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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2.1-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EC-60/报告 2.1
1.

遵照总则第 157 条的规定，本报告所涵盖的时段是从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闭幕之日起，

即从 2007 年 5 月 31 日到 2008 年 3 月 31 日。根据发展情况，如有必要，将发行一个增补件以涵盖 EC-60
之前的整个时段。
Article I. 本组织的会员
2.

本组织的会员仍然是 188 个，包括 182 个国家和 6 个地区。

执行理事会
(i) 执行理事会的成员
3.

自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以来，按照总则的规定，有三个成员席位出现空缺。Didace Musoni

先生（卢旺达）自 2007 年 9 月 28 日起不再担任卢旺达气象局协调员和 WMO 卢旺达常任代表。以通信方
式指定一位代理成员。然而秘书长收到的答复数量没有达到法定数量。因此，按照《执行理事会议事规
则》第 16（e）条的规定，指定理事会代理成员的事宜将推迟到 EC-60。
4.

John J. Kelly, Jr 准将（美国）自 2008 年 1 月 14 日起不再担任 WMO 美国常任代表。以通信

方式指定新的 WMO 美国常任代表 John L. Hayes 博士为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5.

Pekka Plathan 先生自 2008 年 2 月 16 日起不再担任芬兰气象局局长和 WMO 芬兰常任代表的

职位。这个职位空缺离 EC-60 不到 130 天的时间，因此指定理事会代理成员的工作将在理事会第六十次
届会期间进行。
WMO 主席团
6.

应 NOAA 的盛情邀请，主席团于 2008 年 1 月 16-18 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召开了第

五十九次会议。主席团处理了筹备即将召开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方面的组织事宜，并讨论了制定全
组织战略计划和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会员参加执行理事会届会的事宜和 WMO 在联合国系统内协调应对
气候变化和其它事宜中的作用和定位。主席团随后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决定，主席向
所有会员寄出了有关届会议程和结果的通函。
7.

主席团建议 EC-60 讨论有关 IPCC 未来的问题和颁发一项令人瞩目的奖项的可能性（提出可能的

倡议），以表彰 IPCC 为气候科学做出的杰出贡献。根据主席团的建议，答复了 IPCC 主席的一个信函，信
中指出了 IPCC 未来可能的若干途径（EC-60/IN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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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秘书长联合致函八国集团首脑，信中涉及将于 2008 年 7 月 7-9 日在日本札幌召开的集团

第三十四次峰会。信函特别呼吁八国集团支持一项为期十年的非洲气候信息促发展计划，并采取果断的
措施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其气候观测、研究、预测和早期预警系统方面的援助，特别是在非洲。

执行理事会附属机构
9.

执行理事会 WIGOS 和 WIS 工作组在其第一次会议上（2007 年 12 月 4-7 日，日内瓦）审议了

Cg-15 和 EC-59 提出的有关实施 WIGOS 概念的指导和建议。工作组开展了以下工作，以供 EC-60 审议
并批准：WIGOS 发展和实施计划（WDIP）1.0 版本；WIGOS 运行概念，以使 WIGOS 运行概念方面和
整合的预期效益对于所有 NMHS、伙伴组织，以及对于决策者更加清晰、更加透明；WIGOS 和 WIS 实
施阶段的监督机制。工作组还审议了由大会确定的五个试点项目的实施状况。工作组设立了一个 WMO
综合观测系统分组，该组中适当体现了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专业知识的平衡并都有代表参与其
中。
10.

执行理事会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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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系列问题进行了审议并向执行理事会和WMO秘书处提出了建议。讨论了有关以下专题的具体事宜：
（1）WMO运行计划（2008-2011年）制定工作的现状；（2）在基于结果的管理背景下，监督和评价计
划绩效的建议；（3）2012-2015年财期内的战略计划过程；（4）NMHS的作用和运作，这需要讨论由
WMO针对各NMHS所完成的一次问卷调查，以及NMHS对自己提供的服务的用户进行的问卷调查；
（5）制定一份关于NMHS作用和运作的声明的修订版；（6）审议WMO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国际会议
（2007年3月，西班牙）的后续行动，特别是完成马德里行动计划，（7）WMO组织机构的职能和相互之
间的联系；（8）有关提高WMO透明度和增加会员在大会休会期间参与WMO管理的事宜。
11.

WMO 审计委员会在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议上（2007 年 9 月 13-14 日和 2008 年 3 月 17-18 日，

日内瓦）讨论了继续开展内部监督、风险管理和秘书处活动，旨在形成反欺诈文化、秘书处的财务报表
以及外部审计员和内部监察办公室的报告和审计结果。委员会还审议并讨论了一份有关“世界气象组织管
理和政务审查”的联合检查组的报告以及秘书处对该报告的答复，并且将建议提交 EC 审议。
12.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2008 年 3 月 17-21 日，哥斯达黎加，圣何塞）针

对当前财期内的各项计划目标、优先重点和任务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在基于结果的管理背景下。该组将
重点放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审议秘书处运行计划中的教育和培训计划部分，将其融入 WMO 运行计
划；从事为空中导航提供气象产品和服务人员的资格认证；重新确认 WMO 各区域培训中心的程序和建
议；和与教育和培训办公室开展教育和培训计划有关的事宜。
13.

EC 气候和相关水及环境事宜工作组在其会议（2008 年 3 月 26-28 日，日内瓦）上批准了修订

后的职责，并讨论了 WMO 战略计划和相关预期结果背景下的各项气候活动、在联合国系统中气候变化
活动的新途径、在世界气候计划、GCOS 和气候议程中 WMO 未来发起倡议的政策；工作组还重申这些
倡议是往届世界气候大会的后续行动并应当仍然有效。工作组还支持 WMO 有关无缝隙气候和天气预报
的研究活动，并且相信这会解决社会的迫切需求。

执行理事会的其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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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卫星事宜高层政策协商会议第八次会议（2008 年 1 月 15-16 日，美国，新奥尔良，）审

议了有关重新设计并加强 WMO 全球观测系统空基部分的进展。会议支持到 2025 年制定一个宏伟的
GOS 的远景并细化从研发向业务转化的战略。会议鼓励继续推行以下建议：在国际地球静止轨道实验室
（IGeoLab）倡议的框架下，建议发射一颗沿大椭圆轨道运行的卫星，以对北极地区进行监测。会议讨论
了空间天气的重要性，即太阳活动事件在近地环境中的效应；注意到空间天气和气象活动之间的潜在协
同作用，会议建议应该向 EC 提交一份报告，内容涉及在该领域发起一项 WMO 活动的潜在范围、成本和
效益。
本组织及其组织机构的活动摘要
15.

自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以来，各组成资机构均未召开会议。各技术委员和区域协会的工作机

构在休会期间的主要工作业绩提供如下。
16.

技术委员会主席年度会议（PTC）（ 2008年2月18-20日，日内瓦）讨论了技术委员会参与

WMO战略和运行计划、基于结果的管理情况，并触及到既定的各项交叉性活动。会议制定了一份修订后
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职责和一项有关志愿服务的建议，供EC审议。
17.

各计划取得的成果在其它议题和相关出版物中进行讨论。以下内容试图从主席的角度向理事会

提供一份自 EC-59 以来关于最重要事态的简要说明。

天气服务与减轻灾害风险
18.

2007 年 11 月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完成了外场阶段的工作。该项目的重点放

在改进暴雨和大风的天气预报和预警服务，全球和区域中心参与了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的 NMHS 的能力建设，并加强了该区域 RSMC 比勒陀利亚的作用。与共公天气服务
和减轻灾害风险计划协调，这项基于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项目初期取得了成功，
正如在进展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该项目最后的评价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基本系统委员会 SWFDP 指导
组召开了会议并审议了在非洲、南太平洋岛屿和南美洲的其它地区实施类似项目，以及为未来项目制定
一项减轻多灾种风险的战略。
19.

WMO RSMC 与 NMC 和 IAEA 协调并开展了数值天气预报、大气输送和扩散模式的专业应用

方面的定期演练，从而保持系统随时投入业务运作的程度，此举在各自国家核安全和规划结构的框架下
对 NMHS 提供了支持。WMO 参加了 IAEA 对大气扩散需求的审议，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从而加强
紧急响应和国际紧急演练的规划工作。CBS 非核 ERA 专家组召开了会议并策划了一项业务回溯能力方面
的示范试验。
20.

CAeM 新终端预报专家组的工作重点是通过确定其它要素和精度以达到按具体需求提供航空信

息来拓展空中交通管理所需的专业预报范围。预计这些预报会使效率得到提高，由此减少航空对全球环
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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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OMM 管理委员会会议（2007 年 12 月，巴黎）审议并就以下问题提供了咨询：伙伴关系和

重大外部互动、WMO 和 IOC 官员会议事宜、沟通、宣传和战略开发、未来的重大事件、本休会期间遗
留的优先重点、关于 JCOMM 的评议、资金支持和秘书处的支持，从而支持规划下一次 JCOMM 届会
（计划于 2009 年 11 月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召开）。

观测和信息系统
22.

2007 年全球区域基本天气站网（RBSN）地面站的数量从 4135 个（2006 年）增加到 4282

个，而高空站的数量基本持平，保持在 860 个（2006 年 866 个）。200 年 RBSN 地面站和高空站制定了
完整的观测计划，其实施水平保持稳定，而地面观测的全球平均实施率为 70%，高空观测为 69%。不同
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在年度全球监测（AGM）演习（2007 年 10 月）期间主要通信网络（MTN）报告的
全球 SYNOP 平均来报率为 81%（2006 年为 79%），RBSN 预期 TEMP 报告为 71%（同于 2006
年），因此这些站表明在休会期间是稳定的。
23.

2007 年全球区域基本气候网络（RBCN）显示与 RBSN 类似的趋势，CLIMAT 报告观测站增

长至 2887 个（2006 年为 2788 个），CLIMAT TEMP 报告观测站增长至 534 个（2006 年为 530 个）。
该网络包括 GCOS 地面和高网络（GSN/GUAN）中的观测站，并由其它 CLIMAT 和 CLIMAT TEMP 报
告站提供辅助观测。2007 年 AGM 监测结果显示 CLIMAT 和 CLIMAT TEMP 收到的报告与预期报告相比
分别为 74%（2006 年为 70%）和 78%（2006 年 80%）。

气候
24.

因为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发表、IPCC 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巴厘召开的 UNFCCC 第十

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和交替出现了为数相当的有关气候变化的高层事件，这一年对于
WMO 而言是特殊意义的一年。UNFCCC 和 UN 系统联合作为一个最相关的国际机制，支持各国政府应
对气候变化的努力。WMO 是其中一个联合国的牵头组织；WMO 一直致力于联合国、各区域和其它面向
国际行业/部门的专题会议中有关气候变化的广泛协商并处于高层地位。
25.

由于 WMO 的积极参与，在联合国系统内制定了一份与气候相关的职责和活动的清单，还编写

了一篇文章“UN 系统协调一致的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由潘基文先生宣读并受到 UNFCCC COP-13 的
欢迎。介绍《科学、评估、监测和早期预警》文章的第一个支柱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调行动的基础并
确立了 WMO 与 UNESCO 合作作为一个牵头执行机构的地位。预计 WMO 会为协调一致的适应行动做出
贡献，特别是在优先关键行业的适应：能源、农业和渔业、水、海洋、林业、卫生、运输、减轻灾害风
险、人口和人类居住环境、教育和提高公众意识。已要求联合国系统支持 UNFCCC 的巴厘路线图，用于
进行谈判并实施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减缓措施的内罗毕工作计划。这为 WMO
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加强其突出作用并定位于气候变化国际多边行动中的一个牵头组织。
26.

UNFCCC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修订后的 UNFCCC 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报告指南，采

用了 GCOS 向 UNFCCC 提交的建议。从现在起将使用这些指南编写系统性全球观测的详细报告，该报
告是由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结合其国家通信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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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为出版有关各 CAgM 专家组的特别专刊和书籍提供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包括：《农业

和林业气象学》杂志刊载的“农业对气候状况的影响”、《澳大利亚农业研究杂志》中的“气候预测，更好
地进行农业风险管理”、“气候预测和农业：发展与挑战”会议文集以及以在新德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为基
础的“在农业中管理天气和气候风险”会议记录。
28.

在 NMHS 制作并分发气候预测以及通过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连同相关培训，能进一步

提高 NMHS 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并且有助于与使用气候风险和脆弱性信息的用户开展对话。在非洲、南
美洲、中美洲的不同次区域、亚洲和太洋岛屿召开了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展望》通常每月或
每季度出版一期。
Article II. 29.

借助牵头专家的帮助并通过与国际气候和社会研究所（IRI）的合作，2007 年 WMO 编

写和发表了三期厄尔尼诺/拉尼娜更新材料（分别是 3 月、7 月和 10 月）。这些产品反映了一个关于目前
和预计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相关条件演变的全球共识，并借助 NMHS 的咨询和支持，能够帮助
用户预测与 ENSO 相关异常有关的区域影响。2007 年底，普遍认为一个中等的拉尼娜现象在热带太平洋盆
生成，预计该现象将至少持续到 2008 年的第一个季度。
30.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国际组委会的第一次会议（2008年2月4-6日，日内瓦）审议

了大会的名称，鉴于需要更加重视用户的需求和重点放在季节和年际预测的科学议题范围；有20个联合
国机构和其它组织的代表参加国际组委会。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多年代际预测应该成为该大会计划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WCC-3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同样成为重要的里程碑，普遍有很高的期
望。国际社会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所带来的挑战，如洪水、干旱和荒漠化，还意
识到需要减轻灾害风险和保证所有人的粮食和水的安全。这种意识表明现在需要建立一种能进一步着眼
于未来的系统，以便帮助各国政府和社会更好地应对世界气候的挑战。支持季节气候预测的全球科学投
入是不足的，这正是WCC-3致力于解决的一个事实。WCC-3将会放眼于未来10年的科学需求从而提供季
节预测，而这种预测能够挽救人民的生命和生计并且支持各行业的经济活动。WCC-3将寻求高层支持并
且争取实现，特别是政府的支持。

水
31.

在下一个休会期内，水文学委员会（CHy）将各区域协会与委员会拟议的各项活动更加紧密相

连。所有区域协会建立的水文工作组积极地参与制定CHy的工作计划。委员会已经采取具体步骤，以便
将这些工作组提出的区域需求纳入水文和水资源计划。各工作组的组长是核心组的成员，核心组与咨询
工作组一道为下一个财期制定拟议的各项活动和计划。

研究
32.

CAS管理组会议（2007年9月24-26日，奥斯陆）大大地推动了实施综合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包括热带气象学、临近预报、中尺度、预报检验和THORPEX，其中重点放在技术转让上，以加强业务活
动和服务的提供、加强WMO研究和业务观测活动之间以及与天气和气候研究团体的联系，CBS主席也出
席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筹备CAS-15的事宜（计划2009年在韩国首尔召开）。在十个业务预测中心的
支持下，来自THORPEX综合全球大集合的资料均提供给了所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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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区域活动
33.

二区协第十四次届会将于2008年12月5-1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召开，之前将举办一个

为期两天的区域研讨会。
34.

2007年12月31日六区协通过了战略计划（2008-2011年）和相关的行动计划。这些基于WMO

战略计划的计划可视为是一项开创性的成就，可供已经着手这一进程的其它区域协会借鉴。
35.

WMO 高层代表参加了若干区域会议和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组织的特殊活动，

这有助于加强与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合作并有助于加强 WMO 在实现既定的国际发展目标中的作用。因
此，WMO 在联合国系统中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作用不断提高。
36.

教育和培训计划：（1）协助各项技术计划和各区域协会改进那些旨在普及各个领域的知识、

技能和认识水平的教育和培训课程；（2）提供教育培训课程，旨在改进大纲的制定工作、提高WMORTC和NMHS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以及教员的知识和技能的更新；（3）与其它机构保持联系和协
作关系，从而在WMO会员内改进获取和使用远程教学资源和技术；以及（4）最终与支持学校和普及气
象和水文教育的全球项目签订一项正式的协议。
代表执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7.

根据总则第 9（7）（b）条和工作人员条例第 9.5 条，自上一次届会以来，本组织主席代表执

行理事会采取了以下行动：

（a ）

延长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雇用人员的工作期限

姓名

职务

延长时间

颜宏教授

副秘书长

延长 12 个月至 2009 年 6 月 22 日

Article III.

Article IV.

Article V.

D.C. SCHIESSL 先生

战略规划办公室主任

再延长 11 个月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再次延长 5 个月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Article VI.

Article VII.

Article VIII.

D.E. HINSMAN 博士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司长

再次延长 12 个月至 2008 年 8 月 31
日（离职日期随后提前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

Article IX.

Article X.

Article XI.

G.I. KORTCHEV 博士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欧洲区域办公室

延长 12 个月至 2008 年 10 月 31 日

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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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XII.

Article XIII.

Article XIV.

I.K. AL-ATWI 先生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教育和培训办公室

延长 1 个月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

Article XV.

Article XVI.

Article XVII.

A.V. KARPOV 博士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计划协调官员

再延长 6 个月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Article XVIII.

Article XIX.

Article XX.

J.-M. RAINER 先生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WMO 综合全球观测

延长 12 个月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

培训活动处处长

系统部，信息和通信系统处处长
Article XXI.

Article XXII.

Article XXIII.

M.M. TAWFIK 先生

气候和水事务司，水文和水资源部，

延长 12 个月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水文基本系统处处长
Article XXIV.

Article XXV.

Article XXVI.

王才芳先生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司，高级对外关系官员

延长 8 个月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

通讯表决

(a)

第十五次大会敦促秘书处结束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签订工作安排的谈判并提交执行理事
会审议。该文件是由 ISO 理事会制定和批准的（决议 43/2007）。鉴于此事的紧迫性，主席要求以通信
表决方式批准 ISO 与 WMO 之间的工作安排。按照有关规定通信表决正在进行中。将向理事会通报表决
结果。
(a) 致谢
38.

主席对那些自 EC-59 以来为本组织不断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记录在案。他谨

特别由衷地感谢第一、第二和第三副主席、执行理事会成员、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其成员，
以及执行理事会各专家组和工作组的组长及其成员，感谢他们在过去一年中为 WMO 的工作奉献的所有
时间和努力。
39.

主席还特别感谢秘书长和秘书处的人员为各组织机构和 WMO 会员提供了持之以恒的专业支

持，以及他们对各项计划和本组织的各项活动的忠诚和承诺。

议题 2.2-秘书长的报告
EC-60/报告 2.2
根据总则第 158 条和第十五次大会的要求，本报告涵盖的时间段是从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至
2008 年 4 月，报告概括了秘书处的活动、在实现 WMO 顶层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本组织与其它国际组
织关系的有关概况及人事和财务事宜。
1.

实施顶层目标

进展/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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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战略计划定义了三个顶层目标：
(1)

制作更准确、及时和可靠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要素的预报和预警；

(2)

改进向公众、政府和其他用户提供有关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信息和服务；以及

(3)

提供科技专业知识和咨询以支持政策和决策及实施既定的国际发展目标和多边协议。

五项战略主旨与这些目标相互关联。自第十五个财期以来，从战略计划的角度已经启动了各项活
动。下面突出了在该计划的背景下开展各项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

顶层目标 1：
1.1 科学和技术开发和实施是与该目标相关联的战略主旨。
认识到为了加增强科学发展工作，为了及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应当保障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提供适当
的资料。对此，通过创新地面和高空站，通过建立区域技术支持项目并通过分析各类系统的性能，正在把
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改进全球监测网络方面。
提高季节和长期预报的准确率是 WMO 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于很多经济和社会活动也是至关重
要的。因此，除其它方面之外，通过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正在关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天气预报和警
报服务的改进工作。目前通过与相关的中心合作正在加大努力，实施基于集合预报系统的产品。另外，航
空所需的专业预报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正在努力拓展海运气象预报和警报，旨在 覆盖目前尚未
涉及的各个领域。

顶层目标 2：
1.2 提供服务是与此项目标相关的战略主旨。
为了确保提供充足的服务，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仍然是提供服务的重点。因此，为国家和区
域在减轻灾害风险领域的能力提供支持成为 WMO 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通过利用多灾种方法并在备
灾救灾中开展协作加强端-到-端的早期预警系统，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提高与各个伙伴的合作水平。在某
一特定技术层面，如，在热带气旋季节通过为一些区域专业气象中心配备专家的方式对预报员进行培训。
此外，在受到热带气旋影响的区域正在继续努力加强设施和服务，包括海浪和风暴潮预报。
为确保有效果和持续地提供服务，正在为系统能随时投入业务运行提供帮助，该系统在各自国家核安
全和结构规划过程中向 NMHS 提供支持。通过在专业数值天气预报和大气传输和扩散模式方面的协调和
定期演练已完成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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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马德里社会和经济效益大会进一步就有关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问题提出了充分认
识和有效持续提供咨询的问题。为了响应大会的各项建议，WMO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应用
和效益论坛已落实到位，并已启动马德里行动计划的实施。
以客户为中心被视为提供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更加注重行业用户的需求，例如航空、农业和水
行业。

顶层目标 3
三项战略主旨：（1）伙伴关系；（2）能力建设；以及（3）有效的管理和善治与该目标相关。
1.3 伙伴关系：
气候变化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代表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在 ISDR 方面的合作以及在 UNFCCC、UNCCD
和其它公约的工作中与各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合作的一项重要战略要点。大力强调与 UNESCO 和其它组织
在气候变化科学方面的伙伴关系得到高度重视，例如，通过建立一个联合国关于“科学、监测和早期预警”
项目的支柱。对 WMO 科学和技术信息及专家咨询的意识和需求方面已有所提高，特别是关于如何利用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相关信息设计各行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此外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将加大努力
推进在开发 WMO 厄尔尼诺最新信息方面与各合作伙伴达成全球共识。
1.4 能力建设：
WMO 正在与专家和伙伴合作，为提供更有效的国家公共天气服务开发专门技术，特别强调公共安全
和福利方面的服务。为继续落实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都是重要的工具，教育培训仍然是能力建设重要的支
柱。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提供教育和培训课程，以及与其它机构密切联系，特
别是通过与机构协作，以改进远程教育资源和技术的获取和使用。在某一特定层面，确保预报员接受培
训，以改进发展中国家 NMHS 天气预报和预警计划。WMO 通过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继续开发和分发
NMHS 气候预测信息，并支持以气候变化和健康为重要主题的区域研讨会。通过为有关气候问题的出版物
提供专业知识为能力建设做出贡献。
1.5 有效的管理和善治：
鉴于 WMO 战略计划和在基于结果的管理框架下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组织机构采取了新的途径和新
的工作方法，安排组织机构届会的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本效益，以讨论如何应对更大的挑
战，满足优先发展的需求和落实各项行动计划。届会将重点围绕缩减会期、有效的文件编写方式并促进针
对有关议题的积极讨论。文件的重点将主要放在预计在届会期间作出的各项决定上。
作为本组织设定一个连贯的基于结果的管理进程的一部分，正在对秘书处的结构进行审议。已按照既
定的目标和标准建立了秘书处的新结构，它与 WMO 的战略方向相一致，改进各项计划和项目的整合，优
化资源使用，并简化管理和决策过程。秘书长于 2007 年 12 月向会员通报了有关新结构的情况。秘书处的
新结构已于 2008 年 1 月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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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包括执行办公室（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八个司和战略规划室和内部监察室。
秘书长授权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处理与计划管理、政策和宣传、全面监督、法律和行政职能有关的事
务。赋予每个司分别主要负责提供具体预期结果的职责，并支持一个或若干组织机构和执行理事会的附属
机构。各司司长负责管理各自的计划活动和相关的资源。由多个司实施预期结果的交叉协调工作尽可能合
理贯穿到日常运作中。在结构调整中，根据现行的协议，考虑了 IPCC 和联合发起的 GCOS 及 WCRP 计
划的特殊性。
[议题 3 至 7 分预期结果详述了这些目标的执行情况]
2.

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

2.1 WMO 与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积极开展了协作与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
化、减轻灾害风险和粮食安全方面。
2.2 WMO 积极地参与了第 62 届联合国大会（2007 年 9 月 18 日-12 月 24 日，纽约）、CSD 第 16 次会
议（2008 年 5 月 5 日-16 日，纽约）、UNFCCC COP-13/MOP-3（2007 年 12 月 3 日-14 日，巴厘岛）和
UNCCD COP-8（2007 年 9 月 3 日-14 日，马德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2007 年 9 月 16 日20 日，蒙特利尔）以及 ECOSOC 和其委员会的定期会议。
2.3 秘书长参加由联合国秘书长主持的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定期会议，以及一些关于各项问题的高
层会议，包括分别由联合国秘书长（2007 年 9 月 24 日，纽约）和联大主席（2008 年 2 月 11 日-13 日，
纽约）组织的气候变化高层讨论。秘书长就气候变化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政策委员会提供了咨询。
[关于与联合国系统、公约和其它组织合作的详细报告，见 EC-60/报告 5（1）]
3

本组织的财务状况
WMO 保持着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2007 年会员拖欠会费持续减少。现金结余和储备金在具体计划

和运作原则方面被认为是恰当的。根据会员批准的预算和现有的资金，实施了第十四个财期常规预算。由
于在支付拖欠的会费方面有所改善，本组织在该财期的结余为 920 万瑞郎。
4.

人事事宜
截止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员工总数为 286 人。这个数字包括在此期间任职于秘书处，区域及次区

域办公室的人员，他们的工资从本组织正常预算或从人员和顾问补充资金或预算外资金中支出。
[关于人事和财务事宜的详细报告，见议题 7.2]

议题 2.3-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
EC-60/报告 2.3

进展/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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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财务咨询委员会于 2008 年 6 月 16 日和 17 日在 WMO 总部举行了第 27 次会议。批准后的会

议议程见附件 B。与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C。
实质性议题 (议题 4)
(a)
2.

2007 年的账目，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议题 4.1.1)
EC-60/文件 7.2(7)介绍了 2007 年的账目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委员会注意到 2007 年的正常

预算支出为 6450 万瑞郎，2006-2007 两年期的正常预算支出为 1.366 亿瑞郎。相比较而言，2006-2007
两年期的正常预算拨款为 1.377 亿瑞郎，故预算结余为 110 万瑞郎。委员会还注意到，本组织在 2007 年
和第 14 个财务期（2004-2007 年）结束时的结余为 920 万瑞郎。
3.

理事会回顾了 Cg-15 在决议 35 中授权执行理事会将该决议附录 3 的新增举措清单作为指南，

以便在第 15 个财务期的 2.698 亿瑞郎预算外追加支出，追加支出的资金从第 14 个财务期的结余资金中
支付，但最高不得突破 1200 万瑞郎。委员会进一步回顾了大会在同一决议中授权执行理事会对这些新增
加的举措划分优先顺序，并在这些新增举措的清单内考虑（a）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实施
应列为最高优先和（b）在预期结果 5、6、7 和 9 下面应优先考虑这些新增加的举措。
4.

委员会注意到经过对预算外基金的整合，流动基金结余比第 15 次大会设定的目标少 750 万瑞

郎。
5.

委员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就本组织 2007 年的账目给出了无保留意见。委员会注意到 EC-60/信

息文件 6 附件 G 给出的外部审计员的建议以及秘书长的答复意见。
6.

委员会强调 WMO 秘书处应进一步将风险管理纳入 WMO 各层次的战略计划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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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使流动基金达到大会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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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C 提出报告。
建议 3：

进展/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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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通过 EC-60/文件 7.2(7)附件 B 给出的决议草案 7.2/2 (EC-60)。
(b)
7.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议题 4.1.2）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见 EC-60/文件 7.2(6) 。委员会对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赏。财务咨询委

员会对审计委员会的相关建议表示支持，并在相关议题下进行了审议。
(c)
8.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SAS)的实施 (议题 4.1.3)
委员会回顾了大会批准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该项目在第 15 财期的封套上

限资金为 400 万瑞士法郎。作为优先，该项资金出自第 14 财期的结余。委员会审议了 EC-60/文件 8.2
给出的审计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秘书长为实施 IPSAS 而提出的资金要求。
建议 4：
鉴于向 IP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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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C 和执行理事会提交定期的进展报告。
(d)

中期财务状况 (议题 4.1.4)

会员的会费
9.

根据财务条例第 8.9 条的规定，秘书长需要向执行理事会的例行届会提交一份有关交纳会费和

流动资金预付款的报告。EC-60/信息文件 10 介绍了截至 2008 年 6 月 13 日的会费情况以及流动资金的预
付款情况。委员会获悉，有一个会员（伊拉克）根据决议 35（Cg-13），履行了拖欠会费的偿付协议并由
此恢复了表决权。委员会注意到在上述日期之前仍有（4600 万瑞郎）巨额的分摊会费没有缴纳，并认识到
不缴纳或延迟缴纳会费将严重地影响本组织的现金流动、财务状况以及已批准计划的实施。有一个成员建
议执行理事会考虑目前正经历清偿欠款严重困难的会员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刚摆脱长期战争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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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状况
10.

委员会注意到，EC-59 在 Cg-15 批准的第 15 财务期（2008-2011 年）2.698 亿瑞郎的最大支出范

围内批准了 2008-2009 两年期总额为 1.349 亿瑞郎的拨款。委员会注意到，正根据计划的要求执行 EC-59
批准的 2008-2009 两年期的预算。
11.

委员会也注意到秘书处对预算状况进行定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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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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4.2)

12.

委员会回顾了，Cg-15 在决议 35 中授权执行理事会将该决议附录 3 的新增举措清单作为指

南，以便在第 15 个财务期的 2.698 亿瑞郎预算外追加支出，追加支出的资金从第 14 个财务期的结余资金
中支付，但最高不得突破 1200 万瑞郎。委员会进一步回顾了大会在同一决议中授权执行理事会对这些新
增举措划分优先顺序，并在这些新增举措清单内考虑（a）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SAS)的实施，以及
（b）在预期结果 5、6、7 和 9 下面应优先考虑这些新增举措。EC-60/文件 7.2（5）给出了秘书长提出的
第 15 财务期的高优先级活动的建议。
13.

委员会的成员对 IPSAS 项目一致表示支持，但要求详细了解用现金结余资助的拟议的高优先活

动。有些成员建议根据第 11 项预期成果分配支出，而不是大会决定的 11 项预期结果。
14.

有些成员指出，需要更详细地了解提议的预期结果 7 的活动， 如开发气候适应知识库以及 WMO

的碳中立。有些成员对提议的用正常预算支持二氧化碳抵消活动表示保留。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缺乏可
提供服务的水平的业绩指标不利于确定优先项目。委员会建议将加强能力建设的活动列入优先。
15.

委员会建议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新的有关提议的活动的详细情况，以便进一步讨论活动的优先领

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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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60/文件 7.2(5)附件 B 给出的决议草案 7.2/x (EC-60)，以及 EC-60/文件 7.2(5) 附件
A 给出的拟载入第 60 次届会总摘要的文字草案。
(f)

规划事宜 (议题 4.3)

16.

委员会回顾了 Cg-15 在决议 39（财务咨询委员会）中决定，FINAC 的职责之一是针对基于结

果的预算和 WMO 战略计划之间联系的充分性提供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分别在 EC-60/文件 7.2(1)
和 EC-60/文件 7.2(4)中给出的有关下列事宜的报告：（a）WMO 战略计划（2007 年 5 月，日内瓦）的
实施情况，（b）WMO 运行计划 2008-2011，(c)监督和业绩评估计划，以及(d) NMHS 的作用和运作、
WMO 组织机构之间的联系和 EC-60/文件 7.2 (1)至 EC-60/文件 7.2(4)有关 2007 年马德里会议的后续行
动。 委员会注意到理事会将应邀审议一系列由 EC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提出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实质性
建议。
建议 7：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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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求针对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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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事会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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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事会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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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财务咨询委员会第 28 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议题 6)

17.

委员会决定财务咨询委员会第 28 次届会将与执行理事会第 61 次届会衔接，于 2009 年 6 月 1

日和（如有必要）2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批准的财务咨询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的议程
1.

会议开幕

2.

批准议程

3.

批准 2007 年 5 月 5－6 日举行的本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的报告

4.

实质性议题：
4.1

财务事宜
4.1.1

2007 年的帐目，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4.1.2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4.1.3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SAS)的实施

4.1.4

中期财务状况 – 会员会费交纳情况

4.2 预算事宜 – 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用第 14 个财务期（2004-2007 年）现金结余支付第 15 个
财务期内追加支出的建议。
4.3 规划事宜 – 秘书长关于以下事宜的报告：即 WMO 2008-2011 年战略计划的实施、
NMHS 的作用和运作、WMO 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和 2007 年马德里会议的后续行动。
5.

通过财务咨询委员会提交给 EC-60 的报告

进展/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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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财务咨询委员会第 27 次届会与会人员名单
国家或组织

称谓

姓名

WMO 主席

博士

A.I. Bedritsky

一区协主席

先生

M.L. Bah

二区协主席

先生

A. Majeed. H. Isa

助手

H.A. Al-A'ali 先生
A.T. Deham 先生

三区协主席

先生

R. Viñas Garcia

四区协主席

先生

C.R. Layne (代表)

五区协主席

先生

A. Ngari

六区协主席

先生

D.K. Keuerleber-Burk

P. Garnier 先生

澳大利亚

博士

G.B. Love

V. Tsui 博士
K. Wilson 先生
Ann Farrell 女士

比利时

先生

P. Leenknegt

巴西

博士

A.D. Moura

布基纳法索

夫人

A. Nebie

加拿大

先生

D. Grimes

B. Angle 先生
D. Lacasse 女士
J. Forest 女士

中国

先生

沈晓农

王邦中先生

科特迪瓦

先生

T. Moriko

R. Kipre 先生

埃及

先生

M.A. Abbass

M.H. Doss 先生
M.Y.A. Youssefs 先生
A.H. Ibrahim 先生

芬兰

教授

P. Taalas

法国

先生

C. Blondin

F. Million 先生

德国

先生

W. Kusch

D. Fromming 先生

海地

夫人

M. Desmangles

U. Fendel 先生

意大利
日本

Brig.
Gen’l
先生

M. Capaldo

P. Pagano 博士

N. Hasegawa

T. Kimura 先生
Y. Tsuneta 女士

毛里塔尼亚

先生

O.M. Laghdaf

墨西哥

夫人

Maria A. Jaquez Huacuja

纳米比亚

先生

F. Ui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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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夫人

G. Waage

波兰

夫人

I. Marczyk-Stepniewska

大韩民国

先生

S.K. Chung

16

J.C. Nam 博士
D. Lee 先生
S-W Kim 先生
卢旺达

先生

A. Kayitayire

沙特阿拉伯

先生

S. Bukhari

塞纳加尔

夫人

S. Dial

南非

博士

L. Makuleni

西班牙

先生

M. Palomares

瑞士

先生

P. Garnier

英国

博士

M. Gray

I. Lisk 先生
N. Wapshere 先生

美国

博士

J.L. Hayes

A.L. Chick 夫人
C. Barrett 先生
P. Hirschberg 先生
G. Roberts 博士
M. Browne 女士

外部审计员

先生

G. Miller

M. Lall 先生

秘书长

先生

M. Jarraud

J. Lengoasa 先生
E. Manaenkova 女士
R. Masters 先生
A. Tyagi 博士
D. Schiessl 博士
L. Barrie 博士
G. Asrar 先生
J. Wilson 先生
M. Power 女士
K. Konaré 先生
M. Rabiolo 先生
J. Cortés 先生
A.K. Lee Choon 先生
T. Mizutani 先生
L. Ngwira 先生
B. Cruz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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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2.4-区协主席报告
EC-LX/REP. 2.4
一区协主席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时段从 2007 年 5 月的 EC-59 至 2008 年 4 月底。

本区协的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2.

本区协的会员数仍为 56 个。M.L. Bah 博士（几内亚）和 R. Makarau 博士（津巴布韦）分别担

任本区协的主席和副主席。
3.

第 14 次届会（2007 年 2 月，布基纳法索）指定了七个工作组、七个题目学科领域报告员；一

个 WIS 专题工作组；以及一个性别问题联络员和西南印度洋热带气旋委员会。所有这些工作小组和报告
员均已正式开展工作，并且正在顺利地开展履行其各自的任务职责。
一区协战略计划
4.

一区协第 14 次届会（2007 年 2 月，布基纳法索）制定了指导方针，包括确定应纳入一区协战

略计划的相关领域。通过一区协主席和副主席的协调努力，在 WMO 非洲区域办公室的支持下，一区协
战略计划最初零草案（2008-2011 年）已编写完成，并提交一区协咨询工作组审议。
本区协的优先重点
5.

制定完成一区协战略计划是本区协的一项优先重点工作。此计划将对未来作出清晰的远景规

划，同时将包括切实可行的具体活动。
6.

鉴于全球 49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33 个在非洲，因此减贫扶贫仍是本区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必须确保 NMHS 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做出贡献。
7.

促进 NMHS 参与气候事务，特别是 IPCC、UNFCCC 和 UNCCD 以及参与建议的区域计划，如

AMESD 和 CLIMDev 项目。
8.

促进一区协各工作组和报告员的工作。

9.

组织非洲负责气象部门的部长大会。

WMO 各项计划的区域实施情况及本区协关切的问题

进展/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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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协的 15 个会员通过一区协西南印度洋热带气旋委员会（RA I/TCC）参与了热带气旋计划

中的工作。RSMC 留尼汪岛 – 热带气旋中心一直在为本区域的 NMHS 提供用于业务的专门产品和咨询信
息。
11.

南部非洲 AMDAR 计划目前已达到业务水平，并正为非洲大部分地区提供航线和廓线资料，并

通过提供廓线资料既支持人工预报又支持区域和国家的 NWP 工作。
12.

在 WMO 第 15 次大会期间，广泛探讨了航空气象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QMS）问题并提出了

建议，以确保其在全球的实施。大会决定今年晚些时候在其中一个最不发达国家坦桑尼亚开展一项 QMS
示范项目，并希望整个东非地区能够从中受益。
13.

根据拉斯帕尔马斯行动计划（由西班牙合作领导）的成果，将在倡议行动的框架内提供支持，

以促进西非地区的海洋气象学，重点放在对海员和海岸带用户的社会效益。
14.

区域专业 RSMC：阿尔及尔、开罗、卡萨布兰卡、达喀尔、内罗毕、比勒陀利亚和突尼斯一直

在开发其各自的数值预报系统。达喀尔和内罗毕通过各自运行两个有限区域模式（LAM），已在业务上
全面使用 NWP。卡萨布兰卡运行一种 LAM，覆盖范围从地中海至赤道（ALADIN NORAF）。比勒陀利
亚运行一种具有资料同化功能的极高分辨率（12 公里）LAM，范围覆盖赤道以南的整个非洲。
15.

WMO 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涉及作为 RSMC 的比勒陀利亚和留尼汪岛，以及博茨瓦纳、马

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开展的时间从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1 月，各 NMHS
认为此项目取得了成功。
16.

就一、二区协而言， 2006 年在阿曼举行的 WMO/FAO 蝗虫监测和控制气象信息研讨会上提出

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侧重于促进 NMHS 和各国国家蝗虫控制中心（NLCC）之间的互动，如制定高层
正式协议、建立联合工作组以及确定天气产品的格式和提供方式传送。
17.

自 1998 年举 办 COF 以来 ，历届的西 非 PRESAO 、 大非 洲之 角 GHACOF 和南 部非洲

SARCOF 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每年，大非洲之角举办两次论坛、西非举办一次、南部非洲举办一次。
WMO 一直在为组织这些届会提供部分支持，同时还提供技术支持。
18.

非洲 THORPEX 区域委员会已经成立。其工作包括为改促进预警报、咨询和展望而开展的能力

建设、基础设施开发、社会和经济应用及研究示范项目和可预报性研究。
19.

由西班牙支持的 WMO 非洲沙尘暴预警和评估系统（SDS-WAS）对本区域非常重要。在全球大

气监测视网（GAW）计划下仍在继续开展长期大气成分测量能力建设。
20.

非洲的季风环流十分重要， WCRP 通过两个项目（CLIVAR 和 GEWEX）的区域活动对此进行

研究。非洲季风研究是 WCRP 国际季风研究（IMS）的一部分，目前正在积极开展此项研究，以提供气
候和预报研究领域的全球协调。AMMA 计划为西非季风（WAM）研究提供了国际侧重点。来自 30 个国
家 140 研究机构的 600 位科学家参与了 AMMA。此项计划已确定了临时、中期和长期观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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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与河湖流域组织及其它国际金融和技术伙伴合作，一直在本区域实施

HYCOS 项目。目前已筹措到 1100 多万欧元用于实施涉及 25 个国家（14 个 LDC）的 HYCOS 三个部分
（尼日尔河、沃尔特河和 SADC II）。通过实施这些项目，将会加强 NMHS 的技术和制度体制能力。
22.

以咨询服务的形式向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埃及提供制定国家洪水管理战略和科学研究的支持。

23.

2008 年 4 月，SADC 区域 9 个国家的 NMHS 专家积极参加了在南非举办的着手实施区域山洪

指导系统区域研讨会。
二区协主席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时段从执行理事会第 59 次届会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如必要，将提交一份涵盖至本

理事会第 60 次届会的增补件附录。
本区协的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2.

本区协会员数仍为 35 个。

3.

A. Majeed H. Isa 先生（巴林）和林超英先生（中国，香港）分别担任本区协主席和副主席。

4.

本区协的各工作组和报告员圆满地完成了各自的工作。

二区协战略计划
5.

根据 WMO 战略计划，通过更新/修订加强二区协国家气象部门（NMS）战略计划（2005-2008

年）以及加强二区协国家水文部门（NHS）战略（2006-2008 年），制定二区协 NMHS 综合战略计划及
其实施计划。
本区协的优先重点
6.

二区协第 14 次届会及二区协区域研讨会计划在 2008 年 12 月 5-11 日，以有效和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会议将更侧重于探讨制定和实施二区协战略计划所面临的区域挑
战、优先发展需求及行动计划。在二区协第 14 次届会之前，将于 2008 年 12 月 3-4 日在塔什干举办二区
协区域研讨会。
7.

在一些新的中心正式指定为 WMO RCC 之前，将继续努力建立由多功能专业中心组成的区域气

候中心（RCC）网。
8.

有必要维护和进一步发展本区域现有的观测系统和电信系统及资料加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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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NMHS 提高能力，将进一步实施二区协的两个试点项

目，作为 WMO LDC 计划的一部分。
WMO 各计划的区域实施情况及本区协关切的问题
10.

2007 年 11 月 21-26 日在中国澳门举行了 ESCAP/WMO 台风委员会第 40 次届会。东京 RSMC

-台风中心东京和新德里 RSMC -热带气旋中心新德里不断地向本区协内各自责任区的 NMHS 提供专门产
品和咨询信息，作为 NMHS 制作其官方台风预报的指南。
11.

二区协支持发展中国家航空气象计划试点项目，已通过其网站提供了一套数值模式输出的指导

产品，旨在支持特别是 LDC 的 NMHS 提供航空天气服务。为向航空业提供热带气旋紧迫威胁的重要信
息，中国香港启动了二区协和五区协减少航空灾难试点项目，其网站（www.adrr.weather.gov.hk）目前
处于试运行阶段。
12.

自 2004 年 12 月的印度洋海啸以来，WMO 加强了与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

国际减灾战略（ISDR）及其它相关组织的伙伴关系，以协调开发和实施印度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该系
统利用 WMO-GTS 作为全球电信通信主干机制，用以交换观测资料、信息和预警。
13.

本区域的 18 个 GDPFS 中心现正在运行业务 NWP。北京、东京和首尔运行具更高分辨率的全

球模式。17 个 NMC 目前正运行高分辨率中尺度模式，5 个运行非静力模式。被指定在核事故情况下提供
输送模式产品的 3 个 RSMC（北京、奥布宁斯克、东京）已根据 GDPFS 手册的附件 I.3 和 II.7，按要求
为提供输送/扩散/沉降的专门信息实施了区域和全球安排。东京还是火山灰咨询中心，并为航空提供烟灰
云轨迹和扩散预报。被指定提供热带气旋预报的 2 个 RSMC：新德里和东京运行专门的台风路径模式。
14.

在 2006 年阿曼举办的 WMO/FAO 蝗虫监测和控制气象信息研讨会上，为一、二区协提出了若

干建议。这些建议侧重于促进 NMHS 和各国国家蝗虫控制中心（NLCC）之间的互动，如制定高层正式
协议、建立联合工作组以及确定天气产品的格式和传送。
15.

2007 年 11 月/12 月在越南举办了 CLIMSOFT 培训研讨会，与会的专家来自不丹、柬埔寨、斐

济、老挝、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会上还向与会者提
供了计算气候极值和气候变化指数的软件。
16.

WWRP 北京 08 年奥运会中尺度集合预报研发项目继续取得进展，该项目旨在促进更好地了解

和预报强影响天气事件，主要是北京夏季的降雨和风。此外，临近预报示范项目将是北京奥运会的组成
部分。
17.

WMO 沙尘暴预警和评估系统包括在西班牙和中国运行的区域中心，旨在分别为非洲和中东及

亚洲爆发的沙尘暴提供早期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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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对热带气旋的成因、强度、路径和结构、温带过渡及下游传播的认识和预报，2008 年下

半年计划开展 2008 年 THORPEX 太平洋亚洲区域活动（TPARC），此活动与 IPY 时间重合，同时还要
努力进行补充测量以支持北京夏季奥运会（包括台风邻近区域和亚洲大陆的测量）。
19.

CLIVAR亚洲-澳大利亚季风和印度洋专门委员会（AAMP和IOP）已将重点放在预报印度和澳大

利亚季风，而GEWEX亚洲季风试验（GAME）和SCSMEX（南海季风试验）着重于东亚季风。在亚洲，
自GAME结束以来，GEWEX已启动了亚洲季风水文-大气科学研究和预测活动（MAHASRI）。
20.

在过去一年，CLIVAR 和 GEWEX 共同主办的主要活动是制定 2007-2012 年亚洲季风年

（AMY）科学计划，及致力于 AMY 实施计划。
21.

通过亚洲冰冻圈大尺度水文气象学研讨会（横滨，JAMSTEC）和第 2 届亚洲气候和冰冻圈研讨

会‘亚洲冰冻圈的状况和变化’（中国，兰州），WCRP 气候和冰冻圈项目在协调冰冻圈研究方面发挥了主
导作用。
22.

对““二区协（亚洲）强化国家水文部门战略（2006-2008 年）”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其结

果将提交二区协即将召开的届会，并将为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与 NMS 紧密合作实施此战略而开展的进一步
活动奠定基础。
23.

就在湄公河流域建立区域洪水信息系统的目标而言，湄公河-HYCOS 项目（法国资助）进展顺

利，首批设备将于 2008 年 7 月中旬之前在柬埔寨、老挝、越南和泰国安装完成。本区域其它重要的
HYCOS 项目，包括咸海 HYCOS 和兴都库什-喜马拉雅（HKH）HYCOS 仍在等待足够的资助。
三区协主席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的时段从 2007 年 5 月的 EC-59 至 2008 年 2 月底。

本区协的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2.

在审议期间，本区协的会员数仍为 13 个。Ramón Viñas García 先生（委内瑞拉）和 Carlos

Costa Posadas 先生（哥伦比亚）分别担任本区协的主席和副主席。
3.

2007 年，经相应的常任代表决定，成立了 5 个工作组，并对某些工作组的组成做了调整。主席

强调需改进工作方法，特别是沟通，并鼓励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在适当的时间内回复问卷调查，以便优化
结果。
三区协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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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协强调了加强区域战略计划与 WMO 战略计划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三区协主席编写了一份

含优先重点领域的文件并提交三区协常任代表审议，此文件应成为本区域战略计划的基础。
Article XXVII. 本区协的优先重点
5.

由于某些 NMHS 的人力及设备有限，因此阻碍了向公共部门提供气象信息的工作。增加成本回

收仍是三区协会员的优先重点，作为促进气象支持公共部门的途径。
6.

三区协的区域电信系统仍存在不足缺陷。WMO 与 Equant 公司商定的合同从未在本区域全面履

行。仅巴西在 2006 年签订了一份必要的国家合同。三区协其他会员主要由于国家的因素未能签订合同。
与 Equant 公司签订的合同于 2008 年 12 月到期。
7.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仍是本区域各 NMHS 和政府的优先重点。因此，应尽力解决有关气候研究

的气象领域问题。
8.

自然灾害（例如，大旱和洪水）的防灾减灾仍是三区协一些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

厄瓜多尔）在 2007 年极为重要的活动。在西班牙的资助下，在玻利维亚组织了洪水管理培训活动。
9.

为了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服务，培训和能力建设仍是本区域的高优先重点。

WMO 各计划的区域实施情况及本区协关切的问题
10.

为了改进天气预报及其信息的社会应用，三区协的发展中国家也更多地参与 THORPEX 的研究

工作和示范项目以及 WWRP 的其它计划，诸如 2008 年计划在阿根廷举办的资料同化研讨会和培训计
划。
11.

三区协认识到臭氧和 UV GAW 活动的重要性。南美洲和南极各台站的资料对 WMO 南极臭氧公

报和每年全面监视南极臭氧洞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会员应继续加强其测量，并开展 IGACO-臭氧/UV 实
施计划。
12.

执行理事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均强调了 GDPFS 计划（涉及提供早期预警）和支持水

文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的重要性。在推广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成功概念方面，建议在南美洲（三区
协）南部实施区域项目。
13.

在努力促进和支持会员采纳洪水综合管理（IFM）方案的过程中，WMO 已通过其洪水管理联合

计划（APFM）开展了一系列培训活动，旨在使专业人员能够在国家层面直接肩负洪水管理责任。培训班
/研讨会包括理论部分，涉及 IFM 的总体概念及其技术、法律、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以及一系列的实践
活动，着重于根据课程举办国的当地具体情况，将这些概念应用于日常工作。
14.

应玻利维亚的要求，在拉美气象和水文合作计划的资助下，2008 年 3 月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

行了首届 IFM 研讨会。会议由科恰班巴市政府、SENAMHI （玻利维亚 NMS）、市立圣西蒙大学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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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Centro Agua）和 WMO 共同主办， 主要对象是玻利维亚一些市府的首席技术官，根据玻利维亚
法律，这些官员负责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洪水管理工作。该研讨会由科恰班巴市长主持开幕，有 60 多位专
业人士参加，他们决定发表声明，宣布愿意采用 IFM，并同意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在玻利维亚落实合
理的洪水管理政策。
15.

鉴于初步努力取得了成功，计划 2008 年 10 月在秘鲁利马举办 IFM 教员培训班，旨在培养讲

师，其后，他们将在今后若干年在三、四区协就此主题举办巡回研讨会。
16.

编写 CHy 工作计划的过程中，在区域水文和水资源工作组下设的三个子工作组的协调员帮助

下，对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区域需求作了评估。
四区协主席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的时段从 2007 年 5 月的 EC-59 至 2008 年 4 月底。

本区协的会员、官员及附属机构
2.

在审议期间，本区协的会员数仍为 26 个。Carlos Fuller 先生（伯利兹）和 Paulo Manso 先生

（哥斯达黎加）分别担任本区协的主席和副主席。
3.

本区协的各工作组和报告员圆满地履行了其各自的职责。

四区协战略计划
4.

2007 年 6 月，四区协管理组审议了 2006 年四区协在美国波多黎各通过的战略计划。本区协主席

编写了一份报告，作为区域战略计划的基础文件，并提交此份文件供四区协国家的常任代表审议及提出意
见。
本区协的优先重点
5.

本区协主席审议了下列将作为秘书处及本区域会员工作的高优先重点的领域。

(a)

维护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基本观测网、气象通信及资料加工设施；

(b)

评估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成本回收以及气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的国际交换。

WMO 各计划的区域实施情况及本区协关切的问题
6.

2008 年 4 月 23-28 日在美国奥兰多举行了飓风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此次会议成功协调了 2008 年

飓风季节的各项活动，并对 2007 年飓风季节作了评估。此外，还审议了该委员会的技术及业务计划，重
要的是要感谢对组织召开飓风委员会年会所给予的支持，并期望在今后继续得到此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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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4 月 16-28 日在美国迈阿密举办了四区协飓风预报和公共天气服务研讨会。这一极为重要

的研讨会每年在迈阿密国家飓风中心举行一次，它得到了 WMO 的大力支持，涵盖涉及热带气旋预报和预
警服务的各类主题。四区协的所有会员十分赞同继续为此类研讨会提供支持。
8.

WMO 在墨西哥共同主办了 UNFCCC 专家会议（2008 年 3 月 4-7 日）。会议讨论了利用资料和观

测对适应性做法做贡献的方法和工具，尤其是实施关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适应性的内罗毕工作计划。
9.

2007 年，各区域经济和技术组织（ACS、CARICOM、SICA、CRRH、CMO 和 CEPREDENAC）

启动了有关减轻灾害风险的若干项目。2008 年 1 月 18 日，WMO 在美国新奥尔良组织召开了首次中美洲多
灾种早期预警系统项目规划会议，与会的有各区域机构和资助机构。这是开发中美洲端到端早期预警系统
的第一步。
10.

四区协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区域气候中心（RCC）概念，并采取了初步措施，在 2003 年建立了

RCC 特设专家咨询组（AG-RCC），以指导建立四区协 RCC。四区协 AG-RCC 提出，一个事实上的 RCC
结构能最大地满足本区域的需求。这类结构可充分利用本区域的现有资源，如加勒比气象和水文研究所
（CIMH）、中美洲水文资源区域委员会（CRRH）、加勒比共同体气候变化中心（CCCCC）、国际气候
和社会国际研究所（IRI）、国家气候资料中心（NCDC）、气候预测中心（CPC）、西印度群岛大学
（UWI）、哥斯达黎加大学（UCR）和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的其他专业人员。
11.

CIMH 和 CRRH 制作了加勒比国家季节降水展望。为支持区域气候活动而实施的中美洲国家区域

数据库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美洲开发银行（IDB）和欧盟（EU）的支持下，2007 年启动了实施中美洲
RCC 活动的项目。
12.

最初通过区域委员会来实施 WWRP/THORPEX 。欧盟和南半球 THORPEX 区域委员会已制定了

广泛的天气研究计划，同时，北美洲已开始实施其优先重点计划。
13.

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区域需求初步文件已提交 2008 年 3 月召开的飓风委员会会议，会上已向本

区域的许多常任代表通报了本区域水文工作组 5 个子工作组开展的各项活动。

五区协主席报告摘要
会员、官员和附属机构
1.

本区协会员数仍为 21 个。

2.

Arona Ngari 先生（库克群岛）和 Sri Woro B. Harijono 女士（印度尼西亚）分别担任本区协的

主席和副主席。
3.

本区协的各工作组和报告员圆满地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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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协战略计划
4.

根据 WMO 战略计划，将通过更新/修订强化五区协国家气象部门（NMS）的战略计划（2005-

2008 年）及强化五区协国家水文部门（NHS）的战略（2006-2008 年），来制定五区协 NMHS 综合战
略计划及其实施计划。
本区协未来的活动
5.

2008 年 7 月 11-17 日将在纽埃举行南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热带气旋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预期

本次届会将讨论在五区协制定一项区域子项目，作为区域对以热带气旋为主的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
贡献。
6.

WMO 亚太 LDC/SID 协调和能力建设研讨会计划于 2008 年 10 月 6-10 日在瓦努阿图维拉港召

开。
7.

必须需要对 SPREP 和 WMO 之间在今后共同主办 RMSD 会议作出正式安排。

8.

在五区协 NMHS 的气象学、气候学和水文学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需要满

足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9.

将根据 WMO 战略计划，进一步制定和审议五区协战略行动计划，并提请正式通过。

10.

需要向楠迪 RSMC 楠迪提供帮助，以满足 WMO 对斐济实况地调查工作所确定的迫切紧急需

求。
11.

需要为五区协的东南亚会员开发新的项目，特别是在东帝汶成为 WMO 会员后，要尽快为其开

发新项目。

WMO 各计划的区域实施情况及本区协关切的问题
12.

楠迪 RSMC –热带气旋中心楠迪和各热带气旋预警中心（TCWC）继续向其各自责任区内的

NMHS 提供专门产品和咨询服务。2008 年 1 月， 雅加达 TCWC 雅加达开始运行，作为 6 个 TCWC 之
一，与楠迪 RSMC 楠迪合作为五区协区域提供更高覆盖率的热带气旋预警服务。
13.

2007 年 9 月，五区协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7 名学员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第 7 次南半

球 PWS 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作为本区域 SIDS NMHS 工作人员两年一次的 PWS 培训计划的一部分。
1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AMDAR 计划在稳定地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同时 AMDAR 专门委员会也已确

定需要在西太平洋制定区域计划，此类资料可有助于补充此地区稀疏的无线电探空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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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协各 GDPFS 中心继续在维护和改进其业务数值天气预报（NWP）系统，以及由指定的区

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提供的专门产品。
16.

澳大利亚气象局实施了太平洋岛国 — 气候预测项目（PI-CPP），以便通过提供验证的季节预

测系统以及正确使用的培训，来加强太平洋岛国（PI）NMS 的能力，满足用户在气候预测方面的需求。
17.

自 1999 年以来，新西兰 NIWA 一直在协调编写和出版““岛屿气候状况更新””月刊，它是多国

每月的气候公报，其主旨是帮助太平洋小岛屿小型发展中国家为气候敏感行业做出合理的规划和管理决
策。自 1994 年以来，美国太平洋 ENSO 应用气候（PEAC）中心一直通过每季的“太平洋 ENSO 状况更
新”通讯和有关 ENSO 潜在影响的简报、预报、教育及信息活动来提供气候服务。
18.

2007 年 11 月/12 月在越南举办了 CLIMSOFT 培训研讨会，与会的专家来自不丹、柬埔寨、斐

济、老挝、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和越南。会上还向与会人员提供了计算
气候极值和气候变化指数的软件。
19.

为促进对热带气旋的成因、强度、路径和结构、温带过渡及下游传播的了解和预报，计划在

2008 年下半年开展 THORPEX 太平洋亚洲区域活动（TPARC），此活动与 IPY 时间重合，同时还要努
力进行补充测量以支持北京夏季奥运会。
20.

2007年10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了GCOS-WCRP-IGBP““IPCC AR4反思””研讨会。以单独

报告的形式发表的会议结论对未来研究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会议确定了若干“需迫切解决的紧要科学问
题”，这些问题是作为应对解决人为气候变化问题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并构成了同时也需要WCRP和
IGBP以及可能需要ESSP的其它计划对此采取行动的问题。
21.

WCRP CLIVAR亚-澳季风专门委员会和印度洋专门委员会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预报印度和澳大利

亚季风。2007年5月，WCRP CLIVAR太平洋专门委员会公布了南太平洋环流和气候试验（SPICE）科学
计划。
22.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与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SOPAC）和其它国际金融和技术伙伴合

作，一直在本区域实施太平洋-HYCOS项目。
23.

WMO与SOPAC、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NIWA）及澳大利亚气象局合作，在WMO洪水预

报倡议的框架内，就促进NHS和NMS之间合作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以便为洪水预报和预警提供所需的更
为及时、准确的产品和服务。
六区协主席报告摘要
引言
1.

本报告涵盖的时段从执行理事会第 59 次届会至 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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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官员及附属机构
2.

本区协会员数仍为 50 个。

3.

在六区协第 14 次届会上，Daniel K. Keuerleber-Burk 先生（瑞士）和 Andris Leitass 先生（拉脱

维亚）分别当选本区协的主席和副主席。
六区协战略计划
4.

通过对会员的调查、召开的若干会议以及与 WMO 欧洲办公室的密切合作，制定了六区协 2008-

2011 年战略计划。此外，为制定六区协行动计划，2007 年 10 月在瑞士圣加仑召开了技术会议。
本区协的优先重点
5.

实施区域战略计划是六区协的主要优先重点，尤其涉及：

(a)

通过与其它行业和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防灾团体）建立伙伴关系和互动，开展有
效合作；

(b)
(c)

为缩小本区域各 NMHS 之间的差距，使水平更加均衡，需要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优化利用可用资源，包括 WMO 和区域组织（如，EUMETSAT、ECMWF 和 EUMETNET）的
服务；

(d)

与开发伙伴（如，欧洲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实现区域战略方面的合作潜力。

WMO 各计划的区域实施情况及本区协关切的问题
6.

RBSN 台站的数量增加到了 807 个，SYNOP 报告的百分比增至 97%。高空台站的数量仍为 129

个。RBCN 的 CLIMAT 报告站数量增至 571 个。CLIMAT TEMP 报告站的数量仍为 94 个。从 RBCN 台站
收到的 CLIMAT 报告的百分比增至 95%，而 CLIMAT TEMP 报告的百分比降至 82%（2006 年为
85%）。
7.

2007 年夏季，在意大利维尼亚迪瓦莱（Vigna di Valle）对降雨仪器进行了现场互比。2007 年 7-

8 月，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进行天空辐射表互比期间，对东南欧 5 个国家的标准仪器进行了标定，并达到
了更高的国际标准。
8.

5 个 RSMC（埃克塞特、莫斯科、奥芬巴赫、图卢兹和 ECMWF）正在运行全球模式。六区协

4 个区域专业 RSMC：埃克塞特、莫斯科、奥芬巴赫和罗马提供了区域产品以帮助六区协的 NMC。奥芬
巴赫正在通过 DWDSAT 系统分发产品，图卢兹则通过 RETIM 2000 系统来分发。
9.

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埃克塞特、图卢兹和 ECMWF 运行全球海洋-大气耦合集合系统：埃克

塞特为 6 个月、图卢兹为 16 个月、ECMWF 为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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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专门的输送/扩散/沉降模式产品，埃克塞特和图卢兹 RSMC 实施了区域和全球安排。六

区协的 31 个 NMC 运行有限区域模式，其中许多是通过 ALADIN 集团 、HIRLAM 集团或 COSMO 集
团。
11.

欧洲航空业的巨大发展需要努力提高空域容量，欧洲 SESAR 项目（单一欧洲天空 ATM 研究）

目前正在研究 MET 及其它航空资料的广域系统信息系统。
12.

UNCCD、WMO 及会员国通过了东南欧干旱管理中心项目。

13.

本区域正在积极参与完成 RCC 的指定机制，并正等待在 2009 年启动的正式指定程序。

14.

为了向次区域国家提供季节展望和区域气候变化预测，目前在新的倡议中正在计划举办东南欧

气候展望论坛。
15.

WB/UNISDR 东南欧灾害风险管理倡议包括水文气象部分（东南欧水文气象倡议），WMO 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伙伴，它正在加强东南欧 7 个国家的 NMHS、资料共享和早期预警系统。
16.

与东南欧水文气象倡议密切协调，制定了“萨瓦河流域水文气象信息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开发

和升级更新”项目。
17.

本区协对瑞士在达沃斯物理气象天文台/世界辐射中心建立欧洲区域 UV 定标中心表示欢迎。

18.

WMO 继续支持开发 WHYCOS 萨瓦河流域部分、开发和更新萨瓦河流域水文气象信息和洪水

预警/预报系统并实现升级。目前正在与制定东南欧 NMHS 实现现代化的可行性研究密切协作，制定该项
目（东南欧水文气象倡议）。世界银行已为制定这两个项目建议及组织 2007 年 11 月在萨格勒布（克罗
地亚）召开区域会议提供了资助。
19.

水文学工作组继续开展活动，特别是本区域水文界的代表在监督实施 EU 水框架指令的各工作

组（战略协调组、报告工作组、地下水工作组、水资源短缺工作组和干旱工作组、洪水工作组）担任观
察员。

议题 2.5-技术委员会主席 2008 年会议的报告
EC-60/报告 2.5
报告
1.

技术委员会主席 2008 年（PTC）会议于 2008 年 2 月 18 至 20 日在 WMO 秘书处举行。整份报告

可通过以下网站下载：http://www.wmo.int/pages/governance/tc/documents/Report_PTC_2008.pdf
以下是会议的一些重点内容。
战略规划和基于结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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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了有关 WMO 下一个战略规划过程、秘书处运行计划（SOP）和技术委员会在将 SOP

扩展为 WMO 整体运行计划过程中的作用的介绍。提出了文件和出版物的翻译事宜，特别是与法定文件
有关的问题。技术委员会的一个主要产出是技术指导，这些文件必须是高质量的。就资金而言，建议在
互联网时代修改现行的出版物和培训政策，倾向于减少硬拷贝，增加面授培训。CHy 主席指出应由技术
委员会来决定哪些出版物必须出版，并决定资金获得与否不应限制指导性材料的出版，因为其编写已投
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3.

技术委员会在可提供服务的层面做出贡献方面的作用是否纳入战略规划过程，会议对此进行了讨

论。部分主席指出战略计划主要是为了“客户”，因此应非常广泛。为了让人们了解动机和行动，还需
要把计划作得更为详细，例如对于 WIGOS。
4.

会议同意所有技术委员会应为战略规划过程准备各自的素材，包括有关 ST 和 ER 的建议，并与

本组织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会议还一致认为这些素材应与 WMO 秘书处和区域协会密切协调酝酿后再
编写。
5.

会议讨论了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交 EC 的报告。会议指出 2008 年两位技术委员会主席（CBS 和

CHy，这两个委员会的届会将在 EC-61（2009 年）之前举行）有可能提交详细深入的报告，通报技术委
员会的计划，需要作出哪些决定/建议。其他主席将就主要关切的 ER 作主题发言，在哪场会议，就什么
议题发言，将与主管司密切协调。由于技术委员会是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供咨询，因此技术委员会的
报告和发言应当针对它们寻求决定的议题或针对它们需要指导的问题。
在基于结果的管理背景下计划绩效的监督和评价（M&E）机制
6.

会议批准了 WMO 监督和评价（M&E）系统建议草案，并一致认为技术委员会应与秘书处开发清

晰的方法和机制，用于资料和信息的收集，满足对其计划的监督和评价需要，并应当就这些方法和机制与
秘书处进行协调。会议还强调需要细化各项可提供的服务和关键绩效指标，以便确保它们具有可衡量性。
这被看作是一个实施 M&E 系统的重要先决条件。各技术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作用突出体现在编写各自的战
略计划上以及将 SOP 扩展成 WMO 的运行计划。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委员会的具体性质和作用必须予以充
分考虑。但是，为了确保本财务时期计划实施能够得到相应的监督和评价，应对 M&E 体系作进一步开
发，同时应对结果框架进行细化。在此背景下，会议一致认为技术委员会应与秘书处合作，开展对中期计
划的评价，及时让执行理事会就在第二个两年期的实施工作给予指导和指示。关于对 M&E 体系的进一步
开发，会议建议这一开发工作应包括对 M&E 工具和方法的评审，因为一些会员已经具有 RBM 实施方面
的广泛经验。
7.

还注意到对于 M&E，有必要设立一个基准，以对 M&E 进行衡量，这可能是一个挑战。

8.

会议认为实施 WMO M&E 体系涉及成本支出，但会议强调指出 M&E 应被视作一项投资，是为

了加强本组织的未来绩效，它有利于本组织的会员。对此，会议建议对于 M&E 体系所需投资应逐步认真
考虑，这些投资应相应地摊到 2008-2011 财务时期的整个前半期。
实施马德里行动计划与技术委员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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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为促进和实施马德里行动计划（MAP）发挥了各种重要作用。会议一致

认为各技术委员会在其各自活动中应继续考虑社会经济效益。因此，会议普遍同意所提出的 MAP 任务，
并说明象 CIMO 这类技术委员会在实施马德里行动计划方面可以发挥更加实实在在的作用。
10.

会议还一致认为每个技术委员会应尽力让秘书处了解在马德里行动计划方面有关各自活动的最新

情况，以及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总体情况。此外，会议认为技术委员会不必局限于所建议的任务。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组织变动
11.

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有必要改进其工作机制。对口笔译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会议同意下列声

明：
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在制定技术委员会计划工作方面进行广泛磋商是必不可少的，是善治
的一部分。不过，与开展技术委员会计划工作活动的可用资金相比，技术委员会主席注意
到举行技术委员会会议的成本很高。开展活动的可供使用的资金数量因而在减少。志愿开
展工作的专家数量在减少，这又加剧了资金不足问题。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和职责
12.

CHy 主席介绍了关于技术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和职责的草案决议，对照当前的职责对提出变动之处

作了评议。会议采纳了所提出的修订内容，并决定将新的决议案提交执行理事会通过。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工作中的志愿性
13.

技术委员会主席同意将志愿性作为技术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和职责新决议的附录。

WMO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方面的活动
14.

会议作了回顾，认为 DRR 计划的交叉性框架是靠技术委员会联络员和区域协会区域 DRR 工作组

提供支持。此外，会议注意到所有技术委员会联络员以及区域协会工作组组长已参与 DRR 计划的编制工
作，通过技术委员会针对 DRR 的调查和区域能力评估调查，大大促进了 DRR 战略目标的制定工作，并
使实施方向得到第十五次大会的批准。另外，第一次 DRR 协调会议于 2006 年 12 月召开，技术委员会联
络员和区域协会 DRR 工作组组长与会，会议期间，达成了共识，认为这样的面对面会议对加强跨技术委
员会、技术委员会与区域协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加强天气、气候和地球系统预测的未来之路
15.

CAS 主席介绍了题为“加强天气、气候和地球系统预测的未来之路”的文件，并谈到 Melvyn

Shapiro 和联合作者为 GEO 峰会（2007 年 11 月，开普敦）编写的文件。技术委员会主席建议 CAS 主席向
执行理事会气候及水和环境相关事宜工作组（EC WG-CWE）提交一份讨论文件，该工作组定于 2008 年 3
月 26-28 日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天气、气候和环境预测框架：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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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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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主旨：科技开发和实施
EC-60/报告 3.1
1.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灾害性天气预报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于 2007 年 11 月完成了其实地阶段的工作。该项目重点放在
改进暴雨和强风的天气预报和警报服务，并推动全球和区域中心参与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
克、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的 NMHS 的能力建设。该项目还焕发了 GDPFS RSMC 综合并向 NMC 区域小
组提供预报指导产品的作用，从而加强了南部非洲 RSMC 比勒陀利亚的作用。为进一步支持南部非洲所
有 NMHS（包括非洲其它 NMHS）实施 SWFDP 预报部分，举办了预报员培训研讨会（2007 年 10
月）。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是以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为基础，并
与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合作，正如在进展报告和最终评估报告所指出并得出结论的那样，该项目从一开始
就取得了成功。第十五次大会（Cg-15）决定，该项目的概念扩大到整个一区协和 WMO 其它区域并得到
实施（在编写本文件时）。CBS SWFDP 指导小组召开了会议（2008 年 3 月），并审议了在非洲其它地
区、南太平洋岛屿和南美洲实施类似的项目，以及为未来的项目制定降低多灾害风险战略。（也有助于
实现预期结果 6）
集 合 预 报 系 统 （ EPS ） 的 产 品 数 量 继 续 呈 增 加 趋 势 ， 可 以 通 过 一 些 GDPFS 中 心 ， 如 通 过
ECMWF、覆盖亚洲的 JMA（日本）以及覆盖北美的 NAEFS（加拿大、美国），并向 WMO 会员提供上
述产品。CBS 继续与 CAS 保持联系，协调 GIFS/TIGGE（THORPEX）的进一步实施。
GDPFS 继续协调其产品和开发工作，以提高会员提供航空气象学、海洋服务和公共天气服务的水
平。此外，GDPFS 还针对相关国际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具体需求提
供服务。（也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6 和 7）
GDPFS 的许多活动对能力建设做出直接贡献。大会认识到，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正在改进现有
NWP 和 EPS 产品的获取和有效使用，特别是改进了发展中国家 NMHS 的天气预报和警报计划。WMO
组织并举办了预报员培训班，或与 GDPFS 中心（如 ECMWF、DWD）合作，联合资助了发展中国家的
参与。（也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9）

延伸预报和长期预报
鉴于通过利用多模式集合（MME）方法，长期预报（LRF）实现了预期的改进。大会认为，一些长
期预报全球制作中心（GPC）可作为全球长期预报资料的收集单位来建立 MME，并且要求制定 MME 产
品的标准。在韩国的诚挚邀请和支持下，召开了 GPC 研讨会（2007 年 9 月）；GPC 提议分阶段开展
LRFMME 牵头中心的各项活动。第十五次大会要求 CBS 和 CCI 合作制定区域气候中心（RCC）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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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最基本的职能和服务，以便支持将其正式指定为 GDPFS 的一部分；2008 年 1 月召开了跨委员会会
议，并提出了 RCC 所需的最基本职能的建议（在起草时）。CBS 中期和长期预报专家组召开了会议
（2008 年 4 月），并提出了有关指定 RCC 时所必备的职能、建立多模式集合的方法以及交换和使用延
伸预报和长期预报产品的建议，其中包括检验系统。（也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2）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的现状
目前全球有 83 个 NMHS 实施了数值天气预报（NWP）系统，而其分辨率不断提高。有 16 个中心
运行全球模式，其中 11 个中心与 188 个国家气象中心共享全球产品（通过 GTS、卫星或互联网）；7 个
中心可以向 83 个国家气象中心提供运行有限模式（LAM）所需的边界条件。目前仍有 105 个国家气象中
心（NMC）没有运行任何 NWP 模式，大约有 30 个 NMC 仍未实现自动化。16 个中心正在运行具有更高
分辨率和更多成员数目的集合预报系统（EPS）。14 个中心使用延伸预报和长期预报 EPS（从 1 个月到
18 个月），9 个中心采用的是中期预报 EPS（上至 15 天），6 个中心采用短期 EPS。根据大会的建
议，运行全球模式的中心应考虑向运行有限区域模式的国家气象中心提供边界条件。另外，重要的是，
运行各种模式的 RSMC 要确保向其模式所覆盖的有关国家的 NMHS 分发模式产品，并与各 NMHS 磋商
共享进一步发展次区域 NWP 的资源和经验。“集团”的概念已在一些区域显示出效益，因此，各会员应
对此概念加以系统考虑，以共享经验、知识和资源，并利用同样的 NWP 模式和系统来促进此模式的开发
和改进以及产品的利用，尤其是利用灾害性天气预报产品。
德国气象局（DWD）分别于 2007 年 8 月 6-17 日和 5 月 21-25 日在朗根举办了 NWP 开发培训班和
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业务应用培训班，WMO 为其中的一些学员提供了资助。WMO 还为参加 2007 年 10 月
15-19 日 ECMWF“WMO 会员 ECMWF 产品使用和释用”培训研讨会的与会人员提供了资助。
2.

航空气象学

空中交通管理预报产品
在过去的数十年，空中交通的客运里程和航班每十五年翻一番，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增长趋势将
会持续。这一经济活动被视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小岛屿国家和偏远地区
尤其如此。
因此，特别是在困难的天气条件下，为了保障航空作业在途中和机场附近的安全和效率，现有的面
向空中导航和空中交通管理的服务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过去 50 年来，航空气象服务的传统产品在内容
和格式上几乎一成不变，而飞机的航行能力却已得到迅速提升。
因此，高航务密度地区的航空当局（如北美、欧洲和中亚及东亚一些地区）正在开发提高形象的项
目，对航空服务进行重点检查，包括服务提供的内容、必要的准确率和可靠性以及服务手段等。全球其
它区域将采取类似的做法，因为这些区域的空中交通系统开始接近这种能力水平。
鉴于航班延误有 70%源于每日气象条件的变化，因而这些项目将气象学视为实现对服务和空中交通
管理做出必要改进的关键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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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数高度发达国家和经济大国外，对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用以满足航空业新需求的产品设施的
必要投资将会超出各国的资金能力，因此与其它气象研发项目和计划的（次）区域开展合作并最大程度
利用协同作用被视为是及时实现气象产品必要开发、实施、提供系统的一个先决条件。
特别是与目前成功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合作被视为成功的希望，相关会员已经证明了他们
具有稳定运行预报系统的必要能力。次区域合作协议已经达成，强对流等现象已被纳入其中。检测积
冰、湍流等航空灾害的试验算法的实施只要做出一定努力便可实现。
实施示范项目的候选区域有南部非洲、亚太地区以及南美和中美，这些区域从北美和欧洲的经验中
受益。
3.

热带气旋预报

热带气旋 – 集合预报和概率预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模式预报集合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热带气旋路径和强度的预报，尤其
是用于灾害性天气的中期预警。假设抓住了定初始条件和数值模式中的误差，那么该集合可以估算出某
一预报的不确定性。基于集合预报技术的热带气旋预报提高了预报的可信度，从而缩小了必须从沿海地
区撤离的范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公信度。反之，热带气旋路径预报范围的扩大就必须要在沿岸做大
范围疏散，尽管绝大部分疏散地区很可能并不会受到波及。除了预测不确定性之外，预报的多模式集合
加权平均值已证明一般比更高分辨率的单一预报更为准确。
在集合预报反演信息的传送过程中，用概率表示的预报和警报日益体现出预报的不确定性和灾害事
件的风险。多媒体渠道（包括互联网、移动电话和数字多媒体广播）更为广泛地用于信息的分发。热带
气旋影响强度和防御措施咨询已得到进一步细化，使风险预报更具针对性。为提高公众的意识，已有效
地开展了各种宣传计划。目前通过在全球范围广泛的资金投入以及气象学家和科学家的不懈努力，逐步
提高了公众对气旋预报的意识。同时，还需要开发热带气旋强度标定方法、路径集合预报或 EPS 集合使
用方法、面向决策者的概率预报的释用方法和降尺度技术。

热带气旋强度预报
鉴于热带气旋及相关现象的综合影响，对热带气旋（TC）登陆过程（包括路径/强度的变化、风/降
雨分布、风暴潮和沿岸洪水）的认识已成为学术界和业务预报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为 了 促 进 研 究 人 员 和 业 务 预 报 员 在 这 一 课 题 方 面 的 合 作 ， WMO/CAS 热 带 气 象 学 研 究 计 划
（TMRP）工作组于 2005 年在中国澳门组织召开了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TMRP 和 TCP 于
2006 年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召开了热带气旋第 6 次国际研讨会，主题为“关于有效警报系统的热带气旋
登陆定量预报”。
这两个研讨会在了解和预测热带气旋登陆方面确定了最近取得的进展，包括：（1）通过更好地利用
改进的数值模式指导产品预测热带气旋路径；（2）由于通过 Quikscat 设备获得了地面风估值，因而得
到改进的外层风结构的估值；（3）对导致改进强度变化预报的结构变化有了深入的认识，虽然目前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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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技术性指导产品；（4）利用雷达和微波卫星成像标定，更好地估测登陆后的降雨；（5）利用新
技术改进热带风暴登陆期间的观测。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基础上，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对今后若干年预报热带气旋登陆提出了优先重点需求
和领域：（1）在热带气旋登陆期间进一步提高热带气旋路径预报；（2）改进热带气旋登陆后与之相关
的降雨预报；（3）进一步了解和预测登陆期间和之后以及从热带风暴阶段向温带转移时的结构和强度；
（4）进一步应用风暴潮模式，包括更好地明确气象强迫作用；和（5）侧重于进一步研究热带气旋登陆
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4.

海洋气象预报和服务

海洋气象预报和服务
Cg-15 提出将 WMO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作为一项高优先重点活动，并帮助会员，尤其是帮助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为提供改进的产品和服务作出安排，根据这一要求，WMO 要求
ECMWF 考虑提供那些未包括在 WMO 会员可自由获取的产品范围内的海况产品。ECMWF 理事会议
（2007 年 12 月，里丁）就 WMO 提出的向 WMO 会员提供额外产品的要求给予了充分研究，并决定扩
大通过 GTS 和 ECMWF 网址（有密码保护）向 WMO 会员分发的 ECMWF 产品集（也助于实现预期结
果 6、7 和 9）。此项改进相当重要，其中包括：
-

提供上至 7 天的 2.5 度经/纬度格点定性预报类的全球海洋产品；

-

提供集合预报系统（EPS）上至 6 天的 2.5 度经/纬度格点的全球海洋产品，以支持高影响事件和极
端海况事件。产品特别包括基于 EPS 的显著浪高超过 2、4、6、8 米的全球概率预报。
为了建立一种机制，用基准衡量并确保用于提供安全服务的海浪预报模式产品的质量，1995 年首次

非正式确定了海浪模式预报检验资料的常规比对。EC-49（1997 年 6 月）明确支持在 WMO 海浪计划下
实施此项海浪预报检验方案。12 年来，ECMWF 收集了相关资料，制作了月统计数据。统计图表和检验
数据可通过 FTP 提供给各参与方，使之能够计算出它们自己的统计数据，以满足各自的特殊要求（也助
于实现预期结果 7）。比对以一系列浮标观测为基础，资料通过所有现有系统，特别是通过 GTS 予以提
供。目前有 12 个日常运行海浪预报模式的中心为此项检验方案做出了贡献。JCOMM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
组（ETWS）于 2007 年 3 月召开了会议，为进一步开展资料交换的诸多建议进行了讨论，并设立了一个
工作组来促进各项主要建议的落实。除了继续扩大交流参与之外，ETWS 还赞同扩大交流范围，包括其
它资料类型、格式和政策问题，以及建立与各空间机构的伙伴关系。在海浪后报和预报及沿岸灾害评估
第 10 次国际研讨会（2007 年 11 月，瓦湖岛，北岸）上还召开了海浪模式预报检验方案和观测需求特别
会议（参见文件 4.2）。此项计划扩充已得到批准，其中包括（1）说明和拓展目前的工作范围（对照参
数浮标资料的检验）；（2）对照高度表浪高资料的检验；（3）对照光谱浮标资料的检验；（4）空间资
料的检验。表面波观测需求文件已根据研讨会期间的讨论编写完成。此文件涉及 5 个应用领域：（i）纳
入近海波预报模式的资料同化；（ii）海浪预报模式的检验；（iii）卫星海浪传感器的定标/检验；（iv）
海浪气候和变率；（v）海浪在耦合过程中的作用。这类信息已被纳入 WMO 需求资料库（也有助于实现
预期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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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海洋预报模式和系统
WMO 和 IOC 联合发起的 GOOS 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GODAE）试点项目已对海洋预报系统的
开发进行了协调。新网址业已建立（http://www.godae.org ），内含海洋预报产品（海浪除外）信息和正
在 GODAE 下开发的系统的信息。2007 年 8 月，国际 GODAE 指导组（IGST）召开了会议，该组建议
JCOMM 在将 GODAE 成果投入业务应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GODAE 的当前工作计划优先重点中的三个
关键领域涉及 JCOMM：（i）建立系统间的产品标准化和互可操作性（包括比对活动）；（ii）从示范向
业务系统转化；（iii）全球观测系统（尤其包括卫星部分）的可持续性。鉴于业务海洋预报系统的快速发
展、对这些系统的信息及协调的需求、Cg-15 就进一步促进 JCOMM 下的 WMO 和 IOC 各项活动的整
合，JCOMM 管理委员会（2007 年 12 月召开了会议）在 JCOMM 服务计划领域下设立了一个新的业务
海洋预报系统专家组（ET-OOFS），用以协调将新一代海洋预报模式和系统从研发向业务环境有效转化
（也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7）。

海洋预报系统的开发以支持 NWP 和天气预报
目前正在逐步开发海洋-大气全耦合模式，以改进业务天气预报，这些模式中的海洋部分不仅包括海
洋表面，而且通常至少包括海洋混合层，也还包括各种变量，如海洋上层热量、海洋动力高度和表面粗
糙度。此外，这些模式还包括海洋观测资料的实时同化，包括海洋湿度廓线、表面地形和海况。GOOSGODAE 试点项目是致力于开发能够支持 NWP 和天气预报的海洋预报系统、气候预测、海上安全和环境
保护服务等方面的一项研究。在 GODAE 的目前阶段，为了解决区域模式、海岸带模拟、比对实验和观
测系统模拟实验等方面的特殊问题，组建了若干专门小组。为评估 GODAE 产品对降尺度/嵌套区域、海
岸带和陆架海洋模式的影响，在利物浦召开了第一次 GODAE 海岸和陆架海洋研讨会（2007 年 10
月）。GODAE 观测系统模拟实验（OSSE）/观测系统实验（OSE）会议在巴黎召开（2007 年 11
月），以便根据对资料实用性的进一步认识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并为改进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设计提出
一系列建议（也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4）。作为一项试验，GODAE 将在 2008 年结束，最后一次
GODAE 研讨会“全球海洋预报的革命；GODAE：10 年成就”将于 2008 年 11 月在法国的尼斯召开。
这次研讨会将回顾 10 年来的主要成就，并提出 GODAE 下建立的海洋预报系统的未来发展问题及其国际
协调的建议。
5.

WWRP 研究和开发

THORPEX
WWRP-THORPEX 是 WMO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的一个要素，也是对 WMO 降低灾害风险计划做出的
一个主要贡献。WWRP-THORPEX 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提高 1 天至 2 周高影响天气预报的准确率。自
THORPEX 科学和实施计划分别在 2003 年 11 月和 2004 年 12 月公布以来，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近期
的成就如下。
TIGGE – 集合预报系统应用于预报的进展
THORPEX 全球交互式大集合（TIGGE）档案是 THORPEX 的一个关键部分。TIGGE 第一阶段档案
中积累的最高优先重点资料是全球各主要预报中心常规（业务）制作的集合预报。目前有三个档案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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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心（ECMWF、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中国气象局）正在建立 TIGGE 第一阶段资料库。提供每日
预报的业务预报中心有：BMRC（澳大利亚）、CMA（中国）、CPTEC（巴西）、ECMWF、JMA（日
本）、KMA（韩国）、法国气象局、MSC（加拿大）、NCEP（美国）和英国气象局。此外，TIGGE 网
站由 ECMWF 维护，元数据中心由 NCAR 管理，检验网站由 JMA 维护。WGNE/WWRP 检验联合工作
组就检验方法学项目提供咨询，WMO 集合预报系统专家组有关一系列问题（如元数据的制定）的项目提
供了咨询。
TIGGE 用户
预计 TIGGE 将会总体加快气象研究，尤其是 WWRP 的各项科学计划。THORPEX 预报示范项目
（如，北京 2008 FDP/RDP 或沙尘暴项目）、TPARC、未来外场适应式观测和 IPY 项目将成为 TIGGE
的积极用户。反之，此项研究也可以通过更好的预报（健康、能源、洪水警报、火险天气等）将导致有
针对性的用途，降低灾害性天气对社会造成的风险。预计水文界（如，通过 HEPEX）也将成为 TIGGE
资料的一个重要用户。

获取用于科研和教育的 TIGGE 资料
资料提供方按照达成的规则（包括再分发的权利）向各 TIGGE 档案中心提供其产品。科研和教育用
途可通过简单的电子注册过程，用有效的电子邮箱地址及确认提供的条件来获取资料。通过简单的注册
过程，可以获取预报初始时间后的延迟（48 小时）资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获取实时资料，如，对
THORPEX 有特殊影响的外场试验和项目。注册获取实时资料需通过 THORPEX 国际计划办公室办理。

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和 TIGGE 第二阶段
TIGGE 第一阶段为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GIFS）奠定了基础。目前用户可获取延迟 12-18 小时的
TIGGE 资料，不过这在某些应用领域并不适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阶段性方法。即将开展的 TIGGE
第二阶段仍需根据资金情况，在这一阶段，分布式存档概念将会减少对大量资料传输的需求。此后，必
需要依靠专用电路来实现该系统的全部效益。
2008 年 THORPEX 太平洋亚洲区域试验（TPARC）
为增进对热带气旋的成因、强度、路径和结构、温带过渡及下游扩散的认识和预报，2008 年下半年
的计划是开展 2008 年 THORPEX 太平洋亚洲区域试验（TPARC），此活动与 IPY 时间重合，而且还要
努力进行补充测量以支持北京夏季奥运会（包括台风邻近区域和亚洲大陆的亚洲测量）。此外已对从事
西南季风试验（SoWEX）、韩国暴雨计划和 WWRP 季风计划的各小组之间的合作做出了安排。参与 TPARC 的工作人员来自以下业务中心：中国气象局 、日本气象厅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 、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 加拿大气象局 、韩国气象局 、（澳大利亚）气象局 和（英国）气象局。近期，菲律宾和
越南的研究人员也在关注 T-PARC。
TPARC 为进一步了解和预报西太平洋热带对流和台风发展及运动的各阶段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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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飞机包括：美国空军的 C-130、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 P-3（NRL P-3）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的
猎鹰（DLR Falcon）。这些飞机将支持遥感和下投式探空仪能力。漂流探空仪将从夏威夷部署、下投式
探空仪在平流层气球上配置并由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操控、其它的高空廓线由日本船舶提供，其它的
无线电探空仪从太平洋周边各国和岛屿施放，其它资料来自浮标和商用飞机（AMDAR）。数字天气雷达
资料将从不同地点收集。卫星资料，特别是日本 MTSAT 系列卫星的快速扫描资料，将构成观测资料库的
重要部分。
此项活动的另一个部分（冬季 TPARC）将在罗斯贝波的传播范围内研究自适应式测量战略，此项活
动将持续至 2009 年 3 月。
IPY-THORPEX 项目系列
目前 IPY-THORPEX 项目系列包括 9 个国家的 10 个 IPY 项目。为促进协调所有活动，已制定了一
项研究和实施计划。这些项目涉及从气候研究到天气预报的诸多科学问题。其中的大部分活动主要集中
在北极地区。而 CONCORDIASI 主要集中在南极地区，其目标之一是要检验和改进数值模式中的大气红
外探测仪/IASI 卫星资料的同化，重点在极地纬度地区。IPY-THORPEX 所要研究的其它重要问题有：天
气预报的 THORPEX 全球交互式大集合（TIGGE）应用于极地预报、格陵兰对气流畸变的作用及其对局
地和中纬度天气预报以及海洋温盐环流的影响；北极区域气候模式比对；卫星资料的开发利用和优化观
测，以改进高影响天气预报和增进对极区物理/动力学过程的认识，重点放在小尺度天气现象上。

面向无缝隙天气和气候预报过程的研究和开发
这是 WMO THORPEX 和 WCRP 计划之间的一项合作。此项合作建议非常及时，因为在过去几十年
来，高性能计算（HPC）、高速通信、地基、空基和机载测量技术、系统观测、遥感、外场和实验室过
程研究、资料同化技术和天气、气候预报高效耦合数值模式已取得了空前的进展。
该活动旨在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以便增进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的过去及当前的状况，并加快提高
我们的能力，对地球系统从日至季的未来状况作出有科学依据的预测。
计划的研究课题和相关问题如下：

结构性热带对流的形成和维持及其与星际环流的相互作用
目前对于增进从几天至几年时间尺度的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仍存在着一些主要障碍，这是由于在知
识上的空白和模拟热带地区多尺度有结构性对流（如马登-朱利安振荡（MJO））的能力尚十分有限。
为应对这一挑战，WCRP 和 WWRP-THORPEX 建议进行为期一年的协调观测、对结构性热带对流
（YOTC）及其对可预报性的影响的模拟和预报，作为对联合国地球年的贡献，以补充国际极地年
（IPY）。
此项工作的建议时限、重点年（2008 年 8 月 1 日起）方案和综合框架旨在从近期对地球科学基础设
施的投资中获取最大效益，以及使新一代年轻科学家参与解决天气和气候预报领域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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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隙多模式集合预报（WCRP 季节预报工作组，TIGGE）
天气和气候预报的基本指导原则是从几天至几十年的无缝隙预报。这一指导原则源于这样一种认
识，即：全球耦合大气-海洋-陆地-冰雪圈系统通过相关的物理、生物和化学反馈，显现出各种物理和动
力现象，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时间和空间变率的连续性。天气和气候科学界面临的挑战是预报时间和
空间的连续以及物理气候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要继续付出努力，目前已建
立了 TIGGE 第一阶段更长期预报的档案。

资料同化作为气候和天气研究界的预报和检验工具和观测网络的设计工具
资料同化技术已在获取数值天气预报的初始条件方面取得成功，并在历史观测资料再分析的基础上
为诊断和过程研究提供了资料集。这些技术将被完全用来作为观测系统的设计工具和气候模式的检验工
具。

观测和模拟高影响天气
问题：社会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气候变异和变化与高影响天气事件之间的关系。缺乏对更快速“天
气”现象与长期气候变量之间的关系全面了解，阻碍了我们为社会尽早提供高影响天气事件预报的能
力。同时，在模拟快速“天气”过程的影响及其与更长期变化的相互作用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是改进未
来短期气候变化预测和更长期预测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THORPEX 非洲科学计划的制定和非洲区域委员会的设立
目前设立了完善的 THORPEX 区域委员会，包括北美区域委员会（2002 年）、亚洲区域委员会
（2003 年）、欧洲区域委员会（2003 年）和南半球区域委员会（2006 年），它们负责协调区域国家群
体的各项活动。近来，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研讨会，制定了非洲科学和实施计划，并已确定利益攸关
方，由他们将组成非洲 THORPEX 区域委员会。

临近预报工作组
临近预报工作组的任务包括改进临近预报技术，包含气象过程和可预报性，以推动和协助在 WWRP
框架内及 NMHS 及其最终用户中实施临近预报。这些工作包括甚高分辨率资料数值模拟和同化的潜在应
用。
该工作组开展研究和开发项目及预报示范项目，以促进基础科学，并开发、比对、检验和交换各种
临近预报技术，以及评估业务预报结果。该工作组参与了得到充分宣传的北京奥运会（2008 年北京）预
报示范项目，并正在制定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研究和开发项目-预报示范项目，而冬季前往赛场的交通
会产生很大的不便。其它项目包括雷达资料的质量控制（WWR/CIMO/GEWEX）、定量降水估算和能力
建设。2007 年举办了两个培训研讨会（第二次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研讨会，棕榈湾）。临近预报组还与
PWS 的工作建立了联系。

中尺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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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RP 中尺度预报工作组的职责是促进、组织和/或支持端-到-端的天气研究和开发项目（RDP），
包括认识天气过程、改进预报技术和使用以高影响天气为主的预报的实用性。近期活动包括参与和北京2008 项目有关的 RDP，其重点是提前 6-36 小时的预报，并且要包括 CMA/NMC、CMA/CAMS、
NCEP、 NCAR、 MSC、法国气象局和 ZMAG 以及 JMA/MRI 的参与。该 RDP 还包括建立和评估高分
辨率集合，以及预报员集合产品应用培训。该工作组还参与领导 MAP D-阶段（中尺度阿尔卑斯计划的预
报示范），其重点主要是暴雨和洪水的高分辨率预报 ，尤其是专注于临近预报和中尺度。MAP D-阶段在
欧盟得到了广泛参与。被称为 COPS（对流和地形诱发降水研究）的研究示范项目旨在提高地形对流的
知识和预报水平。

热带气象学
热带气象研究重点包括热带气旋和季风预报。即将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第 4 次国际季风预报研讨
会，此次会议对于即将开展的亚洲季风年（2008-2010 年）计划以及热带气旋结构（TCS-08）外场试验
计划具有特殊意义，这些活动旨在通过与 T-PARC 活动合作来增进对热带气旋的生成、结构和强度的了
解和预报。开展这项工作的基础就在于，预报技巧在这些领域虽得到了改进，但与路径预报技术更大改
进相比上述领域的改进程度有限。TCS-08 计划将在西太平洋进行，使用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 P-3 飞机
和美国空军 C-130 飞机 。 近期活动包括热带气旋工作组报告以及 2007 年 3 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热带气
旋减灾培训研讨会。该工作组也开始关注热带气旋和气候变化，并期望就这一课题与 WCRP 展开合作。

检验、用户需求和评估
WWRP 检验工作组在必要时会作为制定和普及 WWRP 和 EPAC 新检验方法的联络人，并促进和鼓
励培训活动和检验方法学信息的分发。该工作组已开始致力于支持北京-2008 奥运会检验技术的开发和
MAP D-阶段工作，并就降水检验技术提出了建议。检验工作组的更大作用与 WWRP 社会经济研究和应
用（SERA）工作组密切相关。SERA 工作组已从 THORPEX 委员会转向承担 WWRP 各方面更宽泛的工
作，并且正在进行重组。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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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主旨：科技开发和实施
EC-60/报告 3.2
3.2.1

气候监测和评估

3.2.1.1

与会员、CCl 专家、各资料中心和监测中心合作，尤其包括英国、NOAA/NCDC、德国气象

局、中国气象局、澳大利亚、日本及其它机构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在 BAMS《气候状况》一文的基础
上，继续出版并分发《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和《年度气候回顾》。然而，由于缺乏资源，所以不能
定期将《年度气候回顾》翻译成 WMO 的所有语言。
3.2.1.2

2006 年 11 月，CCl、WCRP/CLIVAR、JCOMM 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ETCCDI）专家组制定

了一项行动计划。该工作计划包括推荐的新指数，例如北极和南极海冰范围、海洋和海表海洋指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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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指数、温室气体气候响应指数。该工作计划包括与以下若干个国际团体和项目之间开展的合作，
如：亚洲太平洋网络（APN）、欧洲气候评估和资料集（ECA&D）项目、IPCC 资料和情景专题组、支
持影响和气候分析（TGICA）、WCRP JSC/CLIVAR 耦合模拟工作组（WGCM）、GEWEX/WISE 小组
和美国 CLIVAR 干旱工作组。该工作计划的成果将对 IPCC AR5 和 UNFCCC 内罗毕工作计划（NWP）
做出贡献。参见：
www.wmo.int/pages/prog/wcp/wcdmp/wcdmp_series/documents/ETCCDI64.pdf
3.2.1.3

为东亚国家举办了一次有关气候极端事件和气候变化指数的讲习班（2007 年 12 月 3-7 日，河

内）。参见：
www.wmo.int/pages/prog/wcp/wcdmp/documents/ETCCDI_Vietnam_workshop_report_final.pdf
3.2.1.4

第三次 WCRP 再分析国际会议于 2007 年 1 月 28 日－2 月 1 日在日本东京成功举行。会议得出

的结论认为，大气再分析大大地提高了我们诊断气候变率的能力。再分析的范围正在扩大到包括关键的
微量气体成分、海洋和冰雪圈。还开展了区域再分析。会议强调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知识资源，并对
资料再处理和再分析工作进行更加强有力的协调。它敦促再分析的发起方继续支持为拓展完整的器测记
录以及为支持整个气候系统所做的努力。
3.2.1.5

WMO 于 1963 年制定了海洋气候摘要方案（MCSS）（Cg-14，决议 35）。JCOMM 资料管理

协调组（DMCG）于 2006 年 10 月召开了会议（瑞士，日内瓦），并一致认为需要实现 MCSS 以下两个
单独的管理功能的现代化：（1）延时的 VOS 资料处理；和（2）编写海洋气候摘要（MCS）。JCOMM
海洋气候学专家组（ETMC）在 2007 年 3 月召开的会议（瑞士，日内瓦）上进一步讨论了该问题，并设
立了：（1）一个含 CCl 代表参加的 JCOMM 海洋、海洋学和气候学摘要交叉专题组（TT-MOCS）；和
（2）一个延时 VOS 资料专题组（TT-DMVOS）。TT-MOCS 和 TT-DMVOS 于 2008 年 5 月在 JCOMM
海洋气候学进展第三次研讨会期间（波兰，格丁尼亚，CLIMAR-3）举行了会议，以便分别：（1）制订
一份工作计划，从而实现与用户有关的海洋气候学摘要产品的制作和分发的现代化，并为体现 MCSS 中
的修改建议而对“海洋气象服务手册和指南”进行修订；和（2）研究延时的 VOS 资料的管理和质量控制，
并探索与实时 VOS 和其它船舶资料建立关联系的可能性。
3.2.1.6

根据 JCOMM 的要求（2005 年 9 月，加拿大，哈利法克斯，JCOMM-2）并经大会批准（Cg-

15，2007 年 5 月），JCOMM 第三次海洋气候学进展研讨会（CLIMAR-3）于 2008 年 5 月 6-9 日在波兰
格丁尼亚举行。CLIMAR-3 基于以往两次 CLIMAR 研讨会（2003 年和 1999 年）的成果，以及在利用历
史海洋气候资料过程中取得相互促进的和密切相关的进展（MARCDAT）研讨会（2005 年和 2002 年）
的成果。所有这些研讨会汇集了广大海洋资料和产品的用户和管理人员，并包含一个以持续评估、使用
和改进 ICOADS 为重点的议题（http://icoads.noaa.gov/）。CLIMAR-3 的目标是：（1）审议海洋资料和
元数据流量和标准化方面的发展动向；（2）促进并协调海洋气候资料和产品的开发，包括 ICOADS；和
（3）鼓励向 WMO 海洋气候学应用指南的动力学部分做出应有的贡献。
3.2.1.7

IOC/WMO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CPPS）厄尔尼诺联合调查工作组是三个组织长期合作取得的

成果。该工作组的职责没有体现厄尔尼诺活动的近期发展。在三区协（南美洲）第 14 次届会（2006 年 9
月，秘鲁，利马）上，区协认为需要审议该工作组的职责，以便适应 JCOMM、CCl 框架下新的协调方
案，以及与厄尔尼诺国际研究中心（CIIFEN）进行互动。新职责在工作组第 11 次届会（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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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利马）期间获得通过。目前，CPPS 依靠自身的能力，开展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ERFEN）和
东南太平洋区域海洋学观测年度航行计划，并为本区域发布了一份《气候预警公报》。
3.2.1.8

业务气候部门、用户和媒体对有关 ENSO 产生的区域影响的信息抱有很大的兴趣。有关这种影

响的现有信息是分散的，而且这方面全球信息合成后又已过时。根据 CCl-14 的建议，CCl 厄尔尼诺和拉
尼娜专家组正在开发 ENSO 区域影响图集的初始版本。在专家组会议（2007 年 8 月 12-15 日，美国，卡
尔弗顿）上，该小组决定图集最初将以互联网为基础，并可以逐渐发展稳定成一个硬拷贝版本。该专家
组还认为，ENSO 应表示为一种调节各种影响的持续性现象，并非局限于描述典型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
事件。WMO 正在寻求网络浏览版图集的承办单位。
3.2.2

气候预测和模拟研究

3.2.2.1

WCRP 对 IPCC AR4 和 2006 年臭氧损耗科学评估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于 2007 年将其项目

和工作组的工作重点放在制定新的气候研究方向，这将大大地推进对气候的认识并提高从中期延伸尺度
至年际、年代际和百年尺度的气候预测技术。
3.2.2.2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对 GCOS-WCRP-IGBP 的启示研讨会（2007 年 10 月 4-6 日，澳大利

亚，悉尼）认识到，决策者越来越需要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以适应并评估影响和脆弱性。关于适应措
施的决策指导所需的详细程度往往超过了当前研究所能提供的详细程序。研讨会确定了我们在观测、认
识和预测气候的能力与所需的详细程度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显著差距，并认为研究和观测界以及那些研究
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方式的部门需制定相互衔接的战略。研讨会报告提出了几项主要原则，以指导全球
各项计划未来的研究和观测。
3.2.2.3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2007 年 3 月 26-30 日，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审议了气

候模拟领域取得的进步，并认识到需组织一次关于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层会议。WCRP 模拟专家组负责组
织一次 WCRP/WWRP/IGBP 气候预测模拟峰会（2008 年 5 月 6-9 日，里丁，ECMWF），并能够为这
次会议吸引许多赞助方，以便使发展中国家的专家能够与会。预计该峰会提出的建议将有助于在科学上
达成以下共识，即如何与 WWRP/THORPEX 和 IGBP 合作推进气候模拟工作，将模拟范围从数天扩大到
数百年一系列时间尺度，并将模拟过程的范围扩大到尽可能接近整个地球系统。
3.2.2.4

GCOS、WCRP 和 WCP 建议世界银行在一些非洲国家举办一系列研讨会，重点评估气候预测

区域降尺度方法的技术水平以及开发利用区域模式和观测资料开展区域气候变化评估和适应的能力。将
向会员通报 2008 年 3 月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行的区域气候模拟研讨会的成果及今后计划召开的其它会
议成果。
3.2.2.5

WCRP 继续开展季节预测试验，目的是确定与各种物理气候系统各个域有关的可预测性的可能

突破点。2007 年 6 月 4-7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季节预测研讨会参会人数多，会议非常成功。会议
最重要的主题是这些活动的最新技术水平和未来的工作方向。该研讨会报告包括一份 WCRP 关于季节预
测立场的文件，该文件表述了一大批活跃的季节预测科学家就以下问题达成的共识，即根据 WMO 为实
现季节预测的最大可预测技术水平所制定的做法和战略进行客观的评估，并提高季节预报给国民经济带
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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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RP 核心项目的活动在 2007 年产生了几项全球和区域性的主要举措和成就，具体内容包

括：批准 IGOS 冰雪圈主题和 WMO 全球冰雪圈监测可行性研究建议；在开发全世界海洋科学观测系统
领域取得的进展；以在线和硬拷贝形式刊载 WOCE 太平洋图集；为国际极地年 2007-2008（IPY）协调
一致地采集卫星观测资料，这最终导致对极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覆盖；拉普拉塔盆地的各项区域举措；
几个大陆尺度的倡议，诸如：组织开展的热带对流年、亚洲气候与冰雪圈（CliC）、亚洲季风年、西非季
风模拟和评估和许多其它计划。这些举措涉及一大批科学家和用户，通过更新的 WCRP 网站和大量发表
的报告、电子报告和通讯，将这些发展动向进行广泛传播。
3.2.3

业务气候预测

3.2.3.1

秘书处与 CCl/ICT 合作（2007 年 10 月 9-11 日，瑞士，日内瓦），注意到气候监测预警实施区

域 研 讨 会 所 产 生 的 效 益 。 这 些 研 讨 会 基 于 WMO “ 气 候 监 测 预 警 ” 技 术 文 件 （ 参 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wcdmp/documents/ GuidelinesonClimateWatches.pdf ） 和 由 CCl14（2005 年 11 月 3-10 日，中国，北京）（议题 5.4.2）澄清并随后得到 EC-58（议题 3.2.2.13）认同
的定义。ICT 同意与 WCDMP、WCASP 和 WWW 合作，在三区协举行第一次研讨会，会议重点放在以
下目标上：

1.

评估各区域气候监测预警的需求；

2.

审议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气候监测情况及长期预报的能力；

3.

审议并讨论本区域的和国外的气候监测示范项目；

4.

为满足区域的需求而专门编写WMO气候监测指南；

5.

向区域推荐发布气候监测预警信息的最佳规范；

6.

为气候监测预警产品的用户推荐最佳策略。

3.2.3.2

WMO 与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RI）合作，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继续编写关于厄尔尼诺和拉

尼娜的更新材料。在每三个月一次准定期的基础上发布 WMO 关于厄尔尼诺/拉尼娜的更新材料（更新材
料于 2007 年 7 月和 10 月以及 2008 年 2 月发布）。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机构、NMHS 和一些应用和通
信方面的专家积极参与制作这些达成共识的产品。
3.2.3.3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继续在非洲、南美洲、亚洲和南太平洋岛屿举行。RCOF 在非洲

已举办了 10 年，并被日益认为是以面向用户的方式制作和分发区域一致性气候展望信息的有效机制。
WMO 也积极宣传这一理念，而且六区协有关会员为在东南欧启动 RCOF 而提出一项新的举措。已开始
努力重新启动北非和中非的 RCOF 活动。RCOF 已被纳入旨在支持适应气候变化而采用的 UNFCCC 方
法和工具汇编中。WMO 也正在采取措施，将区域气候变化问题纳入 RCOF 活动组合之中。关于 CLIPS
运行、检验和用户联系的 CCl 专家组正在编写一个针对 RCOF 最佳运作规范的指南。
3.2.3.4

获得 2006 年 CBS 特别届会认可并经 EC-59 批准的九个全球长期预报（LRF）制作中心

（GPC）包括北京、埃克塞特、墨尔本、蒙特利尔、首尔、东京、图卢兹、华盛顿和 ECMWF。这九个
中心致力于定期制作 LRF，并将其提供给 LRF 标准检验系统联合主导中心（LC_SVSLRF）（墨尔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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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特 利 尔 ） 。 通 过 GPC 网 站 （ 参 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DPS/Seasonal/List-URLLRF.doc）或直接与 GPC 联系，所有的 NMHS 均可获得信息和预报资料。从 LC-SVSLRF 网站
（ http://www.bom.gov.au/wmo/lrfvs/）可获取有关的预测技巧评分结果和后报的信息。俄罗斯联邦希望
下次 CBS 届会（CBS-14）能接纳莫斯科作为一个 GPC。
3.2.3.5

鉴于多模式集合预报技术的优势，在韩国的友好邀请和支持下，GPC 代表研讨会于 2007 年 9

月 18-20 日在釜山举行，旨在审议关于建立一个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预测牵头中心（LC-LRFMME）的事
宜。为使 CBS 延伸预报、长期预报专家组和 CBS-14 开展深入的讨论，研讨会对 LC-LRFMME 的需求和
功能进行了细化，并建议分阶段开展这些活动。
3.2.4

区域气候中心

3.2.4.1

自第 13 次世界气象大会（Cg-13，1999 年 5 月）以来，WMO 正式设法定义并建立区域气候中

心（RCC）。气候相关事宜区域工作组、WMO 世界天气监视网和 CBS 的代表出席了 2007 年 10 月 9-11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气候学委员会实施协调组（CCl ICT）会议。会议就 RCC 和 RCC-网络的定义达成
一致，并根据《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第一卷，全球方面）（ ‘GDPFS 手册’）的规定，认为
‘RCC’和‘RCC-网络’这些词语将专门用于 WMO 指定的中心。RCC 和 RCC-网络的作用和职责分为
两类：所有被指定的 RCC 或 RCC-网络具有共同的必备职能和最需要的职能。会议决定在 GDPFS 手册中
把 RCC 和 RCC-网络视为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以及视为‘合作中心’，GDPFS 手册对此已有
定义。这些决定突出强调这样一种理念，即 RCC 和 RCC-网络将成为英才中心，在其必备职能中为全球
提供统一的服务。CCl 实施协调组设立了一个包括 CCl 和 CBS 代表参加的技术专家组，以处理和解决遗
留的问题，并逐步提出 GDPFS 手册所需的修订条款以支持 WMO 正式指定 RCC 或 RCC-网络，并为该活
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

3.2.4.2

CCl-CBS 跨委员会技术会议于 2008 年 1 月 21-22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为 GDPFS 手册制定了

一套全面的修正案，包括 RCC 和 RCC-网络的一系列必备职能。在该会议的报告定稿之后，这意味着 CCl
和 CBS 的代表同意修正案的内容、文体和格式，将把建议的修正案提交给 CBS LRF 专家组审议，然后再
提交给 CBS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实施协调组审议。CBS 提出的任何修改建议都将由跨委员会专家组审
议和处理，并由 CCl 管理组批准。 CCl 主席将把建议的修改建议提交即将举行的 CBS 届会（2008 年 11
月）批准。CBS 将把修改建议提交给 2009 年举行的 WMO 执行理事会（EC-61）批准。CCl 和 CBS 认识
到遵守 CCl ICT 确定的时限的重要性，以支持会员的希望，即在 2009 年举行的 EC-61 期间指定第一批
RCC。

3.2.5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3.2.5.1

根据 Cg-15 决议所确定的后续行动，WMO 为第三次 WCC 建立了一个国际组委会（WIOC），

以支持继续开展工作。WMO 大会认为组织和举办第三次 WCC 所需的任何费用必须由预算外资金解决，
并强调实施有效的资金筹措机制。WMO 设立了一个第三次 WCC 信托基金以接受捐款。 瑞士政府是第
三次 WCC 信托基金的第一个主要捐款方。美国政府也提供了后勤支持，援派一名专业人员赴会议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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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国际组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建立了会议秘书处（WCC-3-CS），以便组织 WIOC 会议并管理第三
次 WCC 的其它要求，该秘书处将通过利用捐赠方援派人员和预算外资金的方式运作。WCC-3-CS 每季
度将向 WMO 主席和秘书长提交一次进展报告，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书面的年度报告。将把这些报告分
发给 WMO 常任代表及其驻日内瓦的代表团。
3.2.5.2

WMO 组织了关于第三次 WCC 国际组委会的首次会议（WIOC-1）（2008 年 2 月 4-6 日，日内

瓦）。会议关注的最重要问题是有关会议的标题，在第三次 WCC 会议上将更多地关注用户的需求，这与
用户的能力形成对比。其次，会议关注科学议程的范围，与长期气候预估相比，科学议程主要把重点放
在季节至年际预测上，并通过预测延伸至多年代际尺度，这属于第三次 WCC 的范围。会议大体认为，多
年代际气候预测应成为会议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3.2.5.3

会议对在现有的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 WCC-3，尤其是对所需的资金表示关切。在未来几个月

内，需要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进程，以在会议的各个方面取得进展。WIOC-1 强调需要一项含具体进程和
时间进度的实施计划。
3.2.5.4

WIOC-1 设立了四个分委会，以便进一步规划和实施第三次 WCC。这些分委会如下：

•

计划部分分委会－主席：Martin Visbeck （德国）；

•

互动部分分委会－主席：Alexia Massacand （GEO）；

•

高层会议分委会－主席：Jose Romero （瑞士）；

•

资金筹措分委会－主席：Mary Power （WMO）。

3.2.6

执行理事会气候及水和环境相关事宜工作组（ECWG-CWE）

3.2.6.1

执行理事会气候、有关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ECWG-CWE）接管于 1999－2007 年期间履行职

责的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目前，新的工作组还包括有关水的事宜，并将就那些与 WMO 的气
候、水和环境活动有关的全部事宜提供咨询，以便更好地协调 WMO 各机构及其发起的各项计划，并加
强 WMO 与联合国系统内与气候有关的其它科学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ECWG-CWE 也将设法促进
NMHS 对会员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影响的战略做出宝贵贡献。目前，该工作通过由技术委员会和 WMO
的联合机构委派的当然成员可得到专业面更宽的知识。该组于 2008 年 3 月 26-28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首次
会议。
3.2.7

《气候规范指南》

3.2.7.1

在 2007 年 5 月举行的第 15 次世界气象大会期间向会员提供了《气候规范指南》第三版主要章

节的完整草案，并征求会员的意见和建议。在 2007 年第三季度期间将该指南的草案分发给秘书处的相关
计划，供审议并征求意见。CCl 指南专家组（ET）继续吸收会员和秘书处的意见，以便完成附录、图和
参考文献的定稿工作。一旦收到完整的草案之后，秘书处将开展同行评审，之后专家组将进行最终编辑
并将原稿提交 WMO 出版。
3.2.8

改进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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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是 CLIPS 项目的核心内容之一。在 CLIPS 项目下，在全世界各区域轮流举办了一些

培训班。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在一区协举办了一次特别针对地中海地区的 CLIPS 联络员培训班（200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9 日，突尼斯）。此外，还针对有关主题领域建议举办 CLIPS 培训研讨会，包括应
用，如 ENSO、极地地区、人类健康、旅游和能源。由于资金有限，未能回访各区域以便更新培训课
程。但考虑到 CLIPS 培训是发展气候服务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正在不断开发和更新 CLIP 培训大纲，
将通过 WMO 网站提供有关课件。
3.2.8.2

Cg-15 敦促秘书长与 CCl 合作，以便重新讨论 CLIPS 的各项目标和宗旨，就 CLIPS 活动的未

来发展起草一个实施计划，该计划将针对 CLIPS 指导机制提出几种方案，以把 WCRP、ETR、DPM、
LDC 和其它相关计划纳入其中。CCl ICT 审议了 Cg-15 就 CLIPS 提出的各项建议，并认为新的 CLIPSIP 可考虑包括以下内容：
•

明确可提供的服务和需要达到的进度；

•

建立一个科学指导组（参与方包括：CCl 第三和第四开放计划领域组、WCRP/CLIVAR、如 IRI

•

建立 CCl/WCRP 联合专家组，以更有效地实现气候预测研究进展的业务化；

•

资金筹措；

•

为制作和分发面向用户的 CLIPS 产品而拟定战略；

•

扩大和加强 RCOF 的进程；

•

示范项目；

•

为气候服务提供方和应用部门持续的能力建设活动开发培训材料；

•

振兴 CLIPS 联络员（FP）网络，包括报告过程的标准化以及 CLIPS FP 与区域气候相关事宜工

等国际组织、WHO、UNWTO 等伙伴机构。）；

作组密切互动；
•

为 CLIPS 项目确定一个最后期限，同时召开一次总结性会议并推出一个出版物，突出 CLIPS 的
贡献并确定 CLIPS 的成果和未来的前进道路。

3.2.8.3

ICT 赞同关于为 CLIPS 项目设定最后结束期限的想法，并认为与召开 Cg-17 的 2015 年可能是

一个合理的结束期限。但是，ICT 认为，虽然 CLIPS 作为一个项目结束了，但其理念作为一个正在进行
的计划需要继续，可将其性质定为 CLIPS-IP 的一部分。
3.2.8.4

展示气候服务对不同部门的效益的示范项目对宣传 CLIPS 理念非常重要。然而，这种示范项目

的实施非常耗费资源，而且不能在正常预算范围内实施。在受欢迎的发展过程中，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
织（EUMETSAT）和气候监测卫星应用基金（CM-SAF）在德国气象局（DWD）的协助下，表示支持有
关将 CM-SAF 资料用于业务气候应用的示范项目的建议。该示范项目也被公认为是对 WMO CLIPS 项目
的重要贡献。该举措的目的是展示 CM-SAF 资料在业务气候应用中的用途。已提请 WMO 六区协的
NMHS 提出有关将 CM-SAF 资料有针对性地用于业务气候活动的建议。
3.2.9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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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6 年 12 月 18-20 日在 WMO 总部举行的“水规划和管理部门对气候信息需求”专家会

议提出的建议，在墨西哥和埃及启动了两个国家试点项目，以便在这两个国家评估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
影响并为水管理部门制定适当的适应战略。为了在墨西哥启动该项目，墨西哥国家水务局
（CONAGUA）于 2007 年 12 月 5-7 日主办了一次国家研讨会。来自美国水行业和气候部门的专家也出
席了上述研讨会。会议为未来四年拟定了一项主要由国家财政资助的行动计划。为了在埃及启动该项
目，2008 年 4 月 13-15 日在开罗举办了一次国家级启动会议。来自加拿大和南非的专家也出席了会议。
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旨在开展这些活动的国家行动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项寻求资金的项目建议书，
并提交 CIDA。基于迄今从这些项目获得的经验，很明显，WMO 与气候和水文科学界合作尤其能够提供
所需的支持，并在 CHy 的总体指导和 CCl 的支持下，以便在这些国家推动这项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的活
动。鉴于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由 WMO 会员国的专家所组成，因此这两个委员会在提供专家咨询方面
具有突出的地位。
3.2.9.2

为了与联合国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CCl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开放计划领域组和

气候应用和服务开放计划领域组开展了各项活动，这些机构和组织代表关键的社会经济部门，并勾画了
社会经济部门对气候相关信息需求的范围。上述活动以及服务于具体部门的信息和产品开发均与制定各
项有效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战略息息相关。（交叉参考文件 4.2）
3.2.9.3

根据实施内罗毕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工作计划的后续行动，WMO 派代表参加

了 2008 年 3 月 4-7 日 UNFCCC 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组织召开的有关方法和工具以及资料和观测专家组
会议。该会议将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确定为成功的适应方法。关于资料和观测，用户群体认为
NMHS 应发挥核心作用，并非常关注关于采取更加顺畅的‘资料和信息的免费交换’机制，从而达到适
应的目的。
3.2.9.4

COP-13（2007 年）所通过的巴厘行动纲领已认识到，需要通过国际合作、风险管理、健全风

险战略和营造承受力，来加强适应行动。它还呼吁多边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及民间团体采取一致
和整合的方式支持适应。因此 UN 气候倡议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四个支柱：适应、减缓、技术和
资金。2008 年 4 月，WMO 就‘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和‘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
框架’向 UNFCCC 内罗毕工作计划做出了两个行动保证（见 http://unfccc.int/3996.php 或直接登录
http://unfccc.int/4367.php）。
3.2.9.5

会员国对气候变率和潜在气候变化的有效管理需要在规划工作中有效地使用气候信息（如，资

料、气候监测产品、统计和 GIS 分析、评估、预报、预测、与政策相关的产品等），并且需要将有关气
候的风险纳入发展决策。WMO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将气候信息和关键服务作为工具广泛用于制定和实
施有效的适应战略。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的研究、资料收集、预报和用户服务工作在提供气
候信息支持制定适应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帮助 NMHS 能够支持各开发部门对实际的适应行动
和措施做出有科学依据的决策，WMO 制定了支持气候变化适应的倡议（WISCCA）。该倡议（参见本文
件的附录）相应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的需求。

附 录
WMO 支持气候变化适应倡议（WIS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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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OP-13（2007 年）通过的巴厘行动纲领已认识到，通过国际合作、风险管理、健全风险战略和营造承
受力，加强适应行动对于应对日益增加的气候变化挑战至关重要。用于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MDG）的自适应管理方法不仅需要各政府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而且还需要通过在区域、国家和局地
尺度开展更好的和系统性监测、评估和预测，为风险管理提供高质量的气候信息和工具。
WMO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将气候信息和产品作为工具广泛用于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适应战略。为了帮助
NMHS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支持各开发部门对实际的适应措施做出有科学依据的决策，WMO建议发起
新的支持气候变化适应倡议（WISCCA）。该建议涉及预期结果2和预期结果7。该倡议作为一种响应，
是WMO对UNFCCC推动的内罗毕工作计划中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2.

WMO 支持气候变化适应的倡议

根据世界气候计划（WCP）总体框架及EC-WG-CWE（2008年3月）期间的磋商结果，提出了这一倡
议，重点放在提供包括气候预测和相关能力建设在内的各项服务上。该倡议是基于WMO气候活动的主要
支柱（即观测、监测、研究、应用和服务）以及各支柱所需的能力建设。该倡议对另一项正在单独制定
的“促进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倡议是一个补充，其重点放在加强预测研究上。
该倡议旨在集中WMO的现有力量，提供对于支持适应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气候信息，特别是
为最脆弱的行业和区域提供气候信息。因此，该倡议将支持WMO及相关伙伴在国际、区域、国家、行业
和局地层面努力提高能力，以确定和了解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对策，并选择和实施适应行动。该倡议还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的特殊需求。
2.1

任务

整合、协调和加强提供面向用户的气候信息、产品、咨询和服务，以支持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和区域
气候风险评估、气候适应规划和实施做法。
2.2

宗旨

该倡议的主要宗旨是：
•

支持气候适应战略的科学基础；

•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为不同行业制定适应战略提供充分的资料产品和其它相关气候息，并帮助
将其纳入国家发展议程；

•

促进气候信息的使用，以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决策的主流；

•

提高国家为气候适应计划及实施提供面向用户的气候信息、产品、咨询和服务的能力；以及

•

帮助提高上述业务实施的区域能力

进展/活动报告

2.3

48

组成部分

该倡议将利用观测及研究活动的成果 – 作为对该倡议的投入，且构成该倡议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构成
区域机构网络的框架应依靠现有的机构能力，它应该能够提供资料和服务，并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建立能
力。该倡议由下列部分组成：
•

适应气候信息；

•

气候监测；

•

面向用户的行业咨询服务；以及

•

能力建设。

不同社会经济行业中的适应措施均是地方性的。为此，应为世界不同地区，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提供地方尺度（约≤50x50平方公里）区域气候变化情景。区域气候变化情景以及相关不确定性
信息将通过下述机制以用户友好形式（地理信息系统（GIS））向用户群体提供。
出现的和/或预见到的气候异常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带来的影响，此时要进行“气候监视”，它
可作为提高用户群体认识并采取防范措施的机制。根据这些气候监视的结果，NMHS将能够为公众和其
他用户准备和发布改进的咨询和警报服务。
WMO根据其职责建立了诸如CHy、 CAgM、 CAeM、 JCOMM等网络，且已扩展到某些行业的用户群体
和决策者。因此，就该倡议而言，这些行业可分为两类：
• A 类：农业、水、交通运输和灾害风险管理；以及
• B 类：卫生、能源、旅游、城市发展等。

应通过与现有计划相关的技术专家组，就适应措施为A类行业建立行业咨询服务。然而，为了更广泛的宣
传，还需要与UN其它伙伴合作。就B类行业而言，通过WCASP，WMO已在气候学委员会下建立了专家
组。然而，为了向用户群体进行宣传，WMO必须要与UN系统及其它国际组织的伙伴开展广泛的合作。
在开发这些产品和服务时，应相应地运用从埃斯波会议和马德里会议上获得的经验。
为了促进将气候信息用于制定国家适应战略，重要的是建立下列各方的能力：
1. 区域伙伴开发面向用户的产品的能力；
2. NMHS 开发和提供产品及信息的能力；
3. 开发行业专业人员认识和了解气候信息重要性的能力；
4. 用户群体理解气候信息和产品的能力；
5. 决策者和普通公众认可气候作为一种资源的能力；以及
6. NMHS 与用户互动并在上述方面提供帮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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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进一步持续开发 NMHS 能力的机制，以便在区域层面使用开发的气候信息，并在国家层面向行业
用户提供产品。为了与其它行业的专业人员互动和传送气候信息的不确定性，要促进 NMHS 员工技能的
培养。为对气候服务进行社会经济评估而开发的方法和工具以及正在开发作为马德里行动计划一部分的
方法和工具将在适当时被纳入该倡议。它们的应用技术也将予以开发作为该倡议的一部分。参与提供机
制的区域伙伴的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应加以提高，以制作、使用和评估区域化产品。
3.

成果和提供机制

3.1

成果

观测和研究提供的投入要适合用户的需求，且应当实现区域化，并以用户友好形式提供。该倡议的成果将
根据下列情况分类：
• 用于影响分析和适应的更好的气候信息；
 基于气候展望的行业专门预测；

极端水文气象事件的早期警报；以及
气候风险评估。
为提供这些产品，应建立协调良好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机构网络。
3.2

提供机制

WMO近年来通过WCP（WCASP、 WCDMP）和其它计划（如AgMP、 HWRP、 DRRP等），一直利用
各种活动提供有关气候的服务。其中有些活动取得了较大进展，而有些活动滞后。在某些活动中，如区
域气候展望， 需要向各中心的用户提供一致的信息。该倡议将力图精简和重组这些活动，以建立全面的
提供机制，其构成如下：
•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 区域气候中心和全球制作中心；
•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以及
• 用户论坛。

通过CCl和CBS目前的合作，根据相应的降尺度战略制定的标准，WMO将鼓励实现全球制作中心
（GPC）长期预报的标准化和区域气候中心（RCC）区域和次区域特殊产品的标准化；以及通过RCOF
促进季节展望。WMO通过该倡议将有助于加速RCC的实施进程。目前落实RCOF的进程应当加快和简
化。根据区域优先重点，应当鼓励将RCOF拓展为特定行业的论坛。 为确定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制定
产品和服务的明确规格，应以国家和区域研讨会或讲习班的形式促进用户论坛。
4.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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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机构关注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适应。该倡议将是对 WMO 贡献的一个补充，并且能够将 WMO 的贡
献与其它机构的贡献相结合，从而与 UN 和非 UN 的其它相关国际和区域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便：
• 提供与各行业用户联系的途径；
• 实施该倡议；以及
• 资助各项活动。

气候变化适应具有多学科性，因此，不同行业须密切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有效应用而言，
气候信息和预测产品必须清晰、易懂、可靠、及时，且有助于短期业务对气候变率的响应，以及有助于
制定长期气候变化适应战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求，因而产品应是用户友好
型，具有一致性，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的分发，应使用多方法传输。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和LDC的适应需
求，必须与各国家/机构建立区域伙伴关系。

议题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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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为 ICSU/WMO/IOC/IGFA 联合评审 WCRP
做出的贡献和后续行动
EC-60/报告 3.2(2)
EC 为 ICSU/WMO/IOC/IGFA 联合评审 WCRP 做出的贡献
2005 年 10 月召开的 ICSU 大会批准了 ICSU 战略计划 2006-2011，该计划要求审议各项全球环境变化科
研计划。对 IGBP 和 WCRP 的评审工作将在评审地球系统科学伙伴关系（ESSP）之后进行。所有的评
审工作都是与全球变化科研国际融资机构集团（IGFA）联合进行的，就 WCRP 而言，是与世界气象组织
（WMO）和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一道进行的。
第一次会议是于 2008 年 1 月 21 至 22 日在巴黎 CNRS 举行，WMO 副秘书长颜宏博士和 IOC 一名代表
出席了会议。EC 成员 Antonio Moura 博士作为专家组成员也出席了会议。对 WMO 而言，会议的一项重
要成果是澄清了副秘书长对评审工作的性质表示的满意，并就评审专家组的职责达成了一致，职责以提
问形式列出（EC-60/文件 3.2(2) 附件 B）。评审应回答的首要问题涉及 WCRP 的增值：“科技人员、发
起机构和终端用户从参与并支持这些国际计划中能获得什么，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些国际计划，他们会得
不到什么？”
其它问题分为如下几类：
1.
2.
3.
4.
5.
6.

科学影响、平衡性和针对性
政策相关性
组织和管理
影响力和沟通
与其它机构的互动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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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议于 4 月 7-8 日在巴黎 ICSU 举行，科研司司长 Leonard Barrie 博士作为 WMO 秘书处代表，
代表颜宏博士出席会议。WCRP 新任主任 Ghassem Asrar 博士、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V.
Ramaswamy 博士作为嘉宾出席了 4 月 7 日下午的会议，回答评审专家组提出的关键问题。

4 月 11 日，专家组组长 D. James Baker 博士访问了 WMO，会见了秘书长、助理秘书长和各技术司司
长。他强调专家组欢迎 WMO 通过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 会提出的意见，评审终稿将于 7 月编写。D.
James Baker 博士应邀参加了 EC-60 并在 WCRP 报告期间向 EC 介绍了专家组的最新活动情况。
今后涉及 WMO 的评审步骤如下：
2008
7月
9月
10 月初
10 月中旬
12 月

该 EC 文件的结果由 WMO 发送给组长
WCRP 评审报告草案送各项目计划征求意见
评审组召开元距离通讯会议，讨论征求到的意见
报告草案送 ICSU、IGFA、WMO、IOC 审议
专家组第三次会议，报告定稿，包括两个评审专家组之间的联系会议

2009
2月
4月

CSPR 和 IGFA 审议 IGBP 和 WCRP 的评审意见
报告发至参与 WCRP 的 ICSU、WMO 和 IOC。

评审专家组成员
D. James Baker（组长）
8031 Seminole Avenue
费城，PA 19118-3915
美国
电话：（1 215）247 8031
传真：（1 215）247 8708
手机：（1 215）510 3873
电邮：djamesbaker@comcast.net
Alfonse Dubi
海洋科学研究所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Mizingani Rd
P.O. Box 668 Zanzibar，坦桑尼亚
电话：（255 24）223 2128/ 223 0741
传真：（255 24）223 3050
电邮：dubi@ims.udsm.ac.tz
Sulochana Gadgil
大气和海洋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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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科学研究所
班加罗尔 560 012，印度
电话：（91 80）2293 3069
传真：（91 80）2360 0865
电邮：sulo@caos.iisc.ernet.in
Tony Haymet
斯克里普斯海洋学学会
UCSD, Mail Code: 0210
9500 Gilman Drive
La Jolla CA, 92093-0225，美国
电话：（1 858）534 2827
电邮：haymet@ucsd.edu
Sylvie Joussaume
气候和环境科学实验室
Ornes des Merisiers bat 712
CE Sackat
91191 Gif sur Yvette Cedex，法国
电话：（33 1）6908 5674
传真：（33 1）6908 3073
电邮：sylvie.joussaume@cea.fr
Hiroki Kondo
全球变化前沿研究中心
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机构
3173-25 Showa-machi, Kanazawa-ku
横滨 236-001，日本
电话：（8145）778 5583
传真：（81 45）778 5707
电邮：hkondo@jamstec.go.jp
Antonio Divino Moura
国家气象局
Eixo Monumental Via S1- Setor Sudoeste
Sudoeste
70680-900 – 巴西利亚，DF – 巴西
电话：（61）33443333 Ramal: 300
传真：（61）33440700
电邮：diretor.inmet@inmet.go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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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Noble
气候变化组和生物碳基金
Env Room MC4 205, Mail Stop M - 410C
世界银行
1818 H Street, NW
华盛顿，DC 20433，美国
电话：（1 202）473-1329
传真：（1 202）522 2130
电邮：inoble@worldbank.org
秦大河
中国气象局
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
北京 100081，中国
电话：（86 10）6840 7926
传真：（86 10）6217 8196/4797
电邮：qdh@cma.gov.cn
Neville Smith
气象局研究中心
GPO Box 1289K
维多利亚 3001，澳大利亚
电话：（61 39）669 4434
传真：（61 39）669 4660
电邮：n.smith@bom.gov.au
Catherine Cesarsky（CSPR 代表）
欧洲南部观象台
Karl Schwarzschildstr. 2
85748 Garching，德国
电话：（49 89）320 06227
传真：（49 89）320 2362
电邮：ccesarsk@eso.org
颜宏（WMO 代表）
世界气象组织（WMO）
7bis, avenue de la Paix
Case postale No. 2300
CH-1211 日内瓦 2
瑞士
电话：（41 22）730 82 30
传真：（41 22）730 8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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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hyan@wmo.int
Keith Alverson（IOC 代表）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
1 rue Miollis
75732 巴黎 Cedex 15
法国
电话：+33 (0) 1 45 68 40 42
传真：+33 (0) 1 45 68 58 13
电邮：k.alverson@unesco.org
Hans H. de Boois 博士（IGFA 代表）
荷兰科研组织
P.O. Box 93510
2509 AM 荷兰海牙
电话：31 703 440 752
电邮：boois@nwo.nl
ICSU 秘书处
Paul Cutler
科学官
国家科联理事会
5 rue Auguste Vacquerie
75116 法国巴黎
电话：（33 1）4525 0329
传真：（33 1）4288 9431
电邮：paul.cutler@icsu.org
Rohini Rao
行政官
国际科联理事会
5 rue Auguste Vacquerie
75116 法国巴黎
电话：（33 1）4525 0329
传真：（33 1）4288 9431
电邮：Rohini@icsu.org

议题 3.2(3)-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预期结果 2
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
EC-60/报告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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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气候、天气、税和环境预测框架”的前进道路的进展/活动报告
2008 年 3 月 EC WG-CWE 认为通过制定和执行“一个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框架”，WMO 在
协调加强气候、水和环境预测服务方面是最合适的组织。该“框架”将特别着眼于改进的与气候、天气
和环境有关的端对端服务。在启动编写这个建立在多年战略建设基础上的 EC-60 文件时遵循了以下的过
程，这些过程均在参考文献 3 和 4 中提到。
（a）

与 WMO/CAS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JSC）、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联合科学委员
会、以及 WMO/ICSU/IOC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讨论；

（b）

于 2008 年 5 月 6-8 日在 ECMWF 召开的世界气候预测模拟峰会上进行讨论；

议题 3.3-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预期结果 3
战略主旨：科技开发和实施
EC-60/报告 3.3(1)
介绍

1.

水文学委员会将于 2008 年 11 月 4 日至 2 日在日内瓦召开第十三次届会，届时委员会将回顾

休会期间的活动并决定未来工作计划。今年是水文学委员会成立 50 周年。

2.

本报告的 A 部分将专门讨论 HWR 计划的战略方向。B 部分将侧重于响应 CHy-12 和 EC-58

（第 3.5.1.4 段）的要求：WMO 需要与其它 UN 机构，特别是与 UNESCO 开展更有效的合作。

3.

B 部分对 CHy-12 和 EC-58 所提出的建议做出响应。CHy-12 于 2004 年 10 月 20 日-29 日在日

内瓦召开，会议注意到 WMO 与 UNESCO 有必要开展更加有效的合作并讨论了未来如何促进合作。目的
是通过开展联合活动和可能的联合计划而确保更密切的合作，从而改善水文和水资源研究、管理和业务
方面之间的联系，并确保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委员会要求 AWG 对合作机制进行调研，例如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JCOMM）等方式，其中包括所涉及的财务影响，以促进
WMO 与 UNESCO 的合作并向下一次届会报告进展情况（见第 1 0.1.4 段）。

4.

在此之后，EC-58 敦促委员会主席提出一个概括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战略方向的简

要文件，文件要考虑到所有现有资源和机遇，其中包括与 UNESCO 的国际水文计划（IHP）的合作。理
事会要求将该战略文件提交第 60 次届会审议。该文件应当包含对现有和今后可能与其它联合国与非联合
国组织的合作机制作出的评估。

A．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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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5.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发展进程加快，淡水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些资源同样

也受到潜在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更大压力。

6.

不过，令人鼓舞的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和水资源所受到的威胁。综合利用

和管理淡水资源正在逐渐视为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这要求对水资源的可用水量（时空分布量和质量）
作出评估。这是 WMO 的一项基本任务。WMO 协助 NMHS 履行其责任，为决策者和运行机构提供资料
和信息以作出妥善的决策，以便在水量过多和水量不足时对水资源进行管理，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社
会的一切不利影响。

7.

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似乎使极端事件更频繁，强度更大。发展进程和城市化进度加大也使洪

水更频繁，破坏力更大。NHS 职责范畴之内的洪水预报和防洪管理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鉴于上述情况，WMO 的天气、气候和水计划须密切合作，以解决水资源管理中关键部分遇到的问
题。
8.

这些发展需要调整 WMO HWRP 计划在未来作用和贡献方面的方向。在这方面，需要认真对

待 HWRP 并找到能够更好地与国家和区域对口部门开展工作并为其提供服务的方法，以确保 WMO 能够
在国际层面上发挥作用。

9.

这需要研究支持 HWRP 所需的资源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提供这些资源。对人力和财政资源的

需求均可通过 WMO 正常预算或预算外资金得到。在考虑上述问题的同时，还有需要考虑 WMO 是否应
当发起任何旨在支持 NHS 和/或淡水方面的新的重大举措。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
10.

根据 Cg-15 通过的基于结果的新管理机制，除了“增强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能

力”的预期结果以外，HWRP 为科学发展战略主旨的预期结果 3、5 和“服务和灾害”战略主旨的预期结
果 7 做出了贡献。这些预期结果需要建立伙伴关系（ER8）和增强能力建设（ER9）。

11.

HWRP 计划有助于提高会员的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和经济转型的国家通过技术转让和能力

建设，以使它们能够独立开展持续的水资源评估，应对洪水和干旱的威胁，从而满足对水以及对一系列
管理的需求。

12.

对此，实施本计划需要各组成部分的相互支持：

•

水文学基本系统计划；

•

水文预报和水资源管理计划；

•

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计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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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有关问题的合作计划。

CHy -12 通过的各项活动的实施状况
13.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CHy-12）于 2004 年 10 月 20-29 日在日内瓦召开。为了优化

有限的资源，委员会作了结构调整。CHy-12 建立了 CHy 开放专家组（OPACHE）来处理五个商定的主
题领域。CHy 还重建了含 9 位专家的咨询工作组（AWG）。AWG 的 5 位成员负责主题领域活动的牵头
工作，分别向 OPACHE 提供帮助。CHy 在休会期间开展活动情况已在秘书长的报告中作了说明。
CHy 的未来工作计划
14.

CHy 咨询工作组（AWG）于 2008 年 2 月召开了会议，该工作组考虑到区域协会在确定未来

工作计划时的需要，采取了具体措施。各区域协会水文工作组组长应邀参加了 2008 年 2 月的 AWG 会议
，会议主要目的是为 CHy-13 作出规划。各工作组组长在参加会议前已在各自区域进行了磋商。在此基础
上，WGH 组长提出了各项区域需求，这些需求已提交 AWG 在编写 CHy 2009-2012 年工作计划草案时
予以考虑。AWG 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四个主题领域：
z

主题领域 1 ：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 QMF-水文）；

z

主题领域 2 ：水资源评估；

z

主题领域 3 ：水文预报和预测以及减轻水文灾害的风险；

z

主题领域 4 ：气候和水。

15.

此外，AWG 决定在根据上述四个主题领域开展各项活动时不断审议以下交叉性问题和活动：

跨界河流流域和蓄水区、适用于资料稀疏地区的方法、WHYCOS、能力建设和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
16.

AWG 讨论了委员会目前的结构（一个 AWG 和五个 OPACHE）并决定在略作调整并将两个

OPACHE 合二为一后继续采用目前的工作结构。因此，AWG 为 CHy 在 2009-2012 年休会期间的活动推
荐以下的 AWG 结构：
z

主席；

z

副主席；

z

主题领域 1 ：

1 名会员；

z

主题领域 2 ：

2 名会员；

z

主题领域 3 ：

2 名会员；

z

主题领域 4 ：

1 名会员；

z

WIGOS 和 WIS ： 1 名会员。

17.

AWG 还就 CHy-13 会议组织工作的变动达成了共识：

z

本次届会将缩短为 8 个工作日（含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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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的文件分为两个部分：报告部分（Rep.）提供在休会期间活动的进展情况；另一部分为
文件部分（Doc.）包括作出各项决定所需的背景信息，含相关的附录，如 QMF 和流量测量建
议，所有文件均用六种正式语言提供；

z

报告部分视为信息文件（INF.），并仅提供两种语言（英文和法文）；

z

届会期间粉色（PINK）文件仅含供辩论和讨论的要点，讨论的每个问题很可能不超过一页。
有关各项议题的决定仅以决议形式出现。

z

每项议题将在会后的文集中包括一个非常简短的讨论摘要，特别是影响决策的问题，所有决
定将用决议形式体现。

18.

此外，AWG 同意向 EC-60 提交一项建议，以便能够通过提供部分财务资助使更多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参加 CHy-13 届会， 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能通过参与获得最多效益，但受到财务困难限制的
国家参加委员会的活动。此建议在相关议题（7.1）下提出。通过落实上述第 17 段的行动节约资金来落
实该建议。
19.

CHy 一直与 WMO 其它技术委员会在一些现有和拟建项目中进行合作。委员会一直在以下领

域开展合作，如：在 WMO 的洪水预报活动、WIGOS 和 WIS，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方面
一直与 CCI、CBS、CIMO 和 CAS 合作。其它领域合作包括短期水文预报，中长期预报、最大降水概率
预报和网络设计。
B．

在其它与水有关活动方面，HWR 计划与其它 UN 机构的未来关系

20.

为了响应 CHy-12 和 EC-58 的要求，讨论了与联合国和非联合国的主要组织在水文和水资源

方面的合作关系，即与 UNESCO-IHP、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和国际减灾战略（ISDR）的关系，
重点是与 UNESCO 的关系。应当指出近期，特别是在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力工程和研究
协会（IAHR）的合作已呈增加趋势。
各组织的战略方向
WMO-HWRP
21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活动重点是：

z

水文和气象站网的基本水文要素的测量；

z

水文资料的收集、处理、存储、检索和公布，包含有关地表水和地下水水量和质量的资料；

z

供规划和管理水资源项目和供监测世界淡水资源使用的资料和相关信息；

z

安装和运行水文预报系统；以及

z

将气象和气候信息和预报融入水资源管理。

22.

HWRP 也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的方式推动发展中国家能力的提升，以使它们依靠自己对

其水资源进行连续的评估，应对洪水和干旱的威胁，从而满足对水的需求和出于各种目的对水的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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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在未来五年，NHS 的质量管理框架、洪水预报和管理、能力建设以及水和环境问题将作为重点领
域。
UNESCO-IHP
23.

国际水文计划（IHP）是 UNESCO 国际科学合作计划，范围涉及水研究、水资源管理、教育

和能力建设，而且是 UN 系统中该领域唯一具有广泛基础的科学计划。UNESCO-IHP 当前的重点主题
是：
z

全球变化与水资源；

z

综合流域和含水层动力学；

z

陆上栖息地水文；

z

水与社会，水方面教育和培训。

IAHS
24.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的宗旨是促进作为地球科学和水资源一部分的水文学研究。要实

现该目标需要：
z

研究地球的水文循环和各大陆的水资源；地表水和地下水、冰雪，包括其物理、化学和生物
过程，与气候和其它物理、地理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

z

研究侵蚀和沉积作用及其与水文循环的关系；

z

审查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水文方面问题，及其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以及

z

为优化水资源系统的利用提供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包含应用水文的规划、工程、管理和经
济方面的知识转让。

ISDR
25.

减灾是可持续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减灾战略（ISDR）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对这一重要

性的认识，努力营造能抵抗灾害的社区。它的目标是减少自然灾害及相关的技术和环境灾害对人类、社
会、经济和环境造成的损失。
26.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组织确实有不同的重点领域，并且有不同的工作优先。在许多情况

下，与会代表来自不同国家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出席 UNESCO-IHP 和 IAHS 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来自水文
界和教育界。虽然大多数参加 WMO CHy 会议的代表来自 NMHS，但 ISDR 活动仍涉及防灾部门/民防当
局。尽管有一定的重叠，但这本身对于协助各项活动的整合是极有价值的。
建立未来工作计划与管理
27.

每个组织在建立未来工作计划过程中的程序和管理有相似之处，但在某些方面却又不同。这

些过程都涉及广泛的协商机制，但它们的时间跨度不同，提供服务的机制也不同（例如大会、会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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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间理事会和技术委员会）、电子通信）。但是，各机构在休会期间的管理机制均很小（例如 IHP- 主席
团或 CHy 的咨询工作组等）。
28.

总之，各机构的战略方向有根本的区别，协商过程有一些共性，管理机制类似。由于所有组织

都从事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工作，因此存在活动重复和工作重叠的可能性。
现有的沟通和合作机制
29.

由于上述原因（战略方向和管理），各组织的会员和组织本身之间不得不而且必须继续在各

个层面上开展交流、合作以及做出联合的工作安排。这些包含国家、区域和国际层次，以及包括项目、
计划和联合的倡议。目前的沟通交流渠道、协调和合作机制以及联合活动的实例包括：
z

IHP/HWRP 国家联合管理机制－正式和非正式的管理机制；

z

每个组织均派代表参与国际管理会议（例如 UNESCO 政府间理事会、WMO 大会和水文学委
员会的届会）；

z

每个组织的军派代表参加休会期间管理性会议（例如 WMO 执行理事会、CHy AWG 和 IHP主席团）；

z
z

通过 UN-水开展 UN 机构间的合协作；
开展活动层次（项目/计划）的合作，例如通过联合专家会议和水资源的评估研讨会工作组会
议进行、国际防洪举措（IFI）、WWDR 和国际水文词汇表等；

z

IHP-主席团和 AWG 特别联合会议（以前已召开了两次）；

z

以往的联合大会；

z

以往对于协作和合作机制的正式审议；

z

每年召开的 WMO 和 UNESCO 联络委员会会议，由两个组织的秘书处、CHy 主席和 IHP-主
席团主席参加会议；

30.

这一层次的协商是恰当和必要的，但必须加以管理，以确保资源在各项活动的协调和实施之间

得到恰当的分配。过度协商反而会减少活动中的可用资源，而缺乏沟通也会造成工作重叠和资源浪费。
这总是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
战略考量
31.

在考虑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机制的相关特点及现有机制是否足够时，应考虑四个关键因素以确定

现有机制是否适用于 WMO：
z

与 NMS 不同，MHS 对整体的水文和水资源而言，在职能上有广泛的不同性；

z

这两类部门均需要与其用户群打沟通；

z

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增加气象、气候和水文部门间的合作可以更多地造福于社会（例如，改进
资料的收集、可提供性、获取和减轻灾害风险）；以及

z

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单独运作，与其它组织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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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洋界相比，水文界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并在诸多空间和跨多部门层面上运作，例如，城市

供水、水力发电、集水区管理委员会、地方政府、流域管理当局、跨界流域、河流委员会和区域集团
等。所有涉及水文和水资源的国际组织当前的战略方向都有清晰的界定并具有互补性。认为设立一个联
合水文学委员会是不恰当的，是没有必要，甚至也是不需要的。
结论和建议
33.

当前的沟通和合作水平至关重要并且似合适的。然而，注意到一些会员对国际上潜在的工作

重叠和不能有效地使用资源表示关切，而不是要求建立任何新的机制，因此建议：
z

会员通过加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沟通帮助改进合作和协作，以及

z

WMO 秘书长重申与 UNESCO、IAHS、IAHR、ISDR 和其它相关联合国及非联合国组织有必
要继续并支持现有的合作机制。

议题 3.3(2)-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预期结果: 3
战略主旨: 科技发展和实施
EC-60/报告 3.3(2)
3.3.1

水文基本系统

质量管理框架
3.3.1.1

CHy 咨询工作组提交了一个关于 WMO 水文质量管理框架（WMO QMF-水文学）概述的背景

文件。该文件提出了 HWRP 中的相关活动，并建议 CHy 在制定 WMO QMF 过程中的潜在作用是形成一
个对国家水文局（NHS）有用的工具。该文件将提交 CHy-13 通过。这将为下列活动构成一个有用的框
架。
《技术规则和水文规范指南》
3.3.1.2

2007 年发行了英文版的技术规则第三卷补充件一。审议和更新水文规范指南的工作仍在继

续。这将是指南的第六版，它包含两卷（第一卷：水文-从测量到水文信息；第二卷：水资源管理和水文
规范应用）。所有各章都经 CHy 建立的审查委员会成员的全面审议。最终草案正处在语言编辑阶段。预
计将出版新版本并提交 CHy-13。根据 CHy 的决定，该版本的指南将作为一个可修改的文件并以电子方
式通过互联网和 CD 形式提供。
《流量测量手册》
3.3.1.3

流量测量手册（WMO-No.519-OHR 13）于 1980 年出版，业已证明这是国家水文局实施外

场活动的一个有效工具。认识到在流量测量方面的新技术，在出版 25 年之后目前正在对手册进行修订。
修订版的初稿包括两卷，经专家细审之后目前进入最终定稿阶段。收到了评审议意见，专家根据评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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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各卷作了修改。同时也处理了有关质量保证和不确定性评估方面的问题，包括通过采用自动化程序
和技术提供上述能力的可能性。
《水质监测手册》
3.3.1.4

WMO 在 1988 年出版了第 27 号业务水文报告《水质监测手册》（WMO-No.680）。认识到

观测水量和水质在水资源综合管理中是密不可分的，并认识到观测应主要由国家水文局负责，针对各国
不断增加的对监测和评估水质的需求，需要针对国家水质监测网络的规划和建立（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更新该手册。正在与 UNEP 的 GEMS/水计划合作编写该手册，在一些国家中该手册已明显超出
NHS 的范畴，目前该手册正处于评审阶段。在这相同背景下，正在对 NHS 的水质监测能力调查进行分
析，该调查收到了 27 份答复。芬兰政府已援派了一位水质专家自 2007 年 7 月起协助开展有关该手册的
评审工作，预计在一年内完成上述工作。

水文信息系统的比对
3.3.1.5

在 CHy 指导下已开展了水文信息系统（HIS）的比对工作。从事此项活动的专家组制定了一

个 HIS 功能要求清单，用于为 WHYCOS 项目挑选 HIS 系统。最终报告正在编写中；这将是对 WIS 水文
部分设计的一个重要贡献。

流量测量
3.3.1.6

应 CHy 的要求，在 IAHR、IAHS 和 HMEI 的支持下并通过与之合作，CHy 专家组已编写了

一份依据 WMO 标准评估流量测量仪器和技术的项目建议书，并已提交 AWG。秘书处已向国家水文顾问
和水力学实验室发了通函。2007 年 4 月 25-27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项目建议书专家组讨论会，以检验为取
得预期结果所拟订的方法。业已制定初步工作计划并提请 CHy-13 审议。已在 WMO 系统中建立有关该项
活动的网站。这是对该项举措作出的非常积极的响应，显示出了与各国际协会开展合作的相当大潜力。
除了 IAHR 之外，IASH 和 HMEI 都对该项举措表示有兴趣。
WHYCOS
3.3.1.7

世界水循环观测系统（WHYCOS）包括若干不同的组成部分（项目）,每个部分均独立实

施，并针对当地的需求。每个 HYCOS 部分（项目）均针对共享流域的具体需要，并支持本着共同利益
分享共同流域的水文服务能力建设。
3.3.1.8

目前，六个 HYCOS 项目正在一、二、四和五区协内实施。SADC-HYCOS 指导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尼日尔-HYCOS SC 第三次会议、沃尔特河-HYCOS SC 第二次会议、太平洋-HYCOS SC 和湄
公河-HYCOS 第一次会议分别于 2007/2008 年召开，旨在讨论项目进展和未来的活动，并通过 2008 年
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在上述指导委员会会议期间，各国对项目的开发表示满意并确认了各自的承诺。在
大部分新制定的 HYCOS 部分中，项目文件通常都附第 25 号决议，以鼓励落实决议并为参加国提供有关
资料交换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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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与法国的 IRD 于 2007 年 6 月 11 日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加勒比-HYCOS 项目的实施协

议。2008 年 2 月 19 日在日内瓦 WMO 秘书处召开为期一天的 WMO 和 IRD 协商会议，会上达成了实施
特别活动准备阶段的协议。IRD 和加勒比气象水文研究院（CIMH）和古巴 NHS 合作，不久将访问有关
国家。WMO 协助 IRD 将最终敲定一份英、法和西班牙文的调查问卷，以分发至各项目参与国，旨在出
访前收集必要的信息。预计在 2008 年 10 月组织举办第一次指导委员会会议时完成筹备阶段的工作。
3.3.1.10

与非洲水基金（AWF）的谈判已进入进展阶段，以确保为沃尔特-HYCOS 和与之相同进度的

尼日尔-HYCOS 得到财政支持和联合融资。正在进行谈判以便为刚果-HYCOS 试点阶段从 AWF 寻求资
金支持。目前 WMO 秘书处正与塞内加尔流域开发组织（OMVS）为发展塞内加尔-HYCOS 项目进行密
切合作。WMO 正协助国际萨瓦河流域委员会（ISRBC）开发萨瓦河-HYCOS 项目。
3.3.1.11

基于国家/流域的需求和现有的资金，每个项目指导委员会确定了一定数量的培训课件。这些

培训班已在尼日尔-HYCOS、沃尔特-HYCOS、SADC-HYCOS 第二阶段和太平洋-HYCOS 项目中举办，
有关情况在 3.3.8 节中讨论。

3.3.2

水资源评估

3.3.2.1

WMO 继续推动利用 WMO/UNESCO 水资源评估-国家能力评审手册。目前在 WMO 网页上有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版本，手册还被翻译成中文。关于使用 UNESCO/WMO 出版物专家组会议
于 2007 年 7 月在古巴哈瓦那召开。与会者来自四区协和 UNESCO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讲英语的国家。

3.3.3

水文预报和预测

《洪水预报手册》
3.3.3.1

所有被指定的十位 CHy 专家已开始着手手册的编写工作，目前手册正进行整编中并应在 CHy

届会之前完成第一稿。
《低流量手册》
3.3.3.2

已起草了一份低流量估算的文件草案。目前文件正处于 CHy 的评审过程。评审人员，一位来

自加拿大，另一位来自新西兰，都提供了各自的意见。
3.3.4

WMO 洪水预报活动

3.3.4.1

为了响应 Cg-15 的要求，在洪水预报举措（FFI）战略和行动计划下的各项活动是委员会未

来工作计划的核心。
PROHI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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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 年启动的 PROHIMET 是一个伊比利亚-美洲水文预报专家网，它是 FFI 区域研讨班

的产物，主要经费由西班牙提供。该网络已举办了一系列培训研讨班，最近一次是 2007 年在巴西举办的
洪水和滑坡风险管理培训研讨班，并且已制定了一项于 2007 年在哥伦比亚开始实施的洪水预报项目。另
一个项目将于 2008 年在乌拉圭开始实施。西班牙为网络提供了资金支持，秘书处提供了有限的财务支
持。这两个项目可作为其它区域在 FFI 框架下申请项目的样板。

全球/区域洪水指导/预警系统
3.3.4.3

FFI 实施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动向是与美国国家天气局、美国水文研究中心和 USAID/OFDA 合

作在全球范围开展了山洪预报指导系统（FFGS）项目。FFGS 项目的结果应使 NMHS 在各种环境条件
下提高预报能力，如具有挑战性的极端事件。CHy 正在推进这些活动。对此，应建立适当的跨委员会联
系，特别是和 CBS 与 CIMO 的联系。
3.3.4.4

在 FFI 倡议下的第一个 FFGS 活动包含在中美洲、湄公河流域和南部非洲建立区域系统部分

的筹备工作。在其它区域各组成部分可随后陆续建立。2007 年 12 月在金边召开了初步协商会议。与南
非气象局合作于 2008 年 4 月 1-4 日在比勒陀利亚召开一次区域研讨会，旨在开发和实施该系统区域组成
部分。
3.3.4.5

与国际洪水网（IFNet）和日本空间局（JAXA）合作，通过利用全球降水信息和产品，正在

努力实现全球洪水警报系统（GFAS）的业务化。GFAS 产品在推荐用于业务之前需在一些流域进行相关
的测试。CHy 将运行一个充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以跟踪 FFI 的实施情况。
3.3.5

防洪管理

3.3.5.1

综合防洪管理（IFM）的概念在综合水资源管理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以确保泛洪平原的资源

和水资源在未来得到可持续利用。在日本和瑞士政府的财务和技术支持下， 防洪管理的相关计划
（APFM）已在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开始运作，CHy 主席和一位区域水文咨询顾问作为 CHy 的代表参加
该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一直向负责防洪管理的 NHS 提供重要的投入，并向 WMO 会员提供防洪管理政策
方面的指导。
3.3.5.2

为期一周的综合防洪管理培训研讨会于 2008 年 3 月 2-7 日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召开，西班

牙政府提供了财政支持。作为 UNESCO 举办的“洪水风险的脆弱性和管理”课程的一部分，综合防洪管
理培训班于 2007 年 11 月在墨西哥的图斯特拉古铁雷斯召开。在此议题下的其它活动在文件 3.7 和 4.1
中汇报。
3.3.6

水文-气候资料变率和趋势分析

3.3.6.1

根据 2006 年 12 月 18-20 日在 WMO 总部召开的关于“水资源规划和管理界气候信息需求”

专家会议的建议，在墨西哥和埃及开展两个国家试点项目，用于评估气候变化对于水资源的影响并为两
个国家水行业建立适当的适应战略。由墨西哥国家水文委员会（CONAGUA）举办的旨在启动墨西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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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个国家研讨会于 2007 年 12 月在墨西哥召开，2008 年在开罗召开了由埃及水资源和灌溉部主办的
会议。
3.3.6.2

在 CHy 的支持下，正在开展一次确定对气候敏感的河流流域的调查。截至 2008 年 4 月，27

个国家确定了一些拥有有价值意义信息的流域。该项调查有可能为开展趋势分析提供对气候敏感的河流
流域的有用资料，以确定和评估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3.3.6.3

鉴于秘书处重新改组，已提出关闭作为一项子计划的 WCP-水计划。已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机

制，通过与气候学委员会合作，用于关注 CLW 重点工作领域的目标，以及水文学委员会未来的工作计
划，该机制很可能采取由 CHy 和 CCI 派代表组成联合专题组的形式，以便指导共同和联合的活动。
3.3.6.4

全球陆地水文网络（GTN-H）第三次专家组会议于 2007 年 9 月与 GCOS 共同在设在德国科

布伦茨的德国联邦水文研究所召开。会议重点审议了为整合全球水文观测而设立的项目和开展的活动，
包括在 GCOS 实施计划中定义的和为支持 GEO 水任务所需的关键气候变量。此次会议还与全球径流资
料中心（GRDC）指导委员会第 8 次会议召开了背靠背会议。
3.3.6.5

由 WMO 参与发起的第三次国际气候和水大会于 2007 年 9 月在赫尔辛基召开。会议为气候-

水相关的适应畅想一个架构提供了一个信息平台。
3.3.7

能力建设

HOMS 计划
3.3.7.1

AWG 作为 HOMS 指导委员会，审议了最近两年利用 HOMS 系统的统计资料，特别是来自

154 个国家稳定增长的用户访问量和网页下载，但也注意到，最近在收集新的 HOMS 分件方面不太成
功。委员会一致认为，尽管系统已过时，但理念仍有效。特别是在建议采取水文质量管理框架（QMF）
的背景下，所推荐的活动仍然需要一个分发载体。有鉴于此，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 HOMS 参考手册的在
线版本，并继续努力收集对 HOMS 的新贡献，此外，还向 NHS 征求非商业性的成套软件，供它们日常
开展水文分析、应用和模拟，以加强 HOMS 计划。副主席将与负责水文预报和预测的成员合作，审议
HOMS 的现状并向 CHy-13 提出 HOMS 的未来战略。
“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价”指南
3.3.7.2

由于 NHS 的管理人员缺乏对经济评价过程的了解，因此无法随时地向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

其它利益攸关方及公众介绍水文服务的经济价值或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了支持他们参与这些活动，“水
文服务经济评价指南”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向其政府机构和其它利益攸关方展示通过改进水文服务可获得
的效益，由此对投资水文服务和划拨足够资金方面的决策产生影响。
3.3.7.3

草案初稿在一区协-WGH 工作组会议上作了介绍并进行了讨论。目前，该草案由 CHy 专家进

行评审。这些指南的编写为其后的 WMO 关于“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
效益”国际会议做了恰逢时宜的准备。这次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19 日－22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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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
3.3.7.4

为了评估“加强二区协（亚洲）国家水文部门战略”的实施状况，已发出了一个调查问卷，

以获取一个区域性评估结果，这将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对 NHS 的支持计划。

尼日利亚
3.3.7.5

应尼日利亚农业和水资源部的要求，WMO 编写了一份关于尼日利亚国家水文局（NNHS）的

评估报告，报告包括其水文网络现状、数据库和服务情况。还包括对该国的水文测量仪器的维护和标定
能力的评估，以确保水文测量的质量保障。2007 年 10 月 WMO 秘书处向尼日利亚农业和水资源部提交
了关于实施建议的最终报告。

赞比亚
3.3.7.6

应 WMO 赞比亚常任代表的要求，WMO 协助其能源和水利发展部为喀辅埃河流域和赞比西

内陆河制定了防洪管理战略，在 APFM 的框架下，WMO 实施了一个试点项目，在综合防洪管理（IFM）
方法的基础上制定了防洪管理战略。在 WMO 的协助下，一个国家专家组负责该战略的编写。2007 年 12
月 WMO 秘书处向赞比亚能源和水利发展部提交了供实施用的最终战略文件。

墨西哥
3.3.7.7

第 3.3.5.2 和 3.3.6.1 段阐述了各种活动，以及向墨西哥的 PREMIA 项目提供了总体技术支

持，这是一项旨在改进该国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技术援助计划。
3.3.7.8

WMO 正在协助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的国家水文局，以确保非洲发展银行非洲水提供的资金

分别用于“加强吉布提国家水信息系统能力”项目和“建立厄立特里亚水信息系统”项目。
3.3.7.9

应 WMO 尼泊尔常任代表的要求，WMO 协助水文气象局作为一个牵头中心利用水文示踪技

术促进它在该区域发挥作用，2008 年 3 月与瑞士水文调查局一道在加德满都举办了“利用示踪物开展流
量测量”培训课程。
3.3.8

通过 WHYCOS 计划开展能力建设

3.3.8.1

应会员关于加强国家人力资源能力以便更好地管理水资源的要求，WMO 在 WHYCOS 框架

下根据国家和区域的需求制定了一项综合培训计划。能力建设活动是所有实施 HYCOS 项目的一个主要
组成部分。目前，该项培训计划包含以下 10 个针对各项主题的课件：
•

水文测量和地形学；

•

流量测量（传统测量与 ADCP）；

•

水文专业技术和 IWRM；

•

建立流速率曲线；

•

DCP 平台的安装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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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数据库管理；

•

网页维护和水文产品的开发；

•

洪水预报；

•

网络设计；

•

应用遥感技术和 GIS 在 IWRM 中的应用。

3.3.8.2

欧洲空间局举办的第二次“水文空间－地表水储存和径流：模式、实地资料和遥感”研讨会

于 2007 年 11 月 12-14 日在日内瓦召开。来自尼日尔-HYCOS 和沃尔特-HYCOS 的三位与会者得到
WMO 的资助。这些项目的另两位与会者由 WMO 资助参加 2007 年 11 月 25 日-30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的
区域测绘资源发展中心（RCMRD）举办的第二次地球观测在水资源管理中应用的研讨会。
3.3.8.3

利用湄公河-HYCOS 平台，WMO 为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 NMHS 提供了技术咨询服务，以

规范和改进水文观测仪器（包括气候站）并结合发展 WMO 信息系统（WIS）加强通讯设施，包括
GTS。
3.3.9

教育和培训战略

3.3.9.1

通过水文区域工作组在所有 WMO 区域开展了有关 HWR 培训需求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

设计了有关水文自动站操作和维护课程，并在三区协和四区协的两个国家通过巡回研讨会形式授课，一
区协和二区协的区域水文预报课程已设计完毕，但由于管理上的原因，定于 2007 年实施的计划被迫推
迟。2006 年在二区协成功地开设了水务课程，为了在一、五和六区协开设此类课程，正在将该课程改为
一个有关水和气候事宜的课程，目前正在为此筹措预算外资金。
3.3.9.2

关于由 WMO 支持的定期课程，第三次拉丁美洲水文学研究生课程于 2006-2007 开设。与

NOAA 共同举办的洪水预报课程已改为国际水文气象分析和预报课程，定于 2008 年 6 月在美国博尔多市
举办。这是首次要求所有学员采用 COMET 提供的基于计算机培训课件的强制性课程。秘书处正在与内
罗毕区域培训中心商讨如何修改传统的面向水文管理的应用水文学和信息系统研究生课程，使之适合该
区域的需要。

议题 3.4-整合 WMO 的观测系统
EC-60/报告 3.4
[WMO 观测系统的整合

本进展报告含 WMO 和 WMO 建立的各观测系统绩效摘要，包括近期观测系统试验（OSE）的
结果以及在 EC WIGOS-WIS 工作组支持下实施 WIGOS 概念所采取的步骤。
天气

观测系统试验

进展/活动报告

68

全球观测系统发展专家组（ET-EGOS）第三次会议讨论了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AMMA）之后
的遗留设备问题。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Reports/ET-EGOS-3_Final-Report.pdf
第 5.3 段]
飞机观测
1.

随着全球 AMDAR 计划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业务计划报告也越来越多。通过 GTS 传输的

AMDAR 资料量在不断增加，每天观测资料峰值已达近 240000 – 250000 份。AMDAR 的观测成本是一个
关键因素，资料优化已成为 AMDAR 业务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有助于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满足用户的需求，AMDAR 的资料收集程序应加以优化。
2.

飞机观测的最大效益取决于可靠的湿度测量。因此，AMDAR 专家组协助测试新的水汽传感器

系统（WVSS-II），并促进开发 WWSS 及其相关的软件解决方法，作为各种机型的标准部件。这项测试
将对通用软件和硬件开发的成本、传感器设备的认证以及传感器的安装、维护和标定成本与无线电探空
仪常规廓线资料的成本、航空观测对 NWP 的影响和优化地基高空站网可能节约的资金进行比较。
3.

区域基本天气站网（RBSN）继续提供有关地球及其大气状况的重要而独特的观测资料及信息，

该网络是各会员在 WMO 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中履行其职责的最低区域要求。每年 10 月进行
的 WWW 业务年度全球监测（AGM）可以提供有关该观测系统绩效水平的信息。
4.

总体而言，2007 年，WMO 各区域地面和高空观测计划的实施已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稳定性。然

而各区域间存在差异，经主干通信网（MTN）的地面报告，其全球平均来报率占 RBSN 台站预计来报率
的 81%，而高空（TEMP）的来报率为 71%。详细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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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MTN中心SYNOP 和 TEMP 资料的来报率
AGM: 2006 – 2007年10月1-15日

WMO
区域

地面 （SYNOP）

高空 （TEMP）

站点数量 /收到的报告 （%）

站点数量 /收到的报告 （%）

2006

2006

2007

2007

一区协

611

54%

740

64%

89

33%

96

29%

二区协

131

89%

1312

90%

282

80%

282

81%

三区协

416

61%

407

65%

56

43%

54

49%

四区协

535

79%

535

80%

136

89%

136

88%

五区协

389

72%

389

75%

93

59%

93

61%

六区协

797

95%

807

97%

129

79%

129

78%

南极

74

67%

92

70%

13

63%

15

54%

全球

4135

79%

4282

81%

798

71%

805

71%

注： 基于各区域 RBSN 在册站点的结果。
海洋观测
5.

尽管在 GOOS 下开发并由 JCOMM 实施的基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旨在满足气候需求，但总体而

言，根据 GCOS-92 计划的要求，实施系统的全球观测将会改进海洋服务。该系统支持全球天气预报、全
球和沿海海洋预报、海洋灾害警报、海洋环境监测、海上应用及许多其它非气候用途。有关该计划的详
情和建议见下文。
空基观测：GOS 空基部分的新愿景，涉及天气、气候和水
6.

卫星系统专家组（ET-SAT）和卫星使用及产品专家组（ET-SUP）第三次联合会议探讨了 GOS

空基部分的新愿景，详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documents/ET-SAT-SUP-3FinalReport.pdf
第 5 段。
7.

WMO 卫 星 事 务 高 级 政 策 磋 商 会 议 第 八 次 会 议 讨 论 了 GOS 空 基 部 分 的 新 愿 景 ， 详 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documents/CM-8FinalReport.pdf 第 6 段。
气候
大气
RBCN 网络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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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区域协会建立的区域基本气候网络（RBCN）被视为是能使会员在 WMO 气候领域内履行其
职责的最低区域要求。该网络继续提供有关地球及其大气状况的重要而独特的观测资料和信息。每年 10
月进行的 WWW 业务年度全球监测（AGM）能提供观测系统绩效水平的信息。
9.

总体而言，2007 年，WMO 各区域地面和高空观测计划的实施已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稳定性。然

而各区域间存在差异，经主干通信网（MTN）的 CLIMAT 月报和 CLIMAT TEMP 月报，其全球平均来报
率分别是 RBCN 台站预计来报率的 74%和 78%。详见表 2。

表2
主干通信网中心气候资料的来报率
AGM: 2006-2007年10月1-15日

WMO
区域

CLIMAT

CLIMAT TEMP

站点数量 / 收到的报告 （%）

站点数量 / 收到的报告 （%）

2006

2007

2006

2007

一区协

637

33%

728

33%

28

64%

31

58%

二区协

663

81%

663

86%

182

80%

182

77%

三区协

325

62%

305

83%

49

59%

48

56%

四区协

315

83%

316

89%

85

85%

85

85%

五区协

251

73%

249

82%

79

86%

79

89%

六区协

568

93%

571

95%

94

85%

94

82%

南极

29

76%

55

60%

13

77%

15

73%

全球

2788

70%

2687

74%

530

80%

534

78%

注： 基于各区域 RBCN 在册站点的结果。
GCOS 地面网 / GCOS 高空网网络绩效
GCOS 基准高空站网
10.

作为GCOS地面站网（GSN）和GCOS高空站网（GUAN）的台站，全球气候监测最重要的

RBCN台站的子系统而受到特别关注。2007年，GCOS地面网的绩效有了显著提升，GSN监测中心从全
球1016个站点收到CLIMAT月报上升到80%（2006年约为70%）。区域绩效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如
2007年全年，四区协CLIMAT月报的来报率为95%，而一区协只有35%-50%。在2007年某一阶段，全部
164个GUAN站点中，有98%报告了TEMP报，但自2008年2月以来已减至94%。由于GCOS系统的改进
计划（见EC-60/文件6.1 ），2007年初，约95%的GSN台站已开始运转。
11.

由针对气候大气观测专家组（AOPC）的大气基准观测工作组（WG-ARO）组织的并由德国气

象局（DWD）主办的GCOS基准高空网（GRUAN）实施会议在德国林登贝格的里查德·阿斯曼观象台召
开。德国的这个观象台最近已被WMO指定为GCOS基准高空站网的牵头中心作为一个试点。本次会议在
GCOS的支持下召开，重点放在细化与所有伙伴的合作、解决AOPC WG-ARO报告中提出的科学和技术
问题以及确定该网络实施的工作计划所需的必要行动。基准网络将能够提供长期、高质量的气候资料，

进展/活动报告

71

从而对来自空间覆盖更广的全球观测系统（包括卫星和目前的无线电探空仪网络）的资料进行核查和标
定。
全球大气监测网（GAW）针对气候的观测系统
12.

2006 年，GAW CO2 和 CH4 被公认为是 GCOS 的三个综合网络。2007 年，GCOS 与 GAW 之

间达成了协议，确定了具体条款。根据条款规定，GAW 臭氧和辅助网络被指定为 GCOS 全球基准臭氧
总量观测网络和 GCOS 全球基准臭氧廓线观测网络。该协议进一步确定了条款，据此被选定的 NDACC
站点可对 GCOS 基准高空站网做出贡献。该协议已获得 WMO/GAW 臭氧科学咨询组、OPAG EPAC 主
席和 GCOS 指导委员会的批准，因此在 GCOS 基准网络群中增加了一个涉及基本气候变量的部分。
海洋
13.

JCOMM 观测协调组（OCG）为支持 GEOSS 已更新了其关于建立一个持续的全球海洋观测系

统的战略工作计划。该计划与 GC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相一致，以支持 UNFCCC（GCOS92），并在第六次 JCOMM 管理委员会会议上作了介绍。应当指出的是，关于 WMO-IOC-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实施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已完成 60%），并且还全面部署了 Argo 廓线浮标网，
截止到 2007 年 11 月，已部署了 3000 个业务浮标。尽管已完成两个部分（即漂移式浮标和 Argo），但
实地海洋观测站网的可持续性仍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14.

理事会注意到，JCOMM 和 WCRP 通过不断协调在两极地区的业务和基于研究的海洋及海冰观

测系统，在实施 IPY 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综合北极海洋观测系统（iAOOS）和南半球海洋观测系统
（SOOS）是为 IPY 的后续工作路线图为制定 IPY 后续实施计划，以及为支持 GOOS 和 GCOS 而做出
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JCOMM 和 WCRP 对于它们的发展具起到了积极作用。iAOOS 和 SOOS 将会增
进对北极和南半球海洋状况的认知、认识和预报。
15.

经 MAN-5 批准，OCG 起草了海洋观测计划支持中心（OPSC）需求一览表，并提交联合主席

审议。这些需求随后已被列入“主办国际海洋观测计划支持中心的意向书征集函”中，并通过联合通函分发
给所有 IOC-WMO 会员国。规划的 OPSC 应包括现有的 JCOMMOPS，此外，应满足旨在协调实施综合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一些国际计划日益增长的需求。
16.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同意，在一位顾问的协助下，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制作一个

JCOMM 最佳规范和标准目录。建议的目录将提交给 JCOMM 第三次届会并作为 JCOMM 技术文件予以
出版，同时还会将不同的用户进行分类（例如，观测平台操作员、产品制作方、供应方和递送方）以适
合各类用户的方式提供资料。各平台（包括海洋卫星以及实地观测平台）将掌握整个系统从观测平台信
息到资料和元数据格式、质量控制程序、资料交换及归档和最终产品的标准和最佳规范的信息。
17.

在 IOC 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国际合作组（IGC/IOTWS）支持下建立的国际海啸监测伙伴

关系（ITP）得到发展，以便通过利用深海监测站（海啸监测器）支持海啸检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效
果、运转和增强。ITP 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进展：（1）海啸监测器性能标准和指南；（2）资料传输标准；
（3）海啸监测器测试和验收程序的最佳规范资料；以及（4）评估维持深海海啸观测网的长期挑战。ITP
目前的许多活动与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DBCP）自成立以来所起的作用直接有关，并与其目前的知识库
和公用资料工具直接有关。因此，与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更为强有力的合作将会在近期内加快 ITP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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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且在长期也很利，具有明确和持久的共同利益。与 Cg-15 的建议一致，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强烈
希望 ITP-DBCP 关系能够更正式化、能够提高并了解其协同作用。
18.

2007年11月，海洋水下Argo廓线浮标阵列实现了其3000个浮标投入使用的初始目标，使对不冻

海的温度、盐度和洋流有了独特的深入了解。Argo彻底改变了对全球海洋的认识和监测，并认为Argo阵
列的持续运行对于GOOS和GCOS的海洋部分至关重要。维护Argo阵列面临着各种困难，因为浮标的有
效使用期为4年。
19.

WCRP气候变率和可预报性（CLIVAR）项目仍在继续开发全球各大洋的试点观测系统。其中大

部分系统的新特点是，这些系统涵盖了对未来气候预测的需求，且观测范围超出了物理变量的范筹。这
些发展动向需要与其它计划的类似活动配合。在CLIVAR全球综合观测专家组（GSOP）、IOC国际海洋
碳协调项目（IOCCP）和IGBP SOLAS-IMBER碳小组的共同倡议下，成立了水文学咨询组，即：“全球
海洋船舶水文调查专家组（GO-SHIP）”。该专家组汇聚了物理水文学、碳和生物地球化学等领域的有关
人员，为开发全球协调的持续船舶水文网络制定了指南并提出了建议，该网络将成为CLIVAR之后的海洋
观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陆地
20.

GCOS、GTOS和Cg-15已认识到建立陆地气候观测标准框架的迫切性。在GTOS于2007年提交

给UNFCCC SBSTA-29的文件中提出了这一框架的各种方案，WMO和FAOG共同决定支持按照ISO的方
法设立一个陆地观测委员会，并将GCOS/GTOS陆地气候观测专家组（TOPC）作为一个技术专家组。
WM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之间已就此通过了一项工作安排，据此，ISO将WMO视为一个国际标准
化机构。
冰雪圈
21.

Cg-15 支持加拿大的建议，即WMO应建立一个全球冰雪圈监视网（GCW），以提供权威的冰

雪圈资料、产品和信息，提供预测冰雪圈各时间和空间尺度未来状况的手段，以及为了评估冰雪圈及其
对气候影响的变化。应大会要求，2008年1月设立了IPY跨委员会专题组（ITG），这是一特设专家组，
负责探讨设立一个全球系统的可能性，该系统作为IPY后续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并负责为该系统的发展
提出建议。
水
22.

CHy主席向EC WIGOS和WIS工作组提交了一份关于CHy对WIGOS潜在贡献的文件。CHy副主

席参加了在2007年12月举行的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由于Cg-15已确定“启动全球水文网络，以满足GCOS
的需求”作为五个可能的试点项目之一，秘书处向EC-WG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议把与GEO共同提出的具
有相同目标的HARON项目作为WIGOS水文试点项目。
23.

鉴于实施WIS能够给水文界带来潜在的效益，CHy咨询工作组建议探讨通过WIS提供WHYCOS

项目之一的产品作为整合水文资料的一项试点项目。由于HYCOS各部分是由捐助方根据商定的一系列活
动而提供资助，因此，这取决于是否有资金用于开展额外的活动。CHy 咨询工作组还建议，将山洪指导
系统（FFGS）下的资料和信息流动作为一个WIS试点项目的一部分。上述试点项目正在制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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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标准和最佳规范
对区域仪器中心（RIC）和区域辐射中心（RRC）的不间断评估，以检验其能力和绩效
24.

尽管为提高RIC和RRC的绩效已采取了各项行动，但要使各中心达到必要的绩效标准仍需做进

一步的努力。建议采用不间断评估RIC和RRC以推进此项工作。因此， 承担RIC/RRC的会员应切实履行
修订后的职责，并对各自RIC和RRC的能力及职能进行定期评估，且提出相应补救行动。
25.

由于RIC和RRC及其活动对于WIGOS的成功至关重要（观测标准化是WIGOS实施的核心），

因此，在WIGOS的框架下，应把加强RIC/RRC作为一项高优先重点。
大气化学成分测量
26.

2006年，在第二份关于GCOS充分性报告的落实中，WMO/GAW全球大气CO2和CH4监测网被

确定为GCOS的一个综合网络。2007年的重点是地面臭氧，2008年的重点是气溶胶。
27.

WMO各区域组织定期开展了Brewer 和Dobson 臭氧总量观测的比对。为确保用于检测高空平

流层长期变化的观测质量，继续开展此项活动至关重要。目前，通过芬兰气象局对IGACO-臭氧办公室的
支持，GAW臭氧科学咨询组已完成全球臭氧综合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的编写工作，包括供数值预报模式
（含化学过程）同化的地基、飞机和卫星观测。
28.

各会员几年来一直要求设立UV标定中心，最初旨在建立一个世界标定中心。然而，这对于一个

单一机构而言工作量太大，至今，NOAA支持的在美国博尔多设立的美洲中心是GAW唯一的UV标定中
心。2008年，瑞士在达沃斯物理气象观象台（PMOD）设立了一个欧洲标定中心，从而逐渐满足全球对
这些设施的需求。
WMO 高质量无线电探空仪的区域比对，区域二，中国
29.

中国开发出新型无线电探空仪，并在近期已投入业务使用。应谨记高空测量的全球和区域均一

性以及提高高空资料质量和可用性，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无线电探空仪的性能与2005年在毛里求斯进行的
WMO高质量无线电探空仪系统比对所建立的国际标准联系起来。区域比对的结果可用于向用户提供调整
建议，以使中国的测量与高质量无线电探空仪系统的测量具有可比性。
测试基地的仪器设施
30.

在欧洲，新的ES0702 EG-CLIMET COST行动 – “欧洲主要气候基本变量地面观测和业务气象

学”将在2008年5月启动，并将至少持续4年。根据EC-59的要求，为COST行动设立的测试基地将能够启
用CIMO测试基地仪器设施。
31.

COST行动将开展针对利用具备实地、飞机和天气雷达观测的综合廓线观测系统（地基遥感）

的研究，以审查未来高空网络的各种方案。该项目将促进欧洲会员的广泛参与，并通过拟议的行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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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进全球会员的参与。综上所述，COST行动对于WIGOS以及对于CIMO未来在WIGOS框架中的作用
极为重要。
无线电频率的协调
32.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07，2007年10月22日-11月16日，日内瓦）的若干议题包括了气

象学的主要关注的和相关环境活动等问题，包括保护星载被动遥感不受频段内和频段外的无线电通信服
务的干扰、气象卫星星-地通信频率补充分配以及保护气象雷达的运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相关立
场已列入CBS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SG-RFC）编写的综合文件（WRC-07/20），其中包括Cg-15关
于 气 象 和 相 关 环 境 活 动 的 无 线 电 频 率 的 决 议 。 有 关 WRC-07 的 具 体 成 果 ， 请 登 录 WMO 网 址 ：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TEM/WRC2007/Report_WRC-07.htm。根据ITU条例，WMO以观
察员的身份参与并积极致力于许多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因此，对法 国气象局的全力支持，使
WMO/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SG-RFC）主席Philippe Tristant 先生能够作为WMO代表团成员
参与其中表示深深的谢意。一些NMHS和业务气象及环境空间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或作为其各自国
家的代表团成员，或作为国际组织的观察员。WRC取得的非常有利的结果与WMO会员的活动有直接的
关系。因此，目前国际频率分配和管理安排可为气象和环境观测系统的业务提供改善的条件。根据欧洲
和WMO提出的建议，WRC-07还通过了一项决议，题为“地球观测用途的无线电通信”，该决议呼吁就以
何种方式提高对地球观测无线电通信用途及其使用和效益的重要作用和全球重要性的公认程度开展研
究。该决议还提到了GEO和GEOSS。
WIGOS 概念的实施
33.

EC WIGOS-WIS 工 作 组 第 一 次 会 议 的 最 终 报 告 可 通 过 登 陆 以 下 WMO 网 页 索 取 ：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WIS/reports/ECWG-WIGOS-WIS-1_Geneva2007.pdf ，关
于WIGOS开发和实施计划以及五个试点项目的各自状况报告的信息，见第三段。

全球大气监测网
加快实施 WIGOS/WIS 的 GOS-GAW 联合试点项目
34.

旨在加快实施WIGOS/WIS的GOS-GAW WIGOS联合试点项目将满足对提供近实时（NRT）臭

氧和气溶胶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CBS和CAS WIGOS特设专家组和特邀专家在2008年3月对该试点项
目的范围作了说明。
35.

GAW结构和计划已被纳入WMO全球大气监测网（GAW）战略计划：2008-2015年，第172号

GAW报告（2007年）。GAW与业务天气服务的差异巨大；GAW是基于科学界的自愿捐助，它在许多不
同时间尺度上运行，从近实时天气学需求到长期观测范围，如涉及多种温室气体和酸化。排放和化学反
应是大气化学成分浓度高低的根本。GAW是将业务领域和研究领域相结合，且必须要支持这两个领域。
目前欧洲的几个项目能够为WIGOS/WIS做出贡献 ，特别是有助于其中的GMES和GEMS。
全球水文网络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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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全球水文网络以满足GCOS的需求”试点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水文应用和径流网络

（HARON）”项目建议。WMO和GEO共同提出的HARON建议旨在改进并支持全球水分收支的闭合，但
应符合GCOS和全球水循环试验（GEWEX）的要求。采用阶段性方案，HARON预见将现有的全球尺度
水文站的专用水位测量网并入全球径流观测网，包括GCOS全球陆地河流流量网（GTN-R）中的380个全
球河流流量站。这些测站的技术更新和持续维护将由HARON处理。
WMO 秘书处工作计划的监督
37.

根据预期结果4所交付的服务，在2008年内要达到或实现下列关键绩效指标：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38.

通过所有被指定的 “实施机构”的参与，GCOS实施计划（GCOS-92）中所确定的131项行动已

取得进展（ER 54的关键绩效指标），并将在2009年4月由GCOS秘书处进行全面评估。为了通过相应的
体制安排、工作计划和区域行动计划的确定、观测系统持续运行的规定、系统完善、能力建设以及为制
作综合产品提供保障来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而且WMO所有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如CBS、CCI和
CIMO、其它的国际‘机构’和许多NMHS以及其它的国家部门已赞同GCOS-92提出的各项建议。目前，特
别是在系统性和持续开展海洋和陆地观测领域，在区域尺度观测领域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许多挑
战。空间机构一直非常积极地将GCOS的需求（正如在GCOS实施计划的卫星补充计划（GCOS-107）中
所明确的那样）纳入了卫星任务规划和资料开发战略，包括对为用户定制的卫星反演产品的再处理和制
作。
全球观测系统
39.

ET-EGOS-3（2007年7月）审议了12个应用领域的指南声明（SOG）的现状。根据每个领域的

具体情况，会议或是通过了拟议的新版本，或就编写更新版所需采取的行动达成了一致。同时还审议了
全球观测系统地基和空基子系统发展实施计划（EGOS-IP），并编写了修订版，作为最近取得进展并为
下一步行动备案。新版中包含基于新需求的新行动，如GCOS对GRUAN的需求和BSRN的拓展以实现全
球覆盖。新版中还包含2025年GOS的愿景草案。
40.

CIMO WIGOS试点项目（PP）特设工作组就WIGOS“在WIGOS背景下对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和CIMO的重点/交叉性作用和职责的审议结果”制定了CIMO-PP的首份建议，并确定了CIMO如何能够最
佳地促进并支持WIGOS的发展。该建议已提交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并由各位主席提供咨询。
天气预报
41.

为了通过更好的观测技术、仪器的互可操作性、观测质量和均一性来支持天气预报的改进，已

经或正在开展三次仪器比对：（a）2007年夏季在意大利的维尼亚迪瓦莱进行WMO降雨强度仪器外场比
对，为26对不同原理的降雨测量仪器进行比对，如翻斗雨量计、称重雨量计、声学测量计、水位计、压
力计和光学计以及微多普勒雷达；（b）在东南欧次区域总辐射表比对期间（2007年7-8月，克罗地亚、
斯普利特），对巴尔干地区五个会员的标准仪器进行了标定，并与更高的国际标准挂钩；（c）在阿尔及
利亚盖尔达耶进行WMO温度计百叶箱/防护罩以及湿度测量仪的综合比对已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20个
夜间温度计百叶箱/防护罩和16个湿度传感器中的大部分已在比对现场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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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42.

2007年5月举行了各观测系统对NWP影响的研讨会，以评估观测系统试验和观测系统模拟试验

（包括定向观测）对GOS的影响，包括上述试验对灾害性天气事件的预报技术的影响。
规章材料
43.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第二卷，区域部分，第一部分“非洲”和第七部分“南极”已

于2007年11月出版。第二部分“亚洲”的草案已编写完成并提交下一次区协届会上审议。
发展中国家的自力更生
44.

在WMO/GCOS GUAN高空观测培训研讨会（2007年10月，纳米比亚，温得和克）期间，来自

18个GUAN非洲台站的业务人员接受了培训。在培训研讨会之后进行了非洲国际气象（InterMet Africa）
的新高空探空系统的评估测试。该系统的 BAT-16G 无线电探空仪未将GPS处理装置用于无线电探空仪，
但将未处理的GPS信号传至地面站进行处理，因此，这据称价格更便宜。该系统目前已在纳米比亚温得
和克投入业务使用。
标准化
45.

新版观测站目录（WMO 出版物 9 –A卷）将于每星期一或根据更新情况而更频繁地在WWW网

址上公布一次。RBSN/RBCN 台站表已根据实际变化予以实时更新和公布。海洋台站表，包括VOS
（WMO第47号出版物，特选、补充和辅助观测船舶国际一览表）每季度更新一次。2007年6月在WWW
网址上公布了新版无线电探空设备目录。以标准电码形式编报的并按电码名称‘METNO’进行识别的日常
气象公电每周四通过GTS传输分发给各会员，以通报最新的变化。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
46.

60%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现已实施到位（Cg-15时为58%），2007年11月，Argo 达到了3000个

有效运行的最初设计目标。该计划到EC-61时将继续提高其完成布设的百分比。为确保海洋观测网络各部
分的可持续性，还应继续努力，目前该网络各部分已达到了设计目标（漂移式浮标和Argo）。WMO将继
续支持卫星资料通信试点项目（如DBCP和SOT铱星试点项目），这些项目正在显示出有希望降低各类观
测平 均 成 本 的 结果。 JCOMM 已 启 动了 一 个 WIGOS 试 点 项 目 ， 该 项 目 连 同海 洋观 测计 划 支 持 中心
（OPSC，旨在拓展目前的JCOMMOPS系统）的建立预计将会提高整个海洋观测系统的性能。

议题 3.5-开发和实施 WMO 新信息系统
EC-60/报告 3.5
3.5

开发和实施 WMO 新信息系统

3.5.4

WIS 开发与实施战略
WIS 实施计划，包括对 WIGOS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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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ISS/Meetings/ICG-

WIS_ECMWF2007/documents/outcome.doc），ICG-WIS 第四次会议（2007 年 9 月 4-7 日，英国，里丁）
审议了 WIS 开发过程中取得的进展。为响应第十五次大会的认识，即：各区域 WG-PIW 工作组应当在
WIS 开发和规划中发挥主导作用，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与实施区域工作组（WG-PIW）各组组长出席了此
次会议。此外，为了促进并加强非洲参与规划和实施 WIS 系统，一区域的主要专家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以响应 RA I-14 的倡议。会议特别审议了以下内容：
•

WMO 各项计划对 WIS 的需求，包括秘书处编写的“对 WIS 需求进行滚动审查的报告”，其中也包括
各 TC 和会员的贡献。会议注意到这些需求仍不能精确地确定 WIS 的规模。继续细化对 WIS 的需求
开展滚动评审工作，而且 TC 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

•

全面的 WIS 项目计划，包括由 WIS 项目经理 D. Thomas 先生（秘书处）制定的实施计划。各技术委
员会的代表非常支持这个计划；继续进一步开发该计划；

•

迫切需要制定合适的规章文件（如 WIS 手册），包括组织的和推荐的规范、程序和实施指导材料；

•

开发和规划潜在的 GISC 和 DCPC，包括欧洲 VGISC 及相关的 DCPC（ECMWF， EUMETSAT）、
RTH 东京和北京、WMC 莫斯科、华盛顿和墨尔本。

3.5.4.2
•

近期重大开发工作包括：

在制定 WIS 技术文件的过程中已付出了重大努力，特别是通过主要根据预算外资金加强了秘书处的
支持，技术文件包括 WIS GISC 和 DCPC 互可操作性技术规格，以及即将出台的 WIS 功能结构；这
些文件为早期实施 WIS 中心做出了关键贡献，并将由主管的 CBS/ET 和 ICG-WIS 进行审议；

•

由 欧 洲 最 大 的 中 心 （ 德 国 气 象 局 ， 法 国 气 象 局 和 英 国 气 象 局 ） 组 成 的 集 团 ， 在 ECMWF 和
EUMETSAT 的参与下，建立了一个采购和实施 GISC/DCPC 硬件和软件设施的联合机构，旨在于
2008 年年中发布国际招标书，在 2008 年第四季度公布合同并于 2009 年初建立业务化的 VGISC。已
经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筹备国际招标，特别是技术规范；其它潜在 GISC/DCPC 专家也参与其中，以
保证此次的努力能在 WIS 实施方面为所有的 WMO 会员服务。

3.5.4.3

秘书长给可能为 WIS 信托基金（以及 WIGOS 信托基金）捐款的捐献者发出了邀请函；已经

收到了澳大利亚、美国和 EUMETSAT 的捐款。这些捐献对支持和促进 WIS 在对于所有 WMO 会员均十
分重要并有益的领域中的开发和实施至关重要。
技术委员会 （TC）、区域协会（RA）以及 NMHS（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参
与
3.5.4.4

由 JMA 协调并支持的在二、五区域开展的 WIS 虚拟专用网络 （VPN）试点项目 目前有 16 个

NMHS 参与，包括 9 个来自二区域，7 个来自五区域。该项目通过 NMHS 参与 WIS 技术的方式协助开展

进展/活动报告

78

能力建设，以便能够在互联网上通过 VPN 技术实现资料的发现、调用和检索，利用资料门户并开展卫星
图像的可视化和处理应用的测试。
3.5.4.5

RA I-14 关于针对 WIS 区域开发和实施的倡议导致确定出潜在的试点项目，这些项目将有助

于 WIS 的能力建设。这些项目分别是：
•

加强利用当前有效的 GTS 组成部分（卫星链路、VSAT、RETIM-非洲），以便为了其它的
WMO 计划而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资料交换提供支持；

•

VPN 试点项目：在互联网上交换资料和产品（非洲南部、印度洋、西非和中非、北非的潜在
候选项目）；

•

WEB 和 FTP 服务器试点项目：通过互联网向其它 NMHS 和用户提供资料和产品；

•

DCPC 试点项目：一个或若干 RA I 中心（例如：RSMC、RTH、先进的 NMC 等）开发并试
验 DCPC 的功能；

•

NC 试点项目：一个或若干 RA I 的 NMC 开发并试验 NMS/NC 的作用，包括管理和授权国内
WIS 用户；

•

元数据试点项目：一个或若干 RA I 的 NMC 利用 CBS 推荐的元数据编辑工具开展自己生成资
料的试验。
与相关国际项目的协调 （GEOSS、GMES/INSPIRE）

3.5.4.6

GEO 2007-2009 年工作计划包括 AR-07-04 任务 - “WMO 信息系统（WIS）升级和示范，作

为 GEOSS 系统实施过程的一个业务范例”。许多会员都参与了有关 WIS 和 GEOSS 的国内和国际活动。
秘书处正在就上述任务和其它 GEOSS 系统和资料任务与 GEO 协作，以便确保共同采用国际标准确保
WIS 和 GEOSS 之间的互可操作性。
3.5.4.7

建立欧盟的 INSPIRE 和 GMES 是为了推动与环境有关的信息的提交和获取并实现标准化。一

些欧洲会员保证将参与这些活动。秘书处（WIS 项目办公室）正与 GMES 和 INSPIRE 系统的设计者进行
协调，以便推进 WIS 并确保共同采用国际标准，以能够在各项信息共享计划之间实现互可操作性。
3.5.5

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资料交换和管理
GTS 的实施与改进

3.5.5.1

一直不断升级和改进 GTS 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点-对-点电路、经管理的数据通信网络和卫

星资料分发系统；主要的升级工作如下：
•

基于 ECMWF 管理的一个共享管理网络，该网络将其支持范围扩展到改进的 MTN （云-2）
中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六的六区协 RMDCN 的升至最先进的数据通信网络技术，即多通信协
议标签交换（MPLS）程序，使能力和互联性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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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RTH 吉达已经投入运行，这个一个利用 DVB-S 技术通过 ARABSAT
卫星的卫星资料分发系统，能覆盖西南亚、北非和欧洲；

•

一些 GTS 点-对-点电路已经实现升级，包括 RTH 新德里 - RTH 开罗电路，RTH 哈巴罗夫斯
克 - RTH 东京电路；

•

各 RTH 和 NMC 以相对较快的步伐继续更新和升级其 GTS 设备（信息交换系统），从新技术
中受益，基本采用 PC 技术和标准的 ICT，能力、处理速度、灵活性和成本效率均有所提升。

3.5.5.2

召开了关于改进主要通信网络（云-1）的实施协调会议（银泉，2007 年 11 月 27-29 日），旨

在为实现 IMTN（云-1）的升级并作出相关的新合同安排而制定一个各有关 MTN 中心之间的实施计划，
（包括新的 WIS 实施工作），并就该计划达成一致。
3.5.5.3

为了审议并规划二区域的 WIS 和 GTS 开发工作，召开了二区协 WIS 和 GTS 实施协调会议

（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2007 年 12 月 10-12 日）。（见: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ISS/
Meetings/ICM_WIS-GTS_RA2_Khabarovsk2007/documents. html）
IGDDS 开发与实施
3.5.5.4

综合全球资料分发服务（IGDDS）解决在 WIS 内卫星资料和产品处理和传输过程中出现的 具

体问题，重点放在利用通信卫星上的数字化视频广播（DVB）实施近实时分发能力。根据 IGDDS 实施计
划，设立了一个 IGDDS 实施组并分别于 2007 年 6 月和 2008 年 5 月召开了前两次会议。实施组审议了
IGDDS 项目的高层功能需求，并注意到目前 DVB 分发能力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均可提供。但是，有必要
进一步细化区域层面上的资料需求，并确保在每项广播服务的分发内容中能够考虑这些需求。实施组回
顾了在 IGDDS 背景下实施的若干 DVB 广播服务枢纽预计将在 WIS 系统中充分履行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
的作用，因此应当要求这些中心向 CBS 申请，将其指定为这类中心。IGDDS 实施组审议了 DVB 服务的
高性能和可靠性，但注意到应当鼓励实现 DVB 服务、互联网和直接接收之间的互补性，作为进一步提高
稳固性的一项内容。
3.5.5.5

很多源自地球静止卫星和极轨卫星的资料和产品以及其它产品可通过 EUMETSAT 运行的

EumetCast Ku 波段服务在整个六区协范围内予以提供。通过 EumetCast Ku 波段服务，也可提供地球静止
卫星资料和一些气象和环境产品，服务范围覆盖了一区协和二区协的部分地区。在三区协和四区协
EumetCast C 波段也提供 Meteosat 地球静止卫星的资料。中国的 FengYunCast 服务提供来自 FY-2 地球静
止卫星和其它来源的资料，覆盖了二、五区协的亚太区域中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有计划通过 MITRA 服
务在二区协开展卫星资料分发。日本 正在通过互联网提供所有的 MTSAT 资料。在地球观测组织
（GEO）及其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的背景下（GEOSS），与 NOAA、EUMETSAT 和 WMO 发起的
GeoNetCast 倡议一直保持着密切协调。 在 IGDDS 背景下实施的 DVB 分发服务是 GeoNetCast 的核心部
分，同时在 GeoNetCast 内通过分发其它的环境产品作为补充，如：NOAA 运行的 GeoNetCast 美洲服务，
以满足天气和气候应用之外的其它 GEO 社会效益领域所提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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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DDS 也正在加强通过直接接收站网络快速收集极轨卫星探测资料，这类资料集中在国家层

面并在该层面进行分发，该网络被称为区域 ATOVS 转发系统（RARS）全球网络。RARS 的最高目标是
在 30 分钟内将探测资料提供给各 NWP 中心，而不是按传统方式提供全球资料一般需要 3 小时的时间，
这些全球资料储存在卫星上并且每沿轨道一圈传输一次。 目前全球 RARS 网络从大约全球 60%的区域收
集卫星探测资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如下：EUMETSAT 协调的 EARS 网络覆盖欧洲、北美，最近已扩展
到西南印度洋； 亚太地区的 RARS 包括日本、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新西兰的一些台
站，并有计划进一步扩展到中太平洋地区；南美洲的 RARS 已在巴西有三个站开始运行，并有计划扩展
到阿根廷和巴西全境。预计到 2008 年末 RARS 将覆盖全球 70%的地区。NWP 中心已经从提高这些探测
资料的时效中受益。
3.5.5.7

还特别重视实施卫星资料和产品的 WIS 编码和文件命名惯例，为此建立了卫星资料电码专题

组，并在气象卫星协调组的框架（CGMS）下于 2008 年 2 月 26-27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专
题组的其中一个挑战是就卫星资料交换预期开发过程中预计为相关专家组提供关于资料编码和识别方法
的咨询，并考虑到资料量的急剧增加以及新的参数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作为业务由目前仍处在示范阶段的
星载仪器提供。

对早期预警系统和运行的支持
3.5.5.8

经 UNESCO/IOC 协调并由美国 NOAA/NWS 发起举办了一次关于印度洋 GTS 有效海啸预

警、相关信息及其它警报交换的研讨会（2007 年 12 月，曼谷）。该研讨会的宗旨是为了确保 GTS 为业
务交换在印度洋地区使用各 NMC 和 RTH 制作的海啸警报、相关信息及其它警报提供最有效的支持。此
次研讨会旨在促进各 NMC 和其它相关中心：实施所需的各项技术安排，增加相关人员的知识并提高他们
的意识，这主要以各 NMC 和 RTH 之间就 GTS 的运行所开展的传统合作为基础。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
海啸监视和警报、海平面和深海资料、地震资料和其它警报、 GTS 的相关程序、资料的表示形式和与电
码相关的方面、NMC 后续程序以及能力建设。
3.5.5.9

在印度洋实际分发海啸监视电报分发的实际情况，以及由 JMA 开展的定期业务测试显示 GTS

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支持，在很多个例中端-对-端的时间延迟小于两分钟。有关的 NMC 已作出安排，以确
保在国家层面上接收海啸监视电报而采取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 后续业务行动。

资料的表示形式和元数据
3.5.5.10

为了在 CBS 届会期间节约时间并减少在批准《电码手册》修改内容过程中出现的延误，CBS

正在考虑制定新的程序，以便能够在 CBS 两次届会之间通过 WMO 会员对《电码手册》的修改，WMO
会员正应邀以通信方式通过这些修改并通报执行理事会后获得批准。CBS 将向执行理事会第 61 次届会报
告此项行动。
3.5.5.11

注意到向表驱动电码形式过渡的实施进展缓慢，第十五次大会支持 CBS 的倡议，即提高

NMHS 对开展这一过渡的效益的认识。对此，秘书处向 WMO 会员提供了关于制定和实施过渡计划的指
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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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 建立了一个评估资料表示体系专家组（ET-ADRS），其任务是评估 NMHS 之间采用实时

业务国际交换的不同资料表示体系（如：BUFR， CREX， XML， NetCDF， HDF）过程中以及向
NMHS 之外的用户传输信息过程中存在的利弊。专家组还有意提出一项 CBS 关于资料表示体系政策的建
议。提请所有 WMO 技术委员会参加该专家组。CAeM 和 CBS 设立了一个联合专家组（CAeM-CBS/ETODR），以解决包括 ICAO 在内的航空气象对资料表示体系的要求，包括 OPMET 资料向新的资料表示形
式过渡等问题。 CBS 管理组认为为航空气象资料表示体系制定总体战略和政策实际上是 ET-ADRS 的任
务中的一部分，而 CAeM-CBS/ET-ODR 活动的最初采取的步骤可与 ET-ADRS 的活动结合起来；一旦
CBS 通过了由 ET-ADRS 制定的关于资料表示体系的政策，CAeM-CBS/ET-ODR 则应该进一步研究
OPMET 资料向新的资料表示形式过渡的细节问题。
3.5.5.13

跨计划的 CBS 元数据实施专家组就开发和实施 ISO 元数据标准的 WMO 核心标准所开展的各

项活动，特别是建立支持业务目录、确定工具支持实施该标准、公布该标准并进行标准方面的培训，其
中包括有关如何获得符合标准的数据，以及如何扩充标准，以便对资料集作更详细的说明。

业务信息服务，包括监测
3.5.5.14

WMO 第 9 号和第 47 号出版物以 CD-ROM 形式每年分发给 WMO 会员一次。因为 CD-ROM 中

的一部分内容甚至在分发一周后就已过时，因此使用 CD-ROM 并不能满足 WWW 中心的业务需求。曾提
请 WMO 会员鼓励其有关部门从 WMO 服务器上索取更新的 WWW 业务信息，包括 WMO 第 9 号和第 47
号出版物，供他们使用、检查和更新。万一 NMHS 在通过 WMO 服务器获取信息时遇到困难，则提请该
NMHS 通知秘书处，要求继续每年一次以 CD-ROM 的形式提供 WMO 第 9 号和第 47 号出版物。
3.5.5.15

CBS 同意一项 WWW 监测的新方案，这将导致对现有各项监测活动的整合。CBS 特别会议

（2006 年，首尔）同意自 2007 年 10 月起，从 WWW 综合监测（IWM）的试验阶段转向业务预备阶段。
委员会强调了 RTH 在 IWM 中的关键作用。自 2007 年 10 月起，运行 RTH 的 WMO 各会员应邀考虑参加
IWM 业务预备阶段的监测工作。
3.5.6

非实时的资料交换和管理
资料管理应用

3.5.6.1

CCI 气候观测需求和标准专家组 ET 牵头人威廉·赖特博士（澳大利亚气象局）参加了 2007 年

12 月 5-7 日在瑞士日内瓦 WMO 总部举行的关于灾难保险需求和天气风险管理市场的专家会议。会议由
WMO 减少灾害风险（DRR）计划举办，并涉及到气候资料问题等其它主题。（http://www.wmo.int/
pages/prog/dpm/cat-insurance-wrm-markets-2007/index_en.html）

资料拯救
3.5.6.2

WMO 与西班牙 INM 及洛维拉·维吉利大学合作，于 2007 年 11 月 28-30 日在西班牙塔拉戈纳

举 办 了 地 中 海 流 域 气 候 资 料 拯 救 和 气 候 记 录 数 字 化 的 国 际 研 讨 会 http://www.omm.urv.cat/medaretarragona。26 个国家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 5 个地中海以外的国家。24 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5 所大学和
1 个非营利组织出席了会议。总共有 46 位与会者。研讨会的与会者商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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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中 海 资 料 拯 救 倡 议 （ MEDARE ） http://www.omm.urv.cat/MEDARE-workshop-outcomes/index-medareinitiative. html#atitol。

海洋历史记录的资料拯救
3.5.6.3

气候研究团体在追溯海洋记录的时间和确定哪些新获得的资料记录能够最佳填补时/空资料的

空白方面具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检测气候变化信号）。到目前为止，国家档案仍然包含了成千上万册未
经查阅的船舶航海日志。近年来，已加快努力从船舶航海日志中找出更多的气象观测资料并进行数字化
处理。许多新的国际资料集正在整编过程中，或者已等待编入海洋历史档案，其中最突出的是国际综合
海洋大气资料集（ICOADS）。有必要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推动和加强这类活动。
[描述测量条件的元数据对于业务（如质量监测）和气候应用（如识别和订正可能由仪器
变化所产生的虚假气候信号）都很重要。]
3.5.6.4

收集元数据是为了维持与气候资料集一并使用的历史元数据的数字档案。国际特选、补充和

辅助船舶清单（WMO 出版物 No.47）依赖于运行 VOS 计划的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定期提交的元数据，通
常每个季度提交一次。及时获得当前船舶的元数据是 VOS 运行部门特别关注的问题。此外，在 JCOMMII 会议上，中国国家海洋资料和信息服务中心（NMDIS）已经同意为 JCOMM 建立海洋资料收集系统
（ODAS）元数据管理中心。

极端事件资料库
3.5.6.5

CCl 气候极端事件报告员与 CCl/WCDMP 气候监测专家组（其中包括卫星及海洋资料和产品

的利用）合作开发了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资料库。这一新的成果是专家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该资料库
公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一个专门网站上 http://wmo.asu.edu。
3.5.6.6

JCOMM 的 ETMC 和 ETWS 共同开发了极端海浪事件资料库，以验证风浪模型和卫星高度表

海浪估算，在这些高度上，估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未知的特征。理事会敦促各会员为这些资料库提供资
料。（更多信息可从 http://www.jcomm-services.org/JCOMM-Extreme-Wave-Data-Base.html 获取。）
CLIMSOFT-WIS 示范项目
3.5.6.7

为 CLIMSOFT 开发资料及元数据界面的下列项目已得到英国气象局的支持：
项目名称：Climsoft 资料及元数据界面开发
背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把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及元数据进行对接，以便允许开展基于
不同资料集的分析和决策。Unidart 项目试图确定和制作一个可行的系统。正在开发 WMO 信
息系统，以便进行国际协调。欧洲委员会的 INSPIRE 指示将强制遵守欧洲各国政府关于涵盖
一系列主题的空间资料互可操作性的 ISO 标准。气候学资料库是所有这些行动的一个关键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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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soft 是一个使用通用工具建立的气候资料库，尤其是适宜于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特别需要使用气候学资料和农业及其它空间资料，以应用于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
项目目标：测试、示范和评价产生气候学资料及元数据产品的系统和标准，以便与其它来源
的资料及元数据实现互可操作性。
项目任务：项目将研发 Climsoft 所产生的资料及元数据的界面，从而开发资料及元数据的互
可操作性的标准。项目将示范和评价其它各种来源的资料以及这些 Climsoft 产品的使用。项
目将有助于开发实现 INSPIRE 和 WMO-WIS 目标所需要的程序和其它技术规格。
特定计划和项目的需求
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
3.5.6.8

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TIGGE）对于加速提高一天至两周的高影响天气的预报精确

度是一个重要贡献，它铺平了通向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GIFS）未来发展的道路。TIGGE 档案包括十大
业务中心所制作的集合预报，这些业务中心是 BMRC（澳大利亚）、CMA（中国）、CPTEC（巴西）、
ECMWF、 JMA（日本）、KMA（韩国）、法国气象局、MSC（加拿大）、NCEP（美国）和英国气象
局。这一核心资料目前正以每天约 300GB 的速率积累。在 TIGGE 第一阶段，通过三个档案中心
（ECMWF、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CMA）来获取资料。在 TIGGE 第二阶段，由于依然受到资金的影
响，大量资料传输的需求将通过分布式档案的概念来缓解，其最终将需要依靠专用通信线路。有限区域
的集合预报系统也将成为 GIFS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各种有限区域模拟（LAM）系
统来促进使用来自各种全球系统的边界层条件。为了管理 TIGGE 的有限区域模式（LAM）分量，已经设
立了一个名为 TIGGE-LAM 的专家组。这里的重点需求是制定标准格式，以增强 TIGGE 与 TIGGE-LAM
的互可操作性，或许还要通过 TFSP 把标准格式的概念延伸到季节预报的努力中（参见文件 3.1）。

国际极地年
3.5.6.9

2007-2009 国际极地年（IPY）由 WMO 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建立。WMO 最近发起了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IPY 包括一组在 WWRP-THORPEX 下面的十个项目，其动机是需要改进
对极地地区高影响天气的预报。即便有这些试验的动机，业务中心特别在这些资料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3.5.7

对 WMO 秘书处的业务计划的监督

3.5.7.1

在可交付服务的预期结果 5 中，下面的关键绩效目标将在 2008 年得到解决或实现：

(1)

改进及拓展 GTS 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资料交换
CBS/专家组进一步推进构造设计，并推荐实施和运行 WIS 和 GTS 的技术，以便提交给 CBS
第 14 次届会；实施协调会议就实施方案达成了一致，并在全球（IMTN）和区域水层面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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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升级；制定了 GISC 和 DCPC 中心的技术规格（互可操作性），并审议了典型的 NC 国家
级配置模式。
(2)

跨计划开发和实施 WIS
协调后的 WIS 开发规划工作由 ICG-WIS 提供指导，实施阶段已经从最初的 GISC 和 DCPC 开
始；至于管理事务，启动了 GISC 和 DCPC 指定进程，并在 2008/2009 年规划了重大步骤。
几个技术委员会（特别是 JCOMM、CCl）的积极参与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3)

改善资料管理，包括元数据、资料目录和资料表现形式
WMO 的元数据核心标准已经获得通过，并继续进一步发展；在 GISC 和 DCPC 实施的框架
下，开发和实施资料目录。向 TDCF 的过渡正在继续，将评估新的资料表示形式（例如
XML），并制定 WIS 资料表示的政策。

(4)

发展中地区的能力建设和适当的技术
举办了一次关于 WIS/GTS 为印度洋预警提供支持的研讨会。继续更新有关使用 ICT 的指南
和技术报告，包括因特网。正在规划针对发展中地区的试点项目。

(5)

高效的 WIS 程序和规范，包括监测和评价
在开发 WIS 实施和运行的推荐规范和程序方面已经采取了更进一步的重要步骤，并继续做出
重点努力。

(6)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的资料管理
开发从终端-到-终端并与 WIS 具有互可操作性的综合系统，并改进了资料目录。

(7)

在 WIS 内实施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IGDDS）以加强对卫星资料的获取
制定卫星资料表现形式，并开发资料目录（元数据）；计划把 IGDDS DCPC 整合到 WIS
中。

议题 4.1-提高会员在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预期结果: 6
战略主旨：提供服务
EC-60/报告 4.1
1.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实施

1.1

WMO 第 15 次大会批准了源于 HFA 的 WMO 减轻灾害风险战略目标，并决定将这些目标作为

WMO 战略计划的一部分（2007 年 5 月，日内瓦）。
1.2

Cg-15 批准了以下列要点为基础的 DRR 可持续综合能力开发行动计划：（1）NMHS 和观测网

的现代化；（2）实施国家业务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3）改进灾害分析和水文气象风险评估工具；
（4）加强 NMHS 与民防机构及灾害风险管理机构的合作；（5）协调的培训和公共宣传计划。此项行动
计划将通过协调的区域和国家项目及 WMO 和外部伙伴的各项支持活动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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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 NMHS 在 DRR 的管理和制度协调方面的作用

2.1

根据 DRR 计划的交叉框架，在日内瓦召开了“NMHS 参与灾害风险管理、国家协调机制和早

期 预 警 系 统 的 机 遇 和 贡 献 ” 专 家 会 议 （ 2007 年 11 月 26-28 日 ， 参 见 ： http://www.wmo.int
/pages/prog/dpm/coordination-mechanisms-2007/index_en.html）。会议：
(a)

审议了 NMHS 参与减轻灾害风险国际至国家协调机制的指南并定稿；

(b)

为编制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好做法的文件建立了框架，尤其是针对 NMHS 的作用。

上述指南将用于 WMO 的相关培训研讨会，以便：（1）协助 NMHS 在其各自国家抓住这些机遇；（2）
继续帮助确定不同目标用户的需求，并提高 NMHS 的能力以促进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
2.2

在日本、荷兰和瑞士等国政府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下，联合洪水管理计划（APFM）在其咨询委

员会的指导下运行， CHy 主席和一名区域水文顾问是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 APFM 下已开展了各项活
动，以支持会员采用洪水综合管理方法。由于中欧和东欧实施的试点项目，2007 年 10 月在波兰克拉科
夫召开了“欧洲社区防灾和公众参与山洪管理”区域研讨会，会议得到次区域会员的积极参与并出版了
指导文件，名为“山洪管理指南 – 中欧和东欧的近期经验”。APFM 下的另一项试点项目也已在赞比亚
实施，同时根据洪水综合管理（IFM）方法，在该国制定了卡富埃流域（跨国河流赞比西河支流流域）洪
水管理战略。2007 年 8 月能源和水开发部与 WMO 合作出版了此项战略。
2.3

EC-60/文件 5.1 和报告 5.1 报告了 WMO 与 ISDR 系统加强合作的进展。此外，WMO 正积极致

力于制定 ISDR 系统多利益攸关方联合工作计划，特别是关于实施兵库行动纲领的第二优先重点领域，即
“确定、评估和监测灾害风险及改进早期预警”。
2.4

WMO 秘书处积极参加了由国际减灾战略（ISDR）和其他伙伴（如 UNDP 和世界银行）促成召

开的部长级会议和高层会议，特别是在开罗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中东和北非“建立减轻灾害风险和自然
灾害风险管理伙伴关系”区域研讨会，2007 年 4 月 18-21 日）和阿比让部长级会议（西非减轻灾害风险
会议部长级会议，2007 年 5 月 17-18 日）。
3.

为风险评估和计划提供灾害信息及分析

3.1

2006 年，开展了国家级的实况调查，对会员在 DRR 方面的能力、需求和优先重点进行了分

析。调查表明干旱、山洪、河洪、强风、强风暴、森林火灾、热浪、滑坡、航空灾害和地震是会员所关
注的十大灾害，并确定 90%以上的 NMHS 需要灾害监测、存档、分析和绘图的标准方法指南。
3.2

在水资源综合管理背景下，洪水综合管理（IFM）理念对洪水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洪泛区

资源和水资源能在未来得到可持续利用。洪水风险评估是对决策过程的主要贡献之一，籍此可制定出更
好的洪水管理规范。然而，目前日益需要水文、气象和气候界对洪水管理政策和规范不断提供科学和技
术支持。为制定洪水风险评估指南，WMO 准备在 2008 年 4 月 24-26 日组织召开洪水灾害测绘专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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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2007 年 4 月，APFM 与塞舌尔环境部合作，对洪水管理研讨会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和支持，所有相
关各部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3.3

2007 年，澳大利亚、中国、摩尔多瓦和美国东南部地区均出现了旱情。此类事件在未来还会不

断出现，而且其产生的影响可能日甚，原因是气候变率不断增加（即，更频繁地出现极端气候极值，如
干旱和洪水）；温室气体（GHG）浓度升高造成气候状态的变化；由于人口增长、城市化、环境退化及
许多其它因素，造成水资源短缺周期加大，加剧社会的脆弱性。干旱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提高社
会的应对能力、导致更大的承受力，并且能够减少政府或捐助机构以灾害援助的方式介入的必要性。干
旱综合监测系统是干旱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提供干旱开始和结束的早期预警、确定其严重
程度并及时向对气候和水资源影响敏感的行业广大客户和最终用户提供信息。掌握这类信息就可以在很
多情况下减轻或避免干旱造成的影响。干旱风险管理的其它部分有减灾和备灾。WMO 已积极地与
UNCCD 秘书处合作设立东南欧干旱管理中心（DMCSEE）。2007 年 4 月 NMHS、UNCCD 联络员和指
定的东南欧干旱研究人员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举行了会议，并完成了 DMCSEE 项目建议书。目
前，正在努力为 DMCSEE 的建立及顺利运行筹措资金。WMO 与 IGAD 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ICPAC）
合作，筹备了东非（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肯尼亚）多国干旱风险评估和管理项目。
该项目建议在上述四国进行全面的干旱风险评估，包括确定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以制定相应的干旱减缓
战略和政策，发布其各自国家的诊断报告和综合报告。该项目还将确定干旱管理在建立科学和制度能力
上所需的具体培训需求和专业知识交流，并开发全面、及时、有效、能体现利益攸关方和最终用户需求
的干旱管理资料及信息传输系统。该项目中建议的多国活动将有助于以全面、多学科的方法解决该地区
干旱管理的重要问题，且会受益于各国的相互协作。
3.4

依靠CAgM 和CHy并经过它们的不断努力，正在开展以多灾种方法建立国家至地方灾害分析及

测绘方法和工具项目，作为对干旱风险评估和洪水风险评估的支持。为此，将于2008年10月29-31日举行
专家会议。
3.5

2007年11月20-2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召开了技术研讨会。

3.6

积极参与灾害风险确定（评估）的一些组织为支持和协调各项活动，已建立起机构间框架，来

促进风险及损失信息的改进和应用。
(a)

已制定完成作为协调平台的全球风险确认计划（GRIP），旨在改进有关灾害风险和损失的信
息，并促进将此类信息纳入国家至国际风险管理决策。作为高优先重点之一，GRIP 旨在改进有
关洪水和干旱灾害损失数据库的质量。已启动了与 GRIP 的磋商，以便：（1）改进国家、区域
和全球洪水和干旱灾害数据库；（2）改进国家、区域和全球有关洪水和干旱影响数据库；
（3）改进洪水和干旱灾害及风险分析工具和方法；（4）在加强国家洪水和干旱风险评估相关
机构间合作的基础上，改进部门的规划工作；

(b)

WMO 正在启动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对中美洲进行风险评估，以支持世界银行的“中美洲风
险评估项目”（CAPRA）活动。目前正在商讨在北非和中东（MENA）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开
展类似活动（通过与非洲联盟、ISDR 和世界银行开展联合活动）。2008 年 2 月 21-22 日，世
界银行和 ISDR 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召开了首次“中美洲风险评估项目”（CAPRA）会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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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还有一些国家和区域机构。WMO 参与了这一项目，并就如何促进该项目作了陈述。第一
个 CAPRA 项目将在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实施。WMO 已通过其在哥斯达黎加的次区域办公
室，来安排 CAPRA 工作组参访这些国家的 NMHS。WMO 将通过促进 NMHS 和区域专业中心
共同为开发概率风险模拟灾害模块提供灾害和预报信息，来支持这一活动。
3.7

许多国家一直在研究更新其核能计划的可能性，WMO和NMHS应为核电站规划、选址和运行提

供天气和水文情况指南作好更充分的准备。Cg-15注意到，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已发布了WMO第
170号技术说明，题为“有关核电站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和水文问题”，该技术说明目前已经过时且并不完
善。更新此出版物必须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合作。大会还注意到，一些技术委员会将参与更新
该技术文件的工作。WMO已特别制定了关于IAEA现场评估核设施水文气象危害的安全性指南与IAEA进
行了磋商，这对两个组织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对现有文件的协调审议工作也已开始。
3.8

目前正通过协作方式，包括与 ISDR 系统各伙伴协作，撰写 2009 年 ISDR 全球风险评估报告。

2009 年全球评估报告的目标是：（1）建立全球灾害风险形势和趋势信息基准点；（2）通过将重点明确
放在灾害风险和贫困趋势之间的关系上，提高对发展和减轻灾害风险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认识和意识；
（3）通过提供对兵库行动纲领国家、区域和专项实施报告的全球评审，以增强实施 ISDR 系统各层面规
划和联合计划的能力。WMO 应邀负责牵头：（1）专家磋商，旨在确定适合改进全球洪水、干旱、热带
气旋等灾害数据库的方法，以便建立更新的灾害风险指数；（2）对有关早期预警系统的能力进行全球评
审，并起草本报告中该部分的内容，WMO 正与一个专家写作班子进行接触。CAgM、CHy 和 TCP 正在
提供方法学支持，用以更新全球干旱、洪水和热带气旋等灾害数据库。此外，一些 NMHS 和伙伴机构的
专家应参与评估有关早期预警系统的国家能力，此项工作由秘书处负责协调。
4.

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和应急响应活动

4.1

2006 年 5 月，WMO 在日内瓦召开了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首次多机构专题研讨会，与会的有

来自 20 个机构的 99 位专家，本次会议制定了确定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良好做法的标准，从技术需求
到管理和组织协调机制。根据这些标准，确定了若干良好做法，如法国警戒系统、上海（中国）多种灾
害应急防灾系统、古巴热带气旋早期预警系统和孟加拉气旋防灾计划（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 /dpm/ews_symposium_2006）。此次研讨会建议，编制有关此类良好做
法的文件，以便能够分析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已启动了法国和中国（上海）示范项目，以论证良好做
法并编制有关文件，这两个国家的早期预警系统是依靠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法规、组织协调机制和业务框
架来支持。此外，WMO 在日内瓦召开了“NMHS 在 DRR 协调机制和早期预警系统中的作用”专家会议
（ 2007 年 11 月 ） ， 为 编 制 业 务 流 程 文 件 提 供 了 通 用 的 国 家 框 架 （ 参 见 ：
http://www.wmo.int/pages/prog/dpm/coordination-mechanisms-2007 ） 。 在 良 好 做 法 的 分 析 结 果 基 础
上，正在为建立利益攸关方（包括 NMHS）之间的国家协调框架制定准则。这些准则将在 2009 年第二季
度完成，第二次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研讨会将对此提供支持，此次会议将于 2009 年第一季度在图卢兹
召开。
4.2

根据 EC 防灾减灾咨询组第二次会议（2007 年 1 月，日内瓦）的建议，为了开发、论证早期预

警系统并为其编制文件，2007 年 3 月，WMO 秘书处开展了若干示范项目。法国的一些机构参加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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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警戒系统文件编写的项目，以便分析政府支持的 DRR 计划的管理和组织机制和 NMHS 早期预警系统
及业务规范，并编制有关文件。
4.3

上海 MHEWS 综合示范项目业已设立，成为上述项目之一。上海市气象局是主要的管理和实施

机构。该项目计划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0 年 5-10 月）时投入业务，并于 2010 年底对其作出评
估。该项目将论证多种灾害方案对 EWS 的效益，并将在多学科背景下促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信息、
预警及相关服务的制作、传递和利用。上海项目的预期结果如下：
(a)

2010 年建立和运行先进的 MHEWS 系统；

(b)

促进灾害检测、警报及分发的及时性和时效；

(c)

总结超大城市风险管理及相关应急响应系统的经验并编制文件；

(d)

为 WMO 会员提供出版物、手册、考察和培训。

该项目涉及若干 WMO 计划并包含下列部分：
1.

热带气旋和海洋灾害的早期探测和预警系统示范项目；

2.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中尺度集合数值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3.

高温天气 - 健康预警系统示范项目；

4.

全球大气监测网（GAW）城市气象环境研究（GURME）空气污染示范项目；

5.

临近预报应用于公共天气服务的示范项目；

6.

关于制定 MHEWS 计划管理、机构协调机制和社区备灾的项目。

2007 年 8 月，GURME 科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上海测试基地的计划和建议。有些会议已涉及热
带气旋活动，临近预报和中尺度预报示范项目也在制定中。公共天气服务咨询专家组已经成立，并已开
始工作。通过将 NMHS 预警及其相关服务进一步并入应急事件防范、应对、恢复计划和业务流程中可以
取得效益，为了证明这些效益，业已召开了一些有关良好做法的会议，有待编制这些做法的文件。
4.4

南部非洲一些国家参与的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第一阶段业已完成，并在基本系统

委员会（CBS）SWFDP 指导小组会议（2008 年 3 月 17-19 日，参见：http://www.wmo.int/pages/prog/
www/DPFS/Meetings/SG-SWFDP_Geneva2008/DocPlan.htm）上作了评估。一区协其它国家的 NMHS
实施项目的扩展工作已经启动，下一步将重点放在 SADC 国家。SWFDP 第一阶段的 DRR 相关建议包括
建立与应急防范和响应机构及区域组织的更紧密联系，以促进利用 NMHS 为国家 DRR 行动提供服务。
为此，SWFDP 应确定 DRR 用户的需求，并相应地制作或采用这些产品或服务。同时还建议，为制定良
好的沟通做法，要加强 NMHS 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并将其纳入培训活动，确保对此类服务得到有效的认
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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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多达 20 个国家开发 EWS 能力，正在与 GFDRR 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并将通过 GFDRR

的资助筹措资金。首先，WMO 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IFRC）、世界银行、OCHA、美
国 NOAA-NWS 及其它机构已建立了区域计划和咨询组（RPAG），为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提供建议并
筹措资金，首先从中美洲的三个国家开始。IFRC 的作用是在气象、水文和气候部门与社区备灾伙伴之间
架设桥梁。世界银行将负责筹措资金。OCHA 将通过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和工作加强 RSMC 和 NMHS 之
间的协作。2008 年 1 月 18 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召开了 RPAG 首次会议。根据 2006 年进行
的 WMO DRR 调查的结果以及对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进行的实际调查工作，RPAG 第二次
会议（2008 年 4 月 22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将对调查工作的结果进行分析，并根据确定的各
国能力和需求来考虑国家项目建议。秘书处已开始对 WMO 各计划、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其它伙伴
的项目进行规划，以支持非洲灾害风险管理，作为 DRR 项目综合计划的第一步。
4.6

为响应 Cg-15 批准启动的山洪指导系统，满足不同地区的需求，启动了两个此类项目。一项覆

盖南部非洲的 9 个国家，另一项覆盖湄公河流域国家（参见议题 3.3）。
4.7

WMO/WHO 高温天气-健康预警系统联合指导文件草案正在进行同行评审，WMO-WHO 2008

年联合发布机制正在制定中（参见议题 4.2）。
4.8

为促进 NMHS 应用临近预报和概率预报成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这两项预报技术具有作为决

策支持工具的很大潜力，而这些技术的使用有助于预报员改进尤其是对灾害天气的警报。PWS 概率预报
应用专家组会议（2007 年 9 月，中国，上海）编制了向用户传送概率预报的指南。2007 年 11 月在罗马
尼亚布加勒斯特开办了改进 NMHS 临近预报技术培训班。灾害天气信息中心（SWIC）继续为公众提供
热带气旋预报和咨询服务、雷暴和强降水观测（参见议题 4.2）。
4.9

WMO 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大气扩散需求的评审工作，以促进应急响应和国际应

急演练计划，此类演练将在 2008 年 CBS 核 ERA 协调组会议上提出。CBS 非核 ERA 专家组对具有“反
向追踪”能力（确定探测到的空气传播物质的源头）的大气传输模拟示范试验进行了协调。此项试验最
终有助于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以及 8 个 RSMC 和 2 个 NMC 合作实施业务全球“反向
追踪应对系统”。
4.10

为满足 40 多个会员对提高沙尘暴预报和分析产品能力的需求，2006 年启动了 WMO 沙尘暴预

警和评估系统（SDS-WAS）。在沙尘暴过程中，大量土壤颗粒随风飘浮于空中，作长距离输送，会对天
气、气候、健康、疾病传播、农业、海洋生态系统、电子工业和陆路/航空运输产生影响。全球约有 14 个
研究和/或业务中心提供沙尘研究预报。有些模式将沙尘与太阳辐射和云/降水耦合，从而提供天气反馈。
许多机构在从事沙尘观测，同时通过 WMO 全球大气监测网（GAW）计划进行全球协调。该项目具有明
显的交叉性。它将依靠通过 WIS 的产品实时传输，并将整合研究界（模拟/预报/分析、观测、影响）和
用户界（如：天气预报员、医学研究人员、航空安全、农业、海洋生产）。参与国力争在 2009 年初作好
主要部分的安排。
4.11

已在 TCP 下继续与 JCOMM 合作努力开展风暴潮预警服务。2007 年 8 月/9 月在印度新德里印

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为 WMO/ESCAP 热带气旋专门委员会会员国专家举办了第七次风暴潮预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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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2008 年 8 月还计划在德里分校举办第八次培训。2008 年 12 月计划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第五次
风暴潮和海浪预报区域培训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已通过实习培训向与会者转让技术和预报模式，使他们
能够在其各自国家从事海浪和风暴潮预报业务。
4.12

JCOMM-2（2005 年 9 月，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批准了 JCOMM 风暴潮预报指南补充概要。

2007 年 3 月，JCOMM 风浪和风暴潮专家组开始审议该指南草案，预计该指南将在 2008 年底出版。此
外，为了评估风暴潮业务数值模式和现有基本信息源的技术发展水平，在 WMO 会员间并通过 WMO 和
IOC 行动对国家气象和海洋部门管理的风暴潮资料源及风暴潮预报系统进行了调查。这次评估确定了会
员间在技术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机遇，为编制风暴潮预报系统全球实施状况目录打好基础，旨在提高
相互可操作性。
4.13

WMO 通过其若干计划的协作促进了应对海啸、风暴潮和其它有关海平面的灾害指南的编写工

作。此项活动由 IOC 海岸带综合管理（ICAM）计划领导，并得到其它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合作，以便在
2008 年底提供上述指南。
4.14

在 JCOMM 的技术协作下，秘书处已开始对现有的和可持续的观测平台进行一次协调评审，以

便编写现有潜在观测平台一览表。这是促进建立多用途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第一步。
5.

财务风险转移机制

5.1

WMO 已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银行结成伙伴关系，努力推动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建立风险转移机制。2007 年 12 月已经展开了各项联合行动（参见：http://www.wmo.int/
pages/prog/dpm/cat-insurance-wrm-markets-2007），并以灾害保险和天气风险管理市场的气象、水文
和气候资料需求的确定过程为起点。这些需求已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
瑞士再保险公司、巴黎再保险公司及天气风险管理协会所做的案例研究得到确定。2007 年 12 月 5-7
日， WMO 在日 内瓦 举行了 一次有关 “灾害保险 和天气 风险 管 理市 场的需 求”专家 会议（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dpm/cat-insurance-wrm-markets-2007/index_en.html.）。该次会议提出
了若干建议，涉及确定需求、制定标准灾害指数、需做更多气候研究以增进对风险模式的认识、观测网
和资料管理系统的现代化、资料拯救、提高对 NMHS 潜在贡献的政治意识、NMHS 的能力建设。
5.2

目前，一些国家已有活跃的天气风险管理市场，并得到了其各自 NMHS 的支持。世界银行和世

界粮食计划署与再保险公司合作，正在努力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埃塞俄比亚和马拉维就是干旱风险
管理的成功案例，这两个国家 NMHS 的参与为强化观测网络、资料拯救和资料管理系统赢得了政府和国
际机构的资金支持。
6.

在 DRR 方面的合作及伙伴关系

6.1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人道主义早期预警服务（HEWS 网址：http://www.hewsweb.org）

为涉及人道主义机构的自然灾害早期警报和预报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2004 年 9 月，世界粮食计划署以
IASC 防灾和应急计划次工作组的名义建立 HEWS，并得到 IASC 所有伙伴和其它机构的资助以及 IASC
工作组的赞同。鉴于预警是国家的责任， HEWS 网站需要与权威预警机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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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为确定可靠信息源提供咨询。WMO 已应 IASC 备灾和应急计划次工作组的要求，为“季节早期预
警/早期行动报告”提供了支持，该“警报/报告”是由 UNHCR、WFP、FAO、WHO、UNICEF、
OCHA、IFRC、ICRC、OHCHR、UNDP 和凯尔国际的网络联合编写的，用于它们的应急计划和备灾目
的。
6.2

东南欧灾害风险管理倡议（SEEDRMI）将在世界银行和UN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之间进

行协调，并与WMO、欧盟、欧洲理事会、稳定协议、CMEPC和其他一些伙伴密切合作予以实施，旨在
减轻东南欧各国对灾害风险的脆弱性。该活动将为区域和国家在早期预警、降低灾害风险领域的具体投
资优先重点（项目）和筹资奠定基础。SEEDRMI包括三个重点领域：（1）水文气象预报、资料共享和
早期预警；（2）减灾、防灾和应对之间的协调；和（3）灾害损失、重建和恢复以及灾害风险转移（灾
害保险）的资金筹措。为促进萨瓦河流域的水文观测及洪水预报，制定了单独的跨境计划。这些活动已
被纳入一项单独建议。如果在资金筹措上达成协议，即可在2008年开始第一阶段的实施。
6.3

2008年10月将在摩尔多瓦基希讷乌举行六区协NMHS防灾减灾作用技术大会，并将其作为促进

NMHS及其利益攸关方之间灾害风险管理知识交流的论坛。
6.4

根据 2007 年 7 月世界银行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基金（GFDRR）目标 II 第一轮建议书征询通

知，WCRP、GCOS WCP 和 IGAD 气候应用和预报中心（ICPAC）在 DRR 框架下协调提出了“气候观
测和区域模拟以支持气候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议书，用以开发气候信息来支持 10 个非洲国家
（包括布隆迪、吉布提、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苏丹、索马里、坦桑尼亚和乌干
达）的部门发展和解决灾害风险管理问题。该建议书已提交 GFDRR，为该项目的实施已筹集到总计
399,800 美元。
6.5

目前，WMO 和 NMHS 有大量全球和区域气象、水文及气候信息和产品（如通过 RSMC 提供的

产品）、ENSO 展望、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及其它项目，它们在支持国际到国家人道主义和发展规划及协
调方面具有很大潜力。因此，人道主义机构，如 OCHA、WFP、UNICEF、IFRC 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在各个论坛（如，人道主义周刊、第 70 次 IASC 人道主义机构首脑工作组会议、关于气候变化
影响的人道主义政策论坛）要求与 WMO 合作，以便：（1）对气候变率和变化对人道主义及发展团体的
影响有清晰的认识；（2）依靠官方和有公信力的气象、水文和气候预报、展望和警报信息来源，在这些
机构间建立有效的从国际到国家层面的业务工作关系，这有助于这些团体加强其短期和中期防灾并作出
决策及行动规划；（3）与科技界开展具体的合作，以便在区域到国家层面建立最可靠的气候分析和情
景，用以评估复杂应急事件的潜在风险并制定更长期的战略；以及（4）建立国际到国家层面的沟通渠
道，并寻找机遇通过 WMO 信息系统（WIS）将相关信息与这些机构的官方网站和沟通渠道相连接。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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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重点：提供服务
EC-60/报告 4.2
以用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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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以用户为中心这一概念的翔实材料是针对 NMHS 的，并为其通报以下信息：以用户为中心

的重要性；如何评估用户的需求；如何提高 NMHS 对用户服务的承诺；如何与最终用户建立联系；以及
如何评估用户的满意度和感受；此类材料已放在公共天气服务（PWS）网站（www.wmo.int/pws)上。通
过 PWS 计划，也已制作、分发有关这方面的各种指南，并放在相同网站上。
2.

最近，许多 NMHS 的业务预报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数值技术和系统在不断快速地发展，

并为在业务环境中实施准备就绪。NWP 系统的结果正日益直接用于预报系统，并且往往是以网格数值形
式。在这种环境下，预报人员可利用预报系统，在计算机工作站上运行，为各种用户制作（通常是以半
自动方式）一系列产品，形成 NMHS 提供的核心服务。正如最近几十年 NWP 为 NMHS 不断改进业务预
报准确率提供了手段，先进的预报系统将使 NMHS 在这些进步基础上提供范围广泛的高品质（及时、尖
端和准确）、客户期望的产品。在许多 NMHS 面临资金紧张的形势下，这些活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有
必要召开一次技术研讨会，研究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预报系统的功能范围和最终用户的需求；相关
预报过程的要求，包括决策支持系统、NWP 的后处理和指导产品的制作、可视化和检验；优化预报过程
中人的作用和自动化的潜力；评估各种预报系统开发方法的优势；子系统需求、图形和文字产品的生
成；预报系统内的分发和通信；以及 WMO 在预报系统活动中的作用。科研人员和业务预报人员参加研
讨会是至关重要的。
3.

正在编写海上安全指南，供海上工作人员参考。这些材料将帮助会员开展海洋气象服务方面的

培训活动。指南将提交 IMO，以向其会员广泛散发。
4.

根据大会（Cg-15，2007 年 5 月）的要求：加强 JCOMM 与用户界和私营部门的接触，以便按

照用户的要求开发海洋服务和产品，国际石油天然气生产商（OGP）协会/JCOMM/WCRP 联合举办的气
候变化与近海工业研讨会于 2008 年 5 月在日内瓦举行，旨在：(1) 审议随着行业的变化和气候变化对海
洋气象服务提出的新需求；和 (2) 确定未来科研开发工作的关键领域并列出优先顺序，以便使近海工业及
其海洋气象服务适应气候变化，包括提高近海作业的安全性和效率（参考文件 9.3)。
5.

气候学委员会气候应用和服务开放计划领域组（CCl OPAG 4）设有针对关键社会经济行业的专

家组（ET）。每个 ET 与代表有关行业的关键组织和实体（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国际城市气候协会、和国际生物气象学会等）密切配合。每个领域的关键优先事项是确
定与气候相关的用户需求，且划分为多个层面（国际、区域、国内和当地)，并共同收集和开发与 NMHS
和用户均相关的信息和其它产品，以协助决策并协助制定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有效战略。
6.

热浪-健康预警系统（HHWS）指导文件作者会议（2007 年 3 月）之后，在第十五次世界气象

大会上向会员提供了一份全面的草案，以征求意见。随后，由编辑人员对文件进行修改，并由 WMO 和
WHO 对其开展同行评审。这份拟由 WMO 和 WHO 共同出版的指导文件将为 NMHS（气候服务提供方）
和卫生及应急服务部门（用户）用来了解热浪对健康构成的风险，并帮助其设立双向的沟通机制，满足
有效预警和响应行动的需要。
7.

WMO 继续支持 WHO 关于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区域方面行动。WMO 支持 NMHS 参加在亚

洲（2007 年 7 月，马来西亚）和中美洲（2007 年 9 月，哥斯达黎加）举办的 WHO 气候变化与健康的区
域研讨会，使 NMHS 有机会与卫生部门就这一重要问题建立伙伴关系。WMO 和 WHO 还一道努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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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概要文件（最初发表于 2003 年），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考虑了最近公布的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果。
8.

CCl 气候与能源专家组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会议（2007 年 11 月 19-21 日）。与会人员一致同

意编写一份关于可再生能源（太阳和风）气象方面的新的技术说明，并草拟了一个大纲。UNEP 和其管
理的世界气候影响和对策计划将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将编写案例研究，向能源行业、能源用户和政府示
范通过在业务和未来规划决策方面利用气候变率和变化信息所能带来的效益。
9.

CCl 气候与旅游专家组参与编写了 UNWTO/UNEP/WMO 关于气候与旅游业的新报告。该报告

提交给了第二届国际气候变化与旅游大会（2007 年 10 月 1-3 日，瑞士达沃斯）。气候学委员会气候与
旅游专家组计划开展一项 WMO-UNWTO 联合调查，评估旅游行业的用户需求，并确定由 NMHS 为旅游
业所提供的现有的应用和服务。WMO 和 UNWTO 正在策划开展一项联合调研，评估旅游业对气候信息
和服务的需求，并确定 NMHS 可为该行业开展的活动、形成的最佳做法和开发的产品。
10.

CCl 城市和建筑气候学专家组正在完成一部参考书目并正在编写两份新的技术说明：‘处于不

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建筑气候学’和‘城市气候学及其与城市设计的相关性’。前者的完整草案已于 2007
年 12 月提交 WMO 并正在审议之中。专家组正在对城市能量平衡模型进行比对，并已开始就进展情况发
布简报。
11.

CCl CLIPS 行动、检验和用户联系专家组已着手编写一本 WMO 气候服务用户联系最佳规范指

南，并已编写了一份大纲。该指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协助 NMHS 将气候的作用视为由决策者考虑的整
个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且是多个相关的互动过程。
改进产品和服务
12.
•

下列已经实施的活动是 WMO 协助 NMHS 改进公共天气服务工作的一部分：
巴尔干和东欧 NMHS 临近预报技术培训班（2007 年 11 月，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旨在提高该
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通过“开放实验室”这一概念提供临近预报基本技术方面的知识并将其
应用于灾害性天气预警系统，以及推广先进技术在临近预报和预警服务提供方面的使用。对临近
预报的需求已在 2006 年开展的关于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及其可用性 PWS 调研中得到明确肯定，
也得到 WWRP 临近预报工作组开展的各科研和预报示范项目的确认；

•

出版‘通报预报不确定性指南’（WMO/TD-No. 1422），这是在 PWS 概率预报应用专家组会议
上作出的决定（2007 年 9 月 24-28 日，中国上海），旨在帮助 NMHS 迎接与通报预报不确定性
信息有关的挑战。

13.

CBS PWS OPAG ICT 于 2007 年 12 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与上海市气象局局长讨论了为上海

开发的综合 MHEWS 的各个部分，该系统拟在 2010 年世博会时投入业务运行。会议强调指出这些部分
有助于改进服务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会上成立了咨询专家组，由 PWS ICT 的成员组成，旨在就 PWS 与
项目的整合过程提供咨询。会议同意临近预报、多机构响应、预报分发和公众宣传等是 PWS 为该项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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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的主要内容。另外，MHEWS 将包括一个 HHWS，它以 2000 年 HHWS 示范项目启动以来在上海
已投入业务的系统为基础。MHEWS 还包括加强通过 EWS 预报热带气旋的能力，和通过开发和应用中尺
度集合系统对其它高影响天气进行预警（参考文件 4.1)。
14.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旨在提高 NWP 产品的应用，以改进灾害性天气预报服

务。该项目是在南部非洲实施的，参加的国家有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津巴布
韦。PWS 在项目中的作用包括确保向公众和其它用户有效分发和适当传播预警和预报；与媒体进行协
调；提高参与 SWFDP 的 NMHS 的能力，以便与各级利益攸关方进行沟通并牵头开展公众教育和宣传工
作。SWFDP 减轻灾险战略制定（DPFS）指导小组在会议（2008 年 3 月 17-20 日，日内瓦）上表示十
分有必要让 PWS 继续在 SWFDP 中发挥作用，并具体强调有必要加强项目中的临近预报方面。
15.

2008 年 3 月，《农业气象规范指南》第三版编写出版。秘书处派代表参加了以下的 14 次会议

并在会上对 WMO 作了宣传：题为“安第斯国家气候信息应用于农业风险管理”的 CIIFEN 项目协调和启
动会议（2007 年 6 月，厄瓜多尔）；GEOSS 业务农业监测系统会议（2007 年 7 月，罗马)；统一气候
变化和荒漠化监测预警系统和业务仪器的地中海培训计划会议（2007 年 9 月，佛罗伦萨）；谷物和其它
耕地跨行业协会会议（2007 年 9 月，博洛尼亚）；美国农艺学会会议（2007 年 11 月，新奥尔良）；委
内瑞拉第一届农业气象大会暨拉美第五届会议（2007 年 11 月，委内瑞拉）；农业与气候变化农业服务
会议（2007 年 1 月，意大利帕尔玛)；UNECE 第三届可持续发展区域实施会议（2008 年 1 月，日内
瓦）；气候与农作物病害管理研讨会（2008 年 2 月，孟加拉国）；农业气象和粮食安全国际研讨会
（2008 年 2 月；印度）；IFAD 执行理事会第三十一次届会（2008 年 2 月，罗马）；美洲气候变化与生
物多样性（2008 年 2 月，巴拿马）；和知识共享基金会议（2008 年 4 月，希腊）。
16.

WMO 沙尘暴预警和评估系统（SDS-WAS）正在 WMO 的四个区域加以实施，它由区域中心通

过组织区域合作开展。这些系统是专门为了在科学界、NMHS 和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
系，从而在向用户提供沙尘产品和有关服务方面加强合作。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工作在一区协的卫生科
研人员，因为普遍认为来自撒哈拉南部和 Bodele 低气压的大范围尘羽可能与萨赫勒地区（“脑膜炎地
带”）的脑膜炎爆发有联系。WWRP 将主办两场技术研讨会，以加强用户和提供方之间新型的伙伴关
系，落实马德里行动计划（MAP)。将在一区协举行一场研讨会，由沙尘暴预警和评估系统（SDSWAS）北非、中东和欧洲（西班牙）区域中心等伙伴提供支持，第二场研讨会是在二区协（蒙古）举
行，并得到北京 SDS-WAS 亚洲区域中心/太平洋中部中心等伙伴提供的支持。
17.

为了加强 NMHS 的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组织了下列活动：

•

第十届波浪后报和预报国际研讨会及沿海危害专题讨论会（2007 年 11 月，夏威夷北岸）。多
达 150 名人员（约 120 为非本地人员）出席了会议。有关该研讨会的所有资料信息可查看下列
会议网站：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mmop/news.html.（参考文件 3.1）；

•

第一届 JCOMM 风暴潮科技研讨会（2007 年 10 月；韩国汉城）。多达 120 名人员（约 70 人
为非本地人员）出席了会议。有关该研讨会的所有资料信息可通过下列会议网站获取：
http://www.jcomm2007sss.org/（参考文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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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预报指南正在编写中。该出版物将协助会员开发业务化风暴潮预报系统（参考文件

4.1）。
19.

区域气候模式（RCM）是用途广泛的重要工具，从气候变化预测到（最近）季节至年代际预

测，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区域气候模拟领域在过去十年已有了极大扩展，WCRP 对区域气候模式理论
与利用研讨会提供了赞助。2008 年 3 月在 Abdus Salam 理论物理国际中心举办了一期培训班，以协助发
展中国家应用 RCM 来支持气候变化评估和延伸期预测。该培训班回顾了区域模拟和降尺度的现状，确定
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调查了区域气候模拟方面新的应用的可能性。
20.

通过气候学委员会专家组，就几份新的技术说明和指导文件开展了工作，这些材料将为会员提

供必要的技术信息，使其能够为各个关键社会经济行业开展新的优化服务。
21.

WMO 继续支持在提供气候服务方面采取协商一致、针对用户的思路。WMO 为一些次区域的

RCOF 提供了支持，但限于现有财力的范围，旨在帮助气候服务提供方形成区域网络，并与用户取得联
系。RCOF 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提供气候信息的有效机制（参考文件 3.2 和 6.1）。
22.

WMO 会员正在扩大其传统角色，以便应对空气质量对有关天气敏感的公众健康所带来的威

胁。为了帮助提高 NMHS 的能力，更好地处理城市污染中的气象及有关方面，为交叉性城市空气污染活
动提供一个国际平台，WMO 设立了 GAW 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GURME）项目。GURME 针对的是空
气质量的端-到-端等各个方面，与观测问题、资料同化技术、数值模式、分发方法、和能力建设有联系，
是发展中国家为提供和利用空气质量服务所面临的特别需求。GURME 和 PWS 计划合作加强 NMHS 的
能力，以便开展其空气质量服务。
23.

2007年9月，CAS管理组（CAS-MG）在奥斯陆召开了年度会议，批准了“WMO关于人工影响

天气的声明（包括执行摘要）修订版”和“WMO人工影响天气活动规划指南”。管理组要求将这些修订
的批准情况报告EC-60。CAS管理组还批准了WMO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信托基金的职责。秘书处于2008年
2月设立了该信托基金，于2008年4月发了通函，要求会员予以捐款。
提供服务
24.

“公共天气服务国际研讨会：提供服务的关键”（2007 年 12 月，日内瓦）有大约 120 名代表

和发言人参加。研讨会回顾了 PWS 计划的成果，在论坛上还长时间探讨了未来十几年促使服务提供发生
演变的动因，探讨了改进这些服务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对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的利用。研讨会是应大
会职能外，向 WMO 提出建议，通过用户界的全方位参与，协助 NMHS 更全面地评估和促进天气、气候
和水信息的社会经济效益。
42.

通过论坛的工作，编写了气象和水文服务社会经济应用决策支持工具和案例研究清单，并通过

WMO 网站提供给 NMHS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socioeconomictools.htm)。这是一
个动态的网站，新工具在不断地往上添加。
43.

目前正在编写社会经济有关问题指南，涉及诸如改善用户与提供方之间的对话、评估气象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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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服务对公共领域和用户的效益。这些材料将构成对上述主题培训活动的基础，是会员实施 MAP 的部分
要求。
44.

新一代海洋气象和海洋预报产品和服务（参考文件 3.1）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必不可

少，包括海洋安全和海洋商业和工业。敦促会员优先考虑这些海洋服务，并尽一切努力提高其在海洋用
户之间的地位和知名度。新一代海洋气象和海洋预报产品和服务网站目录正在编写之中，内容包括其对
海洋用户带来的效益。这将是一个动态的网站，将不断更新，提供有关这些产品和服务最切合时宜的信
息。这一目录将明确会员在利用新一代海洋气象和海洋预报系统方面的共同挑战和机遇。
45.

CLIPS 运行、检验和用户联系专家组编写更新了气候服务社会经济效益技术说明。技术说明草

案已送交 WMO 并正在审核之中。
提供服务方面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46.

为提高 NMHS 提供服务的能力，举办了下列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

DPFS 和 PWS 一区协研讨会（2007 年 10 月，南非比勒陀利亚）。研讨会中 PWS 部分是旨在
让与会人员掌握公共天气服务产品利用技能，支持减灾工作；

•

TCP 和 PWS 一区协/五区协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第七届南半球热带气旋和公共天气服务培训班
（2007 年 9 月，澳大利亚墨尔本）。该培训班是帮助与会人员掌握技能，学会热带气旋预报和
预警的现代技术，学会如何通过 PWS 计划和活动提供这些产品的方法；

•

TCP 和 PWS 四区协飓风预报、预警和公共天气服务联合研讨会（2007 年 4 月，美国迈阿
密）。这次研讨会旨在帮助会员提高其热带气旋预警系统及有关公共天气服务。

47.

PWS 未来培训的主题和 PWS 课题教员的培训在不同场合作了讨论，包括六区协 PWS 子委员

会会议（2007 年 8 月 29-31 日，德国兰根）以及在各个 PWS ICT 会议上。讨论得出的建议是 PWS 培训
应在 WMO 教育和培训结构中固定下来，除了其它气象应用领域之外，培训教员应获得 PWS 方面的有关
培训。计划方式将包括 PWS 和 ETR 之间就所提能力素质和教学大纲的内容和风格方面进行合作，以纳
入 WMO 第 258 号出版物，并考虑让区域培训中心教员从 2010 年起参加相应的 PWS 培训班。
48.

广播电台互联网（RANET）项目是将创新性和经济性技术与相应应用相结合创建的通信系统。

这些通信系统适合于提高 N（Cg-15，2007 年 5 月）要求组织召开的，会上制定了一系列建议，呼吁
NMHS 和其他伙伴特别要重视用户，加强与用户的关系，重视有效的沟通，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重
视伙伴关系的建设，重视能力建设，重视社会科学的参与，满足社会需要，最大程度地利用科技进步成
果，所有这些会有助于加强公共天气服务的范围、质量和相关性。建议还呼吁 NMHS 和其它从事天气、
气候和水的实体探讨如何加强服务和信息用户和提供方之间现有的伙伴关系以及创建新型伙伴关系。
25.

作为 NMHS 提供服务方面能力建设努力的一部分，WMO 已开始实施以‘边干边学’概念为蓝

本的项目，重点是 NMHS 开展参与式学习，获得开发和转化其提供服务的技能，特别是其与用户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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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拉丁美洲正在实施这样的一个项目，WMO 的其它区域正计划实施类似的项目。
26.

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SWIC）网站 (http://severe.worldweather.wmo.int/) 在继续为所有热带气

旋地区提供官方的热带气旋预警，它由 20 个参与会员提供。还提供大雨、大雪和雷暴信息。2007 年有
1300 万次访问。
27.

世界天气信息服务（WWIS）网站 (http://worldweather.wmo.int/) 继续得到发展，118 个会员提

供了全世界 1263 座城市的官方天气预报， 160 个会员在为世界上 1256 座城市提供气候信息。网站语言
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分别由阿曼苏丹国、中国、中国香港、法
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承办，中国香港负责总体协调。
28.

2004 年 12 月召开的二区协第十三次届会赞同设立通过因特网提供城市 NWP 产品的试点项

目。该项目旨在加强二区协发展中国家 NMHS 的能力，由设在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的先进气象中心提
供城市 NWP 产品。通过该试点项目，向 13 个参与会员提供了总共 160 座城市的预报。
29.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网站 (www.wamis.org) 在继续协助会员分发产品。现已将 40 个国家和

机构的产品放到 WAMIS 上，2007 年网站访问量为 100,000 多次，月平均访问量为 8000 次。
30.

GMDSS WMO 海事广播系统网站 (http://weather.gmdss.org) 继续向所有现存的 METAREA

（公海）分发由 17 个参与会员提供的官方海上安全信息和预警。目前正在准备将用于 NAVTEX（近海）
散发的海上安全信息纳入该网站。IHO 有兴趣与 WMO 和 JCOMM 合作，将导航预警纳入该网站。
31.

海冰服务通过全球海冰业务信息统一网站 (http://ipy-ice-portal.com/) 提供，它由 GMES 资助，

其内容属于 JCOMM 的职权范围，是于 2007 年 5 月投入的业务。鉴于其重要性，JCOMM 管理委员会在
其第六次会议（2007 年 12 月，法国巴黎）上决定联系一家从事业务海冰服务的国家机构，到 2008 年 6
月目前的资金用完后继续予以资助。
32.

WMO 参加了若干 IMO 和 IHO 会议，协调将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扩大至北极

水域事宜，包括环球导航预警服务（WWNWS）。
33.

气候适应及有关风险管理对会员是至关重要的领域，提供可靠、更为详细的区域气候信息，包

括当前和未来气候变率和变化评估，对设计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战略至关重要。为协助东非地区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开展气候预估并在适应规划中适当使用，正在组织开办三个有联系的培训班，为本
地区示范有效气候风险管理战略中的关键要素。WMO 的 GCOS、WCRP、气候预测和适应（CLPA）计
划和 IGAD 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ICPAC）正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合作实施这些培训班。培训计划的总
体目的是要示范本地区观测记录和区域模式产品的用途和价值，了解模式的局限性，提高区域能力，更
好地将资料记录和模式预估用于适应规划。
34.

经与 CCl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专家组协调，并与 NOAA 协作，WMO 于 2008 年 4 月在美国夏威

夷檀香山举办了 CLIPS 关于通报 ENSO 事件的研讨会，就通报 ENSO 信息所使用的术语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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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天气预报质量管理体系
35.

WMO 和 ICAO 之间的工作安排规定 ICAO 有权确定提供民航气象服务的要求。这些要求是

ICAO 公约附件 3 中的规定，并定期予以更新，以反映不断变化的航空需求。
36.

ICAO 已通知 WMO 秘书处其打算：将经 ISO 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实施于该项服务的提供，将

这一现行的推荐类别升级为标准，并计划于 2010 年 11 月生效。第十五次大会第 18 号决议案要求秘书长
支持为 ISO 认证的 QMS 的实施开展示范项目，其中至少有一个合适会员开展一个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项目。秘书处已承诺确定一组合适的会员，使其不仅受益于秘书处对 QMS 实施的支持，而且还有能力持
续地运行这样的一个系统，与相邻会员有着稳定的联系与合作协议，能确保所编写的文件、所获得的专
业知识、所设立的样板能作为这些国家成功应用与实施过程中的核心。
37.

鉴于到 ICAO 规定的 2010 年这一截止日期即将来临，东非共同体秘书处对区域合作已有了框

架，民航气象服务已有了成本回收方案，WMO 秘书处已获得坦桑尼亚气象局的承诺：在其帮助下实施质
量管理，同时寻求外部资金，如世界银行，并将其经验和文件提供给东非地区其它会员。
38.

质量管理体系上升为标准后，其实施费用将完全可以收回。因此，示范项目要在已实施可行的

成本回收方案的会员国开展这点至关重要，这样从世界银行或其它融资机构获得的贷款便可通过航空成
本回收途径予以偿还。
39.

鉴于私营机构参与提供航空气象服务，从而出现了竞争局面，要让 NMHS 充分认识到如果不能

按 ICAO 和航空业要求的标准提供此类服务的话，其提供服务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活动的创收将面临风
险。
40.

海洋气象及海洋最佳规范和标准目录正由 JCOMM 根据 ICT-QMF 的建议案和第 32 号决议案

（Cg-15，2007 年 5 月）在编写之中。该目录将协助会员开发海洋气象预报和服务质量管理体系。鼓励
会员根据质量管理原则即第 32 号决议案（Cg-15）将其海洋气象预报和服务形成文字，并调研开展认证
工作的可行性。
与天气、气候和环境应用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
41.

气象和水文服务社会经济应用专题组第二次会议（2007 年 7 月 11-13 日，日内瓦）期间，专题

组同意更名为“WMO 论坛：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应用与效益”，其职责有所修改，除其
它 MHS 的能力，增加其产品在孤立的农村地区的覆盖，因这些地区尚无法获取 NMHS 制作的天气、气
候或水服务。该项目正在一区协和五区协约 12 个国家予以实施。RANET 非洲领导小组会议（2008 年 1
月 25-26 日，坦桑尼亚阿鲁沙）WMO 也参加了，会议认为培训和设备采购是 WMO 可以协助 NMHS 实
施 RANET 项目的领域。
49.

已采取措施改进农业气象服务，促进农业生产，在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组织了若干天

气、气候与农民巡回研讨会，将农民、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农业气象工作者召集在一起，以提高农村
地区对天气和气候问题的意识，特别是预估的气候变化对其作物/耕作制度的影响。这些为期一天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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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 NMHS 承办，得到了 WMO 的指导，是着眼于基本天气气候信息、天气气候在农业决策中的应用、
以及由农技推广人员提供的病虫害防控。
50.

WMO 提供了出版杂志特刊和书籍方面专门的科技知识。自 EC-59 以来，除了下列出版物以外

还出版了两份 CAgM 报告：
•

题为“农业对气候现状的贡献”的农业和林业气象特刊；

•

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书籍，题为“气候预测与农业：进步与挑战”；

•

以印度新德里国际研讨会文集为基础，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书籍，题为“农业天气、气
候风险管理”；

•

以坦桑尼亚阿鲁沙国际研讨会文集为基础，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书籍，题为“气候与土
地退化”；

•

第十届国际波浪后报和预报及沿海危害研讨会文集；

•

第一届 JCOMM 风暴潮科技研讨会文集，研讨会上所作的论文分集将成为特刊 - 自然灾害 – 国际

防灾减灾学会杂志（施普林格出版社）；
•

会员对气象和水文的培训需求、机遇和能力，WMO 2006 年调查报告，WMO/TD-No. 1380 ETR-No.19；

•

WMO 奖学金政策和程序手册 WMO/TD-No. 1356 - ETR-No.18；

•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培训计划 WMO-No. 240（第五部分）；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 WMO-No. 258（俄文版和西班牙文版）；

•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 – 航空气象人员培训和资格要求，第 1 号补充件 - WMO-No.
258.

51.

CLIPS 培训班是 WMO 针对气候服务开发人力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一区协于 2007 年 10 月至

11 月举办的 CLIPS 培训班特别侧重于地中海地区。CLIPS 培训课程也在不断地加以开发，课件放在
CLIPS 网页上。RCOF 培训班是在不同的次区域举办，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气候专家能力建设
提供了机会。WMO 还与 UNEP、UNWTO、WHO 和其它组织一道协助开展应用方面的能力建设，以有
效利用气候信息产品。（参考文件 3.2，第 4.2.1.4 段和文件 4.2）
52.

WMO 与 WMO 区域培训中心工作人员和 NMHS 培训机构教员一道改善会员的整体教育和培训

能力，如 2008 年 3 月在委内瑞拉举办的来自三区协/四区协 25 个国家的教员参加的培训班；定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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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展的对设在哥斯达黎加、埃及和巴巴多斯的 WMO-RTC 进行外部评估；赞助了七位 WMO-RTC 和
NMHS 教员出席诸如于 2007 年 7 月在北京举行的 CALMET 大会，和 2008 年 5 月在俄罗斯联邦圣彼得
堡举行的“利用新型教育技术开展水文气象专家初训和再培训”研讨会，以促进和支持远程教育。
53.

WMO 不同区域均多次表示重视加强空气质量预报活动。为此，GURME 培训团队开发了

GURME 空气质量预报（AQF）班。该班旨在提供背景知识，满足基本空气质量预报课程的设计、开
发、实施和评估需要。该班包括实用咨询，向学员介绍现有工具和方法，并为后续活动提供参考材料。
主题包括：空气污染方面的气象问题；气象产品和实例；空气污染方面的化学问题；案例研究；空气质
量预报工具；开发预报课程；和日常预报业务。每个班均针对学员的需要。第一个班是 2006 年 7 月在秘
鲁利马为三区协国家举办的。利马提供的材料已放到了网上。下一个班将于 2008 年秋季在印度举办。然
而，由于经费有限，WMO 未能满足会员的要求：举办全面的 AQF 培训班。其它区域也需要举办此类培
训班，特别是中亚和非洲地区，以便协助 NMHS 扩大其活动范围，改进其空气质量产品。
54.

提高会员空气质量模拟活动能力的另外一项举措是加强 GURME 和 COST 行动之间的合作，特

别是与 COST 行动 728“加强空气污染和扩散应用方面的中尺度气象模拟能力”的合作；通过这一合作
所编写的联合出版物取得了良好效果。
55.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8年3月17-21日在哥斯达黎加举行。本次会

议的重点是：审议和细化教育和培训计划的宗旨和目标（根据秘书处运作计划里的表示），以纳入WMO
运作计划和WMO战略计划之中；研究已知的WMO会员培训需要，特别是与航空气象人员有关的需要
（参考文件3.1）；2008-2009年培训活动建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培训需要和培训活动之间的差距（参考
文件6.2(1)）；和围绕确认WMO区域培训中心的流程和程序问题（参考文件6.2(1)）。除了为教育和培训
方案提出新的关键业绩指标建议以纳入WMO运作计划之外，还确定了三项新的成果。进一步指出WMO
战略计划在预期结果7下并没有包括教育和培训业绩指标。专家组强调将第十一次WMO教育和培训研讨
会（定于2010年初）的成果纳入第十六个财务时期教育和培训方案的规划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并一致认
为研讨会的主题应为“气象水文预报员教育培训新思路”。研讨会地点虽然尚未最后确定，但会议感谢
韩国提出的主办提案。有关专委会工作讨论的全面情况可参见专委会会议的报告。
56.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EC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审议了有关程序和时间表，目的是协助会员使其人

员获得认证，能够为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专家组指出改变WMO第258号出版物第四版的基本重点是
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取的，并追溯删除这一规定，即WMO的气象人员须持有相应的气象学位或相应的
科学和数学学位，还注意到全套简明基础（气象）指导教程已成功编写完毕。以此为起点，专家组注意
到下列时间表：
(a)

2005年1月1日之前受训的航空预报员不需具有学位才可独立预报，但是却需能够证明其已达到
WMO-No. 258第一号补充件中所概述的要求；

(b)

2004年12月31日之后受训的航空预报员必须具有相应学位，并且必须达到WMO-No. 258第一
号补充件中所规定的要求；

(c)

到2010年底，ICAO将规定航空服务提供方（ANSP）必须已实施ISO批准的质量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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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鉴于这些时间表，专家组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a)

修订并加强WMO-No. 258号出版物的第一号补充件，使其成为一本独立“指南”或一套必须达
到的基本标准。这包括开发一组指导和评估“套件”，补充会员所使用的指南；

(b)

建议ICAO应允许2005年12月31日之后和2011年1月1日之前受训的无学位预报员继续独立从事
航空预报员的工作，只要他们现正在学习相应的学士学位课程，并且可以在2014年12月31日前
毕业并拿到相应资格的话，并且能够证明已达到WMO-No. 258号出版物的第一号补充件所概括
的要求。

58.

为了协助实施这两项行动，专家组设立了两个专家小组；第一个专家小组负责修订和加强

WMO-No. 258号出版物的第一号补充件，并开发指导和评估“套件”。该组召集人是英国气象局的Ian
Lisk先生。第二组召集人是哥斯达黎加大学的Vilma Castro博士，该组负责调研网上授予本科学位认证方
案，供会员采用，这样航空预报员的工作便不至中断。该专家小组将先为三区协和四区协会员开展试点
项目，之后当确定了合适的提供方后再推广到其它区域。
59.

此外，专家组注意到有些区域在讨论让会员设立区域性航空预报中心，为众多会员提供航空导

航气象服务。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会员的工作人员可为一个或多个会员提供服务，故可考虑开展
培训，提供奖学金来支持此类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的受益者可能是该区域全体会员。

议题 4.2 增补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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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OMM 的未来作用和结构，
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
EC-60/报告 4.2, 增补件 1
航空气象学计划
1.

根据Cg–15的要求（参见决议18 (Cg–15)），要求各区协建立区域航空气象工作组，CAeM主席

已就启动建立这类工作组事宜致函各区协主席。这些工作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确保WMO各区协与ICAO
区域规划和实施组的无缝隙合作。
2.

为了加强与航空气象服务用户（例如航空公司、空中导航机构、机场航务部门）之间的工作关

系，CAeM 第八次届会成立了客户关系专家组。该专家组（2007 年 5 月，日内瓦）制定了《航空气象服
务成本回收指南》（WMO–No. 904），其中包含了最佳做法的实例，并参考了相关的 ICAO 手册。该指
南于 2007 年底出版。该工作组已就另一份出版物“关于航空气象服务咨询和用户关注点的原则与指南”展
开工作，这将包括有关定期与用户协商的指南、用户反馈和咨询的模板、与用户讨论的主题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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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全球空中交通的快速发展，CAeM 第八次届会设立了新航站天气预报专家组。该专

家组（2007 年 3 月，中国香港）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以开发新的航空预报理念供 ICAO 审议。这些预
报将主要用于空中交通管理目的，以期提高未来国家气象部门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实用性。预计，通过
与 ICAO 的密切合作，将有可能在 2013–2015 年的时间框架内，实现在 ICAO 附件 3 中载入对这些新的
预报的需求。
4.

2007 年 7 月 16 日，ICAO 理事会批准了多项建议，作为附件 3 第 74 号修正案 – 为国际航空导

航提供气象服务，标准和建议规范。该修正案需要 WMO 技术规则，第二卷（WMO–No. 49）的[C.3.1]
和[C.3.3]与其保持一致。

议题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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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主旨：服务提供
EC-60/报告 4.2(2)
2007 年 9 月在奥斯陆召开的年会上，CAS 管理组（CAS-MG）批准了“WMO 人工影响天气声明
（包括一份执行摘要）”和“WMO 人工影响天气活动规划指南”的修订版”。按照 CAS 管理组的要
求，之后把该文件公布在网页上并且提供给 2007 年 10 月 22-25 日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召开的第九次
WMO 人工影响天气科学大会和论坛。CAS 管理组还要求向 EC-60 报告批准这些修订内容。

议题 5.1 修正件 1-会员和伙伴组织在决策和实施中更广泛地使用
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产品
预期结果：8
战略主旨：伙伴关系
与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沟通和公共事务
EC-60/报告 5.1 修正件 1
5.1

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联合国的重大事件
5.1.1

WMO 出席了第 62 届联大（2007 年 9 月 18 日-12 月 24 日，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CSD）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2008 年 5 月 5-16 日，纽约）、UNFCCC COP-13/MOP-3（2007 年 12
月 3-14 日，巴厘岛）、UNCCD COP-8（2007 年 9 月 3-14 日，马德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2007 年 9 月 16-20 日，蒙特利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及其委员会和有关机构的
例会。WMO 参加了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会（CEB）会议、联合国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会议、联合国管
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会议、以及联合国就各种事宜举行的其它会议。秘书长参加了由联合国秘书长组织
的气候变化高层辩论会（2007 年 9 月 24 日，纽约）、由联大主席组织的气候变化高层辩论会（2008 年
2 月 11-13 日，纽约）和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委员会会议。WMO 积极参与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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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出席了由非洲联盟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共同组织的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长会议第一次会
议（2008 年 3 月 31 日-4 月 2 日，亚的斯亚贝巴）和联合国就 LDC（包括 SIDS）举行的定期磋商。

对联合国各项公约的支持
UNFCCC
5.1.2

WMO 与各个伙伴和 WCRP 及 GCOS 的联合发起方一道积极参加了 UNFCCC COP-13。WMO

组织了一次名为“为适应气候而改进决策：提供科学基础”的成功的会外活动，会议强调了 WMO 各项
计划的作用并促进对改进后的气候观测、监测、预测和服务的认识。WMO 准备了一份题为《为适应气候
而改进决策》的立场文件。该文件在 COP-13 之前发给了所有的 NMHS，以协助这些国家代表团内的
NMHS 代表。WMO 在 SBSTA 27 全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并强调资料和观测的价值，包括科学在适应
实践中的作用。COP-13 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制定了拟于 2009 年之前结束的新的谈判进程路线，
这将达成一项 2012 年之后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关于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的适应，巴厘岛路线图
强调开展国际合作，以支持适应行动的紧急实施，包括通过脆弱性评估、能力建设和应对策略。它也敦
促将适应行动纳入部门和国家规划、具体的项目和计划，以便使发展适应气候并减少所有各方的脆弱
性，同时考虑到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尤其感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LDC 和 SIDS）的紧急而直
接的需求，并进一步考虑到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水影响的非洲国家的需求。
（http://unfccc.int/files/meetings/cop_13/application/pdf/cp_bali_action.pdf）.
5.1.3

COP-13注意到，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尤其感到脆弱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有资格从适应基金申

请资金，以帮助它们满足采取适应措施所需的费用。它决定适应资金应用于资助具体的项目和计划，这
些项目和计划属于国家推动的并以合格缔约方的需求、观点和需优先考虑的事项为基础。根据适应基金
的各项原则、标准、方式、政策和计划，适应基金将按项目作出决定， 其中包括决定资金的划拨
（http://unfccc.int/files/meetings/cop_13/application/pdf/cmp_af.pdf）。
5.1.4

COP-13接受GCOS作为向公约报告有关气候观测系统状况的主要机制，并根据GCOS的建议通

过了修订后的UNFCCC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报告指南。目前，将把这些指南用于准备由附件一缔约方负责
编写的系统而详细的气候观测报告及其国家信息通讯。COP-13还鼓励缔约方使用指南，以提供额外的信
息，预计缔约方将在2008年9月之前提供他们的与GCOS实施计划有关的国家活动信息。SBSTA已要求
GCOS在2009年6月举行的第30次会议之前就GCOS实施计划和GCOS区域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提交一份
全面的报告。令SBSTA继续关切的是，根据GCOS区域研讨会计划制定的区域行动计划大部分没有执
行。
5.1.5

GCOS向COP提交了一份文件，名为“旨在支持适应的观测资料的作用：GCOS对内罗毕关于

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计划的贡献”。该文件是与WCRP（WRCP提交了一份极为相似的
文件）和WCP合作准备的。文件提出一项GCOS-WCRP-WCP联合的活动计划建议，旨在满足观测和区
域模拟的需求，从而对有效的适应规划提供支持。
5.1.6

在将空基能力与全球气候观测的要求联系方面，SBSTA鼓励GCOS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之间

继续保持密切的合作。SBSTA称赞GCOS、WCRP和IGBP举办的研讨会（2007年10月，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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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了《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成果对未来系统观测提出的要求。它注意到，会议强调维持气候
观测系统长期运行的重要性，该系统提供了GCOS实施计划规定的基本气候变量。
UNCCD
5.1.7

UNCCD COP-8指出，WMO气候和土地退化国际研讨会是改革UNCCD科技委员会的一种有益

的方式。施普林格出版社在研讨会会议文集的基础上出版了数百册书名为《气候和土地退化》的图书并
分发给各位代表。秘书长参加了有关荒漠化和气候变化的部长级圆桌会议。
5.1.8

WMO和UNCCD与世界银行、ISDR、EC联合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缓解干旱中心和芬兰气象局

合作，就加强东南欧NMHS问题开展了一项可行性研究，并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为东南欧建立了
一个干旱管理中心。正研究在中亚地区成立一个类似中心的可能性。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正在为东
南欧建立一个气候变化中心；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正在为东部亚得里亚海建立一个海洋气象中心。
UNCBD
5.1.9

WMO出席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TA）第12次会议（2007年7月，巴

黎）。
《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
5.1.10

WMO 主办了《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缔约方臭氧研究管理员第七次会议（2008 年 5 月，日

内瓦）。会议审议了正在开展的国家和国际研究及监测方案，以确保对这些方案进行适当的协调并找到
需解决的差距；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卫星监测大气的未来发展。继续广泛地分发双周刊 - WMO《南极和北
极臭氧公报》。
《UNECE 长距离跨边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
5.1.11

WMO 继续主持测量和模拟专题组（TFMM），并参与了 CLRTAP 欧洲空气污染物长距离输

送监测评估合作计划（EMEP）专题组的工作。TFMM 在其年会上讨论了新的 EMEP 监测战略和测量
计划、加密外场活动以及 EMEP 中心之间的全球模式开发工作。在 2007 年夏季举行的特别研讨会上，
议题包括加密外场活动、排放清单和大气模式的不确定性，同时与排放清单和预估专题组还举行了一次
联合会议。若干个 GAW 台站将参加 2008 年夏季和 2009 年春季的加密测量活动。TF-HTAP 为评估空气
污染洲际传输的重要性而发起了一项全面的模拟研究。举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组会议和研讨会，以集中研
讨与政策有关的科学问题、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与模式比对、排放清单和观测资料有关的具
体主题。

联合国机构间的合作
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C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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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 完成了对自身作用和职能的审议，并集合了联合国系统三大支柱框架下的计划、管理和业

务方面的能力，其总体目标是制定一项综合方法，以应对联合国所面临的挑战。这三大支柱是：HLCP –
全球政策问题；HLCM – 商业惯例和 UNDG – 国家业务。CEB 在上次会议上重点研讨了联合国全系统在
目前国际环境下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保安和工作人员安全方面的一致性，并审议了当前的经济和政
治形势。CEB 通过了一份联合国关于气候中性的声明（在议题 9.1 下报告）。
CEB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P）
5.1.13

HLCP 通过制定共同的政策工具（完成了就业和体面工作主流化工具包）促进了政策的一致

性，并努力推进全球政策和方案以及全球公益。该委员会的气候变化工作组（WMO 为核心成员）就制定
一个联合国全系统的气候变化解决办法继续紧张地工作，从而推进 CEB 的气候变化倡议。联合国秘书长
已将该倡议提交给 UNFCCC 缔约方在巴厘岛举行的大会。HLCP 还设法解决和平建设问题、非洲的发
展、贸易援助，并审议了联合国能源机制、联合国海洋机制和联合国水机制的各项活动。
CEB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M）
5.1.14

HLCM 设法解决了工作人员的安保和安全问题，在有关采购、预算和财务、人力资源、信息和

通信技术网络以及法律顾问网络的协助下，为协调商业惯例而完成了一项宏伟的行动计划。
CEB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
5.1.15

UNDG 被纳入 CEB 框架，以整合全系统在加强国家层面业务工作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方面所付出

的努力。UNDG 支持在国家层面实施全球政策的进程；管理一个联合国方案以及对驻地协调员制度开展
监察。驻地协调员制度管理的支持结构属于 UNDP。UNDG 启动了一项涉及“行动步调一致”试点项目
盘点活动（阿尔巴尼亚、佛得角、莫桑比克、巴基斯坦、卢旺达、坦桑尼亚、乌拉圭、越南）。联合国
评估组应 HLCP 的要求，正在对试点项目开展一次独立的评估。诸如 WMO 等非驻地机构尚未全面参加
步调一致的联合国试点项目的进程。ICAO、IMO、UNCTAD、UNWTO、UPU 和 WMO 提出通过其地方
行政当局（如 NMHS）与国家工作队（由联合国工作人员组成）进行互动，并为那些国家的部门活动支
持作出提供专向资金支持的安排。有几种方案正在考虑之中：（a）重新设立直到 90 年代中期还存在的
以前的“部门支持基金”；（b）NRA 参加各项步调一致的联合国试点计划（以后再参加其它的国家计
划），并就国家层面的财政支持作出决定；（c）确定那些可能愿意提供资金援助的 NRA 认捐方，而
NRA 的能力尚未处在某个特定国家计划的首要位置上。所有的方案都需要进行分析，并吸取 NRA 的经
验以确定哪些方面的资金要求最有可能得到积极的回应。
全联合国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一致性
5.1.16

在议题 9.1 下面的一个专门文件对此问题作了汇报。

联合国－能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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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合国－能源机构间机制有助于确保联合国系统对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作出多学科响应过

程有连贯性，并确保在实施WSSD与能源有关的各项决定方面对联合国以外的利益攸关方进行有效的管
理。它的目的是促进全系统使用连贯一致的方法在能源领域开展协作，因为在联合国系统内没有一个单
一的实体对能源承担主要的责任。联合国－能源机制在其最近题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对能源提出的挑
战》的报告中涉足于能源的使用问题。该报告利用联合国系统集体的专长，并坚持认为，由于多数发展
中国家缺乏现代的燃料和电力，这使得贫困长期存在，制约了社会服务的提供，限制了妇女的机会并损
害了环境的可持续性。WMO于2007年12月加入联合国－能源机制，以便通过CCl气候和能源专家组的工
作做出贡献，并促进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太阳能和水能的使用。
联合国－海洋机制
5.1.18

WMO出席了联合国－海洋机制第五次会议（2007年5月，巴黎），会议尤其审议了联合国海洋

图集开发所取得的进展、对海洋环境状况作出全球报告和评估的情况（www.unga-regular-process.org）
和GESAMP的作用（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科学方面的联合专家组）。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在IOC和
UNEP的发起下，通过与联合国其它组织包括WMO和国际海床管理局合作，正在对海洋环境进行一次为
期两年的评估。开发了一个有关海洋环境的评估和活动的交互式在线数据库（www.unep-wcmc.org/
GRAMED）。WMO在特设指导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评估工作编制了工作计划和预算。
5.1.19

为评估新模式和测量产品的开发需求，从而改进我们对大气中的氮、磷和沙尘（铁）沉降到海

洋中所产生影响的认识，GESAMP建立了一个关于大气向海洋输入化学品的工作组，以加强海洋界与各
项大气计划之间的沟通。WMO牵头开展该组的评估，并为GESAMP伙伴的财政捐助建立了一个信托基
金，以支持开展此项评估工作。
联合国宣传组织（UNCG）
5.1.20

根据在联合国系统的宣传员基础上营造出的宣传势头，制定了一项联合宣传倡议，其目的是设

法执行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政策委员会的决定。一个核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宣传组（包括WMO）为
UNFCCC COP-12会议和IPCC报告的发布开展宣传协调工作，并概述了一项计划，以确保联合国就气候
变化持有一致而有效的声音并落实商定的各项目标。在该组的努下，UNCG建立了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
宣讲专题组。作为该专题组的一个积极的成员，WMO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确保联合国气候变化宣讲
工作充分反映WMO的各种活动和信息。该专题组为2007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制定和实
施联合国宣讲活动。WMO的各种信息，尤其是有关观测资料、科学和适应的信息被纳入联合国秘书长的
媒体信息。有关WMO各种会议和事件的信息被纳入联合国的一份确定为主要事件、媒体和宣传活动的日
常工作文件。
5.1.21

联合国气候变化网关（www.un.org/climatechange）是一个建立在联合国主页上的进入门户网

站，WMO在该网关中有突出的专题报导，并在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基本信息包方面也显得很重要，该
信息包确定了广泛的气候变化主题，以及联合国系统在气候变化方面正在开展什么工作。
(i)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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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加强了总部和区域层面与ISDR秘书处在减轻灾害风险领域的机构伙伴关系；同时，加强

与世界银行（通过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机制、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组、为穷人群体和商品集团保险）、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之间在减轻灾害风险领域的机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反映在具体的国
家和区域联合倡议以及DRR项目方面。WMO与世界银行、ISDR、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ECOWAS）在阿比让联合组织了一次由ECOWAS国家负责DRR的部长参加的部长级会议。目前
WMO正致力于在该区域开展联合工作规划。
5.1.23

为加强ISDR的管理，秘书长通过以下方式继续提供支持：即参加管理监督委员会的两次会议；

副秘书长被指定担任ISDR科技委员会的联合主席。ISDR科技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2008年1－2月，巴
黎）讨论了该委员会的作用及其对实施兵库行动框架的贡献。WMO与ISDR加强预警系统的平台合作，
在首届全球减轻灾害风险平台（2007年6月，日内瓦）期间共同组织了一次有关预警系统的会议。
WMO/ISDR减轻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工作组已于2007年6月转变为一个有关气候变化和减轻灾害风险的
“主题平台”工作组。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
5.1.24

IASC是一种在紧急情况下对提供给有关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进行机构间协调的机制。它包含40

多个联合国的和联合国之外的人道主义伙伴，比如OCHA、WFP、IFRC和UNICEF。人道主义团体和
WMO通过IASC工作组和单个成员正在进行讨论，以探索通过那些将WMO的RSMC、NMHS和其它信息
来源（如气候展望论坛）网络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人道主义机构网络联系起来的具体项目开展合作的机
遇。
与联合国的各项计划和机构之间的合作
5.1.25

WMO 开始就核设施现场评价的水文气象问题与 IAEA 进行交流，这是为 NMHS 制定指南的最

初步骤，其目的是与各自新设施的国家计划制定者进行更好的沟通。
5.1.26

在 与 ICAO 、 UNFCCC 、 UNEP 和 区 域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项 目 （ 如 新 一 代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系 统

（NextGen）、安全飞行（Flysafe））签署的合作协议框架下，通过讲座和出席国际会议的形式，提供
了 SESAR 有关航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范围和有关加强气象信息的使用以减少环境影响气候的科学咨询。
认识到需要准确率更高的和额外的信息，这是安全航空的一个关键的前提。
5.1.27

WMO 出席了第 7 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07 年 10-11 月，日内瓦，ITC），并就 WMO 对

若干个议题的立场（包括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主要关心的一些事宜）提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文件。会议
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有利的成果。
5.1.28

UNEP 修订了一系列的气候变化产品，这给 WMO 和 UNEP 加强彼此在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

做法、可再生能源的研究、适应规划和成本效益的预防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WMO 已开始与
UNEP 进行磋商。UNEP 基于结果的 2010-2013 年中期战略清楚地表达了远景和六个战略方向，包括气
候变化、灾难和冲突以及环境管理。UNEP 于 2007 年制定了新的气候变化战略，其中包含以下三个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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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的领域：即减缓、适应性和交叉事宜（如对谈判代表的支持、有针对性的经济评估、提高意识、
对全球变暖与其它环境问题的关系进行分析）。
5.1.29

UNESCO 执行局于 2008 年 3 月通过了 UNESCO 气候变化行动战略、一项基于以下两个要点

的多学科综合方案：即 a）完善和无偏差地制作并使用资料、信息和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与 WMO
合作，包括 JCOMM、GOOS、GCOS、WCRP）和 b）使用教育工具、具体的部门措施和旨在提高公共
意识的活动。
5.1.30

WFP 和 WMO 的高层讨论了加强两组织之间的合作事宜，以便在以下领域支持粮食安全：a）

为基于网络的人道主义预警服务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将人道主义预警服务网（HewsWeb）与官方预警
源实现链接；b）开发风险转移市场（如埃塞俄比亚的生产安全网络，NMHS 和 WFP 在这里开展了非常
密切的合作）。这包括确定资料需求，确定拥有资料的国家，或者确定那些资料拯救计划落实到位的国
家；c）明确人道主义界对气象、水文和气候信息的需求，并通过 WMO 信息系统（WIS）提供按需求定
制的产品。通过 WFP 网络采集天气、气候和水文信息及相关产品，并将其分发给农业部门的用户；d）
编写 WMO-WFP-FAO《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联合出版物（在有关世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物能源
挑战的高层会议（2008 年 6 月 3-5 日，罗马）之后进行）。
5.1.31

第 24 次 IOC 大会（2007 年 6 月）设立了一个 IOC 未来工作组（决议 24.1）。在 IOC 提交给

IOC 执行理事会第 41 次届会的报告中，该工作组建议 IOC 的未来应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应在
UNESCO 框架下保留并加强 IOC。根据 UNESCO 指南，工作组还建议 IOC 加强与联合国其它机构之间
的合作，并希望与合适的私营部门的组织发展伙伴关系。IOC 与各伙伴组织发起了一个磋商过程。它要
求 WMO 明确 WMO 会员国对 IOC 在有关政府间论坛中作用的看法，IOC 的作用是根据其章程第一段第
二条的规定有效地执行其使命，该章程规定：“本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并协调各项研究、服务

和能力建设计划，从而更多地了解海洋和海岸带地区的性质和资源，并将该知识用于改进管理、可持续
发展、海洋环境的保护以及其会员国的决策过程”。
5.2

与其它组织的合作

WMO/ICSU 国际极地年 2007-2008（IPY）
5.2.1

IPY 于 2007 年 3 月 1 日启动并将持续到 2009 年 3 月 1 日。WMO/ICSU 负责 IPY 的联合委员

会、它的三个分委会和 IPY 国际项目办公室积极工作，以促进 IPY 项目的实施。WMO IPY 跨委员会专题
组和技术委员会对 IPY 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大量支持，并为 IPY 的实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行动建议。在
231 个获得批准的 IPY 项目中，有 104 个项目获得了大量资金；69 个项目获得了部分资金；有 5 个项目
被取消；有 53 个项目迄今为止没有报告。
5.2.2

在两极地区正在实施 IPY 项目。通过以下方式加强极地大气研究，即在提克西（俄罗斯、美

国、芬兰）建立一个新的北极国际环境观象台；对位于北极和南极的若干个观测站进行现代化改造；建
立新的伊丽莎白女王站（比利时），并在南极部署新的 AWS。在涉及物理化学海洋过程的研究、海冰特
性和覆盖面积，大气、海冰、海洋、海洋地质学和生物学的 IPY 项目框架下，于 2007 年夏季在北极海洋
成功地进行了国际海洋考察。这些活动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包括：部署（这在北冰洋研究的历史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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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首次）了 156 个流速表系泊站和阵列，以及大量新的水下和冰下流动观测设备。为满足 IPY 项目对卫
星资料和产品的需求，IPY 空间专题组开发了有关 IPY 资料集。该资料集由大多数空间机构负责准备并
与 IPY 网站实现链接。
5.2.3

IPY 的成功启动显著增加了极区传统的大气海洋观测网络的报告数量。根据 2007 年 7 月 1-15

日 WWW 监测的结果，与 2006 年同期相比，在北极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海岸和岛屿上传输 90-100%
报告的天气站数量增加了 8 个；BUOY 报告的数量增加了 1096 份；而 AMDAR 报告的数量增加了
22,271 份。在南极地区，传输 90-100%报告的天气站数量增加了 2 个；BUOY 报告的数量增加了
18,150 份（数量是 2006 年的 5 倍）；而 TESAC 报告的数量则增加了 39 份，这主要是因为在南大洋部
署了 Argo 浮筒。
5.2.4

http://ipydis.org 上的 IPY 资料和信息服务为现有的服务和档案提供了一个搜索引擎，并为项目

协调员增添信息提供了一种工具。（在挪威、加拿大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下）挪威气象局的 IPY 资料协调
员负责监督 IPY 业务地球物理数据集。
5.2.5

IPY 跨委员会专题组在第二次会议上（2008 年 1 月，日内瓦）就 IPY 的进一步实施、资料管

理、后续使用和全球低温层监测网的建立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并将这些建议提交给了技术委员会和执行
理事会。
5.2.6

UNEP 理事会（2008 年 2 月，摩纳哥）通过了一项关于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呼吁“各

国政府和其它有关的区域和国际机构支持北极环境，作为 ICSU 和 WMO 联合发起的 2007-2008 年国际
极地年一项关键遗产”。
与其它组织的合作
5.2.7

根据 WMO 的要求，在发生环境紧急事件之后，由于大的涌浪的影响，于 2007 年 5-6 月给马尔

代夫易受冲击的岛屿造成大范围洪涝灾害，ECMWF 考虑到立即向马尔代夫提供海浪产品，以便对处于
紧急事件期间及之后的业务提供支持。应 WMO 的要求，ECMWF 理事会于 2007 年 12 月同意向 WMO
全体会员提供 2.5 度经/纬网距的海洋产品。这些产品将有助于指导 NMHS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 LDC（包
括 SIDS）对海洋状态进行正式的监测和预报。
5.2.8

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筹备委员会在大气传输模拟领域开展合作，使 CTBTO-

WMO“回溯”（对检测到的通过空气传播的物的源进行定位）响应系统得到实施，该系统于 2007 年 12
月成功地通过了包括 RSMC 和两个其它的 NMC 参与的最终试验。
5.2.9

第八次卫星事宜高层磋商会议（2008 年 1 月，美国新奥尔良）在 2025 年全球空基观测系统的

背景下审议了 GCOS 和有关的气候事宜。会议欢迎大家考虑 GCOS 对卫星观测资料的需求，强调气候观
测资料引人注目，需要保护以卫星为基础的气候记录的连续性。会议同意空间机构的高层目标，即不应
中断 GCOS 基本气候变量所需的以卫星为基础的气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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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大利资助的“萨赫勒地区脆弱性监测”项目继续协助萨赫勒地区五个国家的 NMHS 提供有

关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估的工具。
5.2.11

WMO通过其会员参加GEO和WMO秘书处对GEO工作计划作贡献的方式在GEOSS继续发挥积

极作用。GEO 2007-2009年工作计划包括73项任务，其中WMO牵头和联合牵头17项任务并对14项任务
作出贡献。WMO为以下四个GEO分委会提供服务：即用户界面、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和资料、以及能力
建设。将在2008年夏秋期间为2009-2011年准备一份新的工作计划。WMO将审议其在现有工作中所发挥
的作用，并根据情况提出新的任务。
5.2.12

GEO第四次部长级高层会议（2007年11月，南非，开普敦）收到了David Grimes以写作组联合

主席身份提交的第一份有关GEO十年实施计划的进展报告，该写作组撰写了此报告。作为对GEOSS的贡
献，该报告附录描述了会员国或参与组织的100项成就。秘书长代表WMO和参与GEO的其它联合国机构
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本次会议通过了一份宣言。
5.2.13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WMO/EUMETNET联合办事处的促进下，WMO大大加强了与欧洲委员会的

合作。尤其是，秘书长与许多EC专员和其它高级官员进行了相当积极的讨论。EC表示WMO作为一个开
发伙伴能够在在一系列有关气候变化和灾害管理领域支持SIDS和LDC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
的承认。EC提请WMO参加对减轻灾害风险的新战略进行定义。普遍认为即将拟定的国家发展战略文件
应具体关注与WMO有关的事宜。与EC扩大有关的主要焦点是东南欧项目，以及对项目实施提供资金支
持的可能途径，包括对干旱管理中心的支持。秘书长在新的欧洲议会临时委员会第一次公开会议上举办
了有关气候变化的讲座，在EU发展日活动（2007年11月7-9日，里斯本）上也集中阐述了气候变化问
题。最后在工作层面举行了高层会议。WMO为EC适应气候变化的绿皮书撰稿；为泛ACP国家EDF基金
和全球环境和安全监测（GMES）- 非洲开展交流创造了机遇；出席了GEMES - 非洲会议（2007年12月
6-7日，里斯本），随后进行了互访，访问产生了有关把WIS用于GMES的建议，目前正在编写过程中并
最终提交EC审批。EC和WMO还开始就EU资助AMDAR（和水汽测量）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并与
SESAR（欧洲单一天空空中交通管理与研究）的管理层正式接触，双方已就未来的合作方式达成了一
致，以便气象界（以AVIMET和WMO为代表）能为那些拟由该集团发布的文件做出实质性贡献，从而确
保把重点放在航空气象领域的研究活动上。
5.2.14

WMO 联合发起并参与了美国气象学会和欧洲气象学会的年会。

5.3

宣传和公共事务

5.3.1

由波兰气象和水资源管理局承办的 WMO 六区协信息和公共事务联络员研讨会（2008 年 5 月

13-14 日 ， 波 兰 ， 华 沙 ） 最 终 确 定 了 “ WMO 为 NMHS 宣 传 员 准 备 的 媒 体 指 南 ” ， 可 通 过
ftp://ftp.wmo.int//Documents/MediaPublic/Guides/WMOMediaGuide.pdf 获取该指南。该研讨会还加强了
欧洲 NMHS 在公共信息领域的合作。其它区域协会可能希望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5.3.2

WMO 发布了无数的新闻稿和信息通报，有些是与会员或者联合国其它机构一起发布的；举行了

各种新闻发布会和深入的情况介绍会；并将那些从 NMHS 收到的新闻通报给国际媒体。WMO 专家参加各
种电视和广播节目，并接受媒体采访和提供背景介绍。向灾区及时提供季节预报，吸引媒体进行了大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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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得到了救济组织的赞赏。《2007 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WMO 臭氧公报》和《2007 年温室气体
公报》吸引了许多媒体进行报道，而预警系统、热带气旋和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情况的发展以及气候预测
的基本作用同样吸引了大量的新闻报道。WMO 在 2007-2008 年 IPY 背景下积极促进各种教育、宣传和沟
通活动。在这方面，会员可能希望考虑如何使用 IPY 活动所取得的成功。WMO 还积极促进 IPCC 的活
动，在其获得 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时安排媒体采访并发布新闻综述。每天的活动是发布世界各地新闻界
报道 WMO 和 NMHS 的专题集 － 即发布“新闻报道中的 WMO”。

5.3.3

在重大国际会议，尤其是在 UNCCD COP-8 和 UNFCCC COP-13 的时候，为公共信息宣传活动制作

了新的小册子、海报、情况说明书和媒体通报材料。WMO 尤其是通过联合国宣传活动，将 NMHS 积极宣传
成为与减缓和适应气候有关的决策活动的重要伙伴。由 WMO 秘书处和常任代表安排的会外活动、新闻发
布会和采访活动提高了 NMHS 在这些会议上的知名度。

5.3.4

WMO 在 2006 年国际素描竞赛之后发行了一本题为《天空和海洋》（102 页）的新的出版物，独

有地收集了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各种素描。该出版物是与国际海洋研究所共同发行的，并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在马耳他举行的海洋和平学会年会上正式推出。在 WMO 的在线美术画廊上可欣赏这些素描作品。

5.3.5

WMO 通过其新设计的网站加强了宣传力度，网站吸引的访问次数越来越多，这证明该网站不仅

是一个宝贵的宣传工具，而且对 WMO 会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该网站被不断更
新以满足用户的要求，并方便人们理解和认识该网站的产品。对在线的“气象世界”作进一步开发，以
便对要求和反馈进行响应。访问人数最多的页面仍然是新闻部分。此外还推出了在线的《WMO 公报》。

5.3.6

在为广播电视网络和宣传专业人员准备的宣传活动中，WMO 与法国气象学会一道发起了第四

届国际气象论坛（2007 年 10 月 12-14 日，巴黎）。此外，WMO 与国际广播气象协会继续开展密切合
作。专业人员可继续使用 WMO 天气主持人在线论坛：www.wmofeed.org。本组织与诸如欧洲广播联盟
等电视信息提供商继续密切合作。无数的电视网络和记录片制作人使用了 WMD 的电影片段。

5.3.7

各个机构的团体对 WMO 总部的访问更加频繁。在 NMHS 的支持下，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包括

UNCCD 和 UNFCCC 年会、第四届 FIM、欧洲发展日、GEO 部长级高级别会议和日内瓦书展（2008 年 4 月 30
日-5 月 4 日）上展示了 WMO 的各项活动。

5.3.8

秘书长与中国气象局（CMA）签署了一份有关参加 2010 年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

世博会（2010 年 5-10 月，中国，上海）谅解备忘录。CMA 代表 WMO 与世博会组织单位签署了参展合
同。WMO/CMA 展馆将设法提高公众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 WMO 和 NMHS 的工作；认识到 WMO 和
NMHS 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贡献。该项活动将由预算外资金支持。提请 WMO 会员和伙伴组织参加该展览
并为展览的筹备捐款捐物。WMO 还将参加联合国展馆。

世界气象日（W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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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MD-2008 的时候分发了主题为“观测我们的星球，共创更美好的未来”的资料袋。该资料

袋包括一份秘书长的致辞、一份小册子和一份海报。在录像带和 DVD 上以本组织六种官方语言制作了一
部片名为“观测我们的星球，保障我们的未来”的电影，供会员、电视网络和其它有关组织使用。

5.3.10

EC-59 确认，2009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天气、气候和我们呼吸的空气”。制作世界气象日

电影所需的费用没有从正常预算资金中支出。

[5.3.11

以下是为 2010 年 WMD 建议的主题：

（a）与气候变化共存 – 该主题可能有助于会员展示气候信息对个人和社区适应气候变化和
气候变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将该主题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的承诺联系
起来，以便在2010年之前显著降低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这是对减少贫困和地
球上所有生命的一种贡献。
（b）顺应气候 – 该主题以2009年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主题为：“为决策服务的气候预测
－重点关注季节至年际时间尺度，并考虑数十年的预测”）的成果为基础。如果全世
界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挑战，那么有必要提高能力以更好地预测
地球气候的变化。
（c）揭示极地地区 – 该主题有助于宣传2007-08年国际极地年的成果，国际极地年将持续到
2009年。

（d）荒漠沙尘加重饥荒 – 由于荒漠化的影响，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和落后的耕作方法共
同使全世界笼罩在越来越多的沙尘之中。沙漠的扩大和随后对可耕地的破坏对人类带
来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降低了粮食生产的能力并增加了空气传播疾病蔓延的风险。
（e）监测大自然以减轻贫困 – 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WMO通过气象水文监测、研究和
预测，对环境保护、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该主题可以强调最不发达国
家的需求，以及诸如降低灾害风险、粮食安全领域的示范项目。
（f）监测天气、气候和水以保护公民 – 城市气候学使决策者在规划城市发展包括交通、能
源、卫生基础设施方面能考虑未来的气候信息。同样，与天气和水有关的资料对保护
公民的生命是不可缺少的。该主题有助于推进2010年世博会的工作，因为本次博览会
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g ）

海上安全 – 海上安全信息（MSI）对在海上航行的用户以及沿海地区的大量用户而

言至关重要。提供给海上船只的MSI可分成若干种类，包括与搜索和救援行动有关的信
息，气象/海洋预警和预报以及导航警报。海洋和海岸气象对海岸综合管理也很重要。
（h）日常生活中的天气和气候 – 天气和气候对文化传统、艺术、宗教、时尚、家居和假日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的是为了揭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气象信息服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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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MO六十年的合作–为了您的安全和福祉 – 2010年WMO成立60周年纪念日给我们提
供了一次机会，可借此说明人们如何从各个国家之间的稳定合作中获益，从而为人们
提供有关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j）为营救和预防工作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 – 天气和气候报告对救助组织而言至关重要，
并对救援工作产生影响。2010年WMD的重点应关注当前的合作；它们如何行使职责发
挥作用；以及为挽救生命和提高效率而在 NMHS和人道主义组织之间发展更加紧密、
更加广泛的伙伴关系。]
议题 5.(2)-会员和伙伴组织在决策和实施中更广泛地利用
天气、气候和水产品
预期结果：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战略主旨：伙伴关系
EC-60/报告 5(2)
1.

在整个 2007 年，在经过各国政府和专家的详尽评审后，IPCC 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

（AR4），包括三个工作组报告以及 2007 年 11 月在瓦伦西亚通过的综合报告。每份报告都有一个经各
国政府逐行批准并一致通过的“决策者摘要”。在 2001 年第三次评估报告发布以来的六年中，气候变化
相关知识和科学已经取得大幅进展。因此，这次 IPCC 的发现更加确凿，现有认识差距大为缩小，不确定
性大幅降低，对决策者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更加相关的回应，并且只要有可能就用区域方法来补
充全球方法。该报告确认，目前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主要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阐述了已经和预期发
生的全球变暖的影响以及社会适应气候变化以减少其脆弱性的潜力；最后，提出了旨在限制未来变化程
度的成本、政策和技术的分析。在处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问题方
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IPCC 秘书处付出了重大努力，发放以所有联合国语言出版的报告，公布 IPCC
的发现，并与各工作组一起执行协调一致的宣讲计划。
2.

作为《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补充，2008 年 4 月 9 日至 10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IPCC 第 28 次全

会通过并正式发布了技术报告“气候变化与水”。观测记录和气候预估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淡水资源
是脆弱的，并有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强烈冲击，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该报告涉及了
观测到的大尺度水分循环的变化，预估的降水、河流径流、水分供应、极端降水和干旱事件的发生、大
陆冰川和积雪以及水质的变化，这可能给淡水系统及食物资源带来不良后果。这些变化将影响水资源基
础设施的功能和运行以及水资源管理的做法。该报告评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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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其他政策领域水资源管理选择的潜在影响。它还突出了与气候变化和水相
关的一些观测事实和研究需求。
3.

2007 年 12 月，IPCC 与戈尔先生一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们努力建立和传播有关人为

气候变化的更多知识，并为抵制这种变化所需的措施奠定基础”。IPCC 已决定用获得的资金成立一个特
别信托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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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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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评估报告》为 2007 年 12 月在巴厘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3 届缔约方大

会的审议充当了决定性信息的基础，这导致了巴厘路线图和巴厘行动计划，它们为谋划应对气候变化的
新的谈判进程制定了路线，目的是到 2009 年完成这一谈判。IPCC 的主席、高级职员和作者也参加了许
多涉及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高级别论坛。
5.

已经收到来自各国政府、主席团成员、观察员组织和《第四次评估报告》作者的大量反馈，以

回应 IPCC 主席关于委员会未来活动的询问。他们已汇编并提出了一个临时性综合建议。在 2008 年 4 月
9 日至 10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IPCC 第 28 次全会上已经确定了一般性准则，一个更详细的工作计划正在
准备之中。
6.

IPCC 已决定编写第五次评估报告，拟于 2014 年完成，目标日期是在 2013 年初发布第一工作

组报告。IPCC 包括三个工作组，分别涉及“自然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减缓气候变
化”，以及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这种工作组的结构以及 IPCC“主席团”的规模和组成将得到
维持。然而，为了考虑最新的科学和政策发展，以及改善为响应会员和 UNFCCC 的建议及需求所开展的
评估的相关性，必须解决关于这些工作组职责和运行的一些问题。具体问题的事例包括在可持续发展的
综合战略内协调处理适应和减缓，以及开发一种区域方法以补充全球方法，特别是在评估气候变化的影
响和脆弱性方面。
7.

IPCC 已同意围绕一套修订后的社会经济、气候和环境条件的情景组织新的评估工作。与从人口

预测和发展假设出发（迄今为止的情况正是如此）相反，它们将基于一系列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可能演
变规律（具有代表性的浓度途径），这将同时作为开发新的气候模式模拟的基准以及开发排放和社会经
济情景的目标。这一方法基于最新的科学进步，允许三个工作组及其所代表的团体采用平行的和更有效
率的方法，并且还提供了一个开展影响、适应、脆弱性和减缓分析的最佳框架。
8.

IPCC 已决定着手编写特别报告“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准备于 2010 年下半年完成。

9.

IPCC 第 29 次全会将于 2008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将选举新一届 IPCC 主席

团，同时庆祝 IPCC 成立 20 周年。WMO 会员已被邀请提名其主席团候选人。准备 IPCC 未来六年的详
细工作计划将是新一届主席团的任务。
议题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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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教育和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源开发
预期结果: 9
能力建设
战略主旨: 能力建设
EC-60/报告 6(1)
包括教育和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源开发
1.

为提高 NMHS 工作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技能，目前采用 3 种有效方法：利用资深专家在适当场合

（讲习班、研讨会、岗位培训、访问专家、奖学金、示范项目）开展的直接教育和培训；对 NMHS 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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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培训中心教员的教育和培训，即“培训教师”方法（关于教育培训原则和做法的讲习班、研讨会等，
以及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科技知识和技能的讲习班、研讨会）；以及出版和发行一系列的原始教材。
2.

更多的教育培训事宜在本次会议的文件 4.2 中讨论。特别是，文件 4.2 讨论了从事向空中导航提

供气象服务人员的资格鉴定和认证问题，并向理事会通报了第 11 届 WMO 教育和培训研讨会（SYMET11）的计划。
改进教育和培训计划
3.

EC PAN-23 在研究教育和培训计划（ETRP）时采取了端-到-端的做法。这包括讨论如何在秘书

处和 WMO 运行计划中体现 ERTP、审查会员的培训需求、审查已规划的培训活动和确定培训空白点。专
家组注意到，为了使这一方法取得成功有必要让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其它计划充分参与，从而准确
地确定会员的培训需求。专家组注意到，并非所有的区域培训中心都积极向本区域的会员提供培训机
会，不管是通过安排长期奖学金、参与短期培训活动、或与其它区域培训中心或培训机构合作。专家组
建议，应当更多地利用 RTC 及其设施，这不仅能支持会员的需求，而且也提升了 RTC 自身的能力。专家
组注意到，向基于结果的管理做法靠拢使得有机会使各项计划在更宽泛的项目中（各种临近预报或灾害
性天气示范活动，或更宽泛的项目，如 THORPEX，或预计从诸如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等重大会议取得的
成果）与其重点培训活动或计划挂钩、整合资源或进行协调或进一步努力提高培训在区域或地理范畴内
的整体影响。
4.

为了使有限的培训机会产生最大的影响，会员需要审查自己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不仅确保合

适的人选参加合适的培训活动，而且要让他们能够在回国后进一步提高新的技能和知识。
5.

理事会建议问卷调查表中有关教育培训的部分应尽可能采用通用的框架，以便更好地整合反馈

的数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过秘书处的培训管理班子协调问卷调查表中教育和培训内容。
6.

一系列不同计划共有的突出问题是：帮助 NMHS 的高级职员提高知识、技能，以及如何通过大

力推销一个强有力的 NMHS 利用天气、水文和气候信息及服务给国家带来的效益，以及它们为减轻灾害
风险和为国家安全做出的贡献来提高 NMHS 在国家框架中的地位。该主题将在本次会议的文件 4.2 中进
行深入讨论。
确认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培训中心
7.

2007 年标志着 WMO 区域培训中心（RTC）外部评估第一轮工作的结束。在八年多的周期中，

每个 RTC 均接受了由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一名成员带队的外部评估团的评审。在此周期中，对“EC 认
可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作了修改，以纳入 WMO 感兴趣的更多技术和科学学科并反映对现代区
域培训中心一些额外素质的期待。EC-58 要求该 EC 专家组还要应用修订的标准持续地监督现有的 RTC。
8.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 23 次会议注意到，拖延对新的 WMO RTC 的认可会影响给会员带来的

教育培训机会。为缩短提名过程中不必要的拖延，专家组建议对“EC 认可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作一小的修改（见 EC-60/文件 6（1）第 6.1.4 段的附录），从而使区域协会能在休会期间提名 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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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对设在安哥拉、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的 RTC 进行了外部评

9.

估。EC 专家组注意到在四份外部评估报告中有三份明确建议重新确认 WMO RTC 的地位，该专家组也注
意到外部评审员建议在遵守“EC 认可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上要采取预防和纠正行动，因此，专
家组建议对它们的重新确认取决于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
教育和培训对 WMO 运行计划的贡献
在 EC PAN-23 期间，该专家组发挥了一个类似负责教育和培训的技术委员会的角色，审查了

10.

WMO 秘书处运作计划（SOP）中的教育培训部分，并以此作为 WMO 运行计划的部分初稿。专家组得出
结论认为，SOP 中 ETRP 部分的关键绩效指标是活动而不是目标。专家组制定了目前交付成果的新目
标，还拟订了三项额外的可提供的服务（EC PAN-23 最终报告的附录 3 ） 。此外，专家组还指出，WMO
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 7 没有任何 ETRP 绩效指标，而预期结果 7 则是 ETRP 支持的两个预期结果之一。
专家组还注意到，需要不断监督和审查 ETRP 可提供的服务、关键绩效目标、指标和活动，以

11.

确保各项活动是可完成的，可对照关键绩效目标和指标进行监督的，以及这些目标和指标本身又与可提
供的各项服务是有关联的。

附

录

EC 专家组的建议
建议 1（PAN-23）—— EC 认可新的和现有的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注意到：
1、

EC-58 修订了认可新的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2、

目前要求做出有关推荐新 RTC 建议的决定须经过区域协会全体会议的审议，这可能导致推荐中心
的过程过长，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
修订推荐新 RTC 的程序，使区协主席能在区协休会期间向 EC 提交推荐成立新 RTC 的建议，前提是所有
区域协会的会员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并对提名作出反馈。
建议 2 （PAN-23）—— 重新确认经过 2006-2007 评估的 RTC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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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

2006 年和 2007 年对安哥拉、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以色列 RTC 的外部评估表明有关的 RTC
在许多方面符合 EC 认可 WMO RTC 的标准，

2、

上述出访任务之后的外部评估报告建议，虽然对进一步改进计划、设施和课程提出了建议，但仍继
续认可这些培训中心为 WMO RTC，

3、

EC-58 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修订后的认可现有的或新 WMO RTC 的标准。

建议 WMO 执行理事会：
如果外部评估报告中的建议得到实施，可重新认可安哥拉、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以色列的 RTC 为
WMO 承认的区域培训中心。

议题 6(2)-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
通过技术合作建立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能力
预期结果： 9
能力建设
战略主旨：能力建设
EC-60/报告 6(2)
关于 WMO 自愿合作计划（VCP）和相关技术合作活动的进展报告
通过技术合作开展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能力开发
6.2.1

会员继续大大受益于技术合作流程开展的活动，活动涉及若干领域，如项目和计划的开发、资

源筹措和机构、基础设施和人力能力开发,这些反映在各科技计划和区域办公室提交给 IPM2008 年会议的
文件（文件 3.1 到 3.3, 文件 4.1 和 4.2, 文件 6.1, 6.3, 6.4 和 6.5）和相关报告和信息文件，以及 VCP 特设非
正 式 计 划 会 （ IPM ） 和 相 关 的

2008

年 技 术 合 作 计 划 的 报 告 中

（http://www.wmo.int/pages/prog/tco/vcp/documents/IPM(2008)FinalReport.pdf）。
6.2.2

2007 年通过 WMO 开展的技术合作完成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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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美元来自信托基金项目，
约 110 万美元来自于 WMO 常规预算。另外，通过会员报告的双边和其它安排的技术合作活动达到了约
1000 万美元。很明显，VCP 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服务提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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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通函了 28 个项目请求，其中 13 个获得了支持。在过去 10 年始终保持着约 50%的请求能

得到支持的趋势。2009 年将分析过去 VCP 的协调活动，从而确定该成功率的潜在原因，以便考虑是否能
够提高成功率。
6.2.4

VCP 非正式计划会 （IPM）于 2008 年 3 月在比勒陀利亚召开。各会员决心共同改进项目共同融

资和信息共享方面的相互联系，决心支持 WMO 接触其它潜在的资助机构。IPM 要求秘书处促进 IPM 和
EC-CB 之间的互动，因为他们认为 EC-CB 能够成为认捐团体将其问题、关切和想法带到 EC 的渠道。就
此，他们询问 EC-CB 是否正在落实 EC-59 提出的国际技术合作大会，同时提出愿意帮助此次会议的规
划。IPM 还认为，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是 WMO 日程上即将开展的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因此询问将怎样
帮助 NMHS 协助准备此次活动，尤其是如何利用其它已规划的活动，例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和其它能力
建设和培训活动。
6.2.5

与若干资助机构搭建可能的伙伴关系的对话已经开展或者正在进行，其中包括世界银行，欧盟

开发、扩建、研究和事业总署，欧盟非洲-加勒比-太平洋秘书处，芬兰气象局和外交部，意大利政府，爱
尔兰外交部，美洲开发银行和北约用于和平目的的科学计划。

计划开发活动
6.2.6

预计各国的援助请求有可能增加，同时考虑到可用资源有限，而这些请求之间存在很强的竞

争，显然需要一个战略途径来应对此项挑战，该办法将使技术合作活动关注战略规划、区域协会发展和
NMHS 确定的重点领域，以便解决观测和通信设施以及提供服务能力方面日益加大的主要差距。
6.2.7

这个问题正在通过促进区域办公室和主要认捐方在区域和次区域开发项目（多边和双边）之间

的互动予以解决，例如用于开发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和西部和北部非洲国家的西班牙项目；芬兰对 SADC
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支持，以及与欧盟 DG-扩大在东南欧的开发项目的新的协作和与世界银行在东南欧
和高加索地区区域发展议程的协作。虽然这些项目在这些地区是“播种”了主要的开发项目，但是需要
更多渠道的补充资金。
6.2.8

WMO 代表团（欧洲区域办公室和 RMO 主任）出席了重点为水文气象的 NATO 标准和项目评

估程序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研讨会，促成了一次边会来讨论进一步实施 WMO/UN-ISDR/WB 关于东南欧
和萨瓦河流域 NMHS 现代化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这个涉及东南欧地区的 NMHS（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黑山，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开发项
目取得了新进展。欧盟扩大总署表示愿意资助区域合作和资料和信息共享的启动活动，而且正在考虑完
整的建议。活动应该于 2008 年年底启动。在上述边会期间与 PR 协商制定了该建议。
6.2.9

与世界银行建立了关于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与气候相关活动的工作关系。WMO 为世界银行对

该地区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提供专家评审。WMO 与世界银行于 2008 年 6 月在 萨格勒布共同举办了区域气
候展望论坛。
6.2.10

另外，世界银行批准的项目 -“旨在支持气候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气候观测和区域模拟”

很快将启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气候预测和适应分计划

进展/活动报告

119

（CLPA）和 IGAD 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ICPAC）正在协作制定和实施三个互相联系的研讨会的日程，
旨在展示该地区有效气候风险管理战略的关键要素。研讨会日程的总体目标是帮助确保利用区域模式及
其价值，对模式的限制条件提出建议，同时提高利用数据和模式预测进行适应规划的区域能力。
6.2.11

西部和北部非洲国家 NMHS 局长于 2007 年 10 月 17-19 日在西班牙的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的西

班牙非洲合作中心召开会议。与会者还有 ECOWAS 、非洲联盟以及法国、葡萄牙和美国 NMS 的代表。
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1）成立西部和北部非洲国家 NMHS 局长论坛，包括初期组织一个年度会议；
（2） 批准初期行动方案，反映西非地区 NMHS 提出的中短期需求； 和（3） 促进地区内部气象和水文
的横向合作，从而增加多边合作。活动包括利用 WMO 信托基金西班牙的支持部分实施行动方案。活动
于 2008 年 2 月启动。
6.2.12

伊比利亚美洲 NMHS 的局长会议讨论了行动计划中的 2007 年执行的活动以及批准了 2008 年将

开展的活动。三、四区协伊比利亚美洲国家 NMHS（两个区协共 19 个国家）的气象和水文合作计划包括
在 2007 年在培训援助，业务气象，制定旨在开发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
尔 NMHS 的项目。
6.2.13

非洲气候发展计划（ClimDev 非洲）提供了新的机会，该计划目前正在制定。ClimDev 非洲的

所有权在非洲机构和主要的非洲伙伴内部，包括非洲联盟委员会，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
行。 GCOS 和 WMO 是国际伙伴，它们将有机会在进一步开发和实施计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ClimDev
非洲得到高层大力支持，而且开发机构很有兴趣为其提供资金。包括 GCOS 和 WMO 的专门工作组各成
员的首次会议于 2008 年 3 月 18-19 日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目的是审查逻辑框架和项目文
件草案。预计项目将于 2008 年年底开始实施，如果启动活动能够获得认捐方支持。非洲的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以及区域气候中心将在 ClimDev 非洲的实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6.2.14

同样，GMES 的非洲计划处在早期开发阶段，WMO 继续对此给与关注。如果重点方面能够定

在实地和空基观测，WMO 也许有很大的机会。另外，WMO 和 GMES 之间正在建立很强的伙伴关系，尤
其是与 WIGOS 有关的关系。WMO 驻布鲁塞尔办公室（与 EUMETSAT 共享）与各个欧洲机构和 GMES
讨论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6.2.15

同时，通过跨境协作和通过专业区域（包括虚拟）中心或者诸如区域干旱管理中心、仪器中

心、海洋气象中心等的区域团体来最大限度优化规模效率的潜在机遇是很明显的。例如，为航空提供气
象服务的问题，尤其是预警服务（SIGMET，AIRMET）需要大量的技术资源，从区域 NWP 到多普勒雷
达，人力方面需要符合新的 WMO-No. 258 航空增补件，即要求航空预报员具有大学学历，这对小国和最
不发达国家以及 SIDS 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要考虑成立区域团体共同提供服务。
6.2.16

新组建的 PR 对外关系顾问网为发展中会员的 NMHS 筹集资金和技术活动提供坚实的合作基

础，尤其是涉及到获取国内的资助来源，例如通过国家预算过程；国外使团和使馆：联合国“协调一
致”过程；全球环境基金；欧洲委员会 ACP 模式；以及国外开发援助与国家政府计划的其它机制。融资
办公室出席了 PR 对外关系顾问网（INTAD）召开的 INTAD-RAI, INTAD-RAII 和 INTAD-RAV，而且将
继续与这些网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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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C-3 为突出强调 WMO 系统在提供气候服务方面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机遇，RMO 将在很大

程度参与这一过程。

议题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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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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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结果：9
战略主旨: 能力建设
EC-60/报告 6(3)
2007 年 7 月-2008 年 4 月的进展/活动报告
1.

作为重点，WMO 区域办公室继续为各区域协会制定区域战略计划提供支持。各区协主席将在

议题 2.4 下提交报告时介绍上述战略计划。
2.

区域办公室和 WMO 在区域的办事处作为 NMHS 的信息中心并组织专家和实况调查团组确定会

员的需求和要求，以提供适当的协助。它们与相关的技术司密切合作，组织了区域工作组会议。它们还
组织举办了技术大会、研讨会和讲习班。EC-60 信息文件 11 提供了区域活动的清单。
3.

区域办公室和 WMO 在区域的办事处继续宣传 WMO 和 NMHS 在联合国机构和各区域内的其它

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形象。
4.

区域办公室和 WMO 在区域的办事处发起了旨在加强与区域经济团体合作的倡议。在此背景

下，组织了一些 NMHS 局长会议，启动并加强了制定区域气象/水文计划的合作框架并促进了以最佳方式
开展信息交换。上述会议包括：
•

2007 年 10 月在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举办的西非和北非国家 NMHS 局长会议；

•

2007 年 11 月在巴拉圭亚松森举办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局长会议；

•

2007 年 7 月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加举办的由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署（SPREP）和 WMO 共同组织
的两年一届的区域气象局长（RMSD）会议；

•

2007 年 3 月在莱索托马塞卢举办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NMHS 局长会议；

•

2008 年 4 月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办的东非共同体合作伙伴国气象局长会议；

•

2007 年 10 月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东南欧 NMHS 局长会议；

•

2008 年 5 月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办的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NMHS 局长会议。
5.

常任代表的国际合作和对外关系顾问区域网络相继在六区协、一区协和二区协建立。其它区域

也将陆续建立。
6.

关于 WMO 国家数据库，在秘书处内部正在制定一个现有专业数据库的清单。作为 WMO 国家

基本信息数据库实施计划的初始阶段，将开展一次更全面的资料、文档和记录的调查。按照 EC 的指导意
见，将根据对用户需求和已有技术的调查来设计国家数据库的技术和功能性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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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6(4)-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履行职责的能力
-为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 LDCS 及 SIDS 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预期结果：9
战略主旨：能力建设
EC-60/报告 6(4)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4 月期间的进展/活动报告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4 月期间的进展/活动报告
1.

以“加强 WMO 和 NMHS 在实现 MDG 中的作用指南”的形式编写了一套的简要信息（草

案），该指南将由 EC 能力建设工作组通过与政府官员、UN 驻各国的办事处、融资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磋商对内容进行审核并定稿，以供分发和 NMHS 使用。
2.

一些 LDC 的 NMHS 通过提供的奖学金、资助专家参加 WMO 会议、提供数据管理和处理设备、

组织有关气候和水领域的能力建设活动、开展特别的宣传和项目制定活动等方式接受了援助。这些援助有
助于提高 LDC 的 NMHS 的能力。
3.

WMO 非洲 LDC 协调和能力建设研讨会于 2007 年 9 月在乌干达恩德培召开，旨在促进国家和区

域层面 LDC 国家联络员、各部委和 NMHS 局长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分享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效利用
气象和水文信息、产品和服务的经验和成功案例；以及增强 LDC 的 NMHS 高级职员的管理技能。作为上
述研讨会建议的一项后续行动，2008 年 2 月在英国的 VCP 项目资助下开发并实施了“通过电子学习方式
管理”的培训课程，旨在增进 LDC 的 NMHS 中高级管理人员对管理技术的掌握和利用，该课程侧重于项
目的开发和融资。2008 年 10 月将在亚太地区为 LDC 和 SIDS 举办类似的课程。
4.

一项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关切气候变

化问题-WMO 视角”的特别会议于 2007 年 9 月在纽约 UN 总部举行，旨在帮助这些国家就气候变化问题
开展国际对话。在会议期间，秘书长突出强调了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对主要社会经济部门的影响，并突出
强调了 WMO 在气候变化和相关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包括通过 WMO 特别计划为这类国家开展的能力建
设活动。由于 SIDS、LDC 和 LLDC 常驻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了 UN 系统办事处和发展伙伴，这使 WMO 的
形象得到提高。
5.

2007 年 4 月 14-18 日在埃及开罗举办了非洲 LDC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培训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

帮助与会者获得有关人力资源开发规划方面知识并分享经验，以及在 NMHS 实施。
6.

2007 年 9 月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其总体目标是为通过开发和应用气候产品和服务减轻大非洲之

角区域的气候灾害风险。该项目由 USAID/OFDA 资助并以设在肯尼亚内罗毕的 IGAD 气候预测和应用中
心（ICPAC）为基地，支持 10 个大非洲之角（GHA）国家（其中 9 个属于 LDC）的 NMHS 开展季节气候
预测的能力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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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马拉维和赞比亚的 NMHS 提供援助，以启动有关分别评价气象产品和服务给天气风险保险行

业和能源部门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8.

为一项可行性研究的成果，芬兰政府正在考虑向 SIDS 太平洋项目提供财政支持，以提高太平洋

岛国适应气候变化、减轻灾害风险和朝着实现 MDG 方向迈进等方面的能力。
9.

WMO 为起草 2007-2010 期间实施联合国系统进一步落实 LDC 行动计划的行动方案做出了贡献并

参与其中。该行动方案的目的在于在今后两年多的剩余时间内加强落实布鲁塞尔 LDC 行动计划，以在商
定的时间内实现该计划的各项目标。如附录所述，WMO 在第 1、3、4 和 6 项承诺的 10 项活动中发挥了主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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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UN系统行动计划（摘录）
承诺 1 - 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策框架

目标和指标

行动

1. 为到2015年将生活在极端
提高LDC提供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
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能力，支持农村和城市贫困社区的创收活动
而取得实质性进展；
2. 为到2015年使死于饥饿的
促进有效地利用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
人口比例减少一半而取得实
以支持粮食安全
质性进展；

3. 实现GDP每年至少增长
7%；

实施电子商务战略，例如电子农业、电子商
务并采用ICT和灾害监测、预报和检测战略

牵头组织/机构

合作伙伴，包括民
间社团和私营部门

预期结果/完成情况

WMO

UNDP
FAO

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收入并减少对气
候风险的脆弱性

WMO

FAO
WFP

增加农业生产并改善获取粮食的途
径

ITU, WMO

WMO, 当地政府
部委

在农业生产和市场营销方面更好地
使 用 电 信 /ICT 资 源 ， 并 更 好 地 备
灾，导致获得更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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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3 – 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

目标和指标

行动

牵头组织/机构

合作伙伴，包括民
间社团和私营部门

预期结果/完成情况

14. 到2015年，将无法获得
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
口比例减少一半；

协助LDC提供高质量的水数据和信息，特别
是向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测，
包括供水。

WMO

政府部委

改进蓄水规划工作和水资源综合管
理

18. 在十年期末，大幅度降
低LDC的疟疾、肺结核和其
它致命性疾病的感染率；减
少 肺 结 核 （ TB ） 的 死 亡 人
数，到2010年减少其50%的
流行率、和减少50%与疟疾
相关疾病造成的社会负担；

协助LDC提供能满足特殊需求的气候信息和
服务，包括月至季度气候预测，以支持预防
疟疾、脑膜炎和其它传染病的各项健康计
划。

WMO

WHO

改进对传染病爆发及蔓延的预防体
系和早期预警系统并不断提高公民
的健康和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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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4 – LDC开展全球化工作的生产能力建设
目标和指标

行动

牵头组织/机构

合作伙伴，包括民
间社团和私营部门

22. 到2010年，扩大公路网
络或连接LDC目前现有的与
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城市公路
的能力，包括污水处理及其
它相关设施

协 助 LDC 推 广 使 用 天 气 、 气 候 和 水 服
务，以便为公路建设和维修计划提供保
障。

WMO

UNDP
FAO

改善公路交通安全和效率

23. 到2010年实现港口和机
场及其附属设施的现代化并
扩大这些设施

协助LDC提高天气和气候的基础设施，
以及为航运和航空业（包含港口和机
场）提供服务的能力并实现现代化

WMO

IOM
ICAO
UNDP

提高海运和空运的安全性、准点率
和效率

24. 十年后，实现铁路连接
和设施的现代化并扩大上述
铁路和设施，提高它们的能
力，使之达到其它发展中国
家的水平

协助LDC推广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应
用，以便为铁路连接和设施提供保障

WMO
ISDR

UNDP
FAO

提高了铁路运输的安全性和效率

预期结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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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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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牵头组织/机构

合作伙伴，包括民
间社团和私营部门

预期结果/完成情况

协助LDC开发和推广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

WMO
ISDR

GEF
UNDP

更好地保护社区，免受水文气象引
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协助LDC更好地认识国家、区域和国际
层面的气候变化问题

WMO
UNEP

无可衡量的目标和指标
增强针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适应措
施和减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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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7.1(1)-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发挥职能
预期结果：10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治
EC-60/报告 7.1(1)
会议
1.

CHy 咨询工作组（AWG）在 2008 年 2 月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并同意进行一些改革，以便更有效

和高效地举办 2008 年 11 月的 CHy-13 届会。 其中如何鼓励发展中国家加大参与技术委员会届会的力度
已经在一些技术委员会得到讨论。CHy 特别表示愿意部分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加 CHy-13。通常在届
会之前组织一个技术会议，针对 CHy 这一方法是非常有益的。有鉴于此，AWG 同意向理事会提出关于采
用这一新方法的建议：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每个国家一位）可根据要求得到部分财务资助，其总的目标是增加
一些国家参与 CHy-13，这些国家应该会通过参与受益最大，但是由于财务原因，它们的参与受
到一定的限制。可采取一次性资助的方式，包括航空交通、住宿补贴和部分日常费用。
AWG 将根据下列标准评估可能接受资助的人员参加 CHy-13 届会的情况并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 与会者为 CHy 的成员；
－ 积极参与 CHy OPACHE（CHy 开放专家组）和/或区域 WGH 及/或 WGHWR 的工作；
－ 没有能力出席以往的委员会届会的国家；
－ 地理分布（目标是来自所有区域的与会者）；
－在作任何财务安排之前须递交会员的代表证书。”
2.

需要指出的是，旅费的资助可由不同的联合国机构提供，旨在“为会员参与每个组织的活动尽可

能提供平等的机会”。这个原则是由联大 1957 年制定的。大部分专门机构（FAO、ILO、UNESCO、
WHO、UPU、ITU 和 WIPO）根据联合调查组关于 UN 系统内统一旅行条件的报告（JIU/REP/2004/10 日
内瓦，2004），为组织机构成员中数量有限的会员国支付旅费和生活补贴。
出版物
3.

鉴于上述限制，更新主要的法定出版物受到关切，这些出版物对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业务工

作至关重要。新版本的编写应在第 15 个财期内定稿，但若无额外的翻译和编辑资金，不太可能按第 26
号决议（Cg-15）附录规定的各种语言完成这项工作。作为参考，下表列出了已经定稿的法定出版物的大
约的翻译费用。这不包括编辑费用，因为为减少制作法定出版物的额外资源，决定主要利用 WMO 长期
雇员做此项工作，工作重点是手册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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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一种语言

翻译成所需语言的总费用

的费用

4.

WMO–No. 8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80,000 瑞郎

320,000 瑞郎

WMO–No. 134

《农业气象规范指南》

117,000 瑞郎

351,000 瑞郎

WMO–No. 168

《水文规范指南》

89,000 瑞郎

267,000 瑞郎

总计

938,000 瑞郎

会前分发电子版文件是一项节省开支的措施，因为过去已发生的成本主要是文件的印刷、装订

及其邮寄费用。EC 会前文件快递的平均费用是 11,000 瑞郎。即使采用最经济的邮路邮寄，有时 EC 成
员需要长达两周的时间才能收到文件。
5.

在以前的财期中，法定出版物的经费主要来自出版基金。除了大会对法定出版物的拨款外，该

基金的收入来自出版物的销售、常规订阅费、WMO 公报和出版物目录中的广告以及自愿捐赠。各计划只
负责大会（Cg-14）划拨资金未能涵盖的法定出版物的费用。在当前财期内，出版基金不复存在，预计各
个计划也没有拨款来取代以前基金的资金来源。此外，其它来源的收入，即出版物销售，一直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下降。其中下降的原因是，WMO 出版物和技术文件的电子版通过 WMO 主页和 CD-ROM 的免
费分发呈日益增长的趋势。因此，资助法定出版物的途径亟待解决。

议题 7.2(1)-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战略计划
EC-60/报告 7.2(1)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 战略计划

1.
含 Cg-15 修订意见的 WMO 战略计划 (2007 年 5 月，日内瓦) 于 2007 年底完成，并已通过
WMO 网站：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WMO_1028_web_E.pdf 和光盘邮寄方式提供
会员。
2.
EC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EC WG/SOP) 于 2008 年 2 月 27 至 29 日在日内瓦召开第一
次会议。
3.
根据决议 2（EC-59）制定的工作计划以及 Cg-15 (见 Cg-15 总摘要第 6.3.2 段和决议 28
(Cg-15)) 关于制定下一个 WMO 战略计划的指导意见，工作组审议了目前的 WMO 战略计划并为改进战
略 计 划 过 程 和 制 定 下 一 个 WMO 战 略 计 划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建 议 。 WMO 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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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EC_WG_SOP_I.pdf 提 供 了 工 作 组 该 次 会 议 的 完 整 报
告。

议题 7.2(2)-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运行计划
EC-60/报告 7.2(2)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 运行计划
1.

根据 Cg-15 的要求，已针对 Cg-15 决定的修改意见，对秘书处运行计划（2008-2011 ）

（ SOP ） 作 了 修 订 。 修 订 工 作 于

2007

年 底 完 成 并 可 通 过

WMO

网 站

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TD_1417_en.pdf 获取。印刷本则根据提出的要求提供，这
些已通过通函通知所有会员。
2.

EC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EC WG/SOP) 于 2008 年 2 月 27 至 29 日在日内瓦召开第一

次会议。
3.

根据决议 2（EC-59）制定的工作计划以及 Cg-15 关于制定 WMO 运行计划的指导意见，工作

组审议了 SOP (2008-2011)，并为改进运行计划过程和编写下一个 WMO 运行计划（2012-2015）提出
了一系列建议。WMO 网站 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EC_WG_SOP_I.pdf 提供了
工作组该次会议的完整报告。
4.

WMO 总则要求计划和预算 2008-2012 须在大会前 6 个月分发给会员（即 2006 年 11 月），主

要由于这一原因，SOP （2008-2011）的编制与 WMO 战略计划（2007 年 5 月，日内瓦）以及基于结果
的预算 2008-2011 同步进行，使 SOP （2008-2011）的编制十分匆忙。因此，SOP （2008-2011）未能
涵盖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因此只能作为 WMO 综合运行计划的一个子计
划。

议题 7.2(3)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 11
战略主旨: 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监督和评价
EC-60/报告 7.2(3)
EC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审议了秘书处关于业绩监督和评价（M&E）体系的提案并总体同意提案中的各
项内容，同时建议对实施 M&E 体系采取一种灵活的、分阶段实施的和务实的途径。该工作组制定了关于
建立和实施 M&E 体系的若干建议并提请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在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就 M&E 体
系问题咨询了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表示支持分阶段实施的途径，其中包括第一阶段中的简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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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监督和评价 （M&E） 体系

1.

背景和目标

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关于建立监督和评价（M&E）体系的提案草案，它叙述了其在秘书处运行计划概括的
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评估该体系为战略计划中确定的各项预期结果做出贡献方面的作用。这项提案还
设想了各技术委员会和各区域协会在规划、监督和评价其对本组织的各项预期结果做出贡献方面的作
用。
M&E 体系的目标如下：（a）使秘书处高层管理人员和计划管理者能够客观地掌握本组织各项计划活动
的进展和影响，提高业绩并确定在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方面需采取纠正行动的计划领域；（b）为控制活
动实施的速度和范围，以形成可提供的服务，并为调整会员的工作重点和/或资源作出贡献；（c） 当向
WMO 管理机构报告时，使秘书处能展示组织工作的效果、效率，问责制和透明度；以及（d）促进管理
机构与伙伴组织、捐助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会议上开展对话和讨论。
2.

监督和评价

监督和评价计划业绩对于 RBM 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这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确保在执行过程中
实时产生表示业绩的信息。除了连续监督过程外，需要计划管理者定期开展深入的自我评价（如每年一
次）。按照大会的要求将于 2009 年和 2011 年编写评估摘要和评价报告。
为了确保必要的质量控制和高度的客观性，应该由未参与秘书处活动日常管理的独立的实体单位定期开
展独立审议或评价。
在 WMO 框架下，基于结果的管理计划体系是一个从顶层目标到各项活动和基于结果预算的“自上而
下”的过程：

3 个顶层目标 Æ 5 项战略主旨 Æ 11 项预期结果（和关键业绩指标 （KPI）） Æ 210 个可提供的服务
（和关键业绩目标（KPT）） Æ 2000 项活动Æ 预算

M&E 体系将以 SP 和 WMO-OP 中确定的业绩标准为基础，然而将以相反的形式进行运作，即一个“自
下而上”的过程：

活动 Æ
KPT

可提供的服务 Æ
KPI

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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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监督，基本数据的收集工作在秘书处计划管理人员开展的各项活动的层面上进行。这些活动与可提
供的服务直接挂钩，其业绩通过关键业绩目标进行衡量。可提供的服务与预期结果通过一个类似的过程
相联系，它们由关键业绩指标进行衡量。
监督工作的第二个重点是业绩指标，即 KPT 和 KPI 。这套数据使计划的管理者能判断：
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后，作为一项可提供的服务是否已完成；
在一系列可提供的服务完成后，作为一项预期结果是否已实现。
所有活动都必须定期进行尽可能定量的（即组织会议的数量或者完成研究的数量）监督。此外，对于每
项业绩衡量（即 KPT），必须定期收集数据以确保能根据基准评估业绩。
由于 2008-2011 年 SOP 确定了 2000 多项活动，这既包括数值数据也包括描述性数据，因此数据量将十
分巨大。这就需要建立例行的监测程序和一个用于储存、显示、分析和共享数据的信息管理系统。
对收集后的数据进行评估的重点是：（a）由本组织对实现预期成果的总体评价；（b）秘书处对预期结
果的贡献，即可提供的服务与预期结果挂钩；（c） 各技术委员会和各区域协会对预期结果的贡献。
考虑到需要对大会和执行理事会作定期报告，图 1 对 2008-2011 年财务期间有关监督和评价的内部管理
过程作了说明。
3.

建立有效的 M&E 体系所需的推荐步骤

妥善地设计和有效地实施 M&E 体系需要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a)

必要的 M&E 体系各部分的开发和/或加强
这包括：（1）在 2008-2011 年 SOP 中，加强可提供的服务和改进 KPT，从而达到
SMART/1/指标；（2）开发各技术委员会、各区域协会和各科学委员会之间互补的贡献；
（3）为每个 KPI 和 KPT/2/提供基准业绩信息；

b)

确定监督体系的需求
这包括：（1）开发监测方法和工具；（2）开发定期收集有关各项活动和 KPT 监测数据
的例行监测程序；（3）建立监测数据储存、显示、分析和共享的信息管理系统；（4）建
立一个评估业绩信息数量和质量的过程；以及（5）在评估预期结果方面秘书处高层各司
其责；

1
2

具体的、可测量的、可实现的、可靠的以及有时间限制的
这需要在评价开始的时候完成，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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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评价机制

c)

这包括制定：（1）评价方法和工具；（2）由秘书处的项目管理者定期开展的自我评价程
序；以及（3）独立开展各项评价工作，以支持质量控制、问责制、透明度和善政。
图1
外部报告

关于落实各顶
层目标给 EC60 的报告

08 年 1 月

关于 PPR 10
给 EC-62 的报
告

关于中期业绩给
EC-61 的报告

2011 年 1 月

2010 年 1 月

09 年 1 月

关于综合 PPR
给 Cg-16
（2011 年)的
报告

号

活动实施状况
（STATUS)

内部
管理
过程

STATUS

S-A

STATU

S-A

STATUS

S-A

对可提供的
服务进展作
出的评价
（S-A）

议题 7.2(4)-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战略计划 - NMHS 的作用运作, wmo 组织机构间的联系
和马德里行动计划的实施
EC-60/报告 7.2(4)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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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于 2008 年 2 月 27 至 29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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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主要活动进行了审议。
对 NMHS 的问卷调查；问卷的评价方法和使用

进展/活动报告

1.

133

根据 Cg-15 的要求，秘书处制定了一份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问卷草稿。 虽然草

稿以 2002 年开展的类似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但减少了问题数量旨在尽可能减轻回答问题的负担。信息的
收集将会帮助 WMO 对 NMHS 的活动提供支持，使 WMO 充分了解会员的现状和面临的关键挑战。
对 NMHS 的用户单位的问卷调查
2.

该问卷的目的是鼓励 NMHS 收集有关用户的信息。因此问卷将提供给 NMHS，以便了解它们的气

象和水文服务和信息的用户，但 NMHS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问卷进行修改，包括关于社会经济效益的
2007 年马德里会议成果的深化。鉴于 NMHS 的未来作用可能最终取决于用户，有必要了解用户对
NMHS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
修改 EC 关于 NMHS 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3.

Cg-15 要求秘书长为各国的局长制定和出版 NMHS 的作用和运作声明。2003 年制定的简要的政策

声明主要针对决策者，它得到了广泛的分发和普遍的欢迎。新的声明旨在帮助 NMHS 局长开展工作，尤
其是确保与政府机构和用户部门的最佳合作。
改进 WMO 组织机构的职能和它们间的联系
4.

Cg-15 强调需确保 WMO 的结构，包括组织机构的职能和它们间的联系，有助于有效地支持其

战略计划。工作组提出了一些组织机构可采取的行动建议，以便于加强它们的职能和相互间的联系。
实施马德里行动计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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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7 年 3 月 19-22 日在西

班牙马德里召开，会议通过了马德里行动计划（MAP）。秘书处已采取一系列后续行动，尤其是广泛宣
传会议成果、利用会议上的报告和讨论编纂出版物、制定实施计划和启动融资以支持 MAP 中的专门项
目。这些项目专门针对会议的重点建议，包括开发一些工具用于评价产品和服务的潜在和实际的效益，
以及为改善与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关系制定政策和确定做法。此外，要求会员和各类合作伙伴审
议该计划并列出它们的兴趣和它们具备的潜力。

议题 7.2(5)-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用第十四财期现金结余支付的追加支出
EC-60/报告 7.2(5)
一、 概 述
1.

第十五次大会批准了第 15 财期（2008-2011 年）2.698 亿瑞郎的预算，其中 2.498 亿瑞郎来自

分摊的会费，其余 2000 万瑞郎来自其它常规资金，如，租金收入、计划支持费收入、利息及其它收入。
此外，第 15 财期约 1.24 亿瑞郎的自愿资金需由捐助方提供，用于技术合作项目及本组织工作的常规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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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配第 14 财期高达 1200 万瑞郎的现金结余，第 15 次大会同意仅在第 15 财期内中止财务

条例第 9.1 条，并要求执行理事会以最具成本效益和有效的方式，将此结余款分配给将在第 15 财期
（2008-2011 年）完成的其它倡议。为此，大会就其它倡议（见决议 35（Cg-15）的附录 3）提供了指
导。

表 1：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
（单位：千瑞郎）
批准的预算和建议的结余资金
财务期
资金来源

1. 分摊的会费
2. 结余资金
3. 其它常规资金
4. 常规资金合计（1 + 2 + 3）
5. 自愿资金
6. 总计（4 + 5）

3.

批准的
预算

249,800.0
20,000.0
269,800.0
124,000.0
393,800.0

2008 - 2011年
建议的
结余预算

9,200.0
9,200.0
9,200.0

总计

249,800.0
9,200.0
20,000.0
279,000.0
124,000.0
403,000.0

遵照大会的指导，根据决议 35（Cg-15），秘书长在本文件中建议，除 2.698 亿瑞郎预算外，还

用第 14 财期现金结余支付 920 万瑞郎的追加支出。920 万瑞郎的追加支出将在第 15 财期用于实施有时
限的优先重点活动。
4.

高优先重点活动将以同样基于结果的新预算格式提交，作为第 15 财期的预算建议。正如第 15

次大会批准的，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反映出 11 个预期结果的新结构及其相应的关键绩效指标。
5.

高优先重点活动也是根据秘书处的新结构提出的。第 15 次大会批准了对本组织基于结果的管理

新框架，包括战略计划、工作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所有这些对有计划地实施本组织的各项活动具有
指导作用。秘书处重组旨在实现下列目标：（1）秘书处的结构与 WMO 的战略方针保持一致；（2）促
进各项计划的整合；（3 ）优化资源的使用；以及（4）优化管理和决策。秘书处的新结构可顺利地实施
基于结果的管理。
6.

划拨 920 万瑞郎用于实施第 15 财期的高优先重点活动。其中的 540 万瑞郎用于涉及科技计划活

动的预期结果 5、6、7 和 9，剩余的用于实施 IPSAS 项目的 380 万瑞郎将根据批准的方法，划拨给所有
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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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预期结果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和资金来源
（单位：千瑞郎）
2008-2009 2010-2011
2008-2011年预算建议 批准的预算
的余额

批准的预算
总计

2008-2009 2010-2011
结余资金
的余额

结余资金总
计

2008-2009 2010-2011 2008-2011
总计
总计
总计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A

B

C

D

E

F

G

H

I

预期结果

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的能力

9,067.3

10,872.6

19,939.9

220.5

39.7

260.2

9,287.8

10,912.3

20,200.1

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8,455.2

9,068.0

17,523.2

203.0

36.6

239.6

8,658.2

9,104.6

17,762.8

3.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2,571.8

2,318.3

4,890.1

40.7

7.3

48.0

2,612.5

2,325.6

4,938.1

4.

整合WMO的观测系统

9,009.6

7,874.0

16,883.6

198.4

35.8

234.2

9,208.0

7,909.8

17,117.8

5.

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

3,677.1

3,311.7

6,988.8

557.1

545.7

1,102.8

4,234.2

3,857.4

8,091.6

6.

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备灾的能力

5,616.0

6,703.8

12,319.8

756.8

353.6

1,110.4

6,372.8

7,057.4

13,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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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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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3.6

25,448.8

53,222.4

1,950.7

706.3

2,657.0

29,724.3

26,155.1

55,879.4

14,764.9

13,853.6

28,618.5

519.7

93.6

613.3

15,284.6

13,947.2

29,231.8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会员履行各自职责
的能力

11,457.5

10,980.8

22,438.3

1,320.7

867.5

2,188.2

12,778.2

11,848.3

24,626.5

10. 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履行职能

35,245.5

37,207.4

72,452.9

493.4

88.9

582.3

35,738.9

37,296.3

73,035.2

11.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7,261.5

7,261.0

14,522.5

139.0

25.0

164.0

7,400.5

7,286.0

14,686.5

134,900.0

134,900.0

269,800.0

6,400.0

2,800.0

9,200.0

141,300.0

137,700.0

279,000.0

8.
9.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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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决议 23（EC-59），执行理事会批准了为 2008-2009 年划拨总计 1.349 亿瑞郎的资金（表

2，A 栏）。从第 15 财期的总计 920 万瑞郎的结余资金中，建议给 2008-2009 年划拨 640 万瑞郎（D
栏）。秘书长建议为 2008-2009 年划拨资金总计为 1.413 亿瑞郎（G 栏）。
8.

用于第 15 财期（2008-2011 年）的总计为 920 万瑞郎的结余资金由两部分组成，即：（1）直

接划拨部分，总计 540 万瑞郎，用于科技活动；以及（2）分摊部分，总计 380 万瑞郎，用于与 IPSAS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有关的行政活动。直接划拨部分的经费分别直接划拨给相关的预期结果，而
分摊部分的经费划拨给所有 11 个预期结果，划拨采用的是与第 15 财期预算建议（Cg-15/文件 8.2）中资
源管理支持和固定资产购置成本及联合成本的划拨方法相同。第二章第 5 节资源管理支持（第 35 段）详
述了划拨的方法。
9.

直接划拨部分划拨给预期结果 5、6、7 和 9 的各项科技活动。用结余资金为第 15 财期的预期结

果 5（开发和实施 WMO 新信息系统）划拨 110 万瑞郎（F 栏）的资金（包括分摊部分的经费），最终从
常规资金中为其划拨的总额将达 810 万瑞郎（2.9%）（I 栏）。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将根据此项预期结果
解决下列问题：
•协调 WMO 信息系统（WIS）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实施；协调 GEO（地球
观测组）有关 WMO 的各项活动（预期结果 5）。
10.

预期结果 6 特别着重于促进会员对多灾种早期预警和备灾的能力。用结余资金为第 15 财期的预

期结果 6 划拨 110 万瑞郎（F 栏）的资金（包括分摊部分的经费），最终从常规资金中为其划拨的总额
将达 1340 万瑞郎（4.8%）（I 栏）。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将实现下列可提供的服务：
•开发和实施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包括海岸带风险管理；上海气象和水文综合早期预警系统示
范项目（预期结果 6）。
11.

用结余资金为第 15 财期的预期结果 7（促进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

的能力）划拨 270 万瑞郎（F 栏）的资金（包括分摊部分的经费），最终从常规资金中为其划拨的总额
将达 5590 万瑞郎（20%）（I 栏），划拨的比例最高。这表明 WMO 大力致力于扩大在可持续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的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气候和水司、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以及管理层和
对外关系司将提供下列可提供的服务：
•建立气候知识库，以支持各行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实施试点项目以论证知识库的作用；为制
定水资源行业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实施试点项目、WMO 碳中性计划和模式、协调和支持联
合国系统的气候变化行动、加强 NMHS（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改进的社会经济服务并
给各界用户行业带来更高的效益（包括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扩大到整个一区协、改进航空
预报和警报服务（预期结果 7））。
12.

从结余资金中为第 15 财期的预期结果 9 划拨 220 万瑞郎（F 栏）的资金（包括分摊部分的经

费），最终从常规资金中为其划拨的总额将达 2470 万瑞郎（8.8%）（I 栏）。划拨 2470 万瑞郎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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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笔拨款主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LDC（最不发达国
家）发展和能力建设的需求。发展和区域活动司将提供下列可提供的服务：
•NMHS，特别是 LDC NMHS 在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提供服务、航空气象学方面的能力建设；增
加对 NMHS 教员的培训；通过组织部长级会议促进决策者对非洲 NMHS 的了解；在环境脆弱
性和气候变化方面给予 SID（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支持；在发展问题方面给予 LDC
NMHS 更大的支持；通过参加审议布鲁塞尔 LDC 行动计划，提高 LDC NMHS 的知名度；供
NMHS 使用的 WMO 质量管理框架出版物（预期结果 9）。
如上所述，实施 IPSAS 所需的总计 380 万瑞郎资金划拨给第 15 财期的所有预期结果。EC-60/

13.

文件 8.2 - 实施 IPSAS，包括详细的活动信息。

二、 第 15 财期建议的高优先重点活动
2.1 直接划拨部分
1. 预期结果 5
预期结果 5
开发和实施 WMO 新信息系统。

关键绩效指标
提高 WMO 的通信能力及支持所有会员的能力；
确保传输和分发网络在 WMO 和与相应外部伙伴间的互可操作性
和互联性；
加快 WIS 的实施进程；以及
促进有效和具成本效益的信息收集及共享技术的实施。

引言
14.
Cg-15 的决议中通过了促进 WMO 观测系统整合的活动。预期结果 5 将重点放在 WMO 信息系统
（WIS），此系统将能为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因此，WMO 执行理事
会第五十九次届会设立了新的 WIGOS 和 WIS 工作组，其职责为：制定 WIGOS 实施计划、改进 WIS 实
施计划、对 WIGOS-WIS 实施活动的监督机制、设立 5 个 WIGOS 试点项目。执行理事会工作组（EC
WG）WIGOS-WIS-1 建立了一个新的 WIGOS 分组 ，以配合 ICG-WIS（WMO 信息系统委员会间协调
组）的各项活动以及 NMHS 的 8 个新示范项目。虽然上述内容均为要在第 15 财期完成的高优先重点活
动，但 2008-2011 年基于结果的预算（RBB）并没有为其提供资金。使用现金结余资金的建议将使 2008
年开展的各项活动能够延续到 2009-2011 年，同时也使 WMO 第 16 次大会能够评估 WIGOS 和 WIS 作为
本组织未来观测和信息的基础设施。此项资金建议将使 WIGOS-WIS 活动能够在 2009-2011 年继续开展。
15.
另一项未获资金支持的重要活动涉及到地球观测组织（GEO）及其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2008-2011 年基于结果的预算未给 GEO/GEOSS 的各项活动提供资金。关于观测和信息系统
司（特别是 WMO 空间计划办公室，WMO GEO 联络人任职于此，负责促进各项计划、预期结果、技术
委员会、区域协会及执行理事会之间的协调）的这项资金建议，将有助于继续参与 GEO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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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16.

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5：
可提供的服务：通过有效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促进跨计划开发和实施 WIGOS-WIS；根据试点和示范
项目的指导，执行理事会为开发 WIGOS-WIS 并监督实施，设立了 EC WIGOS-WIS 工作组，并与 ICGWIS 合作设立了 WIGOS 子工作组。
活动：专家机构会议；技术文件和公共信息材料；以及咨询服务。
可提供的服务：协调 GEO 活动中有关 WMO 的各项活动，以支持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
活动：咨询服务；及参加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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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预期结果 5 的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
组织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活动类别
（单位：千瑞郎）
常规预算

现金结余

2008-2009 2010-2011

总计

20082009

资金总额
总计

20102011

2008-2009

20102011

总计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OBS）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1,849.1

1,394.5

470.0

530.0

1,000.0

2,319.1

1,924.5

4,243.6

-

-

-

730.9

681.9

1,412.8

-

-

-

171.0

143.7

314.7

-

-

-

143.1

143.3

286.4

-

-

-

-

199.9

199.9

470.0

530.0

3,364.1

3,093.3

-

-

87.1

15.7

557.1

545.7

3,243.6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730.9

681.9
1,412.8

出版的材料
171.0

143.7
314.7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143.1

143.3
286.4

咨询服务
-

199.9
199.9
5,457.4

总计
2,894.1

2,563.3

75.4

68.8

707.6

679.6

副秘书长和支持

1,000.0

144.2

-

6,457.4

75.4
68.8

144.2

695.3

1,490.0

3,857.4

8,091.6

资源管理支持和固定资产购置及联合成本
资金划拨：

102.8

794.7

1,102.8

4,234.2

1,387.2
合计

6,988.8
3,677.1

3,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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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期结果 6
预期结果 6
提高会员对多灾种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关键绩效指标
拥有更强的早期预警系统的 NMHS 的数量，无
论是在更及时准确地预警更大范围天气、气候和
水领域的灾害方面，还是与民防机构的更紧密合
作方面；
早期预警所涵盖的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灾害的范
围；
参加国家风险评估、减轻风险或风险转移平台和
活动的 NMHS 数量。

引言
17.

两个项目活动将通过现金结余资金实施。第一个项目旨在利用多灾种方法，为促进会员业务端对

端早期预警系统（EWS）的能力，制定和实施国家解决方法，解决下列问题：（1）通过确定用户对预警
的需求和水文气象及海洋气象补充产品、信息和服务、明确各 NMHS 在国家减轻灾害风险（DRR）平台
内的相应作用和职责，来开发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2）与相关的国家风险管理机构合作，发展/加强涉
及 NMHS 的业务预警和响应过程；（3）促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及其应用，优先重点放在针对灾害性天
气、山洪、高温天气-健康、海洋和海岸带灾害、沙尘暴等灾害的观测、分析和预报能力上；（4）通过开
发有关海洋灾害（如，热带气旋、风暴潮、极端海浪和海岸带洪水泛滥）的检测和预报领域能力，促进海
岸带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5）就促进业务应急和响应活动，加强 NMHS 与灾害风险管理机构的合作；
以及（6）建立反馈和评估机制作为该项目管理的一部分。此项目将通过制定和实施试点/示范项目，使选
定的会员国参与其中，同时还将使上海综合早期预警系统示范项目和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
的成果能够相互提供和补充。其它会员国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学习好的做法，并将它们作为技术指南收
集、整理和出版。该指南及其它出版物还将用于培训及其它能力建设活动。
18.

第二个项目旨在开发、实施和评估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示范模式，以证明：（1）多灾种早期

预警系统概念的可行性；（2）功能系统部分纳入综合预警系统的可行性；以及（3）该系统的有效操作
性。将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收集、整理和出版，它将有助于其它会员国为大城市的风险管理和相关紧急
预警及响应系统制定 EWS 解决办法。该项目还将通过多灾种 EWS 概念未来可能在其它区域的推广，使其
它会员国受益。通过促进 NMHS 有效提供和传输其服务和产品的能力的提高，该项目特别有助于马德里行
动计划。特别是，该项目将在上海实施，因为通过与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相联系可以提高知名度，使
其从中受益，同时也受益于中国气象局和地方当局为该项目开发、实施及评估所给予的支持。利用先进的
监测、预警制作和分发机制，通过提高预警的及时性和质量以及对各种气象、水文和环境灾害的响应，来
建立和加强上海市气象局（SMB）的防灾备灾平台及能力。这将使伙伴关系得到加强，并与城市、国家、
区域和国际当局、机构和组织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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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第一个项目有关的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6：
可提供的服务：EWS 开发和实施指南，涉及 NMHS 在管理、组织协调和多灾种业务端对端预警系统
方面的作用。
活动：专家会议；指南和出版物、培训和咨询服务。
可提供的服务：通过开展 SWFDP，提高 NMHS 向各界用户提供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的能力。
活动：SWFDP 管理会议和培训活动；咨询服务。
可提供的服务：制定和实施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试点项目。
活动：评估工作、提出建议、资金筹措、项目启动、专家会议和培训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制定有关检测和预报海洋灾害的 EWS 规范及指南。
活动：技术研讨会、指南和培训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实施改进的海洋灾害 EWS。
活动：专家会议、技术方法学开发研讨会和培训活动。

20.

与上述第二个项目有关的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6：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SMB 提供改进的强降水预警、向决策者和公众提供此类信息的能力；提高对
临近预报技术需求的认识。
活动：咨询服务；项目规划和评审会议；对预报员、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的培训；针对社会和经
济利益评估的两项调查；及出版物。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SMB 提供更准确的强影响天气预报、预警和信息的能力以及服务社区的能
力；持续开展公共信息活动。
活动：咨询服务；定性和定量评估改进的中尺度预报系统；指南和培训教材；公共信息材料。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会员提供空气污染预警的能力和促进减轻空气污染的影响。
活动：专家会议；咨询服务；指南和公共信息材料。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SMB 提供更准确的热带气旋预警和信息的能力、持续开展公共信息活动、建
立现代化的实时预报验证系统。
活动：研讨会；咨询服务；定性和定量评估先进的预警系统；技术文件。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SMB 提供准确的热带气旋及其它海洋灾害预警和信息的能力。
活动：计划委员会会议；咨询服务；培训活动；评估新的可用产品对预警系统总体效果的作用；
指南；公共信息材料。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SMB 与公共卫生当局和机构合作发布专业的高温天气/健康预警和信息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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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活动：咨询服务；评估目前上海 HHWS 的状况和效果；2008 年和 2009 年高温季节互比；出版物；
公共信息材料。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SMB 与地方和区域灾害风险管理及应急和响应部门建立和保持有效的业务合
作及协调的能力、促进服务社区的计划。
活动：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EWS）和社区备灾计划指南；高级官员培训研讨会（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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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预期结果 6 的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
组织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活动类别
（单位：千瑞郎）

常规预算
2008-2009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WDS）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出版的材料
咨询服务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2010-2011

现金结余
总计

2008-2009 2010-2011

686.1
891.4
271.3
609.8
170.2

944.8
815.0
290.3
519.9
170.2

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
公共信息材料
总计
科研司（RES）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总计
气候和水司（CLW）
出版的材料
咨询服务

131.9
197.5
2,958.2

131.9
197.5
3,069.6

340.4
263.8
395.0
6,027.8

473.6
47.2
520.8

473.6
47.2
520.8

947.2
94.4
1,041.6

212.1

582.3

582.3

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总计
副秘书长和支持

171.5
191.5
575.1
105.6

212.2
186.5
404.3
1,385.3
133.0

424.3
358.0
595.8
1,960.4
238.6

-

-

1,456.3
5,616.0

1,595.1
6,703.8

3,051.4
12,319.8

178.3
756.8

32.1
353.6

资金划拨：
合计

1,630.9
1,706.4
561.6
1,129.7

325.0
253.5

578.5

-

135.0
186.5

321.5

-

资金总额
总计

2008-2009 2010-2011

总计

460.0
440.0

686.1
891.4
596.3
863.3

944.8
815.0
425.3
706.4

1,630.9
1,706.4
1,021.6
1,569.7

900.0

170.2
131.9
197.5
3,536.7

170.2
131.9
197.5
3,391.1

340.4
263.8
395.0
6,927.8

-

473.6
47.2
520.8

473.6
47.2
520.8

947.2
94.4
1,041.6

-

582.3

582.3

212.1
212.2
424.3
171.5
186.5
358.0
191.5
404.3
595.8
575.1
1,385.3
1,960.4
105.6
133.0
238.6
资源管理支持和固定资产购置及联合成本
210.4
1,634.6
1,627.2
3,261.8
1,110.4
6,372.8
7,057.4 13,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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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期结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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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绩效指标
从事或使用有关天气、气候、水及空气质量服务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研究的会员数量；
向用户团体报告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增值的会员
数量；以及
寻求和提供改进的洪水综合管理的会员数量。

引言
21.

在第 15 财期（2008-2011 年）预算建议批准的各项活动中，重点主要放在开发产品，而不是支持

产品在各行业的应用。建议的新活动不仅有助于气候在水资源和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应用，而且还将会扩大
到其它领域，如健康、能源、旅游和城市发展，特别是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方面。这些活动将有助于
WMO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工作中建立领导作用，并履行其职责。
22.

促进 NMHS 提供更好的社会-经济服务并使各界用户获得更大效益是一项高优先重点项目。该项

目旨在通过加强供-需双方的互动和伙伴关系，帮助参与国提高其各自 NMHS 提供服务的能力。最终用户
将会了解 NMHS 能够为用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范畴，及带来的相应效益。其中特别包括为公共卫生部门
开发新的服务，以及为一般公众和其他用户改进有关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和预警服务。该项目通过促进将灾
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推扩到南部非洲及以外地区的各 NMHS，将能够使更多的 NMHS 首次具备提供此
类服务的能力。
23.

WMO 将优先重点放在改进航空预报和预警服务。该项目通过将新的基于模式和基于卫星的预报

方法用于积冰、对流和湍流预报，将会提高预报质量。会员 NMHS 的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能力将予以加
强。根据航空最新增补件（WMO-No. 258），为充分满足对员工能力的要求，将开设各门课程。开展这些
活动的主要地区将在加勒比地区以及太平洋 SIDS。
24.

空中交通管理当局力求提高航空服务的质量和成本效益。为此，从国家提供服务向更区域化提供

机制的转换目前正处于规划阶段。此种转换将使作为国家航空服务提供方的各 NMHS 的现有作用及其相关
收益来源受到挑战。该项目将促进相关 NMHS 间的协调平台、为 NMHS 与空中交通管理部门磋商提供帮
助和指导、为 NMHS 未来在改革航空气象服务过程中的作用提供技术咨询。这些活动将得到国际民航组织
（ICAO）的协调，包括与自愿的 NMHS（如，法国、香港（中国）、菲律宾、英国和美国的 NMHS）合
作的培训方式。
25.

通过改进业务管理和采购规范，整个 UN 系统已在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并正在制定气候中性目

标。受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CEB）的委托，WMO 应：（i）根据公认的国际标准，评估温室
气体排放；（ii）采取行动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iii）分析从清洁发展机制（CDM）到最终达
到气候中性的成本影响并探索购买碳抵消的预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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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系统正在制定气候变化协调行动，以支持各行业的 UNFCCC 磋商。非常希望 WMO 和

UNESCO 一起负责科学、观测和预报方面的协调工作，并促进其在关键领域的贡献。这就需要 WMO 的进
一步参与、战略分析工作、专业知识，并为 UN 系统正在开展的这项工作提供指导。WMO 应确保其参加
UN 总部的工作，并尽力与纽约 UN 秘书长办公室和 UN 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
气候和水司
27.

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7：
可提供的服务： 建立针对用户的气候知识库，其中包括 WMO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指南。
活动：专家组会议；咨询服务；支持研讨会和培训研讨会。

可提供的服务：制定和实施国家试点项目，以论证气候信息及相关工具包的实际应用。
活动：咨询服务和其它支持；支持研讨会和培训研讨会。

可提供的服务：支持 NHS 了解气候变化将对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农业、健康、能源和旅游
产生的后续影响。气候变化可能表现为对水资源可用性的巨大影响。
活动： 咨询服务和其它支持服务；支持研讨会和培训研讨会。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28.

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7：
可提供的服务：增进对选定的各界用户需求的了解；提高 NMHS 提供服务响应用户需求（包括公
共卫生部门）的能力；提高用户对现有和潜在新服务的认识；促进对经济评估方法学的认识及在
NMHS 的应用。
活动：专家会议和研讨会；咨询服务。

可提供的服务：促进和保持参与活动的 NMHS 提供服务的能力；此概念在其它 NMHS 的推广。
活动：培训研讨会；出版物，包括指南。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NMHS 提供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警服务满足用户需求的能力。
活动：培训研讨会。

可提供的服务：以次区域为基础，提高 NMHS 建立能够提供空域更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服
务更好的航空气象预警机制的能力。
活动：管理/质量管理系统（QMS）培训；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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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司
29.

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7：
可提供的服务：使 WMO EC 能够决定并采纳 WMO 碳中性行动方针和相应的预算模式。
活动：咨询服务；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协调和合作。

可提供的服务：确立 WMO 在 UN 系统气候变化协调机制中的适当地位。
活动：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专家会议；公共信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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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预期结果 7 的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
组织单位的资金来源及活动类别
（单位：千瑞郎）

常规预算
200820102009
2011

总计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WDS）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现金结余
200820102009
2011

资金总额
200820102009
2011

总计

总计

1,165.6
918.1

247.5

-

-

-

918.1

247.5 1,165.6

293.0

117.5

410.5

-

5.0
44.0

5.0

293.0

122.5

415.5

263.1

-

263.1

66.0

110.0

329.1

44.0

373.1

163.2

74.9

238.1

198.6

266.4

465.0

361.8

341.3

703.1

102.6

-

102.6

12.0

8.0

20.0

114.6

8.0

122.6

31.9

-

31.9

-

-

-

31.9

763.3

31.9

1,771.9

439.9

2,211.8

276.6

323.4

600.0

2,048.5

2,811.8

616.0

616.2

1,232.2

-

-

-

616.0

616.2 1,232.2

282.4

282.4

564.8

-

-

-

282.4
29.8

282.4

564.8

29.8

29.9

59.7

-

-

-

29.9

59.7

27.4
955.9

54.7

出版的材料
咨询服务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公共信息材料
总计

科研司（RES）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27.3

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及联络
27.3

27.4

54.7

总计
955.5
气候和水司（CLW）
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及联络

955.9

1,911.4

-

-

-

955.5

1,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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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5

268.5

537.0

-

-

-

268.5

1,093.4

908.8

2,002.2

50.0

150.0

200.0

1,143.4

438.2

178.9

617.1
1,165.6

-

-

-

438.2
614.9

614.9

550.7

169.9

36.3

206.2

1,630.8
4,215.7

2,004.7
3,947.9

3,635.5
8,163.6

268.5

537.0

咨询服务
1,058.8 2,202.2

出版的材料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178.9

617.1

550.7 1,165.6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100.0

100.0

200.0

269.9

400.0

1,630.8
4,365.7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总计

150.0

136.3
2,004.7

406.2
3,635.5

4,197.9

250.0

8,563.6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DRA）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6,407.5
6,407.5

6,606.2

13,013.7

6,606.2 13,013.
7

2,937.0

2,821.8

5,758.8

2,937.0

2,821.8 5,758.8

712.1

587.1

1,299.2

712.1

587.1 1,299.2

293.9

231.2

525.1

293.9

231.2

525.1

-

-

-

-

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及联络
咨询服务
出版的材料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1,703.8

1,383.3

3,087.1

1,703.8

1,383.3 3,087.1

12,054.3

11,629.6

23,683.9

12,054.3

11,629.6 23,683.
9

总计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司（CER）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150.0

-

150.0

150.0

-

150.0

450.0

-

450.0

450.0

-

450.0

600.0

600.0

-

600.0

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及联络
总计

-

-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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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和支持

180.9

143.8

324.7

-

314.7

305.6

620.3

-

8,026.1

16,306.7

924.1

25,448.8

53,222.4

1,950.7

助理秘书长和支持

-

180.9
-

143.8

324.7

305.6
314.7

620.3

9,204.7

8159.0 17,363.
7

2,657.0 29,724.3

26,155.1 55,879.
4

资源管理支持和固定资产购置及联合成本
8,280.6
资金划拨：

132.9

合计

1,057.0
706.3

27,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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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期结果 9
预期结果 9

关键绩效指标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

提供天气、气候和水信息以支持国家发展计划和
政策的最不发达国家 NMHS 的数量；
改进 NMHS 基础设施的能力建设项目的数量；
以及
受益于培训活动和技术会议（可促进制度能力建
设）的发展中国家和 LDC 的数量，以及每年参
加此类活动的专家人数。

引言
30.

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应开展各项活动。此类活动应着重于下列

领域：
(a)

教育，以促进下一代 NMHS 领导人的技能培养；

(b)

协助 NMHS 跟上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将新技术应用于气象和水文服务；

(c)

通过对 NMHS 在发展问题（特别是关于气象信息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的认识，
促进对其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以及

(d)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的响应能力，特别是有关气候变化、千年发展目标和
LDC 的问题。

31.

根据决议 27（Cg-14）,WMO 一直在制定质量管理框架（QMF），它能够使 NMHS 开发和实施符

合其需求和能力的质量管理系统。Cg-15 决定，WMO QMF 应涵盖 WMO 所有涉及产品、资料和服务提供
的相关技术计划活动。因此，ISO 和 WMO 之间就授予 WMO 气象学标准化组织地位达成的协议，将使会
员能够使用 WMO 技术出版物作为其寻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9000 认证的参考文件。使用 WMO 技术
出版物将促进和简化 QMS 认证程序并降低成本。为使 NMHS 从这一发展中获益，该项目将评审和更新现
有的 WMO 技术出版物，包括专门编写质量管理技术规则第四卷，以便使其与此类出版物的 ISO 标准相
符。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32.

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9：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NMHS，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LDC）NMHS 在规划人力资源开发和满足
航空界需求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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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能力建设培训研讨会；为航空预报员提供学费和评估工具；两次专题工作组会议。
可提供的服务：促进参加培训和扩大 NMHS 教员和职员的机会。
活动：教员网络教学混合式课程；通过增加奖学金名额，开展奖学金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促进服务提供和提高社会对天气、气候和水资源问题的认识。
活动：支持灾害性天气示范项目的培训研讨会以及气候和农业气象学培训研讨会。

可提供的服务：通过加强欧洲区域办公室，改进向六区协会员提供的服务。
活动：针对能力建设的技术会议和区域研讨会；提供咨询服务。

可提供的服务：促进高层决策者对非洲 NMHS 的了解。
活动：区域部长级会议。

可提供的服务：WMO 国家综合和业务概况数据库。
活动：建立数据库。

可提供的服务：NMHS 针对 10 个 LDC 国家发展战略的活动。
活动：制定 NMHS 发展计划；国家研讨会；咨询服务。

可提供的服务：促进 WMO 在应对环境脆弱性和挑战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对 SIDS 的支持。
活动：制定 SIDS 战略行动计划；咨询服务。

可提供的服务：通过对 LDC NMHS 在发展问题方面的作用的认识，促进对它们的支持。
活动：在 6 个 LDC 制定气象信息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试点和示范项目；研讨会和提供咨询服
务。

可提供的服务：提高 LDC NMHS 的知名度，改善 WMO 在会员和 UN 系统其它机构中的形象。
活动：参加审议布鲁塞尔 LDC 行动计划；机构间协调和联络。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33.

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9：
可提供的服务：审议 WMO 的各手册、指南和技术规则，使其符合 ISO 标准和原则，以便促进
会员 NMHS 实施 QMS。
活动：咨询服务；专家会议；WMO 有关 QMF 的手册、指南和技术规则，包括 WMO-QMF 第
四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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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预期结果 9 的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
组织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活动类别
（单位：千瑞郎）
2008-2009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WDS）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咨询服务
出版的材料
总计
气候和水司（CLW）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咨询服务
出版的材料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总计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OBS）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总计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DRA）
对政府间和专家机构会议的实质服务
咨询服务
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及联络
分析研究和数据库
出版的材料
奖学金
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
总计
副秘书长和支持
助理秘书长和支持
资源管理支持和固定资产购置及联合成本
资金划拨：
合计

常规预算
20102011

总计

2008-2009

现金结余
20102011

总计

20082009

资金总计
20102011

总计

426.8

379.1

805.9

426.8

379.1

805.9

117.2

194.9

312.1

117.2

194.9

312.1

34.8

35.7

70.5

175.0

125.0

300.0

209.8

160.7

370.5

578.8

609.7

1,188.5

175.0

125.0

300.0

753.8

734.7

1,488.5

1,121.8

1,217.9

2,339.7

1121.8

1217.9

2339.7

139.3

174.2

313.5

139.3

174.2

313.5

90.9

-

90.9

90.9

0

90.9

110.4

372.6

262.2

110.4

372.6

1,502.5

3,116.7

3,116.7

262.2
1,614.2

-

-

-

1,614.2

1,502.5

492.6

273.0

765.6

-

-

-

492.6

273.0

765.6

492.6

273.0

765.6

-

-

-

492.6

273.0

765.6

831.7

515.7

1,347.4

235.0

-

235.0

1066.7

515.7

1582.4

262.7

407.9

670.6

405.0

375.0

780.0

667.7

782.9

1450.6

407.4

348.1

755.5

-

407.4

348.1

755.5

190.5

141.6

332.1

150.0

265.5

216.6

482.1
278.3

75.0

75.0

175.8

46.5

222.3

28.0

28.0

56.0

203.8

74.5

2,382.0

2,382.0

4,764.0

100.0

100.0

200.0

2482

2482

4964

2,182.3

2,432.4

4,614.7

58.5

120.5

179.0

2240.8

2552.9

4793.7

6,432.4

6,274.2

12,706.6

901.5

698.5

1,600.0

7,333.9

6,972.7

14,306.6

70.0

64.0

134.0

-

-

-

70.0

64.0

134.0

171.8

168.8

340.6

-

-

-

171.8

168.8

340.6

2,097.7

2,088.6

4,186.3

244.2

44.0

288.2

2,341.9

2,132.6

4,474.5

11,457.5

10,980.8

22,438.3

1,320.7

867.5

2,188.2

12,778.2

11,848.3

24,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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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摊部分
5. 资源管理支持：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引言
34.

根据第 15 次大会批准的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资源管理支持经费、固定资产购置经费和联合成本

相应划拨给各预期结果。经费划拨是根据四个成本动因和相应的加权因子，成本动因是在向各预期结果提
供服务时确定成本额的主要因子。四个成本动因和各自加权因子如下：（1）常规资金额（加权因子：
50%）；（2）自愿资金额（加权因子：30%）；（3）会议数量（加权因子：10%）；以及（4）员工外派
数量（加权因子：10%）。IPSAS 的实施经费是按照该方法学予以划拨。
35.

结余资金的建议包括实施 IPSAS 的资金需求，总计 380 万瑞郎。2007 年 5 月，WMO 大会批准在

第 15 财期采用 IPSAS 和一揽子项目，总额为 400 万瑞郎（第 15 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总摘要第 10.1.8 段）。根据决议 35（Cg-15），第 15 次大会进一步决定，从第 14 财期结余
支付的追加支出中，用于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应作为最高优先重点。
36.

该活动详情参见 EC-60/文件 8.2 - IPSAS 的实施。

资源管理司
37.

下列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1-11：
可提供的服务：在转为实施 IPSAS 的过程中，WMO 的技术专长和业务能力应符合需求，包括
主要系统/工作程序改变。
活动：设计和开发与 IPSAS 兼容的会计系统、实施新模块、制定新的财务报告/报表等。

可提供的服务：为了纳入兼容 IPSAS 的功能和模块，特别是为了确认和折旧固定资产，通过将
系统升级到 R12 版，促进对现有的 WMO 甲骨文系统的更新。
活动：配置信息系统、购买和实施新模块及操作程序。

可 提供的 服务： 为工 作人 员 举办 的信息 会议、研讨 会和培训，包括 使用 与 其职 责有关的
IPSAS。
活动：WMO 工作人员的培训。

可提供的服务：为共享信息和经验，参与 UN 全系统的磋商机制。促进 UN 全系统 IPSAS 实施
项目，以支持全系统采用 IPSAS，并确保对 IPSAS 要求的理解和应用保持一致。
活动：参与 UN 系统的协调和磋商机制。

进展/活动报告

154

表 3.5：资源管理支持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组织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活动类别
（单位：千瑞郎）

2008-2011年预算建议

行动方式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2008-2009
2010-2011
结余资金
结余资金
结余资金
总计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数额
A

数额
B

数额
C

9. 支持服务

3,248.4

551.6

3,800.0

总计

3,248.4

551.6

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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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资源管理支持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按预期结果划拨的资源管理支持经费
（单位：千瑞郎）

2008-2011年预算建议

预期结果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2008-2009
2010-2011
结余资金
结余资金
结余资金
总计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常规资金
数额
A

数额
B

数额
C

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的能力

220.5

39.7

260.2

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203.0

36.6

239.6

3.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40.7

7.3

48.0

4.

整合WMO的观测系统

198.4

35.8

234.2

5.

开发和实施WMO新信息系统

87.1

15.7

102.8

6.

提高会员对多种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178.3

32.1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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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1

132.9

1,057.0

8.

会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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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7

93.6

613.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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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

44.0

288.2

10. 组织机构有效和高效地发挥职能

493.4

88.9

582.3

11. 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139.0

25.0

164.0

3,248.4

551.6

3,800.0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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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会议一览表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OBS）

1.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EC WG WIGOS-WIS (2009)
WIGOS-WIS 分组（SG） (2009)
WIGOS-WIS 试点项目 (AMDAR 2009)
WIGOS-WIS 试点项目 (CIMO 2009)
WIGOS-WIS 试点项目 (HYD 2009)
WIGOS-WIS 试点项目 (GAW 2009)
WIGOS-WIS 试点项目 (MAR 2009)
EC WG WIGOS-WIS (2010)
SG WIGOS-WIS (2010)
WIGOS-WIS 试点项目 (AMDAR 2010)
WIGOS-WIS 试点项目 (CIMO 2010)
WIGOS-WIS 试点项目 (HYD 2010)
WIGOS-WIS 试点项目 (GAW 2010)
WIGOS-WIS 试点项目 (MAR 2010)
气候和水司（CLW）

2.
001
002
003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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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三次专家
组会议（2009， 2010，2011）
举办一次气候信息和相关工具的实际应用研讨会（2010）
举办两次水部门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研讨会（2008，2009）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司（CER）

3.
001

UN 系统气候协调会议（2008， 2009）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WDS）

4
001

为提高会员的多灾种早期预警能力和上海多灾种综合早期预警系统（MHEWS）
项目，召开八次会议（2008、2009、2010、2011）
002
召开十次关于开发和实施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包括海岸带风险管理）的会议
（2009、 2010、 2011）
003
为了提高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召开十次专家组会
议（2008、2009、2010、2011）
004
制定和审议项目及工作计划专家会议（2010）
5.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DRA）
001
002
003
004
005

两次关于航空气象学人员的资格认证专题工作组会议（2009、2010）
两次灾害性天气协调培训工作组会议（2009、2010）
两次 LDC 人力开发培训讲习班（2009、2010）
区域部长级会议（2009）
十次 LDC 国家战略规划讲习班（2008、2009、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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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组织单位的预算编制
1.

第 15 财期（2008-2011 年）资金（包括结余资金）的总体划拨概述参见表 4。表 4 标示出，根据

2008 年 1 月起采用的秘书处新结构，第 15 次大会批准的常规资金和自愿资金的划拨情况，以及建议的结
余资金划拨情况。
2.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司将实施有关联合国系统气候协调和 WMO 碳中性的活动。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将提供与 WIGOS、 WIS 和 GEO 有关的成果。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将实施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项
目，以及改进服务提供（包括公共天气服务、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警、航空气象服务和 WMO 质量管理
框架）的项目。气候和水司将实施水资源行业有关气候知识库和气候变化适应的项目。发展和区域活动
司将开展各种能力建设活动，重点放在 LDC。资源管理司将实施 IP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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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组织机构 – 2008-2011 年建议的结余预算和 2008-2011 年资金来源（包括自愿资金）
（单位：千瑞郎）
建议的预算
常规资金
现金结余

组织机构

A

决策机构

5,451.3

秘书长办公室
管理层和对外关系
沟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
小计
内部监察办公室和监督条款
副秘书长和支持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OBS）
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WDS）
科研司（RES）
气候和水司（CLW）
小计
助理秘书长和支持

战略计划办公室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DRA）
计划支持服务司（PSS）
小计
资源管理和支持

预算办公室和财务处
人力资源处
信息技术处

2008-2011年常规资金预算建议
自愿资金
总计

B

C=A+B

合计

D

E=C+D

-

5,451.3

-

5,451.3

2,880.0

-

2,880.0

-

2,880.0

8,657.0

600.0

9,257.0

300.0

9,557.0

3,311.6

-

3,311.6

-

3,311.6

14,848.6

600.0

15,448.6

300.0

15,748.6

5,218.5

-

5,218.5

-

5,218.5

2,240.0
22,556.2

1,000.0

2,240.0
23,556.2

2,980.0

2,240.0
26,536.2

22,442.2

1,800.0

24,242.2

3,620.0

27,862.2

13,375.3

-

13,375.3

5,228.0

18,603.3

26,201.2

400.0

26,601.2

12,600.0

39,201.2

86,814.9

3,200.0

90,014.9

24,428.0

114,442.9

2,110.0
2,070.2

-

2,110.0
2,070.2

-

2,110.0
2,070.2

39,933.0

1,600.0

41,533.0

46,900.0

88,433.0

63,570.5

-

63,570.5

100.0

63,670.5

107,683.7

1,600.0

109,283.7

47,000.0

156,283.7

2,095.7
10,714.7

3,800.0

2,095.7
14,514.7

-

2,095.7
14,514.7

7,981.0

-

7,981.0

4,272.0

12,253.0

10,272.8

-

10,272.8

-

1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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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4.2

3,800.0

34,864.2

4,272.0

39,136.2

固定资产购置和联合成本

7,236.6

-

7,236.6

-

7,236.6

与其它国际组织联合活动秘书处

2,156.7

-

2,156.7

6,500.0

8,656.7

1,731.5

-

1,731.5

31,500.0

33,231.5

7,594.0

10,000.0

17,594.0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秘书处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小计
总计

7,594.0
11,482.2

-

11,482.2

48,000.0

59,482.2

269,800.0

9,200.0

279,000.0

124,000.0

4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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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预算编制方法
2008-2011 年预算建议使用的预算术语
活动 –活动用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来表示，与此类活动产生的效益无关。实施活动需要提供投入。
分摊的会费 – 根据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确定的比例，在一个预算期内，WMO 会员为本组织的支出所交纳的
总额。
预期结果 – 对最终用户或客户的带来的效益。开展的活动和实现的预期结果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尽
管存在重大的外部因素影响，但在本组织的指导下能够实现某一结果。
投入 –工作人员和其它资源以服务或产品的形式实施项目活动。提供的投入和实施的活动之间存在直接的
联系。
绩效指标 – 衡量实现预期结果所取得进展的指标。
绩效衡量 – 利用绩效指标跟踪和评价预期结果完成程度的过程。
常规资金 – 常规资金包括分摊的会费和预算外资金，如租赁收入、计划支持收入、出版物的销售收入、
利息和杂项收入。
自愿资金 – 根据具体职责或与捐助方签订的专向协议，通过自愿捐助提供的资金，它仅用于资助本组织
职责内的全部或部分活动。这些资金通常由信托基金管理。

议题 7.2(6)-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治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EC-60/报告 7.2(6)
执行摘要
1.

根据外部审计员就 2002-2003 年两年期账目提出的建议，2004 年举行的执行理事会（EC）第

56 次届会设立了审计委员会（AC）。EC 确信急需（建立）一种审查和后续行动机制来改进 WMO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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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行政职能（EC-56，决议 15）。审计委员会自设立以来举行了 10 次会议。P-E Bisch 先生当选为审
计委员会主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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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员的工作进行审核；内部监察办公室的计划和进展报告；秘书处提出的项目建议，包括有关从联合国
会计制度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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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需的其它财务和管理事宜。
(a)

委员会在工作期间就 WMO 硬行封账及财务报表的时间选择和编制问题提出了建议。尽早结账
考虑了财务报表的及时公布问题，因此审计委员会能在秘书长对财务报表进行签字之前对其进
行审议。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对 2007 年的账目及第 14 财期的账目给出了无保留
意见。委员会对在第 14 财期内在改进内部监督和整个财务管理方面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向秘
书长并通过他向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审计委员会建议执行理事会批准该财务报表。

(b)

审计委员会继续注意到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工作质量和数量得到改善。它注意到所公布的报告和
提出的建议。审计委员会还注意到 IOO 在 2007 年年底之前增加了一名全职人员。进一步对工
作和建议划分优先顺序有助于秘书处改进各项建议的落实。IOO 主任将把一份详细阐述这些事
宜的年度报告提交执行理事会。

(c)

审计委员会还审议了其它财务事宜，并向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提出了咨询，包括结构上应如何
安排才能对 WMO 有益。

(d)

审计委员会在审议向 IPSAS 过渡事宜时注意到，在收到晚期交纳的分摊会费后才产生批准的预
算。审计委员会讨论了项目的完成日期，并注意到秘书处提出一项低于经批准的 400 万瑞郎项
目预算上限的预算建议。审计委员会强调要在现有的资金范围内确保完全符合 IPSAS。使审计
委员会感到鼓舞的是，任命了一名专门的项目经理，并建议吸取从实施甲骨文项目所获得的经
验教训。此外，审计委员会要求随时能够获得有关该项目的进展信息。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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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2007 年 11 月 12-13 日）的报告
会议开幕
1.

会议于 2007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10:00 开幕。

2.

审计委员会（AC）选举 P.E. Bisch 先生（WMO 法国常任代表（PR））在 2007-2008 年期间担任

委员会主席。Bisch 先生宣布会议开幕，并确认有足够的法定人数出席本次会议。由于 Bisch 先生在会议
的初期就离开了，所以主持会议的工作移交给 W. Kusch 先生（WMO 德国常任代表）。
3.

会议邀请秘书长（SG）M. Jarraud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秘书长对审计委员会表示欢迎，并尤其

欢迎委员会的新成员以及那些首次出席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成员。这些成员包括郑先生（WMO 中国常任代
表）和 W Kusch 先生。秘书长向会议简要介绍了秘书处自上次审计委员会会议以来的一些最重要的问
题。他注意到，这是第 15 次大会以来举行的首次会议，也是第 14 财期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强调指出，
自本财期开始以来，本组织发现了欺诈案，有关情况在整个四年内得到了稳步的改善。
4.

秘书长注意到，自上次审计委员会会议以来做了一些额外的重要工作，以便落实外部审计员

（EA）、联合检查组（JIU）和内部监察室（IOO）提出的各项审计建议。内部监察室主任（D/IOO）在报
告中强调落实率取得了重要进展，估计目前全部和部分落实的建议达 67.5%。取得的其它重要进展包括：
通过了一个内部审计章程；建立了一个专题组，以确保在 2007 年审计工作的背景下，尽早结算 2007 年
及财期结束时的账目，以及他希望首次提交一份有关内部监督声明的意愿。
5.

秘书长强调大会关于实施 IPSAS 的决定，预算定额为 400 万瑞郎以内的费用拟用当前财期的盈

余资金提供。他向委员会强调指出，秘书处当前不能保证有足够的盈余来资助该项目，因此 IPSAS 的实
施存在很大的风险。
6.

秘书长向委员会进一步通告了联合国执行首脑委员会（CEB）对以下事宜的讨论情况，即内部审

计报告信息的披露；联合国职业道德办公室向联合国系统其它部门提供精心安排的扩大后的道德保障。
他向委员会进一步通告了在欺诈案调查和有关内部行政程序方面的进展情况，包括 ILO 的裁决，这表明
自委员会上次会议以来未取得显著进展。

议程
7.

提请各位成员通过第九次会议的拟定议程。该议程获得通过，但对议题 7（财务事宜）的标题

作了一处修改，修改后的议题不包括对甲骨文系统的讨论。有关甲骨文系统的讨论将在议题 8 之下进
行。

2007-2008 年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8.

各位成员讨论了本委员会 2007-2008 年的工作计划草案，并同意制定一个基于委员会职责的固

定议程。这将确保包含以下重要事宜，即秘书长如何管理和应对风险，这同样适用于在委员会的其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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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审议财务条例的运行和效果。为提供指导并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审计委员会还同意在秘书长对账
目签字之前举行会议。拟纳入该议程并在在该议程下审议的其它事宜包括 IPSAS 的实施和审议有关的 JIU
报告（若作出这样决定）。
9.

通过了经修订后的工作计划。要求秘书处在下次会议上拟定一个修订版本。

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报告
10.

各成员注意到在第八次会议结束时通过的报告。

关于以往审计委员会会议要求采取行动的报告
11.

委员会注意到，为便于进一步讨论，这次会议要求采取的行动纳入第九次会议的议程。

外部审计员的工作和计划
12.

作为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的详细报告的一份额外文件，外部审计员介绍了报给秘书长的管理建议

书，并强调了建议书所提出的以下 8 个问题，即：
(1)

13.

财务报表的年终调整；

(2)

欺诈风险评估；

(3)

对财务信息的监督；

(4)

定额备用金账目的监督；

(5)

支出授权；

(6)

预算外活动的项目协定；

(7)

休眠账户的关闭；

(8)

注销过程。

秘书处注意到，由于秘书长刚收到该建议书，所以尚未作出答复。它进一步注意到正在对该事

宜进行审议，并将在下次会议上给审计委员会提供一份全面的复函。
14.

外部审计员介绍了 2007 年的审计战略，这表明它与 2006 年的战略一样，都是一项基于风险的

策略。他帮助委员会系统地了解该文件，文件强调了风险评估、临时审计时间表和秘书长计划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签署的财务报表。
15.

WMO 在硬行封账之后，Miller 先生进一步介绍了 2007 年 10－11 月进行的中期审计所取得的初

步成果，这才有可能对直到 2007 年 9 月 30 日为期 9 个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强调在中期审计中重点
审查以下事项，即修订后的预算分配、统一的帐目资金、在各会计事项中账户处理的一致性、预计的盈
余情况、内部监督、区域办事处的银行往来对帐表以及支出程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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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感谢会上所作的报告，注意到它们并非最终报告，并期待着在下次会议上收到各自提交

的供讨论的最终报告。
17.

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内部审计员/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工作
18.

主席提请 IOO 主任 J. Cortes 先生提交 IOO 在 2007 年 1－9 月的进展报告（“进展报告”）和

2008 年工作计划，以便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议和讨论。
进展报告
19.

IOO 主任通报了 2007 年 1－9 月期间的情况；告知委员会他现在补充了 5 名具有固定期限的工

作人员；并感谢秘书长和委员会提供的全力支持。IOO 在这期间完成了以下保证工作：

20.

z

IRM/甲骨文 – 第一阶段；

z

IRM/甲骨文 – 第二阶段；

z

SAT 账目；

z

奖学金业务；

z

差旅管理；

z

ICT 的规划和组织；

z

短期工作人员。

就欺诈和推定欺诈问题开展了一些工作，尤其包括以下方面的工作，即通过直接通信渠道提出

各种申诉，包括供应商提交的有关评标过程的申诉；工作人员教育补助金的权利；咨询合同的签署和对
WMO 短期雇员提出的（在一位前雇主的）欺诈指控。除 IOO 审查的其中一个案例之外，其余全部案例的审
查均已结束。
21.

除完成的报告之外，更多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包括对固定期限工作人员的招聘过程进行审

计，对印刷车间商业案例的审查以及对采购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对团体信用卡的使用和某些人员津贴的
管理进行了审查。（在负责评价工作的新负责人加入之后，IOO 主任还强调参与各项计划活动的评价/监
督。）基于业已完成的工作以及为 2007 年规划的工作，IOO 主任确信这项工作足以向秘书长提供一份
2007 年的保证文件，这是对拟由秘书长签署的内部监督保证声明文件的一个贡献。
22.

IOO 认为各项建议的落实率继续提高，并感谢秘书长在争取获得更多的答复意见方面所提供的

帮助。
23.

IOO 主任要求委员会就如下若干事宜提供指导，比如评价工作、向会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

JIU 要求管理机构审议其报告并作出直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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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IOO 进展报告的意见
24.

秘书长在对会议开幕词的补充中指出，与 IOO 的合作很好，IOO 对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支

持。他鼓励委员会尤其对内部审计报告的披露和 JIU 的要求提供指导。他向委员会通报了 CEB 的决定，
即在各组织政策的指导下公开这些报告，该政策应该是联合国系统在披露报告方面的一个标准方法。
25.

审计委员会感谢秘书长和 IOO 主任的报告，并希望按照上次会议的讨论，按优先顺序对工作进

行排序。此外，它希望能看到企业风险框架的完成，以便它能通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工作情况。
26.

秘书长注意到他希望签署一份有关内部监督效果的声明。审计委员会要求在下次会议上有机会

审议该声明。
27.

关于指导和建议的具体要求，委员会决定让一个不同的执行理事会机构而不是审计委员会来监

督 IOO 开展的计划评价和监督工作。
28.

审计委员会讨论了向会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问题以及 IOO 主任提出的三个方案，即：（1）

不披露；（2）通过内部监察服务活动报告披露内部审计报告；和（3）根据一个组织的政策对内部审计
报告进行披露。注意到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执行首脑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讨论以及以往有机会成功地使
用秘书处的报告，审计委员会决定采用第 3 个方案（根据一个组织的政策来披露内部审计报告），并要
求 IOO 主任准备一份政策草案，以便在下次会议上进行审议后作为建议提交 EC-60。
29.

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将根据其管理原则和框架仔细考虑并审议那些与 WMO 有关的 JIU 报告和建

议，因为这完全属于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委员会还通过其提交给 EC 的年度报告向 EC 提出相应的咨询。
审计委员会除了提供一份 JIU 公布的未来全部的报告清单之外，还将此事作为一个项目纳入议程，并将
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强调指出哪些报告与 WMO 有关。它进一步注意到，是否应将 JIU 作为 WMO 管理框架
的一部分，WMO 对此没有法定的要求。
2008 年 IOO 的工作计划
30.

IOO 主任表示正在开展风险评估和规划，以便在 2007 年 12 月 1 日之前向秘书长提交一份基于

风险的详细计划，供其审批。将在下次会议上与委员会共享该文件。

财务事宜
引入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31.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根据第 15 次大会的决定迄今为止实施 IPSAS 的进展报告。委员会对缺乏详细

的规划表示关切，并要求向下次会议提交一份详细的项目计划和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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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有迹象表明该项目处在风险之中，因为根据大会的决定，用

于资助该项目的预算盈余可能无法实现。审计委员会鼓励秘书长尽一切可能，以便根据大会的决定为该
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
33.

根据一些在早些时候便采用 IPSAS 的机构获得的经验，审计委员会建议在引入新的标准之前尽

早对政策进行调整是有益的。它希望在未来的会议上收到根据其职责对财务细则和条例进行审查的各种
可能的评审意见，以便向执行理事会提出相应的咨询。

其它事宜
甲骨文系统的实施
34.

秘书处提交了有关甲骨文系统实施的一份更新材料，包括该系统的功能、范围和使用。

35.

审计委员会对更新的材料表示赞赏，并高兴地注意到目前除一人之外，其余所有人员都在使用

该系统。但是，审计委员会的确寻求澄清了外部审计员和内部审计员的意见，即财务信息的监督及信息
的质量不断削弱。外部审计员解释道，主要关切的领域与延迟的银行往来对帐表有关（参见 2006 年外部
审计员的详细报告），这意味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关键的监督不到位。但是，他们的确表示在年底前改
进这一弱点。其它令人关切的领域包括：开支项目和内容描述之间不符；应付帐款的重复支付和工资债
务的产生，所有这些不足以提供精确的年终数据。或者由于内部监督的弱化，或者由于信息的不足，所
有这些都是由甲骨文系统的更新所引起的。
36.

审计委员会鼓励秘书处为该系统的用户（包括从事采购的人员）继续开展培训活动；并鼓励秘

书处研究在该系统中纳入一个工资核算模块的可能性，这是为实施 IPSAS 而重新配置甲骨文系统所需的
一部分。
WMO 道德守则
37.

审计委员会感谢继第 15 次大会批准对工作人员条例进行修改之后在实施 WMO 道德守则方面取

得进展的情况介绍。委员会期待获得有关以下事宜的更多信息，即为其余的人员举办研讨会；CEB 在讨
论联合国职业道德规范办公室可能提供协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下次会议
38.

下次会议计划在 2008 年 3 月 17-18 日举行。

会议闭幕
39.

审计委员会对即将离任的主席 J.J. Kelly 将军对本委员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祝他退休

后身体健康。会议于 2007 年 11 月 13 日 12:30 闭幕。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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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报告（2008 年 3 月 17-18 日）
1.

会议开幕并通过议程
主席（Bisch 先生）欢迎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并注意到与会人员已达到法定人数。他提请委员会对

提议的解释性议程发表意见。会议批准了建议的议程。
审计委员会批准了修改后的第九次会议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第九次会议要求采取的
多数行动被纳入第十次会议的议程进行讨论，那些剩余的行动则已经完成并结束。
2.

内部监督
秘书长欢迎审计委员会成员出席本次会议，尤其欢迎那些首次参加该会议的人员。他感谢外部审计

员提供的极好的合作，并注意到他们将对整个财期的财务报表的首次汇报，而不是就年度报告进行汇
报。
1.31 亿瑞郎的支出处于核定的 2006-2007 年 1.321 亿瑞郎的预算限制范围，且预算的划转也处在财
务条例第 4.2 条所提供的弹性范围。该财期已经结束，并有现金结余 920 万瑞郎，这从本质上反映了在
这个为期 4 年的财期内，清偿拖欠的分摊会费增加了 650 万-1580 万瑞郎。他进一步注意到目前这笔盈余
资金已经到位，并将把有关这笔资金的使用建议提交 EC-60 审批。最重要的事宜还包括流动资金的增
加，有 50％流向实现有关目标的用途。采用 IPSAS 所需费用将由盈余资金提供，目前的概算为 380 万瑞
郎，这比核定的项目预算的上限略微少一些。
对秘书处的结构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新的结构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就绪。这次重大调整是在没有外援
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与职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到目前为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尚待作进
一步的整合。
内部监督得到了改善，但仍需进一步改进审计建议的落实。截至 2008 年 2 月，79％的审计建议已全
部或部分落实，然而以往的进展报告显示落实率仅为 67.5％。这些积极的结果证实审计过程（包括后续
行动）已成为 WMO 管理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基于以往经验的有关内部监督的声明草案，并期待委员会对该声明草案提出意
见。审计委员会建议秘书长加强该声明。外部审计员（EA）认为，该声明应指出管理层在内部监督方面
的职责，并反映 WMO 的做法而不是 WMO 的目标。审计委员会对内部监督声明草案的发布表示欢迎，并感
谢秘书长所付出的努力。审计委员会认为 WMO 可能成为联合国系统内第一个编写这种声明的组织。
3.

风险管理
审计委员会获悉计划继续推进 WMO 企业风险管理框架项目第二阶段的工作，并了解到该项目预计在

2008 年 12 月完成。审计委员会认为，该项目不应该使科技计划的负担过重，同时要认识到这是善治的一
个重要方面，也是管理职责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外部审计员将根据要求提供额外的解释性材料。审计
委员会要求在下次会议上获得一份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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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和外部审计的计划、安排和报告
2007年财务报表草案
提请外部审计员介绍 WMO 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审计员注意到审计报告处在起
草阶段，有待对其作最后定稿，并请秘书长在财务报表上签字。虽然注意到仍需进行一些调整，但对账
目的审计意见是毫无保留的。1.31 亿瑞郎的支出处于核定的 2006-2007 年 1.321 亿瑞郎的预算限制范
围，且预算的划转也处于财务条例第 4.2 条所提供的弹性范围之内。审计委员会对外部审计员完成的工
作和报告表示欢迎，并表扬秘书处提供的毫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就仍需进行的调整以及调整的原因提出
了一些问题。特别关注的问题包括：在记录某些承诺和义务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及在这方面加
强内部监督的建议。
外部审计员注意到，最终报告将包括对 2007 年确定的新问题的各项建议；对以往建议的审议；以及
秘书处为落实这些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它决定建议执行理事会批准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另外它注意到秘
书长已在有关内部监督的第一份声明上签字。
2008年IOO的工作计划
IOO 主任介绍了该文件并提交了 2008 年的工作计划，这说明落实了审计委员会以前提供的指导建
议，从而进一步减少了风险，并对高风险至中等风险的各个要素进行了重新组织。强调了那些需采取后
续行动的关键领域，包括奖学金。此外，还与战略规划一道，主要开展了有关监督和评价体系及企业风
险管理项目方面的咨询工作。
审计委员会再次注意到，鉴于现有的资金有限，以前制定了相当雄心勃勃的计划。审计委员会建议
对具有中等风险至高风险的各个要素按优先顺序作进一步排序。IOO 主任注意到，他对补充的工作人员及
其素质感到满意，并对实现工作计划充满信心。审计委员会注意到自该委员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进展，
并期待在下次会议上拿到 2009 年的工作计划。
关于向会员国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政策草案
在第九次会议讨论成果的基础上，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向 WMO 会员和地区会员披露内部审
计报告的政策草案。人们对以下事宜表达了各种关切，即（政策草案的）第一稿、尤其是政策的追溯效
力、敏感文件的使用以及审计委员会在决定使用这种文件时的作用。在对政策进行重新起草之后，审计
委员会决定通过该项政策并建议执行理事会第 60 次届会批准该项政策，以便在试行的基础上启动披露工
作，同时注意到在这方面，WMO 将成为联合国系统内采用这项政策的第一批组织。
联合检察组（JIU）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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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JIU 联络员的 IOO 主任提交了题为“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管理和行政事务评审”报告，并介绍
了该报告的重点。秘书长提出了他对该报告的评论意见，并注意到那些可能引起争论的建议和那些可接
受并落实的建议。审计委员会在讨论该文件和秘书长的评论意见时，决定不在那些集中阐述 WMO 管理架
构的建议上花费时间，因为很显然，JIU 没有针对这些主题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来更好地认识本组织，如
它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并将执行理事会描述成一个政府间机构。对此，审计委员会认为大会或者执行理
事会应按照 JIU 报告的建议对技术委员会进行结构调整，并认为虽然这些管理方面的建议目前似乎没有
用处，但执行理事会会发现其它的建议是合理的。审计委员会还注意到，根据 WMO 以往的经验，可利用
JIU 重点关注秘书处的机会，并鼓励秘书长公开他的答复意见。注意到 WMO 所取得的进展，并称赞秘书长
在加强管理和问责制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5.

审计建议
IOO的2007-2008年进展报告
在 IOO 主任介绍了 2007-2008 年的进展报告后，审计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审计建议的落实以及 IOO

与秘书长之间的合作取得了更多的改进。还提交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有关“实施甲骨文系统之后
的评审”报告。报告强调未来的项目实施要从甲骨文项目中吸取经验教训，包括人员培训、设立用户参
与的指导小组等事宜。向 IPSAS 会计制度过渡应吸取这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审计委员会要求分发该报告
的电子版。
6.

财务事宜（AC-10 未讨论此项事宜）

7.

审计委员会的内部事宜
基于结果的监督和评价体系
审计委员会讨论了基于结果的监督和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及该体系的未来要求。
IOO 介绍了该文件，并注意到 WMO 主席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PTC）和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规

划工作组讨论过此项事宜，同时要求就拟议的基于结果的监督和评价体系问题与审计委员会进行协商，
以确保该体系也满足审计委员会的需要。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最近对秘书处的结构调整的确需要一个监督和评价过程，并建议采取分阶段的办
法来实施拟议的体系，同时注意到，该体系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不断完善和开展人员培训。审计委员会建
议这个基于结果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在第一阶段应重点关注预期结果和可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详细的活
动，以确保该体系从一开始就能够对结果和成果进行监督。该体系应有助于审计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并
确保能符合目前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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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将向审计委员会提供有关 WMO 战略框架和预期结果的详细信息，以有益于那些非执行理事会成
员。
8.

其它事宜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随着第 14 财期盈余资金的确认，目前可以继续实施 IPSAS 项目。380 万瑞郎的概算没有到达大会批

准的 400 万瑞郎的核定预算。
根据实施甲骨文项目所获得的教训，组建了一个包括用户小组的专题组并任命了一名专门的项目经
理。审计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系统不同组织之间在该项目上的预算差异，这与该组织的大小和复杂性以
及为实施 IPSAS 而对制度进行改变的范围有关。审计委员会还注意到缺乏与该项目有关的风险评估；在
项目批准和项目实施之间缺乏一种应急安排。
考虑到需执行所有可适用的 IPSAS 标准以便使本组织符合 IPSAS，从而避免就未达标情况提供有保留
的审计意见，审计委员会对项目的预算和紧迫的时限表示关切，并要求了解该项目的进展情况。秘书处
认为在大会提供的资金范围内能够完成该项目，并对此表示了乐观。
9.

会议闭幕
审计委员会同意于 2008 年 10 月 20-21 日举行下次会议。将以通信方式批准提交给 EC-60 的报告。

会议于 15:15 闭幕。

议题 7.2(8)-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内部监察室 – 问责制年度报告
EC-60/报告 7.2(8)
摘要
秘书长对内部监察室问责制年度报告的意见
1.

报告的陈述

本报告涉及 2007 年 1 月至 12 月的情况以及 2008 年 1 月至 3 月的部分情况。报告强调指出 D/IOO
与 WMO 秘书处管理层之间开展了良好、富有成效的合作和对话。我谨希望提及 IOO 和秘书处各司及其
处室所表现出的建设性态度，这对于 2007 年在加强内部监督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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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审计建议
正如执行摘要所述，各项建议的落实率继续显著提高。

与 2006 年底 54%的完全落实率相比，目前的落实率为 66%，而建议完全或部分落实率目前为
79%。
认识到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保证和在“合理成本”上实现零风险，因此这些结果说明已取得相当大
的进展。
3.

审计结果 – 保证工作
正如 D/IOO 所述，他的报告反映了各报告出台时的情况。此后取得的新进展反映在文字和脚注中。

3.1

IRM/ORACLE 项目

由于做了大量工作，正如近期落实建议后的评审工作所指述，WMO 目前能够稳步实施 Oracle EBusiness 系统，并具备了核心应用系统的各项功能。不过，必须承认，截至到 2007 年底潜在效益尚未
完全实现。
3.2

奖学金管理

虽然自 IOO 报告（2007 年 6 月）以来取得了新进展，但仍需特别关注 IOO 建议的进一步落实以及
提高各项程序的效率。
3.3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规划和组织

近来所取得的新进展包括澄清了信息系统战略咨询委员会（ISSAC）的职责并设立一个具有实施/业
务作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协调委员会（ICT CC）。
3.4

工作人员的招聘

现已取得显著进展：在 2007 年完成的所有专业岗位的招聘工作中，从岗位空缺公告到面试日期为
159 天，从岗位空缺公告到发出岗位录用为 177 天。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有进一步改进的潜力。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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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问责制年度报告涵盖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活动。根据财务细则第 13.10（e）条将此报告提交执
行理事会（EC）。
IOO 一直得到 WMO 管理层大力支持和很好的合作，管理层承认 IOO 提供的强化监察职能所产生的增
值。IOO 继续得到了高级管理层（特别是秘书长）的支持。
与以往的报告相比，建议的落实率不断提高。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66%的建议已“落实”，13%的建
议已“部分落实”。
关于人员编制和预算的讨论，见附录 1。IOO 工作的开展未超出为其 2007 年批准的拨款。
2007 年保证活动的重点和主要工作仍然按计划进行。由于开展了一些“未确定时间的”活动，因而调整
了 2007 年工作计划（PoW），因此与 2006 年相比，2007 年的产出有所增加。附录 2 描述了截至本报
告出台以来的 2007 年工作计划的实施状况。2008 年 3 月召开的审计委员会（AC）注意到了秘书长于
2008 年 1 月 31 日批准的 2008 年度工作计划。
报告期内的工作亮点和成就包括：
从 2007 年 1 月至 12 月 IOO 发布了八（8）份内部审计报告和有关若干专题的谅解备忘录，包括检查和
调查工作的结果。
涉及到的主要“保证工作”主题包括：
•

“IRM/Oracle 系统第一阶段的实施”（第3 段）;

•

“IRM/Oracle 系统第二阶段的实施”（第4-8 段）;

•

“财务账目- WMO 空间计划”（第9-10 段）;

•

“奖学金管理”（第11-16 段）;

•

“差旅管理”（第 17-19 段）;

•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的规划和组织”（第 20-24 段）;

•

“短期人员的聘用”（第 25 段）；以及

•

“固定工作人员的聘用”（第 26-27 段）。

IOO 在 WMO 的欺诈防范和侦察方面的活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 2007 年的一些检查开展了具体防
范欺诈行为的工作（第 28-29 段）。截至本报告出台为止，IOO 报告在 WMO 未出现欺诈或欺诈嫌疑的
情况。不过，IOO 在一些防范问题上提供了实质性咨询意见（第 30-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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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估，认为保证工作符合世界气象组织的各项规则和条例，还确立了各项监督过程是否充分到位，以
及这些监督措施及相关配套制度是否有效。总体而言，IOO 的结论认为，WMO 内部监督过程与前期相比
已有所改善，虽然仍可进一步改进（第 41-48 段）。需要引起注意的领域包括外包、采购、Oracle 系统
和财务管理（第 49-60 段）。
与战略规划办公室（SPO）一道更多地参与各项计划活动的评价/监督。详见附录 3

一、

保证工作–意见和建议

1.

本节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提供信息。根据 2007 年基于风险的工作计划开展了所有的工作，“未

确定时间的”的工作除外。后者是高级管理层所要求的或被确定为新出现的重点工作。
2.

总体而言，第一节陈述了到报告出台时的状况。 这些报告包括了下列清单中需要引起注意的风

险或影响，和/或补救行动。读者也应该考虑有关各项建议的落实进度。
IRM/ORACLE 项目第一阶段（#2007-01/07 年 1 月）3
3.

2006 年度问责制报告中陈述了 2007 年 1 月 12 日公布的本报告提出的意见的摘要。因此，纳

入该报告，仅供参考。
IRM/ORACLE 项目第二阶段（#2007-02/07 年 3 月）4
4.

第二阶段的实施重点是工资支付系统与财务系统的整合。

5.

以往的人力资源系统仍然是核心的人力资源系统，这给处理和数据完整性带来风险。

IRM/Oracle 系统的数据质量受到影响。
6.

I-Proc 模块作为 IRM/Oracle 项目的一项扩充于 2006 年 3 月实施。注意到了影响在线年度内财

务信息准确度和可靠性的系统性问题。由于在调拨单与采购订单（PO）之间以及在 PO 与相应支付之间
无联系导致了 2006 年的支出存在两次/三次重复计算。由于投入监督不力以及交易类别有时造成支出计
入错误的预算项中。
7.

实施了具有提出支付申请特性的 I-Proc“购买-支付”流程来实现大部分货物和服务的采购。虽

然已于 2006 年 3 月启用了 I-Proc，但在 2006 年 11 月之前未对这一程序作必要的调整。有时并行维持
了多种支持系统来克服有关不足之处。

3
4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报告中 14 项建议的 86%“完全落实”或者“部分落实”。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报告中 13 项建议的 69%“完全落实”或者“部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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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根据外部审计员的建议，秘书长要求 IOO 把开展 IRM/Oracle 实施的岗位评审工作

8.

委托给一个机构合同单位。此项工作于 2008 年 3 月完成（见第55-58 段）。
SAT 财务帐目（#2007-03 /07 年 6 月）5
IOO 对 Oracle 系统制作的 SAT 2007 年 3 月 7 日详细支出报告（“SAT 报告”）尽职地开展

9.

了审查。审查 SAT 报告旨在确保此处所列的 2006 年的交易业务是 SAT 真实的交易业务。IOO 未评估这
些交易是否与规划的活动相符。
虽然 SAT 报告主要包括有效交易往来帐目，但是从 WMO 门户获得的当年财务信息不足以开展

10.

监督和决策。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成为新的关切点，因为会计入账由几个单位实施，但无充足的说明。到
年底封帐时也注意到有重复支出情况。

奖学金管理（#2007-04/7 月）6
IOO 对奖学金委员会（FELCOM）和手册的引入、维护和支持表示认可，它们是监督环境中两

11.

个关键要素。
然而，对工作流程的关键性评审结果显示监督工作并非总是充分到位，某些工作方法过于劳动

12.

密集型，但对在实施计划时的时间与成本问题认识不足，具体如下：
•

流程遵循的层级路径没有增值（监督）；

•

未以明确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落实政策；

•

注意力放在满足要求方面，这对监督造成一定的妨碍；

•

各科学/技术司和区域办公室未能充分参与；

•

有时数据库（Fellman Plus）的输入信息存在不一致或不准确；以及

•

对关键的流程步骤未设时限。

13.

但是截止报告之日上述大部分问题已解决。

14.

总体而言，D/ETR 未能有效地处理计划管理成本的必要信息并按照一个令人满意的监督水平来

实施其计划。
15.

制定奖学金政策时并未采用问责制驱动式语言。管理层也需要澄清流程中强化外部伙伴职责所

需的行动，以及旨在限制 WMO 在授予奖学金方面的法律责任的措施7。

5
6
7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报告中所有建议已“完全落实”。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报告中 16 项建议的 81% “完全落实”或者“部分落实”。
通过 WMO 管理层获悉，Cg-15 决定鼓励常任代表负责监督奖学金和提交其签名。

进展/活动报告
16.

176

Fellman Plus 结构不充分，管理不到位，数据脆弱性高，因此成为了内部监督力弱、有用性不

高的原因。

差旅管理（#2007-05/07 年 6 月）8
17.

对出差程序和规定的遵守情况是不错的。但是，虽然 IOO 注意到差旅科的工作人员对现有的规

定框架有很好的了解，但是审计检查显示，有未遵守规定或已普遍接受的做法的情况，对此需引起重
视。
18.

2006 年中期第一次公布了外包差旅管理的建议。还没有开展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换言之，未

作全面的成本/效益（利与弊）分析就支持外包决定。虽然上述建议估计成本会有节减，但 WMO 过去未
正式核算过相对于现有运作成本的外包成本。节减的规模不清楚。
19.

对照 JIU 的建议分析了 WMO 做法存在的差距。潜在差距存在于出差包干的选择、DSA 和出差

费用和中途停留的资格。鼓励 WMO 管理进一步缩小某些差距。
ICT 的规划和组织（#2007-06/7 月）9
20.

随着信息系统战略咨询委员会（ISSAC）及其职责的修改，ICT 的战略规划过程重新恢复。

ISSAC 定期召集开会，它在 IT 治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设立科学的 IT 政策框架方面取得了进
展。但是在审查活动的时候，IOO 注意到“绩效衡量”这个 IT 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未纳入其职责。而
且，ISSAC 在审查 IT 建议的技术内容和成本的时候应该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21.

秘书长批准了秘书处新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IT/IM）战略。制定 IT/IM 战略旨在满足 WMO 会

员的要求。
22.

然而，IT 资产管理流程薄弱。IT 基础设施科负责服务器硬件和软件的支持。但是，ITD 和 COS

之间的帐面资产所有权不清晰。IT 问责制和保障的缺失均带有风险。
23.

硬件和软件配置缺少恰当标准造成了多种配置。有些甚至闲置。无配置支持的运行带有风险。

24.

由于缺乏监督合同的执行和相关成本的具体程序有可能造成 ICC 服务缺乏经济性，这一风险低

估了。用 ICC 进行交易看起来违反正常的采购程序。根据相关机构对增加一般管理费用的关切，WMO
高级管理层应该特别关注与 ICC 的关系和 IT 运行成本总体不断上升的情况。重申加强对于 ICC 签订的工
作安排进行监督和财务检查。

8
9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两项建议中的一项“未落实”，另一项 “完全落实”。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报告中 7 项建议的 57% “完全落实”或者“部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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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人员的聘用（#2007-07/9 月）
25.

177
10

IOO 的工作显示未发现有明显问题的合同。但是在以下领域仍有改进余地：
•

尽管大量使用临时人员，用于支持该过程的监督环境的法规性框架不完善；

•

聘用临时人员未采用竞争过程。尽管规章中有明确规定在聘用顾问时监管框架本身要求一
定的竞争，但在短期职员仍然出现过未采用竞争的方式；

•

不是每个人员档案的文件能够充分支持对短期人员的选择的结果。缺乏品行证明材料；

•

经常不做短期职员的绩效评定，防碍了 WMO 了解掌握经常会延长聘用/再次聘用的人的
情况。

固定职员的聘用（#2007-08/08 年 12 月）11
26.

总体上，审计结果显示固定职员的聘用不存在重大问题。该流程总的包括对外通告空缺、秘书

长设立的相关委员会对短名单的审议、参考材料的核实、委员会对候选人的系统审查、职员代表在过程
中的参与以及委员会主席提交供批准的聘用建议。如果所有步骤执行得当能够增加透明度。但是，IOO
认为在以下方面需要改进：
•

从空缺通告（VN）之日到面试日 WMO 所需的平均时间超过了 240 天（根据 IOO 的抽
样），时间较长；

•

应该将目前采用的固定职员聘用程序更好地整编成文；

•

关于“职员流动性”的服务解释文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换言之，操作办法
/程序需要有明确文件；

•

虽然认识到大会给予的灵活性，需要更多重视对职位数量的监督。C/BO 和 C/HRD 持有
的编制表不同；

10
11

•

HRD 对于岗位分类没有明确政策或立场，而是取决于招聘。最好有个专门的办法；

•

没有系统地核实从业情况、资质和背景，以便确保选定的候选人证书完备；

•

固定职员的合同没有试用期来防止本组织出现工作表现不佳和/或行为不当的情况；

•

SSB 和 APB 的工作程序没有正式文件或职责；

•

对申请人的筛查似乎也是特定的；

•

地理分布和性别平衡的考虑不明显。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报告中的两（2）项建议 “未落实”。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报告中的四（4）项建议 “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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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是“长期讨论和互动的结果”。虽然管理层同意认为有改进的余地，但它重申在“某

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特别要关注的是“职员调动”问题，IOO 认为在这领域也许存在法律空
白，但是管理层不同意。之后，要求律师对条例作出更简洁的陈述。

检查
28.

IOO 根据其职责同时为了保护 WMO 的利益将经常检查可能出现浪费和管理不当的地方，或者

它认为资源的获得不经济、使用不经济或者保护不充分，或者内部监督薄弱的地方。开展了一些防范工
作，具体在“停车设施”、“单位信用卡”、“自动计时系统”、“教育资助和探亲假”。这些工作的
结果提交给了秘书长。将会或者正在进行整改。
29.

按照向秘书长介绍的内容，对印刷厂建议的业务模式这个“业务案例”相关的保证工作已经完

成。

欺诈或假定性欺诈
30.

在负责组织良治的机构的监督下，防范和发现欺诈的主要责任属于 WMO 的管理层。

31.

IOO 负责 WMO 设立的“直接沟通线”（DCL），诚实可信基础上报告可能的欺诈、浪费、滥

用职权和其它不正常活动。审查了自 2007 年 1 月 1 日通过 DCL 提交的八（8）个案例。所有案例都已了
解完毕，通过备忘录形式提交给秘书长或者转给相关单位。
32.

截至本报告之日，IOO 报告没有欺诈案或者欺诈嫌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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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就落实监察建议采取的行动

二、

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的状况
为了向 WMO 利益攸关方提供独立的保证，IOO 负责跟踪管理层在响应所有监察建议方面采取

33.

的行动。
根据最新的后续情况，IOO 决定关闭（无须实施）20 条建议，如果它们：（a）被某些事件取

34.

代，或者（b）与其它建议重叠。考虑到对相关行动报告的新安排，本报告不包括 JIU 的建议。虽然 IOO
同样针对外部审计员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但是结果还是要提供给外部审计员供其独立评估和报告。

所有建议。自上次后续行动以来，有 4 个建议添加到了数据库。截至 2008 年 2 月 8 日，数据

35.

库有 367 条建议，其中 53 条属于无需实施的“已关闭的建议”。状况如下（不包括“已关闭的建
议”）：
状况

IOO

37.

合计

69%

69

53%

30

100%

206

部分落实

20

13%

20

16%

--

--

40

13%

未落实

28

18%

40

31%

--

--

68

21%

155

100%

129

100%

30

100%

314

100%

66%

年度状况：
年份

未落实

2007

35

41%

15

17%

36

42%

86

2006

28

34%

13

16%

42

50%

83

部分落实

已落实

合计

2005

3

5%

8

12%

55

83%

66

2004

2

3%

4

5%

73

92%

79

Totals

68

21%

40

13%

206

66%

314

根据优先排序：
优先程度

38.

其它

107

合计

36.

外部审计员

完全落实

未落实

部分落实

已落实

合计

高

19

14%

14

11%

101

75%

134

中等

46

29%

24

15%

87

56%

157

低

3

13%

2

9%

18

78%

23

合计

68

21%

40

13%

206

66%

314

IOO 建议。数据库包括 IOO 评估的 155 条建议：
主题

IOO 之前的所有报告

报告编号

未落实

若干

--

出纳职能&监督

2006-01

采购服务&监督

2006-02

部分落实
--

2

--

--

--

5

26%

2

已落实
--

合计

46

100%

48

--

11

100%

11

11%

12

6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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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实

部分落实

已落实

合计

基于结果的预算

2006-03

2

40%

--

--

3

60%

工资支付&监督

2006-04

--

--

4

80%

1

20%

5
5

出版&印刷

2006-05

2

29%

2

29%

3

42%

7

IRM/Oracle 第一阶段

2007-01

2

14%

1

7%

11

79%

14
13

IRM/Oracle 第二阶段

2007-02

4

31%

1

8%

8

61%

SAT 财务账目

2007-03

--

--

--

--

2

100%

2

奖学金管理

2007-04

3

19%

5

31%

8

50%

16

差旅管理

2007-05

1

50%

--

--

1

50%

2

ICT 规划&组织

2007-06

3

43%

3

43%

1

14%

7

短期人员

2007-07

2

100%

--

--

--

--

2

固定人员的聘用

2007-08

4

100%

--

--

--

--

4

28

18%

20

13%

107

69%

155

合计

39.

上述 48 条建议（REM-33; PSS-6; PROG-5；以及 EXEC-4）属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按照

流程分类如下：

按流程分类尚未实施的建议 (截至 2008 年 2 月)

Formatted: Font: (Default)
SimHei, (Asian) SimHei, 10.5
pt, Complex Script Font: 10.5
pt

预算编制和监督
业务管理

8%
财务管理和账目

20%

17%

货物和服务的管理
8%

治理
13%

40.

信息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19%

15%

结论。建议的落实率得到了提高。截至 2 月 8 日，66%的建议已落实，13%的建议部分落实。

Formatted: Font: 9 pt,
Complex Script Font: 9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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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充分性12，风险管理和内部监督
内部监察办公室的意见

41.

按照 IOO 章程的要求提出下列意见。

42.

组织结构治理。自 2008 年 1 月 1 日，本组织的结构重组生效。转入新结构的流程很顺利，而

且在规定日期内完成。但是新结构也许会带来某些管理上的挑战，因为要求监察机构密切监督。IOO 将
在履行监察职责的同时继续评估重组的效果。
43.

在联合国系统采用和实施 RBM 促使需要进一步澄清问责制各方面的问题，因为 RBM 要求在一

个权力分散的环境中下放职权。此类澄清越来越多地纳入问责制框架中，而此框架界定了授权来自何
处，流向谁，用于何种目的，它们对谁负责，以及在履行权力时的责任是什么。
44.

秘书长在促进专业操守的工作得到了 IOO 的支持。将进一步推动问责制框架的发展，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欺诈、警告和管理监督方面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提出秘书长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立场。
45.

事业风险管理（ERM）。充分的 ERM 流程将会加强 WMO 在判定何处需要更大监察力度的能

力，以便实现其战略目标。由于上述的重组，秘书处将重新开始 ERM 项目，该项目的第一阶段于 2006
年完成。IOO 对此发展感到鼓舞。IOO 在 2008 年的工作计划中纳入了一项咨询活动，旨在帮助秘书处进
一步开发和实施更简化但有效的 ERM 框架和风险登记。
46.

内部监督。管理层根据运行监督目标负责设立流程网络。IOO 的职责是确定目前的流程设计充

分，运行有效。
47.

IOO 的工作基础是基于风险的 2007 年工作计划，同时充分考虑了现有和拟议的管理活动

（如，ERM、RBM、WMO 结构重组）以及评估的风险文档的变化以及对工作重点的建议。保证流程还
考虑到各种运行的实质性和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性。工作计划也涉及到对关键领域的参与，同时认识到
需要对专门支持系统的审查，如 IRM/Oracle 系统。设计的保证工作旨在评估遵守 WMO 条例和规则的情
况，同时也考虑监督和支持系统是否充分到位，是否有效。
48.

总之，IOO 的结论是，与前期相比内部监督流程得到了改进，虽然在若干领域还可以改进。例

如，为了加强监督环境，需要制定一个清晰、通用的监管框架，该框架同时与 IRM/Oracle 系统的网上操
作规范协调一致。但是，建议的落实率显示行动正在开展之中。

需要管理层关注的领域
49.

外包。外包日益成为 WMO 的一个战略性工具。这种趋势在 ICT 领域尤为明显，而且建议进一

步推广到差旅和印刷工作。然而，在制定外包建议方面缺乏应有的严格手续，使得 WMO 面临风险。将

12

该意见涉及秘书处的善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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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以便确保切实获得拟议的效益，即只有在开展了优/劣、风险和总体成本分析后方
可实施各种方案。
50.

国际计算中心（ICC）。IRM/Oracle 系统主机设施的监督保证缺失是一个主要的关切点。外部

审计员和 IOO 要求的保证仍然没有实现。然而，WMO 高层，IOO 主任，外部审计员，审计委员会获悉
了目前正在 ICC 开展的保证工作，其目标是获得 SAS70 认证。此项工作在 WHO 内部监察部的主持下由
一个独立的签约机构开展。预计 SAS 70 认证工作一旦完成将会获得所需的保证。
51.

采购。WMO 的采购流程也是一个需要继续关注的领域。作为过去审查工作的后续，IOO 审查

了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6 月采购交易的抽样样本以便考察遵循法规框架的情况。此项无固定时间的审
查也涉及到采购和合同委员会（PCC）的运作。此次审查与通过 DCL 提交的投诉一道强调了需要在采购
领域减缓风险。（据说此项工作正在由 WMO 管理层处理。）
52.

WMO 是一个小的组织，采购职能由一名 P 级和两名 G 级职员组成的单位（即 PTS）负责。规

模有限影响了内部监督，尤其是职责的分离。IOO 审查结果显示，关键监督的淡化造成了流程有风险，
这一流程并不是总是能够经受挑战和详细审查的考验。注意到“规格编制”和“标书的评价”是风险最
大的领域。
53.

流程中主要的监察机制 PCC 的运作可能会由于现有的组成和运作办法而蒙受影响。象“竞标例

外”这样的问题缺乏一致性和明确性。为了加强相关的监督环境，需要更多关注“问责制”和“透明
度”。IOO 认为，PCC 流程要求高级管理层深入审查，以便确保实现各项既定目标。
54.

IOO 强调的很多问题能够通过手册中明确记录采购过程的方式得以解决，记录的内容也明确了

具体的监督和流程步骤。这应该包括但不限于参与流程的职员如何与 Oracle 系统及其监督功能的互动。
55.

落实后评查。在秘书长的要求下，由普华永道（PwC）进行评审，IOO 启动的对 Oracle 系统近

期的落实后评审表明，WMO 稳定地实施了新的 Oracle E-Business 系统。Oracle 操作平台运行良好，也
能提供核心应用系统功能。然而，WMO 仍未完全实现其潜在效益。
56.

需要进一步努力优化人力资源、财务、采购和其它行政管理职能的业务流程，而且一旦可能应

该自动化，切实消除任何的重叠流程，同时维护和改进内部监督。
57.

即将开展的权责发生制核算流程和 IPSAS 财务报告将为实现此目标提供背景和机会，以便实现

这一目标，但愿能获得充足资金和资源。PwC 建议考虑现有经验，尤其是项目管理和实施方法学的经
验。PwC 发现这些领域原有目标仍未实现的关键主题包括：
•

用户接受度和变化管理；

•

实施项目的范围；

•

内部监督和风险分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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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设置。

PwC 对上述以及其它问题提供了充分翔实的报告。按惯例，IOO 将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建议的实

58.

施进展。

财务管理。WMO 的财务管理今后仍然需要关注。虽然由于在 2007 年的最后几个月严格监督支

59.

出化解了潜在的预算困境，但是在正式关闭业务后大数额的调整引起了关切。总体而言，在年底正常预
算的资金流入和流出（通过调整，取消承诺等）合计超过 440 万瑞士法朗。虽然在一个财期期末也算正
常情况，尽管如此，秘书长今后应当审慎控制和监督此类巨大财务活动，因为这可能产生重大风险。
年底取消了若干 IRM/Oracle 系统中的采购和 PO（有物质价值）。这需要全年更好地监督

60.

WMO 预算。因此，年度内的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也成为一项关切。
外部审计员在其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长期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若干财务管理问题，有些问

61.

题在上面也作了强调。
附录 1 – 职员编制和预算
通过吸收新职员继续在报告期间加强 IOO。随着 5 名固定期限的工作人员的到位，IOO 计划的结构已告
完成。
级别

上岗日期

D/IOO

J. Cortes 先生

D-1

2006 年 2 月 1 日

美国

C/EPAS

M. Bachner 女士

P-5

2007 年 9 月 1 日

丹麦

高级内部审计员

A. Ojha 先生

P-5（未满）

2007 年 5 月 1 日

印度

内部审计员

A. Manoharan 女士

P-2

2006 年 9 月 28 日

澳大利亚

IO 助理

L. Courtial 先生

G-6（未满）

2006 年 8 月 14 日

法国

职务

姓名

国籍

2006-07 年的预算拨款合计 170 万瑞朗；IOO 办公经费没有超过 2006-07 年的拨款。截至 2008 年 2 月
11 日，2007 年的总支出是 884,648 瑞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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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 2007 年工作计划的执行状况
目录

IOO 活动

标题/范围

状况

2007-B-1

内部审计服务（PoW–附录

奖学金管理

报告#2007-04

2007-B-2

B）

差旅管理

报告#2007-05

技术合作资金和其它预算

重新调整到 2008 年

2007-B-3

外活动
2007-B-4

固定期职员的聘用

报告#2007-08

2007-B-5

计划外–审查 SAT 账目

报告#2007-03

2007-B-6

计划外–临时人员

报告#2007-07

2007-B-7

计划外–范围有限的审查印

办公室间备忘录

刷厂
计划外–审查采购交易

报告 2008-01

2007-C-

评价&绩效审计服务

计划绩效报告流程的统一

参见附录 3

1

（PoW–附录 C）

计划绩效报告过程的完整

2007-B-8

性
评价服务指南

参见附录 3

2007-C-

计划制定和交叉性活动的

由于资源有限，开展但未

3

协调

完成

2007-C-

绩效审计–会议服务

由于资源有限，开展但未

2007-C2

完成

4
2007-D-

信息技术（IT）审计

1

（PoW–附录 D）

2007-D-

IRM/Oracle–第二阶段

报告#2007-02

ICT 的规划/组织

报告#2007-06

监察建议的跟踪

周期性工作–向监察的利益

2
2007-E-1

其它主要活动（PoW–附录
E）

2007-E-2

攸关方报告
风险管理项目–第二阶段

D/IOO 将与助理秘书长密

（独立保证/咨询服务）

切协调为第二阶段寻找专
家

质量评估-同行评议

2007-E-3

活动调整到 2008 年第三季
度

问责制框架

2007-E-4

通过建议形式提供正在开
展的工作和咨询，以便加
强问责制框架

n/a

检查/调查

各类主题

见第 I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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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 评价和绩效审计
与评价相关的工作于2007年启动（其中部分工作调整到2008年），其中包括：
•

基于结果的管理（RBM）/监督和评价（M&E）系统；

•

WMO 评价政策框架。

IOO与SPO密切合作于2007年11月就基于结果的M&E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向秘书处提出建议。2007年
底，关于M&E系统的建议向所有司长通报征求意见。2008年在各种场合对该建议展开讨论，包括第59届
主席团会议、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EC战略运行计划工作组会议和审计委员会议。
通过这一流程产生了如下若干建议：
•

M&E 系统第一阶段简化部分的实施应该与 WMO 战略规划（2008-2011）协调一致；

•

M&E 系统的制定需要考虑现有经验和一些 WMO 会员的 M&E 工具和方法学；以及

•

应该向 EC-61 提交附带成本效益分析的 M&E 综合计划。

在WMO进一步加强实施RBM的背景下，IOO、SPO和REM于2008年2月联合开展了一次短期培训
班，培训内容包括战略规划流程、预算问题和拟议中的M&E系统。
另外，2008年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WMO评价政策草案，征求他的意见。

议题 7.2(9)-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联合检查组（JIU）
进展/活动报告
EC-60/报告 7.2(9)
联合国大会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第54次会议赞同关于联合检查组（JIU）报告的新的后续行动体

1.
13

系 。理事会忆及根据JIU年度报告A/52/34附录一中包含的JIU报告后续行动新体系制定的“WMO针对JIU
报告采取后续行动的程序”，该程序随后于2002年获得执行理事会第54次届会批准。此外，WMO审计委
员会（AC）在2007年11月的第9次会议上决定，它将考虑和审议JIU报告和有关WMO的建议，并视情报
告理事会。

13

联合国大会第 54/16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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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决定，本文件的目的是向理事会通报自Cg-14以来JIU公布的针对WMO的报告，以及从

Cg-14到2006年期间JIU公布的有关JIU系统的报告及相关建议。本进展报告仅收录那些适用于WMO的建
议。与2007年公布的JIU系统报告有关的事务将提交给2009年的执行理事会第61次届会，以使秘书处有
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并酌情答复检查专员提出的问题
3.

JIU关于针对WMO的报告包括：

–

2007年3月公布的关于世界气象组织（WMO）周转基金的评审报告（JIU/报告/2007/3）；以及

–

2007年12月公布的关于世界气象组织（WMO）管理和政务的评审报告（JIU/报告/2007/11）。

4.

后一个报告连同秘书长的有关意见分别在EC-60/INF.7，和EC-60/INF.7,ADD.1中给出。审计委

员会在2008年3月召开的第10次会议上审议了该报告和秘书长的意见，并注意到针对立法机构的各项建议
将提交给有关的管理机构和其它有关的组织机构。关于第26号建议（“秘书长应确保秘书处中与审计委员
会有关的职能应当由IOO承担”），审计委员会建议应当继续保持现行的安排，据此秘书处中与审计委员
会有关的职能应当继续由助理秘书长办公室来履行。
5.

关于JIU系统的报告，本进展报告提供了截至2008年4月秘书处在落实JIU2004、2005和2006年

报告中包含的适用于WMO的建议方面进展的详细内容：
–

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缔结的总部协定： 对工作人员有影响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JIU/报告
/2004/2）；

–

联合国系统注重成果的管理的系列报告综述（JIU/报告/2004/5）；

–

联合国系统内部采购做法 （JIU/报告/2004/9）；

–

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旅行条件（JIU/报告/2004/10）；

–

对联合国通行证管理工作的审查（JIU/NOTE/2005/2）；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秘书处内逐步使用开放源码软件（OSS）的政策（JIU/报告/2005/3）；

–

合国系统组织为开发目的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政策（JIU/报告/2005/7）；

–

加强联合国系统对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NEPAD）支持的进一步措施（JIU/报告/2005/8）；

–

联合国系统的监督缺陷（JIU/报告/2006/2）；

–

第二次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缔结的总部协定：. 东道国提供总部房舍和其他设施（JIU/报告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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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展报告还包含了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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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
7.

同 时 提 请 理 事 会 注 意 JIU 年 度 报 告 ： “ 联 合 检 查 组 2007 年 报 告 和 2008 年 工 作 计 划 ”

（A/62/34/Add.1），该报告可从JIU网站上下载：
http://www.unjiu.org/data/en/annual_reports/EnA6234_Add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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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缔结的总部协定： 对工作人员有影响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JIU/报告/2004/2）

建议 2
1 – 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提请该组织的东道国注意这一希望，即希望东道国酌情放宽工作许可或建立类似的安

行动

3

是否接受

状况

L

无关

-

L

无关

-

E

无关t

-

L

无关

-

L

无关

-

L

无关

-

WMO管理层的意见

排，以有利于国际组织职员和官员的配偶就业。
2 – 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提醒东道国充分实施总部协议条款的重要性，确保采用简化的程序以利于该组织及其职
员和官员行使其享有的特权、豁免权及权益，包括以下领域：向他们的子女发放工作许可，给家庭帮佣人员发放
签证；购置和租用不动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东道国退休；享受免税，发放可在免税交易中使用的专卡，定
期根据国内法律的变更和组织内部的变化来复审有关课税的条款。
3 – 为了能让职员，特别是某任职地点新招聘的人员和新来的职员更加熟悉东道国协议的内容，应要求组织的行
政首脑以电子版本或其它合适的形式发布综合信息通告并公布职员和官员享有的特权、豁免权和其它权益，以及
他们应承担的义务。
4 – 组织的立法机构应提请东道国注意以下重要意义，即把联合国（UN）系统组织及其职员和官员享有的特权、
豁免权和权益充分地告知当地的行政、公共服务和商业界，尤其是那些位于首都或组织所在地以外的部门，以利
于这些特权、豁免权和权益的行使，并确保该组织的职员和官员在履行其义务时得到合作和理解。
5 – 组织的立法机构应提醒东道国注意确保在东道国内向政府间组织新增的便利应惠及位于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
联合国系统组织及其职员和官员。
7 – 组织的立法机构应提醒东道国以下重要意义，即简化程序来确保快速处理其职员和官员为执行联合国组织差
旅所需要的签证申请，防止不当延误该组织的实质性工作并尽量减少因此给该组织带来的资金损失。

2
3

本表只包括那些适用于 WMO 的建议。建议的编号与各个 JIU 报告中的编号一致。
L 表示立法机构；E 表示行政首脑

建议 1、2、3、4、5和7被认为没有用，
因为WMO已经与东道国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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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注重成果的管理的系列报告综述（JIU/报告/2004/5）

建议
1 – 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立法机构也许愿意赞同这一基准框架作为它们本身、有关监督机构和秘书处的一个

行动方 是否接受
L

是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进展中

第 15 次 大 会 将 RBM 定 为 WMO 计 划 活 动 的 规

工具来结合它们各自的特点衡量该组织有效实施目标管理的进展，为此立法机构也许会要求秘书处提交有

划、实施和绩效评估的基本概念。

关的报告。

联合国系统内部采购做法 （JIU/报告/2004/9）

建议
4 – 所有行政首脑应当确保各自组织中的采购服务有充足的和及时的法律保障，确保其在职人员接受过有

行动方

是否接受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E

是

已实施

WMO采购服务已有充足和及时的法律保障，接

关采购的法律问题的培训。

受了关于采购的法律问题的培训。法律顾问也
是采购和合同委员会的成员。

5 – 尽管在第29次IAPWG会议上达成了一致，认为将 “联合国通用采购培训举措”的项目建议的重点放在

E

是

进展中

有关采购人员资格认证体系上，应继续积极考虑以下措施：

(a)
(b)
(c)
(d)

采购人员已经接受了采购培训和I-Proc（甲骨文
采购模块）方面的专业培训。

只要可行，进一步增加组织的采购培训预算；
只要切实可行，尽可能整合联合国系统内的采购专业培训举措和能力；
在建议10(e)的框架下扩大有关电子采购方法的培训；以及
制订技术援助战略，支持受援国内公共采购部门的能力培训，并为此目的建立筹措资金的配套措施。

6 (a) – 组织的行政首脑应确保根据该组织的有关多语言政策，以该组织秘书处的各工作语言提供采购手

E

是

进展中

WMO的采购规则有恰当的语言版本。
该 建 议 只 在 部 分 程 度 上 与 WMO 有 关 ， 因 为

册，以确保其驻外机构的采购过程一致性和完整性。

WMO的驻外机构数目有限。
9 – 行政首脑应确保其各自组织中的电子采购方法的制订有以下基本原则来指导，尤其是：

E

是

进展中

(b) 具备法律和程序框架；

WMO使用的一些电子采购工具和应用方法包

(c) 机构间合作和协调；

括： 用电子系 统和 邮件来支 持 传统的采 购 活

(d) 提倡以逐步推进的方式来建立电子采购；

动；WWW；以及联合国全球市场。已经编写

(e) 通过培训和再培训计划来形成新的一套有关采购技能。

了I-Proc培训手册和WMO采购过程和程序性文
件，并已公布在WMO网站上。

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旅行条件（JIU/报告/2004/10）

建议
3 – 联合国系统组织的行政首脑支付的探亲、亲人来访和教育旅行一揽子费用应当以往返经济舱票价（国

行动方 是否接受
E

是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已实施

WMO已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通过为某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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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 是否接受

状况

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公布的票价，最直接的飞行路线）的75%为基准.
4 – 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组织，即联合国、万国邮联（UPU）、国际民航组织（ICAO）、WIPO、国

WMO管理层的意见
行支付一揽子费用。

E

否

-

WMO认为目前仍很有必要继续执行关于在一揽

际劳工组织（ILO）、国际海事组织（IMO）、WHO、ITU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其行政首脑 应当

子费用情况下要求提供旅行证据的内控规定。

终止现行的在一揽子费用情况下要求提供旅行证据的规定，以便与“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高层开放式工

但不排除将来对这一内控规定的适当性进行复

作组”的建议，行动25（a）保持一致。取而代之的是应当执行旅行人的自证和充分的审计过程（通过随机

审。

抽查职员保留的旅行证明文件）。
6 – 联合国通用系统组织行政首脑应当强制采用更节约成本的替代旅行方式以有利于该组织。在可适用个

E

是

已实施

7 – 应当对租车的使用进行控制。

L

是

已实施

10 – 联合国系统组织的职员若搭乘公务舱旅行，该组织行政首脑应当将允许中途停留休息的临界时间从

E

否

-

E

是

进展中

例的情况下，应当对有关的规则和规定进行修改。

10小时提高到16小时。相反地，如果职员未搭乘公务舱，他们应当在旅行满10小时后即可享受中途停留
休息。
11 – 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组织的行政首脑，应当采用基于最佳做法的规定来处理以下问题：为教育

WMO根据ICSC的建议正在解决这一问题。

目的的反向旅行、哺乳期母亲的旅行、单亲的旅行、因配偶的国籍而可能选择另一个地方探亲、以及因探
亲可在一国停留的最少天数等。

对联合国通行证管理工作的审查（JIU/NOTE/2005/2）

建议

行动方 是否接受

状况

3 – 组织的首脑应当确保负责管理UNLP的职员只有在获得了发放对象的签名和日期后才能发放UNLP。

E

是

已实施

6 – 组织的首脑应当：

E

是

已实施

E

是

未决

WMO管理层的意见

(a) 终止由该组织保管UNLP；以及
(b) 对离职职员采用暂停发放50%以上的月薪的办法，直到该职员归还UNLP后注销。

8 – 组织的首脑可以建议其内审部门对下一预算期内的UNLP的管理进行审计。

目前认为UNLP问题的风险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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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秘书处内逐步使用开放源码软件（OSS）的政策（JIU/报告/2005/3）

建议
3 – 根据联合国大会对系统内ICT战略审议的结果，其它国际组织的行政首脑应当适时地向其各自组织的

行动方 是否接受
E

是

管理机构提交该战略，同时还应提交使现行的ICT战略与新系统范围内的战略保持一致以及实施上述UNIP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已部分

2006年秘书长批准了WMO秘书处的信息技术和

实施

信息管理（IT/IM）战略，该战略符合UN ICT宪

后的可能产生的影响。
5 (b) – 作为CEB对ICT章中提及的关键行动评估的后续：行政首脑应估算该组织当前使用的平台的所有权

章(A/59/563 附录一).
E

是

进展中

总成本（TCO），他们应当测算该组织信息技术（IT）投资的总经济影响，包括OSS和CSS的使用以及

已经引入了有关程序做法以确保未来的 IT 投资
决策是基于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

给成员国带来的影响。他们应当在计划预算绩效评估的框架下向组织的管理机构报告估算结果。

联合国系统组织为开发目的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政策（JIU/报告/2005/7）

建议
3 – 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行政首脑应当适时采取以下措施：

行动方

是否接受

E

无关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并不认为该建议与WMO有关，因为WMO目前

(a) 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意识（i） 建立专门的OSS门户网站；（ii）建立有关MDG或ICT的网站，包含与

使用 的是标准 产 品而不是开 发 新软件（ 参 见

OSS有关的信息和超级链接；（iii）改进当前网站的版面布局，以便突出与其各自组织的职责有关的

（a）和（b）），并且WMO并不向NMHS提供

OSS举措；

这样的服务（参见 （c）。

(b) 尽可能地在OSS许可下开发软件应用，并使各个利益攸关方能从网上便利地获得这些软件应用；

但在 将来合适 的 时候可以在 软 件开发中 考 虑

(c) 支持成员国有利于穷人的政策，目的是通过提供经济上可负担的硬件和软件来促进数字技术的普及，

OSS方案 。

包括提供配有OSS应用软件的低成本计算机和经改装的个人电脑（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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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联合国系统对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NEPAD）支持的进一步措施（JIU/报告/2005/8）

建议
5 – 所有有关的联合国组织的行政首脑应当确保每一个团体的召集人与ECA及其有关的非洲机构伙伴进行

行动方

是否接受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E

是

进展中

WMO 继 续 参 与 NEPAD 这 样 的 国 际 行 动 的 实

磋商和协调，形成该团体及其分支的清晰和可预测的会议时间表，并提供决策实施的后续机制。
7 – 联合国大会和所有有关的联合国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加大对各有关团体协定的计划/项目的实质性支

施。
L

是

已实施

特别是，决议22（Cg-15）。

持。CEB应当发出明确的政策指令以确保这项建议得到一致和有效的实施。

联合国系统的监督缺陷（JIU/报告/2006/2）

建议
1 – 每个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建立独立的外部监督委员会，由5-7人组成，他们都应由成员国

行动方 是否接受
L

是

L

是

状况
已实施

WMO管理层的意见
2004年的EC-56建立了WMO 审计委员会。

选举产生以代表管理机构的集体利益。他们都应当有监督方面的经验。在履行其职能时，他们应当得到至
少一位外部顾问的协助，这位顾问应当由外部监督委员会来挑选，并公认具备在监督事务方面的专业知
识。
3 (b) – 立法机构应当决定外部审计员的费用和任期建议应通过各自组织的外部监督委员会提交给有关的
管理机构。
5 – 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为该组织的外部审计员确定任期限制，并指示曾担任外部审计员

已部分实 EC任命了外部审计员（财务条例第15条）。
施

L

的职员三年之内不得在他们曾经担任监督职能的组织担任行政职务。

是

已实施

（部分）

FINAC审议有关费用问题。
EC-59审议了外部审计员的任期限制并决定“外
部审计员的任期数不限，但不得连续担任两期
（决议26（EC-59））。

6 – 行政首脑应当审议评估其各自组织中现行的内部监督结构，并确保：

E

是

已实施

WMO IOO满足该建议的要求。

L

是

已实施

IOO具备足够的调查能力。关于（a），内部审

(a) 审计、监察、调查和评估职能应当统一整合到一个部门，该部门由直接向行政首脑报告的内部监督
负责人领导。
(b) 上述四项监督职能之外的任何职能应当设在秘书处的其它部门，不应由内部监督部门承担。
7 – 每个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其各自的行政首脑，以：
(a) 评估本组织执行调查的能力，并就如何建立最起码的内部调查能力提出建议。

计章程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向WMO主席直接报告

(b) 确保最起码的调查能力应包含合格的、有经验的专业调查人员，而且这些人员在该组织内不轮换。

的可能性。

(c) 确保授权调查部门在开展调查工作时不受到该组织高层管理人员的干涉。

进展/活动报告

建议

193
行动方 是否接受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已部分

通过建立直接的通信渠道和有关的指导来解决

实施

这一问题。WMO没有全面的揭发者保护政策。

(d) 确保建立调查人员独立报告的程序（见以下建议11）。
8– 每个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其各自的行政首脑制定与 UN 类似的政策和程序，以防止因报

L

是

告不当行为遭到报复，且这种政策和程序应广而告之。
9 – 每个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决定内部监督部门的预算建议由该部门自己起草，并提交给外部监督委员

L

否

-

是

已实施

会，同时还应提交行政首脑的意见，以交给有关的管理机构审议。

10 – 关于内部监督负责人的任命，每个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决定：

L

(a) 根据广泛公布的职位空缺通知来确定合格的候选人；

聘用IOO主任遵循了WMO的一般程序，但只有
“在征求了代表EC的WMO主席 的意见并获得同

（ 部分）

(b) 任命前应事先与管理机构协商并获得同意。

意后”才能任命他/她。而且“在他/她离职前，秘

(c) 终止任职应具备正当的理由，并应事先与管理机构协商并获得同意

书长应当同样地征求代表EC的WMO主席的意

(d) 应当确立5-7年任期并不可续任的任期规定，并且在任期结束后不应在同一UN组织内继续任职。

见并获得同意…”（财务条例13.7）

11 – 每个组织的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其各自的行政首脑确保关于内部监督的报告符合以下最低标准：

L

是

已实施

在WMO已建立的报告程序满足这些要求。为提

(a)

内部监督报告应当提交给行政首脑；

高透明度，正在考虑颁布关于披露内部审计报

(b)

关于内部监督的年度摘要报告应当独立地提交给监督委员会审议，行政首脑的意见另外单独提

告的政策。

交；
(c)

各个内部审计、调查和评估报告应当应要求提供给监督委员会；

(d)

各个调查报告应当应要求提供给监督委员会，并得到应有的保密保障。

12 – 关于内部监督建议的后续行动，每个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它们各自的行政首脑确保：
(a)

创建数据库来跟踪监督建议后续行动的落实，未决的建议得到及时的跟踪和落实相关后续行动；

(b)

提交给监督委员会的内部监督年度摘要报告应包括对尚未实施的监督建议的摘要情况。

13 – 每个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其各自的行政首脑确保至少每五年一次对内部监督部门进行独立的质

L

是

已实施

已建立数据库并定期实施后续行动。适时地向
监督委员会报告实施的进展情况。

L

是

进展中

IOO质量评估的同行评审意见纳入了200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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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 是否接受

状况

量评估，如通过同行评审的办法。

14 – 每个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在内部监督方面采用以下标准：

WMO管理层的意见
工作计划。

否

L

-

这个问题在AC-8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

(a) 对那些管理的两年期资金在2.5亿美元以上的组织，应当设立内部监督部门；

“IOO的职能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外包”，但是，

(b) 对那些管理的两年期资金不到2.5亿美元的组织，内部监督部门应当内包给联合国系统内有能力作出

“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活动可以外包”。第十

响应的其它组织。

五次大会注意到AC的意见并认为任何关于将全
部此类活动外包或将大部分外包的建议需要EC
特批。

15 – 每个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其各自的行政首脑提出以下方面的建议：
(a)

是

L

建立有关职业道德的职能岗位，有清晰的职责，并在该组织的网站和通过其它媒体方式公布；

未决

（部分）

鉴于本组织规模小，不适于设立全职的岗位，
建立 职业道德 职 能岗位的恰 当 模式（最 终 外

(b)

适当条件下，在行政首脑办公室设立职业道德官员的岗位，级别在D-1/P-5；

包、与其它UN组织分摊费用等）应当经过慎重

(c)

给所有的职员提供关于职业操守和道德义务方面的培训，特别是要培训新招聘的职员。

考虑。

16 – 每个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指示其各自的行政首脑提出以下方面的建议：
(a)

建立针对所有当选官员、所有D-1以上职员以及上述第50段提及的职员的财务状况秘密披露要求；

(b)

每年向职业道德办公室（官员）提供财务披露陈述以供其审议。

L

是

已部分
实施

根据a）的要求，WMO已建立了关于年度财务
状况披露的要求。

第二次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缔结的总部协定：. 东道国提供总部房舍和其他设施（JIU/报告/2006/4）
行动方 是否接受
被接受
4 – 那些自行承担总部房屋大型维修或翻新的全部或部分费用的联合国系统组织，其立法机构应当设立一
L
是

建议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已实施

项特别经费来确保其常规预算中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维修和翻新，若它们尚未这样做。
10 – 联合国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当：
(a)

拨备适当数目的资金来确保在它们所有的工作地点有充足和符合实际的安保设施；以及

(b)

提醒东道国有义务充分保障联合国组织的房屋和职员的安全。

L

是

已实施

为WMO驻外机构提供的安保资金符合MOSS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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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WMO）周转基金的评审报告 (JIU/报告/2007/3)

建议

行动方 是否接受

状况

WMO管理层的意见

1 – 大会应当将2008-2011年财务周期的WCF从5百万瑞士法郎提高到750万瑞士法郎。

L

是

已实施

决议42（Cg-15）

2 – 大会应当敦促会员及时和无条件地全额缴纳会费。

L

是

已实施

决议41（Cg-15）

3 – 执行理事会应当建立由本组织会员的代表组成的临时工作组，负责分析和制订建议以解决长期拖欠会

L

否

-

4 – 秘书长应当加强现金预测的职能，确保本组织的财务信息记录反映最新的情况（第57-68段）

E

是

已实施

5 – 秘书长应当：

E

是

已部分

费的问题，建议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60次届会。

(a)

(b)

加强本组织的财务分析和风险管理能力以连续地跟踪和评估财务状况、进行预测、确定和评估风

实施

司库部门负责预测职能。
(a) 财务和预算分析职能岗位已经建立，并向
D/REM报告；

险并采取相应行动，为可能出现的状况做准备。为此，秘书长应当让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财务分析职

(b) 按（上述）新职能编制的改进的管理报告

能；以及

正在编写之中。

确保定期的内部管理报告的内容中包括对财务状况的详细分析；月度现金预测和实际结果；现金
短缺及其对活动造成的影响；新的预测；以及针对预计出现的问题提出行动建议（第57-68段）

6 – 秘书长应当：
(a) 每年分别在五月和八月两次向会员报告本组织的财务状况，并且除了会费的统计数字外，报告还应尤

E

是

已部分

(a) 在上半年向会员发布年度财务报告。此

实施

外，在下半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供九月硬封帐的

其包括关于迟交会费的后续行动；最新的现金状况；对比先前的预测和实际结果所进行的分析；现金

结果。

短缺及其对本组织的影响；表明现金需求和潜在现金短缺的现金流动预测；关于风险及其对资金和计

(b) 这部分建议正在考虑之中。

划管理的影响的全面评估和可能采取的措施；以及
(b) 将本组织的最新财务状况评估信息以信函的方式寄给拖欠会费的会员（第57-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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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7.2(10)-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修改工作人员细则
EC-60/报告 7.2(10)
自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以来对工作人员细则所做的修改
根据WMO工作人员条例第12.2条的要求，本报告提供了自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以来，对适用于秘
书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改细节。所做的修改是根据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的指导，并按照
联合国所做的相应修改和/或国际公务员委员会的决定或建议，且符合良好的管理做法。本附件提供了背
景信息和修改理由以及财务影响。

专业以上级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报酬（工作人员细则131.1，附件A.1）

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54(b)条规定，专业以上级别工作人员采用修订的应计养恤金报
酬标准，该标准自2007年9月1日起增长3.19%。

执行日期：从 2007 年 9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改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114，700 瑞郎。
适用于专业及更高级别工作人员的底薪标准的修订（工作人员细则131.1，附件A.1）
根据无损益的原则，采用修改的薪金标准以体现比目前标准增加1.97%，同时岗位调整数减少同样的百分
比，2008年1月1日生效。
执行日期：从2008年1月1日起生效。这一修改仅涉及与离职费有关的支出增长，每年应不超过
2500瑞郎。
瑞士日内瓦的总务类工作人员的薪金标准
采用修改的瑞士日内瓦总务类工作人员的薪金标准
执行日期：2008 年 3 月 1 日。本项修改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52,800 瑞郎。

区域和次区域办公室的当地工作人员及总务类人员的薪金标准
(a)

对西非、尼日利亚拉各斯/阿布贾次区域办公室当地工作人员和总务类工作人员采用修改后的薪金
标准。
执行日期：从 2007 年 5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8,000 美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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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从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2,500 瑞郎。
(c)

对肯尼亚内罗毕的 WMO 办公室当地工作人员和总务类工作人员采用修订的薪金标准。
执行日期：从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3,000 瑞郎。

(d)

对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 WMO 次区域办公室当地工作人员和总务类工作人员采用修订的薪金标
准。
执行日期：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本项修正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6,000 美元。.

议题 7.2(12)-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组织
预期结果：11
战略主旨：有效的管理和善政
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人事事宜）
EC-60/报告 7.2(12)
职工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摘要（2008 年 4 月 10 日）
1.

为了对由 124 名职工签字的请愿书作出响应，WMO 职工委员会于 2008 年 4 月 10 日举行特别

会议（EGA）。会议对管理政策（或政策空缺）和与秘书处重组有关的做法表示关切，特别是在总务服
务人员方面。这些关切包括因秘书处重组而产生的有关招聘、调动、人员流动、（再）任命和培训方面
的问题。签字者（G、P 和 D 级职工）要求澄清重组对其工作条件产生的影响，要求本组织财务状况更加
透明及其对职工产生的影响。
2.

估计 80%的职工出席了该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管理层在调动方面的政策。最近，一些职

工即将面临（秘书处内部）调动，但存在很大的混乱局面，结果使员工产生不安，这不仅因为与调动有
关的许多事宜不够清晰，而且因为缺乏有关调动方面的规章制度，且处理调动的方式方法前后不一。由
于对调动问题没有充分协商，所以有些职工还存在一些情绪。会议还提出了有关人员流动、招聘和顾虑
方面的问题。有 12 名员工向 EGA 提出了书面意见和询问，有些意见非常详细、清楚，员工对秘书处最
近的管理规范以及在人事问题方面缺少协商过程表示失望。职工常常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引用“WMO 道
德守则”，因为他们认为最近秘书处的行动表明，管理层没有遵守“守则”规定的指南。从会议的发言
和收到的书面意见来看，职工严重质疑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否实现预期结果 2：有效和高效地管理和监督本
组织。
3.

EGA 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秘书长：

(a)

清楚地说明第 30/2007 号工作通报第 3 (b)段中提到的调动程序，并让全体职工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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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规定第 30/2007 号服务通报第 3 (b)段中提及的专题组的职责，立即启动该专题组的工
作，并确保在专题组启动之前不进行人事调动；

(c)

执行第 35/2005 号服务通报所公布的人员流动政策，包括通过上述服务通报第 8 段给出的职位
空缺通知，尤其是总务服务岗位；和

(d)

将 WMO 秘书处重组产生的所有新岗位公开竞聘，并确保这些岗位的遴选过程保持清楚而公
正。

职工仍在等待旨在响应上述决议而采取的行动。
WMO 秘书处联合咨询委员会讨论未解决的问题
4.

联合咨询委员会（JCC）是一个由职工和管理层代表组成，就职工利益问题进行讨论磋商的内

部委员会。JCC 会议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议程和历次会议的记录在 WMO 职工委员会内部网站上予
以公布。
5.

JCC 会议成功解决了许多问题，虽然不是全部建议都被接受，但秘书长还是接受了 JCC 会议的

大部分建议。不过，仍有一些对职工来说很重要，长期以来在 JCC 会议上一直重复讨论却仍然没有得到
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a)

G 和 P 级职工的标准化测试；

(b)

标准的招聘公告和一般工作描述；

(c)

人员流动（与调动和再次调配有关的政策）；

(d)

雇用临时人员的政策/做法；

(e)

有关 WMO 道德守则在管理规范上的一致性；

(f)

WMO 道德守则的遵守、执行和后续行动；

(g)

改进监管人员人为管理技能的方法；和

(h)

审议重新定级和晋升的政策/程序。

多年来职工关注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一情况在职工中造成了一种看法，即他们的工作条件未得到
管理层重视。
Cg-15 提出的职工调查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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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15 提出的职工调查原计划于 2007 年晚些时候进行，但明显由于预算紧缩被推迟到 2008

年。只能在 2008 年中期开展的这项调查将是确定那些因目前重组产生的突出问题的有效工具。
联合检查组对 WMO 人力资源战略、政策和规范的调查结果摘要
7.

UN 联合检查组（JIU）准备了一份名为《JIU 2007/11 的报告：审议 WMO 的管理和行政》

（参见 EC-60/信息文件 7）。对 WMO 秘书处职员具有重要意义的 JIU 报告的一些调查结果包括：
(a)

职工普遍抱怨和反对实施新的信息系统，因为缺乏清晰的指南且对员工的培训不足；和

(b)

职工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看法十分消极，尤其是有关招聘的透明度、提升的公平性和与业绩
有关的问题。

8．

JIU 在第 75 段中继续讲到，“检查员认为，WMO 的管理应该积极征询员工代表的意见，以了

解员工所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退休制度的透明化，和晋升与业绩有关的事务处理的公平性。良性的
工作环境十分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员工将更多地参与工作，整个组织的业绩也将提高。”
9．

JIU 报告还在第 57 段中提到，“由于缺少有关工作进度、部门责任和工作流程的一套内部程序、

指南和说明，WMO 因此而受到损害。”在第 58 段中提到，“责任、协调和工作流程的不明确增加了部门
间紧张的气氛，还可能引发矛盾，降低工作效率和成效。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人都认为，部门间的相关责
任和工作流程既不清晰也没有明文规定，协调和合作也不到位。”
10．

该报告在第 74 段提到：“WMO 秘书处已经成立一个专题组来审议人力资源战略”。在第 87 段，

JIU 提议成立“一个正式的职业道德岗位来促进和监督 WMO 道德守则的贯彻执行”。
11．

虽然认识到 JIU 的研究只约谈了一小部分员工，员工们仍然认为，受益于“工会集体智慧”的

JIU 报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员工在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上的看法，他们同时认为，员工的表现、士
气和健康的确受到秘书处现状的影响。此外，员工期待看到 JIU 报告中提到的关于“审核人力资源战略
的专题组”的报道，以及 JIU 所建议成立的“一个正式的职业道德岗位来促进和监督 WMO 道德守则的
贯彻执行”。

议题 8.2-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实施
EC-60/报告 8.2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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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30日，联合国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M）批准了联合国会计准则专题组的建

议，即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并建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制定其实施
时间表，同时考虑其影响，在2010年1月1日开始的报告期之前使所有组织采用IPSAS的规定生效。
2.

2006年7月，联大第60次会议批准了其财务报表采用IPSAS（决议A/60/283）。

3.

采用IPSAS的主要预期效益有：

(a)

通过应用可信的、独立的、基于完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准则，使会计与最佳会计规范保持一致；

(b)

改进资产和负债的内部监督并提高透明度；

(c)

加强会计和管理，以及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包括更全面的和更连贯一致的有关成本和收入的信
息，这些信息能够更好地支持基于结果的管理；

(d)

改进财务报表的跨组织和随时间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e)

会计政策和财务报告统一/整合将减少复杂性。

4.

2007年5月，WMO大会批准了在第十五财期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最多需要

400万瑞士法郎的一揽子项目（《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总摘要第
10.1.8段）。
5.

在决议35（Cg-15）中，第十五次大会进一步决定IPSAS 的实施应作为最高优先列入由第十四

财期的结余产生的额外支出。
采用IPSAS的影响
6.

采用IPSAS将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会计工作、财务报告过程和相关的信息技术（IT）系统产

生重大影响。它还将对其预算和管理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并需要在信息系统、人力资源、项目管理和人
员培训方面大的投资。它需要修改财务条例和细则，需要新政策、程序和指南。
7.

采用IPSAS将对WMO的会计工作和财务报告制度产生以下影响：

(a)
(b)

财务报告的基础从修正权责发生制改为完全权责发生制；
雇员福利待遇负债完全入账，如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和其它应计补偿性福利，如每年休假和
回国补助金等；

(c)

楼宇、车辆、办公家具和设备等资本资产的入账和折旧，因此资本资产在购置当年不会作为购置
成本列入支出（包括使该资产投入运营的成本），但将根据其使用年限进行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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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交付原则为基础进行开支确认，比目前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 （UNSAS）要求的债务原则限制性
更强。（按照交货原则，支出确认以物资和服务的交付为基础，而不以发出订购单为准）；

(e)

改变自愿捐助（信托基金）收入确认的基础；

(f)

财产目录估价；

(g)

财务报告结构和内容发生变化。

8.

IPSAS还要求每年审计一次财务决算，而不是两年审计一次。WMO自2004年的财务决算之后

已经改为每年审计一次。
9.

各组织需要改变其信息系统以符合IPSAS对会计和报告制度的要求。现有系统增加新模块或新

的信息系统将是必要的。
10.

WMO目前实施的企业资金规划系统（ERP）不具备IPSAS的条件。向IPSAS转变必须将其扩

充，以引入能体现IPSAS要求的新模块和功能，尤其是记录/追踪货物清单，资本资产的确认和折旧，以
及加速使WMO当前的Oracle系统升级到R12版本。
11.

采用IPSAS对编制预算和资金的使用也有影响。由于采用IPSAS将涉及使用完全权债会计制，

因此可能导致现有预算编制方法/政策的改变，因为在IPSAS环境下需要调整财务报表中的实际支出和预
算列支的支出。财务报表中支出基础的变动需要反映在预算中，以便于调整两个方面的结果。
12.

需要修改WMO财务条例和细则和制定新的政策、程序和指南。对WMO财务条例作必要修改以

体现IPSAS要求的第一次审议工作在外部审计员的协助下完成。因此，第15次大会授权执行理事会在第
15财期内批准对有关财务条例所作的必要修改，以确保符合IPSAS的要求，同时要求执行理事会就其采
取的行动向第16次大会报告。
实施IPSAS
13.

IPSAS的实施要求开展以下活动：

(a)

建立一个项目组；

(b)

任命项目组组长和小组成员；

(c)

审议并分析所有IPSAS 的影响；

(d)

参与制定UN系统项目中协调一致的政策；

(e)

实施通过的协调一致的政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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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生变化的重要领域作详细分析（财务报表的格式；预算信息的表述；按实际交付列支；楼
宇、车辆、办公家具和设备等资本资产的入账和折旧；清单；离职后健康保险 （ASHI）等雇
员福利待遇的认定，以及其它应计补偿款性福利，如每年休假和回国补助金等）；

(g)

建立并实施详细的财务程序；

(h)

改变现行的企业资金规划（ERP）体制，以纳入符合IPSAS要求的功能和模块；

(i)

培训需求分析和培训计划的制定；

(j)

培训活动的协调；

(k)

相关财务条例和细则的修改；

(l)

纸质资产清单和清单所列财产的估价；

(m)

根据财务报告要求的变化编制报告。

联合国系统内IPSAS的实施
14.

实施IPSAS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变化。联合国系统内的支持、协调和领导是在HLCM的财政

和预算网支持下，由会计准则专题组提供。向IPSAS指导委员会直接报告的IPSAS项目专门技术组为在整
个系统中采用IPSAS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在对IPSAS要求作出一致性解释和应用方面提供支持，并为UN
系统派代表有效地参加IPSAS委员会 14 的工作提供支持。按照目前的测算，作为联合国系统成员之一的
WMO将在2008-2009两年期内须分担该项目大约1.08万瑞郎的共同成本。
15.

联合国系统中的三个组织（ICAO、WFP和WHO）自2008年起开始采用IPSAS。其它组织将在

UNSAS的框架下逐步采用IPSAS，但2010年后才能全面采用IPSAS。
工作计划和预算 - WMO IPSAS实施项目
16.

设立了一个项目组，在专业人员和必要时特聘顾问的支持下实施该项会计准则项目，以确保

WMO有能力实现向IPSAS的成功过渡。附录1归纳了不同阶段的主要项目活动和进度目标，如分析，政
策和程序的修改建议、获得管理层的认可、编写指南和人员培训等。项目计划在附录2中作了详述。
17.

附录3概述了IPSAS将给WMO带来的影响。外部审计员确定了潜在的影响并提供了特别咨询。

18.

虽然已向WMO第十五次大会报告，预计将在第十五财期（2008－2011）内实施IPSAS，但据

HLCM的决定，WMO将于2010年1月1日起实施IPSAS，并于2012年年底，即12月31日提供第一套符合
14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B）委员会根据其权限开发并公布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的宗旨是通过开发供
世界范围公共部门实体编制一般性财务报表使用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并通过促进国际和国家标准的统一，服务于公共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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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AS的相关财务报表。某些与IPSAS相关的活动，如编写新的财务报告，包括向终端用户提供指导在内
的维护和支持活动，将在2010年期间继续展开。
19.

已达成一致，采用联合国系统内的方法采购并开发IPSAS培训产品/软件包，预计于2008年年底

交货。像其它联合国机构一样，WMO负责为该系统/ERP培训部分开发自己的培训教材。
20.

WMO实施IPSAS的费用预计为380万瑞士法郎，细目分类如下。
IPSAS 实施项目
预算

成本项

细节

瑞士法郎
总计
2008-2009

人力资源 - IPSAS 实施组

1 名项目组长

2010-2011

2008-2011

825,000

400,000

1,225,000

380,000

50,000

430,000

1,630,000

130,000

1,760,000

1 名 Oracle IPSAS 专家

设计并开发附合 IPSAS 的会计系
统，预算格式，修订财务条例、细
则、政策和程序

咨询服务

专家服务 – 有关国际会计准则
/IPSAS 的专业知识

信息系统配置、模块和硬

购买和使用新模块和功能，如资产

件

管理、清单模块，以及过渡期的技
术支持，通过将现有的 Oracle 系统
升级为 R12 版本促进上述工作。

培训

人员培训和升级后 Oracle 系统运行

315,000

-

315,000

70,000

-

70,000

并采用新的流程

其它

总计

参加联合国系统协商和咨询

3,220,000

580,000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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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需求明细表：
瑞郎
人力资源：
项目组长（2008-2009 年 24 个月，2010 年 12 个月）

772,500

Oracle IPSAS 专家（2008-2009 期间 18 个月，2010 年 8 个月）

452,500

设计和开发与 IPSAS 兼容的会计系统，实施新模块以及开发新的财务报告/报表等所
需的技术知识和操作能力
瑞郎

1,225,000

咨询服务：
430,000

国际会计准则/IPSAS 财务专家
（2008-2009 年期间 18 个月，2010 年 3 个月）
设计并开发新的会计结构和政策，流程变化和程序指南；评审预算方法学，修订财务
条例和细则，以及各流程的文件编制。
瑞郎

430,000

信息系统配置，模块和硬件：
150,000

采购新模块的软件许可证，包括第一年的各项许可支持（财产管理、清单等）
将现有 Oracle 系统升级为 R12 版本

100,000

2009-2010 年的许可支持

60,000

技术支持咨询：
实施新模块和功能
数据格式转换和实时在线支持
实施后的支持

700,000
200,000
100,000

UNICC 的支持：
基础设施和资料库管理
运行环境的设置（在开发期间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个并行系统的一次性成本）

350,000
100,000
瑞郎

1,760,000

培训：
315,000

关于升级后的 Oracle 系统和新程序的报告会，研讨会，以及针对各自负责的领域，
对应用 IPSAS 的人员开展培训，还包括对核心工作人员进行深入培训
瑞郎

315,000

其它：
参加联合国系统的协调和协商：
60,000

项目组的两位成员出席联合国系统工作组会议的 6 次出差成本，这些会议无法通过电
话和视频会议进行，以及与联合国系统中其他组织单独进行协商的费用，特别是与“早
期启用单位”进行协商，以共享信息并从吸取经验教训
WMO 分担在联合国系统中实施 IPSAS 联合出资项目的共同成本

总计

瑞郎

10,000
70,000

瑞郎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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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80万瑞士法郎的总预算中，322万需要从当前的两年期预算中支出，余款58万瑞士法郎需要

在2010年支出。IPSAS实施进展报告将提交执行理事会和审计委员会。
23.
系统。

到2010年完全实施后，预计每个两年期需要50万瑞士法郎来维持更加详细和复杂的IPSA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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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WMO IPSAS 实施项目活动及重点进程
编号

活动及重点进程

职责

计划开始

计划结束

2008 年 1 月 1 日

1

项目启动

2

设立项目组

资源管理

2008 年 1 月 1 日

2008 年 1 月 31 日

3

与联合国系统协商；审阅联合国系统内项
目的政策文件

项目组

2008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4

审阅所有 IPSAS

项目组

2008 年 2 月 1 日

2008 年 5 月 31 日

5

分析主要变化领域，评估对信息系统的影
响并决定政策选项

项目组

2008 年 2 月 1 日

2008 年 6 月 30 日

6

向审计委员会提交 WMO IPSAS 项目

执行管理

2008 年 3 月 1 日

2008 年 3 月 17 日

7

执行理事会批准资金来源

执行管理

2008 年 5 月 1 日

2008 年 6 月 30 日

8

招聘 IPSAS 会计专家，Oracle IPSAS 专
家

项目组

2008 年 5 月 1 日

2008 年 8 月 31 日

9

制定详细流程，编制新的会计政策、流程
变化和程序指南

项目组

2008 年 6 月 1 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10

管理修改后的条例、细则、会计政策和流
程

执行管理

11

购买软件许可，用于资产管理、清单等的
附加模块和技术支持

资源管理

2008 年 7 月 1 日

2008 年 9 月 30 日

12

开发 Oracle 商务套装系统，包括升级为
R12 版本并实施新模块

项目组；ITD

2008 年 10 月 1 日

2009 年 7 月 31 日

13

测试阶段和验收

项目组；ITD

2009 年 8 月 1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14

执行理事会批准对财务条例的修改

执行管理

2009 年 5 月 1 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15

制定培训计划，编写培训手册和指南

项目组；外部协商

2009 年 8 月 1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16

人员培训

项目组；外部协商

2009 年 10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17

编写实物清单

项目组，公共服务

2009 年 10 月 1 日

2009 年 10 月 31 日

18

实物清单和评估

公共服务

2009 年 1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19

采用 IPSAS

20

维护和支持，包括为终端用户提供指导

项目组；ITD

21

重新编制财务报表（自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起）

财务处

2010 年 6 月 30 日

22

编写新的财务报告

ITD，财务处

2010 年 6 月 30 日

23

IPSAS 项目结束

24

最后批准按新格式编制的财务报表

2009 年 6 月 30 日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
财务处

2011 年 3 月 31 日

Formatted: 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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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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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AS

预计对 WMO 的影响
大

小

对 WMO 产生影响的评议

无


彻底修订财务报表和相应注释的格式
根据应计项目入账原则，承认与会计帐目有关时期内的各项交易
清单和固定资产的资本经营
修订财务条例和细则


IPSAS 1 – 财务报表的表述




对联合国汇率的使用进行复审。联合国汇率为提前设定，并滞后于实际市场汇率，与实际汇率
有可能存在差异



全面分析并重新计算前一年的可比值
向 IPSAS 转换需要对变化的影响作广泛的分析


不显著。WMO 使用联合国汇率，这与 IPSAS 会计框架一致


无


审核特别帐户和托管基金，并判定是否为受监控的帐目



无



审核特别帐户和托管基金，并判定是否为受监控的帐目



需要对实物和另类服务捐助作出清晰的解释
对所有收入统一对待，包括托管基金
对现行的各项应计帐政策、承认收入的时限进行复审


无

IPSAS 2 – 现金流动报表
IPSAS 3 – 会计政策，会计估算和差错的变
化
IPSAS 4 – 外汇汇率变化的影响
IPSAS 5 – 借贷成本
IPSAS 6 – 合并的和单独的财务报表

10IPSAS 7 – 针对协作单位的投资
IPSAS 8 – 合资利益

IPSAS 9 – 兑换交易收入
IPSAS 10 – 恶性通货膨胀经济时的财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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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过渡

IPSAS

预计对 WMO 的影响
大

小

对 WMO 产生影响的评议

无

IPSAS 11 – 建设合同



无

IPSAS 12 – 清单



资产记录清单和由于清单资产的消耗或分配（对‘交付’时间的影响）所产生的成本支出清单
需要对清单所列各项进行实物检查并确定评价的基础


IPSAS 13 – 租赁



对各项租赁进行复审

IPSAS 14 – 汇报日期后的事件



无重要意义

IPSAS 15 – 财务文书：披露和公布



投资评估

IPSAS 16 – 投资财产



无

进展/活动报告
IPSAS 17 – 财产，场地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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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资产使用期内的资产支出
资产鉴定和评估
和固定资产的资本经营与折旧
维持固定资产记录，设定资产经济寿命和折时间表

IPSAS 18 – 阶段报告制度



对财务报告制度中报告时段的活动和定义进行复审

IPSAS 19 – 储备金、或有负债和或有资


引入或有债务、储备金和义务。需要考虑是否有任何或有资产和债务须按IPSAS的要求予以完
全披露
现行的储备金政策将发生变化




产


IPSAS 20 – 向相关方披露



有关各方应当以财务报表加注的方式予以披露

IPSAS 21 - 现金产出资产的减值



实施部分资本经营

IPSAS 23 – 非兑换交易的收入（税和转账)



针对分摊的、有条件的和自愿捐款并为分类入帐制定承认收入的各项政策

IPSAS 24 – 预算信息在财务报表中的体现



可能需要对预算和财务报告进行调整
也许会导致预算方法的改变


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过渡

IPSAS

预计对 WMO 的影响
大

小

对 WMO 产生影响的评议

无



准确地确定未来所有职工的福利
制定被聘用人员福利应计帐目的政策
承认作为UNJSPF实际变化的一部分
对无资金偿还的债务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


无



IPSAS 25 – 雇员的福利

IPSAS 26 - 现金产出资产的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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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3 – 合并经营



无

IFRS 4 – 保险合同



无

IFRS 5 – 销售和终止经营的非流动资产



无

IAS 26 – 按退休福利计划的会计和报告制度



无

IAS 30 – 财务报表中对银行和类似金融机构的披露



无

IAS 34 – 中期财务报告制度



无重要意义

IAS 38 – 无形资产




对无形资产的审核、承认和衡量
确定资产的使用期、资产的资本经营和资产的无形摊销

IAS 39 – 财务文书：承认与衡量



无重要意义

IAS 41 – 农业



无

注 ：IPSAS 22 – 披露一般政府部门的财务信息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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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9.1修正件1-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加强 WMO 在联合国系统协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EC-60/报告 9.1，修正件 1
联合国系统协调应对气候变化
1.

2007年是特别侧重于气候问题的一年，这一年公布了《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IPCC荣获

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巴厘岛UNFCCC COP-13形成了一致，开展了众多针对气候变化的高层活动。
联合国秘书长将气候变化称作 “当前时代决定性的问题”。联合国系统被广泛认为是多边中央框架，国
际社会能够据此应对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方面的挑战。2007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CEB高层项目计
划委员会（HLCP）对联合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当前的作用进行评估，研究如何才能使联合国在解决气候变
化负面影响的国际努力中发挥中心作用。因此，CEB于2007年10月开会研究气候事宜，之前由联合国大
会主席于2007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举行了非正式磋商会，联合国秘书长于2007年9月24日召集了气候变化
高层会议，通过这些活动，世界各国领导人会聚一堂，表示决心通过一致行动解决气候变化这一紧迫问
题，并一致认为能够就此问题作出决定的唯一机制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
大会于2008年2月召开题为“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和世界在努力”的专题辩论。WMO秘书长参加了许
多上述活动和其它高层磋商。
2.

HLCP在WMO积极参与下编写了“联合国组织与气候有关的职责和活动清单”。创建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门户网站(www.un.org/climatechange)。召开了一系列磋商会议研究联合国系统在气候变化方面
的合作，确定了若干专题行动领域，据此，整个联合国系统将对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家性气候变化行动
予以支持。WMO、UNESCO和其它联合国组织都强调在战略上有必要将科研和评估以及气候监测作为单
独的、可识别的行动支柱予以纳入，因为这些是气候问题及有关行动的知识库。由于有了这种意见，知
识库的关键性意义得到了明确认可，在联大文件A/62/644行动部分的开篇便以“科学、评估、监测和预

警：联合国气候变化工作的基础”这样的章节予以突出。这份文件介绍了“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活动概
述”和“联合国系统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调行动”，该文件有联合国所有语言版本，都可以调阅，网站
为www.un.org/Docs/journal/asp/ws.asp?m=A/62/644。
3.

用包容性和连贯性的办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将使联合国系统能够为京都后（2012年）气候变化框架

国际协议的谈判提供支持，并能够提出一个多部门框架，落实未来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展现其领导
力，在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UNFCCC COP-13上发言做工作。要求联合国系统支持UNFCCC
巴厘岛路线图，支持内罗毕工作计划以及减缓措施的谈判和实施。联合国在气候变化谈判居间调停方面可
以发挥独特作用，此外还可开展广泛的活动，既是行业性的，也是交叉性的。
4.

COP-13之后不久，CEB便开始制订协调工作计划，发挥联合国系统在一系列行业中的规范性、分

析性和操作性优势和专长。联合国系统旨在加强其统一实施的能力。应确保联合国系统能全面支持会员国
确定其国内重点、其减缓和适应战略和政策以及其实现可持续综合发展的行业政策选项。
5.
告）：

2008 年 4 月 28 日，CEB 批准了下列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系统统一安排（引述 HLCP 给 CEB 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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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结合可持续发展这一背景来着手联合国系统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关心政府
间讨论方面的进展，与此同时，对关键新兴领域提供前瞻性领导。兼顾这些方面对取得成功至
关重要；

b)

UNFCCC秘书处是缔约方在谈判过程中提出需求的主要渠道。为方便对出自UNFCCC的要求作出响
应，对联合国系统进行协调是必要的。联合国系统还需要根据职责利用其优势，迎接气候变化
提出的多方面挑战；

c)

秘书长在行政首长中可以发挥带头作用，利用其身份，发表意见，提供指导，还可利用其担任
CEB主席的身份；

d)

CEB是联合国系统的协调框架。HLCP及其气候变化工作组将继续发展和加强其对CEB决策的
一贯支持；

e)

协调工作将首先集中于若干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一些问题解决了，其它一些问
题又出现了。主要是根据谈判过程，根据联合国系统的广泛职责和能力来确定重大问题。根据
UNFCCC/COP成果，预期的重点领域包括：

f)

-

适应，

-

技术转让，

-

能力建设，

-

减少因毁林和森林退化产生的排放，

-

减缓/融资；

这些领域的促进工作将在参与方表达承诺的基础上实现。领导人和参与方需要提供从事所需工
作的能力。有关机构也要主动或派遣小组去支持CEB/HLCP的总体协调；

g)

关键问题上的协调将继续得到加强，现有机制承担责任，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工作之中。在
这方面，科学、评估、监测和预警是联合国可做出的关键的交叉性贡献。（WMO和UNESCO致
力于主导这些活动，形成知识库，支持其它领域）；

h)

几个具体行业，如能源、水和海洋，已经建立起了协调机制。为迎接眼前挑战，需要付出特别
努力，如脆弱性、农业和粮食安全、和减灾备灾。为了支持信息交流、接触和结果跟踪，联合
国系统活动的当前清单将演变成为一个活的网络工具。行业协调小组召集人应被视作切入点，
是有意接触的利益攸关方首先打交道的人；
（关键行业：能源、农业和渔业、水、海洋、卫生、林业、运输、减灾、人类住区、教育和工
业）

i)

需要加强区域和国家级工作，以便向各国提供所需服务和能力。将利用当前机制来支持国家级
工作，包括UNDG；

j)

将继续努力实现绿色联合国；

k)

公众意识的提高和宣传是整个系统的一项重要责任。UNCG和UNEP与其它组织一道将向联合
国系统提供指导。”

6.

作为 CEB 的成员，WMO 为编写联合国综合战略各个部分做出了积极贡献。WMO 被看作是联

合国系统中在气候领域起领导作用的组织之一，这对 WMO 而言是一个重大机遇，同时人们又更加期待
WMO 在其主导领域内有效地组织活动。

创建和维护知识库：科学、评估、监测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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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气候变化知识库并使之业务化，联合国系统能够做出下列贡献（引述联合国文件

A/62/644）：
-

“开发全球性和区域性科学资料和信息提供者网络，配备中央平台，加强能力，提高协同
效应，并支持协作；

-

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定期评估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并向国际社会介
绍；

-

开发工具，评估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影响，包括极端事件的影响；

-

加强各国监测、预测和评估气候影响的能力，更好地利用信息开展备灾规划和减灾工作，
包括对人口动态和快速城市化进行分析；

-

加强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提高信息的获得性，即提高信息的国家相关性并开展科学家
和决策者之间的磋商；

8.

支持框架协议，确保卫星和地面雷达能够进行气候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监测。”

WMO的具体贡献详见下列文件，这些文件是2007年编写的，网址如下：

www.wmo.int/pages/themes/WMO_climatechange_en.html：
(a)

满足适应和发展需要的气候信息；

(b)

WMO在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作用（重点是发展和科学决策）；

(c)

WMO和NMHS在实施内罗毕工作计划方面的作用；

(d)

观测在支持适应方面的作用：GCOS为内罗毕工作计划所作的贡献。

9.

WMO和UNESCO均发挥着核心作用，提供权威科技信息，使决策做到有据可依，并为IPCC的

工作提供素材。这些组织具备了坚实、持久的观测和研究能力，部分手段包括与下列项目和计划的长期
密切合作：WCRP、JCOMM、WCRP、GCOS、GOOS、水文和其它项目及活动。这些能力方面的介绍
还可参见UNESCO气候变化行动战略这份已经UNESCO执行委员会于2008年3月批准的文件：
（179 EX/15：英文：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5/001585/158520e.pdf；各种语言：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26601&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迈向绿色联合国和绿色WMO
10.

联合国系统需要以身作则。联合国秘书长发起了绿色联合国的倡议。借联合国纽约总部改造之

机，秘书长致力于将联合国变成一个能源和资源高效利用的样板。随后，CEB于2007年10月通过了一项声
明：“迈向气候中立的联合国”，该文件是由联合国环境管理组（EMG）编写的，是让联合国系统所有组
织包括WMO的行政首长承诺使其组织走向气候中立，包括其各自的总部和业务中心及差旅方面。此外，作
为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联合国机构在巴厘岛UNFCCC COP-13上承诺所有联合国组织的与会人员将向适
应基金付款，抵消其因与会旅行所产生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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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到2009年底，这些组织将：

(a)

按照公认国际标准估算其温室气体排放；

(b)

做出努力，尽可能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c)

分析成本影响，探索购买碳抵消额度的预算方式 – 包括与理事机构磋商，最终达到气候中
立。

12.

作出这一承诺是要在未来设定的日期到来时实现气候中立目标，即首先减少排放，然后抵消余

下部分，办法是从清洁发展机制渠道购买抵消额度，达到高标准的额外性、透明性和核查性，促进发展
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行动重点将放在差旅上，可能的话以电视电话会议取而代之，再就是放在可持续
采购上，放在建筑物节能方案上等等。UNEP和UNCTAD将交流其试点经验，提供咨询支持。
WMO的做法
13.

根据联合国气候中立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份由EMG编写的文件，对WMO的做法可建议如下：

目标：
(a)

WMO 的绿色运行（减少气候足迹并考虑碳抵消额度）；

(b)

提高对气候问题的认识；

(c)

共享气候友好型机制。

气候足迹
14.

气候足迹是温室气体总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是一个组织在一个财年期间可以直接控制的

量。最初，是建议将 WMO 气候足迹的定义包括所有有关的 GHG 排放，即总部运行（建筑能耗）和差旅（秘
书处工作人员和第三方人员，即其旅费由本组织常规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承担）。关于 IPCC、GCOS 和 WCRP
的旅费，应鼓励非联合国的共同承办方加入 WMO、UNESCO/IOC 和 UNEP 的倡议，共同致力于气候中立。WMO
区域办事处和联络办公室应一并予以考虑。
15.

秘书处将协助减少在日内外以外召开会议的碳足迹，使其尽量做到碳中性。还应重视减少因预算

外项目活动产生的气候足迹，以及重视采购。
16.

工会通过其职工委员会表示重视配合在秘书处采取生态措施。该协会已开始向工作人员发送

“生态提示”。已初步开始讨论有关轮流结伴搭车的事宜，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鼓励措施。
17.

WMO 应推行“绿色审计”，其中包括 GHG 排放清单。为了具有可信性和可比性，将采用与 EMG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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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方法（例如温室气体议定书公司会计和报告这套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制定
的标准）。为实现这一点，有必要推动内部绿化能力的提高，有必要获取外部专家服务，指导 WMO 进一步
完善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贯彻落实 GHG 排放清单。

提高认识
18.

WMO 需要提高有关方面的认识，如其会员、NMHS、广大气象和水文界以及政府的意识和公众的意

识。WMO 的沟通和宣传计划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共享气候友好型的机制
19.

WMO 将制定气候友好型机制，与其它各方共享有关经验。现有经验涉及总部大楼设计和运

行，涉及所用能源概念，针对的是下列目标：
(a)

提供令人满意的舒适水平，多用通风，不用空调；

(b)

减少运行成本，降低能源消耗，以及最大程度地回收和再用能源。

20.

WMO 大楼的理论年耗能水平是 4.0 千兆瓦，相当于 455 吨 CO2。相比之下，没有采取 WMO

大楼所采取的节能措施的相同大楼将消耗 6.0 千兆瓦（746 吨 CO2）。因此，设计概念可减少 219 吨
CO2，或约 40%。实际情况是，WMO 大楼的能耗在 2000 年初期阶段为 5.49 千兆瓦，经调整之后，到
2007 年为 4.75 千兆瓦。这些调整节省了约 14%的能源，减少了约 250 吨 CO2 或约 33%。将继续实施更
多措施，进一步降低能耗。这也需要适当维护相关组件，以使系统运行保持理想状态。
21.

循环利用是另一个气候友好型机制，已在 WMO 秘书处中实行。目前，这包括收集和复用纸张、旧

电脑、打印机碳粉和电池。回收纸张已实行了约 20 年。2007 年（大会年），收集了 43 吨废纸，等于约
60 吨 CO2。计划提供设施，回收铝、瓶子和塑料，并进一步减少用纸，比如 EC 届会上。秘书处一直在努力
整合各种信息来源，将气候为友的机制整理成文，包括提供已实现的 CO2 当量减排。
22.

这个办法已与EMG进行讨论，WMO大楼节能概念被认为是一个样板，可以供联合国其它机构加以

仿效。
所需行动及里程碑：
23.

为了实现 WMO 的气候中立目标，秘书处将开展大量初步工作。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自 EC-61）：
(a)

对 WMO 运行的绿色审计：GHG 排放清单和数据库（2008 年 12 月）、碳排放基线分析]和减
排指标；碳抵消额度的预算影响（2009 年 5 月）；

(b)

酝酿 WMO 气候友好型的运行概念，包括改善指标和战略及行动计划（2009 年 6 月）；

(c)

GHG 可能程度减排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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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立一个秘书处专题组，负责就绿色审计提出建议并实施其它行动。为实现 (a) 和 (b)需要

追加资金，以便接受咨询和外部服务，。

第二阶段（自 2010 年）：
(f)
25.

实施行动计划，以实现 WMO 的碳中性，这已得到 EC 的批准。

需要确定资金，用于 GHG 足迹削减和抵消所需费用。

相关问题：国际环境治理
26.

联合国大会正在就联合国改革进行非正式磋商，讨论环境治理领域的后续行动，是由墨西哥大

使 C. Heller 先生和瑞士大使 P. Maurer 先生共同主持的。决议草案“加强联合国系统的环境活动”
（ 2008 年 5 月 2 日 ） 、 有 关 政 府 和 国 家 集 团 的 声 明 、 联 合 主 席 的 声 明 等 已 放 到 网 站 ：
www.un.org/ga/president/62/issues/environmentalgovernance.shtml 上。
27.

环境领域是联合国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另两个是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该领域涉及大量活

动，包括气候变化和减灾备灾。正在应对的问题是环境在不断地退化，现有环境治理结构十分复杂，包
括大量多边环境协议，给会员国造成沉重负担，特别是报告义务方面和 COP 会议方面。
28.

WMO 和 UNESCO 于 2008 年 5 月 21 日参与了联合国大会的非正式磋商，并发表了类似声明，强调

了专门机构以及现有机构间行业协调机制的作用和职责，如联合国-水、联合国-海洋、联合国-能源、国
际减灾战略和新建立的气候变化机制。WMO 代表专门机构提交了关于联合国环境领域改革的联合意见，这
些专门机构有：IMO、UPU、WMO、UNWTO 和 UNESCO。

议题 9.2-未来挑战： WMO 在空间天气方面的潜在作用
战略主旨：科技开发，提供服务
EC-60/报告 9.2
[CM-8 要求的关于 WMO 空间天气方面的潜在作用的报告目前可通过以下网址在线获取：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Refdocuments.html#SpaceWeather.]
一些 WMO 会员开展的空间天气活动
9.2.1

在中国，国家空间天气中心（NCSW）于 2002 年成立。这一新作用被赋予中国气象局（CMA）

的国家卫星气象中心（NSMC）。自 2004 年 7 月以来，NCSW 发布周、月和年公报，向公众报告危险的
空间天气事件。NCSW 利用来自地基和空基两方面设施的资料。地面部分包括 GPS 网络和数字式电离层
探测仪、太阳光球和色球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空基传感器包括分别安装在风云一号和风云二号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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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列上的高能粒子检测仪和太阳 X 射线通量检测仪。未来的卫星系列（风云三号、风云四号）将部署
太阳 X 射线成像仪（SXI）、太阳紫外线通量监测仪和电磁仪。NCSW 发布警报以及日、周、月和年报
告。
9.2.2

俄罗斯联邦在空间天气事件的观测和研究方面已经具有 20 多年的经验。在一些俄罗斯科学院研

究所、大学和机构的支持下，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总局（Roshydromet）的应用地球物理研究
所（IAG），作为国家空间天气预报中心和欧洲区域预警中心，发挥了核心作用。空间天气传感器是定时
运行的搭载在俄罗斯气象卫星上的仪器。
9.2.3

在美国，空间天气预报中心（SWPC）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多，它是预报可能影响人和设备的空

间环境扰动的国家预警中心。在国家天气局内，SWPC 是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之一。SWPC 进行
研究，并提供有关太阳和地磁活动的业务预报及警报。根据每种事件的 5 个危害等级发布磁暴、太阳辐
射风暴和无线电中断的警报（1=较小危害；2=中等危害；3=强危害；4=严重危害；5=极端危害）。
9.2.4

在其它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芬兰，空间天气活动隶属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管理。

空间天气国际合作
9.2.5

从 2002 年到 2007 年，一项命名为“COST 行动 724”的区域合作得到欧盟的支持，以开展对空

间天气的监测、模拟和预报。该合作项目涉及 23 个不同欧洲国家的 27 个组织以及欧洲航天局的强力参
与。
9.2.6

在 1962 年，国际空间环境局（ISES）成立。ISES 目前是天文和地球物理资料分析机构联合会

（FAGS）的一个常设机构，得到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URSI）、国际天文学联盟（IAU）以及国际大
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的赞助。ISES 涉及 13 个区域预警中心（RWC），分别位于其会员
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捷克共和国、法国、印度、日本、波兰、俄罗斯联邦、南非、
瑞典和美国，不久巴西也将加入。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多的 SWPC 发挥着“世界预警机构”的作
用，从事资料交换和预报。
9.2.7

2007 年 6 月 15 日，WMO 主席和秘书长收到 ISES 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愿意在空间天气领域与

WMO 进行合作。这封信认为，空间天气活动会通过 WMO 加强业务和科学国际合作而受益。
9.2.8

目前尚无任何联合国组织负责空间天气事务。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已启动了

关于开发空间活动所引发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的非正式讨论，诸如在轨碎片的扩散、卫星之间碰撞和干
扰风险。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详细了解航天器所处的环境，空间天气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COPUOS 的活
动重点放在卫星运行的规则和程序，并未涉及空间天气方面的协调。
拟议的 WMO 活动
9.2.9

近年来，空间天气已经从研究发展成业务服务，WMO 可提供一个有关业务问题国际合作的适当

框架。WMO 与不同应用领域业务用户之间的互动，其作为联合国天气、水和气候方面权威声音的知名
度，以及其与 ITU、ICAO 和 IMO 的积极关系，也将是开展空间天气服务的宝贵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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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

特别是，WMO 可促进以下方面的协调：

•

整合观测需求，统一观测标准和传感器规格，特别是星载仪器，以优化全球观测的努力，提高观
测的相互可比性；

•

统一和维持资料的格式、资料识别与描述，以确保在 WIS 内的实现相互可操作性和资料交换；

•

统一产品规格和最终用户交付机制，特别是重视发布警报并核实其准确率的标准化概念和程序；

•

与代表性用户的互动，例如通过技术委员会和伙伴关系与相关联合国组织的互动；

•

空间天气团体与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团体交流经验。

成本和效益的考虑
9.2.11

通过改进空间天气信息可以获得的主要效益是，当始料不及的空间天气事件影响关键业务时，将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所造成的损失。

•

当受到意外的高辐射量级的影响，而且通信中断时，在极区飞行的飞机可能不得不改变航线。对
于一家经营跨极地航线的航空公司，协调的和及时的空间天气预报一年可以为之节约 200 多万美
元。目前共有 12 家航空公司，并且数量不断增加；

•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如 GPS 的准确率由于强烈的太阳活动而降低。鉴于 GNSS 服务越来
越多地用于专业活动，无论是交通管理或是石油勘探，如果改进对这些现象的预报和监测，可
避免重大损失，例如对于近海地球物理勘探活动，每天可减少高达 10 万美元的损失；

•

磁暴对电网有不利的影响，产生的不必要的电流可导致电网灾难性瘫痪，如 2003 年在瑞典以及
1989 年在加拿大发生的瘫痪，估计损失高达 1000 万美元；

•

空间业务特别容易受到空间天气事件的影响，这是航天器异常或灾难性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
发射期间，空间天气的及时预警可以避免重大损失，对于航天员的安全也至关重要，并能把敏感
的有效载荷或航天器置于安全模式下，从而避免数亿美元的损失；

•

在 11 年的太阳活动周期中，极端事件仅发生 5 至 10 次。但是，对电网和无线电通讯造成干扰
的磁暴以及对航天器和航天员造成危害的辐射量级可能比极端事件频繁 10 倍。

9.2.12

通过 WMO 支持这些活动的国际协调能够取得空间天气服务的实质性进展。通常而言，一个两人

小组便能维持与空间天气团体的互动；收集、维护和公布技术信息；发起、筹备和支持协调会议；以及
组织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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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资源显然不可能从秘书处的预算内解决，因为其预算集中在气象、水文和气候活动上。

但可以预计，改进空间天气协调的预期效益会说服有关组织援派必要人员和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

议题 9.3-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EC-60/报告 9.3
关于与私营部门合作的讨论
1.

背景情况

1.1

Cg-12（1999 年）对以下情况表示关切，即供 NMHS 使用的资金在减少，但对服务的需求却正在

增加，这给一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提供了参与服务的机会。大会认识到会员需集体解决这些问题，并为私
营部门和 NMHS 之间开展协调一致的合作而制定有关机制，以确保它们具有互补性。根据决议 40（Cg12），大会专门通过了有关商业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
1.2

Cg-14（2003 年）认为在国际协调框架内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可能更有助于 NMHS 提供其职责范围

内的服务。EC-56（2004 年）和 EC-57（2005 年）认真考虑了私营部门参与 WMO 工作的问题，并鼓励
NMHS 更好地与私营部门建立联系，包括设备制造商、供应方、媒体、气象服务提供方和最终用户。
1.3

Cg-15 在 WMO 战略计划（2007 年 5 月，日内瓦）中通过了关于“为扩大[…]信息和服务的范围

和质量而与 […] 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的战略主旨。理事会强调指出在许多国家 NMHS 与私营部门服
务提供方合作提供服务的事实，并要求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开展建设性对话。
1.4

在下文中阐述的主题包括：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从事仪器与系统开发的私营部门、私

营部门的观测网络、私营部门的赞助和伙伴关系、私营保险和金融行业以及马德里行动计划。
2.

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与用户

2.1

在 NMHS 和私营部门之间确定了三个广泛的合作领域：

(a)

私营部门是 NMHS 的客户并接收基本的资料、产品和服务以开展经营活动。NMHS 是否得
到补偿取决于该国的政策或做法；

(b)

私营部门向公众和专业用户出售服务，其服务要么与 NMHS 的服务互为补充，要么就与
NMSH 的服务构成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商业服务提供方从 NMHS 获得基本信息，并将其
作为一种增值服务来运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商业服务提供方以“端-到-端”服务形式运
行，并拥有自己的观测/预报系统和显示/分发能力（旨在满足用户的需求）。对天气、气
候、水和环境服务的需求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相关的需求往往极端专业化（嵌
档的需求）。在履行国家职责方面，作为一个履行国家职责的政府机构而运作的 NMHS 一
般不能为满足各种不同客户需求而设立并维持必要的多面手专家队伍、方法和提供服务的
方式。然而，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能更好地满足这种嵌档需求，因为它们的经营活动仅针
对特殊的客户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对 NMHS 而言，私营部门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伙伴，因
为通过 NMHS 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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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放大了 NMHS 所提供产品的社会经济价值，因而为提高 NMHS
的作用和知名度做出贡献；
(c)

由于私营部门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感兴趣，为了扩大未来的商机并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CSR），因此私营部门和 NMHS 合作追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目标（包括融资），（见第 5
节）。

虽然在某些国家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可能有自己的代表机构，但是目前没有全球性的代表机构来促进私
营部门与 WMO 的协调。
2.2

往往由私人开办的媒体，在提供公众所需的信息方面，是 NMHS 最重要的伙伴之一。NMHS 与媒

体更好的合作以及改进向媒体提供的服务是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的关键目标。在 PWS 的范围内建立了代表
全世界媒体组织的国际广播气象协会（IABM），IABM 在 WMO 拥有咨询地位。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成
熟起来，且媒体代表在“公益”基础上参与了 WMO 若干方面的工作。
2.3

旅游业对天气和气候高度敏感。第二次国际气候变化和旅游大会（2007 年，瑞士，达沃斯）强

调指出，“如果旅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必须迅速应对气候变化 […] ”。虽然该行业对天气预报
和气候预测表示赞赏，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合作的广阔空间，并通过改进后的预警服务来提高安全保
障，同时要更好地认识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从而对旅游设施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WMO 继续参与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有关会议。
2.4

体育是另一个对水文气象和环境服务有诸多需求，而且往往是非常特殊需求的部门。一些重大

的体育赛事，如奥运会等提高了 NMHS 和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的知名度。早在重大体育赛事的申办阶段，
水文气象和气候因素以及相关的服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了给奥运会提供气象保障，WMO 和国际奥委会
（IOC）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而且 IOC 已将“环境”作为举办奥运会的一个额外因素。WMO 专家正在
为那些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制定有关提供专业气象服务的通用准则。
2.5

关于航空气象服务，调查显示被国家气象当局指定为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的 NMHS，其外部收入

的很大一部分（大约 55％）来自航空气象服务。在欧洲，欧洲航空安全组织（Eurocontrol）每年为该项
服务支付大约 2.6 亿欧元。ICAO 和各区域机构（如欧洲单一天空）主张应当在竞争基础上提供航空气象
服务。ICAO 附录 3（WMO[C.3.1]）明确规定了提供该服务应具备的最低要求，但区域和国家级协议可进
一步规定服务层面。诸如航空公司、机场、ATM 单位、私人航空和商业航空等用户能自由地购买额外的增
值服务。较大的 NMS 和商业服务提供方已经参与提供此类服务。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额外的优质服务以支
持 ATM 的理念和项目（NextGen/美国和 SESAR/欧盟），且由 NMS 和商业服务提供方组成的联营集团正在
开发这类服务。
2.6

在气象－海洋服务领域，海洋预报和警报服务主要由 NMHS 提供，而船舶导航服务和海洋货物运

输服务则由 NMHS（通常作为补偿）和商业公司双渠道提供给航运公司。《WMO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 471）明确规定了有关导航咨询服务的最低要求；WMO 第 9 号出版物，D 卷－“航运信息”为
船舶导航服务登载了一个联络员清单。近海产业的外场勘探、生产和运输工作需要一系列内容广泛的海
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这常常是由商业服务提供方提供。国际石油天然气生产协会（OGP）代表该行业，
并于 2007 年 10 月与 JCOMM 建立了合作安排（参见议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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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专业服务（包括陆地运输、后勤物流、建筑和能源市场）由 NMHS 或者私营部门提供，或

由上述两个部门提供，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做法：
(a)

道路天气服务主要由 NMHS 或商业提供方作为商业活动提供。NMHS 或专业公司通常倚赖公路管
理机构或商业公司运行的道路传感器网络提供的资料来提供预报。现代道路天气系统也支持不
同的管理层面（社区道路、县级道路、国道）的指挥和控制问题、交通管理和道路维护；

(b)

越来越多的铁路企业需要水文气象服务。由于所需的信息非常专业，所以铁路企业往往从私营
公司获取所需的信息；

(c)

另外，后勤物流业对有关运输和储存易腐烂货物所需的专业水文气象服务的需求正日益快速地
增长；

(d)

建筑业的服务需求包括：制定建筑法规和标准所需的有关极端天气事件的气候资料、从保险公
司索取损失补偿所需的观测资料、设计土木工程项目所需的水文信息以及建筑工地所需的预警
服务；

(e)

由于能源需求迅猛增加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日益关切，这使得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部门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除了在优化生产、运输和需求管理业务方面的传统需求之外，还出现了
为提高能效、开发和运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新服务需求。

3.

从事仪器和系统开发的私营部门

3.1

仪器和设备制造商一直是 NMHS 的重要伙伴。WMO 高度重视与该行业的合作以确保气象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进步。与私营仪器行业的合作可包括联合制定标准、测试仪器是否达标、提高仪器的互可操
作性和对不同制造商的仪器进行比较，以确保资料的兼容性和均一性。WMO 仪器比对和测试工作可用于证
明成功通过测试的产品可适用于 WIGOS。从长期着眼，与该行业的合作有利于技术创新，并有助于将仪器
和系统的价格限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因而改进 NMHS 和端-到-端私营部门服务提供方所需的观测系统。
3.2

几十年来，相对过多的公司及其不同的产品技术规格妨碍了它们与 WMO 的合作。 最终，于

2001 年成立的针对 WMO 的代表众多制造商的水文气象仪器行业协会（HMEI）使上述局面得以改观。EC-54
（2002 年）赋予 HMEI 咨询地位，使它能够将私营产业的观点带到 WMO 专家会议和组织机构届会上，并将
WMO 的期望和计划转达给 HMEI 的成员。目前，HMEI 通过参加仪器比对、培训讲习班、技术会议和展览，
协助 WMO 维护一个有关仪器和制造商的数据库，在全世界推进标准化工作并协助 WMO 提高观测资料的质
量。
4.

私营部门的观测网络

4.1

私营行业中有些企业拥有并运行气象水文观测网或观测系统。这些网络或系统主要分布在水电

业和公路铁路网，自动气象站和网络摄像机则广泛用于旅游业。AMDAR、ASAP 和自愿观测船舶计划是私营
部门运行的观测网络组分的互利互惠的范例，并往往采取公－私联合融资安排。
5.

私营部门的赞助方和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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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在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和金融中介机构（如具有相关利益的开发银行和保险公

司）道德规范，大公司的直接赞助活动能够在更加宽泛的千年发展目标（MDG）背景下为 NMHS 的活动提
供财务支持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私营部门对 CSR 的承诺不单纯是慈善事业，而且还受到关注企业
声誉和品牌的驱动，从长期着眼，这将对企业的盈利带来长期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既使投资方获利，也
使受惠方受益。
5.2

有些联合国组织已维持这种创新的私营部门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通过资金或者实物捐助的方

式促进技术开发合作。举例如下：
(a)

为了在非洲防治艾滋病，壳牌国际公司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草拟了一份情景规划
文件；

(b)
(c)

UNHABITAT和BASF通过提供材料、资金和专业技术知识，帮助受2004年海啸影响的社区；
荷兰TNT邮政运输公司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通过投资一些项目，帮助提高WFP投送系统
的效率。

5.3

WMO可抓住这些潜在的机遇，充分利用企业界的发展变化趋势。具体实例有：赞助区域气候中

心、干旱监测中心和区域仪器中心、集水区管理和洪水治理计划以及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等。
6.

私营保险和金融行业

6.1

金融风险转移市场由再保险协会和天气风险管理协会（WRMA）进行协调。于1999年成立的WRMA

旨在提高公众对天气风险的意识，并促进天气风险市场的发展。而且，通过全世界的再保险协会，再保
险业正努力推广风险管理理念、保险和天气风险管理的使用。预计NMHS将为该行业开发专业服务 (参考
议题4.1)。
7.

马德里行动计划

7.1

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国际会议（2007 年 3 月，西班牙马

德里）通过的“马德里行动计划”包括对公－私关系产生影响的若干项行动（第 1、 2、 3、 7、 9、
12、 13 号行动 – 参见附录）。这些行动倚赖由 WMO 协调的服务提供方（公共和私营部门）与用户之间
发展持续合作和对话的基础。会议充分展示了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机遇和范例。作为一种促进与伙伴开展
对话的方式，会议鼓励 WMO 制定宣传项目，以使 NMHS 与公共、私营部门的伙伴和服务用户之间建立合作
关系。
__________
附录：1 个
附

录

马德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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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1：审议有关气象水文服务的管理体制框架，以便加强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行动 2：各领域利益攸关方对及时和尺度适当的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的需求迅猛增加并不断变化，
通过了解这些需求并做出响应，对制作、应用和传递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的方法需做出重大的改
进。。
行动 3：通过为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的提供单位和用户创造教育和培训机会开展能力建设工作，提高用户
对天气、气候和水部门提供的机会的意识，并帮助服务提供单位更全面地了解用户的需求。。
行动 7：通过国际、区域和国家平台及计划，并通过开发适当的工具和方法促进和加强天气、气候和水信
息及服务的提供单位和用户间的对话和合作。
行动 9：在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提供单位和用户间加强现有并建立新的业务合作关系，旨在共同承担有
效服务和评价绩效的职责。
行动 12：鼓励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气象水文和相关资料，以支持研究工作和改进业务服务。
行动13：加强WMO前期开展的关于为提供气象服务开发一个综合经济框架的工作。
______
* 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摘录（2007 年 3 月，西班牙，马德里）

议题 10.1(1)-总务和法律事宜
第五十三届国际气象组织 (IMO) 奖
EC-60/报告 10.1(1)
背景信息
1.

依照决议 38（Cg-2），执行理事会第 7 次届会决定颁发国际气象组织（IMO）奖。理事会第 7

次届会将第一份奖授予 T. Hesselberg 博士。以后的各年度获奖人分别是：C.G. Rossby 教授、E. Gold
先生、J. Bjerknes 教授、J. Van Mieghem 教授、K. R. Ramanathan 教授、A. K. Angström 博士、R. C.
Sutchliffe 博士、F. W. Reichelderfer 博士、S. Peterson 教授、T. Bergeron 教授、K. J. Kondratyev 教
授、Graham Sutton 爵士、E. Palmen 教授、R. Scherhag 博士、Jule. G. Charney 教授、V. A. Bugaev
院士、C.H.B. Priestly 博士和 J.S. Sawyer 先生（两人分获第十八届 IMO 奖）、J. Smagorinsky 教授、
W.L. Godson 博士、E.K. Federov 院士、G.P. Cressman 博士、A. Nyberg 博士、H.E. Landsberg 教
授、R.M. White 博士、B. Bolin 教授、W.J. Gibbs 博士、J.J. Burgos 教授和 M.F. Taha 先生(两人分获第
二十八届奖)、T. Malone 教授、Arthur Davies 爵士、H. Flohn 博士、M.I. Budyko 教授、F. Kenneth
Hare 博士、P.R. Pisharoty 教授、R.E. Hallgren 博士、R. Fjortoft 教授、Ju. A. Izrael 教授、W.E. Suomi
教授、J.P. Bruce 博士、R.L. Kintanar 博士、T.N. Krishnamurti 教授、Mariano A. Estoque 教授、John
Houghton 爵士、James C. I. Dooge 教授、E.N. Lorenz 名誉教授、Mohammad H. Ganji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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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e Simpson 博士、叶笃正教授、Bennert Machenhauer 博士、John W. Zillman 博士、Lennart
Bengtsson 教授和 Jagadish Shukla 教授。

2.

第 8 次大会决定该奖项将用于表彰“在气象领域或 WMO 公约第 2 条提及的任何其它领域内所做

的杰出工作”。

3.

根据有关程序，秘书长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通过 WMO 第 1300 号通函邀请 WMO 会员提名第

53 届 IMO 奖候选人。

4.

IMO 奖预选委员会将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从会员推荐候选人中预选出不超

过 5 人的名单。

5.

在执行理事会第 59 次届会上确定的预选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A.D. Moura 先生（主席）、

L. Bah 先生、郑国光先生和 G. Love 先生。
6.

授予 IMO 奖的一般条件是：

(a)

EC-8 总摘要第 92 段（见参考文献 3）指出：
“在评选获奖人选时，应该考其在国际气象界的学术声望和工作成就”；

(b)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7 条规定执行理事会成员作为选举人在其担任理事会成员期间无
获奖资格。本条还规定，该奖项不授予已故人士。

7.

IMO 奖是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公约第 16 条规定的“赞成票和反对票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为取

得只含一名候选人的明确提议,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提出一项特别程序，称之为“淘汰制选举”
（参阅《总则》第 198 条）。

8.

执行理事会决定，由预选委员会最后确定的 IMO 奖候选人资格和成就的简历必须在投票选举前

提供给所有执行理事会成员。该条款见《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8 条。

9.

该奖包括：

(a)

一枚金质奖章；

(b)

从 IMO 基金出资的一笔奖金（10,000 瑞朗）；

(c)

一份印有获奖奖项和本组织主席和秘书长签字及WMO正式印章的奖状。

10.

截至2007年1月1日，IMO奖基金的余额是252,026瑞郎。2007年期间，利息收入为4,041瑞郎，

同时支出为10,623瑞郎，包括2008年3月颁发的第五十二届IMO奖的奖章费用。因此，到2008年1月1
日，基金的余额锐减至245,444瑞郎。

进展/活动报告

11.

226

2008年，预估利息收入为4,600瑞郎。2008年已经支出的费用为22,969瑞郎，支出原因是2008

年3月颁发的第五十二届IMO奖，其中涵盖了奖金、奖章（状）和旅费。将于2008年或2009年颁发的第五
十三届IMO奖的进一步支出预计为32,000瑞郎，其中包括奖章、奖金、奖状和旅行费用。因此，基金的
余额预计将递减至195,075瑞郎。
12.

在1998-2008年期间，由于低利率和基金的逐渐减少，由基金可用现金总额所滋生的利息占IMO

奖费用的不到15%。因此，以目前的利率计算，再颁发七次奖之后基金将完全用完。

议题 10.2(1)-组织和规章事宜
大会后即召开的执行理事会届会的议程
EC-60/报告 10.2(1)
背景情况
大会后即召开的执行理事会届会的议程
1. 根据总则第 135 条，每次大会正常届会的议程包括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同
样，根据总则第 155 条，每次执行理事会正常届会的议程包括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的报告。
2. 执行理事会在每次届会上均审议自上次届会后召开会议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大会
则审议在大会正常届会前，理事会最后一次届会后，召开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由
于理事会议事规则要求理事会须注意每个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并针对一系列问题通过一个决
议，因此同样的报告还提交给大会后即召开的理事会届会供审议。
3. 2007 年 5 月第 15 次大会后召开的理事会第 59 次届会在文件和讨论上的重复，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审
议这一问题并提出建议以便提高效率。
4. 为了避免在大会后即召开的理事会届会在文件和讨论上的重复，今后秘书处为理事会此类届会准备的
材料应限于需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的问题，并适当附注大会对此的讨论和做出的决定。
5. 一理念还可纳入本组织的规则框架，它不仅适用于审议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报告，还可用于已经
大会讨论和做出决定的所有其他事项，理事会对这些事项的讨论毫无价值。
6. 则并未提及大会正常届会后即召开的理事会届会的特殊性。因此根据总则第 155 条，理事会所有届会
的议程原则上是不变的。因此理事会可建议大会为总则第 155 条通过一个补充条款，具体规定大会后
即召开的理事会届会的议程应限制于需要它予以干预的事项：
总则第 155 条 (新段落)

大会正常届会后即召开的执行理事会正常届会的议程须仅含需它立即干预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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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关议事规则第 2 条在一定程度上交叉提及了总则第 155 条，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无须增加类
似的条款。

议题 10.2(2)- 组织和规章事宜
有关秘书长豁免权问题的程序和授权
EC-60/报告 10.2(2)

背景情况

1.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 59 次届会上注意到 WMO 基本法律文书未列入有关秘书长豁免权的程序和授

权方面的条款，要求秘书长尽早对适用于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程序和授权开展研究，并提出一套 WMO 适
用的程序。

2.

秘书处针对其他国际组织情况做了比对分析。专门向联合国法律委员会了解了由联合国大会通

过的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权公约及 1947 年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权公约。1946 年公约规定安理会有
权停止联合国秘书长的豁免权。但 1947 公约并未对专门机构的行政首脑做出规定。

3.

联合国告知 WMO，关于停止联合国秘书长豁免权的 1946 年公约的条款没有讨论记录和依据。

关于 1947 年公约，最初的草案文本有一条款，根据该条款“专门机构的领导机构有权停止其行政首脑[专

门机构]的豁免权”。对于这一条款最终从公约的最终稿中删除的原因未见说明。
4.

向其它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组织也了解了情况，并研究了一些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规定。

5.

比对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

实质上所有不受 1947 年公约约束的组织（区域性组织以及不属专门机构的联合国相关机构）关
于授权停止其行政首脑的豁免权均有明确的条款；

•
•

关于停止其行政首脑的豁免权，WMO 不是唯一的没有具体规定的专门机构；
对此有一些条例规定的专门机构 (ICAO, ITU, UNESCO, WIPO) 的共同特点是这些规定包含在它
们与东道国签署的双边协议中。其它一些联合国相关组织(IAEA, IOM, WTO)情况亦如此。
UNIDO 则将这一问题列入其总则；

•

绝大多数有明确规定的组织的执行机构，无论它是否是行政首脑的任命机构，均具有停止国际
组织行政首脑豁免权的授权。在区域性机构，通常没有执行机构与全权性机构的区别，所有的
会员国均是该组织管理架构的成员；

•

即使有明确规定的组织，在决定停止其行政首脑豁免权方面均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定。

6.

要填补 WMO 法律文书存在的空白须解决三个基本的问题：(a) 确定决定秘书长豁免权的授权；

(b) 对这方面决策过程的规定；(c) 规定条例形成后，接纳该条例的法律文本。

(a)

确定决定秘书长豁免权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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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根据 WMO 公约和总则秘书长由大会任命，但根据 1947 年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权公约准备

阶段的工作和比对分析的结果，执行理事会应拥有对停止 WMO 秘书长豁免权的授权。

8.

对此有诸方面的原因：
(i)

关于理事会是唯一的监督本组织和秘书处整体运行的决策机构，根据总则第 199 条，在大会休
会期间它负责替换秘书长；

(ii)

关于秘书长豁免权问题大会无力采取迅速的行动，出于明显的原因，也不能采用通信方式对此
问题做出决定；如果需要，召集一次执行理事会的特别届会比大会的特别届会既迅捷又容
易，对召开大会特别届会还需执行理事会做出决定；

(iii)

在某种情况下 WMO 主席可代表执行理事会做出决定。但没有一个组织（国际刑事法庭和

(iv)

根据经大会批准的与秘书长的合同，理事会全权负责聘用秘书长的条件（终止合同、接受名

NATO 属特别例外）授权一个执行官员就此类问题做决定；
誉、批准参与外边的活动等）。

9.

尽管有上述情况，如果秘书长本人放弃自己的豁免权，以便参加事关其私人问题（家庭问题、

财产等）的法律诉讼，执行理事会无须自动地参与。主席须接受秘书长放弃其豁免权。只有在主席拒绝
接受的情况下（如他认为此举会影响本组织的利益），才需提交理事会做决定。

(b) 适用的程序
10.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组织为取消其组织行政首脑豁免权的决定通过具体的规定。对此问题的

决定均按照该组织通用的决策过程和条例（适用的法定人数和所需的多数等）。

11.

在 WMO，所有的执行理事会决定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并且会议的法定人数为成员数的三分之

二。对有关秘书长豁免权的决定没有理由强加更严格的规定。但有必要说明在做出决定前，秘书长有权
申述自己的意见。

12.

这一要求与秘书长合同中有关终止合同的规定相一致。这也与大部分国际组织停止其职员豁免

权的做法相一致，在这些国际组织，当事人会在秘书长做出决定前应邀就停止他们豁免权的问题申述意
见。

(c)
13.

有关的法律文书
1947 年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权公约是有关 WMO 官员包括秘书长的地位的主要法律文书。该文

书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因此只有该机构能对它进行修正。

14.

可以涵盖有关秘书长豁免权条款的其他法律文书有：WMO 公约、WMO 和瑞士关于总部大楼的

协议、总则、人事条例、秘书长合同或执行理事会或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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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修改本组织最高法律文书所需的时间和资金，修订该公约似乎没有理由。此外除了最近

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以外，尚没有国际组织在其法规中列入这方面的条款。

16.

向东道国瑞士提出建议，在总部协议中涵盖秘书长豁免权的程序和授权将相对较简单。但这一

条款只能解决由瑞士当局提出的停止秘书长豁免权的问题，而且总部协议不适用其它国家。

17.

因此条款应涵盖在适用于所有会员的文书中，如总则、人事条例、秘书长合同或理事会或大会

的决议中。

18.

秘书长合同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因为它通过大会批准，并作为一个大会决议的附录公诸于

世。合同第 3 点15已经涉及秘书长的特权和豁免权，而且只需在上下文中提及执行理事会关于停止豁免权
的要求即可。

__________

议题 10.2(3)组织和规章事宜
提高透明度和会员参与 WMO 的管理
EC-60/报告 10.2(3)
审议会员出席执行理事会及理事会相关附属机构届会的问题
背景信息

1.

第十五次大会通过了决议 33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透明度以及会员参与 WMO 管理的力度，号召

执行理事会在不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情况下，考虑允许会员出席会议的适当条件并相应审议其议事规则。
决议还要求理事会确定负责处理战略计划、计划、预算和管理问题的附属机构的会议应当邀请会员参
加。
2.

在审议决议 33 过程中，执行理事会在第五十九次届会上修改了议事规则，已针对文件的公开性

作出了规定。理事会还要求秘书处分析其它可能的改革会产生的法律影响和实际影响，并将分析结果提
交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3.

2008 年 2 月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并审议了三种有助于会员出席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届

会的可行方案：
15

合同第 3 点的文字如下：任职期间，秘书长在履行公务时享有他与本组织签订的有关协议所赋予他的特
权和豁免权；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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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执行理事会授权，他
应放弃本组织秘书长之外的一切聘任或有偿的活动；未经执行理事会事前批准，他不应接受本组织外的
任何名誉、表彰、恩惠、礼品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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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有关陪同理事会成员的代表团人员组成的现行做法：对理事会工作有兴趣的会员的代表有权
加入该会员所属的区域协会主席的代表团；会员的代表享有与其他理事会成员的顾问相同的权利
（发言权、以及代表该 EC 成员提出动议、修正案和决议案，但须得到该 EC 成员的同意）；

(b)

修改涉及理事会届会公开性的做法和议事规则：理事会会议除了秘密会议之外一概向所有希望与
会的会员开放；会员的代表不享有参与讨论和提交提案的权利；

(c)

调整当前的理念并修改总则和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中有关观察员的定义：会员被视为理事会届会
的正式观察员与国际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会议。会员的观察员享有在理事会和其附属机构发言，
提出动议、提交修正案和决议案的权利，但须得到一位理事会成员的同意。

4.

该工作组向理事会推荐方案(b)。该工作组还建议应当邀请会员参加其理事会的两个工作组（战

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和能力建设工作组），并参加在届会期间处理有关管理、计划和预算问题的分委
会。
5.

按上述条件邀请会员参与理事会和相关的附属机构将产生以下法律和实际后果。

法律后果

6.

目前，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条规定理事会应以非公开方式举行会议，除非另有决定。只有

理事会成员和总则中规定的顾问、观察员（即代表主席和副主席的人员、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特邀国
际组织的代表和特邀专家）以及秘书处的成员可以参加理事会的会议。秘密会议仅限于理事会成员本人
或所指定的代表 EC 成员行事的代理人。因此理事会的会议不对公众或者对 WMO 会员国及地区会员的代
表开放，除非后者是某个区协主席或当选会员的代表团的成员。
7.

为了让会员能够参加理事会的会议，通过修改议事规则第七条就足以实现，即在该条中明确规

定理事会的会议是公开的，除非理事会决定召开秘密会议。议事规则规定：理事会召开秘密会议是为了
指定代理成员（第十五条）以及选择 IMO 奖的获奖人（第十八条）。理事会也可根据三分之二成员的同
意（第八条），自行决定召开秘密会议。
8.

会员出席理事会及相关附属机构会议不具有参加讨论以及提出动议，提交决议案和修正案的权

利。参与理事会工作的权利仍将仅限于理事会的成员、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特邀的国际组织的观察员以
及特邀专家。
实际后果
9.

为了减少秘书处向 188 个 WMO 会员发送每次 EC 及相关附属机构届会的邀请信所造成的额外

负担，应要求有兴趣的会员通知秘书处它们希望出席的会议，并且要在会议开幕前的规定时间内通知。
10.

执行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文件根据会议使用的语言已在网站上公开提供（理事会六种官方语

言，附属机构视每次会议而定），并包括每次会议的解释性议程和临时工作计划。因此会员国及地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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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及时获得有关 EC 会议的时间和议程的信息。尽管如此，秘书处还可在会议开幕前几周向所有日内瓦
的常驻团发电子邮件，以提醒执行理事会及其相关附属机构每次会议的日期和议程。
11.

对会员的日内瓦常组团或其他有权签发事关 WMO 的证书的机构所指定的人选，秘书处将认可

为会员的代表。对会员的代表资格验证由秘书处办理，执行理事会将不参与，因为理事会不设证书委员
会。
12.

指派函提供的信息使秘书处能为会议安排足够大的会议室，特别是邀请会员出席的附属机构的

会议。对于理事会会议，如果可容纳 260 位代表的 A 会议室不足以容纳除正式与会人员、观察员和秘书
处成员之外的有兴趣的会员国及地区会员的代表，秘书处可在其它会议室安排视频转播。根据会员指定
的与会人员的人数，有可能将每个会员国或地区会员的代表人数限制在一至二人。
13.

由于会员指定的代表亲临理事会的讨论时他们没有正式的角色，因此他们的名字不列入秘书处

准备的官方与会人员名单，该名单是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每次届会报告的附件。然而，出于安全的原
因，进入 WMO 大楼和会议室要通过一个接待台，此台将发给会议注册代表每人一个代表证，与理事会
成员一样，代表证标明了代表的姓名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或地区。
14.

如果理事会和其附属机构会议的会议场地足以容纳会员代表在同一会议室开会，秘书处则可能

为其预备有别于 EC 成员和官方观察员的不同颜色的桌牌。这将有助于主持会议的官员辨别无发言权的人
员。
15.

由于场地和能力有限，秘书处既不可能为所有希望参加理事会会议的会员安排文件分发箱，也

不可能在会议期间单独为每人分发文件。替而代之的是在会议室入口处提供文件或根据提出的要求提供
文件。

议题 10.3-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EC-60/报告 10.3
背景情况
1.

理事会第 59 次届会后，秘书处已收到通知，自 2007 年 9 月 28 日起 Didace Musoni 先生 (卢旺

达) 不再担任卢旺达气象局协调局长和 WMO 卢旺达常任代表。根据总则第 10 条,他的执行理事会成员的
位置空缺。已通过通信投票指定代理成员。由于未达到法定票数，根据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6(e)条，
将由理事会第 60 次届会指定代理成员。

2.
芬兰政府通知秘书处，从 2008 年 2 月 16 日起已任命 Petteri Taalas 先生为新的 WMO 芬兰常任
代表。因此，根据总则第 10 条，Pekka Plathan 先生的执行理事会成员的位置空缺。由于空缺产生的时
间离即将召开的理事会届会不足 130 天，理事会将在第 60 次届会上指定代理成员。
3.
鉴于上述变动并根据总则第 10 条有关规定，执行理事会有 2 个席位空缺。因此，按照总则第
144 条的规定，执行理事会因此必须指定 2 名代理成员任职至第十六次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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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此，提请执行理事会在届会期间指定 2 名代理成员，填补 Didace Musoni 先生 (卢旺达) 和
Pekka Plathan 先生(芬兰)留下的空缺席位。公约、总则、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对此类提名的程序规定及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有关决定概括如下。
5.

执行理事会须召开秘密会议指定代理成员。

6.

理事会应确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候选人名单：

(a)

候选人须为本组织会员根据公约指定的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局局长；

(b)

根据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5条的规定，候选人名单应限于与离职的理事会成员同一区域的候
选人。

7.

对此，应注意到第十一次大会通过决议37（Cg-11），决定连续拖欠会费两年以上的会员的国民

不符合当选执行理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如果与公约第13条（c）（ii）的各项规定不符，此条规定则
不适用。

8.
如已成立提名委员会，则每一位置的候选人名单应包括提名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和由执行理事
会成员在会场上提出的候选人。但忆及，通常在理事会会议期间不会为指定代理成员建立提名委员会。
9.

如候选人名单上仅有一名候选人，该人选即将宣布为指定的代理成员。

10.
如名单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执行理事会则将根据预选程序（议事规则第 14 条和总则第
198 条），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指定代理成员。在此，回顾到第十次大会重申了第九次大会的决定：总则
第 144 条中“指定”一词的含义仍为“当选直到大会另作决定为止”（Cg-10，总摘要，第 10.3.2
段）。
议题 10.5-执行理事会内部事务
特别会议
EC-60/报告 10.2(1)
在 WMO 的决策者的作用

背景
1．

要求 WMO 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工作效率，尤其是在为人类面临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找到

有效解决办法方面要求本组织做出更多贡献的情况下，自然需要检查本组织在整个政策制定和实施范围
内的地位。一方面认识到本组织在国际合作框架下继续成功地为发展大气科学作出了无可争议的贡献，
同时不可否认，在政府的“等级制度”内，在影响社会问题决策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2．

虽然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但是，形象问题可以轻易地定格为会影响 WMO

在高层政策问题上不受约束地直接做出贡献的因素之一。比如，NMHS 在国内事务上可以代表其政府的
程度通常与 WMO 常任代表 （PR）的授权有关，而这种授权对他/她所代表的机构是有限的。很多其他
的政府间组织不需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或者在会员国内有授权的代表，或者它们的 PR 常驻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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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部，又或者 PR 是部长级人物。
3．

WMO 的绝大多数 PR 即没有授权和 UN 其他机构交涉，也不能和其他政府机构直接合作。

这样一来，WMO 在国家层面的主要合作伙伴，NMHS，并未授权与 UN 系统中的其他机构就有关环境、社会
经济问题直接交涉。 这种限制对 NMHS 应有的认可构成威胁。一些主要的决定发展方向的利益攸关者，
很大程度上并不认为它们在人类发展问题上扮演核心角色。
4．

长久以来，或者说就它们的工作方式而言，NMHS 对那些对社会经济活动主流有重要影响的

人物和合作伙伴并未给预足够的重视。这个问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顽疾，因为它们的 NMHS 的运作是
独立于国内和国际发展合作伙伴之外的。虽然 NMHS 的首要职能是提供服务，但是，为支持它们为更广
泛的发展问题作出贡献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高层决策者介入的立法基础
•
5．
•
6．

构建能力
EC-58 强调了对建立和吸引各方重视WMO特有的能力和比较优势的重要性。
作用和运作
Cg-15 认识到，政府、大众和不同的用户部门对认识和评估天气、气候和水资源对社会经济的

广泛影响始终需要专业的服务和咨询。NMHS 提供的有效的关于天气、气候和水资源的信息和服务帮助
用户满足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需求。为了增强 WMO 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加强 WMO 对社会需求
的回应，大会认为有必要继续不断审议 NMHS 和 WMO 的作用和发展变化。
•

部长会议

7．

Cg-15 再次强调 WMO 更好地帮助政府应对目前和未来挑战的必要性。为了促进 NMHS 的作

用和运作在政策层面上的提高，大会要求理事会寻求召开区域性的负责气象的部长级会议的可能性。
•
8．

合作伙伴和合作
Cg-15 强调需要天气、气候、水服务的供应单位和用户之间更密切的对话，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和跨学科领域的认识。WMO 必须加强和拓宽与社会科学家、发展规划者、用户、以及媒体之间的合
作，以此增强对 NMHS 提供的服务和信息的理解和感谢。同时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优化
国际援助，并集中人力和物质资源来加强 NMHS 的能力。
•

国际上既定的发展目标

9．

WMO 被认为是 UN 体系中有关发展活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因此 NMHS 有必要在国家层面上通

过参与 UN 国家小组工作和有关的多边倡议来确保这一局面。因此，更好地摆正 WMO 在国际上既定的发展
目标问题上的位置十分重要，比如，千年发展目标 （MDG）。NMHS 应该为实现国家发展计划中规定的国家
发展目标作出具体的贡献并广泛宣传自己的贡献。
•

社会-经济问题

进展/活动报告

10．

234

EC-59 强调突出气象、水文以及相关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十分重要，它支持将马

德里行动计划作为后续项目和活动的基础。
计划中和政策有关的行动包括：
•
•

行动 1：审议有关气象水文服务的管理制度框架，以便加强与各经济部门的合作关系；
行动 4：增加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认可 NMHS 及其合作伙伴为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所作的
贡献；

•

行动 13：加强 WMO 早期开展的关于为提供气象服务开发综合的经济框架的工作。

讨论期间供审议的可能的行动：
•

在“UN 发展组”中提高 WMO 在国家层面上的效率，使 HMHS 积极参与国家和区域的活动。
此举将有目的地和积极地指定 NMHS 代表 WMO，而不是由总部的人员担任代表。对此可以
修改 WMO 和 UNDP 的谅解备忘录从而在开展国家和地方活动方面提高合作水平。

•

建立一个 WMO 政策咨询机制，为发展多边项目和相关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政策方面的咨
询，以及在一些重要的多边宣言/16/以及在 WMO 分管的相关事务方面提供咨询。

•

在重要的 EC 和大会期间，邀请部长级高级决策官员参加一些会外活动。 如果可能，就像以
前的世界气候大会那样，在国际会议期间安排部长会议。

•

为常驻 UN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安排官方角色和任务，尤其是在 EC 休会期间。

议题 12-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EC-60/报告 12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1.

总则第 155(9)条规定，理事会届会的议程通常应包括关于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的议

题，且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规定执行理事会应在其每次届会上审议其仍有效的决议。执行理事会
在第五十八次届会上对以往的决议作了最近一次的审议。
2.

为便于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秘书处准备了一份目前仍有效的执行理事会决议清单，同

时对各项决议的未来提出建议。该清单见附件 B。
3.

理事会可指定一名报告员初步审查以往仍有效的决议，核对理事会做出的决定并与秘书处进行

磋商。其结果将作为有关本主题的决议草案。

对执行理事会(EC-60)以往决议的建议意见
16

千年发展目标，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世界水论坛，巴巴多斯发展中小岛国行动计划和世界减灾大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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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b) 决议标题
保留

2 (EC-10)
6 (EC-12)
30 (EC-12)

对 WMO 名称和会徽的法律保护
每年的世界气象日
工作人员补偿计划储备金的用途和限制

9 (EC-19)

WMO 在给区协主席提供财务资助方面的授权和
支出计帐程序规则（不包括已被决议 19（EC42）第 12 段替代的附录 3.2 段）

X

15 (EC-21)

WMO 参与对海洋的合作调查

X

8 (EC- 25)

蒸发测量仪器国际临时参考标准

X

12 (EC-25)

将海洋天气船和浮标用于研究目的

X

13(EC-34)
18 (EC-35)

辐射计的开发和比对
WMO 技术委员会主席例会

X

21 (EC-35)
6 (EC-36)

WMO 职工退休金委员会
辐射资料的国际收集和公布

X
X

13 (EC-37)
24 (EC-39)

WWW 运行周转基金条例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ACMAD）

X
X

4 (EC-40)
6 (EC-4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和相关
环境问题

X

19 (EC-42)

支付 WMO 非工作人员的旅费和生活费的管理规
则

X

14 (EC-44)

里约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决定”下的段
落除外）

X

15 (EC-44)
7 (EC-45)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WMO 气候和大气活动特别基金报告

X

13 (EC-45)

非洲气象应用和发展中心 (ACMAD)

X

16 (EC-45)
3 (EC-48)

UNCED 后续
IOC/WMO/CPPS 厄尔尼诺调查联合工作组

X

4 (EC-48)

修改 WMO 自愿合作计划(VCP)规则

X

替换

不保留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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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C-48)

实施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气象和相关
资料及产品交换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商业气象
活动关系指南

X

5 (EC51)

WMO 灾害援助基金运作议事规则

X

4 (EC-52)
12 (EC-54)
15 (EC-54)
19 (EC-55)
20 (EC-55)
2 (EC-56)

资料浮标合作专家组
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
修改总则附录 II
2004-2005 两年期预算
任命外部审计员
未来 WMO 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

X
X

9 (EC-56)
11 (EC-56)
12 (EC-56)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跨委员会专题组

X
X
X

13 (EC-56)
18 (EC-56)

出版计划
基于结果的预算方法管理机制

19 (EC-56I)
20 (EC-56)
21 (EC-56)

WMO 计划支持成本政策
2004-2005 两年期高优先活动
2005-2007 年会员比例会费评定

X

3 (EC-57)
4 (EC-57)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报告

X
X

5 (EC-57)

WMO 参与国际洪水活动

X

6 (EC-57)

2006-2007 年秘书处支持技术合作计划的预算

7 (EC57)

第二区协（亚洲）第十三次届会报告

X

8 (EC-57)

第四区协（北美、中美和加米加勒比）第十四
次届会报告

X

10 (EC-57)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4 年账目

X

13 (EC-57)

第十四财期(2004-2007) 第二个两年期(20062007)计划和预算

x

14 (EC-57)
15 (EC-57)

2006-2007 两年期高优先活动
第十五财期(2008-2011)重点活动和资金概况

x

17 (EC-57)
18 (EC-57)

WMO 在地震和相关活动中的作用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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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C-58)

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

X

4 (EC-58)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X

5 (EC-58)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X

6 (EC-58)

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技术委员会
第二次届会报告

X

7 (EC-58)

船东和船长对 VOS 资料交换的关注

8 (EC-58)

第五区协（西南太平洋）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X

9 (EC-58)

第六区协（欧洲）第十四次届会报告

X

10 (EC-58)
11 (EC-58)

审计委员会职责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5 年账目

X

12 (EC-58)
14 (EC-58)
15 (EC-58)
17 (EC-58)

长期拖欠会费的清偿
联合检查组(JIU)的报告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修改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1 (EC-59)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X

2 (EC-59)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X

3 (EC-59)

执行理事会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和 WMO 信息系统工作组

X

4 (EC-59)
5 (EC-59)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

X

6 (EC-59)

执行理事会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咨询专家组

X

7 (EC-59)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X

8 (EC-59)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X

9 (EC-59)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X

10 (EC-59)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06)的报告

X

11 (EC-59)

第一区域协会(非洲)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X

12 (EC-59)

第三区域协会(南美)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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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C-59)

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专家组

X

14 (EC-59)
15 (EC-59)
16 (EC-59)

南极基本天气站网
南极基本气候站网
南极船舶和飞机观测

X
X
X

17 (EC-59)

南极全球观测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X

18 (EC-59)

南极地区人工气象和气候站的维持

X

19 (EC-59)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与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际
南极浮标项目的维持和支持

X

20 (EC-59)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第二卷，
区域方面， 南极部分的修正案

X

21 (EC-59)

修改全球电信系统手册 (WMO-No. 386) ，第
二卷， 区域方面，南极部分

X

22 (EC-59)
23 (EC-59)
24 (EC-59)

气候活动的协调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6 年的帐目

X
X
X

25 (EC-59)
26 (EC-59)
27(EC-59)

任命外部审计员
外部审计员的任期
船主和船长对 VOS 资料交换的顾虑

X
X
X

28 (EC-59)

修改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29 (EC-5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X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