。SWFDP 的公共气象服务（PWS）
组成部分旨在使 NMHS 具备提高其与灾害团体之间合作的技能，以增加危险天气事件发生时可能发
布的预警的有效性。目前，这一项目正在一区协和四区协的南部和东部国家实施。有计划开始在二
区协启动 SWFDP 项目。
4.

在与媒体合作、公众教育和宣传以及技术应用于沟通和传播等领域提供服务，在减轻灾害

风险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DRR 和 PWS 在诸如 DRR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示范项目
上的合作将加强灾害性事件预警的沟通和传播。这一合作将在未来类似的 PWSP 和 DRR 项目中继续
得到加强。
5.

预警颜色信号让公众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在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天气可能变得危险。在天

气图中使用的颜色表明危险地严重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各国的现行做法，在运用于颜色
信号预警产品中的颜色方案存在一致性问题，这就给用户获取多种产品造成了困惑。PWSP 和基本系
统委员会 PWS 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希望能牵头解决这个问题。
6.

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于 2010 年 2 月 2526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

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这是根据 WMO 论坛和与服务提供相关的
WMO 计划起草的。工作组决定战略草案和建议应当提交执行理事会，并将提交大会通过。战略涉及
的主要领域包括：

(a)

战略的指导原则；

(b)

有效服务的属性；

(c)

WMO 服务提供的内容；

(d)

WMO 在服务提供中的作用，以及 NMHS 的优先重点和职责；

(e)

战略的实施。

7.

“干中学” （LTD）的倡议是 WMO 国际安全和可持续生活大会提出的，此次会议是 2007 年

3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按照该建议要在五年内实现对社会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增值。LTD
概念背后的理念是要协助 NMHS 开发和提供更大范围的产品和服务，以加强社会和经济效益。LTD
项目是与 AEMET、WHO、IRI、巴斯德研究所反疟疾协会合作建立的，具体如下：
(a)

马达加斯加天气、气候和健康工作组指导项目的实施，以提供天气和气候信息及服务从而
防治疟疾，裂谷热和瘟疫；

(b)

巴拿马项目调查了气候与登革热的关系；

(c)

在智利和秘鲁，LTD 项目开始与用户群对话包括国内的各部门及 NMHS；

(d)

在埃塞俄比亚，由韩国资助的 LTD 综合天气、气候和健康资料以防治疟疾。

8.

世界天气信息中心（WWIS）提供由各国 NMHS 提供的选定城市的官方天气观测、天气预

报和气候信息。借助媒体向公众提供这些信息。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取：http://worldweather.wmo.int。
WWIS 是由中国香港天文台（HKO）主办和协调。这里提供英文版本。主办的其它语言包括阿曼
（阿拉伯语）、中国（中文）、法国（法语）、德国（德语）、葡萄牙（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西
班牙语）。最近网站还添加了新的导航功能和谷歌应用程序。
9.

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SWIC）网站也是由香港天文台主办并且覆盖了所有的气旋多发地

区。网站提供由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热带气旋预警中心（TCWC）和各国 NMHS 提供的
与热带气旋、暴雨和雷暴相关的预警。可查询以下网站： http://severe.worldweather.wmo.int.
10.

“WMO 论坛：社会和经济应用以及天气、气候和水的效益”成立于 2007 年，为 WMO 提供

建议和指导意见，以协助 NMHS 在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中充分评估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
益，以及加强提供此类服务。论坛包括一个广泛的会员基础（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非政府组织，世
界银行，卫生部门等）和任务。2009 年 6 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通过了新的职责（ToR）。论坛
为起草“WMO 服务提供战略”做出了贡献。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socioeconomictaskforce.htm
11.

自 EC61（2009 年）以来，开展了以下这些有关公共天气服务各方面的能力建设事件：

(a)

第二届国家培训研讨会“干中学项目：NMHS 和卫生部人员使用气象、气候和健康资料的交
叉培训研讨会 ”（2010 年 3 月，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

(b)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培训研讨会，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合作伙伴协调 EWS 的会议（2010 年
3 月，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c)

四区协飓风预报预警和公共天气服务研讨会（与 TCP 共同主办）（2010 年 3 月，美国，佛
罗里达州，迈阿密）；

(d)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斐济气象局（FMS）、芬兰气象局（FMI）、WMO 宣传和信
息服务处主办的气象培训课程（2010 年 2 月，斐济群岛，纳迪）；

(e)

东南亚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开发（SWFDP） 研讨会（2010 年 2 月，越南，河内）；

(f)

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提高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提供以及降低灾害脆弱性的区域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g)

热带气旋巡回研讨会（2009 年 11 月，中国南京）；

(h)

第八届南半球公共天气服务研讨会（2009 年 10 月，澳大利亚墨尔本）；

(i)

西非局长会议研讨会（Conference de Directeurs de l´Afrique Ouest  CDAO）和脑膜炎环境风
险信息技术（MERIT）项目能力建设委员为与 NMHS 和卫生部门建立合作（2009 年 10
月，尼日尔，尼亚美）；

(j)

评估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培训研讨会（2009 年 9 月，中国南京）。

农业气象学（AGM）
12.

2009 年 6 月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办了一届气候变化和农业适应措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

次研讨会是由 WMO、欧洲地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面临环境风险的农业适应（ADAGIO）项目、欧盟
COST 行 动 734“气 候变化 和变 率对欧 洲农 业的影响 ”以 及 “中东 欧气候 变化 影响和 脆弱 性评 估
“（CECILIA）项目共同赞助的。此次研讨会是由维也纳自然资源和应用生命科学大学主办的。来自
欧洲各国和组织超过 60 名与会者参加了此次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和六区协农业气象工作组的
会议一起在自然资源和应用生命科学大学（BOKU）举办的。

13.

2009 年 4 月在布基那法索的瓦加杜古举办了一届西非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研讨会。此

次研讨会是由 WMO、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西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非洲开发银行
（AfDB）、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国际作物半干旱热带研究所（ICRISAT）、国际家
畜研究所 （ILRI）和布基纳法索政府民用航空和气象总局共同主办的。此次研讨会汇集了 70 名专家
和主要决策者，讨论并为西非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出了建
议。
14.

2009 年 5 月在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举办了一次用于可持续农业的天气和气候产品与服务

的内容、宣传和使用的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由 WMO、南昆士兰大学、南澳大利亚研究与发展
研究所、澳大利亚气象局、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全球气候研究（APN）亚太网、澳大利亚气候变
率研究与发展计划管理 中心以及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共同主办的。此次研讨会汇集了 80
多名科学家，主要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两个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专家的会员、农业部门的代表、
以及来自学术界和农业社会的代表。特别注意的是，举办一次与 6 名澳大利亚农民对话的农民圆桌
会议。
15.

分别举办了 CAgM 农民使用农业气象产品和内容及推广服务专家组（ETCUAPOPAG 1）

的会议以及 CAgM 宣传农业气象产品和服务专家组（ETCAPSOPAG 2）的会议。所有的专家组成员
参加了国际研讨会。
16.

秘书处代表 WMO 出席下列会议：减少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二次会议（2009 年 6 月，日内

瓦）；巴西农业气象大会（2009 年 9 月，巴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九次大
会以及 UNCCD 第一次科学大会（2009 年 9 月，阿根廷）；生物多样性和其它 EMG（环境管理组）
问题会议（2009 年 11 月，意大利）；国际农业合作组织第一次会议（2009 年 11 月，日内瓦）；世
界甜菜和甘蔗种植者协会（WABCG）与国际糖业组织协商第 20 次会议（2009 年 11 月，英国）以
及干旱地区人民和环境养育：21 世纪问题与议程（2009 年 11 月，印度）。
17.

由 WMO、美国农业部（USDA）、美国东南气候联盟（SECC）联合主办了一次国家和区

域级别的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影响和适应研讨会（2008 年 11 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市）。此次研讨会是与 WMO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气候变化、变率与农业自然灾害执行 /协调组
（ICT）会议以及 SECC 会员的会议一起举办的。大约有来自 10 个国家的 60 多人出席了此次研讨
会。
18.

天气、气候和农民巡回讲习班在 2009 年继续取得了重大进展。气象和农业（METAGRI）

项目在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塞内加尔组织了额外三次巡回讲习班，在六个国
家（贝宁、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和多哥）组织了十次讲习班。这些由 WMO 和
AEMET 协调的讲习班通过向西非农民讲授如何有效地管理天气和气候风险以及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可
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从而帮助他们实现自立。讲习班利用当地的语言加强了农耕社区和 NMHS 之
间的互动和反馈。
19.

2009 年 12 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签署了资助天气和气候信息及产品用于埃塞俄比亚农业服务推

广教员培训的协议。该项目旨在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了解如何利用天气和气候信息及其在农业耕作

管理中的应用。讲习班将在每个选定的地区举办，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当地农民将参加讲习班，由
技术推广官员讲授如何将天气和气候信息传递到农业社区的“实际经验”，讲习班将就农民在天气
和气候及其信息需求方面所需帮助的具体问题争取农业社区的支持和反馈，同时还要推动农民参与
到该项目中来。2010 年 3 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了规划会议，以便为该项目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20.

2010 年 2 月，在巴巴多斯的布里奇敦召开了加勒比农业气象计划（CAMI）指导委员会和利

益攸关方第一次会议。CAMI 的具体目标是通过提供雨季潜势预报因子信息以及有效病虫害系统的开
发信息用于改进农场管理决策，向加勒比地区的农业团体提供帮助。CAMI 的这一理念始于 WMO
举办的气候资料应用于加勒比地区防治荒漠化、防旱和可持续农业管理巡回讲习班。该讲习班是
2004 年在安提瓜圣乔治的安提瓜和巴布达国际理工学院举办的。
航空气象学 （AEM）
21.

质量管理体系（QMS）是一个在质量方面对某个组织给予指导和管理的体系。质量管理

（QM）技术提供了一种结构化过程，以确保各项组织过程和程序实现其预定目标，对不足之处加以
改进。严格实行 QMS 将确保航空气象服务稳定高效地制作用户所需的产品，并满足其对产品的需
求。WMO 发起的示范项目所建立的模板和文献将使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简化和加快实
施质量管理体系。获取此类文献可登录网址：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aemp/documents/QMS_LESSONS_LEARNT_WEB
2_22.10.09_en.pdf.
22.

WMO 开展的调查表明，只有少数国家实施了公认的 QMS 体系或采取了具体步骤，并为实

施 QMS 提供了预算划拨。截止 2009 年底，WMO 与 ICAO 和/或在 WMO 会员的支持下，为 NMHS
中高级管理层或指定的质量管理人员举办了一些区域培训研讨会。2010 年 2 月，通过南非发展共同
体（SADC）气象项目，芬兰气象局与 ICAO 及 WMO 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联合举办了 QMS 培训研
讨会，有 13 个会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的初始阶段无需花费大量资金，WMO 目
前与 SADC 成员正在共同就对此阶段所给予商定的活动进行协调和进行跟踪。
23.

就新机场天气预报需求而言，鉴于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世界气象组织签署的工作协议

明 确 规 定 ， 由 ICAO 来 确 定 用 户 对 航 空 气 象 服 务 的 需 求 ， 因 此 ， CAeM 机 场 新 预 报 专 家 组
（ET/NTF）根据一些现有的项目，以及与 ICAO 和空中交通管理、航空公司及机场方面用户界代表
的广泛磋商，制定了工作计划。
24.

为了解决使 WMO 气象人员符合资质的问题，执行理事会组建了一个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以

及一个远程网络教育工作组（TTDOL）。远程网络教育工作组（TTDOL）是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
训专家组（EC 专家组）在其第 23 次会议（2008 年 5 月，哥斯达黎加）上建立的。2008 年 6 月，
WMO 执行理事会第 60 次届会批准了 TTDOL。2009 年 5 月，该工作组的正式职责得到 EC 专家组
的批准。TTDOL 扩大了其职责，以便考虑 EC61 提出的有关气象航空预报员资质的建议。在制定
建议过程中，TTDOL 注意到所提方案的积极效益：

(a)

首先，落实这些建议将使 WMO 会员有更多的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同时提高教育培训的质
量；

(b)

它们能够为会员提供各种途径使其员工达到 WMO 气象人员以上的水平；

(c)

它们以现有的教材为基础；

(d)

它们遵循 WMONo.258 号出版物第四版的初衷；

(e)

它们鼓励新伙伴的参与，以及各种方案与 WMO 教育和培训计划的相互配合。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MMO）
25.

为了补充现有的 IMO/IHO 全球导航警报服务 （WWNWS，IMO 决议 A.706 （17）），编

写了 IMO/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指导性文件。WWMIWS 将提交给
IMO/MSC/COMSAR 通过，并纳入规章出版物。
26.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第一次加强海洋安全研讨会将

于 2010 年 5 月在墨尔本召开。为了使所有与会者能够具有共同的质量管理体系（QMS）背景，并深
入了解 QMO 在 NMHS 的切实落实情况，因此还将举办质量管理培训。
大气环境研究 （AER）
27.

主要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黑色素瘤和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发病率的显著上升，世界

气象组织会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协调开发了公益性紫
外线指数（UVI）。许多国家一直在利用 UVI 推广防晒措施，然而调查表明，虽然公众了解 UVI，
但不了解其重要性的占很大比例，而且也未将这些建议付诸行动。近些年来，我们对维生素 D 和紫
外线辐射之间关系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使 UVI 对于指导普通百姓何时防晒，何时无需防晒
变得更为重要。鉴于日益了解与维生素 D 的关联性，因此对 UVI 所给予的指导是否恰当进行审核至
关重要。
28.

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和高温健康预警系统都是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示范项目的组成部

分。目前正在分别对这两个系统进行开发，预计在 2010 年世博会期间将更紧密地开展互动。
29.

利用全球大气监视网（GAW）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GURME）项目“2010 年德里英联邦

运动会（CWG）空气质量预报和研究系统（SAFAR）”取得的进展，当前和预报的污染程度信息将
通过设置在英联邦运动会场地周边的 LCD 显示屏加以播发。
30.

随着我们的星球及其民众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日益脆弱，粮食和水资源的日益紧

张，决策者必须要代表社会各界采取有力的措施。因此，WMO 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决策者提供他们所
需的信息。科学研究为未来制作相应的信息和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

31.

正像秘书长在 CAS15 上所指出的，空气质量预报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可或缺。如今有越来越

多的 NMHS 在发布空气质量预报，其中有许多 NMHS 还提供各类用户友好型空气质量指数和咨询。
近 30 年来，虽然空气质量预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及时向地方社会提供此类预报通常仍存在困
难。
32.

为了改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在 WMO 的不同区域组织了 GURME 空气质量模拟和预报专

家研讨会和培训课程，目前对此类活动仍有需求。通过与 EANET、NASA 和美国国家环保署的合
作，能够有很好的机会为各区域的会员提供此类能力建设。
33.

大城市 CO2 排放的减少很可能随之带来首要污染物的减排（例如 NOx 和颗粒物），从而显

著改善公众健康。然而，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尚未得到充分了解。污染
程度的变化可能有益/有害于气候，这取决于其变化是否会带来直接和/或间接的辐射强迫，从而导致
变暖或变冷。
34.

空气污染跨国、跨地区和跨大洲边界的输送是全球空气污染循环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包

括对生态和健康的社会经济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物排放及其相关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另
一方面，在那些减排措施已实行很长时间的国家，已观测到在过去几十年中，诸多污染物成分的浓
度出现显著下降，发展中国家可以受益于所取得的经验。然而，污染物的全球化日益显著，有些成
分并没有明显停止增加的迹象，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采取行动。
教育和培训 （ETR）
35.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EC 专家组）在其第 24 次会议上审议了有关教育培训计划

的各类主要问题。主题涉及的范围从探讨 EC 专家组的职责、该计划在下个财务期的关键成果和关键
绩效指标，到改进会员培训需求情况报告出版物的编写、促进气象学和水文学的机遇与能力、对区
域培训中心的再确认和新要求、航空预报员资质工作组报告和远程网络培训工作组报告以及航空预
报员资质及能力问题的最新情况。
36.

在对 WMONo. 258 号出版物第五版（《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培训指南》第一卷：气

象）进行讨论时，EC 专家组讨论了 EC61 关于修改 WMO 气象人员定义的建议。EC 专家组坚定支
持对“或同等学历”这一术语加以明确，并建议 EC62 主要依据气象基础教学综合课程中成功完成
哪些核心科目来考虑对气象人员的定义作进一步的修订。

_____________

与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国际组织的
合作、宣传和公共事务

5.1

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联合国开展的主要活动
5.1.1

WMO 参加了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2009 年 9 月 1523 日，纽约）、第 18 次 CSD 会议

（2010 年 5 月 314 日，纽约)、UNFCCC COP15/CMP5（2009 年 12 月 718 日，哥本哈根）、
UNCCD 缔约方第九次大会（2009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2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蒙特利尔议定书缔
约方第 21 次会议和维也纳公约缔约方第 9 次会议（埃及沙姆沙伊赫）、以及 ECOSOC 及其委员会和
机构的例会，包括年度部长级审查会议、可持续发展第 17 次政策会议（2009 年 5 月 417 日，纽
约）、可持续发展第 18 次评审会议（ 2010 年 5 月 314 日，纽约）、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5 月 2529 日，日内瓦）、统计委员会第 41 次会议（2010 年 2 月 2326 日）、妇女地位
委员会第 54 次会议（2010 年 3 月 112 日）以及联合国森林论坛特别会议（2009 年 10 月 30 日）。
5.1.2

秘书长参加了联合国秘书长组织的气候变化峰会（2007 年 9 月 22 日，纽约），并主持了联

合国论坛中的粮食安全圆桌会议。WMO 执行管理层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有关新兴挑战的其它高层辩
论，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MDG）、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毁林和森林退化产生排放（REDD）、粮食
安全与水。
5.1.3

WMO 参加了联合国系统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CEB）及其高层计划委员会（HLCP）和高

层管理委员会（HLCM）会议以及有关各种问题的其它一些会议，包括联合国系统改革磋商会议、
UNDG、UNCG、EMG 和其它机构的内部活动。WMO 参与了由联合国秘书长组织于 2010 年 9 月召
开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的筹备工作。WMO 还参与了 CEB HLCP 拟定的绿色经济和社会保护
倡议的实施以及环境管理组拟定的绿色经济与生物多样性倡议的实施。
5.1.4

WMO 的活动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并在其主要文件得到广泛反映，如联大关于气候变化、减

少灾害风险、防治荒漠化的报告，还有关于包括海洋在内的环境监测活动的报告。

联合国机构间的合作
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
5.1.5

CEB 例行会议上通过了高层计划委员会、高层管理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发展组代表其所作的

决定。这些会议重点是在联合国系统采取行动以及为UNFCCC工作提供支持，就联合国系统的安全
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提出政策建议，并掌握最新政治发展动向。CEB通过了一个声明，旨在体现联合
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并对CEB提出的九项倡议的实施现状作了回顾，这些倡议目的是要协
助应对多个方面的危机：粮食安全、贸易、绿色经济倡议、全球就业协议、社会保护、人道主义、
安全和社会稳定、技术和创新以及监测和分析。

全联合国系统气候变化行动框架
5.1.6

UNFCCC COP15之前以及期间，联合国系统已成功地展示出更强、更大的协调性和协作

性，在气候变化方面实现了协调一致的行动。通过HLCP气候变化工作组开展的协调工作已经建立了
一个实践社区，实现了信息共享，确立了联合项目，使得整个联合国系统具有共同的使命感。各合
作机构围绕具体成果提出了倡议。在CEB认可的针对性、交叉性领域提出的倡议有：
§ 在能力建设领域，UNITAR、UNDP、UNEP等机构通过共同努力已将会员国使用的所有有
关培训材料放到了一个统一的联合国培训服务平台上（UN CC: Learn）；
§ 关于财务方面，世界银行、UNDP、UNFCCC秘书处和其它机构正在建立一个气候融资平
台；
§ 联合国减少因毁林与森林退化（UNREDD）产生的排放计划体现了FAO、UNDP和UNEP
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于9月23日在纽约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
§ UNDP、GEF、世界银行、UNFCCC秘书处和UNEP将发起一个学习适应机制；
§ 关于气候知识，WMO举行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本次大会通过了全球气候服
务框架；
§ 继续推进联合国气候中性领域的工作（发布了有关现状报告）；
§ 继续更新联合国系统内有关气候变化活动的在线清单。
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项合作活动，将通过HLCP下属的气候变化工作组进一步推动这些举措。
5.1.7

已开发了新的一揽子文件，并提交给了UNFCCC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 在为UNFCCC提供支持的进程中，关于联合国系统目标的一项共同声明；
§ 一份有关适应的政策简报，包括有关联合国系统资源和良好做法的摘要，目的是支持适应气
候变化； 以及
§ 有关每项关键合作倡议的信息（包括GFCS）的活页宣传材料。
联合国系统组织了一次高层边会和若干联合协作边会；WMO联合组织了一次以GFCS为特点

的联合国适应问题的边会，并举办了有关气候知识的边会。
5.1.8

除WCC3及其后续行动之外，在气候知识领域的其它举措包括最新的科学信息和气候知识门

户网站。气候知识小组就气候状况、大气温室气体、海平面上升趋势、最近关于极区研究结果等开发
了一套题为“气候简况”的定期和研究产品，并在根本哈根大会上广泛散发。联合国气候知识门户网站
（正在建设中）旨在超越气候变化界，并方便获取信息或资料，该网站清楚、易懂并对最终用户有
用。气候知识小组讨论了网站在信息展示的布局、结构和风格以及由谁来负责审查信息。该小组一致
认为，气候变率和变化的社会和人文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应给予必要的重视。探讨了主
办该门户网站的各种可能性，例如由联合国DRI（位于联合国的网关）或由联合召集人主办。为创建
该知识门户网站，将确定并要求那些参与气候知识门户网站的机构、有能力拟定一些广泛主题和议题
的联合国组织和非联合国组织制定并可能承办某些主题。CEB有发展国际专业知识的志向，但是，知
识门户网站与其它不属于联合国机构的网站之间存在链接。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5.1.9

应瑞士政府的邀请，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于2009年8月31日9月4日在日内瓦举

行。大会汇集了大约2500位与会代表，包括来自160个国家的代表，13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81位
部长，34个联合国组织（20位行政管理级别）以及其它36个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代表。WCC3
与联合国框架有关，具有“联合国在气候知识方面协调一致”的标识，并展示了全系统的重要性和贡
献。联合国大会注意到WCC3有关“为人类当代和后代子孙保护全球气候”的决议A/RES/64/73。

[有关 WCC3 的详细报告，见议题 3.2]
联合国水机制
5.1.10

自2009年年初以来，WMO一直负责协调联合国关于水和气候变化专题组的工作，该专题组

积极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协调联合国水机制内各成员的筹备活动及其对第五次世界水论
坛、WCC3和UNFCCC COP15的成果做出贡献；编写一页篇幅的联合国水机制关于水与气候变化
的声明；并开展绘图和差距分析以便为联合国水机制的会员制定指南，从而应对与水有关的适应和减
缓问题提出的主要挑战。在巴塞罗那举行的UNFCCC筹备会议上对由上述专题组编写的这份“主要与
水有关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声明”作了介绍，并在COP15上广泛散发。各国代表团作出非常积极的反
馈。人们普遍注意到，作为第一个实例，这份精心制作的关于水的共识文件得到了联合国积极参与水
领域的所有27个机构的认同。该专题组还就水与气候变化问题准备了一份范围更加广泛的联合国水机
制的政策简报，该简报正处在最后的排版阶段。
5.1.11

2010 年 1 月，WMO 当选为作为联合国水机制/非洲机构的副主席，它是联合国水机制中的

一个区域机构。自非洲水事机构间小组于 1993 年建立以来，WMO 积极参与了该组的例会。WMO
与 UNESCO、UNEP、ECA 和其它成员合作，通过联合国非洲水机制，向 AMCOW 和 NEPAD 提供
了实质性支持。
5.1.12

WMO 积极参加了第二届非洲水周（2009 年 11 月 913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活动，并组

织了一次有关“水行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会议。在水博览会上，WMO 用帐篷遮起一个展台用于散
发各种相关的材料，尤其是有关 WCC3 成果的各种手册、指南和信息。
国际减灾战略（ISDR）
[在议题 4.1 下报告]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专家组（GESAMP）
5.1.13

作为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多机构专家组（GESAMP）的联合发起组织之一，WMO

牵头GESAMP的“大气向海洋输入化学物质工作组”，并正在敲定化学物质输入全球海洋的全球科学
评估报告。海洋中的铁和磷在许多海域是有限的营养物，海洋中的大部分铁和磷源于大气沙尘长距

离输送作为大气向海洋输送矿物质的来源。该报告强调了与气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为风越
大、气候越干燥，进入海洋的铁质就越多，最终对海洋的生产力产生影响，因此二氧化碳减少并释
放二甲基硫醚，反之，这将提供一种气候反馈。

对联合国有关公约的支持
UNFCCC
5.1.14

WMO 为与联合国气候战略内容保持完全一致而继续做出贡献，在达成一致的框架内支持

UNFCCC 的谈判进程，并为实施“内罗毕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工作计划”以及大会授权的其
它活动做出贡献。除了上述第 5.1.65.1.12 段报告的在联合国协调框架下开展的活动外，WMO 还出
席了 COP15（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8 日，哥本哈根）和 SBSTA31，其间报告了 WCC3 取得的
成果，促进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 WMO 的气候产品和活动。
5.1.15

为 了响 应 UNFCCC SBSTA30 的 呼 吁（ 2009 年 6 月 ， 波 恩） ， 起草 了 用 于 支 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010 年的最新实施计划草案。2010 年版的实施计划考虑了在科学和
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对适应问题更加重视，优化减缓措施的需求，以及对气候系统进行系统观测
不断提出的其它要求。该系统提供了主要是在 20102015 年期间为实施和维持一个全球气候综合观测
及其所有组成部分所需的一套最新行动，目的是满足对 UNFCCC 第 4 和 5 条的承诺和支持。对这一
计划中建议的行动费用已经进行了临时估算。经 GCOS 指导委员会同意，该草案已提交 UNFCCC 秘
书处予以公开审议。随后，草案已提交 UNFCCC 秘书处供 COP15 缔约方审议。
5.1.16

马里气象局局长暨 WMO 马里常任代表 Mama Konaté 先生当选为未来两年 SBSTA 主席。

5.1.17

在筹备 COP15 的过程中，秘书长向 NMHS 散发了 WMO 的立场文件“改进气候变化适应决

策”，以帮助 NMHS 向国家代表团就有关观测、研究、早期预警、气候预测和气候服务的问题提供经
协调的意见。来自 NMHS 的 160 多位代表出席了 COP15。为 NMHS 的代表组织了一次非正式会
议，旨在交流信息和讨论立场文件和科学在正在谈判中的作用。
5.1.18

WMO 在联合国系统系统“气候知识”标志下与 UNESCO 联合举办名为“观测、监测和预测：

气候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边会，吸引了 300 多位代表参与。
5.1.19

WMO 秘书长在多个边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其中包括国际电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绿十字举办的边会。他还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基金和计划的 20
位行政首脑共同出席了联合国 CEB 高层会议。在大会的间隙， WMO 秘书长与冈比亚副总统、纳米
比亚总理、瓦努阿图总理、各政府代表团团长、部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双边会晤和讨论。
5.1.20

发布了“WMO 2009 年温室气体公报”，在 COP15 上分发并列入 UNFCCC 参考文献清单

（http://unfccc.int/ghg_data/ghg_data_non_unfccc/items/3170.php）。
5.1.21

关于 WMO 在 COP15 期间的新闻发布会和宣传活动，见下述 5.3 段。

UNCCD
与UNCCD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把WMO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重点放在与抗旱和

5.1.22

防治荒漠化有关的沙尘预测研究课题上。
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
5.1.23

WMO 的双周刊《WMO 南极臭氧公报》继续广泛分发。在 UNEP 的资助下组织了多布森仪

器的比对活动。
5.2

与其它组织的合作

WMO/ICSU 20072008 年国际极地年
5.2.1

IPY 头两年的成功激励了参加国继续开展大规模的 IPY 项目、收集资料工作、在科学期刊

上总结和发表初步结果，以及促进教育和宣传。IPY 联合委员会（JC）的工作重点是编写题为“认识
地球极地挑战：20072008 年国际极地年”的总结报告，这是由 JC 与 100 多位科学家汇编的 500 多页
的报告。该报告在 IPY 奥斯陆科学大会（2010 年 6 月 812 日，挪威，奥斯陆）上发表，会议标志着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正式结束。
5.2.2

由 WMO 联合发起的奥斯陆国际极地年科学大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极地会议（收到

2600 多篇论文摘要），资深科学家积极参与，还有教育和宣传内容。这次大会强调了观测到的极地
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5.2.3

IPY 的另外一个重要出版物，关于极地资源的专著——“极地科学与全球气候：国际教育和

宣传资源 ”是由 JC 的教育，宣传与沟通分委员会编写的。
与欧洲委员会的伙伴关系
5.2.4

设在布鲁塞尔的负责与欧洲委员会联络的WMO/EUMETNET联合办公室（EUMETRep）在

加强与欧盟和欧洲委员会合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欧盟在许多不同的领域进行了沟通与合
作，例如：
· GMES：持续游说促成了正式承认气象界在欧盟计划实施的主要作用；
· 资料政策：WMO 和 EUMETNET 的资料政策结合该委员会服务工作在信息会议中心作了介
绍；
· 航空气象学：EUMETRep 通过参加企业咨询机构开展了相关的活动监督工作，导致在几个
早期预警和防御方面进行接触。自 2006 年年底以来所建立的关系已妥善融入 SESAR 中的
气象概念，随后发布了专向呼吁;

· 气候变化：欧盟在这一领域的倡议内容被广泛传播并与相关团体协商和提交了气象界对欧
盟磋商活动的贡献；
· 能力建设，自计划建立时就开始游说，导致发表的 EC 通信充分考虑了气象关切问题和潜在
的贡献，如 DRR 战略和 SEE 项目；
· 环境政策，巩固了与欧洲环境机构和欧洲委员会民事保护单位的关系。
不仅在欧盟机构内，而且在上述每一个领域中都大大提高了气象界的全球知名度，具体的成
果可按修改后的工作计划形式被记录在案，这使气象参与者能够为此做出贡献，启动旨在加强合作
的正式讨论，或在各欧盟正式文件中更加重视气象界的潜在作用和增值。
5.2.5
5.3
5.3.1

在具体议题下报告了其它合作倡议和成果。
宣传和公共事务
除了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经常性主题，WMO 沟通宣传活动的重点始终放在有关气候变

化特别是适应措施上。
5.3.2

在促使召开 WCC3 和 UNFCCC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2009 年 7 月12 月 WMO 举办了

大规模宣传活动旨在通过媒体（印刷品、广播和网络）提高对气候问题的认识。这些活动是与 IPA
在 NMHS 的联络员以及 UN 沟通人员协调制定的。这些活动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媒体和公众获取
更深入信息的需求。这些活动提高了公众对 NMHS 有关保护生命和财产和社会经济福祉活动所产生
效益的意识。
5.3.3

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媒体报道都有很大的提高，并且有助于 WMO 及其会员作为有关

天气、气候和水的权威声音而得到更广泛的承认。
5.3.4

300 多名记者被获准参加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在日内瓦举办的 WCC3。借助

WMO 网站传播外界对所有公开会议作了更多的网络报道。这一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WMO 沟通
与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的 WMO 新闻发布会、新闻简报以及对 WMO 专家和代表的采
访。在大会召开的一周内有 180 多人接受了采访，超过 30 家广播电台和 40 加电视台报道了 WCC
3。还利用了在线社交网络工具，有 1200 多人通过注册索取 WCC3 简报，并有 400 人加入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社交网络。182 个国家的访问者登录了 WCC3 网站。
5.3.5

在哥本哈根召开的 UNFCCC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WMO 沟通宣传活动支持了 UNFCCC

和联合国系统协调一致，重点放在气候科学和气候服务上。2009 年 12 月 8 日，WMO 同时在哥本哈
根和日内瓦发表了有关 2009 年全球气候的初步信息。秘书长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广泛的
报导，发布会报告了 2009 年有可能位居 1850 年有器测记录以来前十位最温暖的年份。由于在
COP15 的第二份这条新闻被世界媒体广泛传播，WMO 关于 2009 年全球气候的声明从联合国的视角
形成了一场辩论，并且提高了 WMO 专业知识的知名度，这被出席大会的决策者和谈判方视为权威
的信息来源。其它沟通宣传活动包括与 UN/ISDR 联合举办的有关自然灾害的新闻发布会，有关粮食

安全的干旱监测新闻发布会，并为 UNFCCC 秘书处组织的会议做出了贡献，以及与丹麦气象局
（DMI）合办的一个展位。
5.3.6

2010 年 4 月 1216 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一次非洲负责气象的部长会议，从区域角度加强了

WMO 合作伙伴与非洲媒体的关系。在其沟通宣传活动中，WMO 的沟通重点放在了区域层面的专业
记者协会和电视及电台广播网络上，并且共同举办了由 35 家非洲媒体参与的研讨会以及实地考察，
这些媒体都积极参与了内罗毕大会并且报导了大会的各项目标和成果。
5.3.7

WMO 为青少年创办了一份名为“天气、气候和水：如何影响你的日常生活？”的专刊以及一

个面向年轻人的网站，该网站提供了互动游戏、实验、故事和问答栏目。名为《我们关爱我们的星
球》的漫画书仍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迄今为止，这本漫画书已经翻译成 14 种语言。
5.3.8

可与会员共同制定一个沟通计划，对外公布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提供了在此基础上建

立全球综合沟通战略的巨大潜力。
5.3.9

自 EC61 以来（2009 年的访问量为 500 万次），WMO 网站的访问量增加约 300 万次（包

括访问 WCC3 页面 60 万次）。WMO 成为各大搜索引擎中的热门索引（谷歌、必应等），这反映了
网站的受欢迎程度。WMO 在主要网络上都有代表：Facebook, Twitter 和 YouTube 频道。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5.3.10

由 WMO 和中国气象局联合主办的参与 2010 年世博会的“世界气象”馆，使用由中国筹措的

预算外资金成功建成。此展是与 EUMESAT、IPCC、GEO、HMECI 合作开展的，并且一些会员也为
此做出了贡献。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项目在展馆中展示。WMO 与中国气象局密切合作举办媒体活
动、采访，提供试听材料和视频采访。

世界气象日（ WMD）
5.3.11

2010 年世界气象日之际散发了成套宣传材料，主题为“世界气象组织 – 致力于人类安全和

福祉的六十年”。 宣传材料中包括秘书长致词、小册子和海报。世界气象日影片的制作未列入预算。
5.3.1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选定2011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为：“你与气候”。世界气象日影

片的制作未列入常规资金预算。
5.3.13

为 2012 年世界气象日提出了下列可能的主题：

(a)

公共气候服务 – 就像天气预报称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气候预测和信息也应如此。 这

一主题将侧重于如何使公共气候服务满足所有社区和经济行业的需求，使其能够获取及时和准确的
气候信息。 该主题将基于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成果，并总结大会所提出的行动；

(b)

利用天气、水和气候应对林火 – 2011 年是国际森林年。 这一主题将配合该国际年，它突出

了 WMO 及其会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天气和气候资料，防止、减缓并监测森林火灾。 该主题
还将有助于 WMO 编写火险天气和农业气象指南，该书将于 2009 年底推出。 因此，该主题将突出
气象工作者与消防人员之间的合作，两者都与公众密切相关；
(c)

让天气和气候进入教室  20052014 是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32012 是国际普及教

育十年，利用这两个机遇，这一主题将有助于将气象学纳入学校的课程。 其目的是向青年人提供天
气和气候信息方面的教育，并让其直接参与到世界气象日的活动。 WMO 可发起一个项目，在课堂
开展气象观测，并为青年人编写有关气象的书籍，同时还让 UNESCO 和教育部长参与进来；
(d)

利用气候科学管理水资源  2005–2015 年是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因此，这一主题将突

出如何利用气候信息指导政府部门和社区最充分地利用好稀缺的水资源。通过该主题，可展示气候
预测如何有利于优化水资源的管理，从而满足受气候变化影响行业的需求，如农业、能源、旅游业
和卫生；
(e)

海上安全 – 气象信息对各类海洋用户和海岸带用户至关重要。 WMO 及其会员提供数类海

上安全信息，包括用于搜索和救援行动、天气和海洋预报预警以及导航预警的信息。海洋和沿海气
象对海岸带综合管理也非常重要；
(f)

利用天气、气候和水提供未来能源 – 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将是未来十年的一个重要议

题。 公众往往不知道天气、气候和水在能源开发和规划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确定风能和太阳
能的可行性到为海上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提供安全，气象工作者与能源部门密切配合可为绿色革
命提供动力；
(g)

利用天气、气候和水保障粮食安全 – 天气和气候属影响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最大风险因素之

列。 温度变化和降水变化都会影响可用水量，影响粮食种植的基本参数。 此外，气候变化正在加剧
世界各地的荒漠化，降低粮食生产的能力。 最近在天气和气候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表明有针对性的
预报和情景分析对提高农民和农场经营管理者的整体业绩具有重要意义；
(h)

监测自然，减轻贫困 – 根据千年发展目标，WMO 通过开展对天气、气候和水的监测、研

究和预测，可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一主题将突出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
特别是最近在这些区域开展了示范项目，旨在解决诸如健康、减灾和粮食安全等问题；
(i)

为防灾救灾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 – 天气和气候报告对救济组织至关重要，对救助努力有着

影响。 这一主题将侧重于目前的合作，以及加强并扩大 WMO 会员与人道主义组织之间的伙伴关
系，以便挽救生命，提高效率；
(j)

公共天气服务的社会影响 – 每一项人类活动都受到天气、气候和水的影响。 提高预报预测

的准确率能从根本上使人民更有机会过上相对安全的生活，创造舒适的生活，并有效保护宝贵的自
然资源。

________

IPCC 主席的报告
1.

EC61 以来的主要活动的重点是编写《第五次评估报告》。在 2009 年 4 月第 30 次全会上，

IPCC 为新的评估周期的活动确定了一个临时议程。呼吁召开一次 AR5 的规划会议，以便准备各工作
组报告的大纲，包括确定交叉性问题和《综合报告》的首个大纲。该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IPCC 主
席提交的一份“愿景文件”、征集各国政府和各组织（包括 WMO）的意见，并已邀请各国政府和各组
织就其在 AR5 中要处理的事宜和问题提出意见。
2.

应意大利政府的友好邀请并在环境、陆地和海洋部的财政支持下，大约 200 位政府代表和

被提名的专家出席了 2009 年 7 月 1317 日在威尼斯举行的规划会议。根据会议的讨论结果，将
《AR5 规划文件》草案散发给各国政府和各个组织征求意见，然后再提交给 IPCC 三个工作组全会和
第 31 次 IPCC 全会审议和批准。
3.

IPCC 主席出席了 2009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高层会议。他强调

IPCC 需要更加详细的意见和开展更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并认为拟议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能够为 IPCC 做出重要贡献。
4.

IPCC 第 40 次主席团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在 WMO 举行。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友好邀

请，在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的大力支持下，IPCC 第 31 次全会于 10 月 2629 日在努
沙都瓦举行，并对各工作组全会所确定的 AR5 三个工作组报告的大纲达成了一致，并对 AR5 的时间
表规定达成一致：第一工作组的批准其报告的全会将于 2013 年 9 月举行；第二工作组的批准其报告
的全会将于 2014 年 3 月中旬举行；第三工作组的批准其报告的全会将于 2014 年 4 月初举行；《综合
报告》（SYR）的批准全会将于 2014 年 9 月中旬举行。
5.

与以前的《评估报告》相比，AR5 将更强调评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方面，及其对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AR5 将具有以下一些新特点：
l

各工作组报告所使用的一套新的分析情景；

l

海平面变化、碳循环和气候现象（比如季风和厄尔尼诺）分别有专门的章节；

l

有关区域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减缓的相互关联的更详细的信息，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
影响和多个部门/行业的综合。第二工作组的报告将分为两部分，即关于全球和部门/行业方
面的报告以及有关区域方面的报告。

l

风险管理和对策（包括适应和减缓）的制定，包括与 UNFCCC 第二条有关的科学信息，也
就是指“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6.

2010 年 1 月初开始向各国政府和各个组织发函要求提名作者，并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提名

结束。2010 年 5 月 1920 日在 WMO 举行的第 41 次主席团会议就作者名单作出决定。各工作组的主

席团主要根据作者的出版物和工作情况，挑选了主要作者召集人和主要作者。挑选作者班子的目的
是体现各种观点和专业知识、考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均衡的地域代表性、以及
性别平衡。
7.

第一工作组的撰写过程将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而第二和第三工作组则从 2011 年初启

动。此外，将举行若干与交叉性主题相关的 IPCC 专家会和研讨会。
8.

《关于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特别报告》的编写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2009 年 9 月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 2010 年 3 月在牛津分别召开了主要作者会议，第二稿将于 2010 年 5 月至 6 月期
间提供给各国政府和专家评议。应阿联酋政府的邀请，第三工作组批准该报告的会议将于 2011 年 2
月在阿布扎比举行。
9.

2009 年 4 月决定的关于《关于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SREX）的特别

报告》的工作已经启动。由各国政府和观察员组织提出的主要作者召集人、主要作者和编审由第一
和第二工作组的主席团于 2009 年 9 月遴选并指定。2009 年 11 月在巴拿马召开了第一次主要作者会
议，2010 年 3 月在河内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批准报告的会议定于 2011 年下半年召开。
10.

2009 年在为筹备哥本哈根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过程中，《第四次评估报告》成为了

UNFCCC 辩论中决定性参考信息，一些《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作者和现任主席团成员出席了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IPCC 将计划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部分会议。
11.

在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前挪威首相及首位外部捐款人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女士由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启动了 IPCC 奖学金项目，该项目的启动资金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几个机构计划或
正在谈判向该项目的活动提供捐助，旨在通过加大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参与程度来支持气候知识的
建立和传播。第一轮奖学金计划将在 20102011 学年第二学期颁发。
12.

2010 年 3 月 10 日，联合国秘书长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IPCC）要求国际科学

院理事会（IAC）对 IPCC 的评估过程和程序开展独立评审，以进一步加强该委员会有关气候变化报
告的质量。经与各成员国政府协商后决定邀请 IAC 参与，该决定得到了 UNEP 执行主任和 WMO 秘
书长的支持。本次评估将审视 IPCC 报告编写过程的各个方面，包括对未经同行评审文献的使用和对
各种不同观点的反映。这一评审工作还将审查体制方面的情况，包括管理职能和该委员会就其评估
结果与公众沟通的程序。评审委员会的报告可望在 2010 年 8 月提交，其结论将列入下一次 IPCC 全
会的议程，应韩国邀请这次全会将于 2010 年 10 月在釜山举行。

_______________

背景情况

1.

WMO 大会指导意见

1.1

2007年， 第十五次WMO大会（Cg15）发布了关于WMO 参与地球观测组织（GEO）的

指导意见（见附录一）。 以此为指南，理事会鼓励所有WMO会员成为地球观测组织（GEO）的会
员， 这样做是鼓励他们支持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十年实施计划。Cg15注意到除了改
进观测系统之外，特别是在国家管辖的以外地区，GEO 已把能力建设作为它的关键目标之一，因此
成为其会员可使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加强获取一系列更宽泛的环境资料、元数据和产品。
1.2

Cg15强调指出：WMO参与GEO须以互利为基础，实现协同作用的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

避免重复。Cg15注意到在一些GEO的国家代表团中没有NMHS的代表，并注意到：在国家代表团中
包括NMHS的代表可向GEO提供经强化的科技专业知识，并可提高这些组织的国家形象。Cg15还注
意到，一些GEO的会员已设立了由若干部委组成的国家GEO委员会，以便建立一个多学科途径，参
加 GEO，而且还注意到：这些GEO国家委员会可发挥推动促进作用，推动国内更好地协调和/或持续
运行国家观测系统。
1.3

Cg15 重申，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赞同 GEOSS 及其十年实施计划；权力支持GEO 进

程及其最终建立的GEOSS；支持该计划在WMO的职责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实施；以及提供WMO
第40号决议（Cg12）所规定的所有基本资料，该决议涉及WMO关于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
政策与规范，包括关于处理商业化气象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导意见。通过与GEO建立各项互可操作
的安排而进行互动，旨在满足国际社会的各种需求。这样，WMO会员还可通过与GEO达成的互可操
作的各项安排而获取其它GEO的资料和产品。
1.4

Cg15注意到，WMO 执行理事会（EC）可保持对GEO活动以及WMO参与情况作出全面的

审议，对此，理事会第61次届会（EC61）要求秘书长通过与加入GEO的WMO会员进行协商的方式
开展对WMO参加GEO/GEOSS情况的审议。曾要求秘书长评价WMO正在做出的各种贡献、通过其参
与所产生的各种效益和结果，以及加强参与的各种潜在机遇。要求理事会应当将这一审议结果提交给
理事会的下一次届会。理事会认为：用于支持GEO的WMO预算应当具有完全的透明度并应准备一个
正式协议，供理事会审议。 因此，本文件的目的是使EC62有所准备，以便向定于2011年6月召开的
第十六次WMO 大会（Cg16）汇报。
2.

WMO 为 GEOSS 做出的贡献

2.1

2007年，Cg15强调指出： WMO的相关组成部分也应当是GEOSS的组成部分。Cg15特

别提到了 WMO独有的系统，如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观测系统（GOS）、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 GDPFS ） 、 全 球 大 气 监 测 网 （ GAW ） 、 全 球 电 信 系 统 （ GTS ） 、 世 界 水 分 循 环 观 测 系 统
（WHyCOS）、全球陆地水文网络（GTNH）、WMO信息系统（WIS）以及WMO与其它机构联合
建立的系统，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GTOS）。由于发布了这一指导意见，因此在这些计划或各计划相关部分之间，以及与GEOSS建
立了关联。

2.2
事实上，2009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六次 GEO 全会上提到的 30 项突出进展中，WMO 和/
或其联合发起的计划为其中以下 12 项突出进展做出了贡献：
(a)

调用长期全球降水记录 （德国，日本，美国，CGMS，WCRP）；

(b)

用于气候变化检测的新的再分析资料（日本、美国、ECMWF、WCRP）；

(c)

用于早期预警研究的全球天气预报（WMO）；

(d)

应用于极端事件预报的多模式原型（WMO）；

(e)

新的高分辨率天气/气候预报试验（WCRP、WMO）；

(f)

直接为地球系统预报计划做出贡献 – 开普敦全会/峰会 2007 & WCC3 2009（WMO、
WCRP、IGBP、ICSU）；

(g)

新的有关健康决策的辅助工具，旨在降低轻尼日尔和埃塞俄比亚爆发脑膜炎的可能性（美
国、法国、WMO、WHO）；

(h)

GEONETCast 现 已 完 全 投 入 业 务 运 行 – 新 产 品 指 引 通 道 和 培 训 通 道 及 预 警 通 道
（EUMETSAT、CMA、NOAA、ROSHYDROMET、WMO）；

(i)

低碳实践团体（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 NMHS、挪威、南非、英国、美
国、CEOS、ESA、GCOS、WCRP、WMO）；

(j)

综合全球水分循环实践团体（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芬兰、法国、德国、日
本、荷兰、巴拿马、葡萄牙、瑞士、英国、美国、UNESCO、WMO）；

(k)

卫生与环境实践团体（巴西、欧洲委员会、法国、塞内加尔、美国、 IEEE、 UNOOSA、
WHO 和 WMO）；

(l)

全球农业监测实践团体（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中国、欧洲委员
会、法国、印度。意大利、荷兰、南非、美国、ESA、FAO、WMO）。

2.3

上述计划的贡献和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还对 GEO 各会员、参与组织

和那些不太熟悉 WMO 及其成就的观察员产生了间接益处，这些益处得益于 WMO 及其联合发起计
划形象的提高。
2.4

除上述贡献外，WMO 秘书处还通过一些活动对 GEOSS 系统的实施提供大力支持支持。

WMO 的工作人员参加了 GEO 委员会 – 作为结构和资料委员会（ADC）的联合主席，作为科学技术
委员会（S&T）的一位成员，并从 2010 年 1 月开始，一位 WIS 专家组的成员参加了 GEOSS 通用
基础设施（GCI）协调组。WMO 的 13 位技术人员积极参与了（负责牵头和/或参与）36 项工作计划
任务中的 25 项，因此 WMO 为这些任务做出了贡献（见附录二）。
2.5

在这些 25 项任务中，GCOS 秘书处已负责牵头其中的两项任务并为 GEO 20092011 年

工作计划中的另外两个气候社会效益领域（SBA）做出了贡献。在秘书处层面的密切协作已形成与
地球观测委员会（CEOS）的相互支持，并在共同关注的其它领域以及在制定 GEO 各项工作计划过

程中形成了相互支持。2009 年期间，GCOS 指导委员会主席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承担修改 GEOSS
十年战略目标工作的专家组的工作。
2.6

最后， WMO 为 GEO 秘书处提供了 8 间办公室（实物捐助），这是根据最初的协议而主

动承担 GEO 秘书处的所在地，此外 WMO 还报销了另外 10 间办公室的费用。根据这两个组织间达
成的服务层面协议，WMO 还以成本回收为基础为 GEO 秘书处提供了政务支持。迄 2010 年为止，
WMO 一位协调联络官员为 WMO 与 GEO 全面接触提供了支持。
2.7

WMO 秘书处在 2009 年和 2010 年中分别用于上述活动的各项支出在附录三中给出。2009

年，这些支出总额达 232,000 瑞郎，预计 2010 年总支出将达 143,000 瑞郎, 虽然推迟签订有关协调
联络官员的特殊服务协议（SSA）。上述支出中包括办公场地的实物捐献、花在 GEO 工作（工作计
划中的各项任务）上超出 WMO 要求之外的时间所需支付的工资，以及出席委员会有关会议、GEO
全会和部长级峰会的旅费等。
3.

WMO 在 GEO 中的作用

3.1

鉴于 GEO 的组织结构，WMO 在 GEO 中并在 WMO 与之互动的几个层面发挥了多种作

用。以下材料阐述了为这一参与工作开展有关组织建设方面的情况。本材料还反映了 WMO 在参与
GEOSS 过程中所面临的沟通方面的各种挑战，换言之，WMO/GEO 之间的关系的总体特点可归纳
为过于简单化。
3.2

GEO 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保持一种自愿伙伴关系，并向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所有会员

国开放。在 WMO 的 189 会员中，有 80 个会员也是 GEO 的会员（见附录四）。GEO 还向政府
间、国际和区域开展地球观测或相关活动的组织开放。目前 GEO 有 58 个参与组织，WMO 是其中
之一（见附录五 ）。在参与组织的清单中还包括 WMO 联合发起的有关计划（GCOS、GOOS、
GTOS 和 WCRP）和 WMO 所属或密切相关的其它组织，如 CGMS 、EUMETSAT、CMO、
CEOS、ESA、ISDR 和 IOC/UNESCO 以及其它联合国合作伙伴。成为 GEO 的成员并参加 GEO 还
需正式批准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最后，GEO 也可邀请其它相关实体，以支持其以观察员身份开
展工作（见附录五）。
3.3

GEO 管理几个组成部分和/或机构。最高层面是每三年召开一次的 GEO 部长级峰会。该

峰会 81 GEO 会员（联合国 和欧洲委员会的 80 个会员国）的部长和内阁官员或其代表组成，并还
向 GEO 的 58 个主要参与组织和 6 个观察员开放。部长级峰会处理高层政策问题和长期战略方向。
WMO 秘书长（SG）参加并率领一个 WMO 代表团出席各次 GEO 部长级峰会。
3.4

GEO 全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全会由上述 GEO 的重要参与方和/或其代表组成（81 个会

员、58 个国际组织和 6 个观察员）。全会负责部长级峰会休会期间的工作，其中包括批准 GEO 的
工作计划。WMO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司长（D/OBS）、秘书长的 GEO 事务代理人率 WMO 代表团出
席 GEO 全会。一般情况下，WMO 联合发起的各计划和/或各观测系统司的司长或其代表作为 GEO
的参与组织也出席 GEO 的全会和部长级峰会。

3.5

一个由从 5 个 GEO 区域选出的 13 位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 4 次会议，并负责管

理 GEO 全会休会期间的工作，包括审议 GEO 工作计划中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在 GEO 执行委员会
的 13 位会员中，有 4 位来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俄罗斯联邦）。
3.6

GEO 会员选出 4 个会员担任 GEO 的联合主席，主持 GEO 的全会和执行委员会。在 4 位

联合主席中有一位是来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中国）。
3.7

除了上述管理机构外，GEO 还设立了 4 个委员会和一个工作组，它们分别负责咨询、技

术 支持和交叉性作用 等工作，旨在为 GEOSS 做出贡献。这些机构是：结构和资料委员会
（ADC）、能力建设委员会（CBC）、科学技术委员会 （STC）、用户界面委员会（UIC）和一个
监督与评价工作组。
3.8

最后，GEO 秘书处促进并支持该组织的工作，并为上述管理和咨询机构提供支持。GEO

秘书处由一位执行主任负责，秘书处由 20 多人组成，地点设在日内瓦。
4.

给 WMO 会员带来的效益

4.1

为响应 EC61 的要求，秘书处在秘书处内部并与积极参加 GEO 活动的 WMO 会员开展了

调查和磋商。作为一项调查和磋商结果，根据针对 WMO 工作人员的调查、与 WMO 各司长举行的
会议并利用 2009 年间在日内瓦以及同年 11 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有选择地与一些会员、工作组、专
家组或技术委员会代表在特定场合接触的机会，发现以下情况。
4.2

根据各方的报告，WMO 参与 GEO 所带来的效益分为几种 —— 资料的调用和提供、促使

国家投入、提高形象和加大能力建设。
4.3

一些会员报告，它们已从通过 WMO 第 40 号决议（Cg12）和第 25 号决议（Cg13）提

供的资料之外还获得了新的资料集。这些新资料集一般来是陆地资料，并包括地表、各生态系统、
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资料。这些额外资料集被视为是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现行工作的补充，
特别是在气候和水领域。
4.4

作为对获取更多资料的一种推论，所有 WMO 资料来源已在 GEOSS 系统中注册，而且目前

不仅通过 WIS 系统提供，而且还通过 GEO 门户网站予以提供，因此扩大了 WMO 资料的提供面。
目前，WMO 资料正被 WMO 界以外的组织和实体阅览，使这些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提供，并用于多种
不同应用。
4.5

正如早先的报告指出的那样，作为 GEO 的一项重要成就，在 EUMETSAT、CMA、NOAA

和俄罗斯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测总局（ROSHYDROMET）之间建立的 GEONETCast 伙伴关系促进了
全球环境信息的广播，其范围超出了 GTS 的分发范围，并已使资料的调用和提供受益，如第 4.2 和
第 4.3 段所述。同样，国家在资料收集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正在得到更有力的推动，因为更多的
用户和不同的团体可分享上述投资成果，或从中受益。

4.6

在能力建设方面，GEO 秘书处通过提供报告者、支付其旅费和/或为最不发达国家跟多代

表提供参加培训的费用等方式为 WMO 的培训课程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样，WMO 已从与 GEO 联合
发起的各研讨会的较高培训率中受益，而且 GEO 为最不发达国家更多人参加培训提供了资助。
GEO 秘书处还协助 WMO 秘书处起草各项建议书，并通过这些建议书协助从国家和国际融资机构寻
求资金支持。
5.

在 EC61 届会上或在审议期间表示出的某些关切

5.1

针对 WMO 为 GEOSS 和 GEO 工作计划做出的贡献，有关方面已表示有几个方面的关

切。这些关切可分为 3 类——另立品牌、技术标准和范畴和/或职责范围。现对每类关切详细说明如
下。
5.2

在一些 GEO 文件中提到了 WMO 为 GEOSS 所开展的工作和做出的贡献，作为 GEO 的一

项成就，而没有充分对 WMO 所实际开展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赞誉。在此关切背后的问题在于，这种
另立品牌的做法与其说是有助于 NMHS 得到政治支持及其主管方的支持，倒不如说是适得其反，起
到了负面作用，或许人们不知道究竟谁完成了此项工作。2005 年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指出，
“GEOSS 将成为一个综合系统，它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各类地球观测系统，这些系统是对各自职责
和政府安排的补充而并非是取而代之”（见附录六）。过去一年来，这一关切已引起 GEO 秘书处的
关注，而且正如在 2009 年向 GEO 第六次全会提交的主要进展报告中所述，曾明确提到哪些为完成
当前任务做出贡献的各个组织的名称。
5.3

由于已建立了 GEOSS 共同基础设施（GCI），有关切指出 GEO 正在背离其最初的要

求，即当选定这三个系统为 GEOSS 做出贡献时，做贡献的各个系统（如 WIS）应恪守与 GEOSS
已达成的具有互可操作性的安排。 经过 WIS 专家组在 GEO 第六次全会会前和会后的积极参与，在
GEO 的文件中已明确指出：各组织将主张的更高的互可操作性的各项标准将不超出当某个组织加入
GEO 时所达到的标准。显然，一些组织将希望启用更确凿的互可操作性安排，并也许将通过提高这
些安排作为它们对 GEOSS 的贡献，但将不要求一些其它组织（如 WMO 等）遵守这些附加的标
准。最后，由 WIS 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参加 GCI 组将确保 GEOSS 充分利用 WIS 发展的优势，并确
保 WIS 尽最大可能为 GEOSS 做出贡献。这一方式也将确保最大限度推动各国为这两个系统进行投
资。
5.4

作为一种关切，有几个会员提出GEO的最初职责和/或范围现已拓展或扩大成为“信息”，这

超出了“观测”的范畴。然而，在过去几年中GEO成员赞同把信息制作纳入GEOSS（见附录七）。但
是，这在发布预报、预警和警报方面依然存在某种程度的混淆不清的局面，而且如果多个组织被视
为拥有行使这些职能的国家和/或国际职责，则问题就会出现。对这些作用和责任作进一步的澄清可
化解这种关切。
6.

加强参与的潜在机遇

6.1

虽然在某些方面 WMO 会员对其 NMHS 通过参加 GEP 所获得的某些具体效益仍存有各自

的关切之处，但总体而言，在经采访的代表其国家的大部分会员认为，重要的是应继续奉行在第十
五次大会上确立的指导意见（见附录一）。因此，有的会员就强化参与问题提出了几种机遇。
6.2

在经采访的 WMO 会员当中，大部分意见认为过于加强参与的最大机遇是围绕开发与信息

提供和分享相关的各种效益。同样，这既包括向 WMO 以外团体提供有关天气、水、气候及相关灾
害的信息，也包括可供 WMO 会员调用根据第 40 号决议（Cg12）和第 25 号决议（Cg13）提供资
料之外的其它类信息。
6.3

有 几个会 员指出 ，在加 强参与 方面 存 在的一个潜 在机遇 是，随 着全球 气候服 务框 架

（GFCS）发展，需要 GEO 为 GFCS 做出贡献并提供支持。由于 GFCS 将成为一个端对端系统，
GFCS 可成为 GEOSS 中的一个为此做出贡献的系统。这一行动可提高 GFCS 的形象，提高对多学
科组成部分认同并有助于和开展协作和对话，通过与广大各界用户界合作与对话是 GFCS 取得成功
的必由之路。

_______________
附录：7 个
附录一

第十五次大会关于 WMO 在 GEOSS 中作用的最终节略报告
2007 年 5 月

9.2

WMO在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中的作用（议题9.2）

大会获悉有关由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发起的综合、协调一致和持续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
统 （GEOSS）的发展情况，该系统是为了认识和应对全球环境和经济的挑战。大会注意到 GEOSS
的活动是从第十四次大会之后开始的，大会还注意到应 WMO 邀请，一个新的政府间地球观测组
（GEO）在WMO大楼设立了秘书处。大会获悉 GEOSS已经制定了一个十年实施计划。GEO 2006
2009 年工作计划已获得批准，目前正在工作以实现GEOSS十年实施计划中概括的各项短、中、长期
目标。大会满意地注意到部分WMO 会员和WMO 秘书处正在有力地参与GEOSS 各项活动。
9.2.1

大会获悉WMO 执行理事会一直十分关注GEO的活动和WMO的参与情况。大会认为GEOSS
为在全球范围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效益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并通过改进的观测和通信系统为
广泛的用户群体提供数据。大会还认为GEOSS是最重要和关键的倡议之一，GEOSS能使WMO应对
未来十年的挑战。大会强调 WMO 的一些组成部分应该是 GEOSS 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将会为
GEOSS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组成部分包括WMO 独有的系统，例如世界天气监视网全
球观测系统和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中心、全球大气监测、全球电信系统、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全球陆地水文网、WMO信息系统和WMO与其它机构联合发起的系统，例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9.2.2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注意到目前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地球观测组，大会鼓励所有的WMO 会员成为GEO
的会员。大会获悉加入GEO会员的程序需要政府内阁级别正式致函GEO秘书处，信函须表示参加地
球观测组的意愿，并表示愿参加实施GEOSS十年实施计划的意愿。因为能力建设是 GEO 关键目标
之一，加入该组织会使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获得更广泛的环境数据。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参与GEO的
国家代表团并不包括来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代表，大会强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积极参与GEO 的重
要性。国家代表团中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代表会为GEO带来新的科学和技术以及提高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的知名度。大会注意到很多GEO 会员已经建立了由多个部委代表组成的国家 GEO 委员会，以
便确定一种多学科的方式参与GEO。国家GEO委员会将作为国内行动的催化剂，以便更好协调和/或
维护国家观测系统。
9.2.3

大会强调WMO 参与GEO 的基础应该最大程度地加强合作，尽可能地减少重复，以便实
现互惠。参与GEO 将为改进全球观测系统提供一个机遇，特别是在超越国家管辖范围的方面。这也
将有助于全面和公开地交换 GEOSS内部共享的数据、元数据和产品，同时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
和国家政策及法规。大会获悉最近WMO和 GEO开展协作的一个例子，即美国 GOES10 卫星重新定
位，旨在加强对南美洲的覆盖。
9.2.4

大会重申了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认同GEOSS 及其十年实施计划；为GEO 的发展进程和
最终产生的GEOSS 提供全力支持；在WMO 职责内最大限度地支持该计划的实施；根据WMO决议
40 (Cg12) – WMO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的规
定，提供所有必要的基本资料，通过GEO 可相互操作的安排满足全球社会的各种需求。大会要求秘
书长继续努力鼓励WMO 会员成为GEO 的会员。由此， WMO会员可通过 GEO的互操作安排获取其
他的GEO资料和产品 。
9.2.5

___________

附录二
WMO 参与 GEO/GEOSS 各项任务和各委员会 20092011 年工作计划
任务编号
AR0902a
AR0902b
AR0611
AR0904a
CB0902g
DA0901a
DA0901b
DA0902b

任务名称
VIRTUAL
CONSTELLATIONS
WIS
PROTECT RADIO
FREQUENCIES
GEONETCAST
GEONETTRAINING
DATA QA
METADATA
ENSEMBLES

WMO 牵头人

WMO 贡献者
J. LAFEUILLE

D. THOMAS
P. TRISTANT
J. LAFEUILLE
J. LAFEUILLE
E. CABRERA
O. BADDOUR
J. CAUGHEY/
KOLLI

DA0601

DI0903b
HE0902a
HE0903a

DATA SHARING
PRINCIPLES
SURFACE DATA
STATS FOR RISK
RISK ASSESSMT
MULTI RISK
DISASTER MGMT
TSUNAMI
WARNING
FIRE WARNING
AEROSOLS
MENINGITIS

CL0601

REANALYSIS

CL0901a

SEAMLESS
PREDICTION
CLIMATE
INFORMATION FOR
ADAPTATION
KEY OBSERVATIONS
FOR CLIMATE
KEY CLIMATE DATA
FROM SATELLITES

US0903c
DI0609
DI0901a
DI0902a
DI0902b
DI0903a

CL0901b

CL0902a
CL0902bc

O. BADDOUR
W. GRABS
J. LAFEUILLE
M. GOLNARAGHI
M. GOLNARAGHI
J. CAUGHEY
M. GOLNARAGHI

L. BARRIE

WCRP
W.WESTERMEYER
（ GCOS）
C. RICHTER
（ GCOS）
S. BOJINSKI
（ GCOS）

AR0903b

IPY

AR0903d

WMOGOS

M. ONDRAS

WA0602b
WA0801a
WA0801e
WA0602a
WA0801b
AGO702
WE0603
WE0901b

DROUGHT
SOIL MOISTURE
WATER CYCLE
FLOODS
RUNOFF
AGR RISK MGMT
TIGGE
SOCIOECO
BENEFITS AFRICA
MTN REGIONS
R&D FUNDING
R&D AWARENESS

W. GRABS

WMO LEAD
M. Jarraud （ SG）
W. Zhang
W. Zhang
B. Ryan
GCOS
WCRP

POSITION
首席代表
代理人
牵头人
代理人
代表
代表
成员
代理人
联合组长
成员

EC0902d
ST0901
ST0902
GEO 机构
部长级会议
全会

C-4 主席
结构/资料
（ADC）

B. Ryan
B. O’Donnell
B. Ryan
B. O’Donnell

L. JALKANEN
S. NICKOVIC
J. CAUGHEY/
R. KOLLI
K. TRENBERTH/
O. BADDOUR
J. CAUGHEY
WCRPTBC

J. LAFEUIILE/
O. BADDOUR
V. RYABININ/
E. CABRERA
J. LAFEUILLE /
I. RUEDI
P. VANOEVELON

W. GRABS
A. TYAGI
W. GRABS
R. STEFANSKI
J. CAUGHEY
J. CAUGHEY
W. GRABS
J. CAUGHEY
J. CAUGHEY

用户界面
（UIC）
科学/技术
（STC）
GCI 专题组

B. O’Donnell

成员

J. Caughey

成员

E. Christian

成员

GEO 工作计划总任务数量

120

WMO 参与的任务数量

36

WMO 人员牵头的任务数量

14

__________

附录三
2009 年 WMO 与 GEO 有关的支出
各项支出:

瑞郎

为 GEO 秘书处提供 8 间办公室（实物捐助）

80,000

为在 WMO 正常职责之外参与 GEO 各项任务和/或委员会的人员
发放工资

32,800

出席委员会会议和 GEO 全会的旅费 – 每年 10 人次

32,000

有关协调 联络官员的特别服务协议（SSA）

87,200

总支出:

232,000

2010 年 WMO 与 GEO 有关的支出
各项支出:

瑞郎

为 GEO 秘书处提供 8 间办公室 （捐献实物）

80,000

为在 WMO 正常职责之外参与 GEO 各项任务和/或委员会的人员
发放工资

35,000

出席委员会会议和 GEO 全会的旅费 – 每年 6 人次

28,000

总支出:

143,000

2009 年来自 GEO 的收入

（预计 2010 年收入大致相同）
收入：
GEO 秘书处额外租用的 10 间办公室的房租

100,000

为 GEO 秘书处提供政务支持的成本
（按 7%征收杂项费的服务层面协议）

300,000

GEO 资助 WMO 水文和空气质量研讨会

12,000

总收入:

412,000
__________

附录四

已成为 GEO 会员的世界气象组织会员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比利时
伯利兹
巴西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智利
中国
刚果
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哈萨克斯坦
拉脱维亚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里
马耳他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摩尔多瓦
摩洛哥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葡萄牙
韩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苏丹
瑞典
瑞士
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__________

附录五
参加 GEO 的组织和观察员 1
GEO 会员的政府欢迎各参加组织的参与。经 GEO 会员在全会上批准后，凡具有地球观测职责或相
关活动的政府间、国际和区域组织均可参加 GEO。
成为 GEO 的成员并参加 GEO 还需正式批准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
2

目前，GEO 有 58 个参与组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RSE: 非洲环境遥感协会*
ADIE: 环境信息开发协会
APN: 亚太全球变化研究网络
CATHA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热带潮湿地区水资源中心
CEOS: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GMS: 气象卫星协调组*
CMO: 加勒比地区气象组织*
COSPAR: 空间研究委员会*
DANTE: 向欧洲提供先进网络技术
DIVERSITAS*
ECMWF: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EA: 欧洲环境局*
EIS-AFRICA: 环境信息系统 - 非洲
ESA: 欧洲空间局*
ESEAS: 欧洲海平面研究机构
EUMETNET: 欧洲气象服务网络/综合观测系统*
EUMETSAT: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EuroGeoSurveys: 欧盟地质调查协会
FAO: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DSN: 数字化宽带地震台网联合会
GBIF: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
GC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LOBE: 全球有益环境的学习和观测*
GSDI: 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GOOS: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TOS: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IAG: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
ICIMOD: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ICSU: 国际科学理事会*
IEEE: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GBP: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FA: 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融资机构*
IHO: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IIASA: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SL: 国际空间法研究所
INCOSE: 国际系统工程理事会
IO3C: 国际臭氧委员会*
IOC: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SCGM: 全球测绘国际指导委员会
ISDE: 国际数字化地球学会
ISDR: 国际减灾战略*
ISPRS: 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
IUGS: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OGC: 开放式地球空间集团*
POGO: 全球海洋观测伙伴关系*
SICA/CCAD: 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SOPAC: 南太平洋地球应用科学委员会
UNCBD: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UNECA: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AR: 联合国培训研究所*
UNOOSA: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UNU-EHS: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
WC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FPHA: 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
WMO: 世界气象组织*

GEO 的观察员
GEO 还可邀请其它相关实体，以支持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工作。观察员可应邀派代表出席 GEO 的
委员会并全面参与具体的 GEO 活动。
目前有 6 个观察员（1 个国家和 5 个组织）：
国家：
·

玻利维亚

3

组织:
·
·
·
·
·

EGY：
电子地球物理年
ESIP：
地球科学信息合作伙伴联合会
GEBCO：海洋地势图制作委员会
ISC:
国际地震中心
START: 分析研究与培训系统
__________

附录六
经谈判形成的 GEOSS 章程文件
摘录 GEOSS 的职责及其与 UN 专门机构和现有观测系统的关系

GEOSS 将为建立一个全球综合地球观测提供一个总体概念和组织框架，一满足用户的各种需

求。GEOSS将成为一个“综合系统”，它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各类地球观测系统，这些系统是对各自
职责和政府安排的补充而并非是取而代之。该系统将提供各种体制机制，以确保在必要的层面上协
调、加强和补充现有的各全球地球观测系统，并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强化对这些系统的支持。
业已建立的各地球观测系统将为GEOSS提供必要的构件，通过这些系统许多国家作为联合国
专门机构和计划的成员并作为对各项国际科学计划的贡献者开展合作。 实现 GEOSS 将力求确保与
发起或联合发起全球观测系统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国系统以及其它国际和国家机构进行有效的协商
并开展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GEOSS系统。
GEOSS十年实施计划，第3.2节，GEOSS的范围

___________
附录七
经谈判形成的 GEOSS 章程文件
摘录有关将信息制作纳入 GEOSS 的决定

2003 年华盛顿 – 地球观测峰会 – 峰会宣言

我们申明有必要提供及时的、高质量的、长期的全球信息，作为充分决策的基础。
第一次地球观测峰会，宣言，第 5 段
2004 年东京 – 第二次地球观测峰会  框架文件

当前观测并认识地球系统的努力必须从当今相互分离的各观测系统和计划发展成为协调有序
的、及时的、高质量的、持续的全球信息——根据各项兼容的标准予以开发——作为未来充
分决策和行动的基础。
第二次地球观测峰会，框架文件，
第4节，当前各观测系统的缺点
2005 年布鲁塞尔 – 第三次地球观测峰会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

GEOSS 将满足对及时的、高质量的、长期的全球信息的需求，作为 充分决策的基础，并将

加强为社会带来各种效益。
GEOSS十年实施计划，第3.1节，GEOSS的目的

各为此做出贡献的系统将涵盖从主要观测到信息制作的整个资料处理过程。通过 GEOSS，
总体上每个系统将与其它系统共享各种观测和产品，并将采取所有必要步骤，通过支持共同
的标准和适应各用户的需求的方式确保共享的观测和产品可供调用、具有兼容性并易懂。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第3.2节，GEOSS的范围

鉴于信息需要对许多各社会效益领域都具通用性，GEOSS将促进公共产品的开发与提供。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 第2.1节， 社会效益领域
2007 年开普敦 – 第四次地球观测峰会  峰会宣言

在从概念发展成行动和实施过程中，我们预计 GEO将提供一个重要的国际框架，以提高国家
和区域对全球地球观测、预报和信息信息系统投资的效益。
第四次地球观测峰会，宣言，第 15 段
2010 年华盛顿 – 第六次 GEO 全会 – GEOSS 2015 年战略目标

到2015年，GEO的目标是缩小气象及相关海洋观测中的关键差距，并提高观测和信息能力，
旨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特别是针对高影响天气事件和发展中国家。
GEOSS 2015年战略目标，第2.9节  天气

__________

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1.

引言

1.1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DRA）将继续重点解决 NMHS 的发展需要，通过区域规模项目并倡

议与主要金融组织、UN 系统合作伙伴和 WMO 成员的协作伙伴关系。
2.

融资、战略伙伴关系和主要开发项目

2.1

对于 NMHS 支持预算外方面的最佳状况是，秘书处支持计划方面的而不是项目方面资助，

优先

支持区域发展计划，因为不可能在一对一的基础上全面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需求。虽然

这是最终目标，但目前的情况是项目与计划支持混杂在一起，其趋势仍然是针对项目支持而不是已
在进行中的区域计划。
2.2

一般在 WMO 内部和尤其在 DRA 内部的项目管理能力议题，正逐渐成为需要得到进一步

发展的项目启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在第 6 号信息文件（INF.6）中所强调的那样，当前人力资
源是不足以支持正在进行的或即将进行的发展援助项目。
3.

基础设施和业务设施

3.1

专家服务、咨询服务及设备要通过各种计划活动和合作机制提供给有些发展中国家，目的

在于加强其观测网、电信系统和体制框架（见 EC 议题 2.4 下区协主席报告摘要）。
4.

人力资源能力开发

4.1

EC 教育培训专家组第 24 次会议于 2010 年 3 月 2226 日在美国的博尔德举行。会员们可

以登录网站http://www.wmo.int/pages/prog/etr/documents/ FinalreportPAN_XXIV.pdf，获取本次会
议报告作为参考，以充分讨论理事会即将讨论的议题。

管理和协调
4.2

专家组审核了 2012 年至 2015 年的战略计划草案的教育培训部分，并建议 EC 战略和运作

计划工作组审议关键成果 6.3 的措词变化，用三个新的绩效指标替换原来的两个指标。专家组还审
核了其职责，并建议 EC62 会对其更新。鉴于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可能的预算状况，专家组注意
到 EC63 也许考虑改变专家组的人员组成，专家组建议理事会考虑他们的审议结果。

区域培训中心
4.3

20082009 年期间，6 个区域培训中心（RTC）接受了外部评估，秘书处正式或非正式地

建议增加 4 个新的区域培训中心（RTC）。根据对外部评估报告及附件的逐一详细审查和讨论，专
家组建议对阿根廷、巴巴多斯、哥斯达黎加和肯尼亚的 RTC 立即重新确认。对于埃及和马达加斯加
的 RTC，专家组已建议推迟重新确认。对于埃及，这么做是为给 RTC 时间以实施他们和开罗大学

的协议，这将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展示他们国际培训工作的水平和评估程序。对于马达加斯加，是为
给 RTC 提供时间以提高他们的计划和协调，加强 RTC 各部门与 WMO 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培养其
教学人员的技能及开发教学资源。专家组注意到并赞赏埃及 RTC 对南京 RTC 的支持并和开罗大学
建立了联系。专家组预计当这些行动实施的时候，他们将消除对于在外部评估报告中的国际学员的
评估过程的关注。同样，专家组注意到并赞赏马达加斯加 RTC 愿意实施所有外部评估中提到的建议
做法。当评估新 RTC 或重新确认现有的 RTC 时，注意到 EC58 要求严格执行 EC 标准的指示，专
家组不得不建议延期重新确认这两个 RTC。专家组要求执行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在可用资金有限的情
况下帮助这两个 RTC。
4.4

专家组注意到 4 个关于在卡塔尔、秘鲁、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四国中产生新的 WMO 区域培

训中心的待定建议。由于卡塔尔的申请是完整的，专家组建议 EC 批准卡塔尔的申请，待秘书长代
表现场考察。专家组注意到在 2011 年 5 月的 WMO 第十六次大会前，这是最后一次专家组和 EC 会
议，因此，如果他们在 2011 年 5 月之前完成了所有正式手续，专家组提请 EC 允许将这些建议提交
大会讨论。

教育和培训机会
4.5

信息文件 X.XX 列出了 2009 年和 2010 年第一季度由 WMO 及其成员所提供的培训机会。

该表是根据秘书处披露的截至 2010 年 3 月初的信息，它也许并没有反映出全部提供给会员的教育和
培训机会，正如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上报给秘书处一样。感谢那些提供机会帮助别人的会员，为了
便于计划和统计，希望他们将这种机会上报给 WMO 教育和培训办公室。
4.6

2009 年有 115 名 WMO 会员参加了学习，其中大多数（63 人）是进行长期学习的。54 人

获得了奖学金，其中 17 人开始了长期学习，包括 8 人已在 WMO 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双边资助
协议的支持下在中国开始了学习及 5 人在俄罗斯联邦学习。19 个四个月的奖学金由美国提供给了非
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同行。奥地利、澳大利亚、中国、埃及、英国和美国是出资支持 WMO 奖学
金计划的国家，其资助方式是直接发放奖学金或减免学费。像往常一样，这些奖学金的大部分由常
规预算（RB）和自愿捐资计划（RB/VCP）支付。希望会员们继续支持 WMO 的奖学金计划。
5.

融资

5.1

EC60（2008 年 6 月）支持 RMO 提交的 20082011 任务说明与融资策略，特别是，把重

点放在支持 NMHS 提高为其开展综合业务的活动获得国内外资助和资金的水平，特别支持最不发达
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发生过冲突的国家。

自愿合作计划
5.2

VCP 活动重点放在：

a)

为利用 VCP(F)支持有效的项目，与相关的科学计划和区域办事处讨论，重新考虑尚未解

决的 VCP 资助申请。
b)

用 VCP(F)和紧急资金或通过 VCP 协调计划，回复 VCP 成员寻求帮助的请求。

c)

加强与科学部门和区域办事处的工作联系。

d)

加强与 VCP IPM 的工作联系。

5.3

2009年，6个捐助会员提供了在VCP设备和服务计划（VCPES）框架规定的设备和专家

服务，包括前几年推迟的未完成申请。2009年共17个新项目通过并在网上公布，有16个项目未获得
支持。
5.4

项目要求目的在于加强地面观测站和通信系统，提高气象应用水平。像通常一样，有许多

申请是加强高空观察站的建设。一般来讲，这个项目超出了VCPF的财力，而且由于费用高昂及可
持续性问题，一般也不会得到VCPES的支持。
5.5

2009 年，8 个会员向 VCP 基金（VCP(F)）捐款，数量大约 269,715 美元，同时还有

1,243,668 美元及等效的支持通过 WMO 以及约 6,541,159 美元通过双边协议提供给了 VCP 协调项
目。（此外，425 万美元通过 DRA 渠道捐给了 DRA 主要的区域发展计划。）
6.

援助 LDC 和 SIDS 国家

6.1

为了 LDC，继续在会员和开发伙伴中组织活动促进 WMO 计划，建议他们加强对 LDC 和

SIDS 的 NMHS 的支持和技术援助；同时也努力提高有关会员的意识，关心布鲁塞尔行动计划
（BPoA）为 LDC 在 20012010 年 10 年间的承诺和相关目标；在筹备将于 2011 年在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举行的第四次 UN 关于 LDC 大会；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在区域和分区域事件期间。
6.2

通过专家服务和组织国家咨询专题讨论会，为科摩罗、利比里亚、瓦努阿图、基里巴斯提

供援助，帮助他们准备各自的 NMHS 发展和现代化计划，对几内亚比绍、卢旺达和马达加斯加也有
类似的援助计划。
6.3

关于社会经济利益评估的一些试点项目，目前正在制定或正在实施过程中。这些项目的目

的是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提高对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及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有效利用的关注。具体
项目如下：

6.4

(a)

水电电力产生（赞比亚）

(b)

畜牧业发展（乌干达）

(c)

农业和乡村发展（坦桑尼亚）

(d)

畜牧业发展（苏丹）

(e)

港口和海洋服务（莫桑比克）

手册《关于 WMO 和 NMHS 在实现 MDG 过程中的作用》正在出版过程中。打算将来为有

关的 NMHS 举办相关的培训。
6.5

2010 年 3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关于最不发达国家会

议”上，WMO 参加了非洲地区预备会。

6.6

从 2009 年底至 2011 年 3 月，将组织许多会前活动，WMO 已被公认为下列主题的赞助/

促进机构：
a)

气候变化、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挑战和机遇；

b)

通过农业开发和获取食物和营养强化食品安全。

7.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

7.1

2009－2010 年，秘书处国家概况数据库（CDB）专题组讨论并同意为 CDB 开发而定的业

务案例和项目计划。在对各种选购项目审核之后，购买了两个软件包'Checkbox' 和 'Novel Teaming'
来分别提供必需的调查和协作工具。WMO 第 5 号出版物《WMO 数据库结构》被认定为地理政治信
息的权威来源，CDB 就此会加强建设。第 5 号出版物主要的更新在 2009 年晚些时候遇到了技术性
延误，目前正在复审之中。同时，上述两个软件在 2010 年 3 月已在一台新的服务器上安装。
7.2

还开发了一个用户调查，以进一步帮助开展 CDB 设计工作，并将于今年发至各会员。第

一阶段筹备工作的重点放在演示能力需求和开发上，第一阶段计划在 2010 年晚些时候部署。

__________

EC 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大会/ 理事会决定的摘要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Cg15，2007 年 5 月），欢迎《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
的声明（决策者版）》，该声明于 2005 年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五十七次届会上产生并通过。大会敦促
秘书长继续研究和出版有关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局领导版）的补充声明，期望该声明
能特别有利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领导者在与国家机构和用户部门工作。
2.
EC61（2009 年 6 月）考虑了执行理事会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的声明的草案，
该声明由其战略和运作计划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推荐，并决定由秘书处在考虑执行理事会成员建议的
基础上审议该文件并将修改后的版本返给 EC 战略和运作计划工作组供其考虑。理事会同意在其工作
组审议后提交第六十二次届会重新审议该声明。
进展
3.

秘书处审议了该声明，以综合 EC 成员的意见。

4.

修改后的声明已提交给 EC-WG/SOP 第三次会议（2010 年 3 月）审议。

5.

工作组赞赏对 EC 声明草案的改进，并建议如下：

(a)

增加 NMHS 对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参与，包括那些与地震和海洋有关的现象，如海
啸；

(b)

增加并扩大国家电信对资料和信息分发的重要性提法；

(c)

用另一措辞修改有关人力资源的副标题；

(d)

在区域层面加强合作与伙伴关系的表述；

(e)

在标题中，用“引言摘要”替换了“摘要”，用“使命”替换了“引言”；以及

(f)

改进后的观测和 NMHS 对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贡献以及 NMHS 在 GFCS 有关的气候适应
和减缓中作用的报告需要重新起草。

6.

工作组建议，经过返工的声明应提交 EC62 审议。
__________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
大会/执行理事会的指导和指示摘要
1.

考虑了 Cg-15 和 EC-60 关于 WMO 战略规划过程的指导和指示，以及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

工作组（EC WG/SOP，2009 年 3 月）的建议，EC-61 对制定 2012-2015 年 WMO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提
出了如下指导意见：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
(a)

将本组织的战略方针建立在 EC61 报告第 7.2.7 段附录六表 1 给出的一套全球社会需求
（GSN）基础上；

(b)

利用“结果链”，即战略主旨（ST）>预期结果（ER）>关键成果（KO）>可提供的服务>
各项活动，作为战略计划过程的架构；

(c)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应当是简明扼要并易于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不同受众理解；

(d)

要阐述其它利益攸关方对本组织的中期和较长期的期望；

(e)

下一个 SP 的框架有五项战略主旨（ST）和八项本组织的预期结果（ER），见 EC61 报告第
7.2.7 段附录六表 2；

(f)

根据 EC61 报告第 7.2.7 段附录六表 3 给出的概要，详细制定 ST；

(g)

制定一套有针对性的有限的关键绩效指标，以此突出本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给成员带来的增
值；

(h)

关键绩效指标应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并可衡量，以便能够进行监测及绩效评估；

(i)

EC61 报告第 7.2.7 段附录六表 4 中给出的框架应用于指导设计一套修订的清晰的、可衡量的
和基于结果的绩效标准；

(j)

使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参与制定预期结果和关键绩效指标、关键成果和若干科管理的绩
效衡量参数并确保上述制定内容以会员的需求为基础，并充分反映本组织的计划领域；

(k)

包括 WMO 的成就（EC61 报告第 7.2.8 段附录六表 5）。

WMO运行计划
(a)

鉴于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定制定本组织的运行计划，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从战略计划过
程的起始阶段就参与其中；

(b)

以积极协调的过程（包括EC 、RA、TC 和秘书处）来促进关键成果（KO）的制定，采用的
形式要与WMO的各项计划挂钩，并且能为必要的计划活动、预算规划和最终的预算建议提
供基础；

(c)

确定各技术委员会与区域协会之间交叉计划的协作，并从中获益，以便获得有效的和优化的
科学计划实施计划；

(d)

确定和描述各组成机构在WMO运行计划中的作用和职责。

计划编写的文件
(a)

WMO战略计划与WMO战略执行摘要；

(b)

秘书处的实施计划和预算；

(c)

WMO运行计划。

2.

制定20122015年WMO战略和运行计划的进展

2.1

战略计划（SP）

2.1.1

20122015年战略计划的结构是基于EC61的决定。

2.1.2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主席参与了这一进程，并且提供的建议已经纳入了SP草案中。

2.1.3

尽一切努力使各规划文件之间紧密衔接，包括WMO监督和评估（M&E）系统。

2.1.4

关键成果和绩效指标与相关的预期结果联系起来，以促进监督和评估实现各项结果的进展。

2.1.5

WMO战略执行摘要草案旨在向会员和合作伙伴说明WMO的战略方向。

2.2

秘书处的运行计划和预算

2.2.1

基于EC61关于OP结构的决定，WMO基于结果的预算和秘书处的实施计划以一个单独文件

形式提交。

2.3

WMO运行计划

2.3.1

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根据战略计划制定20122015年的运行计划，模板用于制定秘书

处实施计划和预算。
2.3.2

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秘书处的建议用于制定20122015年WMO运行计划。

2.3.3

进一步制定运行计划需要更多的指导意见，该运行计划交提交2011年SOP工作组会议，同时

考虑到2010年要将战略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RBB）提交给会员，必须是在大会前的6个月。
3.
3.1

执行理事会SOP工作组第三次届会
工作组第三次届会于2010年3月2931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审议了WMO战略计划、WMO战

略执行摘要、秘书处的实施计划和预算，以及制定WMO运行计划的进展，其中有关职责的问题。
3.2

工作组有关WMO战略计划、运行计划以及秘书处实施计划和预算（参见该段的附录）的建

议已纳入有关文件，并提交EC62审议。

__________

附录：1个

附录
第 3.2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第三次会议（WG/SOP）
提交理事会批准的各项建议
（2009 年 3 月 2931 日，日内瓦）

关于 20122015 年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草案的建议（议题 3）
战略计划
1.

工作组（WG）注意到文件表明从 2009 年 12 月从零草案起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并没有提供

KO 和 KPI 细节的简短版本被认为更适用于决策。工作组注意到根据 WMO 监督和评估的结果，还需
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改进 KPI。
2.

WG 建议在未来制定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要考虑以下几点：

(a)

改进简介利用 2009 年 12 月分发的文件中的文件，并编写一个较为简短的介绍；

(b)

改进 NMHS 的经济效益的介绍；

(c)

预期结果 2 — 考虑纳入一项有关干旱早期预警的基准；

(d)

预期结果 3 — 考虑纳入一项有关干旱预测风险管理的基准；

(e)

KO 5.5 – 一项有关亚洲季风/ENSO 预测的基准；

(f)

重点是推动会员参与研究（ER5）；

(g)

确定更明确的优先重点领域并且确保符合五项战略主旨和秘书处战略实施计划和预算文件。
引言部分中列出的若干要点应与文件中其它部分保持一致；

(h)

进一步改进 KPI 与成果之间的联系；

(i)

重新审阅有关能力建设（CB）的文字：（1）确保重点能力建设的内容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2）解决如何处理把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主旨和一个预期结果的问题；

(j)

根据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反馈意见重新修改预期结果 6 中的 KO 和 KPI；

(k)

航空被列为一项高优先重点 — 无论是在 KO 还是在 KPI 中；

(l)

确保文件反映那些能够使会员实现各项预期结果的工具，并反映文件内容还抓住了战略方向
问题并有区别对待不同的工具（如：预期结果 5 和利用示范项目）；

(m)

订正/审议关于 WMO 运行计划中战略计划中有关计划活动及其对预期结果的贡献的定义。在
FP15 中 WMO 有一个秘书处 OP，而在 FP16 中将有一个 WMO OP。WMO 预算需要明确体
现如何资助 FP16 中与 FP15 类似的活动，注意到 OP 性质的变化。

3.

工作组建议：（1）上述简短文件应作为初期战略规划文件提交大会批准；（2）目前的包括

“规划过程结构”的长篇幅版本将作为附录；（3）重新制定的战略计划应提交 EC 审议。
运行计划
4.

工作组建议：

(a)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效果和效率是单独的问题需要分别分析。在简化业务过程中，WMO 运行
计划（包含秘书处的运行计划）需要密切关注受影响的工作机制的效果；

(b)

运行计划中包括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以及执行理事会工作组、专家组和委员会的贡献，制
定时要明确确定与各项预期结果、KO 和预算的关联；

(c)

制定了一个为运行计划做出贡献的时间表，以便于及时提交材料；

(d)

秘书处促进在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共享贡献材料，以加强协同作用；

(e)

要求 EC 专家组包括 EC 极地气象专家组为 WMO 运行计划提供素材；

(f)

各技术委员会会议应把重点放在形成后续行动的各项成果和决定上。

5.

工作组建议应进一步制定 WO 运行计划并提交 EC62 审议。

有关秘书处实施计划和预算的建议，包括 19962011 年名义零增长（ZNG）的影响 （议题 7.2）
6.

工作组审议了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与预算结果之间的一致性。主席阐述了一些关于如何改

进目前战略计划格式的建议。建议包括一份 20122015 年与 20082011 年预算建议的详细对比，
WMO 计划的活动描述，以及按活动制定的详细预算估算，其中包括在方案 1 和方案 2 下的消减预算
将产生哪些影响。主席提及并提出了一份目前用于 ETR 计划的资金陈述格式。讨论了与选举和四项
预算优先重点的成本问题，包括优先重点与战略主旨之间的联系。审议了预期结果的资金划拨、特
别是优先重点领域的资源充足性问题。
7.

建议：

(a)

重新编制预算，以在不损害基于结果管理方法价值的情况下便于在计划层面与不同财期进行
比较；

(b)

应明确反映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 EC 附属机构工作的 WMO 运行计划如何影响各计划
的预算分配；

(c)

秘书处探索更多的机会，以提高效率，减少会议次数和压缩时间，简化行政程序和审议专业
类和总务类人员的分配；

(d)

战略计划和拟议的预算中的优先重点领域应保持一致，以便分配给这些优先重点领域的资金
更加清晰；

(e)

确保分配给预期结果的预算百分比能够解释按战略计划分配的这些资金。

8.

工作组要求在 FINAC 和 EC 之前提交该文件进行进一步审议。

9.

工作组建议修订的秘书处实施计划和预算（20122015 年）考虑到以上这些建议，并于 2011

年 5 月提交 FINAC 和 EC62 进行进一步的审议。
10.

工作组建议秘书处实施计划称为秘书处运行计划，将纳入 WMO 运行计划。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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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 年 WMO 战略计划的结构

从三大全球社会需求（GSN）开始，WMO 战略计划确定了本组织的五项战略主旨（ST）、八
项预期结果（ER）以实现这一愿景（表 1）。

表 1：WMO 战略计划（20122015 年）结构的示意图
五项战略主旨

改进服务质量
和服务提供

）年

20122015

（划计略战

WMO

三大全球社会需求
更好地保护生命
和财产（涉及危险天
气、气候、水和其它
环境事件的影响，提
高陆地、海上和空中
运输的安全性）
（与千年发展目
标挂钩的）扶贫、可
持续的生计和经济增
长，包括改善（与天
气、气候、水和环境
事件及影响有关的）
公民的卫生和社会福
利；
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和环境质量的
改善

八项预期结果
1. 提高会员提供优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
境预测、信息和服务的能力，改进对这些预测、
信息和服务的获取以应对用户的需求，并使它们
能在所有相关社会部门的决策中得到利用
2. 提高会员减少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要素
引起的灾害的风险和可能影响的能力

推进科学研究
和应用以及技
术开发和实施

加强能力建设

建立和加强伙
伴关系与合作
加强善政

3. 提高 NMHS 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
的环境信息、预测和警报的能力，以支持特别是
气候影响和适应战略
4. 在 WMO 设定的全球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会员
访问、开发、实施和利用综合的和互操作的地球
和空基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以及相关环境观测
系统的能力
5. 提高会员促进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科技
发展的研究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6. 提高 NMHS，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 NMHS 履行职责的能力
7. 建立新的并加强伙伴关系与合作活动，以改进
NMHS 在提供服务方面的绩效，提高 WMO 为联
合国系统、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家战略所做贡献的
价值
8.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八项预期结果进一步划定了关键成果（KO）及其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以衡量成功实现结果。
在五项战略主旨中，八项预期结果是在以下五个优先重点领域对实现预期结果做出重要贡献：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航空气象服务；

·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

·

实施WMO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和WMO信息系统 （WIS）；

·

减少灾害风险。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是 WMO 的一项重要活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代表团
团长首脑出席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2009 年，瑞士日内瓦），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以“加强制作、提供、交付和应用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该框架将受益于大部
分预期结果的成果并为实现预期结果做出贡献。

能力建设
图 1：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组成部分
除观测、气候研究、模拟、和预测这几个支柱外，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和气候用户界面计划是框
架的两个新的组成部分（图 1）。通过会员及其 NMHS，在世界气候计划下多年来取得的进展和开
发的系统将形成 GFCS 发展的基础。
GFCS 下关键成果解决其组成部分的需求。

预期结果

关键成果

关键绩效指标

ER 4 （仅为首位）

KO 1: 提供改进的综合
全球气候观测

会员建立和采用的气候
资料与元数据标准和协
议的数量

ER 3 （初步结果）
/ER 5 （第二位）

KO 2: 改进和维持研
究、业务预测和产品开
发与部门用户群体之间
的互动，以便在 GFCS
框架下将气候和应用气
候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
践

·

·

参与区域研究项目将
研究产品向业务产品
转移的NMS的数量
用户互动使用和解释
气候变化情景的NMS
的数量

做出贡献的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
技术合作计划,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WMO 空间计划
区域计划，

ER 3 （仅为首位）

ER 3 （首位）/ ER 1
（第二位）

ER 3 （首位）/ ER 6
（第二位）

KO 3: 改善基础设施并
改进标准化的技术流程
和工具，为发展和协调
GFCS 信息和产品的流
动

·

KO 4: 加强并扩大用户
界面机制、用户驱动的
展望论坛和信息门户网
站

·

KO 5: 增强履行 GFCS
气候职能的能力

·

·

·

·

已建立并投入业务运
行的新的标准化产
品、工具和程序的数
量
已建立的RCC 数量

应用气象计划

在提供气候服务时与
用户互动的会员的数
量
已建立的NCOF数量
拥有正式的国家气候
中心的会员的数量，
获取全球和区域产品
并传输国家需要的气
候产品
拥有已接受培训和具
有资格证书的气候专
业人士的会员的数量

其它优先重点领域的详细说明列于结果下，这些优先重点将为这一结果做出最大贡献。
WMO 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秘书处参与战略规划过程，确保在本组织内采取一种重点突出
和协调有序的方法。
针对 20122015 年财期的战略计划考虑了本组织面临的长期的社会、经济和科技问题。该战略
计划还作为 WMO 运行计划、WMO 基于结果的预算和绩效监督和评估活动的基础，还确定了具体
的可提供的服务、绩效目标和资金分配，以实现各项预期结果。
战略主旨 1：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
WMO 已促进建立收集、处理、共享天气、气候、天气和相关环境观测的系统和标准，为保护
人民生命和财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虽然在认识和预测全球地球系统取得了进展，但是
各国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对于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条件影响依然脆弱。因此，
WMO 仍需付出更大努力，以协助全世界社区受益于改进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服务。
如果能够以易懂和可用的形式及时传输给用户，天气、气候、水和

制作信息的会员

相关环境的信息是非常有效益，以支持决策。这就要求涉及信息的提供

必须更好地了解用户

者和用户的协同努力，以确保开发产品时纳入了用户的需求，并加强信

对信息的需求以及如

息的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反馈从而进一步改进。升级从提供者向用户传

何将其应用于决策，

输信息的通信和其它技术是必要的，以加强提供信息的速度和数量，从

要提供此类服务就必

而降低成本。

须开发新技术。

战略主旨是为了完成以下任务：

·

加强提供服务，通过提高通信系统的速度、容量及成本效益，以确保及时和以具有成本效益的
方式为规划、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信息和产品；

·

提高NMHS满足用户需求的能力，通过实施接收来自用户的贡献和反馈意见（如滚动审议用户
的需求和反馈意见），从而使NMHS更了解用户并能够对用户的需求作出响应；

·

在NMHS和区域中心为不同用户提供气候服务，包括水文、农业和渔业这些对于保持水和粮食
安全至关重要的部门；

·

扩大向可持续发展实践者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信息；

·

扩大为提高航空安全和空中交通管理提供所需的天气信息；

·

改进业务海洋和海洋气象服务，许多会员通过获取更具体和更有针对性的海洋气象产品为用户
提供此类服务；

·

在天气、水和气候领域提高NMHS减少灾害风险的能力，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与其它国际组织
合作加强相关的机制；

·

通过提高能力改进多灾种预警的效果，以针对更广泛的环境灾害（包括海啸、核物质的意外泄
漏、火山喷发）和其它环境事件发布警报。

战略主旨 1 有两个预期结果（预期结果 1 和预期结果 2）连同关键成果和绩效指标以及一个优
先重点领域。为实现这些预期结果做出贡献的科学和技术计划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
划、世界气候计划（WCP）、气象应用计划（AMP）、减少灾害风险计划（DRR）、WMO 空间计
划（WMOSP）。

预期结果 1（ER 1）:
提高会员提供和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和水预测、信息和服务的能力，以响应用户的需要，并使所
有有关社会部门/行业能够在决策中加以利用
过去，天气服务是垄断性并受供方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时间制约，即能为天气敏感行业决策
之前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对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扩大并纳入了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服务以
及对时间要求很高的决策。此外，信息种类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并将继续增加，要求服务提供方掌
握信息的使用，以便按照用户的需求制作信息。虽然不同部门的需求各异，但共同的需求是在单一
（无缝隙）服务中整合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信息和产品。注意到这些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变化并出现了新的服务客户，需要有效地滚动审议客户的需求，以便规划新产品的开发、制作、
应用和分发。
航空气象服务是预期结果 1 中的一个优先重点领域。可从航空运输中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正因
为如此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例如航空运输是世界贸易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并且在全球
化的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航空运输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其
自身的活动以及对其它行业的拉动作用或附加效益。例如通过航空运输提高进入市场的能力对于大多
数的内陆国家尤为相关。航空运输中的进展产生了增强该行业服务的需求，这些行业为国际航运的安
全、按时起降和效率做出了贡献。这些改进需要更多的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的升级。

实施质量管理体系（QMS）包括提供给用户的气象信息质量管理所必需的程序、过程和资源，
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从 2010 年 2 月 22 日起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会更新的标准，到 2012 年
11 月各 NMHS 要达到这个标准。大多数 WMO 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会
员在服务提供中尚未实施 QMS 体系，剩余时间以及所需的资源对它们在最后期限完成这项工作构成
了巨大的挑战。航空气象人员能力展示也是 NMHS 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的 NMHS 将需要支持，以应付这些挑战。
预期结果 1 的关键成果涉及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服务快速变化的范例。

关键成果

关键绩效指标

KO 1.1 改进获取无缝隙天气、
气候、水和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
（如预警、预报和支持信息）

·

分析表明改进的服务带
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做出贡献的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气象应用计划

·

NMHS 定期获取全球和
区域中心提供的产品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
WMO 各项科技计划的整体协调

KO 1.2 改进为用户群体提供的天
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产品
和服务

·

提高用户及时获取数量
增加和范围扩大的产品

气象应用计划

预期结果 2 （ER 2）:
提高会员减少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因素造成的灾害风险和影响的能力
NMHS 面临的挑战与相关部门合作来开发产品和信息，以支持应对极端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事
件的决策的特殊需求。
产品和信息应该满足规划、发展和公共教育以及在已发生和在任何潜在灾害事件之前采取减少风
险措施的长期需求。
减少风险灾害是一个优先重点领域，因为自然灾害对实现 GSN 的不利影响。与天气、气候和水
相关的灾害继续造成非常高的人力和经济成本，以及在许多国家造成大量人口转移，特别是在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基于与天气、气候、与水相关的早期预警系统的应急措
施，包括环境信息和服务，国家可拯救更多的生命和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捐助机构正在把减少灾害风险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
到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某种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强，如风暴潮、热浪和森林火灾、洪水、干旱和
热带气旋。具成本效益的适应措施要求各国的 NMHS 与其它开发机构之间开展密切的合作，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制定并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施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

预期结果 2 的三项关键成果涉及 NMHS、国家发展机构和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在减少自然灾害影
响方面开展合作。

关键成果
KO 2.1: 多种灾害早期预
警系统已实施

关键绩效指标
· 增加拥有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
的NMHS的数量

做出贡献的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

· 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NMHS
的数量

技术合作计划

· 提供减少灾害风险产品和服务的
发展中国家会员的数量
KO 2.2: 已制定了国家综
合洪水管理计划

· 建立洪水管理计划的会员的数量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 建立在跨界流域的区域水文预报系
统的数量
KO 2.3: 改进了干旱早期
预警系统

· NMHS和区域中心发布干旱早期
预警

气象应用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 满意NMHS和区域中心发布的干
旱早期预警

战略主旨 2：促进科学研究和应用以及技术的开发和实施
过去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以及科技发展和实施方面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
境的信息和服务的改进。这些改进包括已制作出预警时间提前量更长、更准确的预报、新产品和服
务。 如空气质量警报、季节气候展望以及其它环境产品。然而，由于人口增长、过度使用边际土地
以及人类活动仍存在很多挑战，甚至加剧。
核心科学领域需要不断改进，扩大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信息及服务的范围，提高其精
度并延长时间提前量。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以提高来自全面和强大的信息网络的信息的可提供
性，从而提高服务质量。
该战略主旨旨在完成以下任务：
·

实施和维护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综合观测网，满足用户对分辨率、精度、可靠性和及
时性的需求；

·

实施和维护信息系统，以实现及时的资料交换、分析和管理，从而提高天气、气候、水和相关
环境的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

·

发展和实施加强能力，以极大地提高气象和水文条件甚短期（1到6小时）预报和预警的其准确
率并延长预报的提前量；

·

改进风暴路径和强度预报以减少误差，反之误差将增加减灾活动的总体成本，最坏的情况的是
因社区没有收到灾害天气事件的警报而造成的损失；

·

提供信息确定性和/或不确定性的量化方法以提高天气、水文和季节气候信息在决策中的实用
性，具体重点放在集合预报系统上；

·

改进天气、季节气候、海洋和水文预报的实用性以使社会和经济部门（如发展、灾害风险管
理、运输、农业、卫生和能源部门）预先作出规划，这可以产生重大社会经济效益；

·

形成并利用所需的更强的空气质量和大气化学业务能力，以支持政府和其它国家的计划，提高
生活质量和保护环境；

·

扩大利用通过科学模式和技术制作的环境信息和服务。特别是计划为进一步形成并实现同时多
种环境成份的预报能力；

·

改进对气候科学在业务中的应用，以支持社会适应气候变化和变率的需求。

战略主旨 1 有三项预期结果（预期结果 3、预期结果 4 和预期结果 5）连同其关键成果和绩效
指标以及 20122015 年的三个优先重点领域。为实现这些预期结果做出贡献的科技计划包括：世界
天气监视网（WWW）计划、世界气候计划（WCP）包括共同主办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气象应用计划（AMP）、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与水资源计划（HWRP），以及 WMO 空间计划（WMOSP）。
预期结果 3 （ER 3）:
提高 NMHS 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信息、预测和预警的能力，重点支持气候影响和适应战略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是预期结果 3 中的一个优先重点领域，因为它涉及框架的两个新支柱，即气
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以及气候用户界面计划。框架（图 1）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户与气候信息
和产品提供者之间的密切互动，它的服务质量是根据是否能够提高决策能力判断的。CSIS 将从
NMHS 业务系统开发更好的气候信息和预报产品，并更有效地分发以满足用户的需求。通过会员及
其 NMHS，世界气候计划近年来取得的进展和已开发的系统将成为 CSIS 开发的基础。
为了实现预期结果3，使气候信息、 产品和服务对社会和影响研究和适应战略的日常决策更有用，将要加强， 扩大在世界气候计
划下（ 如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 CLIPS） ） 建立的机制并实现业务化，基于现有的全球产品制作中心（ GPC） –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 
区域气候中心（ RCC） 

NMHS框架。 WMO将继续筹措资金，以提高脆弱地区RCC的能力。 CSIS将促进气候信息定期和有效的从全球向国家层面流动
。通过更有效的气候风险管理和提高适应气候脆弱性和变化的能力，将获取广泛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效益。有必要更加强调部门应用，
如在农业、水资源管理、能源和减少灾害风险等部门的应用。
制作水文信息和产品方面的重点是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活动包括编写用于提高 NMHS 能力的
指导材料，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以提高水文预报、水资源评估和管理，并适
应气候变率和变化。WMO 也将设法融资，以改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水文网络。

预期结果 3 有四项关键成果，连同关键绩效指标，主要针对改进长期预报、气候信息和产品，
以及水文信息和产品。

关键成果（KO）
KO 3.1：改进长期预报和
长期预测

KO 3.2：改进用于气候适
应和风险管理的气候信息
和预报产品

关键绩效指标
· 提供标准化产品（例如，月和季节预报，
气候监视）的会员数量
· 提供标准化产品的会员数量
· 为国家气候中心提供支持的区域业务气候
中心的数量

做出贡献的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 设有正式国家气候中心，且能获取全球
和区域产品、使用指导材料和传输国家
所需的气候产品的会员数量
· 与用户互动，同时通过正式机制（包括
国家气候展望论坛）提供气候服务保障
关键社会经济领域适应气候及风险管理
的会员数量
· 在关键社会经济领域中使用气候适应和
风险管理最佳规范的会员数量

KO 3.3：改进水文信息和
产品包括水资源评估

· 利用目前的水文学和水资源管理指导材

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料建立起水文学质量管理框架的会员数
量
· 建立跨界河流域区域水文数据库的数量

KO 3.4：改进用于风险管
理的干旱信息和预测

· 发布干旱信息和预测的NMHS及区域中
心
· 对各NMHS和区域中心所发布干旱信息

气象学应用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和预测的满意度

预期结果 4（ER 4）：
根据 WMO 制定的全球标准，提高会员获取、开发、实施和使用综合及互可操作的地基和空基天
气、气候和水文观测系统及相关环境观测系统的能力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WIS）是 ER 4 的优先重点领域。
NMHS 及合作伙伴收集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观测资料为 NMHS 提供各项服务奠定了基础，
也为多数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以促进我们对地球系统的了解及其预测。为满足 WMO 各项计划和
伙伴的观测需求，WMO 第 15 次大会（Cg15，2007 年 5 月）决定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建立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这是一个协调有序的、综合的和可持续的系统，包括地球观测组织
（GEO）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内的各系统。WIGOS 将提高观测能力、资料和产品质

量以及 WMO 全球观测系统（GOS、GAW 和 WHYCOS）和 WMO 联合发起的其它观测系统之间的
互可操作性（图 2）3。 其目的是提供改进的信息和产品以支持各级决策。
Cg15 还决定开发和实施 WIS，作为 21 世纪 WMO 的战略基石，来有效管理和推动天气、气
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和产品。WIS 提供适合于 WMO 所有计划的综合方法，以满足观测资料及产
品日常收集和自动分发的需求，以及各中心和会员在 WMO 各计划框架内制作的所有天气、气候、
水和相关资料的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的需求。WIS 将降低运行成本并提高资料传输的可靠性，为
国家和国际共享资料提供更简单、便捷的途径。

图 2：WMO 全球观测系统，它为建立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奠定了基础

预期结果4下的三项关键成果和相关关键绩效指标涉及三个系统的改进  WIGOS、WIS以及联合
发起、并得到强化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4 ，这有助于改进整个气候系统的气候资料质量，
以满足国际、区域和国家用户对气候资料及衍生产品的需求。
·

将实施WIS以便为观测资料、产品和信息的收集、交换和管理提供互可操作的系统，来支持
WMO的各项活动。WIS特别将提高资料调用、检索、产品制作及资料管理的能力，以满足
WIGOS、减低灾害风险以及GFCS不断出现的需求和未来其它需求；

·

WIGOS 将依靠并促进WMO现有的全球各观测组成部分（GOS、GAW和WHYCOS）的协调。它

将通过完善标准化和质量管理框架，来提高观测资料和产品的质量。WIGOS 将通过持续促进高质
量、兼容观测资料的提供，来响应GFCS不断出现的新需求。
GCOS 为 GFCS 观测需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支持，并为 WMO 会员在
其国家气候服务方面提供支持，以使他们履行在各项国际公约（例如 UNFCCC、UNCCD 和保护臭
氧层公约）中的义务。

3

WMO 联合发起的系统包括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以及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GCOS 有责任对气候观测和相关资料及产品制定技术要求，并与 WMO 各组成部分（NMHS、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及其观测系统伙
伴（例如，GOOS、GTOS、CEOS、GEO 的 GEOSS）合作，以改进所有观测系统和地基及空基系统的气候观测。
4

ER 4 下的三项关键成果及其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包括 WMO 为提高观测资料质量和可提供性以及
为提高各系统处理和交换观测资料及产品的效率而开展的各项活动。
关键成果（KO）
KO 4.1：实施 WMO 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

关键绩效指标
· 根据WIGOS实施计划，完成
WIGOS重大活动
· 促进用户观测资料的可提供性

做出贡献的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WCPGCOS）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WMO 空间计划
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气象学应用计划
WMO 空间计划

KO 4.2：开发和实施 WMO
信息系统

· 通过NMHS不断获取观测资料和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产品来实施WIS，以满足NMHS
和国家用户的需求，并提高会员
获取资料和产品的能力
· 提高资料加工和管理的能力

KO 4.3：NMHS 和全球资料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进展

中心增加可获取的气候观测

· 增加项目，以便拯救气候资料并

资料和气候资料档案

世界气候计划

将其数字化，促进高质量气候资
料集的使用和交换并评估全球气
候系统的状况
· 开发和实施现代化气候监测系统
（包括气候监视系统）的会员数
量

预期结果 5（ER 5）：
提高会员促进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科学及技术开发的研究能力并从中获益
科学界、决策者和许多行业的用户都期望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能够提供最新的气候研
究产品和工具。改进气候模式和预测系统以及区域应用降尺度工具，将会为气候变化适应规划、臭
氧层保护公约、IPCC 和 GFCS 提供关键的支持。季节和更长时间尺度预测技术的进展将会给 NMHS
及其客户带来直接的效益。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的统一主题是预报那些对经济有潜在破坏或对生命构成威胁、抑
或对环境或生活质量带来高影响天气事件。WWRP 旨在加速促进预报技术和利用高影响天气预报，
包括灾害 天气、水 文和环 境事件 预报以 及可带来重大经 济效益或 其它预 期效益 的预报。包括
THORPEX 在内的 WWRP 计划着重于技术转让、培训和开发新服务，力图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的 WMO 会员参与，并从中受益，特别是通过区域研究和培训。

作为 WIGOS 的一部分，全球大气监视网（GAW）提供大气组分和空气质量测量及信息，这些
信息对一些国际公约（包括 UNFCCC、《保护平流层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长距离跨境空气污染
公约》）至关重要。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在逐渐同化气溶胶和臭氧观测资料，以改进天气预报和气候
产品以及提供空气质量预报。
未来将采用均衡和无缝隙衔接方式开展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研究，包括开发更广泛的环境参数
预报，例如，空气质量、沙尘暴、植被变化，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和对减少各界脆弱性的迫切需要。
例如，提高季节预报技术将极有助于减少自然灾害风险和对灾害的脆弱性，有助于适应气候变率和
变化的影响。图 3 表明了现有产品、潜在可预测的气候信息和必要气候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紫色
阴影区示出的应用研究方向。

Decades

Threats
Assessments

Forecasts

Anthropogenic
Forcing

Years

Forecast Lead Time

Outlook
Predictio
n
Guidance

Forecast
Uncertainty

Centuries

Climate Change.
Change.

Scenarios

Climate Variability

Seasons
Months

Boundary
Conditions

2 Weeks

Weather
1 Week

Initial
Conditions

Days

Watches
Hours

Warnings & Alert
Coordination

Adapted from: NOAA

Minutes

Environment

State/Local
Planning

Commerce

Health

Energy

Ecosystem

Recreation

Water Resource
Planning

Agriculture

Hydropower

Fire Weather

Transportation

Space
Applications

Water
Management

Protection of
Life & Property

Applications

图 3：示意图：开发‘无缝隙衔接’产品和服务面临的挑战，以及现有的气候信息和存在的差距（来
源：NOAA）。
未来开展天气、气候和水研究、预测和服务将：
·

采用多时间和空间尺度的统一方法，包括对降尺度气候信息的需求；

·

更多投资于高性能计算，以适应日趋复杂和细化的模式；

·

在研究、业务和用户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例如通过预报示范项目（FDP）。

ER 5 下的五项关键成果和相关关键绩效指标涉及改进天气和气候预测以及观测和评估大气化学。

关键成果（KO）

关键绩效指标

KO 5.1：加强气候预测/预估研 · 增加促进气候研究的项目
究以改进季节、年代际和更长 · 促进相关区域和国际研究活动的发展中
时间尺度的预测技术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NMHS

做出贡献的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衡量气候预测和预估的技巧以及对国家
和区域气候服务的价值
KO 5.2：加强小时到季节时间 · 促进业务产品和服务的研究
尺度的高影响天气预报研究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 促进相关区域和国际研究活动的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NMHS。增加国际
协调天气研究活动的数量和/或完成预
报示范项目的数量

KO 5.3：大气化学观测和评估 · 定期为环境公约和政策评估提供全球大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满足环境公约和政策评估的需
求

气化学公报；
· 大气化学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结
合的技术报告、测量指南以及科学分析
的数量

KO 5.4 ： 开 展 月 到 季 节 的 天 · 促进NMHS实施WMO全球综合预报系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气、气候、水和环境无缝隙衔
接预报

统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改进月到季节预报系统的技巧

KO 5.5：改进 El Niño/南方涛动 · 改进ENSO 和季风预报技巧

世界气候计划

（ENSO）和季风的预测/预估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对ENSO和季风预测/预估的满意度

战略主旨 3：加强能力建设
NMHS 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能力对服务质量具有重大影响。同样重要的是用户要有能力理解
服务提供方（包括 NMHS）所提供的信息并用于决策。因此，涉及 NMHS 和天气、气候、水及相关
环境服务的用户的能力建设对于满足全球社会需求至关重要。几十年来，WMO 一直支持世界各地
NMHS 的能力建设，从而为全球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能力建设战略主旨的重要性在于：
·

促进利用相应的区域和国家方案来提高NMHS在基本系统、资料采集和分发技术、沟通、客户
关系和服务提供方面的能力；

·

提高会员NMHS，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NMHS的能力，以使其服务与其各自国家
具体发展需求相适应；

·

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来开发和应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及产
品，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

提高发展中国家优化其自身投资和国内捐助方所资助活动的能力，这些活动可促进其提供与用
户相关的服务能力；

·

协助在会员国开展广泛的政府和公众教育，以促进了解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

·

实施社会能力建设活动，以满足男、女在开发环境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不同需求和经验。

尽管科技不断发展，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和技术人才
的不足，往往无法利用这些先进科技。这些国家的用户同样也没有能力理解预报信息并将其用于决
策。这通常导致无法充分制作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和服务，以满足这些国家的社
会经济需求。因此，能力建设仍是满足全球社会需求的高优先重点。
就许多 NMHS 和区域中心而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由于服务需求的快速变
化和目前老龄退休以及因 HIV/AIDS 导致的人员自然损耗，使 NMHS 无法吸引到足够的高级专业人
材。为了改进管理、规划和政策制定技能，为了加强其国家和区域协调，开展机构 能力 建设 必不 可
少。目前需进一步努力做好战略规划，并评估天气、水、气候及其它环境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以期
在其政府、国家和区域内树立更好的形象。这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资源，更有力地促进地方、国
家和区域实现经济领域的发展目标。
媒体是向公众和决策者传递相关环境信息的一个重要工具。NMHS，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需要提高其有效利用媒体的能力。为了向社会有效提供信息，必须要开展
沟通能力的建设，特别是通过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进行沟通的能力。
在许多国家，公众和决策者并不了解 NMHS 提供的一天以上天气预报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WMO 将通过对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空气质量信息提供方和用户进行教育，特别是对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信息提供方和用户进行教育，来进一步努力宣传其服务和产品的效益。要取得
充分的效益只有通过对用户和提供方开展持续的能力建设。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认为必须促进性别平等和保障妇女权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的妇女和儿童最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妇女在灾害降临时是家庭的保护者，在农业和
粮食生产、水资源管理以及利用环境资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开发针对妇女需求的
服务技术。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是 ER 6 的一个优先重点领域，因为它对于促进 NMHS
提高质量和服务提供的能力至关重要，同时对与用户共同参与其它政府组织、民间社团、私营部门
和政府间团体至关重要。该优先重点领域的主要目标是：
·

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的NMHS的能力开发需求给予特别关注，以解
决具体问题，例如，航空气象预报员的资质、GFCS和减低灾害风险；

·

促进对NMHS和区域中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了解，包括它们为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所做的贡献；

·

帮助NMHS管理人员开发用于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以及开发伙伴建立有效沟通的工
具；

·

不断评估和满足NMHS的培训需求，包括专业培训和开发、技术培训、项目开发和管理培训；

·

扩大与内部和外部利益攸关方战略伙伴的数量；

·

通过加强资金筹措来支持上述各项活动。

战略主旨 3 包括一项预期结果（ER 6）以及相关的关键成果和绩效指标。促进实现此项预期结
果的科技计划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世界气候计划（WCP）、气象学应用计划
（AMP）、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HWRP）、包括最不发达国家计划（LDCP）在内的区域计划
（RP）、技术合作计划（TCOP）、气象学应用计划（AMP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DRR）和
WMO 空间计划（WMOSP）。
预期结果 6（ER 6）：
提高 NMHS，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NMHS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NMHS 和区域中心拥有基本系统、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这对于制作并向其政府、公众和私营
部门以及国家决策提供改进的天气、水和气候服务至关重要。为满足目前和未来对这些服务的需
求，必须对其基础设施和系统加以改进，特别侧重于未来对多灾种预警和响应系统以及气候服务的
开发，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这些工作将需要政府和预算外自愿资金给予资助，其成功与否将
取决于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能力。ER 6 以及相关四项关键成果和绩效指标将由 WMO 通过与各会员及
国际和区域伙伴的合作来完成，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
关键成果（KO）

关键绩效指标

KO 6.1：改进 NMHS 和区域
中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

· 在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开发活
动中具有明确作用，并与国际和
区 域 开 发 机 构 合 作 的 NMHS 和
WMO区域中心数量
· 具备区域服务提供合作计划和网
络的NMHS数量
· 能够改进基础设施和业务设备来
解决具体不足的NMHS数量
· 具备现代化开发并向用户分发产
品能力的NMHS数量

KO 6.2：改进 NMHS 和区域
中心的基础设施和业务设
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

做出贡献的计划
技术合作计划
区域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世界气
候计划
气象学应用计划
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技术合作计划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
WMO 空间计划

KO 6.3：促进国家和区域层
面的教育及培训开发活动，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

· 为GFCS相关活动提供教育和培训
教育和培训计划（ETRP）
支持的区域培训中心数量
· 会员从WMO奖学金计划中获益的 技术合作计划
程度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 RTC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学员区域培训需求的支
持力度

KO 6.4：通过与其它国家和
区域组织的合作和伙伴关
系，提高 NMHS 的能力

· 通过自愿资金和预算外资金资助 技术合作计划
的开发项目和活动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战略主旨 4：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和合作
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过程及灾害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日益考验着
WMO 提高信息和产品质量及准确性的科学和财政能力。仅靠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单一机构无力承担
必要的资金应对所有这些挑战。因此，本组织的成功要依靠其与内部利益攸关方和外部组织建立有
效伙伴的能力，以满足全球社会需求。
伙伴关系战略主旨的重要性在于：
·

通过联合国系统、WMO会员和国际及国家组织来促进了解和使用WMO的环境信息和服务的能
力，例如，实施GFCS及其它活动的能力；

·

由于必要的基础科学问题日益复杂和多学科性，因此为了提供改进的产品和服务，要加强与其
它主要国际科学组织的伙伴关系；

·

提高WMO扩大其信息和产品范围的能力，以及通过提高伙伴的能力来推动并保持改进服务的
能力。此外，通过这种合作，预计将促进会员的各机构对新需求的响应能力；

·

扩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涉及相关国家机构的伙伴关系，例如，与应急
管理机构的伙伴关系；以及

·

为确保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利益攸关方之间采用协调、基于科学的方法，继续发挥前瞻性作用，
以实施各项环境公约，包括世界峰会的成果和所有相关联合国公约的后续行动。

战略主旨 4 有一项预期结果（ER 7）以及相关关键成果和绩效指标。促进实现此项预期结果的
科技计划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世界气候计划（WCP）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气象学应用计划（AMP）、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AREP）、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HWRP）和技术合作计划（TCOP）。
预期结果 7（ER 7）：
新建并加强伙伴关系及合作活动，提高 NMHS 提供服务的水平，提高 WMO 在联合国系统中、在有
关国际公约和国家战略方面所作贡献的价值
预计通过 GFCS， WMO 将在联合国气候知识协调一致方面（与 UNESCO）发挥主导作用，并
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基金会和计划以及政府间机构（包括地球观测组织（GEO））开展广泛的合
作。WMO 将加强其在联合国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中的作用，并促进实施各项联合国公约（即：
UNFCCC、UNCCD 和 UNCBD），包括通过其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SBSTA）。WMO 将继续推
动进一步实施主要的国际行动计划（例如，减少灾害风险兵库行动计划、气候适应内罗毕工作计
划、LDC 布鲁塞尔行动计划（BPoA））。
WMO 与相关协作发起方（UNESCO 的 IOC、ICSU、UNEP、FAO）达成协议，为制定一些联
合主办的计划和活动（IPCC、WCRP、GCOS、GTOS 和 GOOS）做出了贡献，并参与计划和活动的

管理。WMO 还是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战略伙伴，特别是与 FAO 和 WFP 在粮食安全方面、与
ILO 和 WHO 在社会保障与健康方面、与 UNEP 在绿色经济方面结成战略伙伴。
在多数国家政府中，NMHS 是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影响方面的权威科学机构，并向政府和公众提
供有关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官方预报和预警，它往往还与国家民防及灾害响应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在许多国家，NMHS 还负责提供有关水文和水资源及其对农业和航空及海上运输等行业影响的服务。
ER 7 下的三项关键成果和相关关键绩效指标涉及加强与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及伙伴关系，以
实现共同的目标。促进实现此项预期结果的科技计划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世界气
候计划（WCP）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象学应用计划（AMP）、大气研究和环
境计划（AREP）、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HWRP）、减少灾害风险计划（DRR）和技术合作计划
（TCOP）。
关键成果（KO）

关键绩效指标

KO 7.1：促进 WMO 在相关 · WMO及其联合发起计划向国际公

做出贡献的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UN 系统及其它国际伙伴的

约提交的报告，特别是向

活动和计划中的领导地位和

UNFCCC 、 UNCCD 和 UNCBD 提

世界气候计划

贡献

交的报告，以及加强与SBSTA和

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COP 过程的互动
· 引 用 了 WMO 和 联 合 发 起 的 报

行政管理

告、评估、公报及其它权威成果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的UN和其它国际组织的报告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

· 与支持优先重点活动的UN及其它
国际组织的积极战略伙伴关系

气象学应用计划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KO 7.2：促进 NMHS 参与相
关国家和区域伙伴关系

·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建立起积极伙 区域计划
伴关系的NMHS数量
· 为开发项目筹措的资金支持，例
如，来自政府、捐赠伙伴和区域
捐助方资金

KO 7.3 ：公众、决策者及其

· 对WMO报告、公报及其它规定的

他利益攸关方通过加强沟

理解；网址访问量以及WMO网站

通 ， 日 趋 了 解 WMO 和

的排名

NMHS 的关键问题、活动和
优先重点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 利用WMO材料和提高认识的目标
受众的百分比
· 接受沟通培训的NMHS

战略主旨 5： 加 强 善 政
一个组织的资源限制以及与其目标未形成最佳匹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各项战略计划的进展以及
最终的成功。在内部，有效的工作程序和管理可有助于缓解资源的限制，而通过进一步与组织的优先

重点保持一致，可加快实现战略目标的进展。善政推动了开放和透明的工作程序、有效和高效的资源
使用以及公平地对待各方。根据目前可获得的资源，需要有明确有效的目标以加快改进的步伐。
该战略主旨旨在通过以下方法来促进管理：
·

促进开放和透明的工作过程，有效和高效的资金使用以及公正对待各方；

·

提高WMO秘书处的效率；

·

确保WMO管理体系（包括信息技术）的完整性；

·

加强基于结果的管理体系和规范以及计划和预算与其战略活动的联系；

·

通过全面审议本组织的结构、计划和优先重点以及落实其成果，以确保本组织的工作效果。

战略主旨 5 包含一个预期结果（ER 8）以及三项关键成果和相关绩效指标。

ER 8：成为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一个组织有效和高效的运作对于实现预期结果具有巨大影响。鉴于困难的财政环境和执行理事会
等部门的管理和财务监督水平，管理优先重点应是促进本组织的计划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有效和高效及
透明度。这将包括制定愿景战略计划、明确有效的 WMO 业务计划和有效透明的 20122015 年财务期
基于结果的预算以及监督和评估体系。
WMO 的支持性服务在会议及其它相关活动的规划和组织方面提供有价值的专业知识、咨询和服
务。这些服务是组成机构发挥有效职能的关键因素。具体职能尤其包括笔译、口译、组织活动，主要
是召开会议以及提供各类服务，特别是制作内容丰富、易读和准确的文件、出版物及其它有关 WMO
活动各个方面的宣传材料。
促进此项预期结果的计划包括 PSS、EM 和总体协调，以及 PSS（包括 LSP 和 CCFM）。
ER 8 下的三项关键成果和相关关键绩效指标涉及必须促进本组织有效和高效的运作。
关键成果（KO）

关键绩效指标

做出贡献的计划

KO 8.1 ：有 效和高 效的 · 对大会、执行理事会及其工作组文 决策机构（PMO）
WMO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

件感到满意的会员

计划支持服务（PSS）

· 对为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供支持服 语言服务和出版（LSP）
务（翻译、会议服务和设施）表示 会 议 、 合 约 和 设 施 管 理
满意的会员

（CCFM）

· 降低会议的成本
KO 8.2 ：有 效和高 效的 · 及时 和 有 成 本 效 益 地 实 现 管 理 目
WMO 秘书处

行政管理层

标，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监督建议， 总体协调
例如，外部审计员和执行理事会附
属机构提出的建议
· 无限制的审计和有效的内部管理
· 有成本效益地满足对语言和出版服
务的需求
· 有成本效益地满足对支持服务的需

求，包括采购、差旅、楼宇管理和
邮件
KO 8.3 ：有 效和高 效的 · 对组成机构文件感到满意的会员
组 成 机 构 （区 域 协 会 和
技术委员会）

行政管理层

· 对组成机构的支持服务（翻译、会 计划支持服务
议服务和设施）感到满意的会员
· 降低组成机构会议的成本

WMO 运行计划
WMO 业务计划将战略计划中所述的战略主旨、预期结果和关键成果转化为具体的计划活动和
项目，须对其充分加以利用来满足全球社会需求和实现预期结果。WMO 业务计划是一项综合性计
划，它突出了 WMO 会员、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秘书处的贡献。该计划首先就关键成果阐述了
可提供的服务、计划活动和绩效标准，以评估实现预期结果的进展情况。业务计划中包含 WMO 八
个技术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水文学委员会
（CHy）、大气科学委员会（CAS）、航空气象学委员会（CAeM）、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CAgM）、气候学委员会（CCl）、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JCOMM））的
活动，WMO 六个区域协会（一区协（非洲）、二区协（亚洲）、三区协（南美）、四区协（北
美、中美和加勒比）、五区协（西南太平洋）和六区协（欧洲））的活动以及 EC 各工作组、专家
组及委员会的各项活动。WMO 业务计划为资金划拨、WMO 的监督和评估工作奠定了基础。
基于结果的预算（RBB）
基于结果的预算（RBB）确定了具体计划活动、倡议和资金，这些都需要秘书处与区域协会、
技术委员会和 EC 工作组、专家组及委员会共同加以落实，以便取得关键成果和实现预期结果。
最终结果是基于结果的预算，包括以下各项：
·

基于可靠信息的预算决策逻辑框架，它阐述了预期结果、可提供的服务、计划活动和绩效指标
以及所需资金；

·

以结果为根据的资金合理划拨，旨在优化资金的使用并提高秘书处的响应能力以满足会员的需
求；

·

绩效衡量纳入预算决策过程，绩效衡量可根据划拨的资金来衡量实现关键绩效目标的进展。
RBB 需由大会批准。

监督和评估
监督和评估（M&E）是衡量本组织战略计划实施情况的工具。监督和评估还有助于确定良好规
范和实施中的经验教训，以及确定战略规划的下一阶段将提出的政策、战略和计划设计。监督和评
估还为确保 WMO 计划的持续效果和针对性提供信息。评估结果对战略规划过程具有重要的支持作
用，如果有必要，还将用于调整战略方向和优先重点。

鉴于监督是一项持续性工作，因此要开展年度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提交 WMO 组成机构，特别
是执行理事会。
WMO 监督和评估系统中明确了监督和评估的程序及规范。通过 WMO 业务计划和 RBB 来监督
和评估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情况是 WMO 各组成机构、会员和秘书处的共同责任。

结

论

在提高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预报及评估的质量、及时性和效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
都有赖于各国合作共享局部到全球尺度的地球系统观测资料以及资料同化技术和数值模式方面的技
术进步。WMO 全体会员的这种相互依存性是建立 WMO 的主要原因，因为 WMO 为制定观测和资
料质量标准、为促进资料交换和技术转让，以及为共享有关研究、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知识提供了有
效的论坛。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是更多的社会对自然灾害日益脆弱，而国家经济对气候变率和变化愈
发的敏感，例如，频率和强度更高的气候极端事件。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能够带来的全部效益尚有待
于实现。
WMO 将其 20122015 年的战略方针侧重于可满足全球社会需求的五项战略主旨。WMO 战略计
划强调增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产品及服务提供方和用户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在这些战略主
旨和八项预期结果内包含五个优先重点领域：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航空气象服务；

·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

·

实施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WMO信息系统（WIS）；

·

减低灾害风险。
促进这些优先重点能够为改进 NMHS 提供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产品及服务、为促进

WMO 及其会员对全球活动的贡献带来巨大潜力，同时为加强所有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会员在其国内的能力以及促进参与区域和全球活动带来巨大潜力。
WMO 业务计划强调能力建设和伙伴关系，将其作为优化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以实现国际公
认的发展目标及减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发展带来的风险。最后，本组织为实现其目标，将着重
于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本战略计划为本组织满足会员公认的重要全球社会需求指明了方向。有关 WMO 及其战略规划
过程的更多信息可登录网站查询：www.wmo.int
_________

进展/活动报告

在开发和实施 WMO 监督与评估系统方面取得的进展
1.

WMO各司已制订了各自的年度工作计划，旨在对照2010年预期结果5和8，对取得各项结果

作出评估。
2.

年度工作计划通过对各项结果的自我评估和汇报，构成了监测和评估的基础。

3.

采用秘书处开发的EXCEL程序对所取得的结果进行汇总。

4.

第一季度（2010年1至3月份）的结果在附录一中作了概括。

5.

首先看到的挑战在于监督与实现各项预期结果有关的社会影响（参见附录二中给出的WMO

监督与评估概念框架）和各项绩效指标的完备性
6.

与实现各项预期结果有关的社会影响信息只能通过对会员的调查得到。根据EC61关于进一

步开发体现国家形象的数据库，以改进跨计划和跨区域协调，以及提高调查效率和知识管理的决定
（2009年6月，第6.40段），已要求秘书处从事国家状况数据库工作的团队考虑提供一个工具，以有
助于监督实现预期结果对会员产生的社会影响。
7.

要尽力改进2012—2015年战略计划文件中有关反映绩效的矩阵表的表述方式，以助于该系

统全面实施阶段的工作。
8.

工作组在其第三次会议上（2010年3月29—31日）注意到，将向EC62（2010年6月8—18

日）提交一份重点放在预期结果5和8的试验阶段现状的报告上，供理事会审议并提出进一步指导。
另附上一份关于监督与评估结果的报告，这现有的准备提交2011年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审议的报
告。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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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一
进展/活动报告第 4 段的附录
关于 20102011 年 WMO 监督与评估试验阶段
实施进展报告：2010 年第一季度

背 景
1.

WMO 监督与评估（M&E）计划勾画出了该系统的主要特征、WMO 各组成机构在监督与评

估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分阶段实施的方法。该计划是基于对成本效益的了解和一些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提供的监督与评估的经验。WMO 监督与评估系统对在 WMO 成功实施基于结果的管理具有重
要意义。执行理事会（EC61，2009 年 6 月）建议：
(a)

应将 WMO M&E 计划作为开发并实施 WMO M&E 系统的行动计划，包括筹备阶段（2009
年）、M&E 试点阶段（20102011 年）和完整的 M&E 系统（从 2012 年开始），同时秘书
长应向 EC 报告所取得的进展情况；

(b)

为试点阶段（20102011 年）选择了预期结果 5 和 8。

2.

EC61 要求对试点阶段作出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提交 Cg16。2009 年为预期结果 5 开发了一

个 M&E 框架，并于 2010 年预期结果 8 开发了一个 M&E 框架。应当采用一种节约成本的方法实施
M&E 系统，并应当对该系统全面实施阶段的成本和工作量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估。
WMO 监督与评估系统的目标
3.

WMO M&E 系统的目标是：

(a)

使证秘书处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科学计划的管理者以及WMO各组成机构和WMO联合计划科
学指导委员会1 能跟踪WMO活动的进展，提高性能和影响力，并能够找出在哪些与活动和
可提供的服务领域需要采取正行动。

(b)

使秘书处能够在对外展示并向管理机构报告其组织工作的效果、效率、问责制和透明度；
以及

(c)

有助于在WMO各组成机构的会议上，以及在与伙伴组织、捐助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会谈开
展对话和讨论。

1

下面各节中提到的机构均适用于WMO各组成机构，并适用于WMO各项联合计划的科学指导委员会

方法

4.

WMO各司已制订了各自的年度工作计划，旨在对照2010年预期结果5和8，对实现的各项预

期结果作出评估。
5.

年度工作计划通过对各项结果的自我评估和汇报，构成了监测和评估的基础。

6.

采用秘书处开发的EXCEL程序对所取得的结果进行汇总。

7.

监督与评估框架确定了如下领域，用以报告绩效情况：
(a) 活动的执行状况；
(b) 人力资源的使用；
(c) 资金的使用；
(d) 各项可提供的服务的执行；以及
(e) 实现各项预期结果的进展。

8.

采用附录A中提供的模板评价进展情况。这个过程涉及为实现各项预期结果（第2栏）做出

贡献相关的各项可提供的服务设定权重系数（%），为执行各项可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活动（第4栏）
设定权重系数（%），并显示执行具体活动（第5栏）的进展程度（%）。通过第4栏和第5栏计算出
该活动对实现某个可提供的服务（第6栏）的贡献比例。通过第6栏和第2栏计算出可提供的服务对实
现与各项活动有关的预期结果的贡献比例（第7栏）。第7栏之和表示与各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已取
得的各项结果的比例。
9.

尚未对基于KPI的各项结果实现情况作出评估，因为它们没有设立对于计算这一过程至关重

要的目标和基准。已尽力改进2012—2015年战略计划文件中绩效矩阵表的表述方式，以有助于该系统
全面实施阶段的工作。
10.

进展情况仅与秘书处通过执行各项活动使可提供的服务得以实现的方式为实现各项预期结果

做出的贡献有关。附录B中给出了对每项预期结果的可提供的服务和KPI清单。
2010年第一季度1至3月的进展
11.

2010年第一季度（1至3月份）的报告是根据各项活动执行情况、可提供的服务的实现情况，

以及根据WMO各司对2008—2011战略计划期中的预期结果5和8的自我评价报告得出关于实现这两个
预期结果的进展情况。

预期结果5的绩效结果
12.

实现预期结果5的活动与OBS（WIS，SAT）和WDS（MMO）有关。本文截稿时，仅收到了

与WMO信息系统（WIS）有关活动的报告。WIS的贡献与附录二中的预期结果5的第1—5项可提供的
服务有关。表1给出了与预期结果5有关的开展WIS活动结果的小结。这些活动（第3栏）的实现率为
19.83%至25%不等。这些结果表明，预计在某年中的某个季度中与第1—3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活动
执行进度落后于计划，与第4—5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活动实现率（25%）是按计划的。基于各项可
提供的服务的总体结果实现率为22%，这说明第一季度预期结果的实现率（25%）落后于时间进度。
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改进这些活动的实现率，才能跟上按时实现预期结果的进度。
表 1: 观测与信息系统司/WMO 信息系统室 预期结果 5 2010 年第一季度监督与评估结果
可提供的服务

对预期结果

活动执行率 %

的贡献

对 实 现 可 提 供 的 按可提供的服务
服务的贡献 %
实现预期结果的
比例 %

1

20

19.83

20.90

4.18

2

20

21.50

23.95

4.79

3

30

21.33

22.80

6.84

4

15

25.00

21.25

3.19

5

15

25.00

20.00

3.00

总体表现

22.00

预期结果8 的绩效结果
13.

实现预期结果8的各项活动与WMO办公厅与对外关系司（CER：执行管理层，EXR及

IPA）、CLW（HWR，AGM及CCA）、OBS（GCOS）、IPCC、WCRP、RES/ARE、WDS（AEM）
和WDS（DRR 及MMO）有关。本文截稿时，收到了 CER、CLW（HWR ）、CLW （AGM） 、
CLW/CCA、IPCC 和 WCRP 有关活动的报告。CER的贡献与附录二中预期结果8的第1—7、9和35项
可提供的服务有关。表2a给出了由CER实施的与预期结果8有关的各项活动结果的小结。各项活动
（第3栏）执行率在23%至25%之间不等，这表明与CER正在为大部分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各项活动
执行率（25%）是按计划的。 基于各项可提供的服务（第5栏）的总体结果实现率为24%，低于第一
季度预期的25%。

表 2a: WMO办公厅与对外关系司 预期结果8 2010年第一季度监督与评估结果
可提供的服务

对预期结果
的贡献

活动执行率 %

对 实 现 可 提 供 按可提供的服务
的 服 务 的 贡 献 实现预期结果的
%
比例 %

1

10

23

23

3

2

10

25

25

3

3

15

25

25

4

4

10

25

25

3

5

15

23

22

3

6

10

25

25

3

7

10

25

25

3

9

10

25

25

3

35

10

25

25

3

总体表现
14.

24

IPCC的贡献与附录二中预期结果8的第22—25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表2b给出了IPCC执行与

预期结果8有关活动结果的小结。各项活动（第3栏）的执行率在23.75%至45.00%之间不等。 与第
22—24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活动的执行情况提前于计划。与第25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活动执行情
况落后于计划并需要改进。基于各项可提供的服务（第5栏）的各结果的总体执行率为32.2%，这表
明第一季度I在实现预期结果方面PCC提前于计划。
表 2b: IPCC 预期结果 8
可提供的服务

2010 年第一季度监督与评估结果

对预期结果

活动执行率 %

的贡献

对实现可提供的 按可提供的服务
服务的贡献 %
实现预期结果的
比例 %

22

20

45.00

50.00

10.00

23

20

35.00

33.50

6.70

24

20

37.50

37.50

7.50

25

40

23.75

20.00

8.00

总体表现

15.

32.20

WCRP的贡献与附录二中预期结果8的第28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表2c给出了WCRP执行的

与预期结果8有关的各项活动的小结。活动的执行状况（第3栏）为37.50%，显示WCRP在与此可提供
的服务有关的活动执行状况方面是提前于计划的。基于可提供的服务的总体结果的业绩（第5栏）是
31.25%，显示第一季度WCRP结果的完成情况也是提前于计划的。
表 2c: WCRP 预期结果 8
可提供的服务

2010 年第一季度监督与评估结果

对预期结果

活动执行率 %

的贡献

对实现可提供的 按可提供的服务
服务的贡献 %
实现预期结果的
比例 %

28

100

37.50

31.25

31.25

总体表现
16.

31.25

气候与水司（CLW）水文和水资源室（HWR）的贡献与附录二中预期结果8的第15和第17

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表2d概括了CLW（HWR）执行的与预期结果8 有关的活动的结果。第15和第
17项可提供的服务的各项活动（第3栏）执行率分别为20%和46.67%，表明CLW（HWR）在第15项的
活动执行上落后于计划，而第17项比计划提前。可提供服务的总体执行进度为46.5%，表明CLW
（HWR）在第1季度任务完成进度提前于计划。CLW（HWR）需要改进第15项可提供的服务的实
施。
表 2d： 2010 年第 1 季度气候与水司/HWR 预期结果 8 M&E 结果
可提供的服务

对预期结果

活动执行率 %

的贡献

对实现可提供的 按可提供的服务
服务的贡献 %
实现预期结果的
比例 %

15

30

20

22.00

6.60

17

70

46.67

57.00

39.90

总成绩
17.

46.50
CLW （AGM&CCA）的贡献与附录二中预期结果8的第1014及第16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

表2e概括了CLW （CCA&AGM）执行的与预期结果8有关的活动的结果。各项可提供的服务的活动
执行进度（第3栏）从21.25%到100%不等。这些结果表明该司在第14项可提供的服务中承担的任务已
全部完成（100%）。与第11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活动执行进度落后于计划（21.25%）。与其他可
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活动在第1季度的执行进度超过了计划（）25%）。 可提供的服务的总体完成进度
（第5栏）为37.38%，这表明CLW （CCA&AGM）在第1季度的任务完成进度超过了计划。 CLW
（CCA&AGM）需要改进与第11项可提供的服务有关的活动执行情况。
表 2e： 2010 年第 1 季度气候与水司/CCA&AGM 预期结果 8 M&E 结果
可提供的服务

对预期结果

活动执行率 %

的贡献

对实现可提供的 按可提供的服务
服务的贡献 %
实现预期结果的
比例 %

10

25

35.00

35

8.75

11

20

21.25

24.00

4.80

12

10

26.25

29.25

2.93

13

20

33.33

33.50

6.70

14

5

100

100

5.00

16

20

33.33

46.00

9.20

总成绩
总结

37.38

18.

任务执行进度最快的（46.50%）是CLW （HWR）。最慢的（22.00%）是 OBS （WIS）. 大

多数参与执行与预期结果8相关活动的司都提交了评估结果。关于预期结果5，截至本报告编辑时只有
OBS（WIS）提交了评估结果。根据在预期结果8中承担了任务的各个司执行活动的平均进度（即
CER24% 、 IPCC32.20% 、 WCRP31.25% 、 CLW （ HWR ） 46.50% 、 CLW （ CCA&AGM ） 
37.38%），预期结果8的总体执行进度为34.37%，超过了为本季度预计的25%的执行进度。对各司提
交的结果进行评估将进一步确认以上数据。
19.

此为各司首次进行自我评估，评估中遇到的问题包括：

(a)

对 RBM 与战略计划、运行计划、基于结果的预算、监督与评价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解
读；

(b)

对 M&E 目的的认识水平存在差别，对 M&E 与需要秘书处之外投入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认
识水平也存在差别；

(c)

在执行活动的过程中对活动的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

(d)

在各司所执行的活动的细节呈现上存在差别；

(e)

存在为利于评估而修改计划的心态；

(f)

存在用已过去的月份数作为活动执行进展的心态；

(g)

由于在该方法使用上经验不足，存在过低或过高评估进展的可能；

(h)

如果关键绩效指标既没有基准也没有目标，评估的难度较大。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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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用于进度评估的模版例子（WCRP 提交的预期结果 8 活动评估）

可提供的服务

(1)

请填入可提
供的服务对
各项预期结
果做出的拨
弄贡献 %
(2)

活动

(3)
Annual WCRP report
WCRP quarterly
electronic newsletters

可通过出版物
和各网站向广
泛的用户和有
关各方通报 28
项研究结果

合计

请填入该项
活动对该项
可提供的服
务做出的贡
献 百分比
(4)

请填入完成
该活动的百
分比

各项活动的
完成率 %

完成各项可
提供的服务
的百分比

(5)

(6)

(7)

25.00

50.00

12.50

12.50

75.00

25.00

18.75

18.75

100.00

37.50

31.25

31.25

100.00

100.00

31.25

附录 B
预期结果 5 和 8 可提供的服务和 KPI 清单

预期结果 5 可提供的服务 ： 开发并实施新的 WMO 信息系统
1.

GTS 完成向 WIS 核心网络的发展并向 WMO 计划提供关键的业务信息交换；WIS 业务化并
促进实时的、及时的和协调的 “推－拉”服务，满足信息发现、获取和检索需求，这些需求
将来自所有 WMO 的计划及其参与出资的有关国际计划（如 GAW、GCOS、HYCOS、
GOOS、THORPEX 等）和它们相关的计划中心，并将来自有资格的国家用户，如政府机
构、防灾减灾部门和研究单位。通过协调使用 WIS，能更好地满足 NMHS 不断增长的对实
时资料交换的需求。

2.

“通过有效的委员会间合作机制和建立 WIS 交叉平台，改进 WIS 跨计划的发展和执行。”

3.

通过改进数据管理和在线参考目录，并利用和调整 ISO19100 系栏作为标准平台，来促进用
户有效地参与 WIS。向表驱码格式的过渡使得资料的传输具有更好的成本收益比并更全
面。表驱码格式能更好地满足业务和研究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用户可通过技术建议、培
训和提供编码/解码软件来获得支持。

4.

在通信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下，能力建设措施让不发达的 NMHS 能够实施和运行成本收益
比好的资料通信系统，在它们各自的具体环境中这些系统应足以让它们参与 WWW 和多灾
种早期预警系统。

5.

通过采用有效率的程序和做法以及连续的监测和评估程序，确保 WIS 在业务可靠性和成本
收益比上的高标准。通过出版技术报告和规则以及通过用户培训来促进 WIS 的标准化和协
调使用。

6.

空间计划：通过实施综合全球资料分发服务（IGDDS）DCPC 和 WIS 之间的互可操作安
排，改进资料的获取。IGDDS 综合了 WMO 计划要求的各种卫星资料交换和分发。

7.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通过实施综合的端对端资料管理系统（与 WIS 互可操作）让有
关用户能更好地获取气象－海洋资料”。

预期结果 8 可提供的服务：促进会员和伙伴组织在决策和实施中更广泛地应用天气、气候和与水有
关的产品。
1.

WMO 全球沟通战略；向媒体、公众和其他听众提供及时、准确和平衡的信息，以改进对
WMO 作用、工作和政策的理解。

2.

提高 WMO 秘书处和 NMHS 有关工作人员的沟通能力。

3.

提高 WMO 热点问题和重点工作的兴趣和认识，为此应就媒体、公众、决策者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关心的问题制作和散发科学信息材料，材料的形式应该有吸引力、易懂。

4.

更好地使用网络和电子出版的形式。

5.

确保与会员国、非会员国、政府当局、会员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国内其他政府部门保持畅
通和互利的关系。

6.

支持管理高层和项目管理人在加强 UN 系统内外合作方面的努力，促进认同 WMO 在联合
国系统的作用，即是联合国系统在天气、气候、水方面权威的声音，因为这些与环境问
题、公约和其他多边协议都有关。

7.

在宣传沟通方面，与联合国系统组织、会员国、有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在宣传活动和
资源筹措中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8.

通过 UN CEB 加强与 UN 系统内高层的接触，加强与常驻团大使、IGO、NGO、发展伙伴
和私营部门行政首脑以及各国内最高决策层的接触。

9.

改进并适时在相关的领域与 NGO、IGO、学术届、私营部门、媒体订立机构间的联合计
划，鼓励 NMHS 改进和加强它们在本国内的外联工作以提高 NMHS 和 WMO 的形象和知名
度。

10.

WMO 的气候和环境活动支持国内/国际举措；就促进机构间和政府间互动的战略提出建
议。

11.

协助会员履行它们在 UNFCCC、UNCCD 和 CBD 等多边环境协议下的承诺。

12.

WMO 通过有关气候战略问题的国际研习班和研讨会对 UNFCCC、UNCCD、CBD 的实施做
出贡献。

13.

WMO 有成效地参与上述公约的缔约方大会以及科学技术附属机构的相关会议，以便让缔约
方充分地了解其有关活动。

14.

向 IPCC 的评估过程提供支持并建立互动以响应国际上关于气候变化的举措。

15.

通过积极地参加世界水日和联合国“生命之水”十年（2005－2015 年）的活动来倡导水资源
的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16.

提高 WMO 的知名度，为此应适时实施与 UNFCCC、UNCCD 和 CBD 以及其它“高规格”大
会有关的活动，建立更有效的国际伙伴关系，在各公约缔约方大会期间举行关于气候问题
的边会，散发专门编写的信息手册、海报和其他宣传材料。

17.

主要通过 UN水和 WMO/UNESCO 联络委员会来与其他 UN 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协调与水有
关的活动。

18.

通过有关气候系统观测（GCOS）的报告来支持 UNFCCC 通过其缔约方大会（COP）和科
学技术咨询附属机构（SBSTA）提出的要求。

19.

通过国内实施单位和 WMO 技术委员会等国际实施主体的努力来促进 GCOS 实施计划。

20.

通过与认捐者、区域开发机构和科学界的实施战略会议来实施 GCOS 非洲区域行动计划
（ClimDev Africa。）.

21.

促进中美洲和加勒比区域行动计划（GCOS）。

22.

出版和散发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

23.

进一步散发 IPCC AR4 中的信息，

24.

编写两份 IPCC 特别报告。

25.

编写第五次评估报告。

26.

关于气候变化和水的技术文件。

27.

促进科学界开发广泛的情景以便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影响、适应和减缓。

28.

通过出版物和网站向广大用户和有关方散发研究结果。

29.

实施和继续监督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GCOS92）中的第 27、30
和 31 项行动，它们涉及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的全球观测网络。

30.

在与联合国评估、协议和其他涉及大气环境问题的举措有关的活动中，WMO 应参加大气科
学领域的工作、倡议、保障活动和设施等并发挥牵头作用，如联合国环境管理组；

31.

进一步支持 GAW 计划、维也纳关于保护臭氧层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订件。提供
关键产品，包括四年一次的 WMO/UNEP 关于臭氧损耗的科学评估（2010 年）、两份三年
一次的臭氧研究管理人报告（2008、2011 年）、一年一度的 WMO 臭氧公报。响应年度缔

约方大会提出的涉及 WMO 的要求，利用缔约方捐赠的资金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臭氧
和紫外线观测网。
32.

进 一 步 支 持 UNECE 长 距 离 空气 污 染 输 送 公 约 ； 包 括 共 同 主 持 欧 洲监 测 和 评 估 计 划
（EMEP）的测量和模拟任务组，参加与 WMO 活动和目标有关 的其它任务组。

33.

作为参与主办的 WMO/IMO/FAO/UNESCOIOC/IAEA/UN/ UNEP/UNIDO 海洋环境保护联
合专家组(GESAMP）的牵头机构，支持对大气海洋交换和气候 、天气、水方面的科学评
估。

34.

改进航空利益攸关方（航空公司、空中交通管制部门）间的用户协商和合作决策，以便实
现天气信息的最佳应用。

35.

通过 WMO 庆典活动，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提高对 WMO 权威科学信息的认识和应用
水平。

预期结果 5 的关键绩效指标
1.

完成第十五次大会订立的里程碑。

2.

已实施的 WMO 各中心间以及与外部伙伴间的互可操作安排的数量。

3.

包括资料发现和信息抽取在内的不同功能的数量。

预期结果 8 的关键绩效指标
1.

决策者利用报告、公报、声明和其它产品。

2.

与 WMO 有伙伴关系的会员机构、联合国系统、其它国际组织、NGO 和私营部门的数量。

3.

寻求 WMO 支持、指导和专业知识的伙伴组织提出的新需求的数量。
__________

附录二
进展/活动报告第 5 段的附录

修订后按拨款的支出记录方法
引言
1.

WMO 外部审计员在 2009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中建议，WMO 要求管理机构批准修订后

按拨款的支出记录方法，并将该套方法用于该财期的其余时间。本文件即是根据该建议准备的。为
便于理解此事，该文件详细说明了 20082011 年预算编制使用的方法，根据预算记录 2008 年和 2009
年实际支出时遇到的困难以及推出的纠正措施，包括这套新方法的编写和应用。

外部审计员的意见和建议
2.

外部审计员在对 2009 年 9 月财务报表硬行封账的期中审计期间，对给出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最初预算和支出的报表四进行了审计。外部审计员在《给世界气象组织管理层的期中报告》中
提出以下看法：即虽然有必要进行更改以使拟议的各项活动与对兑现每项预期结果的活动所需的工
作月份的基本准确的估算相一致，但是这一变化却得不到预算划拨或随后对应报告中相应变化的支
持。
3.

外部审计员还指出，经审计后的 2008 年财务报表包括按职能司而并非按批准预算编制的报

表四。总之，外部审计员建议将预算编制和报告过程保持完全一致，并提交一份信息更确凿的报表
四供审计使用，同时也要提交全面的审计线索来对 2009 年财务报表进行全面的审计。根据建议编写
了反映 2009 年总支出的报表四，并于 2010 年 2 月将其提交给外部审计员。
4.

2010 年 2 月，外部审计员在对 2009 年全年的报表四进行审查后注意到，支出与预期结果的

一致性得到了改进。此外，外部审计员对两年期结果表示的严密性感到满意，并指出报表四的编写
是正确的，因为它根据新的方法并使用了与预算审议相同的假设。在这方面，他认识到这套新方法
比较简化，因为单个工作人员在任何一年可能致力于一个以上的预期结果。为此，外部审计员建议
请管理机构批准修订后按拨款的支出记录方法；并建议在该财期余下的时间内使用该套方法。根据
该建议，已将目前的文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批准。

编制 20082011 年预算的方法
5.

在编制 20082011 年预算草案时，根据每个组织实体（司、处和办公室）的一份含岗位级别

清单的人员编制表，首先确定秘书处的人员成本。然后，计划管理人在不考虑职员级别（司长、专
业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的基础上，将预估的各自人员的工作月份归入这些活动。最后，使用每个
工作月的标准成本，在已归入的工作月数的基础上计算每项活动所需的人员成本。
6.

计划管理人员使用非工作人员支出类别（如组织机构、其它会议、咨询服务、职员差旅、

临时职员、设备和运行成本）的标准成本来确定每项活动的人事成本要求。将每项活动及其成本归
入单项预期结果。

7.

根据上述方法，对照每项活动以确定工作人员和非工作人员的成本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归

入相应的预期结果。

面临的挑战
8.

秘书处在准备 2008 年和 2009 年“拨款情况”的报表四时面临各种挑战。该报表将实际的预算

执行情况（实际支出）与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最初预算假设进行比较。注意到最初预算和实际支出之
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不能代表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最初估算的 2008 年核定预算的工作月数与
完成 2008 年预算后估算的实际工作月数存在较大的差别，使最初的预算与“实际的”人事成本之间存
在很大差异。经过分析后发现，由于估算的核定预算的工作月数和实际完成 2008 年执行之后的评估
不准确，结果造成上述差异，但拨款资金没有发生任何资金转移。
9.

该差异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核定预算中和在执行完 2008 年预算后

的每项活动的估算工作月数就不够准确，本身就没有达到会计标准。计划管理人员不能精确地估算
活动实施前后所需的工作月数。其次，将某项活动归入某个有关的预期结果往往是不准确的。因
此，计划管理人员不仅难于将人事成本（用工作月份表示）和非人事成本归入他们的活动，而且也
难于将其归入有关的预期结果。
10.

最初的方法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成本记录系统进行开发和应用的。该系统要求对工作人员和

非工作人员的成本进行分摊，一方面通过估算的工作月数记录成本，另一方面将每项活动归入某个
有关的预期结果。结果证明该系统对编制财务报表还不够稳定。换句话说，使用该方法不能编制非
常准确的财务报表。因此，报表四的最初版本既不能代表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反映根据预
期结果确定的拨款限额内的实际资金转移情况。最初编制的报表四不仅不准确，而且还使人产生误
解。

修订后的工作人员和非工作人员成本的分摊方法以及使支出与核定预算保持一致
11.

这套新方法的目的是在单个工作人员岗位和预期结果之间建立更加清晰的联系，这不仅简

化了成本记录系统，而且使该系统更加稳定，从而有助于编制一份更加可靠的报表四。已将某项具
体的预期结果分配给每名工作人员，并在甲骨文财务系统中将他/她的成本（薪金成本和有关的一般
人事成本）相应地记录下来。将人事成本分配到预期结果充分考虑了核定人事成本预算包含的最初
的人事成本准备金，从而准确地反映核定预算提出的各项假设，并确保根据核定预算对实际支出进
行跟踪。
12.

在将每名职员分配一项单独的预期结果方面，这套新方法比较简化，因为一个职员在任何

一年可能要致力于一项以上的预期结果。在人事成本的分摊方面，这套新方法与最初的方法不同。
正如上文所述，最初的方法根据估算的每项活动的工作月份对人事成本准备金进行分摊，而这套新
方法通过将某项单独的预期结果分配给一名职员（即 12 个工作月/年）来对人事成本支出进行分摊。
不过，正如上文所述，这套新方法充分考虑了每项预期结果的人事成本准备金，并确保准备金和实
际支出之间的可比性。外部审计员批准了该套新方法。

13.

还对非人事成本支出进行了审议，并与核定的预算保持一致。已根据有关的预期结果来记

录这些成本，从而确保实际支出和最初设想之间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对有关人事和非人事成本支出
的所有变化的审计线索提供保障，以推进外部审计员的工作。使用这套新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支出的
一致性。对未来的预算执行而言，没必要让非人事成本支出与编制两年期报表四时引入的预算保持
一致，因为秘书处在这套新方法方面获得了充足的经验。
14.

此外，还重申了 2008 年的立场，目的是介绍两年期的总体立场，确保符合财务条例，使支

出与核定预算保持一致并具有可比性，从而反映与核定预算给出的相同的假设。还为 2008 年报表的
审计线索提供了保障。
15.

附录中的表格对将这套新方法应用于 2008 年人事和非人事成本支出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说

明。这套新方法提出了一些修改之处，共计占 2008 年支出的 4.1%。考虑到基础信息（即基于初始方
法的支出）不足以开展可靠的差额分析，所以支出转移只能说明应用这套新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根
据这套新方法的规定，由于还没有对 2009 年的支出进行直接记录，所以 2009 年的报表还不可用。

结论
16.

为了编制一份更加完善的有关 20082009 年“拨款情况”的报表四，根据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制

定了一套新方法，以便将人事成本支出分摊到预期结果。秘书处为修改这套方法的审计线索提供保
障，并确保将其用于编制 20082009 年两年期的报表四。这套新方法的适当性及其有效应用使秘书处
编制了一份更加完善的并由外部审计员认可的报表四。外部审计员还批准了这套新方法。

关于执行理事会批准这套新方法的建议
17.

根据外部审计员的建议，执行理事会要求将该套新方法不仅用于第 15 个财期（20082011

年）的第一个两年期（20082009 年），而且也用于整个 WMO 财期。
___________
附录: 1 个

附录
利用最初的方法和新的方法对2008年的支出进行比较
不含其它银行存款
2010年3月23日

拨款目的

基于最初方法的总
支出

基于新方法的总支出

因改变方法所产生的调整

A

B

C=BA

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

4,261

4,527

266

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4,224

4,033

191

3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1,981

1,517

464

4

整合WMO的观测系统

3,835

3,904

69

5

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

2,612

2,405

207

6

提高会员多灾种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2,158

1,928

230

14,222

13,435

787

8,588

7,761

827

4,452

4,929

477

10 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发挥职能

15,878

17,035

1,157

11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3,543

4,280

737

65,754

65,754

0

提高会员提供和利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
7

服务的能力

8

会员和伙伴组织在决策和实施中更广泛地利用关于
天气、气候和水的产品
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NMHS履行

9

其职责的能力

合计

_________________

审计委员会第 13 次和第 14 次会议的摘要
审计委员会分别于 2009 年 10 月 2627 日和 2010 年 3 月 1819 日举行了第 13 次和第 14 次会

1.

议。第 13 次会议选举 W. Kusch 先生（WMO 德国常任代表）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所有的会议均拥
有足够的法定人数，即至少 3 名 EC 成员和 2 名财务专家出席会议（见附录一）。秘书长在这两次会
议上提醒委员会成员注意 EC 成员出席审计委员会会议的重要性。上述会议是根据批准的审计委员会
工作计划举行的。根据该计划，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一次会议集中讨论规划问题（10 月份的会
议），而另一次会议主要对财务报表和进展报告（3 月份的会议）进行审议。
审计委员会对以下事宜提供了监督和咨询，即年度财务报表、外部审计员的报告草案、内

2.

部监督办公室的计划和进展报告、风险管理、开展监督并实施外部审计员的审计建议、内部监督办
公室和 JIU、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实施进展以及监督和评估制度。这些审议的重要内
容包括：
(a)

由于提前硬关闭 2009 年的账户使审计委员会能在秘书长签署前审议财务报表和秘书长关于
内部控制的声明（SIC）。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对 2009 年的账目给出了无保
留意见；并基于预期结果且反映预算支出的财务报表四形成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同时，委员会同意外部审计员的以下意见，即执行理事会应支持秘书处提出的这套旨在跟
踪这些支出的方法，尤其是因为需要重新编制一份 2008 年的会计财务报表。委员会注意到
秘书长提交的有关内部控制的声明草案及财务报表，并欢迎对这种做法进行进一步整合，

但告诫在内部控制的检验及处理关键的管理问题方面每年要完成更多的工作；
(b)

注意到在实施审计建议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审计委员会要求对审计建议实施的表述格
式进行改革，这要求执行管理层提供有关实施建议所产生影响的分析意见和观点。注意到
在实施监督和审计建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实施率远远高于 75%的标准。审计委员会注
意到 IOO 发布了一些报告，内容涉及合同管理（草案格式）、WMO 职员的移动电话设施、
对超过法定离职年龄的职员延期、奖学金业务、使用 UNDP 支付的款项和审议 WMO 职员
的休假；

(c)

风险管理和秘书长应对风险的方法是审计委员会的固定议程，秘书长对此提供定期的报
告。项目第二阶段的实施已取得进展，形成了秘书处第一个风险登记册和如何在秘书处进
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实施的路线图。审计委员会欢迎为战略规划办公室任命一名战略规划和
风险管理官员（SPRMO），并鼓励对各职能司的风险登记册采取系统的后续行动。但是，
审计委员会对将风险管理纳入秘书处所取得的进展不是感到完全满意，同时鼓励秘书长继
续努力，并在第 16 次大会批准了 WMO 新的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之后采取进一步行动；

(d)

委员会注意到在 IPSAS 项目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指出，由于其它联合国机构延误了项目的
实施，所以目前 WMO 是该项目的早期实施机构。审计委员会注意到这仍然是一个高风险
的项目，并对只能在下个财期编制符合 IPSAS 的预算表示关注。委员会鼓励秘书处与目前
的预算编制过程一道同时实施该预算编辑过程。审计委员会还鼓励秘书长在筹备 IPSAS 的

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并注意到发布了一份政策手册来协助对职员进
行指导；
(e)

根据 EC61 的要求，审计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职责。审计委员会指出，对 EC 成员的更换要
比对外部财务专家的更换更加频繁，并审议了一份有关 EC 成员任期的建议草案。审计委员
会决定将讨论推迟到计划于 2010 年 10 月举行的会议，以便在总体上对职责进行一次深入的
讨论，并向 EC63 汇报有关情况；

(f)

委员会获悉在实施监督和评估体系（M&E）试点阶段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鼓励让该体系尽
可能简单。

提交 EC62 的建议
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委员会建议 EC 批准审计后的秘书处的财务报表，并批准旨在用于跟踪基于预期结果的财务
报表四的支出方法[EC-62/文件 7.2（4）和文件 7.2（4）, 增补件 1]。
联合检查组（JIU）的建议
审计委员会向 EC 建议，大会不能接受 JIU 提出的第 1921 条建议（见附录二）。[其它建议

由 IOO 在 EC62/文件 7.2（7）中提出]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审计委员会建议 EC 保留该委员会目前的职责。

__________
附录：2 个

附录一

WMO 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2009 年 10 月 2627 日，日内瓦）
WMO 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EC 成员
Mamadou Lamine BAH博士
Massimo CAPALDO准将
Wolfgang KUSCH先生

外部财务专家
PierreEtienne BISCH先生
Michel HUISSOUD先生
Bertrand JUPPIN DE FOUNDAUMIÈRE先生
Hilary WILD女士

WMO 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2010 年 3 月 1819 日，日内瓦）

WMO 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EC 成员
Wolfgang KUSCH先生
Mamadou Lamine BAH博士
Massimo CAPALDO准将

外部财务专家
PierreEtienne BISCH先生
Michel HUISSOUD先生
Bertrand JUPPIN DE FOUNDAUMIÈRE先生
Hilary WILD女士

__________

附录二
JIU 审议 WMO 的管理和行政部门 （提交给立法机构的建议 1921）
建议

建议的合理性
（由JIU检查员提供）

管理层的意见

实施情况

法律影响

根据财务条例，预算拨款各部分间的
转账可由执行理事会授权，这种转账
的总额不得突破该财务期批准最大支
19 执行理事会应改变预算拨 出总额的 3%；各项拨款间的转账可经
款各部分间转账的基础，从 执行理事会确认后由秘书长进行。占
目前给本财期授权的占最大支出的 3%的灵活性是必
一定比例的四年财务期授权 财期最大支出达 3%的各部分之间的转
要的，目的是确保在本财期内能适当地解决一些新的 尚未实施
的最大支出总额改为一定比 账给管理层太多的灵活性，以便在各
关键优先事项。
例的相关两年期预算拨款部 项计划之间调剂资金。转账限制为一
分。
定比例的四年最大支出而不是一定比
例的两年期预算部分，给执行经过批
准的计划预算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带来
内在的风险。

需要修改《财务条例》

20 执行理事会应授权秘书长
进行预算拨款各部分间的转
账，限于较小拨款额的百分
之五。对高于该限额的任何
转账，执行理事会还要求秘 同上
书长寻求主席的事先批准，
并就此类转账的原因及其对
计划和预算的影响向财务咨
询委员会汇报。

同上

需要修改《财务条例》

在任何预算期，由于推迟设立新岗位
和填补现有的岗位，结果产生资金结
21  执行理事会应要求秘书长 余。可以估算因职员岗位空缺率或延
基于实际的滞后因素编制计 迟因素产生的潜在资金结余，而拟议
的人事成本预算也相应地减少，结果
划和预算提案。
给其它计划活动提供了资金。对于
20082011 年计划和预算假定了零滞后

给岗位预算编制引入滞后因素似乎与 WMO 的预算方
法相冲突。与其它一些联合国组织相反，无论是岗位
的数量还是级别都不是根据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批准的
基于结果的预算来确定的。事实上，秘书长有权在支
出项目间（包括岗位资源）重新调配资源。为此，引
入滞后因素似乎不相关。

尚未实施

不相关



建议

建议的合理性
（由JIU检查员提供）

管理层的意见

因素。在零滞后的条件下，招聘的推
迟就产生了资金结余，这给秘书长在
使用资金方面赋予了更多的灵活性，
但这样做可能不符合会员批准的计划
和预算。计划和预算应反映现实的假
设。应持续监控岗位的空缺率，以便
应用于给定预算的滞后因素以经验为
基础。一个实际的滞后因素也将提高
支出报告的准确性，使监测和评估更
有意义。

__________

实施情况

法律影响

秘书长关于 D/IOO 2009 年度问责报告的意见
1.

一般性意见

本报告突出了 IOO 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继续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和对话。同往年一样，我很高
兴地报告 IOO 和秘书处各部门所表现出的建设性态度，这反映出管理监控文化已深深扎根于秘书
处。
2.

审计建议的落实情况

正如内部监察室（IOO）报告所述，IOO 建议的落实率持续增加，现已达到 87%的完全落实率
和 98%的完全或部分落实率（分别与一年前的 80%和 89%以及两年前的 69%和 82%相比）。
还应指出，87%的高优先建议得到完全落实，并且每一项建议都经过受理。
虽然 75%的完全落实率通常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但在过去的两年半里，这一落实率已不断被
超过。将继续努力保持未来的落实率高于这一水平，这无疑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行风险。
3.

保证和评价工作

一般而言，管理层已同意提出的建议，我将仅在奖学金交易方面作一点澄清，即这些过程已按
要求适用于 IPSAS 系统。
4.

企业风险管理
我没有特别的意见。

5.

质量保证 — 外部评估

由外部评估员提出的意见已提请审计委员会在其第十四次会议上注意。我还向审计委员会提供
了关于供秘书长和审计委员会审议的三个问题的意见。
关于道德职能的特别问题，见下节我的意见。
6.

道德官员（临时）

正如 IOO 报告所述，联合检查组（JIU）即将完成有关联合国系统道德职能的全面研究。打算等
待这一研究完成之后，再就其它可能的安排提出建议。
这种可替代安排应避免用另一种职能冲突来取代一种潜在的职能冲突，并需要考虑 WMO 秘书
处规模较小，财务有限。在这方面，目前正在探讨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合作的解决方案。
7.

管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充分性
我没有特别的意见。我对审计建议落实情况的意见已包含在上面第 2 节中。

__________

WMO
x内部监察室（IOO）

年度问责报告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包括任何随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201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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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内部监察室主任（D/IOO）的本年度问责报告涵盖了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IOO 活动，包括
任何随后发生的关键事件 5 。根据《财务条例》 6 第 13.10（e）条，将此报告提交给执行理事会
（EC）。秘书长（SG）已就其内容酌情发表了意见。
2009 年期间，IOO 继续通过加强监察职能致力于提供增值服务。IOO 承认，得到了管理层的充
分合作，并感谢 SG 的支持。
保证和评价工作
保证工作的重点和主旨按照批准的 2009 年工作计划（PoW）保持不变7。期间，还开展了计划外
的活动。一项活动在 2010 年被重新分阶段进行。IOO 继续参与促进在 WMO 执行风险管理流程的工
作。
具体而言，IOO 开展了下列活动，并报告了有关结果8：
(a) “奖学金交易”（第 4 至 7 段）；
(b)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的延期留任”（第 8 段）；
(c)

“WMO 工作人员的移动电话设施”（第 9 段）；

(d) “审查与 UNDP 支付过程”（第 10 至 13 段）；以及
(e) “审查 WMO 工作人员的休假”（第 14 段）。

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已实质性地完成了“合同管理”内部审计的现场工作。但是，报告定稿是在
2010 年完成的。2010 年 3 月 29 日发布了审计报告（#201001），提请 SG 和高层管理人员注意。第
15 至 20 段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IOO 还完成了有关 WMO 奖学金计划的评价工作。报告草案已在 2009 年 12 月发布，以征求管
理层的意见；2010 年 3 月收到了管理层的意见。目前正在探讨由于主管高级评估员突然离开而可供
选择的完成实质性工作的方案。
附录 1 介绍了截至本报告之日前 2009 年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
企业风险管理（ERM）

5

IOO 进展报告涵盖了提交给 2009 年 10 月和 2010 年 3 月召开的 EC 审计委员会第 13 次和 14 次会议的 2009 年活动。本年

6

《财务条例》第13.10（e）条规定：“内部监察室每年须向秘书长提交其活动的摘要报告，包括活动的方向和范围，报告

度问责报告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这些信息。
的副 本抄送外部审计员。该报告须由秘书长连同其发表的意见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IOO宪章扩展了这一规定，并于
2007年7月10日得到批准，即要求内部监察室主任向秘书长提交年度问责报告，“总结重要的监察结果、建议和应对行
动，包括关于WMO内部控制环境的情况报告。”该年度问责报告应由秘书长不加修改地连同其发表的意见一并提交执行
理事会和大会。
7
8

秘书长在与 EC 审计委员会磋商之后批准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留出时间检查可能会出现浪费或管理不善的领域，或检查那些发现没有得到经济上所需资金，资金没有有效利
用或没有得到充分保护的领域，或检查内部控制中存在薄弱环节的领域。

IOO 参与了从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的 ERM 项目第二阶段。在此期间，IOO 把该项目的实
质性工作委托给一个承办机构，为利用几个研讨会信息的各种部门编制了 8 个风险登记册，并对全
秘书处的风险登记册样本进行了额外的验证工作。这项工作是根据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指
导进行的。IOO 在 2008 年度问责报告中也提到了这项工作。
请参阅本报告第三节（第 23 至 29 段），以了解更多信息。
IOO 的外部质量评估
IOO 委托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对 WMO 的内部审计活动进行外部质量评估。这一评估的现场工
作于 2009 年 12 月结束。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总体评价是，WMO 的内部审计活动“大致符合”国际内部审计实务框架
（IPPF）。这是可能的最高评级。
从本质上讲，“…评估的结论是，有关活动的结构、政策和程序，以及应用它们的程序，在所有
实质方面都符合道德守则的单独标准或内容的要求。”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也提出了改进建议，其中
五个建议针对 D/IOO，三个建议针对 SG 和 EC 审计委员会。
本报告第三节（第 31 至 36 段）和附录 3 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

临时道德官员（EO 临时代管）9
正如在 2009 年 6 月 EC 第 61 次届会上所报告的那样，秘书长指定 D/IOO 作为 WMO 的临时道德
官员（EO 临时代管），自 2009 年 1 月 19 日起生效。在 2009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临时道德官员实
施了财务披露计划，委托了一位著名道德专家对 WMO 道德行为环境作了独立评估，组织了一次道
德培训会，并提供了咨询。
D/IOO 就这一指定对分配给 IOO 的工作量和资源的影响向秘书长提供了咨询。一些利益攸关方
对 D/IOO 的双重职能（内部审计/道德）可能导致潜在的角色冲突表示关切。对此，国际内部审计师
协会的评估和联合检查组都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异议。应强调指出，冲突主要源于内部审计不能提供
WMO 道德职能效果的保证，即 D/IOO 无法审计他作为临时道德官员所做的工作。
不管其最终如何安排，都将对 WMO 的道德机制进行仔细思考并分配资源。
请参阅本报告第四节（第 37 至 42 段），以了解更多信息。
D/IOO 的意见
D/IOO 根据要求提供关于关秘书处在职责和工作范围规定的领域控制其活动并管理其风险的过
程中的充分性和效果的年度评估报告。对于 2009 年，由于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ERM）倡议，因此
注意到控制环境已得到加强。鉴于上述意见，本意见不包括任何关于 WMO 道德职能的评价。
保证工作评估了对 WMO 各种规则和条例的遵守情况，并证实了适当的控制过程是否到位，控
制和支持系统是否有效。IOO 的一般性结论是，管理、风险管理和控制过程在 2009 年期间所涵盖的
9

其职责包含在第 2/2009 号服务备忘录（S/N）中。

领域是有效的（参阅第五节第 43 至 50 段）。本报告第五节（第 51 至 61 段）还突出了值得管理层和
WMO 的管理者重视的一些领域。意见仅限于按预期结果、监督和评价（M&E）体系和 IPSAS10的支
出声明。
截至本报告之日，IOO 尚未注意到欺诈或推定欺诈案件。（因此，这里再次强调，IOO 将通过
检查继续保持警惕，以预防和/或侦查此类案件。）
关于 IOO 建议的后续行动
继续注意到在落实 IOO 建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第 64 至 0 段）。截至 2010 年 2 月 22 日，147
项建议中，被视为“落实”的建议有 128 项（87%）11。截至最终的后续行动，IOO 的 19 项建议仍处在
“尚无定论”（3 项）或“部分落实”（16 项）状态。
其它事项
在本报告内：
(a) 确保在 IOO 和外部审计员（NAO）之间进行协调，以提高审计过程的效率（IOO 目前正在

开展对 IPSAS 账户初始余额的保证工作）；
(b) D/IOO 已经酌情为 EC 审计委员会的活动提供了支持；
(c)

作为 WMO 和 JIU 之间工作安排的联络员，IOO 积极地为联合检查组（JIU）提供了支持。
已单独提交了关于 JIU 活动和建议的报告；

(d) IOO 继续参与了一些其它国际组织的监察部门以及各种监察/管理利益攸关方的宣传/联络活

动。
截至本报告之日。没有任何事项需要被报告为“随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至于听任 IOO 处置的资金（职工/非职工），认为它们已足够用于 2010 年工作计划的支出。但
是，现任高级评估员的突然离开将增加完成所交付工作的压力。D/IOO 已经与 SG 讨论了可替代的办
法，以提高 IOO 的成本效益。
一、 保证和评价工作 — 结果和建议
1.

本节中的信息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给出。根据以风险为基础的 2009 年工作计划，开展了所有
保证工作。

2.

第一节通常介绍报告发布时的状况。报告包括需要注意的风险或影响和/或除下列之外的纠正措
施。

3.

根据 WMO 管理框架和 IOO 宪章的规定，按照批准的报告公开政策，IOO 发布的所有最终“保
证报告”都提供给 SG 和管理层其他有关成员以及外部审计员。所有此类报告也提供给 EC 审计

10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11

向审计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报告的比率为 84%。

委员会成员12 。此外，IOO 发布的所有最终保证报告将根据要求提供给 EC 成员和 WMO 会员
的授权代表，除非审计委员会另有决定。

奖学金业务（#20092）
4.

在 2009 年第二季度，对 WMO 的奖学金交易进行了内部审计。该报告已于 2009 年 8 月 13 日发
布。所有建议已被接受。

5.

总体而言，审计没有发现在奖学金交易的处理中存在异常13 。

6.

IOO 审查了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生效的交易样本14。由于进行了更明确的职责分工，尤
其是重新分配了编制采购订单的责任，对这些交易的内部控制得到明显改善。还注意到改进了
付款的支持文件，以及加强了审计跟踪。在审查期间，付款得到充分的支持。为了检测可能的
错误付款，还存在适当的控制，并且审计测试表明，控制是有效的。

7.

尽管如此，下列方面需要改善：

(a)

关于奖学金交易的现行会计做法不符合 IPSAS 的要求。C/FIN15 需要调整一些流程，以确保符
合要求。
由于 IRM/Oracle 系统的实施，FEL 使用的信息技术（IT）工具16已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鉴于
当前系统已经过时，应对通过更为简单而易于维护的数据库来支持奖学金计划实施的 IT 工具
进行需求评估。如果符合成本效益，应鼓励开发和实施一个新的合适系统。

(b)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的延期留任
8.

在特殊情况下，并且仅在涉及到本组织利益时，同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的延期留
任。对此 IOO 审查了 WMO 同意这类延期留任的程序。2009 年 4 月，IOO 将其审查结果连同
对现行做法的改进建议一并告知了秘书长。这一检查结果还向 EC 第 61 次届会作了汇报，因
此，这里不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WMO 工作人员的移动电话设施
9.

12
13

应管理层的要求，IOO 审查了 WMO 移动电话的使用情况，以评估在控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导致
滥用设施的薄弱环节。2009 年 4 月完成的这次审查还评估了 2008 年的相关支出。对一个电话
号码样本的帐单进行了仔细检查，以获取有关私人电话识别和偿还费用过程的结论。总体而
言，移动电话的平均支出似乎是合理的。控制似乎也运作良好。但是，鉴于向 D1 以下级别的
工作人员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移动电话，应对这些用户进行定期审查，以确定持续的需求，而这
应得到工作人员的肯定，并得到负责的管理人员的批准。

EC 审计委员会可以接触 IOO 的工作及其报告，也能和 IOO 进行讨论。
这一过程通常包括： FELCOM 审查候选人，SG 批准建议书，教育和奖学金部门（FEL）创建请购单，人力资源部门
（HRD）创建采购订单/合同，财务部门（FIN）支付款项。

14
15
16

请购单、合同和实际付款总计 652,494 瑞郎。
财务部门主管
WMO 奖学金管理系统（Fellman Plus）

UNDP 支付款的使用
10.

在 ERM 项目第二阶段期间发现“冒用 UNDP 支付款”这一潜在风险，因此，IOO 决定进一步详
细审查该流程，进一步评估该风险，或者找出整改机会，即找到可以提高效率或可以减少成本
的地方。有关此事的报告于 2007 年 7 月提交给了秘书长和高层管理人员。

11.

风险与控制。上述过程借助于传真，等于是用拷贝件而非原始文件作支付。显然，这一过程中
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审查表明对帐业务是有效的。因此，可以保证如果支付出现错误，将
能够被发现。但是，现有的控制措施不能防止欺诈的发生。应尽可能少地利用这一支付流程，
从而遏制该风险。

12.

经济与效率。整体而言，2008 年，WMO 支付了 36,333 美元的服务费 。一名 FIN17工作人员专
门从事与 UNDP 有关的对帐和会计工作。因此，通过 UNDP 支付流程的总计费用为 150,000 多
美元。倘若 WMO 愿意并能够将该活动转为直接支付流程，这则是一个节约机会。这还应减少
有关的行政负担，腾出人员承担其它任务。但是也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应对各种方案作进一步
研究：

13.

(a)

转帐要支付银行收费，这会抵消预计的节余；

(b)

WMO 的差旅代理网络可能无法对所有地点充分覆盖；

(c)

在一些国家，银行系统可能不够健全或不够可靠。

IOO 鼓励管理层研究上述建议的可行性，这些方案至少可以减少传真冒用的风险，并可能实现
有益的节余。

审查 WMO 工作人员休假
14.

应行政管理层的要求，作了简短介入。于 2009 年 11 月发表了报告。这一领域易发生职业欺诈
或权力滥用；但是在审查期间未发现一起。IOO 还检查了统计雇员福利的政策和程序（即涉及
休假权利），评估了与 IPSAS 的要求相比可能存在的差距。IOO 认为可作某些改进。管理层报
告已就两个具体 IPSAS 问题采取了相应行动。IOO 将继续通过 2010 年工作计划的时间安排密
切监督 IPSAS 的实施。

审查合同管理（ #201001）
15.

根据 2009 年工作计划，IOO 对 2009 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合同管理作了审查。总的目的是检查
COS18 中服务/工作合同的管理流程（包括管理结构）。这包括对现有控制措施的评估，确保供
货方尽可能有效、有力地全面履行其义务。审查还试图确定合同所要求的经营和业务目标是否
达到，是否物有所值。报告于 2010 年 3 月发布。所有的建议均被管理层所接受。

16.

总体而言，审计发现 COS 中的合同管理需要改进。存在着支付后无法确保是否得到应有服务
的风险。合同可能不是最经济的，但是仍在继续，大楼的维护方法不系统，以及信息管理有不
足之处，这些问题已在本报告中予以指出。

17
18

财务处
通用服务处

17.

收到服务。IOO 发现在控制措施运用方面存在弱点，无法确保在支付前服务已经收到。在相当
多的情况中，合同方递交的单据（例如，维护、清洁服务）中没有 WMO 的主管负责人员的背
书。无法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检验。

18.

节余机会。某些合同中有进一步节省的余地。鉴于有报告称预算吃紧，全球金融危机在未来可
能造成影响，并有必要以审慎态度进行理财，因此，IOO 认为对于餐厅服务合同需要进行谈
判，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保险保费也有可能降下来。

19.

楼宇维护。应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或类似手段，资助日后的维修，确保提供资金，用于定期维护/
维修。有时，缺乏系统性的维护方法可导致故障，从而使维修费用变得昂贵。COS 是通过大量
个别采购订单获得维修服务。这造成了额外的交易负担，影响了效率。应制订楼宇的长期维护
计划以及资金需求，从而得到高层人员的重视。

20.

信息管理。有关合同信息的提供方式无助于分析和决策。例如，有人指出在确定 WMO 的合同
数量和范围方面存在着大量困难，包括有些合同的责任确定方面。还需要提高合同支出编码的
精确性，以提高管理信息的质量。

对 WMO 奖学金计划的独立评估
21.

IOO 开展了对 WMO 奖学金计划的有关评估工作，时段为 20042009 年，针对有关效果和效率
方面一些问题找到了答案。这项工作采用了贡献分析法。

征求意见的报告草案已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递交了管理层。19 这份报告主要是基于对 WMO 已
有文件的审查。正式调查是评估工作的一项关键内容，目前仍在考虑之中，包括查明资金。20
二、企业风险管理
22.

23.

ERM 流程如果做得充分到位，WMO 将更有能力确定需要加强监察的领域，促进其战略目标的
实现。在以往努力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这一方面，IOO 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第二期 ERM
项目在 WMO 的实施。21

24.

为七大司开办了风险研讨会；为“总务类”工作人员单办了一个探讨会。所有研讨会均分两次进
行。22

25.

利用上述风险研讨会了解到的情况，IOO 为每个司绘制了分类风险图以及风险簿。每个风险簿
包括了所确定的顶级风险和由工作人员制订的行动计划。对每次研讨会都单独公布了报告。23

26.

按聘用职责的要求，IOO 雇用的机构承包商德勤事务所编写了一份报告，为 WMO 进一步实施
ERM 制订了路线图。24 这份报告已由 IOO 于 2009 年 3 月 5 日提交秘书长，以便进一步采取管
理行动。

19

20
21
22

23

于 2010 年 3 月 5 日收到了管理层的回应。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与管理层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包括管理层接受了根据当
前的 审查结果提出的关于内部流程的建议。
鉴于批准了高级评估员提出的 “组织间交流”临时办法，此项工作便将继续。
当时的助理秘书长（现任副秘书长）是项目 负责人。
在第一节研讨会上，参加人员查找本司室面临的风险，根据需要，还查找整个秘书处面临的风险。之后，全体人员就这
些风险进行表决，评估其影响和脆弱性，并对自认的其重要程度进行排列。在第二节上，由参加人员对顶级风险制订减
缓战略（包括“风险主人”、“行动计划”和“时间框架”）。
总共发布了八个报告，包括一份介绍总务类人员研讨会结果的报告。

27.

该机构承包商还为整个秘书处编制了一个样本风险簿，是从所有研讨会成果中总结提炼出来
的。25 鉴于执行管理层对其内容/准确性表示了关切，IOO 对承包商拿出的东西作了进一步把
关，旨在确保样本风险簿反映的是参加各个研讨会人员的总体看法。IOO 的工作结果单独以报
告形式提交了秘书长。26

28.

经汇总，IOO 结合本项目形成或转达下列内容：
(a) 八份报告（以备忘录形式给了关键领导），介绍了风险评估活动的总体成果，包括每个研
讨会上的风险簿（2009 年 2 月 2 日发布）；
(b) 德勤事务所关于 ERM 项目第二阶段的报告，包括在聘用期间对流程所做的全面审查内
容、结论和建议（尤其是以路线图形式在 WMO 进一步推动 ERM 工作，2009 年 3 月 5 日
发布）；
(c) 对德勤事务所编制的样本风险簿，IOO 作了把关验收，有关备忘录内容中还有汇总分类风
险图及针对 WMO 秘书处的样本风险簿修正本，已提交秘书长审议（2009 年 7 月 3 日发
布）。

29.

ERM 项目 已纳入 IOO 经批准的 2008 和 2009 年工作计划，是一项“顾问”聘用工作。这项聘用
符合 II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指导，方式适当。

30.

顾问聘用已经结束，IOO 已将其关注重点转向其它功能（业务）领域的保证。例如，2010 年工
作计划的修正本中，根据秘书长的建议，根据 EC 审计委员会的意见，IOO 会更加关注对财务
报告的内部控制，更加关注 IPSAS 和新的 Oracle 模块。

三、

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 – 外部评估

31.

IOO 内部审计处致力于27达到或超过 IIA “国际专业实务框架”（IPPF）设定的标准。

32.

“质量保证及提高计划”包括定期开展对质量的内部和外部评估，是根据标准制订的。28 按 IIA
的标准，首席审计执行官（在 WMO，这个角色就是 D/IOO）可声称内部审计活动达到了标
准，但是前提是质量保证及提高计划的结果能够支持做这样的声明。29 外部评估至少需要每五
年开展一次，由本组织以外的合格的、独立的审查小组负责。30

33.

IOO 聘请 IIA 对 WMO 的内部审计活动开展外部评估。2009 年 12 月对这项审查开展了实地工
作。主要目的是：(a) 评估内部审计活动是否符合 IIA 的 IPPF（标准）；(b) 评估内部审计活动
对开展任务的效果（即 IOO 章程规定，以及 WMO 管理层表达的期望）；(c) 确定机会，加强
IOO 的管理和工作流程，提高内部审计对 WMO 的价值。

24

25
26

27

报告 #200901德勤工作结果及具体建议（即尤其是路线图建议）在一次由 ASG 和 D/IOO 共同主持的会议上提交给了
执行/高级管理层。
使用自下而上法得出了 WMO 秘书处的风险廓线和风险簿。
本报告还包括了若干关于如何推动该流程的建议。

现行指令第五章第 1 段
标准 1300 – 质量保证和提高计划
29
标准 1321 – “符合内部审计专业实务国际标准”的使用
30
标准 1312 – 外部评估
28

34.

根据该小组所作的评估，IIA 最后认为 WMO 的内部审计活动“总体符合”标准和道德规范，这
是最高的可能评级水平。

35.

IIA 还发布了八条整改建议，其中五条是提给 D/IOO 即 WMO 内部审计的负责人。其中三条是
提给秘书长和 EC 审计委员会的。该报告是于 2010 年 2 月 16 日转交秘书长的。

36.

IIA 评估报告的执行摘要见本报告的附录三。

四、

道德官员（临时）

37.

根据向第六十一次理事会届会所作的报告，2009 年 1 月，秘书长指定 D/IOO 为 WMO 道德官
（EO 临时代管）。DIOO 的工作范围按照 S/N No. 2/2009 的规定予以扩大。31

38.

2009 年，EO 临时代管负责管理 WMO 的财务披露计划，未发现例外。

39.

EO 临时代管在秘书长的批准和全力支持下，还聘请了一位独立专家对 WMO 的道德行为环境
进行了评估。该报告32于 2009 年 10 月 7 日转交，报告探讨了各种道德问题，是由主要思想/舆
论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找出的，2009 年 5 月 1113 日在日内瓦进行了一系列的定性面谈，上述
人员参与了其中。虽然有些结果未被接受，EO 临时代管认为报告中的建议既是实务的，也是
着眼于行动的。 33 评估中的最强烈主题就是几乎普遍接受这一点：道德功能是变革的积极力
量。在道德功能的目标之中，下列目标得到了极大支持：
(a) 提高道德意识，即协助各级工作人员认识、判别、解决道德困境和问题；
(b) 鼓励工作人员谈论道德问题，无论是寻求保密的道德建议，还是报告其认为有问题的行
为；
(c) WMO 的道德操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对此要统一词汇和认识，即提供实例、明确的指
导、检查表、及其它辅助学习工具；
(d) 确定道德官的作用，即解释这一职务可以提供何种办法和服务，如何易于工作人员得到这
类办法；
(e) 更新道德规范，即提供更加符合实际的道德操守例子，使道德规范得以落实；
(f)

明确如下一点：WMO 实行的是责任自负原则；

(g) 不断开展得道德培训，让工作人员共同认识到人们对其的期望，如果不辜负 WMO 的标准
会产生何种结果。

31

关于“道德功能”的服务说明 No. 2/2009 要求 EO 临时代管定期向 EC 审计委员会介绍该功能的进展情况，并

向秘书长介绍年度问责报告情况，并通过秘书长向理事会/大会报告。这些报告将包括对 EO 临时代管活动的相
应介绍以及对此类活动的评估评价。这些报告可包括提请 EO 临时代管注意的事项的数量和一般性质，还可包
括 WMO 内的系统道德风险。
32

由于是基于社会科学传统的定性研究，因此该报告是属指示性和推理性的。当前工作的边界很具体地排出了

为 WMO 面临的所有道德或信誉风险编写分类簿和风险簿。该报告反映了这组面谈人员表达的关键主题和关
切，是以 WMO 的业务运行为背景的，并且是以留用顾问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
33

报告中有 11 条建议。

40.

2009 年 10 月举办了关于 WMO 道德规范的培训班，是面向尚未受过此类培训的工作人员，包
括秘书处新雇用的人员。34 培训分为六部分，每部分四个小时。培训的指导原则是“由组织让
工作人员向道德守则负责，而且没有例外”。有几节培训是用一位讲法语的联合主持人开展
的。认为这些培训是有益的。

41.

WMO 人员还曾就一些问题征求意见，EO 临时代管提供了意见。在需要进一步披露的该年期
间，没有出现系统性问题。

42.

应该指出的是 JIU 和 IIA（外部评估）已就将道德职能分配给 D/IOO 有可能发生冲突提出了关
切，因为其具体作用是负责 WMO 的内部审计。EO 临时代管与秘书长长时间讨论过这个问
题，秘书长正在探讨可行的方案。

五、 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充分性
D/IOO 的意见
43.

根据 IOO 章程的要求，现提供如下意见。

44.

组织的管理结构。 应当强调指出 IOO 是致力于实现如下管理结构目标：
(a) 促进 WMO 具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35
(b) 确保实现有效的组织绩效管理和问责制；
(c) 将风险和控制信息传达给本组织的相应领域。

45.

企业风险管理（ ERM）。IOO 负责促进 ERM 项目第二阶段在 WMO 的实施，这是其 2009 年的
一项重大工作。结果完成了 NAO 建议的目标：编写司室风险簿。这些反过来又为整个秘书处
的风险簿提供了一个有益起点。承包方编写的初始文件由 IOO 予以验收，利用了各个风险评估
和行动规划研讨会上获得的结果。但是缺少的是顶层方面的素材。所遵循的流程和所取得的结
果部分地完成了向 EC 审计委员会所作的承诺。36

46.

通过让业务部门参与风险管理研讨会，秘书处：
(a) 帮助众多各级员工更好地理解何为有效控制，何为风险管理，并履行相关责任；
(b) 增加员工对风险管理的参与 – 纠正行动能够更加有效，因为参与者是成果的“主人”；
(c) 提高各级沟通的水平，让工作人员更好地了解其关键活动/风险是如何与其他工作人员或者
工作班子的关键活动/风险发生关系的；
(d) 向参与人员提供学习机会，使其掌握风险和控制的分析、报告方法，从而有助于加强控制
环境。

34

总体而言，有 61 名工作人员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培训。

35

请参阅上述关于 WMO 道德功能的第 IV 节。
应该指出的是 EC 审计委员会已对风险管理提供了有限的指导。

36

47.

秘书处需要利用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投入以及所产生的势头，使 WMO 养成风险管理的文化。
IOO 认为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是积极的，包括但不限于对风险管理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划分，以
及最近招聘了战略规划和风险管理官（SPRMO）。

48.

内部控制。管理层负责建立流程网络，目的是控制运行。IOO 的作用是确定正在运用的流程是
否设计充分，是否运作有效。

49.

虽然 IOO 的工作基础是 2009 年风险的工作计划，但是 IOO 已考虑了正在开展的管理措施以及
拟议的管理措施（例如 ERM、IPSAS），还考虑了对风险评估廓线所作的调整，及审计委员会
对工作重点划分所提的建议。保证流程还考虑了业务运行的重大影响，及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
意义。工作计划规定了对关键领域的参与，同时认为对支持系统进行专门审查具有必要性，如
对 Oracle 的强化。IOO 的保证工作是 IIA 的 IPPF 的。目的是评估是否符合 WMO 的规章制
度，并且确定控制措施和支持系统是否充分到位，以及是否有效。

50.

一般而言，IOO 认为 2009 年期间所审查的领域，其控制流程是有效的。尽管如此，某些领域
仍需引起重视，例如，合同管理。下述问题也需引起高级管理人员和负责管理结构人员的重
视。

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
51.

以下是被认为需要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
(a) 报告按各项预期结果支出的财务报表；
(b) 监督和评估（M&E）体系的发展；
(c)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IPSAS）。

52.

按预期结果的支出（报表四）。 根据决议 15（EC57），以 RBM 的格式编制了 200811 年的
预算草案并提交给了第十五次大会。将资金划拨给第 15 财期的 11 项预期结果（ER）。

53.

然而，在 2008 年，显示按预期结果的支出的报表并未纳入英国国家审计署（NAO）发表意见
的范畴，因为没有充分的支持证据为审计提供可独立证实数字，该报表作为一个附件列入了财
务报表。

54.

按照 NAO 的建议，2009 年通过了关于经修订的报告支出的方法。根据 IOO 收到的 NAO 的长
篇幅报告草案，看起来令 NAO“感到满意的是 […] 在细化假设的基础上正确地编制了报表
四”。NAO 还强调了寻求各管理机构就该衡量体系达成一致的重要性，“以确保方法是完全透明
的”。

55.

监督和评估（M&E）体系的发展。 根据 2004 年 EC56 第 18 号决议的规定，WMO 开始实施基
于结果的预算编制（RBB）。该举措逐渐演变成37 “基于结果的管理”。

56.
37

2009 年初，IOO 所关切的是 M&E 体系的发展尚为取得具体结果，因此没有针对各项预期结果

EC58, Cg15, EC59 和 EC60

的绩效信息。
57.

目前统计计划与资源管理办公室（SPRMO）被赋予了这项职能性责任。鉴于这一近期的任
命，IOO 只好后退一步，不立即开展审查工作，以便妥善进行“在职”过渡。IOO 关于“绩效衡
量”的审议推迟到 2010 年后期，见 2010 年的工作计划。

58.

采用 IPSAS 系统。WMO 从 2010 年开始采用 IPSAS 系统提供财务报告。定期向执行理事会审
议委员会和其他 WMO 利益攸关方通告该项目的状况。

59.

WMO 借此机会加强了 IRM/Oracle 系统某些技术和功能，包括：
(a) 更新启用了“甲骨文”电子商务套件中的 12 个软件；
(b) 实施用于休假管理、固定资产核算和库存清单管理的其它模块；
(c) 配置了单独一套年度报告薄（已完成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改变原项目的要，并对相关成本
产生影响）。

60.

为了协助 WMO 成功过渡到 IPSAS，内部监察室：
(a) 为 IPSAS 项目风险评估做出了贡献；
(b) 为会计政策的讨论做出了贡献；
(c) 适当时尽可能为 IPSAS 审计/检查达标提供准备就绪/差距情况的评估。

61.

应 NAO 的要求，IOO 开展了建立符合 IPSAS 账目的 IPSAS 期初结余的保证工作（审计被列入
了 2010 年工作计划）。

62.

然而，为了顺利实施，必须遵守有时限的各项进度目标。IOO 注意到按最后期限出现了某些延
误，因此敦促管理层按既定目标完成。

欺诈或推定的欺诈
63.

在那些负责机构管理人员的监督下，防范和发现欺诈的主要责任属于 WMO 的管理层。截止本
保证报表公布之日并就其所了解的情况，IOO 没有报告欺诈或推定的欺诈案。实际调查评估结
果也未发现任何此类案件。38
39

IOO 建议的落实情况（截至 2010 年 2 月 22 日）
64.

38
39

自 2006 年 IOO 发布 199 条建议依赖，其中的 52 条（或 26%）归为无需落实的“结案”类。“未
结案”类建议（147 条）的落实状况如下：

后者可能还包括道德事件过程的结果。
每两年将根据进展报告进行审议 IOO 建议的实施状况，并将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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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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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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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100%

未落实

65.

按优先程度的落实状况：

优先程度

已落实

41

总数

52

87%

8

13%





60

63

85%

8

11%

3

4%

74

低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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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6

11%

3

2%

147

按年份的落实状况：

已落实
2
34
50
42
128

22%
92%
91%
91%
87%

部分落实
4
44%
3
8%
5
9%
4
9%
16
11%

未落实
3
33%






3
2%

总数
9
37
55
46
147

按报告时间的落实状况（按组织落实的时间顺序 — 最近的排前）：

主题
奖学金交易
风险管理项目（2）
结束合作
IRM/Oracle 系统的
PIR
采购交易
固定期人员聘用
临时人员
40

未落实

中等

优先程度
2009
2008
2007
2006
总数

67.

部分落实

高

总数

66.

总数

128

部分落实

总数

EPAS41

内部审计服务
评估和绩效审计服务

报告 #
200902
200901
200803

已落实


2
33%
7
78%

部分落实
3
100%
1
17%
2
22%

未落实


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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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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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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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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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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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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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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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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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2

主题
ICT 规划和组织
差旅管理
奖学金运行
SAT 财务账目
IRM/Oracle 第 2 阶段
IRM/Oracle 第 1 阶段
出版物&印刷
工资支付
基于结果的预算
采购服务
司库职责
总数
68.

报告 #
200706
200705
200704
200703
200702
200701
200605
200604
200603
200602
200601

已落实
5
71%
1
100%
15
94%
2
100%
10
100%
13
100%
7
100%
3
75%
4
80%
17
89%
11
100%
128
87%

部分落实
2
29%


1
6%








1
25%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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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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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落实”建议（128 条）年度和优先程度的分布：

Recommendations implemented by year and priorit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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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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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0

2

2
2009

2008
0

69.

6

5

2007
L

M

19 条被视为“未落实”的建议按流程分类的分布：

H

2006

总数











2%

7
1
16
2
10
13
7
4
5
19
11
147

Not Implemented by Process Category
OPEROperations
Management
21%

BUDGBudgeting &
Monitoring
5%

SUPSupport
Services
5%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16%

FIN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s
11%

HR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16%

70.

“高”、“中”和“低”的分布分别为 8 条（42%）、11 条（58%）和无（0%）。

71.

总体而言，IOO 对建议实施的进展表示满意。

GOVGovernance
26%

六、 其它事项
72.

外部审计。在报告期内，与外部审计员（NAO）保持了密切合作，避免了监查工作重复，并提
高了审计过程的效率。

73.

IOO 开展了建立符合 IPSAS 账目的 IPSAS 期初结余的保证工作。此项工作是与 NAO 和 C/FIN
协调开展的。

74.

通过内部监督报告程序，以及通过频繁的会议，IOO 一直向 NAO 通报任何相关的发展动向，
反之亦然。

75.

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 根据需要，IOO 为委员会的活动提供了支持。

76.

联合检查组（ JIU） – 联络员活动。42 IOO 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确保了与 JIU 的顺利的工作关
系。以一个单独文件的形式向 EC 提供了 JIU 活动及其建议落实状况的简短摘要。

77.

外宣/联络。 IOO 也参与了一些外宣/联络活动，与其它国际组织的监督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建立了关系。

42

2006 年 3 月内部监察室主任就 WMO 的工作安排事宜负责与联合检查组进行联络。在系统报告和具体针对
WMO 的报告中提出 JIU 建议的落实状况并以一份单独报告的形式提交了执行理事会。该报告现在也提交给审
计委员会用作参考并征求意见。

附录 1 – 2009 年工作计划（POW）的执行状况

索引

IOO 活动

标题/范围

2009B1
2009B2

内部审计服务(工作计划 –
附录 B)

审议“奖学金交易”
审议“合同管理”

2009C1
2008C2

评估和绩效审计服务（工
作计划 – 附录 C）

2009D1

信息技术（IT）审计（工
作计划 – 附录 D）

“评估奖学金计划”
审议“使用会议形式”（活
动重新划分到 2010 年工
作计划）
审议“信息技术审计建议
的实施”

2009E1

其它主要的活动（IOO 工
作计划 – 附录 E）

监察建议的后续行动

2009E2

风险管理项目–第二阶段
（独立保证/咨询服务）
(外包给德勤会计师事务
所)

2009E3

WMO（内部审计活动）
质量保证审查
（委托给 IIA）
超出法定离职年龄人员的
延长问题
WMO 工作人员的移动电
话设施
审议 UNDP 支付款问题
审议 WMO 人员休假

n/a

检查/其它不定期的工作

n/a
n/a
n/a

n/a

道德职能

涉及服务条款 2/2009 号

状况
报告# 20092 [09 年 8 月]
Report # 20101 [2010 年 3
月]
报告草案
跨服务同行审议阶段的报
告草案（内部 QAIP 过
程）
IRM/Oracle 系统实施后审
查(PwC)的后续技术建议
的结果，并提交 AC12
[2009 年 3 月]
周期性工作–向监察的利
益攸关方报告[6 月底 / 12
月中期]
风险研讨会结果和风险登
记册。八个研讨会的报告
[2009 年 2 月]
报告# 200901 [2009 年 3
月]
验证秘书处风险登记表的
样品 [2009 年 7 月]
报告 # 20101 [2010 年 2
月]
SG 的 IOM [2009 年 2 月]
SG 的 IOM [2009 年 4 月]
SG 的 IOM [2009 年 7 月]
SG 的 IOM [2009 年 11
月]
评估 WMO 道德行为环境
的报告 [2009 年 10 月]
道德培训的报告 (第二阶
段) [2009 年 11 月]

附录 2 –人员编制和预算
D/IOO负责IOO资源的充分性和管理，以确保履行IOO的职责，详见有关章节。这包括有效地通
告资源需求和向高级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AC）报告状况。IOO资源包括在岗和不在岗工作人员，
外部服务提供商，资金支持，以及基于技术的监察方法。

确保资源充足是SG的责任。
到本报告为止时，IOO 资源配置对于履行 2010 年工作计划是不够的。
目前，IOO 人员编制结构如下（包括在职人员的资料）：
职务
姓名
内部监察室主任
J. Cortes 先生
高级内部审计员
A. Ojha 先生
评估和绩效审计服
务处处长(C/EPAS)

级别
D1
P5
P5

上岗日期
2006 年 2 月 1 日
2007 年 5 月 1 日

国籍
美国
印度

内部审计员
内部监察助理

P2
G6

2009 年 5 月 4 日
2006 年 8 月 14 日

Ivory Coast
法国

M. Douno 先生
L. Courtial 先生

C/EPAS43 的一位在岗人员被临时重新分配到助理秘书长办公室（ASGO）为期 9 个月（从 2008
年 12 月 6 日开始），于 2009 年 7 月 6 日重新回到 IOO。自那时起在该部门的工作也重新恢复。然
而，200 年 3 月 16 日 C/EPAS 一位在岗人员宣布她希望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开展一项临时的“跨组
织交流”。2010 年 3 月 24 日 SG“有条件”地批准了此项要求；她在 IOO 的工作将到 2010 年 4 月 31 日
结束。
通过分配非在岗人力资源将继续开展 IOO 灵活的业务，以满足短期需求。

附录 3 –IOO 外部评估报告摘录

执行摘要
应内部监察室主任的请求，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在世界气象组织开展了一项内部审计活
动的质量评估（QA）。质量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内部审计与 IIA 颁布的《内部审计专业实务国际
标准》（标准）一致，评估内部审计活动执行任务时的效果（如章节中确定的以及 WMO 管理希望
中表达的），并确定加强其管理和工作过程的机会，以及对于 WMO 的价值。
与标准一致的意见
总体意见是 IA 活动要与标准和《道德守则》保持一致。符合单个标准的详细列表，请参阅附件
A。QA 小组确定了某些进一步改进的机会，详细情况在本报告中提供。
IIA 质量评估手册提出了分为三类的评级，“基本上符合”、“部分符合”和“不符合”。“基本上符
合”是最高评级，意味着内部审计活动有章程、政策和过程，这些被认为都符合《标准》（或是妥善
的）。“部分符合”是指 IA 活动付出了诚信的努力，以达到《标准》的要求，但是未能实现某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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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评价和绩效审计处处长

标。然而，注意到的例外情况并不排除 IA 活动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履行其基本责任。“不符合”是指
在实践中的缺陷被评为非常明显，以至于严重地损害或妨碍 IA 活动充分履行其所有领域或重要的职
责。

范围和方法
作为筹备 QA 的一部分，IA 事先编写了一份准备文件，包括详细的资料和发给 WMO 执行人员
的具代表性的调查表的样本。调查结果的摘要（不明确受访者的身份）已供开展 IA 活动。在 2009
年 12 月 3 日开始 QA 小组实地调查工作之前，小组组长保持与 WMO D/IOO 的联系，以收集其它背
景材料，选择现场领域工作期间要采访的管理人员，并完成 QA 的规划和管理安排。作为审查的一
部分，对 WMO 审议委员会主席、秘书长、被选中的处长、外部审计员、联合国 JIU 的代表和 IA 活
动工作人员开展了广泛的采访。还审查了 IA 活动的风险评估和审计规划过程、审计工具和方法、参
与情况和工作人员管理过程以及 IA 活动的工作文件和报告的具有代表性的采样。
值得称道的方面
开展审查的 IA 活动环境具有前瞻性，了解 IIA 的标准，而且 D/lOO 及其两个直接报告有扎实的
资质和专业证书（CIA, CISA, CFE 或同等学历证书）。
以下的意见和建议是在 IA 现有的活动基础上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
可分为两类：
l

第一类把 WMO 视为一个整体并建议秘书长和/或审计委员会采取行动。这些问题通过调
查、采访和实地工作引起重视。这类意见和建议已纳入考虑，因为对于 WMO 管理非常有
用并且影响着 IA 活动的效果以及可能带来的增值。

l

第二类与 IA 活动的结构、人员配备、资金调配和类似的事宜有关，应该在 IA 活动中实
施，借助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

较重要的建议的突出强调如下，详见报告的主体。
第一部分- 供秘书长和/审计委员会考虑的事宜
1

考虑修订审议委员会的职责，以扩大内部审计活动的职责，让它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文
件，并完全符合 IIA 国际专业实务框架（IPPF）。（做法咨询 11101）

2

扩大内部监察室（IOO）关于内部审计的职责，以全面符合 IPPF 框架并促进对 IOO 的作用和
职责有清晰的认识。（标准 1010）

3

重访 D/IOO 被临时指定为道德官员，以消除这种不同职能条件中存在的冲突，即便是在未发
生不道德或不妥行为时，因此作为 IA 活动还必须评价本组织与道德有关的各项目标、计划和
活动的设计、实施以及效果。（标准 2110.A1）

第二部分-特定于内部审计活动的问题

1.

推出了全面的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以正式启动正在开展的IOO计划活动，这证明其承诺以将
质量理念和措施引入审计过程。（标准1300）

2.

简化风险评估程序和模式，以获得更明确区分的结果。将“主体”细分为各项监察对象，这可
有助于形成具有风险重点的覆盖面，确保完整性和避免狭隘范畴的（点）审计。将这些监察对
象划分为不同风险等级，因为它们已被确定为实际审计覆盖范围，以有助于按其对WMO影响程
度/重要性予以区分，从而便于安排决定并管理审计频次，以符合既定的准则。（成功的实践）

3.

加强提交给秘书长和审计委员会的一揽子年度计划，供其审议和批准。便于他们对拟议的涵盖
范围的充分性作出评估，评估方式是通过将其与返回“主体”后情况进行比较，同时突出强调哪
些被推迟了以及用于此类延期的标准/道理，若有必要则需共同修订审计频率准则。 （标准
2020）

4.

执行具有前后连贯一致的记录并保存工作文件的政策。确保为每次单独参与的工作计划建立足
够详细的系统性文件记载，并在开始实地调查之前获得批准。确定工作文件的保存政策，考虑
的本组织的指导原则以及任何有关的监管要求。 （标准2240和2330）

5.

采用一个更具选择性，以风险为导向的开展活动的方法，以便在已批准的指导原则下减少为每
次审计活动投资时间并更快地接触到相关WMO地点。（成功的实践）

感谢您给我们为 WMO 服务的机会。QA 团队将非常高兴地进一步回答有关此报告的任何问题并
提供任何需要的信息。

Alfredo Dautzenberg
组长 （签字）
小组成员：
Petr Mandik, CIA, CISA, FCCA
Pawel Spiechowicz, FCCA, CIA

Thomas A. Mock, CIA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主任（签字）

进展/活动报告

1.
联合国大会根据1999年的第54/16号决议批准了一项与联合检查组（JIU）44报告有关的新的
后续行动制度。2002年WMO执行理事会（EC）第54次届会批准的WMO后续行动规程以JIU年度报
告A/52/34附录一提出的制度为基础。自那以来，已将一份有关JIU建议的年度报告提交给EC参考和/
或采取行动。
2.
有关上述后续行动的规程问题，执行理事会第61次届会要求45将秘书长接受的未来JIU的建
议分配给WMO秘书处的责任方，并设定一个正式的时间表以完成每项建议。此外，秘书长应酌情继
续向审计委员会成员提供当年和前几年的所有建议清单以及每项建议的落实情况；如果建议被拒
绝，应提供拒绝的理由。
JIU报告提出的关于审议WMO管理和行政的建议
3.
前两次执行理事会会议审议了上述报告及其包含的建议。2009年6月举行的EC61要求WMO
审计委员会（AC）研究上述JIU报告提出的第1921条建议。
4.
审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审议了这些建议，并认为应向EC提出如下建议，即WMO保留目前的
财务安排，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建议大会不接受上述JIU报告的第1921建议。表一包含三条建议及审
计委员会提出的管理建议和结论。
审议2008年JIU全系统报告的建议
5.
根据执行理事会在上次届会上提出的要求（上面第2段），审计委员会第14次会议获悉
20062008年发布的JIU建议信息。
6.
关于该报告并根据去年的报告，正在提交执行理事会对2008年发布的JIU全系统报告给出建
议的审议情况。与2009年发布的JIU全系统报告有关的事项将提交给EC63，以便秘书处有足够的时
间酌情考虑JIU提出的问题并作出回应。
7.

2008年，JIU发布了与WMO有关的6份全系统的报告和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a)

内罗毕的共同事务（JIU/说明/2008/1）；

(b)

对联合国系统环境治理的管理审查（JIU/REP/2008/3）；

(c)

技术合作项目的国家实施（JIU/REP/2008/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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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 54/16 号决议。
参见《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d)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咨询公司。有关使用法人咨询、采购和合同管理问题的概述（JIU/说明
/2008/4）；

(e)

审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托管服务（JIU/REP/2008/5）；

(f)

审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互联网网站的管理（JIU/REP/2008/6）。

8.
这些报告/说明包含供WMO审议的41条建议。其中秘书长审议其中的36条建议，立法机构审
议其中的5条建议。这些建议及管理意见参见本报告附录的表1（参见EC62/信息文件7.2(7)）。
对自从上次大会以来JIU给立法机构所提建议进行整合后得出的观点
9.

将JIU提交给立法机构的建议提交给理事会审议，并向大会提出建议。

10.
议。

EC62/信息文件7.2(7)表二包含自第15次大会以来提交给立法机构并由理事会审议的所有建

还 提 请 理事 会查 阅JIU年 度报 告： “关 于 2009年联 合 检 查组 和2010 年 工作计 划的 报 告 ”
A/64/34
）
，
该
报
告
可
从
JIU
网
站
http://www.unjiu.org/data/en/annual_reports/enAR2008_WP2010.pdf下载。
11.
（

表 1：JIU – 审议 WMO 的管理工作（JIU/REP/2007/11）（第 1921 条建议）

建议

建议

管理建议

是否接受

审计委员会的建议46

19

执行理事会应改变预算拨款各部分间调剂
目前给本财期授权的占最大支出 3%的灵
的基础，从一定比例的四年财务期授权的
活性是必要的，目的是确保在本财期内能
最大支出总额改为一定比例的相关两年期
适当地解决一些新的关键优先事项。
预算拨款部分

不接受

审计委员会[第13次会议] 建议向执行
理事会提出以下建议，即WMO保留目
前的财务安排。

20

执行理事会应授权秘书长进行预算拨款各
部分间的调剂，限于较小拨款额的百分之
五。对高于该限额的任何调剂，执行理事
同上
会还要求秘书长寻求主席的事先批准，并
就此类调剂的原因及其对计划和预算的影
响向财务咨询委员会汇报。

不接受

审计委员会[第13次会议] 建议向执行
理事会提出以下建议，即WMO保留目
前的财务安排。

21

给岗位 预算 编制引入滞 后因素似乎与
WMO 的预算方法相冲突。与其它一些联
合国组织相反，无论是岗位的数量还是级
别都不是根据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批准的基
执行理事会应要求秘书长基于实际的滞后
于结果的预算来确定的。事实上，秘书长
因素编制计划和预算提案。
有权在支出项目间（包括岗位资源）重新
调配资源。为此，引入滞后因素似乎不相
关。

不接受

审计委员会[第13次会议] 建议向执行
理事会提出以下建议，即WMO保留目
前的财务安排。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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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进展报告

简介
1.

2007年5月召开的WMO第十五次大会批准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并决定将给予

实施IPSAS最高优先。在此之前，联合国高级别管理委员会（HLCM）决定联合国系统组织采用
IPSAS并制定了实施时间表，所有的组织采用IPSAS应不迟于2010年1月1日开始的报告期，同时应考
虑其影响。
2.

WMO执行理事会在2008年6月召开的第六十次届会上批准了在第十五财期实施IPSAS所需的

380万瑞士法郎资金。
3.

WMO秘书处向2009年6月召开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了第一个进展报告，向理

事会通报了WMO秘书处以及联合国系统向国际公共会计准则过渡所采取的行动。
4.

本文件是第二个进展报告，向理事会通报联合国系统和WMO自那时以来有关实施IPSAS的

行动。两个进展报告分别于2009年10月及2010年3月提交给了WMO审计委员会。
联合国全系统内实施IPSAS
5.

全系统继续支持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包括进一步制定会计政策和指南，以及IPSAS委员

会的参与。完成了18次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培训，7个基于计算机的培训课程（CBT）以及11次授课培
训（ILT），并供所有联合国系统组织使用。
6.

一个组织即世界粮食计划署已于2008年成功地、有效地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与其它

组织分享其经验。一些组织修改了实施日期，促使8个组织预计将于2010年的最后期限完成，4个组
织旨在于2011年实施，而8个组织将于2012年实施IPSAS。联合国已将其实施的日期推至2014年。
7.

推迟实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项目预算的审批和核定项目计划、招聘和保留项目组人员的
问题导致项目工作人员空缺或缺乏适当的IPSASA组人员，以及无法完成IPSAS影响审查。
此外，协调企业资源规划（ERP）和IPSAS实施项目的需求成为必须加以管理的复杂性和可
能拖延的根源。

WMO采取的行动
8.

WMO在审查期按计划继续取得进展并且完成了所有的关键步骤，为2010年实施IPSAS奠定

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9.
根据IPSAS标准和联合国系统IPSAS项目组提供的指导材料，编写了政策指导手册，并已于
2009年10月公布。这将有助于工作人员采用和实施IPSAS。外部审计员对这些事宜提供的咨询和支持
证明有价值并有效。
10.
一家咨询公司已为开发当前的甲骨文商务软件包及实施符合IPSAS的新模块提供了技术支持
服务。固定资产和清单模块已实施并投入运行。目前已开始编写WMO资产的实物清单，固定资产和
清单数据已被加载于相应的模块中。2010年2月，员工请假管理的软件功能已涵盖所有工作人员。
11.
已对相关重要用户提供了新模块的培训和调用。工作人员可通过WMO门户站点在线获取由
联合国系统IPSAS项目组为三个模块及IPSAS计算机培训课程（CBT）编写的培训指南和材料。2010
年3月，针对IPSAS的实施和需求，对WMO的工作人员举办了简介会。
12.
符合IPSAS财务报表的规范已编写完成，包括：（1）财务状况报表；（2）财务绩效报表；
（3）净资产/权益变动报表；（4）现金流量报表；（5）实际数额与核定预算的对比。
13.
未来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正在着手建立符合IPSAS财务报表的IPSAS期初结余，这是
在“生效”年伊始将要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其它有待为采用IPSAS而开展的各项持续活动和措施如
下：
(a)
(b)
(c)
(d)
(e)
(f)

对WMO工作人员的继续培训，包括举行IPSAS的实施简介会；
特别是在进入“实用”阶段后，向最终用户提供模块的维护和支持及指导；
对当前的甲骨文系统做必要的增强；
制定财务报表中预算和实际数额的比较方法；
制定IPSAS新财务报表的最终模式及其附注的披露；
针对主要问题与（外部和内部）审计员进行磋商。

14.
为了给年终奠定一个牢固的基础，将于2010年6月30日编写符合IPSAS的财务报表，提交外
部审计员审议/征求意见。
15.
为了确保符合IPSAS的系统能够在2010年1月投入使用，对现有的WMO甲骨文商务软件包系
统（R 11.5.10版本）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增强。目前已采取行动，制定职责和报价书（RFP），以便将
甲骨文系统升级到R12版，从而纳入可支持促进和简化商务流程的增强功能。
16.
附录中的表格给出了到2009年底的项目预算使用情况。在成本方面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降
低，特别是对实施新模块及培训方面的专家和技术支持服务成本。针对目前甲骨文系统的新应用/模
块和功能，通过内部资源和网上学习对最终用户提供了培训，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根据外部审计
员提出的建议，节省的资金将在预算中重新分配，用于加强核心功能来应对额外的工作量，以便成
功地实施IPSAS，同时用于满足与当前甲骨文系统升级到R12版有关的所有其它需求。
___________
附录: 1个

附录
IPSAS 实施计划
预算使用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瑞郎）
核定
预算
20082011

支出额
20082009

现有余额
20102011

1,557,500

710,964

846,536

成本部分

明细

员工费用

1 名项目负责人
1 名系统分析师

咨询服务

专家服务 – 国际会计准则
/IPSAS 方面的专业技术

240,000

26,620

213,380

信息系统配置、模块
和硬件

增强符合 IPSAS 的当前甲骨文
商务软件包，包括购买和实施
新模块和功能以及过渡期和实
施后的技术支持服务

917,500

438,236

479,264

将甲骨文商务软件包升级到
R12 版本并简化 IPSAS 的相关
程序

700,000



700,000

员工培训和推广 IPSAS 新的相
关功能和程序

215,000

1,400

213,600

就升级后的甲骨文系统和增强
的 IPSAS 相关程序方面的员工
培训

100,000



100,000

参与联合国系统的协调与磋商

70,000

14,706

55,294

3,800,000

1,191,926

2,608,074

培训

其它

总计

___________

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以来对工作人员细则所做的修改

根据WMO工作人员条例第12.2条的要求，本报告提供了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以来，对适用
于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改细节。所做的修改是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的指
导，并按照联合国所做的相应修改和/或国际公务员委员会的决定或建议，且符合良好的管理做法。
本附件提供了背景信息和修改理由以及财务影响。
适用专业及其以上级别工作人员基薪/底薪表的修改（工作人员细则 131.1，附件 A.1）
根据无损益的原则，采用修改的薪级表以体现比目前的薪级表增加3.04%，同时岗位调整数减少同样
的百分比，2010年1月1日起生效。
执行日期：从2010年1月1日起生效。这一修改仅涉及与离职费有关的支出增长，每年应不超
过4,000瑞郎。
区域办公室的当地官员及总务类人员的薪级表
(a)

采用修改后的薪级表，WMO 尼日利亚拉各斯/阿布贾区域办公室当地官员平均增加 21%，总
务类工作人员增加 13.5%。
执行日期：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23.000 瑞郎。

(b)

采用修改后的薪级表，WMO 肯尼亚内罗毕办公室当地官员平均增加 8.2%，总务类工作人员
平均增加 6%。
执行日期：从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2,800 瑞郎。

(c)

采用修改后的薪级表，WMO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区域办公室当地官员平均增加 13.9%，总务类
工作人员增加 5.7%。
执行日期：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12,000 瑞郎。

(d)

采用修改后的薪级表，墨西哥项目办公室当地官员平均增加 1.5%。
执行日期：从 2008 年 8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1,000 瑞郎。

定期任用采用试用期

2009 年 6 月 25 日对人事细则作了一项修改，一年或更长的定期合同的新的任用开始采用试用期，它
将根据细则第 145.1 条任用实行。
细则第 145.1 条 任用
(b)

试用期
(i) 一年或更长的固定合同的新的任用须执行初始试用期，试用期至少一年，最多
可延长至两年。

进展/活动报告

职工协会年度代表大会（2009 年 11 月，日内瓦）
1.

WMO 职工协会年度代表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周四）举行。除了职员参加之外，资

源管理司司长代表秘书长、Edmund Mobio 先生（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FICSA）主席）代表
FICSA 分别出席了会议。职工委员会（SC）提交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开展的有关活动，包括与提出
问题的职员和负责各个委员会和专题组的行政管理层合作，组织一些非常成功的社会文化活动。
2.

职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在 2008 年早些时候的调查中提出过。令职员特

别关注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由行政办公室（如差旅科、会议服务、公共服务和人力资
源处）负责的事务逐渐转移到各个科技（S&T）计划部门内。有人指出，除了要满足这些计划所在
岗位的常规要求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累计的新任务（预计这些任务将持续到未来）越来越
难以承受。工作人员还强调，迫切需要清楚地记录所有新的程序并开展培训，尤其与 Oracle 和网络
有关的活动。
3.

全体员工理解并接受组织关于需要现代化，降低行政成本，让其管理人员在管理和预算过

程中获得更大的行政控制力的需求。然而，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中，这些努力的净影响需要
进一步评估，以便处理和解决出现的不理想的后果。必要的工具（包括手册，书面明确和前后连贯
的指令等）和培训以及新的行政管理程序介绍将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对新的工作人员，但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需要其它的一些方法，包括增加工作人员、简化官僚程序以及取消一些类型的工作。
大会通过了多项行动建议，包括重新建立与 FICSA 的合作关系；设立一种机制以解决员工对于有关
将政务向计划转移的工作量的担忧；尽快更新《常务指令》；更容易地获取有关程序的信息和意
见；以及简化/减少行政和官僚程序。2009 年大会完整报告见附录。
FICSA 理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
4.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FICSA)第六十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1822 日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

行。其中一些当选为执行 理事会会员， Mauro Pace 先生（FAO 及罗马 WFP 总务类人员联盟
(UGSS)）当选为 FICSA 主席。还选举出了几个常设委员会（法律问题，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和
职业健康和安全，服务条件的领域，一般事务问题，专业的薪金和津贴，以及工作人员与管理层的
关系）。
WMO 职工委员会以及在内部机构中的职工代表
5.

选举是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举行的，以填补职工委员会(SC)、联合纪律委员会、绩效评价审

议(PAS)审议委员会、联合申诉委员会和职工退休金委员会中的 12 个空缺。2010 年职工委员会的成
员为：Mustafa Adiguzel, Marta Artero, Stephan Bojinski, Pascale Gomez, Patricia McKay, Leslie Malone,
Nadia Oppliger, Michelle Reidsema, Mélissa Serantes 和 Sary Vargas。 SC 主 席 团 包 括 主 席 (Leslie

Malone)；副主席(Marta Artero)、秘书(Michelle Reidsema)，和司库(Mélissa Serantes)。注意到 SC 很
高兴参与有关职工问题的活动，包括提名任命和提升委员会(APBs)、职工选举委员会(SSBs)、参与
联合咨询委员会（JCC）和其它小组，但处理这些问题以及职工提出的问题确实需要时间代表委员
会，特别是主席团。SC 希望进一步向各部门的管理人员表达真诚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安排这些活动
提供的支持和灵活性。
审议绩效评价审议(PAR)方案
6.

为了贯彻有关服务条件员工意见调查活动（2008 年秋季开展的），为开展审议绩效评价审

议(PAR)方案建立了专题组，该专题组开展此项工作，并于 2009 年 12 月向秘书长提交了若干建议。
迄今为止，尚未批准或落实有关 PAR 制度的任何修订。
职业发展专题组
7.

2009 年 7 月，WMO 联合咨询委员会（JCC）接受了员工调查专题组的建议，建立了一个小

组在 WMO 调查职业发展的问题。职业发展专题组是 2009 年 9 月 7 日成立的，其职责是：审议目前
组织现有的职业发展政策和机制；为 WMO 职工确定新的职业发展方案；为职工建议实施现有的政
策或者新的职业发展方案。专题组编写了一份含建议的初步报告，供 JCC 在 2010 年初作进一步审
议。
人力资源开发(HR)手册
8.

根据联合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JCC1）的决定（2009 年 2 月 27 日，日内瓦），成立了

一个专题组，成员包括人力资源处处长(C/HRD)、一位职工代表、法律顾问和内部监察办公室(IOO)
官员（作为观察员），其主要工作是根据 2001 年颁布的服务须知编写 HR 手册以及审议和更新
WMO 标准守则。该专题组的职责是：建立规则；确定目标和期限；筹备项目并提交秘书长以获得批
准和资金；寻求/选定一个单独的承包商开展该项目；监督整个过程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在提交秘书
长批准之前通过最终的产品。专题组注意到已经聘请了一些承包商（人力资源处内部）来编写 HR
手册草案，专题组已经开始审议该材料和方案的草案。专题组还采取了行动，以确保最终的产品能
结合最新的服务须知适当地更新《常务指令》，并确保新（拟议）的 HR 手册符合 WMO 工作人员
条例和相关的工作职工细则。此外，专题组正努力确保妥善地参照《WMO 道德守则》及其影响，包
括一些重要问题如：利益冲突、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受职工影响和影响职工的工作环境。
_________

附录: 1个（仅提供英语版本）

附录
WMO 职工协会年度代表大会
2009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

最终报告

1.

Opening of the session
The session opened at 2:07pm, Thursday, 26 November 2009. In addition to staff,
participation included Mr Joachim Mueller (D/REM) representing administration and
Mr Edmund Mobio (President/FICSA) representing FICSA. Valery Detemmerman
represen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Staff Association and passed on the regrets of the current
president, Hama Kontongomde, that he could not be present.

2.

Election of chairperson and rapporteur(s)
The Assembly nominated Robert Stefanski as chairman and Leslie Malone as rapporteur for
the session.

3.

Adoption of the agenda (Doc. 1)
The agenda was adopted with no change.

4.

Report of the Staff Committee, including election of the 2009/2010 Staff Committee
and of staff representatives on other Internal Committees, and the report of the FICSA
activities (Doc. 2)

4.1

Report of the Staff Committee
Valery Detemmerman presented the report of the Staff Committee and highlighted:

·

·

·

·

The contributions of focal points for FICSA, the cafeteria, the ‘WMO goes green’ effort,
the gymnasium, the locker room, yoga, the Christmas parties for WMO staff and children,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The core activities of the Staff Committee (e.g. meetings with management through the JCC,
review of new Service Notes, representation of WMO at FICSA, advice to staff on their
rights, and various communications);
Recent results including followup on the staff survey; initiation of an update to the HR
manual; inputs on Service Notes related to a new probationary period and changes to
flexitime for medical appointments; creation of a roster of readytoappoint temporary staff;
successful events (World Meteorological Day, the book sale, parties); completion of the
survey of the cafeteria; agreement on the matter of WMO staff, particularly interns bringing
their own food to the cafeteria; carpeting of the yoga room;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ymnasium;
The posting of JCC minutes from the first two sessions of 2009 on the staff association
Website;

·

·

·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Staff Committee and the JCC on staff concerns related to
increase in workload and new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budget, travel, clearances, etc.)
transferred to the programmes, noting the decision that each department will review with
staff and HR the implications of not filling a post when the incumbent retires or leaves;
Outstanding issues including the review of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development
of Service Notes on compensatory time for P staff for work authorized on weekends and
statutory holidays and for lumpsum payments for removals; briefings for staff on new
travel procedures, and making WMO more climateneutral; and
The upcoming elections, 9 December 2009, for which 12 vacancies need to be filled across
the staff committee, joint disciplinary committee, PAS review board, joint appeals board,
and the staff pension committee .

In discussion, staff expressed the following concerns on:
·
·

·

·
·

·
·
·
·
·

·

·
·
·
·
·

Lack of information on what steps have been taken to address the outcomes of the staff
survey and the outcomes of these activities;
Workload and the implications to staff, the programmes, and to 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a growing set of new administrative duties
to the programmes (e.g. medical and security clearances);
The ineffectiveness of discussing staff concerns with supervisors at various levels in the
‘chain of command’, as there is no clear mechanism for dealing with an overarching set of
conditions that affect everyone;
The lack of the promise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o the programmes for handling large
meetings;
The risk of further transfer of administrativ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cause of the
understaffing situation in the Conferences Unit and for handling Purchase Orders for
amounts below a certain value;
The urgent need for effective training on new procedures, especially for dealing with Oracle
and for webwork;
The urgent need for an update to the Standing Instructions (find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taking a lot of time, resulting in loss of productivity);
The lack of succession planning as the senior (experienced) staff retire or leave;
The lack of consistency between official job descriptions and actual current duties, due
principally to the increase in administrative duties;
The fact that staff with already fulltime jobs are now additionally responsible to be
WMO’s travel agents and bookkeepers, but with inadequate experience to do these
efficiently;
The loss of staff motivation and sense of engagement with the overall mi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when work becomes a chronic overload situation, staff get disheartened –
carry a feeling of lack of completion/accomplishment – guilt over the things not done, or
not well done; there is a general loss of confidence and enthusiasm and increase in
frustration);
The poor attendance by staff and administration at this Assembly;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steps taken by the Staff Committee, the JCC and management in
dealing with such staff concerns;
The number of external recruitments for shortterm engagements;
The state of the cafeteria floor; and
The lack of a report from the WMO FICSA representative, noting that a report is required
in the statutes.

In response, the Staff Committe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management noted that several actions
have been taken to address the results of the staff survey:
·

·
·

·
·

A small task team was established to review of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PAS)
and the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e PAS review Board.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is group
was distributed to the Assembly, and a full report with more detail will follow in early
December 2009;
A career development task team was set up to review career advancement options for staff.
Their report is expected to be available by March 2009;
Through the decision of JCC, D/REM and C/HR agreed to review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management’s decision not to fill the post of a staff member who retires or otherwise
leaves WMO on the workloads of remaining staff. This will be done on a casebycase basis
in relevant departments;
Management had agreed to tackle the most pressing concern regarding the cafeteria floor,
namely the area near the salad bar;
Approved minutes of the JCC sessions are disseminated, but only the first two reports for
2009 had so far been post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taff due to administrative delays.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agreed by the Assembly:
1.

2.
3.

4.

5.
6.
7.

Onc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teams on PAS review and career development have
been disseminated and new procedures implemented, the Staff Committee should conduct a
second staff survey.
The Staff Committee will follow up with COS on the matter of repairs to the cafeteria floor
and inform staff of the plans.
Ensure that the WMO FICSA representative is active and will have the time to look after
this important function, including assisting the Staff Committee to analyze WMO’s
relationship with FICSA, to look into options, and to look at matters related to dues.
With respect to the workload and transfer of administrative tasks:
a.
Individual staff should elevate their concerns and complaints to the level of
supervisor and make them official. The managers in question must then actively
review the working conditions, reevaluate the job description or consider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post, in discussion with Human Resources.
b.
The Staff Committee should set up a committee to develop options for how to
address this Secretariatwide issue, to include advice on steps to help colleagues deal
with their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effectively engage management in
development of real solutions.
c.
The Staff Committee should be open to consultation with any staff that are
uncomfortable in direct discussion with supervisors on these matter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ir rights and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ncluding consulting the
Social Welfare Officer.
Have periodic allstaff meetings to discuss workload and other issues that arise.
Update the Standing Instru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mak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advice on procedures much easier.
As a priority, have an auditor walk through the current travel process, to see how the current
system actually works, and to imple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simplification (even if these
include reversion to having all travel matters in a small, qualified, adequately staffed
centralized division).

8.

9.

10.

4.2

On al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actively engaging the ‘users’ 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hases; this implies including support staff in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new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from the beginning.
Ensure that the report of this Assembly is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management at an
upcoming meeting of the Committée de Direction, for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solutions for improving morale and Secretariat working conditions.
Recommend that staff engage the Staff Committee with any questions or issues (e.g. as
noted in 4a above).
Report of FICSA activities

Mr Edmund Mobio, FICSA president since 2008,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at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MO Staff Assembly. He noted that many civil servants are not aware of FICSA
activities and mandate, and informed the Assembly that FICSA is the Fed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s Association – established in 1952. It protects and defends the rights of
staff in Members’ organizations, represents its members in policy issues, and helps regulate the
employment conditions of members. FICSA deals with UN pension issues, participates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 organizes training (on salary surveys, on legal matters), and supports
staff of members in legal battles and appeals with their organizations. FICSA has a permanent
Secretariat in Geneva and a liaison office in New York. Mr Mobio recognized that some feel
FICSA membership is expensive, but he was convinced that members get a lot for their dues.
Current activities include the debate over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At present, for those recruited
before 1990, retirement age is 60, but those recruited after 1990 retire at age 62. FAO has an age
limit of 62 for all staff, regardless of when they joined staff. The FICSA position is that a
harmonized retirement age across the common systems is desirable. FICSA was grateful for the
proposal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o fix the retirement age at 62, but not all members
agree with this (some say they need more flexibility in order to ‘get rid of deadwood’). Given that
all organizations have an established mechanism to let go of unsatisfactory staff by not renewing
contracts, FICSA is recommending one single mandatory age for retirement, at 62 years, regardless
of date of recruitment. This is pending decision. FICSA is also looking into development of
common rules of classification of GS posts, is developing a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the various
current systems, and is updating/revising the Code of Conduct.
In conclusion, Mr Mobio urged WMO to send a strong delegation to the upcoming FICSA assembly
in January 2010, to be held here in Geneva.
5.

Report of the Social Welfare Officer (Doc. 3)

Ms Nicole Yersin, the Social Welfare Officer (SWO), n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neva Local
Expatriate Spouse Association (LESA), and invited all spouses of WMO staff to join. On the matter
of the proposed children’s day car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t was noted that it would
provide 50 places overall, but that subsidizing this crèche will be expensive. The Information Guide
for New Staff has been retired and replaced with a useful and comprehensive webbased site
managed by the Geneva Welcome Centre. Finally, the SWO noted that there was a small drop in
consultations on personal or family matters, a considerable drop in consultations related to working
conditions, and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requests for help with civil administration. The SWO
thanked the Staff Association and REM department for their support for her work.
6.

Treasurer’s report, including the budget proposal and level of contributions for
2009/2010 (Doc. 4)

The Staff Committee’s treasurer, Mélissa Serantes was unable to participate. Ms Detemmerman
presented the report of the treasurer and noted that income from 1 November 2008 through
31 October 2009, derived from dues, fundraising, vending machines, and gymnasium memberships
was CHF 40,047.45 and that expenditures were generally somewhat lower than what had been
approved by the 2008 General Assembly. FICSA contribution for this period was CHF 15,823.40.
The Assembly had no objection to the statement of anticipated income for the upcoming year, and
agreed with the proposed budget envelopes for 2009/2010 (see tables, Doc. 4, Annex 1).
7.

Auditors’ report (Doc. 5)

The Auditor’s report was available in hard copy only. The audit of the records of the Staff
Association for the period 1 November 2008 through 31 October 2009 indicated that the amounts
on bank statements and petty cash records conformed with entries made during the period. The
auditors invited the Assembly to release the treasurer from her duties and thanked her for her
excellent work.
8.

Report of the staff representatives on the WMO Pension Committee (Doc. 6)

The report of the participant’s representatives on the WMO Staff pension Committee was presented
by Ms Susan HansenVargas. The report covere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the pension fund,
composition of the WMO Staff Pension Committee, results of the meeting of the WMO SPC in
June 2009 and a summary of the 56th session of the UN Joint Staff Pension Fund Board (UNJSPB),
held in Vienna, in July 2009. Of particular concern to the UNJSPB was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investments of the pension fund, including instability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currency fluctuations. Othe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cisions of the Board are possible changes
to the normal age of retirement, types of pension plans, rates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range of
benefit proposals. Ms HansenVargas noted that although the Fund secretariat needed to balance the
sometimes conflicting desires of member organizations, participants and retirees, it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a clear focus on enhancing client services.
The report indicated that the actuarial valuation of the Fund, conducted in December 2007,
concluded that present contribution rates are sufficient to meet the benefit requirements of the plan.
However, for the next valuation, the Board will add additional assumptions that would reflect the
situation if there were to be lower investment returns, lower inflation, or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Fund. As of December 2008, the total employee contributions to the Fund
were less than the annual benefit payments made. The gap (53 million dollars) was bridged by
investment income. It was noted that such investments are very carefully monitored.
With respect to pension benefits, a number of improvements have successfully been introduced (see
Doc. 6).
The assembly thanked the members of the WMO SPC for their diligence and excellent and
comprehensive report.
9.

Report of the WMO Staff Benevolent Fund (Doc. 7)

As the Chief of Human Resources could not be present, Mr Yinka Adebayo (Member of the SBF)
presented the report of the Staff Benevolent Fund. It was no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ff Association donated the seed money for this fund and that with the subsequent interest earned

through the years, it is now valued at nearly CHF 39,000. As of this Assembly, there are no
outstanding loans. The fund has been audited and found in order.
10.

Other business

One final suggestion was made, to revise the agenda for the next Assembly, to put issues of
pressing concern to the staff more prominently and earlier in the agenda, and to schedule more
routine matters later.
11.

Closure of the session

The chairman closed the Assembly at 4:50 pm, and warmly thanked the staff, the interpreter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__________

进展/活动报告
1.

在 2009 年经与全世界科学家（包括参与 WMO 发起或联合发起的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进行

科学协商之后现已提出了一项全球倡议，重点是应对五项全球可持续性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协
商结果在“全球可持续性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未来十年一种突出重点的多系统研究方法”（2009
年 12 月）中作了概括，并可通过 www.icsuvisioning.org/下载。
2.

未来十年，全球科学界必须迎接在向社会提供评估人类面临全球环境变化风险和认识社会

如何能有效地减缓危险的变化并适应无法管理的变化所需的各种科学知识和辅助信息方面存在的挑
战。 我们通常把这一领域的研究称之为“全球可持续性研究”。
3.

在选择以下重大挑战和研究重点过程采用了 5 个选择标准：（1）科学重要性；（2）与决

策者的相关性；（3）支持的广泛性；（4）全球协调性；以及 （5）杠杆效应。据此确定了以下五项
全球可持续性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挑战 #1: 改进的未来各种环境条件预报及其对人产生各种后果预测的实用性；
挑战 #2: 开发建立管理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所需的各类观测系统；
挑战 #3: 确定如何预见，避免和应对危险的全球环境变化；
挑战 #4: 确定哪些体制变化和行为变化能够以最佳方式确保全球可持续性；
挑战 #5: 制定和评价创新的技术和社会应对措施，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
4.

未来十年必须应对上述挑战，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管理正在发生的全球环境变化并应对我们

无法管理的变化。鉴于人类引起的全球变化的空间范围和强度，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避免给人民和地
球带来最危险的后果。在此背景下，必须把科学的重点放在向社会提供信息上，直接有效地向全世
界所有地区的决策者和公民通报信息，为他们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提供保障。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及其合作伙伴领导一个国际协商过程，旨在（a）明确当今全球可持续性所面临的各种重大
挑战；（b）确定必须开展的高优先研究重点；以及（c）动员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人文科
学家开展一项为期十年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迎接上述挑战的倡议。
5.

贝尔蒙特挑战：2009 年 6 月 1012 日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贝尔蒙特市召开了一次关于“环境

研究资助机构面临全球性挑战”的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资助机构的代表阐述了各国目前的战略并讨论了未来在国际层面采取的融资战略。与会代表在贝
尔蒙特会议一致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论坛，以便在研究融资机构与 ICSU 代表的科学界之间开展对
话，并为初期参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战略和重点而启动一个协调进程。会议就未来融资战略重点道
成了一致，即‘区域环境变化：人类行动与适应’。这项战略的目的在于提供知识支持人类采取行
动适应区域环境变化并被取名为‘贝尔蒙特挑战’。应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的要求，ICSU 开

展了为期六个月的项目，以分析应对贝尔蒙特挑战的国际研究能力——提供知识支持人类采取行动
适应区域环境变化。有关细节，可通过 www.icsu.org/1_icsuinscience/ENVI_BELMONT.html 网站查
询。该会议的最终报告计划于 2007 年 45 月公布。该战略的重点放在可于近期和中期（未来 20 年）
实施的几个研究主题、挑战并逐步达到所需的国际活动水平。

__________

EC 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
向执行理事会提出的建议

EC 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2526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提出以下
建议：
1.

咨询组的人员组成

1.1

建议该组成员扩大如下：
·

应加入男性代表，以确保性别平衡比例；

·

成员应代表所有区域。

2.

性别主流化的协调与管理

2.1

应找到并分配资金，以便于在WMO秘书处对性别主流化活动进行集中协调和管理。

2.2

应在秘书处内设立一个性别主流化的职位并任命一名性别专家。临时协调和管理安排如下：
·

应考虑通过借调安排确保协调和实施活动的持续性；

·

应与各成员接触，以通过提供资源协助促进官员援派工作，从而继续开展有关性别主流
化的活动。

2.3

所有 WMO 组成机构应指定性别平等问题联络员，并通过负责性别主流化工作的官员与 EC

性别咨询组保持联系。
2.4

待完成的活动：

·

制定 20102011 工作计划；

·

制定 20122015 的工作计划；

·

制定性别主流化框架；

·

针对 2009 年 910 月散发的关于实施性别主流化活动的调查问卷结果开展数据分析并编
制一份报告；

·

更新并维持一个性别联络员联络数据库；

·

促进网站内容的更新；

·

促进 WMO 秘书处外部合作活动；

·

促进与各区协（RA）、技术委员会（TC）以及国家水文气象部门（NMHS）性别联络
员开展性别主流化方面的活动；

3.

·

组织并促进召开性别主流化会议和研讨会；

·

促进建立 WMO 性别主流化智囊系统。

信息管理与沟通活动

·

WMO 网站中关于性别主流化的网页应在主页上有更加明显并更易访问；

·

网页内容应进行定时更新（有关报告和最新进展）；

·

应创建更多链接，以分享信息；

·

性别主流化应成为所有 WMO 组成机构会议中的一项常设议题；

·

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的性别联络员应直接与性别专家和专员联系，传播信息，合并报
告。

4.

WMO 性别政策

4.1

理事会审议了 WMO 性别政策，注意到该政策依然与本机构的需求相关，并提出了 WMO 内

性别主流化的各项目标。
4.2

为引导性别主流化活动的实施，建议应将一段有关内容纳入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执行摘

要。性别主流化工作应列入实施计划与预算。
4.3

建议 WMO 性别政策应翻译成所有 WMO 官方语言。

5.

监督与评价

5.1

建议性别部分纳入 WMO 国家形象数据库，以评价并监督性别工作的参与情况和男女代表的

比例。
5.2

依据各自国家的性别平等与平等政策，常任代表应发挥积极作用，确保在国家层面

（NMHS）实行按性别主流化。

___________

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WG/SOP)
关于 WMO 改革的报告
背景
1.

按照 EC61 的建议，EC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WG/SOP)在 2010 年 3 月 2931 日在日内瓦

召开的会议上，成立了一个 WMO 改革专题组，其会员及职责见该报告的附录 1。
2.

该专题组的目的是制定一系列的建议提交 EC62，这些建议能够易于实施以提高 WMO 组

成机构的工作成效和效率。这些将成为行动供 EC62 或 Cg16 采纳在第十六财期期间或之前实施。
经 Cg16 和 EC63 批准，专题组将继续开展其工作旨在对 WMO 组成机构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以解
决组织的优先事项。
3.

该专题组的工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开展的。

专题组的成果
4.

专题组编写了一份关于 WMO 工作机制的优势缺点机遇和潜在风险（SWOT）的分析，专

题组还审议了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工作安排、作用和职责。专题组编写的 SWOT 仅作为资料
列于本报告的附录 2 中。
5.

根据 SWOT 分析提出的问题，专题组制定了一份改革的建议列表，以提高组成机构的的工

作成效和效率以及 WMO 的工作机制，可随时供 EC 或大会实施。这些建议考虑了可行性和实施路线
图，给 WMO 带来的效益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些建议见本报告的附件中。
6.

为了进一步协助执行理事会评估这些建议，专题组评定了每条建议如下：

(a)

高影响，易实现，应尽快进行；

(b)

一些细节问题要解决，但良好的意识和效益的细节非常明确；

(c)

有趣但在实施之前需要更多的细节。

WGSOP 的建议
7.

WGSOP 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召开会议审议该报告。WGSOP 祝贺专题组的工作，并就报告

提出了一些意见。WGSOP 要求在报告内处理这些意见，并同意将该报告提交 EC，一边在 EC62 期
间进行充分地审议。
__________

附录 3 个

附录 1
WMO 改革专题组的会员和职责
节选自执行理事会 WGSOP 的报告
第 12 段的附录
WMO 改革专题组的会员

会员
J. Hirst
R. Mukabana
K. Sakurai
P. Taalas
贡献者
F. Branski (CBS 主席)
R.J. ViñasGarcia (三区协主席)
秘书处
G. Love
W. Nyakwada

WMO 改革专题组的职责草案
(专题组在其会议上提出的改革意见，供批准)
根据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WG/SOP)的指导，与区域协会的管理组进行广泛的磋
商，并与秘书处合作，该专题组应在两个月内：
(a)

开展了关于所有组织工作机制的优势，缺点，机遇和潜在风险（SWOT）的初步分析；

(b)

审议了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工作安排、作用和职责；

(c)

制定了改革建议，以提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成效和效率，包括它们之间的协
调；

(d)

建议应：

(1)

反映出 WMO 各组成机构在执行 WMO 战略计划和为提高会员能力所作的具体贡献
中的角色与职责；

(2)

旨在提高 WMO 在下一个财期的工作成效和效率；

(3)

帮助本组织灵活、迅速地应对随时出现的新挑战。

除了 EC62，并获得 EC63 和 EC64 的批准，将继续根据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WG/SOP)的指导，与区域协会的管理组进行广泛的磋商，并与秘书处合作，专题组应：
(a)

得出关于所有组织工作机制的优势，缺点，机遇和潜在风险（SWOT）的详细分析；

(b)

审议了 WMO 工作机制的效率和工作成效；

(c)

提出三项改革方案，以提高工作机制的效率和工作成效；

(d)

建议应：
(1)

反映出 WMO 各组成机构在执行 WMO 战略计划和为提高会员能力所作的具体贡献
中的角色与职责；

(2)

提高 WMO 的工作成效和效率；

(3)

帮助本组织灵活、迅速地应对随时出现的新挑战。

__________

附录 2
采用 SWOT 分析方法对 WMO 工作机制进行分析的结果
工作机制

优点

缺点

机会

风险

公约和总则

由会员控制。
稳定。
有明确规定。
WMO 享有专门机构的地
位。

难以改变/适应 。
技术性质使政治形象/相关
性下降。
决策过程太官僚

使 WMO 作为一个独特
的，可持续的，业务机构
出现在防灾/环境领域。

无业务作用的组织在迎接
各项新挑战方面处于更好
的位置。
如果不改变其结构和工作
规范，WMO 有被边缘化的
风险。
其它组织正在突起。

执行理事会

EC 工作组/专家组 /委员会

具有全球代表性。
会员具有技术专业知识和
经验。
一年一度的会议能够作出
具体决定。
涉及范围广的议程能够得
到执行。
常任代表在技术层面参与
各项科技计划。
使常任代表/秘书处保持密
切接触。
管理各项科技计划并处理
各种 问题，这些计划和问
题是其它任何机构无法管
理的。

规模大，过程复杂。
EC 成员国内工作负担重 –
参与 EC 工作的时间不多。
无法确定重点。
运行成本高。

利用有影响力的分布在全
球的代理机构，推进 WMO
的各项科学技术计划。

常任代表不总是在场。
议程中有太多琐碎而不重
要的问题。
需要 EC 批准后才能采取任
何行动 。
职责太窄。
有可能与跨委员会的专家
组重复。

为本组织指明具体发展方
向。

所有常任代表能够参与

资金不足。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可动员

在全球重要环境问题上取
得进展。

为各会员提供保证。

不具备能力对不到一年的
时间尺度作出响应，这促
使 WMO 的各种能力在其
它地点重复。
政府参与不足。
工作有可能超出职责。
非工作组/专家组成员等被
剥夺了权利。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高本
组织的形象。

区域协会
缺乏常任代表参与。

工作机制

优点
WMO 各项科学技术计划。
常任代表为决策提出一种
战略方法。
能够确定区域优先重点。

缺点
目的不明确。
依赖志愿者。
可能与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重复。

为所有区域会员参与讨论
共同关切的问题提供了一
个机会。

由于政府间性质，成本
高。

各会员的 NMHS 的专家正
在为共同的 WMO 各项科
技计划提供服务。

资金不足。
依赖志愿者。
积极工作的专家人数有
限。
发达国家会员为主。
很 “狭窄”。
沿用 40 年前确定的工作结
构。
在实施新发展方面速度可
能慢。
职责不全，活动通常重
复。
由于政府间性质，成本
高。
决策慢 (四年一次)
可能与区域协会的工作重
复。

机会
常任代表。
提高政治知名度 / 相关
性。
与其它区域机构进行接
触。
在次区域业务协调方面起
作用。
更大程度参与各项实施活
动。
直接与各 NMHS 接触，以
确定 WMO 的优先重点。
通过筹集资金，协助各
NMHS 改进服务。

风险

把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转
让给 发展中国家。
建立全球系统。
加强与 WMO 以外的其它
组织和机构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旨在扩大各会员的
利益，如 GEO 和 GFCS。

NMHS 不放专家从事工
作。

协调工作的优先重点或在
其它方面确定的区域气象
能力。
与更有效的次区域团体相
比，显得缺乏相关性。

技术委员会

可获得最发达国家的
NMHS 的最新科学技术。
站在新发展的最前沿。

增加实施方面的职责。
加大问责制，以解决 RA 的
优先重点和需求。

普遍认为，技术委员会行
动太 缓慢，或只把重点放
在 WMO 感兴趣的方面。
把重点扩大到一些交叉性
问题上。

工作机制

优点

缺点

机会

风险

实施资金支持的项目。

在各项科技计划方面过于
分散。

倾向于自下而上以专家为
动力的方法，而不是自上
而下的战略方法。
秘书处

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
NMHS。
会员的利益有广泛的代表
性。
在岗职工有连续性。

受常规预算制约资金制
约，资金支持重点放在秘
书处。

全面提高 NMHS 的能力。

在 NMHS 利用相关的管理
专业知识，以简化工作流
与各 NMHS 接触不畅 (虽然 程，并实现工作流程的现
曾一直在 NMHS 工作过)
代化。
项目实施能力低。

见效低。
最大部分常规预算资金用
于资助秘书处。
为会议准备长篇幅的文件
和组织各类会议限制了秘
书处满足会员需求的能
力。

_____________

缺乏资金和/或专业知识，
无法为会员提供妥善支
持。
受常规预算的限制。

附录 3
专题组关于 WMO 改革的提案

1.

关于组成机构会议的提案

行动建议

可行性

路线图的实施

给 WMO 带来的效益

可能的风险

1a. 组成机构召开联席会议，这
样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具体供
审议的建议：
(i) CCl 和 CAgM（可能和
CHy）；
(ii) CBS 和 CIMO；
(iii) 三区协和四区协*。

对于技术委员会 – 较高，
因为不需要改动总则；
对于区域协会 – 中等，因
为可能要改动总则第 168
条。

Cg16 的决定之后可能在第
十六个财务时期予以实
施。

减少承办会议的费用。
扩大委员会之间的互动。
与 GFCS 概念接轨（视
HLT 讨论情况而定）。
次区域组织更加整合，打
破区协界限。
有可能增加出席率。

减少活动积极专家的总
量。
CBS/CIMO 应对的领域可
能太多，效率可能不高。
出席率的提高抵消了 WMO
或个别会员的成本优势。
在寻找东道主方面会遇到
挑战（可考虑日内瓦）。
一些会议的时间地点可能
已经确定，因此可能会对
这类计划产生影响。
联系会议需要确定优先议
程。
*联系会议的成功举办可能
有助于未来对组成机构改
革讨论时提供素材。

评级  B

行动建议

可行性

路线图的实施

给 WMO 带来的效益

可能的风险

1b. 区域协会和/或技术委员会会
议的政府间部分减少为一天。缩
短政府间会议节省下来的开支用
于资助整个财务时期次数增加的
技术会议（或者其它有关会
议）。

较高 – 不需要改动总则。
需要确定政府间会议必须
讨论的问题，之后确定一
天时间是否足够。

Cg16 的决定可以在第十六
个财务时期予以实施。

减少承办会议的费用。
可使会议的工作方式更为
灵活。
可有更多的资金在届会闭
会期间用于技术会议、区
域委员会。

需要管理委员会积极活动
（参见提案 3e）

1c. 区域协会和/或技术委员会会
议中为期一天的政府间部分在大
会时举行或者在大会召开前衔接
举行。（需要 1b。)

中等 – 可能需要改动总则
第 168 条，由区域协会与
大会一道承办。
需要评估对秘书处工作量
的潜在影响。

Cg16 的决定之后可能于
2015 年在 Cg17 上予以实
施。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运
行计划与 WMO 战略规划
周期更好地接轨。
会员和常任代表更多地参
与技术委员会会议。

重大决定在日内瓦而非在
区域作出。
大会将时间更长。
需要管理组积极开展活动
（参见提案 3e）

Cg16 的决定。关于是否举
办附加会议的决定在第十
六财务时期由 EC 决定。

形成机制，使本组织能更
灵活地应对新形势和新需
求。

在预算吃紧之际，应急资
金可能较难获得批准。
无论是否有需要，可能对
应急资金支不支出都有压
力。
筹备会议需要时间，这可
能对快速应对能力产生影
响。

1d. WMO 预算中常设应急费用
项目，用于在财务时期根据新情
况或突发情况需要而举办的附加
（特别）会议。

评级  B

评级  C
较高 – 不需要改动总则，
只需改动预算分配，虽然
对预算影响需要加以研
究。
评级  C

1.

关于组成机构发挥职能的建议

行动建议

可行性

2a.载入总摘要的文字草案只含决 高 – 无须修订规章。
定的内容，从而压缩会议文件和
评级  A
官僚程序

2b.为组成机构的专家组和工作
组规定旨在明确实施 WMO 各项
计划的“可提供服务内容”，这些
服务内容要有时限，切合实际。

高 – 无须修订规章。

2c.将 EC 教育及培训委员会和
EC 能力建设和 VCP 认捐国非正
式规划工作组（IPM）理顺为单
一的 WMO 能力建设活动管理机
构，它能与 EC 教育及培训委员
会有同样的工作成效。

高 – 无须修订规章。

路线图的实施

给 WMO 带来的效益

可能的风险

秘书长根据执行理事会的
要求采取行动。 （EC62
不妨设立一个小型专家
组，向秘书处就 Cg16 的
文件外观和结构提出建议）

文件更清晰，会议就会更
顺畅，决策就会更快、更
有效。
会议（及秘书处）的重点
从完善文件转移到规划行
动和决策。
降低白皮文件、工作文件
和粉皮文件之间文字的翻
译成本和时间。
服务的提供更有重点，效率
更高。
对会员更具有针对性，从
而能更大程度地自愿参
与。
让会员更多看到世界气象
组织的价值。
支持基于结果的管理。
WMO 内部的能力建设活动
的管理结构更清晰。

秘书处无法有效地实施文
件制作的调整

可以立即实施的 EC 和组成
机构管理组的决定。

评级  A

评级  B

EC 和大会的决定。EC62
可建立一个专题组，及时
起草 Cg17/EC63 新的职
责。

为秘为秘书处和会员解放
出更多时间来开展实实在
在的能力建设的工作。

无法设定明确的目标
需要文化上的变革

有可能丢失现有结构中运
行有效的部分

2.

关于组成机构之间职责和互动的建议

行动建议

可行性

路线图的实施

给 WMO 带来的效益

可能的风险

3a. 技术委员会交流最佳做法以
及在实施计划方面的采用一致的
流程。

高 – 无须修订规章。

EC 为技术委员会主席
（PTC）提供指导。PTC
同意并执行。

通过利用最佳做法提高了
各技术委员会的效率
帮助打破孤岛
与 WMO 战略规划过程保
持一致的联系

3b.将担负共同责任（如 WIS /
WIGOS）的跨委员会小组和 EC
工作组合并；扩大范围，将 TC
的专业知识纳入 EC 工作组

高 – 各委员会的职责将会
修改

需要确定具体符合的情
况，之后由 EC 和/或大会
作出决定

WMO 内部跨计划活动的管
理结构更清晰
减少重复的会议和秘书处
的重复劳动

需要文化上的变革
PTC 之间缺乏关于最佳做
法的共识
一致的流程不一定对所有
技术委员会都是最适合
的。
新的职责不明确

3c. 区域协会的活动将专注于确
定该地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以
及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战略计划来
实施项目。它们的活动应与提供
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直接相
关；建议使用试点项目。

中：无须修订规章。
需要找到真正活跃的
报告员。
技术委员会需要在
满足各区域协会的
优先事项方面做好准备。

Cg 16 的建议。

从 NMHS 的活动和实施区
域的具体项目角度来看，
区域协会可以被明确定位
为一个解释 WMO 战略的
机构。
在 RA 和 WMO 的其它领域
之间停止重复的战略规
划。
优化规划。
增强区域协会对各会员的
针对性
引进更多的自上而下的方
法来设定本组织的优先事
项。

评级  A

评级  B

评级  A

可能无法找到资金
需要文化上的变革
需要积极的管理小组。

3d.帮助实施的一个机制
3c: 每个技术委员会根据区域协
会的建议为每个区域协会指定活
跃的报告员。
报告员向区域协会成员提供相关
技术委员会的最新进展。他/她
还报告相关区域协会活动的方向
和成就。技术委员会在其工作计
划反映此报告。
3e.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给其
管理组下放更多权力，特别是在
调整活动应对预期会产生影响发
展的方面。管理组更加积极，设
立定期（半年）电话会议和会
议，并得到秘书处的支持。

中：无须修改规章。需要
找到真正活跃的报告员。
技术委员会需要在满足各
区域协会的优先事项方面
做好准备。

EC 要求（建议）技术委员
会和区域协会采取行动，
并监测进展和影响。

确保了技术委员会对各区
域组织活动的支持和资
源。

报告员可能得不到适当的
支持。

评级  B
高 – 无须修订规章。
评级  B

可能无法找到能服务所有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
合适的报告员。

使本已有限的志愿者网更
加紧张。
EC 建议技术委员会和区域
协会调整政策。管理组在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修改其
职责，并立即生效，以便
制定调整内容。

_____________

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在应
对变化时决策和调整会更
快。
这是各组成机构的运行能
保持更大灵活度的前提条
件（见建议 1b）

太多的代表团可能会导致
透明度降低，以及广泛认
同的计划和实际活动发生
一些冲突。
难以找到有足够时间的志
愿者为积极的管理组做出
贡献。

背景情况

1.

根据决议 38（Cg2），执行理事会在其第 7 次届会上决定授予国际气象组织（IMO）奖。

首次 IMO 奖在理事会第 7 次届会上授予 T. Hesselberg 博士。随后的年度奖被授予 C.G. Rossby 教
授、E. Gold 先生、J. Bjerknes 教授、J. Van Mieghem 教授、K.R. Ramanathan 教授、A.K. Angström 博
士 、 R.C. Sutcliffe 博 士 、 F.W. Reichelderfer 博 士 、 S. Peterson 教 授 、 T. Bergeron 教 授 、 K.J.
Kondratyev 教授、Graham Sutton 爵士、E. Palmen 教授、R. Scherhag 教授、Jule G. Charney 教授、
V.A. Bugaev 院士、 C.H.B. Priestly 博士和 J.S. Sawyer 先生 (两人分别获得第 18 届 IMO 奖)、
J. Smagorinsky 教授、W.L. Godson 博士、E.K. Federov 院士、G.P. Cressman 博士、A. Nyberg 博士、
Landsberg 教授阁下、R.M. White 博士、B. Bolin 教授、W.J. Gibbs 博士、J.J. Burgos 教授和 M.F. Taha
先生 (两人分别获得第 28 届 IMO 奖)、T. Malone 教授、Arthur Davies 爵士、H. Flohn 博士、M.I.
Budyko 教授、F. Kenneth Hare 博士、P.R. Pisharoty 教授、R.E. Hallgren 博士、R. Fjortoft 教授、Ju. A.
Izrael 教授、W.E. Suomi 教授、J.P. Bruce 博士、R.L. Kintanar 博士、T.N. Krishnamurti 教授、Mariano
A. Estoque 教 授 、 John Houghton 爵 士 、 James C.I. Dooge 教 授 、 E.N. Lorenz 荣 誉 退 休 教 授 、
Mohammad H. Ganji 博士、Joanne Simpson 博士、叶笃正教授、Bennert Machenhauer 博士、John W.
Zillman 博士、Lennart Bengtsson 教授、Jagadish Shukla 教授、秦大河博士和 Eugenia Kalnay 博士。
2.

第八次大会决定该奖项用于表彰“在气象领域或 WMO 公约第 2 条提及的所有其它领域内所

做的杰出工作”。
3.

根据有关程序，秘书长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通过 WMO 第 1326 号通函邀请 WMO 会员提名

第 55 届 IMO 奖候选人。
4.

IMO 奖评选委员会将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向执行理事会成员提交一份从会员推荐候选人中预

选出的不超过 5 人的名单。
5.

执行理事会第 61 次届会确定的评选委员会组成人员为：A.D. Moura 先生 (主席)、L. Bah 先

生和 D. Grimes 先生。
6.

授予 IMO 奖的一般条件是：

(a)

EC8 总摘要第 92 段规定：
“在评选获奖人选时，应该考其在国际气象界的学术声望和工作成就；”

(b)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7 条规定执行理事会成员作为选举人在其担任理事会成员期间
无获奖资格。 本条还规定，该奖项不授予已故人士。

7.

IMO 奖的授予是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公约第 16 条规定的“赞成票和反对票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决定。 为形成只含一名候选人的明确提议,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提出一项特别程序，称
之为“预选”。（参见《总则》第 198 条）

8.

执行理事会决定，由评选委员会最后确定的 IMO 奖候选人资格和成就的简历必须在投票选

举前提供所有执行理事会成员。该条款见《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8 条。
9.

该奖包括：

(a)

一枚金质奖章；

(b)

从 IMO 基金出资的一笔奖金（10,000 瑞朗）；

(c)
10.

一份印有获奖奖项和本组织主席和秘书长签字及 WMO 正式印章的奖状。
截止2009年1月1日，IMO奖基金的余额为195,801.29瑞郎。2009年期间，利息收入为578.77

瑞郎，2009年1月授予第54届IMO奖支出29,217瑞郎，其中包括奖章、奖状、差旅和其它有关的费用
（购买奖章花费8,086瑞郎）。因此，截止2010年3月1日，基金的余额递减至167,380.13瑞郎。

_____________

关于会员代表参加执行理事会及其工作组会议的安排和影响
1.

根据决议33（Cg15） 提高透明度并扩大会员在大会休会期间参与WMO管理问题，执行理

事会采取行动
Cg15 要求执行理事会

行动和实施状况

(1) 公开所有非机密文件及其附属机构的非机密

决议28 (EC59) – 修改《EC议事规则》第12条，

文件

使公众可通过网络获得非机密性文件
自 2007 年以来，所有非机密性文件以及 EC 所有
附属机构的文件都在网站上公布

(2) 确定会员可以关注的有关附属机构的管理问

EC15决定邀请会员国和地区参加其两个工作组

题、战略规划、计划和预算

的会议，即WMO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和能力
建设工作组，以及其它任何涉及管理、战略规
划、计划和预算议题的分委会会议。参会会员在
会上无发言权，与会费用自理。

(3) 考虑为会员参会提供适当条件，对其工作效

决议 18 (EC15) 修改了《EC 议事规则》第 7

率不设限制，并相应地审核其《议事规则》

条，规定公开举行 EC 会议，否则除非另有规定

或按第 8 条作出决定，以便允许感兴趣的会员在
无发言权且费用自理的条件下，了解理事会的工
作。
(4) 邀请会员自费参加执行理事会届会，时间不

邀请了会员代表参加 EC60 (2008)、EC61

迟于 2009 年

(2009)、EC62 (2010)届会以及 2009 年以来有关
SOP 和 CB 的工作组会议。

(5) 评估会员代表参会对落实WMO相关管理机制

关于参会和影响评估的报告见下文。

的影响
(6) 向2011年大会报告有关会员参会的评估结

EC60要求秘书长监督会员参与的广度并为2010

果，并向大会提出一项行动建议，供其审议

年的EC62次届会准备一份影响评估报告，以便
就此项事宜向2011年的第十六次大会提交报告。

2.

有关会员代表参会的规定

2.1

执行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非机密文件按会议语言形式（理事会文件采用 6 种官方语

言，附属机构的文件仅为英文）可公开从网站上索取。这些文件包括每次会议的解释性议程和临时
工作计划。会议期间的文件也公布在网站上。而且，计划将 EC62 当天的日程依次放在网上。会员
国和地区会员可得到 EC 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所有信息。
2.2

会议召开之前，感兴趣的会员可通知其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员。秘书处将执行理事会届会及

其附属机构会议通知书发给该会员的常任代表，并抄送该会员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若设有常驻
团）。要求会员在会议召开之前，将其派代表参会的意向通知秘书处。
2.3

秘书处承认经正式指定的某个会员的任何人员作为该会员的代表与会，指定方式如下：

（a）常任代表；或（b）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或（c）或任何其它有权向 WMO 签发证书的机构。秘
书处将核查有关证书。关于证书的要求，见本次届会的第 1 号信息文件（INF.1）。
2.4

指定函中提供的信息将会允许秘书处按是否足够容纳能力组织室内会议，特别是在将要邀

请会员参加附属机构的会议情况下。如果在理事会或其附属机构会议举行的同一个会议室有足够的
空间，秘书处就会为会员代表保留几排座位。在召开理事会会议时，在 A 会议室保留了一排 10 个专
用座位；如果 A 会议室（容纳 275 人）的确提供不了足够的座位，则除了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和观察
员及秘书处会员外，秘书处将安排会员代表在 B 会议室通过视频广播观看理事会会议。
2.5

名称牌“会员代表”方便会议主持人辨别没有授权发言的人。

2.6

出于安全原因，向代表发放了会议注册证，标示了他们所代表的会员或地区，以便进入

WMO 大楼和会议室时使用。虽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可以凭 UN 证件进入 WMO 大楼，但他们仍然需
要注册并持 EC 届会会议证进入会议室。
2.7

由于空间和容量的原因，秘书处既不向所有会员提供放置文件用的发放格，也不单独分发

会议期间的文件。会前和会期文件都可以从网站和 FTP 服务器上下载。
2.8

由于会员代表在会上没有正式职责，所以他们的名字未列入 EC59 和 EC60 与会者的正式

名单 ；但是，出于备案之目的，会后他们会员代表将被记录在 EC61 和 EC 附属机构会议的与会人
员名单中。关于此项事宜，需要理事会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3.

参会记录

EC60（2008 年）
注：一旦决定向公众开放会议，在 EC60 召开的第一天便发出了通知。
会员的代表（9 人）：

(a)

常驻团的成员：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共和国（2 人）、海地、挪威和瑞士；

(b)

来自法国的人员（2 人）和来自英国的人员与 EC 成员注册为了会员代表。

参观者（7 人）：
(a)

发言者 C. Lautenbacher 先生的 2 位陪同人员；

(b)

5 位其他参观者。

EC61 (2009)
会员代表（26 人）：
(a)

常驻代表团：刚果（3 人）、芬兰、海地、印度尼西亚、以色列（2 人）、马达加斯加、摩
纳哥、挪威、摩尔多瓦、塞尔维亚（2 人）、西班牙、苏丹和土耳其（2）；

(b)

会员常任代表和/或其代表：克罗地亚、利比亚（2 人）、瑞士（3 人）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人）。

EC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2009 年 3 月 1618，日内瓦）
会员代表（5 人）：
(a)

常驻代表团： 奥地利、以色列、墨西哥和摩尔多瓦；

(b)

会员常任代表和/或其代表：塞尔维亚。

EC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2010 年 3 月 2931，日内瓦）
会员代表（6 人）：
(a)

常驻代表团：韩国、波兰、苏丹、印度尼西亚（2 人）和日本；

(b)

会员常任代表和/或其代表：无。

EC 能力建设工作组（2009 年 3 月 1820 日，克罗地亚，杜布洛夫尼克）
注：本次会议与 CBS 届会联合召开。
会员代表（14 人）：
(a)

常驻代表团：苏丹；

(b)

会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法国、日本、新西兰、
俄罗斯、南非、西班牙、英国（2 人）和美国。

4.

对会议后勤保障的影响

4.1

会前，不知会员代表的人数，也不知确切的 EC 成员顾问的人数。

4.2

对于 EC 届会，原计划 B 厅可供会员代表使用，安装了转播 A 厅会议的音频和视频。并不

是所有参会人员都同时到场，所以，几天后人数有所减少。因此，能够安排他们回到 A 厅，一排 10
个座位。在 EC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会议期间，B 厅足够容纳所有会员的代表。
4.3

公开举行 EC 届会的规定的含义是应该允许除会员正式代表以外的其他人参加会议。因此，

有几个人（如那些特邀发言者的陪同人员），注册为了参观者。在此方面，秘书处不得正式拒绝那
些希望进入会议室参会的人员。这些人员的名字并未列在会议与会人员名单。
4.4

由于会员代表的出席率相对较低，所以对会议后勤保障的影响不大。

___________

背景信息
执行理事会席位的数量和分配情况
1.

根据本组织公约第13条，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如下：
(a)

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

(b)

各区域协会的主席，可按总则规定由其代理人代替与会；

(c)

本组织二十七个会员的气象局局长或水文气象局局长，可由其代理人代替与会，但：
(1)

代理人应合乎总则规定；

(2)

每一区域在执行理事会中占有的席位，不得多于九个，也不得少于四个，其
中包括本组织主席、副主席、区域协会主席和二十七名当选的局长，各区域
的执行理事会成员须按总则规定逐一确定。

2.

第13条目前的表述是在2003年由决议39（Cg14）通过的。各区域席位的分配是在各区协会员

代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的。
3.

第十四次大会（2003年5月，日内瓦）根据公约第13条（c）款选举了27位EC成员。包括主

席、3位副主席和6位区协主席在内的区域席位分配是：一区协9席；二区协6席；三区协4席；四区协
5席；五区协4席；六区协9席（一共37个席位）。第十五次大会（2007年5月，日内瓦）也根据公约
第13条（c）款选举了27位EC成员。包括主席、3位副主席和6位区协主席在内的区域席位分配是：一
区协8席；二区协7席；三区协4席；四区协5席；五区协4席；六区协9席（一共37个席位）。
二区协主席关于增加执行理事会成员数量的建议
4.

二区协（亚洲）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关于二区协在执行理事会（EC）中的代表性。为二区协分

配一个额外席位的建议由二区协前任主席A. Majeed H. Isa先生提出，并在2006年莫斯科的WMO主席
团会议、2006年的EC第58次届会、以及一定程度上在2007年的Cg15期间与各会员进行了讨论。在上
述场合，会员们原则上支持该建议。
5.

二区协是WMO最大、人口最多的区域，其地理、气候、生态系统、宗教、政治和经济制度

等多种多样，并且二区协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职责、规模和先进程度、地理和发展情况也各不相
同。二区协成员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如台风、热带气旋以及相关的风暴潮、洪水和干旱，以
及其它恶劣天气事件。

6.

通过二区协战略计划以及 WMO 相关战略、计划和活动的开发和实施，二区协成员提高了

NMHS 的能力及其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能力，并承诺保护生命和财产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7.

二区协有四个气象卫星运营者，即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它们为加强区域和国际观测及

通信网络作出了贡献。此外，二区协建立了由中国和日本运作的区域气候中心（RCCs）网络，预计
印度、伊朗、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将参与该网络。二区协第 13 次和第 14 次届会确立的 5 个区域试
点项目正由主要成员中国、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实施。在这方面，二区协有许多对 EC 活动做出重
大贡献的会员。
8.

二区协目前在 EC 中有 7 个席位，从地理上很好地代表了该区域的主要贡献者。考虑到上述

特殊情况，有必要保持二区协在 EC 中的 7 个席位。
9.

因此，建议 EC 成员的数量从 37 个增加到 38 个，使二区协在 EC 中的席位从 6 个增加到 7

个，按照 WMO 公约规定的程序，在即将到来的 Cg16 上进行讨论。
WMO 公约的修订
10.

关于《公约》第 28 条“对现有公约任何建议修订的文字应由秘书长与本组织会员至少在大会

审议前六个月进行沟通。”

___________

背景信息

安排
1.

将作出与第十五次大会类似的安排。关于非官方语言的口译，需要指出的是在日内瓦国际会

议中心，只有第一和第二会议厅除出本组织需要的官方语言六个频道外另有两个额外频道。这些设施
可供使用，额外口译服务的费用将由要求服务的国家承担。有兴趣的会员应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
将其意愿通知秘书长。
[总则第 129 条规定大会会议的安排应是秘书长的职责。以往的惯例是秘书长将就一

些大会筹备工作中某些问题向执行理事会征求指导意见。]
工作委员会
2.

将做出与第十五次大会类似的安排，建立两个工作委员会（A 和 B）。这两个委员会将同

时工作，并尽可能地平等地分配工作。此外，将提供第三组口译队伍，以协助水文分委员会和任何
分委员会或者由委员会 A 和委员会 B 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工作。

文件
3.

按照总则第 132 (a)的规定，除了以下第 4 段和第 5 段列出的工作以外，所有文件应尽快分

发，最好不迟于会议开幕前 45 天。
4.

根据相关的规则（《财务规则》第 3 条第 3.5 段以及《WMO 公约》第 28(a)条），2012

2015 年 WMO 战略计划、秘书处实施计划、第十六财期预算以及会员对《公约》提出的修正案将于
会议开幕前 6 个月分发。根据《总则》第 2(g)条的规定，会员或组织机构对总则提出的修正案应在
提交大会前至少三个月通告全体会员。
5.

此外，秘书长将安排最晚不迟于开会前 4 个月分发与《财务条例》和《工作人员条例》修

订案有关的文件，以及与会员按比例分摊会费有关的文件。

第十二届 IMO 讲座
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决定邀请_________ 主讲第十二届 IMO 讲座，主题是“超越确定

性限制的可预报性”并编写一份同一主题的专题文章。在会前秘书长将分发由____________ 编写的讲
座摘要。
第十六次大会的会期

7.

第十五次大会注意到新技术和工作方法给大会带来的效益。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考虑这些

可能会缩短第十六次大会会期的方法。

__________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总则》第 155（9）条规定，执行理事会届会的议程通常应包括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
决议”的议题，且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规定执行理事会应在其每次届会上审议其仍有效的决
议。最近一次对以往决议的审议是在执行理事会上次届会。
1.

2.

为方便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秘书处已准备了一份目前仍有效的执行理事会决议清

单，同时附带对各项决议未来地位的建议。 该清单见附件 B。
3.

根据既定惯例，理事会可任命一名报告员来初步审查以往仍有效的决议，包括附带勘误表

的决议，并整理理事会的决定和秘书处的意见。 其结果将被视为该主题的决议草案。

__________

关于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状况的建议（EC62）
建议的行动
决议编号

决议标题

2（EC4）

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协商地位

6（EC12）

年度世界气象日

9（EC19）

WMO 向各区协主席提供财务资助方面的支

继续有效

有待修改

取代

不再有效

X

出 核准和 计帐 程序规 则（不 含附录 第 3.2
段，该段由决议 19（EC42）附录第 12 段
取代）
15（EC21）

WMO 参加对海洋的合作研究

12（EC25）

海洋天气船和浮标的科研应用

13（EC34）

辐射计的开发和比对

21（EC35）

WMO 职员养老金委员会

6（EC36）

辐射资料的国际收集和公布

13（EC37）

WWW 运行周转基金条例

24（EC39）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ACMAD）

4（EC40）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9（EC42）

支付非 WMO 职员差旅费和生活费的管理规

X
X
X
X

X

则
14（EC44）

里约宣言和 21 世纪议程（“决定”下的段落除

X

外）
15（EC44）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3（EC45）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ACMAD）

16（EC45）

UNCED 后续行动

3（EC48）

IOC/WMO/CPPS 厄尔尼诺研究联合工作组

4（EC48）

修改 WMO 自愿合作计划（VCP）规则

12（EC48）

实施决议 40（Cg12）– WMO 关于气象及

X

相关资料和产品的交换政策和规范，包括商
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5（EC51）

WMO 灾害援助基金运作议事规则

4（EC52）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2（EC56）

WMO 未来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

9（EC56）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11（EC56）

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13（EC56）

出版物计划

18（EC56）

基于结果的预算方法管理机制

19（EC56）

WMO 计划支持成本政策

3（EC57）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5（EC57）

WMO 参与国际洪水活动

X
X
X
X
X

15（EC57）

第 15 财期（20082011）的优先重点和资金
概述

17（EC57）

WMO 在地震和相关活动中的作用

18（EC57）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3（EC58）

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

4（EC58）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5（EC58）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6（EC58）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

X
X
X
X

会第二次届会报告
8（EC58）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9（EC58）

六区协（欧洲）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10（EC58）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15（EC58）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1（EC59）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2（EC59）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业务计划工作组

3（EC59）

执 行 理 事 会 WMO 全 球 综 合 观 测 系 统 和

X
X

WMO 信息系统工作组
6（EC59）

执行理事会性别主流化咨询专家组

7（EC59）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8（EC59）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报告

9（EC59）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11（EC59）

一区协（非洲）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12（EC59）

三区协（南美）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14（EC59）

南极天气网

15（EC59）

南极基本气候网

16（EC59）

南极船舶和飞机观测

17（EC59）

南极全球观测系统的进一步开发

18（EC59）

南极地区人工气象和气候台站的维护

19（EC59）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

X
X

X
X

X

际南极浮标计划的维持和支持
22（EC59）

气候活动的协调

23（EC59）

2008–2009 年两年期预算

25（EC59）

任命外部审计员

26（EC59）

外部审计员的任期

27（EC59）

船主和船长对 VOS 资料交换的顾虑

1（EC60）

区协主席的定期会议

2（EC60）

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3（EC60）

非洲负责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部长会议

4（EC60）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作用和职责

5（EC60）

执行理事会减低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

6（EC60）

建立国家农业气象站网

X

7（EC60）

修改 WMO《技术规则》(WMONo. 49)，第
二卷  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

8（EC60）

制定纳入《WMO 质量管理框架》的 WMO
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的标准/规则

9（EC60）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10（EC60）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11（EC60）

区域战略规划

12（EC60）

第 14 财期现金结余资助的 20082009 年两

X
X

年期高优先重点活动
13（EC60）

关于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14（EC60）

联合检查组

15（EC60）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7 年的账目

16（EC60）

修改《总则》第 155 条

17（EC60）

关于秘书长豁免权问题的程序和授权

18（EC60）

修改《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1（EC61）

二区协（亚洲）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2（EC61）

四区协（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区）第十五

X

次届会报告
3（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关于资料加工
和预报系统的报告，包括紧急响应活动

4（EC61）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

5（EC61）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报告

6（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关于综合观测
系统的报告

7（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关于 WMO 信
息系统的报告

8（EC61）

在提出 WMO/ISO 共同技术标准时采用的程
序

9（EC61）

对航空气象人员的资格和能力的要求

10（EC61）

第 16 财期 WMO 规定出版物

11（EC61）

2010–2011 年预算

12（EC61）

第 16 财期（20122015 年）的优先重点和

X

预算资金概要
13（EC61）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

14（EC61）

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为以下备用金提供资
金：（a）招聘和解聘费用备用金；和（b）
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备用金

15（EC61）

为周转金本金缺口筹措资金

16（EC61）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8 年财务报表

17（EC61）

修改《总则》第 111 条

18（EC61）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X
X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