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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届会工作总摘要
1.

会议组织 (议题1)

1.1

会议开幕(议题1.1)

1.1.1

本组织主席A.I.Bedritsky博士于2009年6月3日上午10:00宣布会议开幕。

1.1.2
主席对执行理事会成员、他们的代理人和顾问、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主席、
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与会人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本报
告的附件为全体与会人员名单。
1.1.3
主席对以下新的当然成员表示欢迎：二区协主席Victor E. Chub教授(乌兹别克斯
坦)、四区协主席Arthur W. Rolle先生(巴哈马) 和新的代理成员Gary Foley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对即将卸任的以下理事会成员表示敬意：A. Majeed H. Isa先生 (巴林)、Carlos Fuller
先生 (伯利兹)、Geoff Love先生 (澳大利亚)、Pierre-Etienne Bisch先生 (法国)、 Ahri R.C.
Bhatia先生 (印度)、Tetsu Hiraki先生 (日本)和Soon-Kab Chung先生 (大韩民国)，感谢他们
为理事会以及为国际气象和水文界作出的重要贡献。
1.1.4
主席指出，理事会第61次届会是在第15财期的第2年举行的。这是与粮食危机和
经济危机斗争的一年，也是围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适应和减缓问题开展积极的多边谈
判的一年。在这期间，实际上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共同寻求应对这些全球挑战的有效
途径，并对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组织提出特别的期望和要求。
1.1.5
主席强调，自然灾害和异常的气候现象正继续对人类造成影响，且他们已形成巨
大的规模并在继续扩大。自然灾害不仅给人的生命造成直接损失，而且也给自然的潜力带
来长期的经济后果，从而恶化各种经济问题。
1.1.6
主席强调指出，上至最高层的国家元首正在讨论这些问题，而且毫无疑问，他们
的决心对各个国家而言是应给与最高优先考虑的事情。他强调指出，WMO在气候和减轻灾
害风险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不仅得到联合国系统的承认，甚至得到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文件的认可。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对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给与的重大支
持进一步证明，人们普遍承认各种经济活动需要更精确的气候预报和可靠信息，并对WMO
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表示信赖。本次大会将在“联合国关于气候知识的协调一致行动”倡议下
举办，为此WMO和UNESCO正在开展实施工作。他赞扬秘书长、秘书处工作人员和瑞士政
府正在开展的宝贵工作，他们自觉和始终如一地在所有的国际论坛宣传本次大会，并为各
国政府组织了一个磋商进程。
1.1.7
主席强调了理事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WCC-3将于2009年8月31日-9月4日在
日内瓦举行，必须尽力筹备好本次大会，实现大会的目标并制定拟议的全球气候服务框
架。WMO和NMHS也要为减轻自然灾害的威胁作出更大的贡献。WMO是实施国际减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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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ISDR)的牵头组织之一。必须改进目前在适应气候变化背景下审议的该项活动，尤其是
通过更好的观测、采集和分发统计信息、及时提供有关危险天气和气候现象的精确预警信
息。
1.1.8
主席继续强调需就以下事宜发布指示，即：编写从2012年开始的新的战略计划，
总体规划过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机制，监督和评估预期结果的实现，从而形成一个阐
述更为清晰、易懂、合乎逻辑和无所不包的结构，该结构要考虑所有的组织机构和秘书处
做出的急需的贡献。
1.1.9
秘书长欢迎全体与会人员，尤其是理事会的新成员、联合国和其他伙伴组织的代
表以及全体与会人员。他强调指出，为了给2010年举行的EC-62做好准备，本次会议对于制
定预算和战略计划十分重要，因为该计划将给Cg-16提供坚定的指导。他向理事会保证，秘
书处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以使理事会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履行职责。
1.2

批准议程(议题1.2)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EC-61/文件1.2修正件1中的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3

设立委员会(议题1.3)

1.3.1
执行理事会决定以全会的方式开展工作。在此背景下，主席A. Bedritsky博士将主
持全会和秘密会议。第一副主席A.-M. Noorian博士、第二副主席T.W. Sutherland先生、第三副
主席A.D. Moura博士将分别主持全会A、全会B和全会C。
1.3.2
设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以及由主席邀请的其
他必要人员组成。
1.3.3

理事会决定设立若干审议特别议题的分委会：

(a)

预算分委会，由W. Kusch先生和L. Makuleni女士担任联合主席，W. Gamarra
Molina 先生和J.L. Hayes先生为核心成员。分委会向理事会所有成员开放；

(b)

2011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分委会，由M. Ostojsky先生担任主席，M.A. Abbas先生和
W. Gamarra Molina先生为核心成员。分委会向理事会所有成员开放；

(c)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科学讲座分委会，由郑国光博士担任主席。分委会
向理事会所有成员开放。
1.3.4

理事会指定J. Mukabana博士担任以往决议的报告员。

1.4

届会的工作计划(议题1.4)

1.4.1

同意有关工作时间和分配给全会A、B和C的议题的必要安排。

总摘要
1.4.2

执行理事会同意在本次会议期间暂停执行总则第109条。

1.5

批准会议记录(议题1.5)

3

理事会维持其在第50次届会上作出(经第13次大会确认)的决定：除非另有说明，
执行理事会届会的全会不应做会议记录。将继续做好全会录音，并保留用做记录。
2

报告(议题2)

2.1

本组织的主席报告(议题2.1)

2.1.1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自上次届会以来根据总则9(7)(b)和人事条例9.5作出的
各项决定。
2.1.2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的报告，并在相关议题下讨论有关问题。

2.2

秘书长的报告(议题2.2)

2.2.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包括中期监督和绩效评价报告。

2.2.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为提高WMO和NMHS的政治形象和对国际倡议相关
贡献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那些由联合国系统协调的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和金融危机等全
球性挑战的倡议。
2.2.3

理事会在相关议题下讨论了有关问题。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议题2.3)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提出的本报告
附录1中的各项建议。理事会在相关议题下做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2.4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议题2.4)

2009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的报告
2.4.1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协会主席于2009年5月3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议，
集中讨论区域协会在WMO战略规划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区域协会(RA)的效率和效果的
方式方法。
2.4.2
理事会认识到，区域协会在WMO战略和运行计划(SOP)尤其是在阐释关键成果
(KO)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应对技术委员会( TC)的工作计划提供指导，也应指导秘书
处为整个组织制定SOP的优先事项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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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理事会强调，在区域范围内能够对会员的需求进行最好的阐述。理事会强调有必
要改进RA、TC和秘书处之间的协调，从而制定一种机制来确定哪些需优先考虑的事项。
2.4.4
注意到编写SOP的时限并考虑到一些RA已经达到要求而一些RA尚未达到要求，
理事会要求RA给各自的管理组授权，以便在休会期间协助编写SOP并提供区域层面的支
持。
共同关切的区域问题
2.4.5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协会主席的各自报告，并对各区域协会正在开展的活动表示满
意。理事会赞扬各位区协主席一直兢兢业业为各自区协工作，为其区协会员的国家气象水
文局(NMHS)的发展提供协助。
2.4.6
理事会认可所有区域在编写区域战略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要求秘书长继续
协助区域协会进一步发展并实施其战略计划，而且要结合区域的具体需求和需要以及结合
WMO战略计划。考虑到RA确定区域优先事项的重要性，理事会还要求秘书处各个技术司
的工作要适应区域确定的优先工作，从而以更简明的方式为会员服务。
2.4.7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协会正在提高其会议的效率并节省会议的费用，包括按照预期
结果来编排会议的议程并且通过了新的工作机制。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区域协会改
进其结构和工作机制，特别是各区域工作组。
2.4.8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各个RA的优先事项不尽相同，所以需要将RA的优先事项与
技术委员会的计划和现有资源结合起来。在这方面，理事会鼓励RA主席今后使用各自的报
告以提出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建议。
2.4.9
理事会认为需通过适当的机制来加强对气象和水文服务的整合，以便使本组织与
这些机构有关的所有活动保持一致，并有效地反映区域会员的优先事项。
2.4.10
理事会认识到，总的来说，所有区域的WWW基本系统、观测系统、电信设施以
及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比过去的运行更加有效。
2.4.11
理事会注意到有几个国家气象中心(NMC)改进了GTS的连接，强调仍有一些NMC
没有用中速或高速GTS电路与区域中心尚不具备充足的GTS链接。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
长和会员高度重视GTS的现代化，高度重视WMO信息系统(WIS)在各区域的实施，确保预
报、预警和其它信息的实时业务交换，特别是相应建立多灾种预警系统。理事会还认识到
仍然需要提高NMHS调用先进产品的能力，在出现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时可以制作并
传播充足的天气服务和及时预警。
2.4.12
考虑到RCC的重要性，理事会敦促RA与CBS和CCl协调，以便在各自的区域加速
建立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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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理事会感谢认捐会员不断支持大多数区域NMHS的人才培养。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并敦促会员维持或增加其对培训的援助，可利用WMO奖学金计划这一渠道，也可利用其它
机制。
2.4.14
理事会注意到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定于2009年 8月31日至9月4日在瑞士
日内瓦举行，其筹备工作取得了进展，理事会曾要求区域协会协助各国、各区域最大限度
地利用好WCC-3的潜在效益。
2.4.15
考虑到WMO承诺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特别是为粮食安全、减轻贫困、
人类健康和能源作出贡献 ，所以理事会要求RA和TC(尤其是CCl)确保会员拥有适当的技
术，以便将气候信息和服务用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2.4.16
理事会对D. K Keuerleber- Burk先生(瑞士)和Luz Graciela de Calzadilla夫人(巴拿马
)在分别担任六区协主席和四区协代主席期间作出的出色服务和宝贵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
第一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17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已采取措施，协助筹备非洲主管NMHS的部长级会议，理事
会强调举办这一高级别会议需要集体的努力和WMO及合作伙伴的支持，包括非洲联盟、区
域经济共同体和有关联合国系统机构。就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开展进一步的宣传和资金
筹集行动，促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理事会认识到，应尽早举行的此次会议将有助于促进
公众对NMHS所发挥作用的认识。
2.4.18
理事会注意到肯尼亚亲切提出承办本次会议。理事会欢迎芬兰宣布为本次会议的
组织提供支持。
2.4.19
理事会注意到，南部非洲气象学会(MASA)于2009年5月11日在纳米比亚的斯瓦科
普蒙德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签署了MASA章程。该章程的签署使NMHS会员致力于在加强
能力建设、电信和观测网络方面开展共同规划和合作。 MASA章程的签署在随后举行的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负责交通和气象的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了批准。此外，MASA为开
展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活动和促进航空安全的航空气象活动建立了专题组。
2.4.20
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战略计划(2008-2011)处于编写阶段，并要求秘书长为其最终
完成提供必要的相应支持。
2.4.21
理事会感谢西非NMHS合作计划得到实施，西班牙给予了资助，WMO给予了密
切配合，该计划对西非NMHS的活动有着很好的影响。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根据该计划于
2008年11月在尼日尔举行的第二次西非NMHS会议通过了2009年尼亚美行动计划，以此作为
区域项目的框架以及区域合作论坛。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该计划，并鼓励有关会员
利用这类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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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
理事会鼓励秘书处协调努力，扩大灾害性天气示范项目(SWFDP)、THORPEX非
洲和THORPEX交互式大型全球集合(TIGGE-GIFS和TIGGE-LAM)，以便付出有效的努力，
改进预报以及预报产品在非洲的利用。
2.4.23
理事会注意到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ClimDev非洲)已正式得到非洲联盟、联合
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批准，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加强非洲NMHS的参与，
以便其在实施ClimDev非洲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鼓励早日实施该
项目，并呼吁该项目的发起方向有关会员定期通报项目的发展和实施情况。
2.4.24
理事会对欧洲委员会资助的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项目(AMESD)表示赞赏，并
注意到该项目将提供必要的手段来更新和维护非洲NMHS的PUMA台站，并让NMHS参与项
目的实施。理事会还敦促秘书处与牵头该计划实施的欧洲委员会有关管理局一道推进欧洲
GMES非洲倡议。
第二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25
理事会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表示赞赏，感谢其于2008年12月5至11日在塔什干承
办了第二区域协会(亚洲)第十四次届会，二区协35个会员中有27个会员与会，本区域以外有
四个会员与会，另有两个国际组织与会。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该区协通过了关于加强第二
区域协会(亚洲)NMHS的战略计划(2009-2011)，该计划是参照WMO战略计划编写的，对加
强二区协的国家气象部门(NMS)的战略计划(2005-2008)和 加强二区协的国家水文部门的战
略(NHS)2006-2008进行了更新和整合。
2.4.26
理事会注意到该区协共批准了14项决议，按照 WMO和二区协区域预期结果商
定了新的工作机制，并设立了四个工作组：WMO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WG-IOS/
WIS)；气候服务、适应和农业气象(WGCAA)；水文预报和评估(WGH)；降低灾害风险和服
务(WGDRS)以及管理组。理事会还高兴地注意到该区协设立了三个新的试点项目：加强数
量和质量管理，支持NMHS的地面、气候和高空观测；支持NMHS的数值天气预报；支持
NMHS的卫星资料、产品和培训。
2.4.27
理事会审议了第二区域协会(亚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并将其决定列入决议
1(EC-61) – 第二区域协会(亚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2.4.28
理事会认识到2004年12月26日发生了海啸灾难之后，为印度洋沿海国家建立有
效、持续的海啸预警系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大多数这些国家里，NMHS是指定的海
啸预警发布部门。就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协助会员建立多灾种预警系统。
2.4.29
理事会欢迎几个国家气象中心(NMC)在改进GTS连接方面取得了进展，特别因为
这也是WMO为区域海啸预警系统所做贡献的一部分，并强调需要提高NMHS调用更为复杂
产品的能力，在出现灾害性和气候极端事件情况时可以制作并分发足够的天气服务和及时
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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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
理事会还认识到在建设由多功能和专业化中心组成的RCC网络方面二区协作了试
点，取得了进展，包括建设由北京气候中心(BCC)和东京气候中心(TCC)联合运行的门户
网站。通过CBS与CCl的密切合作，这两个气候中心已于2009年3月举行的CBS-14上被指定
为二区协的RCC。
2.4.31
理事会对两个二区协试点项目的成功实施表示满意：第一个项目是通过互联网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城市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第二个项目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航空气象计
划。通过这样的项目，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NMHS在本国政府中的形
象。理事会注意到在二区协－14上设立了三个新的试点项目，因此要求秘书长并敦促会员
支持这些项目的实施。
2.4.32
理事会欢迎在WMO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中设立亚洲节点的倡
议，并敦促该区域受到沙尘暴影响的会员参与这一区域节点。理事会感谢韩国主持了区域
指导组，并要求继续支持设在北京CMA的SDS-WAS区域中心编写区域SDS-WAS工作计划。
2.4.33
由于成本回收、产品和服务商业化以及认证/质量管理仍然是会员们极为关切的
问题，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员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以便该区域未来能够迎接这些挑战。
2.4.34
理事会注意到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功能得到了加强，可以协调地为会
员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理事会认为2007年3月12日成立的设在巴林的WMO西亚办事
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办事处与会员和区域组织密切合作正在开展各种区域能力发展方面
的活动。
第三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35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战略计划的编写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调查问卷已分发给
各常任代表，以便确定该区域NMHS的优先需求和需要。
2.4.36
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伊比利亚美洲国家NMHS局长第六次会议于2008年11月在
巴拿马举行，三区协和四区协讲西班牙语的会员、巴西、葡萄牙和西班牙出席了会议，会
议通过了2009-2010年巴拿马行动计划，其实施费用将由西班牙资助，主要活动是继续开展
伊比利亚美洲气候项目(CLIBER)，以此作为区域项目框架和区域合作论坛。理事会要求秘
书处酌情采取后续行动。
2.4.37
理事会欢迎就三区协替代型电信系统提出新的倡议，并要求秘书处支持有关活
动，以便克服该区域面临的电信缺陷。
2.4.38
理事会认识到三区协为在南美洲东南部和北部地区逐步实施和运行两个灾害性天
气预报和警报虚拟中心所付出的努力。此外，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三区协的山洪
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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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
理事会对大多数NMHS缺乏人力资源表示关切，其预算被永久性削减又对形势产
生影响，训练有素的人员因退休而流失，而又没有资金雇佣新的人员。理事会鼓励三区协
会员继续利用秘书长提供的奖学金和培训机会。
第四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40
理事会感谢巴哈马政府于2009年4月24日至5月1日在巴哈马拿骚承办了四区协(北
美、中美和加勒比)第十五次届会。出席届会的有来自四区协18个会员的44名与会人员、该
区域的2名邀请专家和2名观察员、来自其他区域的2个会员的4名观察员，和7名代表国际组
织的观察员。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区协根据WMO预期结果审议了各项计划活动的区域方面
并做出了各项决定和批准了四区协加强NMHS战略计划(2009-2011)。
2.4.41
理事会注意到区协共批准了7项决议，并同意区协的结构和工作机制。 理事会注
意到针对一个简化的由3部分组成的管理结构形成了一致意见，它们是： (a) 管理组，其中
飓风委员会主席和水文顾问作为法定成员； (b) 飓风委员会；和(c) 根据需要设立的由相关
主题专家组成的专题组。
2.4.42
理事会审议了四区协(北美、中美和加勒比)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并将有关决定
记入决议2 (EC-61) – 第四区域协会(北美、中美和加勒比)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 。
第五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4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五区协管理组及其专题组深化了关于加强五区协NMHS的
五区协战略计划(2009-2011)，这项工作是在五区协气象水文部门管理技术会议(2009 年4月
20-24日)上进行的，参照了WMO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及其行动计划将由区协正式通过。
2.4.44
理事会感谢秘书长和会员正在提供的援助，正在支持纳迪RSMC的业务活动，这
些是根据WMO调查团于2007年7月所作的结论和建议开展的。理事会认识到有些挑战仍然
存在，如专业气象人员和热带气旋预报人员短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并敦促会员继续向斐
济/纳迪RSMC提供援助，满足优先需求，并制订战略性长期援助办法，确保以完全业务化
的方式提供区域服务。
2.4.45
理事会认识到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08年8月在纽埃举行，
会议要求太平洋区域环境署(SPREP)秘书处紧急开展对太平洋区域气象服务的全面评审，
并在休会期间尽快就各种选择方案向领导人报告，包括加强现有安排并审议其它服务提供
方。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并敦促会员特别是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会员全面参与这一评
审工作。
2.4.46
理事会对五区协在南太平洋启动灾害性天气预报和减轻灾害风险示范项目
(SWFDDP)表示欢迎，且第一次规划会议已于2009年4月在新西兰惠灵顿举行。该项目的试
点阶段将于2009年11月开始，惠灵顿的RSMC将向斐济、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提
供更多有关暴雨、强风和巨浪的指导。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并敦促会员为五区协SWFDDP项
目的实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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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7
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表扬了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气象局长(RMSD)两年一度会议开
得卓有成效，会议是由SPREP和WMO共同组织的，理事会认为有必要形成与SPREP联合举
办此类会议的正式安排。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主动与SPREP酝酿此种安排，为今后举办RMSD
会议提供支持。
2.4.48
理事会感谢认捐会员不断援助支持五区协NMHS的人才培养。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并敦促会员维持或增加其援助，可以利用WMO奖学金渠道，也可以利用其它培训活动。理
事会注意到在吉隆坡举行的五区协技术会议明确了当务之急是需要合格的维修技师，并要
求EC能力建设工作组(EC-CB)和仪器与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加强维修方面的技术能力。
2.4.49
理事会认识到WMO西南太平洋办事处在不断加大努力，以实施区域项目并参与
联合国的开发、管理和业务活动，理事会重申迫切需要加强WMO西南太平洋办事处，并要
求秘书长并还邀请会员考虑在人力资源上给予支持，包括按照五区协－14提出的要求，援
派水文工作者到办事处工作。
第六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4.50
理事会感谢世界银行和一些欧洲NMHS的援助，支持了于2008年6月11-12日在克
罗地亚举办第一届东南欧气候展望论坛。理事会鼓励会员继续支持持续举办此类论坛。
2.4.51
理事会注意到2008年9月在俄罗斯联邦举办了“极地区域CLIPS：气候产品生成、
用户联络和培训”研讨会，理事会同意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议：将CLIPS和RCOF机制扩大到极
地区域。
2.4.52
理事会欢迎于2009年 4月启动的WMO西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DRR项目，项目得
到了欧洲委员会东扩总署的资助，属于六区协技术会议的后续活动，该会议主题为“NMHS
在减灾防灾中的作用”，是于2008年10月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举办的。
2.4.53
理事会还欢迎在设立区域气候中心以及六区协多功能、专业化中心网络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包括正在制订的网络实施计划。
2.4.54
理事会认可该区域开展的科研工作，以改进高影响天气的预报，加强预报产品的
利用，并鼓励六区协会员实施由欧洲WWRP-THORPEX区域委员会提出的天气研究议程并
扩大活动。
2.4.55
理事会还鼓励继续制订预报示范项目计划，并要求WMO秘书处及其会员支持这
些努力。
2.4.5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CAREC/WB/UN-ISDR/WMO提出的关于中亚和高加索倡
议，认为这一研究的成果可提高NMHS在其本国政府中的形象，而这反过来又将鼓励增加对
这些气象水文部门的支持。
2.4.57
理事会注意到在WMO六区协通过中欧水文气象局局长非正式会议所开展的协调
与合作活动。2009年3月举行的第二十届非正式会议由位于华沙的波兰气象和水资源管理局
主办。会议讨论了与支持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数值天气预报、资料交换和提出未来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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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此外，在LACE理事会第二十六次届会上继续对开发阿拉丁气象预
报模式进行了协调。
2.4.58
理事会还注意到成功地制定了一个区域项目，即基于全面分析的综合临近预报
(INCA CE)，该项目旨在向中欧气象部门提供先进的临近预报方法。
2.4.59
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WMO 土耳其RTC在2008年组织了6次国际培训活动，共
有来自WMO会员的85名代表参加。组织方免除了学员的学费，并且由TSMS承担全部在当
地的费用。
2.4.6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欧洲区域办事处得到了加强，因为其对六区协会员很重要，
特别是该办事处在监测和实施区域战略计划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4.61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第十五次届会计划于 2009年9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
议议程是按预期结果编排的。
2.5

2009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报告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议题2.5)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PTC)
2.5.1
理事会注意到PTC在会议期间就基于结果的管理(RBM)和提高各技术委员会效率
和效果的活动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并将技术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与WMO战略计划保持一致。
特别是，理事会注意到在制定战略计划过程中提出的有待进一步审议的问题。理事会注意
到技术委员会在制定战略计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事会注意PTC认识到WMO各计划的交
叉性及其首要和重要作用。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PTC 提出的供“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
工作组”(EC WG SOP)审议的建议，表明了进一步研究这一概念的需要，即为如何处理技术
委员会会议提供替代方案的建议。理事会就此在议题8.3中提出了有关建议。
2.5.2
理事会同意PTC的建议，即应将包括霾扩散在内的空气污染补充到灾害清单中，
因为各NMHS都在拓展该领域的活动。这本身特别是对人类健康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且
如碰上热浪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其中大部分的死亡和医学问题可能由空气污染造成。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详细报告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CAeM)
2.5.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CAeM 主席Carr McLeod 先生(加拿大)的详细报告，并注意
到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将解决以下重点问题：
•

培训航空气象人员满足WMO第258号出版物增补件1提出的各项要求，特别是委员会
如何协助会员培训其员工达到这一标准：它将审议基于网络(远程)教育并与ETR和
RTC以及大学紧密合作提供切合实际的课程，以具备必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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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气象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委员会将讨论怎样能够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试点
项目的积极成果有效地推广到其他会员。在此背景下，成本回收机制的推广也将得
到支持。

•

天气对航空的影响(延误/取消/改变航线)，重点是枢纽机场附近100公里的区域：委
员会将协助各会员协调并鼓励为大型终端区开发新科技的预报产品(同时也支持基于
业绩的革命性空中交通管理新理念，如NextGen(美国)和SESAR(欧洲)，设想用四维
数字化资料作为覆盖全系统的信息库)，并与国际民航组织合作在WMO第49号出版
物的附录3中纳入新的要求。

•

SIGMET发布的可靠性引起对航空的关切：委员会将考虑试组建若干区域咨询中
心，为气象监视台提供保障，包括讨论这类中心可提供的信息及其对有成本效益的
部门的影响。委员会还将考虑在检验、监测和进一步开发现有的重要天气WAFS产品
方面与国际民航组织合作。

•

航空和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委员会将协调提供气候服务并支持航空业的减缓气
候变化的措施。

委员会对CAeM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组织会议并出色地准备了会议文件表示赞
赏。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2.5.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联
合主席P. Dexter博士 (澳大利亚)和J.-L. Fellous博士 (法国)提交的详细报告，包括委员会对
相关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提出的建议、对重大挑战的概述、委员会在当前休会期间和未来
几年将继续面临的问题。
2.5.5
理事会回顾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IOC/WMO 联合技术委员会的设想以
及1999年正式创建以来，JCOMM 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理事会认识到JCOMM 在实地
气象海洋观测系统、海洋资料管理、以及气象海洋预报系统和服务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特别是，理事会注意到在支持开发和实施业务气象海洋预报系统和提供以海洋用户需求为
重点的实时气象海洋服务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展。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EC-60的要求，有关
JCOMM的更新信息已在议题4中给出。
2.5.6
理事会注意到在JCOMM 工作计划中建议的五个主题领域作为2010-2013年MMOP
的主要工作：(1)气象海洋预报系统和服务，包括沿海海洋灾害和在相关的沿海地区气候变
化适应；(2)气象海洋质量管理框架(QMF)，包括最佳做法和标准目录，以及与代表用户
群体的国际组织合作，如IMO和IHO，开发QMS 为国际航运提供“气象海洋服务”；(3)长期
维护并加强实时实地和遥感海洋观测系统，并为WIGOS 做出贡献；(4)与气象海洋有关的
资料管理活动的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开发海洋资料管理系统和WIS之间的互可操作性；以
及(5)技术转让和实施支持，特别重视LDC和SIDS。 理事会对此方法表示支持，其中考虑
到对优先重点的微调，以便与WMO和IOC战略规划保持一致。鉴于上述工作，理事会建议
JCOMM在其第三次届会上考虑如下事宜：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2
•

平衡对现有资源的需求，并制定一套核心计划作为确定未来高优先工作计划的基
础；

•

进一步加强与UNESCO/IOC的IODE的协作;

•

批准用于服务计划领域以项目为基础的结构。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最近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的讨论，有必要扩大JCOMM在极
地地区的作用。理事会认识到JCOMM对海洋学和其它环境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包括与
CAS交叉合作，开发改进的全耦合海洋大气模式，在这当中JCOMM海洋预报业务系统专家
组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5.7
理事会注意到要充分地开展这些主题领域的工作JCOMM 自然面临资源问题，问
题出自WMO和UNESCO/IOC能够用于支持委员会工作的正常预算有限，再加上缺乏足够人
数的专家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因此，理事会要求JCOMM 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在下一次届会上
向委员会提交一份JCOMM 的工作计划，该计划能够在下一个休会期间得到切实执行同时维
持上述既定的优先重点领域。理事会呼吁各会员为预算外资金捐款并且帮助其专家参与委
员会的工作，以便能够充分落实建议的JCOMM 的活动。

气候学委员会 (CCI)
CCI工作的优先重点(2010-2014年)
2.5.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CCI)主席P. Bessemoulin博士(法国)提交的详
细报告。CCl 在2010-2014年的优先重点是试图确保建立RCC和RCOF并开展区域气候服务，
以便通过这些机制为会员提供可靠、统一和有用的全球和区域尺度气候信息。根据在CCl15特定议题下的讨论和决定，委员会将基于WMO、UN、和区域优先重点制定一份未来工
作计划。经与WMO六个区域的区域协会气候相关事宜工作组组长协商，CCl管理组制定了
关于委员会未来优先重点的建议，其中考虑了区域需求、可用资源以及执行理事会在其第
六十一次届会(2009年)上确定的优先重点。其它重要因素包括“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特别
是拟议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主题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技术大会的成果，以
及WMO对UN系统的“协调一致”倡议和“内罗毕工作方案”的各项承诺，以支持适应气候变
化，正如在EC已经赞同的“WMO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倡议”中所述。在此基础上，CCl 管
理组确定了潜在的主题清单以及下一个休会期的相应活动，供委员会审议；管理组还提出
了每个领域的工作和为赢得最佳成结果所需的相应的结构(OPAG、专家组、专题组、跨委
员会和其它专业知识)。每个需要联合和跨委员会合作的任务将需要在所有合作伙伴之间就
其作用和职责达成一致。这些将写成执行理事会的决议，供CCl-15结束后的理事会届会即
(EC-62)审议。主要领域的活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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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2):
－
－
－
－
－

气候资料和观测以及气候系统监测，以及气候变率和变化分析，包括气候资料管
理和元数据，以及资料拯救活动，
气候研究应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业务的最佳做法(预报、预测、预估、检验、
降尺度等)以及用户对区域和全球研究界的需求，
气候产品和服务；
气候适应应用和风险管理；
区域气候中心(RCC)，包括对申请被指定为RCC进行评价，以及RCC实施和运行
的最佳做法；

(ER 2, 7, 8):
用户界面机制、宣传产品以促进定期举行的RCOF或国家COF、制定气候和水的
倡议；
(ER2, 9):
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更新所需的“气候规范指南”(WMO-No.100)第三版，提高
妇女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委员会协调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向WMO提供性别主流化方
面的专家；
(ER 8):
机构间伙伴关系与协作：应当以更加协调有序的方式确定优先事项，并考虑联		
合国“协调一致”的行动倡议中有关作用/职责的新分配。还需要有更好的WMO的
知识管理政策。各技术委员会需要更新其网站的格式和内容，以便促进本组织的
知识传播和知名度。
CCI工作的优先重点(2015-2018年及以后)
2.5.9
赞赏委员会2015年及更长远的工作优先重点。在这一期间，预计在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下的伙伴机构将开发出一套基本产品，以及有关如何创建产品并将产品提供给用户部
门的指南。因此，在建立全球框架的下一阶段，CCl将逐渐侧重于国家层面上的能力建设从
而应用这些工具和知识，以及进一步开发全球、区域和国家规模的供决策者使用的信息门
户网站。CLIPS将于2015年结束，预计那年将举办一次关于 CLIPS 的各项成就，以及发展成
一个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重要会议。该会议将审议其余的优先重点并就处理这些重点的机
制提出建议。

大气科学委员会(CAS)
2.5.10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大气科学委员会(CAS)主席M. Béland 博士(加拿大)的详细
报告以及给予EC RTT的大力支持。理事会注意到CAS负责促进、协调和推动与天气、环境
污染、大气化学有关的研究活动，及其与水和气候研究的关联性，以及相关的培训和能力
建设。理事会同意CAS在为加强观测系统、业务预报、预测、提供服务而进行的基础和应
用研究以及支持国际公约方面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EC-58 (3.3.1.2)认为鉴
于能适应广泛的预报应用的综合性地球系统模式的最新发展，包括大气化学成分，和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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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交互式观测系统和用于制作概率天气预报的集合方法做出的大量工作，CAS应当拓展领
域。理事会还同意CAS把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最高优先重点放在实施GAW、THORPEX和
整体WWRP上，并应更重视有关气候的研究活动。
2.5.11
理事会强调各会员在CAS第十五次届会和主题为“未来十年的环境预测”技术大会
上将发挥的重要作用，上述会议将由韩国气象厅于2009年11月18-25日在韩国承办，技术大
会将在CAS-15之前于2009年16-17日召开。理事会同意CAS结合调整后的WMO和WMO 下一
个战略计划2012-2015年审议其有关的活动。CAS-15将讨论“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决议14
(Cg-15))下的主要活动和方向。特别是，CAS-15将侧重于实施“世界天气研究计划”下的“全
球大气监测”，包括 THORPEX 以及天气、气候、水和环境预测、评估和分析之间的交叉性
工作。 理事会满意的注意到已经制定的关于CAS-15的展望报告，该模式使知识在广大公众
中更有效的普及。
3

科技开发和应用(议题3)

3.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议题 3.1)

提高业务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质量、应用与获取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
3.1.1
理事会回顾了，在为期一年的第一阶段示范后，以及为了响应南部非洲气象学会
(MASA)提出的有关继续开展这一项目，并使其包括所有南部非洲NMHS的要求，理事会
(EC-60)已从结余预算中划拨了额外的资金来支持这一项目的拓展。
3.1.2
理事会注意到在南部非洲除了将SWFDP扩大到所有16个国家，RSMC比勒陀利亚
打算在区域指导作用内增加海洋预报，并考虑在未来再增加一些内容，如航空预报和洪水
预报以及一个基于网络的区域警报交换和展示系统。理事会注意到SWFDP的可持续性以及
将其转换成业务取决于英国气象局、美国的NCEP和ECMWF发布的全球产品对项目持续的
支持，以及RSMC比勒陀利亚和留尼旺发挥的作用。
3.1.3
理事会回顾了，WMO第十五次大会已要求CBS考虑在包括南太平洋岛屿在内的
其它区域实施其它的SWFDP项目。理事会注意到已开始在第五区协规划组织“灾害性天气
预报和减轻灾害风险示范项目”SWFDDP，该项目的试点阶段从2009年11月开始，它的重
点是有关四个岛国的暴雨、大风和灾害性海浪的预报和警报服务，它们是斐济、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计划由英国气象局、美国的NCEP、ECMWF和日本气象厅提供全
球产品。RSMC惠灵顿(新西兰)将为项目担负中心RSMC的作用，同时，RSMC纳迪(斐济
)和RSMC达尔文(澳大利亚)将加强现有的区域预报作用。法属波利尼西亚(法国)也将通
过提供相关的海况指导产品对项目提供支持。在计划于2010年11月开始的全面示范阶段，
SWFDDP将包括所有打算参加的南太平洋岛国。注意到该项目的成功需要参与者的协作和
承诺，理事会鼓励所有的参与中心使五区协的SWFDDP项目尽早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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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理事会注意到SWFDP的框架提出了有关能力建设，以及向NMHS、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NMHS转让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方法，并鼓励该项目及其方法能够有益于其它一些准
备在业务中实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因为该框架表明它具备以下能力：
(a)

加快实施改进的NWP/EPS系统输出结果在业务中的应用；

(b)

作为能力建设的一种有效途径供预报员继续学习；

(c)

可持续的“紧凑”示范周期，能够适应区域需求、评估和业务实施；

(d)

对采用实用概率预报方法做出重要贡献；

(e)

在有关公共关系和市场的支持下提高知名度、信誉以及气象服务在公共部门和经
济部门中的价值；

(f)

GDPFS RSMC在为本区域NMC合成和提供灾害性预报指导方面可能发挥的一种
新的重要作用，以及为引进诸如TIGGE/GIFS研发的可靠的预报产品提供方法。

3.1.5
理事会鼓励利用SWFDP，将其作为一个以区域为导向的框架或项目开发的过程
来加强观测系统以及提高会员制作预报和警报的能力，用于减轻多灾种灾害风险和提供服
务。SWFDP将有助于交叉计划的协调或项目整合，以此提高整体效果。
3.1.6
理事会注意到，CBS-14(2009年)已经认识到用以拓展SWFDP现有项目和着手
开展新项目所必需的资金十分有限，因此，它敦促会员从潜在的发展伙伴和其它不断从
SWFDP重要成果中受益的机构那里寻求资金。

业务天气预报
3.1.7
理事会获悉并赞赏ECMWF理事会决定向WMO会员提供NWP指导产品，其分辨
率提高至0.5度，它要求秘书长帮助各会员获取资料集。理事会还获悉124个会员要求得到供
会员使用的ECMWF网站的密码。
3.1.8
理事会注意到作为一个点到点的服务提供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预报取决于数值
天气预报系统(NWP)的输出。它进一步强调，NWP的精度和有用性严重依赖所有观测资料
的质量和可靠性以及用于NWP资料同化和预报产品验证的其他信息。
3.1.9
理事会还认识到天气雷达是跟踪、分析灾害性天气及其甚短期预报(临近预报)的
重要工具，包括由对流风暴和热带气旋产生的灾害天气。因此，理事会呼吁会员考虑制定
可持续的国家或区域天气雷达项目。它建议会员通过临近预报和水文专家的合作大步地开
发或提高基于雷达的山洪预报能力。理事会还指出，雷达资料可以加强全球数值天气预报
模式的输出。因此，它鼓励拥有雷达的会员建立适当的信号处理、质量控制和传输规程，
使预报系统能同化和使用有关气旋的雷达资料和相关的地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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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理事会欢迎近年来对地面短距离和长距离闪电探测的开发，其长距离系统能覆盖
无雷达探测系统的地区。理事会建议CIMO、CBS和CAS研究目前拥有的这些资料的可获取
性及它们的质量，以此优化它们在今后临近预报和其他预报中的应用，包括探索将这些资
料与天气雷达资料和其他资料相结合。

GDPFS手册
3.1.11
理事会注意到CBS专家关于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的卓有成效的工
作，包括与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合作，合作导致形成了建议9 (CBS-14)，旨在通过对全
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修改。理事会在决议3(EC-61)– 基本系统委
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关于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包括紧急响应活动中通过了CBS的建
议。
3.1.12
理事会获悉CBS-14(2009年)决定对GDPFS手册进行全面的审议更新，它将同时
考虑到未来GDPFS可能的发展，比如SWFDP的经验以及基本系统其他组成部分正在经历的
彻底的变化，包括WIGOS和WIS。

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3.1.13
理事会强调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对于提高会员的预报和警报能力，以及支持对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的改进十分重要。
3.1.14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CBS 实施的GDPFS制作了丰富的产品，以便通过提供天气预
报和警报、气候分析和延伸期及长期预报(包括月和季节(90天)展望)以支持天气和气候服
务。理事会鼓励CBS和CCl 一起，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与区域协会密切协调加快WMO气候
服务网络的建设，包括快速扩展RCC网络和支持通过RSMC(如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提
供的气候服务能力。
3.1.15

理事会强调以下方面贡献的重要性：

(a)

CAS 有关用于灾害性天气的临近预报、预报验证、概率预报方法，以及实施沙尘
暴警报咨询和评估系统；

(b)

CAeM 有关航空天气预报；

(c)

JCOMM 促进气象-海洋专业数值预报的实施，例如已包含在南太平洋岛国的
SWFDDP中的海浪和风暴潮；

(d)

CHy 提高水文预报，如与在南部非洲开展的SWFDP密切协调开展山洪指导系
统，以进一步提高这些项目的成功性。
支持业务热带气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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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理事会重申应采用集合技术，包括在国家和区域热带气旋警报中心采用多模式集
成预报，以进一步改进NWP在热带气旋预报中的应用。理事会还强调应分发基于集合技术
的概率指南，以改进对预报不确定性的表述，这一点对于受威胁地区的灾害风险管理将特
别有益。在这方面，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2009年5月12-15日在韩国成功地举办了有关EPS
和资料处理与显示业务系统的技术论坛，台风委员会12个会员的80人参加了论坛。委员会
认识到，这种培训研讨班对于通过系统和优化的方法，以一种与预报员和用户友好的形式
来使用基于集合技术的产品是有促进作用的。理事会因此要求秘书长对于在其它区域组织
此类研讨班给予高度优先的考虑，以便以最佳方式应用这些产品。理事会认识到对于综合
使用确定性产品和EPS产品尚需要开展更多的研发，以帮助会员在预报早期阶段开展风险评
估和改进灾害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它鼓励研究人员利用区域协会和区域热带气旋委员会
的相关会议作为的机会， 与其他研究人员、业务预报员和管理人员交流意见和技术。
3.1.17
理事会注意到，随着来自新观测系统和预报产品的资料的可提供性不断提高，
其中包括来自主要NWP中心的EPS，许多NMHS的热带气旋预报员的工作环境正在迅速改
变。与此同时，不同用户群体对于热带气旋警报服务更加紧密地与灾害风险管理活动相结
合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考虑到这些情况，理事会认识到需要加强对预报员的支持措施，
以优化警报服务的效率，并制定业务战略，以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理事会要
求秘书长尽早修订和更新全球热带气旋预报指南，同时对新出现的需求给予适当考虑。理
事会还强调，新的全球指南应当与热带气旋预报员的网站相链接，这将使业务预报员能更
方便地获取用于监测和预报热带气旋路径与强度的最新工具和参考资料。

航空警报产品
3.1.18
理事会获悉通过ICAO的普遍安全监督审计和对业务上获取的资料和产品的测试
引起了对某些会员根据ICAO附录3的标准和推荐做法提供警报(SIGMET，AIRMET)能力的
担忧。理事会还获悉ICAO气象警报研究组最近的一次会议呼吁开展可行性研究，以探索有
能力的会员的试验性预报和警报产品可能产生的效益，这些会员向其它会员提供它们制作
的信息，以改进WMO可靠地发布SIGMET。第一次试验将集中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以确
定这些试验的支持性产品的内容和格式，并向2013/2014年计划召开的ICAO/WMO 会议提
出报告。
3.1.19
理事会对航空气象警报服务的主权和国家特权问题表示关注，并回顾到需要加
强资料交换，如飞行员报告、天气雷达和闪电探测。理事会再次明确重申，通过气象服务
加强航空业的安全是航空气象计划的重中之重，并进一步认为不断加剧的区域化服务为必
要的气象基础设施的成本回收带来风险，反之，它会降低警报服务所需的资料质量。理事
会要求航空气象委员会向会员提供技术和支持，要求秘书长保持与ICAO的密切联系，以
确保会员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尊重。但是理事会也认为会员对飞行作业的安全和有条
不紊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呼吁会员确保遵守有关的规定并利用
试验中心夹带的信息所提供的机会。关于欧洲单一天空这一特殊问题，理事会建议有关的
NMHS 考虑到有关的SES功能空域区，为SIGMET 协调制定和实施一个联合的办法。
3.1.20

认识到为航空气象办公室提供接受过适当培训的合格工作人员的重要性，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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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理事会重申它支持航空气象方面的强有力的培训和能力建设计
划，并鼓励会员与秘书处合作获取培训和开发资源，以支持培训工作。

支持业务海洋气象预报产品
3.1.21
理事会认识到，对超过特定阈值的海浪高度概率预报可以为极端事件提供早期
指导，而综合运用确定性海浪预报指导和概率海浪预报指导，将有助于NMHS在预报以及
改进与海洋有关的决策过程中进行早期阶段的风险评估。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促进有关海
浪、风暴潮、海冰、海洋污染的输送与风化的业务专业数值预报系统的实施，以及概率预
报产品的应用。理事会对那些先进的中心表示赞赏，包括如ECMWF、BoM(澳大利亚)、加
拿大气象局、met.no(挪威)，USAM/CNMCA (意大利)以及NOAA/NCEP(美国)，这些中心
在其网站上免费提供广泛的全球和区域海浪产品与数据集。注意到NOAA/NCEP还提供对波
谱数据集，以及海浪模式源代码WaveWatch-III的访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推动并支持区域
协会制定有关会员(包括LDC和SIDS)能力建设的区域和次区域项目，以实施和应用此类海
洋预报模式。理事会敦促相关的先进中心考虑提供技术专长，以支持这些项目，并鼓励其
会员在降尺度目的之外也能尽可能多地使用这些工具。
研究与开发：科研向业务转化以及下一代系统
3.1.22
理事会欢迎CAS与WCRP合作，通过WWRP(包括THORPEX)制定的总体战略，
该战略可使WMO在无缝隙天气和气候预报的实施方面取得进展。理事会鼓励会员根据EC
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研究问题专题(EC-RTT)组报告加强与天气、气候、水
和空气质量部门的合作，以加快环境预测的开发，以及促进研究和服务提供间技术转让。

海洋气象预报、产品与服务
3.1.23
理事会认识到专题讨论会和研讨会对于协调全球海浪和风暴潮活动的重要性，这
些活动包括交换有关数据库、方法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共享专业知识，以及提供技术咨
询，以帮助NMHS在全部海洋活动范围内，以及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履行其支持用户需求
的服务职责。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2009年10月将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举行第11届
国际海浪后报和预报研讨会，以及第2次沿海灾害讨论会，与会者将可以获得有关全球现有
产品的信息，还将获得有关海浪和风暴潮预报的、已转化为业务的新技术和研究方法。理
事会鼓励会员参与这项活动，它要求秘书长及时向会员通报这些发展，采取必要的行动以
促进把海洋预报纳入到该项活动中，并在今后继续对这类重要的研讨会给予支持。
3.1.24
理事会回顾到海浪预报的检验方案已拓展到涵盖对遥感资料的确认，包括波
谱和表面矢量风。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JCOMM已建立了与ESA的合作安排，以便通过
GlobWave项目支持这一方案。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进一步促进空间机构参与这一方案，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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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会员分发资料，以及最大限度地把检验方案的应用程序运用于海洋预报目的。
3.1.25
理事会回顾了，在其第六十次届会上(2008年6月)已经要求JCOMM、CAS和CHy
与其它相关的UNESC/IOC附属团体密切合作，以实施在第一次JCOMM风暴潮科学技术研
讨会(2007年10月，首尔)上提出的各项科学/技术建议，包括沿海洪水及其与所有相关区域
的风暴潮预报和警报的联系。理事会注意到，关于建立改进的沿海洪涝业务预报和预警能
力的项目已经启动，并将于2009年6月下旬召开启动会议。这一项目的主要成果是开发一个
有效的软件包，它涉及海洋和水文模式，可用以对综合性极端事件引发的总海岸洪涝进行
评估和预报。理事会重申，通过加强JCOMM、CHy、CAS和UNESCO之间的现有合作，在
发展和改进旨在减少沿海灾害的预报能力与服务提供方面进行综合努力是十分重要的，它
要求秘书长高度重视这些活动，包括实施示范项目，以改进沿海洪涝的业务预报和警报系
统。

热带气旋业务预报员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
3.1.26
委员会认识到，尽管热带气旋预报在路径预报方面的准确度日益提高，但在改
进对热带气旋的强度、相关的暴雨和风暴潮，以及它们的季节性发生频率在很大程度上仍
依赖于研究和技术的发展。因此，理事会重申，应继续高度重视从研发向业务化转换，
以及有关预报热带气旋路径和强度快速变化，和预报热带气旋登陆期间相关灾害影响的
新的科技进展，因为这对于防灾有着重要的意义。以集合为基础的确定性预报方法对于
热带气旋预报的低威胁/高风险情况尤为重要。为了集中开展研发活动，并促进向业务转
化，理事会鼓励在业务预报员和研究人员之间进行积极的互动，这是成功的关键。注意到
由TCP和WWRP组织的研究研讨会和项目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理事会敦促秘书长
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促进业务预报员参与那些活动，特别是第七次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
(IWTC)(2010年11月)和第二次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2009年10月)。理事会还鼓励
WWRP，包括THORPEX和热带气旋专家组以及SWFDP与热带气旋预报RSMC和热带气旋
警报中心一起合作，在全球交互预报系统(GIFS-FDP)框架下，开发有关以集合为基础的热
带气旋预报确定性产品。
3.1.27
得到WWRP/THORPEX 和WCRP支持的热带对流年(YOTC)倡议预期对全面分
析和模拟热带对流具有重要的作用，热带对流会在不同的时空尺度和天气现象上影响天气
和气候。理事会强调提高对热带对流的预报的重要性，并强调需要有发展中国家、LDC、
SIDS和热带岛国的科学家积极参与YOTC 活动。理事会注意到YOTC项目的进展，WWRP
和WCRP在完成其科学计划、安排获取ECMWF的高分辨率预报产品，以及推进项目实施计
划的制定方面对此项目进行了共同协调。由于许多WMO会员身处以强热带对流为特征的区
域，如热带海洋地区，理事会敦促会员参加YOTC，包括为即将到来的YOTC提名联络员。
2009年7月13—15日将在瓦胡岛马诺阿的夏威夷大学校园内的东西方中心举行YOTC实施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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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
3.1.28
理事会认识到在制定沙尘暴警报、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的实施计划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并感谢会员对发展北非、中东、欧洲和亚洲的区域节点所给予的支持。理
事会鼓励继续对这些区域节点给予支持，鼓励会员的参与，以及CAS与CBS的合作，以便
实现从研究向业务预报迅速转化，并实时交换气溶胶观测资料。理事会还鼓励开展影响和
评估研究，如WWRP的社会-经济研究和应用(SERA)工作组开展的对沙尘暴预测的潜在效
益的评估。理事会感谢西班牙通过GAW计划为北部非洲SDS-WAS气溶胶观测提供的支持。
它鼓励会员实施WMO/GAW气溶胶测量程序指南和建议(WMO TD No. 1178)中所推荐的核
心气溶胶测量。理事会对SDS-WAS亚洲节点的旨在通过预报研究示范项目近实时(1—3小
时)地交换气溶胶观测资料(PM10和LIDAR)的举措表示欢迎，并感谢韩国气象局负责主办
了有关该项目设计的区域研讨会。理事会鼓励会员支持研讨会和培训会议，这些会议旨在
为那些受沙尘潜在影响但尚无足够沙尘预报信息的、已参与SDS-WAS的国家提供服务。

预报示范项目
3.1.29
技术转让对于支撑和改进NMHS的天气预报以及相关的预报服务是一项至关重要
的活动。理事会同意，示范项目，如MAP D-PHASE和北京2008，对于加快把研究工具、模
拟策略和技术转化为业务，供NMHS应用是十分有效的。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灾害性天
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在加快最先进的业务技术和产品转让给南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及
其应用方面已获得成功。因此，理事会鼓励在秘书处和相应的技术委员会中加强业务、研
究和区域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加速从研究向业务转化，包括GIFS-FDP，特别应注意发展中
国家的项目。
3.1.30
理事会注意到从北京2008年临近预报示范项目(FDP)和中尺度研究与发展项目
(RDP)中所取得的效益和经验教训，并敦促将这些汲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有关检验和集
合预报的经验教训纳入到上海MHEWS的工作。

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
3.1.31
理事会认识到CAS的WWRP-THORPEX计划在以下方面取得的进展：提供
THORPEX全球交互式大集合(TIGGE)文档；开展研究确定在哪些领域通过多模式集合方法
可提高预报技巧和可信度，以及通过提供实时热带气旋路径预报展示多中心全球交互式预
报系统(GIFS)的理念。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EC-60(2008)过去对TIGGE活动的鼓励，包括
展示GIFS对于旨在减少人类疾苦的业务预报的潜在价值，以及在降低成本和提供效益方面
的潜在价值，因此建议：

(a)

WMO中的区域实体，以及同CBS和CAS有关的实体与THORPEX GIFS-TIGGE工
作组合作，以便规划并实施一系列旨在使发展中世界的会员受益的GIFS-TIGGE
预报示范项目(GIF- F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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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IFS-FDP子项目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活动、基础设施和经验，与CBS
SWFDP结合实施，该项目是一个能够在WMO会员国中将新预报系统的效益与决
策相串联的有效机制；

(c)

GIFS- FDP应当从开展热带气旋路径的预报和基于集合的诊断入手，因为EC-60敦
促继续这一实时计划。理事会鼓励相关的TIGGE资料提供方、TIGGE档案中心、
热带气旋警报中心(TCWC)和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包括从事热带气旋专项
活动的RSMC)和WMO会员加入到此类GIFS- FDP活动的实施中，这将需要开展
培训，并开发一套通用产品；

(d)

后续的GIFS-FDP则应侧重于改进暴雨的预报以及其它高优先问题，例如有助于
改进粮食安全的问题。理事会要求WWRP SERA工作组和THORPEX区域委员会
提供支持，探索不同的社会应用领域；

(e)

WMO秘书处、THORPEX和TIGGE的资料提供方应努力制定一项适当的资料政
策，以使该GIFS-FDP得以进行，从而减少人类的疾苦、降低成本，并产生效
益；

(f)

从长远来讲，CBS和CAS的专家应当与THORPEX团体共同努力，制定出一条实
现GIFS远景规划的路线，尤其是适用于发展中世界的道路，其中包括GIFS概率
产品原型在高影响降水、风速和近地面温度预报中的应用，如果取得成功的话，
可以投入业务，使国际社会受益。

THORPEX亚太地区的活动(TPARC) 2008
3.1.32
理事会感谢会员参与T-PARC，并鼓励会员接受这项活动的夏季和冬季部分所留
下的业务和社会遗产，通过适应性测量并利用先进的卫星技术，来改进与热带气旋、温带
气旋，以及北极上空重要影响天气相关的重要天气过程的预报。理事会特别认识到改进对
热带气旋迅速加强及其内部结构变化的预报的重要性，以及在与T-PARC的合作中开展的热
带气旋结构与强度(TCS-08)活动对这些领域的贡献。根据从这些活动取得的经验教训，理
事会还敦促努力开展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工作，例如对热带气旋的适应性测量；利用集合
预报系统改进热带气旋和冬季风暴预报的技巧，以及改进把这些预报向紧急事件规划人员
和公众的通报工作。理事会欢迎日本气象厅于2009年12月在日本组织有关台风路径预报进
展国际会议的计划，会议将共享使用T-PARC 2008观测相关研究的成果。

IPY-THORPEX项目集
3.1.33
理事会鼓励会员将有关观测系统、改进的卫星资料同化，以及通过预报研究取得
的模拟能力的改进方面的业务遗产融入到正在开展的各项计划中，所有这些遗产正在10个
计划中得到应用，这10个计划包含了大约10个IPY-THORPEX活动集项目。这些计划包括可
能会影响极地地区预报的极地地区和相邻低纬度地区的活动，如T-PARC的冬季活动，以及
T-PARC夏季部分的温带气旋变性活动。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2

高影响天气预报检验与高影响天气预报技巧水平评估战略
3.1.34
理事会注意到作为开发新检验技术联络员的预报检验研究联合(WGNE/WWRP)
工作组在以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如降水、概率预报、云、高分辨率确定性模型和集合系
统。它还注意到该工作组参与了预报员使用实时预报检验系统的培训，为更广泛的团体提
供检验软件、检验方法及其应用。理事会鼓励该工作组与新成立的CBS专家组合作，以便
这些研究概念能转化为业务，同时使两个小组都能参与SWFDP的工作。

临近预报和预报系统
3.1.35
理事会鼓励在开展“温哥华2010(SNOW V10)研究和发展项目的同时，把临近预
报的活动拓展到冬季天气和复杂地形这样一些难题，并建议会员支持这一新的WWRP。理
事会还敦促WWRP扩大其活动，使之包括基于卫星的、适用于那些缺少足够雷达覆盖区域
的暴雨临近预报。
3.1.36
理事会要求WMO广泛参与解决同NMHS的预报环境不断产生变化有关的问题，
包括不断增长的要求预报系统在本地工作站和局域网上运行的趋势、需要获得新的用户需
求、对可视化依赖程度的增加，以及在自动化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与之并存的人工预报员
作用的演变。理事会要求CBS与CAS-WWRP合作，对这样一种研讨会进行规划、实施并提
供投入，这种研讨会应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NMHS参加，它将在2010年从一个小范围专题
会议开始。
3.1.37
理事会确信欧洲交换天气雷达资料信息业务计划(OPERA)具有潜力，可以为
雷达资料交换的国际标准提供基础，并使这些资料在预报系统中得以应用。理事会要求
WWRP的临近预报工作组与CBS和CIMO一起研究在其它区域应用OPERA技术概念的可能
性，并为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理事会建议CIMO在建设WIGOS的背景下，优先开展改善
雷达产品兼容性方面的研究。
3.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议题3.2)

3.2.0.1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WMO的气候活动包括观测、研究、处理和利用气候信息的
专业知识(分析、预测、产品和服务等)；提高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员
的能力；以及与许多组织构建密切的伙伴关系。它因此注意到涉及预期结果4、5、6、7、8
和9的文件可能也反映了WMO气候活动的某些方面。
3.2.0.2
注意到在预期结果 2(加强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下的气候活动
得到许多WMO组织机构和包括气候学委员会(CCl)、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仪器和观测
方法委员会(CIMO)、WM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海洋
与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WCRP JSC)
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GCOS SC)等在内的联合主办机构的指导。理事会敦促在
区域和国家层次上加强这些机构和关联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协调。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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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C和CCl将在其第15次届会(CCl-15)期间(2010年2月，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其第一次联合
会议。
3.2.0.3
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学学委员会(CCl)主席的详细报告，包括关于改进本委员会架
构和产出、本委员会的工作与WMO战略计划的协调、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之后的主要行动
重点等方面的建议。与主席报告有关的决定见议题2.5。理事会敦促气候学实践指南第三版
尽快定稿并出版。
3.2.1

气候监测和评估

3.2.1.1
理事会重申了资料拯救活动(DARE)对气候科学和应用的重要性，并满意地注
意到CCl目前在此问题上的努力，尤其是CCl 气候记录的拯救、保护和数字化专家组(ETRPDCR)所做的工作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发展中地区(比如非洲、加勒比地区和亚洲)很
有兴趣与CCl RPDCR专家组及WMO紧密合作，以便在其国内进一步发展和维持DARE活
动。它敦促DARE项目的资料拯救应当通过一个门户网站向研究团体开放，并应为DARE活
动制定资料政策加以保证。
3.2.1.2
理事会注意到已经有几项针对非洲气候记录的资料拯救计划，并对很多宝贵的
历史气候记录进行了恢复和数字化。理事会赞赏会员间加强了在气候资料交换和拯救方面
的交流。但它也注意到大家对在非标准化归档条件下对被拯救资料进行存档给予的关注，
因为这会危及这些资料的完整性。因此，理事会敦促一区协会员依据WMO推荐的规范
(WCDMP-55/WMO-TD No. 1210；WCDMP-68/WMO-TD No.1481 和 WCDMP-69/WMO-TD
No. 1480)，在合理构建的档案中包含资料存储的推荐预防措施 。
3.2.1.3
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元数据在针对适合气候监测和评估的气候时间序列开展均一性
和调整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对CCl 、CIMO 和 JCOMM正在开展的活动表示欢迎，并要求各
技术委员会进一步保持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JCOMM有关加强海洋气
候资料、相关元数据和数据产品的获取和质量方面的工作，这些资料在总的气候纪录和评
估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代表性。
3.2.1.4
理事会注意到WMO最近发表的“全球气候状况声明”，该声明每年以所有的WMO
正式语言出版。理事会同样欢迎德国的NMHS在与奥地利和瑞士的NMHS协商后提供了
WMO声明的德文版本。理事会还赞赏匈牙利正在努力制作该声明的匈牙利文版本。理事会
鼓励各会员采取类似的举措，采用其他非正式语言制作声明，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受众。
3.2.1.5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由俄罗斯水文气象局发起的《俄罗斯气候变化及其后果
评估报告》于2008年出版。该报告对俄罗斯联邦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气候变化进行了最全
面、最新的评估。该报告综合了该国气候状况的信息、实测及预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环境
和生态系统、人类健康带来的后果，还包含了可能的适应措施。
3.2.1.6

理事会欢迎CCl/WRCP-CLIVAR/JCOMM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专家组( ETCC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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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写“在气候不断变化背景下的极端事件”指南材料的计划，这将成为对能力建设工作和
知识提高的一个重要贡献。执行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在包括NMHS、大学和研究中心在内的本
国机构中推广使用ETCCDI的气候指数软件，如“ RClimDex ” [原文如此 ]，并要求CCl和秘
书处进一步推广这一工具。
3.2.1.7
理事会敦促会员在WMO推荐的指南(WCDMP-No. 58, WMO/TD-No. 1269)的基础
上在NMHS内部建立实施气候监测系统机制，以支持面向决策和用户的改善后的气候服务。
3.2.1.8
理事会对GCOS编写《2004-2008年全球气候观测系实施进展报告》以响应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要求表示赞赏。它敦促各会员审查这份报告，并采取必要
行动以确保取得持续进展。理事会重申，GCOS离完全实施还有很大距离，世界上绝大部分
地区仍需继续努力，以加强和维持基本气候观测网络和系统。它鼓励GCOS 的GSN, GRUAN
和GUAN网络监测中心继续努力，找出目前存在的不足和制订未来规划，并向WMO世界天
气监视计划和GCOS指导委员会及其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AOPC)报告。理事会敦促会员解
决气候观测网络中的这些不足，尤其是非洲(RA I)和南美洲(RA III)，以及关键的海洋观测
系统组分，包括自愿观测船。
3.2.1.9
理事会认可GCOS国家协调员在国家层面协调大气、陆地和海洋观测所发挥的关
键作用，以支持气候预测、评估和适应的改善。它欢迎以UNFCCC进程为契机，特别是当
前有关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增加政治上对加强所有气候观测网络的支持。注意到改善的
观测是气候预测的基础，它敦促会员向GCOS区域行动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理事会还强调
WMO需要直接或通过GCOS秘书处，继续支持非洲ClimDev 计划的执行。在众多的气候问
题中，该计划旨在研究非洲观测和气候服务需求。
3.2.1.10 有关上层大气和其它气候观测，理事会认可与WMO各技术委员会之间开展紧密
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与CIMO的合作，以确保尽可能达到气候资料测量的最高标准。
3.2.2

气候预测和模拟研究

3.2.2.1
理事会忆及世界气候预测模拟峰会(2008年5月，英国里丁)的成果 ，并要求
WCRP确保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的科学家能充分、积
极地参与新提出的“气候预测项目”。
3.2.2.2
理事会认识到WCRP的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GEWEX)对改善全球气候模式的
性能和在水文学中应用改进的预测方法做出了许多贡献。它鼓励会员继续支持相关的外场
试验、模拟研究，并对结果数据进行存档和分析。它还特别赞赏地注意到最近对全球降水
产品的分析。理事会敦促会员继续对收集、处理和分析卫星和实地观测的降水、云和辐射
数据给予支持。
3.2.2.3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MO/ICSU 2007-2008国际极地年取得的成功。它呼吁会员
关注IGOS冰雪圈主题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并请它们为建立WMO全球冰雪圈监测计划做
出贡献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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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WCRP正在规划和协调的主要模拟工作，它们将作为对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一轮评估周期( AR5 )的贡献。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美国将继续提
供用于WCRP模式输出的气候模型诊断和比对计划(PCMDI)的存档设施，并鼓励会员参与
对模拟试验输出的分析。此外，美国正在进行的模式评估活动可能在AR5期间展开。理事会
认识到并支持有关部门就这些大容量数据集所采取的新方法。
3.2.2.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由包括WMO在内的WCRP各主办机构任命的专家组编写
的WCRP评审意见已分发给会员，该专家组吸收了已收到的意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尽快向
会员分发WCRP评审专家组的最终报告，并敦促包括WMO在内的WCRP各主办机构落实这
些建议。
3.2.3

气候预测业务

3.2.3.1
认识到各会员需要继续加强能力建设，从而能够提供相关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气
候信息，理事会赞赏对RCOF过去 10年进程开展的回顾(2008年11月3日至7日，坦桑尼亚阿
鲁沙)，并赞赏目前在此进程下拓展、改善和规范各种活动和产出的努力。理事会赞赏地注
意到在包括非洲、南美洲、亚洲和南太平洋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都建立了RCOF，继续定期召
开会议，并提供气候展望，WMO向其中的几次论坛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使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能够出席。
3.2.3.2
理事会注意到中断了近6年的非洲中部RCOF重新召开这一新举措，在WMO和
ACMAD的支持下，该论坛的第三次会议(PRESAC-3)于2008年10月20日至24日在班基召
开，其中ACMAD提供了此次会议的技术协调。PRESAC-3为非洲中部国家的雨季(十月十一月-十二月(OND))提供了季节预报产品，并重点关注水资源管理、农林间作和健康这
些核心用户部门。
3.2.3.3
理事会对第一届东南欧气候展望论坛会议(SEECOF-1)(2008年6月，克罗地亚萨
格勒布)取得成功表示满意，来自国际机构、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气候专家，以及许多用户部
门的代表广泛地参加了此次会议。理事会感谢世界银行和瑞士、德国、克罗地亚和斯洛文
尼亚的NMHS对此次开创性的活动的支持。
3.2.3.4
理事会认识到全球范围内RCOF实施取得的显著进展，感谢气候信息与预测服务
(CLIPS)的大力推动，并对NMHS、区域机构和赞助方的支持表示感谢。理事会敦促NMHS
和区域机构做好协调工作，以保持这一活动的定期开展，同时要求秘书长给予必要的指
导。此外，理事会敦促秘书长确定有可能从RCOF中获益的次区域，并与相关会员协商，尽
一切可能支持其启动工作。
3.2.3.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MO WCRP IPY极地研讨会(2008年9月8日至11日，俄罗斯
圣彼得堡),以及它同意努力建立一个极地气候展望论坛( PCOF )，敦促所有对任意半球极地
地区感兴趣的会员积极为确定用户对这些地区的气候信息需求重点做出相关努力。理事会
强调，这将是NMHS为正在进行的国际极地年2007-2008(IPY)的遗产做贡献的一个独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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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NMHS确定的极地优先活动也将有助于确定由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开展
的相关活动。
3.2.3.6
理事会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持续发布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最新情况表示满意。
它敦促NMHS和其他有关机构积极参与和支持定期编写这些最新情况。此外，理事会敦促
CCl和WCRP CLIVAR考虑通过编制其他行星尺度的涛动对区域气候的潜在影响的可靠的最
新情况来拓展这一进程。
3.2.3.7
理事会对莫斯科(俄罗斯)和比勒陀利亚(南非)被正式认定为WMO长期预报全球
制作中心(GPC)，以及韩国气象厅(KMA)和NOAA国家环境预测中心(NCEP)被联合批准
为新的WMO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LC-LRFMME)表示满意。牵头中心目前从10个
GPC实时收集数据，并通过其网站向WMO会员以通用格式发布。理事会敦促会员利用GPC
和牵头中心网络上的产品，并敦促CCl和CBS促进并指导GPC产品在RCC、RCOF和NMHS
业务气候预测活动中的使用。
3.2.3.8
理事会认识到一些GPC的作用将得到扩大，以便向拟议的GFCS提供年季到十年
季的预测。理事会欢迎英国气象局的声明，它愿意扩大其GPC的作用，以满足新的需求。
3.2.4

区域气候中心(RCC)

3.2.4.1
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和用户团体对建立区域气候中心，以便提供全套区域尺度气
候信息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理事会强调WMO有责任确保RCC活动对全球和国家活动进行补
充，并遵守标准和准则，确保它们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
3.2.4.2
理事会注意到最近在修订《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 手册》第1卷(全
球部分)方面取得的进展，从而确定了设立WMO RCC 的程序。理事会对CCl、CBS、区域
协会和秘书处共同努力完成任务表示称赞，并通过了决议4(EC-61)–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
3.2.4.3
理事会认可中国和日本在RA II RCC试验项目中的协调努力，并满意地注意到北
京气候中心(BCC)和东京气候中心(TCC)成功地展示了其满足正式WMO RCC所需的必要能
力，并被指定为第二区协的WMO RCC。此外，理事会欢迎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沙特
阿拉伯和俄罗斯联邦也受邀启动建立RCC的行动。注意到第六区域协会(欧洲)已启动在该
区域建立RCC网络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气候资料节点(荷兰)、长期预报节点(法国和俄罗
斯联邦)和气候监测节点(德国)，理事会敦促该区域会员为确保此项活动的成功尽可能提供
支持。
3.2.4.4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推进RCC的迅速扩展，以覆盖所有区域，特别要优先满足发展
中和最不发达国家有关气候的需求。为此，理事会对韩国国际合作机构(KOICA)增强非洲
现有区域机构的能力，以满足指定为WMO RCC的要求表示满意。理事会敦促秘书长为RCC
的发展推动此类行动，以获取更多的预算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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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
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气候及相关的天气、水和环境事务工作组(ECWGCWE)第二次会议(2009年2月11-13日，日内瓦)的报告，并注意到该组将讨论重点特别放在
“对WCP和气候议程的审查”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方面。
3.2.5.2
理事会注意到， ECWG-CWE研究了对WCP的重新定位，并强调指出，WCP应
主要着眼于加强气候服务，并且这些部门应当把足够的重点放在与用户的互动上。理事会
赞同ECWG-CWE的意见，以GFCS形式出现的WCC-3预期成果符合气候议程的许多既定目
标。
3.2.5.3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ECWG-CWE的报告，虽然GFCS将包括WCP的大多数组成
部分(即WCDMP、WCASP和WCRP )，但仍应由UNEP负责更新WCP WCIRP。理事会同意
ECWG-CWE的建议，不要试图振兴IACCA ，而是要利用联合国“协调一致”的倡议来协调
联合国层次的气候问题。因此，理事会敦促秘书长与WCC-3的筹备一起启动与气候议程和
IACCA所有主办方的磋商，为这一过渡做好准备。
3.2.5.4
理事会注意到ECWG-CWE建议将气候议程最终正式退出，以GFCS取而代之，但
它同意将关于WCP和气候议程的最终建议推迟至EC-62。
3.2.5.5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协调一致”的新倡议加强了联合国各机构间的协调，该倡
议是针对气候变化活动在整个联合国系统采取相互一致的方法。理事会还赞赏WCC-3将为
联合国系统提供一个独特的论坛，着重讨论把气候知识应用于为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提供
支持。为此，理事会同意WMO应努力在将来成为联合国倡议中该主题的“知识库”，并充分
利用好提供给WMO和UNESCO的机会 。
3.2.6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WCC-3)

3.2.6.1
理事会注意到WCC-3国际组委会(WIOC)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2008年9月3-5日，
日内瓦；和2009年3月16-18日，德国波恩)的成果，以及秘书长有关此次大会的筹备进展报
告。它还注意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气候大会的基础上，WCC-3将进一步推动气候观测、研
究和服务的发展。
3.2.6.2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在为WCC-3筹集资金以及在会议组织方面加强与其他联合国
机构和国际组织及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它赞赏秘书长安排了几次向各国
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提供情况通报，让它们参与推动高层代表参会。它还感谢澳大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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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西班牙、瑞士和美国(USA)政府，以及欧
盟、FAO和UNEP支持WCC-3的承诺。理事会还感谢瑞士、美国和肯尼亚政府为会议组织工
作提供除以上支持之外的实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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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
理事会获悉已在WIOC的指导下拟订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概念，以此
作为WCC-3的一项结果建议，包括WMO技术委员会主席(PTC)、执行理事会气候及相关的
天气、水和环境问题工作组( ECWG - CWE )等WMO机构对确定其内容和方向做出了贡献。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GFCS源于EC-60批准的WMO 倡议，但希望EC研究任务小组进一步
做出贡献。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WIOC努力促进其它国际组织和相关部门包括私营部门参与
其有关WCC-3的活动，并全力支持在进一步细化GFCS 时继续推进此项工作。
3.2.6.4
理事会支持开发拟议的GFCS并注意到其成功实施将有助于推动改善现有的气候
服务，推动开展针对部门和用户的服务，推动能力建设，在提供和应用气候服务方面建立
更有效的提供方-用户界面。因此它将有助于减轻灾害风险、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经济
发展，然后会向社会提供近期和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包括WMO会员及其NMHS。
3.2.6.5
因此，理事会赞同GFCS的总体概念可建立在一个加强的观测和监测组成部分(
得到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强有力的支持)基础上；一个加强的研究和模拟组成部分(
得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强有力的支持)；一个新的世界气候服务系统(WCSS)，它
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用户衔接计划(UIP)，它需要与部门用户相互
紧密互动。 理事会强调在开发和运行CSIS和UIP时，利用现有的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WCDMP)、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WCASP)，尤其是气候预测和服务(CLIPS)项目、
GDPFS以及其他WMO计划的相关部分十分重要。此外，理事会强调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除
WMO以外的气候服务提供方和应用部门的参与，它们正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开展工
作，为现有的各项活动提供新的重要的力量。理事会赞赏秘书处制定了GFCS概念文件，并
敦促根据WCC-3的成果 继续与WMO伙伴组织合作，以确保多学科方面的支持。
3.2.6.6
理事会认识到，现有的和拟议的作为GFCS部分内容的全球和区域气候服务提供
和应用机制的建立和持续运作可以使会员受益(特别是GPC、LRF-MME和长期预报标准检
验系统牵头中心(SVSLRF)、RCC、RCOF、以及目前提供一系列气候服务的其他RSMC)。
同时，借助它们的能力来支持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特别是参与和改进用户联络以及为国
家和地方级用户开发产品和交付服务。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尽一切努力确保NMHS与其伙伴合
作，并在提供GFCS服务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使GFCS可行和具有持续性。因此，理事
会敦促秘书长在ECWG-CWE的同意下就以下内容准备一份立场文件，即WMO的各项计划
如何才能成为GFCS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借助NMHS的独特能力。同时，提请秘书长积极促
进这些拟议的GFCS要素作出贡献。
3.2.6.7
理事会强调NMHS在其国家层面的气候观测、研究和提供服务中发挥了基础性作
用，并且人们目前日益重视应用更加综合的办法来开展天气、气候和水的观测、研究并提
供服务。认识到拟议的GFCS大多数组成部分将需要NMHS与其合作伙伴服务提供商以及用
户群体进行合作，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由于WMO、其他UN机构和ICSU发起的GCOS和
WCRP，各个NMHS以外的机构已经大力参与到观测和研究部分。理事会鼓励开发类似的计
划以吸引NMHS伙伴组织和其他用户群体广泛参与GFCS新提议的CSIS和UIP组成部分。理
事会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可能需要援助以参与提议的GFCS，因
而敦促发达国家会员在其实施GFCS的努力中促进发展中国家会员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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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8
理事会注意到ECWG-CWE的建议并要求秘书长确保与WMO合作伙伴组织协商，
在Cg-16之前及时确定建立GFCS和调整WCP的全面提案，以供EC-62进行彻底审议。
3.2.6.9
理事会欢迎秘书长采取行动，通过各国日内瓦代表团以及WMO常任代表，与会
员就拟议的会议宣言内容进行协商。理事会感谢瑞士政府牵头进行政府间协商/谈判。在对
最新版的会议宣言草案进行审议之后，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在进一步协商/谈判宣言草案
时，尽可能考虑WMO组织机构的意见。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在必要时激活其它进程，以便
在大会的高层会议开幕之前就宣言文本草案达成广泛共识。理事会还强调，正如最终会议
宣言所阐述的那样，必须向拟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UNFCCC第15次缔约方大会
通报WCC-3的成果。
3.2.6.10 理事会获悉， WIOC建议在WCC-3之后将GFCS进一步转变成一项行动计划，此
项工作拟由WMO秘书长召集的由独立顾问组成的高层特设专题组负责实施。理事会还审议
了拟议的专题组职责范围的WIOC草案。认识到需要就WCC-3的成果采取迅速而有效的后续
行动，理事会建议以如下方式成立专题组，以确保落实责任并在职责范围内运行，以便及
时地提供有效而现实的结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使用WIOC制定的职责草案作为进行事先协
商的基础，尽快建立和召集拟议的专题组，并在确定和发布WCC-3大会宣言之后立即开展
工作，以及确保专题组的人员组成对地域、性别和专业知识进行了适当的平衡。理事会最
后建议，WMO秘书长通过行政首长协调会(CEB)向联合国系统迅速提供一份专题组编写的
行动计划。同时，在‘联合国系统协调一致’的气候知识库活动中对该行动计划进行审议。
3.2.6.11
认识到有必要促进气候在主要社会经济部门的应用，并注意到必须与用户部门建
立伙伴关系以实现更有效的气候应用，理事会敦促WMO及其伙伴机构在实施GFCS时充分
考虑WCC-3取得的分行业的成果(通过白皮书阐述气候信息在各部门的应用)。
3.2.7

为改进气候预测和评估开展能力建设

3.2.7.1
理事会认识到，CLIPS培训班和RCOF对加强NMHS的能力建设作出了显著贡
献，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NMHS，使它们能够开展气候预测和评估。考虑到仍须持续开展
培训活动，同时鉴于在组织区域CLIPS气候培训班方面的资源限制，理事会敦促WMO区域
培训中心(RTC)将CLIPS课程纳入其常规培训计划，并特别注意在气候活动中与RTC合作开
展对“教员的培训”。
3.2.7.2
理事会赞赏一些会员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气候服务能力建设
方面做出的努力。理事会敦促所有参与此类能力建设活动的机构协调它们的努力，确保它
们互为补充，从而优化利用现有资源。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供有关能力建设活动的信息并
支持区域协会工作机构的活动及其跨区域合作，从而支持开展上述协调活动。理事会敦促
会员和秘书处继续支持各种气候培训研讨会，以便使NMHS能为各个部门的决策和用户提供
高质量的气候资料、信息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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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

3.2.8.1
理事会忆及Cg-15曾委托CCl审查CLIPS项目并提出其未来发展实施计划。对此，
理事会赞同CCl管理组的建议，即作为一个项目，如果GFCS继承CLIPS的遗产，CLIPS应该
有一个合适的完成日期，并汇总其成就(如 RCOF )。在此，理事会要求CCl在其下次届会
(2010年2月，CCl-15)上明确委员会在GFCS实施方面将发挥的作用及其未来工作计划，将
其并入秘书长拟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综合建议。
3.2.8.2
认识到需要理解WMO会员目前从事与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有关的部门特定活动
的范围基准，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参加WMO秘书处在2008年10月启动的网上调查，以便评
估NMHS在本国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中的现有作用和潜在的未来作用。
3.2.8.3
理事会认识到海洋在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气候变化和变率对海洋环境
的影响。因此，它对2009年世界海洋大会的成果(包括通过的马纳都海洋宣言)表示欢迎。
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今后继续支持此类重要活动，并提请会员和伙伴(包括诸如WCC-3
等有关活动)关注这些成果。
3.2.8.4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日本气象厅计划于2009年7月举办东京气候大会，并邀
请亚太地区气候信息提供方和用户的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理事会希望将会议的成果提供给
WCC-3。
3.3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议题3.3)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WMO有关水的倡议将支持NMHS 的业务活动。这些倡议对
于水资源评估及改进水文和洪水预报十分重要。它们将为各有关洪水风险评估的国家机构
及气候变率和变化适应的需求提供服务。为支持上述的活动，与各个有关水的组织建立
了合作伙伴关系，并将增强会员的能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作为重
点。理事会注意到以下的文件也涉及WMO有关水的活动：有关预期结果4(整合WMO的观
测系统)的议题3.4；有关预期结果6(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的议
题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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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题
4.2；预期结果8(会员和合作组织在决策和实施中更广泛地利用天气、气候和水产品)的议题
5(1)；和预期结果9(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
能力)的议题6.2。
3.3.1

水文学委员会

3.3.1.1
理事会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进展/活动报告的重点是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
的结果。理事会尤其赞同CHy-13 通过的作为其休会期间2009-2012年工作优先的四个主题领
域。它们是：质量管理框架(QMF–水文学)；水资源评估；水文预报和预测；和水、气候和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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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为使其活动与WMO战略计划确定的优先相一致所采取的办
法，并对CHy主席提交本次理事会届会的报告与秘书长的报告相结合表示赞赏。这明确表
明，HWRP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委员会和秘书处的补充行动。
3.3.1.3
理事会注意到CHy-13向理事会提出了两项建议，它们都包括在决议1(CHy-13)–
WMO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学，它们涉及对“法定出版物”的明确定义以及“标准”一词的使
用。在审议了CHy-13 报告，包括届会通过的决议和建议，理事会在决议 5(EC-61)– 水文学
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中记录了其相关决定。
3.3.1.4
理事会欢迎水文学委员会采用的针对部分重要文件开展届会前电子讨论的做法，
此举使专家能在不亲自到会的情况下参与会议，它建议其他技术委员会评估这一做法，以
便其今后召开的届会采用。
3.3.1.5 理事会鼓励会员向CHy的开放专家组提名更多的专家。他们应包括积极参加CHy四
个主题领域的牵头专家。它还注意到该委员会为开展活动越来越多地利用电子媒体，尤其
是电子白板和电子论坛，它支持对这些工具继续加以开发，旨在加强相关项目和计划的沟
通和反馈机制。理事会鼓励会员帮助自己国家的专家为在电子白板和电子论坛上讨论的问
题和主题做出贡献。
3.3.2

其他活动

3.3.2.1
理事会赞赏在落实六项HYCOS项目方面取得的进展，要求秘书长考虑开发一些
其他的组分，包括一个新的东南亚项目(SEA-HYCOS)，解决区域的跨边界流域的需求。理
事会还要求秘书长做出特别的努力以确保WHYCOS国际咨询组(WIAG)提出的建议能得到
执行。
3.3.2.2
理事会还欢迎在建立洪水综合治理咨询台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认识到倡议提供一
个以需求为导向的机制十分重要，以便继续提供洪水管理政策和战略方面的指南及加强它
们的能力。它还注意到该倡议得到WMO在洪水治理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的广泛支持。
3.3.2.3
理事会对非洲水机构、欧盟以及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荷兰、西班牙和美
国政府为WHYCOS、有关洪水治理的各项计划、咨询台、山洪指导系统和HWR方面的能力
建设活动提供的财务支持表示感谢。
3.3.2.4
理事会注意到WMO积极参加了第五次世界水论坛(2009年3月16-23日，伊斯坦布
尔)，以及为提高WMO的知名度和强调NMHS在水方面的作用所作的最大努力。为促进水
文和水资源管理部门作为气候信息用户方的利益攸关者参与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已开展一
些列活动。它还注意到WMO在第五次世界水论坛上为推动获取和交换水文资料和产品以支
持决议25(Cg-13)的落实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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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5
虽然认识到区域协会需要根据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RBM)原则理顺自己的结
构，理事会对最近终止区域水文工作组或将它们并入气候和水工作组的趋势表示一定的关
切，这可能会给NHS在业务水文领域的传统/基础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理事会因此敦促区域
协会在宣示它们的需求和重点时须包括并考虑所有有关水文/水的需求(例如，有关业务水文
预报和警报的需求)，不要将自己局限于新出现的有关气候变化和变率的影响方面的需求。
它还要求CHy主席、区域协会和秘书长继续加强气象和水文界的沟通和合作。由欧盟资助，
20多个国家积极参加的第六区协欧洲洪水警报系统(EFAS)项目已经为此类合作树立了榜
样。EFAS利用ECMWF的中期天气预报和各NHS的观测资料提供提前3-10天的全欧洲中期洪
水模拟。
3.3.2.6
理事会注意到WMO区域协会正在或已经开展了诸多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项
目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包括山洪指导系统项目和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理事会认识到
需要在各技术委员会积极支持下搭建一个总体框架，以协调联合的区域项目和区域性的举
措，其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覆盖整个WMO，以区域优先为导向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这
尤其适合于由各WMO计划开展的示范项目。
3.3.2.7
理事会注意到在水文预报和预测方面有一些列的研究项目，它们采用了耦合模拟
系统，并且WWRP-THORPEX和WCRP(通过GEWEX)与水文学家和NMHS一起参与了对这
些项目科学问题的协调。理事会鼓励CAS和WCRP作为用户代表与CHy进行联系，以帮助开
发下一代预报系统。它还建议CAS担任拟议的WMO实施洪水倡议跨委员会专题组的成员。
理事会注意到WMO正密切联系UNESCO的国际水文计划(IHP)以便避免在水文方面的重
复。
3.3.2.8
理事会注意到WMO正与UNESCO的国际水文学计划(IHP)密切联系，以便利用这
两个计划之间的协同作用，并避免在水文学领域的任何重复/重叠。
3.4		

整合WMO的观测系统(议题 3.4)

3.4.1
理事会注意到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对会员的重要性，因为该系统将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各个重要的观测系统都纳入同一框架下。考虑到WIGOS在技术的
使用、要素的测量和感应器的位置等方面涉及范围很广，WIGOS进一步发展所涉及的问题的
讨论必然非常复杂。
天气
区域基本天气和气候网(RBSN/RBCN)
3.4.2
理事会注意到全球趋于基本天气网(RBSN)和区域基本气候网(RBCN)的实施趋
于稳定，还注意到各个区域RBSN/RBCN的实施情况及资料的可利用率不尽相同。理事会特
别关注RA I和RA III基本网络的可持续性以及这些网络资料较低的可利用率。因此，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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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基本网络，特别是在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并要求来自发达国家
的会员协助筹措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观测的可持续性。
3.4.3
理事会认为RA I上层大气测量的匮乏部分是因为高昂的耗材给会员带来了挑战，
并注意到RA I于2003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关设备采购、生产、维护、维修和校准的
会议，会议建议秘书处采取有关批量采购耗材的后续措施。

GOS的发展
3.4.4
理事会注意到CBS各专家组，以及来自其它技术委员会的合作者为制定“2025年
GOS远景”所做出的宝贵贡献。理事会在决议6(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
告，关于综合观测系统中通过了这一远景。在这方面，理事会要求CBS制定新版本的GOS空
间和地基子系统发展实施计划，该计划将纳入“2025年GOS远景”。

观测系统试验
3.4.5
注意到由CBS-14批准的有关各种观测系统对NWP影响的第四次研讨会颇有价
值的结论和建议，理事会要求CBS和秘书处于2012年组织第五次研讨会。它还要求CBS与
CAS，以及EC的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在THORPEX、AMMA和IPY的活动中更紧密
地互动，考虑到GOS未来的发展，需要这些试验和活动留下的遗产以并需要建立与区域协
会的可持续协调机制。

自动气象站
3.4.6
理事会注意到，在各技术委员会提出了新的意见后CBS批准了修订的自动气象站
功能规范，并在决议6(EC-61)中通过了这些规范。
3.4.7
理事会还注意到，CBS批准了“面向多用户的标准AWS基本变量集”，并在决议
6(EC-61)中通过了该变量集。

飞机观测
3.4.8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WMO AMDAR专家组在其第十一次会议(2008年11月
19—21日)上宣布，AMDAR计划已经完全业务化。所宣布的业务化涉及通过AMDAR系统
收集并在气象界中使用的风、温度和气压观测资料。理事会要求CBS和CIMO促进为所有主
要类型和型号的飞机装载具有通用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的适当的湿度传感器。
3.4.9

考虑到AMDAR观测的成本效益和提供更好的廓线资料分发的潜力，理事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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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从国家领土外收集AMDAR资料，并通过GTS进行交换。理事会
进一步要求会员通过实施资料优化系统，增加AMDAR观测的成本效益。

空基观测
3.4.10
理事会对其会员运行的卫星系统表示赞赏。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通过GOES-11、
GOES-12、Meteosat-9、Meteosat-7、FY-2C/D、MTSAT-TR的部署，以及覆盖南美的GOES10、快速扫描欧洲的Meteosat-8和覆盖印度洋的Kalpana-1和INSAT-3A的补充，提供了地球
静止观测覆盖。尽管如此，它注意到GOES-10 将于2009年12月离开轨道，并鼓励WMO与
CGMS和相关机构磋商以解决继续这一宝贵的服务的需求问题。理事会希望2009年GOES-O
的发射和2010年GOES-P的发射可以使NOAA考虑在2010年飓风季之前实施GOES-10的替代
任务。理事会还注意到极轨业务气象卫星包括Metop-A, NOAA-19, FY-1D, FY-3A，以及准业
务和备用卫星进行补充，OSTM/Jason-2卫星从66°轨道提供海面形态的参考观测，海洋雷达
高度测量已在向业务状态过渡。一些R&D卫星已广泛应用于支持业务活动。
3.4.11
理事会注意到在新的2025年GOS远景中空基观测的实质性增强；它强调，该远景
期望一些重要的卫星使命从试验向业务状态过渡。理事会强调WMO与空间机构间为实现这
一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建立积极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3.4.12
为了把空基观测带来的效益拓展到所有的WMO会员，理事会鼓励在区域层面采
取行动，以解决WMO会员所提出的在获取和使用卫星资料与产品方面的各种局限性。它欢
迎EUMETSAT宣布有关AMESD项目的继续实施、PUMA站点的替换、2010年将于布基纳法
索召开的第九届非洲用户论坛以及EUMETSATCast在RA I产品分发群的建立。
3.4.13
理事会对卫星气象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的五年战略，及其通过两个新的英才中
心进行的扩展表示欢迎，两个中心分别位于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和俄罗斯联邦的莫斯科。
3.4.14
代表。

理事会欢迎计划建立一个跨计划的空间天气协调组，它包括来自CBS和CAeM的

3.4.15
注意到空基观测对WMO活动的日益增加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挑战和机遇，理事
会在所通过的决议6(EC-61)中建议，会员可在适当时通过预算外和实物支持对已编入预算
的空间计划的资金给予补充，以此来增加其对WMO空间计划活动的支持。

大气化学成分测量
3.4.16
理事会承认迄今为止WMO的GAW计划在组织全球综合气溶胶观测系统方面所发
挥的领导作用，该系统在天气、气候和空气质量的预测与分析中使用。理事会赞同为组成
GCOS网络，并使该网络与WMO沙尘暴警报咨询和评估系统的发展相连接所采取的步骤。
3.4.17
理事会鼓励正在开展的全球降水化学评估工作，此项评估把观测与模式模拟结
合起来。理事会获悉了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专家组工作组 38(GESAMP WG 38)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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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该工作组是由GESAMP建立的，旨在对大气排入海洋的化学物质进行评估。GESAMP
WG 38的一项职责是：“……与WMO的降水化学资料合成与一致性项目合作，对海洋界的需
求进行评估，并在制定WMO的这些工作项目时协助对需求做出明确的阐述。”总之，WG 38
认识到沿海和公海测量资料(湿、干、大气和海水浓度)的严重匮乏要求必须改进有关化学
物质排入海洋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此建议继续进行降水中硫、氮、矿物质和海盐离子的测
量，可能的话，测量有机酸。
气候
3.4.18
理事会忆及WMO的气候观测活动是作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一部分来
开展的，其中WMO、IOC、UNEP和ICSU提供了支持。他认识到GCOS是由GOS相关气候部
分、GAW、IOC主导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FAO主导的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
组成的。它对观测系统伙伴在GCOS实施中的长期合作表示满意。理事会还注意到在某些方
面，GCOS与WIGOS的理念类似，因为它旨在将许多观测形式整合为一个可互相操作的框
架。WIGOS旨在在WMO的职责下满足天气、气候和水相关部门的需求, 而GCOS则要满足
WMO职责内外所有气候部门的需求。

国家协调员和牵头中心
3.4.19
理事会重申其对会员的如下要求：建立GCOS国家委员会，确定GCOS国家协调
员，以促进有关气候观测系统的协调一致的国家行动，同时考虑GCOS的国际联合赞助。
3.4.20
理事会注意到，目前有9个CBS GCOS牵头中心，CBS-14批准了这些中心新的职
责和责任范围。在决议6(EC-61)中通过了对CBS GCOS牵头中心结构的改革。

WCRP与国家协调员和牵头中心
3.4.21
理事会注意到WCRP观测和同化专家组(WOAP)第三次会议的成果，并同意基于
研究的资助，包括用以支持由WCRP主办的活动的资助，是支持气候观测的一条重要渠道。
它欢迎WCRP旨在改进气候资料记录的活动，以使其应用于气候变率和变化的研究与评估，
并根据算法协议协调对记录的再处理工作。

CEOP
3.4.22
理事会要求那些开展与新的WCRP GEWEX协调能源和水循环观测项目(CEOP)区
域水文气候项目(以前的大陆尺度试验)有关的活动的会员，按照其标准为CEOP提供信息。

大气
GRUAN
3.4.23
理事会欢迎对首批六个GRUAN站点的指定，赞扬那些承担上述站点的会员的贡
献，并鼓励它们继续提供支持。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已就确定GRUAN运作模式采取了
的初步步骤，同时适当考虑到WMO现有的各种网络、手册和指南。它敦促会员与C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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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以及GCOS/WCRP的AOPC合作，协助进一步实施GRUAN，包括努力完善标准和程
序。

海洋
3.2.24
理事会认识到海洋观测是在GOOS背景下展开的，该观测不仅支持气候，还支持
业务气象、海洋学和WMO、IOC的其它关键计划。同时，JCOMM在GOOS中提供了实施机
制，NMHS在GOOS中负责实施和维护全部或者部分主要的组分，比如自愿观测船 (VOS)计
划和海面漂浮站网。
3.4.25
注意到自EC-60以来总体海洋观测系统的完成率一直停留在60%的水平上，理事
会要求会员在自己的职责内承诺提供额外的资金，以确保观测组件和可持续性最终得到完
全的实施。理事会特别注意到，虽然洋面漂流浮标网原则上已全面实施，但并非所有的漂
流浮标仪器都是如此，其中包括气压测量。因此，理事会敦促会员参加DBCP的气压表更新
方案，并在所有的漂流浮标上安装气压表。
3.4.26
考虑到对满足气候应用要求的高质量观测资料的需求，理事会要求会员参加VOS
气候项目(VOSClim)，以确保所需要的更多元数据和质量要素能够正确地记录和分发，并
与航运业合作，以维持和增加VOS的信息交换。同时理事会认识到港口气象官目前在招募
和维持VOS以及记录重要的元资料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敦促会员尽可能继续扩大这一关
键的资源以支持海洋观测系统。
3.4.27
理事会要求JCOMM协调对高成本效益全球实地海浪观测技术的开发，以便为减轻
灾害风险监测极端海浪事件、海浪模拟和卫星海浪测量的检定和验证提供支持，它提请会
员通过布设和测试原型仪器以及评估海浪测量仪器为该项技术的开发提供帮助。理事会进
一步要求JCOMM考虑建立乘波定锚浮标网，尤其在风暴滋生和发展的资料稀缺的洋区。理
事会敦促拥有岛屿的会员考虑安装这类装备并通过GTS交换获得的资料。
3.4.28
理事会注意到JCOMM关于建立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的WIGOS试点项目，并
提请会员考虑在试点基础上提供国内的设施开展此项工作，以便验证RMIC概念。
3.4.29
理事会忆及在2008年12月的联大届会上，联大指定每年的6月8日为世界海洋日。
因此，鉴于NMHS开展的海洋观测工作十分重要，它高兴地认识到并支持在这一议题下的这
一国际日。

陆地
3.4.3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GTOS 2008年11月提交给UNFCCC的报告，报告题为“陆地
区域基本气候变量标准的制定状况评估进展”。理事会赞同制定涉及陆地ECV观测的UN/ISO
框架的建议，并强调WMO需要通过其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在这一框架内有自己适
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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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圈
3.4.3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关于“全球冰雪圈监测(GCW)：背景、概念、现状、后续步
骤”的报告。理事会赞同发展GCW的后续步骤如下：开展试点或示范项目，以证明GCW的
可行性；启动寒冷气候区域的基准站网，该站网运行一项可持续的、标准的冰雪圈观测计
划；在GCW框架内发展一种旨在实施综合全球观测战略(IGOS)冰雪圈主题建议的机制；确
定作为GCW一部分的冰雪圈观测资料源和系统；建立一个借以访问资料和信息的试验门户
网站，并制定资源需求，以支持正在国家、区域和WMO秘书处层面开展的GCW业务。理事
会还要求GCW参与在不同区域的试点和示范项目，包括有冰川的热带地区。
3.4.32
理事会要求编制一项GCW的实施战略，供2011年的WMO大会审议。理事会注意
到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将为GCW的实施提供指导和动力。鉴于非常期望并迫切
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冰雪圈监测网，理事会强烈敦促会员参与GCW的建立，并要求会员提供
直接捐助和实物捐助，以支持GCW发展的后续步骤。理事会敦促秘书长促进这些工作和其
它工作，以增加用于支持GCW活动的预算外资金。

全球大气监视网(GAW)中涉及气候的观测系统
3.4.33
理事会认识到迫切需要一些有效的工具，以便在全球基础上估算大气与地球表面
之间二氧化碳的交换，这些工具将为国家和国际的二氧化碳减排，以及在UNFCCC之下制
定的减排政策提供支持。本次届会赞同CAS管理组的建议，即WMO应在发展一个综合性的
全球碳观测、预报和评估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理事会注意到，WMO-GAW全球二氧化碳
和甲烷监测网络是一个综合的GCOS网络，它与GAW的碳循环模式和相关的研究计划相结
合，将形成未来业务跟踪系统的基础，那些研究计划是借助主要NWP中心的业务气象分析
在反演模式下运行的。为进行碳跟踪所必需的观测包括地基、飞机和卫星的二氧化碳与甲
烷测量。理事会建议，正在GAW、WWRP、WCRP、GCOS、WMO空间计划、地球观测卫
星委员会(CEOS)、GEO，以及全球综合碳观测国际计划办公室之间开展的有关发展一个业
务碳跟踪观测/模拟系统的研究工作应当继续。

空间气候监测
3.4.3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空间机构承诺继续努力满足由GCOS提出的气候监测对可
持续、全面和基于卫星的资料集与产品的要求。理事会注意到在实施全球空基相互标定系
统中取得的进展，该系统有助于卫星系统的整合，以及气候监测所要求的卫星资料的一致
性；还注意到在建立气候监测环境卫星资料可持续的协调处理(SCOPE-CM，过去称为R/
SSC-CM)中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敦促会员与空间机构一起支持正在开展的各项工作。它
对ESA通报其气候变化举措针对GCOS关键气候变量表示欢迎。

GCOS 2009年实施进展报告
3.4.3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GCOS 2004—2008年实施进展报告草案，该报告对会员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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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施代理方”在推进2004年的GCOS报告中确定的131项行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评
估，2004年报告题为“支持UNFCCC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理事会也欢迎GCOS秘
书处和指导委员会发起的更新2004年实施计划的举措，并敦促会员为这两个草案报告提供
意见。
水
3.4.36
理事会注意到，目前在一区协、二区协、四区协和五区协有六个WMO发起的
水文观测系统项目正在实施(尼日尔-HYCOS、沃尔特-HYCOS、SADC-HYCOS、湄公河
-HYCOS、加勒比-HYCOS和太平洋-HYCOS)，并对52个会员中有30个以上来自最不发达国
家和21个来自SIDS表示欢迎。
交叉问题

国际极地年(IPY)2007-2008
3.4.37
理事会注意到，由于IPY的成功实施，取得了一些主要与WMO的责任范围有关的
重要成果：
(a)

通过建立新的台站或对其进行现代化，以及通过部署自动气象站和高空探测系统，
扩充了极地区域的地基气象网络，

(b)

在北极和南部海洋，在广泛应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综合观测系统，这些技术
如滑翔机、冰系留廓线仪、配备有传感器的海洋动物、Argo浮标和其它技术；

(c)

创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卫星资料和产品系列，这要归功于空间机构采用的协调
方法；

(d)

在水分循环和冰雪圈研究方面实施新的举措。

3.4.38
为了确保IPY观测系统的遗产，理事会同意通过它的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
组与IPY观测遗产举措建立伙伴关系，并鼓励进一步努力在南北极地区发展区域观测系统，
以加强现有的全球观测系统。
仪器标准和最佳规范
3.4.39
由于认识到对标准化的需求正在日益增加，以及预期可以从标准化中获得的效
益，理事会同意CIMO管理组关于编制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手册的建议，它将作为WMO技
术规则的一个附录，理事会要求CIMO在必要时与有关的技术委员会合作，着手编写该手
册。理事会建议手册的制定须考虑到一些方面，如不同观测系统的互操作性以及用物理单
位来报告观测变量，这些单位在进行观测时在技术上具有独立性。理事会还注意到元资料
和开发元资料标准日趋重要，以及需要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考验仪器的牢固性。

无线电频率协调
3.4.40
对于分配给气象系统和环境卫星的所有无线电频段的威胁正继续日益发展，并
且在向新的商业无线电通信系统扩展。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确保继续与其国家的无线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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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管理部门进行协调，并积极参与涉及气象和相关活动的无线电通信管理问题的国家、区
域和国际活动，为此可以参考最近出版的新的ITU-WMO联合手册：“气象无线电频谱的使
用：天气、水、气候监测和预报”，以及WMO有关下一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1)的
初步立场，它是由CBS/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组编写的。
WIGOS概念的实施
3.4.41
理事会考虑了WIGOS概念的发展与实施现状，并同意下列会议的讨论结果：
2009年5月6—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执行理事会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
工作组(EC-WG/WIGOS-WIS)第二次会议；2008年11月10—1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该工
作组的WIGOS小组第一次会议；2009年3月23—24日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斯克举行的CBS
WIGOS技术会议；以及2009年3月25日—4月2日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斯克举行的基本系统委
员会第十四次届会(CBS-14)，在以下各段落中将对这些讨论结果加以概述。
3.4.42
根据CBS-14的建议，理事会同意，CBS主席应作为EC-WG/WIGOS-WIS的当然
成员，以及该工作组的WIGOS小组体现了CBS在进一步发展和实施WIGOS举措中的主导作
用。
3.4.43
考虑到会员参与WIGOS活动的重要性，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和有关的技术委员会向
会员提供有关具体预期的对会员的效益方面的信息，并向会员提供它们须开展的 WIGOS相
关活动的指导。理事会还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和LDC在实施WIGOS时面临的挑战，并强调需
要开展有关能力建设方面的活动。

WIGOS的运作概念以及发展和实施计划
3.4.44
理事会通过了WIGOS的运作概念(CONOPS)和WIGOS发展与实施计划(WDIP)
的更新版本，2009年5月6—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EC-WG/WIGOS-WIS第二次会议批准了该版
本(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WIS/reports.html)。理事会重申，会
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应在WIGOS概念的测试、发展和实施中积极合作，并为WDIP做
出贡献。
3.4.45
理事会强调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对WIGOS从概念到现实所需花费的成本进行
过核定的发展与实施战略，该战略特别应当涉及技术与协调方面的挑战和相关的任务与职
责；从WIGOS项目和其它活动汲取经验教训的程序；旨在确保使WIGOS的效益能惠及所有
会员的能力建设需求；以及规定在WIGOS的进一步发展中整个WMO系统的明确职责。
3.4.46
理事会要求WIGOS实施战略明确指出，它是对WIGOS系统实施计划的补充而不是
重复，如GOS、WHYCOS和GAW。 此外，战略应明确区分GCOS(针对气候的综合性系统)
和WIGOS(综合各项观测系统以满足WMO在该领域活动方面的需求)。

WIGOS示范(WDP)和试点项目(WPP)
3.4.47
理事会强调区域协会在参与WIGOS及发挥领导作用十分重要。它注意到四区协的
两个重点：(i)WIGOS 在雷达方面的示范项目；(ii)水文学-减轻灾害风险项目(与世界银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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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展示如何整合不同领域的资料。理事会强调开展项目的数量，并鼓励区协与技术委员会
开展合作。
3.4.48
理事会敦促会员和技术委员会负责为WDP和WPP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和工
作计划，计划应具有明确的任务、活动和可提供的服务，并考虑EC-WG/WIGOS-WIS所提
供的指导。
3.4.49
理事会建议，当前WIGOS概念的实施进程应把重点放在概念测试阶段，它依赖
于由NMHS和技术委员会分别发起的WDP和WPP项目的进展；随后的“实施”阶段将与WDP
和WPP的结束和反馈意见的收集工作相衔接，根据适当的评估标准和商定的整合/实施过程
加以开展。
3.4.50
理事会欢迎新的WPP，即(a)全球空基相互标定系统，它是作为WMO与气象卫星
协调组的一项联合举措，以及(b)GCOS基准高空网络实施项目。
3.4.51
理事会对以下问题表示关切：测试WIGOS概念的现有的时间框架，它受到某些
WIGOS项目启动较晚的影响；通过对WIGOS信托基金的捐助所提供的资金十分有限，这些
资金旨在支持正常预算提供的有限资金；缺少WIGOS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支持。理事会
注意到，存在这样一种高风险，即资金的匮乏将使得一些计划用于及时发展和测试WIGOS
概念的WPP/WDP无法完成。在这方面，理事会要求会员通过为WIGOS信托基金提供捐助来
支持WIGOS WPP/WDP，以及通过援派专家来支持规划办公室，以加快WIGOS的发展和实
施。
WIGOS未来发展指南
3.4.52
根据对EC-WG/WIGOS-WIS 建议的审议，理事会重申对第十六次大会后与WMO
合作伙伴及其观测系统进行合作，进一步开发WIGOS理念及其实施表示坚决支持。它要求
秘书长为推动WIGOS从理念至现实所需开展的活动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资源，包括必要
的对WIGOS规划办公室的支持。
3.4.53
它强调使GCOS与WIGOS规划相吻合以确保WIGOS的气候部分有效地与GCOS、
GTOS和其他气候相关的全球观测系统相整合十分重要。
3.4.54
理事会重申所有观测组成部分的拥有权和资料共享政策，以及伙伴组织必须得到
尊重和确保。
3.4.55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发起和促进对各语种有关WIGOS 的WMO出版物的编写
(尤其是对GOS 2025年的展望，GOS空基和地基子系统的发展实施计划)，以便在各不同的
层面加强和宣传WMO观测系统的各关键计划，尤其是针对决策者。

WIGOS框架中的质量管理框架
3.4.56
理事会强调，进一步发展WMO 质量管理框架对于WIGOS未来的运作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可以就应当如何在业务规范中制定和实施质量管理框架的问题，向EC的跨委员
会质量管理框架专题组寻求一些战略建议，并将其应用于WIGOS。理事会还强调技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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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开发和实施质量管理系统方面的作用，它们的作用对改善气象和水文观测是必需的。
3.4.57
科技界和业务部门应通过开展观测系统试验、观测系统模拟试验和各种试验基地
(用于验证在不同应用领域对各类预报模式的影响)对WIGOS的资料质量和产生的效益进行
分析和仔细的调查。
3.5

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议题 3.5)

3.5.1

WIS的开发和实施战略

WIS实施计划，包括对WIGOS的支持
3.5.1.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为推动WIS的开发和实施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为在2009年底
前实施第一批候选业务GISC中心所实现的几项重要步骤使理事会受到鼓舞。理事会对会员
参与为可能成为GISC和/或DCPC的规划工作及其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和提供的资源，以及参
与共享已取得的经验表示感谢并完全赞同。理事会感谢CBS/OPAG-ISS对WIS开发和实施贡
献方面的牵头作用和高度重要性，并敦促各NMHS、技术委员会、区协和ICG-WIS继续协
作，为WIS项目计划和WIS实施计划做出贡献。
3.5.1.2
理事会强调，除了一些NMHS和组织为WIS的开发付出了可观的努力外，为确保
WIS的顺利发展，还需要额外的财务和人力资源。理事会敦促继续努力，与常驻代表一起提
高WIS预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和效益，以便进一步促使会员作出有关实施
和投资的决定。例如，理事会应解释WIS可以如何消除在提供服务方面的关键差距，从而大
大改善服务的提供和/或降低成本。理事会对已无偿提供实物和/或资金的会员和组织表示深
切的谢意。理事会提请捐助方继续为WIS信托基金捐款或援派人员，这将为WIS的开发，包
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
3.5.1.3
理事会重申WIGOS关键取决于对WIS的有效支持和服务，如，专业资料收集方
法、相关元数据的生成、收集、管理和处理，以及资料的分发和获取。因此，理事会要求
ICG-WIS与EC-WG/WIGOS-WIS以及相关技术委员会相协作，确保WIGOS试点项目的实施
和运行所需的WIS各成分和部分的开发和协调，以满足各项目的目标和需求。

规范和指南文件
3.5.1.4
理事会认同CBS通过的WIS重要文件和参考材料，包括WIS项目实施计划
(WPIP)、WIS功能架构和WIS GISC/DCPC/NC达标规范，这些文件是在ICG-WIS的协作和
秘书处的积极支持下编写的。理事会认为这些文件是未来的“WIS手册”的重要内容，并应当
进一步完善这些内容。理事会重申编写WIS手册作为高优重点并认同CBS在此方面的行动计
划。理事会还强调需要对元数据指南和开发工具进行培训。

对WIS的需求
3.5.1.5
理事会敦促各技术委员会继续积极为 “WIS滚动需求评审” 的细化做出贡献，以
确保其计划对WIS的需求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均得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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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TC)、区域协会(RA)和NMHS(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参与
3.5.1.6
理事会重申各区协参与WIS的开发与对确保其成功实施以及对共享该系统的所有
权是至关重要的。理事会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的必要性，以使它们能够参与WIS
并更早从第一批GISC和DCPC提供的服务中受益，同时考虑NMHS以及发展中国家用户的实
际能力、机遇和限制。理事会支持EC能力建设工作组的建议，即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转换到WIS以及参与WIS作为高优先事项。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二区协和四区协在此方
面采取的措施，并敦促各区协，通过相关工作组，在ICG-WIS的支持和协调下，制定并推进
试点项目，使WIS功能和服务得到早期应用，并邀请发达国家的NMHS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对
此提供支持和帮助。对此，理事会欢迎关于南部非洲WIS示范项目的信息，并呼吁该地区的
会员充分参与这一努力。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促进调动资源的努力，以支持在南部非洲的这
些倡议。

指定GISC和DCPC的过程
3.5.1.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ICG-WIS采取的后续行动，以及CBS在EC-60上要求初步确
定GISC和DCPC候选中心，这对WIS实际计划和实施至关重要。37个会员和两个组织对秘书
处的这一要求作出了响应；31个会员和两个组织确定了102个DCPC候选中心和13个GISC候
选中心；截止2009年6月9日的候选中心现状见本报告附录2。理事会强调了正在制定程序的
重要性，以便让候选中心展示WIS能力。理事会敦促有关机构使会员尽快了解关于GISC和
DCPC指定过程的技术细节。理事会赞同由CBS采取的行动计划，以便：
(a)

在Cg-15批准的GISC-DCPC指定程序的框架下开展CBS示范并评估GISC和DCPC
候选中心的能力编写指南和管理程序；其成果应当提交给即将召开的ICG-WIS会
议(2009年10月)，旨在向EC-62(2010)报告；

(b)

组织候选GISC和DCPC中心在CBS特别届会(2010)上展示其能力；

(c)

向Cg-16提交正式指定GISC和DCPC中心建议。

与相关国际项目(GEOSS)的协调
3.5.1.8

理事会审议了WIS在GEOSS框架中的作用。详情见议题5。

WIS-GTS通信结构
3.5.1.9

第15次大会(Cg-XV)认为WIS实施计划包含以下两个同时开发的部分：

(a)

A部分：在时间上、业务上要求很高的资料进行整合并一步改进GTS，包括其拓
展，以满足WMO所有计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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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通过灵活的资料发现、获取和检索服务为经授权的用户拓展信息服务，
以及及时的灵活的服务提供方式。

3.5.1.10 关 于 W I S - G T S 实 时 网 络 结 构 ， 理 事 会 同 意 C B S 有 关 区 域 气 象 数 据 通 信 网
(AMDCN)的概念，其中每个GISC负责确保在各自责任区域内通信连接和数据流得到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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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识到对于妥善开发并维护AMDCN，
不仅需要GISC的努力，而且还需要所有WIS中心(即DCPC和NC)的合作，两者同样重要。
理事会还确认了并强调了基于标准技术(如DVB-S)的卫星资料分发系统具有更合适的覆盖
范围(如：多区域)，应当整合成为WIS通信结构的一部分。理事会要求CBS和ICG-WIS与各
区协及所确定的GISC候选中心协调，进一步细化AMDCN和WIS核心网的概念和实施计划。
3.5.2

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资料的交换和管理

GTS实施和进展
3.5.2.1
理事会对各会员持续的升级并改进GTS各部分表示深切的谢意，包括点对点通信
线路，经管理的数据通信网络(如通过MPLS服务改进MTN和区域网络)，以及利用卫星分发
资料的系统(如使用DVB或DAB技术)，该系统的运行作为整合后的GTS的一部分。理事会
重申，正如Cg-15所强调的那样，通过专用通信方式推动GTS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是：
WIS作为核心通信部分用于交换和提供业务上要求很高的资料和产品。理事会敦促会员继续
其富有成果的努力，并满意地注意到CBS继续提供更新后的技术指南，并进一步制定推荐的
做法，以便尽快从迅速发展的技术中受益。理事会强调RTH在与相关的NMC协调有关向新
的有成本效益的数据通信技术(如MPLS)顺利过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3.5.2.2
理事会对CBS-14有关加强GTS业务程序的指导和建议，包括对《全球电信系统
手册》(WMO-No.386)的修订(见决议7(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关于
WMO信息系统)。理事会要求CBS继续努力，以WIS为目标，进一步改进GTS，实现WMO
所有计划的资料、产品(电报和文件)以及相关元数据的有效、灵活交换。
3.5.2.3
关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CBS一直在确保更新技术指南，以
便高效地使用互联网并最大程度降低业务和安全风险；理事会强调互联网在获取和分发大
量资料和产品、作为GTS的补充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小规模的NMHS而言更为重
要，并成为WIS资料发现、获取和检索服务的重要手段。

IGDDS的开发和实施
3.5.2.4
理事会支持全球综合全球资料分发服务(IGDDS)DVB-S基础设施在跨区域资料交
换机制的实施和用户支持服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目前，用于卫星资料和产品的DVB-S基
础设施包括广播服务、覆盖欧洲、非洲和美洲的EUMETCast(EUMETSAT)、服务覆盖亚太
地区的FengYunCast(中国)和覆盖北亚的MITRA(俄罗斯联邦)。理事会鼓励将它们作为WIS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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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业务组分进一步开发和拓展，理事会还支持WIS元数据和目录互可操作性标准的实施。
理事会还回顾了GTS和国际互联网相互补充作用，以满足各种业务和其它需求，并确保总体
上的可靠性。

与水相关的资料交换
3.5.2.5
理事会支持CHy-13有关确定在信息流和产品领域从WIS中受益的需求和安排的
决定，包括用于WHYCOS的相关元数据，并与太平洋-HYCOS项目和/或其它HYCOS项目一
起，制定一个WIS试点项目，这可由WHYCOS国际咨询组来确定。CHy-13还决定在山洪指
导系统中充分利用WIS信息流和相关元数据，作为WIS试点项目的一部分。理事会要求ICGWIS、CHy和CBS就这些试点项目展开协调、联手合作。

对早期预警系统和业务的支持
3.5.2.6
理事会注意到目前GTS对早期预警和监视信息及相关资料的交换和分发提供了有
效支持。关于在UNESCO/IOC管理和WMO协调下，在一些环海洋地区(如加勒比海、北大西
洋、地中海)的海啸早期预警系统的开发，理事会重申了WIS-GTS有效的能力，包括NMC和
NMHS必要的业务职责，是WMO对早期预警和相关资料的有效交换和分发的重要贡献。
3.5.2.7
理事会获悉使用共同警报协议(CAP、ITU建议X. 1303)的好处，该协议是适用于
全灾害和所有媒体公众预警的标准，用以分发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警告和警报。理事会
同意CBS广泛执行CAP将有利于促进支持在WIS-GTS下的虚拟全灾害网络。它邀请所有会员
和区协，并要求秘书处不遗余力地确保CAP的实施，使所有用户群体得益。

资料表示和元数据
3.5.2.8
注意到CBS为满足新需求的迅速发展而测试成功的可以更快速地采用关于《电码
手册》(WMO-No.306)的修订的新程序，理事会批准了CBS-14有关修订《电码手册》新程序
的修改建议(卷I.1 和 I.2的引言章节)，包括简便程序、在CBS届会召开期间以及届会休会期
间采用的程序。理事会支持CBS有关开发适当电子格式电码表的要求，以便用于NHMS自动
处理系统。
3.5.2.9
注意到对资料和观测参数的新需求，理事会批准了CBS-14有关在《电码手册》
BUFR、CREX和GRIB 2表格中增加相关内容的修改建议，并自2009年11月4日起投入业务使
用。
3.5.2.10 至于向表驱码格式过渡(TDCF)，理事会注意到进展仍然缓慢，并认识到一些会
员在过渡z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但在国家过渡计划的制定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这应当会
大大增加BUFR资料交换。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制定并实施其国家计划，特别要使用现有的
由CBS专家组、区域协调员/报告员和会员开发的指南、自我培训和编解码软件。理事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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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GTS区域通信枢纽(RTH)通过协助确定各RTH责任区的特别安排，以及监测TDCF公报和
GTS报告的交换，促进逐步过渡。理事会强调了在WMO区域培训中心提供有关TDCF培训
的重要性，并同意在技术合作活动中，对支持过渡所需要的项目的制定和实施给予优先。
3.5.2.1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CBS已经根据用户需求，开始有关评估不同资料表示系统
(DRS)和制定CBS资料表示系统(DRS)政策的工作。初步分析显示GRIB和BUFR是在NMHS
之间实时业务信息交换最合适的DRS，而其它DRS在向终端用户分发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CAeM-CBS专家组(ET-ODR)正在关注航空气象的需求，并开发有关用
XML表示OPMET资料的试点项目。理事会敦促所有WMO技术委员会，其中CBS作为牵头
委员会，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以便尽快整合一个综合的WIS资料表示系统政策。
3.5.2.12 理事会支持CBS通过了ISO 19115元数据标准的WMO核心标准1.1版本，(通过
http://wis.wmo.int提供)，并要求各中心为其资料和产品准备元数据供使用该标准。理事会
满意地注意到法国气象局编制了将GTS业务信息转换为WIS业务使用的元数据申请表，供
GISC和DCPC候选中心使用。理事会支持CBS制定计划，优先编写指南材料、开发元数据调
用和管理工具，以便NMHS开始制作所需的元数据；对此，理事会强调有必要举办培训研讨
会，并提供元数据方面的专家，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理事会强调WMO所有
计划应当检查其对元数据的需求，提交相关建议以便WMO的ISO元数据核心标准进一步发
展，并对CBS活动做出贡献(跨计划元数据和资料互可操作性专家组(IPET-MDI))。关于水文
资料，理事会注意到CHy-13建议全球径流资料中心(GRDC)应当与有关各方协作，承担制定
元数据标准的任务，理事会还提请GRDC对CBS/IPET-MDI做出贡献。考虑到现有海洋资料
的多样性，理事会要求CBS和JCOMM继续努力开发海洋元数据廓线资料。
3.5.2.13 理事会强调了业务目录的重要性，比如发现、获取和检索(DAR)目录(一套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说明)并同意关于分别由WMO各项计划制定特征数据表和特征目录的要
求，旨在协调各目录之间的特征定义。
3.5.3

非实时资料交换和管理

GISC和 DCPC资料发现、获取和检索服务
3.5.3.1
理事会注意并同意CBS的观点，即：附带相关资料管理功能的基于请求/应答的
“拉”机制的资料发现、获取和检索(DAR)服务应当遵循以下资料政策：
(a)

应当适时制定所需的管理调用权限、控制资料检索、注册和识别用户的规程；

(b)

匿名用户下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取决于某个NC是否允许此功能；

(c)

DAR机制系统内部不存在违反国际法律框架的内容。

3.5.3.2
为了遵守有关原则，DAR各部分和相关条款及规程应当基于全球标准并与不依
赖于特定的销售方框架。DAR服务主要通过国际互联网HTTP、FTP及其它基于互联网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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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来实施。理事会要求CBS和ICG-WIS基于国际标准和现有技术，尽快制定有关管理调用权
限、注册和识别用户的建议的规程和做法，以确保符合数据政策的资料和产品的安全性。

资料管理应用
资料拯救
3.5.3.3
理事会再次强调资料拯救和气候记录数字化的高优先性，并欢迎CCl计划开发一
个全球DARE门户网站，用以满足气候资料拯救和数字化、明显缺乏一些数字化资料的国
际数据库、气候资料和元数据恢复、数字化、结构、格式、存档、分发的技术和程序的需
求。
3.5.3.4
理事会建议CCl与WMO其它计划、协办计划和技术委员会开展密切的协作，在
多学科DARE项目中推进其它类别的资料，如海洋、水文和遥感，并借鉴这些实体已有的经
验。

气候资料管理，包括元数据
3.5.3.5
理事会希望气候学委员会对元数据核心标准采取措施，使其适合作为描述气候元
数据交换所需的最基本表示单位。理事会还满意地注意到CBS和CIMO WIS/元数据专家出席
的气候学委员会一个专家会议重点关注了WCP对于元数据的需求。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的未来战略
3.5.3.6
理事会满意的注意到，在过去的四年间，各地区在气候资料管理系统(CDMS)现
代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绝大多数都是通过VCP获得的支持。理事会还注意到WCDMP为
太平洋小岛国、加勒比地区、东非、中非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举办了专
题培训班。提请WMO对非洲ACMAD和ICPAC资料拯救活动予以支持，并感谢各会员的贡
献，如美国国家天气局和英国气象局通过VCP支持的资料拯救和资料管理计划。敦促所有
会员继续全力支持该计划。
3.5.3.7
理事会希望秘书处与气候学委员会联合行动，监督各国气象水文部门CDMS的运
行并检查从CLICOM过渡的情况，这对于WMO和各会员更有效的制定支持CDMS的未来行
动计划并鉴定各地区所需的能力建设水平很有帮助。敦促各会员为确保上述工作的顺利开
展提供全力支持。

特殊计划和项目的要求
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
3.5.3.8
理事会注意到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TIGGE)所取得的进展体现了多中心
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GIFS)这一概念，其所需的资料传输对WIS的发展与应用提出了重大挑
战。理事会注意到，GIFS的活动之一就是开发和测试GRIB2 ，这是一种先进的数据交换协
议。理事会还注意到，在CBS-14上，CAS和CBS之间已经进行了讨论，而且正在建立一种
联系，旨在以与WIS协调一致的方式开发G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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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极地年
3.5.3.9
理事会认识到资料交换和保存是IPY工作的一项重要挑战，因此敦促各会员努力
确保IPY资料能够进行免费和无限制的交换。WMO信息系统是协助实现资料共享和互相使
用的核心机制。理事会要求CBS/OPAG-ISS协助EC专家组按WIS资料交换的要求为极地地区
观测资料的获取、交换及存档提供便利。关于资料的长期保存，ICSU已开始通过建立世界
资料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
4.

提供服务(议题4)

4.1

提高会员对多灾种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议题4.1)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战略和执行框架
4.1.1
关于WMO第十五次大会(Cg-15)的决定，理事会获悉减轻灾害风险(DRR)计划与
所有相关的技术计划、发展和区域活动(DRA)司、秘书处的融资办公室以及外部合作伙伴
组成的一个小范围的战略组合的合作一直很顺利，合作的目的旨在促进采用协调性策略来
执行若干国家和区域层面的DRR试点和示范项目。就此，理事会注意到需要一个帮助WMO
计划、附属机构、会员和外部合作伙伴参与的战略和系统性策略来推广这些有利于其他会
员的工作 。
4.1.2
理事会回顾了2006年进行的DRR国别情况调查取得的成果，该调查提供了会员的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在支持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需求和重点的基准信息。就
此，它回顾到，从五个重点领域对NMHS的需求和要求进行了评估。根据调查结果，所有国
家从自身能力、差距以及要求WMO支持的角度可分为四类。理事会要求，调查结果应成为
WMO各计划、附属机构和与外部合作伙伴一道开展的WMO国家和区域DRR项目的主要推
动因素之一。
提供灾害信息和分析，服务灾害评估和规划
4.1.3		 关于DRR国别调查成果，所有会员关注的十大灾种，以及90%NMHS表示需要
对用于灾害监测、归档、分析的标准方法予以指导，理事会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CHy)、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和WMO-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JCOMM)在编制
各自的洪水，干旱和风暴潮的类似指南方面的活动。它还注意到，经与气候学委员会(CCl)
和大气科学委员会(CAS)协商，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在公共天气服务(PWS)开放计划领
域组(OPAG)设立了一个专题组来解决其它的气象灾害。理事会注意到仪器与观测方法委员
会(CIMO)在开发可以抵御极端事件影响的测量仪器方面的作用，这些测量仪器保证了对气
象、水文和其它环境条件的连续监测。理事会还建议技术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在制定灾害
和风险评估标准方法的工作中应采用“最佳可能规范”方法。理事会同意2009年技术委员会主
席会议的决定，即空气污染也需列入待解决的重点灾害清单。理事会：
(a)

要求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国家风险评估以及DRR试点和示范项目来测试和业务实施
这些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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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鼓励会员确保其NMHS建立提供气象、水文、气候灾害的资料和元数据、分析、
增值信息和技 术专长的机制和方法；

(c)

要求秘书长协助启动风险评估试点项目或参与正在执行的项目，如世界银行的		
中		美洲概率风险评估项目(CAPRA)和UNDP的全球风险甄别计划(GRIP)，可展示
NMHS为这些项目提供灾害资料、分析和绘图所做的工作。

(d)

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制定协调收集NMHS灾害统计信息的共同框架，用于国际统
计报告。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和应急行动
4.1.4
鉴于近80%的会员表示需要发展技术能力来支持早期预警系统，因为90%由自然
灾害引起的灾难与天气、水文和极端气候事件有关，同时依照议题3.1, 3.2, 3.3和4.2下与预
期结果1、2、3、7有关的决定，理事会：
(a)

再次强调需要继续提高NMHS制作预警的技术能力和方法，特别是与灾害性天
气、河流洪水和山洪、热-健康、沙尘暴、海洋气象和环境灾害，以及旱灾有关
的技术发展。就此，要求秘书长，(1)向下次届会报告通过这些技术能力发展的项
目取得的成果，以及(2)，必须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参与并通过良好规划的项目将这
些技术能力在国家层面与业务灾害风险管理和应急准备程序衔接；

(b)

注意到在发展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方面取得的进展，欢迎这方
面的行动，要求CAS和CBS协作设立具备一定业务和研究能力的SDS-WAS中心，
并明确在GDPFS和RSMC结构下未来的SDS-WAS中心。理事会建议将正在开发中
的SDS-WAS和应急响应活动框架作为建立未来WMO研究、预测和评估系统的核
心，这些系统与WMO会员森林和灌木火灾以及空气质量服务相关；

(c)

认识到DRR和CAS活动之间的潜在协作效益，为了更迅速地将研究界目前正在开
发的工具转化用于改善灾害风险管理和备灾工作。理事会强调，这些能力的业务
化可提供独特的、新的和有效的解决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理事会强调
了WWRP-THORPEX TIGGE项目 ，该计划将为风险的量化提供关键信息，同时
敦促TIGGE参与DRR示范项目;

(d)

强调了NMHS越来越多地应用概率预报协助预报员改善灾害性天气预警。它敦促
编制与用户就概率预报进行沟通的指导大纲，以使用户通过正确使用这一信息获
得更多的机会。

4.1.5

关于要求秘书长与UNESCO-IOC协商协助发展风暴潮监视机制，理事会高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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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通过JCOMM和TCP的共同努力，五个TCP区域机构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建立区域
协调框架协助会员国，以加强它们获取和理解全球现有海浪和风暴潮产品的能力，以及在
业务预报和预警服务方面利用这些产品的能力。理事会要求秘书长，(1)让会员掌握工作进
展情况并继续，(2)高度重视这些活动，包括促进和支持相关区域协会对风暴潮监视机制的
开发，以及(3)继续开展关于使用风暴潮监视机制指南信息的能力建设。理事会敦促有关会
员采取适当行动，改善其责任区内风暴潮和海浪的预报和预警服务。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和UNESCO/IOC加强合作，共同协调海洋相关灾害的观测、监测、模拟、预报和预警
系统工作，以加强沿海地区风险管理。理事会认可了UNESCO/IOC关于制定技术和管理解
决措施的计划，以应对沿海地区灾害风险，包括《沿海地区综合管理(ICAM)灾害意识和减
灾指南》，WMO是该指南的主要编写者。
4.1.6
认识到TCP/JCOMM系列培训研讨会对风暴潮和海浪预报的影响，理事会要求秘
书长今后继续支持此类培训研讨会。
4.1.7
理事会重申，海平面观测对于加强风暴潮预报至关重要，这会促进风暴潮监视机
制和海啸预测。因此，理事会要求所有有关各方努力确保定期收集实地和遥感海平面观测
资料并通过GTS传输。它要求JCOMM/GLOSS继续支持扩大海平面测量仪网络，增加实时报
告数量以及其它海平面观测技术的活动。理事会注意到GLOSS正在加强其核心网络站点的
海平面资料实时交换。它要求秘书长促进筹资以便通过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来进一步发
展这些活动和伙伴关系。理事会敦促已开展海平面观测计划的会员免费提供实时海平面资
料，支持沿海海洋灾害预警服务，重点是风暴潮和海啸。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促进空间机
构参与SSWS，并鼓励会员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该机制的应用，包括海洋预报的指导产品。
4.1.8
理事会认识到世界许多地区都发生了由极端海面状况导致的严重沿海洪水事
件，包括几内亚湾，那里的海岸和海面气象观测还十分有限，甚至缺失，因此理事会要求
JCOMM及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考虑实施一项西部非洲地区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并将
其作为优先事宜。理事会还注意到目前NMHS在通过GTS发布早期预警和监视信息及相关
数据方面提供了有效支持，用于海啸和其它相关海洋预警系统。理事会回顾了2006年5月与
UNESCO及其IOC进行的磋商，是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实施的高级全球
地震观测网，该观测网可以非常有效的探测到海啸的威胁。理事会回顾到其已与UNESCOIOC达成一致意见，应继续同CTBTO合作，以推动CTBTO地震观测系统发展成为面向公共
服务的系统，为支持防灾减灾免费及时地提供数据(EC-58, 第3.9.18段)。
4.1.9
理事会回顾了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项目，该项目为NMHS对各种灾害，包
括超强对流的临近预报和预报的技术能力发展提供了一个协调性框架，它吸引了WMO所有
有关技术计划的参与。理事会强调了这些示范项目的重要性，其目的是推广到其它需要多
灾种策略技术能力开发的国家，并要求秘书长将这些技术能力开发项目的经验教训整理成
文，以及利用这种模式来确保会员获得更高效的协助。
4.1. 10
在理事会第60次届会提出要求后，理事会获悉利用多灾种方法建立示范项目的
现状和成果，并将在法国、中国(上海)、古巴和孟加拉国的良好做法整理成文。理事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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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会员为整理这四个案例付出的努力和法国于2009年5月5-7日在法国图卢兹举办第二次多
灾种EWS(MHEWS-2)专家研讨会所做出的贡献。研讨会根据示范项目的经验教训和良好做
法的记录以及其它端到端的早期预警系统的案例最终确定了的第一个“以机构协调、合作和
NMHS为重点的多灾种EWS能力发展”准则。理事会还注意到MHEWS-2关于确定其它的多
灾种EWS良好做法实例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关于跨边界问题的建议，进而敦促有关会
员将其经验整理成文与其他会员分享。它要求，
(a)

秘书长确保技术开发项目培训研讨会利用这些准则，以便在国家应急规划、准备
和响应过程中产生NMHS信息的需求以及发展NMHS和灾害管理机构之间的业务
协作关系；

(b)

秘书长通过MHEWS-2促进确定的其它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良好做法的整理成文;

(c)

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在某些WMO区域(如六区协)的PWS活动实施的预警和信
息跨国界交流项目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确保有关预报，预警和其它信息跨国界的业
务合作和交流的问题能够在有关跨国界多灾种早期预警示范项目中得到解决，而
且将取得的经验教训整理成文，以支持未来的项目。理事会还注意到了南部非洲
一区协在各国示范和测试协议的SWFDP计划，包括开发基于网络并用以发布各
国灾害天气预警的软件，这将促进有效合作和跨境信息交换。此外，理事会还注
意到从2009开始，在三区协建立了新的灾害天气虚拟中心，包括巴西、阿根廷、
巴拉圭和乌拉圭。该中心可通过示范项目扩展至其他国家;

(d)

EC DRR和提供服务工作组评估近期结果和结论，并就它们对WMO计划和附属机
构在该领域发挥战略作用产生的可能影响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4.1.11
理事会强调了NMHS与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的重要性，包括辐射物和
污染物传输专题组，以便开发端到端EWS的能力。它特别指出，需要在这些机构之间编制
运作文件。理事会还强调应急准备和响应行动依赖NMHS提供的权威信息的重要性。理事会
同意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的试点项目，项目将根据对用户需求的认识优化NMHS的现有工具，
方法和资料。理事会要求;
(a)

秘书长在下一次EC届会上提交有关上述项目进展的报告；

(b)

EC DRR 和SD工作组评审这些项目获得的经验教训并就如何推广这些项目让其他
WMO会员受益提出建议和路线图。

4.1.12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参与应急规划可以借助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和NMHS的分析、预报、预警和其它信息改进救助和响应行动。就此，理事会坚
定同意CBS在PWS OPAG下设立一个专题组的努力，该专题组由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WMO信息系统(WIS)OPAG和人道主义运行机构专家参与，旨在制定一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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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FS和NMHS与人道主义机构业务衔接的工作计划并提出试点项目。
金融风险转移市场的灾变保险和天气风险管理
4.1.13

关于理事会第60次届会的要求，理事会同意秘书长在如下方面的努力：

(a)

编写一份文件，总结目前一些NMHS为这些市场提供服务的经验以及从这些经验
中得出的教训，文件将于2010年公布。

(b)

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世界银行和NMHS一道提
出在非洲发展这些市场的试点建议书，试点资金将用来加强NMHS的观测网络，
资料拯救和管理制度，以便提供灾变保险和天气风险管理市场所需的资料产品

借助合作和伙伴关系，加强NMHS在DRR方面的作用和能力
4.1.14
理事会强调需提高对NMHS为政府开展灾害风险管理做出潜在贡献的认识，此举
会转化为加强和维护NMHS能力的资源。就此，有效利用NMHS的PWS这一助手将会很大
程度地提高此项工作的成功率。理事会注意到WMO与诸如ISDR、UNDP和世界银行等机构
的战略伙伴关系，它们能够影响国家的减灾规划和资金。理事会获悉在东南欧(SEE)7国(于
2007年启动)和在中亚和高加索8国(于2009年启动)与这些机构合作的DRR项目的进展，以
及目前正在开展关于在东南亚5个国家，之后在太平洋地区开展类似项目的讨论。理事会强
调，这些项目业已显示出与伙伴合作的成功模式，其中WMO投入少量资源便可通过利用合
作伙伴的资源和专门知识带来高得多的回报，同时合作促进了政府对NMHS作用的认可。理
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发展类似伙伴关系项目方面再接再厉。注意到NMHS参与这些项目需要大
力发展技术，与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建立业务伙伴关系，理事会敦促WMO技术计划和附属机
构相应支持这些项目，同时要求秘书长确保所有WMO的相关计划能协调一致地参与这些项
目。
4.1.15
理事会还认识到WMO致力于ISDR系统，特别是对ISDR管理监督委员会(ISDRMOB)、ISDR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以及WMO支持ISDR2009年全球风险评估报告活动的重要
性。理事会强调，这些工作的首要问题是提高对NMHS在 DRR方面作用的认识，进而促进
政府为加强NMHS的能力及其可持续性的投入。理事会注意到ISDR秘书处对此项工作的协
助，敦促NMHS和区域协会参与国家和区域的DRR平台，因为这可能会通过积极参与国家
和区域执行计划确保或增加NMHS的资金。它还要求秘书长：
(a)

继续参与国际ISDR 机制和活动并为其提供服务；

(b)

促进NMHS 和区域协会参与DRR 和ISDR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协调过程；

(c)

进一步加强WMO 与ISDR 伙伴在实施国家和区域DRR 项目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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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理事会回顾到与气候变率和变化相关的水文气象灾害可能增加。理事会强调用于
气候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决策的月至年代际尺度的气候信息的重要性。就此，理事会认可
到GFDRR资助的在非洲开展“用于支持气候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气候观测和区域模拟”
的WMO/世界银行项目，同时需要将这一活动推广到其它地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a)

通过协调策略制定和实施由DRR和气候有关的计划以及外部合作伙伴参与的国家
和区域DRR和气候适应示范项目;

(b)

加强DRR计划与UNFCCC在执行内罗毕工作计划有关专题的合作，及其与
UNCCD在抗击干旱和沙漠化相关议题方面的合作。

执行DRR计划的战略问题
4.1.17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EC DRR和SD工作组主席关于2009年3月19日至21日第一次
会议成果的报告。根据DRR计划向会议报告的成就，理事会强调，在将试点和总结的经验
推广到更广泛区域和在全球实施的若干战略问题上必须征求EC工作组的意见。就此，理事
会尤其注意到，在执行国家和区域DRR计划时有必要制定一个利用WMO计划、附属机构、
会员和外部伙伴能力和专长、作用和职责分明的协调性框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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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4.2)
用户关注的重点

公共天气服务(PWS)
4.2.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二区协第十四次届会(2008年12月5-11日，乌兹别克斯坦，塔
什干，RA II)的建议和有关增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用户关注的重点的PWS调查结
果。它认为应通过NMHS的公共天气服务来发展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以满足用户界提出的
真实需求，不应将其视为NMHS自身发展的终结。
4.2.2
理事会认识到理解用户需求是发展有效服务的基本要求。此外，理事会注意到提
供有效服务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接受服务的用户团体成为宣传NMHS服务的一支有影响力的队
伍. 反过来，这个宣传团体很可能对决定NMHS预算水平的决策者产生正面影响。
4.2.3
为了帮助会员发展有效服务，理事会要求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制定
一个服务提供的政策框架，以便指导会员制定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提供方法，并协助
NMHS在决策者中提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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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AGM)
4.2.4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措施在南亚建立一个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网络，以加强
区域层面的制度和政策机制，并促进在特定地点实施有关的适应和减缓规范。该要求是基
于“南亚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国际研讨会”(2008年8月25-30日，孟加拉国，达卡)的《达卡宣
言》所提出的建议。
4.2.5
理事会进一步同意达卡研讨会提出的有关建立南亚气候展望论坛的宣言，并要求
秘书长促进在2009年举办该论坛。它注意到，这将有助于将南亚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脆
弱性减到最小，并推进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理事会建议将该举措与正在开展的季节气候展
望论坛活动结合起来。
4.2.6
理事会注意到并支持WMO于2008年12月派往孟加拉国的专家团，其目的是考
察目前该国气象局的农业气象服务能力，并帮助改进孟加拉国为农业界提供的农业气象服
务。专家组已将旨在改进孟加拉国农业气象服务的这些建议提交该国政府审议。
4.2.7
理事会注意到UNDP管理者对UNDP委员会做出的评论是：“事实是：气候变化的
负面影响带来的冲击将由那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和人民来承担”；并敦促秘书长将WMO
和UNDP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计划更紧密地地结合起来。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MMO)
4.2.8
委员会认识到与海洋用户的直接互动和征求它们的反馈意见十分重要，并欢迎
JCOMM就监测NMHS制作和传输的海洋气象和海洋学信息的效果所开展调查得出的结果。
结果显示，针对用户的海洋气象和海洋学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增加。因此，理事会要求秘
书长向会员通报有关本次调查和未来任何监测的结果，并敦促有关会员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改进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从而满足海洋用户的需求。
4.2.9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海事组织(IMO)根据IMO/MSC-85 (2008)通过的有关发布海
上安全信息的决议A.705(17)。该决议阐明了在发布和接收海上安全信息(包括国际海上生
命安全公约(SOLAS)文字规定的向船舶发布的导航警告、气象警报、气象预报和其它与安
全有关的紧急消息广播)时应使用的组织手段、标准和方法。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IMO合
作，建立并制定有关IMO/WMO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警报服务(WWMIWS)的职责范围，
以补充目前的IMO/国际水道测量组织(IHO)的全球导航警报服务(WWNWS和 IMO的决议
A.706(17))，并提交给EC-62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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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研究和环境(ARE)
4.2.10
GAW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GURME)项目与COST行动728(为空气污染和扩散方
面的应用而加强中尺度气象模拟能力)密切合作，并同意于2009年12月在WMO举行COST
728最后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和有关的专家会议。该专家会议将与PWS共同举行，并重点关
注用户关系和分发。理事会对旨在加强WMO的内外合作并协助NMHS扩大活动和宣传的倡
议表示欢迎，同时欢迎空气质量模拟方面的公共信息。

气候服务
4.2.11
理事会注意到，预计即将召开的WCC-3的一个关键成果是引起用户对气候服务的
强烈关注。它敦促NMHS牢牢把握在气候服务提供中的作用，以支持在气候敏感部门(比如
粮食、水、卫生、能源、交通、旅游、水资源管理、海岸带和城市环境等)中的充分应用，
以此作为建议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部分内容。
改进后的产品和服务

公共天气服务
4.2.12
理事会支持在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服务框架下，由2010年世界博览会临近预报服
务示范项目(WENS)科学指导组(SSG)于2008年11月制定的项目实施计划。它也支持WENS
的以下目标：即利用2010年世博会提供的机会加强对高影响天气的短期预报；加强理解和
提高WMO会员在临近预报服务方面的能力。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中国的参与下正继续
推进WENS工作，并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展示临近预报服务后结束。WENS主要成果包括：
出版WMO临近预报指南和举办WMO会员能力建设研讨会。理事会鼓励WMO会员支持其专
家参加WENS示范项目并分享从该项目获得的经验。
4.2.13
2009年2月24-27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的区域技术实施小组会议上为南部非洲
国家制定了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区域子项目实施计划，理事会对此表示坚决
支持。理事会记得已将PWS的内容纳入SWFDP 的实施之中，并注意到将一些新的活动纳入
该项目以改进产品和服务。这些活动包括：警报检验，对天气警报和预报产品的精度和效
果开展基于用户的评估和加强预报中心之间在警报交换方面的沟通。此外，理事会完全支
持将PWS纳入拟议的三区协的SWFDP，以及五区协计划于2009年11月开始进入试验阶段的
SWFDP。它要求秘书长支持SWFDP在WMO有关区域的实施。
4.2.14
理事会获悉俄罗斯气象局已将WMO出版物PWS-18(WMO/TD No. 1422)-《预报
不确定性宣传指南》译成俄文，作为 俄罗斯联邦气象局对WMO“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的贡
献。该指南可在俄罗斯气象局网站和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中心的网站上获取。有关指南的
信息已转发给独联体(CIS)国家的NM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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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
4.2.15
理事会赞赏与其它机构或组织结合举办CAgM专家和实施协调组会议，从而给工
作提供额外的支持。它敦促就 CAgM 会议取得的以下成果采取行动：为实施国家和区域适
应战略而制作和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的建议；出版WMO火险天气农业气象业务指南和火险
等级研讨会论文集；出版匈牙利气象局IDÖJÁRÁS刊物上刊登的《气候变化和变率研讨会农业气象监测和应对策略》WMO/COST 第734号行动上的一些精选的论文。
4.2.16
理事会注意到干旱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灾害并支持CAgM干旱和极端温
度：可持续的农业、牧业、林业、渔业准备和管理专家组会议(ETDRET，2008年2月18-19
日，中国，北京)提出的建议，即秘书长立即作出适当的安排，以确定方法并筹集资金尽快
制定农业干旱指数的标准。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
4.2.17
理事会回忆了最近由于从北太平洋远处吹的风引起的大涌浪给太平洋许多岛屿
国家(PIC)易受冲击的岛屿造成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理事会注意到在遥远处产生的涌浪给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造成严重的海洋天气威胁。海浪持续时间预报和海浪高度的概率
预报被视为制作有关此类灾害事件警报的必要工具。注意到一些先进的中心(如ECMWF和
NOAA/NCEP)在其网站上免费提供这些产品，理事会敦促会员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产品，
并要求秘书长继续开展旨在促进使用此类预报的能力建设活动，从而改进NMHS的海洋服
务。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JCOMM的支持下，南太平洋岛屿(RA V)的SWFDDP将包含破
坏性海浪的内容，提供来自惠灵顿(新西兰)RSMC的指导信息，此外ECMWF、英国气象局
和NOAA/NCEP(非常有可能)、JMA、法属玻利尼西亚(法国气象局)也将通过一个专门的网
站提供海洋状况预报产品。
4.2.18
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开发的基于网络的信息和服务系统的重要性。理事会特别注意
到俄罗斯联邦开发了世界海洋状况统一信息系统，其中提供了很多海洋相关的产品。理事
会建议秘书处编制一个有关国家天气、气候、水和环境产品的网络资源列表。

大气研究和环境
4.2.19
理事会注意到，GURME正参与欧洲委员会的 MEGAPOLI项目(大城市：排放，
城市、区域和全球大气污染和气候影响，评估和减缓的综合工具)。WMO负责大城市综合
工具的实施任务，并负责鼓励就该项目开展全球合作。将把该项任务直接融入COST有关减
缓、政策选择和影响评估的一揽子工作方案。理事会建议会员支持该项活动。
4.2.20
理事会注意到，作为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示范项目一个组成部分
的上海GURME空气污染项目在提供臭氧业务预报方面进展顺利，且该项目正提供实时观测
资料。理事会注意到 GURME应协助上海市气象局制作最好的产品，而计划在2009年秋季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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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研讨会应集中研讨业务产品的提供问题。理事会还注意到，为了会员的利益而继续推
进作为上海MHEWS组成部分的热健康警报系统(HHWS)工作也很重要。
服务提供

公共天气服务
4.2.21
理事会认识到PWS是宣传WMO其它计划的成果和产出的最重要载体，它应该在
向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服务方面为WMO和NMHS所有计划服务。它同意服务提供应
视为PWS的一个重要作用，以便建立向需要NMHS服务的所有社会部门提供服务的总体机
制。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协助NMHS加强其PWS计划，发挥其保护生命、生计和人民生
活安康的作用。理事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认识到制定服
务提供政策框架的高优先，正努力通过PWS改善服务提供。该框架会给出一些与天气、水
和气候产品的不同用户进行接触的标准方法。
4.2.22
理事会欢迎PWS服务和产品改进专家组(ET/SPI)就改进公共天气服务的提供进行
调查所取得的成果。调查结果显示，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NMHS优先考虑对职员开展与公
众进行有效沟通方面的能力建设、开展公共教育并提高意识。为改进NMHS在灾害性天气
方面的警报服务，所以他们对提高其临近预报能力的要求也很高。理事会要求在规划PWS
协助NMHS提供服务的活动中考虑提出的这些需求。它进一步要求在VCP活动框架内开展工
作，组织一些有关利用不同媒体对公共天气警报、预报和信息进行表达和宣传的研讨会。
4.2.23
理事会鼓励WMO区域协会(RA)将“公共天气服务国际研讨会：提供服务的要诀
(2007年12月3-5日，瑞士，日内瓦)”的建议作为会员实施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和活动的指南。
理事会注意到该研讨会提出的建议之一是让PWS继续收集和记载服务提供方面的最佳做
法，并建议RA鼓励其会员在改进服务提供规范方面使用这些范例。
4.2.24
理事会回顾了由PWS计划发起的“边干边学(LTD)”倡议为NMHS的能力建设提供
了一种新方法，从而能响应用户的需求，并制作能满足那些需求的服务和产品。理事会欢
迎秘书处在马达加斯加、智利、秘鲁以及最近在巴拿马实施该项目时采取的行动。智利和
秘鲁启动了该项目，并于2008年举行了由NMHS人员和典型的用户群(如农业、渔业、卫生
和运输业)代表参与的项目启动研讨会，以便在用户和服务提供方之间开展对话，并将经济
分析的基本原理用于评估气象水文服务。巴拿马于2009年3月举行了一次类似的研讨会，以
明确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许多用户部门的需求。鉴于它们对建立与用户界的合作关系做出
了重要贡献，并且由此提高了NMHS的形象，参与的NMHS将这些项目立为很高的优先级。
理事会对西班牙资助智利、秘鲁和巴拿马的项目表示感谢。
4.2.25
作为实施该项目的第一个步骤，理事会对成功举办有关LTD-马达加斯加项目研
讨会表示欢迎。2008年在马达加斯加举行的研讨会在马达加斯加气象局和卫生与计划生育
部之间启动了合作关系，最终就卫生部门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及服务问题建立了一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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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和卫生的国家工作组。它注意到，该研讨会主要针对给该国造成最不利影响的
三种疾病，即疟疾、裂谷热和鼠疫。理事会高兴地获悉这一项目的实施取得稳步进展，包
括对NMHS和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员开展交叉培训。理事会赞赏主管这两个有关部委的部长签
署了合作议定书并同意需做出同样的努力以促进NMHS和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的对话、合作和
伙伴关系。。理事会支持将LTD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的一种有效途径，并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
这些项目的实施。
4.2.26
理事会称赞会员支持和参与在2008年获得斯德哥尔摩科技挑战奖-环境类的
WMO“世界天气信息服务(WWIS)”网站，网址为http://worldweather.wmo.int。目前，该网站
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提供信息，并由中国香港进
行协调。理事会注意到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将推出WWIS网站(中国香港)的俄文版信息。
同样WWIS网站的意大利文版本也将很快启动。理事会进一步获悉，意大利气象局与外交部
紧急情况科正在执行一个的谅解备忘录(MoU)，通过提供WWIS网站的意大利文版本以支持
意大利在海外的侨民。这将显著地提高WWIS在意大利用户中的知名度。理事会敦促会员促
进对该网站信息的使用，并向该网站提供更多的信息。
4.2.27
委员会赞赏中国香港与WMO一道，就具体城市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的使用和释用
为参与RAII特定城市NWP产品试点项目的会员举办WMO VCP培训班(2008年12月1-5日，中
国香港)，并感谢中国香港资助了该培训班。理事会建议探讨在其它WMO区域开展该项目
的可能性，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NMHS有效地提供公共天气服务的能力。

农业气象
4.2.28
理事会注意到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WAMIS)网站继续协助会员分发产品。
WAMIS网站上有50个国家或机构的产品；2008年该网站的访问量达90,000多次，平均每月
的访问量为7600次。理事会敦促会员利用WAMIS分发各自的产品，同时也注意到在向农业
界传输天气和气候信息方面，通过诸如WAMIS网站电子分发农业气象产品是唯一的分发方
法。为了确保没有因特网连接却对天气气候相关灾害又十分脆弱的大部分村落，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得到服务，理事会鼓励会员利用一些简单的技术，如RANET(无
线电因特网)分发在格式和语言上易懂的信息 。理事会敦促秘书处对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使用RANET社区无线电台及其他类似的举措给予支持。。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
4.2.29
理事会回顾了WMO、IMO和IHO采取的将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扩
大到北极水域的协调行动，以及加拿大环境部、挪威气象局和俄罗斯水文气象和环境观测
总局承诺担任新的北极METAREA的发布机构。理事会注意到，新的 METAREA发布机构制
定了其运行计划(包括时间表)，以实施海洋气象和海洋学业务服务。理事会注意到北极地
区的GMDSS应在 2010/11年之前完全实施，并要求秘书长协助有关的发布机构实施其运行计
划，以便为北极地区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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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0
理事会对会员参与由法国气象局管理和主办的GMDSS-天气网站和做出的贡献表
示称赞。注意到目前将该网站扩大以包含国际航行电传(NAVTEX)所分发的产品，理事会
敦促会员通过GTS分发这些产品，并提供符合WIS的适当的元数据。
4.2.31
回顾到海上水手接收图形产品仍然十分重要；作为分发那些产品(包括为北极地
区)的方式之一的高频无线电传真将逐渐终止；理事会第60次届会(2008年6月18-27日，瑞
士，日内瓦，EC-60)要求JCOMM继续研究向海洋用户传输图形产品的方法，理事会注意到
按照IHO的标准，在电子导航图系统(ENC)中成功地开发了海冰信息的产品规范。理事会鼓
励会员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必要的工具，并要求JCOMM与IMO磋商，为其它气象海洋变量
制定类似的标准。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国家支持和国际支持下筹集资金，以开发这些活动
并发展伙伴关系。此外，理事会鼓励会员考察符合ENC 的低成本点播方案。

航空气象学
4.2.32
理事会欢迎制作目前刊载在“caem.wmo.int”网站上的“航空气象服务磋商和用户重
点指南”草案，并鼓励会员和WMO的其他计划在客户关系和用户重点方面利用这一颇佳的
材料。

质量管理(QM)
质量管理框架(ICTT-QMF)
4.2.33
理事会注意到，2008年10月底举行的质量管理跨委员会专题组(ICTT)第三次会
议审议了尤其是不同技术委员会关于WMO-质量管理框架的情况，以及在整个组织(包括秘
书处)对该框架进行可靠实施所需采取随后的必要步骤。
4.2.34
理事会注意到第三次ICTT会议审议了WMO法定性出版物的情况以及这些出版物
对质量管理(QM)原则的取向。该专题组还制定了技术规则第四卷草案，可通过以下网址获
取：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QMF-Web/Documentation.html。理事会建议与WMO
会员进行磋商，以便在EC-62上通过把该草案作为WMO技术规则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并要求秘书长在磋商之前尽快就这一拟议的第四卷的使用和应用进一步提供指导和说
明。
4.2.35
理事会注意到ISO和WMO于2008年9月16日签署的工作安排。它进一步注意到
ICTT会议审议和制定了一项将在编写ISO/WMO共同标准过程中通过的程序，并制定了一份
供理事会审议的决议草案。理事会通过了决议8(EC-61)– 在提出ISO/WMO共同技术标准时
采用的程序,并要求秘书长就以下事宜进一步提供简洁的解释性材料和指导，即如何将现有
的WMO规则变成共同的标准，以及会员如何有效益地利用这些规则，同时要考虑到WMO
规则和ISO标准的严格程度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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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系统(AEM)
4.2.36
理事会注意到航空气象学计划在将QM原则纳入规范性文件方面进展顺利，并
考虑到关于制定WMO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标准/规则的决议8(EC-60)需纳入WMO-质量
管理框架，理事会认为需要与作为附录3“所有者”的ICAO全面合作，附录3是WMO-No. 49,
Vol. II, 的原始文件，两者相同。
4.2.37
理事会注意到在坦桑尼亚共和国实施的QMS试点项目的重要性，它对取得的良好
进展向坦桑尼联合共和国亚气象局和秘书长表示祝贺，并要求秘书长帮助会员获取该项目
的所有文件、获得的教训和结果。
质量管理系统(MMO)
4.2.38
注意到IMO决议 A.705(17) 规定把共同的标准和程序应用到海上安全信息的采
集、编辑和分发，理事会认识到需开发一个质量管理体系(QMS)，以便为国际导航提供海
洋气象服务。因此，它要求秘书长与IMO合作，以便将质量管理(QM)原则整合到海洋气象
服务的规范性文件中。理事会敦促会员实施QMS以便为国际导航提供海洋气象服务，并将
过程记载下来以便与其它NMHS分享，从而促进QMS的实施。
与天气、气候和环境应用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

公共天气服务
4.2.39
理事会认为“WMO论坛：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应用和效益”是实施马
德里行动计划(MAP)的一个有益的机制。由于该论坛将为WMO的多数预期结果做出贡献，
所以它鼓励参与服务提供的一些主要的WMO计划与论坛进行互动，并参与其活动。
4.2.40
注意到MAP的成功实施需要持续不变的行动，理事会要求秘书处考虑到不同的社
会经济和气候条件，筹集资金为以下主要的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包括：
(a)

使用相关技术协助NMHS加强为用户服务的试点项目；

(b)

编写和出版用于评估和展示社会经济效益的方法；

(c)

编写有关用户与提供方之间进行对话的指导材料。

4.2.41
理事会获悉六区协在开展NMHS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方面得到广泛支持，并
注意到已开展了瑞士气象和气候学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该项研究将很快在“气象应用”杂志
上发表。它鼓励秘书处继续向会员通报秘书处和会员就响应马德里行动计划所采取的措施
以及这些行动的结果。
4.2.42

理事会鼓励会员提供决策支持工具并上传到WMO网站(http://www.wmo.int/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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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amp/pwsp/socioeconomictools.htm)上。这些工具将有助于NMHS开展能力建设，以评
估、量化和展示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对诸如卫生、能源、旅游、运输和城市环境等用户部
门(如卫生、能源、旅游、运输、水资源管理、海岸带和城市环境等)的效益。
4.2.43
理事会注意到拟于2010年某个时候在西南太平洋(五区协)举办一次“气候与渔业”
国际研讨会的计划。它要求秘书处为该研讨会提供融资方面的帮助。
能力建设和培训

公共天气服务
4.2.44
理事会对自2008年上次届会以来集中精力开展有关提供公共天气服务的培训活动
表示支持。 培训内容包括：特定城市NWP产品的释用、与GDPFS产品使用有关的公共天气
服务、有关“边干边学”的研讨会、气象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

农业气象
4.2.45
理事会赞赏西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筹集资金支持在西非举办有关天气、
气候和农民的流动讲习班。从2008年9月到2009年1月在西非的一些国家举办了超过35次讲
习班。这些讲习班由WMO和AEMET进行协调，讲习班通过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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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帮助西非的农民实现自
立。通过使用地方语言，研讨会加强了农耕社区和NMHS之间的互动和反馈。AEMET于
2009年正筹集资金资助项目的第二阶段，并将讲习班扩大到7个新的国家。理事会敦促会员
在所在国资助举办类似的讲习班。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
4.2.46
理事会支持继续开展活动，以提高NMHS在全世界获取现有的海洋产品的能力，
并将这些产品用于业务预报和警报服务。它赞赏地注意到在休会期间开展的有关海洋气象
服务(包括海浪和风暴潮预报以及海冰分析的协调)的培训活动。认识到国际导航(包括北
极地区)需要改进后的海洋气象服务，理事会重申支持在海洋气象学方面的有力的培训和能
力建设计划，尤其关注GMDSS WWMIWS和作为METAREA 协调员的发布机构的作用和职
责。它要求秘书长与IMO磋商，在未来推进和支持此类培训活动。

教育培训
4.2.47
理事会回顾了EC-60要求由EC教育培训专家组组成的航空气象预报员资格专题组
(TT-AFQ)就与航空气象人员资格有关的一系列事宜向EC-61汇报。理事会注意到TT-AFQ会
议取得的成果，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
(a)

将WMO-No. 258第四版中的“或同等学历”这个术语理解为“或同等相关专业资
格”，不能理解为“或同等学位”；

(b)

为没有学位的职员创造一条成为WMO气象学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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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WMO-No. 258使用的“航空气象预报员”或“航空气象观测员”术语替换成“航空
气象学家”和“航空气象技术人员”，以更好地反映该工作性质的变化、教育水平
和与这些作用有关的培训；

(d)

为会员准备好一份修订后的实施时间表，以满足航空气象学家所需的相关安全资
格(2013年11月)、教育培训需求(2016年11月)。

理事会赞同决议9(EC-61)列出的专题组对“或相当于”一词的说明。它注意到实施时间较
短，因而敦促会员作为紧急事项，根据现有的指南(WMO-No.258，补充件一)和对“气象学
家”定义的说明努力遵守。
4.2.48
理事会进一步同意将航空气象学家和航空气象技术人员所需的能力要求摘要清单
纳入WMO-No. 49第二卷的建议。该过程将解决目前提到“指南”(包含在WMO-No.258中)时
所存在的“标准”(在WMO-No.49第二卷中)不一致问题。理事会注意到所提出方法的预期效
益，尤其是，理事会期待：
(a)

专题组的建议将通过确保所有气象业务人员都具有高标准的能力水平，来提高空
中导航气象服务的质量；

(b)

他们向会员提供有关推荐规范的更多信息，以确保会员的工作人员有能力提供空
中导航气象服务，并针对其最初的和正在开展的教育培训计划提出明确的重点；

(c)

拟议的实施时间表应给会员采取行动和响应建议提供充足的时间。为确保WMO
和ICAO采取同步的方法，将拟议的时间表明确用于管理ICAO附件3和有关的
WMO-No.49第二卷的更新周期。

4.2.49
鉴于受灾会员目前面临实施时间紧张的问题，为尽快编写和出版WMO-No.258第
五版，理事会要求EC专家组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专题组的建议。理事会还要求航空气象学委
员会与EC教育培训专家组进行协调，审议并完善目前WMO-No.258增补件1中规定的能力
要求。能力标准将随后提交EC-62审议批准，拟作为标准和建议规范载入WMO-No.49第二
卷。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与会员密切合作完成拟议的修改。
4.2.50
为确保迅速实施批准的前进计划，理事会通过了决议9(EC-61) – 对航空气象人员
资格和能力的要求。

JCOMM 评审
4.2.51
理事会回顾到WMO和UNESCO/IOC执行理事会(2008年6月)赞同JCOMM评审建
议。理事会注意到James Baker博士开展了一项更为广泛的研究，旨在探讨UNESCO/IOC和
WMO在实施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过程中的合作与相互作用(网址http://www.wmo.int/
pages/prog/amp/mmop/ documents/Planning_and_Implementation_for_GOOS.doc)。理事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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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总体来说，除了资金和人员不足并且要努力克服沿海GOOS的困难，JCOMM在GOOS
实施中的出色工作令人赞赏。理事会注意到，在22项建议中，相当一部分与JCOMM及其在
GOOS实施中的作用密切相关。理事会鼓励会员评审该项研究，并在三个星期内向秘书处提
交意见，以便使建议和意见载入拟于2009年11月4日至11日在摩洛哥马拉咯什举行的该委员
会第三次届会的相关文件，并供EC-62进一步审议。
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4.2.52
理事会回顾了EC-60曾要求EC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WG DRR & SD)
与EC 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WG SOP)以及EC能力建设工作组(WG CB)协作，就如
下事宜向EC-61提出建议：
(a)

可供WMO选择的各种方案，旨在推动建立私营部门服务提供商的全球性或区域
性国际代理机构，以便更好地促进私营部门与WMO之间的协调；

(b)

NMHS与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之间互为补充又相互竞争的合作的有关问题的解决
办法；

(c)

考虑WMO审计委员会的有关建议，制定与赞助方和捐赠方开展合作的道德框架
的政策和指南；

(d)

有关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参与开发的供NMHS使用的伙伴关系最佳做法模式指
南以促进与私营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服务提供商合作的机制。

4.2.53
在上述事宜的处理过程中，理事会注意到(a)、(b)和(d)有诸多共同之处，应一并
进行处理，而(c)则根本上与其它几项不同，应单独处理。
4.2.54
作为4.2.52 (a)、(b)和(d)中所列考虑事宜的相关背景，应注意商业机构在提供气象
及相关服务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规则可分为如下四大类：
(a)

制造及销售专用于收集与处理气象和相关数据的仪器和软件；

(b)

为NMHS提供承包商或外包服务，以支持其业务；

(c)

通过商业媒体向各种公众对象发布NMHS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d)

在商业机构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的准备过程中，使用由NMHS收集的数据及其发
布的数据和产品。

4.2.55
在分类(a)至(c)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各NMHS既要建立必要的关系以确保其能够
充分利用本国商业机构的优势，同时还要与政府就上述事项采取的相关政策保持一致。
4.2.56
对于WMO而言，在与私营部门打交道时，应根据商业实体的具体角色采取不同
的策略。例如，在与属于分类(a)的公司打交道时，WMO对水文气象仪器工业协会(HMEI)
给予了大力支持，该协会可以为NMHS和私营部门提供服务。而对于分类(b)中的商业部门
组织而言，WMO与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方法开展的同各NMHS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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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行为。在分类(c)中，WMO接受了国际气象广播主持人协会作为观察员参加其执行理
事会及大会，并鼓励会员就气象信息、预报和预警的传播与国家级媒体组织达成一致。
4.2.57

关于与分类(d)中的机构之间的关系，理事会结论如下：

(a)

应由政府来决定以何种方式向公众提供气象及相关服务(通过已有方案，包括完
全使用拨款基金，或完全依靠商业机制，以及上述两种方案的某种结合方式)；

(b)

NMHS应根据国家法律允许私营部门获取资料和产品，并希望一视同仁；

(c)

NMHS的目标是应尽可能使最广大的用户群获取最优质的资料；

(d)

在许多国家，用户的需求超出了NMHS的职责范围，这些需求最好由私营部门来
满足；此外，也有可能有些用户需求是NMHS的职责，但超出了NMHS的能力范
围：在此第二种情况下，需求可以通过私营部门或者其它NMHS来满足(如Cg-12
决议40附件二所期望的那样)。

4.2.58
关于公共或私营部门提供的天气服务，理事会注意到EC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
供工作组同意WMO应努力确保提供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有科学依据符合要求。为此，理
事会要求其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探索为实现这些目标WMO可如何提供帮助。
激励代表机构的若干方案
4.2.59
理事会认为WMO不应主动鼓励私营部门气象服务提供商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到
本组织工作机制中，相反，如有此类需求，应由 WMO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互为补充又相互竞争的合作关系的处理方法
4.2.60
引起私营部门气象学家和NMHS之间摩擦的关键问题是费用和获取NMHS资料和
信息的难易程度，还有与NMHS服务提供活动产生的可能冲突。由于各国政府自行决定其提
供气象及相关服务的方法，并且这些方法迥然不同，因此不可能提倡以一种单一的方法来
解决NMHS和私营部门服务提供商之间互为补充又相互竞争的合作关系这类问题，相反，解
决方案应包括：
(a)

NMHS定期与私营部门举行会议，讨论相关领域，并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加
强合作；

(b)

各NMHS已与主要媒体组织就发布来自NMHS的公共预报和预警信息达成一致，
如达成上述一致，将定期举行会议，确保一致意见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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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那些同时拥有一个活跃的私营气象部门和一个代表气象学家的专业机构的国
家，应鼓励其专业机构制定明确的政策指南，对NMHS和私营提供商各自的角色
和职责进行划分，并使私营提供方与国家立法和政府政策保持一致。

4.2.61

理事会建议各会员在与私营部门打交道时考虑这些方案。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开发伙伴关系最佳做法模式指南以促进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机制
4.2.62

关于第4.2.52 (d) 段，理事会指出：

(a)

不同国家在对待私营气象部门上存在很大差异；

(b)

私营部门服务提供商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向其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但这个问题不应
被定性为一个提供服务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的问题，几乎最普
遍的准则是必须考虑国家方法。

4.2.63
理事会还指出，CBS的PWS OPAG将有可能汇集那些定期会晤私营部门提供商的
会员的有关经验，并据此制定与诸如职责、发生频率、利用独立调解人等事项有关的各种
方案的指南草案，供所有会员使用。
与赞助方和捐赠方开展合作的道德框架
4.2.64
在一些国家，明确界定了NMHS与赞助方和捐赠方开展合作的道德框架。注意到
第4.2.52 (c) 段的参考文献考虑了WMO审计委员会的有关建议，理事会认为，正在寻求的道
德框架将在WMO秘书处内部实施。
4.2.65
在审议接受捐赠或赞助问题时，理事会指出，联合国以及本例中的WMO一般是
一种“善”的力量，因此可以推定，通常WMO收到的资金将被用于有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
下，问题并不在于钱的用途，而在于赞助背后的动机以及赞助方的性质。
4.2.66
理事会还指出，联合国全球协议是一项针对企业的战略政策倡议，致力于使企业
的运作和战略与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领域的十项普遍接受的原则(包括在本报告附录
3)相一致。在评估潜在的赞助方和捐赠方的性质时应当使用联合国全球协议。那些已经采
用这些原则的潜在的捐赠方和赞助方一般被认为会有助于确保市场、商业、技术和资金以
有利于各国经济和社会的方式推进。
4.2.67
在提出接受捐赠或赞助之前，一个重要的步骤将是对接收捐赠或赞助可能产生的
后果进行风险分析，而一些基本原则将指导如何进行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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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1. 世界气象组织(WMO)将不缔结任何可能会威胁其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地位的
		 协议或伙伴关系。
2. WMO可以加入直接有助于WMO任务和目标的伙伴关系，并拒绝与WMO任		
		 务、目标或声誉相冲突的组织或个人的直接资助。
3. 在接受超过(相当于)50,000瑞士法郎的赞助/捐赠之前，WMO将详细审查这些
		 支持WMO的组织和个人的活动。
4. WMO将继续保持对个人捐款、赠款和赞助的登记。每年超过10,000瑞士法郎
		 的个人捐款、赠款和赞助的详情将应要求提供(将收取手续费)。
5. 所有提供财政支持的建议须符合WMO 能接受的详细规定捐赠条件的书面协		
		 议。以下是自动排除的情况：
•
•
			

寻求WMO对任何产品明确的或者隐含的认可；
在WMO邮件、出版物或WMO网站上添加可能旨在推销某一特定产品
的文字。

6. 只有得到WMO的明确许可，WMO的名称和/或标志才可能被外部合作伙伴用
		 于所请求的目的。WMO保留对利用其名称和标志的所有出版物以及其它版权
		 保护的信息进行编辑控制的权利。
5.

伙伴关系(议题5)

5.1

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议题5.1)

5.1.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为加强同联合国的合作而采取的行动：WMO积极参加联合
国大会关于MDG和非洲发展需求的会议及高层活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ECOSOC、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针对气候变化、粮食和经济危机的部长级会议和其它活动。
5.1.2
议：

理事会注意到第六十三届联合国大会针对联合国专门机构有关WMO的下列决

8、32、37、51、89、90、100、111、124、137-139、141、147、159、		
202、 205、209、212-220、222、224、225、227、230、232、233、235、
239、260
理事会要求会员和秘书长确保根据这些决议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5.1.3
理事会赞扬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加强WMO在联合国系统协调应对气候变化
中的作用，并赞赏UNESCO的宝贵支持。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MO在气候方面的活动是
支持联合国全系统气候变化行动框架的，该框架是由联合国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CEB)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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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 COP-14上提出的，它与UNFCCC COP-13提出的巴厘路线图保持一致。理事会赞
同WMO与UNESCO一道提出的倡议：履行CEB所赋予的重要责任，牵头召集下列交叉领
域：气候知识：科学、评估、监测和预警。理事会欢迎下列品牌“联合国关于气候知识协调
一致行动”。
5.1.4
理事会还赞赏秘书长为促进与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所作的努
力，促进这些组织参与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促进其认识到这将有利于各自行业履行职
责。理事会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对于成功地形成和实施大会的成果必不可少。理事会还赞同
了WMO和FAO建立合作关系的益处，这一关系在主题为“气候变化和生物能源挑战”的世界
粮食安全高层大会(2008年6月3日至5日，罗马)上得以体现。
5.1.5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UNFCCC COP的要求，GCOS指导委员会编写了GCOS实施进
展报告2004-2008，该报告已提交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第30次会议，之后还将于2009年
年底更新GCOS配合UNFCCC实施计划。在这方面，理事会提请WMO会员积极参与更新版
计划的审议和实施。
5.1.6
理事会赞同WMO、UNCCD秘书处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在乌兹
别克斯坦塔什干设立中亚干旱管理中心，并要求秘书长从WMO方面为该中心的建立提供相
应支持。
5.1.7
理事会赞赏WMO为ISDR 2009全球减灾评估报告所作的贡献，该报告于2009年
5月公布，秘书长参加了公布活动。理事会注意到WMO与ISDR秘书处和ISDR伙伴组织一
道制订了一些具体的国家和区域减灾项目，针对的是东南欧、中亚、高加索和中美洲等地
区。理事会还注意到WMO 使联合国沟通组确信，邀请NMHS中WMO沟通联络人参加联合
国在各国召开的媒体通报会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出现危机和自然灾害情况时。理事会认为
这种伙伴关系可使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NMHS在减灾方面的作用，可增加国内和国际上的投
资，为加强NMHS的能力建设争取更多的机会。理事会敦促NMHS和区域协会积极参与国家
和区域减灾平台。
5.2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议题5.2)

WMO/UNEP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5.2.1

执行理事会对IPCC主席R.K. Pachauri博士就IPCC工作现状所作的报告表示赞赏。

5.2.2
理事会祝贺IPCC所开展的宣传活动，旨在让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广为人知。
赞赏地注意到该报告及摘要已翻译成联合国正式语言，并分发给了全体WMO会员，还有一
些宣传活动是由会员和联合国伙伴机构主办的。理事会特别赞赏IPCC、WMO会员和秘书处
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协调做出的努力，使决策者、主要专业部门和大众认识到社会所面临的
气候变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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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理事会还祝贺IPCC将技术报告《气候变化与水》和专家会议报告《迈向排放分
析、气候变化、影响、和应对战略新情景》翻译成联合国的正式语言。第一本与WMO在水
文方面的活动特别有关，第二本有助于WCRP开发新的模式。
5.2.4
理事会欢迎IPCC主席和秘书处正在考虑如何让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积极参与
IPCC的工作安排以及第五次评估报告(AR5)的规划和内容。欢迎正在为《可再生能源和减
缓气候变化特别报告》所开展的工作，该报告拟于2010年完成，以及委员会关于编写一份
《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的决定，这个领域对WMO会员特
别重要，也是本组织可以主动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的领域。理事会强调需要WMO会员加强其
对气候监测和气候变化研究的参与，包括适应战略，还需要加大合作，在气候变化领域支
持发展中国家，以便有效地为AR5的内容和质量做出贡献。
5.2.5
理事会祝贺新当选的IPCC主席团成员和积极参与IPCC活动的WMO会员，形式有
直接提供资金，或者资助技术支持处(TSU)和/或举办IPCC会议和其它活动，理事会鼓励这
些会员在整个IPCC第五个评估周期继续对其给予支持。
5.2.6
理事会欢迎IPCC的倡议，利用诺贝尔和平奖资金设立一个特别信托基金，并向
其他潜在捐助方开放，这一基金的目的是资助创造并传播气候变化知识，即扩大发展中国
家科学家的参与。
5.2.7
理事会赞赏地认可印度尼西亚政府关于承办IPCC第三十一次届会的邀请，会议
将于2009年10月26-29日在巴厘召开。
WMO/ICSU国际极地年2007-2008(IPY)
5.2.8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IPY的实施取得了显著进展，并高度赞赏WMO/ICSU IPY联
合委员会(JC)的工作，高度赞赏了其分委员会、IPY国际计划办公室、及来自60多个国家
的50,000多名IPY项目参与人员。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在IPY期间，研究人员观测到令人振
奋的新现象，取得了基础科学发现，开发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促进了极地科学方面的跨学
科和国际联系，最为重要的是，对极地地区在整个地球系统中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IPY
的初步科学和观测成果已在JC声明“极地研究状况”中作了总结，该报告已于2009年2月25日
在WMO总部公开提交给WMO和ICSU行政首脑。理事会认为IPY的成功激励了许多国家在
IPY“正式”时期结束后继续开展IPY项目，计划在IPY科学大会(2010年6月8-12日，挪威奥斯
陆)上宣布IPY正式结束。
5.2.9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第9号决议(EC-60)，经与有关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其它机构磋
商，设立了EC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成员为高素质专家。理事会要求有关会员向
信托基金自愿捐款，协助专家开展咨询，以便能对专家组的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达到所
需水平。
5.2.10

理事会注意到IPY和极地科学部长级宣言已由南极条约 – 北极理事会联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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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华盛顿)通过，肯定了WMO和ICSU及全球IPY科学家所作的广泛努力，呼吁采
取一些行动支持IPY遗留活动，包括加强极地地区各级国际合作，因此，理事会要求专家组
与北极理事会和南极条约工作机制建立密切合作。理事会注意到WMO的代表已被纳入北极
理事会关于最大限度发挥IPY遗留活动项目联络小组。
5.2.11
理事会认识到IPY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资料交换和保存，因此，理事会敦促会员
确保免费、不受限制地交换IPY资料。关于资料的长期保存，理事会一致认为这一问题需要
由有关NMHS、融资等机构加以解决，并欢迎ICSU关于创建世界资料系统的倡议。理事会
要求其专家组优先审议这一事项，以便促进对极地地区观测资料的获取、交换和存档。
5.2.12
理事会注意到英国南极考察局负责维护READER数据库，该数据库存储了一套限
定的南极地区气候资料。理事会敦促那些运行南极地区站点的会员向该数据库提供经质量
控制的资料。
5.2.13
理事会还注意到一些国际论坛对理事会上次届会表达的国际极地十年的设想进行
了讨论，并得到积极反响。因此，理事会要求其专家组审议极地十年的方式和计划，以IPY
期间获得的经验启示为基础，把重点放在极地十年的长期需求和问题上，以便向第六十二
次届会提出建议。
5.2.14
理事会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在北极理事会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上代表8个北极国家
的部长承诺要保持一个能长期坚持的IPY遗产，并决定考虑关于国际极地十年的建议。理事
会要求秘书长组织一次由北极理事会、南极条约、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南极研究科学委
员会、ICSU、UNESCO及其IOC和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和EC专家组代表参加的研讨会，旨
在制订国际极地十年的理念和结构，供EC-62审议。
5.2.15
理事会认识到未来极地相关活动的主要目标应该是(a)长期监测和研究在IPY期间
发现的至关重要的极区气候变化，这种变化会对世界的其它地区、极区的生态和北极圈内
各类社区的生活质量会产生影响；(b)使用现代资料同化系统整合上述观测活动，及其在季
到更长时间尺度范围内的天气、气候和环境预测系统中的应用；以及(c)IPD为各国政府为适
应这类变化提出具体的建议，其重点是加强北极人口的适应能力。理事会强调未来活动的
结构应以拟议的关于IPY遗产的建议为基础，如维持北极观测网、南半球海洋观测系统、全
球冰雪圈观测、极轨卫星组和、极地气候展望论坛、WWRP/THORPEX IPY及其它。
与WMO的工作安排和磋商地位
5.2.16
理事会注意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提出的要求：与WMO建立正式工作安排。
经对OIE的目标和职能的考虑，并鉴于WMO在与其它组织建立科技合作工作安排方面的惯
例，理事会一致认为建立密切的工作安排对WMO和OIE双方都有益。因此，理事会授权秘书
长与OIE总干事最后完成工作安排，基础文本见本报告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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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工商联合会(ITUC)和新世界希望组织(NWHO)提出要求取得磋
商地位，并推迟审议此事，直至获取更多关于合作方式的信息，以确定所采合作方式有利于
WMO。
5.2.18
理事会注意到地中海议会大会(PAM)秘书长发来的函，邀请WMO根据其章程以
观察员身份参与议会大会的工作，也注意到WMO秘书长作了复函，提出与PAM建立正式
合作关系，共同商定工作安排。理事会推迟了对此事项的审议，待合作方式提案成熟后再
议。
与气象学会的合作
5.2.19
理事会重申区域和国家气象学会在发展气象科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理事会
赞赏秘书长为发展WMO与气象学会之间的合作所作的努力，并欢迎与美国气象学会年会
(2010年1月，美国亚特兰大)一起召开第一届国际气象学会论坛的计划。要求秘书长进一步
加强与气象、水文和其它相关领域科学学会的关系。 在此方面，理事会满意的注意到成立
于2007年10月的南部非洲气象学会迫切希望通过会员、WMO秘书处和气象学会获得WMO
机构的指导和援助，以便更好的履行使命。
WMO与地球观测组织(GEO)
5.2.20
理事会回顾到第十五次大会批准了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及其十年实施
计划。大会要求WMO尽可能在不超出其使命的情况下，为GEO进程和由此产生的GEOSS提
供全面支持，并且如WMO决议40和25(分别由Cg-12和Cg-13作出)所确定的那样，通过GEO
与国际社会的互操作协议提供所有必要的数据。大会强调，WMO参与GEO以互惠互利为基
础，从而在最大限度减少重复的同时实现协同最大化。
5.2.21
理事会获悉，在2009-2011年GEO工作计划的105项任务和子任务中，WMO秘书
处领导或参与了其中的30多项，并且参加了GEO的委员会、工作组和专题组。WMO与其它
共同发起全球观测系统(GCOS、GOOS和GTOS)的联合国机构一起，对GEOSS作出协调一
致的响应。WMO主办了GEO秘书处，并通过一项服务协议为之提供行政支持。
5.2.22
此外，理事会还获悉基本系统委员会(CBS)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和关注事宜并作为
最近举行的GEO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有关WMO参与GEO/GEOSS的一项后续行动。
5.2.23
理事会认识到此事宜的重要性，并考虑到即将于2009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GEO全
会和2010年11月在中国举行的GEO部长级高层会议，要求秘书长与参与GEO的WMO会员磋
商，以便对WMO参与GEO/GEOSS之事进行审议，并且评估WMO做出的贡献以及本组织在
参与过程中获得的益处、结果和各种有助于加强参与的潜在机会。该审议结果应提交给理
事会的下一次届会。理事会同意WMO用于支持GEO的预算应该全部透明，并制定正式协议
供理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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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沟通和公共事务(议题5.3)

5.3.1

理事会决定2011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为：“你与气候”。

5.3.2
理事会注意到关于WMO全球沟通战略实施进展的报告，也注意到为普遍将WMO
及其会员视为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权威机构所开展的活动。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和会员加
强对WMO沟通活动的支持，落实大会的指示，并增加用于沟通活动的资金，包括预算外资
金，以便制作高质量的沟通产品，开展高水平的沟通活动。
6.

能力建设(议题6)

执行理事会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6.1
理事会审议了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提出的执行理事会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
用和运作的声明草案。它感谢在该声明上付出的努力。理事会也认识到，准备一份简洁和
具有足够灵活性的声明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该声明要适合不同国家NMHS的不同运行模
式，并要符合WMO关于重大事宜(如与私营部门的关系和质量管理体系)的不断变化的政策
和讨论。
6.2
理事会认为对声明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在这方面，它要求秘书处根据执行理事
会成员提出的意见对该文件进行审查，并将修订后的版本提交EC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审
议。理事会同意在上述工作组进一步审议之后，在下次执行理事会届会上对该声明进行重
新审议。
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6.3
理事会认识到协调工作已得到改进，这种协调是在改组WMO秘书处以及建立发
展和区域活动司(DRA)时进行的，它把负责与区域一级会员在NMHS发展问题上进行合作
的WMO秘书处的重要办事处组合在一起。此外，理事会欢迎重要伙伴和捐助方的进一步参
与，目的在于提高发展中国家NMHS的能力。
发展合作与伙伴关系
6.4
理事会对资金筹措办公室和DRA区域办公室所采取的、努力把工作重点放在与重
要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上的作法所取得成功表示称赞并予以支持，此举增加了用于发展
的资金。这些组织包括世界银行(WB)，欧洲委员会的各理事，联合国系统的合作伙伴，尤
其是UNISDR、FAO、WFP和UNDP，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区域经济集团，此外还与WMO会
员和提供区域尺度发展项目的企业部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6.5
理事会对正在一些地区开展的、与旨在提高NMHS能力的区域计划有关的重要
战略性工作表示赞赏，这些地区包括西部非洲、东南欧、中亚、太平洋，以及美洲，涵盖
约40个国家。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在此期间，为新的和继续开展的项目提供的资金
总额已超过1,900万美元，这些项目在WMO RMO的推动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保证。这些
能力开发计划是通过与WMO会员(韩国、西班牙、芬兰、意大利、美国)，以及上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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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的合作来提供的。(参见以下文件的附录V：http//www.wmo.int/pages/prog/tco/vcp/
meetings_en.html。)
6.6
理事会强烈支持这种面向区域及合作伙伴的、旨在为改进天气、水和气候服务提
供帮助的做法。理事会敦促秘书处继续以这种方式开展工作，并鼓励其他WMO会员考虑通
过WMO和/或双边或其它机制支持这类区域发展项目。
6.7
理事会还注意到，由于财务资金的减少，近年来在技术合作项目管理方面分配给
秘书处的人力资源也明显减少，它敦促秘书长和会员考虑有关在秘书处内加强项目管理能
力和支持这些区域举措的要求。
6.8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考虑拨出50%的开发合作项目管理费用以支持项目的实施。

6.9
理事会还呼吁技术委员会各管理组帮助秘书处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注意到要成功
地管理由合作伙伴资助的项目，我们必须确保拥有足够的项目制定和执行人员，因为如果
我们不能兑现我们的承诺将给WMO带来风险，对此理事会还表示对过度扩大秘书处执行项
目的能力需予以谨慎。
6.10
注意到在综合需求的分析/评估、管理技能的建设、NMHS发展计划的制定，以及
有关服务提供和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的试点和示范项目的实施方面，正在努力为LDC和SIDS
的NMHS提供帮助，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其提升相关NMHS形象的战略，这可以通过分享
那些把天气、气候以及与水有关的信息和服务纳入到国家和区域发展框架中的最佳实践来
加以实现。
6.11
理事会欢迎非洲联盟委员会、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关于启动非
洲发展气候计划。它注意到该计划对于改进非洲的气候观测和服务具有很大的潜力。理事
会敦促秘书处在进一步发展和实施非洲ClimDev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帮助非洲的NMHS积
极参加这一计划。
6.12
进一步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关于在2011年召开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高层会议，理事
会重申WMO需与其他联合国系统的机构磋商，积极参加该会议的政府间筹备过程。对此，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建立一个筹备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专题组，帮助规划、动员和协调
WMO的活动，以便对大量的筹备方面的工作提供支持，包括会前活动或专题/部门审议方面
的活动。
基础设施和业务设备
6.13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LDC和SIDS，还没有基础设施
和业务设备，以及可用来满足其NMHS在观测系统、电信和信息技术方面需求的人力资源
能力，其结果是严重影响到它们在当前和今后为支持发展目标和安全提供服务的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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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事会敦促秘书长、会员和发展伙伴把解决这些关切点作为优先领域。
6.14
理事会对以下信息表示欢迎：在2008年，除了上述区域发展活动之外，还以对
观测和通信基础设施进行更换、升级和扩充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援助，这些援助是由VCP
计划通过各种资助机制、VCP信托基金、VCP协调机制提供的，以及由会员国在双边基础
上直接提供的。有大约20个国家通过VCP(F)接受了支持(包括短期奖学金)，7个国家在
VCP(ES)机制下获得了支持。有更多的国家通过双边安排获得支持，从而使大约1,150万美
元的等价援助资金得到保障(参见http://www.wmo.int/pages/prog/tco/vcp/meetings_en.html的附
录II)。
6.15
注意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消耗性器材的供应和费用问题是维持观测的重要障碍，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和可能的机会。
6.16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最近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WMO会员提供的紧急援助，包
括为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尤其是为2008年气旋纳基斯过后的缅甸提供的援助，援助是通
过澳大利亚、中国、日本，以及紧急援助基金和VCP(F)的支持提供的。理事会对会员以现
金和实物为紧急援助活动提供捐助表示赞赏，并敦促会员进一步参与这一举措。
6.17
理事会注意到在实施已获得ISO认可的质量管理系统(QMS)试点项目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该项目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国际空中导航提供航空气象服务。项目的效率以
及它与服务提供的关系是LDC和SIDS的NMHS在履行其职责中获得成功的基础。理事会注
意到在业已建立积极的成本回收机制的国家，建立QMS系统的费用可以通过航空业收回。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发展方面的伙伴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类似举措，并要求区域协会在建立
实施项目方面，作为这一示范项目的后续，与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密切合作。。鉴于距2010
年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而这是ICAO为实施航空气象服务QMS设定的最后期限，理事会要
求秘书长和发展伙伴努力协助会员筹措资金，以及开发供会员国家实施QMS的机会项目。
人员能力开发
6.18
理事会回顾到，在其第六十次届会上曾要求秘书长寻求四个WMO区域培训中心
(RTC)在其外部评估报告中对建议作出答复，这几个中心是在2006年和2007年期间通过审查
的。理事会欢迎秘书长的报告，在报告中所有四个RTC都指出它们赞同各项建议，并在某些
情况下已采取行动实施这些建议。因此，理事会支持建议2(PAN-23)，并再次确认安哥拉、
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以色列的培训中心被指定为WMO区域培训中心。
6.19
理事会感谢秘书长为会员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及
WMO计划与一些机构间的积极合作与协调，这些机构如WMO区域培训中心和会员的培训
机构。理事会注意到，加强合作与协调为会员提供了更多的和改进的培训机会。关于WMO
奖学金计划，理事会赞赏秘书长所做的努力，它使得在面对日益增长的财务压力和需求的
情况下仍然维持了一个强有力的计划。理事会还感谢会员为奖学金计划所做出的直接和间
接贡献，并鼓励会员，即使不增加，也应继续为人员能力开发这一重要的长期问题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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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理事会欢迎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AID)的决定，开放澳大利亚发展奖学金计划，吸
收气象局培训中心在其气象学研究生课程下作为研究生培训的提供单位，与气象局一起为
全世界的NMHS提供培训奖学金。
6.20
关于资金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实施EC专家组下设的航空预报员资格专
题组的建议(参考本次届会的议题4.2)所产生的影响，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供更多的信息，
并在编制下一财务期的预算时考虑资金的这些影响。
6.21
理事会对有关各个WMO计划中采用的培训方法的信息表示赞赏，并要求秘书长
和那些能够提供或协助WMO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会员，积极寻求最有效的培训提供手
段。理事会注意到，综合的远程学习计划为长期培训，如气象学位/证书，和短期专题培训
提供了成本效益很高的解决办法。 但是因特网接入问题和远程学习计划的地方语言问题影
响了这些教育培训计划的生源。认为解决问题的部分办法是改善通讯，比如，这应该与CBS
WIS实施计划和其他旨在改善会员基本设施的项目一起进行探讨。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基于
试点项目的方法所产生的相当积极的成果(这些试点项目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实施的
质量管理系统试点项目、在南部非洲实施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在五区协实施的侧
重于太平洋岛屿国家(PIC)的风暴潮监测计划，以及在南美洲和非洲实施的公共天气服务计
划“边干边学”项目)。理事会确认，在把从这些试点项目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运用于更宽的范
围时，可能很难继续维持相同的影响水平，除非相应地增加援助资金。
6.22
理事会对通过最不发达国家计划，以及以双边为基础举办的培训班、在线学习和交
流计划向会员提供的人力资源开发机会表示赞赏。考虑到以往针对局长管理层的能力建设
活动的良好效果，理事会鼓励会员为NMHS局长管理层交流经验创造机会，以便进一步提高
会员的服务业绩。
6.23
理事会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
(LDC)，由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和高度的经济脆弱性，使它们对热带气旋的影响变得越来越
脆弱。理事会重申，特别需要努力为SIDS和LDC提供可持续的培训，以使它们能够获得开
展有效的热带气旋预报和警报所需要的技巧与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热带气旋灾害风
险。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热带气旋计划(TCP)与公共天气服务计划之间的持续合作已
证明，这种合作对于为一、二、四、五区协热带气旋预报员举办的综合培训是有效的。理
事会还强调通过在TC RSMC进行的岗位培训把实用技术转化为预报员作法的重要性。理事
会要求秘书处今后把所有受影响区域的预报员都纳入到这种性质的培训中。
加强自愿合作活动
6.24
理事会获悉了会员在2008年通过VCP(ES)和VCP(F)为WMO自愿合作计划提供
的捐款，以及所报告的双边支持，它对下以事实表示欢迎，即在2008年总额为1,340万美元
的援助中，通过信托基金和经由WMO的VCP协调活动提供了220万美元的等价援助，以及
通过会员间的双边安排提供了1,120万美元的等价援助，理事会还获悉，有十个会员为VCP
基金(VCP(F))提供了总额约为272,748美元的新的现金捐款。请参见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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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与自愿合作计划非正式计划会议联合会议报告的附录III。(见http//www.wmo.int/pages/
prog/tco/vcp/meetings_en.html的附录3)
6.25
理事会对这样一种趋势表示欢迎，即由会员通过WMO为主要的发展计划提供支
持，作为对发展合作活动的补充和重要捐款，它注意到，2008年通过WMO和双边安排总体
上为主要发展活动保证了约1,200万美元的额外资助。然而理事会注意到，虽然在过去五年
里通过VCP(F)计划的捐款趋势表明这一VCP机制是相当稳定的支持，但它是与近年来VCP
协调活动有少量增加相关联的。在利用VCP机制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会员的渠道方面，就
实际价值而言，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6.26
在这方面，理事会认识到，VCP(F)和VCP(ES)机制为各国能够维持它们的业务
提供了非常宝贵和相当及时的短期支持，同时也使它们朝着制定较长期的发展战略计划这
一方向迈进。注意到对这些机制的支持水平总体上是稳定的，理事会对捐助会员将不会放
弃这些机制表示关注，并敦促会员参与、继续并增加其在这些领域的支持，以此作为对更
广泛的发展活动的必要补充。
6.27
分配。

理事会审议了本报告附录5中的VCP托管基金的名义分配，并通过了建议的名义

6.28
理事会同意，经40年的运行，应由DRA在IPM的协助下，根据地缘政治和经济形
势的变化，包括最近的全球金融衰退，对VCP 机制进行彻底的审查。它要求秘书长寻求创
新的方法以加强下个两年期WMO的能力建设活动，其目的是向2011年的WMO大会提供一
个新的有效的发展援助理念。
资金筹措
6.29
理事会回顾到，2008年的EC-60支持RMO提出的2008—2011年使命宣言和资金筹
措战略，尤其RMO建议把工作重点放在为NMHS提供支持上，以提高其本国和外部对一些
活动的支持和资助水平，这些活动主要针对NMHS的发展，特别强调LDC和SIDS，以及冲
突后国家的发展；在回顾之后，理事会对于已经获得同意的主要重点领域中取得的进展表
示欢迎(这些领域包括：1. VCP计划；2. 战略伙伴关系；3. 联合国系统国家计划；4. 在国家
层面协助NMHS寻求资助机会，特别是利用INTAD网络以及通过能力建设来寻求机会；5.
NMHS产品与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示范；以及6. WMO和NMHS的宣传与营销)。理事会对
WMO预算外资金的增加表示高兴，对融资司司长的工作表示称赞，并注意到这些资金补充
了评定会费和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6.30
理事会欢迎最近启动的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试点项目，该项目包括通过一项
合作举措支持三个东部非洲国家的观测与服务，合作举措涉及到WMO、全球人道主义论
坛、公民社会参与者以及电信部门。
6.31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加强与UNDP和UN国家办事处互动的潜力，这种互动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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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一致的联合国”精神，在东南部欧洲通过联合实施由欧洲委员会资助的减少灾害风险项
目进行的；为了这项活动，以及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开展的活动，还与联合国机构建立了
一个协调委员会；理事会表示希望能在其它区域效仿这一模式，从而使WMO和NMHS更好
地融入到“协调一致的联合国进程”之中。在这方面，理事会对秘书处积极参与继任联合国驻
地协调员就职过程的行动表示欢迎。
6.32
理事会还对开始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展开讨论表示欢迎，讨论涉及在支持东部、南
部和中部非洲的粮食安全计划，以及对埃塞俄比亚的天气、气候和农业推广服务进行改进
方面的潜在合作。
6.33
理事会对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EC-CB)主席的报告表示赞赏，该工作组于
2009年3月18—20日与自愿合作计划(VCP)非正式计划会议(IPM)联合举行了自其成立以来
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理事会注意到EC-CB和IPM已经审议了发展和区域活动司(DRA)的合作
活动，以及对VCP做出贡献的会员，并高度赞扬了RMO取得的进展。 与此同时，理事会注
意到EC-CB和IPM都对秘书处重管理技术合作活动的人力资源的减少较为关注。
6.34
理事会注意到， WMO秘书处中处理VCP和紧急援助项目的技术人员负担沉重，
因此高兴地注意到，CBS-14同意EC-CB有关成立非正式工作组以帮助DRA开展此方面工作
的提议，该工作组将由EC-CB的组长、CBS主席和副主席、IPM(VCP)组长以及相关专家组
成。理事会注意到一些会员，特别是参与VCP活动的会员，为此自愿提供专家。 理事会还
欢迎CIMO主席和其它技术委员会表示愿意提供适当的类似帮助。
6.35
理事会还欢迎EC-CB对CBS采取的方法，邀请CBS与EC-CB紧密合作，为会员国
制定新系统和技术的实施计划，特别是在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中特别关注的领域包
括：
(a)

WIS和WIGOS的实施，包括示范项目；

(b)

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全球观测系统；

(c)

支持技术合作活动；

(d)

促进数值预报模式集合产品的使用;

(e)

DRR项目/活动。

6.36
理事会注意到CBS已同意加强所有技术委员会、EC-CB和GCOS管理机制之间的
联系，特别是GSN/GUAN哑站。理事会敦促秘书处确保对上述活动的联合支持。理事会获
悉，明年EC-CB将主要致力于两项或三项重要事宜，分别关于LDC会员的能力和确定有时
限要求的行动，这些行动将在2008-2011休会期的剩余时间内实施。对此，会议确定了如下
可能从EC-CB的特别关注中受益的具体领域：
•

考虑到从示范项目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应与CBS 合作在发展中国家推广WIS，这
些示范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展示了“检验概念”；

•

支持WMO在资金筹措方面所作的努力，并通过确定新的财政资金来源和/或发展
战略伙伴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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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理事会赞同EC-CB的观点，除了要求紧急的援助以外，要求会员国提供援助应以与
国家的总体发展计划相联系的，正式、明确以及可持续的NMHS发展计划为基础，另一方
面，要与发展NMHS区域战略计划相联系，后者反映了WMO和相关合作伙伴的全球计划。
会议认为此类方法对于VCP伙伴和其它资助机构更具吸引力，更能使自身的优先重点与国
家或区域能力建设的优先重点相吻合。
6.38
理事会审议了EC-CB关于需要重新审议由EC-56批准的WMO一般管理费用政策
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向收回全部成本的模式转变，它要求秘书处尽快着手开始这一审议工
作。
WMO国家基本数据库
6.39
理事会对制作综合国家基本数据库(CDB)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审议，该项工作
是Cg-15和EC-60要求的。理事会对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
6.40
认识到调查和管理跨计划和跨区域的知识管理在改进协调以及提高效率方面所
蕴藏的潜力，以及注意到要在2009年底完成项目第一阶段的计划，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在
EC-CB的参与下继续开发CDB和愿意提供的会员的援助。还要求秘书处进一步完善CDB的
要求和功能，如共享愿意分享的会员的信息，同时减少实施成本。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就进
一步开发第一阶段后的CDB全额收费情况准备一份报告。
7.

有效的管理和善政(议题7)

7.1

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发挥职能(议题7.1)

WMO法定出版物的概念和经费
7.1.1
理事会审议了WMO法定出版物的概念 [见决议26(Cg-15)]，并注意到列出的所有
出版物在标准和推荐做法及程序和本组织的管理方面为NMHS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它强调了
法定出版物对完成本组织的预期结果做出的重要贡献。执行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这些出版
物的目标读者还包括学术单位、国际组织、决策者、认捐单位、私营部门、NGO、媒体和
民事社会的其他成员，还注意到在预算缩减的情况下，必须对出版物、年鉴和WMO公报作
出艰难的决定。
7.1.2
此外，执行理事会还审议了WMO计划支持正常出版物清单 [决议13(EC-56)]，并
注意到有必要根据目标读者和预期用途以硬拷贝和/或电子版形式分发出版物。
7.1.3
执行理事会回顾到，在以前，WMO法定出版物清单中的出版物符合规定从出版
基金出资(直至第十五财期，该基金中止)，它还回顾到，WMO计划支持出版物清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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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根据相关计划进行规划并由这些计划出资。为了优化本组织出版物计划的规划、管
理和执行，执行理事会建议将计划支持出版物清单与法定出版物清单合并，形成一份单独
的WMO出版物清单。理事会进一步建议各委员会主席考虑法定出版物的概念(决议5(EC61))，为编制该新的出版物单一列表做出贡献；新清单上的出版物将分成两大类替代以前
所有的出版物系列和种类，明确标注翻译需求：
(a)

管理和技术出版物：包括决议26(Cg-15)附录中在基本文件名下列出的出版物、业
务出版物、官方纪录和WMO指南；以及在决议13 (EC-56)附录四中作为“WMO计
划支持的正常出版物”列出的各类出版物，但不包括B.7项下列出的出版物(小册
子，包括有关世界气象日的小册子和联合跨机构的出版物)；

(b)

普通信息出版物：如针对公众及政策和决策制定者的宣传性出版物。

7.1.4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不可能在一个财期内出版WMO管理和技术出版物清单上所有
的出版物。执行理事会因此建议第十六次大会批准计费“WMO法定出版物”清单，该清单将
只包括由技术委员会、执行理事会和其他组织机构建议的出版物，费用则由该财期的正常
预算承担。此举将确保每个财期WMO出版计划将有限地出版部分出版物。新的“WMO法定
出版物”清单将包括两类出版物，它们是管理和技术出版物以及普通信息出版物(包括WMO
公报)。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上述新的出版物分类方法将使优先排序更加透明和平衡并能确保
WMO出版物的资金。就此，执行理事会将此决定记录于决议10(EC-61)– WMO第十六财期
法定出版物。
7.1.5
执行理事会认为，每个财期新的WMO法定出版物清单须经大会通过，并且该列
表应当指出每个法定出版物对完成各个预期结果所做的贡献。所有其他出版物也应通过出
版计划用预算外资金根据重要性管理出版。
7.1.6
理事会认识到将本组织的出版物计划设定优先等级的重要性，就此认为《气象学
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是重要出版物的一个样本，应当使用WMO各种官方语
言定期更新并分发。
出版物分发政策
7.1.7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进一步要求秘书处审议向会员分发出版物的政策，审议
时须考虑到电子分发带来的可能性以及需尽可能地减少支出。
7.1.8
执行理事会回顾到一定数量的WMO印刷版出版物免费分发给各会员国、官员、
WMO机构的成员、与会人员、区域培训中心、免费接受出版物的图书馆、联合国及其专
门机构等。为此，执行理事会确定了一份WMO出版物免费分发清单。 [见执行理事会第
五十六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977), 附录 一 和 三]
7.1.9

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建议和WMO会员关于尽可能广泛分发WMO出版物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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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已经在WMO网站上贴出了WMO基本和业务法定出版物，由此在因特网上免费提供
了这些出版物。为使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实现资本化，同时考虑到在正常预算中没有针对
WMO出版物免费分发清单确定的用于WMO出版物印刷和分发的专项预算，执行理事会同
意由秘书处对免费分发的印刷版文件的数量进行审议，并向EC-62汇报。
附属机构届会的效率
7.1.10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采用创新的方法组织届会，如EC-60，CHy-13, RA II
-14，RA V-15和 CBS-14届会体现的优势。因此它建议在第十五财期剩下的组织机构届会继
续采用同样的方式。
7.2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议题7.2)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7.2.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审计委员会自EC-60以来的报告。

7.2.2
审计委员会重点就以下事宜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审议年度财务报表、审议外
部审计员的工作；审议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各项计划和进展报告；审议秘书处提出的项目建
议，包括有关从联合国会计制度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IPSAS)转变的会计制度改革建
议；企业风险管理；以及其它财务和管理事宜。
7.2.3
理事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就以下事宜提出的建议：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的报
告、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为执行IPSAS需对财务条例进行的修改、流动基金和内部审计报
告的披露政策，并在对各议题作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7.2.4
理事会注意到在内部监察室发表的内部审计报告的披露政策中“授权代表”一词
的定义，并同意“向执行理事会成员、他们的代理人和顾问、以及相关会员的政府为此专门
指定的所有当局开放保证报告。根据默认方式，WMO常任代表和各国外交部(包括常驻日
内瓦代表团)有权指定授权某人代表相关会员索取保证报告。”
7.2.5
理事会保持与审计委员会有关的所有决议有效，并注意到在休会期间人员组成
发生的变化。
战略计划
7.2.6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Cg 和EC，特别是EC-60(第7.2.1 – 7.2.11段)，较早前作出的关
于制定下一个WMO战略计划(SP)和WMO运行计划2012-2015(OP)的决定。执行理事会赞赏
地注意到EC WMO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就这些问题提交的报告和建议。
7.2.7

关于下一个WMO战略计划，理事会考虑并同意了其工作组提出的下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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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定一项简洁而且易于为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不同受众所理解的战略计划和运行计
划；

(b)

将本组织的战略方针建立在本报告附录6表1中给出的一套全球社会需求(GSN)基
础上。应对WMO在GSN方面的实力及其独特贡献加以阐述，以便使WMO明确区
别于其它在战略规划和计划执行中涉及到此类或类似GSN的国际组织。通过信息
统计、各类表格和图表对WMO主要成果的简述，应被用于巩固本组织的独特能
力和贡献；

(c)

要阐述其它利益攸关方对本组织的中期和较长期的期望以及本组织在其各项计划
中确定的战略优先重点领域，以便利用有限资源在响应GSN方面发挥最佳业绩；

(d)

利用“结果链”，即战略主旨(ST)->预期结果(ER)->关键成果(KO)->可交付的成
果->各项活动，作为战略计划过程的架构。ST和ER(和相应的业绩标准)将是SP的
主体结构。用基于计划的相应KO(含业绩标准)来进一步阐述ER，以及可交付的
成果将构成OP的主体。

(e)

下一个SP的框架有五项战略主旨(ST)和八个本组织的预期结果(ER)，见本报告附
录6表2；

(f)

根据本报告附录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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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指标，以此突出本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给成员
带来的附加值。关键业绩指标应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和可衡量的状态，以便
能够进行监测及业绩评估。本报告附录6表4给出的框架应用于指导设计一套改进
的清晰、可以衡量和基于结果的业绩标准。一方面，关键业绩指标应能用于衡量
秘书处的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衡量本组织所取得的总体成果；

(h)

让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参与制定预期结果和关键业绩指标、主要结果和一系
列便于处理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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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参与也将有助于建立各种基准和现实的目标。。

7.2.8
关于上述建议(a)中提及的WMO的主要成果，理事会同意本报告附录6表5列出的
草案，但注意到仍然存在改进的余地，例如在决议40(Cg-12)和25(Cg-13)基础上的信息共
享方面。
运行计划
7.2.9

关于WMO运行计划2012-2015，理事会考虑并同意了其工作组提出的下列建议：

(a)

鉴于Cg 和EC要求制定本组织的运行计划，提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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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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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积极协调的过程(包括EC1、RA、TC2和秘书处)来促进KO的制定，采用的形式
要与WMO的各项计划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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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协调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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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获得有效的和最佳的计划实施计划；

(d)

确定和描述各组织机构在WMO运行计划中的作用和职责。

7.2.10
理事会同意开发独立的规划文件，包括WMO战略计划、WMO运行计划以及秘书
处实施计划和预算。
7.2.11
WMO战略执行摘要文件应为一份额外文件，该文件以这样一种语言编写，即旨
在吸引WMO以外的组织，特别是那些对NMHS和秘书处提供基金作出决定的组织。
监测和评估
7.2.12
理事会注意到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2009年3月16-18日，日内瓦)关于
WMO监测和评估(M&E)计划的报告。该计划概述了系统的主要特征、WMO组织机构参与
M&E的过程以及分阶段实施的方法。理事会还注意到，该系统是以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和
一些NMHS报告的经验为基础。理事会强调了WMO M&E系统对在WMO成功实施RBM的重
要性，并支持其WG/SOP的以下建议：
––

应将WMO M&E计划作为开发和实施WMO M&E系统的行动计划，包括筹备阶段
(2009年)、M&E试点阶段(2010-2011年)和完整的M&E系统(从2012年开始)，同
时秘书长应向EC报告进展情况；

––

为试点阶段(2010-2011年)选择预期结果5和预期结果8。

7.2.13
具体而言，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根据各自的技术职责收集和评估与
各项计划有关的监测和业绩信息，从而为M&E的实施进程做出贡献。
7.2.14
理事会要求对试点阶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提交Cg-16。关于这一点，理事
会注意到秘书处为预期结果5制定了拟用于试点阶段的M&E框架。理事会重申需要一种节约
成本的方式来实施M&E系统，并要求在试点阶段的评估中纳入对系统全面实施阶段成本和
工作量的现实评估。
2010-2011年预算
7.2.15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第十五财期(2008-2011)第二个两年期2010-2011年
的预算建议。理事会对根据决议35(cg-15)–第十五财期的最大支出，决议23(EC-59)– 20081. 理事会将根据其管理职责确定各项计划的关键成果，例如通过其专门小组确定教育和培训计划及通过其工作组确定技
术合作计划。
2. 各技术委员会将制定其技术职责范围内各项计划的关键成果。

总摘要

81

2009两年期预算以及决议12(EC-60)–由第十四财期现金结余资助的高优先活动制定20102011两年期预算建议表示赞赏。
7.2.16
理事会审议了本报告附录1中的财务咨询委员会建议6。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旨在批准2010-2011两年期总额134,750,000瑞士法郎的预算，并在授权秘书长的第(1)点下注
明财务条例7.3条，第(2)点下注明财务条例4.2条之后，通过决议11 (EC-61)。
7.2.17
理事会批准了第十五财期第二个两年期(2010-2011年)总额134,750,000瑞士法郎
的预算，并通过了决议11 (EC-61) – 2010-2011年的预算。
关于第十六财期(2012-2015)预算的初步讨论
7.2.18
理事会审议了本报告附录1中秘书长就概要重点提出的建议以及第十六财期
(2012-2015)的资金。
7.2.19
理事会审议了本报告附录1中的财务咨询委员会建议7。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为分摊会费的常规资金制定三项备选方案供大会审议。第一项方案应反映出名义零增长
(ZNG)，第二项实际零增长(ZRG)，第三项在ZRG基础上每年增加百分之二的预算。每项
方案都应包含对预期结果成果的影响的分析。
7.2.20
经讨论后，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2(EC-61)– 第十六财期(2012-2015)的概要重点和
预算资金。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实施IPSAS的进展报告
7.2.2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关于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进展报告。

7.2.22
理事会注意到WMO秘书处为准备通过和实施IPSAS而采取的行动。理事会注意
到审议有关WMO“甲骨文”系统R12版本的潜在风险导致项目实施方法发生变化。为了减轻
风险并确保到2010年1月具备一套完全符合IPSAS的系统，该项目将分两个阶段实施 —— 首
先将对当前的“甲骨文”系统进行最低限度的加强，随后升级为R12版本，包括加强以促进并
简化业务流程并且持续不断地提升财务报告能力。
7.2.23
理事会还注意到最新活动和进度以及修订的预算。该项目实施方法的变化将不会
对已批准的该项目预算产生任何额外财务影响。

修订WMO财务条例
7.2.2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修订WMO财务条例的意见，以确保符合
IPSAS和审议委员会及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7.2.25

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授权，理事会批准了对相关财务条例的必要修订，自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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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日起生效，同时通过了IPSAS ，还通过了决议13(EC-61)–修订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
例。
关于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为以下备用金提供资金的提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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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6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为以下备用金提供资金的
提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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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财务咨询
委员会的建议。
7.2.27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直到1997年招聘和解聘(RAT)赔偿金占薪金支出的4%，到
那时备用金增长到630万瑞士法郎。执行理事会还回顾到，鉴于该备用金出现很大的余额，
因此理事会决定把参保 费用 比例从4%降至决议14 (EC-50)中规定的 3%。
7.2.28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截至2008年年底，备用金的余额已消耗殆尽，因为招聘和
解聘费用超过了可用的资金，并常规预算下出现了411,000瑞士法郎的缺口。
7.2.29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备用金占薪金支出的2%。执行理事
会还注意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该项备用金降至130万瑞士法郎，以及到2007年12月31日
WMO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赔偿金负债达7870万瑞士法郎。
7.2.30		 执行理事会还注意到联合国系统中的一些组织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已提供
的资金超过了ASHI 负债的50%。
7.2.31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秘书长关于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比例为以下备用金提供资
金的提议：(a)将招聘和解聘费用备用金从3%提高到4%；及(b) 将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
备用金从2%提高到3%。
7.2.3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定期审议这两个备用金账户的状况，并酌情向理事会通报
其财务影响以及对各计划的影响。
7.2.33
理事会通过决议14 (EC-61) –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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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金。
为周转金本金缺口筹措资金
7.2.3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为周转金本金缺口筹措资金的建议和财务咨询委员
会的建议。
7.2.35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秘书长向第十六次大会提出的以下建议：用从第十五财期开始
的周转金利息收入弥补截至2007年12月31日出现的 1,174,279瑞郎的周转金本金的缺口。
7.2.36
报。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定期审议周转金筹措过程中的缺口情况，并向理事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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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通过决议15 (EC-61) –为周转金本金的缺口筹措资金。

外部审计员、内部监察室和审计委员会
7.2.38
考虑到FINAC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执行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
2008年经审计的财务帐目。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对2008年的帐目签发了无保留的
意见。
7.2.39
理事会注意到2008年的正常预算支出为6580万瑞郎。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做出
的保证，即2008-2009两年期内实施的正常预算将依据会员的批准意见并在可用资金范围内
实施。
7.2.40
理事会注意到2008年末结余为860万瑞郎，根据决议35 (Cg-15)和决议12(EC-60)
所有这些资金可用于第十五财期的高优先活动。理事会还注意到，2008年拖欠会费减少了
60万瑞郎。理事会敦促会员尽早偿付会费。
7.2.41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2008年底，普通基金中的现金余额总计为1630万瑞郎，其
中结余资金860万瑞郎，提前收到的会费500万瑞郎，业务储备金130万瑞郎和其他净债务
140瑞郎。理事会注意到，业务储备金从2007年的390万瑞郎减少到2008年底的130万瑞郎，
这主要因为新大楼维护储备金、印刷费储备金、会议设施储备金和大楼账户于2008年1月1
日封闭，根据决议42(Cg-15)结余250万瑞郎转入周转基金资本。
7.2.42
理事会注意到2008年的预算外支出为1920万瑞郎，预算外收入为3070万瑞郎。
理事会还注意到预算外活动的现金余额为3810万瑞郎，反映出WMO仅在收到预算外捐款后
再支出的政策。
7.2.43

鉴于具体的计划情况和运营原则，理事会认为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状况良好。

7.2.44
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建议WMO建立一个能定期根据财期内的预期结果监测
本组织支出情况的程序，并要求秘书长制定和实施这一程序。
7.2.45
理事会要求将经秘书长批准的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分派给WMO秘书处中的某个责
任方，并制定正式的完成每个建议的时间表。此外，秘书长应尽量继续向审计委员会的成
员提供所有当前和过去所提建议的列表，并标明每个建议的实施状况，如果建议被否决，
需说明理由。
7.2.46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6 (EC-61) –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2008年财务报表。

内部监察室-年度问责报告
7.2.47
理事会审议了内部监察室主任(D/IOO)2008年度问责报告及秘书长关于该报告的
意见。在审议IOO报告时，理事会还考虑了EC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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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8
理事会审议了监察结果、建议和应对行动的摘要，以及D/IOO关于治理、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流程充分性的意见。理事会注意到落实审计建议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秘书处为
解决其中所出现问题而采取的步骤。
7.2.49
理事会要求，未来秘书长接受的内部监察室的建议应被分配给WMO秘书处的负
责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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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检查组(JIU)
7.2.50
理事会回顾了对JIU报告“审查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管理和行政”(JIU/
REP/2007/11)的审议以及秘书长对2008年执行理事会第60次届会报告的答复，并注意到从那
时以来，WMO主席团以及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EC-WG/SOP)已经分别于2009年1月和3
月审议了有关立法机构的建议。理事会还注意到2009年3月EC-WG/SOP的审议及其对有关立
法机构建议的意见。
7.2.51
理事会决定上述报告的第1、2、4和5项建议并不需要在WMO实施。理事会同意
接受第3、6-9和18项建议，并指出目前正在根据世界气象大会指示和既定程序实施这些建
议。理事会还决定把第19-21项建议提交审计委员会，供其审议并提出意见。
7.2.52
理事会回顾了2002年执行理事会第54次届会批准的关于JIU报告后续行动的WMO
程序，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实施2007年发布的JIU报告中的与WMO有关的建议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
7.2.53
理事会要求，未来秘书长接受的JIU的建议应被分配给WMO秘书处的负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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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职工协会)
7.2.54
职工委员会的主席代表全体职员对能够有机会在理事会上发言表示感谢，并对
WMO应第十五次大会的要求在2008年秋季就职员工作条件事对职员进行了调查表示满意。
她简要介绍了调查获得的一些关键结果，并报告最近组建了一个由部分管理人员和职工组
成的专题组，以便根据职工调查的结果提出后续行动建议。专题组建议对绩效评估系统进
行审议，以便使其成为一个更有效的管理工具。此外，将组建一个研究小组，以调查增加
WMO职员职业发展机会的可能性。
7.2.55
理事会注意到职员们所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正在通过联合咨询委员会(JCC)的机
制进行讨论，职工委员会和管理层在共同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包括彻底评估、
调查其他国际组织采用的方法、培训、修改服务条款等。职员中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
的行政程序的采用以及冻结某些G岗位可能会影响本组织有效和高效的运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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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6
理事会赞同暂时让内部审计室主任担任负责职业道德的官员，但提请秘书长加紧
找到长效的办法来解决职业道德官员的委派问题。
7.2.57

理事会感谢南非政府借调了一位专家临时承担性别主流化工作。

7.2.58
理事会注意到管理层为审议/更新人事细则、日常规定以及服务通告所采取的举
措，其目的是制定一份人力资源手册。
7.2.59

理事会注意到WMO职工委员会参加了WMO气候友好秘书处专题组的工作。

7.2.60
理事会注意到WMO职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FICSA第62次会议(法国，巴黎，
2009年2月)，FICSA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行政首长理事会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领导下，
一直注意保证整个联合国系统维持其好雇主的地位，不仅是在总体工作条件方面，而且还
包括安全考虑，特别是外派地区的安全方面。
7.2.61
理事会对有机会听取职工委员会关于WMO秘书处工作条件的报告表示高兴，并
提请秘书长今后根据意愿给该文件添加意见和建议。理事会认为，执行理事会是职工委员
会报告情况的一个适当的也是唯一的组织机构，并建议大会对此提出意见。
7.2.62
为表彰WMO秘书处职员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目标和原则，WMO秘书处
职员被授予联合国前实习人员和研究员世界协会“杰出服务和成就奖”，执行理事对获悉这一
情况表示由衷的高兴。
不定级官员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
7.2.63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联合国联合职员退休基金条例》第54(b)条的规定，专业类
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薪酬标准调整的生效日期和比例须与净薪酬增加的日期和比例相同。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ICSC公布了相应的修改后适用于上述级别职员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
的薪酬标准，并注意到同等联合国机构(ITU和UPU)随后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可用于计
算退休金的薪酬。理事会因此也决定实行以下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年度薪酬标准，从2008
年8月1日起追溯有效：
					
现有规定		
新规定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7.2.64
美元。

301,988美元		
279,096美元		
258,285美元		

321,772美元
297,381美元
275,206美元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调整涉及一年增加支出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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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7.2.65
理事会注意到，200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于2009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新
的专业类及以上级别职员的基本工资标准。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该标准体现了通过减少
岗位调整乘数和增加基本工资的标准合并程序，即在无损益基础上，增加了2.33%。
7.2.66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人事条例》第3.1条，秘书处已执行修改后的体现P.1至D.2
级职员工资标准的新的净工资额。
7.2.67
理事会忆及，第十五次大会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如果在第15财务时期内联合
国同等职员的工资增加，在必要情况下对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作出任何
调整。
7.2.68
理事会注意到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ITU和UPU)根据下面的标准正在或已调整了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7.2.69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理事会决定制定WMO不定级官员的净基本工资的年度
标准，从2009年1月1日起追溯有效，标准如下：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现有规定

新规定

有赡养人的净工资
154,040美元		
157,628美元
141,395美元		
144,689美元
129,899美元		
132,925美元

7.2.70
理事会注意到该标准体现了通过减少岗位调整乘数和增加基本工资的标准合并程
序，即在无损益基础上，增加了2.33%，它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
修改人事条例
7.2.7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以来秘书长对适用于秘书处工作人员
的工作人员细则所做的修改。
秘书处内部事宜

关于专业级及以上人员的人事任命、提升、提名和转岗的报告
7.2.72
根据WMO公约第21(b)条，理事会审查和批准了秘书长自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以
来做出的任命，以及秘书长做出的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任期的延长。理事会注意到自
第六十次届会以来在发布空缺通知后通过竞争由秘书长做出的提升和秘书长发起的岗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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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和/或调动。关于专业级及以上人员的人事任命、提升、提名和转岗情况见本报告附录7。
任命副秘书长
7.2.73
执行理事会根据公约第21(b)条和第九次大会(1983年)规定程序(见缩略报告第
10.1.15段)审议了任命副秘书长问题。理事会批准秘书长任命R.D.J. Lengoasa为副秘书长。
8.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议题8)

预报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8.1
理事会对EC研究工作组(EC-RTT)的详尽报告和建议(见本报告附录8)表示欢
迎，并认为其中提出的构想将有助于会员以后调整研究结构及其相关服务的提供。理事会
同意经协调的研究将有助于提高会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为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环境
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全球研究能力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理事会强调，WMO科学研究
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应当为加快研究向端对端的业务计划转化，如世界天气监测网。理事
会建议，WMO会员通过WMO及其伙伴支持EC-RTT的建议，并确保他们所组织的研究、
观测与服务部分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它敦促秘书长和会员积极向所建议的活动提供预算外
支持，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起到桥梁作用的活动。理事会还敦促秘书长增加
WMO研究活动在全球的知名度，以便帮助NMHS获得额外资助，比如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正在筹备的气候适应基金。
8.2
理事会赞同有必要对预报研究的范例进行一次重大变革，使之考虑到天气预报、
季节预报和气候预测间的传统界限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将天气预报服务的职责拓展到不
仅提供传统的气象预报，而且提供新型的和新颖的变量和产品，尤其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变量和产品。理事会鼓励会员对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环境的预报研究及相关服务采用
统一的方法。预测和服务统一的方法应当涵盖多个空间尺度及时间尺度，比如包括将气候
信息降级到本地尺度。理事会强调了在开发服务时考虑用户期望的重要性。
8.3
理事会同意，计算能力是提高会员预报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必要逐步增加对
高性能计算的投资，以协调并加快天气、气候、化学、海洋和水文耦合模式的开发、检验
及应用。
8.4
理事会支持这样一项建议，即通过交叉性预报示范项目可以促进技术更好地从研
究向业务和服务转化，实现观测资料、资料同化和模式的最佳利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
出促进交叉性项目发展的机制建议，并考虑EC-RTT的具体建议3.3，该建议旨在建立一种与
预算决策相关联的机制，从而使技术委员会的主席们能够对至少由两个委员会和一个区域
协会联合制定的交叉性项目建议进行审议并确定优先重点，供EC和秘书处就项目的最终实
施进行审议。应当考虑将WIGOS/WIS下的示范项目和实验项目联系起来。
8.5
理事会同意EC-RTT的具体建议1.11到1.14，即WMO迫切需要推动观测系统的整
合和灵敏度试验，它们以最先进的业务数值天气预报(NWP)资料同化系统作为基础。理事
会强烈支持通过WMO综合观测系统(WIGOS)实施与WMO研究计划的合作，建立全球综合
观测能力，通过新的WMO信息系统(WIS)，扩大对那些供研究和相关应用开发使用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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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分发与利用。它建议启动耦合模式资料同化领域试点研究项目。
8.6
理事会赞同研究机构和业务部门通过实施预报示范项目开展共同协作的重要性，
并敦促已开展示范项目的成员从项目实施初期开始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与其中，以确保
服务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服务将面向用户需求并利用研究机构的技术专长。理事会
要求秘书长考虑把用于实施包括预报示范项目在内的几个建议的额外拨款列入2012—2015
年财务期的预算。
8.7
理事会注意到EC-RTT支持这样一种要求，即应当根据会员不断变化的需求对各
委员会和组织机构的任务、结构与交叉协调进行审议。理事会建议EC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
组继续在WMO战略规划和计划的实施中强调研究的知名度和作用。
8.8
注意到该报告中具体建议很多(29条)，理事会建议为主题设定优先级别将有助于
关注活动、合作和最后的资助决定。理事会建议建立后续流程以便(1)确保上述优先级别的
设定，和(2)可以监视和衡量不同建议的实施进展。理事会于是提请CAS主席召集研究司、
EC-RTT组长及一些成员、JSC-WCRP主席、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讨论这些需求，随
后向EC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及EC-62报告。
8.9
鉴于EC-RTT报告中有深入的分析和广泛的建议，且与第3次世界气候大会，以及
气候服务全球框架中的研究任务有关，理事会要求WMO秘书处将该报告作为WMO的技术
文件予以出版。
WMO决策者的作用
8.10
理事会回顾到在其第六十次届会上就“WMO决策者的作用”所举行的集思广益会
议的成果。理事会进一步回顾到它要求秘书处总结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供以后进行审议。
理事会重申提高WMO在政策层面形象的重要性，并表示赞赏秘书长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议的
努力。理事会还赞赏其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致力于审议有关如何着手加强WMO决策者作
用的各项建议。
8.11
理事会认识到，会员所面临的政策挑战的多样性以及可提供给会员的机遇和资源
的多样性使之难以采用一种通用的方法来处理与决策和本组织决策者相关的事宜。对此，
理事会强调，NMHS必须就如何应对与其具体政策有关的挑战制定战略，从而使他们能够更
有效地与决策者和公众相联系。
8.12
理事会广泛讨论的与WMO决策者作用有关的各种问题反映了各方的意见。其中
的一些意见包括必须确保：(1) 充分理解决策者的优先事项；(2) 确定几个当前的和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的具体问题；(3) NMHS和WMO加强其公众宣传的努力，包括通过减少技术术语，
并更多地利用共同的和务实的语言，以突出WMO和NMHS的实用价值及其对各种社会经济
部门的重要性；(4) 考虑其他组织和国家的相关经验；以及 (5) 利用各种现有的高层政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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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吸引决策者参与。
8.13
理事会强调必须确保决策者参与成为一项持续的工作。与社会相关部门建立伙伴
关系也被认为是应该进行的一项重要努力。理事会还强调，NMHS和WMO必须继续展示它
们的科学和技术能力，以此作为解决决策者和广大公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的手段。
8.14
认识到有必要展开具体行动，采用务实的做法，加强WMO决策者的作用，理事
会同意：
(a)

提请秘书长制定一项具体的建议，以设立一个政策咨询委员会，其中应包括：(1)
明确的职责和运作方式；(2) 成员资格的界定，可能包括前高层决策者；(3) 确定
需要委员会处理的具体问题以及委员会为改善WMO及其会员所做贡献的预期价
值。该建议应考虑WCC-3和其他高层政策论坛吸引决策者参与的经验；

(b)

鼓励秘书处利用即将举行的非洲负责NMHS的部长会议，作为进一步推动WMO
决策者作用的契机；

(c)

鼓励WMO官员和各国的WMO常任代表开展对决策者的高层拜访，以此作为提高
本组织形象和宣传本组织工作的一种方式。这个方法还有助于提高NMHS 的形
象；以及

(d)

鼓励NMHS关注其国家的发展计划。

8.15
理事会强调，在落实上述建议时，应考虑以下各点：(a) 与其它国际组织和机构
相比，WMO的运作背景不同；(b) 作为一个专门科学/技术机构，WMO没必要使用便于政
治家理解的语言；(c) 就与决策者接触而言，不是所有的NMHS都处于相同的情况；以及(d)
WMO应认识到必须保持其科学和技术能力。
8.16

理事会还要求秘书处向EC-62简要介绍秘书处开展的与该主题相关的活动和取得的
成果。

WMO未来的结构

背景
8.17
理事会提及在其第六十次届会上(2008年)作出的决定，即努力创建一种灵活有
效的工作机制，以便研究并制定相关建议，使WMO的结构与基于结果的战略计划保持一
致(EC-60最终报告，第7.2.7段)。理事会赞赏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以及PTC-2009会
议审议了若干有关使各项计划和各组织机构的工作机制与WMO战略计划保持一致的选择方
案。

关于技术委员会联合会议的建议
8.18
理事会注意到PTC-2009会议讨论了一些限制技术委员会效率的问题，包括：与本
组织决策过程有关的技术委员会会议没有联合召开；有时技术委员会之间以及技术委员会
与区域协会之间的沟通不畅；较小技术委员会的大量预算花费在其四年一次的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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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反过来限制了可供承担委员会工作的志愿者使用的资源。
8.19
PTC-2009会议审议了一项建议，即每两年(偶数年)将技术委员会汇聚在一起，举
行一次为期八天的技术/政府间联合会议。这种技术委员会联合会议将包括两部分：(1)两天
的政府间会议，期间将组织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和批准官员的选举；(2)最长达六天的科学/技
术会议，期间，学术人员、业务人员和行业人员可以一起开会、共同工作，并且各技术委
员会的管理组也可以召开会议以协调其工作。
8.20
两个委员会将同时举行会议，以“政府间模式”讨论他们的工作计划，每个委员
会都有一组口译支持，因此，对于技术委员会联合会议来说，将有两组口译在八天时间里
轮流为八个委员会提供支持。联合会议的科学/技术会议将由若干平行会议组成，分别关注
WMO各技术计划所面临的各种问题，NMHS、学术界和产业界也将为之做出贡献，此外，
在必要时召开全体会议处理关键的交叉性问题或引人注目的问题。技术/科学会议将在八天
的联合会议期间举行。
8.21
理事会指出，可以通过执行理事会的决议，作为改变技术委员会工作方法的一部
分，来安排目前的八个技术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一些技术委员会以大致相同的方
式，通过内部决定从工作组结构改变为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
8.22
理事会在听取了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意见后，在其关于此项特别建议的讨论中得出
了一系列初步结论：
•

让会员一次派出足够的技术专家服务于所有技术委员会的需求可能会遇到很大困
难；

•

出席技术委员会联合会议的代表必须是资深专家，以便做出正确的技术决策；

•

该建议可能为技术工作获取更多的资源创造机会；

•

各技术委员会非常有必要每两年举行一次联合会议，这是由于许多专家不会在同
一岗位上连续工作四年，因此一些关键项目的连续性就无法保证；

•

该建议为技术委员会能够更好地理顺其工作计划的制定与本组织决策活动的关系
提供了机会；

•

至少对于某些技术委员会(JCOMM和CAeM)而言，有一种观点认为以“政府间模
式”开展工作所用的时间足够完成委员会那些能够影响会员(在WMO中)和会员国
(在UNESCO-IOC中)的决策所需的工作。

关于更广泛的WMO改革的建议
8.23
理事会注意到EC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在其2009年3月召开的会议上，作为一项
主要改革，考虑了改变技术委员会数量的可能性。其中一项考虑的选择方案为减少技术委
员会的数量，设立一个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一个负责系统，另一个负责服务以及一个可
能的能力建设委员会。这项重要改革需要大会审议和批准。理事会在其关于此项特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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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中得出了一系列初步结论：
•

在任何单独部分进行主要改革之前，应针对所有组织的工作机制对该建议的优
势、缺点、机遇和威胁进行详细分析，而不仅限于技术委员会；

•

主要的组织改革应覆盖全部范围；

•

部分代表认为，鉴于目前的财政困难，WMO的技术委员会可能过多，而另一部
分代表则认为从以主题为重点的技术委员会转向减少数量并以特定功能(服务、
系统或研究)为重点的技术委员会，如果管理不当，将降低本组织的技术效力。

•

许多理事会成员认为能力建设对于所有技术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并且建立一个单独的能力建设技术委员会将全面减少其它技术委员会提
供能力建设的支持，从而最终在整体上减少本组织提供能力建设的支持；以及

•

在任何重组过程中，必须注意不可剥夺那些规模小但很关键的技术工作组的权
利，如仪器、海洋学和水文学这些专业领域的技术工作组。

8.24
理事会注意到，当前迫切要求加强技术工作组之间的整合并加快外部环境中的变
革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强烈要求审议本组织工作机制并认真制定提高WMO工作成效和效
率的变革计划。任何变革都应致力于帮助本组织灵活、迅速地应对随时出现的新挑战。
8.25
对于拟实施的主要改革，需要为2011年的大会筹备一项考虑周全的建议，供审
议。该建议可能含有包括优缺点分析在内的大约三项改革选择方案。应在广泛磋商基础上
制定建议内容，并获得EC代表之外会员的支持。
8.26
理事会决定，在执行理事会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的领导下，设立一个小
型的专题组。该专题组应与区域协会的管理组进行广泛的磋商，并与秘书处合作，制定改
革建议。建议应按照公约和总则要求，反映出WMO各组织机构在执行WMO战略计划和为
会员提供服务所作的具体贡献中的角色与职责，并在提交Cg-16之前，以草案的形式提交
EC-62进行审议。
9.

总务和法律事宜(议题 9)

9.1

WMO奖项(议题 9.1)

第54届国际气象组织奖
9.1.1

执行理事会将第54届IMO奖授予Eugenia Kalnay 博士(女士)(阿根廷/美国)。

9.1.2
理事会为第55届IMO奖设立了由以下人员组成的IMO奖评选委员会A.D. Moura先
生(主席)、M.L. Bah先生、M. Capaldo先生和D. Grimes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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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为延续本组织这一最具声望的奖项，理事会同意年度IMO奖的基金由IMO资本基
金提供。在IMO基金用完之后，则由正常预算提供。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就此事向第十六次
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其他WMO奖项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
9.1.4
理事会批准Norbert Gerbier-MUMM国际奖评选委员会的建议，将该项2010年奖授
予J.M. Sánchez博士 (西班牙)、G. Scavone博士 (意大利)、V. Caselles博士 (西班牙)、E. Valor
博士(西班牙) 、 V.A. Copertino博士 (意大利)和V. Telesa博士 (意大利)，其获奖论文题目为：
“使用Landsat-TM和ETM+资料在区域尺度监测日蒸散：应用于巴西利卡塔地区”，该论文发
表于2008年水文学期刊上(351卷，58页至70页)。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9.1.5
根据评选委员会的建议，理事会将2009年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Alex J.
Cannon博士(加拿大)，其获奖论文为“使用扩展的柏努利-伽马密度网降低多站点降水概
率”。
9.2

总务和法律事宜 (议题 9.2)

修订总则和财务条例
9.2.1
理事会审议了WMO 各组织机构近些年来业已形成的停止总则第109条关于至少
在讨论前18小时分发文件的要求做法。形成这一做法是由于组织机构届会的工作方法有所
改进，包括：(1)仅以全会的形式举行会议；(2)把文件讨论的重点放在各项决定上；以及
(3)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文档，而文件本身能很快提供给所有与会者，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
讨论，而不需要延至18小时以后。然而理事会仍决定保留目前的总则第109条。
9.2.2
理事会注意到其第五十次届会作出的，以后得到第十三次大会确认的关于免除为
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届会准备会议记录的决定，但如果全会就准备和分发
会议记录提出具体要求时例外。理事会回顾了第十五次大会关于停止为全会准备会议记录
的做法。理事会因此决定在修改总则第111条时建议完善这一做法，并通过了决议 17 (EC61) – 修订总则第111条。
9.2.3

理事会进而决定向大会建议停止出版组织机构届会文集这一法定出版物。

9.2.4
在讨论过程中，理事会成员注意到总则和财务条例其它一些需考虑修改的方面。
这当中包括对上述规则进行全面审议，以确保通篇使用平和中性的语言表述；修改上述规
则，不再使用“长期计划”的提法，替换为“战略计划”这一更为恰当的表述；审议相关条例
内容，即要求至少在会议开幕前45天分发会前文件，以确保为会员留出充足时间在会前进
行充分磋商，使此类文件能够与现行规范保持一致。上述条例包括总则第151、132、171和
18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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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理事会要求秘书处根据上述意见对总则和财务条例进行全面审议，并提出在EC-62
上进一步修改的建议。在需要对现行规范进行更新和整合的情况下，秘书处也可将其它条
例的修改纳入这些建议中。
9.3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9.3)

理事会指定G.P. Ayers先生 (澳大利亚)、F. Jacq先生 (法国)、A. Tyagi 先生
(印度)、K. Sakurai 先生(日本) 和B-S. Chun 先生(韩国)为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他们分别取
代G. Foley 先生(澳大利亚)、P-E. Bisch 先生(法国)、S.R.C. Bhatia 先生(印度)、T. Hiraki先生
(日本) 和S-K. Chung (韩国)。
9.4

审议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专家组和其他机构(议题9.4)

根据执行理事会成员的变化，理事会决定对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附属机构和其他
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做如下的替换和变更：
EC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K. Sakurai 先生替代 T. Hiraki 先生
F. Jacq 先生替代J-E. Bisch先生
A. Tyagi 先生替代 S.R.C. Bhatia先生
EC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 信息系统工作组
K. Sakurai 先生替代 T. Hiraki先生
G.P. Ayers 先生替代 G. Love先生
A. Tyagi 先生替代 S.R.C. Bhatia先生
EC 能力建设工作组
V.E. Chub 先生替代 M. Isa先生
A.W. Rolle 先生替代 C. Fuller先生
B.S. Chun 先生替代 S-K. Chung先生
EC 气候及其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
V.E. Chub 先生替代 M. Isa先生
A.W. Rolle 先生替代 C. Fuller先生
EC 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
B.S. Chun 先生替代 S-K. Chung先生
F. Jacq 先生替代 P-E. Bisch先生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联合组长
D. Grimes
G.P. Ayers 先生替代 G. Love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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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S. Pendlebury先生		
Lic. Juan Manuel Hörler		
Jim Abraham先生			
Tim Goos先生			
J. Carrasco先生			
C. Xiao先生			
Juhani Damski先生			
Gérard Le Bars先生			
H.-W. Hubberten 先生		
P. Lemke先生				
A. Snorrason先生 			
S. Bove 先生				
M. Drinkwater 先生			
N.D. Gordon 先生			
O. Hov 先生				
R. Skalin先生				
A. Klepikov 先生			
J. Stander先生				
Y. Csonka 先生			
J.D. Shanklin先生 			
J. Key 先生				
K. Erb 先生				
Aimee Devaris女士 			

澳大利亚
阿根廷
加拿大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芬兰
法国
德国
德国
冰岛
意大利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挪威
俄罗斯联邦
南非
瑞士
英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审计委员会
M. Capaldo 先生替代 P-E. Bisch先生
K. Sakurai先生– 代理成员
WMO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M. Ostojsky 先生替代 P-E. Bisch先生
B. Richard先生作为代理成员替代P. Garnier先生
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评选委员会
B-S. Chun 先生替代 S-K. Chung先生
Vaisala 奖评选委员会
A. Tyagi 先生替代 S.R.C. Bhatia先生并担任组长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评选委员会
F. Jacq 先生替代 P-E. Bisch先生并担任组长
10.

科学报告和讨论(议题10)

10.1

科学报告和讨论(议题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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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理事会在上一次届会上选定以下科学报告主题：“适应变化的气候：NMHS的挑战
和机遇”。
10.1.2
告。

主席介绍了尊敬的专家，John Zillman博士(澳大利亚)，他应邀就这一主题作报

10.1.3
排。

主席对Zillman博士做的报告表示感谢。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本报告的出版做出安

10.2

安排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期间的科学报告(议题10.2)

10.2.1
理事会注意到这类报告仍然十分重要，但它也注意到持续不断的要求提高执
行理事会会议效率的呼声给此带来的影响，它决定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期间的科学报告
主题为“WMO的60年：在IMO的基础上实现其愿景(先驱们成功的展望)”
10.2.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做好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此选定报告人。

10.3

安排第十二届IMO报告(议题10.3)

执行理事会为在第十六次大会期间做的IMO报告选定的主题是“突破确定性限制的
可预报性”。它要求秘书长按优先顺序确定一个可邀请做报告的科学家名单，并向执行理事
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提交报告。
11.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议题1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截止第六十一次届会仍然有效的决议并通过了决议18(EC-61)–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12.

执行理事会第62次和63次届会的时间和地点 (议题 12)

12.1
召开。

理事会同意其第62次届会于2010年6月8日星期四至6月18日星期五在本组织总部

12.2
理事会还同意其第63次届会在第16次大会后于2011年6月6日星期一至6月8日星期
三在本组织总部召开。
13.

会议闭幕(议题1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于2009年6月12日11时12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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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1(EC-61)

第二区域协会(亚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二区协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决定：
(1)

注意到该报告；

(2)

注意到决议1至14(RA II－14)；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有关方面注意上述决定。
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7(EC-57)，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2(EC-61)

第四区域协会(北美、中美和加勒比)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四区协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
决定：
(1)

注意到该报告；

(2)

注意到决议1-6(RA IV-15)；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有关方面注意上述决定。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失效的第8(EC-5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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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3 (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关于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DPFS)，
包括紧急响应活动(EPA)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与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
终节略报告》(WMO-No.1040)，
注意到建议9(CBS-14)– 修改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决定就该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a)

批准该建议，自2009年7月1日起生效；

(b)

要求秘书长将修正案纳入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c)

授权秘书长在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磋商后，对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进行纯
编辑上的修改。

决议4(EC-61)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第3.1和3.2
节，
(2)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14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No.1040)，

(3)

对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的相关修改，

认识到：
(1)		 全球对气候变化关注的加强、社会经济的相关脆弱性以及需要用更详细的区域气
候信息来支持适应气候变化和变率的决策，
(2)		 通过WMO气候学委员会(CCl)、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和区域协会编写技术规		
则，以便涵盖指定区域气候中心(RCC)的WMO正式机制，
(3)

(3) 认定被视为一种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的区域气候中心为“英才中心”，负责帮助规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98

定区域内的WMO会员提供气候服务和产品，并帮助这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满足
国家气候信息需求，
决定：
(1)

RCC和RCC网络的设立应依据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第一卷(全球部分)进
行；

(2)

只有WMO指定的中心和中心组可以分别冠名为“WMO RCC”或“WMO RCC网”；

(3)

RCC或RCC网的设立由区域协会与其负责气候服务的区域小组协商后发起，指定
程序由CCl、CBS和WMO秘书处协调；

(4)

RCC的责任是区域性的，同时国家级的服务(产品、警报和咨询)由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为本国提供；

(5)

如果在WMO的某个区域建立了一个以上的区域气候中心，应对这些中心进行协
调以将重复的先进产品和服务减到最少；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CCl和CBS能基于会员反馈、技术进步和本组织未来发展重点，定期审查和
更新包括指南文件在内的技术规则中涉及RCC的内容；

(2)

与CCl和CBS的专家组协商，确保对暂定的“设立和指定WMO区域气候中心指南”
的修改意见包括了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有关区域气候中
心的所有相关决定，并将其作为“设立和指定WMO区域气候中心和RCC网的程
序”公布，从而为设立和实施RCC和RCC网规定了明确的程序；

(3)

推动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成果纳入到RCC和RCC试点项目的设立和运行中；

(4)

有鉴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通过从有能力的会员、联合国系统和
发展机构的有关伙伴机构处筹集资源，推动区域气候中心的全球覆盖；

敦促：
(1)

区协选出最优的架构(即一个或多个多功能的指定RCC来服务该区域；或含若干
个点的指定“RCC网”)，但所有区域均需避免两种方式并用；

(2)

区协主席就涉及RCC实施的所有事务与各自的有关工作组协商，或者与负责本区
域气候活动协调的其他实体进行协商；

(3)

气候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制定机制来监督和更新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WMO-No.485)“第一卷 — 全球部分”中涉及RCC的指定和标准的内容，并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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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工作的能力进行展示和定期审查；
(4)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加强其区域专家小组与有关RCC的联系；

(5)

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GPC)向RCC和试点RCC提供必要的产品及其相关的使用
信息和帮助，为它们的活动提供支持；

(6)

区域气候中心在其活动中尽可能增加“高度推荐”的功能；

(7)

区域气候中心要将其职责和推荐功能的实施与本区域涉及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项
目的活动紧密结合；

(8)

所有会员支持RCC的活动，使用它们的产品，并向RCC和GPC提供其效果、改进
和调整方面的反馈，包括必要的资料。

决议5(EC-61)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报告

理事会
考虑到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033)，
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向执行理事会提出的建议：
(1)理事会根据WMO QMF和出版物方面的最新技术进展审议法定出版物概念，并鼓
励各技术委员会根据这一修订后的程序确定所需的法定出版物；
(2)执行理事会(可能采用ICTT QMF)通过一个有关QMF的新的术语词汇，包括“标
准”一词的使用。
决定：
(1)

注意到该报告；

(2)

注意到决议1 到 8(CHy-13)；

(3)

将建议2(CHy-13)–审议执行理事会在水文学委员会以往建议基础上做出的决议的实
质内容纳入决议18(EC-61)“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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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决议1(CHy-13)- WMO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学中的两项建议采取如下行动：
(a)

关于建议(1)，执行理事会批准该建议，并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审议根据WMO 质
量管理框架和出版物方面的最新技术进展审议法定出版物概念，向理事会第
六十二次届会提出一套标准，用以确定统一和新的法定出版物，以便得到第
十六次大会的通过；

(b)

关于建议(2)，执行理事会批准该建议，并要求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
考虑制定一个有关质量管理管理框架的新的术语词汇，包括对“标准”一词的使
用。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4(EC-57)，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6(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关于综合观测系统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0)，
注意到建议1(CBS-14)-2025年全球观测系统展望 、建议2(CBS-14)-经修订的自动气象站
功能规格、建议3(CBS-14)-多用户标准自动天气站基本变量集、建议4(CBS-14)-修订后的
CBS GCOS牵头中心名录及其责任区和职责和建议10(CBS-14)-WMO空间计划，
决定就各项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建议1(CBS-14)-“2025年全球观测系统远景”
批准该建议。
建议2(CBS-14)-“经修订的自动气象站功能规格”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做出安排，在全球观测系统指南(WMO-No.488)中公布经修订的功能
规范。

建议3(CBS-14)-“多用户标准自动气象站基本变量集”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做出安排，在全球观测系统指南(WMO-No.488)中公布这些基本变量
集。

建议4(CBS-14)-“修订后的CBS GOCS牵头中心名录及其责任区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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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该建议。
建议10(BS-14)-WMO空间计划
批准该建议。

决议7(EC-61)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关于WMO信息系统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0)
注意到建议5 (CBS-14) –修订电信系统手册 (WMO-No. 386), 第一卷，第二部分，建议6(CBS14)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 第I.1 和 I.2卷的引言章节，建议 7 (CBS-14) –修订电码
手册(WMO-No. 306)，第I.2卷和建议8 (CBS-14)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第I.1卷，
决定就以下各项建议采取行动：
建议 5 (CBS-14) – “修订电信系统手册 (WMO-No. 386), 第一卷，第二部分”
(a)

批准这一建议，自2009年11月4日起生效；

(b)

要求秘书长根据该建议的附录对全球电信系统手册进行修订；

(c)

授权秘书长作纯编辑方面的修改；

建议 6 (CBS-14) – 修订电码手册(WMO-No.306),卷I.1 和 I.2的引言章节
建议 7 (CBS-14) – 修订电码手册(WMO-No.306), 卷I.2
建议 8 (CBS-14) –修订 电码手册(WMO-No.306), 卷I.1
(a)

批准上述建议，自下列之日起生效
(i)
		 (ii)

2009 年7月1日，根据建议6(CBS-14)的附录采取修订电码手册的程序；
2009年11月4日，根据建议7(CBS-14)和建议8(CBS-14)的附录对电码手册
进行修订供业务使用；

(b)

要求秘书长根据上述建议的附录修改电码手册；

(c)

授权秘书长进行纯文字编辑上的后续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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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8 (EC-61)

在提出WMO/ISO共同技术标准时采用的程序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WMO公约第26条，

(2)

决议6 (Cg-5) – 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

(3)

2008年9月16日正式通过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WMO之间的工作安排，

认识到实施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有关的环境资料、产品和服务的共同标准给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和用户群体带来的广泛效益，
考虑到：
(1)

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之间工作安排的后续行动的重要性；

(2)

考虑到将建议转变成强制性标准所产生的影响，需要查实将现有的技术规则/手
册/指南提高到共同标准给会员带来的效益/成本影响；

(3)

重要的是，在共同标准获得批准之后，要确定拟议的共同标准与不同的技术委员
会或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工作组控制的并需要这些机构采取行动的WMO其它文
件之间的交叉内容；

决定对每项拟议的共同标准而言，提出建议的责任机构应准备全面的支持性文件，包括:：
(1)

考虑到将建议适时转变成强制性标准所产生的影响(将“应”改为“须”)，将现有的
技术规则/手册/指南进行提交，获得批准后变成WMO/ISO的共同标准给会员带来
的效益/成本影响)；

(2)

一旦建立标准之后，要全面描述拟议的共同标准与不同的技术委员会或执行理事
会专家组和工作组控制的并需要这些机构采取行动的WMO其它文件之间的交叉
内容。为此，技术委员会主席和执行理事会成员需了解潜在的影响并提出对哪些
正在处理的文件有兴趣；

(3)

就以下内容开展评估：即共同标准中的哪些内容在获得通过之后可能带来风险？
如果忽略了哪些内容或者哪些内容未被批准成为WMO/ISO的共同标准将造成的
风险。应适当参照AS/NZ 4360:2004风险管理标准后提供风险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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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 (EC-61)

对航空气象人员资格和能力的要求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国际民航组织(ICAO)有待作出的决定，理事会要求会员实施国际公认的质量管理体系，包
括提供国际民航气象服务的人员的资格要求标准，含今后的ICAO附件三的第75号修正案，
进一步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和一些会员对某些会员在吸引、留住和使用具有大
学学位的合格人员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表示忧虑，
考虑到目前在航空气象学家的“学位或同等学历”的资格要求表达上存在模棱两可，
进一步考虑到航空气象预报员职业资格专题组提出的建议：
要求大会修改气象学和业务水文学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WMO-No. 258)第一卷“气象学”中
有关“气象学家”的定义如下：“气象学家 - 拥有大学学位或者同等程度专业资质；掌握了足
够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计算科学知识，并完成了气象学家的基础指导教程(BIP-M)的人
员。必要的学术资质等级应当在国家层面由WMO常任代表与适当的管理机构协商确定”，
决定：
(1)

批准航空预报员资质工作组关于航空气象学家能力要求，即知识、技能和工作态
度的建议，并作为标准和推荐做法纳入以后版本的WMO-No.49 第二卷；

(2)

要求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与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进行协调，审议并完善
WMO-No.258增补件1：航空气象人员培训和资格要求中的能力要求，随后作为
标准和推荐做法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以纳入WMO-No.49第二卷；

(3)

批准航空预报员资质工作组提出的修订后的实施时间表，并敦促会员于2013年11
月前使航空气象学家达到能力要求，于2016年11月前满足其教育培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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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0(EC-61)

WMO第十六财期法定出版物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26(Cg-15) – 第十五财期拟出版的WMO 法定出版物及其语种的附录，

(2)

决议13 (EC-56) – WMO出版物的规划、制作和分发指南附录一，

(3)

决议 13 (EC-56) – WMO计划支持的正常出版物，

考虑到于2009年3月16-1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执行理事会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第二次
会议对执行理事会提出，要求予以支持的建议，
认识到WMO出版物对完成WMO预期目标的极端重要性，
进一步认识到本组织将出版物分为法定出版物和计划支持出版物的初衷是确定哪些出版物
符合由出版基金资助(该基金将在第十五财期终止)；目前这两种出版物都从本组织的正常
预算出资；以及将两种出版物清单统一有助于理顺本组织出版物计划的规划、管理和落
实，并提供一个更为透明和平衡的WMO出版物的优先顺序，
忆及按照决议5(EC-61)–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将根据
WMO质量管理框架，以及近期出版物取得的技术进展审议法定出版物的概念，并向执行理
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建议确定一个综合的、经修订的法定出版物列表的标准，提交第十六
次大会批准，
建议：
(1)

第十六次大会将WMO计划支持出版物清单与法定出版物合并，新清单上的出版物将
替代以往所有的出版物系列和种类，并分成以下两类，明确标注翻译需求：
(a) 管理和技术出版物 ，包括基本文件名下的出版物、业务出版物和正式记录以及
决议26 (Cg-15)附录四列出的WMO指南，以及在决议13(EC-56)- WMO计划支持
的正常出版物名下的出版物，但不包括B.7条-小册子规定的出版物(包括世界气象
日主题的小册子)和C条-跨机构联合出版物规定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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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本信息出版物，如目标对象为公众和决策者的宣传性出版物；
(2)

第十六次大会批准WMO法定出版物计费清单，清单将仅包括由技术委员会建议并有
资金确保的出版物。

决议11(EC-61)

2010-2011年的预算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财务条例 – 第3、4、5、6和第7条，

(2)

财务细则 – 第106.1、106.2、107.1和第107.2条，

(3)

决议35(Cg-15) — 第十五财期的最大支出(2008-2011)，

(4)

决议23(EC-59) — 2008-2009年两年期预算，

(5)

决议12(EC-60) — 第十四财期现金盈余资助的2008-2009年两年期高优先重点活
动，

(6)

决议40 (Cg-15) — 评定第十五财期会员会费分摊比例，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预算已按照上述的规章制度进行编制，
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各项活动和预算资金的划拨；
通过2010-2011年预算，见本决议的附录；
决定会员的会费将按照决议40(Cg-15)- 第十五财期会员会费的评定附录的规定进行评定；
授权秘书长：
(1)

根据财务条例第7.3条，将第一个两年期预算(2008-2009)中的剩余资金重新划拨
给第二个两年期预算(2010-2011)的相应预期结果；

(2)

根据财务条例第4.2条，必要时在两年期预算的拨款额度内进行部门间的划拨，
以实现各项预期结果。

10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11 (EC-61) 附录1

第十五财期第二个两年期(2010-2011)预算
(CHF’ 000)
收入
分摊会费
其它收入
盈余资金

开支
124900.0
7000.0
2850.0

预算

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

9059.5

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8576.7

3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4149.6

4

整合WMO的观测系统

5

开发和实施新WMO信息系统

3702.4

6

提高会员多灾种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4697.8

7

提高会员提供和利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

10127.9

23777.2

用及服务的能力
8

会员和伙伴组织在决策和实施中更广泛地利用

15376.7

关于天气、气候和水的产品
9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

12354.5

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

合计

134,750.0

10

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履行职能

35295.7

11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7632.0

合计

134750.0

决议11(EC-61)附录2

会议一览表
I.

组织机构			
1.1 决策机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001 第16次大会(2011)					
			002 1次EC全体会议(2010)					
			003 1次EC短期会议(2011)					
			004 2次主席团全体会议(2010, 2011)					
			005 2 次主席团短期会议(2010, 2011)					
			006 2次财务咨询委员会会议(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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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4 次审计委员会会议(2010, 2011)					
1.2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008 CBS-特别届会(2010)					
			009 CIMO-15(2011)
1.3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010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届会(CAeM-14)– 结转自2008-2009两年期
1.4 气候和水司 					
			011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届会(2010)
		
012 气候学委员会届会(CCl-15)– 结转自2008-2009两年期
1.5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013 第一区协届会(2011)					
			014 第三区协届会(2010)							
		
015 第五区协届会(2010)						
														
II. 实施协调会议 			
2.1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016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实施协调会议(2010)			
		
017 2次WIS跨委员会协调组会议(2010, 2011)
			018 MTN核心WIS通信实施协调会议(2010)			
2.2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019 政府间协调组(海啸)和海岸带综合管理会议(2010)
		
020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COMM)服务计划领域协调组会议(2010)
		
021 政府间协调组(海啸)和海岸带综合管理会议(2011)
		
022 NWP验证协调组会议(2011)				
			023 核应急响应(ERA)协调组会议(2010)				
2.3 科研司								
		
024 CAS实施活动支持(包括2次管理组会议)(2010, 2011)		
025 2次实施GAW/IGACO 臭氧和紫外线辐射观测研究会议(2010, 2011)
		
026 2 次实施GAW/IGACO 气溶胶观测研究会议(2010, 2011)		
		
027 2次实施GAW/IGACO 温室气体观测研究会议(2010, 2011)		
		
028 2 次实施GAW活性气体和降水化学观测研究会议(2010, 2011)		
		
029 2 次JSC-WWRP 和战略实施工作组会议(2010, 2011)			
2.4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030 最不发达国家(LDC)协调会议(2010)						
										
III. 专家组、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会议
3.1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司							
			031 2次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10, 2011)				
3.2 战略计划办公室								
			032 2 次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会议(2010, 2011)			
3.3 沟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						
			033 2 次世界广播气象大会(2010, 2011)			
			034 2 次信息和公共事务联络员(NMHS)培训研讨会(2010, 2011)				
		
035 IPY 联合委员会会议(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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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036 2次EC高优先任务会议(2010, 2011)			
			037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2010, 2011)
		
038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卫星事务专家组会议(ET-SAT, ET-SUP)(2010,2011)
		
039 技术标准会议(2010, 2011)
		
040 综合观测系统实施协调组会议(2010)							
		
041 EGOS专家组会议(2010, 2011)				
			042 AWS专家组会议(2010)					
			043 AIR专家组会议(2011)
			044 SBRSO专家组会议(2010)					
			045 规章材料会议(2010)					
			046 技术标准会议(2010, 2011)
			047 技术和程序专家会议(2010)				
			048 2 次RF协调专家会议(2010, 2011)			
			049 GTS-WIS核心通信结构专家会议(2010)		
			050 信息系统和服务实施协调组专家会议(2010)						
		
051 4 次WIS-WWW 资料管理专家会议(元数据、目录、资料表示形式和电码、监
				
测等)(2010, 2011)
`
052 基本系统委员会管理组会议(2010)
		
053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管理组会议(2010)
		
054 气候观测需求和标准专家会议(2010, 2011)				
		
055 气候资料管理专家会议(2010, 2011)		
		
056 气候记录拯救、保存和数字化专家会议(2010, 2011)			
		
057 EC WIGOS-WIS 工作组会议(2010) 				
			058 WIGOS分组会议(2010) 				
							
3.5 天气和降低灾害风险服务司			
			059 CAeM管理组会议(2011)
			060 EC 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工作组会议(2010)				
		
		
061 一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会议(2010)				
			062 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会议(2010)				
			063 飓风委员会会议(2010)				
			064 飓风委员会会议(2011)				
			065 热带气旋专家组会议(2010)
			066 热带气旋专家组会议(2011)
			067 台风委员会会议(2010)
		
068 台风委员会会议(2011)
		
069 专家会议 - 服务和产品改进专家组(2010)
		
070 专家会议 - 公共天气服务实施协调组(2010)
		
071 专家会议 -公众教育和NMHS 能力建设专家组(2011)
		
072 专家会议 - PWS沟通领域专家组(2011)
		
073 专家会议 -支持防灾减灾的PWS专家组(2011)
		
074 专家会议 - PWS社会经济应用专家组(2011)
		
075 WS项目启动会议(2010, 2011)
		
076 制定用于人道主义与GDPFS/WIS相联系的程序/产品指南专家会议(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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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2次制定气象灾害统计指南的专家会议(2010, 2011)
		
078 JCOMM 波浪、风暴潮及海岸灾害专家组会议(2010)
		
079 JCOMM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会议(2010)
		
080 JCOMM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会议(2010)
		
081 JCOMM 海冰专家组会议(2010)					
		
082 JCOMM 管理委员会会议(2011)					
		
083 NWP/EPS 产品应用专家会议(2011)					
		
084 E&LRF专家组会议(2010)					
		
085 GDPFS产品实施专家会议(2010)					
		
086 专家会议 – GDPFS甚短期预报(2011)					
		
087 非核ERA专家组会议(2011)					
		
088 ATM集合、回溯专家会议(2010)					
		
089 NTF / ATM 专家组研讨会(2010)					
		
090 专家组-专家组/研讨会网站(2011)			
		
091 CR专家组/ VAP研讨会(2011)					
								
3.6 气候和水司						
		
092 1 次CCl ICT会议，成本分摊(2011)					
		
093 EC 气候和相关的天气、水和环境工作组会议(2010, 2011)
		
094 气候学委员会(CCl)CLIPS实施专家会议(2010)			
		
095 CCl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专家会议(2011)				
		
096 CCl 气候与健康专家会议(2010)				
		
097 CCl气候与能源专家会议(2011)				
		
098 气候变化间相互影响专家组会议 - M3(2011)
		
099 水、气候和农业专家会议(2011)
		
100 CCl管理组会议(2010)		
		
101 区域气候变化与荒漠化技术会议(2011)			
		
102 CAgM咨询工作组会议(2010)					
		
103 3次咨询工作组会议(2010)					
		
104 2 次WIAG 会议(2011)					
		
105 WMO/UNESCO联络委员会会议(2010, 2011)				
		
106 IGWCO 计划会议(2010, 2011)					
3.7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107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会议(2010)
		
108 VCP/TCO非正式计划会议(2011)			
		
109 EC TCO 专家咨询组会议(2010) 				
		
110 2次一区协热带气旋工作组会议(2010)					
		
111 一区协水文学工作组会议 (2011)					
		
112 一区协WWW工作组会议(2010)					
		
113 协助一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14 协助四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15 协助三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16 三区协气候工作组会议 (2010)					
		
117 三区协水文学工作组会议(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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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四区协水文学工作组 (2010)					
		
119 协助一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20 协助二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21 协助三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22 协助四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23 协助五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24 协助六区协主席的会议(2010, 2011)				
		
125 协助区域水文学顾问的会议(2010, 2011)				
		
126 2次五区协热带气旋工作组会议(2010)					
		
127 五区协气候工作组会议(2010)			
		
128 二区协WWW工作组会议(2010)		
		
129 二区协咨询工作组会议(2010)			
					
				
IV. 讨论会、技术会议、讲习班、研讨会和培训班							
4.1
		
		
		

沟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 					
130 对外关系顾问研讨会(2010, 2011)			
131 NMHS对外关系讨论会(2010, 2011)			
132 媒体代表讲习班(2010, 2011)				

				

4.2 战略计划办公室											
		
133 WMO战略计划研讨会(WMO 各项计划和结构)(2010)			
		
				
4.3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134 有关卫星培训的区域培训班和虚拟实验室(2010, 2011)			
		
135 技术会议(2010)					
		
136 五区协UA测量培训(2011)				
		
137 五区协计量学培训(2011)					
		
138 IPC-11和辐射研讨会(2010)					
		
139 支持早期预警系统的GTS-WIS研讨会(2011)		
		
140 向TDCF转换的培训(CAL、巡回讲习班、视频会议)(2010)		
		
141 1次气候记录拯救、保存和数字化培训研讨会(2010, 2011)		
4.4
		
		
		
		
		
		
		
		
		
		
		

天气和降低灾害风险服务司			
142 一区协TC培训班(2010)					
143 SH TC培训班(2011)				
144 风暴潮研讨会(2011)				
145 飓风预报研讨会(2010)				
146 飓风预报研讨会(2011)				
147 研讨会(1次支持DPM的PWS培训研讨会)(2010)
148 2 次PWS研讨会(2010, 2011)				
149 EWS培训研讨会(2010, 2011)				
150 El Niño 研讨会(海洋部分)(2011)				
151 海洋气象服务研讨会，重点在海上安全服务和海洋污染(2011)		
152 海浪和风暴潮预报研讨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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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合办研讨会，例如与ECMWF合办(2010, 2011)				
		
154 ATM 用户研讨会(2011)				
		
155 ATM/Met研讨会(专家组-NTF)(2011)				
		
156 热带气旋预报EWS和验证示范项目(2010, 2011) 			
		
157 热带气旋和相关海洋灾害EWS(2010, 2011)
		
158 供应商和用户之间举行研讨会(2010) 			
		
159 公共天气服务技术结题研讨会 (2010)
		
160 技术改进应用培训研讨会(2011)
		
161 EWS培训研讨会(2010, 2011) 					
		
162 SWFDP-南部非洲培训(2010) 						
		
163 SWFDP-南部非洲区域技术实施组会议(2011) 				
		
164 SWFDDP-五区协 – 联合资助RSMT (2011)				
		
165 UKMO/WMO航空讲习班(2010, 2011) 				
		
166 三区协雷达/卫星/NWP培训讲习班(2010) 				
		
167 CAeM 技术会议(2010)				
		
168 FC培训讲习班/研讨会(2011) 					
		
169 QMF研讨会(2010)
		
				
4.5 科研司								
			170 GAWTEC大气化学研究培训和能力建设(2010, 2011)				
		
171 WWRP/WCRP WGNE 年度研讨会(2010, 2011)		
											
4.6 气候和水司							
			172 气候适应跨学科研讨会(农业、健康、能源、发展)(3次研讨会)(2011)
		
173 气候变化科学政策区域研讨会(2010)
		
174 区域气候变化探测和情景制定研讨会(2010)				
		
175 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极端事件研讨会(2011)
		
176 CLIPS 培训研讨会，包括课程制定(2010, 2011)
		
177 气候和土地管理讨论会(2011)			
		
178 天气、气候和农民巡回讲习班，(2010)		
		
179 农民生存危机国际讨论会(2010)
		
180 区域/国家水文预报和洪水灾害测绘手册(包括宣传材料编写)应用讲习班/研讨
会(2010, 2011)						
		
181 巡回讲习班(2010, 2011)				
				
4.7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182 TCO 国际研讨会(2010)				
183 西南太平洋区域研讨会(2010)		
184 非洲区域研讨会(2011)				
185 专门应用培训(2010)					
186 区域资金筹措研讨会(2010)
187 战略计划国家研讨会(2010)		
188 一区协区域讲习班(2011)					
189 三区协区域讲习班(2010)					
190 4次四区协飓风工作组(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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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4次四区协飓风工作组(2011)					
		
192 五区协区域讲习班(2011)					
		
193 二区协区域技术会议(2010)				
		
194 五区协区域技术会议(2010)				
		
195 3次 GAW测量和质量保证培训研讨会 (I3)(2010)
		
196 3 次季风研究培训研讨会 (I3)(2010)			
		
197 1次天气、气候和农民巡回讲习班 (2010)		
		
198 2 次天气、气候和农民巡回讲习班 (2011)		
		
199 根据水文学教育培训战略开展的水文预报课程(2010)
		
200 根据水文学教育培训战略开展的水文预报课程(2011)			
		
201 4 次中、长期预报培训研讨会 (2011)
		
202 4 次甚短期和短期预报培训研讨会 (2011)
		
203 根据水文学教育培训战略开展的水资源管理课程(2010)			
		
204 1次卫星气象讲习班 (2010)				
		
205 “农业气象”培训研讨会					
		
206 3次飓风预报研讨会(2010)				
		
207 2 次仪器培训讲习班(2011)					
		
208 “航空气象学”培训研讨会 (2010)		
		
209 “海洋气象学”培训研讨会 (2010)			
		
210 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2010, 2011)			
		
211 气候预报和验证培训研讨会(2010)		
		
212 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培训讲习班(2011)
		
213 2次GDPS培训讲习班(2010)					
		
214 组织1次全球教育和培训讨论会(2010)			
		
215 六区协国家教员区域培训讲习班(2010)		
		
216 一区协国家教员区域培训讲习班(2011)		
		
217 再举办一次能力建设培训讲习班(2011) 			
		
218 再举办一次支持灾害天气示范项目研讨会(2011)
		
219 教员远程综合学习班(2011) 		
				
V. WMO/ICSU/IOC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CRF)资助的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会议			
		
5.1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220 2 次JSC 年度会议(2010, 2011)					
		
221 2次 CAS/JSC 数值试验工作组会议(2010, 2011)				
		
222 2 次耦合模拟工作组会议(2010, 2011)					
		
223 2次季节-年际预报工作组会议(2010, 2011)			
		
224 冰雪圈模拟专家组会议(2010)					
		
225 大气再分析研讨会(2011)			
		
226 2 次区域气候模拟工作组会议(2010, 2011)			
		
227 2 次GEWEX科学指导组会议 (2010, 2011)			
		
228 GEWEX水文气象专家组会议(2011)			
		
229 GEWEX辐射专家组会议(2010)			
		
230 云系研究专家组会议(2010)			
		
231 陆地-表面过程研讨会(2010)			
		
232 GEWEX项目资料管理会议(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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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P协调会议(2010)			
GEWEX会议(2011)			
2 次CLIVAR 科学指导组会议(2010, 2011)			
2次 CLIVAR 季风专家组会议(2010, 2011)			
2次 CLIVAR非洲气候变化会议(2010, 2011)			
年代际至世纪气候变化会议(2011)			
气候变化探测会议(2011)			
2次海洋观测实施协调会议(2010, 2011)			
2次 CliC科学指导组会议(2010, 2011)					
2次冰雪圈观测实施协调会议(2010, 2011)				
IPY 成果研讨会(2010)					
冰雪圈资料管理会议(2011)					
CliC 会议(2010)					
2 次SPARC 科学指导组会议(2010, 2011)				
平流层参数趋势会议(2010)					
平流层过程会议(2011)					
化学与气候实施会议(2010)			
SPARC 会议(2011)					
2 次ITCP能力建设研讨会(2010, 2011)				
CLIPS研讨会(2010)					
2 次WCRP观测与同化专家组会议(2010, 2011)				
2 次海洋观测专家组会议(2010, 2011)					
2次大气观测专家组会议(2010, 2011)

决议12(EC-61)

第十六财期(2012-2015)的概要重点和预算资金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理事会应就下一个财务时期的概要重点和资金进行了讨论，讨论一般在大会召开
之前两年的执行理事会届会上进行，

(2)

根据理事会的意见，秘书长将提交第十六财期(2012-2015年)的概算，供2010年的
理事会审议，

(3)

秘书长将对最初提出的概算作必要的修改，修改后的建议案将提交2011年的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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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秘书长应严格遵循WMO战略计划和下列全球社会需要来编写第十六财期的概
算，特别是在酝酿将纳入第十六财期概算的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方面：
(a)

增进对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与灾害性天气、气候、水和其它环境事件的		
影响以及加强陆地、海上和空中交通安全有关)；

(b)

扶贫、长期生计和经济增长(结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提高居		
民的健康水平和社会福祉(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事件及影响有关)；

(c)

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改善环境质量；

(2)

第十六财期(2012-2015)的预算，应包括为分摊会费的常规资金制定的三项备选方
案供大会审议。第一项方案应反映名义零增长，第二项实际零增长，第三项在实
际零增长基础上每年增加百分之二的预算，同时考虑最新的通胀数据。每项方案
都应包含根据WMO战略计划对预期结果成果的影响进行的分析；

(3)

应根据对其它收入(租金、计划资助、利息、出版物销售等收入)的常规资金以及
自愿资金的最新估算确定第十六财期(2012-2015)的预算；

(4)

概算应包括对1996年至2011年期间用于管理、计划实施和支持活动的名义零增长
预算影响的分析；

(5)

应按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提交的概算(如决议的附录所示)，将常规资金和自愿资
金合并表示。

决议12(EC-61)的附录

第十六财期(2012-2015年)
预算建议的拟定目录
一、执行摘要
二、预算建议 - 2012-2015年
根据WMO战略计划制定的摘要
预期结果1：
提高会员提供和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和水以及相关环境预测、
信息和服务的能力，以满足用户的需要，并让所有有关社会部门/
行业能够在决策中加以利用
预期结果2：
提高会员降低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因素造成的灾害风险和
影响的能力
预期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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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结果4：
提高会员按照WMO制定的世界标准获取、开发、实施并利用综
合、互操作的地基和空基系统，开展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的能
力，以及开展有关环境的观测
预期结果5：
提高会员的能力，为提高全球在天气、气候、水方面的研究能
力、为环境服务和技术开发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
预期结果6：
提高NMHS的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
的能力，以履行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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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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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结果8：
成为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三、 2012-2015年的收入估算
附录
A. 会议表
B. 组织实体划拨的预算
C. 支持各项预期结果的预算概要(资源管理，共同服务，购置固定资产，联合费用)
D. 财务指标
E. 预算方法
F. WMO秘书处组织结构图

决议13 (EC-61)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8(d)条授权大会决定关于本组织各机构工作程序的条
例，特别是财务条例，

(2)

第十五次大会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在第十五财期内批准对财务条例的必要修订，
以便确保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考虑到财务条例第7条(拨款)、第10条(其它收入)、第13条(内部控制)、第14条(账目)、第
15条(外部审计)以及附录(管理外部审计的其它职责)需要修订，
决定在该决议附录中列出的财务条例须在2010年1月1日起生效，同时决定采用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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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3(EC-61)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

第一条
适用性
1.1 本条例规定了世界气象组织(下称本组织)的财务管理。只有大会能对此条例进行修
改。若条例中任何条款与公约的任一条款发生抵触，以公约为准。
第二条
财务时期
2.1 财务时期为四年，从大会后公历年的一月一日开始，至第四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2.2 但是，若大会在某一财务时期的最后一年开始之前结束，则新的财务时期应从此次
大会之后的一月一日开始。
第三条
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
3.1 本组织财务时期中可能的最大支出估算须由秘书长做出。
3.2 该估算应总括本财务时期的收入和支出，用瑞士法郎表示。
3.3 该估算须以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编制，并附有大会可能要求的或以大会名义要求的
信息附件和解释性说明，以及秘书长认为必要和有用的其它附件或说明。
3.4 该估算至迟须在审议此项事务的会议前五周提交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将对其进
行审查并就此向大会提交报告。
3.5 由秘书长准备的估算至迟须在大会前六个月分给各成员。执行理事会对估算的报告
应与估算本身同时或尽早分发，至迟不晚于大会开幕前三个月。
3.6 下一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须在审议了秘书长准备的估算和补充估算、以及执行理事
会为此作出的报告后由大会表决决定。
3.7 在将估算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到大会开会期间，秘书长可向执行理事会提交该财务时
期的补充估算。
3.8 秘书长须按与财务时期估算相应部分相同的形式准备补充估算。
3.9 如果时间允许，执行理事会须审查这些补充估算并就此向大会提交报告；否则，由
大会审议。
第四条
财务时期拨款的授权
4.1 由大会表决通过的最大支出须成为对执行理事会批准本财务时期每两年期的拔款的
授权。总拨款额须不超过大会表决通过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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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拨款各部分间的调拨可由执行理事会核准，这种调拔的总额不得超过批准的该财务
时期最大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
第五条
两年期
5.1 第一个两年期从财务时期的起始日开始，第二个两年期于该财务时期的第三年一月
一日开始。
第六条
两年期预算
6.1 两年期预算的估算由秘书长制定。
6.2 该估算须总括本两年期的收入和支出，用瑞士法郎表示。
6.3 两年期概算须以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编制，并附有执行理事会可能要求的或以执行
理事会名义要求的信息附件和解释性说明，以及秘书长认为必要和有用的其它附件
或说明。
6.4 秘书长须向执行理事会例会提交下一个两年期的估算。该估算须至迟在执行理事会
例会前五周提交执行理事会全体成员。
6.5 下一个两年期的预算须由执行理事会批准。
6.6 秘书长可以在需要时提出补充估算。
6.7 秘书长须按与两年期估算相应部分相同的形式制定补充估算，并将此估算提交执行
理事会批 准。
第七条
拨款
7.1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拨款须构成为秘书长履行承诺并按已批准的拨款用途及数额支付
的授权。
7.2 为履行承诺，在两年期内须提供与其相对应的拨款。
7.3 须继续为财政年度结束之后的十二个月提供与其对应的拨款，以履行对该财政年度内
已交付的货物和已提供的服务做出的承诺，并履行该财政年度内任何其它尚未履行的
合法承诺。在第一个两年期结束时，剩下的余额经执行理事会批准后划拨到第二个两
年期预算的相应部分，用于实施大会批准的计划。在第二个两年期结束时，拨款的结
余应上缴。
7.4 上述7.3款中规定的期限结束时，任何拨款的结余都应上缴。
7.5 尽管有7.3和7.4款规定，在有奖学金未清的合法待付款的情况下，其所需拨款的部分
应继续有效，直到奖学金完全付出或者终止。当奖学金终止时，所有结余均须保留
在“总基金”中，仅为今后提供长期和短期奖学金所用。
7.6 按照7.3和7.4款上缴的款项应予保留，按9.1款规定用于大会批准的该财务时期的用
途。
7.7 经执行理事会确认，秘书长可对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中各部分间的拨款进行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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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基金的规定

会费的评定
8.1 拨款须从本组织各会员根据大会确定的比例而交纳的会费中支出，该会费可按8.2款
进行调整。在收到会费之前，拨款可从周转基金中支出。
8.2 对每一个两年期的两年，须在执行理事会为两年期批准的拨款的一半的基础上评定
会员国的会费，对以下方面的评定作调整除外：
(a) 以前未向会员国征收的追加拨款；
(b) 以前未考虑的两年期预计杂项收入的一半和以前考虑到的对预计收入的任何调
整。
8.3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两年期预算并确定了周转金所需数额之后，秘书长须：
(a) 将有关文件转发给本组织会员；
(b) 通知会员其所承担的年度会费和周转基金的预付款；
(c) 要求它们汇出各自的会费和预付款。
8.4 会费和预付款应在收到秘书长按8.3款所发的通知后三十天内如期、全额交纳，或在
相应年度的第一天交纳，无论哪个，以后者为准。若到下一年度的一月一日，未付
的会费和预付款应视为拖欠一年。
8.5 本组织年度会费和预付的周转基金以瑞士法郎评定和支付。
8.6 尽管有8.5款规定，并为便于会员支付，秘书长可以其认为实际的程度接受以瑞郎以
外的自由兑换货币支付的会费。适用于本组织总部所在国货币等价支付的兑换率应
是存入世界气象组织银行帐户之日生效的联合国官方兑换率。
8.7 本组织会员支付的款项须首先存入周转基金，然后按年月顺序扣减其按评定比例应
缴的会费。
8.8 尽管有8.7款规定，但只要向本组织支付了大会就偿付长期拖欠会费建立的特别安排
下的全年分期付款，当年收取的会费就可存入本年份。这些特别安排可与任何至安
排生效之日时已拖欠四年以上的会员缔约。
8.9 秘书长须向执行理事会例会提交有关交纳会费和周转基金预付款的情况报告。
新会员的会费
8.10 本组织的新会员须交纳其成为会员后两年期未满部分的会费并向周转基金交纳其应
付的那部分预付款，其比率由执行理事会临时确定，并提交大会通过。

退出本组织的会员的会费
8.11 退出本组织的会员须交纳从要退出的两年期开始到(含)其退出之日期间的会费，同时
从周转金帐户中可得到扣除其应交款后的返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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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基金
9.1 须建立一项总基金以结算本条例7.1、7.2和7.3款所授权的支出。总基金包括各会员国
按本条例8.1、8.10、8.11款交纳的会费和按10.1款确定的杂项收入。总基金的现金结
余，除了周转基金之外的各项基金所得利息的结余部分，应按如下方法在各会员(会
费)评定比例的基础上计存：
(a)对已全部交纳会费的会员，从下一次评定中扣除；
(b)对在以往所有财务时期都已交纳全额会费、但在与要分配结余的相关时期没有交纳
全额会费的会员，扣除其拖欠金，之后从下一次评定中扣除；
(c)对拖欠会费时间长于要分配结余的财务时期的会员，它们在结余金中的分成将由世
界气象组织存入特别帐户，直到符合了9.1(1)或(2)款后再交付。
9.2 周转基金外的各项基金的利息收入是财务时期现金结余的一部分。这项收入应按大
会的决定，以大会确定的方式处理，适当考虑收到各会员向本组织按比例交纳会费
的日期。
周转基金
9.3 须建立一项周转基金，数目由大会确定，用途由执行理事会随时确定。周转基金的
款项须由本组织的会员预付，或随大会决定，用基金现金投资赚的所有利息提供。
基金留存的利息须根据现有的余额记入会员的预付款账户。会员的预付款须由执行
理事会按照本组织支出评定的比例计算，并须转入交纳预付款的会员的帐户。
9.4 两年期内从周转基金向财务拨款提供的预付款须尽快在获得收入时如数向基金偿
还。
9.5 除了这些预付款可由其它经费来源偿还外，从周转金向未预见特别开支或其它授权
项目支付的预付款须通过提交补充估算来偿还。
9.6 周转基金投资获得、并未留于基金来实现基金资本水平增长的收入须计入杂项收
入。
9.7 秘书长可设立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并报告执行理事会。
9.8 执行理事会须明确确定每项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的用途和限度。除大会另
有规定外，这些基金和帐户须按照本财务条例进行管理。
9.9 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投资获得的收入须按有关这些基金或帐户的规定或随
认捐者的随时要求计存。在其他情况下，则按财务条例第10.1款执行。
第十条
其它收入
10.1 除了：
(a)向预算提供的会费；
(b)财政年度内支出的直接退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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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各基金和帐户的预付款或存款；
(d)周转金基金赚的、为扩大周转金基金水平所需的利息；
之外，其它所有收入都须归入杂项收入，存入总基金中，除财务条例第9.9款另有专
门规定外。

自愿捐款、礼品或捐赠
10.2 各种自愿捐赠，无论是否是现金，只要捐赠目的与本组织的政策、目标和活动相一
致，秘书长都可以接受。接受这些会直接或间接增加本组织财务负债的捐赠须征得
大会的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征得执行理事会的同意。
10.3 接受捐赠者明确规定用途的款项须按财务条例第9.7和9.8款列入信托基金或特别帐
户。
10.4 接受无明确用途的款项须列入杂项收入并按“礼金”报入年度帐目。
第十一条
基金的保管
11.1 秘书长须指定一个或数个银行保存本组织的基金。
第十二条
基金的投资
12.1 秘书长可以使用不急需的款项进行短期投资，并定期就投资情况向执行理事会报
告。
12.2 除非有关这些基金或帐户另有规定、并已考虑了各种情况对各项基金的流动性的特
殊要求，秘书长可以使用存入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的款项进行长期投资。
第十三条
内部监控
13.1秘书长须：
(a) 制定详细的财务程序，以保证有效的财务管理和节约开支；
(b) 所有付款应辅以能证明已接收到的服务或货物的单据或其他文件，确保以前未
支付过；
(c) 指定官员代表本组织接受款项、承担契约和付款。
13.2

(a) 除下面(2)款授权的支付之外，尽管有上述13.1(2)款规定，当秘书长认为对本组
织有利时，他可以授权分期支付；
(b) 除了对本组织有利的正常商业活动，不应代表本组织签订任何要求在交货或合
同实施前预付款的合同或订货单。

13.3 除非有秘书长授权的书面拨款指令或其它特定的认可，否则不应承担任何契约。

优惠洽付
13.4 当秘书长认为对本组织有利时，他可以在主席批准后进行优惠洽付，这种付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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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财务报表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损失或亏空的注销
13.5 除未付的会费外，经全面调查，秘书长可以授权注销现金、储备和其它资产的损
失，注销额总帐须连同两年期帐目一并提交外部审计员。

合同与采购
13.6 设备、物资和其它必需品的招标须通过广告进行，除非秘书长认为不按此办理更符
合本组织的利益。

内部监察
13.7 在内部监察大方案下，秘书长须设立一个办公室，对WMO的财务、行政和业务活
动进行独立核查，包括计划评估、监察机制和咨询服务。该办公室称为内部监察办
公室，并须确保：
(a) 本组织的所有基金和其他资金的正常接收、保管和支配；
(b) 支出要与拨款或由大会表决或执行理事会通过的其他财务条例相一致，或与信
托基金和特别帐户的用途及细则相一致；
(c) 所有财务和其他管理活动与既定立法相符；
(d)

财务和其他管理资料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e)

本组织所有资金的有效、经济使用。

13.8 内部监察办公室还须负责调查所有对造假、浪费、管理不善或行为不当的指控或推
定，并负责对服务和组织单位进行审查。
13.9 秘书长须经与代表执行理事会的WMO主席磋商并获其批准后任命一位技术上合格
的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尽管分别有关于脱离工作岗位、纪律措施和上诉的工作人
员条例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秘书长同样须与代表执行理事会的WMO主席
磋商，并获其批准后，方能让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脱离工作岗位。主席根据总则第
一四五条采取的这些行动须向随后的执行理事会例行届会报告。
13.10内部监察办公室根据下列规定行使职责：
(a) 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须直接向秘书长报告；
(b) 如果内部监察办公室认为本组织的所有记录、财产、人员、业务和职责与检查
的内容有关，则内部监察办公室可全面、不受限制和迅即地予以了解；
(c) 内部监察办公室可直接接受工作人员的个人投诉，或接受有关可能出现的造
假、浪费、管理不善或行为不当的信息。除非明知是假，或故意误传，否则对
提供信息的工作人员不得进行报复；
(d) 内部监察办公室须将工作结果及建议报告秘书长，报告副本抄送负责主管，以
采取行动，并抄送外部审计员。应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的要求，此类报告须连
同秘书长的指示意见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e) 内部监察办公室每年向秘书长提交内部监察办公室活动的摘要报告，包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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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和范围，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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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内部监察办公室须监督执行理事会妥善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
第十四条
财务报表
14.1秘书长须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与下列项目有关的年度财务报表，以便批准：
(a)

一份财务状况报表；

(b)

一份财务执行报表；

(c)

一份净资产/净值报表；

(d)

一份现金流动报表；

(e)

实际账目与批准的预算比较明细表；以及

(f)

注：包括重要会计政策的概要和其它解释性注解。

除此之外，出于管理之目的，他须保留必要的会计账册等记录。
14.2 除第14.1条所示当年财务报表账目外，秘书长须在两年期的第二年提交有关拨款情况
的财务报表
包括：
(a) 原始预算拨款；
(b) 经各种调配后的拨款；
(c) 非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拨款外的信贷(若有)；
(d) 从拨款和/或其信贷支出的款项；
14.3

本组织的财务报表须用瑞士法郎表示并须按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进行编制。然
而，会计账册可用秘书长认为必要的某种或某些货币记录。

14.4

所有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账户均应单独立帐。

14.5

秘书长须在财务报表所涉及的财政年度结束后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外部审计员
提交财务报表。

14.6

除了财务期第一年的财务报表外，秘书长还须提交上一财务时期的总支出决算。
第十五条
外部审计

任命
15.1 外部审计员应是某会员国的审计长(或有同等职务的官员)，按执行理事会决定的方
式和期限任命。

任职
15.2 若外部审计员不再担任其国内审计长职务，其外部审计员职务也应终止，他的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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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长应接替他为外部审计员。除由执行理事会外，外部审计员的职务不得罢免。

审计范围
15.3

根据本条例附件所列的补充职责，审计应按普遍接受的通用审计标准，在执行理
事会的特别指示下进行。

15.4

外部审计员可对财务程序、会计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和本组织一般行政与管理的
效率提出意见。

15.5

外部审计员应完全独立，并只对审计工作负责。

15.6

执行理事会可要求外部审计员进行特别检查并发布专门的调查报告。

设施
15.7 秘书长应为外部审计员提供进行审计所需的设施。
15.8 为了开展一项地方性的或专门的调查，或节约审计费用，外部审计员可以聘用他认
为在技术上合格的任何国家级审计长(或同等职务者)、著名商务公共审计员或其它
个人或公司。

报告
15.9

外部审计员须就财务报表和有关明细帐的审计提出报告，其中应包括他认为必要
的、针对财务条例第15.4款和补充职责中提及的情况。

15.10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应连同经审计的有关财务报表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
会按照大会的指示对其进行审查。
15.11 秘书长须将财务报表，连同外部审计员的证明分发给本组织各会员。
第十六条
涉及开支的决定
16.1 任何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或其它主管机构均不能对大会或执行理事会已通过的计
划做出决定，改变其管理，或涉及其可能的开支，除非它已收到并考虑了秘书长关
于该建议对管理和财务的影响报告。当秘书长认为所提出的开支不能从目前的拨款
中支出时，应在执行理事会提供了必要的拨款后才能承担，除非秘书长证明可按执
行理事会有关不可预见开支的决议提供。
第十七条
一般规定
17.1

在紧急情况下，征得本组织主席批准后，秘书长可向各会员通报超出执行理事会
权限的财务问 题，以作出通信决定。

17.2

如果执行理事会决定审议的事项根据其性质应在下次大会召开前决定，则本条例
可以暂停使用，但不得超过下一次大会。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应将执行理事会
关于暂停使用的提议函请全体会员考虑，并按总则通讯表决的程序进行通信投
票。

17.3

如果从向会员分发选票之日起九十天内秘书处收到的赞成和反对票的三分之二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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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按照17.1款，应采纳此项建议，在执行17.2款时，暂停使用条例的决定生效。
表决结果应通知全体会员。
17.4

对此财务条例的解释或应用如有疑义，秘书长有权裁决，重要问题由主席确定。

17.5

本财务条例不适用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赞助的本组织技术合作活动的各外场项
目；秘书长有权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及其署长建立的财务条例和规定管
理这些活动。

附件
外部审计的补充职责
(1)
外部审计员认为必要时应对本组织的各财务报表，包括所有信托基金和特别
帐户，进行审查以满足如下要求：
(a)

财务报表与本组织的帐簿和记录相符；

(b)

报表中反映的财务往来符合各项条例、预算规定和其它相应指示；

(c)

存入银行的和现存的证券与钱款已按本组织的存款银行直接发出的证书或按
实际清点得以证实；

(d)

从信赖程度方面证实内部管理适当；

(e)

外部审计员同意的程序已应用于全部资产、债务、结余和赤字的记录。

(2)
外部审计员应是对秘书长提供的全部或部分证件和说明的唯一评判者，他可
以随意对所有财务记录，包括有关物资和设备的记录进行具体审查和核对。
(3)
外部审计员及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自由地查看所有外部审计员认为审计工
作需要的帐簿、记录和其它文件。外部审计员为审计所需的、经秘书长(或他指派的高级
官员)同意的专用材料和机密材料，一旦需要，应予以提供。外部审计员及其工作人员应
尊重掌握的材料所具有的专用性和保密性，除非与审计直接有关否则不能使用。外部审
计员认为审计需要、但却被拒绝使用专项材料时，可以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
(4)
外部审计员无权删除帐目中的任何科目，而应就他表示怀疑的帐目往来的合
法性和适宜性提请秘书长注意，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帐目检查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或其
它任何帐目往来中的审计问题都应及时通知秘书长。
(5)
本要素：

外部审计员应在本组织的财务报表上发表并签署意见。该意见应包括下列基

(a)		 鉴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b)		 秘书长的责任和外部审计员的责任；
(c)		 所遵循的审计标准；
(d)		 对已开展工作的说明；
(e)		 在财务报表上表示意见，说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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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公正地表现了财期末的财务状况及财期运行结果；

(ii) 财务报表根据所述会计政策编写；
(iii) 会计政策的应用延续了前一财期的会计政策；
(f)

就交易与财务条例和立法权限是否相符发表意见；

(g)

发表意见的日期；

(h)

外部审计员的名字和立场；

(i)

必要的话，提及外部审计员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

(6)

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财务时期的财务工作报告应提及：

(a)

其检查的种类和范围；

(b)

影响帐目完整性和准确性的事项，包括：

(c)

(i)

正确解释帐目必需的信息；

(ii)

应已收到但未入帐的金额；

(iii)

任何法定成未定债务但在财务报表中未记录或反映的金额；

(iv)

证据不足的开支；

(v)

账簿管理是否得当。若提交的报表中材料性质与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有偏
差，应予以揭露。

应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的其它事项，如：
(i)

作假或假设作假的情况；

(ii)

本组织资金或其它财产的浪费或不正当开支(尽管往来帐目可能是正确的
)；

(iii)

有可能使本组织进一步扩大开支的花费；

(iv)

掌管收入与支出控制或物资与设备控制的总系统或具体条例中存在的问
题；

(v)

扣除了预算中正式授权的转账资金之后，与大会和/或执行理事会的意图
不符的开支；

(vi)

经预算中正式授权的转账修改过的拨款的超支；

(vii) 与授权不符的开支；
(d)

盘存和帐目审查确定的物资和设备记录准确与否；

(e)

如合适，关于已获得进一步信息的前一个两年期统计的往来帐，或关于执行理事
会宜尽早了解的后一个两年期统计的往来帐。

(7)
外部审计员可对审计中的结果发表看法，若他认为合适，可就秘书长的财务报
告向执行理事会或秘书长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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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旦外部审计员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一旦他不能获得足够的证据，他都应
在报告中指出，并在报告中详细说明原因及其对财务状况和已记录在案的财务事宜的影
响。
(9)
在未事先给予秘书长以合适机会解释受检事项的情况下，外部审计员不应在报
告中提出批评。
(10)

外部审计员不需提及任何前面所述的、他认为各方面均不重要的事项。

决议14(EC-61)

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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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金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招聘和解聘费用备用金占薪金支出3%的费用不足以支付有关的费用,
进一步注意到考虑到按保险值估算确定的WMO对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负债估算，离职
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备用金占薪金支出2%的费用不足以支付相关的费用，
批准秘书长关于以下增加薪金支出费用的建议：(a)将招聘和解聘费用备用金从3%提高到
4%；以及(b) 将离职后健康保险赔偿金的备用金从2%提高到3%。

决议15(EC-61)

为周转金本金的缺口筹措资金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截至2007年12月31日周转金本金达不到第十五次大会为第十五财期规定的 7500万瑞
郎的资金水平，资金缺口为 1,174,279 瑞郎，
进一步注意到目前全球面临的经济挑战可能使一些会员难于向本组织缴纳会费，
建议第十六次大会作出以下决定：用从第十五财期开始并延续到第十六财期内产生的周转
金利息收入弥补截至2007年12月31日周转金本金出现的 1,174,279瑞郎的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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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6(EC-61)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2008年财务报表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10 (EC-57) –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2004年账目，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15条，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截止2008年12月31日本组织年度报表的财务报告和外部审计员提交执行
理事会的报告，
正式批准世界气象组织2008年经审计的财务帐目；
要求秘书长将帐目的财务报表连同他的报告和外部审计员报告一并发送世界气象组织的所
有会员；
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会员拖欠的巨额会费，
敦促会员尽早偿付会费。

决议17(EC-61)

修订总则第 111 条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总则第111条要求秘书处准备各组织机构会议讨论情况的会议摘要记录，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五十次届会上作出的并得到第十三次大会确认的决定，即：在执
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届会上不应准备全会的会议记录，但有具体要求例
外；以及第十五次大会关于在届会期间暂停执行总则第111条的决定，
注意到将继续沿用为全会录音并作为记录留存的做法，并注意到届会工作的总摘要将摘要
体现政府的声明，
因此，考虑到应及时修改总则第111条，使之与业已形成的做法相一致，
决定建议大会对总则第111条修订如下：
总则第111条
在组织机构的届会上对每项议题的讨论情况和做出的决定须记录在该届会工
作总摘要中。
只有全会提出具体要求，秘书处方须准备该组织机构全会的讨论摘要记录。
全会须录音并予以保留，用作记录。
摘要会议记录须尽快在会议期间或以通信方式分发给所有代表团，它们可以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28

书面形式向秘书处提交修改建议。对修改建议的任何异议，由主持会议的官
员商相关人员后决定。会议记录摘要由届会期间的全会或以通信方式通过。
要求秘书长就此向第十六次大会提交报告。

决议 18(EC-61)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总则》第155(9)条，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议，

(2)

关于同一议题的《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27条，

审查了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
决定：
(1)		 以下决议继续保留有效：
EC-4 		
2
EC-12		
6
EC-19		
9
EC-21		
15
EC-25		
12
EC-34		
13
EC-35		
21
EC-36		
6
EC-37
13
EC-39		
24
EC-40		
4
EC-42		
19
EC-44		
14 (除决定部分的段落), 15
EC-45		
13, 16
EC-48		
3, 4, 12
EC-51		
5
EC-52		
4
		 EC-56		
2, 9, 11, 13, 18, 19
EC-57		
3, 5, 15, 17, 18
EC-58		
3, 4, 5, 6, 8, 9, 10, 15
EC-59		
1, 2, 3, 6, 7, 8, 9,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2, 23, 25, 26, 27
EC-6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
第六十一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不再保留有效。
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19(EC-60)，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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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
总摘要第2.3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的建议
2008年财务报表，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建议1：
执行理事会批准经审计的2008年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报表。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IPSAS)
建议2：
执行理事会批准秘书长为引进IPSAS而对WMO财务条例提出的修订建议，内容
见决议13(EC-61)，包括“财务报表”后第13.4条的以下文字：“正如第14.1条所详
细阐述的内容”。
建议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作为以下备用金：(a)招聘和解聘费用；以及(b)离职后健康保险赔
偿金
建议３：
执行理事会批准秘书长关于增加薪金支出的费用比例以便为以下备用金提供资金
的提议：(a)将招聘和解聘费用备用金从3%提高到4%；及(b)将离职后健康保险
赔偿金的备用金从2%提高到3%。
建议增加周转金资本
建议4：
执行理事会建议第16次大会作出以下决定：用从第15财期开始并延续到第16财期
内产生的周转金利息收入弥补截至2007年12月31日周转金本金出现的120万瑞郎
的资金缺口。
中期财务状况

会员的会费
建议5：
执行理事会敦促拖欠会费的会员尽早缴纳其欠款以便能按照规定时间范围和计划
中的水准来实施已经批准的WMO计划。
预算事宜–2010-2011年的概算，包括用第14财期结余资金资助的高优先活动
建议6：
如果需要，理事会在通过决议11(EC-61)之前，审议各项计划需优先考虑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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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事宜–对第16财期(2012-2015年)预算的初步讨论
建议7：
理事会决定，为第16财期(2012-2015年)预算建议制定三个选项，供大会审议。
其中一个应当反映ZNG，另一个为ZRG，第三个包含在原预算基础上每年2%的
增长。此外，每个预算建议应当包括对完成预期结果影响的分析。

附录2
总摘要第3.5.1.7段的附录

截止2009年6月9日的WIS候选中心及其功能表
会员/组织

阿尔及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埃及
埃及
埃及
埃及
埃及
埃及
欧洲卫星开发组织
斐济
芬兰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德国

DCPC

DCPC
DCPC
DCPC

GISC

GIS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功能

RTH/RSMC
WMC/RTH
IPS
NCC
RSMC (达尔文)

GISC

GISC

RTH
RTH
RSMC
RTH

DCPC
DCPC

海洋气象中心
RTH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RSMC
区域臭氧中心
RIC
RRC
RSMC
RTC
RTH
卫星中心
RSMC
GISC

GISC

北极资料中心
RTH
GPC/LRFMME
RCC
区域数值预报支持
RSMC (EER)
RSMC (TC-La Réunion)
VAAC (图卢兹)
RTH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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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组织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中国香港
印度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意大利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肯尼亚
肯尼亚
肯尼亚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荷兰
荷兰
新西兰
新西兰
尼日尔
尼日尔
挪威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D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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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C

功能

DCPC
DCPC

GCC
GPCC

DCPC
DCPC

GRDC
GRUAN

DCPC
DCPC

RCC
RSMC

DCPC
DCPC

WDCC
WDC-RSAT

DCPC
DCPC

WRMC
WWIS 和 SWI 中心

DCPC
DCPC

GISC

RTH
RSMC (TC)

DCPC
DCPC

GISC

RTH
RSMC (航海和海洋)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GISC

卫星

GIS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RTH
RTH
GPC/LRF
RSMC (DPFS)
RSMC (EER)
RSMC (TC)
东京气候中心
WDC (温室气体)
RIC
RSMC
RTH
NMC
COMS
GPC/LRFMME
WAMIS
RCC
卫星中心
RSMC
RTH
AGRHYMET
RTH / ACNAS

GISC

北极资料中心
WMC/RTH
GDC (太阳辐射) (圣彼得堡)
RCC (莫斯科)
RNODC和GDC (奥布宁斯克)
RSMC (EER) 奥布宁斯克
RSMC (莫斯科)
RTH/RSMC (哈巴罗夫斯克)
RTH/RSMC (新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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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组织

俄罗斯联邦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
瑞典
瑞典
瑞典
泰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总数

DCPC

DCPC
DCPC

GISC

GISC

功能

WDC (ICE) (圣彼得堡)
RTH

DCPC
DCPC

RDMEC (干旱)
RSMC (吉达)

DCPC
DCPC

航空中心
RSMC

DCPC
DCPC

RTH
IPY 资料中心

DCPC
DCPC

北欧雷达
RTH

DCPC
DCPC

RTH
RTH

GIS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DCPC
102

航海观测

GISC

海洋/海浪
RCPC
RSMC (EER)
RSMC (NWP)
WMC/RTH
GOSIC
NCAR
NESDIS
NGDC
NODC
RSMC (EER)
RSMC (NWP)
RSMC (TC-檀香山)
RSMC (TC-迈阿密)
WAFC
RTH

13

附录3
总摘要第4.2.66段的附录

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人权
•

原则1：企业界应支持并尊重对国际公认的人权；

•

原则2：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劳工标准
•

原则3：企业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附录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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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4：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

•

原则5：切实废除童工；

•

原则6：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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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

原则7：企业界应支持采用预防性方法应付环境挑战；

•

原则8：采取主动行动以促进在环境方面更 负责任的做法；

•

原则9：鼓励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

反腐败
•

原则10：企业界应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和贿赂。

附录4
总摘要第5.2.16段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之间的
工作安排
世界气象组织(以下简称WM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下简称OIE)就通过开展下列活动促进
更为密切的合作达成一致，其中包括：
1.		两个组织均将不断相互通报共同关心的各自活动。
2.		每个组织将邀请另一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解决共同关心问题的会议，并将		
提供此类会议的报告。
3.

OIE和WMO将交换出版物目录，以使两个组织均能够订购与其活动有关的活动出版
物。OIE和WMO将免费交换共同关心主题的文件和出版物。两个组织新订出版物均
将享受适用于其会员或附属机构的优惠价格。

4.

两个组织将努力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磋商形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扩大合作，尤其是以
下内容：

共同关心的问题
(a)一般气候信息和预测的分发；
(b)了解气候变率和变化对世界各地动物疾病发展的影响；
(c)开发动物病原体气候预警系统，促进气候风险管理战略；
(d)与其它政府间组织就气候和疾病问题开展合作，特别是与WHO和FAO。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34

附录5
总摘要第6.27段的附录

VCP信托基金 – VCP(F)
2009年名义拨款建议 (瑞郎)

截至09年1月1日的余额 (扣除债务)
预计截至09年1月1日的认捐
预计截至09年1月1日的余额

903,286

2009年名义
拨款建议

300,000
1,203,286

优先领域
1 VCP配件/状态良好的设备的船舶运输
2 专家服务
3
4
5
5.1
5.2
5.3
5.4
5.5
5.6
6
7

短期奖学金和培训活动
区域开发项目的项目开发活动
总体改进GTS
改进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GTS
改进亚太地区的GTS
改进非洲地区的GTS
改进南美洲地区的GTS
改进六区协东南部地区的GTS
改进中欧和东欧/新独立国家的(NIS)GTS
总体改进GOS和GCOS观测子系统
改进GDPS

8
9
10
11
12

支持 CDMS和气候学的活动
紧急援助
水文业务活动
改进卫星接收
互联网方面的能力

30,000
5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150,000
100,000
240,000

50,000
10,000
50,000
50,000
40,000
50,000
40,000

13 小计

860,000

14 储备金

343,286

15 合计

1,2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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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总摘要第7.2.7段的附录

WMO战略计划组成部分
表 1: 全球社会需求
•

改进对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与灾害性天气、气候、水及其它环境事件有关
的影响，并提高陆地、海上和空中交通运输的安全性）

•

结合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困、维持生计和经济增长，包括改善民众的卫
生和社会福利状况（有关天气、气候、水和环境事件及影响）

•

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及改善环境质量

表 2: 战略主旨和本组织的预期结果
战略主旨

本组织的预期结果
1.提高会员提供和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的环境

I. 提高服务质量和
改进服务的提供

预报、信息和服务的能力，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并在所有相关
社会部门的决策中得到使用
2. 提高会员减轻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的环境因素引发的
灾害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
3. 提高NMHS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的环境信
息、预报和预警的能力，尤其用于支持气候影响和适应战略

II. 促进科学研究和

4.根据WMO制定的全球标准，提高会员获取、开发、实施和

应用以及技术的开
发和实施

使用综合的及可互操作的地基和空基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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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环境科学技术开发研
究水平，并从中获取效益的能力

III. 加强能力建设

IV. 建立和促进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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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和强化的伙伴关系及合作活动，以改进NMHS在提供服

关系及合作

务方面的业绩，并提升WMO在UN系统、相关国际公约和国
家战略中贡献的价值

V. 加强善政

8. 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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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制定各战略主旨的概述
对制定各战略主旨的概述
+ 理论基础、问题和挑战
+ 风险、机遇和相关性
+ WMO的实力、能力和作
用

+ 战略方法

备注/说明
该战略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与ER相结合
应参考风险评估方法。重要的是努力确定本组织将如何抓住
合理机遇来适应新发事件以及满足会员的需求
应阐述在有关ST的计划领域中本组织的独特作用和能力
本组织在实施这一战略主旨时计划采取哪些主要行动；例
如：(i) 审议各计划及其各项相关方针；(ii) 修改技术委员会
的职责；(iii) 改变财政资源或人力资源用途；(iv) 对各区协
的活动给予更多鼓励政策；(v) 规划一项重大活动，例如，
举办一次世界大会等。

表4: 业绩标准
•

指标（如何衡量ER的成果）

•

基线2012（确定财期开始时的状况）

•

第一个两年期结束时（2013）以及在财期结束时（2015）的目标（可衡量的
重大目标，它可具体说明将取得的成果水平）

表5: WMO的主要战略成果
自创建以来，WMO在下列各关键领域取得了独特而重要的全球性成果：
1.

免费和不受限制地交换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WMO促进了气象、水文及相关
资料和产品在全球的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国际交换。这对于实时天气服务、气
候预测、气候变化探测和各类全球环境计划都至关重要。

2.

气象及相关观测的国际标准–WMO制定和保留了一套气象及相关观测的全球标
准，这确保了各地收集的资料均可进行互比–尤其对探测气候变化、开发全
球天气和气候模式以及对它们支持的服务至关重要。

3.

能力建设–WMO支持全球各地区NMHS的能力建设，从而在全球范围极大促进生
命和财产的安全。

4.

促进科学和技术–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在支持基础设施和产品制作及服务方面
的使用，本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全球NMHS的能力。

5.

国际领导地位–在UN组织中，WMO因其在促进预报、预测和评估地球系统及环
境问题方面的能力，已成为公认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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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总摘要第7.2.72段的附录

自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以来作出的任命、提升、提名和转岗
发布空缺通知后通过竞争任命的名单
姓名和国籍
LOVE, G.B先生.

职务、级别和部门

生效日期

司长 (D.2),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2008年9月3日

司长 (D.1), 空间计划办公室,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分司，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2008年6月9日

司长 (D.2),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2008年8月1日

司长 (D.1), 空间计划办公室,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分司，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2008年10月2日

司长 (D.1),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规划办公室，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分司，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2009年3月31日

WIS 项目管理(P.5), WMO 信息系统分司，观测和
信息系统司

2008年7月1日

WIS 项目高级科学官(P.5), WMO 信息系统分司，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2008年7月1日

处长 (P.5), 人力资源处, 资源管理司

2009年1月1日

处长 (P.5), 信息技术处, 资源管理司

2009年4月1日

高级对外联络官(P.5), 对外关系办公室, 管理层和对
外关系司

2009年4月15日

WMO 欧洲代表(P.5), 欧洲区域办公室, LDC计划和
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2009年5月17日

翻译/编辑(P.4),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分司，计划支持
服务司

2009年5月7日

科学官(P.4), 大气环境研究处，大气研究和环境分
司，研究司

2009年6月7日

行政官(P.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

2008年10月1日

财务官(工资) (P.3), 财务处, 资源管理司

2008年10月1日

AMDAR 技术协调员(P.3), 飞机观测科, WMO 观测
系统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分司，观测和信息
系统司

2008年11月1日

(澳大利亚)
ZHANG, W.先生
(中国)
ZHANG, W.先生
(中国)
RYAN, B.J.女士
(美国)
RICHTER, C.M.女士
(德国)
THOMAS, D.J.先生
(澳大利亚)
CHRISTIAN, E.J. 先生
(美国)
LIU, S.先生
(中国)
TRAN NGUYEN, N.先生
(加拿大)
BLONDIN, C.先生
(法国)
IVANOV, D.先生
(保加利亚)
HEWITT, Elizabeth 夫人
(新西兰)
TARASOVA, O.女士
(俄罗斯联邦)
JEPSEN, L.-A.女士
(美国)
MANOHARAN, A.女士
(澳大利亚)
BERECHREE, M.I.先生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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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职务、级别和部门

生效日期

SHIMAZAKI, A.先生

科学官(P.3), WIS 资料表示, 元资料和, WMO信息系
统分司，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2009年1月15日

通信/科学官(P.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规划人员
和研究司

2009*年5月31日

秘书长私人助理(P.2), 秘书长办公室

2008年4月1日

HANSEN-VARGAS,
S.E.夫人
(美国)

会议服务管理员(P.2), 会议服务科, 会议、合同和设
备管理分司，计划支持服务司

2008年9月1日

DOUNO, M.先生

内部审计员(P.2), 内部审计办公室

2009年4月30日

(日本)
BOSCOLO, R.夫人
(意大利)
SCHALK, M.夫人
(巴西)

(科特迪瓦)

未发布空缺通知而任命的名单
(根据所给理由)
姓名和国籍

职务、级别和部门

生效日期

KUHN, A.女士
(德国)

初级专业官(P.2),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规划办公
室，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认捐国的提名]

2008年10月1日

BAUBION, C.先生
(法国)

初级专业官(P.2), 减轻灾害风险处，减轻灾害风险
和服务提供分司，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认捐国的提名]

2008年12月7日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延长任命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职务、级别和部门

期限

YAN, H.教授
(中国)

副秘书长

再延长8个月至 2010年2
月28日

SCHIESSL, D.C.先生
(德国)

司长 (D.2), 战略规划办公室,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再延长4个月至2009年4
月30日

KORTCHEV, G.I.先生
(保加利亚)

特别顾问(D.1), 欧洲区域办公室, LDC计划和区域
协调、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再延长1.5个月至2008年
12月19日

NYENZI, B.S.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气候和水司司长特别顾问(D.1)，WCC-3 主任

再延长12个月至2009年7
月31日

KARPOV, A.V.先生
(俄罗斯联邦)

Acting Director (P.5),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规划
办公室，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分司，观测和信
息系统司

再延长3个月至2009年3
月31日

WANG, C.先生
(中国)

高级对外关系官(P.5), 对外关系办公室, 管理层和
对外关系司

再延长8个月至2009年3
月31日

BATJARGAL, Z.S.先生
(蒙古)

WMO 联合国和其他驻北美国际组织代表和协调员
(P.5)

在延长24.5个月至 2010
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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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REQUENA, F.先生
(阿根廷)

职务、级别和部门

期限

秘书长执行助理(P.5), 秘书长办公室

延长12个月至2009年9月
30日

DE SOUSA BRITO, J.A.先生

代理分司长(P.4), WMO信息系统分司，观测和信
息系统司

延长12个月至2010年5月
31日

(巴西)

提名和/或提升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职务、级别和部门

生效日期

BARRIE, L.A.博士

分司长 (D.2), 大气研究和环境分司, 研究司

2008年2月1日

司长 (D.2), 气候和水司

2008年12月1日

(加拿大)
TYAGI, A.C.先生
(印度)

转岗和/或调动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职务、级别和部门

生效日期

NYENZI, B.S. 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气候和水司司长特别指定顾问(D.1)，WCC-3 主任

2009年1月1日

SAHO, M. 先生

培训活动处处长 (P.5), 教育和培训办公室，发展和
区域活动司 [从教育和奖学金处转岗]

2009年5月4日

教育和奖学金处处长(P.5教育和培训办公室，发展
和区域活动司[从战略规划办公室转岗]

2009年5月4日

高级计划监督官(P.5),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从内部监
察室临时安置]

2008年10月6日

代理分司长(P.5), 气候预测和应用分司，气候和水
司

2009年1月1日

信息和电信系统处代理处长(P.4), WMO 信息系统分
司，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2008年5月20日

代理分司长(P.4), WMO 信息系统分司，观测和信息
系统司

2009年5月1日

项目官(P.3), 文件和出版物管理科，语言服务和出
版物分司，计划支持服务司[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秘书处临时安置

2009年1月19日

(冈比亚)
ADEBAYO, Y.R. 先生
(尼日利亚)
BACHNER, M.C. 女士
(丹麦)
SIVAKUMAR, M.V.K. 先生
(印度)
DE SOUSA BRITO, J.A.先生
(巴西)
DE SOUSA BRITO, J.A. 先生
(巴西)
JEPSEN, L.-A. 女士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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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
总摘要第8.1段的附录

EC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报框架的研究方面
专题组(EC-RTT)报告的执行摘要
地球物理科学和计算的进步为WMO带来了许多机遇。首先，从天气预报到气候预报所跨越
的时间尺度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其次，把化学、水文和生物过程融入天气和气候模
式中将使得能够对范围宽广得多的环境参数进行预报，包括空气质量、洪水、沙尘暴、植
被的变化等。第三，天气和气候的许多应用和影响具有共同的基本科学基础。
上述理由和其它一些考虑导致EC-60建立了“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报框架的研究方
面专题组”。该专题组的职责是“加强并促进气候、天气、水和环境研究之间的联系，以使
NMHS和其它相关机构在未来的十年中能提供改进的服务。”下面给出三项总体建议和相关
具体建议的摘要。
总体建议1(第2.2节) 协调并加快预报研究：制定适用于多学科天气、气候、水和环境预报
研究的统一方法，逐步增加对高性能计算的投资，以适应各种模式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细
节，以及通过以下具体建议加快预报模式的开发、检验和应用：
缩小预报研究中学科间的差距(第2.2.1节)
天气、次季节和季节预报间的差距
1.1

在数值天气预报(NWP)试验的应用方面，支持有关气候/天气的合作努力，这些试验
通过在TIGGE与CHFP项目间建立合作关系，采用海洋-大气耦合模式，对有组织对
流的模式模拟中，以及热带对流与温带对流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模拟中的误差增长进
行研究(Brunet等人，2007年)。

1.2

加快旨在改进传统大气过程参数化的工作，如气候和天气模式中的对流、边界层、
云、降水，以及大气化学。

1.3

大力加强全球现有的天气和气候研究中心的计算能力，以加快预报研究(Shapiro等
人，2009年，Shukla等人，2009年)：世界模拟峰会建议，为了努力实现能够对重要
的小尺度过程作出更准确的描述，计算系统的能力至少应比目前可提供的能力强大
一千倍。

年代际和多年代际预测作为一个初值问题和边界强迫问题
1.4

IPCC类模式应经受资料同化、短期天气预报，以及ENSO型变化，如移调AMIP积
分中的变化的考验(Williamson等人，2008年，Brunet等人，2007年)

交互式天气与水文耦合预报系统
1.5

根据HYMEX的建议，HEPEX和AMMA的第二阶段将与这些工作建立更紧密的联
系，并制定出总体战略构想，以解决天气和水文研究之间更广泛的合作问题，包括
用于天气和气候预报的气象/水文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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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预报和分析应用于人类健康、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循环问题
1.6

WMO在全球空气质量预报方面提供咨询、项目协调和能力建设。

1.7

WMO对全球有关空气污染在区域和大陆之间的超长距离输送的技术工作进行协
调。

1.8

对气候变率和变化与空气污染这两个方面在区域一级上如何相互作用的技术分析进
行全球协调时，WMO应发挥主导作用。

1.9

WMO在对碳封存和活性氮的分析中发挥全球牵头作用，这种分析需要考虑活性氮
径流是如何影响供水质量的，以及活性氮循环是如何影响空气污染、碳循环和气候
变化的。

把气溶胶和臭氧交互式纳入业务分析和预报系统
1.10

为那些旨在把气溶胶和臭氧作为辐射及云/降水的活性成分纳入业务分析和预报系
统的项目提供全球协调，从而提高预报的社会应用能力。.

实施旨在优化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协调机制(第2.2.2节)
1.11

WMO推动观测系统的发展和灵敏度试验，它们以最先进的业务NWP资料同化系统
作为基础。

1.12

通过WIGOS与WMO研究计划的合作，建立全球综合观测能力。

1.13

WMO会员通过新的WMO信息系统(WIS)，扩大对那些供研究和相关应用开发使用
的观测资料的分发与调用。

1.14

迫切需要在耦合模式资料同化领域中着手开展为数不多的试点研究项目。

1.15

促进在气候模式的开发中利用资料同化技术。

促进地球系统再分析项目(第2.2.3节)
1.16

在未来的再分析项目中，把跨学科的天气-气候研究运用于资料同化方法。

改进并创新天气、气候及环境产品(第2.2.4节)
1.17

鼓励联络计划，如天气和社会*综合研究项目(WAS*IS)。

1.18

鼓励天气、气候和水文气象服务提供商之间的联系。

1.19

WMO促进水文预报研究示范项目。

1.20

WMO支持把研究视为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端到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它是WCC-3的一项主要预期成果。

总体建议2(第3.3节) 使研究、业务与服务相互联系：通过能够加快技术转让的预报示范项
目(FDP)，在研究、业务和用户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具体建议如下：
2.1

增加研究、用户和业务之间的双向互动，它始于确定研究问题之初，并贯穿于整个
研究过程。这种互动将有助于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点放在用户的需求上，并
使研究成果迅速转让给业务和终端用户。业务和用户可以通过提供资料，如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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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实时资料，来提高这一过程的效率，从而满足研究的需要，以及为测试新的
研究方法提供便利。

2.2

在确定和促进旨在实施研究、用户和业务间的双向互动的机制方面，WMO应发挥
重要作用。

2.3

使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用户，特别是来自NMHS及其在WMO研究活动
中的国家伙伴的科学家和用户参与FDP。

2.4

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研究进展加以提炼，使之转化为产品，尤其是在区域层面，这
些产品可以方便地提供，且能够通过培训活动使之供那些需要信息的用户使用(一
些研究进展有很强的实用性，如集合预报，但就与用户的互动而言，则很难细化成
便于用户使用的信息)。

总体建议3(第4.3节) WMO各委员会的作用和科学知名度：实施一项旨在对各委员会的作用
和职责进行审查并加以合理化的程序，以改进它们在提高WMO会员研究、观测、预报和服
务能力方面的效率，具体建议如下：
3.1

EC和秘书处与PTC和研究司密切合作，以便对各委员会的结构及其与组织结构的联
系进行必要的修改，从而使建议的范例变革对预报研究产生的影响最大化。委员会
与各司任务的简化和透明应当成为任何做出最终决策的指导原则。

3.2

制定对研究投入进行协调的程序，以及发展不同委员会间的交叉协调。

3.3

建立一种与预算决策相关联的机制，从而使技术委员会的主席们能够对至少由两个
委员会和一个区域协会联合制定的交叉性项目建议进行审议并确定优先重点，供
EC和秘书处就项目的最终实施进行审议。

3.4

认识到从根本上讲WMO是一个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因此应当建立有效的
机制，以确保把最适当的科学投入提供给WMO的决策过程和机构(Cg、EC和秘书
处)。

3.5

重申WMO在其能力范围内的国际科学和技术领导地位，并通过培养一种优秀、适
当和有影响力的文化对此加以支持，同时认识到与大气有关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
益增加，为此需要一种增强的伙伴关系的途径。

鉴于EC-RTT的职权范围，以及提供报告的有限时间，我们还没有制作出具体建议的综合清
单。不过，我们正在集中精力制定这样一些具体建议，它们即便不能马上实施，也可以很
快实施。其它一些建议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当它们需要来自不同
职业文化(如研究和服务)的人员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时。这样的情况如：研究和业务部门处于
不同的地理位置，或者各部分(例如天气、气候、水文、空气质量)的研究是在不同的研究机
构中开展的。然而，这不应当成为拖延行动的理由；实际上，情况正好与此相反-WMO越起
快启动这种变革，NMHS及其用户将会越快地认识到变革的潜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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