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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WMO)执行理事会在世界气象组织主席A.I. Bedritsky先生的主持下于2008年6月
18-27日在WMO总部召开第六十次届会。

1.

会议的组织 (议题 1)

1.1

会议开幕 (议题 1.1)

1.1.1

本组织主席A.I.Bedritsky先生于2008年6月18日上午10:00宣布会议开幕。

1.1.2

会议为悼念各类自然灾害的遇难者，包括5月2-3日在缅甸发生的热带气旋纳吉斯和2008年5

月12日在中国发生的地震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1.1.3

主席向所有的理事会成员，他们的代理人和顾问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表示欢

迎。本报告附件为完整的与会人员名单。
1.1.4

主席对最近通过通讯投票当选的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美国常任代表John Hayes 先生表示欢

迎。主席对业已离任的理事会成员表示感谢，他们是：John J. Kelly, Jr.先生 (美国)， Didace Musoni
先生(卢旺达)，Pekka Plathan先生 (芬兰)，Man-Ki Lee 先生 (大韩民国) 和John Mitchell 先生(大不列
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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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主席指出这是第15财期第一次会议。他强调指出，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专门通过WMO战

略计划，WMO秘书处运行计划和WMO基于结果的预算2008-2011为本组织的目标和活动作出了明
确的指导，他提到了一些本次届会重要的议题，如 (a) 2008-2011的战略规划过程， (b) 技术委员会
和区域协会在制定全面的WMO运行计划方面的作用，(c) 根据基于结果的管理监督和评价计划业绩
的机制， (d) 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在解决全球和区域问题中的作用和贡献，以及 (e)
WMO工作方法的效率和效果。
1.1.6

主席强调了WMO面临的重要机遇，即加强WMO作为有关天气、气候和水领域的牵头机构在

联合国协调的响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以及在发展和提高对气候系统变率和变化的认识方面的重
要机遇。对此需要理事会提供指导，以及对即将于2009年召开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提供指导。 还
需要理事会就空间天气和与私营部门合作方面WMO的潜在作用提供指导，并要求考虑WMO的决策
者作用问题。
1.1.7

鉴于过去一年发生的水文气象灾害在人道主义方面造成了重大影响，主席强调需要制定一个

水文气象安全理念，该理念对于公众认识在有关天气和气候灾害方面NMHS的职责范围及其他政府
组织采取防灾和减灾措施的范围十分重要。他进一步指出，本组织和 NMHS可以为减轻灾害和未来
消除世界贫困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但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观测，信息收集和分发，以
及提供准确的天气、水文和气候方面的早期预警。
1.1.8

主席忆及在WMO公约和总则中规定的执行理事会的职责，要求理事会成员积极参加有关议

题的讨论，在讨论和寻求适当的解决办法时采用建设性和互相尊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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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秘书长对所有的与会人员，尤其是理事会新的成员和联合国及其他伙伴组织的代表表示欢
迎。他强调本次届会对实施WMO战略计划以及秘书处运行计划十分重要。他向理事会保证秘书处将
为理事会最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1.1.10 理事会指定 A. C. Anuforom 先生(尼日利亚)， P. Taalas先生 (芬兰)， Soon-Kab Chung 先生
(大韩民国) 和J. Hirst先生 (联合王国) 为新的代理成员，理事会对他们表示欢迎并期望他们做出贡
献。
1.2

批准议程(议题 1.2)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EC-60/文件1.2提议的解释性议程。
1.3

建立委员会 (议题 1.3)

1.3.1

执行理事会决定会议全程采用全会方式。因此，本组织主席A. Bedritsky 先生将主持全会G。

第一副主席A.-M. Noorian 先生，第二副主席T.W. Sutherland 先生和第三副主席A.D. Moura 先生将分
别主持全会A，全会B和全会C。
1.3.2

根据总则第28条的规定设立了协调委员会，其人员组成为主席、各位副主席、秘书长或他的

代表以及其他由主席根据需要邀请的人员。
1.3.3

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些分委员会以讨论具体的议题：

(a)

预算分委员会，W. Kusch先生为主席。L. Makuleni女士、Soon-Kab Chung先生、W. Gamarra
Molina先生、J.L. Hayes先生 和G. Love先生为核心成员。该分委会向所有理事会成员开放；

(b)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成员组成分委员会，G. Love先生为主席。J. Hirst先生、
M. Rosengaus Moshinsky先生和J.R. Mukabana先生为成员；

(c)

2010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分委员会，R.J. Viñas García先生为主席。M.A.Abbas先生、W.
Gamarra Molina先生和M. Ostojski先生为核心成员。该分委员会向理事会所有成员开放；

(d)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科学报告分委员会，郑国光先生为主席。该分委员会向理事会所
有成员开放。

1.4

届会工作计划(议题 1.4)

理事会同意就工作时间和给全会G、A、B和C分配议题问题做出的必要安排。
1.5

批准记录(议题 1.5)
执行理事会维持执行理事会第五十次届会做出的并经第十三次大会批准的决定，即执行理事

会届会的全会不做记录，专门列出的事项例外。全会将继续做磁带记录并作为记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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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议题 2)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议题 2.1)

2.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从上一次届会以来主席根据总则第9(7)(b)条和人事条例第9.5条代表理

事会作出的各项决定：延长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期限；
2.1.2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的报告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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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包括了在实现战略计划的顶层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理事会

注意到秘书长针对秘书处重组所采取的行动，并鼓励秘书长继续实施基于结果的管理和进一步提高
秘书处的工作效率。
2.2.2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努力提高WMO和NMHS在有关减轻灾害风险、粮食安全和在气候变

率和变化的背景下的其它全球性长期解决方案方面的政治形象。
2.2.3

理事会在相关议题下讨论了有关的问题。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议题 2.3)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它赞赏地注意到本报告附录1所含的委员会提出的各种建
议。理事会在各个相关议题下做决策时考虑了那些建议。
2.4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 2.4)

区域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协调机制
2.4.1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RA)主席的报告并对各区协有效地开展活动表示满意。理事会赞

扬各区协主席在其各自区协的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协助其会员发展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
2.4.2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战略计划的制定工作处于不同水平，并要求各区协主席进一步制定和实

施区域战略计划，同时要考虑第十五次大会的各项相关决定。
2.4.3

理事会强调有必要提高各区域协会会议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并要求各区协按照预期结果制定

其各次届会的议程。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支持各区域协会改进结构和工作机制，特别是区域工
作组。
2.4.4

认识到还有一些国家气象中心没有足够的全球电信系统(GTS)链路，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

员酌情把GTS 在各区域的现代化和升级问题作为高度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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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识到在执行理事会和大会届会期间举办的区域协会主席非正式会议十分有用，并决

定批准决议1(EC-60)–区域协会主席例行会议，从而使这一形式制度化。
2.4.6

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合作和协调，以确保有效地

并富有前瞻性地实施支持会员的WMO计划。理事会决定将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非正式联席会
议制度化，这一会议过去是在执行理事会和大会届会期间举办的，理事会还通过了决议2 (EC-60)–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之间的协调。
2.4.7

注意到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将于2009年8月31-9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理事会要求

各区域协会在国家和区域筹备此次大会时考虑将潜在效益最大化的方法，还要求秘书长酌情提供帮
助。
2.4.8

理事会认识到西班牙政府利用西班牙在WMO秘书处设立的信托基金，通过伊比利亚-美洲

NMHS合作计划和西北非NMHS合作计划提供的支持的重要性，这两个计划为其NMHS提供技术援
助、培训和设备。
2.4.9

理事会对Majeed H. Isa先生(巴林)和Carlos Fuller 先生(伯利兹)在分别担任二区协和四区协主

席期间的出色服务和重要贡献表示了赞赏和感谢。

第一区域协会(非洲)主席的报告
2.4.10

理事会认为逐步提高非洲高层决策者对气象和水文信息、产品和服务对社会经济潜在效益的

认识将有助于加强政府对NMHS 的支持。对此，理事会回顾了第十五次大会决定支持组织一次非洲
负责NMHS的部长会议并要求秘书长和会员将此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定为高度优先，包括建立组织委
员会，组委会由非洲内外的区域组织的专业和政治人士参与。理事会通过了决议3(EC-60)–非洲负
责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部长会议。
2.4.11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NMHS 参与气候事宜采取必要的措施，特别是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UNCCD)，还要保
证WMO和NMHS积极参与区域计划，如非洲持续发展环境监测计划(AMESD)和非洲气候发展计划
(ClimDev-非洲)。
2.4.12

根据2008年4月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财政和规划部长会议的建议和承

诺，理事会敦促秘书长提醒有关部长达成协议，以支持非洲的NMHS。
2.4.13

理事会鼓励WWRP-THORPEX 非洲区域委员会努力制定一项区域活动计划，这些活动包括

非洲高影响天气研究、改进的各时间尺度的预测和推动社会应用天气信息。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
员对此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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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区域协会(亚洲)主席的报告
2.4.1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二区协(亚洲)第十四次届会计划于2008年12月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召
开，与本次理事会届会一样，其议程将根据预期结果制定。
2.4.15 理事会对于成功实施两个二区协试点项目“通过互联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城市数值天
气预测产品”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航空气象计划”表示满意。认识到这些项目提高了发展中国家
NMHS 的形象，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在各自政府中的形象，反之这也会鼓励增加对这些部
门的支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员继续为实施这些项目提供支持并探索在其它区域开展类似项目
的可能性。
2.4.16 理事会认为在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灾难之后开发的GTS升级项目已经在相关国家成功
完成，这主要是通过WMO/国际减灾战略(ISDR) 信托基金/自愿合作计划项目或双边安排。对此，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协助会员建立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2.4.17 理事会认为有必要提高NMHS 获取先进产品的能力，用于制作和分发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
事件的天气服务和警报，并要求会员利用各WMO区域中心并实现一些中心设施的现代化。
2.4.18 理事会满意地认识到二区协以试点为基础，正在推动建立一个由多功能中心组成的区域气候
中心(RCC)网络，为此建立了一个由北京气候中心和东京气候中心共同运行的门户网站。理事会注
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也有兴趣建立此类中心，以便考虑被指定为RMO RCC。
为此，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推动正式指定它们为WMO的区域气候中心的程序。
2.4.19 理事会感谢位于巴林的WMO西亚办公室自其2007年3月成立以来，为次区域会员做出了相当
的贡献。为了进一步加强通过该办公室为会员提供服务，理事会要求会员考虑向该办公室援派工作
人员。

第三区域协会(南美)主席的报告
2.4.20 注意到该区域一些国家最近蒙受了洪水破坏，理事会强调通过区域合作建立区域山洪预测系
统的重要性，并要求秘书长在这方面提供适当的帮助。
2.4.21 理事会注意到三区协的区域通信系统存在不足，并要求会员和秘书长制定一个通用的方法来
满足该区域的通信需求。
2.4.22 考虑到三区协会员之间通过区域培训中心在培训和专业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的重要性，理
事会要求秘书长重点关注该区域的培训需求并在提供有关奖学金信息方面鼓励三区协的会员利用这
些培训机会。
2.4.23

认识到总部设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国际厄尔尼诺研究中心和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开展的有

益活动，理事会鼓励会员在区域层面参与气候影响方面的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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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鼓励该区域的会员继续并更多地参与THORPEX 和其它的 WWRP 计划，以提高预测

和社会利用天气信息的水平，如计划在阿根廷举办的资料同化研讨会和培训计划。

第四区域协会(北美、中美和加勒比)主席的报告
2.4.25

理事会赞赏四区协的NMHS 在预测和认识该区域的飓风活动和减轻风险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为四区协的飓风委员会的年度会议提供支持。
2.4.26

理事会对哥斯达黎加和美国的区域气象培训中心表示赞赏，因为它们一直为多媒体和计算

机辅助学习提供支持，这主要是通过把COMET的集合预报、航空气象、气候变化、飓风袭击、水文
学、卫星气象和数值天气预报等课件翻译成西班牙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其他会员进一步支持在
该区域发起电子学习的倡议。
2.4.27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重点关注区域培训需求并提供有关奖学金方面的信息，以鼓励四区协的会

员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2.1.28

理事会十分感谢该区域的伊比利亚-美洲气候项目，该项目是在与WMO密切合作实施的伊比

利亚-美洲合作计划的框架下由西班牙提供资金支持。理事会注意到该项目是在伊比利亚-美洲NMHS
局长会议期间的讨论结果。
2.4.29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增加对加勒比和邻近地区海啸和其它海岸带灾害预警系统政府间协调组活

动的支持，其中包括可能建立一个区域海啸中心。
2.4.30

考虑到海地是该区域唯一的最不发达国家，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和会员在实施科学和技术计划

过程中高度优先考虑该国，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减轻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

第五区域协会(西南太平洋)主席的报告
2.4.31

理事会对认捐会员为五区协NMHS的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援助表示赞赏。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

会员通过WMO奖学金和其它安排继续提供或扩大援助。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与WMO区域培训中心
(RTC)进一步协作，特别是与菲律宾的RTC协作，以满足五区协的培训需求，以及与澳大利亚气象局
培训中心和英国气象局培训学校协作，开设气象学研究生课程并为业务天气预报员提供培训 。
2.4.32

理事会感谢秘书长为支持楠迪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的业务活动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注

意到2007年7月WMO实况调查团提出的重要调查结论和建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并敦促会员考虑向
斐济/RSMC楠迪提供进一步的援助，以满足其重点需求，特别是为斐济提供更多的培训奖学金；运
用自愿合作计划(VCP)基金促进太平洋气象学家在热带气旋季节轮换到RSMC 楠迪工作；为实现太
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提出的各项建议提供支持，该秘书处是在对立即加强区域和国家机构以及监测
和交流天气、气候和极端事件方面的服务(包括发展热带气旋和航空服务所必须的机构和人员的能力

总摘要



)进行检查之后提出的建议。
2.4.33

理事会回顾到，太平洋地区气象局长两年一度的区域会议由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

(SPREP)和WMO共同组织，作为一个有效的论坛，它促进了发展/加强气象服务的信息交流，确定了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地区重点。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员继续支持这项活动，
并为与SPREP共同赞助今后的会议作出正式的安排。
2.4.34

认识到有必要加强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包括WMO西南太平洋办公室，理事会邀

请会员考虑人力资源支持，包括五区协第14次届会提出的向WMO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援派一位水
文学家。

第六区域协会(欧洲)主席的报告
2.4.35

理事会注意到在斯洛文尼亚建立了东南欧干旱管理中心，还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实施该中心

初始阶段的各项业务活动。
2.4.36

理事会鼓励六区协会员继续努力实施由欧洲WWRP-THORPEX 区域委员会提出的天气研究

议程，并敦促会员将活动范围拓展到迄今带头参与的国家核心集团之外的活动。
2.4.37

理事会对欧洲区域办公室严重的人员不足表示担心。鉴于它对东欧监督并实施区域战略计

划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关键作用，它对六区协会员十分重要，理事会对加强该区域办公室表示支持。
理事会忆及第十五次大会认识到该办公室只有一位专业工作人员，人员显然不足，理事会决定从第
十四个财期的现金结余拨款来加强该办公室。
2.4.38

理事会对各区域为支持各项重大行动而付出的颇有意义的努力表示赞赏，其目的是提高气象

观测的质量，以及使欧洲会员和国际组织增加所提供和分发的信息。
2.5

技术委员主席2008年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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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执行理事会要求在WMO战略规划过程中，每个技术委员会应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在实施目

前的WMO战略计划过程中吸取的教训、获取的经验及面临的未来挑战，该报告将用于编写下一个战
略计划。理事会同意技术委员会应在制定第十五个财务时期运行计划过程中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制定
2012-2015年的运行计划。另外，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建议：若与现有的系统合并，气
候适应、服务提供和减轻灾害风险以及通过整合和加强基础设施系统提高服务质量则可列为战略主
旨。议题7.2记录了理事会就此作出的结论。
2.5.2

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认为与开展技术委员会工作计划活动可用资金相比，召开

技术委员会届会的费用颇高，因此理事会支持努力确定可以减少技术委员会会议费用的各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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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理事会注意到一些技术委员会已缩短会期，还开始利用电子文件，但是会议其它方面费用仍
占总费用的很大部分。
2.5.3

理事会建议技术委员利用已确定的减轻灾害风险联络员：

(a)

形成一个跨技术委员会的减轻灾害风险联络员网；

(b)

促进采用协调的方法，通过该网络，实施减轻灾害风险的计划活动；

(c)

通过各技术委员会开放计划领域组协调其有关活动，并向技术委员会成员提供咨询；

(d)

向各技术委员会管理组介绍跨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并就技术委员会有关减轻灾害风险活动提
供咨询和建议；

(e)

根据每个技术委员会具体计划的要求，增加其它的内容。

2.5.4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4(EC-60)–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作用和职责。

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的详细报告
2.5.5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主席A. Gusev先生(俄罗斯联邦)的详细报

告，包括委员会对相关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的意见。回顾了CBS活动对所有WMO计划的主导作用和
重要性，理事会认识到在综合观测系统、信息系统和服务、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及公共气象服
务等方面开展的大量工作。
(a)

(b)

关于综合观测系统，理事会注意到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草拟2025年全球观测系统的愿景；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实施计划；



第四次各种观测系统对数值天气预报影响研讨会的重要成果；



卫星气象学培训虚拟实验室和区域联络员组；



在全球综合数据分发系统和区域ATOVS中继系统方面的进展；



自动气象站的功能规格；



对尤其适合偏远地区的可靠的自动气象站的需求；



为全球观测系统/全球大气监测试点项目开展的WIGOS活动。

关于信息系统和服务，理事会注意到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元数据对于数据的互操作性和WIS服务至关重要：WMO标准(核心计划)和对现有信息的
提取/转换(天气报告(WMO-No。9)，卷A、卷C、BUFR、GRIB)；



需求驱动(例如新的观测仪器)的向表驱动代码形式转变；

总摘要





分别为NMHS和用户群体(例如航空)评估新的数据代表性系统(工业标准)；



为高优先级的交换(例如海啸和其他警报及相关数据)改进GTS程序；



利用先进技术对WIS/GTS数据通信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并使其更具成本效益：基于MPLS
网络服务改进主干电信网络的互联性；



加强对气象活动无线电频段的保护；



WIS中心(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资料收集和产品中心(DCPC)和国家气象中心
(NMC))的规格和WIS的指导文件；

(c)



计划于2009年运行第一个WIS中心(GISC和DCPC)；



启动GISC和DCPC的指定程序，以期首先提交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

关于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报系统，理事会注意到在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及其在东南非洲的

成功示范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理事会感谢比勒陀利亚RSMC、英国、美国和欧洲中期数值天气预报
中心(ECWMF)在项目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及对项目的承诺，并同意执行及扩大该项目。理事会赞赏地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在长期预报方面加强合作已经：

(d)



制定了在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中指定区域气候中心的标准；



在长期预报中开发了多模式集合的概念、方法和框架。

关于公共气象服务，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以下方面的活动和投入：


WMO论坛：天气、水和气候服务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及效益，这保证了马德里行动计划
的主要驱动力以及比传统开放计划领域组更为广泛的事项；



有关公共天气服务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把该项目的效益有效地转让给用户群
体，重点建立社交技巧；





2.5.6

通过“边干边学”的方式开展能力建设：
−

保证在用户和提供方之间建立对话；

−

把正式培训活动与辅导、检查和后续行动结合起来；

−

提供有关的、用户关注的服务；

−

完善公共天气服务的指南和经验；

−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示范项目包括：
−

临近预报服务；

−

媒体和通讯；

−

建立未来气象服务的愿景。

理事会欢迎基本系统委员会已启动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根据战略规划和基于结果的战

略来调整主要的WMO计划。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该委员会将审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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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战略主旨和相关预期结果方面的职责，并向理事会提出建议，从2009年6月的执行理
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开始；

−

2008-2010年工作计划，以配合从其主导项目(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WMO空间计划和公共
天气服务计划)提供所需服务的工作计划，从而支持所有其它的主要计划及其预期结果；

−

工作架构，以确保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和其他预期结果的基础，有效、快速地和最大限度
地实现预期结果1(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4(整合WMO的观测系统
)、5(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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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理事会还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通过独立评估其相关服务的提供和预期结果的完成情况，

以便对那个拟提交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的综合监督和绩效评估报告作出贡献。它建议
在制定其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时使用这个举措和从中获得的经验。为了和WMO战略主旨更好地
保持一致，理事会还支持CBS提出的启动过渡战略规划的建议，以便为技术委员会设计一种未来系
统。理事会赞赏为拟于2009年3月25日至4月2日在克罗地亚的杜勃罗文克举行的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
所作的筹备工作。理事会意识到一些重要的CBS活动将依赖额外的财政资源，这将在议题7中进行讨
论。议题 3.1、3.4、3.5和4.1讨论了该详细报告提出的需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其他事宜。
2.5.8

理事会同时强调，CBS集中精力指导和规划如何使用具有成本效益的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

和通信技术)十分重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弥补实施和运行观测系统和通信系统方面
的巨大差距。因此，理事会强调加强CBS和最不发达国家计划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理事会
同时认为，保证整个CBS尤其是世界天气监视网成功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让用户群体感到满意。这就
意味着，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挽救生命和维护生计的产品和服务，特别需要重视加强委员会的公
共气象服务。
2.5.9

理事会对基本系统委员会的主要成果和未来的改进计划表示感谢。同时，特别感谢Gusev先

生在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期间对委员会的杰出领导。
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详细报告
2.5.10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CHy)主席的详细报告和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战略方向，它

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资源和机遇。它注意到国家水文部门广泛的制度安排、职责、运作模式以及和
用户群体进行接触的必要性。
2.5.11

它注意到委员会工作计划提出的2009-2012间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四个主要主题领域：即质

量管理框架-水文学；水资源评估；水文预报和预测以及减轻水文灾害风险；气候和水。理事会支持
这个同时考虑转移重点和与WMO战略主旨保持一致的做法。尤其是，它欢迎纳入气候和水这个主题
领域。
2.5.12

注意到许多联合国机构正致力于开展与水有关的工作，执行理事会强调WMO只需参与与

WMO的职责和战略计划密切相关的活动。令理事会感到满意的是，WMO正在各种层面上与国际机
构开展合作，并对确保有效合作的现有机制尤其是UN-水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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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对正在进行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水的问题的合作表示满意，并

对这种已经到位的联合活动和倡议作了纪录。它提到委员会主席的建议，并鼓励会员支持改善了的
国际水文学计划委员会和水文顾问之间的合作。它提到，有些国家已有这样的合作，两个计划都从
中受益。理事会敦促秘书长维持这种合作，并在未来加以提高。
自愿服务
2.5.14

执行理事会原则同意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和水文学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建议，即对自愿花时

间开展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活动的专家进行表彰。它敦促秘书长起草一份关于该项表彰的共同方
案。理事会同时敦促常任代表促进NMHS和其他机构的专家参加WMO的各项活动并自愿作出贡献。

3.

科技开发和应用 (战略主旨) (议题 3)

3.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预期结果1)(议题 3.1)

提高业务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质量、使用和获取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3.1.1

参与灾害性天气示范项目(SWFDP)的5个东南非国家的NMHS在成功地进行为期一年的示范

之后，已要求将该示范项目定为业务。南部非洲气象协会(MASA)代表其会员提议继续维持并扩大
SWFDP，以将其会员的NMHS纳入其中。提供示范项目日常指导产品的WMO中心(ECMWF、英国
气象局、美国的国家环境预测中心(NCEP)和南非比勒陀利亚RSMC)同意继续予以支持，鉴于该项
目带来了显著效益，正如第十五次大会所述，执行理事会建议该示范项目向业务阶段转化，并同意
MASA会员的NMHS加入。对此，理事会还同意用预算盈余储备金为扩大这一南部非洲项目提供预算
支持，并且同意继续探索在WMO其他区域建立类似示范项目的可能性。

热带气旋–集合预报和概率预报
3.1.2

集合预报技术在路径预报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准确率。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灾害风险评估和管

理，目前也日益需要在热带气旋预报中纳入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因此，理事会认为，在热带气旋
警报业务中应更多地侧重于集合技术和概率预报的使用，以便提高其实用性。针对第6次热带气旋国
际研讨会(2006年11月，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提出的建议，理事会敦促NMHS和有关区域中心在热
带气旋预报中开发利用集合技术，并以适合用户的形式和格式分发概率预报。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
促进业务集合预报系统的实施以及产品和反演信息的使用。
3.1.3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作为五区协热带气旋预警中心的雅加达(印度尼西亚)NMC已开始启动

业务工作。理事会提请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将该中心的功能整合到本区域热
带气旋业务计划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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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上实施数值天气预报的情况
3.1.4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制作更好的预报和预警产品，需继续关注业务中的许多方面：



NMHS之间定期交换预警产品及其他产品，共享其它信息特别是有关灾害性天气的信息；



使那些自身没有制作能力的发展中国家NMHS获取更多的数值天气预报/集合预报系统产品，
包 括对制作当地预报非常有用的产品，比如EPS-grams；



使用先进的资料同化方法，并通过改进后的观测系统加强分析，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更加重视预报检验，特别是灾害性天气和高影响天气；



需要继续以创新、互补和有效的方式提供培训。

技术转让及从研究向业务预报转化
3.1.5

技术转让是维持和改进NMHS天气预报和相关预报服务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理事会认

为，各项试点/示范项目，如SWFDP，是促进将现有NWP技术向发展中国家NMHS转让的一种非常有
效的途径。理事会要求负责协调实施业务天气预报和警报服务的技术委员会与相关的区域协会密切
合作，通过提供并协调技术方面的工作并通过监督进展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项目给予特别关
注。
3.1.6

理事会注意到利用所有可用工具帮助小型的气象部门获取开展有效业务所需的技巧和能力

的重要性，比如位于华盛顿NCEP的热带科和四区协在迈阿密RSMC召开的飓风预报和预警研讨会。
在此类培训中，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气象学家可以经常接触到正在向业务转化的新技
术和研究成果。理事会敦促秘书长未来继续支持这样的重要培训活动。
3.1.7

理事会注意到韩国气象厅从未来天气预报系统的角度出发，表示愿意与其他NMHS共享有

关开发和实施新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相关经验和技术。

空中交通管理预报产品
3.1.8

由于快速增长的空中交通对提高安全性的需求，由于对进一步提高全球空中交通航务效率

的需求，并限制航空对环境的影响，对航空和空中交通管理所需新产品和改进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增
长。对此，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一些国家及区域空中交通管理当局及项目(如美国新一代航空运
输系统和欧洲单一天空空管研究计划)寻求在(次)区域基础上重组和扩展航空服务。这一发展动向可
能包括一些创新的基础性方法，并将影响各国NMHS在提供航空气象服务方面的作用。这有可能对
NMHS的预算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航空服务是许多NMHS所提供的重要服务之一。这意味着维持此项
服务也许对许多NMHS维护整个气象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因此，理事会要求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在发
展空中交通管理服务方面应具有前瞻性，编写一个实用指南以支持会员提供ICAO所要求的基本服务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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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航空服务。理事会还建议会员必要时就此类事务保持并加强与航空利益攸关方和伙伴组织的
协调与合作，确保其各自NMHS做好准备并能够应对新的挑战。
3.1.9

鉴于提供航空气象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相关专业知识与多数会员现有的基础设施和专业知

识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促进并支持各区域协会开发有关区域和次区域航空NWP
应用的能力建设项目。其中应当包括支持对工作站进行必要的升级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继续接收必要
的世界区域预报系统资料。理事会敦促具备探测和预报气象灾害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会员与新开
展区域项目的会员团体分享这些能力和专业知识，以提高提供航空服务的能力。关于NWP应用于航
空气象的能力建设问题，会议感谢日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和沙特阿拉伯在气象灾害监测和预
报技术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并与它们分享经验。

海洋气象预报产品和服务
3.1.10

理事会非常感谢ECMWF向WMO会员提供额外产品，包括2.5度经/纬度格点ECMWF海洋产

品。理事会鼓励会员利用这些产品，并向ECMWF反馈有关应用情况。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对成员获取
ECMWF海洋产品提供便利。此外，考虑到对支持灾害性天气预报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包括海况产
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就提高WMO会员所用产品的分辨率与ECMWF展开对话，这将有助于在
未来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海浪事件中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实用性。
3.1.11

理事会重申1997年实施的海浪预报检验方案的重要性，但目前只有12个国家致力于此项工

作。理事会支持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会(JCOMM)编写海浪预报系统全球实施情
况信息目录的计划。理事会鼓励有关会员参加海浪预报检验方案。鉴于海浪资料的地理覆盖率仍非
常有限、大部分测量均在北半球进行，理事会要求所有相关部门确保努力，通过全球电信系统定期
收集并分发沿岸海浪和海面气象观测资料，以便进一步改进海浪模式。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促进各
空间机构参与该方案的实施。理事会认识到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由极端海况引起的灾害性的沿海
洪水事件，包括几内亚湾，这里的沿海和海平面气象观测仍然很有限或者存在空白。理事会提请
JCOMM及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优先考虑这个问题。

热带气旋强度预报
3.1.12

关于改进热带气旋及其影响预报，理事会将高优先重点放在不同热带气旋海域的研究和技

术开发的转让，特别是热带气旋路径和强度、快速增强、降水和风暴潮的预报技术，以及热带气旋
登陆期间相关灾害的估测技术。理事会敦促承担热带气旋 RSMC和热带气旋预警中心的会员在各热
带气旋区域机构间转让研究和开发成果，尤其侧重于将强度预报指导产品用于热带气旋早期警报系
统。

TIGGE –集合预报系统应用于预报的进展
3.1.13

WWRP-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TIGGE)第一阶段的完成扩大了研究机构和用户对集

合预报的利用，为朝着业务化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GIFS)的方向发展铺平了道路。理事会敦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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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TIGGE第二阶段，并鼓励会员在初期阶段就参与其中，因为第二阶段的分布式存档方法将不再需
要像第一阶段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资料传送。理事会敦促成员在TIGGE第一和第二阶段为业务天气预
报开发新的应用产品，并向TIGGE小组提供反馈。这些产品和相应培训应当包括为天气的影响定制
产品，使传输大量资料集比较困难的发展中国家获取并使用。理事会进一步鼓励GIFS的规划和后续
行动，预计该系统可以通过WIS让成员实时共享集合资料集和产品，以支持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2008年THORPEX太平洋亚洲区域试验(T-PARC)
3.1.14

理事会鼓励会员采用T-PARC的夏季和冬季部分的业务和社会成果，并通过自适应测量和使

用先进的卫星技术来加深对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及北极地区高影响天气的理解，改进其关键过程的
预测。理事会特别注意到热带气旋迅速增强和结构变化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以及与T-PARC联合举行
的热带气旋结构和强度(TCS-08)试验对该领域可能作出的贡献。理事会还敦促开展技术转让和能力
建设活动，从这些试验中吸取经验教训，重点放在利用集合预报系统来提高热带气旋和冬季风暴预
报技术水平以及向应急计划部门和公众传送这些预报。
3.1.15

理事会称赞WWRP/THORPEX在T-PARC研究期间对热带气旋信息的实时交换作出安排，并

建议继续实时交换信息。

IPY-THORPEX项目系列
3.1.16

理事会鼓励会员将观测系统的业务成果、改进的卫星资料同化及源于预报研究的模拟能力的

提升融入各项现行的计划，所有上述活动正在IPY-THORPEX活动系列的10项计划内进行。这些计划
包括极地和与其临近的纬度稍低的地区，这些地区可能会影响极地的预测，比如T-PARC冬季试验和
T-PARC夏季部分温带变性活动。
临近预报和中尺度系统的技术转让
3.1.17

理事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公共天气服务牵头的JONAS和WWRP临近预

报)密切合作，促进在业务中使用正在开发的并经WWRP临近预报工作组测试的相关临近预报系统。
理事会建议，参与测试和实施创新型临近预报和中尺度天气及空气质量预报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的各
方与其他对此类应用感兴趣的会员交流经验，比如烟和霾轨迹。
3.1.18

理事会强调有必要举办一些区域培训班，以交流有关新预报方法方面的专门知识；分享从示

范项目获得的有关业务实施的最佳做法，比如有关灾害天气预报的最佳做法。
下一代预报和评估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TIGGE–集合预报系统应用于预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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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在未来提供更多更高质量和效果的预报产品的能力取决于行之有效的研究和开发计划。

理事会认为，以多模式集合延伸天气预报为核心的WWRP-THORPEX全球交互式大集合(TIGGE)第
一阶段项目促进了NMHS、研究界和用户从全球主要NWP中心获取预报集合。理事会敦促继续开展
TIGGE第一阶段的研究，以确定多模式、多分析集合系统在未来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中的作用，并
扩大集合系统支持减轻人类疾苦，减少开支和提高效益方面的决策。

2008年THORPEX太平洋亚洲区域试验(T-PARC)
3.1.20

理事会敦促T-PARC观测区域的会员，在T-PARC实地试验期间(2008年8月-10月和2009年1月

-3月)要确保实时和归档的业务资料集的质量、可靠性和可提供性。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相关会员认真
考虑此项试验对特殊资料集的要求，如快速扫描卫星资料和补充探测。

面向无缝隙天气和气候预报过程的研究与开发
3.1.21

理事会对于大气科学委员会通过WWRP(包括THORPEX)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的合

作制定的总体战略表示欢迎，以使WMO能够在实施天气和气候无缝隙预报方面取得进展。理事会鼓
励会员加强与天气和气候研究界的合作，以加快无缝隙预报过程的开发。
3.1.22

理事会同意将WWRP和WCRP之间共同协调的“热带对流年”(YOTC)项目视为2008-2011年

期间WMO的主要研究活动。理事会认识到YOTC核心活动将有可能给预报带来重大的改进，因为对
热带对流及其与行星际环流的相互作用尚不十分了解，这对改进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是一个主要障
碍。由于WMO许多会员位于强烈热带对流特征明显的区域，比如热带海洋地区，理事会敦促YOTC
将热带地区国家纳入其中，并考虑在热带海洋会员国建立区域研究中心的可能性。
3.1.23

理事会认为，应当通过相应的机制(如学术讨论会和研讨会)促进并协调用于数值天气预报

资料同化和检验的改进方法以及观测网优化的改进方法的开发工作。它强调有必要加强业已退化和
有限的观测网络，特别是在某些热带地区，以改善这些区域的分析，进而改善预测。理事会鼓励会
员支持牵头专家参与WMO的这些重要活动，以确保研发成果改进预报和再分析模式。考虑到热带地
区预报的难度以及预报对初始场分析的依赖，理事会敦促资料同化研究重点关注改善热带，特别是
热带海洋地区的分析。理事会认识到由欧洲天气雷达资料信息业务计划(OPERA)提供基础来制定国
际标准的可能性，以便于各类雷达资料的交换以及在预测系统中的应用。理事会提请秘书长探索将
OPERA技术理念应用于其他区域的可能性。
3.1.24

理事会认识到许多国家正在开展亚洲季风年(AMY 2007-2012)的各项活动，并敦促继续努力

加强会员间的合作，以促进此类工作间的协同作用。理事会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和WCRP联合科学
委员会协调有关季风预报和减轻风险的国际努力。
3.1.25

理事会认为，在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中纳入沙尘气熔胶作为活性成分会促进多领域预报和再分

析/评估应用，而且改进动力学和降水预报。理事会鼓励会员提供近实时气溶胶观测资料，以便满足
正在开发下一代业务能力的研究模式的需要。理事会还认识到为提高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开展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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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所需的支出和技术。理事会还对西班牙帮助一区协的发展中国家改进气溶胶观测表示感谢，它
将提高对沙尘暴的预报。它要求秘书长在气溶胶观测升级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和指导。

非洲科学计划的制定和非洲区域委员会的设立
3.1.26

理事会同意制定非洲计划和设立一个非洲THORPEX活动区域委员会。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并

鼓励相关的会员继续支持这一举措。

预报检验和高影响天气预报技术评估战略
3.1.27

理事会认识到传统的预报检验技术往往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如，减灾、航空安全和经济效

率)，因而敦促开发、改进并在业务上测试面向用户的检验技术，重点放在对会员至关重要的预报问
题，如高影响天气。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为航空天气预报制定充分的和一致的验证方法方面与ICAO
合作，这包括由世界区域预报中心提供的有关结冰、湍流和对流的新格点预报。理事会注意到，目
前和未来的验证和客观评估活动对NMHS十分重要，以及有必要建立有关预报能力的标准，它敦促
制定有关标准的验证和评估方案的指南，并要求对目前会员的做法进行调查。

中尺度天气预报
3.1.28

理事会认识到中尺度模式研究对于确定有效途径来改进对流系统及其它次天气系统预报(如

地形对高影响天气的影响)的重要性。理事会鼓励开展中尺度集合预报研究，并开发TIGGE有限区域
模拟部分(TIGGE-LAM)。

海洋预报系统的开发以支持数值天气预测和天气预报
3.1.29

理事会认识到正在形成一个类似于业务气象学的业务海洋学，它为海洋预报模式收集、传

输和同化海洋观测资料，为不同的用途提供业务海洋产品，包括用于加强的天气和气候预测、海洋
安全和环境保护。许多国家气象部门通过与国家海洋部门合作已积极参与这一工作。理事会鼓励会
员继续研究和开发海洋模式及其与大气模式实现完全耦合，以支持提高天气和气候预报的准确率，
以及许多直接用户应用。理事会要求JCOMM、CAS和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积极合作，进一步改进
海洋预报系统，作为对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GODAE)项目的后续，进一步改进海洋预报系统，
GODAE业已取得重大成功并将于2008年结束。为此，理事会注意到并批准JCOMM与国际GODAE指
导委员会合作建立一个新的业务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以便帮助和指导海洋预报系统从研究向业务
的转化。
3.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预期结果2 )(议题 3.2)

3.2.0.1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WMO在气候方面的举措包括旨在维持模式运行和强调评估的各种观
测、支持科学和模式开发的研究、分析和制作产品所需的气候信息专业知识的处理和利用、评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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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用户为作出与气候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预测、产品和服务等)有关的决策所需的业
务活动、与那些对气候敏感部门中各组织的伙伴关系以及提高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会员的能力。理事会注意到，结合预期结果2(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5(开
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6(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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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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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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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WMO的气候活动作了适当的介绍。
3.2.1

气候监测和评估

3.2.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迫切需要高分辨率、高质量、均一的实时和历史大气海洋资料集，将它们
用于降尺度、用于所有时间尺度的气候统计分析、监测、评估和预测/预估，从而确保制作出可靠的
高分辨率的及时的气候产品，尤其用以支持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适应。它敦促会员在区域和次区域
开展合作，加强他们在资料拯救和气候记录数字化方面的活动，以便构成此类资料集。
3.2.1.2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下开展的气候系统监测活动
的各个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这些进展包括会员不断努力提供关键信息和专家支持，以提高气候监测
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理事会也感谢会员改进与气候学委员会和秘书处的合作，以各种WMO官方语
言及时地提供WMO关于全球气候状况的声明。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在此事项上进一步增强合作，
并要求秘书长继续对该项活动提供最高水平的支持。理事会感谢气候学委员会(气候变率和变化监测
分析开放计划领域组)和其它有关的WMO计划(尤其是WCRP/CLIVAR和JCOMM)之间的密切合作。
该合作使气候变化指数方面的工作得到出色和持续地开展，给会员开展区域和地方气候极端事件的
评估和监测提供了直接的帮助，给IPCC的工作也带来了直接效益。因此，理事会赞同CCl/CLIVAR/
JCOMM联合专家组在气候学委员会目前休会期间的工作计划，并要求会员和秘书长通过该工作计
划，继续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运用已获得的知识。
3.2.1.3 理事会重申，在气候变率监测方面，支持继续开展大气再分析；并认为需要扩大再分析活
动范围，包括关键的微量气体、海洋和冰雪圈。它认识到再分析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智能资源，
并对再分析活动所有发起方的努力表示感谢。理事会呼吁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对资料再处理和再分析继续开展协调，并敦促它们和发起方继续支持全面应用器测资料，以
及对整个气候系统的工作。
3.2.1.4 理事会注意到2008年5月6-9日在波兰格丁尼亚举行了第三次JCOMM海洋气候学进展研讨会
(CLIMAR-III)，感谢波兰气象和水资源管理局组织和举办了此次研讨会，并以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的
国际气候学杂志的专刊(同行审议)形式出版了研讨会文集，同时以光盘形式出版了研讨会上所作的
报告。理事会同意研讨会的建议，相约四年后举办第四次研讨会。
3.2.1.5 理事会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已经开始编制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国家评估报告。这种国家评估可以
提高NMHS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和支持开发适应措施中的作用。此外，理事会注意到，IPCC已经启
动编制第五次评估报告的进程，敦促WMO秘书长向NMHS报告IPCC的工作计划和准备第五次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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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程序，以便它们可以通过派遣其专家到IPCC的各种工作机构，在进程的初始阶段就发挥更积极
的作用。
3.2.1.6 理事会回顾到，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发起了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作为一种跨机构的努力，以
加强和建立各种与气候有关的全球观测系统。理事会注意到，尽管在过去18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
展，但是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GCOS还远远没有全面实施，仍然需要作出巨大努力，以加强和维持
基本的气候观测网络和系统。理事会要求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国际组委会和秘书长在邀请各国首脑
出席时，通过会议的部长级宣言，重申观测对于成功地作出气候预测、信息和服务的重要性。应鼓
励常任代表率先审议自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在GCOS方面的进展，并在WCC-3和联合国气候框架
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之前启动新的实施GCOS的努力。
3.2.2

气候预测和模拟研究

3.2.2.1 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GCOS、WCRP和IGBP未来的气候变化研究的启示研讨会(2007
年10月4-6日，悉尼)所取得的成果，执行理事会认识到决策者越来越需要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以
适应和评估影响与脆弱性，并认识到，按照所需的详细程度我们在观测、理解和预测气候的能力方
面仍存在明显的差距。理事会呼吁WCRP及其所属项目制定未来的气候研究战略，旨在使气候预测
和预估更加具体，并满足正在研究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方案的各部门提出的需求。理事会
认识到长期的气候记录是气候适应的重要基础，并进一步强调充分支持现有的GCOS网络至关重要，
这些网络正用于气候监测的研究和业务观测。
3.2.2.2 理事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WCRP/WWRP/IGBP气候预测模拟峰会(2008年5月6-9日，英国里
丁，ECMWF)和WCRP区域模拟研讨会取得的成果，并支持WCRP在气候模拟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在必要时与IGBP项目合作，尤其是在生物化学和碳循环方面的合作。理事会敦促WCRP，要考虑到
各个会员和区域机构使用区域模式和观测资料进行区域气候变化评估和适应的能力，集中精力开发
区域降尺度技术。理事会注意到峰会的结论。
3.2.2.3 理事会重申WCRP作出的旨在提高季节和年际预测技术的努力非常重要。理事会对WCRP季
节预测研讨会(2007年6月4-7日，西班牙巴塞罗纳)的结果表示赞同，并敦促会员在各自的季节预测
中使用WCRP的季节预测立场文件。
3.2.3

业务气候预测(月至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尺度)

3.2.3.1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会员需要发展或提高其适当时空尺度的国家气候预测能力，并因此提高将
气候信息应用于重点社会经济部门的能力，以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研究影响和脆弱性。理事会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促进气候研究的成果向NMHS的业务实践转化。因此，理事会敦促秘书长、气候
学委员会和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建立一种机制，以确定会员对适当的气候预测技术的需求，帮助
会员开发这些技术并用于业务。在有助于解决与气候变率、变化和气候相关灾害有关的问题方面为
NMHS提供技术援助。
3.2.3.2 理事会注意到，NMHS和区域气候机构在交付、提供和评估气候监测预警结果方面，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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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和无缝隙管理区域研究机构、NMHS和终端用户间的交互响应方面急需采取最佳的做法。理事
会敦促全体会员协助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开展气候监测预警。理事会
认识到区域研讨会对开展气候监测预警的帮助，并注意到用于这些活动的资金十分有限。因此，理
事会要求秘书长推进预算外资金的筹措，以便在所有需要的区域开展此项活动。
3.2.3.3 理事会重申在区域层面研究厄尔尼诺现象(ERFEN:厄尔尼诺现象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并
表示支持IOC/WMO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CPPS)厄尔尼诺调查联合工作组的工作。理事会回顾到，
三区协建议(2006年9月7-13日在秘鲁利马召开的区协第14次会议上)审议联合工作组的职责，并对
CPPS、IOC和WMO已开始这一工作表示热烈的赞赏。IOC的执行机构也将在其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就
这些职责作出决定。理事会敦促WMO气候学委员会、执行理事会气候及天气、水和环境相关事宜
工作组积极参与职责的制定，旨在向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这些职责。在该地区
CPPS会员和相关国际组织之间合作的加强已经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正计划
在东南太平洋气候变化适应及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高级别区域会议之后举办第四次全球海洋观测
系统区域联盟论坛(2008年，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将对WMO以及该地区的适应
努力作出重要贡献。
3.2.3.4 理事会认识到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在促进气候科学家建立网络联系，为区域和次区域
制作基于一致同意的预报产品，以及在上述区域与气候信息的用户建立有效的双向联系方面发挥重
要的作用。理事会注意到将RCOF扩大到东北非洲和东南欧洲的建议，注意到一个普遍的需求，即在
全世界扩大RCOF，使其包括对区域气候变化的评估，并注意到最近在为人道主义机构制定跨联合国
机构的灾害和风险信息中采用了气候展望的信息，它敦促全体会员支持这些举措并要求秘书长推进
此类活动。理事会注意到在太平洋地区每月成功举行一次RCOF电话会议，并肯定这是一种非常符合
成本效益的方式，可以使NMHS参加低成本的合作和能力建设框架。
3.2.3.5 理事会注意到，在完成RCOF非洲进程(这一概念首先在非洲发起)十年之际，WMO通过拟于
2008年第四季度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召开的专家评审会议开始协调RCOF进程的全球评审。
该会议将审议和评估全球RCOF采用的方法和途径；制定策略以有效地推广RCOF概念和改进RCOF
进程并使其标准化，同时具有清晰的用户重点；确定RCOF更好地支持适应努力的方式。理事会赞同
拟议的评审，并敦促会员和伙伴机构，特别是那些当前或未来对RCOF进程感兴趣的会员和伙伴机
构，积极支持这一倡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该次评审会议筹集资金。
3.2.3.6 理事会认可WMO在以下方面的贡献，包括与国际气候和社会研究所合作，在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对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进行更新，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机构、NMHS以及一些
应用和通信方面的专家。理事会注意到迫切需要一致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分析和预报技术，要求
CCl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专家组继续努力，作为一个高度优先事项，阐述对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共同
认识并开发一种通用的公共关系方法。
3.2.3.7 理事会注意到全球长期预报产品制作中心和长期预报标准化认证系统联合牵头中心的活动的
重要性，以及长期预报业务技术的认证对于区域气候中心、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和NMHS工作的重要
性。理事会敦促所有的GPC继续向标准化认证系统联合牵头中心的网站提供其认证结果。
3.2.4

区域气候中心

20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3.2.4.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实施协调组于2007年10月9-1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会
议为修订CBS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第一卷，全球方面)确定了CCl和CBS的
专家以及一份工作计划，这将使WMO能在2009年6月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上指定区域
气候中心。认识到根据这一时间进度指定RCC对会员十分重要，理事会赞同CCl/CBS跨委员会机制
和完成该手册修订的最终期限。理事会敦促GPC和区域协会支持RCC和RCC网络试点单位开展气候
活动。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已经开发出一个新的关于建立和指定世界区域气候中心的临时性指南文
件，并敦促所有会员和区域协会在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决定正式出版最终的指南之
前，在所有的RCC规划和RCC示范项目开发中使用这一临时性指南，。
3.2.4.2 理事会注意到，旨在改进会员提供气候服务的区域间倡议，如在独联体框架内在莫斯科成立
北欧气候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3.2.4.3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如果以一种协调的方式对气候预测和预估进行降尺度将是最有效的，并认
识到RCC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3.2.5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3.2.5.1 理事会注意到，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具有很大的潜力，能提高WMO的知名度，有
助于会员和用户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突出WMO在实施巴厘行动计划(尤其是内罗
毕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工作计划)方面的贡献。理事会成员们进一步注意到，有技巧的季节
到年际气候预测是WCC-3关注的焦点，它是国家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工作所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
为社会、政府和气候敏感部门提供了工具，以确定潜在风险及开展应对预期气候条件的活动的地区
和时期，并帮助它们采取适当的应变措施，以造福社会和各种机构。
3.2.5.2 理事会认识到WCC-3的成果应该对科学家、用户以及决策者具有吸引力，并形成对2009年
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的高层贡献的一部分。理事会
指出，这些成果应该填补IPCC评估报告与区域和国家适应气候变率及气候变化的服务需求之间的空
白。此外，它们还应该处理影响适应战略的观测和资料需求、影响评估、气候诊断和预估。应加速
制定具体的会议计划并确定预期成果，因为它们对吸引部长级官员参会和调动资源至关重要。理事
会注意到，为了宣传这次会议，应借此机会吸引一批形象良好的赞助方，它们可以协助进行资金筹
措并吸引高层决策者的关注。一个可能的机会是在2009年3月的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会议上，
向潜在的赞助商介绍WMO需优先考虑的工作，包括和WCC-3有关的工作。
3.2.5.3 理事会敦促WCC-3的成果应包括一项行动，即加强融入决策的气候预测和信息服务的提供以
使世界更加安全；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推动有助于减轻灾害风险的经济增长；支持国家适应气候变
率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从而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3.2.5.4 理事会批准成立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国际组织委员会及其第一次会议(日内瓦，2008年2月
4-6日)的成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促进会议的资源调动，进一步发展和其它联合国机构、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理事会建议与常驻联合国日内瓦日内瓦办事处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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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以筹备高级别会议。理事会纪录了第十五次大会有关修改WCC-3日期的建议，并确认新的会
议日期为2009年8月31日至9月4日。理事会感谢加拿大、德国、爱尔兰、肯尼亚、西班牙、瑞士和美
国政府以及欧盟对WCC-3提供的慷慨的财政和实物支持，并敦促全体会员为本次大会提供捐助，尤
其是通过WCC-3信托基金。
3.2.6

执行理事会有关气候及水和环境相关事宜工作组

3.2.6.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气候及水和环境相关事宜工作组于2008年3月26-28日在日内瓦
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它注意到，根据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五十九次届会上的要求，该工作组最终修改
和敲定了其职责，并建议将工作组名称改为“气候及天气、水和环境相关问题工作组”。理事会批
准了会议报告，包括最终的职责，并同意新的工作组名称。
3.2.6.2 理事会注意到，工作组广泛讨论了作为WMO发起的和联合发起的气候工作框架的世界气候
计划和气候议程的未来。它忆及决议8(Cg-15)–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为在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国际机
构范围内推进气候相关事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为科学、监测和服务做出贡献。它强调指出第
一次和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取得的成就(比如WCP、GCOS和IPCC)仍然有效。然而，考虑到最近制
定了新的联合国全系统协调机制，理事会要求工作组重新审议气候议程和它原有的协调机制，并向
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出建议。
3.2.6.3 理事会注意到该工作组审议了一系列方案，并得出结论认为，WMO应保留“世界气候计
划”，它是战略计划中有关气候预期结果的各项活动的总体框架。理事会重申这一理念，并坚信现
在需要广泛调整世界气候计划框架下开展的各项活动，使其与气候议程的主要主旨相一致。
3.2.6.4 理事会认为，在满足用户的整体需求方面，重新定义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子系统在气候观测方
面的作用应确保：
(a)		 作为一个比WIGOS范围更广的综合和领域交叉的GCOS将为实现WMO战略计划预期结果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4(整合WMO的观测系统)、5(开发和实施
WMO新信息系统)、6(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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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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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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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有效的贡献；以及
(b)		 GCOS(包括其WIGOS组分)将以优化的方式支持目前由世界气候计划的四个组成部分、气
候议程、IPCC、UNFCCC和各GEOSS 社会效益领域提出的各种广泛的需求。
3.2.6.5 理事会注意到，WMO与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在气候问题上现有的合作所产生的效益，并进一
步注意到另有一些在气候方面十分活跃的组织目前并不属于联合国范畴。为此，理事会鼓励WMO在
气候活动方面要加强与联合国内外两方面的机构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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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6 理事会重申WMO的气候活动存在于秘书处的各个部门，至少在涉及WMO 6个预期结果的文
件中得到描述。它同时回顾说，执行理事会气候及天气、水和环境相关问题工作组的作用是代表理
事会为气候及相关事宜提供高水平的全面指导。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及适应气候变率和气
候变化都有强烈兴趣，因此，执行理事会重申必须在理事会和秘书处级别上强有力地协调对气候的
关注，同时敦促该工作组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2009年6月)报告有关WMO处理气候问题的
协调框架，以处理有关的气候问题。
3.2.6.7 理事会同意理事会就其对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期望和指导进行辩论和发表意见是合适的；
同时，执行理事会气候及天气、水和环境相关问题工作组在规划即将到来的大会时，应该和WCC-3
国际组委会紧密互动，以确保这项重大活动的成功。
3.2.7

气候规范指南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在气候服务的各个方面会员需要先进的和最新的信息，并敦促秘书长加快气候规
范指南(WMO-No. 100)的出版。理事会进一步敦促会员推动这一重要出版物的翻译工作。
3.2.8

为改进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建设

3.2.8.1 支持会员提高能力以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服务迫切需要对气候专业人士、模式开发人
员、分析员、统计员和中介人员等进行技术培训；需要最佳做法方面的参考材料以及需要建立网络
联系和合作。因此，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建议，执行理事会敦促秘书长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并敦
促会员提供实物和预算外资金支持，以用于制定长期的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CLIPS)培训课程，加强
CLIPS联络员网络，开展主题领域气候应用的培训，并制定未来发展CLIPS的实施计划。
3.2.8.2 理事会鼓励会员发展国家优秀人才中心，为适应气候和支持可持续的专业发展做贡献。
3.2.9

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适应

3.2.9.1 执行理事会认为上面3.2.0.1段提及的所有活动对开发知识库和支撑WMO增强会员的能力以
帮助它们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是不可或缺的；理事会同意制定有效的适应战略需要认识气候变率和
变化的性质、所涉及到的系统或区域的气候敏感性以及适应预估的变化的能力。因此，理事会敦促
会员适当考虑将有关适应的概念明确纳入WMO的战略计划，并在该进程的适当时候对预期结果2(提
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做适当的措辞修改。
3.2.9.2 对此，理事会敦促气候学委员会和有关的WMO科学计划(包括联合发起的WCRP和GCOS)
确定目前与适应有关的活动以及在为重点的社会经济部门提供用于气候风险管理的气候信息方面的
差距。并敦促它们采取措施将这些工作纳入未来的重点项目和规划。理事会特别注意到，需要帮助
NMHS建立可靠的气候情景和评估天生的不确定性 。这些工作与其它活动一起必须承担起WMO对
为“UNFCCC内罗毕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工作计划”所作的承诺。它涉及诸多方法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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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如 RCOF、CLIPS、降尺度和情景)及资料和观测(DARE、资料交换、气候系统监测等)，同时
要考虑WMO的积极面对气候变率和变化会议：了解不确定性和管理风险 (芬兰埃斯波，2006年7月
17-21日)提出的建议。会议声明，即‘埃斯波’声明特别指出，需要在现实世界决策背景下发展气
候服务，要建立多学科合作和跨学科信息交流，以发展全方位的气候相关风险管理。埃斯波声明和
最终报告草案指出，就NMHS的作用和功效而言，考虑到上述情况，发展其本地能力十分重要；它
还指出了类似区域会议的潜在功效。
3.2.9.3

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气候及水和环境相关问题工作组建议对世界气候计划开展的活动作

新的重大调整；并注意到WMO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13次缔约方大会(2007年12月3-15日，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后向内罗毕工作计划作出的承诺；还注意到当前赋予WMO 和UNESCO的牵头作
用，即：共同为根据联合国范围内各项气候活动的协调采取适应措施提供一个知识库。通过与气候
学委员会的气候专家和工作组协商，秘书处考虑到近期在建立和加强各类全球和区域气候机制(如：
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的情况下，建议制定“WMO支持适应气候变率
和变化的倡议”，理事会对此表示赞赏。理事会注意到该倡议是对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
框架建议的补充。
3.2.9.4

理事会赞同以上倡议提出的任务，即“加强协调，加强面向用户的气候信息、产品、咨询和

服务的供应，以支持国家和区域的气候风险评估、气候适应规划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实施”。理事会
赞赏该倡议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加强NMHS支持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作用和能力，尤其是在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理事会注意到，该倡议提出的任务与扩展后的预期结果2(提高会员提供更好
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是一致的，符合WMO的任务/要求，且符合WMO作为联合国气候知识库
牵头机构的角色。因此，理事会赞同该项新倡议，并敦促秘书长，当务之急是在世界气候应用和服
务计划下发展该倡议，与有关的技术委员会和气候及天气、水和环境相关问题工作组合作，支持气
候变化和变率的适应。理事会认识到在重新调整现有各项计划和活动的工作重点后，该项倡议将在
现有的人力和财务资源范围内启动。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利用2008-2011年计划和预算内可能存在的财
务灵活性支持该项倡议，以找到实现拟议的各项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并确定和利用预算外资金。
3.2.9.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世界银行、UNCCD、UNFCCC 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对WMO帮助适
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工作所表示的强力支持。理事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加强WMO和上述机构在适应气候
变率和变化方面的合作。
3.2.9.6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该倡议协调的气候信息同样与发展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有关。它敦促在
该倡议提出的任务中应充分地突出这样的机遇。
3.2.9.7 理事会注意到，UNFCCC的方法和工具及资料和观测专家会议(2008年3月4-7日，墨西哥城
)确认区域气候展望论坛为成功的适应方法，并注意到NMHS在满足适应所需的资料和观测方面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事会注意到该会议提出的关注，即在免费交换资料和信息用于气候适应方面
需要一个更加顺畅的机制，并要求秘书长采取措施加强与用户界的伙伴关系，并促进资料和信息的
交换，以供适应领域的工作者使用，并继续促进NMHS的专家参加这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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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的前进道路

3.2.10.1 执行理事会赞同执行理事会气候及水和环境相关事宜工作组的建议，即：通过制定和执行
“一个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WMO是加强并促进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研
究之间关系的最佳组织。通过NMHS和其他机制，该框架能够加快预测研究和评估，从而增强未来
十年可提供的气候、天气、水和环境服务。该框架要考虑来自以下的建议：(i)世界气候预测模拟峰
会、(ii)WWRP, WCRP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天气和气候研究团体编写的关于天气、气候和地球
系统预测革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白皮书；(iii)天气和气候研究团体编写的关于无缝隙天气/气
候预测和提供服务方法的白皮书。
3.2.10.2 按照有关重新突出WMO的气候相关活动重点并促进无缝隙天气和气候预测的决定，理事
会批准设立“执行理事会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的专题研究组”，下称“专题研究
组”，其成员和职责详见本报告的附录2。专题研究组将向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
提交一份评估报告并提出一个行动计划建议。专题研究组的成果可能对WCC-3国际组织委员会和专
注于无缝隙预测的团队有所帮助。
3.2.10.3 在这种背景下，理事会赞同发起一项加强气候，水和环境研究的倡议，该倡议将研究天气、
气候、水和环境预测之间的无缝隙过渡，从而使NMHS和相关组织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个研究倡议
对于WMO会员和合作伙伴都是挑战和机遇，尤其是从WCRP和WWRP与其它组织如国际地圈-生物
圈计划之间扩大的合作中大大受益，同时考虑到国家天气和气候研究计划的重要贡献。
3.2.10.4 理事会注意到这一研究倡议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有关，因此也与预期结果1(提高会员制
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2(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和3(提高会员提
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相联系。
3.3
3.3.0.1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预期结果3)(议题 3.3)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WMO与水有关的举措包括支持以下所需的业务活动：评估水资源，改进

水文洪水预报，并满足从事洪水风险管理、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国家机构的需要(预测、产品和服
务等)。理事会尤其强调，准确的山洪预估和关于洪水范围扩大的中期预报对民防部门实施紧急响应
十分重要。为了支持上述举措，与水相关的活动促进了与水利部门各组织的伙伴关系，并增强了会
员的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理事会注意到这涉及预期结果2(提高会员提
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5(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6(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
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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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与国际减灾战略的密切合作并对UN-水框架内的合作活动，包括国际洪水
举措和世界水发展报告，表示赞赏。它还注意到在水文学知识库的活动方面与国际水文科学协会的
密切合作。
3.3.0.3 理事会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详细报告以及他关于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的建议，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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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关WMO和UNESSCO的合作。关于详细报告的各项决定见议题2.5.10至2.5.13段。
3.3.1

能力建设

3.3.1.1 世界水循环观测系统(WHYCOS)包括若干不同的组成部分(项目)，每个部分都是顺应当地
需求而独立实施的。每个HYCOS的组成部分(项目)都是针对共享流域的具体需要的，都是支持具有
共同利益的水文部门的能力建设。
3.3.1.2 目前正在组织实施尼日尔-HYCOS、沃尔特-HYCOS和湄公河-HYCOS，它们由法国提供部
分/全部资金。第一个项目还得到非洲水基金的部分资助。欧盟正在资助太平洋-HYCOS，它还与荷
兰政府一起资助开展第二期的SADC-HYCOS。上述项目都正在实施，并已开始外场活动。加勒比
-HYCOS的资金已得到落实，2007年6月国际开发研究所、法国和WMO之间已为此签署了协议。执行
理事会感谢法国开发署、荷兰政府、欧盟、马提尼克岛当局和非洲水基金等为WHYCOS计划所提供
的财政支持。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为了给IGAD-HYCOS、里海-YHCOS和HKH-HYCOS争取预算外
资金所作的努力。
3.3.1.3 理事会在满意地注意到所取得的进展的同时，要求秘书长继续筹集预算外资金，以便将
WHYCOS计划推广到其他区域，如尼罗河流域以及一些东南亚人口密集的小流域。它还提请秘书长
与一些国家和区域的机构合作，以便保证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
3.3.1.4 理事会注意到NOAA/COMET®/WMO的国际水文分析和预报培训班有来自全世界120多个
报名，要求秘书长就更多地举办这一培训班提出创新的办法，同时尽可能少地增加对正常预算的负
担。
3.3.1.5 理事会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正在审议HOMS以便将其纳入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并鼓励水文
学委员会制定有关机制，由此增加新的分件和分发给有兴趣的NMHS的相关技术。
3.3.2

资料拯救

2007年底，开展了水文资料拯救调查。55个不同区域的国家作了答复。目前正在分析对调查的回
复。调查显示，过去这方面的活动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并认为有必要增强有关国家的能力，以便
开发和利用最新的资料管理系统，服务于各种社会目的。理事会敦促各会员通过自愿合作计划渠道
支持水文资料拯救活动，包括对趋势分析和认识气候变化影响的试验资料的拯救。理事会要求秘书
长通过预算外资金以项目形式开展这项活动。
3.3.3

INFOHYDRO

众多国际机构和单位对缺少有关水文网络现状的信息越来越表示关切。为建立一个有用的全球资料
库，水文和水资源计划过去做过一些尝试。为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水文学委员会编制了一份简化的
水文信息查询系统(INFOHYDRO)问卷，以调查各国负责水文测量机构的活动、网络和相关的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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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过对英语问卷的测试，已将INFOHYDRO问卷翻译成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并于2007年7月
分发给所有会员。收到了31个国家的答复。调查结果及分析可通过WMO网站获取。各区协水文工作
组积极踊跃为INFOHYDRO提供了信息。执行理事会敦促各会员为该资料库及其他相关资料库，如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属下的资料库提供资料，并提请各常任代表就各自国家的响应与本国从事水文观
测的单位进行协调，为WMO 的全球观测系统做出贡献。
3.3.4

WMO洪水预报举措

3.3.4.1 作为决议21(Cg-15)– 为改进洪水预报而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合作的战略– 的后
续行动，推出了“覆盖全球的山洪指导系统”项目；该项目是通过WMO、 国家水文研究中心、美
国国家天气局和USAID之间的合作努力而发起的。为了实施山洪指导系统的各个区域组成部分，
NOAA、USAID、水文研究中心和WMO之间将很快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执行理事会敦促在开发区
域组成部分的同时，适当考虑其它类似的举措，并对NOAA和USAID为此举措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表
示感谢。
3.3.4.2 理事会还感谢西班牙政府为维护伊比利亚-美洲水文气象现象监测和预报网络所提供的支
持。通过加强三区协和四区协国家的国家水文部门和国家气象部门间的密切合作，该网络在洪水预
报举措框架内所承办的活动有可能经历漫长的道路去实现WMO的目标。
3.3.4.3 对此理事会还注意到由EUMETSAT赞助的有关在卫星应用机构(H-SAF)的框架内实施水文项
目的欧洲举措，它旨在利用气象卫星资料改进对降水的估算。
3.3.5

防洪管理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以诸如综合防洪管理概念为基础而制定的政策在适应日益加剧的气候变率和变化
以便管理洪水风险并进而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它还注意到，对水文、气象和气候各
界在防洪管理的政策和规范方面继续提供科技投入的需求不断增加。它对秘书长通过实施洪水治理
附属计划对正在制定防洪战略的国家提供支持所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理事会还对日本和瑞士政府
为该计划取得成功所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要求秘书长更广泛地宣传这一计划以吸引更多的
潜在认捐方。理事会对西班牙政府为在该计划下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办培训班提供资金支持也一
并表示感谢。
3.3.6

水和气候

3.3.6.1 执行理事会支持在水文预测和预报服务领域采取无缝隙的做法。
3.3.6.2 事会对气候和水事活动之间更好的互动表示赞赏，并注意到在墨西哥和埃及开展的旨在评估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和帮助会员的水事部门制定适应战略的两个国家级试点项目。理事会要求
秘书长在其他国家推广类似的试点项目。
3.3.7

分析变率和趋势方面的水文气候资料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ROSHYDROMET和WMO在本次会议期间签署了有关建立湖泊和水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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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国际资料中心的协议(HYDROLARE)。HYDROLARE的建立，使其成为WMO旗下全球资料中
心家族中的一员，填补了全球陆地水文网络网络结构中的最后一个空白。同样，它满足了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实施计划提出的一个迫切需求。
3.4

整合WMO的观测系统(预期结果4)(议题 3.4)

3.4.1

执行理事会讨论并同意改进观测系统的各项行动建议，以支持WMO会员在天气、气候与水

方面的活动并加强其朝着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方向整合。理事会重申，作为WMO的一项战略
目标和第十五个财期(2008‑2011年)的十一个主要预期结果之一，目前正在进一步整合WMO各观测系
统， WMO战略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对此均有体现。
天气
区域基本天气站/区域基本气候站
3.4.2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基准天气站/区域基准气候站(RBSN/RBCN)清单上有许多哑站。它认为那

些拥有哑站的会员应使用附近的业务台站替换这些哑站或者使这些哑站恢复运行。如果没有使哑站
恢复运行的计划，应在RBSN和RBCN台站清单上删除这些台站，并对旨在满足区域最低需求的台站
清单进行审核以解决存在的问题。

观测系统试验
3.4.3

理事会一致认为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AMMA)项目，包括该项目的后续，对全球观测系统

未来发展的贡献是非洲高空网络可持续性的首要关切点。理事会要求CBS和CAS共同探讨进一步开
发AMMA项目后续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关于全球观测系统发展的建议，据此由非洲与马达加斯加航
空安全局代表西非国家的NMHS逐步接管现有的AMMA管理组，并由2个或3个数值预报监测中心提
供支持，以便能够对AMMA无线电探空进行详细的监测。会议注意到AMMA 试验证明了其他无线电
测风探空仪在该领域的价值；其后续使用对全球观测系统的发展演变将作出宝贵的贡献。

飞机观测
3.4.4

考虑到飞机气象资料中继(AMDAR) 观测的成本效益，理事会要求各会员优化AMDAR 资料

收集程序以提供最佳的廓线资料分布，从而以最具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满足用户需求做出贡献。
3.4.5

理事会敦促那些已经开始或正在打算实施AMDAR计划的会员与它们国内和/或区域航空公

司制定关于AMDAR资料的协议。理事会要求秘书处收集有关现有基本文件及那些指导在AMDAR设
备制造商、航空当局、其他国家实体和NMHS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做法的信息，并在会员中分发这
些信息。理事会认为，该信息和一些适当的建议将有力地促进NMHS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建立和实施
AMDAR计划的努力。
3.4.6

理事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大气科学委员会协作促进将湿度传感器(在成功完成测试后)与

通用软件和硬件一起安装在所有主要机型上，特别是安装在短途和定点班机上。在这方面，理事会
获悉，在使用第二版水汽传感器进行业务测试并吸收了AMDAR方面的建议之后，重新设计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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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汽传感器。最近在实验室的测试表明，传感器的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还需在业务环境下
作进一步测试。在科研飞机上(此处的资料可与参考系统对比)进行大量的实验室测试和运行测试之
后，新版湿度传感器将于2009年初安装在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飞机上。有关运行数据的质量的首批结
果预计于2009年上半年产生。如果新型水汽传感器的性能符合要求，AMDAR专家组将在2009年11月
第12次会议上商定在全球推广湿度传感器的下一步方向。
3.4.7

理事会获悉，自2008年1月1日WMO秘书处实施新的结构和组织变革之后，AMDAR技术协

调员的职责在AMDAR信托基金的支持下转移给了一名WMO全职人员。理事会还注意到，仅在第
十五财务时期(2008-2011年)，该岗位所需资金从AMDAR信托基金列支，应考虑在第十六财务期的
正常预算中为此安排拨付必要的资金。

空基观测
3.4.8

理事会认为WMO会员通过其业务及研究与开发(R&D)空间机构正在为空基全球观测系统

做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9颗静止卫星和7颗低地球轨道卫星提供了空基观测必要的业务连续性，同
时19颗R&D 卫星也为GOS做出了贡献；此外，2008年预计将发射8颗卫星替代或加强现有的业务卫
星，还有10颗卫星将执行新的R&D 任务。卫星是GOS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向WMO各会员提供重
要信息以使其完成多项工作任务。理事会非常感谢为GOS提供例行支持的空间业务机构和研究机构
所作的努力。理事会非常期待新的GOS“愿景”及其挑战性的卫星议程出台，并期望GOS的国际空
基部分与WIGOS整合。
3.4.9

关于在执行理事会届会期间Jason-2号卫星的发射，EUMETSAT强调，这一由CNES、

EUMETSAT、NASA和NOAA共同合作的工作将为全球观测系统观测海况、洋流和海平面上升贡献
力量。EUMETSAT还报告了现有为扩大业务数据交换开展的合作努力。在一区协方面，EUMETSAT
提到它对AMESD项目的参与，其培训活动，其计划于2008年10月在加纳举行的非洲用户论坛，它为
分发CBERS数据所作的支持，以及中国和巴西为GOS空基部分作出的共同贡献。
3.4.10

理事会同意制定一个新的GOS “愿景”，它将包括一些宏伟的高层目标，促进开发新卫星

以满足全球需要。理事会鼓励业已提出的在近地静止轨道运行超光谱红外探测仪的建议，并强调业
务化无线电掩星探空仪阵列所产生的预期效益。理事会强调需要确保高度测量和海洋表面风测量的
连续性，后者对热带气旋预报非常重要，并鼓励制订全球液态和固态降水量传感器阵列计划。理事
会还强调有必要将高纬度地区作为国际极地年2007-2008后续工作和大椭圆轨道的潜在力量进行监
测。
3.4.11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强调了WMO、CEOS和气象卫星协调组之间在许多领域积极

而成功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区域专业卫星中心气候监测、降水测量星群、对GCOS观测要求的响
应、卫星仪器标定和全球空基互定标系统、地球观测组工作计划的实施， CEOS-WMO卫星观测能
力数据库，以及GOS空基部分的新 “愿景”。CEOS还强调，经过改进的可用陆地成像数据将有助于
WIGOS，以及通过WMO的空间计划与WMO保持密切合作。

发展全球观测系统空基与地基子系统的实施计划
3.4.12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发展全球观测系统空基与地基子系统的实施计划(WMO/TD-No. 1267)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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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GOS方面的重要性，要求各会员每年继续对照实施计划的建议向WMO报告GOS空基和地基子系统
国家组成部分的发展现状及计划。
3.4.13

英国气象局公告，称目前已能在GTS上获取英国气象局“到达时间差”网的闪电资料，执

行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理事会还鼓励各会员与英国气象局合作以进一步扩大这一能力的空间覆盖
面。

气候
3.4.14 WMO对 UNESCO-IOC、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国际科联(ICSU)继续联合赞助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表示赞赏，这是一个确保各种大气、海洋和陆地观测系统能始终满足气候相关观测全部需要
的机制，包括WMO的预期结果2(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3(提高会员提供更
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5(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6(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防
灾备灾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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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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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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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为WMO观测系统与WIGOS经改进的整合将为GCOS的成
功作出重要贡献。

大气
GCOS基准高空站网
3.4.15

理事会认为GCOS基准高空站网(GRUAN)将为大气廓线提供高质量的观测点，包括地面和

高空测量，以支持各种气候应用、对卫星产品及气候研究的检验。理事会认为德国通过林登伯格气
象观测台建立的GRUAN牵头中心为支持GRUAN所做出的贡献是重要的第一步。理事会要求在2009
年6月的第六十一次届会上能够更新GRUAN站点选址的进展情况和仪器配置的最低需求。
3.4.16

理事会要求各会员，与CIMO及GCOS/WCRP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协作，尽可能利用现有的

基础设施例如GCOS高空网站点，支持GCOS基准高空站网的实施。同时，理事会鼓励成员继续运行
现有GUAN站点。
WCRP协调的能量和水圈项目
3.4.17

理事会要求参与GEWEX 大陆尺度试验有关活动的会员，根据其标准为新的WCRP 经协调的

能量和水循环观测项目(CEOP)提供信息。

海洋
3.4.18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的NHMS加强与海洋学机构的合作以确保它们的资料系统与WIS之间实现

互操作的发展并承诺为实施一项建立持续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JCOMM 战略工作计划而提供所需的
资源，以及JCOMM和WCRP为国际极地年2007-2008做出贡献，正如预计它们将在IPY后续方面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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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IOC合作建立一个海洋观测计划支持中心，以及为现有成功的JCOMM现场观测平台

支持中心向一体化综合海洋观测系统扩展提供支持，理事会要求各会员通过自愿捐助方式提供资
源，以便支持该中心的实施与运行。
3.4.20

JCOMM正在授权制作一本有关观测系统和观测资料交换的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现有标准和

最佳做法手册，理事会认识到JCOMM的决定作为该授权一部分的重要性。 它敦促各会员考虑为这
一工作提供帮助，以便为WMO质量管理框架做出贡献。
3.4.21

理事会要求JCOMM促进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与国际海啸测观测仪伙伴计划之间的合作，提

高并认识将海啸预警浮标纳入WMO联合发起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协同作用。
3.4.22

鉴于需要不间断地运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以支持海-气耦合气候模式和海洋业务预报，同时

单个平台、资料浮标、浮标、船舶和置于底部的系统使用期有限，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建立一个国家
海洋中心或部门的体系，专门负责实施和维护海洋观测系统，并通过JCOMM改进合作支持与协调。
3.4.23

理事会回顾到许多观测系统如Argo是作为研究系统设计的。因此理事会支持WCRP气候变率

和可预报性项目(CLIVAR)在世界各大洋继续开展关于各类试点观测系统的开发工作。理事会鼓励对
持续的船舶水文观测加强协调，以开展水文、碳以及地球生物化学观测。

陆地
3.4.24

理事会同意通过WMO/联合国粮农组织框架开发与气候有关的陆地观测标准，它包括由

GCOS/GTOS 陆地气候观测专家组参与的技术专家组。

水文
3.4.25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按照水文学委员会的决定，把加强其国家水文网以便用于气候目的确定为

最高优先。

冰雪圈
3.4.26

理事会认为IGOS 关于冰雪圈主题的报告为会员、卫星机构和研究界协调开发冰雪圈观测建

立了框架，并要求WMO会员在适当的时候研究和落实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
3.4.27

理事会同意IPY跨委员会专题组建立WMO全球冰雪圈监测网(GCW)，以编写一份范围文件

旨在定义GCW在WMO框架内的发展和实施。理事会敦促各会员积极参与建立WMO GCW的协商，
并要求向2009年6月的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进展报告。理事会对这一工作的积极结果特别感兴趣，并
鼓励各会员和机构为此项工作提供资源。理事会进一步同意GCW的建立应充分考虑那些通常仅靠研
究资金支持的冰川监测活动，特别是热带区域的冰川监测。理事会强调了冰川作为气候变化影响的
敏感性指标的特殊重要性。
3.4.28

理事会认为需要保证对WMO极地兴趣的协调并加强与北极理事会的对话。WMO各会员应保

持关注并充分参与 “北极持续观测网”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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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气监测网框架下针对气候的观测系统
3.4.29

2007年，GAW协调的全球总臭氧和气球探测网络被接纳为GCOS基准网络。为了继续满足

UNFCCC的需求，理事会鼓励各会员支持由IGACO-臭氧/紫外线办公室执行的IGACO-臭氧-紫外线实
施计划。理事会还认为GAW的全球气溶胶计划对于气候预测与天气预报都很重要，并鼓励各会员为
召开一个国际专家会议提供支持，这将推动为气候研究、预测与评估而提供一个全球气溶胶系统。
此次会议需要确定的目标之一是研究出一个指定GAW地表气溶胶网作为GCOS综合网的计划，和一
个建立地表气溶胶数据向WIGOS/WIS近实时传输的计划。理事会进一步鼓励各会员把气溶胶观测作
为其GAW计划的一部分，因为目前的观测网不足以代表各种生态类型和经济活动水平区域。

交叉性方面
空间气候监测
3.4.30

理事会认为空基GOS的新愿景应当将气候观测需求作为其核心目标来处理，并确认了按照

GCOS气候监测原则，卫星气候记录中不应出现观测空白的高层目标。这些记录的同一性应通过适当
的重叠，连续观测间的比对、仪器能力的连续性和适当的地面实测工作加以保证。理事会十分感谢
空间机构参与WMO的协商会议、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以及气象卫星协调组，这些机构非常积极地响
应了GCOS制定的对持续的、全面的卫星资料集和产品的气候监测需求。
3.4.31

理事会提及保证资料交换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卫星传感器互为定标对确保气候监测应用的

空基资料集的全球一致性极为重要。理事会确认通过区域/专业卫星气候监测中心网在传输适用的气
候产品和数据库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组织表示感谢。
2009年 GCOS实施进展报告
3.4.32

理事会认为各会员在2008年9月15日之前向GCOS秘书处全面及时提供有关GCOS2009实施进

展报告的素材，以便最终提交UNFCCC，十分重要。为了方便这一提交工作，理事会建议利用通过
GCOS或UNFCCC秘书处可获得的各类报告指南。此外，一旦被指定，GCOS国家协调员应承担协调
国家报告的任务。
3.4.33

理事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实施GCOS区域行动计划时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可用的财务资源

方面。理事会要求GCOS秘书处和GCOS指导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筹集资金，
包括通过UNFCCC及其财务机制筹资，以使GCOS区域行动计划得以有效实施。
仪器标准与最佳做法

对区域仪器中心和区域辐射中心开展不间断的评估以检查其能力和绩效
3.4.34

理事会赞同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仪器中心和区域辐射中心的建议，并

要求各区域协会与该委员会协作根据其职责启动连续评估这些中心的工作以检查其能力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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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化学成分测量
3.4.35

理事会认为GAW的支持为质量控制/质量保障和大气化学观测标定，特别是为南非承办的

一区协陶普生臭氧总量比对和标定活动的组织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理事会建议继续在其它地
方开展此类的活动。认识到需要资金，理事会鼓励各会员为相关的信托基金捐资。理事会十分感
谢瑞士在达沃斯建立了WMO区域紫外线标定中心，并建议各会员考虑承担其它GAW设施，以填
补GAW2008-2015年战略计划中提出的全球综合大气化学观测系统的观测空白。(GAW报告 172号,
WMO/TD-No. 1384)理事会支持建立GAW气溶胶化学特性世界比对中心。这一中心将有助于确立改
进气溶胶观测的协定。
WMO高质量无线电探空仪区域比对，第二区协，中国
3.4.36 为了保证新的无线电探空仪与高质量无线电探空仪系统兼容，理事会要求CIMO启动在第二
区协中国举行的WMO高质量无线电探空仪区域比对活动，并期待这一活动的成果为GOS带来积极影
响。
3.4.37 理事会还要求CIMO与水文气象装备业协会密切合作，以寻求一种改进各种用于业务的高质
量无线电探空仪兼容工作的长期解决办法。
3.4.38 为加强各会员观测做法的能力，埃及气象局申请于2009-2010年与CIMO共同为一区协以英语
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组织一次有关高空观测和RDF与GPS系统互相比较的培训研讨班。

测试基地的仪器设施
3.4.39 考虑到CIMO在建立试验基地的仪器设施(网络)方面的努力，理事会要求CIMO在“COST
ES0702 EG-CLIMET行动 - 气候及业务气象关键变量的欧洲地基观测”方面开展协作，为未来的
CIMO测试基地的仪器设施奠定基础，同时为未来的高空观测网络着手地面遥感与实地观测的整合。

无线电频率协调
3.4.40 理事会认为WMO参与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07)为WMO会员赢得了积极的成果。
WRC-07的日程包括若干关于气象以及相关环境活动(保护星载无源遥感，互补气象卫星频段和保护
气象雷达运行)等主要关注的问题。大会的积极成果归功于认真的筹备工作以及WMO、部分NMHS
和气象与环境卫星机构的积极参与。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确保继续与其国家无线电通信部门协调，
并且积极参与国家、区域及国际有关气象及相关活动的无线电通信监管事宜的活动。
实施WIGOS的概念
3.4.41 理事会同意执行理事会的WIGOS和WIS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包括WIGOS发展与实施
总体计划，其中包括：
(a)

计划和实施阶段- 根据与执行理事会届会同步的年度阶段提供整合的战略路线图；

(b)

试点项目– 指5个由第十五次大会确定的与整合为WIGOS的GAW、水文网络、AMDAR、海洋观
测和CIMO在WIGOS中基础/交叉的作用相关的试点项目的状况。试点项目的主要作用是强调技
术委员会在WIGOS中的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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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项目– 指由肯尼亚、摩洛哥和纳米比亚(一区协)，韩国(二区协)、巴西(三区协)、美国(
四区协)、澳大利亚(五区协)和俄罗斯(六区协)发起的8个示范项目的状况。示范项目的主要作
用是将区域协会和某些NMHS纳入到WIGOS概念的实施中去，以帮助其他会员更加全面地理解
WIGOS并在其实践发展中与大势一致；

(d)

WIGOS与WMO技术规则– 指对包括技术规则、手册和指南在内的WMO规则材料中WIGOS相关
内容的修订和更新；

(e)

WIGOS与WMO技术委员会– 指对WMO计划结构和技术委员会职责中有关WIGOS实施内容进行
调整的活动；以及

(f)

WIGOS内的整合程度– 指WIGOS整合的3个主要层面，包括：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标准化(仪器和
观测方法层面)；通用的信息基础设施(WIS资料层面)；最终产品质量保证(质量管理/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产品层面)。

3.4.42

理事会注意到WIGOS/WIS建立了WIGOS小组，其任务包括制定总的技术指南，为WIGOS

的实施提供协助和支持，协调包括试验项目在内的WIGOS计划阶段，并协调WIGOS的实施与WIS的
计划和实施。理事会通过了WIGOS发展和实施计划 V.1.1号草案(执行理事会工作组报告，其网址如
下：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WIS/reports.html)，并敦促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
员会积极合作实施该项计划。
3.4.43

理事会强调指出，实施WIGOS 概念为WMO以及WMO建立的所有网络和各子系统纳入整合

进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而使WMO更有效地应对新的挑战并满足不断出现的用户需求。理
事会还重申整合应当确保负责观测系统的各机构持续合作和参与，因为这些观测系统将成为综合系
统的一部分并且它们须具有持久的意识。理事会强调了CBS在WIGOS概念实施中的领导作用，还强
调了将于2009年3月23日至24日，即该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之前，在克罗地亚Dubrovnik召开的CBS
WIGOS技术大会(TECO-WIGOS)的重要性。理事会同意，WMO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广泛参与
TECO-WIGOS有益于所有会员，理事会提请秘书长为此寻求额外资金支持。
3.4.44

考虑到整合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理事会认为需要有详细的WIGOS运行理念和整合

的预期效益，对所有的NMHS 、合作组织和决策者要更加明确，更加透明。对此，理事会同意由执
行理事会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工作组制定的WIGOS运行理念，其中包括WIGOS
的各项目标、宗旨、主要特性、业务框架、资料政策和效益，详见本报告附录3。理事会同意WIGOS
的主要文件，即WIGOS发展和实施计划和WIGOS运行理念应当定期更新。理事会还强调有必要为所
有向WIGOS提供资料的观测网络准备标准化的描述，包括WIGOS组成部分拥有人的信息和产生的资
料。
3.4.45

理事会还同意GCOS各领域属下与WMO有关的组成部分都是WIGOS的一部分。

3.4.46

认识到WMO各区域不同的情况和可能性，理事会支持NMHS 和区域协会参与WIGOS概念的

实施，这对于确保为所有会员带来重要效益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帮助会员更充分地认识WIGOS并保
持实际的当前发展水平，理事会同意在选中的NMHS内开展示范项目。这些NMHS应当处于WIGOS
实施的运行端，向所有有关的人示范如何启动并使WIGOS与WIS组成部分联合运行保持在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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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水平上。理事会接受肯尼亚、摩洛哥和纳米比亚(一区协)、韩国(二区协)、巴西(三区协)、美
国(四区协)、澳大利亚(五区协)和俄罗斯(六区协)在它们国家开展示范项目的意愿，并要求秘书长
为有效地开展实施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并随时通报其他会员。理事会还认为在实施WIGOS概念时应
当参考EUMETNET/综合观测系统在整合不同观测系统时获得的经验。理事会强调有必要开展可持续
的培训，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WIGOS的实施。理事会在以下段落中概括
了涉及各技术委员会的有关实施WIGOS试点项目的建议。
CIMO的 WIGOS试点项目
3.4.47

CIMO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合作，开始了WIGOS的试点项目。 CIMO试点项目特别专家组的

第一次会议审议了交叉性与基础作用以及CIMO在WIGOS-WIS中的职责。此次会议还制定了第一
个有关CIMO如何做出最大贡献并支持WIGOS发展的建议，并提交给了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08
年2月)，在会议上得到了全力支持。因此，理事会要求执行理事会WIGOS/WIS工作组确定CIMO在
WIGOS-WIS框架中的任务和职责并制定落实CIMO建议任务和职责的建议，以及CIMO试点项目参与
其它试点项目和选定的示范项目的建议。
JCOMM的 WIGOS试点项目
3.4.48

考虑到由JCOMM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紧密合作发起的将海洋和其它相关海洋观测纳入

WIGOS的试点项目，理事会敦促会员积极参与试点项目并积极与海洋学资料中心合作，以确保它们
的资料系统与WIS之间的互操作安排。
WWW和 GAW 试点项目
3.4.49

理事会认识到近实时提供大气化学资料的重要性，应该将臭氧和气溶胶作为需重点解决的

变量问题。由GAW网络开展的臭氧和气溶胶观测对通过资料同化技术输入大气模式，支持改进的天
气、地表紫外线和空气预报是必要的。WWW和GAW试验项目将对设计加强GAW资料通过WIS近实
时传输的活动做出贡献。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测量大气化学的GAW计划不同于其它业务天气服务。
GAW非常依赖于科学界的自愿捐助，而且它在很多不同时间尺度上运行。理事会考虑到WIGOS的
好处包括观测技术、基本资料的日常收集和交换的标准化以及及时传输资料以满足已知需求。理事
会认识到GAW已经安排有关活动及中心设施满足这些要求，但这还需要进行扩展，并将从通过WIS
进行资料传输中受益。对某些资料来说，需要实时传输，其他的有些资料则需要近实时传输，或有
相当时间滞后的传输即可。理事会还考虑到对WIGOS的实际效益需要作清晰的总体说明，特别是为
GAW做出贡献的机构会因此受到鼓舞，在WIGOS中发挥作用。理事会注意到即使一些细小但具体的
步骤也会使系统得到改进。
AMDAR试点项目
3.4.50

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工作组已经批准将

AMDAR整合到WIGOS试点项目的草案并且建立了一个特设指导组来最后确定该试点项目。该试点
项目的启动会议计划将于2008年7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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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文网试点项目
3.4.51

理事会还注意到观测网络的整合对NMHS的重要性。理事会支持进一步开展水文应用和径

流网(HARON)作为WIGOS水文网试点项目的项目建议，并注意到此建议将在2008年11月召开的水
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期间详细讨论。理事会同意应根据委员会的该次届会的讨论结果考虑实施
WIGOS的该试点项目的进一步措施。因此，理事会敦促会员积极参与制定和通过相关水文试点项目(
如HARON)并积极与水文部门及相关资料中心合作。
3.4.52

理事会强调为了根据大会确定的目标实施WIGOS和WIS系统，需要在实施阶段(2008-2011年

)增加资源。对此，为了确保成功完成已经启动的WIGOS发展和实施计划所规划的活动，理事会强烈
敦促WMO会员和秘书长通过援派专家的方式提供资源，为WIGOS和WIS信托基金捐款，以及/或重
新调配WMO秘书处现有的资源。
3.5

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 (预期结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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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认为，考虑到第十五次大会批准的许多活动和很高的时间要求，WMO信息系
统的开发和实施则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尤其是，理事会对在2009年年初实施第一个全球信息系统
中心(GISC)所采取的主要步骤感到鼓舞。理事会高度赞赏这个由欧洲最大的中心组成的集团(包括
ECMWF和EUMETSAT的参与)为采购和实施GISC/DCPC软硬件而共同开发和投资。理事会还对其他
会员参加国内/或国际的试点项目表示赞赏。它完全同意应与其他正在计划GISC和DCPC的会员分享
这类经验。它敦促会员将重点和资金放在以下关键项目的开发上：
(a)

落实其它的GISC业务中心：2009–2011年；

(b)

DCPC的实施，即：在WMO各项科学计划下承担商定的国际职责的各个中心建立WIS界面，旨在
收集和/或制作有关的资料和产品：2008-2011年

理事会还重申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宣传争取WIS取得成功，以确保NMHS 了解WIS及其对国内用户群体的
潜在效益十分重要。
3.5.1.2 理事会认为，由于得到了 WMO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ICG‑WIS)的监管和秘书处力度加
大的支持并与执行理事会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工作组协调，所以在制定全面的
WIS项目计划包括实施计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理事会敦促各 NMHS和各技术委员会尽早协调
并促进WIS项目计划和WIS实施计划的制定和完善工作。
3.5.1.3 理事会强调指出，尽管少数NMHS和组织在开发WIS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仍需要额
外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以确保妥善地开发WIS试点项目和原型。它敦促进一步努力宣传WIS的预期价
值和效益，以便所有的潜在用户和NMHS能更好地了解情况，促进会员开始实施工作。它提请会员
和各类组织为WIS信托基金捐资，并对那些已提供实物捐赠和/或资金捐助的会员和组织表示满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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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这有助于增强对WIS开发工作的支持。为此，理事会对澳大利亚和美国提供的人员支持表示
深切的感谢。注意到辅助专家对WMO以及各会员规划各自有关WIS的实施所做的重大贡献(即使时
间有限)，理事会鼓励会员向秘书处提供合适的辅助人员。
3.5.14

理事会强调指出，WIGOS极其依赖WIS的有效支持和服务，如专业资料的收集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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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求ICG-WIS与执行理事会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工作组合作并与有关的技术委员会协调，以确保为实施5个
WIGOS试点项目所需的WIS成分和组成部分得到开发和协调，从而实现各自的项目目标和要求。

规章和指南
3.5.1.5 理事会重申需要有关WIS 的相关规章和指南，包括组织的和推荐的规范和程序，即WIS手
册。它认为，在秘书处大力支持下，WIS技术文件(即倍受WIS 功能结构密切关注的WIS GISC和
DCPC互可操作性技术规范)的编写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理事会要求CBS和ICG-WIS以这
些文件为基础，并参考早些时候实施WIS所获得的经验，优先考虑编写该规章性文件。

对WIS的要求
3.5.1.6 正如“关于对WIS的要求进行滚动评审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理事会支持ICG-WIS的观
点，即在确定WMO各项科学技术计划对WIS的要求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它们仍不能精确地确
定WIS的规模。理事会敦促各技术委员会积极为细化对WIS要求的滚动评审工作做出贡献，以确保在
全球和区域层面考虑各项计划对WIS的要求。

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NMHS(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参与
3.5.1.7 理事会强调指出，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对开发WIS的支持和参与是确保成功实施并共
同拥有该系统的关键因素。理事会敦促会员在这些机构内加强超前的WIS推广工作，并要求它们和
ICG-WIS更加重视参与WIS的开发工作。它重申发展中国家需加强能力建设，使其能参与WIS；并重
申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WIS的开发工作应考虑发展中国家NMHS参与WIS的实际能力、机遇和制约
条件，这一点是重要的。注意到已实施的WIS试点项目以及为一区协所确定的项目，理事会强调这
些试点项目具有很高的价值，并敦促区域协会通过有关工作组并在ICG-WIS的支持和协调下，开发
并推动那些有助于引进WIS功能和服务的试点项目。并提请发达国家的NMHS支持和协助落实这些倡
议。

指定GISC和DCPC的程序
3.5.1.8 理事会强调尽早确定全球信息系统中心和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对于WIS的实际规划和实施
至关重要。它强调指出 第十五次大会原则上支持WIS有关指定GISC和DCPC的程序，并鼓励会员遵
守这些程序。因此理事会敦促各技术委员会建立一个程序，以确定各自计划的DCPC候选中心，并
根据WIS程序指定DCPC，包括将候选的DCPC尽早提交给ICG-WIS 和CBS。理事会支持 ICG-WIS
早些时候对几个潜在的GISC和DCPC(包括欧洲VGISC(虚拟GISC)和相关的DCPC(EUMETSA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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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WF)、位于东京和北京的区域通讯枢纽和位于莫斯科、华盛顿和墨尔本的世界气象中心)的发展
和规划进行审议。理事会要求ICG-WIS和CBS在秘书处的支持下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在2009年6月
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上初步确定(若可能，包括指定一些)潜在的GISC和DCPC。

与有关的国际项目(GEOSS、 GMES/INSPIRE)进行协调
3.5.1.9 理事会再次强调WMO在向GEOSS提供必要的WIS交换资料和资料管理服务方面必须发挥重
要作用，并要求ICG-WIS和CBS积极支持有关协调活动，确保WIS在GEOSS框架内做出核心贡献并成
为一个具有互可操作性的有关天气、水和气候资料的信息系统。理事会强调WIS和GEOSS的互操作
性安排带来的双赢，它有助于WMO会员获得地球观测组的其他资料和产品。
3.5.1.10 关于在国家和多国层面上正在制定旨在促进环境相关信息的表示形式和获取并实现标准化的
倡议和项目，如欧盟的欧共体空间信息基础结构(INSPIRE)和环境和安全全球监测(GMES)，理事会
注意到WIS与这些系统具有互可操作性，并可能为这些系统做出贡献，从而有益于NMHS和有关的各
方这一优越性。理事会提请有关的NMHS在所需的CBS、ICG-WIS、区域协会和秘书处的支持和协调
下，确保与有关的倡议和项目进行妥善的技术协调。
3.5.2

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资料的交换和管理

全球电信系统的实施和改进
3.5.2.1 理事会对会员继续努力升级和改进GTS的组成部分，包括点-到-点电路、有管理的资料通信
网(如改进的主干电信网和区域网络)和卫星资料分发系统(如吉达RTH实施的新DVB-S系统)表示十
分赞赏。理事会重申，正如第十五次大会所强调的那样，GTS通过专用通信手段取得的持续进展对
于WIS的实施是不可或缺的，后者是交换和提供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资料和产品的核心通信部分。理
事会敦促会员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并要求CBS继续提供最新的技术指导，进一步制定推荐规
范并推进共享各NMHS获得的经验，以便尽早从日新月异的技术中受益。
3.5.2.2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在增强GTS业务程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要求该委员会，当
务之急是继续努力进一步改进GTS，从而有效而灵活地交换资料、产品(信息和文档)和相关的元数
据，进而推进WIS。
3.5.2.3 关于互联网的使用，理事会重申，通过CBS确保提供最新的技术指导对有效地使用互联网业
务并最大程度地减轻安全风险均十分重要。理事会强调互联网在调用和提供各类资料和产品以及补
充GTS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规模较小的NMHS尤其重要。此外，互联网是使用WIS资料发
现、调用和检索服务的必要手段。

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的开发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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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4 执行理事会支持在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范围内通过数字视频广播以近实时的方式获取越来
越多的卫星资料和产品。理事会认可这些服务有助于广泛地调用卫星资料，并鼓励进一步开发这些
服务并将其扩大为WIS系统结构的业务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理事会期望WMO的每个区域最终都
能从这种广播服务中受益，同时分发的内容可满足确定的资料需求。理事会认为这种分发手段具有
服务于各种用途的潜力，并欢迎通过GeoNetCast计划将此概念扩大到其它的社会效益领域。理事会
还回顾了GTS的重要作用以及互联网所发挥的互补作用，其目的是满足各种业务和其它需求并确保
整体的稳定性。
3.5.2.5 理事会欢迎把区域ATOVS中继服务的全球网络扩大到亚太和南美地区所取得的进展，这使数
值天气预报受益匪浅。

与气候有关的资料交换
CLIMAT TEMP
3.5.2.6 理事会获悉，考虑到TEMP日报的收集和交换取得进展以及业务天气预报中心实时质量控
制得到改善，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第十三次届会(2007年4月23-27日，日内瓦)认为CLIMAT TEMP
月报对正在开展的气候研究的价值非常有限。它注意到专家组的结论认为GCOS不再需要CLIMAT
TEMP，并且哈德莱GUAN监测中心已于2007年停止对CLIMAT TEMP的监测活动。
3.5.2.7 理事会认为，气候学委员会主席和CCl管理组正在研究上述结论对业务产生的影响是必要
的。它还要求该委员会评估CLIMAT TEMP的中止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如应用气候学，研究和航空。
理事会同意如果做出了终止CLIMAT和TEMP的决定CCl应该通知CBS考虑必要的业务安排。此外，
应利用WMO网站和GCOS主页以及通过秘书长给会员的正式的信息通函，通知NMHS，用户和仪器
制造商。理事会注意到预计会与ECMWF和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达成协议，以便为GCOS高空网开
展各自的TEMP报的监测活动。理事会强调指出，对地面资料而言，该问题并非涉及CLIMAT地面月
报的制作和交换，地面气候月报对满足GCOS以及世界气候计划的需求仍然至关重要。

与水有关的资料交换
3.5.2.8 考虑到实施WIS给水文界带来的潜在效益，CHy咨询工作组建议探讨以下可能性：将
WHYCOS 项目之一的输出产品作为一个整合WIS水文资料的试点项目。由于认捐机构在商定的一系
列活动范围内为HYCOS组成部分提供资金支持，所以若能为那些额外的活动提供资金，则可开展该
项目。此外，还建议将山洪指导系统中的资料和信息流作为WIS试点项目的一部分。目前正在开发
这些试点项目。

对预警系统和运行的支持
3.5.2.9 虽然注意到目前GTS为预警和监测信息及相关资料的交换和分发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在印度
洋进行的海啸监测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但理事会仍然要求CBS作为当务之急进一步审议GTS的交换机
制，旨在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要求改进高优先级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在WIS-GTS框架下支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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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灾害的虚拟网络。理事会支持最近由美国NOAA的国家天气局赞助的GTS有效交换印度洋海
啸警报、相关信息及其它警报信息研讨会(2007年12月，泰国曼谷)。理事会强调指出此类面向业务
的研讨会的实用性，并大力鼓励认捐方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在其它遭受多种自然灾害的地区，如太平
洋、加勒比海等，开展类似的活动。
3.5.2.10 关于在一些大洋沿岸(如加勒比海、北大西洋、地中海)开发海啸预警系统，根据UNESCO/
IOC的职责并与WMO协调，理事会重申WIS-GTS具有有效的能力，包括NMHS的国家气象中心在业
务上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WMO对预警信息和相关资料的有效交换和分发做出的关键贡献。
理事会提请所有相关会员、区域协会和秘书处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以使所有用户受益。对此，
理事会鼓励认捐方根据需要支持这些活动，以加强GTS的国家和区域组成部分。同时理事会还认识
到许多参与提供风暴潮警报业务服务的国内机构并非NMHS，但它们需要GTS以便有效履行它们的职
责。理事会因此敦促有关国家的NMHS作为一件紧急事宜为此做好安排， 并要求秘书长视情鼓励、
协调和帮助 它们进入GTS。

资料表示格式和元数据
3.5.2.11 理事会注意到，鉴于新需求的快速涌现，基本系统委员会正在测试能更快通过《电码手册》
(WMO-No. 306)修正案的新程序，理事会要求该委员会迅速做出有效的努力，一方面要确保对测试结
果进行适当的检验，同时对各种变化或新要素保持有效的有效性检查机制。
3.5.2.12 关于向表驱动电码格式过渡事宜，理事会敦促WMO全体会员根据大会批准的国际过渡计
划为过渡敲定实施计划。会员应从由CBS和会员开发并得到秘书处支持的新的指南、编码－解码软
件、培训和试点项目中受益，以便有助于过渡工作。理事会强调需要利用表驱动电码格式全面发挥
新观测系统的作用，尤其是旨在满足先进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需求。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
的WMO会员向WMO秘书处通报它们关于在2008年底过渡到表驱动电码格式的计划。理事会强调采
取紧急和协调一致行动的重要性，旨在有效地满足NMHS用户群体日益增加的对采用现代行业资料
表示标准，如XML，的需求。它敦促WMO所有技术委员会由CBS(资料表示系统评估专家组)作为牵
头委员会，积极参与资料表示体系的评估，从而整理出一个综合的有关WIS资料表示体系的政策，
解决NMHS之间以及NMHS与外部用户之间的资料交换问题。理事会尤其敦促CAeM和CBS(CAeMCBS/OPMET资料向新的资料表示格式转换专家组)满足航空气象对资料表示体系的具体要求，并建
议根据WIS资料表示体系政策对有关OPMET资料向新形式的资料表示形式过渡的计划进行一次适当
的审议。
3.5.2.13 注意到就新的WIS 中心处理资料而言元资料绝对十分重要，理事会重申了元数据的重要性，
以能够实现资料使用和互可操作性，并敦促WMO所有技术委员会为CBS跨计划的元数据实施专家组
的活动做出贡献，从而进一步开发和实施WIS所需的ISO元数据标准的WMO核心标准。理事会注意
到并支持在扩充目前ISO标准过程中与ISO开展互动所许的各项活动，以满足WMO计划的需求，如：
时间信息。

业务信息服务，包括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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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4 理事会对改进业务信息服务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支持，并鼓励NMHS获取更新的WWW业务
信息，包括天气报告(WMO-No. 9) 和国际选定和补充船舶清单(WMO-No. 47)以及WMO网络服务器
上的监测结果，供自己的使用、审查和更新。理事会还大力敦促那些承担区域通讯枢纽的WMO会员
加入基本系统委员会开发的WWW综合监测系统的试运行阶段。
3.5.3

非实时资料交换和管理

GISC和DCPC资料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
3.5.3.1 关于资料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主要通过互联网运行的请求/应答“拉”机制为基础，这
将是WIS对服务的最重要的延伸，执行理事会强调了妥善认证和授权机制的重要性，以使在国家和
国际层面能够管理经授权的用户利用这项服务。为此，理事会要求CBS和ICG-WIS基于国际标准和当
前的技术，作为当务之急制定各项推荐的程序和规范。

资料管理应用
资料拯救
3.5.3.2 理事会同意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意见，认识到历史气候时间序列清单和资料拯救
的重要性，并建议将这种清单放入专门的门户网站，以便于被拯救资料的交换和使用。理事会强调
指出，这种信息交换在监测、预测和评估气候变率和变化过程中将非常有益于诸如WCP、WCRP和
GCOS等WMO计划和联合发起的计划，并还将为IPCC提供强大的信息来源。理事会重申资料拯救仍
然是WMO的高优先，它敦促会员继续努力拯救和使历史气候记录数字化，并鼓励会员就此项活动开
发多国合作和区域性合作。
3.5.3.3 理事会赞同在WMO主持下，通过与 CCl、NMHS、大学和研究中心合作所建立的地中海
资料拯救的倡议(MEDARE)，旨在为大地中海地区开发高质量的器测气候资料集。 理事会支持
MEDARE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门户网站交换有关大地中海地区DARE资料、由此获得的资料和
元数据，以及提供技术程序方面的信息和关于开展资料拯救活动的指南。门户网站还应具有气候资
料搜索和发现方面的能力以便为各类用途提供服务，包括科研和应用。理事会感谢西班牙气象局和
Tarragona的Rovira I Virgili大学及其它西班牙组织作为赞助单位承办了WMO于2007年11月在西班
牙Tarragona主办的国际气候记录拯救和数字化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发起了一个倡议，理事会敦促所
有会员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会员支持该项倡议。
3.5.3.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部分会员间的合作，如最近德国和波兰的合作向一些原始国家提供了历
史气候档案，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为了WMO会员的共同利益大力开展这一备受赞赏的合作。
3.5.3.5 理事会认为，高质量的历史气象水文资料的可提供性和调用是WMO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DRR)的基本需求，尤其是支持国家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和风险融资项目。理事会通过在减轻灾害
风险计划与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支持正在实施中的这项倡议，以开发各项资
料拯救项目，这些项目将作为灾害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综合资助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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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理事会支持在海洋资料和元数据记录的定位、数字化处理和交换方面继续努力，并注意到需
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和加强这些活动。理事会进一步敦促会员参与海洋资料的拯救工作，并将
包括元数据在内的海洋资料提供给ICOADS和国际选定和补充船舶清单(WMO-No. 47)。理事会还深
切感谢国家海洋资料信息中心(中国)在JCOMM第二次届会上同意为JCOMM建立一个海洋资料收集
系统元数据管理中心。理事会敦促会员向该中心和JCOMM定期提交适当的元数据。
3.5.3.7 理事会支持分别由CCl专家和JCOMM专家推动的倡议，开发一个有关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
资料库以及一个有关海浪极端事件的资料库。理事会认为，这些资料库为各种模拟、监测和预测极
端事件及其影响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基准历史背景。理事会鼓励会员向这些资料库定期提供
资料。
CLIMSOFT-WIS示范项目
3.5.3.8 与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一样，理事会强调了WIS中的元数据对那些有关气候计划的重
要性。它赞赏英国气象局与CCl WCDMP、CBS和WIS项目合作，根据新出现的资料互可操作性标准(
包括ISO元数据标准的WMO核心标准)为CLIMSOFT开发资料和元数据的接口。理事会强调这一举措
对提高气候资料管理和发现能力十分重要，这尤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它敦促会员
和秘书处帮助这些国家开展这一重要的举措，并要求ICG-WIS在CCl的支持下并与CBS密切协调，将
其作为一个试点项目来进行审议和推动，以便实施WMO元数据计划。理事会敦促会员和CCl将这一
项目的理念延伸到NMHS正在实施的其他气候资料管理系统，并要求秘书处将这项工作作为WCDMP
的一项新的高优先活动提供帮助。

特别计划和项目的需求
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
3.5.3.9 理事会认识到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TIGGE)正在为下一代业务预报系统铺平道路，
并且使用TIGGE所需的资料交换对WIS的开发和实施提出了重大挑战。理事会强力敦促WIS的开发和
实施应考虑TIGGE的需求；敦促参与的业务伙伴承担足够的资金以确保TIGGE第二阶段取得成功；
并敦促未来的多中心模式产品归档和分发系统(如TIGGE-LAM和季节预报)应酌情考虑采用TIGGE为
简化预报员和研究界的使用和应用而确定的格式和惯例。

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3.5.3.10 理事会认识到并赞赏在国际极地年2007-2008期间为提高对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认识和预
测而付出的各种努力。理事会要求WMO会员努力通过GTS获得适当的IPY资料集及后续的观测，并
对这些观测资料进行归档，即便许多特别测量活动历时较短。对此，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挪威气象
局最近参加了欧洲VGISC项目，旨在使它的IPY资料中心能担当WIS DCPC。
4.

提供服务(战略主旨) (议题 4)

4.1

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预期结果6)(议题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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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计划战略和执行框架
4.1.1

执行理事会忆及，WMO第十五次大会根据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增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

能力通过了WMO减轻灾害风险的战略目标。理事会还注意到，第十五次大会批准了减轻灾害风险计
划(DRR)的执行框架，依据的主旨是：(1)NMHS和观测网络的现代化；(2)国家业务化多灾种早期
预警系统的实施；(3)灾害资料、分析和水文气象风险评估工具的改进；(4)NMHS和群众防护及灾
难风险管理机构之间合作的加强；以及(5)协调的培训和公众宣传计划。该行动计划可以通过协调的
区域和国家项目，WMO借助外力的活动，及外部合作伙伴来实施。
4.1.2

2006年在国家层面开展的DRR实情调查，为会员灾害风险管理的能力、需求和重点提供了

参考标准。结果表明干旱、山洪和河涝、大风、强风暴、热带气旋、风暴潮、森林火灾、热浪、滑
坡、和空难是所有会员关注的十大灾难。该调查表明，超过90%的NMHS在灾害监测、建档、分析和
制图，以及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标准方法方面需要指导。
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减轻灾害风险管理和体制协调中的作用
4.1.3

参照WMO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灾害风险管理、国家协调机制和早期预警系统方面的

机遇和贡献”的指南，理事会敦促完成和出版秘书处的倡议，并邀请各会员与国家和国际利益攸关
方分享该指南，以促进那些可以改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贡献的项目。
4.1.4

理事会对水文学委员会协调的洪水管理相关计划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对洪水管理综合方法的

开发工作给予认可，尤其是提供了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国家到社区层面管理和协调机制中的作
用的指南。特别是，理事会同意与其它国家分享为中东欧国家制定的山洪管理指南和波兰气象和水
管理研究所正在开展的进一步的工作。理事会敦促其它有关技术委员会考虑类似的综合方法，以开
发与其它危害相关的风险管理指南。理事会同时认可由CCl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并即将完成的热浪和
健康预警系统的指南文件。理事会建议在WMO实地示范项目和培训计划中采用这些指南材料。
4.1.5

理事会赞赏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DRR规划和管理中的作用和活动不断得到认可，这

是因为WMO积极参与由国际减灾战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世
界银行和其他有关伙伴举办的高级别会议。WMO秘书处和世界银行及其新成立全球减灾和恢复中心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实施国家和区域项目，加大NMHS对灾害风险管理的贡献，以及增强与发
展和脱贫战略的联系，理事会对上述工作表示认可。理事会同时认识到WMO在ISDR系统中的贡献
十分重要，尤其是对ISDR管理监督理事会，ISDR科技委员会，以及WMO国际和国家层面关于多灾
种早期预警系统的活动的贡献。理事会鼓励NMHS参加将于2009年6月16日到1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二届ISDR减轻灾害风险全球论坛。理事会强调指出，这类事件和活动可以提高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在该领域作用和贡献的认识，并能对确保或者增加国家对气象水文部门的拨款做出潜在的贡献。理
事会鼓励各会员并要求秘书长继续参与此类事件和活动，并做出贡献。
为风险评估和规划提供灾害信息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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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准备供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使用的水文气象和气候相关灾害及其影响的统计报告(决议

25(Cg-15)–自然灾害和减轻灾害计划)，理事会注意到WMO所作的 DRR调查结果以及有关干旱、
洪水和其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指南的开发。它敦促秘书处完成这些指南，并制定一个框架，通过协
调的方式收集来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灾害信息，以用于统计报告。
4.1.7

关于在中亚建立区域干旱管理中心，理事会注意到WMO参加了于2007年11月在乌兹别克斯

坦塔什干召开的技术讲座，并编写了该中心职责。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与欧洲安全和合作
组织和WMO合作，起草并向UNCCD五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联系人、气象学家、科学界散发了一份初步调查表，以在UNCCD框
架下评估对干旱管理中心的需求和期望。因此，理事会鼓励这些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继续积极参与
这一项目。此外，理事会还认识到有必要在其它区域成立此中心。
4.1.8

理事会回顾了世界银行和全球风险识别计划开展的灾害和灾难影响数据库开发及风险模拟项

目。认识到风险评估对基础设施和发展规划的重要性，理事会：

(a)

鼓励各会员确保它们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建立有关机制和方法，以提供灾害资料和元数据、分
析、增值信息和专门技能；

(b)

同意在适当的时候把WMO灾害风险评估项目与这些活动联系起来。

(c)

要求秘书长确保发起或参与有关灾害数据、分析和绘图的风险管理试验项目，由此可体现出
NMHS的贡献。

4.1.9

许多国家一直在探索更新其核能计划的方案。对此，已经要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与DRR

相关的服务和水文气象资料，以改进核设施的安全性、选址和运行。强调需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继续合作，理事会：
(a)

同意审核和更新WMO相关的技术出版物，并安排该领域的减轻灾害风险的培训；

(b)

要求有关的技术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特别是审核题为“有关核电厂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和水文问
题”的WMO技术说明第170号。

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和应急响应业务
4.1.10

在2006年的第五十八次次届会上，理事会同意，除其它目标外，利用一些示范项目来确定通

过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方法是否经济并能实现协同作用。理事会认识到，这些项目期限已适当延
长，其实质性资金需求由WMO 预算、参与会员以及通过捐助机构筹措的资金承担。为了掌握这些示
范项目的进展并确保实现重点目标，执行理事会要求：
(a)

秘书长向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一份关于示范项目的状况以及届时通过这些项
目已经取得的结果的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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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务之急，秘书长开始着手编制并出版通过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示范项目(诸如法国和中国上
海的项目)总结的经验和确定的良好做法，以及由第一次专家讨论会和第一阶段灾害性天气预报
示范项目所确定的其它良好做法；

(c)

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在有关多灾种早期预警示范项目中考虑跨边界业务合作和通过GTS
及其它机制实时交换预报、预警和其它信息的事宜。这必须参考在WMO一些区域获取的经验，
尤其是六区协在公共天气服务活动下实施的跨国交换预警和信息的项目。

(d)

秘书长建立统一的框架，标明重点指标，并建立一个机制，用以评估多灾种早期预警示范和试验
性项目，包括其成就、效益和影响，作为向其它国家和区域推广的基础。

(e)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评估新出现的结果和结论在其它国家的可行性，并针
对它们对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战略方向可能产生的影响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鉴于这些示范项目对于WMO未来DRR战略方向的重要性，理事会同意用预算结余资金对这些活动提
供预算支持。
4.1.11

理事会赞同在中美洲开发与气象、水文及气候相关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EWS)项目的新倡

议，该项目包括EWS的管理、体制和业务部分，并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国家和地方灾害风险管理
和群众防护部门及机构联系起来。理事会还要求探讨在其它WMO区域开发类似试点项目的可能性。
4.1.12

参照议题3.1和4.2的有关决定，理事会：

(a)

再次强调，需要继续改进制作预警的技术能力和方法，以及它们与灾害风险业务管理和应急准备
过程的联系，优先考虑灾害性天气、山洪、热浪-健康、沙暴和尘暴、海洋气象和环境危害；

(b)

要求公布已经取得的成果；

(c)

同意为实施提供技术咨询和援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

(d)

一致认为，须通过以用户需求为基础明确界定的项目，将这些技术能力与灾害风险业务管理和应
急备灾过程相关联；

(e)

注意到开发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对这一领域的活
动表示欢迎，要求CAS和CBS合作建立具备适当业务和研究能力的SDS-WAS中心，并明确在
GDPFS和RSMC结构下，SDS-WAS中心未来的位置；

(f)

认识到DRR与CAS所开展活动之间合作的潜在效益，可以更迅速地转让当前正由研究团体开发的
提高灾害风险管理和备灾能力的工具。理事会强调，这些能力的业务化可以提供独特、新颖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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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理事会强调了WWRP TIGGE计划，该计划将为风险量化
提供关键信息，并敦促TIGGE参与DDR的示范项目；
(g)

强调NMHS正越来越多地应用概率预报，以协助预报员提高尤其对灾害性天气的预警。它敦促制
定向用户传达概率预报的指南，以帮助用户有效地理解和使用这些信息；

(h)

同意用预算结余资金为这些活动提供预算支持。

4.1.13

理事会忆及与气候变异和变化相关的水文气象灾害有可能增加。理事会强调，从月到年代际

时间尺度的气候信息对于气候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理事会强调了通
过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基金资助的WMO/世界银行项目的重要性，该项目在非洲开展“气候观测和
区域模拟以支持气候风险管理及可持续发展”，要求把这一倡议扩大到其它地区。理事会敦促在多
灾种EWS试点项目中利用气候信息。
4.1.14

理事会忆及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WMO成功地筹集资金以更新该地区8个国家的WMO

GTS。它强调WMO开发旨在为备灾和预警系统筹集资金的灾后应急响应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并强调
指出，灾难发生后，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捐助人，都尤其易于支持减轻灾害风险领域的能力建设活
动。此外，理事会注意到通过RSMC可以获取分析、预报、预警及其它信息，因而NMHS可以为国际
人道主义机构改善救灾和响应行动的应急计划作出重大贡献。在这方面，理事会还敦促，作为该框
架的一部分，应探索把人道主义机构与官方信息源联系起来的机会，并与这些机构共同开发一行动
计划。
4.1.15

理事会注意到，具体而言，与海岸带风险管理(包括观测、通信、与热带气旋相关的预报和

预警系统、风暴潮、海浪和极端海浪、海平面、海啸和海岸带洪涝)有关的EWS和服务依赖于若干学
科的交叉合作以及那些专注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求和能力的计划。理事会：
(a)

要求各区域热带气旋计划协调机构、区域协会和有关的技术委员会，首先是JCOMM、CHy、
CAS和CBS，建立或加强现有的合作机制，以发展和改进海岸带风险管理服务；

(b)

提请UNESCO/IOC参与新生的交叉协调机制；

(c)

要求秘书长与IOC秘书处协调这一做法，旨在推进海岸带风险管理活动；

(d)

同意用预算结余资金为这些活动提供预算支持。

4.1.16

理事会忆及2007-2008年期间因热带气旋造成的环境灾难及其相关的沿海海洋灾害(主要是风

暴潮)，包括热带气旋“纳吉斯”于2008年5月在缅甸人口最稠密的低洼地区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和生
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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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识到风暴潮预警是一个国家责任。理事会注意到，一些热带气旋的RSMC报告并

不包括风暴潮信息。它一致认为，风暴潮观测计划将有助于增加咨询的前置时间，从而有助于挽救
生命和财产，同时也是迈向建立综合集成的海洋多灾种预报和预警系统以改善沿海风险管理的第一
步。
4.1.18

因此，理事会：

(a)

要求秘书长与UNESCO/IOC磋商，以促进在易受热带气旋影响的地区开发这些计划；

(b)

敦促有关区域协会，在热带气旋咨询安排及热带气旋计划区域运行计划和/或手册中考虑风暴潮
观测计划；

(c)

注意到一些开展专业化热带气旋活动的RSMC不具备作为一个风暴潮预报制作中心的功能，要求
秘书长在JCOMM技术咨询的基础上，分析这些热带气旋RSMC以及其它风暴潮预报制作中心参
与区域风暴潮观测计划的能力和意愿，并制定各项提案供有关区域热带气旋计划机构和区域协会
审议；

4.1.19

理事会注意到，这些活动需要的预算支持可参见4.1.15段，并在议题7.2下提及。

4.1.20

理事会认识到海平面观测对预报风暴潮至关重要，并提请会员继续常规地收集并共享该观测

资料。
4.1.21

理事会认识到风暴潮不仅仅由热带气旋造成，还与温带系统和其它因素有关。此外，其影响

的严重程度可以因为河涝而放大。因此，理事会提请JCOMM，CAS和CHy，与其它相关UNESCO/
IOC附属机构密切合作，实施第一届JCOMM风暴潮科技研讨会(2007年10月，大韩民国首尔)的科学
/技术建议，包括海岸洪涝及在所有相关区域与风暴潮预报和预警业务的联系。
4.1.22

理事会注意到第五届TCP/JCOMM风暴潮和海浪预报区域研讨会将于2008年12月1日至5日在

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同时RMSC-新德里也在考虑为南亚国家开办培训研讨会。关于JCOMM风暴潮
预报指南，理事会敦促完成并出版该指南，并开办更多的风暴潮和海浪预报研讨会，使所有面临这
些风险的会员受益。
4.1.23

理事会：

(a)

认识到WMO和UNESCO/IOC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在开发海啸预警系统方面不断加强的合作。
理事会认为，WMO旨在加强NMHS与灾害风险管理部门业务合作的多灾种EWS示范项目对加强
NMHS被指定为海啸预警联系单位国家的海啸早期预警系统能力十分重要。

(b)

获悉由国际海洋研究所(IOI)和苏黎世技术研究院提出的旨在提高湄公河及东南亚(中国、缅甸、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地方社区备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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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响应能力的项目建议。理事会建议就此探索WMO和国际海洋研究所合作的机会。

金融风险转移市场内的重灾保险和天气风险管理
4.1.24

与水文气象和气候灾害相关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可以通过重灾保险服务和金融风险转移市场

来规避。理事会强调了这些机遇对NMHS的重要性，特别对2007年12月召开的WMO专家会议表示赞
赏。该会议有关“重灾保险和天气风险管理市场的要求”，与会的有在该领域有经验的NMHS，世
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再保险部门和天气风险管理协会，它们在一起研究NMHS在这些市场中
潜在的贡献。这些活动(包括其他一些活动)要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可靠的历史和近实时的水文
气象参数的观测资料、相关元数据以及其它有关信息和服务。理事会认为，正如在马拉维和埃塞俄
比亚所示范的那样，这将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带来加强观测网络、资料拯救和管理系统的新挑战和
机遇，并可能通过为这些市场提供服务，成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新的创收渠道。理事会要求：
(a)

继续与有关伙伴合作并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包括帮助相关的论坛和机制，使NMHS以分享它们的
经验和知识，确保及时开发出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有用的指南，帮助它们确定这些市场的需求以
及如何以最佳方式满足这些需求；

(b)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不断研究这一发展动向，并就WMO和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未来行动方向向理事会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

(c)

秘书长向2009年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报告这方面的发展状况。

理事会敦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跟踪这些进展以及在它们国内新出现的相关需求，并在适当时候向秘
书处提供有关信息，以助于确定WMO在该领域的进一步活动。
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4.1.25

理事会重申WMO与ISDR系统、UNDP、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世界银行、其他发展和人道主

义计划和机构建立合作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从中获得的效益，这已经通过一些国际项目和计划
得到体现，例如东南欧灾害风险管理倡议和“支持气候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气候观测和区域模
拟”项目。理事会认为，应继续通过有序地提供(包括来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参与新的伙伴项目、开展联合规划并为之做出贡献；并应当加强努力向其它区域推广此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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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7)(议题4.2)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
4.2.1

执行理事会回顾到在2007年5月的第五十九次届会上建立了一个具体解决减轻灾害风险和提

供服务问题的工作组。但是，理事会尚未对该工作组最终的职责或工作组的名称最后达成一致，并
要求工作组组长与该组的成员、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磋商，以便细化该工作组的职责，并在确
定工作组名称的时候考虑修订后的职责。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经过磋商而形成的修订后的职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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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该工作组在第一次会议上为职责确定优先次序，同时在第十六次大会之前剩下的时间内商定具
体而现实的可提供的服务。
4.2.2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5(EC-60)-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

用户关注的重点
4.2.3

关于NMHS向公众提供气象及相关服务事宜，理事会同意在NMHS和WMO采取公众教育和

提高意识的举措方面加强用户关注的重点。这些举措包括，在评估用户的需求时加强与用户的互动
并建立有关评判用户满意度的反馈机制。这将使NMHS能更好地关注终端用户的需求。.
4.2.4

理事会注意到许多NMHS业务预报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数值预报技术和系统已用于业务，

其预报系统已在工作站和局地网络上运行。理事会支持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关于召开一次旨在讨论变
化中的环境(如预报系统的结构，端对端用户需求，可视化，预报员的作用和自动化的潜力)问题的
研讨会的建议。理事会要求WMO其它相关计划参与该项活动，并出版其成果。
4.25

关于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提出的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服务，理事会要

求加强与那些代表用户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其它实体的合作，如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航道测量
组织、国际油气生产商协会、国际航运协会，以及国家和国际公海搜救和危险物质(Hazmat)响应业
务等。通过这些努力，应更好地收集和评估海洋用户确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并改进服务的提供以
满足上述需求，包括为发布海上安全信息而编写指南。
4.2.6

理事会认可在第十五次大会上提交会员的热与健康预警系统指南文件草稿，并认可该文件对

NMHS提供热与健康预警服务会产生的潜在益处。理事会敦促CCl气候和健康专家组与WHO一起完
成对该文件的审议，并作为高优先活动出版该指南文件。
改进后的产品和服务
4.2.7

临近预报是制作灾害性天气预警产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特别是在热带，由于强降雨具

有局地特性。理事会强调精细化临近预报能力并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普及的重要意义。理
事会要求WMO通过以下举措促进临近预报能力的开发及其在NMHS的应用，即：PWS/WWRP临近
预报的应用和服务(JONAS)联合指导委员会、上海多灾害综合预警系统示范项目和为北京2008年奥
运会开发的预报服务。
4.2.8

仅有少数几个NMHS正在使用概率预报，将概率预报产品传递给用户使用是很复杂的工作。

理事会敦促会员最大限度地使用最近出版的《WMO关于通报预报不确定性指南》(WMO/TD-No.
1422)，并要求继续开展旨在促进并推动利用概率预报的能力建设活动，以改进NMHS的服务产品。
4.2.9

理事会认识到上海多灾害综合预警系统示范项目和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对服务可能带来

的改进。理事会要求摘选并记载所获得经验教训，以有助于其它会员国开发大城市风险管理的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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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有关的紧急预警和响应系统，并改进NMHS提供服务的职能。理事会强调指出，需要通过加
强提供服务各部分的工作以示充分重视终端用户对上述项目关注的重点，包括分发为此而制作的产
品并使公众及专业用户部门理解产品的内容。理事会同意利用现有预算结余的拨款来满足为这些活
动提供预算支持的需求。
4.2.10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强调指出，为了提高农业气象产品的空间分辨率和质量，提升农业气象站

网的密度十分重要。理事会支持农业气象服务实施协调组(2007年12月12-14日，越南河内)会议提出
的建议，即NMHS应协助、支持那些建立并维护农业气象台站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并与它们开
展合作。理事会通过了决议6(EC-60)- 建立国家农业气象站网。
4.2.11

理事会要求农业气象学委员会考虑生物燃料和粮食安全问题，并注意到这项工作可以由委员

会的农业气象服务支持系统实施/协调组来承担，并要求向2009年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
一份报告。
4.2.12

理事会支持WWRP和GDPF的倡议，以便通过能力建设和改进后的业务安排，协助会员更

好地获取与沙尘暴预报和警报有关的服务。理事会对建立两个SDS-WAS区域中心表示欢迎，并要
求CBS与大气科学委员会合作制定和建立业务程序以确定这些中心未来的任务，同时确认指定SDSWAS中心的流程。理事会鼓励会员访问由这些中心制作的预测和再分析产品，并定期检验上述中心
提供的服务信息的准确率，但须注意到这些产品是试验性的。
4.2.13

理事会提请会员推进区域降尺度技术和区域气候模拟的开发工作，并要求秘书处向会员散发

区域气候模拟研讨会的成果信息。理事会认识到NMHS提供服务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过测
试的决策支持工具的获取和使用，包括预报影响的工具。理事会注意到有必要开发并系统化该工具
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研究这个问题。
4.2.14

理事会支持IPY跨委员会专题组提出的将CLIPS概念扩大到极区的建议，以便为生活和工作

在高纬度地区的人们改进NMHS的产品和服务，这是WMO对IPY后续工作做出的贡献。理事会敦促
对极地感兴趣的会员为确定建立极地气候展望论坛的可行性做出贡献。
4.2.15

理事会建议会员开发空气质量预报和分发预报技巧评分的结果，以此作为扩大和改进会员的

服务产品的一部分。它鼓励WMO继续推进GAW城市气象研究和环境(GURME)项目，并协助会员开
发空气质量预报能力和向用户提供有关的服务，包括有关公共信息的活动。
4.2.16

理事会批准建立一个信托基金，以支持每四年召开一次WMO人工影响天气科学大会和人工

影响天气专家组，并要求会员尤其是那些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活动的会员向该基金捐款。理事会
还要求秘书处通知会员将有关捐款和接受支持的活动信息提交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
4.2.17

理事会认为有必要开发一个系统，用于在国际上交换有关由野火造成的污染物长距离输送的

极端环境事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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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4.2.18

理事会批准“公共天气服务国际研讨会：提供服务的关键”(2007年12月3-5日，日内瓦)提

出的建议作为公共天气服务及相应的WMO计划未来发展的指南。理事会重申，公共天气服务应努力
提高有关天气、气候和水方面信息的可提供性、可靠性、适用性和信誉，并对粮食安全、水的供应
和公众健康做出贡献。
4.2.19

理事会承认为帮助会员改进提供服务的工作，在培训和指导材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些会员在应对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挑战仍需更多大力援助，从而跟
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并对此做出贡献。理事会支持在健康、农业、能源和交通等行业选定的目
标中，采用基本系统委员会提出的‘边干边学’的新方法来加强NMHS的能力建设。它要求在这个
理念的基础上促进项目的实施，并同意利用2008-2009年预算结余的现有拨款来满足为该项目提供预
算支持的需求。
4.2.20

关于人气很高效果甚好的WMO灾害天气信息中心(SWIC)(http://severe.worldweather.wmo.

int/)网站和世界天气信息服务(WWIS)(http://worldweather.wmo.int/)网站，理事会敦促会员向网站提
供更多的信息，并要求秘书长继续运行上述网站。
4.2.21

理事会建议将上述网站与“预防网”(www.Preventionweb.net) 建立链接，后者是ISDR建立的

综合性减轻灾害风险网站。会员和灾害管理者因此可以在国家层面方便地共享信息，共同在减轻灾
害风险方面受益。
4.2.22

关于由二区协的日本、大韩民国和中国香港开发的定点中期预报项目，理事会同意探讨在其

它WMO区域也开展该项目的可能性，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NMHS开展这一有针对性的预报服务的能
力。
4.2.23

认识到海洋界(包括商业、军事和科学)对北极地区服务的使用日益增多，并注意到WMO、

IMO和国际航道测量组织协调一致地将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及世界导航预警服务扩大
到北极水域的举措，理事会批准在北极地区建立五个新的METAREA。它们与IMO海上安全委员会第
83次届会(2007年10月，丹麦哥本哈根)批准的相应的NAVAREA具有相同边界。理事会欢迎并支持以
下NMHS为作为METAREA发布部门所作出的承诺：
•

加拿大环境部负责METAREA-17和18海区；

•

挪威气象局负责METAREA-19海区；

•

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总局负责METAREA-20和21海区。

4.2.2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GMDSS-weather网站的扩展包含了各NAVAREA的导航预警(http://

weather.gmdss.org/navareas.html)。理事会因此感谢所有贡献者，特别是管理和承办该网站的法国气
象局。
4.2.25

关于海上安全服务，理事会强调对于船员而言，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图形产品始终是重要

的。理事会注意到作为传输这些产品媒介的高频无线电传真正在逐步淡出，还注意到开发传输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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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必须的软件开发和分布所需要的大量资源，以及进行中的沟通的开销。因此，它要求JCOMM
继续研究有关将图形产品传输给海洋用户的方法，并要求秘书长促进资金筹措工作，以便通过国家
和国际支持来进一步发展这些活动和伙伴关系。
4.2.26

鉴于对国家气象部门与各种航空气象服务用户之间密切合作的持续要求，以期加强国家气象

部门提供服务的能力并从这些服务中维持成本回收，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各区协和航空气象委员会
发展并改善与所有相关合作伙伴和用户团体之间的工作关系，并在开发未来更区域化的服务提供方
面密切合作。
4.2.27

关于ICAO附件3第74号修正案–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标准和推荐规范，ICAO于

2007年7月16日通过了该修正案。因此，理事会决定相应地使WMO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中的[C.3.1]和[C.3.3]与其一致，并通过决议7(EC-60)–修改WMO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
WMO质量管理框架的发展
4.2.28

国际标准化组织和WMO之间签署的一项正式协议的接受过程即将于2008年6月底完成，并

将分发给会员，其目的是授予WMO作为气象和相关活动领域内的标准组织地位，理事会对此表示赞
赏。这种地位使会员在寻求ISO 9000认证的过程中能像ISO一样将WMO技术出版物作为基准文件，
这将大大促进并简化认证的进程，同时也减少了成本。对此，理事会再次强调需要编写适用的技术
出版物，以便为技术委员会审议现有文件，调整自身以适应质量管理体系(QMS)的要求，并编写和
发行必要的更新材料提供必要的咨询。因此，理事会同意利用预算结余支持该项目的预算需求。关
于跟踪仪器纪录的能力，理事会建议研究不仅寻求ISO 9000认证，同时寻求ISO/IEC 17025:2005认证
潜在的好处。
航空天气预报的质量管理体系
4.2.29

理事会认识到，由于ICAO打算将一个得到ISO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在2010年之前提

升为ICAO附录3的标准，这尤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虽然实施该系统所需的成本很
可能从航空部门回收，但是紧迫的最后期限以及用文件记载和适应业务过程所需必要的先期投资对
许多会员将构成重大挑战。理事会还认识到筹集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截止日期
前达到QMS标准的需求。注意到第十五次大会要求至少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展QMS试点项目，理事
会批准在坦桑尼亚气象局开展该试点，并要求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分享该过程的文件，以促进和加速
QMS的实施。CAeM主席提醒理事会，会员可以获取有关实施QMS的WMO文件和指南。
4.2.30

关于WMO质量管理框架，理事会指出：

(a)

ICAO附件3–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 ，2007年版包含了有关介绍、质量控制和气象信
息利用的建议，以确保提供和利用气象信息的各方之间就影响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提供的
事项开展调控活动；

(b)

ICAO预定于2010年11月将基于ISO 9001的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体系转变为标准，这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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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WMO会员的关注，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这意味着，WMO将必须集中现有所有的技
术资源以及WMO技术委员会和跨委员会质量管理框架任务组的精力，以便把此种转变简化
为ICAO认可并以ISO为基础的质量管理体系；
(c)

作为一项整体策略，WMO质量管理框架决定了WMO的质量政策、质量管理原则、WMO组
织机构的作用、处理技术委员会之间质量管理问题的方法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建
设。制定相应的WMO标准/规则将加快对航空气象服务提供单位的认证，并提升用户对所提
供服务的质量的信心；

(d)

如果预定于2010年转变为由ICAO认可并以ISO为基础的QMS证明不成功，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将面临失去航空气象服务提供者地位的风险，对WMO会员及时提供可靠的指导将明显地
减轻它们的风险。相应的WMO技术出版物包含了对预期服务变化的适应建议，也将有助于
会员缩减能力方面的差距；

(e)

会员通过交流ISO–9001认证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以及修改WMO技术出版物，尤其是观测和资
料处理方面的出版物以便使WMO技术规则文件与ISO9001相吻合，从而根据ISO标准培训人
员的新的QMS技巧应列为高度优先的事项。

4.2.31

理事会认识到，如果在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的质量控制和保证方面，面向所有的

WMO会员制定WMO标准/规则，那么WMO质量管理框架将更加完整和清晰。为了确保及时地执行
预定于2010年完成、由ICAO认可并以ISO为基础的提供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WMO秘书处必须把它
作为处理WMO标准/规则资料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并为这一过程提供WMO技术委员会和跨委员会
质量管理框架任务组的所有可用资源。
4.2.32

理事会决定，通过ISO和WMO的正式协议认可WMO是气象及相关领域的标准化组织，大大

加快这一进程。
4.2.33

理事会强调，制定WMO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的标准/规则以便纳入WMO质量管理框架的

工作应该由秘书长负责总体协调。
4.2.34

参照WM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协议，理事会决定将WMO规则与相关ISO标准接轨并通过决

议8(EC-60)–制定纳入WMO质量管理框架的WMO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的标准/规则。
与天气、气候和环境应用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
4.2.35

秘书长采用“WMO论坛：社会和经济应用与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效益”的形式建立了一

种机制，理事会认可该机制对解决与社会经济有关问题的价值。它要求在马德里行动计划框架下研
究“WMO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国际会议：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2007年，西班牙
马德里)提出的后续行动时应最佳地利用该机制。
4.2.36

理事会批准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第一次会议(2008年2月27-29日，日内瓦)提出的有

关推动落实MAP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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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会经济效益评估 － 如需要可在国家间转让的改进后的方法和经济模型。该模型应涉及各
行业/部门，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并能对社会经济效益评估作区域分析；

(b)

使各区域协会参与推进该过程，尤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各区域的形势，若可能，包括国家层面的
情况；

(c)

将有关的MAP活动和项目纳入秘书处的运行计划，以便体现MAP在WMO总体规划中的特点；

(d)

将马德里大会的相关问题纳入拟于2009年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e)

与合作组织联系，开发用户友好的方法和经济模式来估计天气、气候和水的服务为不同社会和经
济部门带来的效益，并为该需求开办课程和培训。

(f)

制定方法以衡量马德里行动计划实施所取得的进展。应通过监测有关活动实施所取得的进步来完
成该项任务。

4.2.37

理事会认识到，关于为健康、能源、旅游、交通和城市环境等用户部门评估、量化和展示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效益，许多NMHS需要援助和指导。理事会敦促会员最佳地利用WMO网站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socioeconomictools.htm上提供的决策支持工具，并要求秘书
长优先考虑以下支持活动：
(a)

旨在帮助NMHS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用户服务的试点项目，如秘鲁和智利已经开展的项目；

(b)

改编、应用和出版已有的，并开发新的旨在评估和展示社会经济效益的方法学；

(c)

编写有关用户与提供方对话的指导材料。

服务提供方面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4.2.38

理事会认识到，除技术能力建设之外，要求各NMHS在将信息和知识传递给用户群体(包括

政府官员和决策者)方面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理事会还认识到，气象界需要将社会科学用于解决与
天气和气候有关的社会问题，并优先考虑帮助会员：
(a)

教育NMHS的管理人员如何有效地与政府官员、政治家和不同用户群体中的决策者进行沟通；

(b)

培养NMHS的职员与最终用户进行更好沟通的技巧；

(c)

培训用户和媒介理解NMHS提供的产品、服务和信息及其在决策中的应用；以及

(d)

提请在各WMO论坛中会员重视社会科学在气象和有关学科应用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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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WMO 区域培训中心开办“与气象产品用户有效沟通”的课程。

4.2.39

理事会注意到上述活动的好的例子，包括在秘鲁和智利举办的，作为试验项目启动活动的

NMHS用户论坛，以及经济和社会效益评估工具培训研讨会；CLIBER项目，该项目为11个拉丁美洲
国家的NMHS与政府官员、政治家和用户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框架，一次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的交
流培训研讨会。
4.2.40

理事会还认为，有必要在WMO区域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计划中为提供有关公共服务的主题

留有更充分的余地，并在WMO培训课程中包含这类主题。
4.2.41

理事会承认无线互联网络(RANET)通信计划给农村社区的公众带来的效益，并同意继续支

持该项计划。
4.2.42

理事会支持JCOMM第一次风暴潮科技研讨会(2007年10月，大韩民国首尔)提出的建议，即

WMO应利用UNESCO/IOC现有的材料并开发宣传材料和培训活动，以协助会员提高公众对沿海洪涝
及其相关灾害的风险意识。
4.2.43

由于要求NMHS改进提供给决策者和公众的与空气质量有关的服务，因此加快在GURME框

架下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工作是重要的。理事会认为应在WMO各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培训研讨
会，以便将空气质量预报扩大到那些需要此项服务但又缺乏专门知识的国家。
4.2.44

为提高会员提供服务的水平，理事会支持继续开展具有以下目的活动，即改进WMO-RTC和

NMHS教员在教育培训和远程学习方法的应用方面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4.2.45

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已开始规划于2010年第一季度召

开WMO第十一次教育培训研讨会。理事会欢迎新西兰提议在五区协承办研讨会，这将是该研讨会首
次在南半球举行，并提请秘书长与提议承办该活动的会员进一步协商后，最后确定研讨会的地点。
该研讨会的主题为“气象水文预报员教育培训的新方法”。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将执行理事会教育培
训专家组的意见，关键绩效目标和活动纳入WMO的运行计划。
4.2.46

理事会全力支持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的工作，以帮助会员确保它们的航空气象服务人

员符合《气象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培训指南》(WMO-No.258)补充件No.1 《航空气象人员陪训和资格
要求》的规定。专家组提出的时间进度与ICAO的计划相符，但可能会给部分会员造成相当的困难。
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支持专家组采用两个专题组的形式开展以下工作：
(a)

审议执行理事会专家组提出的实施时间进程；

(b)

解释WMO-No.258和补充件No.1文字中有关措词的含义，包括“或相当于”一词及其在补充件
No.1中的援用，以及建议的修改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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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增加气象人员接受大学教育机会的办法；

理事会要求WMO的有关机构审议 WMO No.258 补充件No.1的现状，实施计划和所有的审议建议应
提交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审议通过。理事会为此建议当ICAO和WMO就一些建议形成
决定时应由这两个组织的秘书长联合向有关部长发函通知会员，以确保采取国内的行动和遵守。理
事会欢迎日本气象厅为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作贡献的建议。
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会的未来作用和结构
4.2.47

关于JCOMM，理事会认为：

(a)

根据基于结果的WMO战略计划(2007年5月，日内瓦)，所有技术委员会都有必要调整其工作计
划，以便根据适当的预期结果来调整其可提供的服务和计划的实施方案，并且JCOMM已经开始
此进程；

(b)

JCOMM 的工作计划在其职责规定的范围内不断扩大，需要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来合并一些领域，
如：业务海洋服务；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沿海部分的实施；多灾害海洋预警系统；沿海地区气候变
化和气候变化适应；

(c)

JCOMM在开展这些新的活动方面当然地面临一些资源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源自WMO和
UNESCO/IOC能拨付用于支持该委员会的有限的正常预算，再加上未曾预料到的UNESCO/IOC秘
书处裁减了用于支持该委员会的人员；

(d)

尽管有这些资源上的问题，JCOMM在2009年召开第三次届会前仍然能实现相当部分的预期结果
和预期成果；

(e)

在JCOMM的第二次届会上，它通过该次届会批准的JCOMM战略，建议在目前的休会期间对该
委员会进行审议，以便就JCOMM`履行自己的职责情况提供咨询，视情况就需要做那些调整以便
在维持正在进行的重点计划活动(如海洋安全服务)的同时有效地开展新的优先活动提出建议。
JCOMM管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2007年12月，巴黎)要求秘书处提请该委员会两个发起组织的执
行理事会关注这一建议，以期获得它们的认同。

4.2.48

关于上述问题，理事会注意到，UNESCO/IOC执行理事会(2008年6月，巴黎)将会作出类似

的决定，并要求秘书长与UNESCO/IOC密切协调和合作，安排开展此项研究。
4.2.49

理事会注意到越来越多的NMHS和全球天气预报中心正在运行实时的耦合海气模式，在部分

北半球国家还纳入了海冰。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有许多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如耦合方法、耦合海气
资料同化、热量、盐和水汽表面通量交换、两个系统的内部动力学和热动力学和生物地球化学反馈
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两个学科全面合作，如气象学和海洋学。理事会因此强调对JCOMM
的审议应视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在审议过程中应包括必要的投入，包括科学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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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识到没有正常预算资源来支持该项研究，因此呼吁各会员捐献必要的预算外资源开

展此项研究。
更新WMO人工影响天气声明和指南 - CAS
4.2.51

按照第十五次大会(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总摘要

第3.3.1.6段)的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向2008年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报告了关于更新“WMO人
工影响天气声明(含一份执行摘要)”和“WMO关于规划人工影响天气活动的指南”的决定，执行理
事会批准了最终形成本报告附录4中由该委员会提出的修订文字的过程。考虑到在云/降水研究和观测
仪器技术正在取得快速发展，理事会建议CAS 通过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组定期对这些文件进行审
议。理事会还要求在2009年的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上报告最新的文件。此外，执行理事会要求在人
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组的下一次例行审议中，要反映出环境对人工影响天气活动(例如消雾、增雨、
消雹和其他现象)的相容性。

5.

伙伴关系 (战略主旨) (议题 5)

5.1

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预期结果8)(议题 5.1)

5.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采取了行动，通过积极地支持和参加有关的联合国活动来加强本组

织与联合国系统之间的合作，包括参加定期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联合国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和联合
国机构间小组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其它公约缔约
方大会，以及高层讨论、协商以及其它相关活动，并继续采取行动提升本组织和NMHS在实施国际
上协商一致的发展目标过程中的作用。
5.1.2

理事会注意到第六十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针对专门机构并且与WMO有关的决议：
8、 28、 86、 91、 92、 94、 98、 100、 101、 111、 112、 137、 180、 182、
189-197、 199-201、 203、 206-209、 211、 213-215、 217、 226-228、 and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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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WMO和NMHS对实施联合国公约方面提供了高质量的支持，提请秘书

长继续向公约的缔约方提供WMO综合报告和评估材料，并提高缔约方对这些材料的意识，扩大和加
强伙伴关系，尤其是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科学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理事会讨论了
WMO在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协调行动中的作用，并讨论了其在减轻灾害风险和实施兵库行动纲领
中的作用。
5.1.4

关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合作，理事会提请会员积极参加2007年第十三次缔约方大

会通过的巴厘岛行动计划的有关后续行动。尤其是有关加强适应的行动。理事会注意到巴厘岛行动
计划包括减轻灾害风险战略、风险管理和风险转移的具体部分，鼓励NMHS对气候变化和减轻灾害
风险伙伴作出承诺，以确保气象和水文部门在气候变化适应的谈判文字中得到应有的注意。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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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会员积极参与实施内罗毕工作计划有关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容，特别是方法和工
具、资料与观测、气候相关风险和极端事件以及区域中心和网络升级这些领域。
5.1.5

理事会注意到，UNFCCC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支持GCOS准备有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充分性

的第二次报告。理事会鼓励GCOS秘书处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充分性报告，以便为未来改
进气候系统的工作提供框架。理事会还敦促会员完成有关它们的气候观测系统现状及存在不足的国
家报告。
5.1.6

关于适应基金业务化，理事会认识到该基金与NMHS的气候服务相关联，鼓励NMHS在可预

见的活动中制定一些由适应基金支持的适当的项目和计划，包括加强现有的(必要时可以建立)能够
对极端天气事件作出快速响应的国家和区域中心及信息网络。
5.1.7

理事会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和WMO之间长期以来的关系和目前各个层面的合作。这包括

WHO对 2009年WCC-3组织工作的参与，并联合制定技术指南、举办提高区域关注程度的研讨会和
实施项目。建议的2010年世界气象日将关注安全和福祉方面的主题，这为进一步与WHO和其他人道
主义机构开展合作提供机会。
5.1.8

理事会赞同WMO应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多边协调，这样可以借助各国内的

发展政策和联合国统一的发展政策来增加对NMHS活动的支持。理事会要求WMO会员的常任代表与
联合国驻各国的协调员联系，来代表本组织争取WMO与联合国派驻各国机构的合作以确保联合国国
家计划中能考虑WMO的重点需求。
5.2

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预期结果8)(议题 5.2)

工作安排和WMO磋商地位
5.2.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2007年12月的ISO理事会决议 43/2007批准了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

WMO之间的工作安排，该安排承认WMO为一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执行理事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5给
出的工作安排。
5.2.2

理事会注意到“ETC组织(侵蚀、技术和浓缩行动组织)要求被赋予与WMO进行协商的地

位。在研究了ETC组织的宗旨和活动领域后，理事会决定赋予ETC组织WMO磋商地位，并授权秘书
长将该决定通知ETC组织。
5.2.3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城市气候协会(IAUC)提出要求与WMO 建立合作关系。理事会注意到两个

组织均通过气候学委员会城市和建筑气候学专家组的活动开展合作。考虑到IAUC的宗旨和职责，并
且考虑到WMO在与其他组织就科技合作建立工作安排方面已有的做法，理事会同意建立正式的工作
关系有利于WMO和IAUC。因此，理事会授权秘书长在本报告附录6文字的基础上与IAUC主席一起拟
定最终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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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ICSU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5.2.4

理事会赞扬WMO/ICSU 国际极地年(IPY)2007-2008联合委员会、其分委会、IPY国际计划办

公室、WMO关于IPY的跨委员会专题组和技术委员会对成功筹备和实施IPY第一阶段所做出的实质性
贡献。理事会强调了IPY的交叉性质，并建议加强IPY项目与相关WMO计划的联系。理事会还强调
IPY作为一个多学科计划正在为WMO新的活动，如WIGOS和WIS作出贡献，并促进其加速发展。理
事会注意到联合委员会的关切，既目前缺乏一个能快速、便捷和可靠地获取IPY资料的系统，同时还
缺乏正式的路径让IPY科学家能将他们的资料和元数据归档以保证将来的研究能调用这些资料。理事
会赞赏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即利用加拿大的北极网网关及其相关的可搜索的元数据作为IPY的网关，
加拿大为此提供了部分资金。理事会认为IPY资料网关与WIS有关，要求应完全按照WIS的标准将其
开发成WIS的一个试点项目。
5.2.5

理事会呼吁会员确保免费和不受限制地交换IPY资料，并向IPY信托基金捐款以支持IPY资料

管理活动。
5.2.6

理事会强调IPY的后续应该以目前猛增的观测计划为基础，逐渐转变为可持续的长期研究和

观测能力。它敦促会员在IPY的试验阶段结束后仍继续支持IPY的观测系统，并要求有关的技术委
员会在其职责内指导这一过程，特别是通过那些负责GOS演变、WIS发展、AMDAR、WHYCOS和
GAW实施的专家组来进行指导。
5.2.7

理事认为北极理事会和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是全面负责IPY后续的最相关的政府间组织，并认

为应该肯定它们与WMO会员国内实施极地观测计划的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在这方面，理事会决定
通过工作安排为这些组织争取WMO观察员地位，并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提交文件供理事会
批准。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为WMO/ICSU/SCAR/IASC起草一封联名信函，请积极参与极地活动
国家的政府考虑承办IPY后续办公室，并为其活动提供资金的可能性。
5.2.8

理事会认为IPY第一年实施取得的成功、政府对该国际活动巨大的投资、在极地环境激烈变

化期间科学和当地社会持续增长的需求促进了相关国家在更加长远的时期继续在该领域进行可持续
的、高质量的观测和研究。考虑到这一点，理事会认识到WMO与国际科联及其它国际组织考虑启动
“国际极地十年”的难得机会，这将对极地进行长期的研究和观测以满足气候变化研究和预测的需
求，进而带来社会效益。
5.2.9

理事会进一步决定用涵盖两个极区的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代替南极气象

专家组。理事会还决定通知该新专家组，应当继续高度关注南极事宜，同时承担新的职责。认识到
该工作组职责的拓宽，理事会决定再指定一名理事会成员加入其中。它通过了决议9(EC-60)–执行
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UNESCO/IOC
5.2.10

UNESCO-IOC要求WMO就IOC审议该委员会未来在UNESCO的作用一事发表看法，理事会

同意秘书长与会员进行协商，以便起草一个WMO与IOC关系的声明，并通报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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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5.2.11

执行理事会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帕乔里先生关于委员会当前工作状况的报告表

示赞赏。
5.2.12

理事会祝贺IPCC成功地完成题为“气候变化2007”的第四次评估报告(AR4)，该评估报告

包括三卷及综合报告，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各个方面的最新参考文献，并代表了IPCC集体的杰出成
就。这一成就已荣获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用有关的联合国官方语言出版的
报告及其摘要已分发给所有的WMO会员，并做出了具体的宣传努力以传播有关信息。
5.2.13

理事会还祝贺IPCC完成了技术报告“气候变化与水”，该报告汇编了AR4中有关水循环各方

面变化的信息、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关供水的适应选择、减缓措施的范围及其对水资
源的潜在影响以及对水资源管理选择的潜在的政策影响。理事会欢迎IPCC准备向所有的WMO会员分
发该报告及其以适当的联合国语言翻译的版本。
5.2.14

理事会欢迎IPCC主席及其秘书处发起的关于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积极参与委员会未来议程

的考虑，欢迎秘书长代表WMO所作的初步反应，并欢迎有机会就这一问题举行一次辩论会。通过这
一磋商已形成一些决定，包括维持工作组的结构，计划于2014年在一套修订后的社会经济、气候和
环境条件的情景的基础上出台第五次评估报告，并在此之前准备一份特别报告“可再生能源与减缓
气候变化”。理事会欢迎在2013年初就出台“自然科学基础”报告的计划，坚持科学评估在IPCC作
用中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为了对IPCC确定的差距作出回应，必须加强WMO会员在气候模拟和气
候变化研究包括适应战略中的参与，必须增进合作以便在气候变化领域支持发展中国家。理事会支
持编写一份关于气候变化、极端事件和自然灾害特别报告的建议，对此，WMO表示要发挥牵头协调
的作用。
5.2.15

理事会进一步鼓励所有WMO会员积极参与IPCC主席团的换届，并在新的评估周期继续支持

IPCC。
5.2.16

理事会高度赞赏帕乔里先生以及那些为IPCC荣获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做出贡献的所有人

员，包括现任的和历任的作者、主席团成员和秘书处。理事会欢迎IPCC提出的用获奖资金成立一个
特别信托基金的建议，该基金旨在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参与的方式支持关于气候变化的创新和
知识传播。它指出，在这类倡议中包括NMHS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5.2.17

理事会对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成员候选名单的最终建议做出了决定。该名单将

与ICSU及IOC进行讨论以便为将离任成员选择替补或者延长他们的任期。
执行理事会为ICSU/WMO/IOC/IGFA联合评审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后续行动
5.2.18

EC-60注意到WCRP在推动科学评估发展科学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IPCC，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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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在促进NMHS未来提供服务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以及在促进伙伴组织应对气候影响、适应和减
缓方面所具有的潜力。理事会感谢合作机构ICSU和IOC建设性地参与ICSU/WMO/ IOC/国际全球变
化资助机构小组(IGFA)的联合评审。该评审得到第十五次大会赞同，目前由国际专家组正在开展评
审，组长是D. James Baker先生。
5.2.19

根据评审组送交本次届会的问题清单(见本报告附录7)，理事会提请评审组成员Neville Smith

先生总结了评审过程和预期结果。理事会对评审组提出如下建议：
(a)

执行理事会欢迎Neville Smith先生关于WCRP独立评审的介绍并注意到完成评审的时间表，以及
到目前为止专家组磋商过程中所具有的全面性；

(b)

理事会对在有限时间内必须为评审组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合理的答复意见表示关注。理事会成立
了一个特别小组审议评审组提出的问题并讨论了理事会应如何答复。根据特别小组的报告，理事
会要求秘书处向评审组转达本报告附录7中的意见。

(c)

理事会注意到WCRP在NMHS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表示更多的WMO会员也许想对评审过程提
出建议。它们要求应尽早向所有WMO会员散发评审组的报告草案供审议。

5.2.20

WMO保持着对WCRP的支持水平，仍在为WCRP提供最大支持。其它发起方，即ICSU和

IOC也保持着其支持水平，不过，有迹象表明它们的支持力度会逐渐增加。融资是ICSU发起的评审
工作的重点，也是WCRP新任主任的关注重点。理事会支持WCRP努力开展筹款工作。
5.3

沟通和公共事务(预期结果8)(议题5.3)

5.3.1

理事会决定2010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世界气象组织–为人类安全和福祉的60年。

5.3.2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向2009年6月的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WMO全球沟通战略的实施进展报告。

5.3.3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及时地将WMO的信息材料传递给NMHS，以便向公众进行宣传。

5.3.4

理事会要求会员：

(a)

及时向秘书处提供关于极端事件和其它有新闻价值的活动的通报以便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

(b)

继续开发NMHS网站，网站应提及WMO和链接WMO 网址；必要时，通过链接的方式来突显
WMO的重大活动；

(c)

向信息和公共事务信托基金提供预算外资金和实物支持来帮助制作包括世界气象日在内的公共信
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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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WMO参加2010年世界博览会(中国上海)，并向WMO的“气象天地馆”贡献预算外资金、实
物支持和公共信息材料。

6.

能力建设(战略主旨)(预期结果7和9) (议题 6)

涵盖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源开发
改进教育和培训计划
6.1

理事会获悉，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23次会议(PAN-23，2008年3月17-21日，哥斯

达黎加圣何塞)在研究教育和培训计划时采用了端-到-端的方法。这包括讨论如何在秘书处和WMO运
行计划中体现该计划、审查会员的培训需求、审查已规划的培训活动和寻找培训空白点。理事会欢
迎对该计划采取这种整体的方法，并鼓励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长：在如何更好地确定会员
的培训需求时加强协调与合作；更多地利用区域培训中心和其它专业机构奉献的教育培训设施；并
积极寻求机会与更多的项目协调其培训活动，从而提高培训的整体影响。理事会呼吁会员审查其人
力资源开发计划，从而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长期奖学金和短期培训机会，以进一步加强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理事会进一步鼓励秘书长和区域协会帮助会员制定并
细化其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理事会获悉，埃及气象局进一步鼓励对一区协NMHS人员进行培训。为
此，埃及政府免除了非洲学员的学费，以此作为对自愿合作计划的认捐。WMO开罗区域培训中心由
于使用了新的设施，所以能够将继续教育培训的许多课程缩短，这既节省了时间和开支，也不影响
这些课程的内容。理事会进一步获悉，中国政府提出在与WMO费用分担的协议安排下，于2008年增
加三名给非洲的奖学金，从而使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奖学金总数达到13个。
6.2

理事会建议秘书处应当尽可能对调查表中有关教育培训的部分采用通用的框架，以便更好地

整合反馈回来的数据。
WMO区域培训中心
6.3

理事会获悉，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23次会议审查了与WMO 区域培训中心有关的

三项议题：改变自身的工作流程以便更及时地作出响应，向理事会报告RTC的外部评估结果(外部评
估将在休会期间进行，而理事会将在下次专家组会前召开)；建议理事会允许区协主席在区协全会
时间之外提出新的WMO RTC(建议1-(PAN-23))；及最近对4个WMO RTC外部评估后的结论(建议
2-(PAN-23))。
6.4

理事会承认在建议1(PAN-23)中提出的意见，并认识到在认可新的WMO RTC方面的拖延将

对提供给会员的教育培训机会产生负面影响。在批准本报告附录8中的“执行理事会认可WMO区域
培训中心的标准”修订案的同时，理事会重申了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的要求，即：在设立任
何新的WMO区域培训中心和重新确认现有的区域培训中心时必须严格遵守该标准。
6.5

虽然理事会原则上支持建议2(PAN-23)，但同时也注意到，没有收到相关的区域培训中心或

区域协会对外部评估建议的反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实施所有建议显得有些欠妥。理事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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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就这些建议征求4个区域培训中心和相关区域协会的反馈意见，并要求执行理事会专家组
在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之前的休会期间进一步研究这些反馈意见。
教育和培训对WMO运行计划的贡献
6.6

理事会欢迎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在审查WMO秘书处运行计划中所做的工作，以

适应WMO运行计划。理事会建议将该专家组对这些问题的意见纳入下一版的WMO战略计划和将于
2009年起草的WMO运行计划。
通过技术合作开发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能力开发
技术合作支持
6.7

大会认识到，会员继续受益于WMO自愿合作计划(VCP)的活动和相关的技术合作活动，这

在各科学技术计划和区域办公室提交本次届会的各种文件中以及相关的报告和文件中已作介绍。
6.8

理事会注意到2007年通过WMO完成的技术援助总计1494万美元。其中，631万美元来自于自

愿合作计划(VCP(F) 和VCP(ES))，129万美元来自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24万美元来自于信托基
金项目，约110万美元来自WMO 常规预算。此外，会员报告的通过双边和其它安排的技术合作活动
为1000万美元。
6.9

忆及决议 24 (Cg - 15 )–WMO自愿合作计划要求继续开展该计划 ，同时考虑到VCP特设非

正式会议的报告和相关的2008年技术合作计划，理事会对认捐方为支持自愿合作计划付出的宝贵努
力表示赞赏。认识到VCP机制显然还是一个重要的执行机制，理事会鼓励会员进一步致力于和更积
极地参与这项计划。
6.10

理事会考虑了VCP(F) 2008年的重点领域，支持本报告附录9中的划拨情况，还要求秘书长

确保VCP的利用符合区域需求和区域战略计划中所确定的优先领域。
6.11

理事会发现，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技术合作活动获得的预算外支持总体趋势多年来维

持不变，而且近年来呈逐渐下降趋势，该事实表明，如果考虑通胀因素实际是大幅度下降的。秘书
长已经把此事宜纳入重点工作，成立了融资办公室，加大了区域办公室对融资和宣传过程的参与，
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理事会还敦促WMO秘书处的其它部门为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的融资过程作出贡
献。
6.12

理事会认识到，虽然VCP是国际合作和开发援助的一个典范机制，但是根据VCP的目前状况

它不可能满足会员提出的所有需求，它只能面向小型项目，解决紧迫需求和紧急援助。就此，理事
会支持通过采取大型区域项目并通过建立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的补充方式，把重点放在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的战略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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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在东南欧、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拉丁美洲、西非和北非以及太平洋地

区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服务于制定投资建议的区域集团发展需求分析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旨在支
持这些建议的一些项目已经展开或者正在与资助伙伴一道筹备，伙伴包括西班牙、芬兰、意大利、
欧洲委员会、美国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敦促发达国家会员与本国的开发援助机构接触，以便结成类
似伙伴关系。
6.14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通过诸如战略伙伴和联盟，尤其是与发达国家会员的援助机构，世

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这样的资助机构来筹集资金，同时要求秘书长要重视通过联合国的“协调一
致”过程加大力度融入到联合国系统，而且进一步寻求与私营部门的机会。
6.15

理事会建议秘书长考虑即将开始的与世界银行联手的关于NMHS活动对于国家经济的社会经

济效益和成本效益的案例研究。这些建议将会促进NMHS与其政府之间的互动，从而确保对NMHS运
行有足够的财政支持。
6.16

理事会还注意到，这种区域策略为最大程度提高规模效率和进一步使某些服务领域区域化的

潜力提供了机遇，因为注意到某些区域制定的机制，例如区域干旱管理、气候、海洋气象的中心和
其它一些主题领域，因此敦促秘书长全力支持此类区域机制的制定工作。
6.17

理事会发现，参与技术合作项目的双边和多边的投资对秘书处的科技计划和区域办公室的作

用产生了影响，进而要求秘书处在实施过程中开展强有力的项目管理和参与。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
保此类项目可以得到充分支持。
6.18

理事会认识到，除了技术能力建设以外，NMHS要求支持加强它们宣传能力和向包括政府

官员、决策者和资助机构在内的用户营销的能力，因此要求在帮助会员时应重点考虑以下事宜，以
便：
(a)

帮助NMHS管理人员掌握有关社会营销的工具以及与政府官员、政治家、决策者和发展伙伴有效
沟通；

(b)

重点需要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包括：服务提供；技术培训(WIS和互联网)；专业培训和发展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WMO-No. 258) 和数值天气预报)；管理培训(根据ISO
9000系列标准(尤其是航空)的质量管理系统和ISO 9000)；项目开发和管理以及团队建设。

6.19

理事会对建立常任代表国际合作和对外关系顾问或联系人区域网络(INTAD-I(非洲)、

INTED-II(亚洲)和INTED-V(西南太平洋))表示欢迎，注意到这为与发展中国家会员的NMHS在资金
筹措和技术合作活动方面开展合作创建了坚实的基础，并敦促秘书处密切配合，支持这些网络。
6.20

理事会注意到，鉴于由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设立的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EC-

CB)自建立以来至今未能召开正式会议，因此工作组于2008年6月17日在本次届会的间隙举行了非正
式会议。除了已获提名的EC-CB成员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及、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
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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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主席关于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报告，还注意到现有

的职责有的明显重复而且也很笼统。考虑了工作组主席提出的修订意见以及提出的工作组的工作机
制，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0(EC-60)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理事会决定，工作组在2008-2009
年应致力于以下优先工作：
(a)

根据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有关行动建议制定一项宣传战略，目的是提高WMO的政治形象，提高人
们对NMHS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意识，特别是为了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b)

在认捐方的参与下，通过以下方式，协助提高会员国的外部资助发展项目的水平：

(i)

建立至少一种新的公共或私人伙伴关系，促使成功地申请资助；以及

(ii)

提出一项全成本核算的建议，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NMHS筹资。

(c)

支持在一区协内推广灾害性天气示范项目，并把该项目扩展到五区协；

(d)

制定一项战略，使会员可以从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中受益，包括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第一
次会议的路线图。

6.22

理事会忆及第五十九次届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来解决有关能力建设的具体事宜，从而取代

过去的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并忆及该次届会关于在第15财期结合WMO其它相关活动组
织一次国际技术合作会议的要求，要求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考虑在2009年初召开为期一天的
会议，并将此作为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一部分，以便为包括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在内的WMO活动筹
集资金提供机会。
6.23

结合正在拟议的会议，理事会建议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于2008年11月27-29日在俄罗斯联邦

圣彼得堡召开WMO “气象和环境仪器和观测方法技术大会”(TECO-2008)暨“气象仪器、相关设备
和服务”(METEOREX-2008)之际，召开一次技术合作边会，并以此作为加强NMHS和设备提供商的
关系的机会。
6.24

考虑到WCC-3的重要性，理事会敦促秘书处考虑需要NMHS为参会作好准备。WCC-3为宣

传强调WMO系统在提供气候服务的方面的作用以及为支持此类作用所需的能力发展方面是一次天
赐良机。尤其是，理事会发现，区域气候中心能够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敦促秘书处确保
2008-2009年的技术合作活动支持上述准备工作。
区域能力开发框架，包括区域战略计划和WMO国家基本信息数据库
制定和实施区域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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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忆及，第十五次大会要求区域协会举办一次论坛来审议WMO的战略计划，尤其是根

据2012-2015年的计划内容(包括通过区域分析和评估报告)提供有关各自活动和工作重点的综合性意
见，并根据需要协调各国对该计划区域部分的贡献。
6.26

理事会认识到区域战略计划将为NMHS区域能力的开发提供一个较长远的框架。理事会鼓

励各区协确定并实施其区域战略计划。
6.27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1(EC-60)– 区域战略规划。

加强综合区域活动，以使会员受益
6.28

理事会认为新的秘书处结构具有加强WMO支持会员的潜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其国

家计划纳入基于结果的区域能力开发框架。然而，区域工作需要区域办公室更具前瞻性，包括WMO
在各区域的办事处与其它相关的WMO单位之间紧密合作。
6.29

理事会赞赏区域的增值活动，其中包括有关会员需求和要求的各类区域技术大会、讲习

班/研讨会，特别是区域计划中的活动。理事会强调，重要的是要将大会和讲习班/研讨会的成果转
化成具体的行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组织此类区域活动，包括酌情利用
WMO-RTC 的设施。
6.30

理事会还赞赏各区域办公室和WMO在区域的各办事处为支持WMO各项计划在区域和国

家层面对区域协会提供的帮助。一方面，区域办公室致力于加强NMHS和 WMO之间的关系，另一
方面，还加强与区域机构和开发伙伴之间的关系。理事会认识到WMO在各区域的办事处需要在协
助NMHS制定和实施重点领域的符合WMO和区协战略计划的技术合作项目，如：气候变化适应、
粮食安全、减轻灾害风险以及相关的环境问题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NMHS。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员加强这些办事处，特别是为它们提供充足的人力和财政资
源，包括预算外资金和援派工作人员。理事会还要求区域办事处定期准备有关各自活动的报告，因
为这些活动与WMO的目标和战略计划有关。
6.31

理事会敦促会员进一步支持在各区域实施气候资料管理系统(CDMS)，并鼓励秘书长将该

项活动与其它能力建设活动结合起来，如：气候变化指数研讨会和由英国支持的CDMS 与WIS的衔
接项目。
6.32

理事会赞同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气象/水文计划和项目、组织相关区域经济团体的NMHS局

长会议和签署合作协议，来增强WMO与各区域经济团体之间的合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会员继续
支持这些活动，并进一步加强与区域经济团体的关系，包括联合发起的相关活动。
6.33

理事会对除了已有的INTAD-VI(欧洲)又建立国际合作和对外关系顾问或联络员区域网络

INTAD-I(非洲)、INTAD-II(亚洲)和INTAD-V(西南太平洋)表示欢迎，并认识到此类网络能提供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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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以协助常任代表开展国际合作并提高WMO区域办事处(包括驻外办事处)的工作
效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协助NMHS和区域协会继续在所有WMO区域建立INTAD网络并维持其有效
的运行。
WMO国家数据库实施政策和计划
6.34

理事会回顾了第十五次大会敦促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实现WMO 国家基本信息数据库业务

化，以合并WMO各项计划/司收集的信息并促进以综合的方式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信息。
6.35

理事会强调指出：国家数据库可促进会员、秘书处、合作伙伴、融资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之间的协同作用。
6.36

理事会认识到需要在明确确定用户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议国家数据库的概念，包括会员

可获取性、与其它专业数据库实现链接的可能性，同时要考虑到可能利用现有的企业应用模式和提
供开放源码软件以满足上述需求。关于降低国家数据库维护费用的方式问题，理事会建议会员按预
先设定的格式，使用基于互联网的方式更新各自的国家数据库信息。.
6.37

注意到其它组织具有国家数据库并还注意到自愿合作计划认捐方非正式计划会议同意设立

一个专题组进一步审议WMO国家数据库的要求和方案，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借鉴姊妹组织的经验，并
与专题组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在可行情况下尽快建立WMO国家数据库，同时考虑到财政限制和
建立一个有效数据的需求，以便收集信息并满足NMHS的需求。理事会进一步要求在2009年年底之
前建立国家数据库初期的运行能力。
6.38

理事会批准使用第14财务期的部分现金结余来开发国家数据库，并要求执行理事会能力建

设工作组监督WMO国家数据库的实施。
为千年发展目标和最不发达国家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加强WMO和NMHS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作用
6.39

理事会强调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事件和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重申WMO和NMHS的活动对国际发展目标有着直接
影响，这些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尤其那些与减少贫穷和饥饿、粮食安全、健康、减轻灾害风
险、适应气候变化、水资源和能源管理、男女平等及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各项目标。
6.40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加快编写关于加大WMO和NMHS对实现目标做贡献的指南，并促进利用该

指南。理事会进一步鼓励MNHS利用指南，除此之外，并使各项活动融入主流，包括制作和发布与
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信息和服务，并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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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和发展中国家的NMHS努力抓住新兴计划所提供的各种机遇，例如：非洲

促发展气候计划(ClimDev-非洲)、WMO灾害性天气示范项目和二区协关于“通过互联网提供具体城
市NWP产品”试点项目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航空气象计划”，以加强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目标所
做出的贡献。
援助最不发达国家
6.42

理事会重申WMO对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并认识到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提高其

NMHS为实现各自国家的发展议程做出贡献并有效参与其中的能力。对此，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
把科学技术计划活动的高优先重点放在这些国家，特别是教育和培训奖学金、设备的提供和专家服
务、参与WMO会议、讲习班和研讨会等活动。理事会感谢会员为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提供的援
助。
6.43

理事会认识到需通过筹措新的和额外的资源(包括预算外资金)提高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

效果。对此，理事会进一步呼吁会员、融资机构和其他开发伙伴为援助最不发达国家 NMHS的WMO
信托基金捐款。
6.44

理事会强调为加强对LDC的支持和融资而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呼吁这些国家的NMHS

采取适当的举措与其他政府实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联络员、发展伙伴
及其他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利益攸关方。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酌情对这类倡议提供支持。理事会
进一步敦促秘书长邀请诸如AusAID、NZAID、USAID、JICA、KOICA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发展机构
参加拟于2008年10月在瓦努阿图举行的二区协/五区协最不发达国家研讨会，以便调整那些需WMO
和LDC优先考虑的事项，使其符合这些发展机构的优先领域，从而筹措所需资金。
6.45

理事会认为提高工作的效果和提供服务的针对性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成功履行职责

至关重要，并要求秘书长和开发伙伴对这些NMHS中从事管理、战略规划、人力资源开发、市场营
销、项目开发和融资工作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支持，包括通过电子学习方式。
6.46

理事会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在努力有效地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和要求方面受到限制。

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开发伙伴协助最不发达国家编写、制定和更新NMHS计划，但要根据这些
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同时适当结合WMO战略规划及各自区域协会战略计划。
6.47

理事会强调提高决策者和发展伙伴(包括政府机构、合作伙伴和联合国常驻协调员)对NMHS

的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在实现布鲁塞尔最不发达国家行动计划的承诺，
将有助于提高NMHS的形象并吸引额外的资金。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和发展伙伴向最不发达国
家提供适当的援助，以便在对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试点和示范项目，有利地利用于天
气、气候和水相关的服务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
6.48

理事会强调进一步落实联合国系统行动计划2007-2010期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并要求有关技术委员会和秘书长确保WMO积极参与计划的实施和监督，尤其是那些WMO在其间发
挥主导作用的行动。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确保WMO积极参与审议布鲁塞尔行动计划，特别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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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筹备联合国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大会的过程。
援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6.49

回顾了联合国大会第62/191号决议，联大要求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大

努力以融入“毛里求斯深入落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战略”的主流。理事会要求
秘书长加快制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战略行动计划，旨在使小岛国的NMHS成为各自国家发展中的活
跃力量，特别是在它们所面临的各种环境挑战方面，包括适应气候变化。
6.50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会员通过与WMO协作在开发、融资和具体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项目和计

划方面继续努力。
高优先重点活动
6.51

理事会同意使用第十四财期的一些现金结余，资助1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编制发展计划

和现代化计划；资助在6个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关于社会经济效益的试点项目和示范项目；资助WMO
参与审议布鲁塞尔最不发达国家行动计划的进程，以及资助编写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战略行动规划。

7.

有效的管理和善政(战略主旨)(议题 7)

7.1

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发挥职能(预期结果 10 )(议程 7.1)

会议
7.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提出的旨在提高执行理事会及其它组织机构会议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用问卷调查方式征询与会人员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组织方式的反馈意见；
减少会议天数；除非提出要求，会前仅分发电子版文件；相应地提高分发的及时性并减少硬拷贝的
印刷；按照基于结果管理框架更好地调整议程。理事会赞同这些建议，并要求秘书长继续探索进一
步提高效率的措施。理事会欢迎会前分发电子版文件的倡议，并赞同将这一建议应用于未来所有组
织机构的会议，特别是因为这一措施既节约成本也大大提高分发文件的速度。根据同一精神，理事
会提请秘书长在通信中尽可能更多地使用电子通讯方式。
7.1.2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改进组织机构届会文件的透明度，尽可能使文件简明扼要，并确保

WMO秘书处各司使用最佳的做法。
7.1.3

注意到有可能更广泛地使用电子文件，理事会鼓励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管理组考虑使用新

的工作方法，包括允许会员在组织机构届会前对审议的文件提出意见。
7.1.4

理事会注意到，尽管存在一些时间安排上的问题，但在落实第十五次大会决定方面已经取得

进展，除了大会和执行理事会之外，在连续三个月的任何时期内不应当举行两个以上的组织机构会
议。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尽可能尊守这一规则以及第十五次大会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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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会议计划。此外，在确定届会时间时应当尽可能避开法定和宗教节日。
7.1.5

理事会考虑了水文学委员会主席关于帮助发展中国家代表参加2008年11月召开的委员会第

十三次届会的提议。该提议建议暂停执行决议19(EC-42)–有关非WMO职员享受差旅和生活补贴的规
定，从而允许资助会员代表出席委员会届会。迫于国内财政困难，很多会员无力资助国家代表出席
组织机构会议，理事会对此表示关注。这造成了地区代表的不均衡性，有时还会造成该组织选举官
员时达不到法定人数。理事会要求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在不暂停执行决议19(EC-42)的基础
上，研究克服该困难的可能性，不仅要考虑水文学委员会，还要考虑所有组织机构，特别是技术委
员会。理事会要求起草并向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选择受资助人选的流程和准则，
并提交详尽的法律和财务分析。
出版物
7.1.6

根据第十五次大会关于以硬拷贝和电子形式分发部分出版物的决定，并为响应会员和一般读

者频繁提出的更广泛提供《WMO公报》的要求，理事会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网站，公众可从该网站以
HTML和PDF格式获取选定的材料以及低分辨率的PDF文档。网络版材料对于广告客户更有吸引力，
因为它可以给它们带来更大的知名度，并且这些广告不仅有可能张贴在《WMO公报》内的页面上，
而且有可能
作为一种标识出现在《WMO公报》的网页上。《WMO公报》在线版本的这一创新方法使理事会受
到鼓舞，并建议秘书处一如既往，在选择广告客户和广告时要继续小心谨慎。
7.1.7

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建议和WMO会员关于尽可能广泛地分发WMO出版物的意愿，秘书处

在WMO网站上公布了一些法定出版物(包括基本和业务出版物)。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在国际互联网上
免费提供这些出版物，同时继续向所有其它媒体出售这些出版物。秘书处应当研究该政策的财务影
响，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7.1.8

理事会注意到，鉴于对语言的要求，WMO出版物在WMO的182个国家和6个地区会员中的现

行分发清单引起对出版物的成本效益的关切。2007年12月，各会员向秘书长并进一步针对其通函确
认了对出版物分发的语言要求。理事会建议秘书长根据需求和资金到位情况考虑最佳的时间安排，
以发行各种语言版本的出版物。
7.1.9

理事会认识到，目前获取法定出版物的方法以及向会员分发出版物的政策不再符合技术进

步或保持最低成本的要求。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审议上述事宜，并向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
六十一次届会 报告。
7.1.10

通过这些出版物提供指导一旦消失可能会对许多NMHS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因而直接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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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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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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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它们间接做出贡献的预期结果1(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2(提
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3(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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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WMO的观测系统)、5(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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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0(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发挥职能)产生不利影响。理事会赞同要符
合决议26(Cg‑15)–第十五财期期出版物计划的附件所提出的各项要求，这不仅有利于会员，而且能
保持WMO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有信誉和有重要性的成员的地位。因此，理事会大力鼓励秘书长建
立一个信托基金，以支持法定出版物的制作，并鼓励会员为这一基金捐款。
7.2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预期结果11) (议题7.2)

战略计划
7.2.1

执行理事会忆及第十五次大会关于制定下一个WMO战略计划的指示(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

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26)，总摘要第6.3.2段和决议28 (Cg-15) –制定WMO战略计划
2012-2015)，并赞赏地注意到其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关于该问题的报告及其有关改进战略计
划过程的建议。
7.2.2

理事会同意在制定下一个WMO战略计划时须考虑以下各方面：

(a)

考虑和反映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员的需求和愿望；

(b)

优化战略规划要素(如预期结果)的数量。 将新出现的需求、条件或举措纳入恰当的要素；比如
改进文字叙述，更加强调气候适应、服务提供和减轻灾害风险以及通过更好地整合和加强基础系
统提高服务质量，这无须增加战略主旨或预期结果的数量；

(c)

结合预期结果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项目；为此，战略计划过程需要制定鼓励会员建立这些
优先项目的手段；

(d)

明确区分秘书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应就此向执行理事会2009年6月的第六十一次
届会提交一份供审议的具体建议；

(e)

反映区域协会在衔接WMO战略计划和国家(会员)战略计划方面的作用，以及WMO战略计划与现
有或正在制定的区域计划间的联系；

(f)

按照战略计划(特别是其预期结果)来调整WMO组织机构的计划和工作机制，并研究如何对财务
影响进行评估；

(g)

关于改进对关键业绩指标的定义和描述，应将会员共同的业绩与秘书处的业绩加以区别；

(h)

为下一个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制定优先次序和相应财务影响的评估计划；

(i)

认识到WMO结构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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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理事会强调需确保：

(a)

第十五次大会要求的 WMO 计划与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挂钩，并明确地说明这些计划，包括
WMO运行计划(2012-2015)在实现预期结果方面的作用；

(b)

下一个WMO 战略计划应进一步增强在联合国内部及与其他相关组织的WMO伙伴关系的努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战略计划应明确定位WMO在国际舞台和支持NMHS方面的作用和位置。例
如，将建议的WMO的作用适当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内罗毕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
适应工作计划。对此，尤其需要在WMO下一个战略计划中纳入新的“气候适应”目标，以便进
一步加强WMO及其会员在气候适应方面的作用，新的目标须基于对WMO在该领域的具体作用的
澄清以及对未来财务影响的评估。

7.2.4

理事会赞同在2008年底完成WMO战略计划2012-2015草案和在2009年底完成WMO运行计划

草案的时间安排；以及在2010年底提供基于结果的 2012-2015预算的时间安排。
7.2.5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在2009年6月的第六十一次届会上报告当前WMO战略计划实施及下个战略

计划的制定所取得的进展。
7.2.6

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确保各自的未来计划(目标、提供的服务、业绩指标和实

施时间进度)与下一个WMO战略计划全面吻合，尤其是与有关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相吻合。
7.2.7

理事会提请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在秘书长的协助下建立一个灵活有效的工作机制，

以研究和提出使WMO结构与基于结果的战略计划保持一致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提交2009年6月的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
7.2.8

最后，理事会要求其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a)

积极引导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参与战略计划的滚动工作；

(b)

继续对下一个战略计划过程提供指导，旨在确保草拟过程中的WMO战略计划能反映正在形成的
需求和战略挑战。

运行计划
7.2.9

执行理事会忆及根据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的决定和指导意见，有必要为2008-2011 阶

段制定一份秘书处运行计划而不是整个WMO的运行计划。它进一步忆及第十五次大会要求通过涵盖
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的计划，扩大秘书处运行计划(2008-2011)，使之成为
综合的WMO运行计划。
7.2.1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其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的报告和关于进一步改进秘书处运行

计划(2008-2011)和制定一份完整的WMO运行计划的建议和结论。理事会还参考了技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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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2008年2月，日内瓦)的有关结论。意识到确定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
的贡献以及将这些贡献与秘书处运行计划(2008-2011)相整合可能会与制定下一个WMO运行计划
(2012-2015)同步进行，第十五次大会要求后者在2009年底完成草稿，理事会同意在以下方面改进运
行计划的编制过程：
(a)

重点关注未来以及从一开始即将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的多样化的需求
和优先领域全面地整合到下一个WMO战略计划(2012-2015)的编制过程。此举将在下一个计划编
制周期形成一个2012年后的全面的涵盖整个WMO的运行计划；

(b)

将WMO运行计划(2012-2015)中的可提供的服务与下一个WMO战略计划中描述的战略宗旨明确
挂钩；

(c)

WMO的相关部门为秘书处运行计划(2008-2011)拟订的可提供的服务须更适当地体现由组织机构
和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目前的计划，从而改进目前的秘书处运行计划(2008-2011)；同时
通过确定可提供的服务、业绩目标和时间序列来更好地区分会员和秘书处的任务；

(d)

要求组织机构和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和视情修改对秘书处运行计划 (2008-2011) 中可提供的
服务以及业绩指标的可衡量性的描述，因为准确叙述可提供的服务对赢得可衡量和能为各方接受
的重要的成果十分重要。开展这项工作需与落实相关计划的秘书处部门密切合作，这样才能改进
2008-2011的秘书处运行计划。第十五次大会要求秘书长向2009年的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一份监
督和业绩评价报告，这项工作对于编写这份报告也是有用的。

(e)

根据战略计划，考虑WMO和NMHS任务的明确区别，将业务计划制定得尽可能简单；

(f)

与不断发展变化的WMO结构保持一致。

7.2.11

理事会认识到大部分组织机构的计划周期与WMO的财务时期以及WMO运行计划不对应。这

给WMO战略和运行计划的编制造成复杂和不一致。理事会同意，要求其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
组对组织机构和联合科学/指导委员会如何调整运行计划的编制以及它们的工作周期提供指导，以便
使它们与WMO战略计划和WMO运行计划相协调。
监督和评价
7.2.1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关于WMO基于结果的监督和评

价体系事宜的报告。理事会讨论了在基于结果的管理背景下处理本组织范围内的监督和评价问题的
途径和今后的进展。

7.2.13

理事会认识到基于结果的管理正在为在基于结果的管理框架下制定目标、监督、评价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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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提供一个连贯的框架。对此，理事会注意到基于结果的管理支持向由战略和结果驱动的计划
模式过渡，以及从针对投入和产出的内部管理方式朝着以实现结果为中心的“外向型”过渡。
7.2.14

理事会注意到基于结果的管理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即WMO 战略计划、WMO运行计划、

基于结果的预算以及WMO监督和评价体系。对此，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执行理事会WMO战略和运
行计划工作组审议并总体上同意关于WMO基于结果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基于结果的管理的第四组成
部分)的提案。
7.2.15

回顾了与在WMO实施基于结果的管理有关的一些亟待要求解决的问题，理事会同意针对监

督和评价体系采取一种分阶段和务实的途径。例如，最初可以把实施该体系的重点放在与经过深思
熟虑的关键业绩指标挂钩的一些数量有限的预期结果上。
7.2.16

理事会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要把重点放在这项工作的成果上。理事会再次强调有必要细化可

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相关的业绩指标(或或关键业绩目标)，以确保监督和评价体系建立在适当和可衡
量的业绩标准的基础上。因此理事会决定作为第一阶段，实施一个简化的监督和评价体系的组成部
分应当与改进的秘书处2008-2011年运行计划协调一致，以便对要求秘书长向2009年的执行理事会第
六十一次届会提交中期监督和业绩评估报告做出贡献。
7.2.17

理事会认识到监督和评价一方面需倾听项目管理者(把监督和评价当作一个管理工具使用)的

意见，另一方面须倾听WMO管理机构和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对此，理事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在其第
十次会议上表示支持分阶段实施的方法，其中包括第一阶段中的简化部分。
7.2.18

理事会同意在开发监督和评价工具和方法过程中采取一种灵活的途径，以确保秘书处各职能

司、各技术委员会及区域协会能够很容易地妥善适应这些工具和方法。理事会进一步决定建立监督
和评价体系应该考虑在一些会员国，特别是在这些国家的NMHS中已吸取的经验教训和现成的监督
和评价工具和方法。
7.2.19

理事会要求秘书处确保以一种可用可行且成本有效的方式制定一份全面的监督和评估计划以

便提交2009年6月的第六十一次届会。这一监督和评价计划还应包含一项对有关启动成本和经常性成
本进行估算的成本效益分析，其中包括与数据收集相关的成本，以及从监督和评价体系获得的预期
效果和提高效率的情况。
战略计划- NMHS 的 作用和运作, wmo 组织机构间的联系和马德里行动计划的实施
7.2.20

理事会对其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就一系列NMHS的作用和运作方面的活动提出的

建议表示赞赏。这些活动包括为NMHS和用户制定调查问卷、制定关于NMHS的作用和运作声明、
WMO组织机构间的联系以及于2007年3月19-22日在马德里召开的安全和可持续生活：天气、气候和
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国际会议结果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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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重申需经常审议对NMHS的作用和运作会产生影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旨在提高

NMHS履行职责的效率。它强调作为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权威机构，WMO尤其应该加强有关全球
问题的日常报告、声明和简报的编撰工作。
7.2.22

理事会赞同其工作组关于以下重要活动提出的建议：

对NMHS的问卷调查；问卷的评价方法和使用
7.2.23

理事会注意到为使秘书处掌握情况以便制定帮助NMHS开展活动的计划，秘书处必须全面了

解会员目前的情况和它们面临的关键的挑战。定期和系统地开展问卷调查可以跟踪了解NMHS的需
求和当前的处境，并会减少对会员的问卷数量。鉴于WMO国家基本情况数据库会给这项工作提供
新的有用的技术信息，理事会重申需要开展这一数据库的工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着手开展一次对
NMHS 的问卷调查。
对NMHS 的用户单位的问卷调查
7.2.24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着手制定一个旨在鼓励NMHS 收集用户信息的调查问卷。注意到NMHS

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问卷，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针对NMHS 如何利用问卷开展调查提供信息，比如
以下方面的信息和指导：具体的调查部门，如何与这些部门接触，利用自己部门的经验和技术为基
础与用户互动，以及散发那些信息。
修改执行理事会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7.2.25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着手修订执行理事会在2005年的第五十七次届会上通过的执行理事会关于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理事会强调声明应突出NMHS 在应对气象、水文和气候对
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方面说发挥的作用。由于声明旨在为NMHS 的局长与决策者的讨论提供基础，理
事会建议声明应包括目前的WMO战略计划的内容。此外，声明应有助于促进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
文部门的密切合作，尤其是在该两部门是单列的国家。
改进WMO组织机构的职能和它们间的联系
7.2.26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针对WMO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整合对组织机构的作用和工作计划可

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7.2.27

理事会认为组织机构需根据基于管理的系统调整各自的活动。对此，它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

委员会为监测和协调各自下属机构及机构间的活动确定标准。标准应含时间限制并应与战略计划、
秘书处运行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相一致。
7.2.28

理事会敦促组织机构加强单独和联合的努力，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优化国际援助，加强对

交叉问题和活动的合作，比如WIGOS和地球观测组的合作，加强NMHS 间在提供天气、气候、水和
减轻灾害风险服务方面的协调，以及集中人力和物资资源以加强NMHS 的能力。为此，它决定启动
对技术委员会职能的讨论，其目的是确保技术委员会能更加直接地支持WMO新的战略规划过程。讨
论拟在理事会层次上进行，以便形成建议供大会审议。

总摘要

75

实施马德里行动计划
7.2.29

理事会同意对监督马德里行动计划下的行动的进展承担主要责任，确保其有效地执行。理事

会进一步要求技术委员会继续考虑它们各项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益，并不断向秘书处通报它们在行动
计划方面的活动情况。有关如何推动马德里行动计划的其它建议在议题4.2下讨论。
用第14财期现金结余支付的追加支出
7.2.30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第15财期(2008-2011年)第一个两年期(2008-2009年)的高优先

重点活动的建议，经费出自第14财期(2004-2007年)现金结余。
7.2.31

虽然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项目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理事会成员仍要求了解由现金结余资

助的高优先活动的细节。一些成员建议按照大会决定的预期结果11(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而不是11个预期结果来分配费用。一些会员提出，它们需要更多了解预期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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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活动信息，如建立一个有关气候适应和WMO秘
书处碳中性的知识库。一些成员对可能从常规预算中支出CO2抵消活动的费用持保留态度。
7.2.32

一些会员对建议的高优先活动可能产生的长期工作表示关切，如IPSAS项目和欧洲区域办事

处的加强。其他会员强调了有关能力建设(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遭受自然灾害和内战的国家)、质
量管理，以及气象和水文综合早期预警系统示范项目活动的重要性。理事会建议，按照不同预期结
果对活动进行划分，并增加可比的计划性信息(包括对未来编制的风险和影响)来改进预算编制。理
事会还注意到，缺乏有关可提供服务的业绩指标不利于项目优先级别的设定。理事会对各种执行理
事会文件中提到的可用资金和财务需求不一致表示关注，并表示需要从战略层面讨论这些需求以便
将来的资金分配。
7.2.33

秘书处指出，将由现金结余支付的高优先级活动旨在补充从第十五财期已批准的常规预算中

支出的重点活动，这些高优先级活动将在第十五财期内执行完毕。秘书处还特别指出，现金结余带
来的资源将不会用于消除二氧化碳的活动，只会用于由WMO秘书处开展的减轻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碳中
性的研究，该结果将报告EC供下一步参考。
7.2.34

理事会总体上支持加强WMO区域办事处的建议，特别是按照第十五次大会决议加强欧洲区

域办事处的建议(第十五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总摘要第3.8.1.52段)。
7.2.35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2(EC-60)– 第14财期现金结余支持的2008-2009两年期高优先重点活动，同
时注意到对2010-2011年的资金划拨建议，并要求秘书长根据2010-2011年建议的修订预算，提交明细
的建议。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7.2.3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自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以来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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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重点就以下事宜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对年度财务报表、整个财期的报表和外部

审计员的工作的审议；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各项计划和进展报告；秘书长提出的项目建议，包括有关
从联合国会计制度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转变的会计制度改革建议；甲骨文系统的实施；企业风
险管理；以及所需的其它财务和管理事宜。
7.2.38

理事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就以下事宜提出的建议：尤其涉及财务报表、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WMO的监督和评价体系、联合检查组关于WMO秘书处的报告以及审计委员会采取的行动，并根据
在各议题下的决定审议了这些建议。
7.2.39

理事会支持采用公开和透明的原则来披露内部监察办公室发布的内部监察报告，对此，理事

会通过了决议13(EC-60)–关于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7.2.40

理事会保留与审计委员会有关的所有决议有效，并要求审计委员会除审议其职责之外，还要

审议外部财务专家的任期，以确保他们适当留任，并向2009年6月的 第六十一次届会报告结果。
内部监察室–问责制年度报告
7.2.41

理事会注意到内部监察室主任的2007年度问责制报告以及秘书长对此报告的意见。理事会在

讨论该报告的同时还审议了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7.2.42

理事会审议了关于监察结果、建议和对策和对充分的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监督的意见报告

摘要。理事会还注意到在落实监察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理事会同时审议了报告中“管理层应当引
起注意的领域”一节，进而敦促秘书处在现有资源内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检查组
7.2.43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检查组(JIU)报告“关于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管理和政务的评审报告

(JIU/报告/2007/11)”给出的JIU对WMO的全面审查意见，以及秘书长就该报告的答复。理事会还注
意到2008年3月审计委员会的讨论及其对针对审计委员会工作的JIU第26号建议的意见。
7.2.44

理事会注意到，一方面，该报告包括提交给立法机构的若干有用建议(建议1-9和18-21)；另

一方面，也包括提交给秘书长的若干有用建议(建议10-17和22-27)。理事会尤其讨论了以下事宜：
• 重新调整技术委员会，使其与WMO战略计划保持一致；
• 国家需求评估；
• 人力资源管理；
• 职业道德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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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强调要仔细审查各项建议，并找到解决该报告提出问题的最佳方式。它注意到需要更

深入地审议许多与管理有关的问题(建议1-8)，此事最好由有关的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和WMO的其他
组织机构处理，从而为第十六次大会做好准备。
7.2.46 忆及2002年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四次届会批准了WMO对JIU报告采取后续行动的程序 ，理事
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落实与WMO有关的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些进展情况包括第十四次大会
之后公布的JIU 有关联合国系统的报告和具体针对WMO的报告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WMO)周转基
金的评审报告”(JIU/报告/2007/3)。关于这些建议，理事会讨论了与差旅和监察有关的事宜。理事会
还赞同秘书处对JIU建议后续行动的定期进展报告所采用的新格式。
7.2.47

鉴于此，理事会通过决议14(EC-60)– 联合检查组。

审议2007年的帐目
7.2.48

执行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2007年经审计的财务帐目，对外部审计员的工作表示

感谢。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对2007年的帐目签发了无保留的意见。
7.2.49

理事会注意到2007年的正常预算支出为6450万瑞郎。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做出的保证，即

2006-2007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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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0 理事会注意到第十四财期末结余为920万瑞郎，根据决议35 (Cg-15)– 第十五财务时期的最大
支出(2008-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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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拖欠会
费减少了530万瑞郎。理事会敦促会员尽早偿付欠款。
7.2.51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2007年底，普通基金中的现金余额总计为1830万瑞郎，其中结余资金920
万瑞郎，提前收到的会费400万瑞郎，业务储备金390万瑞郎和其他净债务120瑞郎。理事会注意到，
业务储备金从2006年的500万瑞郎减少到2007年的390万瑞郎，这主要因为清偿了建设WMO总部大楼
的剩余债务和取消了改善办公大楼的费用。
7.2.52

理事会注意到2007年的预算外支出为2710万瑞郎，预算外收入为2450万瑞郎，年度亏空由前

些年的结余填补。理事会还注意到预算外活动的现金余额为2860万瑞郎，反映出WMO仅在收到预算
外捐款之后再支出的政策。
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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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4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起草一份正式计划，按照大会通过的标准采取行动筹集周转资金，并就此

向2009年6月 的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报告。
7.2.55

理事会同时要求秘书长在项目和战略层面确定本组织面临的重大风险以及相应的减缓行动，

并定期向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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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5(EC-60)–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2007年的帐目。

修改工作人员细则
7.2.57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理事会第五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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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级官员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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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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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际电联和万国邮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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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日起追溯
有效。
			

7.2.59

现有规定             

新规定

秘书长		

292 652美元		

301 988美元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270 468 美元		
250 301 美元

279 096美元
258 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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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美元。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7.2.60

理事会注意到，2007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于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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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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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2

理事会忆及，第十四次大会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如果在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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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3

理事会注意到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联和万国邮联)根据下面的标准正在或已调整了不

定级官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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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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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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5		

现有规定            新规定

				
有受赡养人的净工资
151 064美元		
154 040美元
138 663美元		
141 395美元
127 389美元		
129 89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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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它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
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人事事宜)
7.2.66

职工委员会主席代表全体职员对有机会在执行理事会上讲话并根据2008年4月召开的职工委

员会特别大会上有关职工对工作条件的意见提交文件表示感谢。
7.2.67

理事会注意到职工委员会主席的讲话及秘书长的意见。理事会注意到职工的关注，联合检查

组报告(JIU/报告/2007年11月)也已部分提到这些关注。它认识到秘书处目前正在经历的改革有可能
会给部分职工造成压力和不快。它进一步认识到参加职工委员会特别大会的大部分职工指出秘书处
的改革过程对职工十分重要。为此，理事会赞赏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以及提出的一些新的建议，其中
包括定期的论坛已加强有关人事变动方面的沟通，指定一个有外部专家参加的“改革管理组”，制
定一份面向职工的通俗易懂的“人员计划”，并对培训进行投资使职工更好地面临挑战。
7.2.68

理事会鼓励继续准备第十五次大会要求的职工调查，并注意到这一准备工作在与职工委员会

的密切合作下进展顺利。它提示秘书长，利用标准的问卷开展职工年度调查能使调查与其他组织相
比较，这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调查有助于详细分析各种影响职工积极性和激情的因子，包括病休，
调查也能让秘书长与职工委员会密切合作，确定改进措施以及帮助确定拟采取的适当行动。理事会
要求秘书长向2009年6月的第六十一次届会报告进一步的发展情况。
7.2.69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与职工的工作条件有关，它敦促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步骤及时

地处理未解决的问题，以便减少问题的数量。
7.2.70

理事会注意到已有的联合磋商机制(联合磋商委员会)，应充分利用该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理事会强调，需要一种正式的过程，以便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意见解决秘书处内故意有违WMO道德
准则的问题，理事会获悉，秘书处正在积极寻找满足这一需要的办法，如通过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分
享其作用。
7.2.71
问题。

理事会还强调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秘书处人力资源战略并要求秘书长与职工密切配合解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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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对秘书处所有职工的工作表示感谢，并鼓励职工与秘书长共同工作以实现改变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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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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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次届会以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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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在
发布空缺通知后通过竞争而由秘书长做出的提名和/或提升并注意到到秘书长发起的岗位转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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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资源管理(议题 8)

8.1

融资办公室：任务声明和战略行动计划 2008-2011(预期结果7和9) (议题 8.1)

8.1.1

执行理事会赞赏秘书长设立了融资办公室(RMO)，并对拟议的工作方式(任务声明)和

2008-2011年的融资战略表示欢迎(见本报告附录11和附录12)，并注意到拟议战略与WMO战略计划
尤其是与预期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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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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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理事会注意到融资工作
是一项重大的挑战，需要会员和WMO全体职能司协调一致的努力。
8.1.2

理事会坚决支持对RMO提出的重点，即支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高国内外对旨在发展NMHS

的活动提供支持和资助的力度，使NMHS的服务水平能满足保护生命、财产和粮食安全的需要，其
重点将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与区域战略计划和战略发展计划保持
一致。
8.1.3

理事会注意到，为提高国内外对NMHS的支持力度，有必要大力宣传NMHS产品和服务在支

持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和价值。在这方面，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过以下方式，协助NMHS展示
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和效益；
•

关于社会经济效益评估部分开展可行性研究；

•

使评估和展示社会经济效益的方法标准化；

•

开展案例研究，收集“最佳做法”；

•

支持国家和区域层面强有力的宣传计划。

8.1.4

理事会承认NMHS在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且国内存在以下重大的融资机遇：国家预算编

制过程，驻外使团和大使馆： “统一的联合国”国家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委员会ACP方式、
以及与各国政府一道规划海外开发援助的其它机制。同时，理事会欢迎有关RMO 把重点放在协助
NMHS上的提议，以通过培训讲习班和直接支持的方式来抓住国内的这些融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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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还通过以下方式支持重点推进NMHS战略发展的途径，即通过大规模的区域活动计

划，通过发展主要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来筹集满足这一规模行动所需的资金。理事会建议加强对认
捐方的协调和整合，以确保利用整体对待的方法来实现端-到-端系统的开发，同时不仅考虑可持续性
所需的技术需求，而且也考虑体制因素。
8.1.6

理事会注意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可能在开展与NMHS的融资有关的互动方面具有潜力，

而且许多联合国组织已通过全球协议来维持这种伙伴关系计划。理事会还注意到经修改的执行理事
会能力建设工作组职责范围以及提议的活动清单，要求该工作组视情与其它执行理事会工作组一道
建立一个专题组。根据本次届会对该议题的讨论情况，理事会要求该专题组调查和制定一个指南，
以指导WMO，尤其是NMHS如何针对WMO赞助的有关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服务方面的活动与私营
部门建立和/或加强互利伙伴关系。理事会进一步要求该工作组向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
报告。
8.1.7

理事会注意到WMO关于加强NMHS和WMO合作第二次研讨会(2007年9月，中国)及为第一

和第二/五区协举办的两次关于常任代表的对外关系顾问区域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上述研讨会分
别由中国、南非和韩国联合发起，并得到澳大利亚、中国、日本、芬兰、法国、韩国、英国和美国
的支持，最终导致设立了区域国际合作和对外关系顾问网络(INTAD-I (非洲)、INTAD-II(亚洲)、
INTAD-V (西南太平洋)和INTAD-VI(欧洲)) 。考虑到这些网络事实上是非正式的，理事会认为常任
代表的对外关系顾问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融资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帮助这些网
络和相关的顾问，并于2009年为第三/四区协组织类似的研讨会。
8.1.8

正如本报告附录12提出的，理事会欢迎为设定现实的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以便通过秘书处以

及直接向会员国增加对技术合作活动的预算外支持，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是与潜
在的资助伙伴建立关系，并注意到这将是长期的过程，需要秘书处作出重大的承诺。
8.1.9

认识到有些现有的WMO活动没有资助或资助不足，根据现有的资源，融资办公室无力应

对目前所有的需求，理事会要求该办公室根据各国和区域协会提出的需求确定优先。
8.1.10

理事会支持本报告附录11中RMO 任务声明和实施战略所介绍的WMO融资办公室的战略目

标。理事会还认识到自己在为全球天气、气候和水实体进行融资方面的作用，它承诺会根据情况提
供帮助。理事会要求针对WMO运行计划既定的目标准备定期的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报告，理事会认
识到这些目标须根据目前的趋势和更符合实际的期望进行调整。
8.2

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议题 8.2)

8.2.1

理事会回顾到第十五次大会批准在第十五财期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附带400

万瑞士法郎的一揽子项目，并决定IPSAS 的实施应作为最高优先列入由第十四财期的结余承担的额
外支出。
8.2.2

理事会审议了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和财务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实施IPSAS的报告和若干

建议，以及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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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批准第十五财务期实施IPSAS的380万瑞士法郎作为额外支出由第十四财期的结余承

担。
8.2.4

考虑到向IPSAS过渡是一个高风险项目，理事会要求在将成本降到最低的同时把风险管理纳

入该项目；并要求向审计委员会、财务咨询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定期提交有关该项目的进展报告。

9.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9.1

加强WMO在联合国系统协调的气候变化应对中的作用(议题 9.1)

9.1.1

执行理事会回顾到联合国与WMO协议第十条，并考虑到以下各点：

(a)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以及联合国各种高级别气候变化活动的成果；
(b)

联合国秘书长在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报告(文件A/62/644)，该报告概述了由联合国系统行政首
脑协调委员会(CEB)制定的联合国系统的气候变化活动及协调行动；

(c)

2008年4月28日CEB作出的关于概述机构间协调机制的“全系统关于气候变化的一致性”的决
定；

(d)		 2007年10月26日CEB作出的“迈向一个气候中性的联合国”的决定；

9.1.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对气候变化关注已呈增加趋势，这些关注提升了WMO的科学、观

测、评估和预测的政治形象及其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性已变得更加突出。它对秘书处针对联
合国系统清单和协调行动计划的制定及提高气候变化方面的公共意识所做的前瞻性工作向秘书长表
示赞赏。
9.1.3

理事会表达了对WMO合作伙伴–UNEP、UNESCO/IOC、ICSU和IPCC、WCRP及GCOS的联合发起机

构所提供支持的赞赏，这为UNFCCC旗下广泛的谈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科学产品以及其它方面的
贡献。重申WMO将继续根据联合国气候战略要素竭尽全部的贡献，在一个约定的框架内支持UNFCCC的
谈判进程，并为实施内罗毕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工作方案以及大会授权的其它活动做出贡
献；
9.1.4

理事会强调WMO在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方面的核心贡献基于三个顶层目标，WMO应通过以

下方式来实现和宣传这三个顶层目标，即利用其基础设施和科学专长；完成目标规定的任务；和吸
收联合国系统成员的专门知识和资源，以便参与联合国系统的活动，支持其他的组织。与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5条的内容相一致，WMO 的具体贡献体现在以下主要领域：：
(a)

创建和维护知识库：
(i)		从全球系统的观测和监测协调网络获得可靠而中立的资料和信息，该网络是在WMO
综合观测系统框架下进行整合的，资料和信息则通过WMO信息系统进行交换，
(ii) 促进科学研究，改进气候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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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评估全球气候状况、气候变量及其影响，并发布权威性声明，报告IPCC评估结果；
(b)

提供气候预测、灾害预警和其它信息与服务，以支持会员采取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

(c)

在气候变化问题、气候趋势监测和在国家层面使用气候预测方面协助会员开展能力建设；

(d)

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

9.1.5

理事会强调指出，认可WMO作为气候领域的主要联合国组织之一，为WMO提供了一个强大

的机遇：WMO可以借此利用联合国系统中的专门知识和资源，以重建和维护观测网络和加快科学进
步，并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使用科学信息。 它还增强了本组织在以下领域的责任感：即协助加强联合
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学术界和私营机构之间的合作。
9.1.6

欢迎WMO秘书长和UNESCO总干事的倡议，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关键交叉领域，即“科学、

评估、监测和预警(知识库)”领域，共同主导联合国系统的协调，并提请秘书长与UNESCO 继续协
商；
9.1.7

理事会建议秘书长继续致力于联合国系统在知识库方面的合作，优先领域如下(本报告附录

13为初步问题清单)：
(a)

承担对系统的维护，以提供对任务至关重要的天气、气候和水资源方面的数据和信息；

(b)

警告并通知公众有关高影响天气和气候预估的情况，使他们能够相应地改变行为方式；

(c)

方便国际组织获取科学数据和信息，这些数据和信息对于国际组织进行评估或制作其它产品是明
确和有用的；

(d)

利用国际科技和开发降低天气预报和气候预估不确定性的工具，同时鼓励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并
把重点放在气候极端事件如洪水或干旱上；

(e)

通过向决策者及时提供适当的信息来加强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

(f)

加强各国在应对规划(包括减少灾害风险)中更好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的能力。

9.1.8

理事会鼓励WMO为其会员在所有关键部门开展适应工作主动提供科学依据，特别是能源、

农业和渔业、减轻灾害风险、淡水、健康、运输和海洋等。应作出特别努力以协助应对迫在眉睫的
挑战，如粮食安全和减轻灾害风险；
9.1.9

理事会认识到，需要资源来召集知识库的协调活动，参与广泛的磋商和进一步的部门工作以

及其他政府间磋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磋商发生在联合国总部，可以得到WMO驻纽约联络处的支
持。WMO驻纽约代表可辅助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秘书处以支持气候协调活动；
9.1.10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关于气候的磋商包罗万象并具连贯性，增强现有系统各成员的力

量，可以导致作出分散化、专业化、相对高效、灵活和敏感的安排，充分利用各专门机构的专业知
识和各自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这种做法对于其它环境领域的协调也将是有用的；

8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9.1.11

它进一步注意到“绿化联合国”的倡议和下述的目标：

(a)

气候友好型的WMO秘书处运作(减少碳足迹以及水和纸张的使用；提高能效)；

(b)

提高对气候问题的意识；

(c)

共享气候友好型机制；

9.1.1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开发一个气候友好型的运作概念，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基准线分析，

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和措施，以及对预算的影响，供其审议和批准。它强调必须实现目标和相关资源
需求之间的适当平衡，以确保对会员的优先服务不会受到损害。理事会强调WMO的常规预算资金绝
不能用来购买碳抵消；
9.1.13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在当前的计划和预算内尽可能推进商业做法的现代化以节约成

本，减少WMO秘书处运作所产生的碳排放，特别是通过更多地利用视频会议设备以及合并会议。它
要求会员就这一倡议开展合作，特别是对于航空旅行，按照总则第36条的规定，其费用通常应由会
员承担；
9.1.14

理事会邀请秘书长提高工作人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气象和水文团体以及一般公众的意

识，并推动和提倡气候友好的做法。它邀请国际科学理事会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支持由
WMO、UNEP、 UNESCO/IOC发起的该倡议，这些单位是IPCC、WCRP和GCOS的联合发起机构。
9.2

WMO在空间天气方面的潜在作用(议题 9.2)

9.2.1

执行理事会认为，发生在太阳上和电磁层、电离层或热层中并影响近地环境的各种状况

(统称为空间天气)对太空和地基技术系统的性能及可靠性并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重大影
响。第十五次大会已要求WMO空间计划“审议空间天气领域的活动，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气象卫

星的运行 ”。第八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协商会议(2008年1月)认识到空间天气与当前的WMO活动
密切相关及其与WMO当前活动的潜在协同作用，要求就WMO可能的参与空间天气计划的范围、
成本和效益准备一份报告。该报告可在线获取(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Refdocuments.
html#SpaceWeather)。
9.2.2

理事会同意空间天气与WMO活动具有相关性。首先是因为空间天气对环境卫星和无线电通

讯具有强烈的影响，其中环境卫星是全球观测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无线电通讯则是WMO信息系
统的业务组成部分。此外，理事会确信空间天气会影响一些重要的应用领域，如航空、卫星定位、
能量分布，这些均涉及到气象服务的重要用户。
9.2.3

理事会认为，在WMO当前活动与空间天气领域的新兴业务活动之间具有潜在的协同作用，

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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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享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空基和地基观测平台整合气象和空间天气观测
功能；

•

通过WMO信息系统提供日常信息；

•

通过多灾害途径发布空间天气警报；

•

太阳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

基于WMO的业务经验和国际知名度与用户进行互动。

9.2.4

理事会认为，空间天气对于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海事组织很重要，并认为联

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已经初步审议了对空间形势的意识，其中包括空间天气状况。理事会
支持与这些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细化其对于空间天气的需求和期望。理事会对航空气象委员会准
备通过其相关专家组支持这一活动表示欢迎。
9.2.5

理事会强调指出，国际空间环境局(ISES)是天文和地球物理资料分析机构联合会的一个常设

机构，与ISES的协调是必要的，其中包括13个ISES会员国，它们推动了资料共享以及由各区域预警
中心发布的近实时预报的共享。
9.2.6

理事会注意到，包括澳大利亚、中国、芬兰、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在内的一些WMO会员已经

把空间天气置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职责之下。这些WMO会员强调需要在现有安排之外加强空间天
气活动的国际协调，建议WMO以高效方式在支持这些协调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9.2.7

鉴于空间天气对气象基础设施和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有相当大的影响，以及气象和空间天气

机构具有潜在的协同作用，理事会一方面相信WMO有特殊专业技术的同时，同时确信在WMO支持
下加强空间天气活动的协调可以获得预期效益。因此，在适当考虑了国家和国际层面现有的空间天
气框架的情况下，理事会完全支持WMO在加强空间天气国际协调方面活动的原则，同时重申天气、
水和气候问题仍是WMO活动的主要领域。
9.2.8

理事会尤其认为WMO对空间天气的参与应侧重于：

•

协调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框架内对观测的要求、传感器和标准；

•

与主要应用部门互动确定产品定义；

•

通过WMO信息系统交换和提供空间天气信息；

•

在WMO多灾害活动中发布应急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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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空间天气研究和业务部门之间的对话。

9.2. 9

理事会认识到，对那些参与空间天气活动，但并未将这一领域纳入其NMHS职责的会员而

言，WMO的参与使这些NMHS有机会加强与其他负责空间天气工作的组织的联系。对不参与空间天
气的WMO 会员而言，NMHS不需要承担该领域的义务。
9.2.10

理事会注意到，与几十年前的气象学相比，空间天气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面对不断增加的业

务需求，其科学研究正日渐成熟的阶段。理事会提及科学界在空间天气领域的现有重要作用，强调
WMO参与的潜在效益将有助于填补研究和业务之间的空白。

9.2.11

理事会还认识到，秘书处目前没有可用于空间天气的资源，认为这一新活动需要由预算外资

金单独支持。理事会敦促WMO会员考虑通过援派专家和为信托基金捐款的方式提供所需的资源，并
对美国提出考虑提供支持向J. Hayes先生表示感谢。
9.2.12

理事会还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和航空气象委员会 与ISES及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

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制定WMO在空间天气方面
的各项活动计划，确定各项目标、活动、资源、可提供的服务以及预期成果。理事会进一步提请两
个技术委员会在第十六次大会前向理事会提交活动建议，以便就WMO 正式参与空间天气适当纳入未
来的WMO战略计划。
9.3

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议题 9.3)

9.3.1

执行理事会根据以下的重点主题讨论了这个广泛而复杂的领域：

(a)

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与用户；

(b)

从事仪器和系统开发的私营部门；

(c)

私营部门的观测网络；

(d)

私营部门的赞助和伙伴关系；

(e)

私营保险和金融行业；

(f)

马德里行动计划。

9.3.2

理事会成员提出的意见和评论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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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在气象服务的提供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且日益增加的运作模式，其中包括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商业和国际服务部分和纯私营的部门。
9.3.4

理事会认识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商业服务供应方开展商业服务之间的互动往往是一个国

家特有的情况。这包括以协调有序的方式赋予商业服务提供方在开展一些特别领域的服务(如航空、
海洋气象和水文气象气象安全服务)时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私营部门对NMHS的资料、产品或服
务须进行补偿。因此，理事会提请各区域协会审议此类事宜，并酌情采取行动。
9.3.5

理事会注意到，尚不存在与WMO对应的代表私营部门的国际组织，并认为设立这样的机

构将非常有助于WMO与私营部门代表间的协调。理事会欢迎在WMO和私营部门之间开展讨论的倡
议，并认为这样的组织将最大程度地促进这种讨论。理事会回顾了WMO，尤其是仪器和观测方法委
员会针对水文气象仪器行业协会所采取的措施，以及CBS针对国际广播气象协会所采取的行动。理
事会认为这些活动有益于本组织，并且是WMO和国际协会成功合作的典范。
9.3.6

理事会认为，在与私营部门建立进一步关系的时候，私营部门应尊重和支持本组织在科学上

的完整性。
9.3.7

理事会强调指出，NMHS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对调整NMHS的作用和运作的未来战略及其

融资基础仍然十分重要。它还强调指出NMHS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旨
在优化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获得的社会益处。理事会认识到WMO需解决许多方面的问题，
而且许多会员需要这方面的指导。因此，理事会同意要求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
组与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及能力建设工作组合作，就以下事宜向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
六十一次届会提出建议：
(a)

WMO为促进建立全球性的或区域性代表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的国际机构的若干方案，以更好地
促进该类私营部门与WMO之间的协调；

(b)

处理NMHS和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之间互为补充但又相互竞争的合作关系问题的方法；

(c)

考虑到执行理事审计委员会的有关建议，制定一个有关与赞助方和认捐方开展合作的道德框架的
政策和指南；

(d)

由有关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参加的机制，旨在制定供NMHS使用的伙伴关系最佳做法指南，以
便促进与私营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的水文气象服务提供者的进一步合作。

9.3.8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a)

通过对这方面经验的专项调查，并编写一本最佳实例的出版物，以收集更多有关NMHS与私营部
门互动的信息；

88
(b)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考虑举办一个邀请私营公司代表参加的有关与私营部门水文气象服务提供者互动的WMO研讨
会。

10.

总务和法律事宜(议题 10)

10.1

WMO奖项(议题 10.1)

第五十三届国际气象组织奖
10.1.1

执行理事会将第五十三届国际气象组织奖(IMO)授予秦大河先生(中国)。

10.1.2

执行理事会建立的第五十四届IMO奖预选委员会由A.D.Moura先生(主席)、M. Bah先生、

D.Grimes先生和郑国光先生组成。
10.1.3

理事会审议了IMO基金的情况，由于低利率IMO基金继续逐年减少，远远不足以支付年度奖

的费用。鉴于对要延续本组织最具声望奖项的关注，理事会决定由本组织主席在WMO的日内瓦总
部颁发这一奖项，并要求秘书长提出一项在常规预算内为该奖项筹措资金的建议供其2009年6月的第
六十一次届会审议，以便向第十六次大会提交建议。
10.1.4

有关设立一个新的WMO奖项颁给在气候科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理事会对这一可

能性进一步交换了看法。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对其他相关领域现有奖励的条款作调查，并就此向理事
会提交信息通报。
其它WMO 奖项
Vilho Väisälä教授博士奖
10.1.5

关于Vilho Väisälä教授/博士奖，执行理事会评选委员会建议把第21届Vilho Väisälä教授博士奖

授予O. Bousquet先生、P. Tabary先生和J. Parent du Châtelet先生(全都来自法国)，以奖励他们有关观
测仪器和方法的杰出研究论文。该论文的题目为“业务合成多个多普勒风场的价值”，刊登在《地
球物理研究通讯》2007年第34卷上。建议把第二届观测仪器和方法开发与实施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
士奖授予L. Lanza先生(意大利)、M. Leroy先生(法国)、C. Alexandropoulos先生(法国)、L. Stagi先生
(意大利)和W. Wauben先生(荷兰)，以奖励它们发表在2006年第84期IOM报告(WMO/TD No. 1304)上
的题为“雨强计的WMO实验室比对”的论文。理事会批准了评选委员会的提议。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
10.1.6

理事会批准2009年Norbert Gerbier-MUMM国际奖评选委员会的建议，将该项2009年奖授予

K. Krishna Kumar先生、Balaji Rajagopalan先生、Martin Hoerling先生、Gary Bates先生和Mark Cane先
生，以奖励其他们于2006年10月发表在《科学》(第314卷，115-118页)上的题为“揭开厄尔尼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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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季风中断之谜”的论文。
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10.1.7

根据评选委员会的建议，理事会将2008年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孙颖女士(中国)，其

获奖论文题为“降雨的发生频率？”；以及Mary-Jane Kgatuke女士(南非)，其获奖论文题为“南非
RegCM3的内部变率”。
10.2

组织和规章事宜(议题10.2)

大会后即召开的执行理事会届会议程
10.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总则及理事会议事规则并未区别财期内4次正常届会间的差异。但是大会

后即召开的理事会届会会期明显较短，并且会议仅处理大会未及讨论的问题或需要理事会做出决定
的问题。这一混淆实际导致了文件和讨论的重复，尤其是有关在大会前最后一次理事会届会至大会
期间召开的区域届会和技术委员会届会的报告。
10.2.2

理事会认识到需提高在这一问题上的效率，并要求秘书处在准备大会后即召开的理事会届会

的文件时通过适当附注大会的文件和讨论，将提供的材料限制在需理事会作决定的范围。
10.2.3

理事会还决定，建议大会在总则中列入一条款以避免两个组织机构在工作上的重复。为此理

事会通过了决议16(EC-60)–修改总则第155条。
有关秘书长豁免权问题的程序和授权
10.2.4

执行理事会为填补WMO现有法规架构的空白，要求对其它国际组织行政首脑有关豁免权的

程序和授权进行分析，理事会审议了分析情况。
10.2.5

理事会认识到，规定秘书长身份的原则与那些适用于其它专门机构首脑的原则类似，一般

来说也与适用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特权和豁免权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公务员准则类似。最重要的
是，特权和豁免权的赋予是为了保护本组织的利益，以确保本组织的自由运转及其代理人履行官方
责任时的完全独立。豁免权不是为了给有关人员带去个人利益，它也不应视为司法管理的障碍。当
本组织利益允许时，可以也应该放弃豁免权。然而，理事会强调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应由本组
织独立决定本组织的利益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
10.2.6

关于授权问题，理事会认为，理事会本身是WMO框架内最适合决定秘书长豁免权的机构。

理事会同时认为应使用标准的决策程序。在涉及WMO官员豁免权的案例中，在听取秘书长意见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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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做出关于其豁免权的决定。
10.2.7

理事会认为，弥补该缺陷的最好办法是在秘书长合同的标准条款中增加一项关于WMO秘书

长豁免权的原则、程序和授权的条目。理事会通过决议17(EC-60)– 关于秘书长豁免权问题的程序和
授权，并向第十六次大会建议在秘书长合同中增加一项标准条款。
提高透明度和会员参与WMO的管理
10.2.8

理事会审议了其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有关决议33(Cg -15)– 提高透明度和会员在大会

休会期间参与WMO的管理的后续行动建议。工作组各项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允许有兴趣的会员国或地
区会员参与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届会，处理有关战略规划、管理、计划和预算问题，但无发言权
并且费用自理。

10.2.9

为了允许有兴趣的会员遵循无发言权并且费用自理的原则亲临理事会的工作，理事会同意修

改其议事规则第七条的规定，以公开方式举行会议，除非议事规则中另有规定或由理事会另行作出
决定。对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8 (EC-60) –修改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10.2.10 理事会还决定邀请会员国和地区会员参加其两个工作组，即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和
能力建设工作组，还可参加届会期间召开的有关管理、战略规划、计划和预算问题的分委会，但无
发言权并且费用自理。

10.2.11 理事会决定修改议事规则以及邀请参加附属机构，并且修改立即生效，从而能允许有兴趣的
会员在决议33(Cg-15)规定的2009年最后期限之前亲临理事会的工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尽快相应通
知各会员。

10.2.1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促进会员以干扰最少的方式参与执行理事会和秘书处。理事会还要求秘书
长掌握会员参与的程度并为2010年的正常届会准备一份有关其影响的评估，以便根据决议33(Cg-15)
的要求向2011年的第十六次大会提交一份有关此项事宜的报告。

10.3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 10.3)

理事会指定A.C. Anuforom先生 (尼日利亚), P. Taalas先生 (芬兰), Soon‑Kab Chung先生 (韩国) 和 J. Hirst
先生 (英国)担任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分别代替Didace Musoni先生 (卢旺达), Pekka Plathan先生 (芬兰
), Man-Ki Lee先生 (韩国) 和John Mitchell先生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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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其他机构(议题 10.4)

根据执行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变化，理事会对向其报告的执行理事会附属机构和其他委员会的人员组
成作出如下更替：
执行理事会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 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P. Taalas替换P. Plathan
J. Hirst替换J. Mitchell
执行理事会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工作组
A.C. Anuforom替换 D. Musoni
J. Hayes替换J. Kelly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P. Taalas替换P. Plathan
Soon-Kab Chung替换Man-Ki Lee
执行理事会气候及天气、水和环境相关事宜工作组
A.C. Anuforom替换D. Musoni
J. Hirst替换J. Mitchell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
J. Hayes替换J. Kelly
Soon-Kab Chung替换Man-Ki Lee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I. Lisk 替换D. Carrington
C. Webster 替换J. Wilson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指定G. Love 和 D. Grimes 为联合主席
遴选委员会
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遴选委员会
M.A. Abbas替换D. Mus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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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Kab Chung替换Man-Ki Lee
Norbert Gerbier-MUMM国际奖遴选委员会
J. Hayes替换J. Kelly
10.5

执行理事会内部事宜(议题 10.5)

WMO决策者的作用
在特别会议上，执行理事会就“WMO决策者的作用”献计献策。理事会认识到，会员所面临的政治挑
战、机遇和拥有资源的多样性很难为决策者的作用提供统一的指导意见。秘书处将对特别会议上提
出的这些问题加以总结供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进一步审议。

11.

科学报告和讨论(议题 11)

11.1

执行理事会在第五十九次届会上选定了以下两个报告主题：

(a)

水文气象安全：NMHS的处境和面临的挑战；

(b)

气候变化和淡水资源。

11.2

主席隆重介绍了应邀作以下报告的两位专家：

11.3

主题 (a)

A.D. Moura 先生(WMO巴西常任代表，WMO第三副主席)；

主题 (b)

F. Chung先生(美国加利福尼亚水资源局主任工程师)。

主席感谢Moura 和Chung 先生分别做的报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发表他们的报告作出适当

安排。
安排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期间的科学报告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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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的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期间的科学报告主题为“适应
正在变化的气候：NMHS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1.5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做好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此选定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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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议题 12)
执行理事会任命J. R. Mukabana先生为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的报告员。
根据议事规则第27条的规定，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其以往的迄第六十次届会仍然有效的决议并

通过了决议19(EC-60)–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1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和第六十二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议题 13)

13.1

执行理事会同意，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拟于2009年6月3日(星期三)至12日(星期五)在本组织

总部举行。
13.2

执行理事会还同意，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拟于2010年5月26日(星期三)至6月4日(星期五)在

本组织总部举行。

14.

会议闭幕(议题1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于2008年6月27日 下午4：55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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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1 (EC-60)

区域协会主席的例行会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各区域协会的工作需要更强有力的协调，也需要区域间更紧密的合作，

(2)

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期间召开的的区域协会主席非正式短期会议证明是有益的，

考虑到各区域协会主席作为执行理事会成员须向执行理事会届会和大会例行会议上提出各自协会的
意见并且酌情简要介绍一些重要问题，
决定：
(1)

应当组织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正式会议，以便：
(a)

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它WMO组织机构提供咨询，特别是对区域普遍关切的问题
和必要的问题提供咨询；

(b)

交流有关各自协会活动的信息并分享最佳做法；

(c)

必要时协调实施各区协的发展和各项区域活动，以消除不必要的重复行动、安排相互
的援助和合理利用资源；

(d)

评估各类区域活动对组织带来的实用性和效益并就WMO区域办公室的作用和运作向
秘书长提供咨询 ；

(e)

酌情履行任何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它WMO组织机构赋予上述会议的任何其它职
能；

(2)

这些会议的主席应当由各区域协会的主席轮流担任；

总摘要
决议

(3)

这些会议的长度应不超过一天，还应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期间每年召开一次；

要求秘书长为这些会议提供必要的秘书处支持。

95

9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2(EC-60)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和富有前瞻性地实施各项WMO计划，特别是在区域层面，需要加强各区
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和更强有力的协调机制，

(2)

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短期联席会议在改进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全面协调
方面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有关交叉性计划和活动，如战略规划和志愿服务，

认识到秘书处应当在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协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作为连贯实施相关协调机制的
纽带，
决定：
(1)

应当组织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例行会议，以便：
(a)

建立各种加强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之间联系和协作的协调机制，以改进在组织基
于结果的管理框架下实施各项 WMO计划；

(b)

在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之间以最佳的协调做法交流信息和经验；

(c)

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以确保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实施各项WMO计划的连续性和成
功，特别是有关具体领域和突出问题(战略规划、适应气候变化、减轻灾害风险、融
资)，并 酌情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它WMO组成机构提供咨询；

(d)

履行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它WMO组织机构可能赋予这些会议的任何其它职能；

(2)

这些会议应当由WMO主席主持；

(3)

这些会议应当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期间每年召开一次；

要求秘书长为这些会议提供必要的秘书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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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3 (EC - 60)

非洲负责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部长会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非常容易受气候极端事件的影响，并且依赖使用气候信息来
达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

(2)

需要提高非洲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人员的技能开发，以便更好地应对新出现的问
题，如气候变化及其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

(3)

需要让非洲的NMHS跟上最新的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将新技术应用到气象和水文服务，

(4)

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数量最多，

认识到：
(1)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了各种挑战，也为资源管理和国家和地方基础设施和经济提供了
机遇，特别是在非洲，

(2)

需要加强对NMHS 的财务和政策支持，这主要通过承认NMHS在非洲发展问题上发挥的作
用，特别是有关气象信息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3)

区域协会应当在国家和区域筹备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过程中实现潜在效益的最大化，

考虑到：
(1)

第十五次大会坚定支持组织非洲负责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部长会议，

(2)

这一大会有助于提高非洲高层决策者意识到NMHS在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运作，因
此导致增加对NMHS的支持，

决定进一步支持组织非洲负责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部长会议并同意使用第十四个财期中的现金结
余；
要求会员为大会的组织工作提供捐助，包括财务援助；
要求秘书长：
(1)

为召开一次非洲负责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部长会做出安排；

98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建立一个组织委员会，有非洲内外的区域组织的专业和政治人士参与。

决议4(EC-60)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作用和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需要加强WMO各技术委员会工作之间的密切协调，

(2)

在第十四个财期内每年举行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是有益的，

决定：
(1)

应定期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a)

必要时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WMO其它组织机构提供科技咨询；

(b)

就各技术委员会活动交流信息；

(c)

必要时，协调技术委员会现行的科技活动的实施计划，以便消除不必要的行动重叠，
安排互助事宜；

(d)

协调技术委员会对WMO交叉性计划的支持，例如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e)

建议执行理事会设立跨委员会专题组，视需要讨论共同关切的问题；

(f)

评估、评价并定期检查在本组织科学计划下举行的会议、研讨会和培训会议(不包括
那些只针对培训的会议)的成果以及本组织的科技出版物对本组织产生的效果和效
益；

(g)

根据最近取得的或即将取得的科技进步，审议并讨论当前的WMO战略计划和运行计
划，并为下一个规划周期的制定工作做出贡献；

(h)

履行大会、执行理事会和WMO其它组织机构赋予这些会议的其它职能；

(2)

这些会议每年应由WMO副主席轮流主持；

(3)

这些会议最长不得超过3至5天，应每年举行，在可行情况下应与WMO主席团会议结合进
行；

(4)

技术委员会工作中有关志愿性问题(提名、绩效监督、认可)应得到必要的重视，如本决议的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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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所述；
要求秘书长为这些会议提供必要的秘书处支持。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18(EC-3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4(EC-60)的附录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工作的志愿性

概述
普遍认为志愿性在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附属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建议
下列是就提名、绩效监督和承认所提出的建议，以便改善目前志愿性方面的局面，特别是志愿人员
数量已呈现下滑趋势：
提名：
•

在NMHS和其它有关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圈子内更好地宣传和推进WMO的工作，以确保
获得广泛的专业知识方面的支持，并适当兼顾地区覆盖；

•

预期的候选专家及其常任代表应意识到他们的职责和承诺，特别是在协调和参与方面；

•

在征求提名参加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附属机构时，特别是在组织机构届会召开前，程序上
要确保常任代表和被推荐专家的承诺得到确认，以及通过提供后者的履历反映其专业背景，
以有助于确定其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愿意做出贡献的态度；提前设立提名委员会，以便有足够
的时间在组织机构届会前查阅所有专家的个人资料；

•
•

选择专家组成员应考虑其志愿从事的工作与其国内机构中的日常活动相符；
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的话，候选人名单在提交提名委员会之前，在区域层面应尽量征得区域
协会主席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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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所需占用时间(例如所有的活动或时间段所占的最低百分比)，这或许对征求常任代表的
同意，以确保为WMO工作的时间是有益的；

•
•

常任代表应提供完整、最新的专家详情，特别是工作电邮地址，以助设立附属机构；
对提名委员会未选中的备选专家，应向其通告结果，对其表示感谢，并鼓励其再次申请
WMO的其它工作。

绩效监督：
•

届会休会期间WMO秘书处应尽早组织召开附属机构的会议，以便确定根据电子邮件通信或
视频会议草拟的行动计划，并相应地确定预算，以便相应地分配工作；

•

对每个附属机构和参与专家的工作评价应由相应主席根据基于结果的管理规则进行，特别是
对于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某个实体或某个专家的成员资格，与此同时应考虑连续性与新的活动
和专家之间的平衡。这种评价对参与专家也是重要的，特别是让其常任代表承认他们的工
作；

•

对于没有按预期程度做出贡献的专家，或完全沉默没有作为的专家，应该有一个让所有被任
命专家知情的机制(例如由管理组或有关的开放计划领域组牵头)，可以对专家进行更换，例
如在一年内做出的贡献不足；

•

经同行评审的报告编写应尽快公布，至少是在附属机构的网站上，最好是相应的系列出版物
中公布，列出撰人姓名，用于监督，也是对作者工作的认可。

认可：
•

常任代表应当认可为WMO的活动所做的工作。大多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都有一套单独的工
作评价程序，对工作人员进行评价，同样，对WMO工作的贡献应纳入所用的标准清单；

•

需要其它激励措施，比如颁发证书或给有关专家写感谢信，并抄送其常任代表。这一措施一
般应根据开放计划领域组主席或工作组组长的建议，由技术委员会主席或区域协会主席来
做。应由WMO制定适用规则，并应设计出统一的文字模板。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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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EC-60)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WMO战略计划–WMO-No. 1028，

(2)

决议5(EC-59)–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

(3)

决议25(Cg-15)–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

(4)

决议16(Cg-15)–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5)

决议6(Cg-15)– 热带气旋计划，

(6)

决议18(Cg-15)– 航空气象计划，

(7)

决议19(Cg-15)–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8)

决议29(Cg-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发展变化，

进一步注意到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信息以及风险评估是许多社会经济部门重要的决策因素，
认识到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属于交叉性问题，需要有关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社
会经济专家和部门专家的专门知识，
决定建立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工作组，其职责如下：
(1)

在向用户提供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服务方面指导加强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之间的合
作，并确保与执行理事会有关的附属机构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

(2)

为服务的提供制定一个有效的WMO政策框架；

(3)

确保WMO研究处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社会问题，尤其包括提供服务过程中的可持
续发展和减轻贫困问题；

(4)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就加强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与公共和私营部门、媒
体、学术界、社会经济科学、国际和政府间机构、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用户(客户)之间的伙
伴关系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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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与改进提供服务有关的信息和宣传能力建设的需求提供咨询；

(6)

针对涉及并能够有效地提供服务的研究、开发和基础设施(业务能力和可靠的分发渠道)，提
出有关战略和优先重点的建议；

(7)

评估各项计划在改进最终用户服务方面的效果，并就必要的纠正措施提供咨询；

(8)

就WMO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开发和实施提供指导，尤其是有关：
(a)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协调框架，涉及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会员和外部伙伴，如联
合国机构、其它国际组织和捐助机构，尤其是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有关的以下方面的
作用和职责：
(i)		 减轻灾害风险的协调机制；
(ii)

所有时间尺度的灾害因子分析和风险评估；

(iii)		 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
(iv)		 与涉及自然灾害风险(重灾保险)的金融风险转移市场的合作；
(v)		 与参与减轻灾害风险的民防机构、灾害风险管理当局和其它利益攸关方的合
作；
(vi)		 在多种灾害框架下向减轻灾害风险的部门提供服务；
(vii)		 能力建设和公共教育；
(b)

使“减轻灾害风险计划”与“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
力”和“国际减灾战略系统”保持一致；

(c)

评估有关减轻灾害风险项目的有效性，并确保必要时采取正确的措施。

(9)

酌情邀请ISDR系统内的相关机构和服务提供伙伴参加执行理事会工作组的工作；

(10)

处理执行理事会提出的与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有关的其它事宜；

授权工作组必要时建立分组和专题组
要求秘书长支持该工作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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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注：该决议代替决议5(EC-59)，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6(EC-60)

建立国家农业气象站网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2006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强调了提高农
业气象站网密度的重要性，以改进农业气象产品的空间分辨率和质量，

(2)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农业气象服务实施协调组于2007年12月12-14日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河内举行会议，

(3)

实施协调组讨论了国家层面的农业气象站网密度问题，

(4)

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气象站网目前正在减少。鉴于迫切需要改进后的农业气象
服务和应用，解决该问题至关重要，

(5)

农业面临的天气和气候风险正快速增加，尤其是在雨养农业区。气候变化给诸如干旱和洪
水等增加了额外的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尤其是在热带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6)

水荒和日益增加的农业用水需求正促使人们把改进农业用水的管理并提高农田用水效率放
在首位，

(7)

改进后的监测对找到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而且一个完善的农业气象站网对
于改进后的监测和评估过程至关重要，

认识到：
(1)

跨国私营保险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对根据天气指数提供保险手段越来越感兴
趣，旨在造福于全世界小农场主。同时，具有良好空间尺度的可靠而精确的近实时天气资
料对计算保险天气指数是不可或缺的，

(2)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通过与那些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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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合作，的确能够加强农业气象站网，因为所有上述机构都建立并维持农业气象站。
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和国家、区域及国际机构的确能从与NMHS开展合作中受
益，因为NMHS能够确保日常的标定和质量控制，
(3)

从这些农业气象站网获取的某些天气资料还能用于数值天气预报和天气模式；随着可供标
准天气台站的资金减少，各国家应在必要之时努力筹措资金，

(4)

由那些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运行的农业气象台站数量大，尤其是
在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气象台站数量通常达到数百个，

(5)

在向用户提供改进的服务时全面实现新观测资料的效益，在增加农气观测的同时必须有配
套资金用于资料管理和资料提供方面的系统和过程。

决定批准实施协调组的以下建议：
建议1：无论是由NMHS维护的农业气象台站，还是由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或国家、区域和
国际机构维护的农业气象台站，均应视为宝贵的国家资源。因此，应优先考虑与所有这些
机构的合作，以确保为公益事业有效和高效地利用国家资源，这样能够以有限的手段造福
于贫困的农民；
建议2：为促进公共－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应加强公共部门中所有这些实体与私营保
险机构的合作，以解决国家重点考虑的问题，即帮助贫困农民和改善他们的生计；
建议3：关于研究如何把不同实体运行的所有台站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并以此建立一个国家
农业气象站网(NASNET)，各NMHS的局长应与那些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副校长和国家、
区域和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开展对话。农业气象的最终目标是为农业服务，所有相关方都应
积极促进农业气象工作；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NMHS的局长注意该建议，并以此作为一项重点与有关的国家实体开展对话旨在
建立NASNET。

决议7(EC-60)

修改WMO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国际民航组织(ICAO)于2007年7月16日批准了国际民航公约附件3第74号修正案，即为国际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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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
考虑到ICAO附件3应该与WMO技术规则的[C.3.1]和[C.3.3]一致，
批准WMO技术规则的[C.3.1]与ICAO附件3第74号修正案保持一致；
要求秘书长为修改WMO技术规则(WMO-No.49)，第二卷的[C.3.1]和[C.3.3]作出安排。

决议8(EC-60)

制定纳入WMO质量管理框架的WMO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的标准/规则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
(1)

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WMO关于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的出版物，包括ICAO附件
3和WMO技术规则的建议第2.2.2段：“为达到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的目标，会员应确保
指定的气象部门……建立并执行适当的组织质量体系，包括程序、过程以及提供给用户的
气象信息质量管理所必需的资源……”，以及第2.2.3段：“质量体系……应符合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的质量保证标准9000系列，并应得到一个已被认可的组织的认证”，

(2)

ISO和WMO之间的官方协议，即确定WMO作为气象及相关领域的标准化组织的地位，

(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88)，总摘要议题8.4，WMO质量管
理，

(4)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07)，总摘要议题3.1.4，WMO质量
政策，

(5)

决议32(Cg-15)–WMO质量管理框架，

进一步考虑到，从气象的角度来看，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优质、可靠的信息对于民航飞行安全具有
重大意义，
认识到，WMO在制订各种气象应用的质量管理框架原则和开展气象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活动规则方面
发挥了主要作用，以便这些原则和规则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为ISO标准，
批准按照ISO质量管理标准制定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的标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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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确保支持制定国际航空导航的标准/规则，以期随后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注册。

决议9 (EC-60)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36 (Cg-15)–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2)

决议7 (Cg-15)–WMO南极活动，

(3)

决议3 (Cg-15) –全球观测系统，

(4)

决议30 (Cg-15) –促进WMO观测系统的整合，

(5)

决议13 (EC-51)–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专家组，

(6)

第十五次大会欢迎关于创建全球冰雪圈观测网作为国际极地年后续的重要部分的建议，

考虑到：
(1) 需要极地地区的气象和其它环境资料来充分实施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开展研究、监测和预测气
候变化以及极地地区的臭氧层，
(2) 成功实施国际极地年2007-2008将会形成改进的极地观测系统和极地环境研究方面的后续，
(3) 确保IPY的后续-改进的观测网络方面的安排是涵盖各方需求的，并且应该与WIGOS的实施密切地
协调，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目的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提高会员在拓展业务服务和
更好地满足研究计划需求方面的能力，
决定：
(1) 建立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职责如下：
   关于两极地区：
(a) 建立高层的WMO伙伴关系以开展活动，目的是通过与会员国的业务机构和对极地地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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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建立密切的沟通和交流确保国际极地年观测系统的后续；

(b) 在制定WMO战略计划有关极地部分的内容时提供指导；
(c) 促进获取、交换和存储极地地区的观测资料，且应遵循WIGOS中与仪器、资料交换(WMO信
息系统)和质量管理框架有关的要求，并支持为确保在极地地区的安全作业提供服务；
(d) 促进交换和评估国际极地年项目产生的资料和产品，激励开发和定期地更新包括极地地区非
实时气象、水文和冰雪圈资料以及国际极地年资料的国家数据库；
(e) 提供讨论相关的科学问题的论坛，并就与极地地区有关的气象、水文和冰雪圈研究和业务提
出建议；
(f) 必要时与涉及气候变化研究和预测有关的国际计划在极地方面开展合作，如世界气候研究计
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全球冰雪圈观测网；
(g) 定期向有关小组和团体提供极地气象、水文和冰川方面的支持，如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
学委员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家南极计划管理委员会、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WMO技术委员会；
(h) 必要时通过其主席或其他代表向北极理事会和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包括其环境保护委员会，
以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和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提供关于极地地区气象、水文和冰雪圈活动
方面的信息；
   关于南极：
工作组应当视情与其它相关国际和区域实体合作；
(i) 促进在南纬60-90度地区执行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j) 协调北极地区的地面和高空气象观测计划；与相关国际科学组织合作；
(k) 制定和建议用于南极地区的区域编码做法；
(l) 建立最合适的机制来收集和分发南极气象资料用于业务和研究目的。
   关于北极：
有关区域协会承担了相关职能；
(2) 该专家组在其职责内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
(3) 该专家组由那些拥有活跃的极地气象、水文和冰雪圈计划的会员的常任代表，包括南极条约缔约
国的常任代表，提名的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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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邀请其他组织的观察员参加专家组的会议；
(5) 专家组应该在未来两年就其工作形成一套具体的可衡量、可实现的、有针对性的且有时限的目标
和宗旨。
进一步决定任命G. Love先生和D. Grimes 先生为工作组联合主席。
要求秘书长，
(1) 与该专家组联合主席和有关会员协商确定该专家组的成员组成；
(2) 向专家组的活动和会议提供必要的支持。
_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13(EC-59)，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10(EC-60)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1(EC-55) —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

(2)

决议24(Cg-15) — WMO自愿合作计划

(3)

决议4(EC-59) —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考虑到需要建立一个连续的机制，根据以下内容定期审核与会员能力相关的问题：
预期结果7：提高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的能力
和
预期结果9：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
决定：
1

修订决议4(EC-59)制定的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的职责，明确WMO及其合作伙伴向发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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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会员和最不发达会员提供的所有帮助，要求能力建设工作组就以下方面提供咨询并寻
求一致的方法：
a

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b

宣传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它们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方面的成果；

2

c

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d

融资以支持上述活动。

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工作组需要：
a

考虑WMO战略计划、区域战略计划和技术委员会业务计划中列出的重点项目；

b

考虑执行理事会可能特别要求的协助风险管理的事宜；

c

向非正式计划会议提供协调自愿合作计划和信托基金的指导；

d

加强技术和人力资源发展之间的联系，包括与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进行适当的协
调；

e

加强WMO和相关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
织、国际减灾战略和地球观测组)之间的联系；

f

邀请相关的基金和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欧盟)参与工作组的工作；

g

邀请有兴趣的会员提名能力建设专家参与工作组的工作，并自费参加工作组的会议。

授权工作组在需要的时候成立分工作组和专题组；
要求秘书长促进WMO各职能司之间的合作以开发外部资助的发展项目，并采取相关行动支持工作组
的活动；
要求工作组主席与工作组成员、秘书长、相关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及WMO各部门进行协商，根据
需要修改工作组职责。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4(EC-59)，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11(EC-60)

区域战略规划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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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

第十五次大会敦促会员在制定和实施其国家气象、水文和相关学科计划时考虑到WMO战略
计划，要求各区协遵循战略计划确定的方向和优先重点，并组织其计划的结构和活动，以便
继续朝着顶层目标努力并实现各项预期结果，

(2)

各区域协会参与制定并重新调整各区域2008-2011年区域战略计划，

(3)

一些区域已制定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区域行动计划对准备区域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支持。

认识到：
(1)

确定各项计划和活动的区域重点领域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会员，

(2)

WMO的运行计划(2008-2011年)需体现区域协会已制定的或正在制定的计划，

(3)

WMO战略计划、区域战略计划和国家战略计划之间需保持联系；

(4)

各区协利用区域战略计划作为监督区域实施计划和活动的进展和业绩的一个基准，

敦促区域协会：
(1)

完成各项区域战略计划的制定工作，同时考虑WMO战略计划的周期以及具体的区域需求和
要求；

(2)

制定可纳入WMO战略计划的相关区域运行计划；

(3)

为在2008年年底前审议WMO运行计划(2008-2011年)献计献策；

(4)

确保积极和及时参与制定下一个WMO战略计划；确保在2008年年底前完成WMO-战略计划
草案，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WMO运行计划草案；

要求秘书长给各区域协会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便在区域战略规划、WMO 运行计划 (2008-2011)的审
议和新的战略规划周期方面协助各个区协。

决议12(EC-60)

第14财期现金结余资助的2008-2009两年期高优先重点活动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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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用第14财期(2008-2011)现金结余支付的追加支出，包括2008-2009两年期及2004-2007两年期
的建议，

(2)

第15财期(2008-2011)的预算建议，(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26)总摘要第8.1至8.4段)，

(3)

财务条例 - 第3、4、6和7条，

(4)

财务细则 - 第106.1、106.2、107.1 和 107.2条，

(5)

决议35(Cg -15)- 第15财期(2008-2011年)的最大支出，

(6)

决议23(EC-59)- 2008-2009两年期预算，

(7)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7)总摘要，第6.1至6.6
段，

进一步注意到，根据上述规章框架和第十五次大会关于使用第14财期(2004-2007年)现金结余的决
定，已制定出秘书长建议的额外高优先重点活动，
审议了秘书长建议的各项计划和预算资金的划拨；
通过了2008-2009年将用第14财期现金结余资助的高优先重点活动的预算，内容见本决议的附录A，
同时须考虑附录B中高优先活动的详细资金分配；
赞同高优先重点活动的各项预期结果、绩效指标、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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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2(EC-60)的附录1

第14财期现金结余支持的2008-2009年两年期高优先活动
根据预期结果排列
(单位：瑞士法郎)

支出
预期结果

2008-2009年预算

2010-2011年剩余时
期

2008-2011年的
总计

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
报的能力

220 500

39 700

260 200

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
测和评估的能力

203 000

36 600

239 600

3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
报和评估的能力

40 700

7 300

48 000

4

整合WMO的观测系统

198 400

35 800

234 200

5

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
统

557 100

545 700

1 102 800

6

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
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756 800

353 600

1 110 400

7

提高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
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
的能力

1 850 300

756 300

2 606 600

8

会员及合作组织在决策和实
施中更广泛地利用有关天
气、气候和水的产品

519 700

93 600

613 300

9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会员的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

1 371 100

867 500

2 238 600

10

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发挥
职能

493 400

88 900

582 300

11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
组织

139 000

25 000

164 000

6 350 000

2850 000

9200 000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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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期结果列出的第14财期现金结余支持的2008-2011年高优先活动的
详细资源分配
(单位：瑞士法郎)
预期结果
5

6

7

9

1 至 11

预期结果
建议的高优先活动
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
统
─ 协调WIS 和 WIGOS的实
施
─ 协调WMO 有关GEO的活
动
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
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 开发和实施国家多种灾
害早期预警系统
─ 气象水文综合早期预警
系统战是项目
提高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
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
的能力
─ 为支持气候变化适应建立
气候知识库
─ 利用气候应用知识库开展
区域/国家试点项目
─ 为制定水部门的气候变化
适应战略开展国家试点项
目
─ 加强 NMHS改进有关社
会经济方面的服务
─ 改进航空方面的预报和警
报服务
─ 联合国系统有关气候活动
的协调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会员履行职责的
能力
─ NMHS的能力建设，尤其
是LDC的人力资源开发，
增加服务和航空气象
─ 有关非洲NMHS的区域部
长级会议
─ 加强欧洲区域办公室
─ WMO 国家基本情况资料
库
─ 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使用
的质量管理系统 出版物
小计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资
源管理支持的资源分配)
合计

2008-2009

2010-2011

总计

CHF
330 000

390 000

720 000

140 000

140 000

313 500

186 500

265 000

135 000

100 000

100 000

-

100 000

50 000

50 000

176 600

223 400

100 000

100 000

500 000

50 000

411 500

383 500

285 000
180 000

240 000

75 000

75 000

175 000
3 101 600
3 248 400

125 000
2 298 400
551 600

300 000
5 400 000
3 800 000

6 350 000

2 850 000

9 200 000

280 000

500 000
400 000

200 000
100 000

100 000
400 000
200 000
550 000

795 000
285 000
420 000
1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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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3(EC-60)

关于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有关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讨论；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考虑到WMO对开放和透明度的承诺；
通过本决议附录给出的关于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并要求秘书长在政策中纳入“授权的会员代
表”的定义
要求WMO审计委员会在两年内对该政策的可操作性进行审议。

决议13(EC-60)的附录

关于披露内部监察办公室发布的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
引言
1.
WMO的政策是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运作。根据规则框架和内部监察办公室章程规定的这
一指导原则，由内部监察办公室为大会或执行理事会及其委员会准备的年度报告均通过WMO网站予
以公布。此外，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可以获得该办公室关于秘书处的内部审计、检查、职能评议
和其它保证措施(“保证报告”)所编写的最终报告。WMO进一步决定，应根据该项政策所规定的条
件/标准最大限度地向会员国及地区会员提供这些最终报告。对此，WMO也认识到，在保护WMO及
其会员的利益或者保护那些与WMO有交往的机构的合法利益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此时
法律或实际的约束条件限制了WMO实现完全透明的能力。
2.
该项政策统管保证报告的披露问题，废除或修订有关以下事宜的一些限制条件，如在WMO
规章制度中的这种IOO的最终的报告，或者描述该办公室任务和业务的文件。有关评价和调查报告的
披露问题将在一些单独的政策中予以规定。
3.

将试行此项政策，并将根据经验和审计委员会的指导进行调整。

一般原则
4.
根据WMO规章制度和内部监察办公室章程的规定， 内部监察办公室发布的所有的最终保证
报告须传送秘书长和其他有关的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可获取所有这些报告。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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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外，除非审计委员会根据以下规定另有决定，将根据要求向执行理事会成员和WMO会员
授权的代表提供所有该委员会发布的最终的保证报告。
有分发限制的报告
6.
秘书长和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可根据自己的斟酌向审计委员会建议限制保证报告的披露，如
果不限制披露，则将：
(a)

给WMO及其会员的利益造成不适当的损害，或者给那些与WMO交往的机构的合法利益带来
不必要的损害；

(b)

使WMO面临被报告点名的人员提起法律诉讼的风险；或者使WMO面临被那些可从该报告推
断出身份的其他人员提起诉讼的风险；或者使WMO面临被政府机构指控涉嫌违反刑事或民
事条例的风险；

(c)

阻碍、危害或干扰由内部监察办公室、执法和其它调查机关正在开展或有待决定的其它调
查；

(d)

有风险使涉及犯罪的人警觉，调查机关已掌握或正在调查他们的活动；或对正在从事犯罪或
企图犯罪的人产生潜在的帮助；

(e)

给那些为WMO工作的人员、代表WMO的人员或者与WMO合作的人员的安全和福利带来更
大的风险。

7.
一旦秘书长或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根据该项政策提出限制披露某个特定报告，提议人须向
WMO的法律顾问提出报告并附一份说明限制披露理由的书面材料，材料须引用本披露政策提出的标
准(第6段)以及他们对是否须提供一份修订本的意见。如果需要，则应提出修订本的性质。
8.
法律顾问将对此事给出他/她的书面答复意见，包括是否应以修订本的形式提供该报告。如
果提供，法律顾问也可以对报告的修订本提出适当的建议。
9.
秘书长或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将与WMO的法律顾问协商，并将根据法律顾问的咨询修改他
/她建议的修订本。然后，秘书长或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将把保证报告、他们提交的书面意见、法律
顾问的意见和该报告的建议修订本(如果适用)提交审计委员会审议。审计委员会将就是否披露和以
什么形式披露保证报告做出最后的裁决。内部监察办公室将对限制全程做出记录。
对限制性报告的披露
10.
如果经秘书长办公室提出书面请求，WMO将给EC成员或会员的授权代表提供机会，在安全
的环境中(如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办公地点)阅读由审计委员会确定经修订后的特别限制报告。内部监
察办公室将在签署保密承诺后提供这种阅读机会。保密规定将防止公开披露，但同时只要不公开披
露报告所提及人员的信息，则允许会员“根据需要”与所在区域的其他会员讨论具体报告中的一般
性结论。无论是报告的硬拷贝或电子版报告均不提供授权的代表。

11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14(EC-60)

联合检查组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1999年联合国大会第54/16号决议，该决议涉及针对联合检查组(JIU)报告采取后续行动的更有
效的体系，并涉及2002年的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四次届会批准的“WMO针对JIU报告采取后续行动的
程序”，
注意到：
(1)

JIU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WMO)管理和政务评审(JIU/报告/2007/11)” 的报告和秘书长就该报告
的答复意见，以及秘书处实施WMO有关建议情况的概述，这些建议包括在第十四次大会之
后公布的JIU 关于联合国系统的报告和具体针对WMO的报告“世界气象组织(WMO)周转基金
评估”(JIU/报告/2007/3)中；

(2)

报告给出的秘书处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进步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3)

需找到解决本报告提出问题的最佳方式，从而为第十六次大会做好准备。

表示赞赏JIU检查专员在联合国系统报告和具体针对WMO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
要求秘书长：
(1)

将JIU报告“世界气象组织(WMO)管理和政务评审报告(JIU/报告/2007/11)”中所含的建议
和他针对该报告的意见一并提交给有关的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和/或其它的组织机构，供它们
作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2)

继续认真地研究如何酌情落实JIU关于联合国系统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将有关进展报
告提交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

(3)

尤其注意与以下有关事宜：
(a) 重新调整技术委员会，使其与WMO战略计划保持一致；
(b) 国家需求评估；
(c)

人力资源管理；

(d) 职业道德
(4)

在资金允许的限度内继续协助联合检查组，重点关注与它与WMO尤为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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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5(EC-60)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2007年的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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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1日本组织年度帐目的财务报告和外部审计员提交执行理事会的
报告，
正式批准世界气象组织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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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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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 16 (EC-60)

修改总则第155条

执行理事，
忆及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7)，总摘要第8.8段；
注意到本组织的总则及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并未区别大会前的3次理事会届会与大会后较短的理事会
届会间的差别；
考虑到如认识到这一短届会的特殊性并将其作用限制于大会未及处理的问题或需理事会采取行动的
事项会提高效率；
决定建议第十六次大会将一下段落纳入总则第155条：

大会正常届会后即召开的执行理事会正常届会的议程仅含需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的事项。
要求秘书长就此问题向第十六次大会提交一份报告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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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7(EC-60)

关于秘书长豁免权问题的程序和授权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根据 WMO 基本法律文书秘书长有权对照有关国际条约的条款决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特权和
豁免权，
但注意到WMO基本法律文书却未能在秘书长本人的特权和豁免权的管理方面规定适用的授权和程
序，
考虑到关于该问题的规定对联合国和其它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影响重大，
决定建议第十六次大会对秘书长合同标准条款第3段作如下修改：
3. 任职期间，秘书长：
(a)

在履行公务时享有他与本组织签订的有关协议所赋予的特权和豁免权；授予秘书长这种特
权和豁免权只是为了本组织的利益；只要执行理事会认为秘书长的豁免权妨碍司法公正，
停止他的豁免权不会损害本组织的利益，它有权和有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停止秘书长的豁免
权；执行理事会在作决定前须听取秘书长的申述；如果豁免权可在不损害本组织利益情况
下予以放弃，主席可代表执行理事会接受秘书长放弃自己的豁免权；

(b)

不应参与任何与其正确行使本组织秘书长职责不相符的活动；

(c)

未经执行理事会授权，须放弃本组织秘书长之外的一切聘任或有偿的活动；

(d)

未经执行理事会事前批准，不应接受本组织外的任何名誉、表彰、恩惠、礼品或报酬。

决议18 (EC-60)
修改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33 (Cg-15) -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透明度以及会员参与WMO管理的力度，呼吁执行理事会
“在不影响其效率的前提下为会员出席其会议创造条件，并因此审议其议事规则”，
注意到总则第123条规定WMO组织机构的会议须以公开方式举行，除非组织机构另行作出决定，
考虑到根据其议事规则，执行理事会的届会以非公开方式举行，其结果是有兴趣的会员不能了解理
事会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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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修改议事规则第七条，以便让有兴趣的会员出席会议，修改后规则用以下文字取代原文：
“执行理事会的会议须公开举行，除非在议事规则中另有规定或者根据第八条作出决定”。
决定这项修正立即生效。

决议 19 (EC-60)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议的总则第155(9)条，
(2) 关于这一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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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
决定：
(1) 保留以下的决议：:
EC-4			
2
EC-12		
6
EC-19		
9
EC-21		15
EC-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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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决定下的段落)， 15
EC-45		13, 16
EC-48		
3, 4, 12
EC-51		
5
EC-52		
4
EC-54		12
EC-55
20
EC-56		
2, 9, 11, 12, 13, 18, 19
EC-57		
3, 4, 5, 7, 8, 15, 17, 18
EC-58		
3, 4, 5, 6, 8, 9, 10, 15
EC-59 		
1,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2, 23, 24, 25, 26, 27
(2) 不再保留第六十次届会前通过的其它决议。
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29(EC-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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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咨询委员会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的建议
2007年的账目，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建议1：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准备一份正式的计划并确定各项行动，以便筹集流动基金并使其达到第
十五次大会设定的水平，并就此向下次会议提出报告。
建议2：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定本组织在项目和计划两个层次上面临的重要风险和缓解措施，并定
期向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提出报告。
建议3：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15 (EC-60)–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2007年账目。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SAS)的实施
建议4：
鉴于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转换有很高的风险，委员会考虑到需要减少支出，建议理事会要
求将风险管理纳入该项目，并要求向审计委员会、财务咨询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提交定期的进
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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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由第14财务期(2004-2007年)现金结余支持的第15财务期(2008-2011年)的追加支出
建议6：
注意到本组织在第14财务期结束(2004-2007年)时的结余额为920万瑞郎，建议执行理事会通过了
决议12 (EC-60) –用第14财期现金结余资助的2008-2009两年期的高优先重点活动 ，以及拟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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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次届会总摘要的文字(7.2.30至7.2.35段)。
规划事宜
建议7：
执行理事会：
(a)

要求针对第十五次大会要求将WMO组织机构的计划和工作机制与战略计划，尤其是其预期
结果相协调，对此举产生的财务影响进行评估，供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审
议；

(b)

确保用切合实际、可行和有投入效果的方式制定监督和业绩评估计划，并附成本效益分析，供
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审议；

(c)

同意在对WMO在该方面的具体角色作出澄清的基础上，以及对它的进一步财务影响作出评估
后，将提议的新的“气候适应”战略目标列入下一个WMO战略计划；

(d)

同意为下一个战略计划制定一份预期结果优先表并附对相应的财务影响的评估。

附录2
总摘要第3.2.10.2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专题研究组(专题研究组)
的成员组成和职责

职责
为加强并促进气候、天气、水和环境研究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其他相关组织在
未来十年提供更好服务的总体目标，该专题研究组将遵循以下职责：
1.

建议制定一个重点强调加强预测研究和相关科学评估的战略，为未来十年提供加强的气候、天
气、水和环境服务提供保障；

2.

考虑以下建议：(a)世界气候预测模拟峰会；(b)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的天气和气候研究团体编写的关于天气、气候和地球系
统预测革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白皮书；以及(c)天气和气候研究团体编写的关于无缝隙天气
和气候预测和提供服务方法白皮书；

3.

提出有效的行动和机制建议，使研究成果对WMO及其会员未来发展端到端服务和能力建设体
系产生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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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各种方法，以更好地协调技术委员会在预测研究方面的咨询作用和WMO所支持的其他机
构；

5.

向2009年6月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交一份报告。

成员
该专题研究组的成员应当包括：由WMO执行理事会指定的一位组长、CAS主席、WCRP, WWRP和
EPAC的主席和合适的代表、EC工作组的代表以及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秘书处支持
科研司将牵头在组织方面支持专题研究组，同时WMO的观测、服务提供和区域活动部门将积极参
与。

附录3
总摘要第3.4.44段的附录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运行概念
前言
普遍认为需要一个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全球观测系统。许多国际机构只得系统地管理各种名目繁
多的观测资料集，并制订资料政策以满足其需求。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是WMO在组织
方面对这一需求的响应，为此，该系统致力于在所有伙伴之间开展强有力的合作，以实现范围广泛
的目标。
以下运行概念描述了一个全面业务化的WIGOS的最终状态，这一概念为WIGOS确立了总体 目标。为
了实现这些目标，将会制订一个详细的WIGOS开发和实施计划，以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从开始到全
面业务化能力的过渡。为了充分了解WIGOS，必须在WIGOS发展和实施计划的背景下考虑该运行概
念。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是一个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基于诸多观测系统的系统。WIGOS建立在所
有WMO计划对观测的要求的基础之上。它确保获得所需的资料和信息，并促进通过WMO信息系统
(WIS)，根据确定的时间、地理和组织方面的要求来获取所需的信息，包括那些实时、近实时和延时
的信息，并且在这样做时尊重资料共享政策。此外，它有助于确保资料的高质量标准，并充分发挥
档案和技术创新的效益。
WIGOS的组成部分(地基和空基)包括：天气观测网，例如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观测系统(GOS)、飞
机气象资料中继和船舶自动高空观测计划；大气成分观测网，例如全球大气监测(GAW)；辐射观测
网，例如地面基准辐射网；海洋气象网络和阵列，例如自愿观测船、漂流和系泊浮标阵列；水文观
测网，例如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WHYCOS)的观测组成部分；以及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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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的其它WMO各种大气、水文、海洋和陆地观测系统。通过对地基和空基观测的整合来改进监测
对于了解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包括全球气候系统的所有子系统—大气、水文、海洋、陆表和冰
雪圈。
WIGOS的开发和实施将与WMO信息系统的规划和实施同步进行。这两者的结合将允许设计一个综
合的、从终端到终端的、基于各种系统的WMO系统，以提高其成员有效地提供广泛服务的能力，并
更好地服务于研究计划的要求。
WMO信息系统
•

将用于所有WMO和相关国际计划的信息的收集和共享；

•

将提供一个灵活且可扩展的结构，允许参与的中心随着其国家和国际责任的增大而提高其能
力；

•

实施将以一种渐进的过程，建立在现有WMO信息系统最成功的组成部分的基础上；

•

开发将特别关注顺利和协调的过渡；

•

通讯网络将基于世界天气监视网分发高度优先实时资料所使用的通讯联络；

•

将利用国际商定的标准协议、硬件和软件。

1.

引言

1.1

目的

WIGOS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组织、计划、程序和管理方面的结构，这将极大地改善观测资料
和产品的可获得性，为所有WMO观测系统的业务和管理职能提供一个单独的焦点，并作为一种与
WMO共同发起的观测系统进行互动的机制。整合将导致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可以进行再投资，以
克服已知的现有结构和工作安排中的不足和差距。
1.2

目标

集成过程应包含四大目标：
(a)

改进WMO(在资源利用、规划、机构和计划结构、监测方面)的管理；

(b)

增加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特别是关注系统的空基和实地观测部分；

(c)

在一个全面的综合系统的业务范围内提出大气、水文、海洋、冰冻圈和陆地领域的需求；

(d)

确保更广泛的管理框架(例如跨机构共同发起各类系统)以及与其它国际实体之间的关系得到
持续和加强。

2.

概况

2.1

目标

12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WIGOS的目标是：
a

以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满足WMO计划的要求，致力于减轻各成员的财政负担，同时最大限
度地提高行政和业务效率；

b

确保获得各WMO观测系统(例如GOS、GAW、WHYCOS)以及共同发起系统的WMO组成部
分(例如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产生的所有必要信息，包括强调由卫
星、雷达、风廓线仪、机载系统、实地海洋观测平台及其它下一代观测系统产生的信息；

c

促进以实时或近实时和延时的方式获取WMO计划、WMO共同发起计划以及相关国际公约所需
要的观测资料，这些观测资料是由合作机构、组织和计划进行实施和管理的系统所产生的；

d

针对所有计划的要求，确保所需资料的质量标准可以得到满足并持续；

e

促进改进资料管理，包括归档和资料检索能力；

f

促进技术创新的机会；

g

继续正在进行的与开发和测试下一代观测仪器的仪器制造商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调；

h

制订适当的规章文件，包括组织、推荐规范和程序；

i

以一种综合方式连接现有的技术以提供社会效益。

2.2

特点

2.2.1 WIGOS概念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针对WIGOS所商定的一般标准和推荐规范将应用于所有
WMO及其发起的观测系统和计划。WIGOS的特点包括：
•

•

所有的WIGOS观测资料、元数据以及加工的观测产品将：
–

经由WIS应用商定的资料和元数据的表现形式和格式进行交换；

–

使用WIGOS兼容的硬件和软件；

–

坚持WIGOS观测仪器和方法的标准以及标准观测网络的规范和程序；以及

–

以WIGOS批准的形式和WMO约定的档案中心的分辨率进行存档。

WIGOS将：
–

通过WMO滚动需求评审过程来制定战略，以满足WMO计划和国际伙伴的观测要求；

–

发展战略以保证系统的相互操作性，包括观测系统和仪器的资料质量；

–

在开发、获取和/或部署新的观测系统或传感器之前评价现有的WIGOS能力；

–

利用现有平台，并采用多传感器平台的概念，以覆盖尽可能大的范围；

–

与所有适当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计划来协调需求、规划和活动；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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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有的观测系统/网络建设一个基于诸多观测系统的系统。

2.2.2 必须强调的是，WMO观测计划实际上是由WMO各会员通过单独或在某些情况(尤其是对一
些卫星系统)下与运行某一系统的国家集团共同合作来实施的。因此，整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计划和
活动，以及通过本组织所进行的协调。
3.

设想

3.1

概述

这一运行概念提供了致力于以综合方法改进业务框架，以便支持WMO各成员完成其国家任务包括应
对自然灾害、环境监测、适应气候变化和人为环境影响。它与第十五次大会关于加强WMO观测系统
和WMO战略计划之间的整合的决定相一致。
3.2

整合层面

作为一个由诸多观测子系统组成的系统，整合将在三个层面上实现。三个层面的整合如图所示：
•

观测仪器和方法的标准化(观测仪器和方法层面)；

•

通用信息基础设施(WIS资料层面)；

•

最终产品质量保证(质量管理/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产品层面)。

3.2.1

通过观测层面的标准化来协调WIGOS的开发和实施

持续的、优化的、从终端到终端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应涵盖来自所有WIGOS组成观测系统的
观测资料的均一性、相互操作性和兼容性。这应建立在指导和研究的基础上，并通过在WIGOS组成
的网络内实施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的观测方法建议来实现，其中包括测试、标定和比对。这是“观
测仪器和方法层面的整合”。
3.2.2

利用WIS来协调WIGOS的开发和实施

3.2.2.1	
WIGOS的规划和实施应该与WIS的规划和实施同步进行。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
WIGOS的早期规划阶段，其所有活动就应该与WIS进行协调。这将通过下述途径来实现：
•

执行理事会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合WMO信息系统工作组的活动；

•

该工作组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分组；

•

各区协和相关技术委员会代表的参与；

•

秘书处的协调作用。

从技术上说，达到预期综合网络的关键行动是应用一个全面、标准化的资料表达形式从
3.2.2.2
WIGOS组成网络产生资料和信息，这一表达形式遵守WIS对所有WMO计划的信息交换要求。这是
“WIS资料层面的整合”。
3.2.3

利用最终产品质量保证来协调WIGOS的开发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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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优化的、从终端到终端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标准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应该建立质量管理
框架，以确保尽量把最好的产品分发给最终用户 。这应该建立在已商定的质量保证和控制标准的基
础上。这是“质量管理/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最终产品质量保证的整合”，目标如下：
•

确保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及其他业务者之间综合/协调的资料采集努力，以尽量避免重复建
设；

•

降低成本，并最大限度地保证资料和产品的供应和质量；

•

开发一个综合管理系统，以提供具有足够质量控制的可靠和及时的资料流通。

图：

向WIGOS做贡献的WMO主办或者协办的观测系统的三个层面的整合是：标准化的观测仪
器和方法，通用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最终产品的质量保证。特别是，在第一层面的整合(
内圈 )中，持续、优化、从终端到终端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应涵盖来自所有WIGOS组
成观测系统的观测资料的均一性、相互操作性和兼容性。这应该通过满足仪器和观测方法
委员会/网络确定的对观测仪器和方法的要求来实现，其中包括测试、标定和比对。在第二
层面的整合(中圈 )中，所有WIGOS组成网络产生的资料和信息都应该符合一系列全面的、
标准化的针对所有WMO计划的WIS资料表达形式和交换的要求。在第三层面的整合(外圈 )
中，基于所有WIGOS组成观测系统的观测/测量以及通过WIS交换产生的各种最终产品应符
合质量管理框架的要求，以确保尽量把最好的产品分发给最终用户。

4.

职责

4.1	

为了开始努力以实现所有的WIGOS业务，认为下面的实体都负有必要的职责：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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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和信息系统的发起者；

•

执行理事会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合WMO信息系统工作组；

•

工作组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分组；

•

WMO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

•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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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计在过渡阶段(2008-2011年)将致力于全面的业务能力，更多的参加者将承担相应的资
源、努力和活动。
5.

业务框架

5.1

总体方法

这一运行概念涵盖了针对WIGOS的全方位管理与整合。为了有效地和高效地应对用户的资料需求，
WIGOS将使用WIS作为资料传输和交换机制。
5.2

WIGOS组成

WIGOS组成部分包括：
a

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观测系统；

b

区域、流域和全球性水文网络；

c

全球大气监测网和观测大气化学成分及相关环境参数的系统；

d

各种观测太阳辐射和净辐射的辐射网络(例如基准地面辐射网)；

e

各种船舶进行的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观测，包括船舶观测组；

f

在全球大气研究计划(GARP)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相关研究项目期间开发的作为研究阵列的
系泊和漂流浮标阵列，目前已成为支持天气、气候以及海洋学目标的业务网络和阵列；

g

有助于满足GCOS观测需求的大气、海洋和陆地观测系统中的WMO分量；

h

在GARP项目下开始研发并实施的飞机气象资料接收与中继系统，随后扩大为包括扩展飞机
观测大气成分组成能力的业务；

i

空基观测系统目前是几乎所有WMO观测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静止气象卫星、核
心极轨气象卫星以及服务于业务和研究应用需求的空基观测系统的其它分量；

j

第十五次大会批准的冰冻圈监测的观测部分；

k

其它尚未确定的可能组成部分。

5.3

整合的目的和目标

预计该整合过程将产生结构性管理框架，并且这也是WIGOS开发、实施和可持续的过程。标准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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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操作性，其中包括资料的兼容性，是促进整合的主要因素。WIGOS将满足以下几个子目标：
•

改善来自所有WMO及其发起的观测系统的资料和信息的生产、利用和应用，以无缝的方式
满 足用户的需求；

•

通过设计包容各成员之间的多样性，以尊重其能力和需求；

•

增强所有成员获取和利用来自所有WMO及其发起的观测系统的观测资料和分析产品的能
力；

•

确保兼容性、连通性和相互操作性，包括在所有 WMO及其发起的观测系统各分量之内和之
间以及与外部其他用户之间的界面安排；

•

允许对整合后的系统不断地提出审查要求，并有能力进行有效地调整和应对不断变化的需
求；

•

通过让启动并开发各自观测系统分量的各种团体直接参与WIGOS的规划和实施，以确保这
些团体具有持续的主人翁意识；

•

促进新的观测能力的开发、测试和比较，并提供各种机制，以便使它们很容易地融入WMO
及其发起的业务观测系统；

•

确保所有观测计划各分量之间的最佳整合；

•

通过尽量减少系统及支持这些系统的管理活动的可能重复和重叠来提高效率；

•

促进对技术进步更快速和更有效的消化吸收，并尽量在所有的观测计划中应用它们；

•

鼓励尽量共同设置补充系统的观测站点，从而减少重复；以及

•

确保各种科学和用户团体参与确定需求、监测和评估系统性能的活动。

6.
6.1

资料政策
WIGOS将尊重伙伴组织的资料政策，将坚持1995年的第十二次和1999年的第十三次世

界气象大会分别通过的第40号决议(Cg-12)“WMO关于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
关于商业性气象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导原则”和决议25(Cg-13)–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6.2
WIGOS将努力确保原创者对新增资料和产品所设置的条件，并让初次和以后的用户了解气象及
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包括关于商业性气象和水文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导原则。

7.

效益
WIGOS对于其成员和伙伴组织可以提供的效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改进服务，包括那些支持防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服务；

•

提高多学科观测的质量、均一性和可获取性；

•

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

为吸收新观测系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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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与着手整合WMO观测系统相关的挑战包括：

•

WIGOS的交叉性特点将需要所有相关方的大力合作与协调；

•

时间将是一个关键的风险因素，需要在早期就制定一个详细、全面的实施计划，并精心设计
有
意义的试点项目；

•

与联合主办方及合作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协调及合作是一个敏感问题，必须
慎
重对待以避免误解；以及

•

成员和伙伴组织中国家及区域的系统和服务之间存在差异。

9.

资源

实施WIGOS运行概念将在过渡阶段(2008-2011年)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以及WMO秘书处内部需要大
量资源。

附录4
总摘要第4.2.51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WMO人工影响天气声明执行摘要

•

通过播云有目的地增加降水、减少冰雹灾害、消雾、消散其它类型的云以及人工影响风暴，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技术，它们仍然有待完善，它们必须适合差异巨大的各种自然条件。

•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正在开展人工消雾、人工增雨和增雪以及消雹的业务计划。它们的主要目
的是获取更多的水、减少冰雹灾害、消雾或满足公认的其他需求。有足够信心地完成这些既
定的目标难度往往很大。经济分析表明如果人工增雨和消雹作业取得成功会产生显著的经济
效益，但是不确定因素却使得对这项活动的投资面临相当大的风险。

•

目前此类研究计划数量不多并且只在少数国家开展。一般而言，它们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人工
影响天气的理念、检验人工影响整体假设中的某些联系、检查一些人工影响活动的效果和影
响、或者为验证一些建议的或之前测试的方法。研究的长期实际目标是为这些研究结果的业
务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

•

为了确定和证实播撒试验和作业的效果，有必要采用先进的统计设计和分析方案。统计分析
中应包括信度区间，以便提供一个播撒效应强度的预值，从而对其成本效益和社会影响作出
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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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通过观测手段和模拟能力的提高可以对云和降水过程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检查，并且为
推动人工影响天气科学和实践的进步提供新的机遇。

•

虽然很难有把握地肯定业务项目在水文、经济或其它类似方面产生的结果，但在适当的情况
下，如长期开展的项目和拥有高度相关的控制区的项目业已显示这一效果。目前正在开展很
多工作来探索其它的评价方式。与研究项目相比，业务项目的播撒结果存在更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要证明投入是否合算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

云的结构在不同的区域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地理区域的播撒效果不能自动地套用于另一个地
区。应当慎重地考虑其异地适用性，因为除了气象因素之外，气溶胶和微量气体成分的不
同、地表特征和其它因素都可造成云的特性发生意外变化和云对人工干预的意外响应。

•

虽然尚未发现预想外的播云结果，但不能排除对下风向地区的影响和产生的环境和生态影响
等。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可以影响局地，有时甚至影响区域的云特性和降水。搞清楚这
种不经意的人工影响天气的存在和过程可为深入探索人工影响天气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提供
重要的启示。

•

WMO在人工影响天气领域的活动旨在鼓励开展研究，为业务项目提供有关最佳做法的指
导。

不同技术的现状和其相关的物理概念归纳如下：
人工消雾
•

理论上，所有类型的雾都可通过充分地加热或机械混合的方法进行消散，但这类方法通常是
不切实际并且费用昂贵。在机场这也许再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飞机延误和取消航班的损失
十分巨大 。

•

运用成冰物质或冷却剂消除过冷雾被认为是切实可行的。

•

用吸湿物质进行催化表明可在某些类型的暖雾中提高能见度。一种符合环境要求的技术尚待
证实。

人工增雨
•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通过播撒成冰或吸湿性物质可以使云的微结构发生变
化。不同云型所需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作为催化的结果，要证明地面降水发生了明显和有益
的变化仍存在争议，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证明缺乏可信度。

•

根据我们目前拥有的知识，认为对由翻越山脉的气流形成的云进行成冰催化增加降水在经济
上最具前景。这类云在人工影响活动中最引人注意，因为它们所含的水具有管理潜在性，即
它们具有存蓄在水库或作为雪存储在高海拔地区。有统计证据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运用现
有的技术增加过冷地形云的降水。一些长期项目的流量记录统计分析表明已经实现了具有成
本效益的增长。

•

使用成冰剂如碘化银进行播撒过冷积云一般有效性比较低。观测到的云的变化有很大的差
异。有各种相互争议的解释，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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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型的对流云播撒吸湿物质表明是可行的，并且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但这不算成
熟技术。

人工消雹
•

发展良好的成冰催化技术已经在世界很多地区用于业务来减少冰雹灾害。对结果的评价证明
仍有困难而且对于消雹的效果仍然存在争议。

•

已尝试使用吸湿性核催化雹暴，但是尚未得出明显的结果。

•

一些方法如高炮消雹或电离装置缺乏物理基础，它们不能作为推荐的方法。

其它现象
•

目前关于用播云来减轻台风和热带风暴的强度没有置信度。

•

试图通过催化减少闪电是无效的。

概述
•

尽管人工影响天气科学现状得到了稳步提高，但深入认识云微物理和降水形成仍存在各种局
限性，并且在准确降水测量方面也存在不足。呼吁各国政府和科学机构大幅提高在基本降水
研究和相关人工影响天气计划方面的努力。进一步测试和评价物理概念和催化战略都是至关
重要的。只有增加周密部署实施的试验数量，以及总结归纳取得的积极效果方能提高人工影
响天气的可接受程度。

•

参与人工影响天气活动的政府和其它机构应当对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予以投入。

•

应定期审议(可能的话应当每年一次)业务人工影响天气项目，以便评估是否使用了最佳做
法。任何新的项目都应向专家咨询有关预期的效益、所涉及的风险、使用的最适宜的技术和
可能的影响。顾问应尽可能与项目脱钩，以便他们的意见不偏不倚。大家都认为经良好整理
归纳的需求可促进大多数人工影响天气项目，但它们有风险并且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附录5
总摘要第5.2.1段的附录

国际标准化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间的工作安排
引    言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于2008年6月在其第六十次届会上代表本组织，批准了与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达成的工作安排，另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长根据ISO理事会第43/2007号决议代表国际
标准化组织于………日批准了与世界气象组织达成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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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排
1.

背景

自1954年WMO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届会赋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磋商地位以来，ISO和世界气象组织
(WMO)一直保持密切合作。
ISO通过ISO理事会第43/2007号决议已承认WMO是一个国际标准化机构。
WMO与ISO之间的这些工作安排旨在加强国际标准工作的开展，避免在制定有关气象、气候、水
文、海洋及相关环境资料、产品和服务标准方面出现工作重叠。
在这些工作安排的文本中，“标准”一词采用ISO/IEC1指南2:2004 - 标准化和相关活动-通用词汇 中定义
的含义。由此根据这些安排而制定的标准下称“共同标准”。
2.

一般性规定

为了有效实现各自机构文书中所确定的各项目标，WMO秘书长和ISO秘书长相互间将密切合作，并
将就共同关心的事项定期磋商。
两个组织均同意相互通报各自当前正在开展的和计划开展的与对方有关活动。
WMO和ISO同意交换关于这些方面和相关领域的出版物。
在召开会议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事项时，本工作安排的一方将为另一方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对方的会
议作出适当的安排。
1

IEC为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的缩写

3.

适用范围

根据各自的规则和程序并在其职责和现有资源限度内，WMO和ISO将共享各自有关工作计划的信
息，促进双方积极参加对方针对有关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有关环境资料、产品和服务的标准
问题而举行的有关会议、研讨会、讲习班、工作组或专家组会议并为此做出实质性贡献。
这一合作包括并鼓励WMO以一个联络组织的身份积极参加ISO有关的技术委员会(TC)或分委会(SC)
以及ISO相应地参加WMO的有关会议。这一合作更具体地处理ISO与WMO在制定标准及其后续公布
方面的工作安排。
这些工作安排须适用于以下工作事项：
1

WMO提出的须经ISO决定的但不属于现有ISO委员会审议范畴的标准公布提案。正如以下所
示，这类由WMO提出的标准公布提案须提交ISO中央秘书处，供ISO全体会员审议。

2

WMO提出的属于ISO/TC 146 (空气质量)、ISO/TC 147(水质)、ISO/TC 113(水文测量)、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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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180/SC 1(太阳能、气候－测量和资料)或ISO/TC 211(地理信息/地球测绘)审议范畴的标准
公布提案。正如第4款所示，这类由WMO提出的标准公布提案须在相应的ISO技术委员会或
分委会的工作计划内予以对待。
3

属于上文提及的ISO/TC审议范畴的由ISO或WMO提出的工作建议，凡是已决定需要一种新
的国际标准或可提供的其它标准，对此ISO和WMO均认同ISO和WMO在制定标准方面可做
出显著贡献。

一旦决定需要一种新的国际标准或可提供的其它标准，而且凡是WMO公布的标准已经存在而且无对
应的或类似的ISO标准，则须将WMO公布的标准作为开展联合工作的基础。
4.

制定和通过标准的方式

任何共同标准的文本须由两个组织独立批准。
任何提案的批准，均存在两种可能性：
A)

“原封不动”提交ISO批准现行的WMO公布的标准：
A.1) 不属于ISO现有委员会审议范畴的标准的公布；
根据ISO理事会第20号决议的规定，作为一个公认的国际标准化机构，WMO可提出将其公布
的标准(技术规则、手册、指南或其它相关的WMO规范)的提案作为在ISO框架内一项历时五
个月的国际标准最终草案付诸表决(依照ISO/IEC指令、附录F、第F.2.1.2子条款的规定)。
批准的条件须符合反对票不超过总票数四分之一的规定。
若符合上述批准条件，文件则须进入公布阶段。反之，提案被否决，而且WMO秘书处和ISO
中央秘书处须通过讨论决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A.2) 属于现有ISO委员会审议范畴的标准公布
WMO可提出将其公布的标准(技术规则、手册、指南或其它相关的WMO规范)的提案作为
ISO框架内需历时五个月的一项征询草案付诸表决(依照ISO/IEC指令、附录F、第F.2.1.2子条
款的规定)。
批准的条件须按照适用于征询草案的ISO/IEC法规第2.6条的规定(得到ISO委员会常任委员三
分之二的多数赞成票，反对票数不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
若达到上述批准条件，文件须进入批准阶段(ISO/IEC指令第2.7条)，即：作为在ISO框架内历
时两个月的一项国际标准最终草案付诸表决。反之，提案则被否决。任何下一步的行动须由
WMO相关机构、WMO秘书处、提出标准公布提案的ISO委员会和ISO中央秘书处通过讨论
决定。

B)

WMO与某个ISO技术委员会或分委会共同制定标准
经与相关的ISO技术委员会或分委会达成一致，同时经WMO负责此项工作的技术委员会批

13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准，WMO可提出将其公布的标准草案作为在该ISO委员会框架内历时五个月的一项征询草案
付诸表决。
批准的条件须按照适用于征询草案的ISO/IEC指令第2.6条的规定(得到ISO委员会常任委员三
分之二多数赞成票，反对票数不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表决中提出的意见和反对票数须
反馈给WMO，它将与相关的ISO委员会合作考虑上述情况。
若符合上述批准条件，文件将进入批准阶段(ISO/IEC指令第2.7条)，即：作为在ISO框架内历
时两个月的一项国际标准最终草案付诸表决，同时提交WMO相关组织机构批准。反之，提
案则被否决。任何下一步的行动由提出该文件的ISO委员会通过与WMO秘书处和ISO中央秘
书处讨论后决定。
若该国际标准最终草案符合上述批准条件，文件则进入公布阶段。反之，提案则被否决，任
何下一步的行动则由提出该文件的ISO委员会通过与WMO秘书处和ISO中央秘书处讨论后决
定。
鉴于上述可能性，提案须提交ISO中央秘书处，它将采取下列行动：
-

与WMO协商，评估ISO的技术委员会/分委会是否胜任该提案文件所涉及主题的处理工作；

-

确定与其它国际标准无明显冲突；

-

根据ISO/IEC指令第2.6.1条规定，将提交的文件作为征询草案进行分发(案例A.2和案例B)，
或者根据F.2.1.2和F.2.3作为一项国际标准最终草案予以分发(案例A.1)，同时明确指出所提交
的文件应归属于哪一个ISO技术委员会/分委会(若相关)。

WMO和ISO均须按照各自的工作程序决定建立一个旨在公布一项共同标准的新的工作议题。任何一
项新的工作议题可由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组织提出，并可包括一个新主题或对现有的WMO出版物
和ISO标准的修改。这项决定一旦获得批准，在任何组织内部现有的类似有效项目都应当合并为一个
协调一致的项目。在各自内部协商过程中，无论是在WMO或在ISO内如果没有批准关于这项新工作
议题的提案，或者以后又提出的提案草案，其中一个组织则保留按照其正常程序继续单独开展工作
的权利。
5.

标准的公布

只有经WMO和ISO 双方都批准之后，方可公布共同标准。
由此产生的各项共同标准将由ISO根据ISO的政策和指令作为ISO标准予以公布，并由WMO作为
WMO的标准予以公布。除非双方同意，否则ISO和WMO将公布内容相同的两份单独的文件。
WMO和ISO同意认定在制定专门的共同标准过程中各自的复杂情况，并且须通过各自出版物相关章
节的标识来引用对方组织相应的标准。
6.

版权

根据本工作安排而公布标准的版权由ISO和WMO共同拥有，无须向对方缴纳版权费。ISO可向其会员
机构转让一般使用权，无须向WMO支付版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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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标准的程序

ISO或WMO可随时提出修改共同标准的建议。对共同标准的系统审议须在ISO和WMO商定的时间期
内进行，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在第一次审议后至少每五年审议一次。
若ISO委员会没有参与制定共同标准，则须重复上述规定的批准程序，但条件是WMO决定需要修改
这项共同标准。若有ISO某个委员会参与了制定这项共同标准的过程，这项共同标准的维持则须由
WMO通过与该文件所归属的ISO委员会协商之后予以处理。
未经上述规定的批准程序，不得修改共同标准，只有根据各自组织的内部程序，在每个组织内同时
开展了一次调研，而且调研结果充分表明需要解决已存在的问题时，方可修改这些共同标准。若两
个组织没有就需要修改共同标准的问题达成一致，每个组织可决定单方面修改共同标准。在这种情
况下，由此产生的标准不得被视为一项共同标准。
8.

协议的终止

上述工作安排须经两个组织批准后方可生效并且继续有效，除非任何一方提前三个月提出书面通
知。上述工作安排须每四年审议一次，必要时可进行修改，以加强两个组织的合作关系。

附录6
总摘要第5.2.3段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城市气候协会工作安排

1．
世界气象组织(WMO)秘书长和国际城市气候协会(IAUC)主席为了有效地帮助实现各自组织
文件中规定的目标，将互相密切合作采取行动，并定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磋商。尤其要为有效
地协调双方组织的各项活动和程序开展合作和磋商。
2.
WMO和IAUC双方同意互相通报双方感兴趣的正在开展的计划和规划的活动，并交换这方
面的及相关领域的出版物。
3.

将为本工作安排的双方作为观察员参加对方有关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会议做出适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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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总摘要第5.2.19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关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的作用和活动的意见：
供WCRP 专家评审组考虑

引言
理事会尽力向专家评审组提出了以下意见，它们或许对其工作有所帮助。理事会必须强调的是，准
备这些意见的时间十分仓促，且没有时间与那些没有出席执行理事会的WMO会员协商，理事会对此
表示担忧。以下是理事会在第六十次届会上形成的一致意见。
背景情况
认识气候和协调提供广泛、富有科学性和不断改进的气候服务给我们提出了挑战，世界气候研究计
划(WCRP)是WMO全面应对这一挑战的部分内容。理事会注意到该计划的两个最初的目标是：
•

确定气候的可预测性，和

•

确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这两个目标仍然有效，但WCRP 2005-2015年的战略框架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即：
•

促进地球系统的变率和变化的分析和预测，用于范围不断扩大的与社会有直接联系、有社会
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实际应用工作。

WCRP 是世界气候计划(WCP)的一部分。后者还包括3个其它的组成计划，它们是由WMO发起的世
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WCASP)、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以及由联合国环境署发起的世
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响应战略计划(WCIRP)。世界气候计划的目标是提高对气候系统的认识，并用这
些认识来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以造福社会。它与WMO联合发起的一些计划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构成WMO气候活动框架。
从实质上看，WCRP协调有关气候的研究，而WCP则通过WCASP负责用业务服务方式向社会提供研
究成果。
IPCC的目标是向决策者和其他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各方提供客观的信息源。即：IPCC负责评估尤其
由WCRP协调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 根据每一次前后连续的IPCC评估，理事会认识到，由WCRP
协调的研究对第一工作组评估报告的贡献不断增加，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评估研究中可能的贡
献率已占60%。
GCOS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的补充部分)旨在担当起一个长期面向用户的业务系统，能
针对以下的需求提供综合的观测：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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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气候系统；

2.

检测和归因气候变化；

3.

评估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及支持对它们的适应；

4.

应用于国民经济发展；

5.

开展研究以便提高对气候系统的认识，改进对气候系统的模拟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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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RP 通过联合发起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和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也是发起方)为
GCOS提供科学支持。
WCRP与WMO其它一些计划开展互动，包括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的观测系统研究和预测试验(WWRP/
THORPEX)，全球大气监测、减轻灾害风险计划和水文水资源计划。 WCRP还通过地球系统科学联
盟开展工作，以确保在WMO计划之外最广泛地使用其科学信息。
专家评审组事宜

气候框架中的 WCRP
理事会首先要提出的是，重新定义WCRP的作用和活动范围时，应该仔细考量世界气候计划(包括
WCASP, WCDMP 和WCIRP)、IPCC、GCOS、WWRP/THORPEX和全球大气监测的作用和范围，以
保证复制现有活动时，避免不经意地将其改动了。例如，理事会鼓励WCRP就实践应用展开研究的
同时，希望其与WCP(比如WCASP)就他们的业务实施密切合作。
IPCC要求以出版的科学研究为依据，不断增加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因此，如不能很好的协调科学供
应者之间的关系，IPCC就不可能每5年或每6年完成评估报告。如果没有WCRP，这些信息就要通过
其他途径提供。IPCC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它与WCRP的合作---WCRP提供了评估所需要的信息。

专注于结果的研究
WMO现在实施基于结果的管理来满足会员的需求，因此，所有会员都希望根据WMO战略计划的预
期结果提供相关研究支持。现在，很多研究人员是根据成果来衡量成功的，例如：发表的论文，和
其论文被引用的情况。对WMO会员而言，成功的研究活动应该带来预报技术的提高，数值模式技术
的改进，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发布改进了的气象警报。未来衡量WCRP成功与否的标准，应是适当
的，而且应将这些标准以及有关因素的类似产品/成果一并考虑。

可持续性
WCRP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下一代科学家参与规划该计划的发展方向，以及是否拥有足够
的资源。WCRP能力构建必须包括：年龄、性别和国籍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参与，以及
在实验观测、模拟和过程研究方面开发活动和大型基础设施所需的资源。WCRP应通过地球系统科
学联盟与相关计划(例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环境变化国际人文因素计划和DIVERSITAS)继续
密切合作，因为它们和WMO气候学委员会(CCl)的目标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也应该包括诸如国
际科联的灾害风险综合研究项目之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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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其他地球系统科学联盟成员的协调，WCRP还应通过那些促进WMO预期结果的交叉活动来对
WMO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做出贡献。此项工作可被列为战略之一，即通过WCRP的工作增强其全
球可持续性和价值。

模拟
模拟是观测和科学研究的纽带，是预报预测交付的方式，也能为各类利益相关方提供所需的情景。
因此，WCRP必须与数值天气预报界以及其他计划，比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一同开展工作，以确
保气候科学家全方位地将相关学科纳入到模式中。
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气候模式从大气模式发展为耦合模式，现在正向与大气化学和陆地生态系统
综合的方向发展，最终目标是全方位地将陆地、海洋、大气、冰雪圈和生态系统过程融入其中，简
而言之，即地球系统模式。
WCRP必须通过扩展其在观测、模拟和过程研究中的科学基础来拓展其领域。特别是，WCRP必须通
过在该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加速将气候系统模拟方面的专业知识整合到更为宽泛的地球系统模拟中
去。

组织问题
2007年召开的第十五次大会认为WCRP的功能仍然是气候研究的协调。该次大会在WMO的层面决定
了该计划2007年至2011年的资金，及其在实现预期结果中的作用。注意到气候变率和变化给人类带
来的挑战，大会对WCRP作为品牌性的、高影响的、联合资助的计划之一具有很高的期望。
理事会注意到WCRP是基于最初由WMO和国际科联理事会1980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随后加入。该备忘录期望三方同等地提供赞助。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三
个赞助方的支持已不再同等，并有迹象表明各个赞助方各自希望得到不同的成果。需要一个由高层
理事会支持的更加动态的协议，以反映各个赞助方希望得到的成果。该协议应当至少每两年审议一
次并按需要更新。

附录8
总摘要第6.4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认可WMO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1.
指定从事气象、水文和相关科学培训的机构为WMO 区域培训中心(WMO-RTC)应符合下列
标准：
(a)

只有在现有机构无法满足两个或两个以上会员提出的要求时方能设立区域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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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心应符合区协在最终节略报告中的决议或总摘要中的决定提出的区域要求，或在休会期间
由区协主席商其全体会员后提出的要求；

(c)

每个中心应设在特定的有关区域内，其地点由执行理事会决定，其决定应根据区域协会的意
见或区域协会主席与其会员磋商后的意见、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建议和秘书长的意见；

(d)

每个中心均须符合下列条件：

(e)

•

中心应向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学生开放，并根据要求向感兴趣的其他区域国家的学生开		
放；

•

中心开展的各科教学的教育水平应与WMO 所发的指导材料相一致；

•

中心应有一套在区协教育和培训报告员支持下确定培训需要和评估所提供的培训的流		
程；

•

中心应具备足够的教学楼房和培训设施，并拥有必要的设备和设施，以快			
速、有效并高效地利用和交换基于现代技术的培训辅助设备和课件；

•

中心应具有技术能力和培训技巧的胜任教员；

•

中心应为行政、管理、规划和自我评估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心的设立和维持主要由东道国负责。WMO 有权监督中心的工作。

2.
WMO 和东道国的义务应写入协议，以便遵守WMO 和东道国之间的某些原则，它包括如下
事项：
•

中心的宗旨和功能；

•

学生的数量和入学资格；

•

WMO 有权审查课程表和其它有关材料，以确保教育和培训水平与WMO 所发的指导材料相
一致，例如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WMO-No. 258)及其补充；

•

中心的行政安排；

•

WMO 的义务-财务或其它方面；

•

东道国政府的义务；

•

中心的义务；

•

撤消对中心的指定；

•

协议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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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
总摘要第6.10段的附录

2008年VCP (F)的划拨建议(瑞朗)

A
B
C
D
E

截至01/01/08的余额
截至01/01/08的承诺
01/01/08的可用余额
01/01/08预计认捐*
01/01/08的预计可用余额

2008年
划拨额
建议

1 233 673
-147 530
1 086 143
350 000
1 436 143
子项划拨额

重点领域

1
2

VCP配件和状态良好的设备的运输
专家服务

30 000
40 000

3

短期奖学金和培训活动

100 000

3.1
4
5
5.1
5.2
5.3
5.4
5.5

集体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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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非洲部分的GTS
改进南美洲部分的GTS
改进东南六区协GTS

50 000
50 000
50 000
50 000
50 000

50 000
100 000
300 000

5.6

改进中欧和东欧/新独立国家的GTS

50 000

6

改进GOS和GCOS观测子系统总体

50 000

6.1
7
8

中欧和东欧/新独立国家(NIS)高空站
改进GDPS
农业气象活动

50 000
10 000
10 000

9
10
10.1
11
12
13
14
15

支持 CDMS和气候学的活动
减轻自然灾害
紧急援助基金转移支付
业务水文活动
改进卫星接收
互联网能力
LDC信托基金转移支付
TC-DC的活动

30 000
50 000

16

合计

1 080 000

17
18

准备金 (E–16)
总计

356 143
1 436 143

50 000

40 000
80 000
40 000
50 000
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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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
总摘要第7.2.73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以来人事任命、提升、提名和转岗的情况

发布空缺通知后通过竞争任命的名单

姓名和国籍
ASRAR.G.R.先生
(美国)

职务名称、级别和单位
司长 (D.2),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人员和研
究规划司

生效日期
2008年3月25日

MASTERS. R.O.先生
(美国)

司长 (D.2),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2008年2月15日

POWER. M.C.女士
(爱尔兰)

主任(D.1),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融资办公室

2007年8月9日

WILSON. J.C.先生
(澳大利亚)

主任(D.1)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教育和培训
办公室

2008年1月3日

PARSONS. D.B.先生
(美国)

处长 (P.5), 科研司，大气研究和环境分司，
世界天气研究处

2008年3月1日

BACHNER. M.C.女士
(丹麦)

处长(P.5), 秘书长办公室，内部监察室，业
绩审计处

2007年9月1日

LÚCIO. F.D.F.先生
(莫桑比克)

高级科学官(P.5),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
司，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分司，减轻
灾害风险处

2007年8月4日

OJHA. A.K.先生
(印度)

高级内部审计员(P.4), 秘书长办公室，内部
监察室，内部审计处

2007年5月1日

PENG. T.先生
(中国)

科学官 (P.4),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司，减轻
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分司，热带气旋计划
处

2007年9月27日

NJOROGE. S.先生
(肯尼亚)

WMO 代表 (P.4),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WMO东南非办事处(肯尼亚)

2007年10月1日

DOURIS. J.C.先生
(瑞士)

技术官(P.3),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分司，减轻灾害
风险处

2007年5月1日

BOJINSKI. S.
先生(德国)

计划官 (P.3),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全
球综合观测系统分司，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联合规划办公室

2008年1月1日

对外关系负责人(P.5),

2007年9月1日

地球观测组织秘书处
WILLIAMS. M.J.先生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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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MASSACAND.A.J.女士
(瑞士)

职务名称、级别和单位
工作计划协调人(P.4)

生效日期
2007年12月19日

BAEYENS.H.G.先生
(比利时)

项目官(P.2)

2007年7月16日

未经发布空缺通知即做出的任命
(根据所给理由)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单位

生效日期

CHOI. B.C.先生

高级专家(P.4),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亚洲和西
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认捐国提名)

2008年3月5日

TERUGGI. Mr G.

初级专业官 (P.2), 气候和监测司，水文和水
资源分司，水文基本系统处，(认捐国提名)

2007年11月5日

(韩国)

(意大利)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延长任命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Hong YAN先生
(中国)

职务名称、级别和单位
副秘书长

生效日期
延长12个月至2009年6
月

SCHIESSL. D.C.先生
(德国)

主任 (D.2),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战略计划办公
室

再延长16个月至2008年
12月31日

HINSMAN. D.E.先生
(美国)

司长 (D.2),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再延长12个月至2008年
8月31日(以后离岗时间
提前至2009年7月31日)

KORTCHEV. G.I.先生
(保加利亚)

特别顾问 (D.1),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LDC 计划
和区域合作办公室，欧洲区域办公室

延长12个月至2008年10
月31日

NYENZI. B.先生
(坦桑尼亚)

分司长 (D.1), 气候和水资源司，气候预测和适
应分司

再延长12个月至2008年
7月31日

AL-ATWI. I.K.先生
(约旦)

处长 (P.5),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教育和培训办公
室，培训活动处

延长1个月至2008年4月
30日

KARPOV.先生A.V.
(俄罗斯联邦)

主任(P.5),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IGOS 规划办公
室

再延长12个月 至2008
年12月31日

RAINER. J-M先生
(法国)

代理分司长(P.5),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信息
系统分司

延长12个月至2009年4
月30日

TAWFIK. M.M.先生
(埃及)

处长 (P.5), 气候和监测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
水文基本系统处

延长12个月至2009年6
月30日

WANG. C.先生
(中国)

高级外事官(P.5), 管理和对外关系司，外事办公
室

延长8个月至2008年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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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和/或提升人员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单位

生效日期

HINSMAN. D.先生
(美国)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代理司长 (D.1), 世界天气监视
网司

2007年9月1日

HINSMAN. D.先生
(美国)

任命司长(D.2),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

2007年12月19日

VILLALPANDO-IBARRA.
J. 先生(墨西哥)

高级项目官(P.5),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融资办公室

2007年10月1日

SIMANGO. V. 先生
(赞比亚)

高级项目官(P.5),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LDC 计划和
区域协调办公室

2007年10月15日

ARANGO BOTERO. O. 先
生(哥伦比亚)

WMO北美、中美和加勒比代表 (P.5), 发展和区域
活动司 (重新定岗，原为P.4)

2007年6月1日

JALKANEN. L. 女士
(芬兰)

大气环境研究处处长(P.5), 科研司，大气研究和环
境分司

2007年11月21日

HRČEK. Dusan 先生
(斯洛文尼亚)

WMO 欧洲代表(P.5),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重新定
岗，原为P.4)

2007年6月1日

RÜEDI. I. 女士
(瑞士)

高级科学官(P.5),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观测系统处

2007年12月20日

ZHANG. X女士
(中国)

科长 (P.4), 资源管理司，人事处，工资和社会福
利科, (提升至该岗位级别)

2007年1月1日

MASLINA. N. 女士
(俄罗斯联邦)

编辑 (P.4), 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提升至该岗位级
别)

2007年5月1日

TAIKI. H. 先生
(瓦努阿图)

计划官(P.3),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WMO西南太平
洋办事处 (重新定岗，原为P.2)

2007年6月1日

ROFES GONZALEZ.A. 先
生(古巴)

网络出入口和报告开发员(P.3), 资源管理司，信息
技术处

2007年6月1日

转岗和/或调动人员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DE GUZMAN. R. 先生
(瑞士)

秘书长特别顾问(D.2)

2007年7月6日

SCHIESSL. D. 先生
(德国)

主任 (D.2), 秘书长办公室，战略计划和交叉活动
协调办公室

2007年7月6日

SCHIESSL. D.先生
(德国)

主任 (D.2), 战略计划办公室，负责天气和减轻自
然灾害风险服务司及减轻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分
司指定司长

2008年1月1日

HINSMAN. D. 先生
(美国)

指定司长(D.2),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负责WMO全
球综合观测系分司和WMO信息系统分司的司长

2008年1月1日

TYAGI. A. 先生
(印度)

指定司长(D.1), 气候和水司

200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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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BARRIE.L. 先生
(加拿大)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分司长 (D.1), 大气研究和环境分司

生效日期
2008年1月1日

ONDRAS. M. 先生
(斯洛伐克)

处长(P.5),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观测系统处

2007年7月1日

ONDRAS. M. 先生
(斯洛伐克)

处长 (P.5),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分司，WMO观测系统处

1 2008年1月1日

KARPOV. A. 先生
(俄罗斯联邦)

计划协调官(P.5),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

2007年7月1日

KARPOV. A. 先生
(俄罗斯联邦)

WIGOS 规划办公室主任(P.5), 观测和信息系统
司，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分司

2008年1月1日

RÜEDI. I. 女士
(瑞士)

科长 (P.5),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分司，仪器和观测方法科

2008年1月1日

KARPOV. A. 先生
(俄罗斯联邦)

代理主任(P.5),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规划办公室

2008年7月3日

GOLNARAGHI. M. 先生
(美国)

处长 (P.5),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建起灾
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分司，减轻灾害风险处

2008年1月1日

UGOLINI. A. 先生
(意大利)

科长 (P.4), 资源管理司，人事处，人员配备和职
员科(从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转岗)

2007年10月1日

GEDDES. P 女士
(英国)

科长 (P.3), 资源管理司，人事处，资格审查和合
同管理科(从人事处，人员配备和职员科转岗)

2007年10月1日

RAINER. J.M. 先生
(法国)

代理分司长(P.5),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信息
系统分司

2008年3月6日

HAYES. F. 先生
(英国)

分司长 (D.1), 计划支持服务司，会议、合同和设
施管理分司

2008年1月1日

PUEMPEL. H. 先生
(奥地利)

负责人(P.5),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气象应
用分司

2008年1月1日

CHARPENTIER. E. 先生
(法国)

科学官(P.4),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海洋和海洋观测
及资料管理科(从观测和信息系统司，气象应用分
司，海洋气象和海洋事务处转岗)

2008年1月1日

BADDOUR. O. 先生
(摩洛哥)

处长 (P.5),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信息系统分
司，WIS 资料管理应用处(气候和水司，气候预
测和适应分司转岗)

2008年1月1日

KONTONGOMDE. H. 先生
(布基纳法索)

科学官(P.4),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信息系统
分司，WIS 资料管理应用处(气候和水司，气候
预测和适应分司转岗)

2008年1月1日

TORRES. J. 女士
(英国)

科长 (P.5), 管理和对外关系司，公共信息产品和
网站管理科

2008年1月1日

GALATI. F. 先生
(意大利)

Web 开发官(P.3), 管理和对外关系司，公共信息产
品和网站管理科(从资源管理司，信息技术处转岗
)

2008年1月1日

NICOLAS. M. 先生
(法国)

处长(P.5), 计划支持服务司，会议、合同和设施管
理分司，公共服务处(从资源管理司转岗)

200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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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ILINE. A. 先生
(俄罗斯联邦)

处长(P.5), 计划支持服务司，会议、合同和设施管
理分司，采购和差旅服务处，(从资源管理司转岗
)

2008年1月1日

SINCHOLLE. M. 女士
(法国)

科长 (P.3), 计划支持服务司，会议、合同和设施
管理分司，采购和差旅服务处，差旅科，(从资源
管理司转岗)

2008年1月1日

附录11
总摘要第8.1.1 段的附录

WMO融资办公室任务声明
融资办公室的远景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NMHS获得充
足的资金并提供有效的服务，以对生命、财产和环境的保护提供保障，并因此对所在国的社会经济
发展做出有效的贡献。
融资办公室的任务
根据WMO战略计划，尤其是根据预期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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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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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办
公室将支持NMHS和WMO的科技计划，为发展NMHS而提高国内外对各项计划和项目的支持和资助
的力度，使NMHS在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以及确保粮食生产、能源和水资源的安全方面达到应有
的发展水平，其服务覆盖足够的范围，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SID)，并与区域战略计划和战略发展计划保持一致。
指导原则
为提高国内外对NMHS的支持力度，当务之急是大力宣传NMHS及其产品和服务在支持国家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性。这将需要展示WMO科技计划和NMHS的产品和服务对全面减少贫困和对一系列关键部
门(包括农业、健康、能源、水、运输)减轻灾害风险、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价值和
贡献。根据马德里行动计划，关键是要展示对WMO/NMHS的投资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经济价值，展
示WMO/NMHS对国家发展进程做出的贡献。
WMO框架内的融资– 基本渠道
•

在WMO各项业务的背景下，融资意味着为响应各类需求，利用各种特别的机遇开发中小项
目。更重要的是，融资意味着在同时制定一项战略活动计划，旨在确保会员国的NMHS拥有
持续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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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促进发达国家NMHS提供资金、设备和服务以支持NMHS活动的现有的自愿合作计划机
制是一个宝贵的融资要素，但它只是为了“缩小差距”，并非着眼“发展”。融资活动需
要大大加强自愿合作计划机制；但是，要为跨年度的由多国参与的活动筹集数额巨大的资
金尚需其他关键的资助机构在战略上的参与；

•

在目前的融资环境下，关键是要着眼于更广泛的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如各项
活动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和
行动计划做出的贡献；

•

可通过国家预算编制过程、驻外使团和大使馆、联合国的“一揽子联合国”国家基金、全
球环境基金和其它机制挖掘一些重大的国内融资机遇。融资需通过培训班和直接的支持，
重点协助NMHS抓住国内的这些融资机遇；

•

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挑战是使各认捐方规定的优先重点与区域战略和国际计划确定的重点保
持一致；

•

确保预算外资金，使各项WMO技术计划融入发展活动也是重点优先。

附录12
总摘要第8.1.1段的附录

WMO融资办公室运行原则

正如会员直接指出的那样，融资办公室的各项服务和活动重点是解决会员国地区会员NMHS的发展
需求。融资办公室将围绕其工作计划的各个方面与WMO各区域办事处和WMO技术计划密切合作。
融资办公室的工作重点是：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
•

与区协、常任代表和区域办事处合作，确定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发展需求；

•

使发展伙伴和各国政府意识到 NMHS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以及提高能力可给各种用户带来更
大的效益；

•

全面认识融资机构和发展伙伴的需求和业务，包括它们的项目周期、方式和需优先考虑的
重点，并将该信息传至WMO计划、区域办事处和常任代表；

•

通过让现有的和潜在的发展伙伴参与建立由区域和国家联合介入的多年框架协议，促进高
影响水文气象基础设施和服务开发项目的发展并对其提供财政支持；

•

与私营部门接洽并建立互利的关系，同时酌情建立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总摘要
附录

•

•

147

加强与发达国家NMHS的合作，建立这些机构与发展中国家NMHS之间的联系，以便继续现
有的 自愿合作计划(VCP)支持，增加VCP捐助国的数量，并参与主要的双边合作计划；
使对外关系顾问和相关的网络参与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融资和技术合作活动。

在国家层面：
•

通过提高NMHS的政治和公共形象，协助NMHS抓住国内体系的融资机遇；了解并参与投资
规划进程，如国家全球环境基金、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发展银行和联合国发
展援助框架规划过程以及国内的财政程序；

•

协助NMHS展示其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并通过案例研究和有针对性的社会营销机
制，向政府和社会各界通报有关情况；

•

宣传NMHS在气候观测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作用；

•

协助NMHS与私营部门接洽并建立互利关系，同时酌情建立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VCP的协调：
•

协调并提高VCP(VCP(F)和 VCP(ES))申请和批准过程的效率和时间进度；

•

扩大现有VCP的支持基础(认捐国的数量和资金额)，与各区域办事处密切合作以加快WMO
自愿合作计划(VCP信托基金和经协调的VCP活动)的实施进度；

•

设法扩大对各区域专业中心的财政和其它支持；

•

推进与联合国其它组织的伙伴关系，尤其强调WMO参与联合国的“协调一致”进程。

附录13
总摘要第9.1.7 段的附录

联合国系统关于气候知识问题合作的初步问题清单

以下为联合国系统关于气候知识问题合作的初步问题清单:
(a)

观测和监测:
•

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

•

监测气候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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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专门用于适应的信息;

•

建立区域性项目，如非洲气候发展项目 (ClimDev非洲);

预测和服务:
•

改进区域气候预测和季节预报:
- 改进基础性气候科学和模式;
- 评价技术认可;
- 关于产品的有用性征求具体部门利益有关者的意见 ;
- 协调全世界区域性的努力，为全世界所有区域制作适当的区域气候预估提供指
导;
- 加强区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利益有关者的能力，以利用和评价各自的区域
性的技术;
- 提高区域气候产品的可获得性;

•

提高用于适应规划的年代气候预测:
- 组织数值试验，以评估用于预测未来100年气候的预期的年代间预测技术，填补
现在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估及更久远间的空白;
- 开发年代间预测系统资料同化技术;

•
(c)

(d)

开发适应活动的方法;

报告和获取信息:
•

开发气候资料和信息提供单位的网络;

•

开发一个开放和易于获取科学资料、模式输出、评估结果及其它相关气候信息的中
央平台;

•

确定一套系统性的联合国官方报告、评估和其他产品系列；

研究和评估:
•

改进模式以减少气候预估的不确定性;

•

开发下一代气候情景;

•

更准确的区域和局地尺度定量预报;

•

与碳循环模式相结合的全球大气监测的观测;

•

量化和理解气候强迫;

•

认识和理解气候阈值;

•

改进评估情景;

•

更好地了解和预测气候极端值及相关风险(影响):
- 评估自然灾害气候学;
- 改进气候模式预测气候极端值如洪水或干旱的技巧;
- 了解决定极端值如何变化和不同的物理过程;
- 比较观测到的和模式再现的极端值;

•

支持加强气候预测和模拟的国际多学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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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继续评估全球臭氧、海平面、气溶胶；界定并启动新的评估

•

为IPCC 评估提供关键投入;

政策支持:
•

(f)

加强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改善信息的国家相关性，寻求决策者关于何为必要信
息以及如何最好地介绍和传播这些信息的指导;

能力建设: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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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家监测、预报和评估气候影响以及更好地利用信息制定响应规划包括减轻灾
害风险的能力;

资金支持:
•

加强对科学研究和观测的资金支持，包括在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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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1.

Officers
Alexander I. Bedritsky
Ali Mohammad Noorian
Tyrone W. Sutherland
Antonio Divino Moura
Mamadou L. Bah
A. Majeed H. Isa
Ramón J. Viñas García
Carlos Fuller
Arona Ngari
Daniel K. Keuerleber-Burk

2.

Electe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Magdy A. Abbas
Ould Mohamed Laghdar Béchir
Pierre-Étienne Bisch
Sameer Abdullelah Bukhari
Francisco Cadarso
Massimo Capaldo (18–26 June)
Soon-Kab Chung (Acting) (18–21 June)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18–26 June)
Wilar Gamarra Molina
David Grimes
Sri Woro B. Harijono (Ms) (18–23 June)
John L. Hayes (Acting) (18–26 June)
John Hirst (Acting) (18–24 June)
Wolfgang Kusch
Geoff Love
Linda Makuleni (Ms)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Mieczyslaw Ostojski
M. Michel Rosengaus Moshinsky
Petteri Taalas (Acting)
Franz Uirab
Yap Kok-Seng
Zheng Guoguang (22–26 June)

3.

Alternates and advisors to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Alexander I. BEDRITSKY
Alexander A. Nurullaev
Adviser (part-time)
Viktor A. Trenin
Adviser (part-time) (18–25 June)
Marina V. Petrova (Ms)
Adviser (part-time)
Vladimir M. Kattsov
Adviser (part-time) (18–26 June)
Igor A. Shiklomanov
Adviser (part-time) (18–21 June)
R.M. Vilfand
Adviser (part-time) (22–27 June)
V.M. Zimyanin
Adviser (part-time)
V.N. Lenev
Adviser (part-time)
Ali Mohammad NOORIAN
Ahad Vazife
Adviser (part-time)

President of WMO
First Vice-President of WMO
Second Vice-President of WMO
Third Vice-President of WMO
President of RA I
President of RA II
President of RA III
President of RA IV
President of RA V
President of RA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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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ed Bazgeer
Seyed M. Razavi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24–27 June)

Tyrone W. SUTHERLAND
Fred Sambula
Glendell De Souza

Alternate
Adviser

Antonio Divino MOURA
Carlos Silva 	
Martim Matschinske
Leone Maria Michaud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Mamadou L. BAH
Amos Makarau

Adviser (18–25 June)

A. Majeed H. ISA
Habib Ali Al-A’ali
Adel Tarrar Deham

Adviser
Adviser

Carlos FULLER
Chester Layne

Adviser

Arona NGARI
Neil Gordon
Rod Stainer

Alternate (18–25 June)
Adviser (18–26 June)

Daniel K. KEUERLEBER-BURK
Paul Garnier
Henia Berkovich (Ms)
Ivan Cacic
Magnus Jonsson
Gerhard Ulmann
Alex Rubli

Alternate (18–21 June)
Adviser (part-time) (24–25 June)
Adviser (part-time) (24 June)
Adviser (part-time) (24–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20–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Magdy A. ABBAS
Moheb Doss
Mohamed Youssef
Ahmed Ibrahiem
Abdel Fattah Metawie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3 June)

Ramesh Chander BHATIA
Ajit Tyagi

Alternate (22–27 June)

Pierre-Étienne BISCH
Christian Blondin
Frédérik Million

Alternate
Adviser

Sameer Abdullelah BUKHARI
Jamal Azdi Bantan

Adviser

Francisco CADARSO
José M. Marcos
Rosario Díaz-Pabón (Ms)
Ramón Garrido
Marta Angoloti (Ms)
Jesús Patán

Alternate (18–26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4 June)
Adviser (part-time) (23–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23–26 June)

Massimo CAPALDO
Costante De Simone

Alternate (18–21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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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 Pasquini
Paolo Pagano 	
Sergio Pasquini

Alternate (25–27 June)
Adviser (18–21 June)
Adviser (23–24 June)

Soon-Kab CHUNG
Byung-Sun Kim
Jae-Cheol Nam
Dong-Il Lee 	
Se-Won Kim

Alternate (21–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1 June)
Adviser (part-time)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Monica Marino (Ms)

Alternate (18–26 June)

Wilar GAMARRA MOLINA
Inti Zevallos

Alternate (20–27 June)

David GRIMES
Bruce Angle
Alain Pietroniro
Charles Lin
Danielle Lacasse (Ms)
Michel Jean
André Méthot 	
Johanne Forest (Ms)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23–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2 June)
Adviser (part-time) (23–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1 June)
Adviser (part-time)

Sri Woro B. HARIJONO (Ms)
Aldrian Edvin
Aldrian Edvin
P.J. Prih Harjadi
Jaumil Achyar Situmeang
Dodo Gunawan
Mohammad K. Koba
Boyke Nurdin 	
Yuliana Purwanti (Ms)

Alternate (23–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2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3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3 June)

John L. HAYES
Curtis Barrett
Ko Barrett (Ms)
Fredrick Branski
Mara Browne (Ms)
Anne Chick (Ms)
Caroline Corvington (Ms)
Courtney Draggon (Ms)
Karl Erb
Paul Hirschberg
Harry Lins
Brent Smith
Bryce Ford
Barry Myers
Jim Purdom 	
Timothy C. Spangler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18–20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3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20–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2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6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6 June)
Adviser (part-time) (19–21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20–26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3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5 June)

Tetsu HIRAKI
Kunio Sakurai
Naoyuki Hasegawa
Masashi Nagata
Tatsuya Kimura
Yoko Tsuneta (Ms)
Seiichi Tajima

Alternate (19–24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John H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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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Gray
Ann Calver (Ms)
John Mitchell
Ian Lisk
Simon Gilbert
Anton Muscat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18–26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4 June)
Adviser (part-time) (24–25 June)

Wolfgang KUSCH
Detlev Frömming
Carolin Richter (Ms)
Geerd-Rüdiger Hoffmann
Johannes Cullmann
Ralph Kellermann
Axel Thomalla
Claudia Rubart (Ms)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2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0 June)
Adviser (part-time) (23–25 June)

Geoff LOVE
Venantius Tsui
Kathleen Charles (Ms)
Ken Wilson
Ann Farrell (Ms)
Roger Stone
Neville Smith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26–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19–20 June)

Linda MAKULENI (Ms)
Mark Majodina
Zoleka Manona
Modjadji Makoela (Ms)

Alternate
Adviser (23–27 June)
Adviser (23–27 June)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Ephantus N. Ngotho
Nicholas W. Maingi

Alternate
Adviser

Mieczyslaw OSTOJSKI
Jan Zieliński
Miroslaw Mietus
Bogdan Ozga-Zielińki
Lukasz Legutko
Iwona Marczyk-Stepniewska (Ms)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19–21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25–27 June)
Adviser (part-time) (19–27 June)

M. Michel ROSENGAUS MOSHINSKY
María Antonieta Jáquez
Huacuja (Ms)
Alternate

4.

Petteri TAALAS
Maria Hurtola (Ms)

Alternate

ZHENG Guoguang
Shen Xiaonong
Jiao Meiyan (Ms)
Hu Peng
Shi Peiliang
Li Dongyan (Ms)
Wang Bangzhong
Yu Jixin
Xiao Ziniu

Alternate
Adviser (part-time) (23–26 June)
Adviser (part-time) (23–26 June)
Adviser (part-time) (18–21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1 June)
Adviser (part-time)
Adviser (part-time) (18–21 June)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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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 McLeod
Michael Jim Salinger
Michel Béland
Alexander Gusev
Pierre Bessemoulin
Bruce Stewart
John Nash (19–25 June)
Peter Dexter (18–24 June)

President of CAeM
President of CAgM
President of CAS
President of CBS
President of CCl
President of CHy
President of CIMO
Co-president of JCOMM

5.

Hydrological advisers
Hassen Lotfi Frigui
Igor A. Shiklomanov (18–21 June)
Curtis B. Barrett
Charles Pearson
Jan Kubát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I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II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IV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V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VI

6.

Invited experts
David Carlson (26 June)
Frank Grooters (20–21 June)
Conrad Lautenbacher (24 June)

IPY International Project Office (IPY IPO)
AMDAR Panel
Under 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Oceans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or of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airpers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President of the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Rajendra K. Pachauri (25 June)
John Zillman (18–24 June)
7.

External auditors
Graham Miller
Adam Badger
Manjit Lall

8.

Scientific lecturers
Antonio Divino Moura
Francis Chung (26 June)

9.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presentatives of United Nation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programmes
Müge Olcay Suardet (Ms) (25–27 June)
United Nations
Yuichi Ono
Reid Basher (24–27 June)

}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

Ndegwa Ndiang’ui (18–22 June)
UN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18–22 June)
Rocio Lichte (Ms) (18–19 June)
Annett Moehner (Ms) (24–25 Jun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 United
(UNFCCC)

}

Cihan Terzi (20 June)
United Nations Joint Inspection Unit (JIU)
(20 June)
Vicki Mitchell (Ms) (20 June)

United Nations Joint Inspection Unit (JIU)

Representatives of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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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Alverson (19–21 June)
Peter Koltermann (23–24 June)

}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

Rita Mazzanti (M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Patrick Reichenmiller (18–24 June)

World Bank

Fiona Gore (M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méon Zoumara (18–21 June)

Agency for Air Navigation Safety in Africa and Madagascar
(ASECNA)

Tyrone W. Sutherland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CMO)

John Gitutu Mungai

East African Community (EAC) Secretariat

Dominique Marbouty (19–21 June)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Steve Noyes (20–21 June)

Network of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UMETNET)

Lars Prahm (18–22 June)
Paul Counet (18–22 June)
Piero Valabrega (18–21 June)
Evangelina Oriol-Pibernat (Ms)
(18–19 June)
Ashraf Nour Eldin Shalaby (18–24 June)
Youcef Tiliouant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

}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

Representativ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ruce Sumner
Christine Charstone (Ms)
David Burridge (18–20 June)
Iouri Olounine
Cherdsak Virapat
Arthur Askew (20–27 June)

of Hydro-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dustry
} Association
(HMEI)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EMS)

} 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 (IOI)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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