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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1.

会议组织 ( 议题 1)

1.1

会议开幕 ( 议题 1.1)

1.1.1

主席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30 宣布 WMO 执行理事会第 65 次届会开幕。

他对执行理事会各位成员表示了欢迎，特别欢迎新当选的成员 —— 在 Yap Kok Seng 博士 ( 马来西
亚 ) 退休后由五区协选出了替代他的 Che Gayah Ismail 女士 ( 马来西亚 )、两位新区域协会主席 ——
接替 Victor E. Chub 博士担任二区协主席的卡塔尔常任代表 Ahmed Abdulla Mohammed 先生，和
接替 Arthur Rolle 先生担任四区协主席的的哥斯达黎加常任代表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先生。他
向其他即将离任的理事会成员 Ajit Tyagi 先生 ( 印度 )、Cho Seok-Joon 先生 ( 韩国 )、Jack Hayes
先生 ( 美国 ) 和 Yap 博士 ( 马来西亚 ) 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们作出的贡献，并欢迎新当选水文学委
员会主席的 Harry Lins 博士 ( 美国 )。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的附件。
1.1.2

主席综述了 2012-2013 年本组织取得的进展，特别强调了在起草 2016-2019 年战略

计划和反映了各区域需求的相应的综合运行计划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本组织各组成机构的贡
献。 他回顾了在各计划领域取得的进展，如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WMO 信息系统
(WIS)、极地活动、实施能力发展战略、减少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和航空气象服务。他强调了在
初步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时取得的重要进展，GFCS 在 WMO 内部学科交叉的特点和
它与合作伙伴的计划优先重点，以及有必要审议当前的资料政策以确保所有人能够获取必要的气候
资料和预报产品。因此，他强调了理事会在协助指导 WMO 筹备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013 年 7 月 1-5 日，日内瓦 ) 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后，他强调， “ 非争议性 ” 文件的引入为不断加
强改进 WMO 规范和程序作出了贡献。
1.1.3

秘书长欢迎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并特别欢迎新当选的成员，同时注意到在更好

地平衡社会性别方面取得了进步。他强调，财务咨询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为理事会的工作提供了重要
指导和支持，特别是有关预算事务的工作。因此，他强调了理事会各位成员以其个人身份行动的特
殊特点。他表示，自上次届会以来，WMO 作为一个科技组织的作用得到了 UN 大家庭中合作伙伴
们越来越多的赞赏和尊敬，WMO 不仅是一个在天气、气候和水这些日益重要的领域里起带头作用
的科技组织，尤其在提供服务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同时它也是一个按照恰当机制和程序运行的有
效和高效的典范。

1.2

批准会议议程 ( 议题 1.2)
根据《总则》第 160 条规定，理事会批准了临时议程，该议程可在届会期间进行修改。

1.3
全会

建立委员会 ( 议题 1.3)

2
1.3.1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理事会同意整个届会以全会的形式举行。秘密事宜将在秘密会议上讨论。因而要求理

事会成员或其代理人出席每一次全会和秘密会议。这样届会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批准决定。
1.3.2

主席决定主持一些综合议题和有关 GFCS、战略和运行计划、预算相关方面的议题，

并主持秘密会议。对于其它议题，主席根据各副主席在理事会中负责的工作内容，委派副主席代表
其主持：
•

第一副主席将主持与 WIS/WIGOS 和能力发展相关的议题；

•

第二副主席将主持与提供服务、DRR、伙伴关系和沟通相关的议题；

•

第二副主席将主持与气候和水、研究，以及资源管理相关的议题。

1.3.3

指定助理秘书长和几个司长担任全会的秘书。

届会期间委员会
1.3.4

根据《总则》第 29 条，主席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由主席和三个副主席、

秘书长或其代表、全会秘书和主席酌情邀请的关键职员组成。
1.3.5

理事会批准了主席团关于建立一系列会中届会期间委员会以支持届会工作的建议：
预算委员会
Adrian 教授 ( 主席 )
该委员会向所有 EC 成员开放
2015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委员会
Ostojski 教授 ( 主席 )
该委员会向所有 EC 成员开放
IMO 奖遴选委员会
Moura 博士 ( 主席 )
Bah 博士、Fallas 先生和 Harijono 博士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遴选委员会
Mukabena 博士 ( 主席 )
Dr Mohalfi 博士、Cano 博士和 Taalas 教授
WMO 职员养恤金委员会
Ostojski 教授、Makuleni 博士，和 Sutherland 先生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遴选委员会
Jacq 先生 ( 主席 )
Anuforom 博士、Ismail 女士和 Lee 先生 (CAgM 主席 )
以往决议报告员
Naranjo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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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计划 ( 议题 1.4)

确定会议工作时间为 9:30-12:30 和 14:30-17:30。进行了全会议题分配的必要安排。届会期间，理
事会暂不执行《总则》第 110 条的规定。

1.5

批准会议记录 ( 议题 1.5)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总则》第 112 条规定，除非特殊议题决定，一般不准备会议记录。全会将有录音，
以作备案。

2.

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 议题 2.1)

2.1.1

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主席依照《总则》第 9(7) (b) 条和《工作人员条例》第 9.5

条代表理事会所做的决定。
2.1.2

主席强调了一些关键的决定，是根据他的赞赏要求的，由几个范例说明集体的努力使

如何指导研究进展、改进观测和提高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做出明智的决定。

战略和运行计划
2.1.3

起草下一个 WMO 战略计划和真正的综合运行计划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反映了各区

域的需求，也反映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其他本组织的组织机构的贡献。这些文件以及随附的预
算将提交即将于 2015 年举行的世界气象大会审议。
2.1.4

截止 2012 年 10 月，一共有 109 个 NMHS(58%) 回应了针对 “ 取得的成果对会员的

影响 ” 而开展的调查。总体上，本组织的 8 个预期结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最具效益的 WMO
计划活动为：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收集和交换、以及提供指南、程序和出版及其
标准化。
2.1.5

除了提供方向指导制定下一个财期的计划和预算，理事会应考虑几种方法以简化决策

过程并有可能修订 WMO 总则以纳入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职责，从而正式纳入会员的参与和承诺以及
技术委员会推进的会员对于技术专业知识的贡献。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2.1.6

GFCS 现在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2012 年 10 月 ) 已批准了其

治理结构和实施计划。尽管该框架的领导依赖于 WMO，但是它的成功取决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层
面上各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参与，包括许多联合国组织的参与。理事会不仅要考虑 WMO 对 GFCS 的
具体贡献，还要考虑 GFCS 将如何影响 WMO 世界气候计划以及 WMO 组织机构工作的方向。
2.1.7

这些讨论将是非常重要的，并将提交计划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举行的政府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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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审议，届时将提供 GFCS 的治理情况。委员会将审议将促进早期行动和涉及关键贡献方
的过程和子结构，以实现实施计划中列出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在这方面，理事会应考虑 WMO 自身
的结构，可以促进其成功。
2.1.8

区域协会、NMHS 和技术委员会有机会牵头早期的行动以加强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

服务的制作、提供和应用。GFCS 确定了用户重点，致力于开发从国家到全球尺度的用户界面，这
将促进用户更好地应用气候信息，GFCS 还强烈鼓励各国加强用户与制作方的沟通。各区域协会以
及 NMHS 还可以在促进这些关系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
2.1.9

开放和不受限制的获取气候资料和信息是《高级别任务组报告》中确定的重要原则之

一，也是实现 GFCS 提出的很多目标的一个重要支柱。由于 2013 年要庆祝世界天气监视网 50 周年，
应该认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展的关于资料政策的突破性工作的价值，因为这促进了全世界天气
预报和预警的有效性。决议 40(Cg-12) 经常被引用作为最佳做法，为此理事会在其第六十四次届会
上建立了一个任务组审议后续的机制和方法，以确保各方能够广泛获取必要的气候资料、信息、科
学和预报产品。理事会应审查该任务组的工作并提供进一步的指示以指导其工作。
2.1.10

在全球层面上，支持 GFCS 的自愿捐款不断增加。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实施计划中

促进 2 年期、6 年期和 10 年期目标进展的项目。恨过国家甚至没有非常基础的气候服务，将指导早
期的行动解决全球气候监测方面的关键产假，以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最基本的气候适应能力。2013 年
2 月，挪威宣布在 WMO 的主持下启动一项非洲重大倡议以改进气候服务，作为对瑞士、印度、加
拿大、中国、中国香港、爱尔兰、韩国和英国的贡献的补充。通过秘书长促进机构间的合作，联合
国其他伙伴也在框架下发起了一些行动，促进四个初期优先重点；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减轻
灾害风险和健康。
2.1.11

WMO 和 GFCSUNFCCC/COP( 多哈，2012 年 11 月 26-12 月 7 日 ) 的有关工作中

表现突出并通过了决定。特别是，COP 18 强调 GFCS 通过系统观测、数据和信息共享、提高适应
能力，很切合解决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需要。
2.1.12

由 FAO 和 UNCCD 联合组织的 “ 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 ” 于 2013 年 3 月 11-15 日

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强调了干旱的重大风险以及干旱政策对社会的影响。预期 GFCS 取得的进展将
促进那些诸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机构为推进更好地气候适应风险以及这些气候灾害的艰辛做出强
有力的贡献。

WMO 信息系统 (WIS) 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2.1.13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管理小组在推进 WIS/WIGOS 当年优先重点方面做出的重大努

力应该得到认可。区域协会积极制定其实施计划，在某些情况将联合制定。三区协和四区协 WIGOS
实施研讨会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举行，促进了有效的共享以及制定区
域计划。WIS 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大约 360 个中心提升了能力。这两项活动是天气、气候和水
方面工作的基础。
2.1.14

同 样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认 可 WMO 极 地 优 先 重 点 的 进 展。 第 一 届 全 球 冰 冻 圈 监 视 网

“CryoNet” 实施研讨会于 2012 年 11 月 20 至 22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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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家组 (EC-PORS) 第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13-15 日在中国兰州举行，会议强调了推进针对
第三极的活动。这些活动表明 WMO 继续承诺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年 ) 后续行动。回顾到 WMO
是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 的正式观察员，WMO 已向北极理事会提交正式申请以确保 WMO 的
观察员地位。这些政治联盟将促进伙伴关系，将有助于维持在这些偏远地区的观测网络、研究和服务，
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全球气候系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能力发展
2.1.15

理事会在其第六十四次届会上批准了能力发展战略，自此，重点应放在实施计划上。

该计划现在正由理事会审议。为很多活动筹资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功。2012 年 10 月 15 日
至 19 日在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举行的非洲第二次负责气象的部长会议 (AMCOMET-2) 的成果表
明，NMHS 在确保社会经济进步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并为非洲的能力发展提供了进一
步的机遇。
2.1.16

主席在水文气象仪器产业协会 (HMEI) 的演讲中，强调了 WMO 的优先重点以及设备

和仪器制造行业可以发挥的作用。特别强调了，产业协会如何支持特定应用的需求和规范发展从而
为 WMO 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好处的概念，翻新设备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协会的行政长官正在
考虑一些建议，并提交 WMO 审议。HMEI 还推出了一个经修订的网页，有利于 WMO 会员更好地
获取和认识其产业会员的能力范围和规模。

减轻灾害风险
2.1.17

EC 服务提供工作组、主席团和秘书处一直致力于开发一种更综合 DRR 的方法并起

草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方案，供理事会审议。取得的成就包括：经修订的框架指导 NMHS
和应急管理以及其他重要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整理记录了良好做法，协调了区域 / 国家能力
发展项目，并建立了伙伴关系和用户驱动的平台，以便制定减灾有关的准则、标准和培训的要求。

航空气象服务
2.1.18

理事会应注意到很多会员在 2012 年年末前根据 ICAO 附件 3 实施其质量管理系统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虽然这个期限已经过去了，但还有很多未实施的会员正在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此项工作。因此，本组织主席和 CAeM 管理小组，以及区域协会的主席为实现这一里程碑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重点还应放在 NMHS 的需求上，以确保他们到 2013 年底有具备综合能力评估的航空气
象人员。理事会应指导他们如何推进解决该计划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气象监视台各种危险天气
警告现有的缺点。
2.1.19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的报告。理事会将在相关议题下研究有关问题。

2.2

秘书长报告 ( 议题 2.2)

2.2.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2.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为提升 WMO 和 NMHS 的形象以及它们为各类国际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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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所做贡献采取的持续行动，尤其是启动了 GFCS 的实施阶段。而这些举措则旨在响应因气候变率
和变化引起或加剧的全球变化。
2.2.3		
理事会强调了 WMO 在以下领域的重要贡献：加强了有需要的会员的观测、预报和预
警能力，制作气候应用的气候资料和服务，推进了统一的方法以降低水文气象灾害的风险，以及其
领导作用成为有力和高效的组织。
2.2.4

理事会在相关议题下处理这些问题。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 议题 2.3)

2.3.1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并满意地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1 中的各项建议。理

事会在各项相关议题下做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2.3.2

理事会批准了科摩罗政府和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签订有关支付拖欠会费

的新协议的请求。

2.4

2013 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报告和区域协会主席报告 ( 议题 2.4)

2013 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的报告
2.4.1

理事会注意到，2013 年首次区域协会主席会议 (PRA-2013) 已于 2013 年 1 月 14-15

日在日内瓦召开，旨在审议 WMO 关键优先领域取得的进展，并落实 EC-64 的要求 ( 完整报告参见：
ftp://ftp.wmo.int//Documents/PublicWeb/dra/rap/PRA-2013/FinalReport/2013-PRA-I-Final-RPT.
pdf)。
2.4.2

理事会注意到，继对关键优先领域进行评审之后，区协主席 (PRA) 给出了下列建议

和结论：
(a)

对阐明各会员和伙伴为推动 GFCS 所采用的不同方式表示欢迎，并可整合 GFCS 内
建立的若干信托基金；

(b)

应向未达标的会员提供针对 QMS 和能力标准的额外支持。秘书处和在这方面经验丰
富的会员应鼓励 “ 结对 / 辅导 ” 安排；

(c)

各区域的 DRR 相关战略规划应与社会经济团体 /DRR 团体的计划和项目挂钩；

(d)

应考虑 DRR 相关项目实施的可持续性；

(e)

在 NMHS 的分类中，应分别考虑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此类评估应由 NMHS 自身
开展，采用商定但灵活的标准，并依据国家在上述各领域中所需的服务水平。分类应
以能力为基础，而非评估 NMHS 提供的服务如何。为此，分类与 QMS 没有直接关系；

(f)

国家概况数据库 (CPDB) 应向会员提供安全的机制，更新其各自国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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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开发应与各会员遵循《WMO 技术规则》的能力挂钩。为此，应当包括遵循
WMO 标准和推荐规范的 “ 达标理念 ”。

PRA 还同意：
(a)

指导其各自区域 NMHS 参加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包括委员会成员的指定；

(b)

支持制定 / 实施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并指导 ICG-WIGOS 的区域代表；

(c)

确保 WIS 的实施纳入到区协计划中。

2.4.3

理事会获悉，应 EC-64 的要求，PRA-2013 审议了各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职责，并认为：

(a)

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 考虑；

(b)

应向下届大会提出建议。

2.4.4

理事会获悉，PRA-2013 讨论了六区协主席关于促进和整合各区协绩效的建议，包

括将 RA 届会逐步改为两年一次的意见，通过开展区域调查，整合区域优先重点。会议还提出了一
些其它方案，包括区协短期会议与缩短会期的大会同时举行以及利用视频会议。区协主席支持通
过区域调查整合会员优先重点的建议，并认为该信息可通过 CPDB 加以补充。这些意见已提交给
ECWG-SOP。
2.4.5

理事会还获悉，PRA 会议认为： WMO 下一个战略计划的区域优先重点应尽早确定；

各区域的优先重点应符合各预期结果 (ER)；GFCS 应被视为具有交叉性；制定区域 KPI 作为 WMO
战略和业务计划过程的一部分。

区域协会主席报告
一区协 – 非洲
2.4.6

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主席 Mamadou L. Bah 先生的报告。

2.4.7

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 10 月 15-19 日，WMO、非洲联盟委员会和津巴布韦政府在

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非洲部长级气象会议 (AMCOMET)。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已选出新一届 AMCOMET 主席团，2013 年 1 月召开的非洲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峰会上认可了第二
届 AMCOMET 报告，包括：
(a)

非洲气象综合战略 ( 天气和气候服务 )；

(b)

建立联合专题组，调查关于制定非洲区域空间计划的可行性，并确保与非洲联盟委员
会相关各司及利益攸关方密切协调；

(c)

与 WMO 及伙伴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建立一个中部非洲区域气候中心。

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处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及其它伙伴合作，酌情支持和推动实施 AMCOMET 各项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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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 9 月 17-21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一区协 WIGOS 任务组

会议。此次会议旨在：
(a)

制定一区协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b)

在其运行计划和工作计划中，与 WMO 信息系统协调 WIGOS 实施活动；

(c)

推进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协助各会员实施 WIGOS。

作为对会员在国家层面实施 WIGOS 的一种支持，决定将在非洲五个次区域举办区域 WIGOS 研讨会。
2.4.9

理事会强调了在布基纳法索、乍得、尼日尔和马里启动的试点项目对于支持会员在国

家层面实施 GFCS 的重要性。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 9 月 3-7 日在莫桑比克马普托召开了一区协
热带气旋委员会第二十次届会，会议为该区域百姓制定了降低灾害风险行动。
2.4.10

理事会认识到在强化 ECOWAS 气象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 2012 年 7 月 11-13

日在科特迪瓦阿比让召开了 ECOWAS 会员国 NMS 局长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此次会议讨论了有关
GFCS 以及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等主题。
2.4.11

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 10 月 22-24 日，WMO 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AEMET) 在西

班牙博阿迪利亚德蒙特 (Boadilla del Monte) 成功举办了第五次西非 NMHS 局长会议。理事会还注
意到，此次会议在该区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要求秘书处和 AEMET 支持和促进实施博阿迪利亚德
蒙特行动计划。
2.4.12

理事会注意到，WMO 支持举办南部非洲气候展望论坛 (SACOF)、大非洲之角气候

展望论坛 (GHACOF)、西非气候展望论坛 (PRESAO)、中非气候展望论坛 (PRESAC) 以及北美气
候展望论坛 (PRESANORD)，它们的产品得到了该区域用户团体的广泛使用。目前正在努力指定
ACMAD、ICPAC 和 SADC 气候服务中心及 AGRHYMET 作为 WMO 区域气候中心。在东非共同体，
WMO 正在推动制定五年期气象发展计划和投资战略 (2013-2018 年 )。
2.4.13

理事会鼓励秘书处和一区协主席加强与非洲联盟及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合作实施

ClimDev、AMESD 和 MESA。

二区协 – 亚洲
2.4.14

理事会注意到二区协主席 Ahmed Abdulla Mohamed 先生的报告，主要侧重于 2012

年 12 月 13-19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二区协 -15 的主要成果。二区协最重要的成就包括：
(a)

通过 2012-2015 年二区协强化亚洲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战略运行计划 (SOP)，其
中确定了八个优先重点领域；

(b)

批准二区协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II)，其中包括七个项目；

(c)

WIS 实施方面取得了进展，主要是通过两个 GISC 的业务服务和四个有条件指定的
GISC 的试运行、首要 GISC 初步名单协议以及制定二区协区域 WIS 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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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立一个管理组、四个工作组 ( 下设小组和主题 )、处理交叉活动的两个实施和协调组以及五个
试点项目，从而确立了有效实施区域战略运行计划的新工作机制。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二区协 2012-2015 年 SOP 是 WMO 2012-2015 年运行计划的组成部分，并
促进了 WMO 战略计划过程。
2.4.15

理事会还注意到，根据地理位置、气候、生态系统、宗教、政治和经济体系方面的巨

大差异以及二区协有许多会员能为 EC 活动做出重大贡献，因此，二区协同意寻求增加二区协在 EC
的席位。为此，本区协同意将关于分配给二区协的席位数从六个增至七个的建议提交 EC 审议。
2.4.16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二区协赞同秘书处制定的，并经二区协和五区协管理组认可的

评审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设置地点的通用标准，此标准是以效率、成本效益和持续性为依
据。理事会还高兴地注意到，二区协管理组进一步审议了该标准，包括对会员和组织寻求额外主办
申请所给予的可能权重。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就此问题，在五区协主席及其管理组的密切合作
下，经与二区协管理组磋商，二区协主席将继续从二区协和五区协的所有会员中物色主办区域办公
室的潜在候选者，并在 Cg-17 之前，就办公室的适当设置地点 ( 包括将日内瓦作为一种选择方案 )，
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2.4.17

理事会还注意到，二区协面临的具体挑战及优先重点，涉及到：

(a)

实施二区协区域 WIGOS 和 WIS 实施计划；

(b)

可持续的能力开发，包括人力资源开发；

(c)

进一步开发二区协 RCC 网络，包括支持 GFCS 工作的两个指定的 RCC 和五个候选
RCC；

(d)

气候服务，以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缓发影响；

(e)

为降低灾害风险建立区域范围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f)

与 CAeM 协调扩大实施航空气象服务水平，提升其它应用领域的服务提供能力，包
括海洋气象服务；

(g)

实施 WMO 洪水预报倡议、水资源评估和区域水文资料和信息交换；

(h)

降低由气候变化、沙尘暴、雷暴和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特定区域灾害的风险和影
响；

(i)

通过与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 (UNESCAP) 以
及阿拉伯国家联盟 (LAS) 在内的区域间伙伴组织的伙伴关系，与一区协 ( 非洲 )、五
区协 ( 西南太平洋 )、六区协 ( 欧洲 ) 开展区域间合作。

三区协 – 南美洲
2.4.18

理事会注意到三区协代理主席 Julian Baez Benitez 先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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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

理事会注意到本区域最重要的活动，其中包括：

(a)

以三区协以前的 NMHS 战略计划 (2006–2009 年 ) 为基础，并根据 WMO 战略计划、
WMO 2012–2015 年运行计划以及本区域会员的建议，制定三区协强化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 (NMHS) 战略计划 (2010-2013 年 )。为了确定一套以行动为导向并根据
WMO 的预期结果进行分类的成果，考虑了可能的趋势、发展及不断变化的需求；

(b)

继续举行三区协和四区协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气象局长联合会议，会议通过并批准了年
度行动计划，以便实施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气候项目 (CLIBER)，包括一些培训活动以
及本区域新的气象资料管理系统。该项目由西班牙资助，主要受益者为玻利维亚、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c)

本区域内的区域气候中心 (RCC)：南美西部 RCC，设在位于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
国际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 (CIIFEN) 内，目前正处于示范阶段。南美北部 RCC，
设在巴西和法属圭亚那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中，继续处在初步实施阶段。南美南部
RCC，设在阿根廷和巴西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内，正处在实施阶段完工期；

(d)		2012 年 10 月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三、四区协联合会议上，讨论了 WIGOS 的区域实
施问题。在此背景下，三区协的常任代表们审议了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
此外，还任命了国家联络员，负责与三区协基础设施和技术开发工作组合作；
(e)

在国际民航组织设定的 2012 年 11 月的最后期限前，所有负责航空气象事宜的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均开始了质量管理流程。此外，区域内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在 2013 年
12 月 1 日前达到航空气象人员的能力标准要求。；

2.4.20

理事会还注意到三区协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包括气象仪器标定和测量的可溯源性；按

照 ICAO 的要求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将 WIGOS 实施活动纳入到三区协战略计划 / 工作计划；需要
开展研究，促进了解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其与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 (ENSO) 变化周期和特点的关系，
及其对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需要有协调的 GFCS 和 RCC 框架，包括开发各类工具及气候产品和
服务，以开展不同时间尺度的降低灾害风险活动。

四区协 –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4.21

理事会称赞前主席 Arthur Rolle 先生 ( 巴哈马 ) 为本区协的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并对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先生和 Albert Martis 博士在四区协第十六次届会期间分别当选为主席和副
主席表示欢迎。
2.4.22

理事会注意到本区域最重要的活动，其中包括：

(a)

2013 年 4 月 12-19 日在库拉索岛威廉斯塔德举办了四区协第十六次届会，会上批准
了本区域 2012-2015 年 SOP 以及四区协 WIGOS 实施计划。在此次届会期间，区协
还强调了本区域 2016-2019 年的优先重点，其中包括满足 QMS 和人员能力需求、航
空需求；对海洋气象学新需求、建立最佳 RCC 网络，以及完成实施 WIGOS，包括
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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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WMO 继续保留其在墨西哥的项目办公室，以支持国家水委员会实现综合、
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和 PREMIA 项目以及由世界银行资助 (1.05 亿美元 ) 的墨西哥
NMS 现代化项目 (2012-2018 年 )；

(c)

2012 年 10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伊比利亚美洲国家 NMS 局长会议，三区协和四
区协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批准了 2011-2013 年行动计划。该
三年期行动计划主旨包括：NMHS 的制度强化和资金筹措、通过试点项目开发气候服
务、教育和培训、开发次区域极端事件预防和监测虚拟中心；

(d)

WMO 通过西班牙的信托基金，资助了 2012 年期间开展的一些活动，包括举办一些
课程，比如自动天气台站维护、资料加工、气候变化、气象和水文服务管理、洪水管
理、季节预报、水文学、统计预报工具、预报产品和卫星的使用等课程及其它主题；

(e)

2012 年和 2013 年在哥斯达黎加成功实施了中美洲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项目，旨在开
发中美洲端到端早期预警系统，此项目由世界银行资助，并由 WMO 负责实施；

(f)

WMO 海地任务组继续协调了各项行动和工作，在 2010 年 1 月海地发生地震后帮助
该国，提供紧急援助，包括通过 VCP 基金提供七个新的适用于 GSM 的自动天气台站，
美国提供的两个 EMWIN 系统和一个山洪指导系统，对当地人员的技术支持和培训，
以及法国资助五名工作人员在法国图卢兹进行十个月的专业培训。加拿大、加勒比气
象组织、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积极参与是这一努力的决定性因素。加拿大
环境部和世界气象组织 (WMO) 签署了总计 650 万加元的资助协议，支持 “ 海地天气
系统计划 – 降低海地脆弱性的气候服务 ”。为期五年的项目于 2013 年启动，旨在开
发海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的能力。

五区协 – 西南太平洋
2.4.23

理事会注意到五区协主席 Sri Woro B. Harijono 博士的报告，其中强调了取得的主要

成就，包括：
(a)

制定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V) 和区域 WIS 实施计划；

(b)

实施灾害天气预报和降低灾害风险示范项目 (SWFDDP)；

(c)

通过太平洋气象理事会 (PMC) 和太平洋气象合作平台 (PMDP)，进一步加强与
SPREP 的伙伴关系。

2.4.24

理事会注意到五区协工作组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建立起区域气候中心 (RCC)

和实施区域 / 次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包括东南亚气候展望论坛 (SEACOF)，并通过开发新
项目，例如东南亚 HYCOS(SEA-HYCOS) 和太平洋 HYCOS 的后续项目，来支持 WHYCOS 区域
部分。
2.4.25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2012 年 1 月和 3 月斐济发生大洪水之后，WMO 到斐济开展

实地调查，以解决关于促进提供该国水文服务的问题，包括洪水预报和预警服务，理事会还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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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OICA 的资助下，启动了斐济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CIFDP-F)。
2.4.26

理事会还注意到，特别是太平洋地区 NMHS 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和需求涉及到人力资

源的持续开发和建设制度能力，包括对灾害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及时预警能力。为此，理事会赞
赏地注意到，五区协尤其针对太平洋 SIDS/LDC 开展了能力开发活动，包括教育和培训、技术援助，
以及关于国家和区域开发战略、政策、项目及天气和气候相关立法方面的咨询。

六区协 – 欧洲
2.4.27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主席 Ivan Čačić 先生的报告。六区协组织的各项活动都是根据

2012-2015 年区域运行计划，此计划得到了本区协主席的批准，并在 WMO 网站上公布：ftp://ftp.
wmo.int/Documents/PublicWeb/dra/eur/RA6_StratPlan/Operating_Plan_2012_2015.pdf.
2.4.28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主席批准了区域 WIS 实施计划： http://www.wmo.int/pages/

prog/dra/eur/RA6_WIS_ImplPlan.php。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设在奥芬巴赫、埃克塞特和图卢兹
的 GISC 均已投入业务，莫斯科 GISC 将于 2013 年末投入业务使用。区域计划已建立起机制，通过
WIS 联络人与秘书处协调，监督实施国家中心 (NC)。六区协 70% 以上的会员完成了国家 WIS 联
络人提名过程，以及为其 NC 分派首要 GISC。实施规划的 DCPC 也进展顺利。
2.4.29

理事会赞赏六区协向表驱动码格式 (TDCF) 过渡的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已利用

TDCF 制作了 62% 的必要资料，并已拟定计划到 2014 年底，90% 以上的第 1 类资料将以 TDCF 传输。
六区协技术开发和实施工作组 (WG-TDI) 制定的区域 TDCF 转换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参见： http://
www.wmo.int/pages/prog/dra/eur/RA6_WG_TDI_TDCF_Project.php。为帮助六区协会员向 TDCF
过渡，2012 年举办了两次培训活动，一次是由土耳其国家气象局主办，另一次由俄罗斯水文气象局
主办。
2.4.30

理事会注意到，RMDCN 向新一代的转换业已启动，并将于 2013 年上半年完成。六

区协所有会员均已受邀加入新的 RMDCN，从而能够提供价廉质优的服务。
2.4.31

2013 年 5 月 6-8 日，AEMET 主办了区域 WIGOS 研讨会。研讨会使六区协会员进一

步了解了 WIGOS 概念以及对国家和区域监测网络的开发需求。六区协 WIGOS 实施计划业已制定，
并将于 2013 年 9 月提交六区协第十六次届会批准。在拟定的区域 WIS 和 WIGOS 活动中，克罗地
亚水文气象局已牵头启动了亚得里亚海地区次区域海洋服务提供合作试点项目。
2.4.32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通过与 UNISDR 和欧洲委员会扩盟总司合作，六区协东南部

地区 DRR 相关活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扩盟总司资助的 “ 西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灾害应变能力
建设 ” 项目 ( 两年期，约 110 万欧元 ) 已于 2012 年启动，作为之前于 2009-2011 年实施的该次区
域 DRR 项目的 “ 第二阶段 ”。新项目涉及到 “ 第一阶段 ” 确定的各类问题，并旨在帮助受益国通过
加强国家和区域合作，实施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
2.4.33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2012 年 9 月举行的 CBS 第十五次届会批准了六区协 RCC-

网 (www.rccra6.org)。因此，六区协成为首个 RCC 网全面业务化的区域。2013 年 2 月，六区协管
理组在其第七次会议上认为，气候和水文学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应当是向六区协会员宣传和推广
RCC- 网服务。另一项重要发展是 2012 年夏季启动了该区域的气候监视服务 (CWS)，在六区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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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届会休会期间，应进一步开发 CWS 并使之业务化。
2.4.34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已举办了两次 RCOF，即东南欧 COF(SEECOF) 和北欧亚

COF(NEACOF)，这两个论坛就制定夏季和冬季一致性声明定期召开会议。SEECOF 已成功采用了
网上会议机制，它已证明这是开展 COF 活动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六区协管理组认为，COF 机
制可成功地扩大到其它地区，尤其是地中海地区，该地区在各 NMHS 的支持下，已开始举办跨区域
( 一区协和六区协 )MEDCOF 。
2.4.35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第十六次届会的筹备工作，此次会议将于 2013 年 9 月 11-17 日

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在此之前的 9 月 10-11 日将举行区域大会。为了促进建立基线，并确定六区
协会员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优先重点，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了一次区域调查，问卷的回复
率极高，达到 90% 以上。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表明，确实存在一些具体的区域挑战，涉及到六区
协大部分地区严峻的经济形势，由于预算和人员的裁减影响到各 NMHS。这些因素，再加上不同用
户团体对高质量信息和服务的日益增加的需求，给 NMHS 寻求维持和扩展其业务的创新解决方案带
来了巨大压力。六区协第十六次届会将讨论此类问题，并制定计划，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来应对挑战
和开展优先重点活动，包括进一步开发及整合欧洲气象基础设施。
2.4.36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管理组就提高区域附属机构的效能和效率进行了讨论。在目前

届会休会期间 (2009-2013 年 ) 取得了非常有益的经验。以一个管理组和三个工作组构成的结构有
效和高效地发挥了作用，而每一个组别下设若干不同侧重点的任务组。团组规模小有利于在正常预
算拨款范围内更频繁地召开短会，这有助于促进商定的工作和制作可提供的服务 ( 例如，区域计划、
指南、组织区域活动 )，旨在协助六区协会员实施其活动。工作组和任务组会议已成功采用了互联
网技术 ( 例如，Webex)。管理组表示希望进一步寻求提高效率的创新方法，包括在不给 WMO 增加
成本的情况下，召开区协届会的新方案 ( 最终改为两年一次 )；显著改进会议文件，重点放在区域
问题；与技术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更好的合作和支持；六区协会员和区域伙伴更好的参与。
2.4.37

理事会注意到，独联体国家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 (ICH/CIS) 要求秘书长为独联体国

家建立 WMO 办公室，此要求得到了二区协的支持。鉴于建立此类办公室有助于使独联体国家会员
的活动与 WMO 战略计划和各项计划保持一致，因此，理事会认为，秘书长应与独联体国家展开磋商，
并向 EC-66 报告取得的进展。注意到，在当前财务期内有给 WMO 新驻外办公室的预算拨款。
2.4.38

有关 2011-2013 年开展的区域活动信息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

regional_activities.php。

2.5

2013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报告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报告 ( 议题 2.5)

2.5.1

理事会注意到，“2013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2013-PTC)” 在 WMO 总部举行，(2013

年 1 月 14-15 日，瑞士，日内瓦 )。此次会议由 WMO 第一副主席 Antonio Divino Moura 博士主
持。会议的完整报告可通过下列网络链接获取：http://www.wmo.int/pages/meetings/documents/
Final_2013PTC_Report.pdf。
2.5.2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决议 45(Cg-16)“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 ” 及决议 26(EC-64)“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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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技术规则 ”( 参见附录 )，2013-PTC 商讨了技术委员会在修订《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
准和推荐规范 ” ( 基本文件 No.2，WMO-No.49) 中的职责。理事会要求应当定期修订和更新《技术
规则》第一卷，按照这一要求，并根据《技术规则》引言部分 ( 已更名为 “ 总则 ”) 所述的程序，应
当在每次大会后出版新版第一卷，以便整合理事会在休会期间通过的所有修订内容。
2.5.3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EC-64 的要求，PTC 已审议了《技术规则》评审事宜，此项评

审应按新的结构进行，并同意着手评审《规则》的相关部分。PTC 还需要在制定结构方面获得指导，
并注意到，秘书处已开始酝酿此类指导意见。
2.5.4

理事会支持 2013-PTC 的决定，对所有规章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促进《WMO 技

术规则》第 1 至 4 卷以及八个辅助性附录的总体一致性。理事会还认为，应对《规则》进行新一轮
全面评审和修订，以便适当反映出主要新系统的开发和实施，例如 WMO 信息系统 (WIS)、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以及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理事会敦促 TC 和秘书长准备《技
术规则》的修订新版，在 2015 年提交第十七次大会 (Cg-17) 批准。
2.5.5

2013-PTC 决定制定一套关于编写和颁布《WMO 技术规则》及相关资料的指南，理

事会对此表示欢迎。理事会认为，此类指南的编写应作为优先重点工作，以便确保所有参与编写技
术规章材料的利益攸关方能够对这一具体事宜达成共识。
2.5.6

关于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专家组 (EC-PORS)，理事会考虑到了 PTC 的声明，详见

2013 年 PTC 会议最终报告第 3.2.3 段。根据这一声明，理事会要求 EC-PORS 与 PTC 合作，并与
秘书处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未来的解决之道供 EC-66 审议。理事会还欢迎 PTC 决定向
EC-PORS-4 通报各 TC 为促进 WMO 极地活动议题所做的调整。
2.5.7

为了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指南》编写特定计划的补充内容，

PTC 拟定了各项行动，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在此过程中，各技术委员会 (TC) 应与用户界密切磋商，
针对各计划领域提名一人或小型起草小组 (TC 联络人 )，编写特定计划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指南
要求摘要。理事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的相关工作组鼓励那些与 WMO 有工作关系的伙伴组织和国家机
构帮助 TC 联络人为此确定认可的用户需求。
2.5.8

关于编写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白皮书用以支持实施 GFCS，理事会注意到 PTC

同意通过新决议支持免费和无限制获取气候资料及产品的建议。新决议将明确阐明使用现有的决
议 40(Cg-12)“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 和决议
25(Cg-13)“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而非某个单独的决议。理事会注意到，该建议已按要求由
WMO 主席及 EC WMO 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专题组主席转达给 PTC，以支持 GFCS 的实施。
2.5.9

理事会注意到，PTC 赞同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 (CBS-15) 向本理事会提出

的建议，即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文件应纳入到《WMO 信息系统 (WIS) 手册》。理事会同意这项
建议。
2.5.10

PTC 为解决《编码手册》变更所用的批准方法与理事会商定的 WMO 核心元资料标

准变更管理程序之间的不一致性提出建议，理事会对此表示同意。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已同意 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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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推荐的程序，据此，CBS 主席将与其它技术委员会主席以及各会员磋商有关变更问题。在这一程
序中，CBS 主席可以批准那些无需对 WMO 发现类元资料解释软件进行修改的变更；而更重大的变
更应由 CBS 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2.5.11

理事会支持 PTC 努力开展强化业务中心的计划，此计划将依靠在实施灾害天气预报

示范项目 (SWFDP) 中取得的经验。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已将其作为下一步措施来保障
在五 (5) 个区域项目中实施 SWFDP 带来的收益，这些区域项目涉及若干 WMO 全球和区域业务中
心、41 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一些 WMO 计划 ( 即，GDPFS、PWS、TCP、DRR、MMO、
AgM、 空 间 计 划、ETR、LDC、 区 域 计 划 和 WWRP) 和 技 术 委 员 会 ( 即，CBS、CAgM、CHy、
JCOMM 和 CAS)。理事会注意到正在编写一份概念文件草案，供下次 PTC 会议审议。
2.5.12

理事会同意 PTC 关于编写 WIGOS 规章材料的建议，包括最终结构的重点应当涉及

动态更新技术和用户需求等问题的建议。理事会还认为，有必要将一些规章材料编成手册，以便仅
供相关委员会有更短的更新周期。理事会认为不编成手册而直接将所有 WIGOS 规章材料并入技术
规则这一思路需要重新慎重考虑。
2.5.13

理事会感谢各技术委员会就决议 10(EC-64)–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框架实施计

划 – 的决定而采取行动，通过该实施计划及理事会的其它有关 WIGOS 的决定和建议，包括制定实
施计划、促进 ICG-WIGOS 会议和工作组会议，以及将 WIGOS 各项活动并入技术委员会的各项计划。

3.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议题 3)

3.1

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2012 年 ) 的后续活动 ( 议题 3.1)

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的成果
3.1.1

理事会回顾了决议 47(Cg-16，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回复 ) 和决

议 1(EC-63，建立执行理事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任务组 )，并感谢执行理事会 GFCS 任务组 (ECTT)
完成由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2012 年 10 月 29-31 日，日内瓦 ) 批准的 GFCS 实施计划草案。
3.1.2

理事会注意到特别大会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三个决议 ( 决议全文请参见 ftp://ftp.

wmo.int/Documents/PublicWeb/mainweb/meetings/cbodies/governance/congress_reports/english/
pdf/1102_Part1_en.pdf)，是关于：
(a)

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草案以后供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审议；

(b)

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根据《WM 〇公约》第 8 (h) 条，它将作为向大会负责
的又一机构；

(c)

批准了政府间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d)

批准了秘书处对 GFCS 的具体支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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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在制定 2014-2015 两年预算案时，考虑 GFCS 需求，并将 GFCS 管理和
实施作为其第十七财期预算案的一部分进行考虑，以供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

3.1.3

理事会强调需要会员全面参与实施 GFCS，包括确定和启动区域活动，确定并将现有

的区域气候服务提供机制编撰成文，与所有潜在的利益攸关方确定区域合作关系，交流实施和确定
气候服务需求的经验。
3.1.4

理事会注意到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之前，2012 年 10 月 26 至 27 日召开了气候服

务用户和提供方的对话会。此次对话会为在全球范围共享制作和应用气候服务方面的经验、教训和
良好做法提供了一个机会。对话会期间发布了一本名为《气候交流》的出版物，书中包括世界各
地关于各个社会经济部门的气候服务开展和应用的经验案例 ( 查询该出版物可登陆： http://library.
wmo.int/pmb_ged/tudor-rose)。

筹备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IBCS1)
3.1.5

理事会注意到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计划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在日内瓦

举行。届时委员会将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审议与实施 GFCS 相关的事宜；关于世界气象大会有关政
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决定的后续活动，包括 GFCS 实施计划、建立向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报告的
机构以及财务事宜。
3.1.6

理事会注意到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Cg- 特别 (2012)) 批准了实施计划草案和治理

机制，GFCS 进入了实施阶段。因此，理事会忆及 Cg- 特别 (2012) 敦促各国政府：
(a)

继续在 GFCS 的实施中提供其专业知识和专家服务；

(b)

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国家机构及能力，包括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c)

加强资料和产品的收集、拯救和交换的国家、区域和全球能力，生成气候信息和产品，
通过气候服务框架在国家层面的实施提供气候服务以便加强决策；

(d)

促进国内包括中介机构在内的各机构在气候信息提供者和气候服务用户之间的协调与
合作，以便通过适当的法律和组织安排生成并使用气候服务；

(e)

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转让和共享有关制定、提供和应用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
和服务方面的技术和知识，以此作为 GFCS 下的各项活动或项目及其能力发展方面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f)

为框架的实施制定应对数据空白、数据可访问性问题、所有权和数据保护、保密、交换、
应用和使用的新数据政策，注意到国际商定的数据交换政策，如 WMO 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交换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动中各种关
系的指导意见，和决议 25 (Cg-13) —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及地球观测组织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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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
(g)

为加强天气、气候和水观测网，及其运行和维护，质量控制和可追溯性，以及培训和
配备掌握技能的专家提供足够的资源；

(h)

为各自的 NMHS，特别是 GFCS 既定的四个优先重点领域 ( 即：水、卫生、减少灾
害风险、农业与粮食安全 ) 的国家机构提供足够的资源，用于制作、提供和应用基于
科学的相关气候预测和服务，以及聘用和培训所需的能掌握和应用气候服务的专家，
以提高决策水平；

(i)

支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气候科学、气候应用科学、跨学科地球系统和社会
科学方面的研究，以增进对气候系统及其生态、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认知，促进提供更
好的气候服务，包括为提高决策水平提供更可靠和准确的资料，同时充分意识用户的
需求和提高决策水平；

(j)

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对气候服务的增值开展定向研究和深入分析，支持在全
球范围开展评估和宣传气候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工作；

(k)

与 GFCS 秘书处密切合作，通报有关 GFCS 实施的发展和进展情况，并宣传 " 框架 "
带来的各种效益；

(l)

支持对 GFCS 实施计划中提出的优先重点项目和活动的落实，并将这些行动提交纲
要以备认可；

(m)

通过双边或多边实施框架直接和间接地向国家或区域提供支持；

(n)

利用现有和正在运行的气候基金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支持 NMHS 为国家和区域
项目申请这类基金。

(o)

邀请会员根据委员会职责任命委员会成员，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有效履行委员会的职
责；

3.1.7

理事会注意到建立了一个涉及合作的联合国和国际机构的 GFCS 项目督查委员会，

旨在规划和协调完成各项文件，供 IBCS1 的审议。项目督查委员会包括红十字会 / 红星月会国际联
合会 (IFRC)、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 (UNESC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ISDR)、世界银行、世
界卫生组织 (WHO) 和 WMO。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草拟一份建议案，以正式确定 IBCS 和伙伴
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3.1.8

理事会还注意到秘书长建立了一个 GFCS 机构间协调组 (ICG)，以促进联合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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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规划和实施 GFCS 的各联合国合作组织机构之间形成有效的合作形式。ICG 将扩展 GFCS 的基
础，使所有的联合国合作组织能够根据联合国系统内各自的任务更好地履行其职能。ICG 是一个高
级别协调结构，参与其中的有以下机构的行政首长：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世界粮食计划
署 (WFP)、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联合国国际
减灾战略 (UNISDR)、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 WMO。
3.1.9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众会员应邀对 GFCS 信托基金提供了额外捐款和承诺，鼓励各

会员继续向信托基金捐款，以支持 IBCS1 和 GFCS 的相关活动和项目，并向 GFCS 办公室借调专家。
此外，理事会欢迎意大利的非现金捐助，即向 GFCS 办公室借调一名专家。理事会继而完成了对议
题 3.1 的审议并批准了决议 1(EC-65) - 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2012 年 ) 的后续活动。

3.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 ( 议题 3.2)

3.2.1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贡献跨越 GFCS 所有五个支柱，

而相关活动已纳入各自的预期结果 (ER)，即用户界面平台的预期结果 1 和 2，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
预期结果 3，观测和监测的预期结果 4，研究、模拟和预测的预期结果 5 以及能力发展的预期结果 6。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GFCS 能力发展的方面也已纳入上述所有的预期结果。
3.2.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自 2012 年底召开的特别大会以来，会员对 GFCS 信托基金的认

捐和承诺，这些会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 ( 中国 )、爱尔兰、 挪威、 韩国、 英国和
瑞士。

WMO 关于 NMHS 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3.2.3

理事会回顾到 Cg-16 批准了 WMO 关于 NMHS 作用和运作的声明。理事会进一步回

顾到，通过决议 48(Cg-16) 关于实施 GFCS，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审议 NMHS 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以便更加清晰地反映它们在实施 GFCS 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 EC-64 已将该职责委托给执行理事
会气候及相关的天气、水和环境事务工作组 (ECWG-CWE)。理事会注意到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
工作组 (ECWG-SOP) 也承担了此项任务，同时咨询另一个 EC 工作组以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声明。
理事会注意到 ECWG-CWE 审议了 WMO 关于 NMHS 作用和运作的声明，同时考虑了 GFCS 的总
体需求。理事会认为最新的 WMO 声明应充分地反映 NMHS 在 GFCS 下提供气候服务中的 “ 中心 ”
作用，同时也承认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3.2.4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关于 NMHS 的作用和运行的声明 “ 在指导 NMHS 一般作用和责

任方面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文件，因此应予以重视和协调，并被视为 " 活文件 "。 理事会审议了按
照 ECWG-CWE 的提议修改后的声明，并做了一些额外的修改，随后通过了这个文本，见本报告的
附录 2，以备未来十二个月所用。 理事会要求 EC SOP 工作组继续完善这份文件，确保其内容得到
不断的重视和协调。

WMO 技术委员会在实施 GFCS 中的作用
3.2.5

理事会忆及第十六次大会认识到虽然气候学委员会 (CCI) 在实施 GFCS 中起到核心

总摘要

19

作用，但其他技术委员会也将起到各自的重要作用。例如，JCOMM 在海洋观测、海洋建模和海洋
预报服务方面，CHy 在与水相关的观测、评价和预测服务方面，CAgM 在气候服务应用于农业气象
方面，CAS 在气候、天气和大气化学研究、建模和预报方面，CIMO 在观测标准设置方面，CBS 在
观测网络、信息处理和分发与服务提供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都是使 GFCS 成功的基本组件。就此，
理事会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 WMO 技术委员会长期的经验、技术优势和潜在的贡献，作为 WMO 对
GFCS 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秘书长在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IBCS) 第一次届会前夕推动
此项活动，包括适当举办边会活动。作为调解努力的一部分，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鼓励 IBCS 避免
创建技术能力重复的次级结构、及参与 WMO 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发起机构的研究和观测等活动，而
是要把重点放在 WMO 和合作伙伴组织所需的新活动的协调上。
3.2.6

理事会注意到 IBCS 预计将组成其管理结构以协助实施 GFCS，并强调 WMO 在各组

管理结构中的参与应充分地反映其贡献，主要是通过其技术委员会。理事会要求 ECWG-CWE 提出
方法建议，以确保技术委员会和 WMO 联合发起的机构的作用和职责在 GFCS 将批准的结构中得到
适当体现。理事会还建议重新审查各技术委员会的职责，从而能特别指出它们对 GFCS 的预期贡献，
避免重复，确保它们既能反映 WMO 的技术能力，又能协助查明 GFCS 的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空白，
如卫生领域，在此领域 WMO 没有专门的技术委员会。

WMO 支持实施 GFCS 的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
3.2.7

理事会注意到其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的 WMO 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政策任

务组已经开展了工作，是通过调查问卷以及会员与秘书处之间的电子邮件交流。2012 年 11 月 29 日，
任务组主席给任务组的会员写了一封调查信件，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围绕其职权范围的问题。理事会
进一步注意到，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响应以及对供任务组于 2013 年 2-3 月期间进一步审议的资料草案
的意见，制定了国际交换气候资料和产品以支持实施 GFCS 白皮书草案。
3.2.8

理事会审议了白皮书草案并提出以下意见，供其任务组采纳：

(a)

资料质量和资料数字化的重要性以及未处理记录在实施 GFCS 中的潜在价值；

(b)

考虑到有关国际资料和产品交换的国家政策和立法；

(c)

在辅助文件中需要解释决议 40 (Cg-12)、 决议 25 (Cg-13) 和这个关于气候资料的新
附加决议之间的关系，包括确保术语的一致性，并审议其他国际组织有关资料交换的
决议，特别是 UNESCO-IOC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议 IOC-22-6 “IOC 海洋资料交换
政策 ”；

(d)

提供商业气候服务应包括决议 40 (Cg-12) 的附录 2 –“ 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 (NMS) 与
有关商业活动间的关系指南 ” 中的经验；

(e)

认识到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气候服务所需的社会经济资料对设计经济部门的适应措施和
预测气候条件的重要性，此类资料应尽量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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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考虑的资料范围，应考虑到多年代际产品和特定区域所需的通过 GFCS 提供
的气候服务，例如，基于河流流域方法提供的水文相关资料、信息和产品。应参考
IBCS 的意见，从用户的角度进一步扩大范围以满足其需要；

(g)

考虑报告 IBCS 在制定气候资料交换决议方面的进展；

3.2.9

通过决议 2 (EC-65) – 世界气象组织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国际气候资料和产

品交换政策，理事会要求任务组重审并更新白皮书并根据白皮书起草一份政策声明，形式为决议草
案及其附录和关于 WMO 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的背景资料，
并将提交第六十六次届会。

4.

含重点优先领域的 WMO 2012-2015 战略计划的实施 ( 议题 4)

4.1

服务提供 ( 议题 4.1)

航空气象 - 新出现的挑战
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
4.1.1

目前全球航空业务的增长幅度在不同地区差异巨大。在传统的经济发达并且航空业

实力较强的地区，如北美和欧洲，交通的密集程度已开始影响未来的增长潜力。各地区因此开始加
大航空项目的投入，从而更好地在这些地区管理航空交通，例如美国的新一代航空交通管理系统、
欧洲的 SESAR 联合业务、日本的 CARATS 以及其它亚洲和中东地区新兴的项目。ICAO 官方航空
交通预报 ( 客运营业里程 ) 显示了拉丁美洲 ( 年均约 7%)、东南亚和中东 ( 年均达 9%) 等地区的
持续强势增长以及非洲部分地区加速增长趋势。航空气象计划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质量管理系统
(QMS) 的实施与进一步开发、人员资质的评估与编档、SIGMET 的缺陷、航空交通管理 (ATM) 新
服务项目以及火山灰、空间天气、核与化学应急预测和预警。理事会忆及需要根据 WMO 战略规划
进程调整计划，及 ICAO 新的全球导航项目及其逐步的航空系统模块升级 (ASBU)。理事会进一步
要求 CAeM 联合 ICAO，就 ICAO 有关发展指导的附件 3 中准确性标准以外的适用于航空气象服务
的关键绩效指标的开发和实施等事宜举办研讨会。
4.1.2

理事会回顾到，航空气象是 WMO 的优先领域，因为对于许多 NMHS 来说，其能力

发展都依赖于航空部门这个关键客户。对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旅游业是国家经济的核心，绝
大程度上依靠航空交通运送游客。在全球化经济下，管理、市场营销和生产地点分离，经济发展完
全依赖于快捷、安全、有效的航空运输。WMO 的伙伴机构 -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认为，航空业未
来的发展将依赖于安全与质量管理、业务与航空交通管理对先进技术的应用、航空服务的区域化以
及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人员能力与效率。对于各会员及其为民航提供气象服务的机构，应对上述挑
战需要通过增强区域与全球合作不断加大努力。
4.1.3

为此，理事会回顾到，EC-64 要求会员在现有或任何可能的更高基础上向航空气象计

划提供实物捐助，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会员。提请理事会注意 NMHS 在向航空业提供服务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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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诸多挑战，体现在以下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的五个最高优先级领域：
(a)

注意到许多会员可能错过了 2012 年 11 月 15 日这个实施 ICAO 的截止日期，应实施
并支持 QMS；

(b)

注意到 WMO 的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1 日，开展航空气象人员 (AMP) 资质的评
估与编档；

(c)

提高 SIGMET 发布的效率与效益；

(d)

提高向航空业提供服务的水平，特别是繁忙空域的航空交通管理，但同时也要注意一
般空域的管理；

(e)

提高会员响应火山灰及其它大尺度、高影响事件的能力，如空间天气、热带气旋及核
事件；

支持质量管理系统 (QMS) 实施的并行 / 指导框架
4.1.4

理事会认识到，2012 年 11 月 15 日这一截止日期之后，ICAO 有关国际航空气象服

务质量管理的条例已由推荐做法升级为标准。秘书处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许多会员都未反馈意见。
4.1.5

然而，理事会还获悉，WMO 和 ICAO 的相关秘书处原则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未采

用按照 ISO9001 标准获得认证的推荐做法的会员应至少提供取得以下阶段性成果的证据：
(a)

气象主管部门与服务提供方之间按照合约划分的清晰职责所开展的工作；

(b)

所有工作地点都可获取质量政策、质量手册及一整套工作指南 / 流程描述，并且确保
工作人员日常使用上述文件内容；

(c)

用户咨询与反馈意见 ( 出版物、问卷、用户会议记录、根据以上材料采取的行动 ) 的
书面证据；

(d)

改正与预防行动的过程证据；

(e)

内部审计计划、审计报告以及由管理评审会议确定并以书面形式记载的后续行动；

4.1.6

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内部审计能力的不足，重申希望建立一个 “ 并行 ” 或 “ 指导 ” 框架

帮助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理事会注意到决议 26(Cg-15)，赞赏 QMF 有关专题组积极支持开展并行 /
指导行动，包括在区域范围开展内部审计员的培训，作为 WMO QMS 实施活动的一部分。理事会还
鼓励区协及其相关工作结构，特别是使用同一语言的机构，同时与 NMHS 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相协调，
在该活动中积极发挥作用。
4.1.7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2013 年 1 月召开的技术委员会与区域协会主席会议提出的建议，

要求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和秘书长向会员通报关于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及其它服务提供方由于未能遵
守 ICAO 和 WMO 新的严格规定而面临的风险的最新情况。

22
4.1.8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很多会员显然在 QMS 和 WMO 能力标准实施方面尚未取得甚

至是最基本的进展，某些情况下是由于 NMHS 或服务提供方资金的严重不足。理事会注意到上述情
况大多为航空气象服务的经费 ( 包括用于航空气象服务的费用 ) 未能拨给提供服务的组织。QMS 的
一项基本内容规定，只有行政管理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 ( 政府部委、司局或平级机构 ) 通过为业务
活动提供充足资金并实施 QMS 做出切实保障，该系统才能发挥实际功能。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
长与 ICAO 密切合作，对面临重大资金困难的会员的成本回收机制和 / 或政府资助情况进行评估，
并向计划持续改进资金状况的会员通报评估结果。理事会强烈要求 ICAO 和 WMO 采取行动，比如
以赴会员或次区域执行联合专家任务的形式，解决严重影响了遵守 ICAO 和 WMO 规定的资金问题。

航空气象人员资质 (AMP)
4.1.9

理事会注意到新版 WMO 技术规范 (WMO-No.49) 第一卷规定的 AMP 资质标准实施

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1 日，获悉在航空气象学委员会有关专题组和专家组的帮助下，WMO 大
多数区协在 CAeM 资质评估工具包实施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理事会热烈欢迎多个会员承办并协助
召开 AMP 资质评估研讨会，同时支持在成本效益的基础上制定网络及其它培训材料必要的资质标准，
随时解决评估中发现的资金不足。理事会赞赏与 US COMET 计划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建立了
一系列学习模块，包括新开发的关于 QMS 的模块。上述信息参见 COMET 网站，网址 https://www.
meted.ucar.edu/。
4.1.10

理事会认识到区域培训中心 (RTC) 在成功实施 AMP 资质标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敦

促 ETRP 和 CAeM 同 RTC 网络及其它培训教育机构协调，进一步完善机制，制定与 QMS 原则一
致的文件，支持 AMP 评估的培训、教育及最佳做法。为此，理事会衷心感谢 CIMH 的员工和管理
层对教育、培训和资质专家组 (ET-ETC) 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对专家组成功开展工作起到了关键
作用。
4.1.11

理事会还认识到会员执行新规定需要大量资金，考虑为难以确保 2013 年 12 月 1 日

前完成相关人员评估和资格认定的会员放宽部分条件限制。理事会忆及最近继六区协第 16 次届会在
库拉索召开技术大会上，会员要求在 2013 年为三区协和四区协举办类此活动，以完成整轮能力评
估研讨会。
4.1.12

关于 QMS，会员的首要优先重点是制定明确的资质评估计划，包括；

(a)

创建评估员小组，由参加过 WMO 评估培训班的人员组成；

(b)

建立需要进行评估的优先人员名单；

(c)

根据测试、文件包等桌面评估以及包括产品检验在内的现有评估结果首先制定初步评
估方法；

(d)

根据桌面评估的结果制定针对人员个体的、全面深入评估的优先计划；

(e)

估算完成上述步骤所需的时间、资金；

(f)

通过合适的联系人或报告员向 NMHS 的质量管理组和 WMO 秘书处通报这一估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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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g)

向本区域的其他会员寻求合作，特别是人员和资金有限的会员。

SIGMET 咨询试验
4.1.13

理事会注意到 ICAO 与 WMO 密切合作，在法国、南非和中国的协助下，于 2011 年

年中在一区协和二区协开展了 SIGMET 咨询试验，以解决长期以来的 SIGMET 发布缺陷。理事会关
切地注意到，尽管四区协未参加该试验，该区协的部分会员仍然尽力同 ICAO 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因为他们严重缺乏人员和资金。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一些航空业利益攸关方和主管机构向 ICAO
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其更多根据现象，提供更区域化的气象灾害咨询意见，这可能会对本区域一
些较小的会员行使职能和筹集资金产生影响。
4.1.14

在遇到资金严重缺乏时，理事会进一步鼓励相关会员通过与 ICAO 磋商寻求让能够代

表他们提供该项服务的会员临时履行 SIGMET 职责，直到他们重新恢复必要的能力，并注意到决议
6(EC-64)- 符合 ICAO SIGMET 规定的等效方法。
4.1.15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航空用户的需求，即跨不同飞行信息区 (FIR) 的 SIGMET 信

息应协调一致，并鼓励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利用现有 CAeM 航空专题组的组织架构以及
ICAO 区域规划和实施小组在气象监测站之间建立联系，为此项工作提供支持。
4.1.16

理事会获悉了 ICAO 在 2011 年咨询试验期间制定的创建 SIGMET 咨询中心的计划，

鼓励那些人员齐备、先进基础设施完善的会员与该计划合作，严格遵守 ICAO 规范流程，并探寻成
为候选咨询中心的可能性。

会员 SIGMET 实施情况
4.1.17

理事会获悉了 QMS、资质评估和 SIGMET 发布等优先事项的实施进展信息严重缺乏，

强烈要求会员通过及时反馈有关调查问卷意见向秘书处报告必要的进展情况。理事会提醒会员，只
有完整、最新和精确的实施进展情况才能用于向会员优先提供秘书处和其它的支持。理事会因此批
准了决议 3(EC-65) – 为符合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规范采取的措施。

航空交通管理和以资料为核心的信息交换模式气象服务
4.1.18

理事会注意到由 CAeM 和 CBS 联合建立的专家与专题组推动并协助航空气象信息 ( 如

METAR/SPECI, TAF 和 SIGMET) 向 XML/GML 数码格式转换的工作，与全球互可操作的信息交换
模式保持一致。为此，理事会认识到了提高区域航空交通管理水平的计划，如新一代航空交通管理
系统 ( 美国 )、SESAR( 欧盟 ) 和 CARATS( 日本 ) 等，并注意到 ICAO 在 WMO 的协助下，正致
力于未来航空气象信息的系统范围信息管理，用于为未来全球航空交通管理环境提供支持。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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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O 全球航空计划 (GANP) 包含了航空系统模块升级 (ASBU) 序列系统，旨在充分发挥所有航空
领域新兴技术的优势，以满足交通增长和随之而来的交通密度不断加大的需求。
4.1.19

航空气象被视作向新的、以线路为基础的航空交通管理过渡的基础能力因素，因此，

高精确度、可靠、详细的气象信息是维护和提高越来越拥挤的空域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并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的先决条件。理事会继续支持通过与 WMO 密切合作，建立新的 ICAO 项目组，开发新的、
为航空交通管理量身订制的气象服务，重点为繁忙空域和机场，CAeM 的 ATM 气象服务和气象信息
交换专家组 (ET-M&M) 正为此提供科技支撑。
4.1.20

然而，理事会对目前 ICAO 相关小组讨论的资料与信息精确度和性能的标准表示了关

切，并敦促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CAeM)、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以及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从科学和业务可行性、经费需求以及实际实施时间节点的角度研究并评估上述新出现的标准。在介
绍支持未来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 SWIM 原则期间，考虑到网络中心技术未来在航空气象服务中
的发展，理事会注意到强调航空气象数据和信息质量、完整性和可靠性问题，以及避免未经授权的
访问的重要性。

火山灰
4.1.21

理事会大力支持 WMO/IUGG 火山灰科学咨询组的工作。理事会获悉，自 2010 年 3

月成立起，该小组在推动火山灰探测和预报的科学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持续地为安全有效的
民航业务提供了支持。理事会还了解到了 ICAO 国际火山灰特别小组 (IVATF) 的最新结论。众多会
员参与了 IVATF 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关于推动国际航线火山监视业务小组发展的建议。理事会注意
到这些建议将对许多会员在工作流程、培训和资金方面产生影响，要求 CBS 主席与 CAeM 开展合作，
为火山灰咨询中心、气象监测站和火山观象台提供完成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必要支持。理事会
特别鼓励那些有大量火山活动的会员审议其活动，并参与该进程。
4.1.22

理事会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由 ICAO 发起、在 WMO 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一系列

火山灰业务 “ 最佳做法研讨会 ”， 2011 和 2012 年在位于蒙特利尔的 ICAO 总部召开了两次会议，
2013 年在印度尼西亚 Citeko 与 WMO 火山灰研讨会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平行会议。2012 年在 NOAA
天气气候预测设施中心 (NCWCP) 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分散模式 “ 输入和输出 ” 研讨会。
4.1.23

理事会获悉，火山灰用户界正在形成一致意见，即逐渐从确定 “ 任意灰尘 ” 向更易计

测量的灰尘量预报过渡，这需要相关观测能力的升级。因此，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秘书长和
ICAO 致全体会员和签约国的联名信件强烈要求这两个组织的会员 / 签约国加强并支持那些能够客观
地确定火山灰云方位、高度和强度的观测计划。只有同时具备地基和空基观测系统的综合观测系统
才能显示出火山灰 ( 石气溶胶的一种具体形式 ) 基本的分辨率、完整性和可靠性。为此，理事会要
求将开展火山灰观测的系统纳入 W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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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新出现的事项
4.1.24

航空作为交通业至关重要的部门，应设立健全的安全风险管理流程。为此，CAeM-

CBS 跨委员会空间天气专题组提出了与 ICAO 建立密切业务合作的理念，主要针对太阳风暴对通讯、
航空系统以及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潜在伤害。理事会强烈支持 ICAO、CAeM、CBS 和空间天气机构
之间的相关合作，旨在制定并统一空间天气扰动数据的程序和内容及其对飞行安全的潜在影响。
4.1.25

发生化学和 / 或核危险物质泄露时，在向航空业提供气象服务支持方面也开展了类似

的工作。该项工作也是与如 WHO，IAEA，ICAO，UNWTO 及其他利益攸关方这样的 UN 伙伴联合
采取的多学科行动。最近福岛核事件 ( 日本 ) 反映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最近起草了上述组织的联
合工作组的职责范围，来协调并加强全球交通部门的应急活动能力，将在不久获得通过。

公共天气服务
WMO 服务提供战略实施计划
4.1.26 理事会回顾到，应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要求，秘书长已安排编写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实施计划 (IP) 草案，供执行理事会批准。理事会注意到，通过与各区协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
NMHS 的许多专家以及 WMO 各计划进行广泛磋商，公共天气服务 (PWS) 计划就编写实施计划为
EC 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SD) 提供了支持。理事会全力支持各 NMHS 通过实施战略计划将质量
管理体系 (QMS) 主流化。理事会强烈支持 IP 并欢迎 NMHS 出于希望改进其服务提供而出版 IP，
同时认识到这种改进将促进 NMHS 提高其在政府和用户群眼中的公信力和知名度。理事会因此通过
了决议 4(EC-65)-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实施计划，批准了本决议附录中的实施计划。
4.1.27

理事会敦促会员适应该战略及其实施计划并应用于各自的服务提供战略和计划，为各

社会和经济行业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生命、生计、财产及国家经济活动的安全。理事会要求公共天
气服务 (PWS) 计划全力协助各 NMHS 在向公众及其它用户提供服务过程中以一种可行、务实和具
体的方式使用该战略，并为各 NMHS 的高级管理层组织区域研讨会 / 会议，以使他们熟悉实施计划。
理事会还强调了适当监督适用 IP 进展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了一些情况，即很好地预测了天气现象
但仍然导致了相当大的生命的损失和破坏。理事会敦促广泛共享由一些会员开发的服务提供的最佳
做法 ( 美国国家天气局天气就绪国家倡议以及无线电互联网 (RANET) 通信系统 ) 将使所有会员受益。
4.1.28

理事会同意，高水平的服务制作和提供对于 NMHS 维持其任务是至关重要的。高质

量的服务提供也是 NMHS 相对私营部门保持竞争力并帮助确保其作为首选服务提供商的公信力的关
键要素。因此，PWS 计划为 NMHS 提供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促进为用户社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并提高其技能向决策者传达社会和经济效益。
4.1.29

理事会认为 NMHS 将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实现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理事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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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因为私营部门提供商增加了服务提供，从而造成了 NMHS 的基本作用，即面向终端用户和决策
者的知名度减低的风险。因此，理事会鼓励开展一些活动，将展示公共气象部门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并支持为 NMHS 提供公共资金。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对社会、经济和政策的影响
4.1.30

理事会重申重要的是展示 NMHS(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 提供服务的有关生命、生计

和财产安全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正如《WMO 公约》中所提出的。在这方面，理事会回顾到，它
要求秘书长根据决议 7(EC-64)-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对社会、经济和政策的影响，与世界银行合作
编写一部权威的方法学出版物，用以评估各 NMHS 所提供服务的效益。此外，理事会强烈支持协助
NMHS 向本国政府和其他决策者沟通其服务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欢迎 PWS 计划为此目的所准
备相关的指导材料。为响应 EC-64 的要求，在 “WMO 论坛：天气、气候和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应用
及效益 ” 的支持下， PWS 计划与 WMO 欧洲区域办公室 (ROE) 合作，在 2013 年 4 月举办了一次
专家会议，与会者有各 NMHS 和用户界的代表、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专家，理事会对
此表示高度赞赏。各专家已着手编写这一联合出版物，并认为，应当通过一些 NMHS 开展的示范项
目来检验这些方法。理事会强调了重要的是，编制一份 WMO 与世界银行关于方法论的权威性文件，
用于评估 NMHS 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益。理事会要求向 EC-66 提交一份项目进展报告。
4.1.31

理事会注意到 ECWG/SOP 对 WMO- 世界银行联合项目给予了有力支持，同时强调

NMHS 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认定这些服务的价值之间有着紧密协同作用。理事会认为如下作法是必要
的，因此给予支持，即 NMHS 只有具备主要基础设施才有可能提供权威的优质服务，因此要重视其
主要基础设施的价值，并强调在政策方面，这些服务的权威性本身就是其核心价值。理事会认识到
主办马德里大会的后续会议 ( 马德里 +X) 的价值，作为一个机会提高 NMHS 作为用户高质量服务
提供方的形象。因此，理事会要求 ECWG-SD 对后续会议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提交 EC-66。此
项分析应考虑为此项大会提供的资金用于开展 (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小
岛国 (SIDS))NMHS 的社会经济研究是否更好。

公共天气服务 (PWS) 的能力开发
4.1.32

理事会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中的 PWS 部分，以

促进向用户提供优质的预警和预报服务，从而确保全面实现所有目前及未来 SWFDP 项目的效益。
理事会支持 PWS 计划为那些参与 SWFDP 的各 NMHS 进行能力开发，使之具备与主要服务受益方
( 如灾害管理和民防机构以及媒体 ) 的合作能力；并建立多种沟通渠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4.1.33

理事会还注意到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已成功地开展了面向用户需求的活动 ( 如

CIFDP - 相关的培训 )，促进了 NMHS 能力发展。理事会建议，这些活动应进一步与 PWS 开展密
切合作，以确保这些项目的成果将有助于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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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 PWS 计划所举办的通用预警规程 (CAP) 实施研讨会和 CAP 启动研讨

会 (2013 年 4 月，瑞士，日内瓦 ) 的成果，并大力鼓励各会员参与通过 CAP 预警通报标准。理事
会认识到 CAP 的概念尚未被广泛理解，而且 NMHS 需要援助 ( 通过 CAP 启动研讨会 ) 以熟悉此
项技术及其效用。因此，理事会支持 PWS 最近在 CAP 实施方面为一区协 ( 非洲 )NMHS 人员举办
的培训活动。理事会欢迎 PWS 编写的出版物《通用预警规程 (CAP) 适用的应急预警实施指南》
(PWS-27, WMO-No.1109)，将其作为各 NMHS 实施 CAP 标准的工具 ( 该出版物见 http://library.
wmo.int/pmb_ged/wmo_1109_en.pdf)。此外，理事会鼓励各会员利用 PWS 指南《WMO 预警标识
注册管理程序》(PWS-20, WMO/TD-No.1556)( 该出版物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
pwsp/publicationsguidelines_en.htm)，参与 WMO 预警机构注册系统倡议。该注册系统是各 NMHS
在发布天气预警中实现 “ 单一官方声音 ” 地位的重要工具。积极维护注册系统意味着需要 NMHS 和
会员国其他有非气象现象预警职责的机构之间开展密切的协调。
4.1.35

认识到目前在向基于影响预报方向的发展趋势，理事会注意到可取的是在 NMHS 和

负责民事保护的国家机构之间建立正式合作和协调机制。理事会支持 PWS 专家与基本系统委员会
第十五次届会 (CBS-15，2012 年 9 月，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 所批准的其相关开放计划领域组 (CBS
OPAG) 合作，为 NMHS 编写关于基于影响的多灾种信息和预警服务开发指南材料。该指南材料将
突出强调基于影响的预报服务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关于 NMHS 在国家风险管理方面的职责和目前分担
的工作等各国国情。指南材料还将充实进一些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的现有实例及最佳规范。
理事会要求及时通报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在这方面，理事会获悉，2011 年英国气象局引入基于影响
的国家恶劣性天气预警服务之后，收到了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反馈。以此项成功为基础，与其他负责
机构、组织和终端用户社区合作，在英国自然灾害合作伙伴关系的支持下，正在开发一种基于影响
的模式用于其他英国的自然灾害。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英国气象局愿意与 WMO 合作，分享这些
经验。同样，理事会强调了 WMO 收集关于自然灾害 ( 包括恶劣性天气事件 ) 的统计资料的重要性，
并认识到通过与保险及再保险行业合作，此项工作能够最好地完成。
4.1.36

Cg-16 建议所有技术委员会确定对其核心工作任务的能力要求，为此，理事会审议了

自 EC-64 以来为 PWS 预报人员和咨询人员制定能力要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些能力框架不具备
监管效率，航空气象中的能力标准也是如此，但能够指导会员建立和示范其预报人员能力的适当水
平。正在编制能力框架文件；一份是为 PWS 预报人员的文件，将作为基础文件，再加上其他更为
专业化作用 ( 在媒体工作的预报人员 ) 和应急管理的的能力框架文件，并开发面向用户的重点产品。
理事会获悉，根据 CBS-15 对各项能力要求的审议，CBS 和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内部已在进一步
制定各项要求，而后提交 CBS- 特别 (14) 批准。

改进预报和预警服务
4.1.37

理事会获悉了关于指南材料的编写进展，该材料有助于各 NMHS 把握与合作机构的

关系。PWS《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与伙伴机构建立谅解备忘录和标准运行程序指南》已出版
(PWS-26，WMO-No.1099)， 可 通 过 下 列 网 址 查 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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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guidelines_en.htm。理事会敦促各会员要查阅该出版物，多参考利用，这在他们与伙伴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时能够给予帮助。
4.1.38

理事会赞赏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WWIS) 网站持续成功运行，目前该网站有十种语言

版本，即：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
提供 1699 个城市的预报，网页累积访问量超过了十亿次。继 iPhone 应用程序成功推出之后，近期
发布了 “ 我的世界天气 ” 安卓应用程序，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但提醒重要的是为所有主要的软件平
台开发移动天气应用程序。理事会鼓励各会员继续努力，提高其提供预报的城市数量、时间提前量
以及预报的更新频率。理事会赞赏中国香港天文台 (HKO) 代表各会员在协调 WWIS 及灾害天气信
息中心 (SWIC) 方面的出色工作。理事会欢迎近期编写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参与 WMO 世界天
气信息服务指南》(PWS-25，WMO-No.1096)，用以协助各 NMHS 促进其参与 WWIS 。该指南有
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可通过以下网址免费获取：http://www.wmo.int/pages/
prog/amp/pwsp/publicationsguidelines_en.htm.

热带气旋计划

支持业务预报员
4.1.39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2013 年 4 月 热 带 气 旋 计 划 (TCP) 推 出 了 WMO 热 带 气 旋 预 报 员

网 站。TCFW 由 香 港 天 文 台 ( 中 国 香 港 ) 代 表 WMO 主 办 和 维 护， 现 在 可 登 陆： http://severe.
worldweather.wmo.int/TCFW。该网站旨在为所有流域的所有预报员提供热带气旋业务预报方面的
帮助。它作为一个门户网站，让预报员浏览各种提供热带气旋分析和预报资料 / 产品的网站。TCFW
还将提供研究成果和培训材料，因此它将作为预报员的全面信息来源。理事会鼓励会员积极使用这
个网站，并向 TCP 提供反馈以进一步提升 TCFW 的效用。
4.1.40

理事会还注意到更新版的《WMO 热带气旋预报全球指南》，这是在第六次热带气旋

国际研讨会上 (IWTC-6) 提出的 (2006 年 )，并在担任总编辑的 Chip Guard 先生 ( 美国 ) 的倡议下，
最终于 2013 年 4 月完成。有人建议新的全球指南应该是基于网络的，能够更简单的方式进行必要
的修订 / 更新，以便保持新鲜度和满足时代的需求。在这方面，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气象
局同意为新的全球指南新建一个网站，并已着手开发其基于网络的版本。
4.1.41

注意到 TCFM 和基于网络的全球指南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理事会建议这些

网站也可以作为能力发展活动的资源。预计两个网站将有效联系，相互配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协同的作用。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处作出努力，争取早日完成新的基于网络的全球指南。

协调预报服务
4.1.42

理事会支持 TC RSMC/TCWC 技术协调会议 (TCM) 的倡议，促进热带气旋预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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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性和标准化。理事会注意到 TCM 在第七次会议上 ( 印度尼西亚，2012 年 11 月 11-15 日 ) 针
对公共警报协议 (CAP) 在热带气旋警报和通告中的应用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应特别重视 CAP 格式
的热带气旋通告，这是 RSMC 东京在 2012 年开始试行的。理事会注意到 TCM 建议开展一些问题 ( 如
路径预报的分析以及确定使用 CAP 电报的警报区域 ) 的研究，同时重申 CAP 作为预警电报通用适
配器的效益，这是在第七次会议期间确定的。理事会通过了 TCM 的建议并要求秘书长促进 CAP 的
实际讨论包括区域层面上的讨论。
4.1.43

注意到社会越来越重视各区域的热带气旋灾害一级国际灾害机构的响应，理事会欢迎

TCM 关于探索制定热带气旋 ( 包括一个类别系统 ) 全球统一分类法的可行性的建议。理事会还要
求深入审查所有区域现行的预警规范并审慎考虑多年来已熟悉现行分类法的用户是否会接受。为了
进行这项研究，TCM 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暂时包括 RSMC 留尼汪岛、迈阿密、新德里、东京和
TCWC 珀斯为成员，NOAA 国家气候数据中心为观察员。研究的第一批成果将在 TCM 下一次会议 ( 将
于 2015 年举行 ) 上报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随时向理事会通报研究的进展和成果。
4.1.44

理事会回顾到对 ICAO 附件三 /WMO 技术规则 第 75 号修正案 [C.3.1] 关于热带气旋

通告图形格式的规定已于 2010 年 11 月正式生效。在这方面，理事会强调国际民航组织的报告 ( 提
交 TCM-7) 显示，截止 2012 年 3 月 7 个热带气旋通告中心 (TCAC) 中只有 2 个中心实施了图形格
式的 TC 通告。鉴于通告在国际航空中的可用性更高，理事会敦促 TCAC 尽早完成通告格式的过渡。
区域热带气旋委员会
4.1.45

理事会注意到 5 个区域热带气旋 (TC) 委员会在定期更新业务计划 / 手册和技术计划

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其预警服务。因此，理事会支持该战略方法，TC 委员会继续更新其战略计划并
与 WMO 战略计划 ( 如 WMO/ESCAP 热带气旋委员会协调技术计划和 WMO/ESCAP 台风委员会战
略计划 ) 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4.1.46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区域 TC 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已通过涉及 WMO 交叉性项目 ( 如一

区协、二区协、四区协和五区协开展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海岸带水淹预报示范
项目 (CIFDP) 以及早期预警系统的减轻灾害风险项目 ) 而有所扩展。委员会的年度 / 两年期会议是
共享项目信息的机会，它们的技术计划已纳入这些项目的合作行动。理事会还注意到，需要扩大交
叉性项目的覆盖面，以涵盖区域 TC 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还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 / 区域实体建立
了协同关系。在相关的行动中，理事会强调了近期五区协热带委员会与 ICG/PTWS 西南太平洋海啸
预警和减灾区域工作组之间的合作。两个工作组联合举行了会议 (2012 年 7 月 ) 并同意在未来相互
加强合作活动。
4.1.47

考虑到开发区域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率和成效，理事会重申 TC 委员会通过多灾害方法

在各自区域发挥了重要的职能 ( 正如上文所列出的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区域 TC 委员会提供必要
的支持，以发挥不断变化的作为建立的区域预警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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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
4.1.48

理事会注意到 TCP 定期举行的培训和课程对于 NMHS 加强其热带气旋业务预报是非

常重要的协助。因此，理事会对澳大利亚气象局、法国气象局和 NOAA/ 国家飓风中心主办集体培
训以及为日本气象厅和印度气象局 RSMC 举行在职培训，表示赞赏。关于集体培训，理事会满意地
注意到近期针对 NMHS 对于能力发展的迫切需要，做出了特别的安排，包括南半球热带气旋培训课
程、斐济公共天气服务 (PWS) 研讨会以及四区协海地飓风预报、预警和 PWS 研讨会。理事会支
持 TCP 采取的方法以涵盖培训中预警服务更广泛的方面，通过与其合作计划 ( 特别是 SWFDP 的
DPFS、EWS 的 DRR 和 CIFDP 的 MMOP) 建立协同关系，除了 PWS 其他的都已证明了其多年来
在服务提供中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4.1.49

理事会强调热带气旋预报员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以确保热带气旋预报服务的质量

并满足用户的需求。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一区协和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以及四区协飓风委员会建
立了专家组，为其各自区域建议了一套能力。对于制定能力标准的协调、结构性方法，理事会要求
WMO 秘书处也要促进在其他区域的讨论。
4.1.50

理事会注意到，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海浪和风暴潮预报能力，JCOMM/ TCP 成

功举办了有关风暴潮和海浪预报的系列联合研讨会。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处随着 JCOMM 和 TCP
的协作，继续在有需要的地区组织和协助此类研讨会。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
4.1.51

理事会回顾，2012 年 5 月 23 日至 31 日在韩国丽水召开了 WM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 (JCOMM-4)，本次会议的报告包括
决议案和建议案，已由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予以批准，见决议 2(EC-64)。
4.1.52

理 事 会 同 意 JCOMM 的 管 理 办 法： 针 对 现 有 资 源， 考 虑 到 此 次 休 会 期 预 计 较 长

(2012-2017/18 年 )，因而制订了较为合适的业务计划。考虑到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 (2015 年 )
的召开时间，可能会需要采取较为折中的步骤。
4.1.53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JCOMM 管 理 委 员 会 第 10 次 届 会 于 2013 年 5 月 7 日 至 10 日 在

UNESCO/IOC 总部召开。它满意地认识到，JCOMM 闭会期间的工作计划 (2012-2017) 包括了支
持全部 WMO 五大战略要旨的活动。理事会建议应进一步作出努力，填补海洋观测和服务的区域性
和技术空白，包括对在卡塔尔新建的海洋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DCPC) 的支持，并鼓励 JCOMM 开
展更多的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本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IMO/WMO 世界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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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回顾其在第六十二次届会上有关建立世界海洋气象信息和预警服务

(WWMIWS) 的决定，其后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由国际海事组织第二十七次届会正式予以通过，
即决议 1051/A27IMO/WMO －世界海洋气象信息和预警服务指导文件。
4.1.55

理事会注意到 WWMIWS 引入了 METAREA 协调员这一角色，并确定了其职责：确

保提供海洋气象信息和预警，履行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 (SOLAS) 的义务。并且确保根据公约要
求提供其他方面的安全信息，特别是由国际水道测量组织主持提供的并由 NAVAREA 协调员协调
的航海预警方面所需的信息。理事会注意到有必要展开 JCOMM( 通过其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 ) 与
IOC、IHO 和 IMO 的合作，以更好地协调 SafetyNet 系统上提供的海啸警报。理事会认识到需要
确保海洋天气和海冰安全服务，包括为 5 个新设北冰洋气象区域提供业务服务，并确认 NMHS 可
以在其不同气象区域担任协调员。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与 IMO 和 IHO 协调，尽快正式批准
METAREA 协调员。
4.1.56

理事会注意到并通过了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 10 次届会 (2013 年 5 月 7 日至 10

日，法国巴黎 ) 的建议：审议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WMO-No.558) 的总体结构以及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 -No.471)，目的是为那些强制性出版物提出新的结构建议，避免重复，防止内容上出现冲突。
理事会还注意到此次审议还应为那些申请成为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制
作 / 发布服务机构的会员制订清晰的指南 。

海洋环境紧急情况
4.1.57

理事会回顾 EC-64 通过的建议 4(JCOMM-4)，即 JCOMM 应积极支持各会员 / 会

员国应对海洋环境紧急情况包括海洋放射性物质排放。理事会提出建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协调
海洋环境应急响应，在闭会期间追求这一目标。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支持特设工作组的工作，鼓励
JCOMM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水道测量组织、UNESCO 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和其他伙伴密切联系，提出一个清晰的概念，包括用户观点和提供有关海洋环境应急响应信息的
要求。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工作组的活动成果将有助于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MARPOL)
的实施。
4.1.58

理事会注意到北极理事会最近宣布签署了 “ 北极地区海上溢油污染事故防备和应对合

作协议 ”。北极理事会鼓励制定或开发未来的国家、两国和多国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以制定有效
的应对措施。为此，北极理事会为制定北极理事会防止溢油污染行动计划或其他安排建立了一个专
题组，并指示该专题组在 2015 年召开的下届部长级会议上介绍其工作成果和未来行动建议。理事
会鼓励秘书处以及 JCOMM 环境应急响应特设专题组参与本专题组的工作并将气象专业知识带入其
中，保护这个脆弱的环境免受未来可能出现的溢油污染事故。

沿海泛滥预报示范项目

32
4.1.59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理事会回顾 JCOMM 和 CHy 通过沿海泛滥预报示范项目 (CIFDP: http://www.jcomm.

info/CIFDP) 所做的共同努力，展示了沿海泛滥综合预报预警如何可以得到改进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 (NMHS) 如何可以进行有效协调。理事会重申了 CIFDP 的重要性，其可以加强 NMHS 减少沿海
灾害风险的能力，还可以改进同 NMHS 信息服务用户的交流。
4.1.60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正在进行中的孟加拉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斐济 CIFDP 国家次

级项目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还欢迎中国上海的次级项目 (CIFDP-S) 的启动及印度尼西亚国家次级
项目 (CIFDP-I) 计划。理事会对提供实施次级项目支持的国家表示感谢，这些国家包括韩国和美国，
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继续寻求并协调资源筹集，推动实施 CIFDP 项目。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其他
有类似沿海问题的国家应从这些 CIFDP 国家项目的经验和开发的过程 / 技术中受益。
4.1.61

理事会认可在 CIFDP 实施计划 (JCOMM 技术报告 No.64) 中对 CIFDP 的概念和总

体框架所做的改进，并同意新修订的框架将为那些计划在国家灾害管理中开发并纳入沿海泛滥预报
预警系统的国家提供合理的指导。指出即使是最有效的预警系统也可能无法避免有大量伤亡人数，
而机构协调对于有效预警至关重要，理事会鼓励所有相关会员利用现有的框架并通过 CIFDP 指南考
虑开发并改进沿海泛滥综合预报预警系统。
4.1.62

理事会注意到下列计划和项目与 CIFDP 有所联系，包括风暴潮监测计划 (SSWS)、

重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欧洲空间局 (ESA)eSurge 项目、WMO 社会经济研究应用工
作组 (WG-SERA)、IOC 海啸等灾害海平面预警和减灾系统工作组 (TOWS-WG) 等。理事会要求
JCOMM 和 CHy 在秘书长的支持下，确保继续密切协调这些活动，
协同加强各个次级项目的国家能力。
4.1.6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JCOMM 领导层在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表述的

JCOMM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贡献。 JCOMM 在海洋观测、海洋建模和海洋预报服务方
面的知识专长是 GFCS 运行的基础组件之一。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 JCOMM 主导的 CIFDP 活动展
示了在 GFCS 框架下向沿海地区提供的服务。
4.1.64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电信联盟 (ITU)、UNESCO/IOC 和 WMO 建立了一个联合专题组，

目的是为潜艇增音机装备灾害预警系统 ( 海啸 ) 科学传感器、监测一些重要的气候变量而特别制定
路线图。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协助联合专题组的工作，并鼓励 JCOMM 积极协助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
和专业知识。

农业气象

为农业领域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
4.1.65

理事会认识到各 CAgM 专家组在协助 WMO 会员为农业领域提供更好的天气和气候服

务所做的工作。理事会要求 2014 年召开的 CAgM 第十六次届会适当的考虑其结构以支持 G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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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用户界面平台和能力建设等支柱，包括在 ICT 基础设施和改进协调机制的支持下，开展全球
农业气象倡议 (GIAM)。理事会鼓励 CAgM 确保拟议的全球农业气象展望系统 (GAMOS) 与 RCOF
和 RCC 业务协调并保持一致 。
4.1.66

理事会注意到 JCOMM/ CAgM 天气、气候和渔业任务组第一次联合工作组会议 (2013

年 2 月，新卡里多尼亚 ) 的建议，特别是，敦促促进利用捕捞船观测气象和海洋的办法，与 FAO 保
持联系，与气候服务部门进行互动，并为 ( 特别是发展中小岛国 )NMHS 与海岸带和渔业管理领域
进行更加密切联系开拓途径。理事会敦促秘书处采取措施促进在所有 WMO 区域，尤其是在四区协
开展这些活动。
4.1.67

理事会认识到在 GFCS 背景下将农民作为气候服务范例的天气和气候巡回培训班的

价值。理事会支持现有由 METAGRI-OPS 项目资助的和那些由秘书处所支持在厄瓜多尔和印度举办
的巡回培训班。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在世界其它地区举办巡回培训班而努力寻求额外融资。
4.1.68

理事会注意到为非洲和南亚农民扩大气候服务塞内加尔研讨会的主要成果：以研讨

会参与者的互动为基础而提出的项目建议。理事会鼓励秘书长与研讨会伙伴 (USAID、CCAFS 和
CSP) 合作，进一步深化这些由 USAID 资助的在未来召开的区域研讨会项目建议，其目的是将最终
建议送达国际捐助者而获得可能的资助。
4.1.69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和里丁大学就利用和进一步开发应用气候统计学 (SIAC) 培训课

程开展了讨论，该课程使用了很多与农业相关的例子。理事会敦促秘书长与里丁大学密切合作，为
农业气象、气候学和 GFCS 能力建设活动使用这些 SIAC 课程。

METAGRI-OPS 项目
4.1.70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METAGRI 业务项目在 16 个西部非洲国家开展的活动并敦促基

于已有的捐助资金开展更多的活动。理事会对挪威外交部和希腊政府对该活动的支持表示感谢。
4.1.71

理事会强调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改善雨量观测网的迫切需求。理事会鼓励来自

CAgM、CHy、CIMO 和 CCl 的特别协调性努力，即为农民使用简单塑料雨量计制定标准，从而改
善存在差距地区的雨量观测网，并为 WMO 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目标进行贡献，特别是农村
和农业气象网关于观测质量及仪器和方法的标准化。

非洲土壤水分项目
4.1.72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和乔治梅森大学 ( 美国 ) 在南非共同开展一个由挪威资助的综合

MODIS 卫星信息原位土壤水分测量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非洲可持续农业生产中天气和气候风险早
期预警系统的综合性和参与性。

3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WAMIS)
4.1.73

理事会支持秘书长和 WMO 伙伴发展 WAMIS 以协助 WMO 会员分发农业气象公报和

信息的努力。理事会批准通过预算外资金更新现有设备以扩大 WAMIS 网络节点，和提供平台来测
试和展示现有捐助项目开发的基于网络的农业气象应用。

加勒比农业气象倡议 (CAMI)
4. 1.74

理事会注意到由 ACP-EU 资助，WMO 和加勒比气象水文研究所 (CIMH) 联合开展的

CAMI 项目已经成功地完成。该项目成功地为加勒比英语国家 10 个 NMHS 开展了能力建设，以便
为其各自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广大农业社团提供气候服务。这些服务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用
户界面机制提供的，在未来项目中将得到扩展和推广。理事会还注意到项目的发展以及向区域政府
分发政策简报，促进了为加勒比地区的粮食安全，发展天气和气候服务。

4.2

降低灾害风险计划 ( 议题 4.2)

WMO 降低灾害风险计划工作计划 (2012-2015 年 ) 的实施进展及相关战略问题
WMO 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系统地参与实施降低灾害风险工作计划 (2012-2015 年 )
4.2.1

理事会回顾了其决定通过分为两级的降低灾害风险计划工作计划 (2012-2015 年 )( 以

下简称 DRR 工作计划 )。该计划旨在促进与 WMO 各组织机构和全球业务网络以及战略伙伴的各项
活动更好地保持一致，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采用综合方法为 DRR 用户开发和提供天气、
水文和气候服务。理事会获悉，在规划技术委员会 (TC) 和区域协会 (RA) 的作用和相关活动方面，
以及在为各 TC 和 RA 系统地参与实施 DRR 工作计划制定过程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4.2.2

为此，理事会在秘书处的支持下，敦促各 TC 寻求机会利用 TC 工作计划和资源，并

确定 (1)TC 目前直接相关的各项活动；(2) 需要相关 TC 有力的跨委员会协调的那些活动；(3) 随
时间的推移可考虑开发的新活动，特别是涉及 DRR 工作计划的具体成果；
4.2.3

理事会从区协主席处获悉，经协调后的 DRR 计划的有关做法促进了 NMHS 和 DRR

用户团体的体制合作，使得活动的协同性得到提升。理事会注意到来自各区域的天气和气候专家系
统性地参与风险管理和风险转移国际和区域研讨会使得减轻灾害风险的区域做法正在形成。理事会
要求秘书长 (1) 继续通过协调的方式与 DRR 用户团体展开工作，(2) 加强资金筹措，考虑区域优先
领域和区域现有项目，避免重复建设。此外，理事会敦促各区协在秘书处的支持下，记录下 DRR 计
划的综合及协调方法、各 RA 在参与实施 DRR 和东南欧、加勒比、东南亚适应能力开发项目以及哥
斯达黎加早期预警系统 (EWS) 项目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并就各 RA 的作用以及将该方法推广至
WMO 其它区域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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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R 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以及与 WMO 各 TC 和 GFCS 用户界面平台 (UIP) 的联系
4.2.4

理事会回顾到，它赞同针对 DRR 优先主题领域的四个 DRR 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

(UI-EAG) 和机制，包括：(1) 灾害 / 风险分析；(2)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3) 灾害风险融资和转移；
(4) 人道主义规划和准备。理事会回顾到，这些 UI-EAG 的建立旨在为用户实施 DRR 工作计划提供
支持和指导。理事会回顾到，这些主题 UI-EAG 的成员包括来自 DRR 用户团体 ( 公共和私营行业 )、
联合国及其它人道主义和开发团体的国际伙伴机构、学术界以及各 NMHS 的主要专家和 WMO 相关
TC 的 DRR 联络人。理事会强调，这些 DRR UI-EAG 是作为协调的用户平台，以便：
(a)

确定用户对天气、水文和气候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要求并确定优先重点，并作为对
TC 关于制定相关指南、手册和标准的各项活动的支持；

(b)

促 进 用 户 团 体 与 WMO TC、RA 及 全 球 业 务 网 络 ( 例 如，GDPFS、GTS/WIS、
WIGOS) 合作，参与实施 DRR 和适应能力开发项目，以示范在 DRR 决策中使用此
类产品和服务。

4.2.5

理事会获悉为 DRR 工作计划业务实施开发用户界面平台取得了进展而深受鼓舞，包

括：
(a)

CBS 和 CCl 及 UI-EAG 人道主义规划、备灾和响应计划任务组合作为国际人道主义
用户团体开发业务天气和气候服务，其设计和实施规划会议拟于 2013 年 7 月召开；

(b)

各 TC 和灾害 / 风险分析 UI-EAG 合作，以风险分析需求为导向，制定标准用于灾害
定义、监测、历史数据库和元数据以及区划技术 ( 统计和前瞻性气候分析 )，同时注
意到，首次技术研讨会拟于 2013 年 6 月 10-14 日举行，旨在规划涉及该领域的各项
活动、优先重点和委员会间的合作。

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支持各技术委员会制定此类协调机制，以鼓励并适时支持相关指南和
标准的实施。
4.2.6

考虑到 WMO 大会 2012 年特别届会和 EC-64 关于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决定，理事会注意到，DRR 工作计划的一系列成果直接推动了 GFCS 其它四个部分的开发，即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观测、研究和能力建设。为此，理事会要求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SD)：
(a)

在 WMO DRR 计 划 UI-EAG 和 GFCS DRR UIP 之 间 建 立 起 明 确 的 联 系， 并 考 虑
DRR UI-EAG 关于确定对 DRR 气候服务的需求和要求 ( 例如，风险分析、EWS、灾
害风险融资和人道主义规划 ) 以及用户团体反馈机制的各项活动；

(b)

与各 TC 及 RA 磋商，提出具体建议，针对 DRR 应用，将 DRR 工作计划中关于加强
GFCS 四个组成部分 ( 即，CSIS、观测、研究和能力开发 ) 的成果用于 GFCS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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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要求秘书处为 EC WG SD 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完成其任务。
兵库行动框架 (HFA)(2005-2015 年 ) 和 2015 年后框架
4.2.7

理事会回顾到，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是国家、区域和全球 DRR 能力开发的主

要驱动力，并且它支撑着 WMO DRR 计划的战略优先重点。理事会获悉，鉴于兵库行动框架将于
2015 年结束，因此，已展开了全球、区域和国家级磋商，以确定后 2015 年框架的行动重点。理事
会强调了将涉及开发支持 DRR、建设抗灾社区、实施 GFCS 的天气、水文和气候服务等主要战略问
题纳入到 2015 年后框架中的机会。为此，理事会赞赏秘书长与各会员展开磋商，努力编写一份文件，
从国家、区域和全球角度突出此类战略问题，同时确保通过即将展开的全球磋商，如通过第四次全
球降低灾害风险平台 (2013 年 5 月 21-23 日，瑞士日内瓦 )，通报此类事宜。

4.3

资料加工和预报：天气、气候和水 ( 议题 4.3)

天气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的演变
4.3.1

理事会回顾到，第十六次大会 (2011 年 ) 通过第 6 号决议 (Cg-16) 通过了修订后的

《GDPFS 手册》(WMO-No.485) 的大纲，其中大会决定该手册是针对会员所有业务化资料加工和
预报系统的单一技术规则的来源。理事会再次强调，与 WIGOS 和 WIS 类似，GDPFS 是一个涵盖
方方面面的系统，其中包括由 CBS 连同其它技术委员会和 / 或 WMO 科学计划以及其它国际组织共
同协调的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大会认为，GDPFS 是制作准确的，可靠的和及时的天气、气候、
水和有关环境的预报及产品的基础，因而将以具有成本效益和可持续的方式满足 WMO 会员对资料
加工和预报的不断变化的要求。注意到 GDPFS 的发展超出了世界天气监视网的资料加工和预报系
统的范畴，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制定一个修订方案，供 EC-66 审议，以在《WMO 技术规则》(WMONo.49) 中体现这些发展变化方面。通过决议 5(EC-65)–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关于全球资
料加工和预报系统以及应急响应活动的报告 ( 手册的拟议修改意见详见决议 5 的附录 2)，理事会批
准了对《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 的修订。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4.3.2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五个正在执行或正在开发的区域项目，SWFDP 继续取得稳步

进展。理事会回顾了 Cg-16 的决定，即 SWFDP 应当是一项端对端交叉性计划的协作活动，这项
活动涉及与实时水文气象灾害预报有关的所有 WMO 科学计划，主要是通过这些计划各自的技术
委员会。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目前有五个区域项目涉及几个 WMO 全球和区域业务中心 ( 如：
RSMC)、41 个 发展中国家的 NMHS( 其中 29 个属于最不发达国家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并涉及
几个 WMO 科学计划 ( 即：GDPFS、PWS、TCP、DRR、MMO、AgM、SP、ETR、CD、LDC、
RP 和 WWRP) 以及技术委员会 ( 即：CBS、CAgM、CHy、JCOMM 和 CAS)。
4.3.3

理事会注意到正如英国气象局全球指导组 (GGU) 在东非 SWFDP 项目中所展示的，

扩大 SWFDP 全球中心的作用具有潜在利益，可以分享最佳做法、就预报指南提供指导和培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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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中心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预报员之间有效开展灾害性天气电话会议。
4.3.4

理事会注意到，在准备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过程中，曾与水文气象服务

的广泛用户进行过密切磋商，以支持降低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特别是，这些用户突出
强调了在 SWFDP 框架下提供的服务取得了成功。理事会确认，除全球 NWP 中心和 RSMC 外，
开展长期预报 (LRF) 的 GPC、RCC 和 RCOF 也可以在 SWFDP 模式中发挥作用，支持无缝区域早
期预警系统的开发。因此，理事会原则上同意 SWFDP 模式还可以应用于更长时间尺度的预报。理
事会还赞同 SWFDP 应拓展其范围，涵盖定向应用 ( 如农业、海洋、航空、洪水预报等 )，以便把
SWFDP 的效益扩大到社会的其它用户部门。为此，理事会建议在 SWFDP、FFGS 框架与 HYCOS
项目之间建立协同合作，以优化现有结构、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洪水预报能力；并赞同二区协
要求秘书长进一步探索与湄公河委员会 (MRC) 的机会。
4.3.5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确保有效地实施，协调和管理多个同时开展的区域项目所需的资源

( 预算和人力资源 ) 有了显著增加，而且 SWFDP 所取得效益的长期可持续性有了明显上升。注意
到根据 EC-64 的要求所开展的关于资源需求研究的主要结果 (WMO-No.1101，附录 5)，理事会通
过决议 5(EC-65) 的附录 1，批准在秘书处内设立一个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办公室，
以支持靠自愿捐款资助的区域项目得到有效和可持续的管理和协调。理事会还认识到，无论从资金
还是从教员的时间来说，为 SWFDP 项目的全面扩展计划提供可持续的培训计划所需的资源已经超
出了来自全球和区域中心的自愿捐款的支持能力。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与外部合作伙伴探
索并协调资源筹集工作，以支持 SWFDP 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并扩大到 WMO 所有区域。
4.3.6

理事会承认从早期开始与区协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区域经济体下 NMHS 局长团体 ( 即

包括气象局的局长和主管气象的部长 )，以便确保各区域的批准、所有权和可持续性 ( 即将 SWFDP
作为向区域气象发展和投资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的机制 )。为此，理事会敦促在未参与该项目的区
域共享 SWFDP 成果的细节， 以便其为扩展工作充分做好计划。业务化天气预报流程和辅助工作 –
维持或加强为 NMHS 提供支持的 WMO 业务中心工作的途径。

业务天气预报流程和支持 - 加强 WMO 业务中心中心对 NMHS 的支持、迈向可持续性的方法
4.3.7

理事会注意到，认捐机构也认识到形成对气候应变能力和减缓极端天气灾害的主要途

径是通过能力开发和对 NMHS 的投资，以提供更及时的和更有用的早期预警。具体而言，这需要在
体制上加强 NMHS，为国家观测网络、预报的改进而再投资，更侧重于提供可满足政府、工业和社
区需要的信息和预报服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要维持这一投资，则需要技术培
训、需要一个有利的不断学习的环境，以及需要获取技术专业知识和可靠的有质量保证的产品，这
能够有助于 NMHS 达到越来越高的预报水平和提供服务技能的水平。理事会认识到，这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如通过 SWFDP 的 “ 级联预报流程 ” 所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
该预报流程提供了可供预报员更好地获取并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和新开发的各类产品和由先进业务化
全球和区域中心提供的各种工具。
4.3.8

理事会认识到，先进的全球中心要在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则需要可供 NMHS 实际应用的降尺度方法和定制产品 ( 如：由区域中心实现 )。虽然认识到可提供
NWP/EPS 和卫星产品的先进全球中心的持续不断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理事会突出强调了一些区
域中心在实施 SWFDP 过程中发挥的支撑作用。因此，理事会认为加强并维持 WMO 业务中心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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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RSMC 和 RCC 及其与各自地域内国家中心的联系 ) 将持续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 这些国家最典型的是缺乏基本人力和财力 ) 的 NMHS 开发更多为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文预报及警
报服务所需能力产生的有利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理事会确认了计划于 2013 年 6 月 18-20 日在美
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由 NOAA/NWS、世界银行和 WMO 联合举办的有关 “ 维持国家气象部门 – 加强
WMO 区域和全球中心 ” 的研讨会。
4.3.9

理事会还认为，加强通过 SWFDP 项目建立的各种机制并在今后 2-6 年内使 SWFDP

过渡成为一项得到妥善支持的活动，这将是对 WMO 各项计划的一项重要战略投资，以便更全面地
满足各项优先重点工作的需要，并惠及更多会员。因此，理事会强调指出需要通过一项正在进行中
的关于加强业务中心 ( 尤其是各 RSMC 和 RCC) 的计划把 SWFDP 项目并入可持续的业务服务，
旨在为灾害性气象条件和与其气象有关灾害服务提供指导 ( 交叉参阅：《总摘要》，第 2.5 项 )。可
以预计这项计划将有助于在各自地理区域内保持在各 RSMC、RCC 和国家中心之间的联系，这样做
还有助于建立在从 SWFDP 项目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虽然重点放在减少灾害风险、服务提供
和能力开发上，但是这一宽泛的倡议应当与 GDPFS 和 WMO 能力开发战略 ( 如目标 5) 保持协调一
致 ( 交叉参阅：《总摘要》，第 4.6 项 )，以便提高并保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NMHS 提供
有关天气、气候和水文预报警报服务的能力。这还将为进一步争取外部支持做出贡献，如获成功，
这将加快吸收外部支持的速度及其总体成效。
4.3.10

理事会注意到，一项根据 SWFDP 项目经验教训为基础的关于加强业务中心计划的一

个概念文件草案正在编写过程中，并将在技术委员会主席 2014 年会议上审议，之后再提交 EC-66
审议。

季节内至更长时间尺度的业务预报，包括 GFCS/CSIS 的贡献
4.3.11

理事会强调指出，需要加强全球长期预报产品制作中心 (GPC) 与区域气候来中心

(RCC) 之间的合作和资料交换，并制定一项支持 NMHS 实现改进的业务规范的行动计划，其中包
括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 的形式。因此，理事会赞同计划召开的业务长期预报研讨会：GPC
和 RCC，该研讨会正在由 CBS 通过与 CCl 协商后组织安排，并将于 2013 年 11 月 25-27 日在巴西
的巴西利亚召开。该研讨会的将研讨范围限制在延伸预报和长期预报的业务程序上，作为各 GPC 和
RCC 必须具备职能的一部分，并将包括能力建设问题。理事会预计，该研讨会应促进 GFCS/CSIS
的实施和运行，并促进提高 WMO 会员的长期预报服务水平。
4.3.12

理 事 会 回 顾 了 Cg-16(2011 年 ) 向 WMO 多 模 式 集 合 长 期 预 报 牵 头 中 心 (LC-

LRFMME) 提出的关于扩大其作用的要求，以包括延伸预报的业务交换，作为对 GFCS/CSIS 做出
的一项重大贡献。为了加快向 WMO 会员提供上述产品，鼓励运行延伸预报模式的各 GPC 在其各
自的网站上显示他们的产品，并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各自其月预报系统的资料，以由 LC-LRFMME
生成并显示多模式延伸预报产品，对于季节尺度的产品也是如此。注意到为支持业务化预报交换将
需要用于检验延伸预报的标准程序，理事会建议，经与 WWRP/THORPEX/WCRP 的季节内至季节
预报研究活动协调后开展这一试验性的预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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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活动 (ERA)
4.3.13

理事会回顾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WMO 积极参与了在联合国系统内

( 特别是与 IAEA，以及通过辐射和核突发事件机构间委员会 ) 评审和评估应急防范和响应系统的
工作。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WMO 有关福岛核电站事故气象分析专题组已完成其工作，报告已在
WMO 网站上公布。理事会注意到这对 UN 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 (UNSCEAR) 针对核事故释放
的核辐水平及影响开展的事故后研究做出了贡献。理事会向积极参与这一工作的几个 WMO 会员的
专家们表示感谢。
4.3.14

理事会回顾了 Cg-15(2007 年 ) 针对已过时的题为：“ 关于核电厂选址和运行的气象

和水文方面 ” 的 WMO 第 170 号技术说明所提出的要求。理事会赞同在 2014 年之前完成该出版物
修订工作的计划，这项工作涉及相关的 WMO 技术委员会和 IAEA。理事会认为，修订后的出版物应
提供有关获取，分析，解释和使用气象和水文灾害信息的科学技术指南，其中包括气候变率和变化
的相关方面，以支持对核设施安全的相关影响的评估以及相关规划和风险管理工作，正如 IAEA 具
体安全指南 - “ 核设施选址评估方面的气象和水文灾害 ” 所述 (SSG-18，2011 年，与 WMO 联合发起 )。

气候系统监测和评估
4.3.15

理事会注意到，各会员间开展持续合作，为 WMO 年度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提供支持和

专家评审，该声明自 1993 年起一直在定期发布。为此，理事会对气候学委员会 (CCl) 国家气候监
测产品任务组 (TT-NCMP) 正在开展的工作表示欢迎，此项工作旨在指导如何计算和提供新的国家
气候监测产品，进一步完善 WMO 气候系统监测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和时效。
4.3.16

理事会注意到，CCl/CLIVAR/JCOMM 气候变化监测和指数联合专家组 (ETCCDI) 所

取得的进展。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在各区域举办若干实践培训研讨会。此项工作的成果有力地支持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此外，各区域正在利用 ETCCDI 对气候极端
事件的分析所形成的知识资产，使各 NMHS 能够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促进气候适应工作。理事会敦
促各会员进一步支持这项活动，并加强指数及相关资料和元数据交换方面的合作，确保 ETCCDI 专
家和参与国家之间通过研讨会后的互动制作详实且可溯源的科学评估。
4.3.17

理事会注意到，极为重要的是，各会员要进一步提高其 NMHS 运行高质量气候监测

和监视系统的能力，此类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可用于及时制作各类信息，例如气候距平 ( 包括大雨、
热浪、寒潮、干旱期等可导致对健康、农业、水和公共服务产生灾难性影响的极端气候事件 ) 的发生、
强度、地理范围、持续时间、演变和停止等信息。
4.3.18

理事会强调了迫切需要在概念、定义和工具的一致性方面对会员进行指导，以便以无

缝的方式保障提供有关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业务气候咨询。考虑到这些活动与天气业务存在明显
的重叠，为此，理事会强调 CCl 和 CBS 不但要保持密切联系，还要保持其职责独立且相互支持。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4.3.19

理事会注意到，CCl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专家组 (ET-CSIS) 正在努力解决有关 CSIS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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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各类问题，包括最基本的功能和产品、技术标准、资料需求、气候服务工具箱、能力开发等，
支持已得到批准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实施计划。理事会认为，CCl 应与 CBS 及其它技术
委员会和共同发起的机构密切合作，指导 CSIS 的开发作为 WMO 对 GFCS 实施的关键贡献，并促
进 CSIS 产品组合 ( 包括资料、监测、诊断、预报 / 预测等 ) 的持续业务制作。
4.3.2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CBS/CCl 次季节至长期尺度业务预报专家组 (ET-OPSLS) 推

动和促进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广泛使用 GPC 提供的业务长期预报 (LRF) 产品。理事会高兴地注
意到，CBS 和 CCl 正联合举办业务 LRF 研讨会，以帮助促进资料和产品以及业务规范的交换 ( 另
参见 EC-65/ 文件 4.3(1) 第 4.3.9 段 )。理事会注意到韩国和 WMO 最近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旨
在为 WWRP/WCRP 次季节到季节 (S2S) 预报研究项目在韩国济州建立一个国际协调办公室 (ICO)，
并为该项目建立一个指导委员会。理事会建议 ET-OPSLS 和 S2S 指导委员会密切协调以避免潜在
的重复建设，并优化资金的使用。
4.3.21

认识到 CCl/CBS 区域气候中心专家组 (ET-RCC) 在指导建立和实施新 RCC 方面正

在开展的工作，理事会注意到，区域气候中心 (RCC) 的覆盖范围正在逐渐扩大，包括由 CBS-15
建议供 WMO 指定的六区协新建的 RCC- 网络和二区协新建的 RCC( 俄罗斯的北欧亚气候中心 )。
理事会还注意到，三区协 CIIFEN 和四区协 CIMH 已开始其示范阶段，并获悉印度作为二区协候选
RCC 于 2013 年 5 月开始其示范阶段。理事会回顾了一区协的 RCC 实施正在进行，政府间发展管
理局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 (ICPAC) 和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ACMAD) 已在示范阶段中，一些次区
域 RCC 和 RCC- 网络正在筹备示范方案。据理事会收到的报告称，一些中美洲 ( 墨西哥及中部美洲 )
国家与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正在规划一个具有分发功能的 RCC 来为四区协该次区域服务。理事
会强调了各区域协会主席、CCl 主席和 CBS 主席要同心协力，确保在所有区域建立 RCC，以满足
GFCS 实施的迫切需求。为进一步实现 GFCS 实施计划的目标，理事会还强调了 GFCS 在用创新和
持续的方法扩展其它气候服务项目和活动方面的重要性，如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组成了在区域层
面提供信息和服务的北美气候服务伙伴关系。
4.3.22

理事会还注意到，各区域协会在开发 CSIS 能力以满足覆盖 2 个或 2 个以上区协的

气候区域的需求方面开展的协作和联合贡献极其重要，如六区协和一区协提议为地中海地区联合启
动 ROCF，称作 MedCOF。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将通过 2013 年 6 月 12-14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
MedCOF 规划会议推动这一过程，理事会对此表示赞扬。
4.3.23

理事会注意到，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拟定的活动包括支持

实施极地区域气候中心 (PRCC) 和极地气候展望论坛 (PCOF)，并确定北极、南极和 “ 第三极地区 ”
的相关服务需求。理事会认为，EC-PORS、全球冰冻圈监视网、CCl 、CBS 和相关的区域协会有
必要开展密切合作，开发 PRCC 和 PCOF，且与 GFCS 实施计划的相关优先重点项目保持联系。理
事会进一步敦促二区协会员和相关极地团体合作开发适用于第三极地区的产品和服务。理事会还认
识到与这些地区活跃的伙伴机构和组织 ( 包括北极理事会 ) 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4.3.24

理事会注意到，CCl 全球季节气候最新报告 (GSCU) 任务组正在继续进行 GSCU

的试验阶段，并注意到为了完善其结构及简化其表述，已做出了一些改变，以便保证 GSCU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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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 的需求。理事会注意到，正在对 GSCU 当前版本进行同行评审，在评审完成后，CCl 将依据
EC-64 提供的指南，对其业务分发方面进行审议。理事会赞赏 CBS 正在与 CCl 积极合作开发该产品，
并密切关注其协调业务全球尺度 LRF( 包括 GPC 及其牵头中心 ) 的职责。

用于适应和风险管理气候信息
4.3.25

鉴于 CCl 的工作与指导、促进和实施有关 GFCS 用户界面平台和 CSIS 等活动的相

关性，理事会强调各会员 ( 与各自区域协会的支持和指导形成合力，包括气候团体和行业团体 ) 需
要通过区域和国家气候展望论坛、通过用户或行业推动的气候论坛 ( 例如，水文论坛、农业论坛或
健康论坛 )、通过跨学科研讨会和培训，以及通过现场活动 ( 包括巡回讲习班 ) 等方式来支持、开
展或主办并参加与用户打交道的活动。
4.3.26

进一步注意到全球关键的社会经济行业需要可靠、相关、行之有效的气候信息用于气

候风险管理 (CRM) 和适应，理事会赞赏 CCl 与相关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ISDR)、
世界粮食计划 (WFP)、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在注重现实生活案例研究和汲取
经验教训方面的互动，并敦促各会员将完善决策水平的 CRM 概念应用于把握气候所带来的机会和
应对气候所造成的灾害。理事会要求各会员支持 CCl 的工作，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展现各区域
和行业的 CRM 良好规范。理事会注意到 CCl 将支持各会员在 CRM 方面的工作，为其 NMHS 制定
WMO CRM 指南，并维护保障实际应用的在线资源。

EC 气候及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 (ECWG-CWE)
4.3.27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EC 气候及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 (ECWG-CWE) 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 -2 月 22 日，
通过网上电子论坛的方式开展其业务，
此次论坛由 Agnes Kijazi 博士 ( 坦
桑尼亚 ) 主持。
4.3.28

理事会欢迎 ECWG-CWE 和 EC 能力开发工作组 (ECWG-CD) 开展的互动，并强调

了制定一种战略方法，进一步支持用于气候适应的国际金融机制，为区域和国际天气、水和气候活
动带来效益。
4.3.29

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建议将其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

(PROVIA) 作为世界气候计划 (WCP) 的第四个组成部分，理事会赞赏 ECWG-CWE 与 UNEP 代表
进行密切磋商，通过其电子论坛继续评估这项建议，并注意到其提出的各项建议。
4.3.30

理事会注意到，UNEP 是惟一自设立之初就为 PROVIA 提供财务支持及制定筹资战

略的联合国机构。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根据 PROVIA 成本核算工作计划，其实施将不会给 WMO
带来财务承诺。
4.3.31

理事会获悉，自 2011 年中期，PROVIA 已被纳入 UNEP 气候变化子计划。理事会

赞赏 UNEP 近期所作的努力，推动其执行理事会单独就 PROVIA 作出一项决定，以便：(a)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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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C-64 上提出的问题，即 UNEP 执行理事会需将 PROVIA 正式认可作为 UNEP 的正式计划纳入
WCP；(b) 提升该计划的总体形象；(c) 促进 UNEP 会员国的进一步支持 / 资助。
4.3.32

理事会获悉，UNEP 执行理事会第二十七次届会 (2013 年 2 月 18-22 日，肯尼亚内罗毕 )

审议了 PROVIA 的现状报告，并对该计划给予了支持。UNEP 管理理事会重申了就 PROVIA 与联合
国相关机构从全球到国家层面开展密切合作。理事会欢迎 UNEP 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赞同 ECWGCWE 的建议，正式将 PROVIA 纳入作为 WCP 的一部分，并通过了决议 6 (EC-65)– 世界气候计划
的改组：将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作为补充部分纳入其中。

气候、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 (JEG-CFW)
4.3.33

理事会回顾到，在其第六十四次届会上已指定 A. Kijazi 博士 ( 坦桑尼亚 ) 担任与

ECWG-CWE 联系的 JEG-CFW 联络人。理事会注意到，在 2013 年初的 ECWG-CWE 电子论坛期间，
专家组通过了联络人的职责。
4.3.34

理事会注意到，在 ECWG-CWE 电子论坛期间，专家组强调了需要在粮食和水领域

加强协作的主要问题。理事会还认为重要的是，在 GFCS 背景下，需要通过在这些行业的交流，进
一步发现和总结经验和教训。理事会支持 JEG-CFW 同心协力解决这些问题。

WMO 干旱倡议
4.3.35

理 事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国 家 干 旱 政 策 高 级 别 会 议 (HMNDP) 的 成 功 举 办， 并 称 赞

WMO、FAO 和 UNCCD 及其它伙伴组织开展的合作。理事会注意到，在会议的高级别部分通过了
HMNDP 宣言 ( 见本报告的附录 3)，它敦促 WMO、UNCCD、FAO、联合国其它相关机构和计划署
以及其它相关各方协助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和实施国家干旱政策。理事会鼓励
各 NMHS 提供全面支持，并敦促其国家的相关部委和机构积极支持使用该宣言。理事会感谢所有捐
助方对举办 HMNDP 所给予的宝贵支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区域层面协调并扩大 HMNDP 成果的
实施。
4.3.36

理事会认为需要全球协调努力，加强干旱监测、风险识别、干旱预测和早期预警服务，

以及建立干旱管理知识库。因此，理事会欢迎近期与全球水伙伴 (GWP) 合作制定综合干旱管理计
划 (IDMP)，该计划是以洪水管理联合计划为基础并从其发展和成功中受到启发。理事会要求秘书
处与 GWP 合作，建立适合于该计划的管理结构，并将 IDMP 投入业务且使会员了解，同时掌握干
旱管理的各个方面。理事会认为 IDMP 对于 GFCS 将是一个重要贡献。
4.3.37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联 合 国 - 水 十 年 能 力 开 发 计 划 (UNW-DPC)、WMO、UNCCD 和

FAO 正在就国家干旱管理政策倡议展开合作，该倡议旨在通过四个区域研讨会 ( 将从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12 月间举行 ) 为此项事宜提供能力开发。理事会赞同此项倡议，并要求秘书长尽可能与
IDMP 共同协调该倡议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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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规范指南
4.3.3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CCl 已编写完成了《气候规范指南》第三版 (WMO-No.100)，

并制定更新计划，使其内容保持最新。该出版物详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ccl/
documents/WMO_100_en.pdf。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秘书处已开始将该出版物翻译成本组织的所
有官方语言，确保进行更广泛的宣传，并协助各会员开展其气候业务。鉴于气候学的逐步进展，理
事会要求各会员向气候学委员会提供反馈，以便进一步改进和更新。

水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 (CHy-14)
4.3.39

理事会注意到了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成果。理事会尤其赞同 CHy-13 通过

的作为其 2013–2016 休会期间工作重点的五个主题领 域：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 (QMF– 水文 )；
资料业务和管理；水资源评价；水文预报和预测；水、气候和风险管理。理事会将其决定录入决议
7 (EC-65) -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4.3.40

理事会注意到了本委员会为使其活动与 WMO 战略计划确定的优先事项相一致所采取

的措施，特别是其贡献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质量管理和能力
发展的重要性。
4.3.41

理事会再次注意到了本委员会通过了会前在线讨论一些重要文件的做法，使专家能够

不必亲临会场就能参与讨论。尽管这种方法已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理事会仍要求本委员会在其下
次届会之前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开展评价，并向理事会报告相关结果。
4.3.42

理事会注意到 CHy-14 决定启动包括测试在内的流程，以促使 WaterML 2.0 成为潜

在的 WMO 信息交换标准，并把该标准注册为 WMO/ISO 联合标准。理事会要求本委员会就此事
的进展及其是否能获得执行理事会的批准一事同基本系统委员会密切合作。理事会还注意到本委
员会决定支持 WMO/OGC 水文领域工作组在水文功能模型 (HY_Features) 上的进一步进展。HY_
Features 是一种概念模式，旨在描述各种国家水文部门 (NHS) 数据库所代表的水文对象。
4.3.43

理事会鼓励各会员提名更多专家参与到 CHy 开放专家组 (OPACHE) 来，其中应包括

积极参加 CHy 五个优先主题领域工作的主要专家。理事会还注意到在开展委员会活动时，电子媒体
的使用在日益增加，特别是本委员会的 “ 电子信息板 ” 和 “ 电子论坛 ”，并支持未来开发此类工具，
以期加强相关项目和计划间的沟通和反馈机制。理事会鼓励各会员协助其国内专家参与并贡献于 “ 电
子信息板 ” 和 “ 电子论坛 ” 涉及的问题和主题。
WHYCOS 计划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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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chy/chy14/documents/ms/WhycosREPORTFinal2011.pdf
4.3.44

理事会注意到，应大会 ( 决议 14 (Cg-16)) 的要求， 2011 年 9 月和 10 月期间开展了

一次 WHYCOS 独立外部评估。这一评审是 2005 年开展的 WHYCOS 评审的后续活动。理事会进
一步注意到评审员认为 WHYCOS 的原有概念，即加强国家水文部门 (NHSs) 和区域机构履行相关
国家和区域水资源管理职责的能力，仍然有效。它还注意到，在拉近捐助方和受助人共同开展与水
相关事务的工作上，该计划提供了有效的机制。理事会获悉同时是北极理事会会员的八个 WMO 会
员之间签署了协议，以启动南极 -Hycos 计划，作为对 WHYCOS、WMO 极地活动和国际极地倡议
的重要贡献。理事会赞同通过制作水文资料、服务和产品等方式，把 HYCOS 各部分的重点更多地
放在应对水资源管理问题上，这是 HYCOS 各部分的最佳发展方式，应协助它们的可持续实施。
4.3.45

理事会注意到了评审员提出的建议，并审议了本委员会的回应。理事会特别注意到，

本委员会看到了在 WMO 秘书处建立一个更清晰可辨的 WHYCOS 计划支持结构的优势，并支持
CHy-14 要求秘书处进一步研究各种不同方式的成本和效益，以确定采用这样的结构是否有利。
4.3.46

理事会通过了关于 WHYCOS 的决议 8 (EC-65)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水文学委员会对 GFCS 的参与及贡献
4.3.47

理事会注意到 CHy 通过了决议 1 (CHy-14) -CHy 对 GFCS 的贡献。

4.3.48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本委员会为 GFCS 实施计划做出了

重大贡献，特别是有关用户界面平台、水资源案例及观测和监测支柱和能力发展支柱。理事会注意
到了在 CHy 的水、气候和风险管理主题领域中正在开展的活动，包括延伸期水文预测研讨会和 “ 水
资源管理对气候和气象信息的要求 ” 技术报告的出版，可被视为对 GFCS 的初步贡献。理事会高兴
地注意到，为协助在 CHy-14 上进行讨论，CHy 编写了一份 “CHy 如何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做贡献 ”
的讨论文件。理事会大力支持 NHS 和水文界作为一个整体在 GFCS 这样一个评估和解释气候变化
对水和水文影响的权威计划中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
4.3.49

理事会注意到了本委员会关于 “ 用户界面平台 ” 应当应对诸如现有资料的各种当前需

求和用途等问题的观点。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以 CHy 为代表的业务水文人员应被视作全方位的合
作伙伴，以确定通过 GFCS 提供的具体气候产品。理事会支持 CHy 可以同 CCl 密切合作、共同通
过区域气候中心为 GFCS 作出贡献这一观念。
4.3.50

特别注意到气候资料、服务和产品对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尤其有关干旱和洪水，十分

重要，理事会支持 CHy 在 GFCS 的用户界面平台中可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

4.4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 ( 议题 4.4)

总摘要

45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的实施
4.4.1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决议 10 (EC-64) –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WIGOS 跨委员

会协调小组、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和秘书处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推进 WIGOS 框架。CBS 和
CIMO 在 WIGOS 框架实施中技术领先，通过了他们的工作结构 / 任务 / 活动以支持 WIGOS。其他
技术委员会还认识到有必要共建活动以支持 WIGOS 框架实施，纳入其工作计划和结构。理事会感
谢 ICG-WIGOS 为所有的技术委员会寻求了很多机会以更紧密的协调 WIGOS 框架实施，包括通过
共享专家，调整各项活动和减少重复工作，特别是通过积极参与其任务组。
4.4.2

所有区域都很好地推动了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并且一区协、二区协和四

区协已经通过了，理事会对此感谢赞赏。理事会注意到 R-WIP 考虑了区域和次区域的需求、要求和
优先重点。因此，理事会强调会员对 WIGOS 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并敦促会员支持其所在区域的
WIGOS 实施，包括提供足够的资源。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六区协 WIGOS 实施计划已经定稿，可
供 2013 年 9 月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 RA VI-16 批准。理事会还注意到，三区协将在 2014 年召开
的三区协会议上批准其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4.4.3

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通知选定专家的区域协会参与 WIGOS 相关的专家组和相关机

构，并关注存在重大技术差距的领域。理事会鼓励区域协会让确定的专家参与区域 WIGOS 的实施，
它还要求各区协鼓励会员提名专家以解决专业知识领域的技术和地理差距。
4.4.4

理事会感谢秘书长已采取措施加强 WIGOS 项目办公室，通过在 WIGOS 框架实施期

间聘用两名新员工。关于 WIGOS 关键实施活动的可用资金仍然需要关注，因为这可能最终导致实
施的推迟。理事会还注意到志愿专家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编写 WIGOS 监管材料，这将为会员在
国家层面上实施 WIGO 提供必要的指导。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和会员确定合适的专家并通过 ICGWIGOS 或通过借调到 WIGOS 项目办公室作出适当的安排。理事会同意 WIGOS 实施活动应得到适
当资源，并要求 ICG-WIGOS 和秘书处继续监测进展情况并随时向理事会详细通报取得的成果和资
源的使用。
4.4.5

理事会认识到 ICG-WIGOS 更新了 WIP，现在能够提供更好的资源需求的预估，并

按照 EC-64 的要求调整了任务完成和确定风险的目标日期。理事会通过了 WIP 的更新版本，详见
本报告的附录 4，理事会回顾到四个先前同意的 WIGOS 内观测系统 ((1) 全球观测系统 (GOS)；
(2) 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 的观测部分；(3)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的观测部分；以及 (4) 世
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WHYGOS)) 并没有充分地反映 WMO 对水文观测的贡献。因此，理事会同
意 ICG-WIGOS 扩展其观测系统的范围，用 WMO 水文观测系统 ( 包括 WHYCOS) 来取代原有的
WHYCOS，在更新的 WIP 中体现。
4.4.6

理事会还确认 JCOMM 主席提出的 WIP 修改意见，特别是与外部机构通过 WIS 提供

观测报告面临的困难相关的意见，并要求 ICG-WIGOS 考虑将这些修改纳入 WIP 下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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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同意有效地实施和运行 WIGOS 将取决于充足的资源和承诺。可用的资源将目

标锁定在确保在 Cg-17 前实施全球 WIGOS 框架的优先要素。理事会强烈鼓励会员为实施 WIGOS
提供额外的资源。一位成员建议，理事会应考虑是否于 2014 年举办 CBS 特别届会，不如将这些资
金用于支持 WIGOS 的实施。理事会注意到，CBS 正努力大幅缩短会期，并在考虑酌情将未来届会
与其它组成机构的会议相连。理事会还注意到，这次特别届会的主要重点是 WIGOS 的实施。因此，
理事会对 CBS 计划在 2014 年举办特别届会表示赞同。为此理事会要求 CBS 和秘书长详细审议对
WIGOS 和 CBS 其它相关计划的资金影响，确保给各会员带来最佳价值。
4.4.8

理事会表示需要在技术会议与政府间会议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以推进本组织的目标。

理事会要求其 SOP 工作组起草有关改善 WMO 各组成机构决策过程的建议，供下届会议审议。
4.4.9

理事会认识到 NMHS 在 WIGOS 国家层面上的实施中提供领导的重要性，并赞赏

ICG-WIGOS 正在开发一种工具包以促进国家 WIGOS 的实施。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各会员传达一
个强有力的讯息，即区域和国家级 WIP 以及 WIS 等相关问题的重要性，WIGOS 整体成功的关键
是指定国家 WIGOS 联络员，包括将牵头开展上述活动的积极分子。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ICGWIGOS 已开发自我评估清单，以协助会员了解和评估对于实施 WIGOS 的准备程度。理事会要求会
员开展此项评估并向 WIGOS 项目办公室提供结果，用于 WIGOS 能力发展规划。理事会还注意到
制定了一份能力发展活动清单作为 WIGOS 能力发展战略的补充，这将协助会员实施其 WIGOS 国
家计划。
4.4.10

理事会制定了一个 WIGOS 沟通和宣传战略草案，并要求会员支持 WIGOS 沟通和宣

传工作，通过在 NMHS 内部以及向合作伙伴分发宣传材料，以及通过编写适合国家需求的宣传材料。
理事会还要求会员向秘书处沟通成功的案例以及通过 WIGOS 实施活动而取得的效益，从而与其他
各方共享此类材料。
4.4.11

理事会注意到 ICG-WIGOS 审议了其 WIGOS 监管材料任务组 (TT-WRM) 的建议，并

同意建议的八个章节标题可以与《WMO 技术规则》(WMO-No.49) 保持一致的结构，《WIGOS 手
册》中提供了 WIGOS 规范的更多细节。因此，理事会决定调整 EC-64 通过的《技术规则结构》的
附录 8，详见本报告的附录 5。理事会还注意到两个删除的标题 ( 气候资料和 GOCS，以及气象仪器
和观测方法 ) 将在其他 WIGOS 章节讨论，因此不会丢失。理事会同意，要实现有效实施，必须遵
守 WIGOS 技术规范，特别是强制性要素。
4.4.12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ICG-WIGOS 的 WIGOS 元 数 据 任 务 组 (TT-WMD) 正 在 制 定 核 心

WIGOS 元数据标准，当实施时，将要求所有的会员记录、保留和交换关于仪器、观测台站和平台、
测量特性和处理方法的特点信息。理事会确认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技术委员会准备审议由
TT-WMD 编制的核心 WIGOS 元数据要素的清单草案。理事会要求各区域协会在其区域 WIGOS 实
施计划中纳入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会员完成 WIGOS 元数据的职责。
4.4.13

回顾到建议 6(CBS-15) - 全球观测系统演进实施计划 (EGOS-IP)，理事会敦促会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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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S-IP 中的合作组织和确定的代理协作，以解决计划中所列的 115 项行动。理事会认识到有必要
监督 EGOS-IP 行动的实施，并要求尚未提名的会员提名国家联络员，负责监督国家层面的 EGOSIP 的实施，报告实施问题，并通过秘书处向 CBS 观测系统设计和演进跨计划专家组提供反馈。
4.4.14

理事会认识到对于很多会员在向观测台站分配台站标识符、限制可用于国际交换的观测

数量方面存在困难。理事会要求 CBS 作为当务之急，制定扩展使用表驱动码格式的台站标识符的程
序，从而让会员可以将这些数字分配给在他们领土上运行的台站，包括由政府间和国际组织运行的
台站。理事会注意到在一个会员的领土上为观测台站使用 WMO 台站标识符强调了 NMHS 在其国家
内作为质量管理重点的核心作用，并促进会员实现业务资料交换所产生的效益。WIGOS 的成功将
取决于扩展至 NMHS 运行之外的观测系统的范围，理事会要求常任代表利用扩展台站标示符这个机
会在其领土内按照 WMO 的标展给所有运行的观测台站分配台站标示符。为此，理事会认识到，特
别在非 NMS/NMHS 机构中出现的自动气象站 (AWS) 数量和差异性的快速增长，已在许多地区发生，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并敦促各会员通过 WIGOS 区域和国家级实施计划，应对这种扩增的效益。
4.4.15

理事会认识到 WIS 在试试 WIGOS 中的关键作用，并要求会员的常任代表促进和推动让

尽可能广泛的用户访问 WIS。
4.4.16

理事会重申 WIGOS 观测系统合作伙伴和联合发起方的重要作用，并欢迎 ICG-WIGOS

的倡议，让地球观测组织 (GEO) 和 GCOS 联合发起方参与其实施活动，其中特别重视在应对
GFCS 观测和监督支柱中的共同和互补的作用。
4.4.17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WIR) 的发展已经成熟，足以进入业务实施，

但有限的职能将使其在 Cg-17 暂停全面实施。理事会进一步要求会员向秘书处提供有关 WIGOS 国
家最佳做法的信息，以便通过 WIR 共享这些信息。然而，理事会认识到 WIR 其余部分尚未开发，
即观测参考工具的 WIGOS 标准化 (SORT) 以及观测系统的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 (OSCAR) 的空基观
测台站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们的开发和后续的运行要求大量的资源。因此，理事会敦促会员
考虑为它们开发和未来的运行提供援助。
4.4.18

理事会赞赏在 WIGOS 中把观测标准化和质量保证放在重要位置上，包括来自天气雷

达、自动气象站 (AWS) 和诸如利用激光雷达探测火山灰等新兴技术的观测。
4.4.19		
理 事 会 认 识 到 JCOMM 观 测 计 划 领 域 实 施 目 标 (OPA-IG) 基 本 实 现 了 JCOMM 对
WIGOS 实施的贡献，还要求会员支持实施符合 OPA-IG 的海洋观测系统并向支持 JCOMM 实地观
测计划支持中心 (JCOMMOPS) 的工作提供自愿捐款。理事会进一步敦促会员确保提供给终端用户
的数据流，包括实时分发使用要求的和适当的标准和格式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
4.4.20		
理事会鼓励 CAgM 继续努力通过农业气象全球倡议 (GIAM) 及时完成其愿景，通过高
效地资金分配和筹措，特别是高度重视 WIGOS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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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理事会同意，作为 WCRP 资料咨询委员会 (WDAC) 第一次会议的成果，拟订的行动
对于发展气候观测以及 WCRP 和 WIGOS 对 GFCS 的指导贡献是非常重要的。理事会认为 WIGOS
应系统地制作观测资料用于气象、新兴的气候和地球系统再分析以及模式评估，例如通过地球系统
网格联盟及其 “ 观测模型比对项目 ”(Obs4MIP) 组成部分，这是一项最近提出的倡议旨在促进获取气
候模式比对的观测产品。
4.4.22		
理事会注意到 ICG-WIGOS 对特定站点的百年观测的支持，并敦促会员保留相关的观
测计划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的科学遗产。虽然完全承认会员对于国家观测的唯一职责，理事会
要求 CCL 连同 GCOS 和 CIMO 基于最低限度的一套客观的评估标准，调查现有的台站认证机制、
网络标识和监测原则并建立适当的认证百年观测台站的 WMO 机制。
4.4.23		
理事会注意到某些地区的区域基本网络的可持续性，以及来自这些网络的资料的可用
性有所降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理事会同意 WIGOS 和 WIS 有潜力进一步加强基础网络建设，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通过优化设计和演进 WIGOS 内观测系统，更好地运行以及
维护和互操作性安排。理事会还再次要求发达国家的会员支持筹资和提供资金，支持有需求的国家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理事会要求各区域协会在其区域实施计划中论及从区域基础网络获取观测资料
的问题。
4.4.24

理事会注意到水文气象设备行业协会 (HMEI) 建议加强 WMO 与其的协作，实施

HMEI/WMO 能力发展联合项目。理事会注意到拟议的联合项目包括两个阶段：起草招标文件和在
WMO 各区域展开支持 WIGOS 实施的专门培训。HMEI 强调，该计划的实施将支持能力发展工作，
协助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NMS 和 NMHS 推进观测网络的现代化并改进本国服务质量和服务提
供。理事会受到了该举措的鼓舞，并建议 HMEI 与 WMO 现有有关机构展开协作。

无线电频率协调
4.4.25

理事会回顾到建议 7(CBS-15)- 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的重要性。

理事会注意到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的持续工作，特别是筹备将于 2015 年举行的下一次国
际电讯联盟 (ITU)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5) 的进展，包括出版 WMO 关于 WRC-15 议程初步
立场的文件。回顾到 WRC-12 关于气象和环境相关活动的成功成果，理事会鼓励所有的会员支持此
项重要过程并通过决议 9 - 在 2015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保留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
频率。
4.4.26

理事会回顾了决议 11 (EC-64) 并同意 CBS 专家战略性地参与 ITU 过程仍然是成功

的无线电频率协调方面的一项关键活动。理事会还同意其他的战略要素包括继续与参与地球观测和
环境活动的其他国际、区域、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机构协调和协助。理事会注意到为了长期的有效性，
CBS 应该继续建设 NMHS 能够有效地参与国家无线电频率协调问题 ( 包括代表国家气象和相关需求
参与区域和全球无线电频率协调过程，并有适当的指导材料支持 )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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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
4.4.27

理事会回顾了对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 (CBS-15) 报告的审议并通过了决议

10 -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关于综合观测系统的报告。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4.4.28

理事会认可通过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的工作，继续加强

WMO 在极地地区的工作关系，特别是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北极理事会 (AC) 及其机构、
以及如国际南极旅游经营者协会 (IAATO) 和北极探险邮轮运营协会 (AECO) 等组织的工作关系。理
事会高兴地获悉北极理事会的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 (AMAP)、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IASC) 和南极研
究科学委员会 (SCAR) 成为了 EC-PORS 的活跃会员。理事会获悉，根据 EC-64 的决定，已采取了
措施要求 WMO 在北极理事会 ( 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 ) 中的一个观察员位置。理事会获悉 8 个同为
北极理事会成员的 WMO 会员有关启动北极 HYCOS 计划的协议，该计划将对 WMO 极地活动和潜
在的国际极地倡议做出重要贡献。理事会强调这些关系加强了 WMO 在极地地区的观测、研究和服务，
这将有益于所有的 WMO 计划，特别是 GFCS。
4.4.29

理事会注意到改进极地地区和第三极预测的重要性，并敦促 WWRP 和 WCRP 继续

在这些地区的工作，实现无缝隙预测能力，以支持这些地区所需的服务。

EC-PORS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4.4.30

理事会赞同 EC PORS-4 关于开发 GCW 计划及其建议的治理，以及增加一个协调

委员会所采取的的措施，以确保与所有 WMO 计划、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外部合作伙伴的协调。
理事会还对推进 WMO 极地活动的两个关键要素表示强烈支持：全球冰雪圈观测 (GCW) 和全球综
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理事会还强调，有必要将 GIPPS 与模式牵头中心及 NMS 有关天气和气
候系统的模式牵头中心的各方面进展相整合，以便提高北极对区域和全球天气及海洋系统作用的理
解。理事会认识到作为一个交叉性计划，合作伙伴的参与将是长期成功的关键。因此，理事会强调
了向 GCW 下拨适当资金的重要性。理事会敦促会员提供 GCW 实施计划 (GCW-IP) 的意见，以便
将 GCW-IP 终稿提交 2014 年的 EC-66 审议。
4.4.31

理事会承认需要秘书处对 GCW 的支持。有一个短期需求，即替换当前的 GCW 和

EC-PORS 支持人员，并鼓励会员考虑借调专家或 JPO 以协助协调这些活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考
虑建立一个 GCW“ 项目办公室 ” (IPO)，可设在秘书处，也可同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协调，设在其机构
中，以寻求会员支持和协助建立 GCW IPO。
4.4.32

理事会同意，对于 CryoNet、GCW 的观测系统，需要一些时间作为 WIGOS 的组成

部分而全面业务运行。理事会认识到 GCW 的成功实施依赖很多个人和机构的努力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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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4.33

理事会回顾到，开展在 2010 年更新的为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中确定的各项行动将满足对气候观测的许多需求，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 (GFCS)。理事会重温了强化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对于成功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重
要性，同时认识到观测和监测构成了 GFCS 的基本支柱之一。理事会再次迫切呼吁会员协助国际组
织和国家机构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并提供咨询。
4.4.34

理事会获悉有关 GCOS 改进和评估周期的下一阶段采取的各项步骤。于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 UNFCCC 科学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SBSTA) 第 37 次会议上，GCOS 应邀将于 2015 年向
SBSTA 提交第三个有关气候观测充分性的报告，并将于 2016 年提交一份新的实施计划并鼓励提前
一年提供该实施计划的草案。GCOS 计划已启动了编写气候观测进展报告和充分性报告以及新实施
计划的进程，这些报告和计划不仅像以往那样应当确定可核实的和可计成本的各项行动，而且还应
确定对资料产品的具体要求，以满足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需要并满足提供气候服务的需要，此外
还包括满足评估和减缓气候的各种需要。报告内容将来自几个方面：对 2010 年更新版实施计划中
所规定的各项行动的评审结果、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观测研讨会 (2013 年 2 月 26-28 日，德国奥
芬巴赫 ) 的会议结果、通过一次或多次包括由第一工作组和第二工作组主要作者及其他专家参加的
研讨会方式体现的 IPCC 第五次评估过程、2014 年向 UNFCCC 提交的国家通信、由专门委员会主
席和成员提供的素材，并呼吁召开一次或几次撰写班子会议、磋商会议和一次公众评审。理事会支
持上述规划建议，并要求 GCOS S 秘书处在 EC-66 上汇报有关进展情况。

GCOS 陆地、大气和海洋专家组
4.4.35

理事会注意到，GCOS/GTOS/WCRP 地表气候观测专家组 (TOPC) 于 2013 年 3 月 6-7

日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召开了第十五次会议。在会议上，现任组长 Han Dolman 教授 ( 荷
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 把组长一职交给了 Konrad Steffen 教授 ( 瑞士联邦森林、冰雪和陆地景观
研究所 )。TOPC 负责评审全球各类地表观测系统中的气候观测部分，而且该专家组由 GCOS 秘书
处管理。理事会获悉，Riccardo Valentini 教授 ( 意大利图西亚大学 ) 于 2013 年 3 月 5 日递交了辞职书，
辞去了全球地表观测系统 (GTOS) 指导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获悉 GTOS 秘书处目前仍由 FAO 正
式承办，但一年多来已经没有得到人员方面的支持。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为支持 TOPC 所采取的
各项措施，而且 GTOS 发起方需要就 GTOS 的未来开展一次对话。
4.4.36

理事会注意到由 Adrian Simmons 教授担任组长的 GCOS/WCRP 大气气候方面观测

专家组 (AOPC) 最近所取得的成果，该专家组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位于日内瓦的 WMO 召开了
第十八次会议。会员对专家组的工作给予了好评，该专家组作为一个有效的平台，讨论了现有的各
类研究和业务大气观测系统的气候组成部分以及相关的计划，其中包括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以及与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 计划形成的重要交叉性联系。会员特别感谢该专家组在 GCOS 地面
网络 (GSN)、GCOS 高空网络 (GUAN) 和 GCOS 基准高空网络 (GRUAN) 方面所开展的工作。理事
会要求专家组在其未来的会议上继续就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气候观测要素提供明确
的咨询，并确保随着发展在 GCOS、WIGOS 和 WIS 之间实现全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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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获悉，GCOS/GOOS/WCRP 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OOPC) 秘书处已从位于巴

黎的 UNESCO 的 IOC 迁至 GCOS 秘书处。继海洋观测框架获得批准之后，GOOS 的各专家组已
得到重组。目前，GOOS 将由一个指导委员会和三个专家组负责监管，即海洋物理专家组 (OOPC)、
海洋生物化学专家组 ( 国际海洋碳协调项目将扩大，以涵盖海洋营养物和氧 ) 和一个新设立的海洋生
物专家组。GOOS 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和各专家组组长将于三月底在青岛召开会议。专家组的关键
任务是协调对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的评审工作，减少大气 - 海洋通量估值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并为
太平洋西部边界洋流的观测确定各项要求。预计专家组还将其工作重点扩大到沿海和大陆架海区。
理事会高兴地了解到与海洋气候相关的海流活动情况，并要求 GCOS 秘书处与各发起方密切合作，
以确保 OOPC 未来将得到持续的支持。
4.4.38

在 GCOS 各专家组开展工作的背景下，理事会注意到与专门从事天基气候观测的空

间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气象卫星协调组 (CGMS)、
WMO 空间计划及其建立的空间气候监测结构与之保持密切的联系。理事会建议，应在下一份有关
GCOS 充分性报告中涉及开发空间气候监测结构的进展情况和未来的各种需求，并要求 GCOS 秘书
处继续参与该结构今后各阶段的开发和实施工作。

GCOS 基准高空网络 (GRUAN)
4.4.39

理事会注意到，自过去若干年以来，GRUAN 的实施已取得了稳步进展，而且最初符

合 GRUAN- 质量的资料能够通过 NOAA 的国家气候资料中心 (NCDC) 获取。鉴于目前 GRUAN 由
16 个最初的基准站点组成，而这些站点主要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因此理事会鼓励其会员支持
GRUAN 的运行，特别是在北极和热带地区。理事会还注意到，已建立了基准站点评估和认证标准
以及实施过程。理事会鼓励那些维持 GRUAN 站点的会员开展正式的 GRUAN 认证和评估过程。

GCOS 计划评审
4.4.40

理事会注意到发起方对 GCOS 开展评审的现状。虽然过去 20 年以来，GCOS 计划

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已出现了几个新动向和一些新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GCOS 的任务和职
责。GCOS 指导委员会在 2011 年的第 19 次会议上表示欢迎对 GCOS 开展一次独立的评审，并感
谢 WMO 愿意牵头于 2013 年寻求开展这一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于 2013 年 3 月 26-27 日召开了第
一次会议。理事会要求在 2014 年召开的下次会议上了解有关评审的结果。

GCOS 合作机制
4.4.41

理事会认识到，GCOS 计划为改进各气候观测网络的合作机制在一区协取得了尤为顺

利的进展。在从区域基本气候站网 (RBCN) 获得 CLIMAT 月报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理事会注意到，
对于有效的 GFCS 而言，加强这类网络是一项重要的要求。 GCOS 指导委员会在上次会议上已注
意到，许多 WMO 会员尚未编发所有已列入清单的 RBCN 台站 的 CLIMAT 月报。理事会回顾了大
会提出的建议，即鼓励会员扩大这些观测网络，并敦促会员采取相应的行动。
4.4.42

理事会敦促会员在 GCOS 秘书处的支持下与政府主管部门保持联系，以启动或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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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GCOS 合作机制提供资金支持。理事会明确感谢德国、日本、瑞士和英国去年为 GCOS 合作机
制作出了贡献。理事会尤其感谢英国政府 ( 能源与气候变化部 ) 和英国气象局自 2013 年 1 日以来对
GCOS 秘书处中 GCOS 实施经理这一工作岗位所提供的支持。
WMO 空间计划

连续性与优化
4.4.43

理事会回顾到，正如最新的影响研究所确认的那样，有必要具备三个太阳同步轨道的

探测能力，以保持全球 NWP 模式的准确率。理事会赞赏 EUMETSAT 运行的 Metop-A 和 Metop-B
卫星在上午轨道上的双星交替运行配置。理事会欢迎新一代苏米 - 国家极轨卫星伙伴关系 (S-NPP)
的成功运作，并敦促美国 (USA) 确保这一航天器的持续运行直到联合极轨卫星系统 (JPSS) 系列提
供服务为止。注意到 FY-3 卫星的探测资料在 NWP 中使用的不断增加，理事会提请中国考虑在晨
昏轨道上部署 FY-3 系列卫星，这将使中国、欧洲和美国做出各种贡献，以优化的方式在全球 3 条
轨道上运行的太阳同步卫星群实现互补。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高度赞赏 CMA 正在探索有关调整
2011 至 2020 年中国气象卫星发展计划的程序，以便纳入一系列晨昏轨道 FY-3 卫星，这将有助于
显著改善地球观测及区域和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理事会认为中国的此项决定将成为天基全球观测系
统的一项巨大成就。理事会鼓励气象卫星协调组织 (CGMS)、EUMETSAT、NOAA 和其它卫星运行
方及 NWP 中心加强与 CMA 的合作，并要求 WMO 秘书长促进这一重要举措。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EUMETSAT 重申了其承诺，将确保上午星资料和产品的获取和使用。
4.4.44

理事会回顾了地球静止轨道观测对于长久天气监测和临近预报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

用。理事会欢迎 EUMETSAT 把覆盖印度洋的地球静止轨道观测延长至 2016 年底。回顾了自 2006
年 12 月以来美国在西经 60° 运行的另一颗 GOES 卫星所产生的效益，鉴于这一任务于 2013 年 6
月终止之后，以及在下一代 GOES-R 卫星部署在 GOES- 东部运行位置之前，南美大陆将只有有限
的观测覆盖范围，理事会对此表示关切。理事会还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拟实施高椭圆轨道气象卫星星
座计划的重要性，以实现对北极地区的准连续覆盖。
4.4.45

因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1(EC-65)- 避免基本天基观测中的空白。

空间气候监测的结构
4.4.46

理事会对朝着空间气候监测 (ACMS) 结构方向发展的战略表示欢迎，该战略的指制

定工作是由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CGMS 与 WMO 联合完成的，之前与 GCOS 和 WCRP
进行过磋商，该战略确定了一种发展 ACMS 的概念性方法。鉴于一旦最终建成，ACMS 将成为
WIGOS 的空间组成部分之一，并将成为支撑 GFCS 的观测和监测支柱，因此理事会建议考虑关于
进一步发展 ACMS 的以下要点：(1) 在 GFCS 框架内与用户界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一条基本
渠道，以掌握驱动该结构发展的用户对气候相关服务、产品和观测的各种需求；(2) 有待加强的实地
观测系统与空间观测系统在仪器标定和空间观测和产品检验方面的协同作用；以及 (3) 广大用户群
体 ( 服务团体和科学界 ) 参与征求反馈意见，监督 ACMS 可提供的服务及其所实现的各种效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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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突出强调了以下重要作用：未来 WMO 空间计划应继续在促进 ACMS 的实体和业务结构的发展
及其管理方案方面发挥作用。为了响应第 19 号决议 (Cg-16) 的要求，理事会提请各合作伙伴建立有
关这一结构的文件记录，并向第 66 次届会报告。

卫星仪器标定和相互标定 (GSICS)
4.4.47

理事会强调了卫星仪器相互标定的重要性，以确保空间测量的互可操作性、可溯源性

和长时期资料序列的一致性。理事会提请全球空间相互标定系统 (GSICS) 的成员将各项 GSICS 规
范和程序融入各自的业务方案。

能力建设与用户随时准备采用新的卫星系统
4.4.48

根据《CBS 关于确保用户随时准备采用新一代卫星指南》，理事会敦促各卫星运营

方和用户启动用户随时准备业务使用 2014-2018 年下一代业务气象卫星新数据流的项目，并将把干
扰业务转化时间的风险降至最低。理事会对虚拟卫星气象教育培训实验室 (VLab) 组织的一系列区域
培训活动表示欢迎。理事会赞赏 VLab 为提高会员对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各项新要求的认识水平
所做出的贡献。理事会建议与主要卫星用户大会相结合定期举办区域培训活动。

卫星资料和产品
4.4.49

理事会根据 CBS-15 的建议，通过了决议 12(EC-65)- 在 WIGOS 和 WIS 实施框架下

区域对卫星资料获取与交换的需求。
4.4.50

理事会回顾了直接读取服务的基本价值，旨在实时获取极轨卫星资料。另外，理事

会鼓励会员在每个区域实施协调有序的基于卫星的和持续的并符合数字化视频广播标准 (DVB-S 或
DVB-S2) 的全球卫星资料和产品的再广播服务，正如 《WMO 信息系统指南》所推荐的那样。理
事 会 赞 赏 EUMETSAT、CMA 和 NOAA 运 行 EUMETCast、EUMETCast-America、CMACast 和
GEONetCast-Americas 服务。关于 EUMETCast-America，理事会注意到 EUMETSAT 期望将来此
项服务能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与南美会员共同维护。理事会欢迎 JMA 计划实施 DVB-S/DVB-S2 服务，
以支持 Himawari-8 与 9 资料的分发，并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的名为 IRIMSAT 的包括卫星资
料在内的 DVB-S2 卫星广播服务。
4.4.51

理事会鼓励会员支持在 SCOPE- 临近预报倡议下开展的各项试点活动。

空间天气
4.4.52

理事会鼓励跨计划空间天气协调专家组 (ICTSW) 进一步就为国际航空提供的空间天

气业务产品和服务的定义方面与 ICAO 国际航线火山灰监视业务组 (IAVWOPSG) 开展合作，旨在为
修订《ICAO 公约》的附件 3 提供依据，供计划于 2014 年 7 月联合召开的 ICAO 气象 (MET) 会议
和 CAeM-15 审议。理事会强调了此项活动的重要性，这有利于业务空间天气预报和航空预报服务
早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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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信息系统 (WIS)
WIS 中心的实施情况
4.4.53

理事会注意到，截至 2013 年 3 月，对 WIS 中心的确定和分类表明共有 359 个中心，

其中 223 个国家中心 (NC)、121 个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DCPC) 和 15 个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ISC)。
WIS 中心在各区协的分布为：一区协 78 个、二区协 71 个、三区协 20 个、四区协 48 个、五区协 39 个、
六区协 103 个。各中心的完整名录可登录下列网站查询：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S/
centres。
4.4.54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截 至 2013 年 3 月，CBS 已 评 审 并 核 准 了 53 个 DCPC 和 8 个

GISC，并注意到，为了在 2013 年底前核准其余有条件指定的 GISC 以及评审 DCPC，已在深入
地开展审计过程。理事会注意到，七个 GISC 已完全投入业务，为四个区域提供服务。理事会进一
步注意到，巴西利亚、莫斯科和华盛顿 GISC 已建成并已由 CBS 审计通过。其余的 GISC 有望在
2014 年之前投入业务。理事会感谢中国、日本和韩国通过设在北京、东京及首尔的 GISC 提供临时
的 WMO 元数据管理服务。理事会感谢 CBS 为《WIS 手册》和《WIS 指南》提供关于元数据的相
关章节。理事会鼓励那些尚未采取同样做法的中心向其首要 GISC 进行注册或向临时负责元数据服
务的机构进行注册，以便着手管理其元数据。理事会要求这些中心将其与某一 GISC 联系的变化以
书面形式通知秘书长，其中要表明 GISC 同意支持该中心。
4.4.55

理事会注意到，尽管大部分计划已确定了 WIS 中心，但其初步名单的确定由为 CBS

下的各项计划提供保障的各中心主导，特别是由与世界天气监视网有关的各中心主导。理事会进一
步注意到，随着 WIS 元数据日趋成熟，能够完全支持各项服务、出版物和报告以及观测和资料，
WIS 的效益将会继续增长。理事会注意到，随着 WMO 通过 GFCS 等活动增进伙伴关系，会有越来
越多的中心 ( 包括国家气候和水文中心 ) 愿意利用 WIS 获取和发表出版物，从而与各技术委员会和
区域协会建立联系。理事会注意到，各会员在 WIS 中已确定了伙伴组织 ( 例如 ICSU) 的各中心，但
通过秘书处、区域活动和技术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可以进一步建立起跨组织的联系。
4.4.56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3 (EC-65) – 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

WIS 质量管理和基础设施开发
4.4.57

理事会回顾到，全球资料综合分发系统 (IGDDS) 最初侧重于在 WIS 背景下确定和业

务实施空基观测资料和产品的有效分发方法。理事会注意到，IGDDS 的范围已得到扩展，涵盖了陆
地和卫星通信，用以收集和分发卫星资料及其它重要业务信息。区域 ATOVS 中继服务 (RARS) 的
成功以及在建立卫星资料电信系统国际用户论坛 (SATCOM 会议报告：http://www.wmo.int/pages/
prog/www/ISS/Meetings/Satcom1_Toulouse2012/Satcom-Prep-Final-Report.doc.) 的方面进展是此
类整合的典型范例 。理事会强调了卫星资料和星基通信系统对 WMO 各会员的重要性，包括对于其
它活动 ( 例如，SWFDP 和 GFCS) 至关重要的资料收集系统以及预警、重在时效和业务的信息分发，
并要求提供 IGDDS 的各组织继续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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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回顾到，第十六次大会要求 CBS 为用户的认证和授权提供推荐规范，以控制

获取通过 WIS 交换的信息。理事会高兴地看到，GISC 的实施过程中正在解决这一问题，并鼓励
CBS 确定通用标准，以使在各 GISC 之间共享用户角色。鉴于 WIS 产品和资料内容的质量是由相关
WMO 计划负责，理事会强调，通过监测 WIS 的功能和服务来维护 WIS 标准非常重要。理事会注意
到，CBS 的中心验证过程取得了成功，能够确保 GISC 及其它中心符合 WIS 所要求的标准。理事会
鼓励 CBS 扩充审计程序，以便适时评估 WIS 各中心 ( 特别是 GISC) 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并使各项
持续改进活动得以拟定、实施和监督，作为对 WMO 质量管理框架的贡献。
4.4.59

理事会认为，WIS 可满足 WMO 各计划的许多信息管理需求，但尚需进一步开发，以

满足对各项标准和规范的注册要求，以及对各项新活动的要求，例如 GFCS 的 CSIS 部分。理事会
注意到，尽管 WIS 寻求使用全球标准通信方法，但电信的实际情况是，必须要作出一些非标准安排，
并且重要的是会员们要向秘书处通报此类安排，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和极地地区。
4.4.60

理事会回顾到，EC-64 已要求 CBS 提供针对 GISC 及其它已实施 WIS 的中心的能力

建设计划，以及能力建设活动，例如区域培训中心、远程学习系统和奖学金计划。理事会高兴地看
到自 EC-64 以来各业务 GISC 开展的各项活动，包括土耳其和德国在安塔利亚举办的通信研讨会，
和在墨尔本、莫斯科、首尔和东京举办的 GISC 研讨会，以及拟在 2013 年 6 月举办的埃克塞特 / 图
卢兹 GISC 联合研讨会。理事会强调，除了能力建设计划外，目前重要的是为开发针对 WIS 的系统
性培训包，并调查能力框架对于那些负责运行和管理 WIS 中心的机构是否可行。
4.4.61

理事会感谢至今仍对 WIS 的实施提供支持的所有会员。理事会鼓励 CBS 继续探索电

信和信息管理新技术开发的途径，以帮助各会员压缩信息系统的运行成本。理事会注意到，尽管将
继续对 WIS 进行开发和细化，但对于那些尚未采取同样做法的会员、区域及技术委员会而言，重要
的是制定 WIS 实施计划，以便符合大会设定的时间表，即预计到 2016 年全面实施 WIS。
4.4.62

理事会注意到，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已批准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1.3 版，并认为应当

被纳入《WIS 手册》( 见决议 13– 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
4.4.63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4 (EC-65) – WMO 信息系统质量管理和基础设施开发。

WIS 资料管理
4.4.64

理事会注意到，由于 WMO 台站代码不足，无法给会员领土内的每个台站分配一个唯

一编码，因而许多会员正面临着困难，这妨碍了国际信息交换。理事会感激地注意到，CBS 已解决
了这一问题，允许在表驱动码格式 (TDCF) 中确定更多的台站代码。CBS 的结论认为利用传统的字
母数字码解决这一问题的成本和所耗时间过高，理事会对此表示赞同。理事会鼓励 CBS 就扩编的台
站代码推荐一套分配程序，使之能够明确由哪个机构负责确保台站的观测质量，确保在分配台站代
码时与相关当局进行商讨，同时能够鼓励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观测资料进行国际交换，以支持 WMO
各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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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强调了各会员完成其各过程和系统过渡到符合 TDCF 以满足 CBS 过渡时间表

要求的重要性。未作转变的会员将无法从那些得到扩编台站代码的观测台站获取观测资料，并且得
到的观测资料数量会减少，因为观测系统的变化，使之制作的信息无法用传统的字母数字编码 (TAC)
表示。理事会敦促那些已与区域电信枢纽达成协议的会员在 TDCF 和 TAC 之间进行转换，以便对全
面过渡工作进行规划和实施，并提醒那些尚未实施 TDCF 使用方案的会员关于过渡的必要性，不进
行过渡，它们的 TAC 观测资料的到报率必然会减少。
4.4.6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建立航空信息交换以支持 ICAO 的 XML 标准 ( 被称为 AvXML)

方面，CBS 和 CAeM 已取得了进展。理事会还注意到，开发工作包括了 “ 逻辑资料模式 ”，名为 “metce”(
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交换模式 )。理事会要求 CBS 利用逻辑资料模式促进表驱动码格式与其它资
料表示法之间的一致性，并要求 CBS 为逻辑资料模式和源于它的 XML 表示法提出管理进展的方法，
以及就拟载入 WMO No.306–《电码手册》的文件提出建议。理事会注意到在制定 XML 标准过程中
确保一致性非常重要，并要求制定 XML 标准的 WMO 各计划在元数据和资料表示开发跨计划专家组
的协调下确保标准一致。
4.4.67

鉴于水文学委员会与开放地理空间联盟在开发水文信息 XML 表示法 (WaterML2) 方

面开展的工作，另鉴于通过 ISO 体系对 WMO 资料交换标准的正式认可将能够提升 WMO 标准的知
名度，理事会要求 CBS 协助 CHy 将 WaterML2 确定为 WMO 的一项标准，并为 WaterML2 获取正
式的 ISO 标准号码。
4.4.68

尽管认识到以其它标准机构制定的标准为基础的 WMO 标准带来了许多效益，但理事

会注意到，这也带来了修改外部标准的风险，对 WMO 各项活动产生意外的影响。为此，理事会鼓
励 CBS 研究应对方法，确保用于支持 CBS 所通过的外部标准所需的基础设施在标准使用期内仍然
可以提供。
4.4.69

理事会批准了 CBS-15 关于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编码手册》的相关建议，

并通过了决议 15(EC-65)-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关于全球电信系统和资料管理相关技术规则
的报告。

气候资料管理和应用
GFCS 的气候资料需求
4.4.70

理事会强调了在确保各种可能来源的气候资料和元数据 ( 包括历史资料 ) 的质量、及

时性和可获性方面全体会员开展协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使能够将其视为在 GFCS 下提供有效气
候服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理事会注意到用于气象、水文和海洋观测、资料传输以及资料管理方面
的各类技术，并认为需要系统协调一致地对这些资料进行管理。理事会欢迎 CCl 采取各种措施，与
其它技术委员会协商，建立必要的全球基础设施，确保利用共同商定和明确阐述的基本程序、规则
和系统规范来对资料进行一致的管理。理事会注意到，以 CCl 为首，正在讨论全球气候资料管理现
代化的方法和机制，其中包括实地和遥感资料以及 GCM 制作的资料。理事会要求 CCl 与其它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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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计划开展密切合作，特别是与 CBS 的 WIS 和 WIGOS 以及 GFCS 相关团组合作，按照 2010
年 CCl-15 提出的建议，促进将高质量全球资料管理框架从概念变为定义。

资料拯救和气候资料管理
4.4.71

理事会欢迎 CCl 拟定计划开发互联网综合资料拯救门户网站，从而更有效地协调全球

资料拯救活动。
4.4.72

理事会敦促大地中海地区 (GMR) 的会员就必要的基本气候资料和元数据交换开展进

一步合作，以便在该地区开发长期高质量的气候资料集，支持气候适应工作。该资料集是地中海资
料拯救活动 (MEDARE) 的长期目标的主要内容之一。

气候常年平均值
4.4.73

理事会注意到，CCl 牵头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磋商，以完善 WMO 会员在计

算和分发气候常年平均值方面所用的现有 WMO 定义和规范。CCl 管理组建议增加 WMO30 年气候
标准平均值更新的频率，更新周期从三十年改为十年，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这些更新能更好地反映出气候平均值，用于业务气候学和提供气候服务。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CCl
专家建议将 1961-1990 年仍作为稳定的 WMO 参照期，特别是用于全球长期气候变率和变化评估。
为此，该参照期应予以保留，直至科学推理表明需要一个新的参照期为止。理事会要求 CCl 就界定、
计算和提供 WMO 气候常年平均值方面，对《WMO 技术规则》提出修订建议。

世界天气记录
4.4.74

理事会重申了收集 WMO 全球数据集 ( 例如，广受认可的世界天气记录 (WWR)) 的

重要性。理事会高度赞赏在过去几十年来对 WWR 出版物给予的不断支持，但同时敦促各会员与
WMO 和 CBS 牵头中心开展合作，更新以往十年期 (1991-2000 年和 2001-2010 年 ) 的 WWR。
理事会还敦促各会员按照 WMO 的要求，根据年度提交 WWR 的新规范，提交 2011 年和 2012 年
WWR 以及未来的年度 WWR。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 (CDMS)
4.4.75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关于气候数据集管理系统 (CDMS) 的调查，并对到 2012 年中期，

会员的回复率达到 72% 表示满意和认可。此项调查分析为开展有针对性的气候资料管理能力建设提
供了良好的信息源。理事会鼓励各会员积极建立次区域、区域乃至全球 CDMS 用户群体，作为改进
CDMS 维护、升级和信息共享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4.4.76

理事会欢迎 CCl 气候数据集管理系统专家组 (ET-CDMS) 持续努力开发 CDMS 技术

规范，以便尽可能使各项功能标准化，并帮助各会员选择适合其气候资料管理需求的系统。理事会
要求 CCl 把为会员编写 CDMS 现代化需求目录指南作为优先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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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议题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1

理事会赞赏地认可 WCRP 正在组织一系列的区域项目、会议、能力发展和培训活动，

侧重于科学在气候服务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理事会鼓励会员参与将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的 WCRP/ACPC 非洲气候系统 - 解决优先研究差距用于非洲的适应决策会
议。非洲会议的总体目标是制定一个可付诸于行动的气候研究日程表，这将促进非洲到 21 世纪中期
到晚期的适应决策。此次会议是与非洲气候政策中心 (ACPC) 共同举办，将有整个大洲知名的和年
轻科学工作者与会。同样，WCRP-IPCC-EU 联合区域气候会议将于 2013 年 11 月 4-7 日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展示 IPCC 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的主要成果以及 CORDEX 第一
阶段的重点科技成果并确定未来的研究重点。理事会还高兴地注意到 WCRP 将组织一次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的气候与社会大会，将于 2014 年 2 月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
4.5.2

理事会认可 WCRP 为解决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对科学气候信息的

需求所做的重要贡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开展 WCRP 的活动与其他研究计划如全球大气监测
(GAW) 计划和 WWRP，以及 CHy、CCl、CBS、JCOMM 和 EC-PORS 等相关技术委员会和 EC 机
构的协调，以确保对气候研究的支持和鼓励。
4.5.3

理事会赞同由 WMO/ICSU/IOC 指定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科学委员会 (JSC) 在最近一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中国北京 ) 上提出的建议：根据面向社区的科学论文确定了六项 “ 重大科学
挑战 ”，其后在 WCRP 开放式科学大会上予以了讨论。这些重大科学挑战包括：
(a)

提供区域尺度有技术含量的未来气候信息

(b)

区域海平面上升；

(c)

冰雪圈与气候变化；

(d)

云和气候的敏感度；

(e)

水量变化；

(f)

极端事件的预测和归因。

提出这些重大科学挑战旨在整合 WCRP 四个核心项目，整合各种 WCRP 工作组和委员会的科学活动，
为决策者提供 “ 可付诸于行动的 ” 气候信息，以支持 GFCS 和未来地球等项目活动。
4.5.4

理事会欢迎建立一个新的 WCRP 区域气候科学和信息工作组 (WGRC)，以便在气候

科学的区域方面、气候服务和脆弱性、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气候影响和适应应用等有关方面提供战
略咨询。WGRC 将尤其在 GFCS 的四个近期重点方面做出贡献，并负责 WCRP 与 GFCS 用户界面
平台的衔接。在第一次会议 (2013 年 4 月 6-7 日 ) 上，WGRC 审议了气候服务的最佳做法，并准备
了关于 WCRP 如何能够最好地与 GFCS 的 UIP 互动的建议。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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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理会注意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第 16 次届会 (CAS-16) 将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26

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 CAS-16 将评议包括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测性试验 (THORPEX) 在内的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的进展，考虑 WMO 的重点方向，尤其是 GFCS 和 WIGOS/WIS，在会
员的协助下确定新的研究重点，并为未来的 WWRP 活动提供整体指导，包括后 THORPEX 遗产项
目和活动。
4.5.6

理事会鼓励会员积极参加 CAS-16 的准备和会议。

临近预报研究
4.5.7

理事会第 62 次届会责成 WWRP 制定一份项目计划，以更好地了解维多利亚湖雷暴

的动力学，理事会注意到了之后维多利亚湖研究和发展项目 (RDP) 的立项方面取得了进展。项目计
划建议建立更广泛的现场计划、鼓励当地天气机构和广大国际研究界的参与，以增强能力，使以维
多利亚湖为生的人生活更加安全。我们也动员了中尺度预报研究界实施一项广泛的高分辨率模拟计
划，以为项目做出贡献。理事会鼓励会员参与 RDP 的实施并筹集所需的资源。

中尺度及监近预报研究和开发项目 / 预报示范项目
4.5.8

理事会注意到几项基于临近预报和中尺度研究的 RDP/ 预报示范项目 (FDP) 正在开

展之中，或已被提了出来，这些研究旨在满足会员在天气相关研究方面提出的具体需要。此外，
WWRP/JSC 和 THORPEX ICSC 定期监测国际社会的大型野外计划，比如 HYMEX。HYMEX 于
2012 年秋和 2013 年春进行了野外试验，并记录了地中海沿岸形成的强降雨事件 ( 秋季 )，和由强风
过程造成的海洋深对流的形成 ( 春季 )。这些数据将有助于地中海区域中尺度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进
步。
4.5.9

FDP INCA-CE 是一项包括重大社会影响研究的中尺度研究项目，目的是制定道路安

全、民事防护和业务水文的跨国 ( 中欧 ) 战略。
4.5.10

RDP 拉普拉塔河流域项目的目的是示范使用加密观测资料和数值模式对南美共有流

域局地极端天气进行动态预报的可行性。
4.5.11

RDP/FDP FROST 2014 项目旨在为下一届索契冬奥会提供服务，现在处于测试准备

于冬奥会中使用的实时预报和临近预报设备的阶段，以展示复杂地形中高分辨率确定性中尺度预报
( 包括区域集合预报系统 ) 和高影响天气现象临近预报系统 ( 雪深、风、能见度、降水类型和强度 )
的实用性。

社会和经济研究及应用 (SERA)
4.5.1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SERA 工作组与海洋气象学计划就其 JCOMM/CHy 孟加拉、斐

济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岸淹没 FDP 进行了合作。理事会也注意到 SERA 预警示范项目概念文件起
草方面取得了进展，该项目现在包括 SWFDP 部分。

人工影响天气
4.5.13

人工影响天气信托基金是应 Cg-XV 的要求，为了促进人工影响天气领域的合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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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而建立的，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对该基金捐赠不足，这会明显影响未来的活动，包括组织人工影
响天气研究国际会议，对旨在评审人工影响天气指南材料和更新 WMO 有关人工影响天气的声明的
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组的活动。为了维持这些活动，理事会呼吁感兴趣的会员向人工影响天气信
托基金捐资。
4.5.14

理事会注意到，基于制定一个科学的 WMO 有关人工影响天气立场的需要，CAS-16

将考虑这项活动与其它新问题 ( 例如地球工程 ) 相比其重点程度和可持续性，并向理事会第 66 次届
会提出建议。

预报验证研究
4.5.15

理事会注意到预报验证研究联合工作组 (JWGFVR) 发布了一份热带气旋预报验证指

南文件，并将于 2013 年 6 月出版一期有关预报验证的《气象应用》特刊。这份特刊将包括一篇关
于预报验证的进展和挑战的评审论文、若干篇关于短期 \ 中期季节预报验证方法和气候预估以及严
重天气和天气预警得分的论文。工作组将在欧洲气象界年会 ( 里丁，2013 年 9 月 ) 期间举行一场为
期一天的集合验证研讨会，研讨会正在组织之中，这次研讨会将围绕验证结果的解读进行。理事会
鼓励 JWGFVR 继续工作，开发统一的验证方法，并向会员提供。

热带气象研究方面的 FDP/RDP
4.5.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热带气象研究领域有若干 FDP/RDP，包括西北太平洋热带

气 旋 集 合 预 报 项 目 (RDP, NWP-TCEFP)， 中 国 南 方 季 风 降 雨 实 验 (SCMREX)RDP 和 台 风 登 陆
FDP(TLFDP)。
4.5.17

NWP-TCEFP 于 2010 年启动了热带气旋集合预报，旨在使用 TIGGE(THORPEX 交

互式全球大集合 ) 气旋 XML(CXML) 资料，为台风委员会的热带气旋预报员提供近实时指南。理事
会赞赏地注意到，根据 2012 年 12 月从会员通过调查收集到的结果，网页将进行改进。理事会还注
意到该项目已开始对西北太平洋中期时间尺度热带气旋的可预报性进行评估。
4.5.18

SCMEX RDP 旨在使用从地面、飞机和卫星上运行的新一代实地和遥感系统改进对降

水过程的观测，从而说明对流云的内部结构和环境，以及能够分解和代表季风热动力的先进高分辨
率模拟设备的使用。SCMREX 的试验阶段定于 2013 年 5 月进行，实施阶段将于 2014 年 5 月进行。
4.5.19

TLFDP 将延长至 2015 年，以将热带气旋生成预报包括在内，并最终开发出生成预

报验证技术。

2013 年 10 月第 5 届国际季风研讨会
4.5.20

理事会注意到第 5 届国际季风研讨会 (IWM-V) 和台风培训研讨会目前定于 2013 年

10 月 ( 中国，澳门 & 香港 ) 举行，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为研究和预报人员提供一个平台来讨论与全
世界台风地区的高影响天气预报相关的所有时间尺度 ( 中等、天气、延伸、跨季、气候 ) 的近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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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前问题。
2014 年 11 月第八届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 / 第三届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
4.5.21

由 WWRP 和热带气旋计划 (TCP) 联合组织的许多研究研讨会和项目提供了很好的

机会，使关注将研究和技术进展转化为业务的业务预报人员和研究人员能进行积极的互动。由于注
意到这点，理事会敦促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促进业务预报人员对这些活动的参与，特别是第 8 届国
际热带气旋研讨会 (IWTC-VIII) 和第 3 届国际热带气旋登陆过程研讨会 ( 韩国 )，这两项活动都将于
2014 年 11 月举行。

THORPEX 遗产项目
4.5.22

根据会员和 GFCS 的要求设立了三个 THORPEX 遗产项目，即次季节至季节预报项

目 (S2S)、极地预测项目 (PPP) 和高影响天气预报项目，其中第三个项目是正在酝酿的新项目，理
事会对此表示满意。 前两个项目经由 EC-64 批准，已经根据第 16 号和 17 号决议建立了其信托基金，
国际协调办公室正在筹备中。理事会鼓励会员参与这些项目的实施并提供所需的资源。理事会注意
到 THORPEX 将持续到 2014 年，并鼓励会员继续支持 THORPEX 信托基金，以便完成该计划。

高影响天气预报项目
4.5.23

理事会承认很多会员会员要求建立第三个 THORPEX 遗产项目，即从几分钟至几个

星期时间尺度的高影响天气预报项目，该项目有很强的社会经济应用组成部分。于 2013 年 3 月在
德国卡尔斯鲁厄举行的高影响天气预报改进研讨会提议制订该项目的实施计划。理事会对最近建立
高影响天气预报工作组表示欢迎，该工作组将完成项目实施计划，并提交 EC-66 审议。

WWRP 开放式科学大会
4.5.24

世界天气开放式科学大会 (OSC) 将于 2014 年 8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理事会高

兴地注意到本次会议的组织工作进展良好，并且已经建立了有广泛国际代表性的国际组委会 (IOC)
及其子机构。IOC 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在 AMS 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会议。
OSC 的中心主题是 “ 地球系统的无缝预报：从临近预报到中尺度和季节预报 ”。世界天气开放式科
学大会将大力强调关键领域的应用以及年轻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积极
参与。

全球大气监测计划 (GAW)
GAW
4.5.25

理事会认可全球大气监测计划 (GAW) 取得的良好进展，特别是 2013 年 3 月举行的

GAW2013 研讨会所取行的进展 ( 网址：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gaw2013symp.
html)。 理事会注意到 GAW 已经发展成熟，其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到位，科学咨询组 (SAG) 制订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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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导观测的文件，如数据质量目标文件 (DQO) 和标准操作程序 (SOP) 文件。理事会注意到 GAW
的支柱是在边远地区进行的观测，所以要保持这个观测网络的性能。在这方面理事会承认 GAW 观
测是了解温室气体和其它气候强迫因子的基础，而这些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和 GFCS 的基本要求。
4.5.26

理事会注意到 GAW 与 GFCS 的健康、农业、减灾和水 ( 水质 ) 重点领域有重要联系。

理事会也注意到在 WMO 和 WHO 于 2012 年联合出版的《健康与气候图集》中，GAW 为其 11 个
领域中的 5 个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理事会要求 GAW 继续进行在健康方面的合作。
4.5.27

维护和优化 GAW 观测系统是一项重要的长期要求。理事会注意到目前有一些差距并

鼓励会员弥补这些差距。理事会赞赏几个会员在发展大气化学和相关物理参数观测网络方面所做的
努力。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芬兰、德国、丹麦和比利时新建的区域台站加入了 GAW 计划，这
是很有价值的贡献。理事会强调在南极和北极以及热带地区进行观测的站点具有特殊重要性，包括
三个印度尼西亚的站点和一个马来西亚站点。大多 GAW 站点都进行温室气体、气溶胶和臭氧观测，
理事会注意到这些观测对于 GFCS 的观测支柱也做出了贡献。
4.5.28

理事会注意到 GAW 必须将社会经济需要考虑在内，以保证对计划的支持。此外理事

会同意加强 GAW 价值链对 GAW 来讲非常重要，这个价值链从研究驱动观测和业务观测延伸到模
式开发和应用，再到服务。在这方面，会员对研究、基础设施、能力和制度建设的贡献至关重要。
当前使用和分析观测的例子有：权威的 WMO 温室气体和臭氧公报、UV 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和预报、
用于火山灰探测的观测、以及将大气化学及相关成分纳入 NWP。
4.5.29

理事会同意观测质量与其对用户的价值直接相关。在这方面理事会赞赏 GAW 计

划中与质量保证系统和能力建设相关的发展。理事会欢迎韩国气象厅建立世界六氟化硫校准中心，
达沃斯物理气象观测台建立世界紫外线辐射校准中心，以及美国 NIST 提议建立萜烯中心校准实验室。
理事会赞赏起草对流层臭氧和 VOC 观测指南文件专家组的工作。理事会对瑞士在 CATCOS 项目内
拓展 GAW 观测网络和加强能力建设的措施十分满意，并建议其它会员也采取相似的措施。
4.5.30

理事会注意到 GAW 与 IGBP 全球大气化学 (IGAC) 项目就大城市和生物质燃烧的合

作卓有成效，要求 GAW 继续与 IGAC 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并在制定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综合计
划的战略方案方面进行合作，由此将双方的合作拓展到空气污染和气候相互作用领域。理事会也
注意到 GAW 与欧洲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 (GMES) 中的大气成份和气候监测项目的第二阶段
(MACC-II) 有很好的联系，例如 GAW 测站会向该项目提供资料，而 GURME 会在空气质量模拟活
动中将 MACC-II 作为边界条件。
4.5.31

理事会建议 GAW 积极参与 “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 ” (CCAC)，以为这项全球项目处理与

短期气候强迫因子 ( 臭氧、沼气和煤烟 ) 相关的事宜提供科学依据。
4.5.32

理事会注意到 2014 年为 GAW 建立第 25 周年，建议会员考虑该事宜并适当计划活动

庆祝 GAW 取得的成绩，同时确保 GAW 未来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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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RME
4.5.3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于 2012 年 12 月成功地在日内瓦主办了第四届国际空气

质量预报研究研讨会 (IWAQFR)，前三届研讨会都在北美举办。理事会欢迎智利圣地亚哥于 2013 年
10 月主办第 5 届研讨会，这为拉丁美洲能更好地参与这项活动提供了更多机会，而拉美的参与是非
常重要的。
4.5.34

理事会要求 GURME 像此前为卫生相关服务所做的那样，研究应对城市其它有关环境

的问题，如噪音污染、水文难题和水资源问题的可能性。
4.5.35

理 事 会 赞 赏 WMO 与 IGAC 联 合 出 版 的《 大 城 市 对 空 气 污 染 和 气 候 的 影 响》( 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documents/Final_GAW_205_web_31_January.pdf)， 媒
体广泛报道了这份出版物。该报告研究了非洲、亚洲、南美、北美和欧洲的资料，是第一份对于可
用的大城市空气污染信息的国际评估。由于对各大城市的现有科学认识水平各有所不同，所以暂时
还无法全面综合地评估大城市对空气污染和气候的影响。现在许多科学问题尚待解决，许多城市区
域仍旧需要综合空气质量管理战略。
4.5.36

人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大城市对局地空气质量的影响。近些年来大城市的人为排放

对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过去科学和政策界基本上是分别对待空气污染和气
候变化的。但现在人们认识到空气污染物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也会改变
大气化学。所以空气污染、天气形势和气候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互交融的，应当以一种综合
的方式解决问题。报告认为由于这些联系，可以说大城市是通过同时进行空气污染控制和气候变化
减缓实现双赢的最佳区域，理事会同意报告的这一观点。
4.5.37

刚刚开始实施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的城市区域可以向已经制定了这方面战略的城市学

习。老城市的发展一般都伴有明显的空气质量退化，经验说明新城市可以避免这一点。理事会要求
会员酌情采取适当措施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4.5.38

理事会建议在 4 年内再次评审这项大城市评估。

WCRP, WWRP 和 GAW 合作研究计划
4.5.39

理事会认识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和全球大

气监测网 (GAW) 之间展开密切合作，对于充分了解大气成分、天气及气候过程之间复杂的反馈机制
是非常重要的。用户不断要求精度更好、相关性更高以及针对性更强的服务，最好的解决之道是运
用时空尺度以及有助于并影响预测技术的地球系统的各个组分之间的无缝研究策略。

数值实验工作组 (WGNE)
4.5.40

理事会认可数值实验工作组 (WGNE) 于 2012 年 11 月 5-9 日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第

28 次会议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涵盖了重要的议题，如季节内到季节性项目、极地预测项目 (PPP)、

6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极地气候预测计划 (PCPI)，以及天气 — 气候模式和气溶胶的衔接。WGNE 负责推动开发大气环流
模式，以应用于任何时空尺度下的天气、气候、水和环境预测，并负责诊断、解决模式的缺陷。工
作组决定将：(a) 加强 WGNE 和 THORPEX 资料同化与观测系统工作组之间的联系；(b) 加强区域
集合预测系统与 THORPEX TIGGE-LAM 工作之间的协调；(c) 对模式动量收支开展专项研究；(d)
核查 S2S 资料库中储存的关键变量清单；(e) 公布全球模式的热带气旋预报的检验结果；(f) 推荐用
于降水预报检验的评分和自助法；(g) 进行气溶胶的个案研究，并且确定气溶胶对目前季节性到年际
预测的影响；以及 (h) 从模式中心中找出北方夏季季节内变率 (ISV) 专有的度量指标。
4.5.41

理事会注意到，WCRP/WWRP 大气季内震荡 (MJO) 专题组目前是 WGNE 的直接下属，

因为提高对 MJO 及相关的热带 ISV 的认识和预测对于气候、天气界以及它们所支持的决定而言至
关重要，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该专题组有望为季节内到季节性项目做出主要贡献，并且目前
主要围绕四个子项目展开：(a) 以过程为导向的 MJO 模拟诊断法和测量法；(b) 北方夏季季风 ISV 监
控和预报指标；(c) 简化的 MJO 指标以及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 5 阶段的分析；以及 (d)MJO 的纵向
结构与热传导过程。

季节内到季节性预测项目
4.5.42

理事会注意到 WCRP 和 WWRP 合作进行的季节内到季节性预测 (S2S) 项目实施取

得的进展，该项目旨在提高其在季节内到季节性时间尺度上的预报技术和认知程度，并且促进业务
中心对 S2S 的吸收以及应用界的利用。项目重点关注了发生极端天气的风险，包括热带气旋、干旱、
洪涝、热浪以及季风降水的消长变化。为达成这些目标，规划组主张在 THORPEX 的交互式全球大
集合预报系统 (TIGGE) 针对中期预报 ( 最多 15 天 ) 的数据库标准以及 WCRP 针对季节到年际间预
报的气候系统历史预报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详尽的季节内 ( 最多 60 天 ) 预报与再预报数据库。
理事会认可了规划组 2013 年 2 月 5-7 日在英国气象局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成果。这次会议中讨论
了研究季风、MJO、非洲、极端天气与检验的子项目，并且审查修订了数据库存档变量。在 EC-65
期间，WMO 和韩国气象厅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正式决定在韩国建立 S2S 国际协调办公室。理事会
欢迎这一对 S2S 的切实贡献，并敦促会员考虑为 S2S 信托基金捐资，以确保该项目拥有足够的资
源来展开其计划的行动。

极地预测项目
4.5.43

理事会注意到新启动的为期十年的极地预测项目 (PPP) 所展开的行动，特别是结束了项目

实施计划的编制工作，以及在 PPP 指导组的领导及其与 “WCRP 极地气候可预测性计划 ” 的密切合
作之下展开的 “ 极地预测年 ” 行动所取得的进展。PPP 的宗旨是 “ 推动国际合作研究，促进改善对
极地天气及环境从小时到季节的预测服务 ”。这一宗旨代表了新兴的 WMO 全球极地综合预测系统的
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一个会员国提出愿意承担该项目的国际协调办公室，对此提议理事会表示
欢迎。理事会表示，该提议代表了成员为该项目做出的切实贡献，但该项目信托基金向会员提出的
捐资需求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理事会敦促会员考虑积极向 PPP 信托基金捐资，以便保证该项目
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计划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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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预警咨询与评估体系 (SDS-WAS)
4.5.44

理事会注意到，WMO 与 UNEP 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份协议，旨在利用双方各自的比较

优势来推行 “ 西亚地区沙尘暴评估 ” 项目。该项目重点涉及海湾合作委员会会员国、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以及土耳其，将制定客观性指导意见，促进建立区域沙尘暴应对制度机制及基础设施，并进而提
高气象服务在监测和预报大气尘埃过程方面的能力。理事会同时也注意到，该项目的成果将会形成
一份报告，为将来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 SDS-WAS 区域节点提供指导。
4.5.45

理事会注意到了泛美中心的建立，这是 SDS-WAS 的第三个区域节点。该泛美中心由

查普曼大学主办，将覆盖北美、中美和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理事会敦促该地区所有会员对这个新
建中心伸出援手，以确保对飞尘这一危及健康、安全和基础设施的危害有一个全球视角。
4.5.46

理事会注意到，CAS 与 CBS 已经展开协调合作，旨在建立一个经 CBS-15 批准的区

域专业气象中心，专门进行大气沙尘暴预报 (RSMC-ASDF)。
4.5.47

理事会注意到，SDS-WAS 实施方案将在 2013 年进行更新。它将允许有关会员自主

协调区域性研究，进一步细化将研究模型构建工作转化为沙尘业务预报的步骤，提议建立一个促进
现有区域协作组分进行国际性协调行动的机制，并且建议建立一个信托基金，用于支持 SDS-WAS
全球协调行动，这些行动将在下一次理事会届会予以考虑。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 – 国际极地倡议 (IPI)
4.5.48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长期合作极地倡议机构间指导小组提出的关于国际极地倡议

(IPI) 的建议。理事会感谢指导小组旨在公正地审查国际极地十年 (IPD)( 于 2011 年提出作为保护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IPY) 宝贵经验的一种方法 ) 需求的工作，并认识到指导小组已经卓有成效地
开发出了 IPD 的观点，并演变成了 IPI 概念。
4.5.49

理事会认为 IPI 代表了一种新的尝试，以高效地应对极地观测、研究和环境服务现有

的挑战，这是与极地区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以及它们可能的全球影响相关联的，在这方面 IPI 有潜
力协助 WMO 实现极地区域关于发展更更持续的观测系统和环境信息服务方面的目标。理事会感兴
趣地注意到，该 IPI 概念草案包含将 “ 第三极地区 ” 的观测、研究和服务纳入 IPI 活动范围的建议。
理事会认为纳入这些事务是积极的进展，并感谢长期合作极地倡议机构间指导小组拟订 IPI 概念草案。
4.5.50

理事会注意到， IPI 概念草案已提交给多个国际组织和科学论坛，它们均初步非正式

表示了对这项活动的支持。
4.5.51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在其第四次会议

上 (2013 年 3 月，中国兰州 ) 再次审议了 IPI 概念草案。
4.5.52

理事会同意，为了确定 WMO 参与 IPI 的优势，指导小组必须要完成 IPI 概念。理事会要

求 EC-PORS 在机构间指导小组继续代表 WMO。 GIPPS、GCW 和 AntON 等 WMO 极地冰冻圈计

6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划可被视为 WMO 对 IPI 的贡献，也可以考虑 IPI 与 “ 未来地球 ” 的潜在联系。
4.5.53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 EC-PORS 与有关国际组织广泛磋商并就 WMO 参与 IPI 的最佳水

平和方式征求它们的建议，供理事会在 EC-66 上审议。

4.6

能力发展 ( 议题 4.6)

WMO 能力发展战略实施计划 2012-2015
4.6.1

理事会回顾了决议 49(Cg-16) 呼吁制定 WMO 能力发展战略 (CDS), 根据 Cg-16 的讨

论结果，CDS 中应提出协调一致和前后连贯的途径，以供 WMO 开展能力发展活动，实现发展中国
家 NMHS 的可持续发展，重点要特别放在最不发达国家 (LDC)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上，以
使其履行职责。CDS 还提出了一个框架，以使结合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WMO 联办计划、WMO
计划以及秘书处在能力发展方面的作用，促进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有关方面的沟通，重点应特别放
在战略优先领域，但又不限于这些领域 ( 如 GFCS、航空气象、WIS/WIGOS、DRR)。
4.6.2

理事会注意到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 (ECWG-CD)

会议评审了 WMO 能力发展战略 (CDS) 并进一步起草了 CDS 实施计划 (CDSIP), 以提交 EC-65。
[ECWG-CD 第 2 届 会 议 的 完 整 报 告 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ECWGCD_2013_Final_Report.doc.]
4.6.3

理事会收到并讨论了能力发展实施计划 2012 － 2015(CDSIP)。理事会同意实施 CDS

的总体方法并注意到从草案开始 ECWG-CD 关于文件的工作就提交给了 EC-65。理事会特别承认
CDSIP 包括以下内容：执行摘要、本周期的重点工作、一个显示计划和负责机构的每项活动的详细
表格，有关针对每项 CDS 战略目标的 WMO 常规预算分配的成本信息。理事会也注意到了各区协和
技术会员会主席协调 ECWG-SOP 的努力。
4.6.4

理事会承认 CDS 的战略目标是长期的，有赖于许多参与方和其它因素，CDSIP 在这

个周期中的活动包括将在未来 3 年完成的活动以及已开始的、将在未来产生效益的活动。所以理事
会认为 CDSIP 在 WMO 内采用了一种更加综合、更有层次的活动方式，作为一个整体，这种方法增
强了 NMHS。这种方法也明确需要额外行动的关键领域。
4.6.5

所以理事会同意 CDSIP 为本周期的剩余部分提供一个更好的行动基础，并批准决议

16 (EC-65) – WMO 能力开发战略实施计划。
4.6.6

理事会承认为了提高用于和关于 NMHS 信息的可用性和使用而加强 WMO 的知识

管理对于 CDSIP 的成功非常关键，所以支持建立 ECWG-CD 国家概况数据库 NMHS 分类工作组
(CPDB)。鉴于这点，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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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了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的原型 (CPDB) [http://www.wmo.int/cpdb] 一旦完全

实施，就可以改变收集和应用理解 NMHS 的需要和建立能力发展的重点方向的基本信息，所以要求：
(i)

在安全机制可以接收会员的更新信息时，会员应快提供本国的这种信息，以纳
入 CPDB 中，

(ii)

EC WG-CD 与 EC WG-SOP 协商后进一步解决如如优化 CPDB, 以评估和监测
NMHS 的发展，

(b)

(iii)

根据实际情况和可用资源尽快使 CPBD 运行；

(iv)

秘书长分配充足的资源，以确保其早日完成。

承认拟议的分类应当强调对 NMHS 投资的需要，以提供所需的服务，并满足 WMO
的标准，所以要求：
(i)

NMHS 的分类应当基于请客标准，同时灵活地考虑国家需要；

(ii)

基于这些标准，分类方案应当支持每个 NMHS 完成权限并评估能力所需的服务
级别。

4.6.7

理事会赞赏已进行了说明八步程序的案例研究 ( 见决议 16 附录中的 WMO 能力发展

战略实施计划附录 2)，并鼓励各国做更多研究。
4.6.8

理事会认识到新发布的气象部门作用和运作在线指南为 WMO 会员提供了有用的资

源，并要求保留并提高其在 WMO 网页上的可见度；

教育和培训计划

人员能力开发
4.6.9

理事会回顾到决议 31(Cg-16)，该决议概述了本财务期 WMO 教育和培训计划 (ETRP)

的主要重点、战略及活动领域。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在成功地致力于秘书长所要求的各活动领域。
理事会还注意到，尽管有些区域协会积极踊跃地评审其教育和培训需求和能力，并与所支持的区域
培训中心进行协调，但仍可以且应当作出更多努力。同样，如果在所申请课程的选择上再多斟酌一下，
并且在提名候选人参与这些课程时对是否合适再多考虑一下，各会员似乎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教
育和培训机会。
4.6.10

理事会认识到，澳大利亚、中国、芬兰、法国、以色列、日本、挪威、韩国、俄罗斯、

土耳其、英国和美国做出了宝贵贡献，帮助 WMO 所有会员致力于本财务期内高优先重点领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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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还认识到了各会员对各计划领域，如公共气象服务、热带气旋、卫星、SWFDP、海洋气象学
和海洋学，的教育和培训活动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贡献包括为奖学金和极短期的培训活动直接提
供预算外资金或实物捐助，比如通过部分或全额资助教育培训活动或减免费用及其它帮助。所有这
些直接和间接的捐助为所有会员显著提供了更多、更广的教育培训机会和资金。

奖学金
4.6.11

理事会重申了 WMO 奖学金计划对于会员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由于 WMO 常规

预算下的可用资金不足以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基础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需求，
也无法满足与 WMO 高优先重点领域有关的新需求，因此理事会鼓励各会员积极寻求多边机会为奖
学金提供资助。有鉴于此，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尤其是那些主办 RTC 的会员，帮助进一步确定奖学
金的机会或成本分摊机会，这可以使 RTC 以及所属国家级和区域级机构提供更多数量、更多种类的
机会。这些机会包括部分奖学金资助，比如通过免除学费、提供住宿或承担生活费以及提供长期和
短期在职培训经历。
4.6.1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研究领域的奖学金机会得到扩大，例如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六

个月实习课、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TWAS) 以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合作开办的博士学位课程。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提高其能力，支持 WMO 高优先重点领域的活动，特别是
GFCS。
4.6.13

理事会回顾到，WMO 奖学金计划包括了为近期任命的常任代表 (PR) 的考察访问提

供资助。理事会承认这些访问有助于新任常任代表尽快了解本组织和秘书处的工作以及其它会员主
办的一些 WMO 关键中心的工作。理事会还承认对 WMO 及其会员的这些访问会带来的直接和间接
成本，尤其是目前的情况是资金不增反降，而且对有限的奖学金资金的需求日增。在此背景下，理
事会感谢 WMO 奖学金委员会 (FELCOM) 对考察访问所做的过程和程序评审工作。理事会注意到，
对长期奖学金的支持和对近期任命的常任代表的资助以及 FELCOM 努力将考察访问的直接成本保
持在低于奖学金计划常规预算的 10% 之间需要有微妙的平衡。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将考察访问保持在
奖学金计划常规预算的 10% 之内。理事会赞同秘书长的决定，更新对考察访问要求的指南 ( 见本报
告的附录 6) 并将所要到访的中心数量减少为两个。减少出访时间以及减少出访国数目有助于在有限
的资金和访问要求之间实现平衡。理事会鼓励常任代表利用其它方法实现考察访问的目标，例如电
话会议，以及利用其他差旅机会顺访。理事会鼓励常任代表提供简历作为其访问要求的一部分，以
帮助秘书处和作为接待方的会员更好地为访问作好准备。
4.6.14

理事会感谢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努力制作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新简

明指南来帮助常任代表和潜在候选人申请 WMO 奖学金。理事会注意到，目前正在对 WMO/ETRNo.18 出版物《WMO 奖学金政策和程序手册》进行更新 ( 仅英文版 )，并要求将本次届会有关考察
访问的决定纳入其中。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根据 WMO 出版指南，修订后的出版物需要更名。
4.6.15

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在回复 WMO 奖学金报告方面作出的改进，并赞同对 WMO 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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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提名表进行修改，以便在审议访问要求时为 WMO 奖学金委员会提供更多的信息。理事会要求秘
书长尽快向各会员提供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新表格副本。
4.6.16

据加勒比气象水文研究所 (CIMH) 的报告，在可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为满足最不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奖学金需求、并应对不断增加的培训成本，CIMH 已通过项目和各区域机构
在加勒比地区成功筹集培训资金。CIMH 进一步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资金被用于与 WMO 共
同资助的培训。最后，CIMH 感激地注意到 WMO 愿对四区协和其它地区的 RTC 普遍受益的对培训
师的培训提供支持。

区域培训中心
4.6.17

理事会回顾到，区域培训中心是 WMO 教育和培训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且其各

项活动预计会明显有助于 WMO 在本财务期开展高优先重点领域活动。理事会注意到，两年来，阿
尔及利亚、巴巴多斯、中国、埃及、印度、肯尼亚、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尼日利亚、菲律宾、卡塔尔、
俄罗斯、土耳其的 RTC 通过为各会员提供长期和短期培训机会，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理事会进
一步回顾到，由于关注如何支持及资助不断增多的区域培训中心，同时由于报告表明约有 50% 的区
域培训中心未得到会员的利用或利用率极低，因此，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已着手审议 “ 区域培训中
心的未来作用和运行 ”。理事会认为，尽管由于沟通问题或人员变动，活跃度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
显然，会员没有利用或未能利用所有 RTC 提供的机会，因此，要对这一情况加以评审。据 CIMH 报告，
它向四区协内 NMHS 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支持能力评估的在线专业发展课程已连续第二年举办，对该
课程的需求在不断增加。CIMH 还报告说，它准备在下一次课程中给来自四区协以外的 NMHS 的人
员安排少数座位。理事会赞赏 CIMH 支持其他地区的 NMHS 发展的举措。
4.6.18

理事会注意到，各 RTC 主任已于 2012 年 12 月在德国朗根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建议评审组在其审议过程中应当考虑更多其它领域，其中包括：专业化 ( 主题、等级和语言 )；
提供方法 ( 面对面、远程学习 )；活动持续时间 ( 极短期 (1 个月以内 )、短期 (1-6 个月以内 ) 和长期 (6
个月以上 ))；支持 RTC 活动的各类国家资助和其它资助的额度；培训与教育 ( 短期和极短期，主要
是针对工作的培训，以及长期，更侧重于学术类且涉及 NMHS 人员的能力建设 )；以及对 WMO 及
区域优先重点的应变能力。鉴于主题的重要性，理事会对缓慢的进展表示关切。理事会要求专家组
立刻采取行动，以便在即将举办的教育和培训研讨会上就该问题进行有根据的讨论。理事会高兴地
注意到，在朗根会议期间，一些 RTC 达成了若干合作项目，包括肯尼亚和加勒比地区之间的人员交
流和专业知识交流，以及欧洲及周边地区的培训中心与东亚某个可能的联盟之间的合作。理事会对
此表示欢迎，并鼓励主办这些机构的 EC 成员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结对活动。
4.6.19

理事会获悉，由于一些国家存在安全问题，商定的 RTC 评审中，有三个无法进行，因为专

家组成员未能得到其国家政府对支持此项任务的批复。理事会注意到，ETR 办公室已在确定方案，
调整评审时间表，保持评审计划正常进行，直至对 “RTC 未来作用和运行 ” 的评审取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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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回顾到 EC-64 曾要求第一、第三、第四和第六区域协会主席向 EC-65 说明各

自区域对活动不积极或处暂停状态的 RTC 的建议。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一、三、六区协主席提出，
正在就如何使 RTC 协助满足其教育和培训需求一事进行富有前景的讨论，另据四区协主席，哥斯达
黎加 RTC 在积极通过面对面和远程课程对各会员提供支持。理事会赞赏巴西的建议，即转移到由积
极提供气象教育培训的几所巴西大学和研究所组成的虚拟 ( 网络 )RTC。理事会建议 EC ETR 专家组
在正在开展的 RTC 审议当中考虑这种做法。

教育和培训活动
4.6.21

理事会回顾到，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 WMO 各技术委员会在本财务期内将人员

能力需求开发作为高优先重点。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CBS 内部为一般天气预报和公共天气服务咨询
人员制定能力要求所开展的活动，同时也注意到 JCOMM 决定建立一个工作组，为海洋气象学领域
制定能力要求。鉴于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和对会员的潜在效益及影响，理事会要求其教育和培训专家
组继续积极与这些工作组保持联系，并协助广泛分发能力草案，确保技术委员会在考虑尽可能将其
纳入《WMO 技术规则》时作出周详且合理的决定。理事会再次确认，制定和保持能力要求的职责
属于各技术委员会，但要求其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与各技术委员会保持联系，确保采取一种通用的方
法制定能力要求。
4.6.22

理事会感谢其教育和培训专家组针对从事教育和培训提供的人员起草能力要求以及

确保对拟议的能力要求开展广泛商讨。理事会审议了 “ 对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育培训提供方能
力要求 ”，其中包括六项最高能力及其应用条件，以及相关描述、绩效标准和知识要求 (http://www.
wmo.int/pages/prog/dra/etrp.php)。
4.6.23

理事会注意到，这些要求的批准通过应符合 WMO 质量管理方法，同时加以补充并

依据 EC-64 指南，即未被认可作为其东道国正式培训提供方的培训机构应遵循 ISO 29990:2010(E)‘ 非正式教育和培训的学习服务 – 对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 ’。理事会注意到，各会员可在全国范围
推行更高的要求。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7(EC-65)- 对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育培训提供方的能力要
求。
4.6.24

理事会还赞赏其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编写相关的《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员指南》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1114_Guidelines_for_trainers_NEW_en_rev.pdf)。
4.6.25

第十二次 WMO 教育培训研讨会定于 2013 年召开。理事会注意到法国气象局诚意

提出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在图卢兹的国际会议中心承办此次研讨会，这与此前一周的 CALMET 研
讨会相衔接。理事会认为，先后相继举办的这两个会议也便于 CALMET 研讨会的与会者参与此次教
育培训研讨会。理事会注意到，此次教育培训研讨会是 WMO 教育培训界的一次关键机会，可以借
此协调和商讨其如何帮助会员和区域协会实现其目标。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此次研讨会将涉及
下列一些问题，例如教员和一般预报员能力、远程学习、区域培训中心的未来作用和运行，以及对
高优先重点领域 ( 如 GFCS 和航空气象学 ) 的教育培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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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CHy-14 修订并通过了 2013-2016 年 WMO 水文学和水资源教育培

训战略。在该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注意到，为了支持使用《WMO 测流手册》(WMO-No.1044)，已
编写了综合培训教材 ( 包括幻灯片、讲义、视频和练习 )，并在加纳、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开办
了课程。同样，已在编写针对《洪水预报和预警手册》(WMO-No.1072) 以及《枯水流量预估和预测
手册》(WMO-No.1029) 的材料，虽然尚不够全面。基于 WMO/COMET®/NWS 模式的基本水文科
学远程学习课程仍在继续开办，并增加了新的课程。2012 年 11 月 /12 月在印度开办了这一课程，
当地有 42 名学员参加，2013 年 4 月 /5 月在肯尼亚举办了这一课程，有 46 名非洲学员参加。CIMH
注意到，其水文学在线课程将于 2013 年 8 月到位，并将于 2013 年第四季度提供给四区协人员。最后，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CHy 专家对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务管理局 (PAGASA) 编写为期 9 个月
的《水文学家培训课程》教学大纲给予了支持，此课程拟于 2013 年 7 月开课。PAGASA 热情地为
五区协的学员提供了便利的培训场所。理事会赞同 2013-2016 年 WMO 水文学和水资源教育培训战
略。
4.6.27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CHy-14 已根据 Cg-16 的要求和建议，通过与 UNESCO、

IAHS 和 IAHR 建立一个联合任务组，对水文学家和水文技术员的定义建立全球一致的理解，并制定
对水文人员的能力要求。理事会注意到，2013 年 2 月，CHy 的 AWG 在其首次会议上注意到，为了
确保在 2016 年向 CHy( 或最好是在 2015 年向 WMO 大会 ) 提供成熟的建议，因此应建立该任务组
并在 2013 年底投入工作，并要求秘书处加快组建该任务组。

WMO 筹资战略
4.6.2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在 2012 年获得了 4350 万瑞郎的自愿捐款，约占年度预

算总额的 42%。此外，挪威、加拿大等国明确承诺的约 23,398,000 瑞郎也在落实中。
4.6.29

理事会认识到，为 WMO 的各项活动寻求资源需要秘书处与会员不断地付出大量精力，

充分利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潜在投资渠道，包括直接筹资、技术转让、专业技术共享并利用相关计
划或活动。筹资的目的是根据本财期的自愿捐赠目标建议 ( 最初 1.42 亿瑞郎，其后修改为 1.2 亿瑞郎 )
落实 WMO 的战略重点工作，以便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发展伙伴关系
4.6.3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为促进 WMO 的所有地区天气、水与气候服务的发展以及 NMHS

的现代化而中开展的一系列广泛措施。
4.6.31

此外，理事会注意到 WMO 在协助 NMHS 通过 WMO 秘书处之外的渠道获得融资以

及通过联合国系统和世界银行、双边的政府发展援助机构等发展伙伴的项目中获得支持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这些政府发展援助机构越来越关注发展活动中对天气、水与气候服务的强化。

自愿合作计划
4.6.32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会员不断受益于 WMO 自愿合作计划 (VCP) 开展的活动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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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合作活动。除了上述的主要地区性发展项目，2012 年 VCP 的项目还通过对观测和通讯基础
设施进行更换、升级与拓展的形式提供援助，执行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在 2012 年，六个会员 ( 澳
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 ) 向 VCP 基金 (VCP(F)) 提供了约 148,678 美元
的现金捐赠。同时，在德国、日本、韩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WMO 通过 VCP 协调项
目提供了 1,788,084 美元的等价援助。
4.6.33

同时，理事会获悉， WMO 会员在 VCP 背景下通过双边措施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发

展援助，旨在改善发展中会员气候、天气和与水相关的服务的提供。参与发展援助的国家包括澳大
利亚、加拿大、中国、芬兰、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新西兰、韩国、西班牙、瑞士、英国和
美国。许多国家都从这些双边协议中获得援助。双边协议提供的援助价值总额预计达到 24,951,779
美元 1，而 VCP 的总投资额为 26,888,541 美元。
4.6.34

理事会回顾了决议 24(Cg-15)—— 自愿合作计划，并考虑了有关 VCP 及相关的 2013

年技术合作计划的特设非正式规划会的报告，对 VCP 的捐赠者给予 VCP 项目的宝贵支持表示感谢。
毫无疑问，VCP 仍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认识到这一点的理事会鼓励会员为计划做出进一步贡献并更
加积极地参与其中。
4.6.35

理事会考虑了 2013 年 VCP(F) 的重点工作领域，并对其分配方案 ( 见本报告的附录 7)

表示支持。

奖学金基金
4.6.36

理事会回顾到奖学金基金建立并启动于 2011 年的世界气象日，并于当日开始接受私

人捐赠。虽然至今私人捐赠方面已小有成效，但把奖学金预算拨款纳入所有重大项目中，将使其成
为奖学金基金筹资的一大新来源。加拿大、韩国和挪威已于 2012 年承诺提供额外的资金。奖学金
基金通过奖学金委员会机制进行管理，以确保资金用途的透明度并对有特殊要求的捐赠者负责。奖
学金基金目前实收到或获得承诺的资金总额达到 305,000 瑞郎。

紧急援助基金
4.6.37

理事会注意到在 2012 年有两个国家 ( 海地与斐济 ) 向 EAF 申请援助，认识到灾难的

发生可能会严重损害一国的国家气象及 / 或水文部门提供基本的观测、预警和服务，因此，理事会
确认仍然保留 EAF，作为向受到此类灾难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一个重要机制。理事会注意
到目前基金余额为 56,532 瑞郎，因此敦促会员优先考虑为这项基金出资捐款。

项目协调
4.6.38

1

关于 WMO 秘书处管理的自愿捐赠的数量问题，以及根据《2012-2015 大纲》中的目

  IPM 进程中报告的指示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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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理事会注意到 Cg-16 认识到了无论是从如期完成活动、还是履行协议以及认捐方的报告和评估
要求来说，依靠如此程度的外部资金来资助活动的实施将使 WMO 面临巨大挑战，因此理事会对秘
书处内部项目管理流程的强化工作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尤其是通过项目管理委员会 (PMB) 与项
目协调处 (PCU) 执行的复杂项目。
4.6.39

注意到 RMO 补充了两个核心职位 (D.1 与 P.5)，但在如此人手状况下要促进 WMO 的

战略与运作计划的实施以及满足 WMO 和会员的筹资要求，RMO 同 WMO 其他办公室一样面临挑战，
因此理事会欢迎会员通过包括 UN 的 JPO 计划 ( 芬兰、日本和挪威 ) 以及人事借调 ( 英国气象局和
墨西哥 ) 的方式继续支持 RMO，以便部分解决人力资源的问题。
4.6.40

理事会对目前 RMO 的项目协调处 (PCU) 的借调员工有限任期的问题表示关注，并敦

促秘书长在本财期内推动 PCU 找到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也许可以使用各项目获得的计划
支持成本的收入。
改编筹资办公室
4.6.41

理事会获悉，为了配合逐渐扩大的工作重心以及 UN 相关机构的做法，筹资办公室

(RMO) 改编为筹资与发展伙伴关系办公室 (RMDP)。
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
4.6.42

理事会审议了由 EC 能力开发工作组 ( EC WG-CD) 提出的对 EC WG-CD 职责的修改

，并通过了决议 18(EC-65)- 修订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的职责。

4.7

伙伴关系 ( 议题 4.7)

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4.7.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旨在强化与联合国系统所采取的行动。行动得到了位于纽约联合

国的 WMO 联络办公室的帮助，并通过 WMO 高级官员在积极参与以下会议中得以实现：第六十七
次联合国大会及相关委员会；能源、水、灾害、气候变化和安全高级别部长级会议；ECOSOC 届
会及其可持续发展、妇女地位、统计委员会的会议、UNFCCC 和 UNCCD 缔约方大会、以及其他与
气候变化、降低灾害风险和粮食安全有关的活动。理事会也认可了 WMO 参与制定 2015 年后议程
以及 Rio ＋ 20 成果实施的重要性。WMO 高级官员参加了关于加快推进现有的千年发展目标进程、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形成的讨论。
4.7.2

理事会注意到第六十七次联合国大会针对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与 WMO 相关的决议，

决议已作为参考文献通函送给了常任代表。在联大第二次委员会的 36 项决议中，有 12 项与 WMO
的活动及其计划重点直接相关，例如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合作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柱的二十一世纪议程的实施。WMO 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 2015 年后议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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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间工作组的工作，其中包括关于建立一个高级别的政治论坛以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初期讨论。
4.7.3

理事会要求会员及秘书长保证对决议进行适当的跟进。理事会邀请会员积极参加联合

国机构决议的相关跟进工作，以增加对 WMO 和 NMHS 对会员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全球发展目标的
实施的贡献。
4.7.4

理事会赞赏为了进一步强化 WMO 在联合国系统关于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中的角色所

采取的行动，WMO 对 UNFCCC 进程的贡献，以及通过由 WMO 助理秘书长主持的联合国机构间机
制 HLCP 气候工作组和其它国际合作伙伴进行的积极参与。理事会高兴地认识到，关于 GFCS 以及
分享脆弱性绘图数据和气候知识的新动议的合作得到了加强，其中包括在 GFCS 实施计划制定和治
理架构下支持气候敏感部门的适应工作。

GFCS 伙伴关系
4.7.5

在这方面，理事会欢迎秘书长开展的活动，即准备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 (IBCS) 第

一次会议以及在重要的 GFCS 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一个机构间协调小组，这是一个由项目监督委员会
(POB) 在工作层面补充的一种合作机制，它将有助于促进和实施 GFCS 实施计划，尤其是通过分享
当前的和规划的活动，开发新的以及协同活动或者通过 GFCS 信托基金或者其它适当财务机制进行
的可能的融资项目。
4.7.6

还在不断努力通过具体的合作范例来强化对合作机构的参与和支持。WMO 和世界卫

生组织 (WHO) 之间的合作的成果之一是制作了健康与气候地图册。这本在世界气象组织大会特别届
会 (2012 年 10 月 29 至 31 日，日内瓦 ) 上发布的联合出版物展示了气候原因引起的流行病的地理
范围和影响，并给出了具体的示例，展示如何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是来保护公共健康和改善健康结
果 (http://www.wmo.int/ebooks/WHO/Atlas_EN_web.pdf)。为了进一步强化与 WHO 的合作，目前
已经设立了一个 WHO-WMO 合作项目办公室来支持 GFCS 卫生组成部分的实施工作。预计该办公
室将于 2013 年年中启动。今后还将设立类似办公室，支持水和粮食安全这两个优先领域。

WMO 参与联合国公约的工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4.7.7

理事会获悉，WMO 积极参与了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8 日在多哈召开的

UNFCCC 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 (COP 18)。理事会注意到，公约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SBSTA) 第
三十七次届会邀请 GCOS 秘书处就研究和系统观测议题下在 2015 年向 SBSTA 提供第三次充足性
报告，并于 2016 年向 SBSTA 提交最后实施报告。在此次会议上，UNFCCC 缔约方高兴地看到，
GCOS( 代表 GTOS) 提交了一份陆地和气候相关事务的方法、标准和协议的进展报告。理事会要求
GCOS 秘书处继续关注 UNFCCC 进程并积极参与 SBSTA 会议。
4.7.8

理事会获悉，SBSTA 赞赏地注意到 WMO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代表大会特别届会 (2012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 ) 关于实施气候服务的全球框架的信息的通报，进而邀请 WMO 在 SBSTA 39

总摘要

75

上提供有关 2013 年 7 月召开的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成果的信息。
4.7.9

理事会还注意到，UNFCCC 的附属履行机构 (SBI) 考虑了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尤为

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解决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与损失的方法，以期提升它们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
理事会获悉，SBI 已认可 GFCS 是支持气候风险管理的相关机制。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4.7.10

理事会欢迎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的

成果，会议由 WMO、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和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 (FAO) 共同主办。
很多联合国机构、国际和区域性机构和主要的国家性机构出席了 HMND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
事会承认，HMNDP 宣言对 WMO 会员来说是制定国家干旱管理政策的可靠工具，理事会要求秘书
长在下次理事会届会上就其发展做出报告，尤其是通过与全球水伙伴组织 (GWP) 综合干旱管理项目
的实施及成果，以及国家干旱管理政策计划：支持国家干旱管理政策发展的能力发展方面的进展。
WMO 参加联合国全系统协调机制
4.7.11

理 事 会 欢 迎 WMO 在 参 加 联 合 国 全 系 统 协 调 机 制 期 间 适 时 与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密切合作。

联合国水机制 (UN-Water)
4.7.12

理事会注意到，WMO 秘书长在主持联合国水机制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定义中起

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促进了关于水资源的联合国主题磋商，并且推动制定了一项关于水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了宏伟的但可测量的平等目标和指标。理事会还注意到，2013 国际水资源合作
年已经与像 GFCS 这样的活动结合起来，这代表着不同国家、领域、学科甚至代际之间的成功合作。

联合国能源机构 (UN-Energy)
4.7.13

理事会注意到，WMO 积极参加了联合国能源机构关于能源的 2015 年后主题磋商会

议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WMO 在会议上表达了关于气候 —— 能源相关事务的立场。理事会进一
步注意到，在联合国能源机构的赞助下，WMO 参与制定了一份计划书，计划书将能源问题纳入了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理事会认为， WMO 的相关计划对于解决能源领域对天气和气候信息的需求，
参与制定例如提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这样的行动，以及改善特大城市和建筑物的城市能源效能是非
常重要的。

联合国海洋和沿海区网络 (UN-Oceans)
4.7.14

理事会注意到，WMO 积极参加了联合国海洋和沿海区网络 (UN-Oceans) 的会议，理

事会获悉，按照联合国大会对海洋和沿海区网络的 JIU 审查结果 (JIU/REP/2013/3) 的讨论意见，第
六十七次联大讨论了由 UN-Oceans 编写的职权范围草案，并通过 67/78 决议要求 UN-Oceans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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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的建议起草职权范围修订案，提请第六十八次联大审议。就此启动了 UN-Oceans 临时协调机制，
等待第六十八次届会最后采纳职权范围。理事会同意 WMO 作为拥有海洋领域授权的联合国机构的
一部分参与该协调机制的相关性，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保证 WMO 继续视情参与。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国际水文学计划的合作
4.7.15

理事会注意到，WMO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学计划 (IHP) 在水文和水资源

领域建立的新的工作安排正在推进之中，当前的工作安排草案已经通过 UNESCO 相关机构提交
UNESCO。新的工作安排明确了水文和水资源领域每一个机构的角色和职责，并指出了未来合作的
关键领域。工作安排将提交给 EC-66(2014 年 )。

与欧盟的伙伴关系
4.7.16

理事会欢迎并鼓励秘书长利用并提升与欧盟的伙伴关系的活动。理事会同意，通过布

鲁塞尔联络办公室的持续参与，这种合作关系应继续积极保持下去，其目的是加强合作或使不同的
欧盟策略和政策活动中的气象界的潜在角色和附加值得到更多关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全球环境及
安全监测计划 (GMES，更名为哥白尼 )、航空气象和 GFCS。
4.7.17

理事会注意到，WMO 已与欧盟的几个司建立了直接的筹资安排，其中包括发展司、

气候总和扩盟司。
4.7.18

理事会欢迎 WMO 和世界银行在实施发展活动方面的坚实的工作关系，这种合作有益

于世界上很多区域的天气和气候服务界。

与 GEO 的合作
4.7.19

理事会审议了世界气象大会 2012 年特别届会关于加强与 GEOSS 的关系，作为实施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一部分的决议。理事会注意到，框架的四个优先领域已经是 GEOSS
社会效益领域 ( 即农业、粮食安全、水资源、健康和降低灾害风险 )，理事会鼓励继续这些努力与合作，
尤其是利用实践界来加强用户界面平台的建设，以及与其它可以推进框架目标 ( 即改善对气候信息
的发现和使用；推广数据共享原则；终端用户的参与以及建立协调机制的能力 ) 的应用和服务的合作。

区域性合作
4.7.20

理事会注意到，WMO 协助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气象常设委员会设计并准备了项目 ( 减

轻海湾国家沙尘的影响 )，并继续向阿拉伯国家联盟 (LAS)( 包括 RA I、II 和 VI 的 22 个国家 ) 提供支持。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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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感谢 IPCC 主席帕乔里博士就专门委员会工作现状所做的报告，并再次感谢

IPCC 编写和分发高质量评估报告为制定有关气候变化问题国际政策发挥了关键支持作用。
4.7.22

理事会重申了 WMO 对帮助 IPCC 完成其工作计划所做的承诺，包括通过财政、行政

和业务方面的支持。在编写和批准 AR5 的最终阶段，这种支持尤为重要。WMO 及其会员将积极参
与在实施 AR5 的宣传计划的实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确保将其成果最大程度地分发给各层面的决
策者。
4.7.23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在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 (COP

18) 上作出的决定中重申 IPCC 评估报告对于其未来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并鼓励 IPCC 继续响应
UNFCCC 的要求。
4.7.24

理事会对 AR5 编写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理事会强调了在 IPCC 发布新闻通稿

的同时将材料提供给国家级媒体会议的重要性。
4.7.25

理事会注意到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目前开展的工作，并欢迎《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3 年增补：湿地》以及《2013 年根据京都议定书修订的补充方法
和良好规范指南》出版工作取得的进展。这两份报告都将在 2013 年 10 月获得出版。
4.7.26

理事会赞赏并感谢 (1) 秘书处、各政府、机构和组织继续为 IPCC 和 WMO/UNEP

IPCC 信托基金的运作和工作提供捐助；(2) 各位专家继续参与编写和评审 IPCC 报告；以及 (3)
UNEP 继续共同赞助 IPCC。
4.7.27

理事会提请 IPCC 秘书处继续积极努力，推动各 NMHS 更多地参与专门委员会的活动，

例如通过考虑 NMHS 的代表定期参加国家代表团出席 IPCC 会议，并参与 IPCC 评估工作的作者、
评审人员和专家提名及参与 IPCC 报告的评审。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未来地球计划 – 执行摘要
4.7.2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由国际科学理事会 ( ICSU) 和合作伙伴联盟 (WMO 是其中的观

察员 ) 发起的未来地球计划的方案编制取得了显著进展。
4.7.29

同时 , 理事会感谢 ICSU 执行干事出席 EC 届会并对 EC 作出贡献。

4.7.30

理事会回顾了 Cg-16 关于 GFCS 的决定，尤其是关于 GFCS 研究、预测和模拟支柱

方面的决定，同时注意到 GFCS 与未来地球计划的关联对 ICSU 和 WMO 都是互惠互利的，而且会
加强现有伙伴关系，以及创造出推进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促进气候服务的机遇。理事会鼓励 WMO
继续参与未来地球计划和联盟，因此要求秘书长编写一份供第 66 次届会讨论的决定文件。

4.8

有力和高效的组织 ( 议题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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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 (2016-2019 年 )( 议题 4.8.1)

4.8.1.1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 Cg-16( 第 8.5.1-8.5.5 段 ) 和 EC-64( 第 4.8.13-4.8.15 段 ) 关于编

制 2016-2019 年下一个 WMO 战略计划和 WMO 运行计划的决定。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战略
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WG SOP) 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和各项建议。
WMO 战略计划 2016-2019 年
4.8.1.2

理事会审议了 WMO 战略计划 (2016-2019 年 ) 草案，并要求 WG SOP 在考虑理事会

建议的前提下审议该草案，建议如下：
(a)

审视现有结构，用本报告附录 8 中的图表表示，考虑到计划和规划过程中各种要素之
间的联系；

(b)

拟就 WMO 战略计划的愿景和核心要素；

(c)

展示战略重点之间如何相互连结并互相受益；

(d)

重点强调提供天气和水服务是 NMHS 目前的核心职能；

(e)

提高引言的一致性，并为原始数据提供参考文献，最好是来自 WMO 的参考文献；

(f)

将 NMHS 面临的挑战纳入草案，如资金有限、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与沟通和熟练
技术人员不足而影响提供服务有关的挑战；

(g)

适当介绍关键的 WMO 合作伙伴。

4.8.1.3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会员沟通，征求其对修改后草案的意见，请会员于 2013 年 9 月

前提交建议，并要求 WG SOP 参考这些意见来准备计划的下一版本，供理事会下次届会审议。
4.8.1.4

理事会进一步考虑了未来战略重点，对 WIGOS( 由 WIS 支持 )、能力发展、GFCS

和 DRR 给予了高优先级，而且认识到了提供服务 ( 尤其是航空和海洋服务 ) 和开展研究的重要性。
WMO 运行计划 (2016-2019 年 )
4.8.1.5

理事会审议后赞同 WG SOP 关于制定下一个 WMO 运行计划 (2016-2019 年 ) 的建议：

(a)

注意到 2012-2015 年期间本组织采用了统一的运行计划，制定统一的综合运行计划
的进程应该考虑重点领域并应该是灵活的，而且本组织应避免频繁更改战略规划过程；

(b)

鉴于 RA 和 TC 有着不同的规划周期，为了制定统一的运行计划，对程序应该更加明确；

(c)

RA、TC 和秘书处活动应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综合运行计划；

(d)

运行计划草案 (2016-2019 年 ) 应提交 EC-66 审议。

4.8.2

监测与评估 ( 议题 4.8.2)

4.8.2.1

理事会忆及第十六次大会 ( 第 8.4.1-8.4.4 段 ) 和 EC-64 ( 第 4.8.16-4.8.17 段 ) 关于进

一步开发和实施 WMO 监测与评估 ( 监评 ) 体系的决定。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其 WMO 战略和运行

总摘要

79

规划工作组 (WG-SOP) 的报告，并赞同其对监评过程正日趋成熟，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评价。
理事会注意到关键成果 (KO) 和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得到了审议，并已为每个 KPI 确立了基线和
目标，以监测针对实现结果所取得的进展。它还注意到，应 EC-64 的要求重启 “ 已取得结果对会员
的影响的调查 ” 之后，调查的回复率有所提高。理事会指出只有一小部分回应了问卷的 NMHS 使用
WMO 出版本以及其国家和区域产品质量的水平是很高到非常高的水平。理事会鼓励会员继续努力
加强产品的质量并确保利用 WMO 的各种出版物以提高他们的服务。理事会还继续鼓励各会员对调
查作出回应并提供信息，以帮助本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满足各会员需求的行动上。
4.8.2.2

理事会审议并同意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的下列建议：

(a)

在实施监评体系的过程中，应考虑到 WMO 调动各会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应对
其各自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任务而汇集其集体知识和资源的能力所带来的利益。

(b)

此监评体系应形式简单，重点放在计划的产出上；

(c)

应加强与区域协会 (RA) 的协调，提高调查问卷的回复水平；

(d)

应使用国家概况数据库这一工具，使各会员有能力提供有关进展和优先事项的信息；

(e)

通过调查收集的信息应能为决策提供相关后续行动的参考意见。

4.8.3

继续改进 WMO 的流程和做法 ( 议题 4.8.3)

理事会审议了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有关持续改进 WMO 程序和做法的报告，并决定批准关于可将
届会文件视为 “ 无争议性 ” 并以此处理的条件和程序 ( 详见本报告的附录 9) ，决定立即生效，以便
在 EC-65 期间开始采用这种做法，并在以后的 WMO 组成机构和其他机构会议上沿用。
4.8.4

2014-2015 年的预算 ( 议题 4.8.4)

4.8.4.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第十六个财务期 (2012–2015) 的 2014-2015 两年期的

预算建议。
4.8.4.2

理 事 会 赞 赏 根 据 37(Cg-16)– 十 六 财 期 (2012-2015) 的 最 大 支 出 和 决 议 (EC-63)–

2012-2013 两年期的预算，编制了 2014-2015 年两年期预算建议 。
4.8.4.3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6，详见本报告的附录 1。

4.8.4.4

经过讨论后，理事会批准了决议 19(EC-65)- 2014-2015 两年期预算并通过了第 16 财

期 (2014-2015 年 ) 第二个两年期的常规预算，总额为 138,000,000 瑞郎，并注意到 2014-2015 两
年期内自愿资金资助的优先重点所要求的资金为 73,000,000 瑞郎，用于共同资助活动的自愿资金预
计为 16,315,800 瑞郎。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第二个两年期 (2014-2015 年 ) 的运行计划和自愿资金
支持的项目倡议汇编修改建议 (2012-2015 年 )。
4.8.5

关于第十七财期 (2016-2019 年 ) 预算的初步讨论 ( 议题 4.8.5)

4.8.5.1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计划优先事项的建议以及第十七财期 (2016-2019 年 ) 的初

步预算资源水平。

80
4.8.5.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7( 见本报告的附录 1)。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要求秘书长为第十七财期 (2016-2019) 制定预算建议，并强调：
(a)

会员的承受力，

(b)

战略计划背景下的需求评估，

(c)

有关常规预算需求预期的自愿捐款对 “ 核心 ” 活动 /WMO 计划的影响，

(d)

额外的效率，

(e)

项目费用预算的附加信息，包括员工和差旅支出，

(f)

提交预算选项，包括 ZNG 选项，以及需求评估供审议，

(g)

不能实施建议的活动带来的影响，

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适当考虑有关第十七财期 (2016-2019) 预算初步讨论的文件。
4.8.5.3

经过讨论，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0(EC-65)- 第十七财期 (2016-2019 年 ) 的优先重点和

预算资金概要。
4.8.6

监察 ( 议题 4.8.6)

2012 年外部审计员报告
4.8.6.1

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就 2012 年财务报表的报告。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外部审计

员提出了无保留的意见 , 并在相关议题下讨论了其建议。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4.8.6.2

执行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审计委员会有关年度财务报表的报告和各项建议以及外部和

内部审计员的报告，其中包括本组织的负债、采购、风险管理和监督与评价体系的落实情况。理事
会对委员会的新成员 Suresh Raj Sharma 先生表示欢迎，他是在 Murari Aryal 先生辞职后由本组织
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按照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指定的。
4.8.6.3

理事会在讨论本次届会议程中的相关问题时审议了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

内部监察室年度问责报告
4.8.6.4

理事会审议了内部监察室主任 (D/IOO) 的 2012 年度问责报告以及秘书长对此的意见。

理事会在审议 IOO 报告时也审议了理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4.8.6.5

理事会审议了监察结果摘要，应对的建议和行动，以及监察室主任关于治理的充分性、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程序的意见。理事会注意到了审计建议的实施进展以及秘书处为了解决其中产
生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4.8.7

联合检查组 (JIU)( 议题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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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查组 (JIU) 建议的落实情况
理事会回顾了 WMO 有关 JIU 报告后续行动的程序 ( 第 11 号决议 (EC-54)，并赞赏地注意到关于
JIU 建议落实情况的报告已送交立法机构。理事会审议了自 EC-64 以来提交立法机构的建议，并
同意关于接受有关 WMO 建议的管理建议。理事会还赞赏 JIU 针对整个联合国系统内事宜以及对
WMO 的具体事宜所做的工作和完成的报告。
4.8.8

社会性别主流化 ( 议题 4.8.8)

4.8.8.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了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组的报告，并赞同其关于继十一年前召开第

二届 WMO 气象和水文学妇女大会之后，于 2014 年召开题为 " 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性别维度：一同工
作的益处 " 的第三次 WMO 社会性别大会的建议。理事会大力鼓励各会员通过自愿捐助和提名合适
的参与者，对这项活动提供支持。
4.8.8.2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正在进行的监测指标的进展，这项工作旨在测量 WMO 社会性别

主流化政策的执行进展。理事会呼吁各会员对已计划的关于参与 WMO 活动的男女比例的全球调查
做出回应，并提供可用来跟踪政策执行进度的其他相关信息。理事会还敦促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
会汇编适当的有关参与其工作的男女比例的统计数据，并敦促各会员提名女性候选人加入 WMO 组
成机构的工作架构。

5.

资源管理 ( 议题 5)

5.1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 议题 5.1)

5.1.1

在考虑了财务咨询委员会 (FINAC) 的报告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之后，执行理事会审议

了经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的报告。执行理事会
满意地注意到，外部审计员针对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无保留的观点。
5.1.2

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的总收入为 9360 万瑞郎 (2011 年：1 亿零 10 万瑞郎 )，总支

出为 8450 万瑞郎 (2011 年：9150 万瑞郎 )，盈余为 910 万瑞郎 (2011 年：860 万瑞郎 )。
5.1.3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 亿 1 千 9 百 80 万瑞郎 (2011 年：

2 亿零 8 百 10 万瑞郎 )，总负债为 1 亿 2 千 9 百 50 万瑞郎 (2011 年：1 亿 2 千 1 百 70 万瑞郎 )，
最终资产 / 产权净额为 9040 万瑞郎 (2011 年：8640 万瑞郎 )。
5.1.4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现金余额为 8000 万瑞郎 (2011 年：

6010 万瑞郎 )，理事会还注意到现金余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 2012 年收到的评定会费支付额 (7600
万瑞郎 ) 大于 2010 年收到的会费支付额 (5700 万瑞郎 )。
5.1.5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拖欠的会费已从 2011 年的 2220

万瑞郎减少到 1140 万瑞郎，使拖欠的会费降至 20 年来的最低水平。理事会敦促拖欠会费的会员尽
早结清他们所拖欠的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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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总预算拨款额为 6900 万瑞郎 (2011 年：7290 万瑞郎 ) ，

而总支出为 6440 万瑞郎 (2011 年：7290 万瑞郎 )。
5.1.7

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普通资金收入为 7110 万瑞郎 (2011 年：6870 万瑞郎 ) ，

而支出为 7100 万瑞郎 (2011 年：7920 万瑞郎 )，年终盈余为 10 万瑞郎 (2011 年：赤字为 1050 万
瑞郎 )。
5.1.8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普通资金的现金余额为 2510 万瑞郎 (2011

年：1010 万瑞郎 )。
5.1.9

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来自自愿资金的收入为 2250 万瑞郎 (2011 年：3340 万瑞郎 )，

而支出为 1340 万瑞郎 (2011 年：1420 万瑞郎 )，年终盈余为 910 万瑞郎 (2011 年：1920 万瑞郎 )。
5.1.10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自愿资金的现金余额为 3650 万瑞郎 (2011

年：3090 万瑞郎 )，这反映出只有在收到自愿捐款之后才允许支出的政策。
5.1.11

理事会审议后认为，截止 2012 年底，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形势依然保持良好。

5.1.12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1(EC-65)- 世界气象组织 2012 年财务报表。

5.2

2014 和 2015 年会员比例会费分摊比额表 ( 议题 5.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决议 39 (Cg-16)- 第 16 财期会员比例会费分摊比额表，2014 和 2015 年会
员比例会费分摊比额表的根据是 2012 年 12 月在联合国大会第 67 届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分摊比额
表，并按会员资格的差异做了适当调整。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2 (EC-65) - 2014 和 2015 年会员比例
会费分摊比额。

5.3

工作人员细则的修订 ( 议题 5.3)

5.3.1

理事会对 “ 工作人员条例 ” 第 9.5 条进行了修订，并待第十七次大会批准。修订内容

为采纳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任命的工作人员的正常离职年龄延长到 65 岁；
5.3.2

理事会注意到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以来，秘书长对适用于秘书处工作人员的

“ 工作人员细则 ” 所作的修订。

重审 WMO 的差旅政策
5.3.3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第 67 届会议通过 2 了有关联合国航空旅行舱位标准的若干

2

联合国大会决议 A/RES/67/254 号，第四节，2013 年 4 月 12 日秘书长的报告

3

秘书长的报告，A/66/676，提高利用航空旅行资源的成效和效率的提案，2012 年 1 月 31 日。

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66/739，关于提高利用航空旅行资源的成效和效率的提案，2012 年 3 月 9 日；
A/67/636，航空旅行舱位标准，201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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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更 ( 参考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提案 3 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4)。涉及的问题包括
航空旅行舱位标准、旅行时间、每日生活津贴制度、一笔总付安排、飞行常客里程的使用、提前购
买机票、在线订票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协调。上述决定被视为能够通过改善成本和工作人员效率之
间的平衡，提高航空旅行资源利用的成效和效率。
5.3.4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对差旅政策所做的重大修订，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研究各项相关决定、

酌情对 WMO 相关差旅政策提出适当的修改建议，以提高差旅资源的效率和成效、尽量同联合国系
统保持紧密协调。
5.3.5

认识到 WMO 组织机构的专家和参会人员对本组织工作作出的贡献且注意到这些贡献

通常是自愿的，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审议 WMO 差旅政策的修改建议对这些人的影响。
5.3.6

理事会要求主席代表它与秘书长进行磋商并与 EC 成员适当协商后，批准 WMO 差旅

政策的修改建议，并向 EC-66 报告。

5.4
5.4.1

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 议题 5.4)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4(b) 条的规定，专业类及

其以上级别职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调整的生效日期和比例须与净薪酬增加的日期和比例相同。理事
会进一步注意到 ICSC 公布了适用于上述级别职员的相应修改后应计养恤金薪酬标准，并注意到同
等联合国机构 (ITU 和 UPU) 随后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理事会因此也决定实行以
下应计养恤金年度薪酬标准，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
							目前的规定		

5.4.2

新规定

秘书长					330,550 美元		

336,941 美元

副秘书长				305,493 美元		

311,400 美元

助理秘书长				282,714 美元		

288,180 美元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调整涉及一年增加支出 2,800 瑞

郎。

5.5

人力资源管理 ( 人事 )( 议题 5.5)

第十六次大会以来各项行动的进展
5.5.1

理事会注意到，正在采取行动以着手解决第十六次大会和 EC-64 确定的各种人事问题。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提供必要的资金，用于支持正在开展的各项培训计划，并确保在岗位要求中
对相关监管和管理能力作出明确规定。理事会鼓励秘书长使管理层和职工了解现有的管理和监管工
具，并鼓励职工参与相关的培训课程，以酌情保持并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理事会鼓励所有职工为
引导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做出贡献，并维持该计划内容的贴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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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在 2012 年内开展了一次有关职工民意的调查，并要求向 EC 成员分发

调查结果执行摘要。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和职工协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任何出现的问题，包括需要提
供更广泛的培训机会。理事会强调指出，一个焕发动力的和敬业的秘书处对于支持会员的工作是重
要的。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就职工调查的后续行动向 EC-66 汇报。
5.6

专业类及以上职员任命、延期、转岗、提名和晋升的报告 ( 议题 5.6)

5.6.1

根据公约第 21 (b) 款，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10 中表 1 所列的秘书长在理

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以来作出的人事任命。
5.6.2

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 9.5 款，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主席代表理事会批准了本报告

附录 10 中表 2 所列的秘书长在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以来作出的超出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位职员的延
期任命。
5.6.3

理事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10 中表 3 所列的秘书长在理事会第 64 次届会以来做出的

转岗、提名和晋升。
5.6.4

理事会提请 WMO 各会员定期关注即将退休的专业级和司长级人员事宜。

6.

宣传和公共事务 ( 议题 6)

2015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
6.1

理事会决定 2015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为 " 气候知识支持气候行动 "。理事会注意到，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将于 2013-2014 年发布，预计 2015 年召开的 UNFCCC 将通过新的协议，气
候问题在 2015 年将引起高度关注。该主题也将支持 GFCS 及气候服务应对气候影响的效益。理事
会要求秘书长制定一个支持会员开展这项活动的行动列表 ( 比如 WMO 公报、网页内容等等 )，并邀
请会员恰当地将该主题转换为本国语言。
6.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致力于向决策者、发展社区和大众清楚地传达有关天气、

气候和水的科技信息，以及来自于 WMO 及其会员的社会利益。
6.3

理事会认识到，要取得真正的效果，本组织的宣传活动必须充分纳入 WMO 各项实质

性计划和活动，并有 WMO 整个系统的全面参与。
6.4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和各会员进一步加强对大会直接指导的 WMO 宣传活动的支持，为

宣传活动提供更多资源，包括预算外资金。
6.5

理事会对 WMO 宣传和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影响力不断深入和扩大表示欢迎，同样欢迎

的还有 WMO 日益显现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以及其在 WMO 公报、其他印刷品、展览、网
站和视听产品上的不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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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进一步欢迎 WMO 继续重视宣传 WMO 品牌、提升 WMO 网站的质量、提高对

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的认识、加强 “ 信息和公共事务联络员 ” 网络。

7.

总务和法律事项 ( 议题 7)

7.1

第五十八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及其他奖项 ( 议题 7.1)

7.1.1

执行理事会将第五十八届 IMO 奖授予 Tillmann Mohr 博士 ( 德国 )。

7.1.2

理事会建立了由 A.D. Moura 先生 ( 主席 )、G. Adrian 先生、J.C. Fallas 先生和 A.

Kijazi 女士组成的第五十九届 IMO 奖评选委员会。

其它奖项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
7.1.3

理事会批准评选委员会关于 Norbert Gerbier MUMM 国际奖的提名， 将 2014 年度的

奖项授予 Long Cao, Govindasamy Bala 和 Ken Caldeira 博士，他们的论文题为 “ 数天至数周时间
尺度上气候对大气二氧化碳和太阳辐射变化的响应 ”，发表在 2012 年 “ 环境研究快报 ”，第 7 卷 。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7.1.4

根据评选委员会的提名，理事会授予 Flavio Lehner ( 瑞士 )2013 年度 WMO 青年科

学家研究奖，其获奖论文题为 “ 综合耦合气候模式中瞬态模拟下公元 1500 至 2100 年极地地区的淡
水平衡 ”，发表在 2012 年 “ 气候动力学 ” 学报上。

7.2

组织和规章事宜 ( 议题 7.2)

秘书长的任期
7.2.1

理事会审议了其 WMO 战略和业务规划工作组 (EC WG-SOP) 关于秘书处任期的报告，

特别是其提出的三个议案。
7.2.2

理事会注意到对秘书长的任职长度作任何修改都需要对《公约》进行修订，并注意到

延长秘书长的任期将显著影响其组成机构的其它当选官员的任期、财期的长度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的
修订。理事会因此决定仅关注余下的两个选项：
(a)

保留目前第 198 条有关秘书长任期数目的规定不变，即 3 任 ( 各为期 4 年 )；

(b)

将秘书长任期数目从如目前第 198 条的规定减少到 2 任 ( 各为期 4 年 )。

7.2.3

理事会欢迎第六区域协会主席愿意在将要举行的区协届会上增加一项关于秘书长任期

次数的议题，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区域协会主席收集其会员针对这个问题立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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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要求其 SOP 工作组草拟一份议案，此议案应有良好结构、阐述上述两个选项

的利弊，包括酌情修改总则的建议，并提交 EC-66。

执行理事会席位数及其分配
7.2.5

理事会注意到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WG-SOP) 关于执行理事会席位数及其

分配的报告。
7.2.6

理事会认为，若要改变执行理事会席位数，须对 “ 公约 ” 进行修改，因此正式要求各

区域协会主席准备适当的议案。
7.2.7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协助各区域协会的主席准备上述建议并于 2013 年 9 月底前提交战

略与运行计划工作组。
7.2.8

理事会指示 SOP 工作组起草议案，当中包括酌情对 WMO 公约和总则进行必要的修改，

供 EC-66 审议，并特别反映以下几个方面：
(a)

在理事会及其工作组和专家组的运行效率、效用和对成本的影响间有望取得的平衡；

(b)

更广泛代表性的价值，以更好地反映各会员在人口动态、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和灾害
性天气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c)

各会员通过其常任代表的亲自参与，积极参与本组织管理的意愿。

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职责以及《总则》的相应修订
7.2.9

理事会注意到 WG-SOP 针对决议 1(EC-64)- 审议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职责开展的后续

行动，在其 2013 年 1 月举行的会议上，它审议了在 WMO 综合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更好地定义区域
协会的作用和职责的建议。注意到 WMO 公约和总则的现行规定，以及大会和 EC 决定赋予区域协
会的进一步任务和职责 ( 包括 WMO 技术规则中所列的职责 )，提出了一份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职责的
说明草案，可分为以下几类：
(a)

组织和协调区域活动；

(b)

确定和解决会员的需求；

(c)

建立区域网络和设施要求；

(d)

区域规划和监督作为 WMO 综合规划过程的一部分；

(e)

建立适当的区域附属机构的结构；

(f)

建立和推进区域合作伙伴关系。

7.2.10

理事会注意到 WG-SOP 审议了这些建议，作为准备修改总则附录 2 关于区域协会的

基础。WG-SOP 进一步审议讨论应扩展到覆盖更广泛的问题，包括本组织能够如何加强其区域活动
的有效性和效率。理事会指出，可进一步强调区域协会的一些作用，如对成员开展的实施活动的监测，
并与会员合作，力求在本组织的重要问题上达成区域性共识。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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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需要进一步细化修订总则的文字草案，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协助 WG-SOP 继续

开展工作，制定广泛和灵活的区域协会作用和职责的定义，以便在 2014 年的第 66 次届会上作出决定。

7.3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 议题 7.3)

7.3.1

理事会指定 Laxman Singh Rathore 先生 ( 印度 ) 取代 Tyagi 先生 ( 印度 )、Ilsoo Lee

先生 ( 韩国 ) 取代 Cho 先生 ( 韩国 )、Laura K. Furgione 女士 ( 美国 ) 取代 Hayes 先生 ( 美国 ) 、以
及 Juan Manuel Caballero González 先生 ( 墨西哥 ) 取代 Fallas Sojo 先生 ( 哥斯达黎加 )，成为执
行理事会代理成员。Fallas Sojo 先生 ( 哥斯达黎加 ) 自当选为第四区域协会主席后成为当然成员。

7.4

审查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其他机构 ( 议题 7.4)

根据执行理事会成员的变化，理事会决定对各工作组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做如下的替换和变更：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Dr J.C.Fallas Sojo 博士
L.Furgione 博士 ( 女 ) 取代 J.Hayes 先生
A.A.Mohammed 先生取代 A.Tyagi 先生
Ismail 女士取代 K.S.Yap 先生
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问题工作组
Mohammed 先生取代 Chub 先生
Ismail 女士取代 K.S.Yap 先生
Caballero 先生取代 Fallas 先生 ( 和 Rolle 先生 )
能力发展工作组
L.S.Rathore 博士取代 Chub 先生
Fallas 先生取代 Rolle 先生
服务提供工作组
Lee 先生取代 Cho 先生
Caballero 先生取代 Fallas 先生
L.Furgione 女士取代 J.Hayes 先生
资料政策专题组
G.Adrian 先生 - 新添成员
教育培训专家组
Johannes Cullmann 博士 ( 德国 ) 取代 Julius Wellens-Mensah 博士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Katrine Krogh Andersen 博士 ( 女 )( 丹麦 )– 额外成员
社会性别主流化咨询专家组
Laura Furgione 博士 ( 女 )( 美国 ) 取代 Vicky Nadolsky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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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审计委员会
S.R.Sharma 先生取代 M.Aryal 先生。

7.5

技术规则的修订 ( 议题 7.5)

7.5.1

执行理事会欢迎针对决议 26 (EC-64)- 技术规则的修订的如下后续活动：

(a)

出版了新版《技术规则》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 (WMO-No.49，2011 年版 )，
已纳入 Cg-16 (2011 年 ) 前的所有修改；

(b)

按 EC-64 的要求，已安排将所有 WMO 规范性文件 ( 技术规则及其附件 ( 手册 )) 及相
应的指南发布在题为 " 政策文件和标准 " 的网页上，易于各会员和其他有关各方的访
问。(http://www.wmo.int/pages/governance/policy/tech_regu_en.html)

7.5.2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技术规则第一卷的导言部分已重命名为 “ 总则 ”，并包括一组

定期、系统性更新的规范性文件的新程序，以确保每次大会后都能及时出版该第一卷的新版本，并
于闭会期间酌情更新。
7.5.3

注意到要更新现有规范性材料有大量持续性工作，需要进一步制定与 WMO 新建系统

和框架相关的标准、推荐规范和流程，理事会赞赏着手颁发一份新文件，内含各种有关 WMO 技术
规则的编写与颁发的指南。指南的目的是确保 WMO 所有规范性材料的一致协调、整体结构和文件
样式的改进，并引入 WMO 标准制定进程的逻辑框架。指南包括所有以往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有关创
建技术规则的程序和步骤；此外，要利用 ISO/IEC 关于国际标准的结构与起草规则的指令，以此协
调 WMO 的规范与其他组织颁布的类似标准。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发布上述指南，并鼓励所有
参与编写规范性材料的机构利用这些指南。
7.5.4

理事会注意到不断修订 WMO 技术规范的工作是一项宏大行动的组成部分，这项行动

旨在培育遵循 WMO 建造的国际规范框架的文化，这是公约赋予 WMO 的主要职能的一部分。为此，
理事会同意各会员、有关组成机构和秘书处应进一步开发对遵循技术规范的监测并系统地执行，以
便找出不符合 ( 不足 ) 的关键案例，并采取措施及时纠正。

8.

科学讲座和讨论 ( 议题 8)

8.1

在 EC-64 届会上，理事会将第五十七届 IMO 奖授予 Zaviša Janjić 博士 ( 塞尔维亚 /

美利坚合众国 )。Janjić 博士应邀出席 EC-65 并做讲座。
8.2

理事会对 Janjić 博士的讲座表示感谢并要求秘书长做好出版该报告的安排。

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 议题 9)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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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第六十五次届会召开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并通过了决议 23 (EC-65)- 审议执行
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10.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和第六十七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 议题 10)

10.1

理事会同意其第六十六次届会将在 2014 年 6 月 16 日至 17 日举行的财务咨询委员会

第 33 次会议 (FINAC-33) 之后紧接着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至 27 日在 WMO 总部召开。
10.2

理事会还为理事会第六十七次届会作了临时安排，第六十七次届会将紧接在 2015 年

第十七次大会之后于 2015 年 6 月 15-17 日在 WMO 总部召开。

11. 会议闭幕 ( 议题 11)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 11 点 07 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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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批准的决议
决议 1(EC-65)
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2012 年 ) 的后续活动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关于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决定，

(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政府间会议 (2010 年 1 月 11-12 日，日内瓦 ) 的报
告 (WMO-No.1052)，

(3)

已提交第十六次大会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 将气候知识付诸于
行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增强最脆弱者的能力 ”(WMO-No.1065)，

(4)

决议 47(Cg-16)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回应；

(5)

决议 48 (Cg-16)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

(6)

决议 1 (Cg- 特别 (2012))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

(7)

决议 2 (Cg- 特别 (2012)) - 设立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考虑到：
(1)

筹备将于 2013 年 7 月 1 至 5 日召开的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IBCS) 第一次会议；

(2)

需要开展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执行计划相关的项目和活动，

要求各会员：
(1)

向 GFCS 信托基金提供资金以及通过借调专家至 GFCS 办公室提供非资金捐助，以
促进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实施具体的活动；

(2)

提名可能任职于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人员，以及可能任职于其附属机构的专家；

(3)

启动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框架，作为协调机制，以确保有效地实施 GFCS；

(4)

积极参与实施 GFCS 实施计划确定的项目和活动。

(5)

继续支持或扩展其他气候服务项目和活动，推进 GFCS 执行计划中概述的总体目的
和目标。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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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
(1)

草拟一份建议案，正式确定 IBCS 和伙伴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供 IBCS 第一次会议
审议。

(2)

继续就 IBCS 人员提名与各会员沟通，以确保 IBCS 第一次会议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参
与。

决议 2(EC-65)
世界气象组织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40(Cg-12)–WMO 气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化气象
活动关系指南，

(2)

决议 25(Cg-13)– 交换水文资料和产品，

(3)

决议 48(Cg-16)–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4)

决议 4(EC-64)– 执行理事会 WMO 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
换政策任务组，

要求该任务组根据决议 4(EC-64) 中规定的职责，制定一个决议草案及其附录和关于 WMO 支持实
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的背景资料，提交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会
审议，也可能提交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草案应体现本次届会针对该任务组起草的白皮书的
观点，考虑其进一步建议和指南；
要求秘书长继续协助执行该任务组解决好其职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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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EC-65)
为符合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范采取的措施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不遵守世界气象组织 (WMO) 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潜在的严重
法律与安全后果，
进一步注意到：
(1)

航空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关键因素的重要作用，

(2)

作为 WMO 公约和 ICAO 公约及相关附件签署方的 WMO 会员和 ICAO 签约国之间具
有约束力的合约，

考虑到服务的成本回收对航空业的作用依靠严格遵守上述规范，
进一步考虑到 ICAO 公开发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及其他民航气象服务提供方服务方面的缺陷，对他
们的地位与声誉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
敦促 WMO 会员：
(1)

审议 ICAO 颁布的航空气象标准的实施情况；

(2)

考虑从专家的时间和技能方面做出安排，从而为在开发、实施和维护质量管理系统、
资质评估和编档、SIGMET 发布等系统方面遇到问题的会员提供专家结对和辅导安排；

敦促航空气象委员会应在质量管理系统专题组的帮助下，协助安排并支持会员间开展上述结对和辅
导。
敦促那些尽管已经尽力，但仍未能达到 ICAO 和 WMO 关于符合 WMO 技术规范和 ICAO 附件 3 标
准要求的会员同时向 WMO 秘书处和他们所在的 ICAO 区域办公室通报目前的合规状况以及补救行
动 ( 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和时间节点 ) 的详细计划和达到符合 ICAO 和 WMO 规范标准的实际预估。
国际组织的这一情况通报虽不能取代技术规范的要求，但至少能够帮助降低各会员指定的气象部门
和服务提供方严重的法律和机构风险 ( 从可靠性的角度 )；
敦促 WMO 与 ICAO 联合审议现有的成本回收指南，并就提供全球或区域航空咨询服务为会员制定
额外的指南。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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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EC-65)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2)

按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秘书长已安排编写该战略实施计划，以提交执行理事
会批准，

(3)

实施计划的制定是通过与各区协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 WMO 各计划的专家进行共同磋商，以涵盖 WMO 所有具有服
务提供职能的计划，

(4)

“ 实施计划 ” 旨在实施已批准的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考虑到实施计划采用整体分析法并阐述：
(1)

服务提供框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持续循环的实施程序，

(2)

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各自在计划实施中的作用，

(3)

衡量短期 (2 年 )、中期 (6 年 ) 和长期 (10 年 ) 进展的关键成果和进度表，

通过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实施计划，详见本决议的附录；
敦促各会员适应实施计划并加以使用，指导其采用或完善一套健全的服务提供原则；
要求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在其职责范围内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将服务提供纳入其计划和
活动；
要求秘书长支持在 WMO 各计划中实施该计划，并促进收集实例，以便于筛选并作为最佳规范进行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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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EC-65) 的附录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实施计划
序言
“WMO 服务提供战略 1” 与 WMO 战略计划相一致，并已得到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的批准。该战略
阐明了服务提供的重要性之所在，并描述了能够加强整个 WMO 服务提供的各项规范。该战略被视
为可全面了解服务提供实施计划内容和方针的重要读物。
为了指导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绩效，并根据其战略目标协助制定改
进服务提供的各项计划，因此制定了本实施计划。提高服务提供的水平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效益，
从而给各 NMHS 的机构更有力的社会支持。
NMHS 核心业务的建立是围绕着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天气、气候及相关信息的公益责任。在所有业务
形式中，重要的是以用户 2 至上，而提供的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并无差别。只有全面了解用
户对服务的需求所在以及他们如何在其决策中加以利用，我们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努力
提供充分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各 NMHS 才能确保履行其法定义务，从而赢得公众、其上级和用户
的高度重视。
我们将在 WMO 内建立各种机制，帮助 NMHS，使其能够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鼓励所有会员使用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实施计划来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水平，并继续努力争取
达到更高的标准。

__________

1

详见 ftp://ftp.wmo.int/Documents/PublicWeb/mainweb/meetings/cbodies/governance/congress_reports/english/
pdf/1077_en.pdf

2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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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 4: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4.doc

4

附件 5: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5.doc

5

附件 6: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6.doc

6

附件 7: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7.doc

7

附件 8: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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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WMO 各会员认识到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提供方提供高质量服务的重要性。WMO 为气象
和水文产品提供国际协调和制定标准，并为服务提供给予指导。而在服务提供方面确实已取得了极
大的成功。然而，各会员认为，WMO 在服务开发和提供方面需要有更为统一和整体性的方法，因
此在 2011 年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 (Cg-16，2011 年 5 月 -6 月 ) 上批准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并要求秘书长安排编写战略实施计划。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的目标旨在帮助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提升其为用户提供产品
和服务的标准。实施计划提供了灵活的方法，可帮助会员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规范，并作为制定
更具体方法的高级指南和改进其服务提供过程的工具。
该战略本身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员的独特需求，无论用户是谁抑或提供方是否提供
的是公共或商业产品 8 和服务 9。在实施该战略过程中，WMO 秘书处和 WMO 组织机构起到的是推
动者和协调者的作用。
满足用户 10 对特定 11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对于作为服务提供方的会员取得成功至关重要。随着用
户需求的不断变化，服务提供方的能力也应与时俱进。产品和服务的分发方法也要加以改变，特别
是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重要的是，会员要能够对这些变化迅速做出响应。
已实施正式质量管理战略的 WMO 会员可能会侧重于将满足用户需求作为服务提供的一个关键
方面。对尚未采用质量管理体系 (QMS) 的会员而言，按本文所述内容实施服务提供战略将是改进
整个组织质量管理的一项出色步骤。
那些承担合同义务提供商业服务的会员，无疑极为清楚服务提供必须具备高标准。但优质服务
提供规范也同样适用于为公众、政府机构和部门提供的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服务。
利用充分满足其需求的高质量服务，可让对于天气和气候影响敏感的行业用户得到全方位的效
益。通过公共天气服务 (PWS) 计划，具备高水平服务提供能力的会员可能会被其用户和提供资助
的各组织视为对公共资金投资具有回报价值的机构。这可有助于确保 PWS 的可持续性。

8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9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10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11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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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描述了界定服务提供框架的持续循环的四个阶段，并确定了六项要素，其中详细说明了

提供高质量服务所需的各项活动。
持续循环开发和提供服务的四个阶段是：
(1)

用户参与；

(2)

服务设计和开发；

(3)

提供；

(4)

评估和改进。

进一步推动服务型文化所需的六项要素包括：
(1)

评估用户需求和决定；

(2)

将服务开发和提供与用户需求相联系；

(3)

评估和监测服务绩效及成果；

(4)

持续改进服务提供；

(5)

开发保持服务提供所需的技术；

(6)

共享最佳规范和知识。

为了在服务提供方面达到质量绩效，服务提供方领导层的关注和重视对于确保其整个组织实现
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为帮助所有会员评估和改进其服务提供 ( 无论是目前的水平还是能力 )，因而制定了本实施计划。

评估目前服务提供的水平既可以通过自我评估，也可以通过外部帮助。评估工作应依据进展模
式进行，此模式说明了哪些活动和行动类型适合于具备一定服务提供开发水平的服务提供方。本实
施计划中纳入服务提供进展模式 (SDPM) 来指导各会员开展必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活动，从而达
到更高的服务提供水平。

战略实施的进度表设定为短期 (2 年 )、中期 (6 年 ) 和长期 (10 年 )。

战略实施的短期关键成果包括：(1) 评估目前的服务提供水平；(2) 拟定必要的行动计划，其中
应通过诸如调查、分众群体、以及分类用户研讨等方式，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从而提高服务提供水
平；(3) 评估实施该行动计划所需的资源。在中期，实施计划旨在促进一定比例的会员在其服务提
供开发方面至少比其目前的水平提高一个档次，及获取过程文件并与其他会员共享经验教训。十年
后，战略的实施旨在建立或加强服务文化，并促进将服务提供纳入会员服务提供方的计划和活动中，
从而切实提高用户对其服务的理解。

WMO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SD) 全面负责监测进展并促进各 NMHS 实施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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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各会员已认识到优质的服务提供对于为用户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性，并认识到
需要就如何提高服务提供水平提供指导。WMO 提供国际协调，为气象和水文产品制定标准，并为
服务提供给予指导。而在服务提供方面确实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各会员认为，WMO 在服
务开发和提供方面需要有更为统一和整体性的方法，因此在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 (Cg-16，2011
年 5-6 月 ) 上批准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简称战略 )。在战略得到批准之后，大会要求秘书长安
排编写实施计划，帮助各会员适应该战略并将其应用于各自的服务提供战略和计划 12。

通过共享最佳规范并支持相互商定的指南，通过在整个提供过程中促进用户参与，以及认识到
作为服务提供方的 WMO 各会员在文化、结构、业务规范、资源和发展水平上存在诸多差异，该战
略可作为改进服务提供的基础。

本实施计划的目标是提出一个可指导 WMO 组织机构及各会员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从而改进
对用户的服务提供。预计这将会加深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了解和使用，从而带来更高的用户满意度、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继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SD) 承担对战略的监督责任 , 并受指派监督战略的实施 13。

该战略阐述了四个阶段并确定了六项要素，前者明确了服务提供的持续循环过程，后者详述了
提供优质服务所需的各项活动。

1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Cg-16，2011 年 5 月 16 日 -6 月 3 日，瑞士，日内瓦；
WMO-No.1077）：ftp://ftp.wmo.int/Documents/PublicWeb/mainweb/meetings/cbodies/governance/congress_
reports/english/pdf/1102_Part1_en.pdf

1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EC-64，2012 年 6 月 25 日 -7 月 3 日，瑞士，日内瓦；
WMO-No.1092，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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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的四个阶段见下图 1。

持续循环开发和提供服务的四个阶段是：
(1)

用户参与；

(2)

服务设计和开发；

(3)

提供；

(4)

评估和改进。

进一步推动服务型文化所需的六项要素包括：
(1)

评估用户需求和决定；

(2)

将服务开发和提供与用户需求挂钩；

(3)

评估和监测服务绩效及成果；

(4)

持续改进服务提供；

(5)

开发保持服务提供所需的技术；

(6)

共享最佳规范和知识。

各个阶段和要素详见战略文件，它是了解本实施计划的重要读物。
本实施计划中所用的关键术语的定义参见附件 3 中的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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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 ” 和 “ 客户 ” 之间的区别
在本实施计划的背景下，为了明确起见，对用户和客户进行了的区分。如术语表所述 ( 见
附件 3)，用户是接受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或组织，并将其用于支持某一明确的过程。例如，公众
会接收热带气旋预警并着手在其家中准备抵御大风和大雨的措施。接收预警信息的这位用户无
需向服务提供方支付服务费。客户是指需要支付预警服务费的个人或组织，并会明确说明如何
提供这一服务。在这个热带气旋预警实例中，客户是政府，它会明确说明其资助服务提供方提
供预警服务的类型。

用户和客户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或组织。例如，一位农民需要为农作物喷药或收割提供具体
的天气预报服务，而这并非是服务提供方公共天气服务的一部分，因此要向商业提供方购买该
服务。因而这位农既是这项服务的用户，也是客户。
1.2

实施计划的目的

人们普遍认识到，通过观测资料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在数值预报方面的改进，气象学、气候学和
水文学已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在服务提供方为用户改进产品和服务方面，这些科学进步充分实
现的效益尚不明显。

该战略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各会员提供的服务能够被各行业的用户充分使用。因此制定了本实施
计划，帮助各会员的服务提供方提高气象和水文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以便用户能够充分认识到这
些进步带来的效益。

为了实现其目的，本实施计划概述了一种方法，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可以用此方法将
对高质量服务提供的重要性的深入认识转化为行动。因此，实施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进展模式
( 见附件 1)。此模式提供了评估目前服务提供水平及如何以具有成本效益方式改进服务提供的方法。
通过将其目前的服务提供状况与模式中所列水平相比较，各 NMHS 将能够确定提升其水平所需的各
项行动和活动。

实施计划还描述了 WMO 组织机构对各会员在提高其服务提供质量的进展方面承担的启动、支
持和监督作用。
1.3

改进服务提供带来的效益

如上文 1.2. 所述，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可以将气象、水文及相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所有效益转
化为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不过，改进服务提供水平和气象及水文服务给用户带来的效益之间的关
系正在得到认可。例如，改进灾害天气预警的明显益处是能够降低对生命带来的风险以及对经济造
成的不利影响。相关服务如果做到可用性强、通俗易懂，可为决策提供依据，从而有益于许多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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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型的社会经济行业，例如，卫生、农业、水资源管理、运输、旅游和能源等行业。为了确定服
务带来的效益，以及改进服务提供如何提高这种效益，可以对用户开展服务调查。14, 15

由于改进服务提供，用户将对 NMHS 的能力有更大的信心，从而增进关系，增加对服务的需求。
此外，为政府机构和部门提供更好的服务会进一步将 NMHS 视为保障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服务提供方。
这也会使 NMHS 有更多令人信服的案例，从而争取投资，保持和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提高质量。
随着各会员在 WMO 组织机构的协助下实施该战略，将会有更多成功的用户经验和获得效益的
实例。这些实例应当纳入到报告过程中。

2.

实施方法

战略的实施方法应当分为三个层面：全球、区域和国家。

2.1

在全球层面实施战略

在全球层面，实施该战略的职责属于：

1.

大会 (Cg)，它批准了该战略，并最终有责任帮助会员开发战略实施能力；

2.

执行理事会 (EC)，它将通过其服务提供工作组履行监督职责；

3.

技术委员会 (TC)，预计它将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并将服务提供纳入其计划和活动；

4.

WMO 秘书处，它负有协调职责，并能够促进最佳规范的收集、汇编及分发。
更确切地说，ECWG-SD 将制定方法，以使 WMO 能够指导会员和 WMO 组织机构实施该战略、

监督并跟踪进展，并先后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交报告。

2.2

在区域层面实施战略

在区域层面，实施该战略的职责是以区域协会 (RA) 为主，区协要重视服务提供，要将其作为
主要优先重点。预计各区协将由其各自会员通过建立附属机构 ( 例如区域工作组或专家组 ) 促进战
14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PWS_23_ROE-1_en.pdf

15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SocioEconomicMain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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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实施，以解决改进服务提供中的具体问题。此类工作组或专家组可以开展各类活动，例如开展
社会经济研究和评估、增进与媒体的关系、设计和实施试点及示范项目以及建立结对机制 ( 区域内
或区域间 ) 来帮助欠发达区域或次区域，重点是最不发达国家 (LDC)。

2.3

在国家层面实施战略

会员 NMHS 的结构和运行模式存在诸多不同，无论是提供的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类型还是针对的
用户。为了使各会员及其 NMHS( 无论何种运行模式 ) 能够适应并使用这一战略，制定了实施方法，
以指导它们符合战略中所确定的有效服务提供的属性。在服务提供进展模式中提出了三个步骤：(i)
确定会员目前的服务提供水平；(ii) 确定会员未来希望达到的目标；(iii) 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
为帮助说明如何改进服务提供，附件 5 中提供了不同服务提供水平的实例以及吸取的经验教训 16。
2.4

服务提供进展模式 (SDPM)
本实施计划的关键部分就是附件 1 中阐述的服务提供进展模式 (SDPM)。SDPM 涉及在国家层

面的战略实施。它描述了各 NMHS 在特定服务提供开发层面，针对战略中六项要素预期开展的各项
活动、行动和举措。SDPM 明确了服务提供能力的五个可能的水平：(1) 未开发；(2) 初步开发；(3)
开发中；(4) 已开发；和 (5) 取得进展。

SDPM 还包括一些涉及各战略要素的问题和解答，这有助于各 NMHS 确定其目前服务提供能力
的水平，以及表明哪类活动、行动和举措将有助于它们提高服务提供水平。

SDPM 绩效评估可由 NMHS 自己开展，也可与其它 NMHS 结对开展，或由其它外部机构开展。
NMHS 也可与关键用户和客户讨论其服务满意度，以帮助它们决定适合未来的服务提供开发水平。
2.5

将服务提供提升到更高水平

关于第 11 页所述该战略的六要素，将根据 SDPM 中确定的能力水平，针对每项要素采取行动，
促进服务提供水平，从而取得进展。除了服务水平描述和提出的自我评估问题之外，SDPM 还详细
解释了 NMHS 就促进其服务提供绩效可采取的行动 ( 见附件 2)。

3.

从战略到全国实施
这部分实施计划提出了国家级 “ 服务提供方 ”( 特别是 NMHS) 可以使用的方法。所有 NMHS 都

16

见附件 5：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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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很难提出一种对所有 NMHS 都完全适用和易懂的简单模式。该战略认
为，为用户提供服务不存在规定的方式；然而，下列步骤旨在帮助各 NMHS 评审其目前的服务提供
规范，以及采取行动实施该战略。

服务提供方
在本实施计划背景下，NMHS 一词是对提供气象和 / 或水文服务的国家机构的统称。要认识到，
在气象和水文的某些领域，其它实体，根据商业合同或通过其政府的授权，可以提供公益服务。

3.1

改进服务提供的实施步骤

步骤 1 – 确定一名服务提供带头人 17
要对提高服务提供水平作出决定，还需要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 (NMS) 的人员转变文化观念。
NMS 的全体人员应认识到，他们是在努力为用户提供服务，必须随时了解和考虑用户的需求。与转
变文化观念相联系的是从根本上需要从关注内部过程转为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关键目标。这种文化转
变只有由 NMS 的领导牵头和推动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必须指定一名服务提供带头人作为这种转
变的推动者。服务提供带头人，应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能够阐明改进服务提供可
给整个 NMS 和关键利益攸关方 ( 例如，对于确保必要投资用于改进服务提供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
政府部门 ) 带来的益处。在看到用户使用优质气象和水文服务而获得价值并且自己也从中受益时，
NMS 工作人员可能会变得更有动力。

步骤 2 – 利用 SDPM 评估目前服务提供水平
根据 SDPM 中的定义对目前所有规范进行系统评审，可以最好地实现对目前服务提供水平的评
估。应当寻找依据来判定所选择的水平。与其他 NMHS 结对是确保进行客观分析的有效方法。评估
结果应形成报告，阐述 NMHS 开发各项要素的现状，包括尽量以具体的依据来解答 SDPM 中提出
的各种问题。

步骤 3 – 制定含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的行动计划
在 NMS 内部为改进服务提供作出的改变需要结构性方法，行动计划 18 中对该方法做了明确的
表述 ( 其中包括进度表 )，并确定了适当的资源水平。通过将这些改变当作项目或计划来管理，则
可以全面分析、了解和管理这种改变对内部过程效能以及对用户的影响。而后可以将这些改变与实
现预期成果挂钩。由于更显著的改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要大变就需要配备具有项目或计划
管理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
17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18

见附件 7 建议的行动计划结构：（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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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改变仅需稍加努力便可迅速实施。例如改变产品格式、使用更易懂的语言以及避免使
用专业术语、根据用户调查改变播报时间。其它改变可能需要采取中长期行动，因此，对它们加以
记录并全程跟踪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实施的进度表可定为短期 (2 年 )、中期 (6 年 ) 和长期 (10 年 )。

战略实施的短期关键成果是评估目前的服务提供水平、拟定必要的行动计划，其中应包括通过
诸如调查、分众群体、以及分类用户研讨等方式，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从而提高服务提供水平；评
估实施该行动计划所需的资源。在中期，实施计划旨在促进一定比例的会员在其服务提供开发方面
至少比其目前的水平提高一个档次，及获取过程文件并与其他会员共享经验教训。十年后，战略的
实施旨在建立或加强服务文化，并促进将服务提供纳入会员服务提供方的计划和活动中，从而切实
提高用户对其服务的理解。.

步骤 4 – 调拨资源实施商定的行动
显然，提高服务提供水平需要投入人力和物力。尽管认识到这对那些目前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的
NMHS 会十分困难，但随着认识到改进服务提供能够带来效益，各 NMHS 会优先为此调拨资源。

达到确定的服务水平 ( 在质量、范围、准确度、及时性、细节、提供方法等方面 ) 所需的具体
资源需要仔细加以评估，并与为客户和用户带来的预期效益进行客观比较。在有些用户行业中，对
可实现的用户效益估算已经证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服务的规划、实施和提供明显超出所需的资金，
关于不同用户行业的成本效益分析目前已有许多实例 19。另一方面，发达国家 NMHS 和欠发达国家
NMHS 之间结对可为此类分析的应用提供指导和帮助。然而，如果此做法证明难以操作，则应与用
户磋商，对服务水平进行必要的适当调整。

服务提供水平高的 NMHS 将有专人负责确保战略的所有阶段和要素都是针对所提供的服务。
对于正处于服务提供开发早期阶段的各 NMHS 而言，这或许不大可能，但可以适应 SDPM，使各
NMHS 能够侧重于那些不仅需要开发有效的服务提供，而且还能够迅速带来效益的阶段或要素。这
在开发的早期阶段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所需资金的影响。

最后，在与客户有正式服务协议关系的情况下，最好是按照步骤 4，在达成此类协议之前，确
保资金的可用性。在整个过程中，要保持严格的预算管理，依据开发成本来评估用户效益的增长。
还必须要保证客户遵守承诺，避免在客户可能中止的服务上浪费投资。

19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PWS_23_ROE-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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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 根据行动计划及定期评审服务提供水平评审行动进展
根据行动计划持续监测进展、明确内部财务会计以及与用户 / 客户定期见面将确保开发的服务

与目标相一致，如果有正式的服务安排，则要遵循服务协议，例如谅解备忘录 (MOU)、客户供方协
议 (CSA) 或服务级别协议 (SLA)。这会使用户有信心，相信他们的需求将得到满足，并且会得到
他们预期的服务。作为监督和评估过程的一部分，需要根据 SDPM 及其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制定适
当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例如此类指标可以是与各类用户达成服务协议的数量以及所开展用户满
意度调查的数量。

步骤 6 – 各 NMHS 共享最佳规范和知识
在 WMO 组织机构和秘书处的协助下，各 NMHS 共享经验、知识和最佳规范可有助于确保各
NMHS 能够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于效益最大化的领域。共享最佳规范和后续行动计划的实例参见附件
7，这有助于说明上述各步骤。

步骤 7 – 根据 ECWG-SD 的建议报告进展
为了证明资金能够有效用于促进服务提供，监督并报告进展至关重要。ECWG-SD 将制定一个
报告过程，追踪 WMO 会员的累积进展。

4.

围绕战略与实施的 WMO 组织机构
虽然希望本实施计划能够便于使用，但许多会员可能还需要帮助来取得最佳结果。在秘书处的

帮助下，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以其协调和促进职能，必然会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和鼓励各会员实施
该战略并提高其服务提供水平。

4.1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SD) 的作用
已指派 ECWG-SD 全面负责实施该战略。除了为各 NMHS 制定并提供指南之外，ECWG-SD

还将监督各会员取得的进展，向 EC 提交年度报告，并向 2015 年第十七次大会提交最终报告 20。
4.2

区域协会 (RA) 和技术委员会 (TC) 的作用
WMO 组织机构已认识到优质服务提供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保持乃至开发 NMS 潜能的方法。这

20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EC-64，2012 年 6 月 25 日 -7 月 3 日，瑞士日内瓦；

WMO-No.1092，第 8 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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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机构的专家和管理组应就会员如何提高对用户服务的价值参与提出建议。EC 要求各 TC 确保将该
战略纳入到负有服务提供职责的 WMO 各计划中 。
尽管并没有指令性要求，但预计各 RA 和 TC 将会在其职责领域内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
包括确定一名服务提供带头人，以帮助推广最佳规范实例。各 TC 能够帮助将改进服务提供纳入其
技术专业领域中。例如，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可以建立专家组，为公共天气服务制定及共享最佳
服务提供规范；水文学委员会 (CHy) 可针对提供出色的水文服务制定指南；气候学委员会 (CCl) 可
确保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实施计划中充分阐明服务提供规范，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CAeM)、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CAgM) 以及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都可将服务提供改
进活动列入各自工作计划中，分别将重点放在为航空、农业和海洋提供服务。

关于报告程序，重要的是避免出现用于编写报告的时间多于所报告活动的开展时间。然而，需
要一定程度的监督、评估和报告，以证明正在实施战略、取得进展，并正在带来效益并加以衡量。
这些活动的时间表将取决于各会员、RA 和 TC 的不同需求，但建议应至少每年提供一次报告。
4.3

秘书处的作用

WMO 的许多计划都有服务交付范围。 秘书处管理这些计划的各部门有责任依本方案所述通过
各自计划中的活动 ( 包括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 ) 促进战略并宣传其实施。通过这些计划 ( 包括地区
域计划及教育和培训计划 ) 鼓励和支持会员对于实现 WMO 战略计划的第一个预期结果是必要的，
WMO 战略计划的目标是：“ 加强会员的能力，以提供高质量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预报、信息、
预警和服务并改进用户对这些内容的获取，以满足用户的要求，并协助相关社会部门将这些内容用
于决策 ”。
4.4

评估报告

作为这个实施计划短期 ( 二 (2) 年 ) 标志的一部分，我们推荐会员进行的第一步是评估服务提供
的发展，以决定其目前的水平，并向 ECWG-SD 提供一份报告，以向 WG 通报分析后得到的水平，
并就是否能进一步改进目标做出建议。在各 NMHS 测试战略实施期间，ECWG-SD 将提供如何完成
这些评估报告的指导。

评估报告包含的信息将由 ECWG-SD 用于跟踪战略的实施。以下是 ECWG-SD 将监测的一些
元素的例子：
(a)

已初步评审服务提供状态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数量；

(b)

已有提高服务提供水平行动计划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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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已经改进了服务提供水平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数量；

(d)

能用于大范围交流的良好实践的例子。

为了保证会员能提供尽可能多的报告，预计 RA 和 TC 在鼓励和协助会员起草报告方面将起到
关键作用。这项责任可以通过将这项其包括在一个区域工作组或专家组的职责范围内完成。

要 成 功 地 实 施 战 略， 很 关 键 的 一 点 是 在 NMHS 和 WMO 的 组 成 机 构 间 交 流 信 息 和 知 识。
ECWG-SD 实时和准确的报告将有助于保证 NMHS 和 WMO 组成机构获取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RA
和 TC 也可以促进信息的流动以及知识和最佳规范的交流。结对和辅导是能促进进展的重要的活动，
特别是各区协在促进这些活动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4.5

衡量 SDIP 进展的进度表
本实施计划的高级目标是通过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改进 NMHS 的服务提供水平。为使

该高级别目标的进展能被量化，我们提出了许多目标和标志。

4.5.1

短期 (2 年 ) 时段

在该实施计划批准后三个月之内， ECWG-SD 将制作并向会员分发一份问卷，以评估会员目前
的服务提供水平。对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后将形成一个评估进展的基准。在实施计划批准两年后将
分发第二份问卷，并且届时要求会员提交一份评估报告。

预计在实施计划批准两年后：
(a)

70% 的会员 ( 六个区域各有一部分 ) 已经进行并完成了对照 SDPM 对其目前服
务提供水平的评估；

(b)

50% 的会员已经决定哪个水平适于做为其未来的目标；

(c)

40% 的会员已经明确了哪些是最重要的优先目标用户群，与这些用户群进行了
讨论并收集了有关客户的要求和决策过程的信息；

(d)

30% 的成员已经制定了基于用户意见和自身服务水平评估的行动计划，以实现
其选择的服务提供目标等级，并已经进行了对实施行动计划所需资源的评估；

(e)

至少 25% 的会员将向 ECWG-SD 提交一份报告；

(f)

至少 50% 的区协已经在其工作结构之中纳入了服务提供专家组或工作组，并已
经开始开发活动，如各自区域内 ( 以及和其他区域 ) 的试验计划和结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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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6 年 ) 时段

实施计划批准后每两年，ECWG-SD 会进行一项跟进调查，并要求会员更新评估报告以作为监测进
展的一项工具。
预计在实施计划批准四年后：
(a)

80% 的成员 ( 六个区域各有一部分 ) 已经进行并完成了对照 SDPM 对其目前服
务提供水平的评估；

(b)

70% 的会员已经决定哪个水平适于做为其未来的目标；

(c)

60% 成员已经明确哪些是最重要的优先目标用户群，已经与这些用户群进行了
讨论并了收集客户的要求和决策过程的信息；

(d)

50% 的成员将制定了基于用户意见和自身的服务水平评估的行动计划，以实现
其选择的服务提供目标等级，并已经进行了对实施行动计划所需资源的评估；

(e)

至少 60% 的会员将向 ECWG-SD 提交一份报告；

(f)

100% 的区协已经在其工作结构之中纳入了服务提供专家组或工作组，并已经
开始开发活动，如各自区域内 ( 以及和其他区域 ) 的试验计划和结对安排。

预计在实施计划批准六年后：

4.5.3

(a)

40% 的会员已经制定了区域内或区域间的结对或辅导计划；

(b)

50% 会员的服务提供水平至少提高了一个级别；

(c)

所有这些 50% 的会员记录了这些进展，并能与其他 NMHSs 分享经验教训。

长期 (10 年 ) 时段

ECWG-SD 将通过定期、渐进的问卷和更新评估报告的要求监督长期进展，十年之后估计战略
的实施会发展或增强服务文化，促进会员的服务提供者将服务提供纳入其计划和活动中，并使用户
对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理解得到明显改善。
所以长期时间范围的目标是：
(a)

所有的会员发展或增强了其服务文化；

(b)

至少有 70% 的会员将服务提供纳入了其服务提供方的计划和活动中；

(c)

至少 60% 的会员能表现出用户对其服务理解的改善。

5.

与其它倡议和活动的联系

5.1

与 WMO 倡议和活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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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不是 NMS 中的单独的计划活动；而应当将其看作 NMS 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一个关键

组成部分。一种持续改进报务提供的文化对 NMS 员工、NMS 自身和其用户都是有益的。因而能力
的改进会积极影响气象和水文服务用户对于 NMS 的看法。这种改进的目标是保证 NMS 和用户双方
能增强互利互惠的合作。以下是一些与该战略具有很高协同性的 WMO 的一些倡议和活动的例子。
5.2

与 WMO 战略计划的联系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源于 WMO 战略计划，特别是关注改进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的战略主旨。

战略主旨认可气象和相关环境服务的质量和提供改进中产生的、能造福社会的益处。 此外，战略主
旨强调这需要信息提供方和用户的共同努力，从而保证用户的需求被纳入到产品的开发中，并增强
信息提供方和用户间的交流反馈，以形成持续的改进。涉及战略主旨的预期结果提出了提供气象、
水文和环境服务的快速变化的范例，要求服务提供者：(i) 理解如何使用信息以最好地满足用户的需
要，例如通过有效地滚动审查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ii) 将气象、水文和环境信息和产品结合
到决策中 ( 见参考文献 4，附件 8)。
5.3

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联系
气候服务的发展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服务提供。对用户参与的需求得到了用户界面平台 ( UIP )

的承认， 这个平台是 GFCS 的五个重要支柱之一。为满足用户的需求而与用户进行对话、获得用户
的反馈、发展监测和评估措施，这些都与战略要素是紧密结合的。GFCS 实施计划强调了与战略的
密切协同，该计划承认结合 UIP( 特别是 UIP 与战略结合 ) 可以提高效率 ( 见参考文献 5，附件 8 )。
5.4

与质量管理体系 (QMS) 的联系
QMS 被定义为一个组织发展和成功实施产品和服务提供管理所需的组织结构、程序、过程和资

21

源 。有效的服务提供和与 QMS 标准的符合是互补的，如果一个机构有较高的服务提供标准，那么
这个机构就更有能力满足范围更广的 QMS 标准。如果 NMHS 希望增强成果，那么高质量的服务提
供和与 QMS 标准的符合都是必须的

过去的十年里，在为特定领域提供气象服务时出现了对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的强烈
要求。尤其是国际民航组织和 WMO 联合在一个全球法规框架下为安全、经济和高效的航空提供了
气象服务。而现在需要一个适当组织的体系来作为标准，供所有服务提供方对气象信息进行质量管理。
应当指出这项要求不仅适用于气象服务提供方，也适用于所有民航服务提供方 ( 如航空信息部门 (AIS
)、机场地面部门、空中交通管制部门 ( ATC ) 等。所以，这种需求是行业驱动的，NMHS 和其它民
航气象服务提供方应当实施符合 ISO9000 系列质量保证标准的管理系统。
21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chy/chy13/documents/awg3/Doc6_2-Quality_Man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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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部门也在学习民航的做法，预计提供水文和海运服务也需要 QMS 要求。由于注意到关于
QMS 的 ISO9000 系列标准的设计目的是帮助各个组织满足用户和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同时满足有
关产品的法律法规要求，因此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是与 NMHS 所提供的服务的各个方面的 QMS
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注意到一些 NMHS 不仅使其航空服务获得了 ISO9000 认证，整体机
构也获得了认证，这非常鼓舞人心。尽管获得和维持 ISO 认证需要必要的投资 ( 资金和人力投资 )，
但这些 NMHS 的经验毫无疑问对于服务质量和管理实践，对用户 / 客户的态度和理解都有正面影响。
QMS 应当支持战略的各阶段和要素，补充作为服务提供发展指南的 SDPM。WMO “ 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质量管理系统实施指南 ”( 参考文献 6，附件 8) 为所有想要为服务提供采用质量管理方法
的 NMHS 提供了建议和信息。WMO 承认结对和辅导是为实施 QMS 时需要专业知识、建议和帮助
的会员提供支持的一种方法 22。应当建立一种类似的结对和辅导框架，以支持服务提供水平较高的
NMHS 帮助其它的 NMHS 提高服务提供水平。结对和辅导框架也应当对互动进行鼓励，互动既可以
通过非正式的方式，也可以通过 NMHS 间的双边访问和交流进行。预计区协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建立
有效的结对和辅导框架方面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5.5

与培训的联系

关于服务提供的各个方面的培训都应当融入相关的培训活动中。例如，预报课程应当包括服务
提供模块，向学员介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所需的能力和措施。这样的培训也应当包括与预报信息的
用户相关的信息、这些用户的决策过程、以及这些用户如何将水文气象信息用于决策。另外还要就
如何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对气象和水文机构的用户和客户进行培训，以使益处最大化，并使用户完
全理解 NMHS 的能力。
5.6

与能力开发的联系

如果能力建设活动将服务和服务提供作为主要的关注目标，并考虑进行服务和服务提供所需的
基础设施、人员和制度能力，那么能力建设活动通常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如果 NMHS 在开发所提供
的服务时牢记用户的需要，那么 NMHS 就能够更有效地为本国的发展计划做出贡献。这将有助于确
保服务的评估由用户做出，并确保气象和水文服务的可持续性和不断改进。
这个方法与 WMO 的能力建设战略 (CDS) 是一致的 23，这个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宣传、教育和
培训、推广、伙伴关系和资金筹集、展示和示范项目、服务提供和研究，使 NMHS 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的 NMHS 形成一种完整的、综合的可持续能力建设的方法。WMO 的 CDS 更强调提高服务提供
的质量，这有别于传统的加强气象基础设施的方法，CDS 的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家已经被证明是非常
成功的。例如，有几个项目的内容是在非洲国家的 NMHS 安装媒体天气制作系统，这些项目很快提
22

www.wmo.int/pages/meetings/ptc/2012/documents/PTC_2012_d03_3.doc

23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C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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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NMS 在各部部长和公众眼中的形象。第二个例子是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的实施，
在科技投资的基础上，这个项目投资于改进公众服务提供，这增加了减缓灾害天气影响预警的提前
时间和准确度。“WMO 关于 NMHS 的作用、运行和管理的指南 24” 重点关注了服务提供，并强调了
NMHS 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包括满足对气象和相关数据和服务的国家需求。应当牢记的是提供有效
的服务的先决条件是背后的 NMHS 业务结构提供准确及时的产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基础是合理
的科学依据。

5.7

与马德里行动计划 (MAP) 的联系
2007 年 WMO 在西班牙马德里组织召开了 “ 国际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

社会经济效益会议 ”。会议的目标中提到：提高当前和潜在用户群体关于广泛的现有、新的和改进的
服务的可用性和价值的认识，建立并改进评估气象和相关服务在研究、教育和应用界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的新方法。会议重申 NMHS 的作用包括为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降低自然灾害成本提供信息和
服务，保护并加强对天气、气候和水敏感的部门，并改善公众的健康、福利和生活质量。会议的结
果被称为马德里行动计划 25，该计划明确承认需要量化 NMHS 为各类它所支持的社会经济部门带来
的效益，以增强其服务提供能力。

6.

结语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实施计划的发布是加强 NMHS 服务导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计划描

述了一些实践，能提供一套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用的灵活方法，从而加强整个 WMO 的服
务提供。这个计划向 NMHS 的决策者提供了一套方法，使他们能全面理解我们的服务在各种社会经
济部门决策过程中的使用，也提供了使这些服务适用于公众益处和商业目的工具。最开始需要进行
的步骤是会员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水平，使计划适合其需要，并与其它会员、区协和相关的 WMO 技
术委员会密切协作，这也是整个质量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24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linkedfiles/2011ECWG-CDd05.2.3GuideOutlinev16.docx

25

http://www.wmo.int/pages/themes/wmoprod/documents/madrid07_ActionPlan_web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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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WMO 执理会服务提供工作组，我们相信实施计划既提供了大量信息，又能推动贵国国
家目标的实现。工作组承诺将促进该计划的实施并监督其进展，以衡量未来 2 年至 10 年间迈向更高
水平的服务的进展。提高对用户的服务提供水平是一个关键要素，能使会员作为服务提供方成功地
提高 NMHS 的可见性，并吸引新的资源来增强我们的能力的。

初步开发：

开发中：

已开发：

取得进展：

定。

务的要求不了解。

对服务提供的要求。

没有很好明确用户

程序。

续不间断的对话。

的文件说明客户的 的文件说明客户的

用与客户达成一致 用和客户达成一致

发。

的文件数量很有限。 更新这些要求。

这些要求。

户的反馈定期更新

用 于 说 明 用 户 要 求 要 求， 但 没 有 定 期 要 求， 并 且 根 据 用

一些正式程序。

用接受到的反馈的

在服务开发中有使

馈会被记录下来。

对 用 户 对 产 品 或 服 但 没 有 用 户 参 与 的 系， 并 且 他 们 的 反 户 意 见 用 于 服 务 开 接 受 的 服 务 保 持 连

评 估 用 户 需 求 和 决 对 用 户 不 了 解， 或 对用户有一定了解， 用 户 能 与 NMHS 联 NMHS 临 时 征 求 用 和 用 户 就 其 要 求 和

未开发：

NMHS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可以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程序在 SDPM 所处的位置

1

战略中的要素

这个模式既可以作为评估NMHS发展水平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制定提高服务提供的行动计划的工具。

附件1：服务提供进展模式(SD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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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c

问题 1b

问题 1a

未开发：

初步开发：

开发中：

已开发：

取得进展：

服务的用户？
文件记录相关信息

或

这些协议包括当前
的信息。

议经常是不完整的
或 过 时 的， 所 以 这
使用。

务的发展情况。

用于说明产品和服

文件中包含的信息

这 些 协 议， 以 确 保

议 (SLA)，但这些协

些协议不太可能被

况定期评估和更新

(CSA) 或服务水平协 评估和更新。

用 户 供 应 商 协 议 SLA ， 但 不 会 定 期 SLA，并且会按照情

户， 但 没 有 用 正 式 谅解备忘录 (MOU)、 了 MOU、CSA 或者 了 MOU、CSA

用户怎样联系你？

你有什么程序？

改进服务提供。

志， 并 能 采 取 行 动

采取行动。

改进服务的反馈。

户处获取关于如何

能维护用户反馈日

或用户研讨会。

向用户反馈结果。

交 流， 形 式 为 调 查 它 相 似 的 机 制 从 用 户群体的机制。

式 记 录， 并 且 很 少

样的联系不会被正

NMHS 联 系， 但 这

用 户 能 临 时 与

机制。

不到回复。

果 电 子 邮 件 经 常 得 件。

联系。

如 上 网 不 方 便， 结 子 邮 件、 电 话 和 邮 临 时 管 理 与 用 户 的

制 但 是 不 可 靠， 例 联 系 NMHS， 如 电 方式与 NMHS 联系。 与用户的联系。

没有与用户联系的 有与用户联系的机 用户能用各种手段 鼓励用户通过各种 有专人或团队管理

程序。

为 了 和 用 户 交 流， 没 有 与 用 户 交 流 的 不与用户积极交流。 不 定 期 地 进 行 积 极 用 定 期 研 讨 会 或 其 使 用 一 系 列 适 合 用

和服务的用户？

谁是你提供的产品 不知道谁是产品和 了解一些或所有用 与一些用户签订有 与每位用户都签订 与每位用户都签订

战略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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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开发：

问题 2a

开发中：

已开发：

取得进展：

述，而且不够详细。

用 户 需 求 的 形 式 描 有限。
更新这些需求。

这些需求。

户的反馈定期更新

要 求， 但 没 有 定 期 需 求， 并 且 根 据 用

定 理 解， 但 没 有 以 要 点， 但 文 件 数 量 的 文 件 说 明 客 户 的 的 文 件 说 明 客 户 的

与用户需求相联系。 只发布产品。

信息有限。

记录产品的描述性

作出反应。

对产品和服务的记 根据与用户的协商

品和服务。

务 与用户达成一致。

记录了少量产品或 记录了少量产品或 记录了大多产品或 记录了所有产品或

服务？

息。

息。

息。

息。

有定期更新这些信 会定期更新这些信 会定期更新这些信 会定期更新这些信

服 务 的 信 息， 但 没 服 务 的 信 息， 并 且 服 务 的 信 息， 并 且 服 务 的 信 息， 并 且

SLA 类 似 的 文 件 中 SLA 类 似 的 文 件 中 SLA 类 似 的 文 件 中 SLA 类 似 的 文 件 中

文 献 来 规 定 产 品 和 相关的文件。

你维护了什么样的 没有与产品和服务 在 与 工 作 指 南 或 在 与 工 作 指 南 或 在 与 工 作 指 南 或 在 与 工 作 指 南 或

用于变化管理。

并 且 将 这 样 的 信 息 了 SLA。

会记录产品和服务， 录 有 一 贯 性。 规 定 就 SLA 中规定的服

通是临时性的。

务， 但 与 用 户 的 沟 开发。

的改变和新的技术 会根据技术改变服 用于服务的变化和 关信息用于开发产

将 服 务 开 发 和 提 供 没 有 服 务 的 概 念， 服 务 不 对 用 户 需 要 开 发 了 服 务， 而 且 将 用 户 的 反 馈 信 息 与 用 户 协 商 并 将 相

和服务提供资料？

户的要求，以为产品 的需求。

如何收集和记录用 不收集和记录用户 对用户的需要有一 记录了用户需求的 用和客户达成一致 用和客户达成一致

未开发：

NMS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可以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程序在 SDPM 所处的位置

2

问题 1d

战略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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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开发：

问题 3a

开发中：

已开发：

取得进展：

的机制。

通知有些用户。

通知所有用户。
务的任何变更。

且会考虑新技术。

和 服 务 的 变 更， 而

所 接 受 的 产 品 和 服 需 求， 并 参 与 产 品

效及成果。

用这些信息。

有系统的进程来使

或 服 务 提 供， 但 没

用于为关于改进的

并将这些结果持续

措施。

临 时 采 取 后 续 行 动 决策提供信息。

需要改进的领域。

和有效性？

务 的 准 确 性、 质 量 质量或有效性

质量和有效性

要的变化。

基于用户需求。

规定。

其 中 一 些 措 施 可 能 这些措施在 SLA 有 根据变化更新 SLA

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准确性和质量。

户 提 供 的 产 品 和 服 品和服务的准确性、 施 确 定 产 品 和 服 务 施 验 证 服 务 提 供 的 服务提供的准确性、 施， 以 反 映 用 户 需

你如何验证你向用 不检验所提供的产 会临时使用一些措 会定期使用一些措 使用一些措施检验 会定期审核这些措

求。

定期报告衡量结果
使用研究结果找出

中没有考虑用户需

据。
正在验证准确性和 /

用 户 需 要 进 行， 会

的 衡 量 依 据， 但 其 了用户需求

服 务 提 供 表 现 的 依 依据。

评估和监测服务绩 没有衡量准确性或 正在开发一些衡量 有验证和服务提供 在衡量表现时考虑 对表现的衡量根据

户？

更 时 怎 样 通 知 用 更 时 没 有 通 知 用 户 更 时， 会 提 前 临 时 和 服 务 有 变 更 时 会 用 户 充 分 了 解 他 们 会 让 用 户 说 明 新 的

当产品和服务有变 当产品和服务有变 当产品和服务有变 当用户接受的产品 有正式的程序保证 当计划作出变更时

未开发：

NMS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可以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程序在 SDPM 所处的位置

3

问题 2b

战略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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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开发：

问题 4b

问题 4a

开发中：

已开发：

取得进展：

品和服务。

进你向用户提供的

取一些措施。

标的进展。

日常工作中监督目

会 制 订 计 划， 并 在

的概念。
前的状况。

更“行动计划”。

会根据评审结果变

各个过程。

的反馈。

取 一 些 措 施 以 改 进 员 工、 用 户 和 客 户

些进步的计划。

这些进步的计划。

步， 但 没 有 使 用 这 步， 也 有 一 些 使 用 划来利用科技进步。 并最大化其益处。

的。

合 规 的 监 督 是 临 时 规 进 行 监 督。 会 采 程， 其 中 包 括 纳 入

步改进服务提供？

格式不是 QMS。

供 的 文 献， 但 文 献 务 提 供 过 程。 但 对 务 提 供 过 程 并 对 合 施 了 持 续 的 改 进 过

会找出一些科技进 会找出一些科技进 会日常性地更新计 主动利用科技进步

提供过程。

你 如 何 使 用 科 技 进 不评审科技进步。

提供的各个过程？

你 是 否 记 录 了 服 务 没 有 文 献 记 录 服 务 有 一 些 记 录 服 务 提 将 QMS 用于大多服 将 QMS 用于所有服 存在 QMS，并且实

的资源。

确定了实施该计划

“ 行 动 计 划 ”， 并 已 而且正在监测结果。

概 念， 并 评 估 了 目 服 务 提 供 水 平 的 提供的 “ 行动计划 ”， 供状况。

持续改进服务提供。 没 有 服 务 提 供 原 则 已 引 入 服 务 提 供 的 已 制 定 了 提 高 目 前 正 在 实 施 改 进 服 务 会 定 期 评 审 报 务 提

产品和服务？

改 进 一 些 提 供 的 产 分析。

可 能 会 将 结 果 用 于 果， 也 会 进 行 一 些 的 领 域； 会 临 时 采 施。

以及服务提供质量

验证的结果用于改

使用记录一些结果， 些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结 用 于 找 出 需 要 改 进 领 域 并 定 期 采 取 措

质 量 和 有 效 性 验 证 所以没有结果。

你 如 何 将 准 确 性、 因为没有进行检验， 会 临 时 或 为 了 内 部 会 日 常 性 地 记 录 一 会 将 对 结 果 的 分 析 会 记 录 有 待 改 进 的

未开发：

NMS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可以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程序在 SDPM 所处的位置

4

问题 3b

战略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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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开发：

问题 5a

开发中：

已开发：

取得进展：

和用户充分了解服 相关变更的沟通提
务提供的任何变更。 出意见。

虑 变 更 对 客 户 或 用 或用户。
户的影响。

但 会 一 定 程 度 地 考 变 更 都 会 告 知 客 户 程 序， 以 保 证 客 户 为 服 务 提 供 进 程 和

所需的技术。

原则的概念。
原则。

提 供 正 式 培 训。 有 会 定 期 将 创 新 性 的

的服务提供的文化。

者？

中 的 最 佳 服 务 提 供 有最佳服务提供者
但尚不完善。

供 所 需 的 培 训、 资
金和权限。

持， 所 以 无 法 改 进 提供。
服务提供。

NMS 各级的适当支 需 的 资 金 改 进 服 务 获 得 了 改 进 服 务 提

者的过程已经启动， 提 供 者， 但 得 不 到 提 供 者， 但 没 有 所 佳 服 务 提 供 者 已 经

谁是你所在的 NMS 我所在的 NMS 中没 评 选 最 佳 服 务 提 供 已 评 选 出 最 佳 服 务 已 评 选 出 最 佳 服 务 具 有 一 定 级 别 的 最

别过程。

提 供 提 出 建 议 的 特 务改进程序中。

提供一些正式培训。 让 员 工 为 改 进 服 务 想 法 纳 入 持 续 性 服

式 的 服 务 提 供 沟 通 要性。

供 培 训， 但 有 非 正 知 道 服 务 提 供 的 重 解。

开 发 保 持 服 务 提 供 没 有 服 务 提 供 沟 通 没 有 正 式 的 服 务 提 NMHSs 的多数成员 所 有 员 工 都 完 全 了 有 提 供 尽 可 能 完 善

程中的变更？

户 沟 通 服 务 提 供 过 知变更。

你 如 何 向 客 户 和 用 不 向 用 户 或 客 户 告 会 告 知 一 些 变 更， 所 有 服 务 提 供 中 的 会 执 行 正 式 的 沟 通 客 户 和 用 户 会 经 常

未开发：

NMS 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可以评估其目前的服务提供程序在 SDPM 所处的位置

5

问题 4c

战略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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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d

问题 5c

问题 5b

已开发：

取得进展：

行非正式的沟通。

用的资料。

会使用这方面的可

办培训研讨会

和培训。

供的定期沟通。

层之间关于服务提

会 定 期 实 施， 如 举 于 可 用 资 料 的 沟 通 行 各 级 员 工 和 管 理

培训计划。
一致的。

会使用多种方法提
定个人培训计划

会 根 据 发 展 需 要 制 供培训。

发展的领域。

在 NMS 内是连贯、 且 会 明 确 员 工 需 要 训要求。

说 明， 且 工 作 说 明 员 工 进 行 评 价， 而 以 确 定 NMHS 的 培

服务提供的改进？

供的机制。

很少使用。

的。

供的改进。

建议的影响。

馈， 并 说 明 他 们 的

建 议 的 实 施 是 临 时 在 内 部 进 行 服 务 提 施。 向 员 工 提 供 反

关 如 何 改 进 服 务 提 的 非 正 式 程 序， 但 的 非 正 式 程 序， 但 并会酌情实施建议。 建 议， 并 会 酌 情 实

你 如 何 使 员 工 参 与 没 有 让 员 工 提 出 有 有 供 员 工 提 出 建 议 有 供 员 工 提 出 建 议 鼓励员工提出建议， 在 高 层 考 虑 员 工 的

各自的培训需求？

员 工 的 作 用 和 他 们 员 工 的 工 作 说 明 或 明，但互不相关。

有 什 么 机 制 来 记 录 没 有 以 文 件 记 录 的 多 数 职 员 有 工 作 说 所 有 员 工 都 有 工 作 会 对 照 工 作 说 明 对 会 审 核 培 训 计 划，

则？

就 服 务 提 供 原 则 进 个 管 理 层 一 些 机 制 管 理 层 定 期 实 施 基 续 的 培 训， 并 会 举

开发中：

工了解服务提供原

初步开发：
职员和管理层之会 针对所有职员和整 为所有职员和整个 为所有职员进行持

未开发：

有 什 么 机 制 来 使 员 没有这样的机制。

战略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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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开发：

初步开发：

开发中：

已开发：

取得进展：

识

通过正式培训、结对和辅导等鼓励 NMHS 分享服务提供方面的最佳规范。

个关键职能。

共 享 最 佳 规 范 和 知 在教育和培训计划的协助下 WMO 秘书处的许多计划在服务提供中都起到了作用，这项活动是这些计划的一

战略中的要素

总摘要
决议
121

12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附件 2：结合战略要素采取行动
针对六个战略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服务提供水平，并使服务提供者提高
在 SDPM 中的级别。下面说明了其中一些措施，详情请见 SDPM。
战略要素 1 – 评估用户的需求和决定承认作为服务提供过程的第一步，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气
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的用户和这些用户与这些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决策和计划程序。对用户的了解很
大程度取决于用户的类别，针对每个类别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向其它终端用户和决策者提供服务
时既可把媒体、灾害管理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看作服务的用户，又可看作 NMHS 的伙伴，农业、卫
生、能源、运输和旅游业等社会经济部门是一些特殊的用户群体，这些部门使用 NMHS 的服务和产
品来提供服务，其服务可能是提供给终端用户的公共产品，也可能是的商业活动的一部分。最多样
化的用户群体是公众。公众是一个主要用户群体，而调查是收集其需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其它用户
群体也可能刚开始使用调查，后续可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讨会或对这些群体中的个人的面谈。如果
已经确立了 NMHS 产品和服务用户的不同类别，就必须与他们进行公开诚恳的对话，从而清楚地了
解这些用户对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的要求、NMHS 提供那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提供手段、未来
使用服务的方式、成本 ( 如果适用 ) 等。实施计划将清晰地规定 SDPM 的每个等级、将要提供的服
务、以及如何提供和监督服务。如果用户群的定义清晰、结构完备，那么提供服务时的关键活动是
签订谅解备忘录、(MOU)26 客户供应方协议 (CSA)27 或服务水平协议 (SLA)28。为了保证解决与服务
提供相关的问题，并且理解要求和能力的变化，与用户举行定期的会议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服务以
公共产品的方式提供给公众，那么就不可能与公众中的每个个人签订这样的正式协议。但在一些国家，
可以通过一个组织或代表机构反映用户的要求。如果这种方法不可行，那么可以用其它方法，如定
期调查、网上反馈和社会化媒体收集信息，从而了解公众的需求、他们对于 NMHS 服务的满意度和
需要采取措施改进服务提供的领域。
战略要素 2 – 将服务开发和提供与用户需求相联系承认用户应该能看到在开发和提供服务时考
虑了他们的特殊需要，他们接受的不是通用产品或为其它目的开发的产品。重要的一点是用户 / 客
户完全了解 NMS 的能力，这样他们对 NMS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许多文件
都可以用来支持这个要素的实施。例如产品目录 29 可用来限定 NMHS 提供的资料、产品和服务的范
围，过程说明文件 30 可用来保证某项服务适合 NMHS 支持服务提供的程序。工作指南 31 能保证所
有参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人员都准确地了解为了确保生产一致的、有品牌效应的产品需要什么。另外，
应当进行风险评估，以保证确定并适当管理风险预防质量和可靠的服务开发和提供。
26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和 附件 4 – “ 文件和模板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
Appendix-4.doc)

27
28
29
30
31

同上
同上
同上
见附件 3 - 术语定义 “ 词汇表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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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要素 3 – 评估和监测服务绩效及结果要求 NMHS 监督许多与所提供的服务相关的内容，如：
准确性、及时性、对用户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以及用户 / 客户的满意度。但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内容
是与用户和客户达成一致的，并且会定期提供端到端服务绩效报告。这些内容在确定需要改进的产
品或服务领域方面有重要的作用。这些战略要素的实施需要许多表格和文件，如跟踪用户反馈的反
馈日志、保证双方同意的行动能得到落实的行动跟踪记录、以及规定和报告验证统计的文件。为使
NMHS 的员工建立这些文件，附件 4 中列出了这些文件的说明和文件模板的链接。32
战略要素 4 – 持续改进服务提供承认用户的需要是变化的，而随着科学发展和技术变化，
NMHS 的能力也会变化。与用户的持续对话是战略要素 1 的一部分，这样的对话能保证发现这些变
化并将改进的益处提供给用户。MOU、CSA、SLA 不是一成不变的文件，而应该在与用户 / 客户达
成一致的情况下随用户需要的变化而审核和更新。通过持续改进服务提供 NMHS 也能提高自身的地
位和声誉，在特别强调公益服务的同时，这将增强 NMHS 作为水文和气象服务权威提供机构的作用。
过程描述模板可用于展示如何将战略要素 4 纳入 NMHS 的总体服务提供过程之中。
战略要素 5 – 开发保持服务提供所需的技术承认为实施战略，可能需要与用户和客户有效沟通
的新的或改进的能力。除了需要发展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外，还需要其它能力如与用户沟通、
协商、演示以分析用户 \ 客户需要的能力，这些能力可能是 NMHS 培养员工的传统领域。在服务提
供部门工作的员工需要的这些新能力应当在其岗位说明中加以明确规定。WMO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已经为在产品和服务开发和提供领域工作的 NMHS 员工制定了能力要求 ( 见参考文献 4)。应当使
用现有能力的差距分析来确定培训需求和开发标准培训模块，以保证所有的员工都有机会学习并发
展这些能力。
战略要素 6 – 共享最佳规范和知识承认 WMO 过去在促进最佳规范和知识在各个 NMHS 间的转
让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继续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鼓励发达国家 NMHS 和欠发达国家
NMHS 之间的结对安排和辅导，以便能促进技术知识、最佳规范模型和指南的交流，从而改进服务
提供。秘书处可以促进这样的安排。
__________

32

见附件 4 –“ 文件和模板 ”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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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词汇表
这些定义依据的是关于 IT 服务管理的 ITIL 标准。关于这些标准的详情请见以下网站 :http://
www.itil-officialsite.com.

准确率

预报参数与观测值相符的程度 ( 例如，如果 10 天中有 9 天前一天中午发布的
最高温度预报与第二天观测所得的最高温度相比处于既定指标范围内，那么准
确率为：9/10 * 100 = 90%).

商业服务

客户以付费方式获得的产品或服务。一般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为其生产成本加上
一部分利润。

合规

符合标准、规定或其它要求。

组件

产品的一部分，如图表中的数据或文本。

客户

付费保用产品和服务、并同意通过客户供应方协议 ( CSA ) 或服务水平协议 (
SLA ) 中的交付规定的个人或组织。客户可能会成为用户，也可能不会成为用户。

客户供应方协议

一种法律文件，用来规定由一方向另一方交付的服务或产品。大致类似合同，

( CSA )

但通常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间使用。

效益：

服务或产品使用户受益的程度。这项指标描述的是用户接受的服务使其采取的
行动，以及该服务或产品由此带给用户的益处。

适合目的

产品或服务应该适用于预期目的。根据 “ 质量工程 ” 杂志，这是两个公认的质
量保证原则之一。

谅 解 备 忘 录

用于在不能达成正式合约时概述一项服务或关系中的各方责任的一种文件。

(MOU)
准时完全交付

衡量供应链中的交付表现的参数，并着眼于从客户的角度看待交付。这个参数

(OTIF) 得分

衡量的当用户需要某产品或服务时，他们能获得该产品或服务的频率。

过程说明文件

构成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库一部分的文件。在战略中该文件说明的是国家气象或
水文部门 (NMS) 内的服务提供过程

产品

分析或预报过程产生的输出品，如观测数据、数据集或信息，产品是用户行动
的基础。

生产组

负责生产作为服务一部分的产品的小组。

质量

表示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一系列内在特征对用户需求的满足程度的参数。

服务

提供的一种产品，包括与交付该产品所需的人、过程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活动，
或者是执行的一种能满足用户需要或能被用户使用的活动 ( 建议、解释等 )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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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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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的持续过程，由用户参与、服务设计和开发、
交付和评估以及改进组成。

最佳服务提供者

负责改进服务提供的相应高级别人员。此人需要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和足够的培
训和资源来实现并维持这些改进。

服务水平协议

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和客户签订的一份非技术文件，用于准确规定双方需要完成

(SLA)

的义务。

服务优先性

不同的优先级别有不同的描述方式和定义，通常为高级、中级或初级。高优先
性的一个例子是用于降低生命风险的产品。

技术支持组

技术支持组负责保证支持服务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等设备能达到
SLA 的要求。
技术支持组有不同的支持级别：
第 1 级－负责处理用户事务的初始支持级别，是用户的第一联络人。
第 2 级－更深入的技术支持，处理 1 级支持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 3 级－专家支持级别，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来解决 1 级和 2 级支持无法解决的
问题。

及时性

反映于在 SLA 中客户商定的时间之前交付产品的能力指标，应当将从提供者到
用户的交付时间考虑在内。
接受产品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个人、组织或代理机构。在 PWS 中，

用户

从理论上讲公众成员的需要会得到某一组织或代理机构的考虑，但在现实中，
这通常是基于各种信息收集方法 ( 如调查或重点群体 ) 临时进行的，而很少会
与个人公众成员直接联系。
工作说明

提供给生产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的文件，用于准确解释用户的需求 ( 见附录 4 中
的模板 ).33

33

见附件 4- 文件和模板（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Appendix-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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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 (EC-65)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
关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以及应急响应活动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
审议了关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以及应急响应活动 (ERA) 的《基本系统委员会第
十五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01)，
注意到了建议 12(CBS-15)– 设立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办公室；和建议 13(CBS-15)– 修订《全
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 No.485)，
决定的每一项建议如下：
(1)

赞同设立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办公室，其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1；

(2)

批准对《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 No.485) 的修订，详见本决议的附录 2，
并授权秘书长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协商后对该手册作任何文字编辑方面的修订。

要求秘书长：
(1)

为在秘书处设立 SWFDP 办公室作出相关安排，其中包括 SWFDP 项目信托基金；

(2)

把修订内容纳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 No.485)；

要求其服务提供工作组继续指导在 SWFDP 项目中的跨计划整合工作，其中包括用户的参与、满足
区域各种需要，以及将 SWFDP 的成果可持续地转化为业务。

决议 5(EC-65) 的附录 1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办公室的职责
应建立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办公室，该办公室在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的领导下，与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开展协作，并其它相关的 WMO 科技计划，如：热带气旋计划、
WMO 卫星计划和教育培训计划，以及各技术委员会开展合作。应至少为 SWFDP 办公室聘用 1.5
个专业人员和 0.5 个行政人员，以便与 WMO 常规预算 (2012–2015 年 ) 支持的 2 名全日制人员和
1 名全日制行政辅助人员配合工作。SWFDP 办公室应具备以下职能：
(a)

与 WMO 资金筹措办公室一道工作，以确保有长期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并管理资金的
有效使用，从而确保各项区域项目的可持续性；

(b)

必要时协助建立资金支持机制，以使各区域中心和全球中心从目前对短期示范方面的
贡献向对各类长期可持续服务的贡献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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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织举办教员培训研讨会，以便在提供最新培训方面为各区域提供支持；

(d)

规划并实施具体培训和开发活动，以支持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

(e)

监管，管理和跟踪现有区域项目的实施，启动新的区域项目，并根据需要为区域项目
提供各种支持，以通过第 4 阶段 ( 持续开发阶段 ) 推进区域项目，其中包括把区域项
目的管理全面移交给区域层面；

(f)

在制定国家 SWFDP 实施计划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g)

管理并协调 SWFDP 与其它 WMO 科技计划和各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跨计划联系，并促
进 SWFDP 模式向其它时间尺度扩展，以支持无缝区域早期预警系统的开发；

(h)

为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指导小组以及为每个 SWFDP 所在区域的区域项目管理团
队提供技术支持，并促进他们的各项活动。

决议 5(EC-65) 的附录 2
修订《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485)，第一卷
( 手册的更新内容见阴影中的文字，删除部分用删除线标示 )
拟议对 《GDPFS 手册》的修订与以下内容有关：
(a)

指定大气沙尘暴预报 (ASDF) 中心的新程序：修第一卷，第一部分，第 4.1.2.2 段；
第二部分，第 1.4.1.2 段并增加一个新附件，即附件 II-12；

(b)

确定性 NWP 产品的标准检验方法：修订第一卷，第二部分，附件 II.7 中的表 F；

(c)

RCC 和 RCC- 网络的指定：修订第一卷，第一部分，附件 I-1； 以及第二卷，区域六
( 欧洲 )，第一部分，增加一个新段落，即 4.6 段；并增加一个新附件，即附件 IV。

第一卷，第一部分
4.1.2.2

具有活动专业的中心

具有活动专业的 RSMC 的职能须包括：
[...]
(c)

为某个特定领域的服务用户提供各种定制的专业产品，包括大气沙尘暴预报；

(d)

提供各种轨迹和大气输送模拟产品，包括在环境应急或其它事件情况下提供源地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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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卷，第一部分，附件 I-1
3.

具有活动专业的 RSMC 如下：

[...]
RSMC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RSMC ECMWF)
提供 大气沙尘暴预报的 RSMC：
RSMC-ASDF 巴塞罗那
提供大气输送模拟结果 ( 用于环境应急响应和 / 或源地回溯 )：
[...]
第一卷，第二部分
1.4.1.2

具有活动专业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s)

A 具有活动专业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 的指定须根据某一会员或开展合作的会员团体的正式
承诺，以履行该中心所需的各项职能，并满足为提供由 WMO 相关的某个或若干组成机构发起和认
同的 WWW 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各项要求。该中心应能够独立地或与在 WMC 的支持下，以及在适当
时与其它 GDPFS 中心合作准备产品和服务，并向分发给有关会员：
[...]
(e)

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大气沙尘暴预报；

注：根据 CAS 的指导意见并应 ( 各 ) 有关区域协会的要求凡得到 CBS 承认的可制作区域大气沙尘
暴预报和服务的中心被称之为大气沙尘暴预报 RSMC(RSMC-ASDF)。RSMC-ASDF 的定义和经指
定的 RSMC-ASDF 名单、其各项强制性职能及其被承认标准详见附件 II-12。
(ef)

各种区域 LRF 产品、气候监测产品、气候监视、干旱监测产品、气候资料服务和定

制的气候产品。
[...]
第一卷，第二部分，新的附件 II-12

第一卷，附件 II-12
在大气沙尘暴预报方面具有活动专业的区
域专业气象中心的指定和各项强制性职能
大气沙尘暴预报 (RSMC-ASDF) 方面具有活动专业的 ( 各 )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的强制性职能包括
建立，开发并维护一个用于显示预报产品以及补充信息的门户网站，包括一个用于收集用户反馈意
见的系统。目标是就某一确定的责任地理区域内发生沙尘暴的风险问题提供指导，并帮助有关的
NMHS 提高为其国家政府部门提供的预警服务水平。
RSMC-ASDF 要得到诸如 CBS 的承认，则要根据 CAS 的指导意见和 ( 各 ) 有关区域协会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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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超出某一区域协会界限的某些敏感区域。
已指定的提供沙尘暴预报 ( 包括其地理责任区 ) 的 RSMC 如下：
RSMC-ASDF ‘ 城市名 ’( 地理区域 )
RSMC-ASDF 须：
实时功能
			
-

使用一个预报模式全年每天连续准备各种区域预报场。该模式须由一个实现
所有大气沙尘周期主要阶段在线参数化的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组成。
生成有关以下最低限度变量的预报，并附有一个相关不确定性信息的声明：

			

o

沙尘载荷 (kg•m-2)

			

o

地表沙尘浓度 (µg•m-3)

			

o

沙尘的 550 nm(-) 光学厚度

			

o

3- 小时累计的干沉降和湿沉降 (kg•m-2)

预报须涵盖从预报起始时间 (00 和 / 或 12 UTC) 起到至少 72 小时的预报期，预报模式输出结果至
少每 3 小时一次。预报须涵盖整个经指定的区域。预报的水平分辨率须高于大约 0.5x0.5 度。
			
-

通过 GTS/WIS 分发并在其门户网站上从预报时间开始起最晚 12 小时内提供
预报图形产品。
当由于技术问题业务终止时，在其门户网站上发布一个解释性说明。
非实时功能

-

按 WMO GRIB 格式存储已生成的产品。

-

维护为显示预报产品和其它补充信息建立的门户网站。

-

根据现有的观测资料开展季度和年度预报评价工作。

-

发布年度活动报告。

-

支持用户培训课程。

-

提供有关方法和产品规格的信息，及其使用指南。

第一卷，第二部分，附件 II.7，表 F
I – 对确定性 NWP 产品的标准化检验
[...]
3.

参数

温带地区
强制性

[...]

•

平均海平面气压 ( 仅对照分析检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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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10°S–55°S 90°E–180°E

北极地区				

90°N - 60°N，具有包容性，所有经度

南极地区				

90°S - 60°S，具有包容性，所有经度

针对每一地区内的格点对照分析进行检验，包括边界上的格点。
7.

对照观测检验

7.1

观测

须对照一套常用的无线电探空资料检验所有列出的在第 3 节中定义的参数，海平面气压除外。[...]
7.3

地区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10°S–55°S 90°E–180°E

北极地区				

90°N - 60°N，具有包容性，所有经度

南极地区				

90°S - 60°S，具有包容性，所有经度

[…]
8.

评分

对照分析 ( 海平面气压除外 ) 和观测，计算所有参数的下列评分。
风
强制性：
•

均方根矢量风误差

•

风速平均误差

其它参数：
强制性
•

[...]

•

S1 评分 ( 仅限 MSLP 并仅限于对照分析 )

推荐的补充内容
•

平均绝对误差

•

均方根预报和分析距平 ( 对于观测则不需要 )

•

预报和分析场的标准偏差 ( 对于观测则不需要 )

[…]
第一卷，第一部分，附件 I-1
[...]
提供区域长期预报和其它区域气候服务的区域气候中心：
RCC 北京 (R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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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C 东京 (RA II)
RCC 莫斯科 (RA II1)
RCC- 网络 (RA VI) 气候资料服务中的 AE 德比尔特节点
					气候监测中的奥芬巴赫节点
					长期预报中的图卢兹和莫斯科节点
第一卷，第二部分，附件 II-10
1.

在整个区域内或在区域协会确定的某个次区域内履行 RCC 所需全部职能的某一多功

能中心可被 WMO 指定为一个 WMO 区域气候中心 (RCC)。由若干从事气候相关活动并集体履行
RCC 所需各项职能的中心组成的一个群体可被 WMO 指定为一个 WMO 区域气候中心网络 (RCC网络 )。在被指定的 RCC- 网络中，每个一个或多个负责某一具体职能的中心将统称为某一 “ 节点 ”。
某一节点的功能可由几个合作伙伴共享。每个节点可得到那些根据在各自区域协会内所达成的共识
提供区域产品和 / 或次区域产品的贡献中心的支持。
[...]
3.

已被指定的区域气候中心和 RCC- 网络如下：
RCC 北京 (RA II)
RCC 东京 (RA II)
RCC 莫斯科 (RA II)
RCC- 网络 (RA VI) 气候资料服务中的 AE 德比尔特节点

					气候监测中的奥芬巴赫节点
					长期预报中的图卢兹和莫斯科节点
第二卷，区域六，第一部分，新段落 4.6
[...]
4.6

区域长期预报、气候监测和气候资料服务

六区协 RCC- 网络的区域结构见附件四。
注：RCC- 网络的强制性职能表见第一卷，第二部分，附件 II-10。
第二卷，区域六，新附件六

六区协 RCC- 网络的结构
六区协 RCC- 网络包括以下三个节点：(i) 由荷兰皇家气象局牵头的气候资料服务节点；(ii) 由德国
气象局牵头的气候监测节点；以及 (iii) 由法国气象局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总局联
合牵头的长期预报节点。在以下做贡献的 NMHS 支持下，这三个中心具有满足 RCC- 网络强制性职
能的所有职责：

六区协 RCC 气候资料服务节点：
荷兰皇家气象局 / 荷兰 ( 牵头单位 )、法国气象局 / 法国、匈牙利气象组织 / 匈牙利、挪威气象局 / 挪威、
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 / 塞尔维亚、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 / 瑞典、土耳其气象局 / 土耳其
1

北欧亚气候中心（NE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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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区协 RCC 气候监测节点：
德国气象局 / 德国 ( 牵头单位 )、亚美尼亚国家水文气象局 / 亚美尼亚、法国气象局 / 法国、荷兰皇
家气象局 / 荷兰、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 / 塞尔维亚、土耳其气象局 / 土耳其

六区协 RCC node on Long-range 预报 ing：
法国气象局 / 法国和俄罗斯联邦国家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总局 ( 联合牵头单位 )、挪威气象局 / 挪威、
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 / 塞尔维亚、土耳其气象局 / 土耳其。

总协调：
德国气象局负责 WMO 六区协 RCC- 网络的总体协调。

决议 6(EC-65)
重组世界气候计划 (WCP)：
将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作为补充部分纳入其中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根据决议 18(Cg-16)- 世界气候计划，第 16 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严格按照全球气候
服务框架 (GFCS) 来制定世界气候计划 (WCP)，从而使其涵盖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和新的世界气候服务计划 (WCSP)，

(2)

决议 2(EC-63)- 协调气候活动，关于协调 WMO 气候相关活动的需求以及执行理事
会气候及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成员，

进一步注意到：
(1)

第 16 次世界气象大会同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要求正式终止 WCP 原有结构
中的世界气候影响和响应战略计划 (WCIRP) 部分，并建议 UNEP，在 UNEP 气候变
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 (PROVIA) 内开展相关的 WCIRP 活动，

(2)

第 16 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就 UNEP 要求将 PROVIA 纳入作为 WCP 一部
分进行评估并作出决定，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已对 PROVIA 进行了评估，并认可它是一项适当的计划，
能够与 GFCS 用户界面平台、GCOS 指导委员会和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的各自管
理机制建立稳固的联系，

(4)

UNEP 执行理事会第二十七次届会已认可并鼓励 PROVIA，

(5)

ECWG-CWE 评估关于将 PROVIA 纳入作为 WCP 一部分的建议，并就此提出了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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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案，
决定：
(1)

除 了 目 前 的 GCOS、WCRP 和 WCSP 三 个 部 分 之 外， 将 PROVIA 纳 入 其 中 作 为
WCP 的一部分，

(2)

请 PROVIA 指导委员会主席代表 PROVIA 参与 ECWG-CWE 中 WCP 部分的工作；

要求秘书长向 UNEP 秘书处通报这项决定，并协助 WCP 的四个部分彼此开展有效互动，以及促进
GFCS 的实施；
提 请 UNEP 执 行 主 任 促 进 WMO 在 PROVIA 科 学 指 导 委 员 会 的 代 表 权， 并 支 持 PROVIA 参 与
ECWG-CWE 的工作。

决议 7 (EC-65)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 (CHy-14) 的报告 - 含决议案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105)，
决定：
(1)

注意到该报告；

(2)

注意到决议 1 至 7 (CHy-14)；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相关方注意上述决议。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EC-61)，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8 (EC-65)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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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4 (Cg-16)-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要求秘书长开展一项有关世界水文循环观
测系统 (WHYCOS) 计划的独立外部评估，以此作为 2005 年评估的后续活动，

(2)

由独立外部专家编制的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综合评审 ”，及其提出的建议，

(3)

决议 4(CHy-14)-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包含委员会针对外部评估建议的回应，

认识到：
(1)

在过去十年，WHYCOS 已被证明是调动资源、协助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及其区域合作的实用手段，

(2)

HYCOS 各部分的实施对加强一些国家水文部门 (NHS) 的技术和机构能力 ( 包括在
跨边境和国际河流流域加强国际合作 ) 的积极影响，

(3)

WMO 在水相关问题领域中赢得的知名度也要归功于 WHYCOS，

关切地认识到， WHYCOS 的实施中仍有不足，特别是已安装系统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影响正在运
行的部分以及实施新组成部分的可能性；
重申 WHYCOS 在 WMO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中作为一项优先活动的重要性；
注:
(1)

拟纳入本决议附录 1 的对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综合评审 ” 的建议的回应；

(2)

纳入本决议附录 2 的经修订的 WHYCOS 国际咨询组 (WIAG) 的职责和人员组成；

要求水文学委员会主席担任 WIAG 的主席，监督外部评价建议的审批过程，同时考虑已经执行理事
会同意的该委员会的回应。

决议 8 (EC-65) 的附录 1
对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综合评审 ” 的建议的回应
建议 1
WHYCOS 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发展，在其 HYCOS 各部分中，使其业务、机构、组织和人力资源能
力开发等方面均能体现可持续的成果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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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
同意。
建议 2
WHYCOS 的概念及其 HYCOS 各部分的设计应充分重视要取得的成果，如提供水资源评价和洪水
预报与预警，而不仅仅是诸如水文资料的采集和分发等产出。
回应 :
同意。
建议 3
与各国的协议应在最高级别上签署，明确国家对各部分的项目实施和后项目阶段的财务和人力资源
的承诺。这样的协议应在实地实施阶段开始前签署，以确保国家的参与和投资的长期可持续性。如
果不能圆满达成这样的协议，就不得进入实施阶段。
回应 :
同意。
建议 4
项目的各个阶段，即项目启动阶段、项目实施阶段和后项目阶段，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最大限
度地获得 NHS 的人员参与到所有活动的制定和实施中来。
回应 :
同意。
建议 5
WMO 需要重新定义和振兴其在 WHYCOS 计划及其 HYCOS 各部分中的领导作用。WMO 应提高自
身能力，更好地为 HYCOS 组件这样的实地项目的业务实施提供建议和指导，从而在监督和技术援
助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回应 :
同意。
建议 6
WMO 需要设立一个 WHYCOS 办公室，专门负责全面管理 WHYCOS 计划及其 HYCOS 各部分，
从而聚焦秘书处的领导力，有权对业务要求做出及时回应，并在各种机会浮现时充分加以利用。该
办公室需要从事计划推广、促进捐助方的参与、并专注于计划的业务活动。该办公室还可为此设置 “ 服
务台 ”，特别是向各 NHS 的实施，尤其是后项目阶段的实施，提供技术援助。
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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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同意。WMO 的作用是拥有 WHYCOS 的概念和监督权，从技术和管理角度来说，是成套的
HYCOS 项目。一个专门的 WHYCOS 办公室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善这种协调，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建议进一步研究采取不同方式的成本和效益，包括确定资金来源。为此，重要的是要确定什么是 “ 全
面管理 ”。
建议 7
WMO 可能需要在聘用和开发人员上进行投资，使之成为专题专家，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为 HYCOS
各部分和 WHYCOS 总体计划提供咨询、开展运作方面的分析。
回应 :
部分同意，见对建议 6 的回应。可考虑发展基于支持的伙伴方式，尤其是将区域伙伴考虑进来。
建议 8
作为 WHYCOS 计划的所有者，WMO 应在中期和最终评估报告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些报告还
应涉及技术成果的现状。项目实施阶段完成后约三年内，WMO 还应当对后项目阶段进行评审。
WMO 应给予更加重视了解出现问题的原因，并防止其复发，对于一些常见的问题更应如此。
回应 :
同意。
建议 9
WIAG 需要举行定期的只包括必要参与方的会议，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并向秘书长提出
政策和计划制定方面的建议，这样计划就能够更快地回应问题并随时调整。在 WIAG 的职责中，
WIAG 应当重点确定不断重复出现的、与项目实施阶段和项目完成后的阶段相关的问题，并协助
WMO 秘书处及其 WHYCOS 办公室制订战略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WIAG 应当通过其协调职能
监督问题的发展，并评估用于解决问题的战略和方法的成效。
回应 :
原则同意，注意到实施这条建议需要资金。可考虑其他形式的 “ 会议 ” ，包括远程会议。
建议 10
应当评审、修订和再次发行 “WHYCOS 指南 ” 并广泛分发。应当编写、定期维护以下内容的概要
并将其上传到 WHYCOS 网站上，以供大家阅读：经验教训、WHYCOS 和 WIAG 的政策和程序、
WIAG 建议和 WIAG 和 WCG 的会议纪要。
回应 :
同意，注意到 WHYCOS 内部协调组 (WCG) 已停止工作。
建议 11
为了实现 WHYCOS 的全球理念并全面执行第 25 号决议的精神 ( 第 13 次大会 )，参与国必须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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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HYCOS 组成部分收集的资料及时且不受限制地免费交换。如果一国不同意不受限制的和免费的
交换资料，那么该国就不能参与 HYCOS。WMO 应当通过 WHYCOS 办公室监督 HYCOS 各部分交
换资料的情况，以保证这条建议得到遵守，WMO 还应当向 WIAG 提供监督结果。
回应 :
同意。委员会注意到 WIAG 和 AWG 的意见认为应当在 WHYCOS 计划中鼓励 WMO 第 25 号决议
的实施，同时注意到在 HYCOS 各部分中国家间的以项目为目的的资料交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注
意到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将有些已经在当地层面签署的协议 / 协定纳入考虑范围。应当在项目层
面决定一套用于交换的资料和 / 或产品，这方面的指导意见应当在修订 “WHYCOS 指南 ” 时考虑。
参与 HYCOS 各部分的国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也可以包括对资料交换的要求。
建议 12
WMO 及其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WMO 信息系统 (WIS) 及 HYCOS 计划应当仔细
分析并明确确定 HYCOS 各部分及整体 HYCOS 利用 WIGOS 和 WIS 的项目时需要做哪些具体工作，
会产生哪些成本和效益。应当尽可能清晰简要地记录这些内容，同时还应当记录将 WHYCOS 计划
与 WIGOS 和 WIS 整合的成本和效益。
回应 :
部分同意。注意到 WHYCOS 计划作为一个端到端的服务提供机制非常重要，从信息管理角度来看
WIGOS、WIS 和 WHYCOS 及其 HYCOS 部分的关系需要更清晰地界定。这项工作应由 CHy AWG
完成。承办 HYCOS 子件数据库的区域中心可注册为 WIS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DCPC) 以便在更
大范围内可查询到 WHYCOS 收集的资料。
建议 13
WMO 和 WHYCOS 计划应当保证所有的文件，如 “WHYCOS 指南 ” 能够反映出符合 WIGOS 和
WIS 计划的要求。WMO 和 WSYCOS 计划也应当关注提高对 WIGOS 和 WIS 计划的意识，更重要
的是关注 WIGOS 和 WIS 对于 WHYCOS 计划及其 HYCOS 各部分的要求。应当通过可能会考虑开
展 HYCOS 项目的水文和水资源界群体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提高意识的努力。WMO 和 WHYCOS 计
划应当发展一个战略，以支持现有的 HYCOS 各部分充分利用 WIGOS 和 WIS 计划。
回应 :
同意，参见正在实施中的建议 12 的意见并将结果报告委员会。
建议 14
各国和捐资方在与 WMO 合作、共同通过其 HYCOS 各组成部分实施 WHYCOS 的理念时，应当采
用 “ 巴黎援助成效宣言 ”(OECD，2005)。特别包括简化捐助政策和程序、增加灵活性，以更好地反
映实施组成部分的时间量，并使各组成部分与国家重点保持一致。
回应 :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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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8 (EC-65) 的附录 2
WHYCOS 国际咨询组
职责与人员组成
职责
WHYCOS 国际咨询组 (WIAG) 应 (*)：
1.

审议 WHYCOS 的理念、目标、预期效益 / 成本以及未来的发展，并向秘书长提供咨询；

2.

审议并评估 WHYCOS 的状况及实现其各项目标的进展情况，并为采取必要的补救行
动提出对策；

3.

审议 WHYCOS 与相关国际计划的关系，特别是从协调和避免重叠和重复的角度，并
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提出建议；

4.

确定并评估 WHYCOS 的未来实施和可持续性所面临的各种限制和潜在的风险，并提
出使这些风险降至最低的对策。风险包括资金、技术、运作和体制 / 政治风险；

5.

审议并提出有效宣传和推广 WHYCOS 成果的计划；

6.

审议并提出使捐助方参与所有项目阶段的方法和手段，特别是 WHYCOS 的未来可持
续性和适当扩大；

7.

审议并就 WIAG 的职责和人员组成提供咨询。

人员组成
WHYCOS 国际咨询组将包括：
1.

WMO 水文学委员会主席 ( 组长 )；

2.

每个业务 HYCOS 部分各一名代表；

3.

每个活跃的技术 / 财务合作伙伴各一名代表；

4.

WMO 水文委员会咨询工作组一名代表或任命的 CHy 专家；

WMO 水文和水资源分司主任应担任 WIAG 的秘书。
其他可能随时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IAG 工作的人员包括：
•

区域水文顾问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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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投资方 / 捐资方的代表

•

预期 HYCOS 的代表

•

预期技术和财务合作伙伴及其它相关国际计划和区域团体的代表

•

WMO 其它相关计划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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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

(WHYCOS 指整个计划、其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间的协调机制 )

决议 9(EC-65)
在 2015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
保留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4 (Cg-15) – 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2)

决议 11(EC-64) - 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注意到：
(1)

WMO 观测系统包括很多不同无线电部门运行的不同的基于无线电的系统 / 应用，

(2)

国际电信联盟 (ITU)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是决策论坛，定期审议和修订有关无线电频
率分配和适用于所有无线电部门的监管规定的国际条约级别的无线电规则，

(3)

在 ITU 筹备 2015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5) 期间，制定了 WRC-15 的议程
并开发关于编写 WMO 对于 WRC-15 立场文件的活动，

考虑到：
(1)

对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使用的气象和环境资料的需求不断增长，以用于天
气预报、气候监测、保护环境、探测和减缓灾害的负面影响；

(2)

基于无线电的气象和环境监测系统 / 应用在获取和传播气象资料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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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基和地基 WMO 观测系统分配合适的无线电频段并免受其有害干扰极为重要，

感谢：
(1)

WMO 与国际电信联盟之间长期出色的协作和合作伙伴关系确保了无线电频段的可用
性和保护，

(2)

国家和国际气象机构和组织对无线电频段活动的支持，

(3)

WMO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 (SG-RFC) 以及 WMO 秘书
处在 WRC 保护气象界利益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强调：
(1)

获得用于天气预报、监测和预测气候气候变化的环境资料的无线电频率的关键重要性，

(2)

这些频段需得到绝对的保护，不受干扰，以开展大气和地球无源传感探测，

表达对有关 WRC-15 议程的潜在威胁，影响分配给有关气象辅助设备、气象卫星、地球探测卫星以
及无线电定位服务的无线电频段，主要是由于扩展其他无线电广播服务的系统 / 应用造成的 ( 特别
是通过移动服务的宽带应用 ) 的严重关切；
要求 CBS 寻求与其他技术委员会 ( 特别是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 协调，与其他相关国际机构 ( 特
别是与气象卫星协调组、空间频率协调组等 ) 协作，加紧筹备 WRC-15；
要求会员提供专家参与 SG-RFC、ITU 无线电通信行业 (ITU-R) 和其他有关筹备 WRC-15 的活动；
敦促会员在筹备 WRC-15 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尽最大努力争取并保护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所
需的无线电频段，特别是：
(1)

要积极地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 WRC-15 筹备的活动，特别是让其部门的专家参与
相关的区域无线电通信组织以及相关 ITU-R 的研究小组和工作组；

(2)

将考虑无线电频谱问题纳入区域和国家级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实施计
划；

(3)

要保证其国家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 / 无线电频谱管理部门能够充分认识到 WMO 针对
WRC-15 议程的立场；

提请 ITU 会员国特别重视 WMO 针对 WRC-15 议程的立场；
要求秘书长：
(1)

高度重视有关获取和保留对于气象活动至关重要的无线电频段的 WRC-15 筹备活动，
特别是通过 CBS SG-R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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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秘书处在筹备 WRC-15 中持续发挥协调作用，包括参与 ITU-R 会议和 WRC-15；
通过提供有关的信息和文件来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其国家无线电通信职能管理
机构之间在 WRC-15 筹备方面的协调。

决议 10 (EC-65)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关于综合观测系统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101)，
决定就各项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建议 1 (CBS-15) - 观测需求和观测能力数据库的实施和可持续性。
(a)

批准此项建议；

(b)

在整个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中优先实施观测需求和观测能力数据库；

建议 2 (CBS-15) - 修订自动气象站功能技术规范。
(a)

批准此项建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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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3 (CBS-15) –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544)，第一卷
(a)

批准此项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作出安排，包括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544)，第一
卷，或者修订各自 WIGOS 监管材料；

建议 6 (CBS-15) – 全球观测系统发展实施计划
(a)

批准此项建议；

(b)

要求秘书长提请会员和指定机构重视 “ 全球观测系统发展实施计划 ”；

建议 7 (CBS-15) – 用于气象和环境相关活动的无线电频率
(a)

批准此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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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求秘书长继续高度重视支持无线电频率协调活动，包括积极提高会员和合
作组织对基本系统委员会在该领域重要作用的意识，并鼓励会员支持这些活
动。

决议 11(EC-65)
避免基本天基观测中的空白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为数值天气预报提供主要输入资料的空间观测是对灾害性天气监测和临近预报的关键支持，
并在全球气候监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还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通过了建议 4(CBS-15)- 为避免在基本天基观测中出现空白所采取
的行动，
考虑到 :

(1)

在当前的各项计划下，预计到 2020 年在晨昏轨道上卫星成像和探测任务可能出现的

空白，
(2)

美国即将在下午轨道向新一代卫星系统过渡存在延迟的风险，

(3)

频繁覆盖南美的另一颗业务化环境静止卫星任务预计将会终止服务，

还考虑到 :
(1)

根据目前的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在所有地球静止轨道位置上将不能满足对地球静止轨
道超光谱红外探测的需求，但是可探索通过包括自由飞行器在内的可替代方式以便落
实上述能力的可能性，

(2)

计划内的用于全球降水测量的空间卫星雷达任务目前尚无后续业务，预计此项任务将
在全球气候监测、业务水文学和热带气旋的监测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该任务将建立在
已成功运行 15 年的热带降雨观测任务的基础上，

(3)

在第一颗联合极地卫星系统任务之后，尚无在下午轨道保持大气顶部外逸辐射测量长
期连续性的计划，

(4)

目前没有监测平流层臭氧和温室气体的临边探测仪的长期计划，

(5)

需要对维持连续的基于卫星的太阳、太阳风和其它空间天气测量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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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运行卫星的会员带头制定弥补上述观测空白的计划；
提请气象卫星协调组监督各项计划的执行情况，以支持 CBS 卫星系统专家组的工作并协调为建立可
靠的和优化的综合性空间观测系统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决议 12(EC-65)
区域对卫星资料获取与交换的需求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通过了建议 5(CBS-15)- 针对卫星资料获取与交换区域需求建立文件
记录的程序，建议批准这一程序，作为所有区域的一项指南，
考虑到 :
(1)

鉴于可预计在未来 5-10 年内可提供的卫星资料和产品数量将呈现大幅度增加的局面，
因此在获取卫星资料方面面临各种挑战，虽然对用户的各项调查表明实际资料获取量
通常依然低于人们的预期，

(2)

在区域层面各类用户的需求和能力存在多样性，他们需要不同的资料获取方案，

(3)

需要以 WMO 各区域为基础建立有关获取和交换现有卫星资料需求的文件记录 ，

(4)

确定这些需求的一种常用方法将有助于将其视为一种对 WMO 信息系统和 WMO 综合
全球观测系统的实施和运行做出的一种贡献，

提请所有区域协会根据 CBS-15 的指导意见建立长效机制，以建立并维持有关各区协对卫星资料获
取和交换需求的文件记录；
提请气象卫星协调组及其会员支持这些区域性机制。

决议 13(EC-65)
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建 议 8(CBS-15)–《WMO 信 息 系 统 手 册 》(WMO-No.1060) 的 修 订， 和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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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BS-15)– WMO 信息系统的量化监测，

(2)

决议 12(EC-64)- 指定 WMO 信息系统中心，

(3)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 No.1060)，

进一步注意到：
(1)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确定了对其余有条件指定的中心进行及时评审的时间表，

(2)

决议 4.4.2/1(RA II-15)– WMO 信息系统，

(3)

自执行理事会第 64 次届会以来已获 CBS 认同的那些 WMO 信息系统 (WIS) 中心，

(4)

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在 2013 年 1 月召开的会议 (PTC-2013) 上批准了 WMO 核心元数
据标准 1.3 版，

决定：
(1)

根据建议 8(CBS 15) 和建议 11(CBS-15)，另见本决议的附录 1 和 2，批准《WMO
信息系统手册》中的修改；

(2)

更新《WIS 手册》附件 B 表 B.3，见本决议的附录 3，将建议 8(CBS-15) 所确定的
国家中心纳入其中，同时考虑 RA II-15 决定的对首要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ISC) 的变
更；

(3)

更新《手册》附件 B 表 B.1，将设在巴西利亚、莫斯科、和华盛顿的 GISC 从 “ 有条件指定 ”
地位变更为 “ 指定 ” 地位；

(4)

将有条件指定的周期延长至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会，以使这些中心能够在实施
WIS 的过程中完成其安装，并向基本系统委员会证明其已达标；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制定 WIS 实施计划，包括对各中心的确定和认可过程，从而在其职责
范围内推动各项计划和活动；
要求所有业务 GISC 与 WIS 核心网络建立连接，并将从各自区域采集的信息向所有其它业务 GISC
传输；
要求秘书长根据上述决定，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
授权秘书长：
(1)

更新《手册》附件 B，在其中纳入 CBS、各区域协会和 GISC 的书面通知；

(2)

进行后续编辑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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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3 (EC-65) 的附录 1
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 的正文
(1)

在第 2.3.4.1 段插入以下新的 “ 注 ”：

注：按某个中心与某个 GISC 之间为上传和下载数据而达成的双边协议定义某个相连的 GISC。一个
中心可与多个 GISC 相连，但应为上传和管理元数据确定一个首要的 GISC。
(2)

更新第 3.5.3.1 段，以阐明供全球交换的信息应保留在所有 GISC 的高速缓存中。

3.5.3.1

每个 GISC 均须收集来自其地区的供全球交换的信息，并须与其它 GISC 分享这些信

息，因此所有 GISC 都共同持有供全球交换的信息。另见第 3.5.5 段 ( 维持 24 小时高速缓存 ) 和第 3.5.8
段 ( 协调 GISC 地区内的各通信网 )
(3)

在第 3.5.5.1 段中插入一段文字，以阐述 24 小时高速缓存的目的是支持包括 GTS 在

内的预订服务。
3.5.5.1

每个 GISC 须持有至少 24 小时供全球交换的信息，用于支持预订服务，包括但不仅

限于供 GTS 传输的信息，并通过 WMO 要求 / 回答 (“ 拉 ”) 机制提供信息。仅限于区域或 AMDCN
交换的信息仅需要在那些支持为本区域或 AMDCN 提供信息的 GISC 持有。这一要求与 WIS DAR
要求相互交叉 ( 见第 3.5.6 段 )。
(4) 在第 3.5.6.1 段中插入的和编辑修改的内容 ( 红色 )
3.5.6.1

为支持实现 DAR 功能，每个 GISC 须维护 WIS 所涵盖的 WMO 所有计划的综合信息

目录并提供访问。该目录包括但不限于供全球交换的资料。为满足 DAR 功能要求，要求各 GISC 以
交互和批处理方式支持：, 上传、修改和删除元数据：, 用户发现元数据：, 用户访问元数据：, 以及
WIS 综合元数据目录与其它 GISC 保持同步。
(5)

在第 3.5.7 和 3.5.8 段中插入的和编辑修改的内容 ( 红色 )

3.5.7

全球信息系统中心的数据网络连接

每个 GISC 均须提供与公共和专用网络 24 小时不间断连接，其容量足以满足其履行全球、和区域和
AMDCN 的职责。每个 GISC 应确保 WIS 的每个通信设施具有相应的提供能力和包括必要的路由和
备份的能力。每个 GISC 应当维持它与通讯线路及相应硬件供应商达成的服务水准协议。
3.5.8

协调全球信息系统中心地区内的通信工作

每个 GISC 须与其责任区内的各中心进行协调，以维持 WIS 的通信基础设施，使其能满足 WIS 对
该地区内交换信息的需求。在签署全球和 / 或区域特定协议的情况下，GISC 还可支持与其它地区
AMDCN 交换既定的在时间和业务上对 WIS 有严格要求的信息。须根据能力和可靠性要求通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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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技术和服务 ( 如：因特网、基于卫星的资料分发和专用数据网 ) 实施通信基础设施。
(6)

把第 3.5.9 段拆成以下两段；移动位置的文字 ( 蓝色 )、删除或加入的文字 ( 红色 )。

球信息系统中心的恢复安排
3.5.9.1

每个 GISC 须在发生故障时执行和操作适当的程序和安排，以便迅速恢复其基本的服

务或做好备份。每个 GISC 均须做好各项安排，以便在系统故障的情况下其基本服务由另一 GISC
接管。每个 GISC 均须做好系统备份安排，以备全站故障 ( 如站外灾害恢复中心 )，以及在各种情
况下进行部分备份，以备 GISC 的 WIS 功能受到影响。
3.5.9.2

每个 GISC 须做好各项安排，有一个或者更多备份的 GISC，包括在系统故障时由另

一个 GISC 接管最低限度的来自收 / 发至 AMDCN 的信息收集和分发工作。

《WMO 信息系统手册》第五部分的补充

将以下第五部分加入《WMO 信息系统手册》：
第五部分 - WIS 发掘元数据
5.1

通过 WIS 进行交换的所有信息应有与之相关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

5.2

资料保管方应向其所属中心的主要 GISC 提供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没有得到资料

保管方的同意，不可对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进行更改，除非如果发掘妨碍 WIS 的正常运行，资料
保管方的主要 GISC 可更改或撤回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在此类情况下，应作出应急变更，并要求
资料保管方提供相应修正后的发掘元数据记录。
5.3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应符合 ISO 19115 标准，至少应按照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强

制性涵盖本手册附件 C 所述此项标准的信息。
5.4

基本系统委员会应维持和发展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对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修

改应当采用本手册附件 C 中所述的程序。

《WIS 手册》增补下列附件 C
附件 C：ISO 19115 元数据标准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C.1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实施

C.1.1

ISO 19115 元数据标准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对增补到 ISO 标准中的发掘元数据记

录内容作出了限制。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的作者应遵守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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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本手册中的规范应优先于 ISO 19115 的规范。

C.1.3

秘书处应发布指导材料，帮助 WIS 发掘元数据作者保持元数据记录之间的一致性。

C.1.4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应根据 ISO 19136 和 ISO 19139，以地理标记语言 (GML) 提供

给 GISC

C.2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修改程序

C.2.1

一般性验证和执行程序

C.2.1.1

修改提案

修改提案必须向 WMO 秘书处提出书面提案。该提案应说明需求、目的和要求以及技术问题的联络
员信息。

C.2.1.2

起草建议案

在秘书处支持下，元数据和资料表示开发跨计划专家组 (IPET-MDRD11) 应验证所述的各项需求 ( 除
非该要求是 WMO《技术规则》修改案引起的 )，之后视情况起草建议草案，以便响应该要求。

C.2.1.3

执行日期

IPET-MDRD 应确定执行日期，以便使 WMO 会员在得到通知之后有充足时间执行修改内容； 若二
者时间间隔不足 6 个月，IPET-MDRD 应说明原因，但快速程序除外。

C.2.1.4

批准程序

按照下文 C.6 节的程序规定验证 IPET-MDRD 的建议草案后，IPET-MDRD 可根据修改的类型选择
下列一种修改批准程序：
快速程序 ( 见 C.2.2)；
		

		CBS 休会期间通过修改内容的程序 ( 见 C.2.3)；
		CBS 休会期间通过修改内容的程序 ( 见 C.2.4)。
C.2.1.5

紧急采用

除了上述程序外，下列程序将作为一项特殊措施来满足用户的紧急需求，以便在支持 WMO 核心元
数据标准的代码表和 XML 表中采用新条目，或修正元数据验证标准中的错误。
1

IPET-MDRD、ICT-ISS 和 OPAG-ISS 是当前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中负责 WMO 核心标准的机构 。如
果通过更换机构名称，用其它承担相同职能的机构取而代之，则应采用同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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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根据 C.2.6.1、C.2.6.2 和 C.2.6.3 验证 IPET-MDRD 制定的建议草案。

(b)

可在业务资料和产品中使用的预运行的建议草案应由 IPET-MDRD 和 OPAG-ISS 以
及 CBS 主席批准。预运行条目清单在线保留在 WMO 网站服务器上；

(c)

预运行条目需要按照业务使用的 C.2.1.4 中规定的其中一项程序予以批准。

(d)

元数据标准版本号的最低位将予以升高 ( 见 C.2.1.6)。

C.2.1.6

发布更新版本

一旦批准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修改内容，《WIS 手册》相关部分的更新版本须用四种语言发布：
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秘书处应在 C.2.1.3 节中提及的通知日期告知 WMO 所有会员已提
供相关部分的新版本。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版本号以 a.b.c 的形式组成，其中：
如果变更需要对软件做出修改 ( 例如转到新版 ISO 19115 标准 )，则 a 须升高版本。
它是版本号的最高位。此类变更应遵循 C.2.4 中届会期间的变更程序。
如果变更一致性检查规则或变更代码表，并且为了一致元数据记录而强制进行，则 b
须升高版本。它是版本号的中间位。此类变更应遵循 C.2.3 中休会期间的变更程序。
如果变更没有影响到现有的元数据记录 ( 例如代码表增加新条目，或采用一项仅提出
预警而非导致宣布元数据记录无效的一致性检查规则 )，则 c 须升高版本。它是版本
号的最低位。此类变更应使用 C.2.2 快速程序。
注：非业务用途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开发版在版本号第二部分中以数字 0 表示。
例如，2.0.1. 开发版旨在能够开发新版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但需要对软件系统作
出更改。

C.2.2

快速程序

C.2.2.1

范围

快速程序可用于增补代码表和仅发出报警的验证规则。

C.2.2.2

认可

IPET-MDRD 建立的包括修改内容执行日期在内的建议草案必须经 OPAG-ISS 组长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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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C.2.2.3.1

小调整

纠正代码表中描述性文字中的印刷错误将视为小调整，并将由秘书处与 CBS 主席磋商后完成。
注：代码表是在元数据场中许可的有效条目清单。
C.2.2.3.2

其它类型的修改

对于其它类型的修改，包括执行日期在内的英文版建议草案应分发给发掘元数据事务联络员来征求
意见，并要求两月之内答复。之后应提交给 CBS 主席，用于与各技术委员会主席进行磋商，并代表
执行理事会 (EC) 通过。

C. 2.2.4

修订频次

经快速程序批准执行的修改每年可进行两次，分别于五月和十一月。
BS主席与各技术
OPAG-ISS主席
IPET-MDRD
委员会主席磋商
或
IPET-MDRD

OPAG-ISS主席

电码和资料表示
事宜联络员

CBS主席与各技术
委员会主席磋商

图 1 – 采用快速程序通过修改内容

C.2.3

CBS 休会期间通过修改内容的程序

C.2.3.1

建议草案的批准

若要在 CBS 休会期间直接通过修改内容，应将 IPET-MDRD 编写的建议草案，包括修改内容的执行
日期提交给 OPAG-ISS 主席和 CBS 主席和副主席批准。CBS 主席应与各技术委员会主席进行磋商。

C.2.3.2

通报会员

经 CBS 主席批准，秘书处将用四种语言 ( 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 向 WMO 所有会员分发建
议，包括修改内容的执行日期，要求它们在两个月内对此提出意见。

C.2.3.3

达成一致

在发出修改意见两个月内未予以答复的 WMO 会员将视同同意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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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4

协调

提请 WMO 会员指定一位负责与 ‘ 跨计划元数据和资料互可操作性专家组 ’(IPET-MDRD) 讨论任何
意见 / 不同意见的联络员。如果 IPET-MDRD 与联络员之间的讨论 无法就某个 WMO 会员的具体修
订内容取得一致结果，则该修订内容将由 IPET-MDRD 重新审议。

C.2.3.5

通知

一旦 WMO 各会员就各项修订内容达成一致，并在与 ‘ 信息系统与服务的开放式计划领域组 ’(OPAGISS) 组长和基本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协商后，秘书处则在同一时间把批准后的修订结果和实施日期
通知 WMO 各会员和执行理事会的成员。

IPET-MDRD

OPAG-ISS组长
和CBS主席和副主席
事先经与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协
商

WMO各会员同意

通知WMO会员
和EC成员

图 2 – 在 CBS 届会休会期间批准各项修订结果的流程

C.2.4

CBS 届会休会期间批准修订内容的程序

为了在 CBS 届会期间批准各项修订内容，IPET-MDRD 首先应向 ‘ 信息系统与服务的开放式计划领
域组 ’(OPAG-ISS) 下属的 ‘ 信息系统与服务实施 / 协调组 ’(ICT-ISS) 提出其建议，包括实施各项修
订内容的日期。为了进行协商，然后将该建议发至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并提交 CBS 届会，并须提请
届会审议各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交的意见。然后须把修订结果提交执行理事会届会，以作决定。

IPET-MDRD

ICT-ISS会议

CBS届会

EC届会

与各技术委员
会主席协商

图 3 – 在 CBS 届会期间批准各项修订内容的流程

C.2.5

修订 ‘ 代码表 ’ 中现有条目的程序和验证规则

C.2.5.1

订正描述 ‘ 代码表 ’ 现有条目的文字中的差错

凡是发现某一 ‘ 代码表 ’ 的规格中存在任何小的差错 ( 如：打印错误或定义不完整 )，则须对该 ‘ 代码表 ’
进行修订并重新出版。该 ‘ 代码表 ’ 词典本身 (XML 文件 ) 也须升级为新版本号。但如果在 ‘ 代码表 ’
含义中存在差错，则应当创建一个新 ‘ 代码表 ’ 条目，并强烈要求对当前存在 ( 差错 ) 的条目作标记。
元数据记录的作者不得使用存在差错的 ‘ 代码表 ’ 各项。根据上述第 C.2.3.1 段，这种情况被视为小
调整。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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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达标检查规则中的差错

如果发现在达标检查规则中存在错误的规格，最好通过快速通道批准程序或在 CBS 届会休会期间批
准修订内容的程序对相关的表中增加一个新的描述符。这时，应当使用新的达标检查规则，而不再
使用旧规则。须在达标检查规则的描述中的说明增加一条相应的解释，以便连同修改日期对此项规
范予以澄清。

C.2.5.3

作为订正误差的结果，提交有关对 ‘ 代码表 ’ 条目或对达标检查规则的更改情况

须通过快速通道批准程序提交这类更改情况。

C.2.6

验证程序

C.2.6.1

以文件形式将更改必要性和目的记录在案

应当以文件形式记录更改提议的必要性和目的。

C.2.6.2

以文件形式将更改结果记录在案

如下所述，这种文件记录须包括更改提议的验证测试结果。

C.2.6.3

利用 WIS 元数据应用进行测试

对于新的或修改后的 ‘ 代码表 ’ 条目和验证规则，应当至少利用两种独立开发的元数据编辑软件和两
种独立开发的已融入拟议更改内容的 GISC 目录对提出的更改进行测试。应把测试所有结果提供给
‘ 跨计划元数据和资料互可操作性专家组 ’，旨在检验各项技术规格。

C.3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内 容

C.3.1

下面 C.4 节列出了 WIS 支持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每一个版本。凡是 WIS 不再

支持的版本均用 “ 已过时 ” 的字样作出标记，但其定义应保留在 WMO 网站上。关于 WMO 核心元
数据标准各版本的定义，见本附件的子附件。

C.4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注：在 1.2 版本之前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版本并不提供 WIS 所需的所有功能，因此不再支持。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1.2 版本。有关定义，登录 http://wis.wmo.int/2010/metadata/version_1-2
注：采用 1.2 版本标准生成的原数据与采用 1.3 版本标准生成的原数据相兼容，而完成的各项记录
也许相互不一致，因此也许会使 1.3 版本的达标检查规则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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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1.3 版本。有关定义，登录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version_1-3。
在本手册的附件 C.1.3 中对定义作了描述。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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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系统委员会
信息系统和服务开放式计划领域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1.3 版）
规格
第 1 部分 – 达标要求
C.1.3 -《WMO 信息系统手册》第 1 部分（WMO-No.1060）
文件版本：1.0: PTC 批准
2013 年 2 月 14 日编辑校正 ISO 命名空间标识符
日期：2013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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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规范定义了在 WMO 信息系统（WIS）发掘 - 调用 - 检索（DAR）目录中公布的发掘元数据的内容、
结构和编码。
在本文件中定义的元数据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19115:2003 ‘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 的一种非正
式的第 1 类标准 1。此项元数据标准应统称为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如 ISO/TS 19139:2007 标准所述，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应采用 XML 语言编码。
本规范第 1 部分对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达标要求作了定义。第 2 部分定义了抽象测试集、 数据
词典和代码表。除非另有说明，凡提及 “ 第 1 部分 ” 和 “ 第 2 部分 ” 时，均指本规范中的相关部分。
2

达标

达标要求
《WMO 技术规则》（WMO-No.49）第 A.3.3 段规定：
A.3.3.4 WIS 的各项功能和运行须基于目录，目录中包括描述 WMO 现有资料和产品的元数据以及
包括描述资料分发和调用选项的元数据 . […]
在本文件中：


第 6 节描述了 WIS 发掘、调用和检索（DAR）目录中公布的元数据发掘记录（即：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的各项 XML 编码要求。



第 7 节描述了如何在某一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中宣布达到了此版本的 WMO 核心元
数据标准。



第 8 节和第 9 节描述了适用于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的其它限制。这些限制分为两类，
旨在支持以下针对 WIS 元数据发掘的正式要求：
o

元数据的独特性和在 WIS DAR 目录中的发掘

o

描述在 WIS 内供全球交换的资料

用 UML 语言描述在 ISO 19115:2003/Cor.1:2006 标准内在适用于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的本附录中
所定义的其它限制。
只要在对某项要求的文字描述与 UML（统一建模语言）描述不一致，则须考虑 UML 版本是否权威。
1

某一第 1 类标准对某项国际标准的使用施加了其它限制，旨在满足某个团体的更具体的各项要求。国际标
准的专业标准也许需要正式注册。ISO 19115 的 WMO 标准尚未注册，因此仍作为一项 ‘ 非正式 ’ 标准。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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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WIS DAR 目录中公布的元数据发掘记录的作者遵守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因此，WIS 元数
据发掘须符合：


ISO 19115:2003 ‘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



ISO 19115:2003/Cor. 1:2006 ‘ 地理信息 – 元数据标准 – 勘误表 1’；以及



在本手册中描述的其它限制。

在本手册中提出技术规格须优先于 ISO 19115:2003 and ISO 19115:2003/Cor.1:2006 标准中的规格。
秘书处须出版有关指导材料，以协助 WIS 元数据发掘的作者保持各元数据记录之间的一致性。
注：见 http://wis.wmo.int/MD_Index.
WIS 元数据发掘达标等级
宣布符合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元数据记录须符合在第 6 至第 9 款中规定的各项规则并通过了第
2 部分中规定的 ‘ 抽象测试集 ’ 中所有相关案例的测试。
根据某一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的特征，达标类别共分为 8 种。表 1 给出各个类别以及与 ‘ 抽象测试集 ’
相对应的子条款。
表 1 – 与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有关的达标类别
达标类别

第 2 部分中的参考内容

6.1

符合 ISO/TS 19139:2007 标

2.1.1

6.2

XML 中命名空间的显式识别

2.1.2

6.3

GML 命名空间

2.1.3

8.1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的独特标识

2.2.1

8.2 支持 WIS DAR 目录内发掘的信息提供

2.2.2, 2.2.3

9.1 确定分发范围

2.3.1

9.2 描述全球交换资料的元数据标识符

2.3.1

9.3 为 全 球 交 换 资 料 确 定 WMO 资 料 政 策 和 2.3.2, 2.3.3
GTS 优先重点
某一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还可根据秘书处出版的指南进行验证。
注：见 http://wis.wmo.int/MD_Conform.
在进行上述验证期间，每当出现元数据记录不符合指南规定的情况时，须发出一条警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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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参考文献

对于运用本规范而言，以下参考文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在此引用的版本才
适用。对于未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参考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改文件）才适用。
ISO 639-2, 表示各类语言的名称 – 第 2 部分 : 阿尔法 -3 代码
ISO 3166（所有部分）, 表示国家及其下属机构名称的代码
ISO 8601, 数据内容和互换格式 – 信息互换 – 日期和时间的表示
ISO 19115:2003,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ISO 19115:2003/Cor. 1:2006,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 勘误表 1
ISO/TS 19139:2007,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 XML 纲要实施
ISO/IEC 19757-3:2006 信息技术 – 文件纲要定义语言（DSDL） –

第 3 部分 : 基于规则的验证 – 验证语言（Schematron）
W3C XMLName, XML 中的命名空间 . W3C 建议（1999 年 1 月 14 日）
W3C XMLSchema-1, XML 纲要第 1 部分 : 结构 . W3C 建议（2001 年 5 月 2 日）
W3C XMLSchema-2, XML 纲要第 2 部分 : 数据类型 . W3C 建议（2001 年 5 月 2 日）
W3C XML, 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1.0（第二版）。 W3C 建议（2000 年 10 月 6 日）
W3C XLink, XML 链接语言（XLink）第 1.1 版。 W3C 建议（2010 年 5 月 6 日）
4

术语和定义

命名空间
名称汇集，通过一个 URI 引用项识别，这些名称作为内容名称和属性名称用于 XML 文件中。
WIS 元数据发掘
元数据与在 WIS 中使用的标准一致，以反先通过 WIS 共享的信息。
5

符号和缩略语

5.1

缩略语

DAR

发掘、调用和检索；一般用于描述 WIS DAR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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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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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PC

数据收集和产品制作中心；WIS 的一部分

GISC

全球信息系统中心；WIS 的一部分

NC

国家中心；WIS 的一部分

UML

统一建模语言

URI

统一资源识别符

URN

统一资源名称

WIS

WMO 信息系统

WMO

世界气象组织

XML

可扩展标记语言

XPath

XML 路径语言

5.2

命名空间缩略语

在下表中，左栏中的每一项给出了通用的命名空间的前缀，以描述命名空间的内容。中间栏中的各
项是对命名空间前缀作出的说明，右栏括号中的各项是实际命名空间的 ‘ 统一资源名称 ’（URN）。
这些 URN 不一定对应于文件纲要中某一有效位置，但只要有，则为文件纲要提供一个权威的位置。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没有对命名空间逐一作出规定，因为它不包括 XML 纲要的延伸部分。
本表对应于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使用的各外部命名空间。
gco

地理信息统一可扩展标记语言

(http://isotc211.org/2005/gco)

gmd

地理信息元数据 可扩展标记语言

(http://isotc211.org/2005/gmd)

gmx

地理信息元数据 Xml 纲要

gss

地理信息空间纲要可扩展标记语言

gsr

基于坐标的地理空间参照可扩展标记语言

gts

地理信息时间纲要可扩展标记语言

(http://isotc211.org/2005/gts)

srv

地理信息 SeRVice 元数据		

(http://isotc211.org/2005/srv)

gml

地理信息标记语言

(http://www.opengis.net/gml/3.2)

xlink

Xml LINKing 语言

(http://www.w3.org/1999/xlink)

xsi

w3c Xml 纲要实例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5.3

外部类别

(http://isotc211.org/2005/gmx)
(http://isotc211.org/2005/gss)
(http://isotc211.org/2005/gsr)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使用的所有模板内容均在 ISO 各地理信息标准中作了定义。 根据 ISO/TC
211 的约定，UML 类别的命名包括 2-3 个字母的前缀，用于识别定义类别的国际标准和 UML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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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数据类别除外。表 2 列出了在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中使用的各项标准和 UML 类别软件包。
表 2 – UML 类别的出处
前缀

国际标准

包

CI

ISO 19115:2003

援引信息

EX

ISO 19115:2003

范围信息

MD

ISO 19115:2003

元数据实体

数据实体
6

XML 编码

WIS 的实施是基于作为 XML 文件公布的元数据记录。
6.1

符合 ISO/TS 19139:2007 标准

要符合这一规范，则要求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须对照根据 ISO 19115:2003/Cor1:2006 标准创建的
UML 模板中的各 XML 纲要进行验证并无任何差错，该纲要应使用 ISO/TS 19139:2007 ‘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 XML 纲要实施第 9 款中定义的各项编码规则。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要求：

6.1.1
			

每项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须对照 ISO/TS 19139:2007 标准定义 XML 纲要进
行验证，并无任何差错。

注：并非所有 XML 验证工具都全面实施了 W3C XML 纲要的建议，而且并非所有 XML 验证工具都
以相同的方式解释了 W3C XML 纲要建议。在此建议应使用这样一种工具，它既严格地解释 XML 纲
要，又全面支持 W3C XML 纲要建议，以确保达标。
注：WMO 持 有 根 据 ISO/TS 19139:2007 标 准 创 建 的 XML 纲 要 的 副 本， 详 见：http://wis.
wmo.int/2011/schemata/iso19139_2007/schema/. 公 布 XML 纲 要 的 目 录 结 构 映 射 了 ISO 公
布 的 标 准 的 XML 纲 要 目 录 的 结 构， 该 标 准 公 布 在 以 下 网 址 上： http://standards.iso.org/ittf/
PubliclyAvailableStandards/ISO_19139_Schemas/。例如，关于 ‘gmd.xsd’，详见：http://wis.wmo.
int/2011/schemata/iso19139_2007/schema/gmd/gmd.xsd.
XML 的 1.0 版本不支持某些类别限制的执行。例如，gmd:CI ResponsibleParty 需至少包括一个
gmd:individualName、gmd:organisationName 或 gmd:positionName。因此，当务之急是各实施方
特别留意在 ISO 19115:2003 标准及其相关勘误表中定义的 UML 模板中所确定的各项限制。在 ISO/
TS 19139:2007 标准的附录 A：‘ 表 A.1 – XML 纲要不执行的达标规则 ’ 中给出了这些限制 .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要求：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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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须对照 ISO/TS 19139:2007 附录 A（表 A.1）给出
的基于规则的各项限制进行验证，并无任何差错。

注：WMO 提供了一套自动测试套件，包括对照 ISO/TS 19139:2007 附录 A 给出的各项限制所进行
的验证。这些限制作为纲要验证规则予以实施（ISO/IEC 19757-3:2006 ‘ 信息技术 – 文件纲要定义
语言（DSDL）– 第 3 部分：基于规则的验证 – 验证语言 ’），并可通过以下网址查阅： http://wis.
wmo.int/2012/metadata/validationTestSuite/.
6.2

XML 中命名空间的显式识别

为了支持提供可反复使用的 XML 验证测试套件，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须显式定义在某一 WIS 元
数据发掘记录中使用的各个 XML 命名空间。默认（内含）的命名空间的使用可导致对该 XML 文件
的错误解释和验证失败。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对 ISO 19139:2007 施加了下列补充限制：

6.2.1
			
6.3

每项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显式命名在该记录中使用的所有命名空间；禁止使
用默认的命名空间。

GML 命名空间

ISO/TS 19139:2007 倚 赖 于 ISO 19136:2007 ‘ 地 理 信 息 – 地 理 标 记 语 言（GML）’。ISO
19136:2007 与 GML 3.2.1 版本有关。相关的命名空间 URN 见 http://www.opengis.net/gml/3.2。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对 ISO 19139:2007 施加了以下补充限制：

6.3.1
			
7

每项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须为 GML 宣布以下 XML 命名空间： http://www.
opengis.net/gml/3.2.

宣布达到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某一 WIS 元数据发掘记录可宣布达到了本版本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如下所示：


/gmd:MD_Metadata/gmd:metadataStandardName = “ISO 19115 的 WMO 核心元数
据标准（WMO 核心标准），2003/Cor.1:2006（ISO 19115），2007（ISO/		
TS 19139）”



/gmd:MD_Metadata/gmd:metadataStandardVersion = “1.3”

8 元数据的唯一性及 WIS DAR 目录内的发掘功能
8.1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的特有标识
WIS 手册（WMO No.1060；WIS- 技术规格 -1: 上传资料和产品的元数据） 的 5.2 节要求每个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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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数据记录须符合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并含全球唯一的标识符：

5.2.1

这一规格要求每个上传的元数据记录须符合 ISO 19115 1.2 版 WMO 核心元 		

		
数据标准，并含特有的标识符。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以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属性为唯一标识。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对 ISO 19115:2003/Cor. 1:2006 – 有如下额外限制

8.1.1
			
8.1.2
			

每个《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包括一个 gmd:MD_Metadata/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
每个发掘元数据记录的该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属性须在 WIS
中具有唯一性

（即该属性受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强制要求，必须在 WIS 中具有全球唯一性）。
注：评估重复的元数据记录时，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的元素是按 “ 案例非敏感型
（CASE-INSENSITIVE）” 对待的。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建议使用 URI 结构代表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 URI 的结构应为如下：


固定字符串 "urn:x-wmo:md:”



援引机构基于资料提供商组织的因特网域，如 “int.wmo.wis”, “gov.noaa”, “edu.ucar.
ncar”, “cn.gov.cma” or “uk.gov.metoffice”



用冒号 “：” 分隔



唯一标识符 –
o

		
o

对于公报中描述 GTS 产品、或根据 WMO 文档命名约定 P-flag = “T” 或 		
P-flag= “A” 的元数据记录，唯一标识符为 “«TTAAii»«CCCC»”
对于根据 WMO 文档命名约定 P-flag = “W” 命名的 GTS 产品描述，其元数据
记录的唯一标识符应是相关资料文件的 WMO 产品标识符字段的删节版，必
要时，不包括日期戳记和任何其它变化要素

o

对于描述其它产品的元数据记录，其唯一标识符可由援引机构分配，以实现
援引机构所分配标识符的唯一性

秘书处应保留一份《援引机构》和相关组织的名单。
各《援引机构》组织应推出流程，确保其授权的元数据作者可以创建《唯一标识符》的独特价值。注意，
鉴于该组织具有确保当地唯一性的流程，将《援引机构》列入 fileIdentifier 保证了其全球唯一性。
如果资料托管方有自行分配元数据标识符的方法，并能够保证该标识符的全球唯一性，该标识符便
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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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的修改不得改变 gmd：MD_Metadata /gmdfileIdentifier 的属性。每个修
改应连同更新的 gmd:MD_Metadata/gmd:dateStamp 属性（表示该元数据记录修订版的公布日期）
予以公布。
gmd:MD_Metadata/gmd:dateStamp 应采用 ISO 8601 指定的扩展日期格式（YYYY-MM-DD），以
单一日期标注，其中，YYYY 是年份，MM 是月份，DD 是日期。必要时可加入时间（hh:mmmm:ssss,
其中 hh 是小时， mmmm 是分钟， ssss 是秒） ，与日期之间以 “T” 分隔。
具有相同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的《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集应被视为具有相同《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的版本。这些记录的顺序（时间顺序）应由 gmd:MD_Metadata/gmd:dateStamp
确定 .
8.2 支持 WIS DAR 目录内发掘的信息提供
本手册第 5.9 段（WIS- 技术规格 -8：DAR 目录搜索和检索）概述了 WIS DAR 目录内容可根据索
引的元数据属性进行搜索的机制。
WIS DAR 目录内的搜索基于 SRU 的条款（按 URL 搜索 / 检索，ISO 23950:1998）。
对于基于文本的搜索，应至少包括：
i.

主题

ii.

摘要

iii.

标题

iv.

作者

v.

关键词

vi.

格式

vii.

标识符

viii.

类型

ix.

crs（坐标参照系）

基于日期的搜索应包括：
i.

创建日期

ii.

修改日期

iii.

发布日期

iv.

开始日期

v.

结束日期

最后，地域搜索还应提供：
i.

边界框（按十进制，东、西、南、北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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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提供了从 SRU 术语到 ISO 19115 属性（通过 XPath 的定义）的对照：
表 3 - 从 SRU 术语到 ISO 19115 属性的对照
SRU 术语

ISO 19115 属性

主题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gmd:keyword

摘要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abstract

标题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title

作者

/gmd:MD_Metadata/gmd:contact

关键词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gmd:keyword

格式

/gmd:MD_Metadata/gmd:distributionInfo//gmd:distributionFormat//gmd:name

标识符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identifier

类型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spatialRepresentationType

crs

/gmd:MD_Metadata//gmd:referenceSystemInfo/gmd:MD_ReferenceSystem/
gmd:referenceSystemIdentifier/gmd:RS_Identifier/gmd:code

creationDate
（创建日期）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gmd:date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
gmd:dateType=“creation”

modificationDate
（修改日期）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gmd:date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
gmd:dateType=“revision”

publicationDate
（发布日期）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gmd:date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
gmd:dateType=“publication”

beginningDate
（开始日期）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extent//gmd:temporalElement/
gmd:extent

endingDate
（结束日期）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extent//gmd:temporalElement/
gmd:extent

boundingBox
（边界框）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extent//
gmd:geographicElement/gmd:EX_GeographicBoundingBox/
gmd:northBoundLatitude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extent//
gmd:geographicElement/gmd:EX_GeographicBoundingBox/
gmd:westBoundLatitude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extent//
gmd:geographicElement/gmd:EX_GeographicBoundingBox/
gmd:southBoundLatitude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extent//
gmd:geographicElement/gmd:EX_GeographicBoundingBox/
gmd:eastBoundL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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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的下列元素是 ISO 19115:2003/Cor.1:2006 – 中宣称的强制性元素


[ 摘要 ]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abstract


[ 标题 ]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title


[creationDate（创建日期），modificationDate（修改日期）]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


[ 作者 ]

/gmd:MD_Metadata/gmd:contact
CI_ResponsibleParty entity /gmd:MD_Metadata/gmd:contact element 应采用 CI_RoleCode
“pointOfContact”； 例如 .


/gmd:MD_Metadata/gmd:contact//gmd:role = “pointOfContact”

注：摘要应简明扼要，以便读者了解数据集的内容。撰写摘要可考虑以下几点：


申明所记录的 “ 事物 ” 是什么。



申明所记录事物的重要方面。



申明所采用的资料形式。



申明其它限制信息，如资料时效的时间期。



酌情添加资料源的目的（如调查数据）。



普通大众能够理解的目的。



不要包括一般性背景信息。



避免行话和不加说明的缩略语。

建议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pointOfContact 应至少提供一个名称和一个
e-mail 地址。
为提高《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在 WIS DAR 目录中搜索和发现的一致性，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中强制要求具有关键词和 boundingBox（边界框）属性。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对 ISO 19115:2003/Cor.1:2006 设置了如下额外限制：
8.2.1
			

每个《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应至少包含一个 WMO_CategoryCode 代码清
单中的关键词。

8.2.2

WMO_CategoryCode 代码清单中的关键词应定义为 “ 主题 ” 类关键词。

8.2.3

源自一个特定关键词词库的所有关键词应归类到 MD_Keywords 级别中的单

			

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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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描述地理数据的《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应包括至少一个地理边界框，以定
义资料的空间范围。

新版《代码清单词典》业已出版，是本规格的一部分，对 WMO_CategoryCode（见表 16 第 2 部分）
的一组允许值作了定义。来自 WMO_CategoryCode 的关键词应归为 “ 主题 ” 类。
“GeographicBoundingBox（地理边界框）” 由四个坐标确定。
是否跨 180 度子午线的边界框可由以下规则区分：
在不跨越 180 度子午线的数据集中，最西端经度应始终小于最东端经度，反之，如果一个边界框跨
越 180 度子午线，其最西端经度应大于最东端经度。
地理边界框的其它限制条件有：


总经度跨度应大于零，小于或等于 360 度。



地理节点应设定为最北和最南端经度相等，最西和最东端经度相等。



最北端纬度应始终大于或等于最南端纬度。



经度和纬度应记录在一个坐标参照系内，具有与 WGS84 相同的坐标轴、单
位和本初子午线。

属 性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citation//gmd:date//gmd:date 应 以 ISO 8601
规定的日期表达。 应采用扩展日期格式（YYYY-MM-DD），其中，YYYY 是年份，MM 是月份，
DD 是日期。必要时可加入时间（hh:mmmm:ssss, 其中 hh 是小时， mmmm 是分钟， ssss 是秒）
，与日期之间以 “T” 分隔。
本版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中，
表 3 中的其余要素是可选要素：


[ 格式 ]



[ 标识符 ]



[ 类型 ]



[crs]



[beginningDate（开始日期）]



[endingDate（结束日期）]

注： 秘书处公布的针对这些元素的详细指导信息见 http://wis.wmo.int/MD_OptElt
符合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元数据采用的第一语言是英语。WMO 核心元数据简介中的主要语言
是英语，此外记录中也可包括对英语要素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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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记录中包含的所有信息应至少在元数据记录中以英文提供

还可包括对全部或部分英文内容的翻译。
9.

WIS 中开展全球交换的资料说明

WIS 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GISC 能够识别出哪些资料是为全球交易而发布的，这决定了资料是否要
纳入 GISC 缓存中。 描述一个给定的数据集的《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可以识别 WIS 中的数据集
是否为全球交易而发布。
9.1

确定分发范围

数据集的分发范围（如，是否为 WIS 内的全球交换而发布）可用一个关键词来确定：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gmd:keyword

关键词的语义从指定的关键词词库予以推断。有关特定关键词的词库可采用下列要素加以引用：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gmd:thesaurusName
WIS 内 资 料 的 分 发 范 围 应 以 下 列 控 制 性 词 汇 表 达：“GlobalExchange（ 全 球 交 换 ）”，
“RegionalExchange（区域交换）” 和 “OriginatingCentre（始发中心）”。
新 版《 代 码 清 单 词 典》 业 已 出 版， 是 本 规 格 的 一 部 分， 对 WIS 内 资 料 的 分 发 范 围（WMO_
DistributionScopeCode，见表 17 第 2 部分）的一组允许值作了定义。
关键词类型可用下列要素指定：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gmd:type

与 WMO_DistributionScopeCode 词库相关的关键词类型应当是 “dataCentre（资料中心）”。关键词
类型 “dataCentre（资料中心）” 取自 ISO / DIS 19115-1:2013 中所描述的 MD_KeywordTypeCode 类。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对 ISO 19115:2003/Cor. 1:2006 设置了如下额外限制：

9.1.1

为描述经 WIS 的全球交换资料，《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应当通过使用 		
WMO_DistributionScopeCode 词库中 “dataCentre（资料中心）” 类的关
键词 “GlobalExchange（全球交换）” 注明其分发范围。

9.2

描述全球交换资料的元数据标识符

描述经 WIS 全球交换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标识符（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应采
用如下格式：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 “urn:x-wmo:md:int.wmo.wis::{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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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uid} 为从 GTS 公报或文件名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开展全球资料交换的唯一标识符（{uid}）应定义如下：
  

若产品分配了 GTS «TTAAii» 和 «CCCC»（即元数据记录描述的数据集采用了 WMO 文档
命名约定 P-flag = “T” 或 P-flag=”A”） ，则用 «TTAAii»«CCCC» 为唯一识别符；或

  

否则，若产品分配了一个 WMO 产品识别符（即 WMO 文档命名约定 P-flag=”W”），则用
相关资料文件的 WMO 产品标识符字段的删节版，必要时，不包括日期戳记和任何其它变
化要素。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对 ISO 19115:2003/Cor. 1:2006 设置了如下额外限制：

9.2.1

描述经 WIS 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标识符应具有 如下格式的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属性（其中 {uid} 为从 GTS 公报或
文件名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urn:x-wmo:md:int.wmo.wis::{uid}.

注：为方便读者理解，以下举例说明经 WIS 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 –
  

urn:x-wmo:md:int.wmo.wis::FCUK31EGRR

  

urn:x-wmo:md:int.wmo.wis::FR-meteofrance-toulouse,GRIB,ARPEGE-75N10N-60W65E_
C_LFPW

9.3

确定 WMO 资料政策及全球交换资料的 GTS 优先级

与 Cg-13 第 25 号决议、Cg-12 第 40 号决议和其它决议（如 ICAO 国际航空气象服务附件 3）相关
的 WMO 资料政策应采用下列控制性词汇表达：“WMOEssential（WMO 重要）”、“WMOAdditional
（WMO 额外）” 和 “WMOOther（WMO 其它）。”
新 版《 代 码 清 单 词 典 》 业 已 出 版， 是 本 规 格 的 一 部 分， 对 WMO 资 料 政 策（WMO_
DataLicenseCode，见表 14 第 2 部分）的一组允许值作了定义。
WMO 资料政策对于（资料的）使用和访问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注：WMO 资 料 政 策（WMO Cg-12 第 40 号 决 议、Cg-13 第 25 号 决 议） 的 更 多 内 容 详 见 http://
www.wmo.int/pages/about/exchangingdata_en.html
WMO 的资料政策应采用下列要素予以阐述：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resourceConstraints//gmd:otherConstraints

若一个单一元数据记录中存在多个 WMO 资料政策声明，会出现模糊不清的状态； 一个描述全球交
换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只宣布一项 WMO 资料政策。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对 ISO 19115:2003/Cor. 1:2006 设置了如下额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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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描述经 WIS 的全球交换资料的《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应以来自 WMO_		
DataLicenseCode 代码清单中的单一词汇注明 WMO 资料许可具备法律约束

		

力（类型 “otherConstraints（其它限制）”

注：只接受同编码表精确匹配的词汇； "wmo-essential", "WMO Essential", 或 "WmOaDdiTiOnaL"
都将无效。
注：若 WMO 资料政策标明为 “WMOAdditional（WMO 额外）” 或 “WMOOther（WMO 其它）”, 资
料发布机构可能会提供额外访问或使用限制的详细阐述。
注：针对其它资料政策和接入或使用限制规定的指南详见： http://wis.wmo.int/MD_DataPolicy .
应 使 用 以 下 控 制 性 词 汇：“GTSPriority1”，“GTSPriority2”，“GTSPriority3” 和 “GTSPriority4” 表 达
GTS 的优先级（又称 GTS 产品类别代码）。
新 版《 代 码 清 单 词 典 》 业 已 出 版， 是 本 规 格 的 一 部 分， 对 WMO 资 料 政 策（WMO_
GTSProductCategoryCode，见表 15 第 2 部分）的一组允许值作了定义。
GTS 的优先级对于（资料的）使用和访问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GTS 的优先级应采用下列要素予以阐述：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resourceConstraints//gmd:otherConstraints

若一个单一元数据记录中存在多个 GTS 优先级声明，会出现模糊不清的状态； 一个描述全球交换
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只申明一个 GTS 优先级。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对 ISO 19115:2003/Cor. 1:2006 设置了如下额外限制：

9.3.2

描述经 WIS 的全球交换资料的《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应以来自 WMO_ 		
GTSProductCategoryCode 代码清单中的单一一个词汇注明 GTS 优先级具
备法律约束力（类型 “otherConstraints（其它限制）”

注：只接受同编码表精确匹配的词汇； "gts-priority-4", "GTS Priority 4", 或 "GtsPriority4" 都将无效。
若不注明 gmd:accessConstraints 或 gmd:useConstraints ，则可解读为 gmd:otherConstraints 中表
达的词汇（如 WMO 资料政策和 GTS 优先级）同时适用于（资料的）使用和访问。
然而，这应通过以下表达予以明确
gmd:MD_LegalConstraints/gmd:accessConstraints

和 gmd:MD_LegalConstraints/

gmd:useConstraints 利用 gmd:MD_RestrictionCode “otherRestrictions”.
注：例如
<gmd:resourceConstraints>
<gmd:MD_Legal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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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d:accessConstraints>
				<gmd:MD_RestrictionCode
				
codeList="http://standards.iso.org/ittf/PublicallyAvailableStandards/
				
ISO_19139_Schemas/resources/Codelist/gmxCodelists.xml#MD_
				
RestrictionCode"
				
codeListValue="otherRestrictions">
				
otherRestrictions
			
</gmd:MD_RestrictionCode>
			
</gmd:accessConstraints>
		
<gmd:useConstraints>
				<gmd:MD_RestrictionCode
				
codeList="http://standards.iso.org/ittf/PublicallyAvailableStandards/
				
ISO_19139_Schemas/resources/Codelist/gmxCodelists.xml#MD_
				
RestrictionCode"
				
codeListValue="otherRestrictions">
				
otherRestrictions
			
</gmd:MD_RestrictionCode>
</gmd:useConstraints>
			
<gmd:otherConstraints>
			
<gco:CharacterString>WMOEssential</gco:CharacterString>
		
</gmd:otherConstraints>
		
<gmd:otherConstraints>
			
<gco:CharacterString>GTSPriority3</gco:CharacterString>
			
</gmd:otherConstraints>
		 </gmd:MD_LegalConstraints>
</gmd:resourceConstraints>
所有源自一个单一来源的限制性声明均应归于单一一个 gmd:resourceConstraints 要素。
注：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与 ISO 19115-1:2013（目前在国际标准草案状态）的前向兼容性，其中，
修订后的 gmd:MD_Constraints 类预计将包括一（套）限制源的信息。
10 额外限制小结
表 4，表 5 和表 6 总结了本规格的要求， 并将编码要求表达为 6，正式要求表达为 8 和 9，以此分类。
表 4 – XML 编码（6）

1

编码规则

说明

符合 ISO/TS

6.1.1

19139:2007

[ 强制性义务 ] 每个《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对照 ISO / TS
19139:2007 定义的 XML 方案进行验证，以确凿无误。

6.1.2

[ 强制性义务 ] 每个《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对照 ISO / TS
19139:2007 附件 A（表 A.1）列举的原则性限制，保证确凿无误。

2

明确标明 XML 中的命

6.2.1

记录中使用的命名空间，禁止使用默认的命名空间。

名空间
3

GML 命名空间的特性

[ 强制性义务 ] 每个《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明确命名所有

6.3.1

[ 强制性义务 ] 每个《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申明以下 GML
的 XML 命名空间：
http://www.opengis.net/gml/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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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元数据的唯一性和 WIS DAR 目录内的发掘（8）
目标要素（s）

说明

4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8.1.1

8.1.2

5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

↘ gmd:MD_Identificationgmd:descriptiveKeyw
ords

8.2.1

8.2.2
8.2.3

6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

↘ gmd:MD_DataIdentificationgmd:extent/
↘ gmd:EX_Extent/gmd:geographicExtent/

8.2.4

[ 强 制 性 义 务 ] 每 个《WIS 发 掘 元 数 据
记 录 》 须 包 括 一 个 gmd:MD_Metadata/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
[ 强 制 性 义 务 ] WIS 中 每 个《WIS 发 掘
元 数 据 记 录 》 的 gmd:MD_Metadata/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都应具唯一性。
[ 强制性义务 ] 每个《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
须至少包含一个 WMO_CategoryCode 代码
清单中的关键词。
[ 强制性义务 ] WMO_CategoryCode 代码清
单中的关键词应归于 “ 主题 ” 类关键词。
[ 强制性义务 ] 源自一个特定关键词词库的所
有关键词应归类到 MD_Keywords 级别中的
单一实例。
[ 条件性义务：仅限地理数据 ] 每个描述地理
数据的《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都应包括至
少一个地理边界框的描述，以定义资料的空
间范围。

表 6 – 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描述（9）

目标要素

描述

7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

9.1.1

[ 强 制 义 务 ] 描 述 经 WIS 进 行 全 球 交 换 资
料 的 WIS 发 掘 元 数 据 记 录 须 利 用 WMO_
DistributionScopeCode 词 库 里 “dataCentre” 类
别的关键词 “GlobalExchange” 注分发范围。

8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9.2.1

[ 附带条件的义务：仅通过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
资料 ] 描述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WIS
发 掘 元 数 据 记 录 须 有 一 个 gmd:MD_Metadata/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其格式如下（其中 {uid}
是 源 自 GTS 公 报 或 文 件 名 的 唯 一 的 识 别 符）
urn:x-wmo:md:int.wmo.wis::{uid}：

9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

9.3.1

[ 附 带 条 件 的 义 务： 仅 通 过 WIS 进 行 全 球 交
换 的 资 料 ] 描 述 经 WIS 进 行 全 球 交 换 的 资
料 的 WIS 发 掘 元 数 据 记 录 须 利 用 WMO_
GTSProductCategoryCode 代 码 表 中 的 一 个
且 唯 一 一 个 术 语 说 明 WMO 资 料 许 可（WMO
Data License） 是 具 有 “ 法 律 约 束 的（Legal
Constraint）”（类别：“otherConstraints”）
[ 附带条件的义务：仅通过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
料 ] 描述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WIS 发
掘元数据记录须利用 WMO_DataLicenseCode 代
码表中的一个且唯一一个条件说明 GTS Priority
具 有 “ 法 律 约 束 (Legal Constraint)”( 类 别：
“otherConstraints”)。

↘ gmd:MD_Identification/
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DataIdentification/
↘ gmd:resourceConstraints/
↘ gmd:MD_LegalConstraints/
gmd:otherConstraints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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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码表的增补 / 新的代码表

表 7 是对 ISO 19115:2003 确定的代码表的修改和增补。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二和第四部
分中代码表的扩展。
表 7 – 对 ISO 19115:2003 确定的代码表的修改和增补
目标代码表

修改

说明

1 CI_DateTypeCode

修订

补充术语 «reference» [004]
见第二部分，表 8

2 MD_KeywordTypeCode

修订

额外术语 «dataCentre» [006] – 源自 from ISO/DIS 19115-1:2013.
见第二部分表 10

3 WMO_DataLicenseCode

新

适用于资料源的 WMO 资料授权 - 根据 WMO 第 25 和 40 号决议
(http://www.wmo.int/pages/about/exchangingdata_en.htm)。
见第二部分，表 14

4 WMO_
GTSProductCategoryCode

新

用于对 WMO 全球电信系统 (GTS) 的电报进行排序的产品分类，
见第二部分，表 15

5 WMO_CategoryCode

新

供 WMO 团体使用的新增主题类别见第二部分，表 16

6 WMO_DistributionScopeCode 新

12

WMO 信息系统资料分发范围见第二部分，表 17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 UML 模板

符合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元数据记录至少须包括图 1 中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这类记录的 “ 强制性 ”
内容。

图 1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的强制内容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规格进一步明确了一系列的要素，这些要素在一定的条件下须纳入到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中。具体见图 2。
UML 的分级和属性详见第 2 和 3 部分。

注：ISO/TC 211 发布了适用于 ISO 19115:2003/Cor. 1:2006 的 UML 标准模板，请参见以下网址： http://www.isotc211.org/hmmg/HTML/index.htm.

图 2–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完整规格（包括可选和强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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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规格规定了 WMO 信息系统（WIS）发掘 - 调用 - 检索（DAR）目录中发掘元数据之内容、结构和解码。
此处所指的元数据标准是指国际标准 ISO 19115:2003‘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 的非正式第一类标准 1。
该元数据标准须统称为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按 ISO/TS 19139:2007 确定的 XML 形式进行编码。
本规格的第一部分确定了在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方面的一致性要求。第二部分规定了抽象测试套
件、资料词典和代码表。除非另有说明，当使用 “ 第一部分 ” 和 “ 第二部分 ” 时是指本规格的相应部分。

2.

抽象测试套件（标准版）

注：根据正式要求和指南进行的 XML 元数据记录检验自动测试套件可参阅 WIS 维基百科： http://
wis.wmo.int/MD_Conform
注：本规格所阐述的按照正式要求进行检验的自动测试套件的权威文件可参阅： http://wis.wmo.
int/2012/metadata/validationTestSuite/.

2.1

XML 编码抽象测试

2.1.1

ISO/TS 19139:2007 达标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ISO-TS-19139-2007-xml-schema-validation
测试目的：

要求 6.1.1： 须根据 ISO/TS 19139:2007 规定的 XML schemas 检验每一个 WIS 发
掘元数据记录无差错。

测试方法：

使用配备 XML Schema 严格判读且对 W3C XML Schema 具备完全支持功能的工具，
依照从 ISO 19115:2003/Cor. 1:2006 的 UML 模板创建的 XML Schema 来检验（使
用 ISO/TS 19139:2007‘ 地理信息 – 元数据 – XML schema 执行 ’ 第 9 条）须测试的
实例文档。ISO 将这些 XML schemata 的示范位置放在： http://standards.iso.org/ittf/
PubliclyAvailableStandards/ISO_19139_Schemas/.
WMO 将这些 XML schemata 的参考文件放在： http://wis.wmo.int/2011/schemata/
iso19139_2007/schema/.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ISO-TS-19139-2007-rule-based-validation
测试目的：

要求 6.1.2： 须比照 ISO/TS 19139:2007 附录 A（表 A.1）中基于规则的限制条件检
验每一个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无差错。

1

第一类标准对于国际标准的使用设定了附加限制条件，以满足某一特定用户群更具体的要求。此类国际标
准可予以正式注册。ISO 19115 的 WMO 标准仍未注册，因此仍属于 ‘ 非正式 ’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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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使 用 能 够 支 持 Schematron（ISO/IEC 19757-3:2006 ‘ 信 息 技 术 – 文 件 机 制 定 义
语 言（DSDL） – 第 3 部 分： 基 于 规 则 的 检 验 – Schematron’）， 比 照 ISO/TS
19139:2007 附录 A（表 A.1）中基于规则的限制条件检验进行测试的实例文档。
WMO 如下网址的内容提供了用于服务此目的的系列参考 Schematron 规则： http://
wis.wmo.int/2012/metadata/validationTestSuite/.

2.1.2

XML 形式的 namespace 的明确识别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explicit-xml-namespace-identification
测试目的：

要求 6.2.1: 每一个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对记录中使用的所有 namespace 命名；不
得使用默认 namespace。

测试方法：

在 进 行 测 试 的 实 例 文 档 中 检 查 所 有 ‘xmlns’ 申 明， 旨 在 确 保 提 供 了 一 个 XML
namespace ；例如
<gmd:MD_Metadata xmlns:gmd="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 >
不得使用如下 ‘xmlns’ 申明：
<MD_Metadata xmlns:="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 >

2.1.3

GML namespace 规格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gml-namespace-specification

测试目的：

要 求 6.3.1： 每 一 个 WIS 发 掘 元 数 据 记 录 须 申 明 如 下 用 于 GML 的 XML
namespace： http://www.opengis.net/gml/3.2。

测试方法：

在需测试的实例文档中检查所有 ‘xmlns’ 申明，旨在确保 GML namespace 表示为
http://www.opengis.net/gml/3.2；例如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d/3.2”

2.2
2.2.1

WIS DAR 目录下的元数据唯一性和发掘抽象测试
唯一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fileIdentifier-cardinality
测试目的：

要 求 8.1.1： 每 一 个 WIS 发 掘 元 数 据 记 录 须 有 一 个 gmd:MD_Metadata/
gmd:fileIdentifier 属性。

测试方法：

在进行测试的实例文档中，检验用下列 XPath 识别出的要素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实例：
In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注：要求 8.1.2 没有抽象测试。每一个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的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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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在 WIS 中须具有唯一性。
2.2.2

强制性 WMO_CategoryCode 的关键词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WMO_CategoryCode-keyword-cardinality

测试目的：

要求 8.2.1： 每一个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至少包括选自 WMO_CategoryCode 代码
表的一个关键词

测试方法：

(i) 用下列 XPath 检查需测试的实例文档，旨在审核是否将 WMO_CategoryCode 代
码表表示为 gmd:MD_Keywords 实例中的一个关键词词库：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Keywords/gmd:thesaurusName/gmd:CI_Citation/gmd:title// = “WMO_
CategoryCode”
可使用 gmx:Anchor 要素表示代码表的位置；例 /gmd:MD_Metadata/
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Keywords/
gmd:thesaurusName/gmd:CI_Citation/gmd:title/
↘ gmx:Anchor/@xlink:href = http://wis.wmo.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
xml#WMO_CategoryCode

(ii) 检查相关的 gmd:MD_Keywords 要素，旨在确保至少有一个 WMO_CategoryCode 代码表的关
键词的一个实例存在。WMO 将 WMO_CategoryCode 代码表的示范版本发布在：
http://wis.wmo.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xml. 通过下列 XPath 识别关键词
的实例：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
Keywords/gmd:keyword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WMO_CategoryCode-keyword-theme
测试目的：

要求 8.2.2： WMO_CategoryCode 代码表的关键词须被确定为关键词类别 “theme”。

测试方法：

(i) 检查需测试的实例文档，旨在使用以下 XPath 来核实 WMO_CategoryCode 代码
表是否是作为 gmd:MD_Keywords 的一个实例中的关键词词汇库来表示的：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Keywords/gmd:thesaurusName/gmd:CI_Citation/gmd:title// = “WMO_
CategoryCode”
可使用一个 gmx:Anchor 要素来表示代码表的位置；例如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
Keywords/gmd:thesaurusName/gmd:CI_Citation/gmd: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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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x:Anchor/@xlink:href = “http://wis.wmo.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
xml#WMO_CategoryCode”
(ii) 检查相关的 gmd:MD_Keywords 要素，旨在确保关键词类别是作为 MD_
KeywordTypeCode 代码表的 “theme” 来表示的；例如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
Keywords/gmd:type/gmd:MD_KeywordTypeCode = “theme”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keyword-grouping
测试目的：

要求 8.2.3： 源自某一具体关键词词库的所有关键词应分组纳入一个 MD_Keywords
类别的实例。

测试方法：

检查需测试的实例文档，旨在核实是否每个关键词词库表示了一次且只有一次。可使
用下列 XPath 表示关键词词库名称：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
Keywords/gmd:thesaurusName/gmd:CI_Citation/gmd:title//

2.2.3

带边界框的地理资料范围规格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geographic-bounding-box
测试目的：

要求 8.2.4： 每一个描述地理数据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包括对至少一个划定资料
空间范围的地理边界框的描述。

测试方法：

(i) 检查需测试的实例文档，旨在核实元数据记录是否描述了地理数据；例如
/gmd:MD_Metadata/gmd:hierarchyLevel/gmd:MD_ScopeCode !=
“nonGeographicDataset”
(ii) 检查需测试的实例文档，旨在核实地理范围是否是利用边界框表示。抽象测
试（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ISO-TS-19139-2007-rule-basedvalidation）须确保边界框的表达形式是正确的。可使用下列 XPath 来表示地理范围
边界框：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MD_DataIdentification/
↘ gmd:extent/gmd:EX_Extent/gmd:geographicExtent/gmd:EX_
GeographicBoundingBox

注： 要求 8.2.5 下没有抽象测试 : 元数据记录内的所有信息至少在元数据记录内用英文形式提供。

2.3

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描述

2.3.1

识别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identification-of-globally-exchanged-data

测试目的：

要求 9.1.1： 描述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利用来自
词 汇 库 WMO_DistributionScopeCode 的 “dataCenterdataCentre” 类 别 的 关 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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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Exchange” 来说明分发的范围。
测试方法：

(i) 使 用 下 列 XPath 检 查 需 测 试 的 实 例 文 档， 旨 在 核 实 是 否 将 WMO_
DistributionScopeCode 代码表作为 gmd:MD_Keywords 的实例的一个关键词的词库
来表示：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Keywords/gmd:thesaurusName/gmd:CI_Citation/gmd:title// = “WMO_
DistributionScopeCode”
可使用一个 gmx:Anchor 要素来指明代码表的位置；例如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
Keywords/gmd:thesaurusName/gmd:CI_Citation/gmd:title/
↘ gmx:Anchor/@xlink:href = http://wis.wmo.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
xml#WMO_DistributionScopeCode
(ii) 检查相关的 gmd:MD_Keywords 要素，以便确保关键词类别是以（修改后的）
MD_KeywordTypeCode 代码表的 “dataCentre” 来表示的；例如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
Keywords/gmd:type/gmd:MD_KeywordTypeCode = “dataCentre”
(iii) 检查相关的 gmd:MD_Keywords 要素，旨在核实 WMO_DistributionScopeCode
代码表的关键词 “GlobalExchange” 是否出现；例如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descriptiveKeywords/ ↘ gmd:MD_
Keywords/gmd:keyword = “GlobalExchange”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fileIdentifier-for-globally-exchanged-data
测试目的：

要求 9.2.1： 描述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具备一个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属性，其形式如下（其中 {uid} 是选自 GTS 公
报或文件名的一个唯一的识别符）：

测试方法：

在需测试的实例文档中，要检验 gmd:fileIdentifier 要素是否符合下列常规表达：
/gmd:MD_Metadata/gmd:fileIdentifier// = “^urn:x-wmo:md:int.wmo.wis::”

2.3.2 供全球交换资料的 WMO 资料政策的规格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WMO-data-policy-for-globally-exchangeddata

测试目的：要求 9.3.1： 描述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利用 WMO_
DataLicenseCode 代码表中的一个且仅此一个术语说明 WMO 资料许可具有法律限
制条件（类别：“otherConstraints”）。
测试方法：

检 查 需 测 试 的 实 例 文 档， 旨 在 利 用 下 列 XPath 核 实 是 否 是 使 用 了 WMO_
DataLicenseCode 代码表的一个且唯一一个术语实例来表示：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resourceConstraints/ ↘ gmd:M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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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Constaints/gmd:otherConstraints//
WMO 将 WMO_DataLicenseCode 代码表的规范版本发布在：
http://wis.wmo.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xml.
可使用一个 A gmx:Anchor 要素来指明代码表的位置；例如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resourceConstraints/ ↘ gmd:MD_
LegalConstaints/gmd:otherConstraints/gmx:Anchor/@xlink:href =
“http://wis.wmo.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xml#WMO_DataLicenseCode”

2.3.3

供全球交换资料的 GTS 产品类别（GTS Priority）的规格

测试 id： 		http://wis.wmo.int/2012/metadata/conf/GTS-priority-for-globally-exchanged-data
测试目的：

要求 9.3.2： 描述经 WIS 进行全球交换的资料的 WIS 发掘元数据记录须利用 WMO_
GTSProductCategoryCode 代码表中的一个且仅此一个术语说明 GTS Priority 具有法
律限制性（类别：“otherConstraints”）。

测试方法：

检 查 需 测 试 的 实 例 文 档， 旨 在 利 用 下 列 XPath 核 实 是 否 是 使 用 了 WMO_
GTSProductCategoryCode 代码表的一个且唯一一个术语实例来表示：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resourceConstraints/ ↘ gmd:MD_
LegalConstaints/gmd:otherConstraints//
WMO 将 WMO_GTSProductCategoryCode 代 码 表 的 规 范 版 本 发 布 在：http://wis.
wmo.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xml.
可使用一个 gmx:Anchor 要素来表示代码表的位置；例如
/gmd:MD_Metadata/gmd:identificationInfo//gmd:resourceConstraints/ ↘ gmd:MD_
LegalConstaints/gmd:otherConstraints/gmx:Anchor/@xlink:href = “http://wis.wmo.
int/2012/codelists/WMOCodeLists.xml#WMO_GTSProductCategoryCode”

3.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数据词典

本数据词典仅包括 ISO19115:2003 和相关勘误表的强制性要素，以及本规格中明确提到的要素。其
它要素已忽略。要了解更多情况，请参见 ISO 19115:2003 and ISO 19115:2003/Cor. 1:2006 。注：
为元数据作者提供的更多指导材料见 http://wis.wmo.int/MD_Index.
表 1 至表 7 用图表的形式展示了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的 UML 图形部分的 UML 图形。在 “ 义务 / 条件 ”
一栏中标有 “M” 的项目须在有效的 WMO 核心标准元数据记录中出现。当标记有 “O” 的目录在适用
情况下应该存在。一旦相关条件符合，标记有 “C” 的目录应该存在。
各行标号与 ISO 19115:2003 及相关勘误表中的行数相符。

fileIdentifier

hierarchyLevel

Contact

dateStamp

metadataStandardName

metadataStandardVersion

作用名称：

2

6

8

9

10

11

15

identificationInfo

MD_Metadata

1

名称 / 作用名称

关于元数据适用的资源的基本信息

版本）

使用的元数据标准的版本（标准的

名称

使用的元数据标准（含标准名称）

元数据创建或修改日期

负责元数据的一方

元数据适用的范围

此类元数据的唯一识别符

据的根实体

定义关于一种资源或多种资源元数

定义

M

O

O

M

M

O

M

M

义务 / 条件

N

1

1

1

N

1

1

1

最多发生次数

表 1 – 元数据实体设置信息

Association

CharacterString

CharacterString

Class

Class

Class

CharacterString

Class

数据类别

见表 2

MD_DataIdentification

见第一部分，7

明文

见第一部分 , 7

明文

日期

见表 6

«DataType»

CI_ResponsibleParty

见表 12

«CodeList»

MD_ScopeCode

9.2

见第一部分 , 8.1 和第一部分 ,

明文

2-22 行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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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源

Abstract

Role name:

descriptiveKeywords

25

33

language

topicCategory

extent

39

41

45

边界多边形、垂直和时间范围

范围信息，含数据集的边界框、

数据集的主题

在数据集内部使用的语言

需要单独识别数据集的基本信息

的信息

resourceConstraints

MD_DataIdentification

提供关于附加在资源的限制条件

关于资源内容的描述性摘要

关于引用的资源的信息

作用名称：

36

35

提供级别关键词、及其类型和参

Citation

N

N

M

C

N

对象的最多次数

对象的义务
M

使用来自于引用

N

N

1

1

对象的最多次数

使用来自于引用

最多发生次数

使用来自于引用

O

M

M

M

对象的义务

资源的基本信息

24

使用来自于引用

义务 / 条件

需要单独识别的一种资源或多种

MD_Identification

定义

23

名称 / 作用名称

表 2 – 识别信息（含数据识别）

列联

分类

字符串

(MD_Identification)

特定类别

列联

列联

字符串

分类

«Abstract»

(MD_Metadata)

综合类

数据类别

见表 5 见第一部分 8.2

EX_Extent«DataType»

见表 13

«Enumeration»

MD_topicCategoryCode

推荐 ISO 639-2

37-46 行和 24-35.1 行

见第一部分 9.3

见表 4，

MD_Constraints

分 9.1

见表 3 见第一部分 8.2 和见第一部

MD_Keywords

明文

CI_Citation«DataType» 见表 6

24-35.1 行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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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_Keywords

keyword

type

thesaurusName

52

53

54

55

名称 / 作用名
称

关键字源

词库或类似的权威

一个正式注册的名称

类似的关键字

标的物使用组

用于描述主题的正式的词或短语

常用词或

关键字、其类型和来源

定义

O

O

1

1

N

最多使用次数

对象的义务
M

引用对象的

最多发生次数

使用引用

义务 / 条件

表 3 - 关键字信息

分类

分类

字符串

(MD_Identification)

综合类

数据类别

见表 6 见第 1 部分 8.2 和 9.1

CI_Citation «DataType»

见第 1 部分 8.2 和第 1 部分 9.1

见表 10

«CODELIST»

MD_KEYWORDTYPECODE

见第 1 部分 8.2 和第 1 部分 9.1

明文

第 53-55 行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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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Constraints

useConstraints

otherConstraints

71

72

律条件

LegalConstraints

70

访问和使用资源或元数据的限制和法

MD_

69

MD_ 限制码

第 70-72 和 68 行

MD_ 限制码

或法律条件

其它获取或使用资源或元数据的限制

“otherRestrictions

等同于

或 useConstraints

C / accessConstraints

N

字符串

见第 1 部分、9.3

明文或代码表。

见表 11

分类

或警告

N

« 编码表 »

O

或任何关于使用资源或元数据的限制

用于确保隐私或知识产权的访问限制、

见表 11

分类

（MD_ 限制）

特定类别

明文

第 68 行

域

或警告

N

N

字符串

MD_ 标识）

（MD_ 元数据和

综合类

数据类别

« 编码表 »

O

引用对象的使用义务

N

最多使用次数

对象的使用义务

O

引用对象的

最多发生次数

从使用的义务引用

义务 / 条件

或任何关于使用资源或元数据的限制

用于确保隐私或知识产权的访问限制、

例如、“ 不适合用于导航 ” 等

制。

影响使用资源或元数据的适合性的限

useLimitation

68

对资源或元数据的访问和使用限制

MD_Constraints

定义

67

名称 / 作用名称

表 4 - 约束信息（含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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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名称：

336

westBoundLongitude

GeographicBoundingBox

344

注意：这只是一个近似参考所以

EX_

343

以十进制的经度表示度（正东）

数据集范围内最西的座标、

没有必要指定坐标参考系统

数据集的地理位置

EX_GeographicExtent

数据集的地理区域

提供引用对象范围的地理成分

水平、垂直和时间范围信息

定义

339

geographicElement

EX_Extent

334

名称 / 作用名称

M

（第一部分）

见第 8.2 条

1

最多使用次数

引用对象的

最多使用次数

对象的义务

C

引用对象的

使用引用

N

最多使用次数

对象的义务
C

引用对象的

最多发生次数

使用引用

义务 / 条件

表 5 - 范围信息

分类

(EX_GeographicExtent)

特定类别

tract»

ialTemporalExtent)«Abs

(EX_Extent 和 EX_Spat

综合类

联合

分类 « 数据类型 »

数据类别

见第 1 部分、8.2

值 <= 180,0

经度

-180,0 <= 西边界

角度

344-347 和 340 行

340 行

见第 1 部分、8.2

见表 5

要»

EX_ 地理范围 « 摘

行 335-338

域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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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BoundLongitude

southBoundLatitude

northBoundLatitude

345

346

347

名称 / 作用名称

进制的纬度表示度（正北）

数据集范围内最北的座标、以十

进制的纬度表示度（正北）

数据集范围内最南的座标、以十

进制的经度表示度（正东）

数据集范围内最东的座标、以十

定义

M

M

M

义务 / 条件

1

1

1

最多发生次数

分类

分类

分类

数据类别

见第 1 部分、8.2

纬度 {0} {/0}Value

值 > = 南边界

北边界纬度

值 <= 90,0；

纬

-90,0 <= 北边界

见第 1 部分、8.2

{0} {/0}Value

北边界纬度

值 <=

南边界纬度

值 <= 90,0；

纬

-90,0 <= 南边界

见第 1 部分、8.2

值 <= 180,0

经度

-180,0 <= 东边界

角度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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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_Citation

title

date

CI_ResponsibleParty

individualName

organisationName

positionName

contactInfo

role

359

360

362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名称 / 作用名称

责任方所执行的功能

责任方的联系信息

负责人的职责或职位

负责组织的名称

负责人的姓、名、头衔由分隔符分隔

的识别和手段

与和数据集相关的组织和个人的通信

所列举资源的参考日期

可以据以获知引用资源的名称

标准化的资源引用

定义

M

O

和职务名？

C / 未记录的组织名

和职务名？

C / 未记录的组织名

和职务名？

1

1

1

1

1

最多使用次数

使用义务 / 条件
C / 未记录的组织名

引用对象的

N

引用对象的

M

1

最多使用次数

使用义务 / 条件
M

引用对象的

最多发生次数

引用对象的

义务 / 条件

表 6 - 引用方和责任方的信息

分类

分类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分类 «DataType»

分类

字符串

分类 «DataType»

数据类别

见表 9

«CodeList»

CI_RoleCode

«DataType»

CI_Contact

明文

明文

明文

375-379 行

见表 7

«DataType»

CI_Date

明文

360-373 行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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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_Date

date

dateType

393

394

395

名称 / 作用名称

用于参考日期的事件

引用资源的参考日期

用于描述的参考的日期和事件

定义

M

1

1

最多使用次数

使用义务 / 条件
M

引用对象的

最多发生次数

引用对象的

义务 / 条件

表 7 - 日期信息

分类

分类

分类 «DataType»

数据类别

见表 8

«CodeList»

CI_DateTypeCode

日期

行 119-120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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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表和列举

表 8 至表 13 描述 B 了 ISO 19115:2003 和 ISO 19115:2003 /Cor 1:2006 规定的代码表。WMO 核心
元数据规范引用了这些代码表、包括用黑体字标出的 WMO 核心元数据文件中的修订。
表 14 至表 17 描述了 WMO 核心元数据文件中定义的新的代码清单。
新修订的代码表的 GML CodeList 字典的实施情况已在以下网站上公布： http://wis.wmo.int/2012/
codelists/WMOCodeLists.xml 。

表 8 - CI_DateTypeCode «CodeList»（含修订）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1. CI_DateTypeCode

DateTypCd

确定某一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

2. creation

001

日期确定资源被创建的时间

3. publication

002

日期确定资源发布的时间

4. revision

003

日期确定检查和改进或修订资源的时间

5. reference

004

日期确定资源被引用或访问的时间

表 9 - CI_ CI_RoleCode «CodeList»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1.

CI_RoleCode

RoleCd

由责任方执行的功能

2.

resourceProvider

001

提供资源的一方

3.

custodian

002

接受数据的责任、并确保适当照顾和维护资源的一方

4.

owner

003

拥有资源的一方

5.

user

004

使用资源的一方

6.

distributor

005

分配资源的一方

7.

originator

006

创建资源的一方

8.

pointOfContact

007

可以联系从而获取关于资源的知识或取得资源的一方

9.

principalInvestigator

008

负责收集信息和进行研究的关键方

10. processor

009

用资源被修改的方式处理数据的一方

11. publisher

010

发布资源的一方

12. author

011

编写资源的一方

表 10 - MD_ MD_KeywordTypeCode «CodeList»（含修订）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1. MD_KeywordTypeCode KeyTypCd

用于分组类似关键词的方法

2. discipline

001

识别一组指令或专门学习的关键字

3. place

002

识别位置的关键词

4. stratum

003

识别任何沉积物层的关键词

5. temporal

004

识别一段与数据集相关的时间的关键字

6. theme

005

标识一个特定的对象或主题的关键字

7. dataCentre

006

识别管理和分发数据的库或档案的关键词
(ISO / DIS 19115-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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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 MD_RestrictionCode «CodeList»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1.

MD_RestrictionCode

RestrictCd

对访问或使用数据的限制 (S)

2.

copyright

001

法律赋予的指定时间内赋予作家、作曲家、艺术家或
经销商的排他的出版、生产或销售文学、戏剧、音乐
或艺术作品、或使用一种商业印刷或标签的权利。

3.

patent

002

政府已授予的制造、销售、使用或授权给发明或发现
的专有权。

4.

patentPending

003

等待专利的生产或销售信息

5.

trademark

004

识别正式登记和法律仅限所有者或制造商使用的产品
的名称、符号或其它设计

6.

license

005

7.

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006

正式允许做某事
在经济上受益于和控制创新的结果的非有形财产的分
配的权力、

8.

restricted

007

不允许一般的流通或披露

9.

otherRestrictions

008

未列出的限制

表 12 - MD_ScopeCode «CodeList»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1.

MD_ScopeCode

ScopeCd

引用实体适用的信息类

2.

attribute

001

信息适用于属性分类

3.

attributeType

002

信息适用于一种功能的特点

4.

collectionHardware

003

信息适用于采集硬件类

5.

collectionSession

004

信息适用于采集程序

6.

dataset

005

信息适用于数据集

7.

series

006

信息适用于系列

8.

nonGeographicDataset

007

信息适用于非地理数据

9.

dimensionGroup

008

信息适用于维度组

10. feature

009

信息适用于一个特征

11. featureType

010

信息适用于一个特征类型

12. propertyType

011

信息适用于属性类型

13. fieldSession

012

信息适用于一个字段会议

14. software

013

信息适用于计算机程序或例程

15. service

014

信息适用于服务提供商实体通过一系列明确行为、如
使用案例、的界面使服务用户可用的能力

16. model

015

信息适用于现有的或假想的对象的副本或仿

17. tile

016

信息适用砖、地理数据的空间子数据集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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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 MD_TopicCategoryCode «Enumeration»
1.

名称
MD_TopicCategoryCode

域代码
TopicCatCd

2.

farming

001

3.

biota

002

4.

boundaries

003

5.
6.

climatologyMeteorologyAtmos 004
phere
economy
005

7.

elevation

006

8.

environment

007

9.

geoscientificInformation

008

10. health

009

11. imageryBaseMapsEarthCover 010
12. intelligenceMilitary

011

13. inlandWaters

012

14. location

013

15. oceans

014

16. planningCadastre

015

定义
高水平的地理数据专题分类、以协助提供可用地
理数据集的分组和搜索、也可用于组中的关键字、
以及。以上的举例不是穷尽的。
注：一般认为有一般分类之间有重叠、我们鼓励
用户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动物饲养和 / 或植物种植
例如农业、种植、放牧、影响农作物和牲畜的虫
害疾病
在自然的环境中的植物和 / 或动物、
如：野生动物、植被、生物科学、生态学、海洋
生物、栖息地
合法的土地描述、
例如：政治和行政区域界线
大气的过程和现象
例如：天气、气候、大气状况、气候变化、降水
经济活动、条件和就业、
例如：生产、劳动、税收、商业、工业、旅游和
生态旅游、林业、渔业、商业或生存捕猎、勘探
和开采资源如矿产、石油和天然气
高于或低于海平面的高度
例如：海拔、地形、数字化高度模型、坡度、衍
生产品
环境资源、保护和养护、例如：环境污染、废物
贮存和处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监测、自然
保护区、风景
地球科学相关的信息、
例如：地球物理特征和过程、地质、矿产、研究
地球的岩石的组成、结构和来源的科学、地震风
险、火山活动、山崩、重力数据、土壤、冻土、
水文地质、土壤流失
健康、卫生服务、人类生态学和安全，
例如：疾病、影响健康的因素、卫生、滥用药物、
心理和身体健康、卫生服务
n. 基本地图 ,
例如：土地覆盖、地形图、影像、非保密图像、
注释
军事基地、结构、活动
例如：营房、训练场、军事交通运输、信息收集
内陆水域功能、排水系统、其特点，
例如：河流和冰川、盐湖、水利用计划、水坝、
水流、洪水、水质、水文图
位置信息和服务，
例如：地址、大地测量网、控制点、邮政区和服
务、地名
咸水体的功能和特性（不包括内陆水域）
例如：潮汐、潮波、海岸信息、珊瑚礁
用于未来土地使用的适当行动的信息，
例如：土地利用图、区划图、地籍调查、土地所
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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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ociety

016

18. structure

017

19. transportation

018

20. utilitiesCommunication

019

社会和文化的特点
例如：定居点、人类学、考古学、教育、传统信仰、
风俗习惯、人口统计数据、娱乐区和活动、社会
影响评估、犯罪和司法、普查数据
人造结建筑
如：建筑物、博物馆、教堂、工厂、房屋、古迹、
商店、塔
输送人员和 / 或货物的手段和协助方式，
例如：道路、机场 / 跑道、航线、隧道、海图、
车辆或船只的位置、航图、铁路
能源、水和废物处理系统，及通信基础设施和服
务，
例如：水电、地热能、太阳能和核能、水净化和
分配、污水收集和处理、电力和天然气分销、数
据通信、电信、广播、通信网络

表 14 - WMO_DataLicenseCode «CodeList»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1.

WMO_
DataLicenseCode

WMODatLicCd

用于数据资源的 WMO 数据许可 R- 源于 WMO
第 25 号决议和第 40 号决议 http://www.wmo.int/
pages/about/exchangingdata_en.html)

2.

WMOEssential

001

WMO 基本资料：基本气象资料和产品的自由和不
受限制的国际交流

3.

WMOAdditional

002

WMO 附加资料：用于非商业活动的研究和教育团
体在世界气象组织主持下交换数据和产品的自由和
不受限制的访问。数据政策一个更精确的定义可额
外在元数据内提供。各种情况下数据用户应当有责
任、确保他们了解由数据提供者说明的政策 - 这可
能需要与数据出版商的对话以确认条款和条件。

4.

WMOOther

003

确定为通过 WMO 基础设施 (GTS/WIS) 进行全球分
发、未经 WMO 决议 25 或决议 40 覆盖的数据；如
航空 OPMET 数据。标有 “WMOOther” 数据政策的
数据在元数据内会额外提供数据政策的准确定义，
应按 “WMOAdditional” 对待。在任何情况下数据用
户都有责任确保它们理解数据提供者规定的政策 这可能需要与数据提供者对话以确认条款和条件。

表 15 – WMO_GTSProductCategoryCode «CodeList»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1.

WMO_
GTSProductCategoryCode

WMOGTSCatCd

用于优化 WMO 全球电信系统（GTS）消
息的产品类别

2.

GTSPriority1

001

GTS 的优先顺序 1 - 最高优先级的产品。

3.

GTSPriority2

002

GTS 的优先顺序 2。

4.

GTSPriority3

003

GTS 的优先顺序 3。

5.

GTSPriority4

004

GTS 的优先顺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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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 WMO_CategoryCode «CodeLis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WMO_CategoryCode
weatherObservations
weatherForecasts
meteorology
hydrology
climatology
landMeteorologyClimate
synopticMeteorology
marineMeteorology
agriculturalMeteorology
aerology
marineAerology
oceanography
landHydrology
rocketSounding
pollution
waterPollution
landWaterPollution
seaPollution
landPollution
airPollution
glaciology
actinometry
satelliteObservation
airplaneObservation
observationPlatform

WMOCatCd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2
023
024
025

世界气象组织团体的其它主题类别
气象观测
天气预报
气象学
水文学
气候学
土地气象气候
天气学
海洋气象学
农业气象
高空气象学
海洋高空气象学
海洋学
陆地水文
火箭探空
污染
水体污染
土地水污染
海洋污染
土地污染
大气污染
冰川
日射测定学
卫星观测
飞机观测
观测平台

表 17 - WMO_DistributionScopeCode «CodeList»
名称

域代码

定义

WMODisScoCd

为 WIS 交换发表的资料的分发范围

2.

WMO_
DistributionScopeCode
GlobalExchange

001

为通过 WIS 全球交换发表的资料。资料应纳入 GISC 缓
存。

3.

RegionalExchange

002

为通过 GISC 区域交换发表的资料。

4.

OriginatingCentre

003

为通过始发中心直接交换发表的资料。

1.

决议 13 (EC-65) 的附录 2
WIS 的量化监测 -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的修订
文本中使用的排版约定：
现有的翻译文件中已被删除的文字
现有的翻译文件中新增加的文字。

《WMO 信息系统手册》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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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段落
3.5.10.2.

对 WIS 信息（资料和产品）收集和分发的监测应酌情包括综合世界天气监视网综合

监测 WIS 的监测和有关 WMO 计划的其它与计划有关的监测。

决议 13 (EC-65) 的附录 3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的表 B.3
会员 / 组织

中心名称

GTS 功能

Afghanistan

Afghan Meteorological
Authority
The Hydro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Office National de la
Météorologie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drometeorología e
Geofisica
Antigua and Barbuda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ervicio Meteorológico
Nacional
Armenian State
Hydrometeorological and
Monitoring Service
Bureau of Meteorology
Water Division
Cocos and Christmas
Island Field Office

Albania
Algeria
Angola
Antigua and
Barbuda
Argentina
Armenia
Australia

Austria
Azerbaijan
Bahamas
Bahrain
Bangladesh
Barbados
Belarus
Belgium
Belize
Benin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Centre
Central Institute for
Meteorology and
Geodynamics
National
Hydro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Bahrain Meteorological
Service
Bangladesh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of
Hydrometeorology
Institut Royal
Météorologiqu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ervice Météorologique
National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I
Kabul

首要
GISC
Tehran

组成机
构
CBS

NMC

VI

Tirana

TBD

CBS

NMC

I

Algiers

Casablanca

CBS

NMC

I

Luanda

Pretoria

CBS

NMC

IV

St. John’s

Washington

CBS

NMC

III

Buenos Aires

Brasilia

CBS

NMC

VI

Yerevan

Moscow

CBS

NHS

V

Canberra

Melbourne

CHy

WSO
(Christmas
Island)
NMC

V

Cocos Island

Melbourne

CBS

V

Melbourne

Melbourne

CBS

NMC

VI

Vienna

WE-VGISC
Offenbach

CBS

NMC

VI

Baku

Moscow

CBS

NMC

IV

Nassau

Washington

CBS

NMC

II

Manama

Jeddah

CBS

NMC

II

Dhaka

New Delhi

CBS

NMC
NMC

IV
VI

Bridgetown
Minsk

Washington
Moscow

CBS
CBS

NMC

VI

Brussels

CBS

NMC

IV

Belize City

WE-VGISC
Toulouse
Washington

NMC

I

Cotonou

Casablanca

CBS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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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GTS 功能

Bhutan

Council for Renewable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Servicio Nacional
de Meteorología e
Hidrología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Botswana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I
Thimphu

首要
GISC
New Delhi

组成机
构
CBS

NMC

III

La Paz

Brasilia

CBS

NMC

VI

Sarajevo

CBS

I

Gaborone

WE-VGISC
Offenbach
Pretoria

III

Brasilia

Brasilia

CBS

IV

The Valley

Washington

CBS

IV

Road Town

Washington

CBS

IV

George Town

Washington

CBS

IV

Plymouth

Washington

CBS

IV

Cockburn
Town

Washington

CBS

V

Melbourne

CBS

VI

Bandar Seri
Begawan
Sofia

WE-VGISC
Offenbach

CBS

I

Ouagadougou Casablanca

CBS

I

Bujumbura

Casablanca

CBS

II

Phnom Penh

Tokyo

CBS

I

Douala

Casablanca

CBS

IV

Montreal

Washington

CBS

I

Sal

Casablanca

CBS

I

Bangui

Casablanca

CBS

I

N’Djaména

Casablanca

CBS

III

Santiago

Brasilia

CBS

II

Beijing

Beijing

CBS

III

Bogotá

Brasilia

CBS

I

Moroni

Casablanca

CBS

I

Brazzaville

Casablanca

CBS

Botswana Meteorological NMC
Services
Brazil
Instituto Nacional de
NMC
Meteorologia
British Caribbean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WSO
Territories
Organization (Anguilla) (Anguilla)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WSO (British
Organization (British
Virgin
Virgin Islands)
Islands)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NMC
Organization (Cayman
(Cayman
Islands)
Islands)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WSO
Organization (Montserrat) (Montserrat)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WSO (Turks
Organization (Turks and and Caicos
Caicos Islands)
Islands)
Brunei
The Brunei
NMC
Darussalam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MC
Bulgaria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Burkina Faso
Direction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Burundi
Institut Géographique du NMC
Burundi
Cambodia
Department of
NMC
Meteorology
Cameroon
Direction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Canad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NMC
Canada
Cape Verde
Instituto Nacional de
NMC
Meteorologia e Geofisica
Central African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NMC
Republic
l’Aviation Civile et de la
Météorologie
Chad
Direction des Ressources NMC
en Eau et de la
Météorologie
Chile
Dirección Meteorológica NMC
de Chile
China
China Meteorological
NMC
Administration
Colombia
Instituto de Hidrología,
NMC
Meteorología y Estudios
Ambientales
Comoros
Direction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Congo
Direction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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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GTS 功能

Cook Island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Costa Rica
Instituto Meteorológico
Nacional
Côte d’Ivoire
Direction de la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Croatia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ervice
Cuba
Instituto de Meteorología
Curaçao and Sint Meteorological
Maarten
Department Curaçao
Cypru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V
Avarua

NMC

IV

San José

Washington

CBS

NMC

I

Abidjan

Casablanca

CBS

NMC

VI

Zagreb

CBS

NMC
NMC

IV
IV

Havana
Willemstad

WE-VGISC
Offenbach
Washington
Washington

NMC

VI

Nicosia

CBS

Czech Republic Czech
Hydro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NIMH)
State
Democratic
Hydrometeorological
People’s
Republic of
Administration
Korea
Democratic
Agence Nationale
Republic of the de Météorologie et
Congo
de Télédétection par
Satellite
Denmark
Da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Djibouti
Service de la
Météorologie
Dominica
Dominica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ominican
Instituto Nacional de
Republic
Recursos Hidráulicos
(INDRHI)
Oficina Nacional de
Meteorología
Ecuador
Instituto Nacional
de Meteorología e
Hidrología
Egypt
The Egyptian
Meteorological Authority
El Salvador
Servicio Nacional de
Estudios Territoriales
Equatorial
Service de la
Guinea
Météorologie
Eritrea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Estonia
Estonian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Institute
Ethiopi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gency
Fiji
Fiji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inland
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France
Météo-France
(Clipperton)
Météo-France (French
Guiana)

NMC

VI

Prague

WE-VGISC
Offenbach
WE-VGISC
Offenbach

NMC

II

Pyŏngyang

TBD

CBS

NMC

I

Kinshasa

Casablanca

CBS

NMC

VI

Copenhagen

TBD

CBS

NMC

I

Djibouti

Casablanca

CBS

NMC

IV

Roseau

Washington

CBS

NHS

IV

Santo
Domingo

Washington

CHy

NMC

IV

Washington

CBS

NMC

III

Santo
Domingo
Quito

Brasilia

CBS

NMC

I

Cairo

Casablanca

CBS

NMC

IV

San Salvador

Washington

CBS

NMC

I

Malabo

Casablanca

CBS

NMC
NMC

I
VI

Asmara
Tallinn

Casablanca
TBD

CBS
CBS

NMC

I

Addis Ababa

Casablanca

CBS

NMC

V

Nadi

Melbourne

CBS

NMC

VI

Helsinki

WSO
(Clipperton)
WSO
(French
Guiana)

IV

Cook Islands

III

首要
GISC
Melbourne

组成机
构
CBS

WE-VGISC
Offenbach
Clipperton
WE-VGISC
Toulouse
French Guiana WE-VGISC
Toulouse

CBS
CBS

CBS

CBS
CBS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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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GTS 功能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WSO
Météo-France
IV
Guadeloupe,
(Guadeloupe,
(Guadeloupe, Saint
Saint
Martin, Saint Barthélemy) St. Martin, St.
Martin, Saint
Barthelemy)
Barthélemy
Météo-France (Kerguelen WSO
V
Kerguelen
Islands)
(Kerguelen
Islands)
Météo-France (La
WSO
I
La Réunion
Réunion)
(Reunion)
Météo-France
WSO
IV
Martinique
(Martinique)
(Martinique)
Météo-France (Saint
WSO (St.
IV
Saint Pierre
Pierre and Miquelon)
Pierre And
and Miquelon
Miquelon)
Météo-France (Toulouse) NMC
VI
Toulouse

首要
GISC
WE-VGISC
Toulouse

组成机
构
CBS

WE-VGISC
Toulouse

CBS

WE-VGISC
Toulouse
WE-VGISC
Toulouse
WE-VGISC
Toulouse

CBS

CBS

V

Wallis and
Futuna
Papeete

WE-VGISC
Toulouse
WE-VGISC
Toulouse
Melbourne

I

Libreville

Casablanca

CBS

I

Banjul

Casablanca

CBS

VI

Tbilisi

TBD

CBS

WE-VGISC
Offenbach
Casablanca

CBS

CBS

Météo-France (Wallis and WSO (Wallis
Futuna)
and Futuna)
French Polynesia Météo-France (Polynésie NMC
française)
Gabon
Direction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Gambia
Department of Water
NMC
Resources
Georgia
Department of
NMC
Hydrometeorology
Germany
Deutscher Wetterdienst NMC

V

VI

Offenbach

Ghana
Greece
Guatemala

Guinea
Guinea Bissau
Guyana
Haiti
Honduras
Hong Kong,
China
Hungary
Iceland
India
Indonesia

CBS
CBS

CBS
CBS

Ghana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Hellenic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Instituto Nacional
de Sismología,
Vulcanología,
Meteorología e
Hidrología
Direction Nationale de la
Météorologie
Météorologie de GuinéeBissau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Centre national de la
météorologie
Servicio Meteorológico
Nacional
Hong Kong Observatory

NMC

I

Accra

CBS

NMC

VI

Athens

NMC

IV

Guatemala

WE-VGISC
Offenbach
Washington

NMC

I

Conakry

Casablanca

CBS

NMC

I

Bissau

Casablanca

CBS

NMC

III

Georgetown

Brasilia

CBS

NMC

IV

Port-au-Prince Washington

CBS

NMC

IV

Tegucigalpa

Washington

CBS

NMC

II

Hong Kong

Beijing

CB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Hungary
Icelandic Meteorological
Office
India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Agency for Meteorology,
Climatology and
Geophysics

NMC

VI

Budapest

CBS

NMC

VI

Reykjavik

WE-VGISC
Offenbach
TBD

NMC

II

New Delhi

New Delhi

CBS

NMC

V

Jakarta

Melbourne

CBS

CBS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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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 组织

中心名称

GTS 功能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Iraqi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Met Éireann

Iraq
Ireland
Israel
Italy
Jamaica
Japan
Jordan
Kazakhstan
Kenya
Kiribati
Kuwait
Kyrgyzstan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Latvia
Lebanon
Lesotho
Liberia
Libya
Lithuania
Luxembourg
Macao, China
Madagascar
Malawi
Malaysia
Maldives
Mali
Malta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I
Tehran

首要
GISC
Tehran

组成机
构
CBS

NMC

II

Baghdad

Tehran

CBS

NMC

VI

Dublin

CBS

Israe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ervizio Meteorologico

NMC

VI

Tel Aviv

NMC

VI

Rom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ord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Kazhydromet
Kenya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Kiribati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MC
NMC

IV
II

Kingston
Tokyo

WE-VGISC
Exeter
WE-VGISC
Offenbach
WE-VGISC
Offenbach
Washington
Tokyo

NMC

VI

Amman

CBS

NMC
NMC

II
I

NMC
(Phoenix
Islands)
NMC

V

WE-VGISC
Offenbach
Almaty
Moscow
Nairobi
WE-VGISC
Offenbach
South Tarawa Melbourne

II

Kuwait City

Jeddah

CBS

II

Bishkek

Moscow

CBS

II

Vientiane

Tokyo

CBS

VI

Riga

WE-VGISC
Offenbach

CBS

VI
I

Beirut
Maseru

TBD
Pretoria

CBS
CBS

I
I

Monrovia
Tripoli

Casablanca
Casablanca

CBS
CBS

VI

Vilnius

WE-VGISC
Offenbach

CBS

VI

Luxembourg

TBD

CBS

II

Macau

Beijing

CBS

I

Antananarivo

Casablanca

CBS

I

Lilongwe

Pretoria

CBS

V

Kuala Lumpur Melbourne

CBS

II

Malé

New Delhi

CBS

I

Bamako

Casablanca

CBS

VI

Valletta

TBD

CB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Main
NMC
Hydro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NMC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Latvian Environment,
NMC
Geology and Meteorology
Agency
Service Météorologique NMC
Lesotho Meteorological NMC
Services
Ministry of Transport
NMC
Libyan National
NMC
Meteorological Centre
Lithuanian
NMC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NMC
de l’Aéroport de
Luxembourg
Meteorological and
WSO
Geophysical Bureau
Direction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et de
l’Hydrologie
Malawi Meteorological
NMC
Services
Malaysian Meteorological NMC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NMC
Meteorology
Direction Nationale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du Mali
Meteorological Office
NMC

CBS
CBS
CBS
CBS

CBS
CBS
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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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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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GTS 功能

Mauritania

Office National de la
Météorologie
Mauritius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ervicio Meteorológico
Nacional
FSM Weather Station

Mauritius
Mexico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
Nouakchott

首要
GISC
Casablanca

组成机
构
CBS

NMC

I

Port Louis

Casablanca

CBS

NMC

IV

Mexico City

Washington

CBS

N/A

V

Palikir

Melbourne

CBS

NMC

VI

Monaco

TBD

CBS

NMC

II

Ulaanbaatar

Beijing

CBS

NMC

VI

Podgorica

CBS

NMC

I

Casablanca

WE-VGISC
Offenbach
Casablanca

NMC

I

Maputo

Pretoria

CBS

NMC

II

Yangon

Tokyo

CBS

NMC

I

Windhoek

Pretoria

CBS

NMC

II

Kathmandu

Beijing

CBS

NMC (Aruba) IV

Aruba

Washington

CBS

VI
NMC
(includes
European
part of
Netherlands
and Bonaire,
St Eustatius,
Saba)
Météo-France (Nouvelle NMC
V
Calédonie)
New Zealand National
NMC
V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MC
V
New Zealan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okelau)
(Tokelau)
Dirección General de
NMC
IV
Meteorología
Direction de la
NMC
I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Nigerian Meteorological NMC
I
Agency
Niue Meteorological
NMC
V
Service
Norwegian
Arctic Data VI
Meteorological Arctic
Centre
Data Centre
Norwegian
NMC
VI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De Bilt

WE-VGISC
Exeter

CBS

Noumea

Melbourne

CBS

Wellington

Melbourne

CBS

Tokelau

Melbourne

CBS

Managua

Washington

CBS

Niamey

Casablanca

CBS

Lagos

Casablanca

CBS

Alofi

Melbourne

CBS

Oslo

WE-VGISC
Offenbach

CBS

Oslo

WE-VGISC
Offenbach

CBS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Monaco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Principauté de Monaco
Mongolia
National Agency for
Meteorology, Hydrology
and Environment
Monitoring
Montenegro
Hydro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of Montenegro
Morocco
Direction de la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Mozambique
Instituto Nacional de
Meteorologia
Myanmar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Namibia
Namibi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epal
Department of Hydrology
and Meteorology
Netherlands
Departamento
Meteorologico Aruba
Royal Netherlands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New Caledonia
New Zealand

Nicaragua
Niger
Nigeria
Niue
Norway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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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 组织

中心名称

GTS 功能

Oman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Pakist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Hidrometeorología
Papua New Guine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Dirección de
Meteorología et
Hidrología
Dirección Nacional
de Meteorología et
Hidrología
Philippine Atmospheric
Geophysical and
Astronom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and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o de Meteorologia
Instituto de Meteorologia
(Madeira)
Qatar Meteorology
Department
Qatar Meteorology
Department
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Serviciul
Hidrometeorologic de
Stat Moldov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Russian Federal Service
for Hydro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ussian Federal Service
for Hydro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Khabarovsk)
Russian Federal Service
for Hydro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Novosibirsk)
Rwand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aint Kitts and Nevi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aint Luci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amoa Meteorology
Division
Institut National de
Météorologie
Presidency of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

Pakistan
Panama
Papua New
Guinea
Paraguay
Peru
Philippines

Poland
Portugal

Qatar

Republic of
Korea
Republic of
Moldova
Romania
Russian
Federation

Rwanda
Saint Kitts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moa
Sao Tome and
Principe
Saudi Arabia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I
Muscat

首要
GISC
Jeddah

组成机
构
CBS

NMC

II

Karachi

Beijing

CBS

NMC
NMC

IV
V

Panama City
Port Moresby

Washington
Melbourne

CBS
CBS

NMC

III

Asunción

Brasilia

CBS

NMC

III

Lima

Brasilia

CBS

NMC

V

Manila

Tokyo

CBS

NMC

VI

Warsaw

CBS

NMC

VI

Lisbon

NMC
(Madeira)
Aviation
Centre
NMC

I

Madeira

II

Doha

WE-VGISC
奥芬巴赫
WE-VGISC
Toulouse
WE-VGISC
Toulouse
Jeddah

II

Doha

Jeddah

CBS

NMC

II

Seoul

Seoul

CBS

NMC

VI

Kishenev

Moscow

CBS

NMC

VI

Bucharest

CBS

NMC

VI

Moscow

WE-VGISC
Offenbach
Moscow

WSO
II
(Khabarovsk)

Khabarovsk

Moscow

CBS

WSO
II
(Novosibirsk)

Novosibirsk

Moscow

CBS

NMC

I

Kigali

Casablanca

CBS

NMC

IV

Bassetere

Washington

CBS

NMC

IV

Castries

Washington

CBS

NMC

V

Apia

Melbourne

CBS

NMC

I

Sao Tome

Casablanca

CBS

NMC

II

Jeddah

Jeddah

CBS

CBS
CBS
CAeM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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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GTS 功能

Senegal

Direction de la
NMC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Serbia
Republic
NMC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Serbia
Seychelles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NMC
Services
Sierra Leone
Meteorological
NMC
Department
Singapor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NMC
Division
Slovakia
Slovak
NMC
Hydro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Slovenia
Meteorological Office
NMC
Solomon Islands Solomon Islands
NMC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omalia
Permanent Mission of
NMC
Somalia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Weather
NMC
Service
Spain
Agencia Estatal de
NMC
Meteorología
Agencia Estatal de
NMC
Meteorología (Canary
(Canary
Islands)
Islands)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NMC
Meteorology
Sudan
Sudan Meteorological
NMC
Authority
Surinam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MC
Swaziland
Swaziland Meteorological NMC
Service
Sweden
Swedish Meteorological NMC
and Hydrological Institute
Switzerland
MeteoSwiss
NMC
Syrian Arab
Republic
Tajikistan

Thailand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Timor-Leste
Togo
Tonga
Trinidad and
Tobago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
Dakar

首要
GISC
Casablanca

组成机
构
CBS

VI

Belgrade

WE-VGISC
Offenbach

CBS

I

Victoria

Casablanca

CBS

I

Freetown

Casablanca

CBS

V

Singapore

Melbourne

CBS

VI

Bratislava

TBD

CBS

VI
V

Ljubljana
Honiara

TBD
Melbourne

CBS
CBS

I

Mogadishu

Casablanca

CBS

I

Pretoria

Pretoria

CBS

VI

Madrid

CBS

I

Santa Cruz

WE-VGISC
Toulouse
WE-VGISC
Toulouse

II

Colombo

New Delhi

CBS

I

Khartoum

Pretoria

CBS

III
I

Paramaribo
Manzini

Brasilia
Pretoria

CBS
CBS

VI

Norrköping

CBS

VI

Zurich

CBS

Ministry of Defenc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Main Administration
of Hydrometeorology
and Monitoring of the
Environment
Thai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Republic
Hydro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NMC

VI

Damascus

WE-VGISC
Offenbach
WE-VGISC
Offenbach
TBD

NMC

II

Dushanbe

Moscow

CBS

NMC

II

Bangkok

Tokyo

CBS

NMC

VI

Skopje

WE-VGISC
Offenbach

CBS

Direcção Nacional da
Meteorologia e Geofisica
Direction de la
Météorologie Nationale
Tong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NMC

V

Dili

Melbourne

CBS

NMC

I

Lomé

Casablanca

CBS

NMC

V

Nuku’alofa

Melbourne

CBS

NMC

IV

Port of Spain

Washington

CBS

CBS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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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Tunisia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Turkey
Turkish Stat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urkmenistan
Administration of
Hydrometeorology
Tuvalu
Tuvalu Meteorological
Service
Uganda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Ukraine
Ukrainian
Hydrometeorological
Center
United Arab
Meteorological
Emirates
Department
United Kingdom Met Office (Ascension
of Great Britain Is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Met Office (Bermuda)
Met Office (Exeter)
Met Office (Gibraltar)

GTS 功能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
Tunis

首要
GISC
Casablanca

组成机
构
CBS

NMC

VI

Ankara

CBS

NMC

II

Ashgabat

WE-VGISC
Offenbach
TBD

NMC

V

Funafuti

Melbourne

CBS

NMC

I

Entebbe

Casablanca

CBS

NMC

VI

Kiev

Moscow

CBS

NMC

II

Abu Dhabi

Jeddah

CBS

WSO
(Ascension
Island)

I

Ascension

WE-VGISC
Exeter

CBS

WSO
(Bermuda)
NMC

IV

Bermuda

CBS

VI

Exeter

VI

Gibraltar

V

Adamstown

WE-VGISC
Exeter
WE-VGISC
Exeter
WE-VGISC
Exeter
WE-VGISC
Exeter

I

Jamestown

WE-VGISC
Exeter

CBS

I

CBS

IV

Dar es Salaam WE-VGISC
Exeter
Silver Springs Washington

V

Line Islands

Washington

CBS

V

Guam

Washington

CBS

IV

Puerto Rico

Washington

CBS

III

Montevideo

Brasilia

CBS

II
V

Tashkent
Port Vila

Seoul
Melbourne

CBS
CBS

III

Maracay

Brasilia

CBS

WSO
(Gibraltar)
Met Office (Pitcairn
WSO
Islands)
(Pitcairn
Islands)
Met Office (St. Helena
WSO (St.
Island)
Helena
Island)
United Republic Tanzania Meteorological NMC
of Tanzania
Agency
NMC
United States of National Oceanic
America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WSO (Line
National Oceanic
Islands)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Line
Islands)
United States of National Oceanic
WSO
(Guam)
America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Guam)
WSO (Puerto
National Oceanic
Rico)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Puerto
Rico)
Uruguay
Dirección Nacional de
NMC
Meteorología
Uzbekistan
Uzhydromet
NMC
Vanuatu
Vanuatu Meteorological NMC
Services
Venezuela,
Servicio de Meteorología NMC
Bolivarian
de la Aviación
Republic of

CBS

CBS
CBS
CBS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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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 Nam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Yemen Meteorological
Service
Zambia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Zimbabw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Yemen
Zambia
Zimbabwe

NMC

中心地点
区域 / 城市
II
Hanoi

首要
GISC
Tokyo

组成机
构
CBS

NMC

II

Sana’a

Jeddah

CBS

NMC

I

Lusaka

Pretoria

CBS

NMC

I

Harare

Pretoria

CBS

大会批准
年份

决议 14（EC-65）
WMO 信息系统质量管理和基础设施开发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51（Cg-16）-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2)

决议 12（EC-64）-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进一步注意到：
(1)

星基通信系统以及资料和产品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全球电信系统的组成部分，由
会员运行的卫星广播系统的重要性，

(2)

成功的区域 ATOVS 中继服务和卫星通信用户论坛（SATCOM）带来的潜在效益，

(3)

采用适当标准促进 WIS 中心之间互可操作性，降低 WMO 信息系统（WIS）整体成
本的有效性，

(4)

监测和修正过程对于保障各中心依靠在 WIS 中相应实施和应用商定的那些标准至关
重要，

(5)

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培训和指导材料，促进各会员实施和使用 WIS，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在 WIS 中继续开发综合全球资料分发服务，扩大其范围，涵盖星基资料收集和分发
系统，并进一步整合空基和陆地信息交换；

(2)

按照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所确定的，进一步促进 SATCOM 用户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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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确定和采用适当的标准，促进各 WIS 中心的无缝可互操作性，包括用户认证和
授权；

(4)

审议 WIS 手册所确定的 WIS 中心认证过程，以便涵盖日常或定期评估各中心的 WIS
功能以及是否符合商定的标准；

(5)

为各 WIS 中心阐明和编写标准的 WIS 监测规范和程序，并酌情纳入《WMO 信息系
统手册》和《WMO 信息系统指南》；

(6)

开发系统的 WIS 培训包，并调查能力框架对于负责运行和管理 WIS 中心的工作人员
是否可行。

要求秘书长采取相关行动，支持基本系统委员会为促进及时实施 WIS 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决议 15（EC-65）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关于全球电信系统和资料管理相关技术规则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10），
注意到建议 9（CBS-15）- 修订《电码手册》（WMO-No.306），和建议 10（CBS-15）- 修订《全
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386），
进一步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与其管理组进行磋商，建议修改《全球通信系统手册（WMONo.386）》，
决定：
(1)

批准对《电码手册》（WMO-No.306）的修订，见本决议附录 1，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2)

批准对《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386）的修订，见本决议附录 2，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3)

批准对《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386）的修订，见本决议附录 3，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4)

授权秘书长进行后续编辑修订；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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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公布修订后的文件。

决议 15（EC-65）的附录 1
《电码手册》（WMO-NO.306）第 I.1 和 I.2 卷修订程序的变更
[ 编者注：下列标记的含义如下：
文字 --- 无变化
文字 --- 增加或修改
文字 --- 删除或修改
对程序的第 1.1 和 6.3 款作如下修订：
1.1

修改提案
《电码手册》修改提案必须应向 WMO 秘书处提出书面提案。该提案应说明对修改提

案的需求、目的和要求以及技术问题的联络员信息。技术问题的联络员信息应当予以确定以促进验
证及起草建议方面的合作。
6.3

用编码器 / 解码器测试
对于新的或修改的 WMO 电码和数据表示形式，拟议的更改应当至少由两个中心用已

纳入更改建议的至少两个独立开发的编码器和两个独立开发的解码器进行测试。凡是数据源自某个
必要的唯一来源（如：数据流来自某颗试验卫星），使用至少两个独立开发的解码器对某一个编码
器的成功测试就足够了。应当向 IPET-DRMM 提供结果，以检查技术规范。

决议 15（EC-65）的附录 2
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386) 第二部分

在第 II-4 页顶部第一段
“ 一旦制作或编辑了公报， CCCC（气象台站字母代号）则不能修改。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修改或重
新编辑了公报的内容，则应修改 CCCC，以指明作出该修改的中心或台站。”
之后插入以下文字：
当一个中心 (NMHS1) 的传统字母数字编码 (TAC) 公报被另一个中心 (NMHS2) 转换为表驱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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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F) 时：
(a)

应当把 NMHS1（TAC 公报制作方）的地点标识 CCCC 用在已转换公告的缩写标题中。

(b)

对于每份被转换的公报，负责 NMHS1 的区域通信枢纽（RTH）应当负责确保第 9 号
WMO 出版物 C1 卷 “ 气象公报目录 ” 的 “ 备注栏 ” 中表明该公报由 NMHS2 转换。

(c)

如果 NMHS1 和 NMHS2 属于两个不同 RTH 的责任区时，负责 NMHS1（TAC 公报
制作方）的 RTH 应当向 WMO 秘书处发送优先通知表。

决议 15（EC-65）的附录 3
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关于修订《GTS 手册》的建议
下列文字应载入《GTS 手册》第 1.3 节，原则 2 的最后：
注意，在本文件中，电路一词在传统上用来表示两个中心之间的物理连接，但在当今的现代化电信
系统中，还可用来表示以网络连接的两个中心之间的数据逻辑流。在后一种情况下，某个中心可以
通过与某个网络的单一物理连接来实施若干电路。
注意，GTS 电路是 WMO 信息系统（WIS）电路的一个专用格式，且为方便起见，WIS 中心之间的
WIS 链接状况可记录为下列四种状况之一：
B1 – 磋商中，
B2 – 电路投入业务，
B3 – 未决 GTS 状态
B4 – GTS 电路。

决议 16 (EC-65)
WMO 能力发展战略实施计划
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49（Cg-16）– WMO 能力发展战略，

(2)

决议 18 (EC-64) – WMO 能力发展战略，

(3)

决议 21 (EC-64) –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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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能力建设是 WMO 在第十六财期（2012-2015 年）的重点领域之一，对其他四个重点领域以及对
WMO 战略规划的实施影响重大，
对能力发展需要统筹协调，使 WMO 能力发展活动取得最大效果，
考虑到 2012-2015 能力发展战略实施计划草案，
决定：
(1)

通过 2012-2015 能力发展战略实施计划草案，见本决议的附录；

(2）

委托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负责评审该实施计划草案中规定的活动的实施，同时
邀请相关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其它执行理事会机构和 WMO 计划；

(3)

委托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负责评审 WMO 能力发展战略实施计划 , 并向执行理
事会第 66 次届会通报取得的进展和所有提出的变化；

(4)

起草一份报告，供理事会在下一届世界气象大会前审议；

进一步要求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审议能力发展实施计划及其附录，作为起草后续计划的指南，
作为 WMO 运行计划 2016 － 2019 的组成部分，该后续计划应该有清晰的目标、目的和重点。
敦促技术委员会、区协、理事会各工作组和专家组、以及会员在第 16 财期能力发展实施计划
（2012-2015）方面进行合作，并为该计划提供所有可能的支持；
要求秘书长以所有官方语言向会员和组成机构推广该实施计划及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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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6 (EC-65) 的附录
WMO 能力发展战略
实施计划

目录
执行摘要
1.

引言..............................................................................................................................................

2.

战略框架......................................................................................................................................

2.1

与WMO SP 和OP的关系 (2012-2015)........................................................................................

3.

实施计划......................................................................................................................................

3.1

关键活动及重点2012-2015.........................................................................................................

3.2

作用

3.3

资金筹集

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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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执行理事会第 64 次届会批准的能力发展战略（CDS）说明了能力发展的完整性。基于第 16 次
世界气象大会、执行理事会第 63 和 64 次届会制定的标准，制定了一个战略框架，以确保许多相关
的内容都纳入的 CDS 中，之后也纳入能力发展战略实施计划中（CDSIP）。基于有关 WMO 如何
能最好地支持 NMHS 发展并延续其服务的分析， CDS 的六个战略目标得以制定：
战略目标 1：确定所需能力，找出不足之处
战略目标 2：提高知名度，增加国家所有权
战略目标 3：优化知识管理
战略目标 4：加强资金筹措和项目管理
战略目标 5：加强全球性、区域性和次区域机制
战略目标 6：增加教育和科研机会
能力发展战略被期望在这个财期后作为行动的基础，但 CDSIP 2012 － 2015 试图找出这段时
期内贡献于完成 CDS 战略目标的行动。
作为一个设定标准的组织，WMO 为天气、水和气候方面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框架。WMO 促进
了用于地球物理观测测量以及相关数据的处理和标准化的标准的制定，通过这项措施，WMO 为各
NMHS 提供了所需的参照点，供其建设其服务、与邻国合作并贡献于全球努力。
能力发展战略强调了对这些 WMO 技术要求的沟通，以及对会员将这些技术要求转化为国家、
区域和全球重点和行动的支持。在过去 20 年里，由于许多新技术及资料收集和交换方法的快速变
化，WMO 的许多要求成了过时或不完善的要求。本财期内应当更新并宣布这些标准、要求和手册。
必须提出清晰的合规要求，以建立所谓的 “ 合规文化 ”。同时，应当收集 NMHS 关于对些要求符合
情况的报告，以用于建立基本信息 / 确定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差距。应当将收集到的信息用于
WMO 在 NMHS 的发展中给予会员支持。
关于合规的这种强调将促进 NMHS 间的合作并推动以下领域的气象应用：公共天气服务、农业、
航空、海运、环境、水问题及降低自然灾害的影响。
本财期的首要事务是对于未来行动至关重要的基本活动。例如：沟通 NMHS 的需要和 WMO 支
持这种需要的能力的工具需要改进。应当建立国家能力的基本信息，WMO 各机构对这些能力的贡
献也应当澄清。这些领域的机制一旦建立，就应当用于进一步解释未来计划的重点，并贡献于未来
的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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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IP 的第三部分确定了 2012 年到 2015 年与这六个战略目标相关的 CDS 的关键活动和重点

领域，同时估计了每个战略目标的常规预算份额。
基于第三部分，附录 9 中的 CDSIP 表格提供了来自 WMO 战略运行计划 2012 － 2015 的具
体的 WMO 计划活动，并附有为每人战略目标确定的大略常规预算分配。这也是根据这六个战略
目标 ―― 通过其各种计划、WMO 战略运行计划预期结果和常规预算（2012 － 2015）―― 规划
WMO 能力发展活动的第一步。CDSIP 的 3.2 节从整体上描述了 WMO 各机构的作用，而 CDSIP 表
格明确这些作用，列出了 WMO 计划具体活动的代表性清单的基本责任。表格特别关注了全球、区
域和国家层面的制度、设施、人员和程序性能力。
WMO 一贯强调支持 NMHS 与本国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能力发展战略 ” 继续了这种努力。
这种沟通应当促进相互理解，获得说明能力投资的重点要求，建设国家的所有权，增强 NMHS 的服
务导向性，并强调 NMHS 对于社会经济的贡献。
1.

引言
本文件的撰写目的是通过提供世界气象组织的大会和执行理事会，为支持其会员的能力发展战

略提供一个实施计划，为 WMO 开展各项能力发展活动提供一个协调一致的方法。
本文讨论了 WMO 各组成机构、以及实施 CDS 的 WMO 会员在进一步培植合作方法中的作用，
以此作为离开了共同努力便无法实现的共同目标。文章特别强调了各国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规划
和保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区域和国际社会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以及认可 NMHS 在源自天气、
水和气候服务的公众安全、安保、国家发展和普遍社会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重要性。制定能力发展
战略的目的，是确保 WMO 的能力建设活动具有可扩展性，能力发展投资活动得到了监控，并评估
了其结果的可持续性。本实施计划是与 WMO 2012-2015 战略运行计划绑定在一起的，从而为期四年，
而能力发展战略本身则阐述跨越几个规划期的潜在长期战略。
本文对 “ 能力建设 ” 和 “ 能力发展 ” 进行了区分（见附录 1：定义）。前者指从零开始开发能
力，而后者则审视现有能力，强调更全面的方法和开发过程中的国家所有权。WMO 对 NMHS 的协
助必须建立在被告知现有能力和规划能力的基础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各 NMHS 均具备现有能力，
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对于冲突或重大自然灾害后新兴的国家，能力建设是恰如其分的做法。欲了解
WMO 协助开展 “ 能力发展 ” 的具体例子，请参见附录 2：案例研究。
2. 战略框架
根据 WMO 协助 NMHS 所作的分析结果，发现了一些问题，这可有助于形成本文所述的战略目标和
战略途径，详见附录 9。
这些战略目标和战略途径，连同其活动和相关的实施计划，有望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确保实施能
力是可持续的、长久保留的。每个战略目标都与能力发展进程八大步骤的一个或多个相对应，并直
指发现的问题（参见附录 3：能力发展进程、方面和质量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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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途径 ” 将应对如何从能力发展的角度实现上述愿景的问题。“ 战略框架（见图 1）” 建立在以下
几个能力发展的关键要素上：
－

能力发展进程八大步骤 采纳了 UNDP 和其他机构的五大步骤方法，以更好地体现
NMHS 发展所需的步骤；

－

能力发展的四个方面：人力、体制、基础设施、程序；

－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 （2011-2015 年）；

－

各 WMO 计划；

－

各组成机构、WMO 秘书处、会员和能力发展合作伙伴的互补互助作用

－

质量管理体系： 各组成机构用于引导和控制质量政策的实施和质量目标的实现的一
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要素；

－

WMO 服务提供战略，旨在通过描述的关键战略要素和活动，建立加强提供服务的做法，
并使之制度化。

图 1：CDS 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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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与 WMO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2012-2015）的关系
能力建设是 WMO2012-2015 年战略与运行计划的战略重点之一。它是公认的跨领域活动，从

许多方面与其他重点相联系，在 WMO 战略计划的所有预期结果中均有体现。此外，预期结果 6（加
强 NMHS，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 NMHS 的能力，以履行其职责）认识到必须特别关
注、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的 NMHS 的能力。
为实现 “ 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 ”，五大重点战略领域有望做出重大的贡献。战略计划将 “ 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 ” 纳入了五大战略重点领域之一。详见附录 4：CDS 和 WMO 优先
重点。
3.

实施计划
WMO 能力发展战略实施架构是在上述 “ 战略目标 ” 下支撑 16 条战略途径的关键活动。3.1 介

绍主要活动和各利益攸关方的角色及一般的实施框架、2012 年至 2015 年优先重点和 CDS 战略目
标常规预算、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及筹资方法（见图 2）。更多细节请见为 WMO 各计划制定的战
略目标下的活动、各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的关键成果及预计预算分配（2012 － 2015）。
3.1 2012-2015 的关键活动和重点
战略目标 1: 确定所需的能力并找出不足

  8,337,0001 瑞郎

1A：强调遵守WMO技术要求，关注重点
WMO的关键活动：
•

明确WMO的标准、技术要求、规范和优先重点

•

汇编合规报告

•

组织培训活动

1B: 协助各国识别其NMHS的不足
WMO的关键活动：

1

•

组织利益攸关方论坛，确定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展示全球互依存性

•

组织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活动

•

开发NMHS的作用和操作上的指导材料

成本的计算方法如下 :
1. 包括非人力成本。不包括人力成本。
2. 活动成本的目标如下 :
目标 1：与技术委员会届会、培训计划、区域计划（仅为 20%）和预期结果 7 相关的成本；
目标 2：与公共天气服务计划、航空气象计划、热带气旋计划、减灾计划、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

划（仅为 50%）、海洋气象学计划和区域计划相关的活动成本。
目标 3：与区域计划（仅 10%）相关的成本，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REM 成本（10%）。
目标 4：与资源动员计划及自愿合作计划相关的活动成本。
目标 5：与区域计划相关的活动成本（仅 60%）
目标 6：与奖学金和研究计划相关的活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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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评估和独立分析，为建立基线数据开展并报告国家评估

•

促进透明，虽然信息共享会带来需求驱动战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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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鼓励开发应对特定用户需求的服务
WMO的关键活动：
•

开发沟通计划

•

根据WMO的服务提供策略，确定NMHS拟提供的新服务和新产品

1D: 建立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模式
WMO的关键活动：
•

与国家合作伙伴和政府机构合作，就环境信息的使用建立一个共同愿景，以满足社会需
求

•

组织国家发展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会议

•

共享项目和要求

战略目标1的重点：
–

–

发展合规文化
o

更新并澄清目标

o

沟通更新的标准和技术要求以及NMHS的合规责任

o

支持会员报告其合规情况(评估、报告工具等)

关注重点领域―如航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WMO综合全球观测系统、以及减轻灾
害风险（特别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对NMHS不足的支持
o

继续支持NMHS完成其质量管理系统，以使NMHS获得ISO认证，建设NMHS
获得ISO的完全认证。

o

通过提供基于结对和秘书处支持的指南、评估人员培训及目标明确的支持，
为NMHS实施竞争力评估提供支持。

–

继续支持NMHS提高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和服务提供愿景。

战略目标 2:  提高知名度和国家所有权

  6,183,000 瑞郎

2A: 强调NMHS为决策者提供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WMO的关键活动：
•

为接近政府，制定相关倡议、宣传和沟通战略

•

倡导将NMHS列入国家发展规划进程，以确保对NMHS发展的积极投入和国家级基金的
资助

2B: 协助NMHS将其需求纳入国家政策、法律框架和国家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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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的关键活动：
•

收集和宣传具有明确的立法和政策框架的实例、最佳规范和案例研究

•

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协商和培训澄清国家法律和程序

•

收集NMHS提供有关社会经济利益的信息并开展研究

•

协助NMHS开发自己的战略计划，包括能力发展的四个方面

2C: 向最终用户和决策者加强宣传
WMO的关键活动：
•

通过研讨会、培训活动和咨询服务，协助NMHS开发服务，以满足用户的需求，重点强
调公众气象服务，以提高NMHS的知名度

2D: 建立领导和管理能力
WMO的关键活动：
•

加强培训以在各NMHS组织层面上建立领导地位

•

开发合格专家网络以协助各NMHS提高管理技能及战略规划

•

促进结对安排

2E: 加强国家支持以满足社会对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需求
WMO的关键活动：
•

根据服务水平对NMHS进行分类，并利用类别划分来指导援助

•

将类别划分与提供必要服务水平所需的人员能力、机构能力、基础设施能力以及程序能
力相结合（NMHS类别划分的信息参见附录5：NMHS的分类）

•

制定专项奖学金和培训活动以及针对确知的不足WMO优先重点领域的技术援助

战略目标2的重点：
–

为了建立国家支持，强调NMHS符合WMO标准的责任和使用WMO指南材料的技术要
求

–

使用从NMHS服务分类、国家概况数据库及调查的信息，来寻找基于需要的国家支持
o

弥补观测系统、机构、人员和程序能力的不足

–

继续并拓展直接国家支持（宣传、评估、项目制定、战略计划）

–

继续支持建立适当的国家法律和政策框架

–

继续强调服务、风险减缓和社会经济益处，以争取国家和伙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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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3:

优化能力发展知识管理（CDKM）					

935,000 瑞郎

3A: 加强涉及NMHS发展的最新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
WMO的关键活动：
•

完成国家概况数据库的开发

•

制定协调的信息收集机制，包括会员的调查以及在线提交

•

利益攸关方（包括合作伙伴及投资方）将获取NMHS的相关监测与评估资料的光盘

3B: 共享与NMHS发展有关的最佳规范和成功经验
WMO的关键活动：
•

建立基于网络的及其它信息分享机制

•

鼓励各会员列举其NMHS能力发展中成功及挑战的具体实例

•

强调可为其它国家所用的经验和原则

3C: 加强实践团体参与与NMHS的发展
WMO的关键活动：
•

协调非正式团体参与实践团体，以便为有关NMHS发展的全球和区域活动提供援助、分
析、经验和知识

战略目标3的重点

战略目标4:

–

建立收集和监测NMHS发展的机制(分类、国家概况资料库、调查、国家评估项目)

–

改进基于网络的工具，以支持会员获取WMO需求和指南以及报告/监测进展。

加强筹资和项目管理							

336,000瑞郎

4A: 加强协调，通过与利益攸关方和开发伙伴对话，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机会并制定建议书
WMO的关键活动：
•

建立有关融资机会的信息共享机制并促进接触捐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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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提高项目开发、实施、监督和评估能力
WMO的关键活动：
•

在秘书处内建立一个项目协调系统以协助大型项目的开发和协调

•

开发一个监督和评估工具包，并协助和指导资料和信息收集

•

项目管理研讨会及课程

4C: 鼓励创新的自愿及双边合作
WMO的关键活动：
•

举办讲习班和研讨会以促进南-南合作

•

促进NMHS及其官方开发援助机构之间的合作

•

加强和扩大自愿合作计划

•

鼓励利益团体，例如信息规划会议

战略目标4的重点
–

在秘书处内建立有力的项目监督系统（建立项目协调办和项目监督委员会）

–

通过各种活动继续加强资金筹集和伙伴关系（见附录8：资金筹集战略）

–

将NMHS符合WMO要求和技术标准的需要用于宣传、筹资、技术转让、培训和研究
的支持。

战略目标 5: 加强全球、区域和次区域机制

4,239,000 瑞郎

5A：加强全球和区域中心的工作
WMO的关键活动：
•

交付区域和次区域试点和示范项目，侧重于支持区域各项事宜的服务及其与WMO优先重
点及全球系统的关系

•

帮助NMHS降低观测系统耗材及维护的高额成本

5B:加强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支持机制
WMO的关键活动：
•

与区域协会合作为NMHS建立区域政治支持

•

与次区域机构和经济团体建立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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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供培训和举办研讨会来加强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

依托成功的非洲负责气象的部长大会，部长级区域会议将侧重于投资NMHS的社会经济
效益以及NMHS所需的延伸服务

•

区域内与WMO的职责形成互补的各机构的合作安排能够扩大WMO对NMHS的支持

战略目标5的重点
–

弄清WMO机构和区域中心在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

继续并拓展直接国家支持（宣传、评估、项目建设、战略计划）

–

加强区域办公室：增加区域员工的数量，同时强调与区域经济组织和组织建立伙伴关
系。

–

各国负责气象和气候服务的部长们继续参与区域层面的活动。

战略目标 6： 增加教育和研究机会

			

5,953,000 瑞郎

6A: 促进奖学金的获取和提供
WMO的关键活动：
•

提供奖学金并通过与学术机构及学术界建立伙伴关系来提升奖学金机会

•

为

区

域

培

训

中

心

提

供

教

育

和

培

训

咨

询

6B: 加强研究成果的应用
WMO的关键活动：
•

举办研讨会和讲习班以共享信息和成果

•

新研究成果业务应用培训研讨会

战略目标6的重点：

-

扩大机会，使发展中国家参与研究，并分享业务运用的新的成果

-

继续并扩展教育和奖学金机会，特别是在重点领域，如气候服务、航空预报、减轻灾
害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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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3,000

8,337,000

SO 1: Capacities and Deficiencies
SO 2: Visibility and National Ow nership
SO 3: Know ledge Management
SO 4: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 5: Global and Regional Mechanisms

4,239,000
336,000

6,183,000

SO 6: Education and Research

935,000

图2：CDS按战略目标（2012－2015）进行的预算分配

3.2

作用

WMO秘书处
WMO秘书处在实施CDS过程中的作用包括：
•

制定指导材料
o

为协助各NMHS的工作编写手册和指南。该材料包括各项标准和技术信息以及关于资
料收集和交换的实用建议、政策和规范，有关NMHS作用的具体指南。材料和指南是
确定NMHS各项要求的参考资料。

•

协助进行国家评估
o

在能力评估方面， WMO专家的协助或其它NMHS专家的帮助通常在制定NMHS发展
战略计划中可为各国政府和捐赠方提供所需的客观性。

•

收集和分发“最佳规范”

•

提供科学背景和支持

•

组织教育和培训活动

•

组织讨论和交流的论坛、会议和研讨会

•

组织资料/产品交换

•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提供支持

•

协助资金筹措

•

协助项目开发和协调

•

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实施示范项目及试点项目

•

促进WMO组成机构的小组会议、报告、试点和示范项目及其它能力发展工作

•

开发信息收集和共享工具

•

监督会员NMHS的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能力发展。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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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各项计划
WMO的所有计划均与本组织“在天气、气候、水文和水资源及相关环境问题的专业领域和国际
合作方面发挥世界领导作用，并籍此为全世界人民的安康和福祉及各国的经济效益做出贡献”的终极
目标相关联。这20项计划中，大部分在CDS实施中承担具体职责。更多信息可参见附录6：对能力
发展的计划支持。

WMO组成机构
世界气象大会
大会是CDS各项活动的最高决策层，并将指导各组成机构和秘书处的工作。大会委托执行理事
会制定能力发展战略，并在下次会议上就战略实施情况作出报告。该战略确定了WMO如何能够更好
地开发各NMHS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能力。

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在大会的支持下指导WMO的工作。在执行理事会的指导下，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
作组（EC WG/CD）主要负责监督WMO的各项能力发展活动。EC WG/CD与EC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磋商并寻求WMO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EC工作组和自愿合作计划非正式规划会议的支持。WMO
秘书处将负责提供交叉计划能力发展活动，并与教育培训计划、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区域计
划、WMO技术计划开展项目协调以及资金筹措工作。更确切地说，执行理事会将批准CDS，并将
接受有关其实施的定期报告。

区域协会
有些国家承担了专门职责，负责在航空、热带气旋、气候服务和培训等领域提供基本区域服务
（参见附录7：支持CD的全球和区域中心）。WMO的六个区域协会（RA）是这些活动的核心，并
推荐和监督区域中心、组织区域工作组以及试点和示范活动、讲习班和研讨会，以便在区域和次区
域层面实施这些优先重点。通过确定区域需求和不足，便可把握能力发展优先重点，以使它们能够
在全球议程以及国家开发计划（NDP）中得到体现，并通过区域/次区域伙伴关系和资助活动加以解
决。区域协会在区域内侧重于紧要问题，例如，国际民航组织（ICAO）对航空天气预报的需求、气
候变率或变化引起的大范围洪涝、粮食安全或卫生问题。它还鼓励区域或次区域范围内开展减缓活
动，例如，参加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或利用卫星观测信息应用项目及利用其它减低灾害风险工具
的项目。更确切地说，区域协会将直接促进战略目标5：加强全球、区域和次区域机制。

技术委员会
八个技术委员会由各会员指定的专家组成并负责研究气象、气候和水文业务系统、应用与研
究。技术委员会建立方法和程序，并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供建议。更确切地说，技术委员会从业
务角度来确定能力发展工作的不足和需求，并成立任务组和工作组以满足具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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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会员
各WMO会员国和地区总体负责其NMHS的发展。尽管各会员有不同的安排，但各NMHS通常都
是政府机构，并且为支持各类国内和国际职责发挥着重要的国家作用。因此，会员必须确定NMHS
的职责。一旦确定并得到相应立法或政府机构同意后，便可更明确地为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服务水
平及必要资金奠定基础。尽管WMO能够提供NMHS基本职责的范例、所需资金和最佳规范，但职责
的划分和所要维持的服务水平均属国家决策。

NMHS维持的计划要反映基本职责和专门服务，并展示良好管理以及建立科学和用户关系，除
此以外，NMHS还要参与国家规划。联合国系统内的开发援助安排以及其它外部组织的资助主要是
以国家战略为基础。此外，其它政府部门或机构对农业、能源、卫生、水、土地管理、运输和民航
领域专门服务的支持，以及指定一些在国家层面有发言权利益攸关方都增加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球天气和气候模式确实需要全球资料。鉴于NMHS对政策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给予响应，因
此，全球各NMHS的相互依存关系变得尤为明显。各国必须促进国际合作，而效益远大于所付出的
成本。更多的发达国家担任全球或区域中心，为其它国家提供指导信息。一些国家积极参加WMO各
机构，同时也通过双边合作积极协助其它国家。更多关于NMHS能力的讨论参见附录5：NMHS的分
类。
3.3

资金筹措

世界气象组织通过分摊的会费接受其会员的资金来支持核心预算活动，包括秘书处、区域协会和技
术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常规预算资金外，WMO还通过一系列融资方式来筹措自愿资金（预算外），
以支持具体的能力发展活动。这些资金筹措活动已在单独的资金筹措战略中作出了进一步阐述（见
附录8）。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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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定义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1.doc
附录2：案例研究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2.doc
附录3：CD进展、规模和质量管理方法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3.doc
附录4：CDS和WMO重点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4.doc
附录5：NMHS的分类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5.doc
附录6：能力发展的计划支持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6.doc
附录7：支持CD全球和区域中心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7.doc
附录8：资金筹集战略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8.doc
附录9：实施计划表格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ocuments/CDSIP-Annex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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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7（EC-65）
对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育培训提供方的能力要求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WMO各技术委员会将制定工作人员能力标准作为本财务期的优先
重点，

进一步回顾到在执行理事会第64次届会上讨论了希望那些未被认可作为其东道国正式培训提供方的
培训机构遵守ISO 29990:2010（E）:非正式教育和培训的学习服务 – 对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

注意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培训机构有必要促进其本国NMHS质量管理体系，特别是如果它们
是对为国际民航提供气象服务的人员进行培训，

进一步注意到针对教育培训方面，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还是执行理事会的重要咨询组，

考虑到该专家组监督《对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育培训提供方的能力要求》及其配套出版物的编
写工作，用以为会员提供应用指南；

进一步考虑到这些文件已通过教育培训联络人和区域培训中心ETR联络人进行分发评审，并在2012年
气象培训机构管理培训讨论会上和与会者共同讨论过，并以许多评审人员收到的反馈意见为指导进
行过最终修订，

认为《对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育培训提供方的能力要求》及其相关的描述、绩效标准和知识要
求应先提交给各会员进行最终评审，而后才能成为《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的修正案；

要求秘书长向会员提供所有官方语言版本的新《能力要求》，并征求其反馈意见；

授权秘书长进行任何后续修订，并相应地告知各会员；

决定在与会员磋商并就文本达成一致后，应将《能力要求》纳入到《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
卷，并成为WMO各区域培训中心运行的推荐规范；

敦促各会员在其国家培训机构采用新版《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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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8 (EC-65)
修订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1（EC-55）–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

(2)

决议 24（Cg-15）– WMO 自愿合作计划，

(3)

决议 4（EC-59）–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4)

决议 10（EC-60）- 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该决议曾在执行理事会第 63 次届

会上修改，并根据决议 21（EC-64）- 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的职责，另行修改，
考虑到需要一种持续的机制，定期审议与会员在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 年）的 8 项预期结果
方面能力开发相关的问题，特别是针对预期结果 6 -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履行其
职责的能力，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
决定：
(1)

修改根据第号 4 决议（EC-59）设立的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的职责并进一步修
改根据第 10 号决议（EC60）修订后的职责，以触及到 WMO 及其合作伙伴向会员提
供援助的所有方面，援助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上，并要求能力开发工作组提供咨询并采取连贯一致的途径，旨在 ：
(a)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终端用户和利益攸关方的需要，确定国家、次区域、区
域和全球开发重点，并建立一个确定重点水平的流程；

(b)

在总体 WMO 能力开发战略为指导，为 WMO 所有会员、开发伙伴和 WMO
各组成机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以及秘书处提供具体指南，目标是提
高会员提供服务的能力，以满足终端用户的各种需要；

(c)

提高所有 WMO 区域的能力，特别是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上，并建立一个在国家层面监督 WMO 行动的体系；

(d)

声张 NMHS 产品和服务为各国政府和开发伙伴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
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可能建立的后续目标做出贡献；

(e)

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f)

为支持上述工作开展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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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些目标，该工作组须：
(a)

把最高优先重点放在各区域协会和大会所确定的开发目标上，以指导各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和其它合作开发伙伴的工作；

(b)

为 2012-2015 财期的剩余时间制定一个有明确职责、具体进度和可衡量结果
的实施计划。每年应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这些情况并向下次大会报告结果，以
这两个机构为 WMO 能力开发活动提供以更充分信息为依据的指导；

(C)

为自愿合作计划（VCP）与 VCP 非正式规划会议信托基金之间的协调工作
提供指导；

(d)

通过与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开展合作的方式，加强技术开发与人力资
源开发之间的互动界面；

(e)

加强 WMO 和相关组织间的互动界面，最终加强 NMHS 的开发能力；

(f)

邀请相关的融资和开发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欧洲委员会）为工作组的活动
做出贡献；

(g)

邀请对能力开发感兴趣的会员指定专家和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参与该工作
组的工作，并参加工作组的会议；

(h)

考虑 WMO 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

授权工作组在需要时设立下属小组和任务组；
要求秘书长促进 WMO 各职能司积极参与其中，最终促成由外部资金支持的开发项目，并为支持该
工作组的活动采取相应行动，包括协助建立一个在国家层面监督 WMO 行动的体系；
要求两位联合组长通过与工作组成员、秘书长、相关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 WMO 各职能司开展
咨询的方式，在需要时就工作组的职责提出修改建议，并提交执行理事会批准。
_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21（EC-64)，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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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9 (EC-65)
2014-2015 两年期预算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财务条例》第 3, 4, 5, 6 条和第 7 条

(2)

《财务规定》第 106.1, 106.2, 107.1 和 107.2 条；

(3)

决议 37 (Cg-16) – 第十六个财务期（2012-2015）的最大支出；

(4)

决议 9 (EC-63) –2012-2013 两年期的预算

(5)

决议 22 (EC-65) – 2014 和 2015 年会员比例会费分摊比额表，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根据上述规定编制的预算建议，
业已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活动和预算资金分配的建议；
通过了本决议附录 1 中的 2014-2015 两年期内由常规资金支持的常规预算；
注意到了本决议附录 2 中 2014-2015 两年期内自愿资金资助的优先重点的要求；
授权秘书长：
(1)

根据《财务条例》第 7.3 条的规定，将第一个两年期预算（2012–2013）可能因未支
出产生的盈余重新划拨到第二个两年期预算（2014–2015）的相应预期结果中；

(2)

根据《财务条例》第 4.2 条的规定，在两年期预算的拨付额度内视情对不同预算项目
进行调拨，旨在实现各项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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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9 (EC-65)的附录1
按预期结果分配的2014-2015年两年期常规预算
（单位：瑞士法郎）
预期结果
1. 提高会员提供和改进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环境的预报预

预算额
2014–2015

测、信息、预警和服务的能力，以响应用户的各种需求，并能够将其用
于所有相关社会部门的决策过程

12,894,400

2. 提高会员降低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环境因素引起的各种灾害的风险
及其潜在影响的能力

5,340,700

3.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环境信息、预报预测和警
报的能力，以支持尤其是减轻灾害风险、气候影响和适应战略

12,056,200

4. 提高会员根据 WMO 制定的世界标准获取、开发、实施和利用综合的互
可操作的地基和空基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系统以及相关的环境和空间
天气观测系统的能力

17,881,000

5. 提高会员为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技术开
发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11,443,200

6. 提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
履行职责的能力

29,272,800

7. 新的和加强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活动，旨在改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服
务的绩效并为 WMO 对联合国系统、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家战略事宜的贡
献增值
8. 成为一个有力和高效的组织
合计

11,091,200
38,020,500
138,000,000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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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9（EC-65）的附录2
自愿资金资助的优先重点
(单位：瑞士法郎)

1.
2.
3.
4.

2014–2015 资金量
优先重点
37,186,000
气候活动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
204,000
航空气象服务 **
25,258,000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WIS ）的实施

5.

****
减轻灾害风险 *****

8,068,000
2,284,000
73,000,000

合计
*在各预期结果之间具有交叉性，不包括优先重点2-5中提及的活动/资金。
**预期结果1的关键成果
***预期结果6
****预期结果4
*****预期结果2

决议 20（EC-65）
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的优先重点和预算资金概要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理事会应就下个财期的优先事项和资源展开讨论，以及通常在举行大会两年前的执行理事会
届会上开展此类讨论，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将根据理事会的指导意见提交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的概算，供 2014
年的理事会审议，
决定：
(1)

应根据对其它收入（租金、计划资助、利息、出版物销售等收入）的常规资金以及自
愿资金的最新估算确定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的概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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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要求：
秘书长应当在制定第十七财期（2016-2019）预算建议中强调以下问题：
(1)

会员的承受力，

(2)

战略计划背景下的需求评估，

(3)

有关常规预算需求预期的自愿捐款对核心活动 /WMO 计划的影响，

(4)

额外的效率，

(5)

项目费用预算的附加信息，包括员工和差旅支出，

(6)

提交预算选项，包括名义零增长选项，及需求评估供审议，

(7)

不能实施建议的活动带来的影响，

酌情考虑有关初步讨论第十七财期（2016-2019）预算的文件。

决议 20（EC-65）的附录

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预算建议的拟定目录

I.

概述

II.

优先事项（2016–2019年）

III.

根据预期结果所作的概算2016-2019年（视下一个战略计划所作的最后决定而定）
预期结果 1：提高会员的能力，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高质量的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
环境预报、信息、警报和服务，以及改进对上述信息的获取，使这些信息能用于相
关社会部门的决策。
预期结果 2：提高会员降低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环境因素引起的各种灾害的风
险及其潜在影响的能力。
预期结果 3：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信息，预测和预警
的能力，尤其为减轻灾害风险、气候影响和适应战略提供支持。
预期结果 4：提高会员根据 WMO 制定的国际标准，调用、开发、实施并利用综合、
可互操作的地基 和空基观测系统，获取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资料以及有关环境和
空间天气观测资料的能力。
预期结果 5：提高会员为全球天气、气候、水、环境服务及技术发展方面的研究能
力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预期结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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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职责的能力。
预期结果 7：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合作活动，提高 NMHS 的服务提供水平，提高
WMO 为联合国系统、有关国际公约以及各国战略问题所做贡献的价值。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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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 8：成为一个有力和高效的组织。
IV..................................................2016-2019年的收入估算
附录
A.
B.
C.
D.
E.

按组织实体编制预算
按预期结果划分的支持性服务预算（资源管理、固定资产和联合成本）
通货膨胀调整的计算方法和预算术语表
2016-2019 年 WMO 秘书处组织机构图
EC-65 和 EC-66 关于编写 2016-2019 年预算建议的指导意见

决议 21（EC-65）
世界气象组织 2012 年度财务报表
执行理事会，
回顾了决议 21（EC-62）-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9 年账目，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4 条和第 15 条
考虑到秘书长有关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报表的报告以及外部审计员提交执
行理事会的报告，
正式批准审计后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2 年财务报表；
要求秘书长把财务报表连同他的报告和外部审计员的有关报告一并发至所有会员。
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会员拖欠的评定会费数额很大，
敦促这些会员尽早结清他们拖欠的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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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2 (EC-65)
2014 和 2015 年会员比例会费分摊比额表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39 (Cg-16) - 第十六财期会员比例会费的评定，
注意到：
(1)

2014 和 2015 年会员比例会费分摊比额表的根据是 2012 年 12 月在联合国大会第 67 届会议

上通过的联合国分摊比额表，并按会员资格的差异做了调整，
(2)

最低比例维持在百分之 0.02 的水平，并已作出修正，以确保会员分摊比例的增加水平不会

超过 2012 和 2013 年 WMO 比额表的百分之 200，
通过 2014 和 2015 年会员比例会费分摊比额表，详见本决议的附录。

决议 22 (EC-65) 的附录
2014 和 2015 年会员比例会费
（仅以英文提供）
2013 assessment
Me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A)

Afghanistan
Albania
Algeria
Angola
Antigua and Barbuda
Argentina
Armenia
Australia
Austria
Azerbaijan
Bahamas
Bahrain
Bangladesh
Barbados
Belarus
Belgium
Belize
Benin
Bhutan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Botswana

Per cent
(B)

Amount (in
Swiss
Francs)
(C)

0.02
13,050
0.02
13,050
0.13
84,825
0.02
13,050
0.02
13,050
0.28 182,700
0.02
13,050
1.90 1,239,750
0.84 548,100
0.02
13,050
0.02
13,050
0.04
26,100
0.02
13,050
0.02
13,050
0.04
26,100
1.06 691,6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2014 and 2015
assessment
Per cent
(D)

Amount (in
Swiss
Francs)
(E)

0.02
13,050
0.02
13,050
0.14
91,350
0.02
13,050
0.02
13,050
0.43 280,575
0.02
13,050
2.04 1,331,100
0.79 515,475
0.04
26,100
0.02
13,050
0.04
26,100
0.02
13,050
0.02
13,050
0.06
39,150
0.98 639,4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Increase/ (decrease)
Per cent
(F)

0.01
0.15
0.14
(0.05)
0.02
0.02
(0.08)
-

Amount (in
Swiss
Francs)
(G)

6,525
97,875
91,350
(32,625)
13,050
13,050
(5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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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assessment
Member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A)

Brazil
British Caribbean Territories
Brunei Darussalam
Bulgaria
Burkina Faso
Burundi
Cambodia
Cameroon
Canada
Cape Verd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had
Chile
China
Colombia
Comoros
Congo
Cook Islands
Costa Rica
Côte d’Ivoire
Croatia
Cuba
Curaçao and Sint Maarten
Cyprus
Czech Republic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Kore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enmark
Djibouti
Dominica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Egypt
El Salvador
Eritrea
Estonia
Ethiopia
Fiji
Finland
France
French Polynesia
Gabon
Gambia
Georgia
Germany
Ghana
Greece
Guatemala
Guinea
Guinea-Bissau
Guyana
Haiti

Per cent
(B)

1.59
0.02
0.03
0.04
0.02
0.02
0.02
0.02
3.16
0.02
0.02
0.02
0.23
3.14
0.14
0.02
0.02
0.02
0.03
0.02
0.10
0.07
0.02
0.05
0.34
0.02
0.02
0.73
0.02
0.02
0.04
0.04
0.09
0.02
0.02
0.04
0.02
0.02
0.56
6.03
0.02
0.02
0.02
0.02
7.89
0.02
0.68
0.03
0.02
0.02
0.02
0.02

Amount (in
Swiss
Francs)
(C)

1,037,475
13,050
19,575
26,10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2,061,900
13,050
13,050
13,050
150,075
2,048,850
91,350
13,050
13,050
13,050
19,575
13,050
65,250
45,675
13,050
32,625
221,850
13,050
13,050
476,325
13,050
13,050
26,100
26,100
58,725
13,050
13,050
26,100
13,050
13,050
365,400
3,934,57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5,148,225
13,050
443,700
19,57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2014 and 2015
assessment
Per cent
(D)

2.89
0.02
0.03
0.05
0.02
0.02
0.02
0.02
2.94
0.02
0.02
0.02
0.33
5.07
0.26
0.02
0.02
0.02
0.04
0.02
0.12
0.07
0.02
0.05
0.38
0.02
0.02
0.67
0.02
0.02
0.04
0.04
0.13
0.02
0.02
0.04
0.02
0.02
0.51
5.51
0.02
0.02
0.02
0.02
7.04
0.02
0.63
0.03
0.02
0.02
0.02
0.02

Amount (in
Swiss
Francs)
(E)

1,885,725
13,050
19,575
32,62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918,350
13,050
13,050
13,050
215,325
3,308,175
169,650
13,050
13,050
13,050
26,100
13,050
78,300
45,675
13,050
32,625
247,950
13,050
13,050
437,175
13,050
13,050
26,100
26,100
84,825
13,050
13,050
26,100
13,050
13,050
332,775
3,595,27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4,593,600
13,050
411,075
19,57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Increase/ (decrease)
Per cent
(F)

1.30
0.01
(0.22)
0.10
1.93
0.12
0.01
0.02
0.04
(0.06)
0.04
(0.05)
(0.52)
(0.85)
(0.05)
-

Amount (in
Swiss
Francs)
(G)

848,250
6,525
(143,550)
65,250
1,259,325
78,300
6,525
13,050
26,100
(39,150)
26,100
(32,625)
(339,300)
(554,625)
(32,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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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assessment
Member
(A)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Honduras
Hong Kong, China
Hungary
Iceland
India
Indonesia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q
Ireland
Israel
Italy
Jamaica
Japan
Jordan
Kazakstan
Kenya
Kuwait
Kyrgyzstan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Latvia
Lebanon
Lesotho
Liberia
Libya
Lithuania
Luxembourg
Macao
Madagascar
Malawi
Malaysia
Maldives
Mali
Malta
Mauritania
Mauritius
Mexico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Monaco
Mongolia
Montenegro
Morocco
Mozambique
Myanmar
Namibia
Nepal
Netherlands
New Caledonia
New Zealand
Nicaragua
Niger
Nigeria
Niue

Per cent
(B)

0.02
0.02
0.29
0.04
0.53
0.23
0.23
0.02
0.49
0.38
4.92
0.02
12.34
0.02
0.06
0.02
0.26
0.02
0.02
0.04
0.03
0.02
0.02
0.12
0.06
0.09
0.02
0.02
0.02
0.25
0.02
0.02
0.02
0.02
0.02
2.32
0.02
0.02
0.02
0.02
0.06
0.02
0.02
0.02
0.02
1.83
0.02
0.27
0.02
0.02
0.08
0.02

Amount (in
Swiss
Francs)
(C)

13,050
13,050
189,225
26,100
345,825
150,075
150,075
13,050
319,725
247,950
3,210,300
13,050
8,051,850
13,050
39,150
13,050
169,650
13,050
13,050
26,100
19,575
13,050
13,050
78,300
39,150
58,725
13,050
13,050
13,050
163,12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513,80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39,15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194,075
13,050
176,175
13,050
13,050
52,200
13,050

2014 and 2015
assessment
Per cent
(D)

0.02
0.02
0.26
0.03
0.66
0.34
0.35
0.04
0.41
0.39
4.38
0.02
10.68
0.02
0.12
0.02
0.27
0.02
0.02
0.05
0.04
0.02
0.02
0.14
0.07
0.08
0.02
0.02
0.02
0.28
0.02
0.02
0.02
0.02
0.02
1.81
0.02
0.02
0.02
0.02
0.06
0.02
0.02
0.02
0.02
1.63
0.02
0.25
0.02
0.02
0.09
0.02

Amount (in
Swiss
Francs)
(E)

13,050
13,050
169,650
19,575
430,650
221,850
228,375
26,100
267,525
254,475
2,857,950
13,050
6,968,700
13,050
78,300
13,050
176,175
13,050
13,050
32,625
26,100
13,050
13,050
91,350
45,675
52,200
13,050
13,050
13,050
182,70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181,02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39,15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063,575
13,050
163,125
13,050
13,050
58,725
13,050

Increase/ (decrease)
Per cent
(F)

(0.03)
(0.01)
0.13
0.11
0.12
0.02
(0.08)
0.01
(0.54)
(1.66)
0.06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03
(0.51)
(0.20)
(0.02)
0.01
-

Amount (in
Swiss
Francs)
(G)

(19,575)
(6,525)
84,825
71,775
78,300
13,050
(52,200)
6,525
(352,350)
-

(1,083,150)

39,150
6,525
6,525
6,525
13,050
6,525
(6,525)
19,575
(332,775)
(130,500)
(13,050)
6,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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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assessment
Member
(A)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Norway
Oman
Pakistan
Panama
Papua New Guinea
Paraguay
Peru
Philippines
Poland
Portugal
Qatar
Kiribati
Republic of Korea
Republic of Moldova
Romania
Russian Federation
Rwanda
Saint Lucia
Samoa
Sao Tome and Principe
Saudi Arabia
Senegal
Serbia
Seychelles
Sierra Leone
Singapore
Slovakia
Slovenia
Solomon Islands
Somalia
South Africa
South Sudan
Spain
Sri Lanka
Sudan
Suriname
Swaziland
Sweden
Switzerland
Syrian Arab Republic
Tajikistan
Thailand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Timor-Leste
Togo
Tonga
Trinidad and Tobago
Tunisia
Turkey
Turkmenistan
Tuvalu

Per cent
(B)

Amount (in
Swiss
Francs)
(C)

2014 and 2015
assessment
Per cent
(D)

Amount (in
Swiss
Francs)
(E)

0.86 561,150
0.09
58,725
0.08
52,20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9
58,725
0.09
58,725
0.82 535,050
0.50 326,250
0.13
84,825
0.02
13,050
2.23 1,455,075
0.02
13,050
0.14
91,350
1.58 1,030,9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82 535,050
0.02
13,050
0.04
26,100
0.02
13,050
0.02
13,050
0.33 215,325
0.12
78,300
0.10
65,250
0.02
13,050
0.02
13,050
0.38 247,950
0.02
13,050
3.13 2,042,325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1.05 685,125
1.11 724,275
0.03
19,575
0.02
13,050
0.21 137,025

0.84 548,100
0.10
65,250
0.08
52,200
0.03
19,575
0.02
13,050
0.02
13,050
0.12
78,300
0.15
97,875
0.91 593,775
0.47 306,675
0.21 137,025
0.02
13,050
1.96 1,278,900
0.02
13,050
0.22 143,550
2.40 1,566,00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85 554,625
0.02
13,050
0.04
26,100
0.02
13,050
0.02
13,050
0.38 247,950
0.17
110,925
0.10
65,250
0.02
13,050
0.02
13,050
0.37 241,425
0.02
13,050
2.93 1,911,825
0.03
19,575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0.95 619,875
1.03 672,075
0.04
26,100
0.02
13,050
0.24 156,600

0.02
0.02
0.02
0.02
0.04
0.03
0.61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4
0.04
1.22
0.02
0.02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26,100
19,575
398,025
19,575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13,050
26,100
26,100
796,050
13,050
13,050

Increase/ (decrease)
Per cent
(F)

Amount (in
Swiss
Francs)
(G)

(0.02) (13,050)
0.01
6,525
0.01
6,525
0.03
19,575
0.06
39,150
0.09
58,725
(0.03) (19,575)
0.08
52,200
(0.27) (176,175)
0.08
52,200
0.82 535,050
0.03
19,575
0.05
32,625
0.05
32,625
(0.01)
(6,525)
(0.20) (130,500)
0.01
6,525
(0.10) (65,250)
(0.08) (52,200)
0.01
6,525
0.03
19,575
0.01
Turkey
(0.01)
-

6,525
0.61
(6,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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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and 2015
assessment

2013 assessment
Member

Per cent

(A)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B)

Uganda
Ukraine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Northern Ireland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ruguay
Uzbekistan
Vanuatu

0.02
0.08
0.39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iet Nam
Yemen
Zambia
Zimbabwe
Total *

*

Amount (in
Swiss
Francs)
(C)

Per cent
(D)

13,050
52,200
254,475

0.02
0.10
0.59

Amount (in
Swiss
Francs)
(E)

13,050
65,250
384,975

6.50 4,241,250

5.10 3,327,750

0.02
13,050
21.66 14,133,150
0.03
19,575
0.02
13,050
0.02
13,050
0.31 202,275
0.03
19,575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100.04 65,276,100

0.02
13,050
21.68 14,146,200
0.05
32,625
0.02
13,050
0.02
13,050
0.62 404,550
0.04
26,100
0.02
13,050
0.02
13,050
0.02
13,050
100.00 65,250,000

Increase/ (decrease)
Per cent
(F)

0.02
0.20

Amount (in
Swiss
Francs)
(G)

13,050
130,500

(1.40) (913,500)
0.02
0.02
0.31
0.01
(0.04)

13,050
13,050
202,275
6,525
(26,100)

Total for 2013 is higher because South Sudan and Tuvalu were assessed at full rates in 2013,
having become

Members in 2012, after the scale of assessments for 2012 and 2013 had already been approved by
Cg-XVI

决议 23 (EC-65)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27(EC-64)-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2)

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议的《总则》第 156(9) 条（2012 版），

(3)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关于同一主题的第 27 条 ，

审议了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
决定：
(1)

下列决议继续有效：
EC-4 2
EC-12 6
EC-25 12
EC-34 13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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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35 21
EC-36 6
EC-40 4
EC-42 19
EC-44 15
EC-45 13
EC-48 3, 4, 12
EC-51 5
EC-56 9, 18
EC-57 5, 17, 18
EC-58 15
EC-59 6, 16, 17, 19, 26, 27
EC-60 1, 2, 4, 6, 14, 18
EC-61 4, 7, 8, 12, 13, 14, 15
EC-62 5, 6, 7, 10, 12, 15, 19*, 20*
EC-63, 2, 3, 4, 5*, 6*, 7*, 8*, 9, 11, 12, 13
EC-64 1, 2, 3, 5, 6,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

第 65 次届会以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不再有效；

要求秘书长在新一期《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WMO-No.508）中公布仍然有效的决议，包括
那些附带勘误表的决议，并提请有关各方关注该出版物。
_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7（EC-64），后者不再有效。
* 表示上述决议中所提的部分决议目前已不再有效（见本决议的附录）。

决议 23 (EC-65) 的附录
下列决议的脚注
1.

决议 19（EC-62）–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决议 1（EC-59），决议 23 (Cg-15) 不再有效

2.

决议 20（EC-62）– 第十六财期的法定出版物及出版物分发政策
决议 10（EC-61）、决议 26（Cg-15）不再有效

3.

决议 5（EC-63）–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决议 11（EC-62）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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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 （EC-63） -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决议 5（EC-60) 不再有效

5.

决议 7（EC-63）-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决议 2（EC-59) 不再有效

6.

决议 8（EC-63）-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人员组成
决议 10 (EC-63) 不再有效

7.

决议 15 (EC-64)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决议 13 (EC-62) 不再有效

8.

决议 20 (EC-64) – WMO 计划支持成本政策
决议 19 (EC-61) 不再有效

9.

决议 24 (EC-64) - WMO 出版物规划和制作指南
决议 13 (EC-61) 不再有效

10.

决议 25 (EC-64)–2011 年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报表
决议 21 (EC-62) 不再有效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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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总摘要 2.3.1 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1.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建议 1：
执行理事会接受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1 和 2，并考虑 FINAC 的讨论情况。

2.

2012 年财务报表，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建议 2：
执行理事会批准决议 5.1/1（EC-65）中提供的 2012 年财务报表，见 EC65/ 文件 5.1
附件 B。

3.

2014 和 2015 年会费分摊比例表
建议 3：
执行理事会通过秘书长通过决议草案 5.2/1（EC-65）提议的 2014 和 2015 年会员会
费分摊比例表，见 EC65/ 文件 5.2 附件 B。

4.

会员会费的现状
建议 4：
执行理事会敦促拖欠会费的会员尽快缴纳。

5.

2013 年认捐的自愿捐款
建议 5：
执行理事会审议自愿捐款可能的缺口的影响以及实现要求的筹资目标的其他措施。

6.

预算事宜 – 2014-2015 年两年期预算建议
建议 6：
理事会通过 2014-2015 年两年期预算建议，见 EC-65/ 文件 4.8.4(1) 和 4.8.4/1 决议
草案 (EC-65)，并考虑 FINAC 期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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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事宜 – 关于第十七财期（2016-2019 年）预算的初步讨论
建议 7：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第 17 财期（2016-2019）制定预算提案，以应对以下问题：
(a) 会员的承受能力，
(b) 在战略计划背景下，进行需求评估，
(c) 对于常规预算要求有关的使用预期自愿资金的 “ 核心 ” 活动 /WMO 计划的影响，
(d) 更高的效率，
(e) 更多关于费用项目预算（包括员工成本和差旅费）的信息，
(f) 提出预算的选项，包括 ZNG 选项以及供审议的需求评估，
(g) 对不实施拟议活动的影响，
适当地考虑 FINAC 的讨论以及 EC-65/ 文件 4.8.5 关于第 17 财期（2016-2019）预
算的初步讨论。

8.

其他事宜
建议 8：
理事会批准科摩罗和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请求，签署新的协议以支付其拖
欠的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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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总摘要第 3.2.4 段的附录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的作用和运行
世界气象组织的声明
引言
世界气象组织（WMO）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提供了有关全世
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作用和运作的信息。该文件的四个部分介绍了 NMHS 的职能、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所提供的服务、支持服务分发的基本系统、法律和体制事宜，包括管理、伙
伴关系与合作，以及未来发展机遇等。
理事会注意到，天气、气候、水和与环境有关的条件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都有重要影响。世
界人口增长，居住范围扩大，生活保障活动成为对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灾害影响脆弱的领域，这
需要 NMHS 提高能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减少灾害风险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为
国家发展和保障生活的活动提供支持。由于气候变率和变化引起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增加，使许
多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
《WMO 公约》1 认为，NMHS 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支持政府重大职能中发挥重
要作用。但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缺乏，人力资源有限，这
些因素限制了它们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优势来提高服务能力。
NMHS 承担旨在提高认知天气、气候和水文循环的各项活动，开展陆地和海洋上空天气、气候
和水相关现象的监测，提供预报，向各类用户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以满足国家、
区域和全球的相关需求。因此，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要在国家、区域层面以及某些情况下在全球层
面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中发挥核心作用。它们将与不同层面的其它组织接触，只要可行，为建立和
运行国家气候服务提供协调能力。
NMHS 开展的观测和收集的资料是监测和预测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条件并发布预警和警
报的基础。但是各国的观测网相差悬殊，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观测网覆盖稀疏，无法充分
表达影响其国家的天气气候条件。稀疏的观测网最终影响到 NMHS 提供的服务质量和范围。
NMHS 还利用对交换资料和产品至关重要的通信网来履行其国家职能。一些 NMHS 使用的通
1

《WMO 公约》于 1947 年 10 月 11 日通过，并于 2007 年修订。公约重申国家气象、水文气象和水文部门在观
测和认识天气与气候以及提供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以支持相关的国家需求方面的使命至关重要，该使命应包
括以下领域：
(a) 保护生命与财产；
(b) 保护环境；
(c) 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d) 促进长期观测和气象、水文和气候资料的收集，包括相关环境资料；
(e) 促进内部能力建设；
(f) 履行国际义务；
(g) 为国际合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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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网络陈旧落后，制约了观测资料和产品，包括多灾种早期预警的有效传输。
为了开发产品和提供服务，GFCS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将建立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其它部
门的经验和制作系统基础上。该系统将利用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作为其首要的基本资料分发系统。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拥有并运行着一个有效且有时庞大的陆地和海洋上空气候观测资料收集和共享
系统，且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个气候预报分发系统。
有效地提供和分发服务能大大减轻水文气象灾害造成的影响，这些灾害往往给全世界的生命和
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媒体为向公众分发预报和预警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与媒体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和伙伴关
系对扩大面对公众的服务分发至关重要。
本声明根据 2007 年 5 月第十五次大会的决定产生，旨在帮助 NMHS 的领导者在其各自职责范
围内，与政府部门和用户部门合作过程中应对日益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挑战。2013 年，为回应
Cg-16 决议 48 关于 GFCS 在支持适应规划和气候风险管理中的快速发展需求，进一步更新了该声明。
本声明为 NMHS 领导者和决策者作出进一步发展其各自 NMHS 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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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使命

NMHS 的职能
1.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拥有并运行大部分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
必需的基础设施，以保护生命和财产、经济规划和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和管理。大多数 NMHS：
(a)

为生命和财产安全制作并发布预报、预警和警报，为减轻天气、气候、水和
有关的环境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提供支持；

(b)

为设计 / 规划、发展和管理基础设施、居住及其它重要的部门，如农业、水资源、
能源和交通提供必需的基本资料、信息和产品，以改善社会福祉；

(c)

维持其国家天气、气候、水和有关环境资料的连贯、可信和综合的历史记录；

(d)

为决策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问题的咨询；

(e)

通过研究和开发提高与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发展和
改进其自身运作与服务水平；

(f)

参与开发，实施和运作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包括地震、火山灰监测、
跨界污染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现象如海啸；

(g)

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包括《世界气象组织（WMO）公约》，参与适当国际
计划和活动，进一步增进国家利益；

(h)

建立和运行观测站网，收集地球 - 大气 - 海洋系统实时观测资料，为天气、气候、
水和与环境有关的服务，以及包括气候变化评估和预估在内的研究活动提供
支持；

(i)

建立和运行通信网，以快速交换观测结果、资料和服务；

(j)

拥有并运行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为公众以及诸如农业、水资源、能源、健康、
船运、航空、国防和环境部门提供包括预警和警报在内的实时天气、气候、
水和与环境有关的服务；以及

(k)

拥有并运行产品分发系统，以便向用户高效地提供信息和产品，使它

们

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好规划、准备和决策。

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的贡献

2.

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是社会经济规划和发展的有利投入。天气、气候、与
水有关的环境条件的影响持续形成世界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道路。气候变率和变化
带来的挑战需要有效提供和应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以使社会管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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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改进对天气、气候和水文过程的理解和预测能够使 NMHS 为其国家提供更好
的服务。但是，一些 NMHS 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和人力资源能力有限而没能充分利
用科技的优势。

3.

提高气象、气候和水文决策资料、信息和产品的质量并增加对产品的利用带来的潜在
利益是巨大的，但要认识到，获得这些利益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开发人力资源，并加
强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联系，才能促进决策过程并实现社会经济效益。NMHS 连
同其他相关国家合作伙伴和机构，在 GFCS 用户界面平台背景下，特别是在国家及
以下层面上所作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对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的贡献

4.

天气系统和气候状况改变不受国界限制。为了预报天气和确定未来气候状况，NMHS
不仅需要来自国内的气象、水文和环境资料、信息和产品，也需要来自其国境之外的。
自 19 世纪 50 年代第一批 NMHS 建立的时候，人们就认识到需要以统一的格式共享
资料和信息，于是促使国际气象组织（IMO）于 1873 年成立，协调资料共享和用户
/ 部门具体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世界气象组织（WMO），是一个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
专门机构，于 1950 年取代了 IMO。

5.

NMHS 对由 WMO 会员建立的国际系统在协调收集精确度和可靠性统一的观测资料、
处理这些观测资料用于天气预报和咨询，在所有 NMHS 之间实时交换信息和产品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建成的国际系统的成功运作依赖于每个国家的贡献。

6.

WMO 通过 10 个大型科学和技术计划开展工作。它们旨在帮助各会员提供范围广泛
的气象水文服务和应对当前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问题，并从中受益。这些计划的理念
和经验基础是通过合作，利用已有和正在发展的技术累积促使双方受益。而技术累
积则是通过全世界各会员共享气象、水文和相关信息而产生。WMO 计划帮助各国的
NMHS 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而且其成本远低于各国独自行动。

7.

NMHS 收集和保存的观测资料具有巨大的已发掘和未发掘潜力，为指导各国政府在国
际和区域环境协议和有关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的工作安排方面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作为 GFCS 用户界面平台的组成部分施加影响后更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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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服务提供
NMHS 提供的服务
8.

NMHS 向范围广泛的各类部门提供天气、气候和相关环境服务，包括农业、水业、能
源、旅游交通运输和健康，以帮助它们在相应的条件下减轻风险和争取经济效益。向
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并对产品加以应用这需要 NMHS 和用户之间密切合作，以
使用户需求能够与服务开发相结合，并促进反馈以便改善服务。预警和警报的快速传
输需要与媒体和通信服务提供者密切合作。

9.

NMHS 为农业界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使其增加产量；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减少成本
并增加对水和能源的有效利用等。

10.

NMHS 为民航部门提供资料、产品和服务，为国际国内的航行安全和该部门的经济运
行做出贡献。对航路和机场航站天气条件的测量和预报有利于使飞机运营成本最小化。
通过提高航班的营运效率， NMHS 还为减少飞机排放对气候变化和平流层臭氧的不
利影响做出了贡献 。

11.

与有效的紧急响应系统配套后，NMHS 提供极端事件的早期预警和警报可以减轻这些
事件造成的影响。NMHS 依靠通讯设施及时发布预警。大多数国家的 NMHS 是减灾
和响应多部门系统的一部分。一些 NMHS 参与研究、实施和运行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包括地震和象海啸这样的海洋相关现象在内的预警系统。将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
关信息与国家规划和发展政策相结合，是减轻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相应风险的
重要因素。

12.

NMHS 可在河流流域、分水岭和海岸带地区提供洪水、水位和排洪预报和预警。这些
产品可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对于保护生命和财产、保护环境和有效管理水资源非
常重要。在一些国家，气象服务和水文服务由相互独立的机构提供。在这种情况下，
为有效提供服务开展密切合作十分重要。

13.

NMHS 提供沿海地区和海上工作海事气象预报和预警，这些预报和预警对海洋运输和
运营、 沿海地区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港口和海港的运作非常重要。

14.

NMHS 提供资料、产品和服务，如气温、湿度和空气质量等日常预报以及长期预测和
灾害性天气预警，以帮助监测疾病的爆发，这对规划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非常重要。

15.

上述提到的 NMHS 服务是对 GFCS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主要贡献，也是用户界面平
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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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务提供的基本系统



观测和监测大气及相关环境

16.

对大气和相关环境的观测形成了制作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的基础。这些观
测对开展研究以改进服务、评估气候系统的变化，以及对农业、水、运输和能源等依
赖于天气和气候部门的系统发展和运行都非常关键，使其能够努力为减少灾害风险和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提供支持。

17.

观测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重要支柱之一，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
和各政府代表团团长 “ 为加强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的产品制作、提供、交付和
应用 ” 而建立。观测这一支柱形成了对其它支柱期望的基础，即气候研究、模拟和预测；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和气候用户界面计划。

18.

NMHS 建立并运行形成 WMO 全球观测系统（GOS）的观测网，GOS 是 WMO 综合
全球观测系统（WIGOS）的组成部分。该系统由运行可靠的地面和空基子系统组成。
这些系统由 WMO 会员国所有并运行，这些会员国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承担着在达成
共识的全球系统内符合一定标准的义务和责任。

19.

GOS 形成了发展和实施 WMO 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基础。WIGOS 是一个协
调收集全球范围气象和其它环境观测资料系统的标准体系，用以支持所有 WMO 科学
计划。其目的在于大大改进观测资料和产品对所有会员的可用性。



观测、资料和产品的国家和国际交换

20.

各国的 NMHS 建立并运行通信网络并合并形成 WMO 全球电信系统（GTS）。该系
统促进观测、资料和产品的快速交换，帮助各国的 NMHS 履行国内和国际上的义务。
例如在海洋领域，该系统在全世界海啸早期预警分发以及对气候评估和预报极端重要
的实地海平面温度（SST）观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1.

GTS 是开发和实施 WMO 信息系统（WIS）的基础。WMO 会员在设计和实施 WIS
方面正在开展合作，以改进目前天气、气候和水资料、信息和产品的通信和分发。通
过使用更丰富的通信技术和数据技术，包括互联网，WIS 可以减少运行成本，增强数
据通信的可靠性，并为资料和产品的国际共享提供更便捷、更友好的渠道。除了自动
分发观测资料和产品以外，WIS 还将为 WMO 各中心和会员制作的所有天气、气候、
水和有关资料和产品提供资料发现、获取和反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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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关于气象和水文资料可获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取决于决议 40（Cg-12）和
决议 25（Cg-13）。这些决议承诺，作为 WMO 的基本原则，“ 要扩大和加强气象、气候、
水文和相关资料和产品免费和无限制的国际交换 ”。这些资料和产品是对 GFCS 气候
服务信息系统的主要贡献，也是用户界面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处理和预报

23.

NMHS 收集的观测数据和资料经处理可生成对特别事件决策提供支持的产品，如热带
气旋 / 飓风、高温、疾病爆发、山洪和干旱等。产品质量取决于是否拥有足够的处理
设施和人力资源。观测资料是制作预报和警报的基础，所有的 NMHS 通过分享这些
观测资料为各类产品的制作做出贡献。

24.

WMO 指定了一些 NMHS 为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以便向所有的 NMHS 提
供预报产品。其专业涵盖地域、热带气旋和紧急响应。此外，WMO 还指定了全球制
作中心（GPC）和区域气候中心（RCC），它们的重点是制作较长时间尺度的预测。
GPC 和 RCC 提供的气候预测和信息是气候敏感部门（如农业、水资源、能源和卫生
等）规划和开发活动的有用工具。

25.

NMHS 可以利用 RSMC 产品制作本国的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预报和警报，
以支持社会经济开发活动。

第三部分：NMHS 成功运作的要素
法律和体制事宜


定义 NMHS 使命和任务的国家法律文件

26.

建 立 一 个 NMHS 的 法 律 文 件 是 其 成 功 运 作 的 重 要 因 素。Cg-13 重 申 了 拥 有 定 义
NMHS 使命和职责的国家法律文件的重要性，保证明确其责任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得到
认可，促进资源的充分分配。有这样一个法律文件的好处是：
(a)

为了 NMHS 和政府的利益，应确定 NMHS 的责任和领域；

(b)

为避免公众混淆，NMHS 被明确指定为 “ 官方 ” 天气、气候和洪水预警服务
提供者，以及预警机构的 “ 国家主管部门 ”；

(c)

保证法律对野外设备和执行公务人员的保护；

(d)

确保直接进行重要的国际通信；

(e)

协调国家各种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活动；和

(f)

明确了履行职责所需资金水平的基础；包括维持税收以改进 NM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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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半的由 WMO 会员运作的 NMHS 拥有正式法律文件（如法律、法案、法令）
涵盖其职责；建立和运行其设施；和国家法规及法律责任。这些法律文件中包含的其
它问题还有 NMHS 在预防、减轻自然灾害方面的作用；国际合作；以及追加拨款和资金。



国际协议的影响

28.

NMHS 收集、处理和归档的观测结果和资料为签订与气候、水和环境有关的国际协定
提供了有利信息。多数政府是这些国际协定、协议或者宣言的缔约方，如《千年宣言》，
包括《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和《臭氧协定》等。NMHS 经常与其它国家机构一起工作，参与开发和支持尤其是天
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会议中的政府立场。最近有关气候、水和环境相关问题的协
议数量增加，
加上气候对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重大影响将使 NMHS 更多地参与相关活动。
这将要求改进对陆地和海洋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的收集、处理和存档工作。

治理

29.

NMHS 的管理结构对其运作和有效提供服务有重要影响。NMHS 的架构旨在更好地
为国家提供有效的服务，国与国之间的 NMHS 的组织结构有相当大的差异。影响结
构差异的因素有：（1）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做法和模式；（2）国家大小和特点、人
口分布和所提供的服务；（3）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适用技术的可获性；（4）资源
的可获性和获取资源的手段；（5）用户群体的特点和宣传力度。这些组织架构还依
赖于 NMHS 的模式，它们可能包括政府性机构、半自治政府机构、政府下属的组织
和私有公司。在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并存的国家，需尽可能分清职责，最大程度地减
少冲突。

30.

随着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日益广泛的挑战，NMHS 需要采取灵活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策
略，以便加强与相关的国家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互动。

伙伴关系与合作

31.

陆地和海洋上空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的提供以世界各国的 NMHS 合作为
基础。NMHS 在收集和共享观测数据、资料及产品的服务提供方面互相依赖。世界气
象组织负责协调观测资料的全球交换政策和计划。

32.

许多 NMHS 已经注意到更密切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对协助其运作带来的益处，尤其
是它们能通过分享资源增强联合能力，以及通过技术交流减少重复或促进能力建设。
一些区域性活动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将区域内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的
提供方和用户联系在一起，继续为改进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发挥重要作用。WMO 区

附录

245

域培训中心（RTC）、区域仪器中心（RIC）和区域气候中心确保各 NMHS 能得到有
成本效益的教育、培训和服务。WMO 区域协会和区域办公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相互提升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33.

考虑到提供精确可靠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所面临的科学挑战和获取足够资源的难度
巨大，与区域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使许多 NMHS 从中获益。特别是，学术和研究机
构为开发针对用户的服务以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创造了机遇。与水文气象装备行
业协会（HMEI）的伙伴关系继续在水文气象装备的研制单位与用户间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联系纽带。NMHS 同时还有为其他联合国机构做贡献，继而有益于本国的机会，
如那些涉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活动。

34.

由于媒体为向公众传递预报和预警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因此与全球、区域、国内和地
方的电子和印刷媒体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对加强面向公共的服务提供非常重要。

35.

NMHS 可将其专业技术用于 “ 通过合作伙伴提供的服务 ”，以此为 GFCS 作出重要贡
献，尤其因为 NMHS 属于用户界面机制的一部分，在该机制下，服务提供者、研究
人员和经济部门之间的合作将至关重要。

第四部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未来发展和机遇
探索更深层的科学认知

36.

NMHS 提供的服务依赖于 WMO 会员国在研发（R&D）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持续投资。
现有服务的进一步改进需要：（1）研发结果向纯业务产品和服务的有效转换；（2）
研发要满足 NMHS 及其赞助者的具体需要；和（3）发展与决策者和用户联系的有效
途径，尤其通过有效使用 PWS，将科研成果转换成便于理解和便于行动的语言，转
换成有助于决策的工具、产品和服务。

37.

用无缝隙方法进行模拟的科学研究使数值天气预报（NWP）和气候模式能够系统地
涵盖更实际的表示法和地球系统的其它部分。这不仅有利于增进可预报性，而且大大
扩展了可能的气候服务的范围，并为 NMHS 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气
候服务需求的机会。

利用技术进步

38.

随着 WIGOS 和 WIS 的发展，NMHS 受益于能获取更多更好的资料用于提供服务。
WIS 也将向 NMHS 提供更有效的向用户分发信息和产品的方法。

39.

许多 NMHS 将面临开发资料加工和预测系统的挑战，该系统将有效利用这些大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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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数据流。

40.

新的模拟方法，如集合预报和 “ 无缝隙 ” 预报系统，将受益于超级计算机能力的提高。

41.

新技术和正在开发的技术，以及互联网传输资料、产品和联网技术使 NMHS 有机会
拓展其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使用，并有机会扩大其影响。

教育和培训

42.

教育和培训活动的重点是气象（包括海洋气象和热带气象）、天气预报、农业应用、
航空气象、气候和气候预测、防灾、环境、水文、仪器（包括卫星和遥感）和观测、
海洋学、电信等诸多学科。

43.

教育和培训不仅对技术事宜至关重要，而且对强调用户将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
服务整合进决策的能力应用也非常重要。培训也需要用于提高开展有目标的研究以改
进服务的能力；规划和体制管理；交流和公众关系；和其它行政和支撑职能。需要给
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扩大技术改进 NMHS 服务的提供、传输和应用以优先级。

附录

247

附录 3
总摘要第 4.3.35 段的附录
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
最终宣言
（宣言开篇）
开篇部分 1：作为参加于 2013 年 3 月 11-15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HMNDP）
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和专家，我们：
（序言部分）
问题的迫切性
序言部分 1: 承认干旱是自然现象，自从有人类以来干旱已给人类造成了苦难，而且由于气候变化干
旱正在加重；
序言部分 2: 注意到干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DLDD）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注意到在许多国家，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干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具有高影响，还注意到干旱带来的
悲惨后果 ，特别是在非洲；
序言部分 3: 承认联合国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根据其职责、条款和原则，
特别是根据公约第二和第三部分为协助抵御干旱和荒漠化所发挥的作用；
序言部分 4: 观察到干旱在人民生命损失、粮食不安全、自然资源退化、对环境的动物种群和植物种
群的负面影响后果、贫穷和社会不稳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并观察到在一些经济部门（特别包括农业、
畜牧业、渔业、供水、工业、能源生产以及旅游业）有着日益切身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损失。
序言部分 5: 关注到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以及可能会改变干旱形势，干旱的频率、程度和持续时间
可能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损失风险；
序言部分 6: 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有助于减轻干旱的加剧，并需要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原则和规定采取行动；
序言部分 7: 注意到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是全球性挑战，继续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序言部分 8: 确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没有制定充足的合理抗旱管理和主动干旱防御政策，而且需要加
强旨在支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管理干旱和建立恢复能力方面的国际合作，同时确认，
所有国家将继续采取被动、危机管理的模式应对干旱；
序言部分 9: 同时认识到各国迫切需要有效地管理干旱，同时更好地应对其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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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部分 10: 认识到为了更好地应对干旱，各国需要理解改进风险管理战略、制定降低干旱风险的
防备计划。
干旱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领域的科学进步
序言部分 11: 认识到在各国政府建立的干旱监测和早期预警和信息系统以及当地知识和传统做法的
利用上取得的进展能够促进提高社会的恢复力，提高规划和投资决策的可靠程度，包括减轻干旱影
响的后果；
序言部分 12: 认识到在季节至年际乃至多代际气候预测方面的科学进步为不断发展用于支持改进干
旱管理的新工具、新服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开展脆弱性和影响评估的需要
序言部分 13: 注意到迫切需要跨部门协调开展干旱脆弱性和干旱管理的评估。
开展快速救援和响应的需要
序言部分 14: 注意到需要确定应急措施以降低当前干旱的影响，同时降低未来出现干旱的脆弱性，
救灾必须针对受影响的社区和社会经济部门并及时开展。
序言部分 15: 还注意到出于长期抗灾的目的，有必要在干旱救灾措施与防灾、减灾和适应行动之间
建立协同关系。
制定有效干旱政策的需要
序言部分 16: 回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的成果文件中承诺要显著促进各级酌情实
施 “ 水资源综合管理 ”。
序言部分 17: 回顾到 UNCCD 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还呼吁建立有效的政策以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
化，以及减轻干旱的影响。
序言部分 18: 还回顾到 UNCCD 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呼吁建立关于干旱的宣传政策框架，以推动建立
国家干旱管理政策。
序言部分 19: 回顾到各国政府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加强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
服务的制作、提供、交付和使用。
（执行部分）
执行部分 1: 鼓励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国家干旱管理政策，同时要符合其国家发展法律、条件、
能力和目标，特别要以下列各项为指导：
-

制定积极的干旱影响减缓、预防和规划措施，开展风险管理，促进科学、适
当技术和创新，开展公共宣传和资源管理，这些均应成为有效国家干旱政策
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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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进一步协作，提高地方 / 国家 / 区域 / 全球观测网络和提供系统的质量。

-

提高公众对干旱风险的认识与备灾。

-

酌情考虑在各国的法律框架、经济手段和金融战略中，将降低风险、风险分
担和风险转移的工具纳入干旱管理计划。

-

以健全的自然资源管理和适当管理层面的自救能力为基础，制定应急救援计
划。

-

将干旱管理计划与地方 / 国家发展政策挂钩。

执行部分 2: 敦促世界气象组织、UNCCD 和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
计划和条约，以及其他有关各方，协助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制定 “ 国家干旱管理政策 ” 及
其实施；
执行部分 3: 敦促发达国家按照《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原则和规定，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
达国家采取措施，全面开发和实施 “ 国家干旱管理政策 ”；
执行部分 4: 鼓励进行国际合作，包括南北合作，在适当的情况下辅以南南合作，以促进发展中国家
的干旱政策；
执行部分 5: 提请 WMO、UNCCD 和 FAO 根据 HMHDP 的建议，更新其科学和政策文件草案，并
分发给各国政府，以供其在定稿之前审阅，并协助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 “ 国家干旱管理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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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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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G-WIGOS-2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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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框架实施计划
1.

绪论和背景

1.1

WIGOS 的目的和 WIGOS 实施计划（WIP）框架的范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为 WMO 各观测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包括为 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做出了贡献。重要的是要认识到，WIGOS 不是取代现有的观测系统，而是为
这些系统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而这些系统将继续由各种组织和计划拥有并经营。WIGOS
将根据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配备的资源，把重点放在旗下各观测系统的治理与管理职能、机制和
活动的整合上。

本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WIP）所应对的，是按照 WMO 大会指定的方向，在 2012-2015 期
末前建立一个业务化的 WIGOS 所必需的活动。然而在 2015 年以后，WIGOS 将继续通过本计划的
执行而建立起的治理和管理机制，不断演进和提高。

WIP 还要涉及一些额外的、将能大大提高 WIGOS 2012-2015 年后业务实施能力的活动；但这
些活动要依赖经常预算之外的资源。如果这些活动没有完成，WIGOS 仍然可被视为是业务化的。然而，
这样生成的系统将不能高效地实现其目标，各会员的利益也将受损或延迟。

本计划分几个章节，分别确定和描述各种需应对的活动。每个领域的具体活动见表 2（见第 4 节），
该表明确了在全球、区域或国家各层面上的可交付成果、时限、责任、传播与风险，及可适用性。
类似的活动分类列在第 2 节下各相应分节的标题下。
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指导下，WIGOS 制作和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文件，详细介绍了 WIGOS
的理念、架构、愿景和宣传册，使 WIGOS 的试点和示范项目大有裨益。这些文件可从以下链接获得：
WIGOS 基本文件和宣传文件
1.2

WIGOS 的愿景和大会就 WIGOS 实施的指南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加强 WMO 观测系统的整合应是 WMO 的战略目标，并将其作为

WMO 战略计划的一项主要预期成果 1。
大会同意 WIGOS 的愿景，即要求发展一个综合、协调和全面的观测系统，从而以符合成本
效益的可持续方式来满足会员在提供天气、气候、水和有关环境服务方面不断变化的观测需求。
WIGOS 将为了社会的利益加强 WMO 观测系统与伙伴组织观测系统的协调。此外，WIGOS 将提供
1

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106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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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促成 WMO 观测系统整合和优化发展的框架，包括为 WMO 共同发起系统作出贡献。该系统将
和 WMO 信息系统（WIS）一起，促进持续、可靠地获取一系列扩展的环境资料和产品以及相关的
元数据，从而增加知识，并加强涵盖所有 WMO 计划的服务。
大会还决定，在第 16 个财政期间，要积极稳妥地开展 WIGOS 的实施，并 在 WMO 的协调下，
着重建设改善治理、管理、整合和优化多个观测系统的框架，以实现平稳转型，并不遗余力地促使
WIGOS 在 2016 年投入业务运行。
大会强调，WIGOS 的实施应立足于现有的 WMO 观测系统，并使其增值，重点是在发展过程
中整合地面观测和空基观测，以满足 WMO 计划以及 WMO 共同发起计划的需求。大会指出，由于
所有的 WMO 计划都将受益，所以每个计划都应该积极参与 WIGOS 的实施，并为此贡献自己的专
业知识和资源。

大会同意在实施 WIGOS 时，必须对目前的管理、治理和支持活动进行审查，并使其与 WMO
重点工作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将促进在技术、业务和管理层面的合作与协调。

大会重申了作为一个重要、独特的天气、气候和环境监测的观测数据源，综合卫星系统十分重
要。它强调，应进一步促进仪器的相互校准、数据交换、数据规范化管理、用户信息和培训，以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背景下，充分利用空基能力的优势。
大会强调，WIGOS 将对 WMO 的重点项目活动至关重要，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航空气象服务、减少灾害风险、和能力发展。它也将确保协调 WMO 的活动，对其共同发起的
GCOS、GOOS、GTOS 和全球地球观测系统（GEOSS）做出更好的贡献。

2.

WIGOS 实施的关键活动领域

WIGOS 内观测系统包括全球观测系统（GOS）、全球大气监测网（GAW）、WMO 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包
括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和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包括地基和空基部分。
上述组成系统包括所有 WMO 对联合发起系统的贡献，即 GCOS、GOOS、GTOS，以及 WMO 对
GFCS 和 GEOSS 的贡献。
要将现有的观测系统转移到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单一系统即 WIGOS 中，需要把重点放在以下关键领
域上（以下章节有详细描述）：
(a)

WIGOS 实施管理；

(b)

与 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以及国际合作组织和计划之间的合作；

(c)

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d)

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e)

质量管理；

附录
(f)

标准化、系统互操作性和数据兼容性；

(g)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h)

数据发现、传递和存档；

(i)

能力发展；

(j)

交流与宣传。

2.1

WIGOS 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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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的实施即是整合所有 WMO 自有和共同发起观测系统的活动：为所有 WMO 计划和活
动提供支持。执行理事会和区域协会通过各自的工作机构，在 WIGOS 的实施中担当主导作用。
WMO 大会（Cg-16）决定 WIGOS 实施的技术问题将由 CBS 和 CIMO 为主的技术委员会提供指导。
在 WMO 秘书处内，WIGOS 项目办公室将对 WIGOS 的实施提供支持。

执行理事会
WMO 执行理事会将继续监督、指导、评估和支持 WIGOS 的实施。 在 Cg-16 的指导下，EC63 建立了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ICG-WIGOS），为 WIGOS 内观测系统的规划、实施和进一
步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WIGOS 的实施进展情况将报告给以后各届 EC 会议。理事会指定
CBS 的主席为 ICG-WIGOS 的主任。

技术委员会
鉴于 ICG-WIGOS 需要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大量积极合作和良好协调，特别是那些负责 WIGOS
内观测系统，ICG-WIGOS 应确保 WIGOS 实施的技术方面能够纳入 WMO 各有关技术委员会的工
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区域协会
区域协会将在 WIGOS 的实施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协会通过其 WIGOS 区域工作机构（工
作组或任务组），将协调 WIGOS 区域一级的规划和实施，同时考虑到 WMO 的各种未来工作重点，
如 GFCS 和 DRR。在 ICG-WIGOS 的指导下，区域级工作机构将负责：
(a)

WIGOS 区域实施计划的制定；

(B)

将 WIGOS 区域网络组成部分整合为诸如区域基本观测网络类的概念；

(C)

根据全球观测系统（EGOS-IP）演进的实施计划 (EGOS-IP)1，，确定区域网络的演进。

2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vision.html#egos-ip

25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根据全球观测系统（EGOS-IP） 演进的实施计划，确定区域网络的演进。区域 WIGOS 实施计

划还将讨论区域方面的要求、标准化、观测系统的互操作性、数据兼容性、数据管理、质量管理体
系（QMS）的程序，包括性能监控和数据质量监控，以及观测网络 / 系统的改善建议。区协的一项
重要作用应是评估和持续监测区域的要求，界定地区间差距，并确定能力发展项目，以应对这些差距。

WMO 会员
根据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WIP）和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R-WIP），以 WMO 技术规则
及其 WIGOS 手册中规定的标准和最佳做法为基础，要求会员制定自己的国家 WIGOS 实施计划
（N-WIP）以协助他们规划、实施、运行和维护国家网络和观测计划。应鼓励他们在其网络中采取
复合网络法，获取来自 NMHS 和其它国家机构、商业部门和公众等外部资源的数据，并向外传输。
WMO 会员针对 WIGOS 的一个特定重点区域应是进一步重视站点保护和无线电频率保护。
还应当制定计划，与负责监督 WIGOS 内观测系统的不同所有者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合作。
具体而言，气象、水文、海洋 / 海洋学与学术 / 科研机构 / 部门在国家一级是互不交叉的，而开展这
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加强这些部门间的合作。

关于无线电频率保护，会员应与其国家通信部门保持密切协调，注册其频率以获得充分地保护，
同时保护地球气象、气候和地球观测所用频率，包括积极影响各国代表团参与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

WMO 秘书处
在 WMO 组织机构和 WIGOS 项目督查委员会 (POB/WIGOS) 的指导下，WIGOS 项目办公室（POB/
WIGOS）1 将开展 WIGOS 实施工作的总体协调和支持活动，而 WIGOS 项目督查委员会负责秘书处
内的协调机制。WIGOS 项目办公室还将与 WIGOS 实施相关的合作组织定期接触。
2.2

与 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以及国际合作组织和计划之间的合作

WIGOS 将成为一个综合、全面、协调的系统，主要包括 GOS、GAW、GCW 和 WMO 水文观测系统（包
括 WHYCOS）的地基和空基观测部分，加上 WMO 对 GCOS、 GOOS 和 GTOS 的所有参与部分。
应当指出，相对于主要 NMHS 自有的构建 WWW 的观测系统，拟建的 WIGOS 组件观测系统由各
种研究和业务组织拥有和运行。因此，各界之间的互动对于 WIGOS 的实施非常重要。加强研究界
和业务观测界之间的互动对于维持与演进符合科技新成果的观测系统和做法尤为重要。WIGOS 是
GFCS 的一个主要观测组成部分，还将为 GEOSS 提供不可或缺的贡献。

3

  根据决议 50 (Cg-16) 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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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和计划
加强协调和合作，需要得到更高层面、经 WMO-UNESCO/IOC-UNEP-FAO-ICSU 谅解备忘录
确定的和解机制的支持，从而解决可能出现的数据政策、产品交付和其他治理问题。这些跨部门、
跨观测系统的协调机制，需要通过 NMHS 间类似的合作和协调安排，并通过国家层面上 GFCS、
GCOS、 GOOS、GTOS 和 GEOSS 的实施机制，加以补充和支持。

大会同意，气候空间监测的架构应确定为端到端的系统，涵盖各利益相关方，包括业务卫星运
营商和研发空间机构、气象卫星协调小组（CGMS）、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地球观测组织（GEO）。在 WMO 的背景下，
这一架构应是 WIGOS 的空基组份的一部分。因此，要在上述现有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
对 WIGOS 的协调支持上。
2.3

WIGOS 系统内观测系统的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WMO 对全球观测系统的 2025 年发展愿景 2 表示赞同，该愿景为未来几十年全球观测系统的演

进设定了高层次的指导目标。为了补充和回应这一愿景，CBS-15（2012 年 9 月）批准一份全球观
测系统演进实施计划（EGOS-IP），并提交 EC-65(2013 年 5 月 )。EGOS-IP 的重点将是 WIGOS
内观测系统的长期演进，而 WIGOS-IP 将把重点放在整合这些组成观测系统。2015 年以后，这些
计划将为会员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南，确定激励观测系统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演进的行动，并采取综
合的方式，回应所有 WMO 计划和其联合发起计划中有关部分的要求。
关于 WIGOS 的地基子系统，目前的观测站网络主要是独立的，包括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站点，例如：
(a)

地面天气站（陆地和海洋站）；

(b)

高空天气站（陆地和海洋站）；

(C)

飞机气象站；

(D)

航空气象站；

(E)

研究和特殊用途船舶站；

(F)

气候站；

(G)

GCOS 地面网 (GSN)；

(H)

GCOS 高空网 (GUAN)；

(I)

农业气象站；

(J)

水文站；

(K)

特别台站，包括：

4

详见 WMO 网站：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vi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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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天气雷达站；

(M)

辐射站；

(N)

风廓线仪站；

(o)

大气监测站（闪电探测站网）；

(P)

微气候通量站；

(q)

植物物候观测站；

(r)

气象火箭站；

(s)

全球大气监测网（GAW）站；

(T)

全球冰冻圈观测站；

(U)

地球边界层站；

(v)

资料浮标（漂浮和系泊）和海面滑翔机；

(w)

海洋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

(x)

舰载观测（海面、海洋学、高空）；

(y)

验潮站；

(z)

海啸监测站。
WIGOS 实施后，这些独立的网络仍将继续发展，但也将得到更为突出的集体身份，即 WIGOS

地基子系统，为满足某些目的，可能会考虑发展成一个单一的综合观测系统（固定或移动）站点 / 平台。
区域协会在协调 WIGOS 地基子系统（从以往的天气和气候网络概念演变而来）的相关要素的实施
方面将起到更广泛的作用。
同样，WIGOS 的空基子系统由许多不同的平台和各种卫星组成。由于已建立了一个 WMO 和
CGMS 共同维持的全球协调计划，所以已经实现了部分整合，并考虑到了一些应用领域的需求。不过，
还应进一步开发和扩展，以更好地支持那些目前未从空基观测的全部潜力中受益的应用领域，例如，
GAW 和 WMO 水文观测系统系统中的其他组件、以及 GFCS 的和 GCW 的新举措。此外，还应继
续在相互校正、数据和产品的协调、复合产品的提供等方面加大整合。针对 WIGOS 空基子系统的
数据和产品，区域协会将在汇总会员的意见、需求和优先事项的记录与维护等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

滚动需求评审 (RRR)1 5
各级协调战略规划都将建立在 RRR 流程的基础上，并将得到 WIGOS 监管材料的支持。
RRR 流程涉及对已界定的 WMO 应用领域和所有所需变量（见表 1）的观测资料需求的定期审
26

查 。 RRR 流程还涉及审查 WMO 观测系统和联合发起系统的能力，以及空基和地基系统中现有网

5

目前，全球观察系统手册 (WMO-No.544) 中有详细说明 , 全球观察系统指南 (WMO-No.488) 中有具体阐述， WMO
网站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RRR.html 上有进一步的描述。
6 RRR 包括对数据需求的描述，以每个所需观测变量的空间 / 时间分辨率、不确定性、及时性等要素表示，是独立于
观测技术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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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 平台提供各种变量资料的详细情况 37。收集的全球综合需求和能力信息以定量的形式记录在一
个资料库中，目前可从 WMO 网站获取，最终将可通过 WIGOS 信息资源 (WIR，见下文第 2.7 节 )
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OSCAR48）获取。有关地基网络和仪器仪表的详细信息目前记录
在 WMO 第 9 号出版物 A 卷，但将会带有 OSCAR 工具并最终可用。 空基的能力也会记录并通过
OSCAR 工具可用。OSCAR 允许进行差距分析，以明确现在观测计划的弱点。
上述步骤代表了 RRR 的分析阶段， 这是一个尽可能客观的阶段。下一步是 RRR 的优先与规划
阶段，即来自各应用领域的专家解读找出的差距、得出结论、确定关键问题和优先行动。这一步的
内容由各个应用领域的指导声明（SoG）组成。各技术委员会通过制定新的全球观测系统要求、并
编制协助会员应对新要求的监管和指导类出版物，以此对 SoG 做出回应。此外，CBS 和其他技术
委员会可利用这些 SoG 为 WIGOS 的进一步发展制定愿景和实施计划。
表 1: WMO 认可的 12 个应用领域
编号

应用领域

编号

应用领域

1

全球数值天气预报

7

海洋应用

2

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

8

农业气象

3

临近预报及甚短期预报

9

水文 9

4

季节到年际预报

10

气候监测

5

航空气象

11

气候应用

6

大气化学

12

空间天气

区域层面
RRR 的协调主要取决于 CBS 的整体 WIGOS 规划。区域协会，通过他们各自的 WIGOS 区域
工作机构，将按照代表了 EGOS-IP 和其他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的技术委员会的技术指导行事，以在各
区域形成各个观测系统并加以实施。

还应鼓励区域协会审查全球数据需求并报回 CBS，同时考虑到地区和国际流域管理机构的特殊
要求。这一流程本质上将涉及全球数据在区域数据需求的筹备过程中的使用，继而用于规划区域层
面上 WIGOS 内观测系统，随后鼓励区域内的会员在进一步酌情审查国家或次国家级的基础上，对
这些组件予以实施。

区域协会还将协调和确定会员有关数据和产品利用方面的需求，特别是落实 EGOS-IP 和本计划
的行动和指导意见，有关结果将作全球通报，以期对全球的执行情况和活动施加影响，包括 RRR。

7
8

能力是从各会员向 WMO 提交的各平台的特点生成的，如通过 WMO A 卷第 9 号，或其演变。

目前可通过 WMO 网站查询以下组成部分：用户需求：: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RRR-DB.html；空
间能力：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gos-dossier_en.php. 地基能力数据库目前在建。
9 仅含水文信息；目前不包括水质监测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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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或次区域级
WMO 会员将按照 EGOS-IP 和其他观测系统实施计划，协助区域级生成和实施观测系统的集体
努力。

WMO 会员还将提供全球和区域的数据需求信息，用以指导国家需求信息的编制，然后可以用
以开展 WIGOS 各国家观测组件的详细生成规划。
有些互邻小国，或已建立多边合作关系在国家可能更适宜采取次区域级，而非国家级 WIGOS
基础观测设施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会员国有必要密切合作，筹备次区域级需求审查，作为
次区域级详细规划的基础。
2.4

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观测系统的拥有者或保管者负责该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并负责达到 WMO 的观测系统及共建观
测系统的规定要求。系统拥有者一般是 WMO 会员国内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或者其他组织，有时是
其他实体。

WIGOS 涉及各观测系统之间共享运作经验、理念和最佳做法、专业知识、汇集资源开展联合
活动的流程，正如 EUMETNET10 内的运作。这样做的益处是实现协同效应、提高效率。这些互动可
以是同一个组织（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内不同的团队，抑或是不同组织间的活动，其可以受益于
相关技术委员会的技术指导，虽然其大多产生于国家一级，但也会出现在区域或全球层面上。例如：

(a)

维护巡查：气象、水文及其它网络通常需要其技术人员去巡查类似的地理区域，以维
护观测设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它可将维护巡查作为一项联合活动，从而达到效果；

(b)

频率管理：对国内的影响更大，纳入国际电信联盟；

(c)

校准和可溯源性：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共同努力，来提高观测资料效能及
其质量的潜力；

(d)

采购：观测系统的采购过程通常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联合
采购能够取得显著效能；

(e)

避免天气雷达受到风力涡轮干扰：规划不周的共同风险和更大影响；

10
由 29 个欧洲国家气象部门组成的集团，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成员之间在基本气象活
动的各个领域组织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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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运营方共同努力，通过 CGMS 和 WMO 空间计划实现了许多合作，且这些最佳
规范将进一步扩展到 WMO 的新举措，比如 GFCS。

(g)

还应注意到，WMO 会员要更加努力地维护元数据并将其提供给 WMO，以使 WIGOS
支持工具发挥有效作用。

2.5

质量管理

满足用户的质量要求和预期对于 WIGOS 的成功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对 WMO 观测计划、已提
出的具体任务需求以及现有技术机会所使用 现有规范进行深入的检验。WIGOS 质量管理体系（QMS）
实施战略应详细阐述 WIGOS 观测部分的所有过程，包括此部分的有效管理指南。
WIGOS 质 量 管 理 方 法 旨 在 将 WMO 质 量 管 理 框 架（QMF） 用 于 WIGOS 内 观 测 部 分（ 见
WMO 技术规则 (WMO-No.49)，卷 4）。WIGOS 质量管理将努力使 WIGOS 的各部分均符合国际
标准，例如 ISO 9001/9004 和 ISO 17025 标准（即关于仪器校准和资料的可溯源性）。除了 WMO
QMF 文件之外，将利用规章材料（例如，WIGOS 手册和指南）中所阐述的各类标准和最佳规范，
向各会员提供进一步的 WIGOS 质量管理指南。国家观测系统的质量管理应用和实施可参照此类强
制性和优良规范指南。为此，WIGOS 将侧重于：
(a)

审查 WMO 观测计划当前所使用的质量管理规范；

(b)

在资料加工的所有阶段记录观测质量；

(C)

尽可能确保对国际单位制（SI）的可溯源性。

WIGOS 质量管理中特别值得提及的一个部分是空基部分。CGMS 与 WMO 协调合作，支持
开发用于估算反演资料和产品的卫星观测及多星和多传感器算法的质量保证标准和格式，以及供
WMO 会员使用的先进大气探测反演软件包。这是一个健全有效的过程，预期它会继续满足 WMO
的新需求及作出重大贡献。为协助该项工作，WIGOS 还将确保详细列明那些需要对卫星资料进行
校准 / 验证的地基台站。
WIGOS 需要对质量管理给予特别关注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对 WIGOS 能力进行系统和严格的
绩效监督及评估（PM&E），这分为两个方面：(a) 观测资料 / 产品向模式输送；(b) 根据最终用户提
出的要求，为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提供产品 / 信息。有效的 PM&E 可促进 WIGOS 的总体绩效及其
与用户进行有效互动的能力，以及满足用户的需求和要求。

总之， WIGOS 质量管理的开发以及就如何达到相关技术标准向各会员提供指南等职责由
WMO 技术委员会及 CGMS 承担，而确保符合 WIGOS 质量管理原则（例如，ISO 9001、9004、
17025）的职责将主要由 WMO 会员自身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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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系统互操作性 11 和数据兼容性

在 WIGOS 实施中，WIS 对于资料交换和发现以及为资料管理提供有效的标准和规范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WIGOS 和 WIS 实施活动进行紧密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科学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能够继续为进一步提高观测的能力、可靠性、质量和成本效益
奠定基础 WIGOS 必须使用国际标准和 WMO 及其伙伴组织制定的最佳规范。

标准化的必要关键领域有：

(a)

各观测部分的仪器和观测方法，包括地基和空基要素（观测及其元数据）；

(b)

WIS 信息交换以及发现、调用和检索（DAR）服务；

(C)

资料管理（资料加工、质量控制、监督和存档）。

WIGOS 各观测部分的互操作性（包括资料兼容性）的实现是通过应用及使用相同的、国际公认标
准和最佳规范（即标准化）。支持资料兼容性也是通过使用标准化资料表示法和格式。因此，观测
系统互操作性和资料兼容性是将观测转化为有效资料 / 产品，从而满足不同用户实际需求的关键。

所有标准规范都将通过《WIGOS 手册》及其它相关手册列入《WMO 技术规则》。根据各自技术委
员会的职责，推荐的规范将被列入指南及其它技术文件。

2.7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WIGOS 信息资源可通过集中点（门户网站）获取，该信息资源将提供有关 WIGOS 的所有业

务信息，包括用户观测需求、协作观测网（仪器 / 台站 / 平台元数据）的描述及其能力、WIGOS 框
架中使用的标准以及推荐的规范和程序一览表、适用的资料政策以及关于如何调用资料的信息。它
还将提供关于 WIGOS 对会员的效益及影响的一般性信息。它将是滚动需求评审中关键性评审的一
种工具，并协助各会员和区域协会酌情进行观测网络设计研究。它还将根据 WIGOS 的要求，就发
展中国家如何开发能力提供指南，并在必要时为他们提供一个在国家范围内使用的工具箱。收集的
信息特别是为了确定观测网络存在的不足、确定现有观测系统可使用的领域，或在有限成本内可拓
展的范围以满足更多应用领域的需求。提供的关于标准以及推荐的规范和程序信息将支持制作更为
均一的数据集，并进行可溯源和保质的观测。
WIR 还将包括关于计划的观测网络信息以及现有观测系统计划的发展，从而树立未来全球、
区域和国家促进 WMO 网络及其如何满足用户需求的远景。如图 1 所示，这将依靠并获取关键的
WIGOS 支持工具。根据各会员和信息资源用户的反馈，一旦得以实施，ICG-WIGOS 将考虑对获取
11

互操作性是一种特性，是指不同系统协同工作（互操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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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中其它功能和 / 或信息源的需求。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WIR）及其关键支持工具
WIR 关键支持工具有：
1.

门户：提供一般信息及其他组成部分信息的门户；

2.

观测参考工具的 WIGOS 标准化（SORT）：链接 WIGOS 标准与推荐的规范和程序
的工具；

3.

观测系统的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 (OSCAR) ：一种工具，开展滚动需求评审（RRR）
过 程、 网 络 设 计 和 规 划、 提 供 观 测 用 户 要 求 和 观 测 系 统 能 力 的 信 息， 包 括 描 述
WIGOS 内观测系统（即观测元数据）以及链接至现有的数据库（例如，当适用时为
WMO 国家基本情况数据库）。

有关进一步详情，请参看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WIR）的功能要求，可查询：www.wmo.int/wigos
( 原则文件 )。
2.8

数据发现、传递和存档
在 WIGOS 框架内，WMO 信息系统（WIS12）提供资料和判读元数据交换 13, 及相关发现元数据

的管理 14。这些发现元数据在 WIGOS 观测资料和产品的发现、获取和检索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资料本身的提交、管理和存档通常由观测系统拥有方 / 资料保管方负责。然而，也有一些世界
数据中心和区域或专业资料中心负责收集、管理和存档涉及 WMO 应用的基本观测资料。
12
13
14

http://www.wmo.int/wis
判读元数据就是判读数据所需的信息
发现元数据就是描述数据集的信息，通常使用 ISO-19115 标准，在 WIS 情况下使用 WMO 核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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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确保所有参与方采用 WIGOS 和 WIS 标准，并通过 WIS 提供

其资料和元数据用于提供或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为此，将对促进和实施 DCPC（资料收集和制
作中心）以及国家中心予以支持和鼓励。指南将通过 WIGOS 的相应规章和技术文件来制定和提供。
2.9

能力发展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协调能力发展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这对于最不发达国家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 NMHS 尤其如此，以使它们能够开发、
完善和维持 WIGOS 国家观测部分 。这就需要在 WIGOS 之外，但又有密切关联的领域内进行能力
发展加以弥补，以促进获取和有效利用观测、资料及产品以及相关技术。WIGOS 在国家和区域层
面的能力发展活动侧重于：

(a)

帮助各会员采用或完善机构职责和政策，使其能够有效地实施、运行和管理观测系统；

(b)

弥补 WIGOS 观测系统目前在设计、运行和维护方面存在的缺陷，包括基础设施和人
员能力发展；

(c)

技术革新、技术转让、技术援助和决策支持工具。

GOS 发展实施计划中还涉及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卫星应用的能力发展（见
WMO/TD-No.1267）。虚拟实验室（VL）将继续发展，并帮助 WMO 所有会员实现卫星数据的效益。
2.10

交流与宣传

WIGOS 将通过 WMO 会员、计划、区域协会（RA）和技术委员会（TC）及共同发起方的努力，
来制定其沟通和宣传战略。该战略将首先阐述其宗旨、目标受众及向那些受众传达的关键讯息。

该战略将提供下列详细信息：WIGOS 效益、日增的效力和效率、对 WMO 会员各项活动的影响，
以及 WIGOS 资料的社会经济效益。该战略将利用 WMO 及其伙伴组织制定的，且当前有效运用的
宣传计划。支持 WIGOS 的宣传材料推荐一览表参见附录一。
WIGOS 门户可便捷登录，获取沟通、宣传和能力发展方面的相关信息，旨在补充而非重复其
它方面的工作。为了使各会员、资助机构、决策者和公众了解 WIGOS 对社会的重要性，将编写各
类宣传材料。这些材料包括针对小学和中学的海报及其它教育材料、WIGOS 手册、半年或年度通讯、
在线照片和视频库、观测系统现状的信息。

附录
3.

项目管理

3.1

项目框架

265

借助 WIGOS 项目办公室的支持，WIGOS 框架的实施将继续开展以下项目监督安排：
(a)

EC-63 建立了 ICG-WIGOS，为 WIGOS 框架的规划、实施和进一步发展提供技术指
导和支持，并指定了 CBS 主席作为 ICG-WIGOS 的主席；

(b)

WMO 秘书处内部的行政结构。通过 WIGOS 项目监察委员会（POB/WIGOS）以及
WIGOS 相 关 计 划 和 部 门（OBS、RES、CLW、WDS 和 DRA），WMO 秘 书 处 向
ICG-WIGOS 及其工作组以及其它相关的工作机构提供全面的支持。

3.2

项目监督、评审和报告机制

(a)

执行理事会将监督、指导和支持 WIGOS 的全面实施情况；

(b)

ICG-WIGOS 将向执行理事会的后续届会报告 WIGOS 的实施进展；

(C)

在 WMO 组织机构的指导下，通过秘书处的内部协调和监督机制，WIGOS 项目办公
室将在实施阶段负责定期地向 WMO 所有的组织机构和会员报告，以便说明和记录
WIGOS 实施的进展以及他们的密切积极参与。

3.3

项目评估

评估方法的制定将根据 WIGOS 实施活动表，即，活动、可提供的服务、时间表、职责和预算分配。
这包括监督和评估活动以及相关职责一览表。还计划开展中期评估、中期进展报告和实施后评审，
作为提供有效进展早期反馈的一种手段，以及作为满足整个实施阶段问责和透明度要求的一种手段。
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 NMHS 将按 WIGOS 项目办公室的要求提供进展报告。
4.

实施

4.1

活动、可提供的服务、进度、成本和风险
在 Cg-16 确定了一个目标，即 WIGOS 在 2016 年投入业务。表 2 列明了 2012-2015 年时间段

内 WIGOS 实施所需的关键实施活动。该表的设置对应第 2 节所列出的活动领域。在该表中，各项
实施活动附带列出了其相关可提供的服务、时间表、职责、成本和相关风险。
在 WIGOS 项目办公室的支持下和 ICG-WIGOS 的指导下，负责机构或实体将针对表 2 中的各
项活动制定详细的活动计划。该项目办公室负责跟踪这些活动及该计划本身的实施情况。

WIGOS实施活动

完成目标日
期

制 定 国 家 WIGOS 实 施 计 划 制定国家 WIGOS 实施计划
(N-WIP)

1.3.1
N

2013 年起

2013 年

制 定 区 域 WIGOS 实 施 计 划 制定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

会员

RA

100

50

0

1.2.1
R

ICG-WIGOS

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交 WIGOS 提 交 给 执 行 理 事 会 和 大 会 的 EC-65
WIGOS 实施状况年度报告
EC-66 Cg17
实施进展年度报告和建议

1.1.3
G

500

RQ

RB

欠缺

估计成本 (2012-2015
年 ) 千瑞郎

0
将 WIGOS 实施的技术事宜及持续 1) 调整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 1 ) 2 0 1 4 年 1) RA； TC
发展纳入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现 工作结构，以致力于 WIGOS
有 / 新的工作结构和程序
各项活动
2) 跨机构协调机制就绪
2) 2014 年
2) ICG-WIGOS

ICG-WIGOS

职责

1.1.2
G

1) 更 新 的 WMO 技 术 规 则 1) Cg-17
(WMO-No.49)， 以 及 新 的
WIGOS 手册提交 Cg-17 批准
2) WIGOS 指南
2) Cg-17
3) WIGOS 功能结构（FA）
3) 2016 年

可提供的服务

1) 制定 / 修订 / 更新 WMO 监管材
料纳入 WIGOS 法规。
2) 编制 WIGOS 指南
3) 建立 WIGOS 功能结构（FA）

活动

1.1.1
G

1. WIGOS 实施管理

编号

(评估进展情况：: 完成；实施中； 逾期的“完成目标日期”一栏标明。)

有常规预算。RB =常规预算。

中等

低

低

低

3.1.1； 4.1.1
5.1.1, 5.1.2
6.1.1； 7.1.1
8.1.1

非常高

依赖性

潜在风险

活动编号索引 a.b.c 其 是第2节中各小节编号 是全球(1)、区域(2)或国家(3)活动 是相互区分各项活动的序号。RQ：所需的资源。ARB = 现

根据实施规模，计划的活动列明如下 G=全球活动，R =区域活动，N =国家活动。

黑体字的各项活动被认为是WIGOS最为重要的活动，将于2015年实施。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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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 家 层 面 层 面 上，NMHS 与 其 1) 建立国家协作框架的指南；
它政府机构及潜在外部数据提供方
2) 建立国家协作框架
建立更密切的的合作

2.3.1

2) 2015 年

1) 2014 年

2015 年

会员、RA

ICG-WIGOS,

RA

SAT, CBS

CGMS, CEOS

合作伙伴

ICG-WIGOS

0

0

35

0

中等

低

低

7.1.1

中等

团体加强合作及伙伴关系。大会特别提及在国家级部门分立的气象、水文和海洋机构 / 部门之间加强合作。

15 大会强调，会员间需给予有力支持和密切合作来完善科学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满足 WIGOS 需求。在各区域内，最好是通过全区域的各组织或负责监督 WIGOS 观测部分的次区域

N

R

审查和推荐那些通过更密切的区域 拟纳入区域 WIP 的建议
合作和协调能够带来益处的领域

3) 2015 年

（注：对于 ACMS 自身的发展， 2) 制定 3.1.2 协作框架
2) 2014 年
请参见新的 3.1.2）
3) 合作伙伴批准的 ACMS 治
理方案

开 发 建 立 空 间 气 候 监 测 结 构 1) 合作伙伴批准的 ACMS 战 1) 2013 年
（ACMS）的协调框架
略

2) 2014 年

针对与伙伴组织的衔接协调与合作 1) 公布与合作伙伴合作战略并 1) 2014 年
制定指南、机制和程序（在所有全 在门户网站提供
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使用）
2) 与有兴趣的合作伙伴签署谅
解备忘录

2.2.1

G

2.1.2

G

2.1.1

2. 与 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 15 以及国际合作组织和计划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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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2015 年

3.3.2 定义次区域用户对于观测的需求
N

更新的 RRR 数据库 (OSCAR)

会员

3.3.1 按 照 EGOS-IP 和 其 他 观 测 系 统 实 1) 向 IPET-OSDE 报 告 EGOS- 1) 2014 年
N
施计划，协助区域级生成和实施观 IP 中详述的行动
2) 在国家层面上启动 EGOS-IP 2) 2015 年
测系统的集体努力

15

0

0

RA、会员

2015 年起

ICG-WIGOS,0
RA
RA
80

I P E T - O S D E , 50
ICG-WIGOS, TC

RA； IPET-OSDE 0

更新全球 RRR 数据库，同时考虑 细化的 RRR 数据库 (OSCAR)
到区域用户的需求
从 当 前 的 RBSN/RBCN 向 整 合 的 各区域协会通过的 RBON
RBON 过渡

3.2.2
R
3.2.3
R

S 50

C G M S , C E O S , 50
CBS, SAT

C
B
other TCs

2015 年

开发各区协应用的区域基本观测网 描述各区域应用的 RBON 概念 2015 年起
络 (RBON) 的概念
根 据 EGOS-IP 和 其 它 观 测 系 统 实 1) 向 IPET-OSDE 报 告 EGOS- 1) 2014 年
施计划所述的技术委员会技术指南，IP 中详述的行动
2) 在区域内启动 EGOS-IP
发展和实施区域的观测系统
2) 2015 年

3.1.4
G
3.2.1
R

3. 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WIGOS 及其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组成观测系统
3.1.1
完成用于所有系统及公认应用领域 1) 纳 入 WIGOS 监 管 材 料 的 1) 2014 年
G
的 RRR 规范、程序、职责和机制 RRR； 与 其 他 WMO 监 管 材 料
保持一致；
2) 相应机构承担其职责范围内
2) 2014 年
确定的 RRR 职责
3.1.2 围绕 GFCS 的四个优先重点建立空 1) ACMS 逻辑模式
1) 2013 年
G
2) ACMS 物理规划
2) 2014 年
间气候监测结构（ACMS）
3) 2015 年
3) ACMS 实施状态
3.1.3 使用 RRR 过程及利用会员的相关 提供给会员的关于网络设计的 2015 年
G
经验，制定关于观测网络设计原则 指导文件
的指南

低
1 . 1 .
3.1.4
高
3.1.1, 3.1.3
3.2.1, 3.2.2
3.3.2
7.1.1
高

高
3.1.1
3.2.1, 3.2.2
3.3.1, 3.3.2
7.1.1
低
1.1.1
高
3.1.1, 3.1.3
3.2.2
3.3.1, 3.3.2
7.1.1
中等

高
3.1.3
3.2.1, 3.2.2
3.3.1, 3.3.2
7.1.1
低
2.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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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5.1.2

2) 2015 年
审查 WMO 观测计划当前所使用的 报告需要改进的领域的 QM 规 2014 年
质量管理规范
范

制定子观测系统之间共享业务经验 纳入 WIGOS 指南的指导意见 2015 年
和专业知识的过程指南和支持联合
G
活动的指南
5. 质量管理 (QM)
5.1.1
制定包 WIGOS 质量管理指南、机 1) 将 WIGOS QM 纳入 WIGOS 1) 2015 年
制、规范和程序
监管材料
G
2) 相应机构承担其职责范围内
确定的 RRR 职责

4.1.2

4. 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4.1.1
为进一步整合观测资料和产品，制 1) 纳入 WIGOS 指南的指导意 1) 2015 年
定指南、机制和程序
见
G
2) 2015 年
2) 针对某些具体产品整合活动
开展工作

ICG-WIGOS

200

280

ICG-WIGOS
相关的 TC

90

0

ICG-WIGOS

ICG-WIGOS

5.1.1

高 ( 资源 )

8.1.1

5.1.2

高 ( 资源 )

4.1.1

8.1.1
中等

6.1.1；

4.1.2；

3.1.1；

1.1.1；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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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年

3) 2015 年

2) 记录实施标准，仪器、观测方法、2) 酌 情 记 录 并 在 门 户 网 站 提
供实施标准、推荐规范和程序
资料产品等的最佳规范和程序
2) 2015 年
3) 最新编写的标准和推荐的规
范，并记录于 WIGOS 监管材料

1) 制定 WIGOS 标准化指南

16

HR: 数年中的人力资源

N

7.1.2 调研用以描述全球观测产品（卫星 记录对该数据库的需求
数据、天气雷达）的数据库的必要
G
性
7.1.3 对 WMO 会 员 能 够 为 支 持 WIGOS 发布调查结果和最终决定
业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和运行提供何
G
种帮助展开调查 Resource
7.3.1 提供 WIR 所需的信息
提供并维持 WIR 所需的信息

3) 业务验收

WIGOS-PO

2013 年

从 2013 年起 会员

SAT, CBS

0

50

0

2Y16

秘 书 处 与 会 员 合 330 &
作
HR:

中等
7.1.1
7.1.3

7.1.1

低

3.3.1, 3.3.2
低

3.2.1, 3.2.2

3.1.1, 3.1.3

高

8.1.1；

7.1.3；

7.1.1；

WIGOS PO

低
1.1.1；

100

TT-WRM

相关的 TC

3) 2015 年
2013 年

7.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WIR)
7.1.1 设计和开发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1) 技术规范
1) 2013 年
(WIR)
G
2) 决定开发 WIGOS 信息资源 2) 2013 年
（内部与招标）

G

6. 标准化、系统互操作性和数据兼容性
6.1.1 1) 制定 WIGOS 标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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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8.1.2

3) WIGOS 手册和指南中确定的 3) 2015 年
规范
4) 2015 年
4) 建立维护 MD 标准的机制
2014 年
建立一个机制，以协助会员实施和 1) 制定机制
利用 WIGOS 元数据标准、规范和
程序

2) 通过 WIR 初始调用 WIGOS
元数据
2) 2014 年

8. 数据发现、传递和存档
8.1.1
制定 WIGOS 元数据标准、规范和 1) 批 准 WIGOS 元 数 据 标 准、 1) 2015 年
程序
规范和程序 并纳入 WIGOS 监
G
管材料

ICG-WIGOS

ICG-WIGOS

TC

0

100

10.1.1

8.1.1

4.1.1,

低

5.1.1

7.1.1

高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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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WIGOS 实施筹集资金

9.3.1
N

10. 沟通和宣传
10.1.1
制定一项有效地 WIGOS 沟通和宣 已 制 定 WIGOS 沟 通 和 宣 传 战 2013 年
G
传战略
略
10.1.2
编写沟通和宣传材料（建议请参见 沟通和宣传材料在 WIGOS 门户 2015 年
G
附件 1）
网站上提供

9.3.2
协助会员使用 WIR 以设计和管理国 采取的初步措施改进国家网络 2015 年
N
家 WIGOS 网络
的设计
9.3.3 协助会员 WIGOS 元数据
提 供 工 具 以 协 助 会 员 提 供 2014 年
N
WIGOS 元数据

为 NMHS 实 施 WIGOS 提 供 更 2015 年
多的资金

2015 年

0
125

ICG-WIGOS
WIGOS-PO

WMO 秘书处、会 250
员

WMO 会员，借助 0
WMO 秘书处的援
助
WMO 会员
120

100

编写有关 WIGOS 的指南和培训材 编制培训材料和指导意见
料及其它相关文件

9.1.3
G

WIGOS-PO
TC

WMO 秘书处、会 200
员

为会员提供关于 WIGOS 实施的协 为会员提供援助发展 N-WIP
助

9.1.2
G

2015 年

ICG-WIGOS
0
教育培训计划,
RA

9. 能力发展
9.1.1
制定 WIGOS 能力发展（WCD）战 1) 制定 WCD 战略并在 WIR 提 1) 2013 年
G
略，包括教育和培训
供
2) 2015 年
2) 开展 WCD 各项活动

低
7.1.1

低

8.1.1

中等
7.1.1
中等

中等
1.1.1, 1.2.1
2.3.1,3.1.3,
3.2.1, 4.1.1,
4.1.2, 5.1.1；
6.1.1, 7.1.1；
8.1.1, 9.1.3,
9.3.1, 9.3.2
中等
3.1.1； 4.1.1
5.1.1, 5.1.2
6.1.1； 7.1.1
8.1.1
中等
1.1.1；
7.1.1； 7.1.3；
6.1.1； 8.1.1；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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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能否在第 16 财务期内及时完成 WIGOS 的实施直接取决于现有的资源。大会将高优先重点放在

对 WIGOS 活动的概算分配。大会还敦促会员继续提供资金帮助支持 WIGOS 的实施。大会认识到，
技术委员会要在 WIGOS 实施中发挥关键作用就需要有额外资金，因此，进一步敦促会员还需提供
资金作为其自愿捐助的一部分，以使能够充分发挥这一作用。

通过从各 NMHS 借调专家能够基本满足满员配置的要求。为此，大会敦促各会员在 WIGOS 实
施期间向秘书处提供借调服务，以确保其成功完成。

投入资金全面实施 WIGOS 应当是会员开发和实施计划中的高优先重点。此外，需要通过
WMO 秘书处为职工和非职工成本提供额外资金，用于秘书处正常计划活动以外的实施和协调工作。
为确保 WIGOS 实施所需的资金，应考虑提供下列资源：
(a)

用于 WIGOS 实施支持活动的 WMO 常规预算；

(b)

补充 WMO 常规预算的 WIGOS 信托基金；

(c)

实物捐赠；

(d)

工作人员借调；

(e)

用于 WIGOS 相关技术合作及能力发展活动的自愿合作计划基金；

(f)

支持 WIGOS 的区域资金筹措活动；

(g)

信息系统的业务承办方。

必须主要通过借调专家，包括来自会员的初级专业官员（JPO），才能满足对协助两名正式职
员完成项目办公室下列关键工作的强烈要求：
(a)

协助正式员工管理和协调 WIGOS 项目（JPO、需 20 万瑞郎预算外资金）；

(b)

设计、开发和维护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WMO 临时人员、需 40 万瑞郎预算外资金）
；

(c)

协助编写 WIGOS 技术文件（借调，需 15 万瑞郎预算外资金）；

(d)

协助 WIGOS 全球和区域活动（借调），并协调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的内容管理。

下文表 3 中提供了 WIGOS 框架实施的人员需求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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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WIGOS项目办公室2013 -2015年所需增加人员的资金

编号
4.

职位

所需的额外资金

WIGOS 项目官员 (P.3)
( 负责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实施 )

5.

初级专业官员
( 负责协调 WIGOS 区域和国家计划以及相
关的项目，包括能力发展项目 )

6.

借调的专家
( 负责编写 WIGOS 法规材料 )

注释

需
40 万瑞郎

要 与捐款方进行初步的
磋商

需
15 万瑞郎

要 与会员进行初步的磋
商

需
15 万瑞郎

要 与会员进行初步的磋
商

总计： 70 万瑞郎
6.

风险评估 / 管理
各项实施活动 / 项目都将制定风险管理计划（RMP），包括减低风险。已确定的风险领域如下：

(a)

WIGOS 的复杂性；

(b)

基本基础设施的可用性；

(c)

所有利益攸关方对于在商定的时间段内实施初始活动 / 项目的坚定承诺，包括提供所
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d)

对相应领导实施各项活动 / 项目的要求；

(e)

利益攸关方的部分利益未汇集于既定目标；

(f)

相互依存的项目协调；

(g)

在服务用户和观测系统运行机构之间建立有效衔接；

(h)

项目实施的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和职责；

(i)

实施管理缺乏透明度；

(j)

如果缺乏人力资源，就不可能充分地实施。

7.

展望
本文件描述了 2012-2015 年将开展的关键活动。如 Cg-16 所确定，目标是 WIGOS 到 2016 年

投入业务。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 WIGOS 概念阶段的测试中获得的经验明确表明，仅用四年时
间不可能完成对所有全球、区域和国家级观测系统的整合。尽管 WIGOS 的运行应在 2016 年启动，

附录

275

但仍极有必要继续开展大量的实施活动。必须要认识到，需要有额外的资金来确保秘书处对实施过
程的连续性给予支持。然而，对需要投入多少人力和财力作出准确说明还为时尚早。Cg-17 时应就
此类事宜作出决定。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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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建议的WIGOS沟通和宣传材料
目标受众
门户网站

文件的类型和

活动

时段

状态

篇幅
WMO 会员、区协，与 其 它 材 料 链 WIGOS 项目办公室监督门 2 0 1 2 - 待实施
技术委员会、空间 接的网页

户网站的开发

2013 年

机构、伙伴组织、
公众
WIGOS 当 务 之 WMO 会员

10 页 文件 (pdf) WIGOS 项目办公室更新文 2012 年 已完成

急
WIGOS 手册

件
2 页 的 手 册 2- WIGOS 项目办公室起草手 2012 年 有材料

公众

(pdf)

册，分发给 ICG-WIGOS 及
相 关 的 专 家， 更 新 和 提 请

WIGOS 标 准 的 WMO 会员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20 页介绍 (ppt) WIGOS 项 目 办 公 室 起 草 2012 年 有材料

介绍（将用于各

标 准 的 介 绍， 分 发 给 ICG-

类活动，并在需

WIGOS 和 相 关 的 专 家， 更

要时作出调整）

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席

WIGOS 标 准 的 特别会议

海报

的批准
WIGOS 项 目 办 公 室 制 作 2012 年 有材料

宣传海报（将用

(A2, pdf)

海 报 草 案， 分 发 给 ICG-

于各类活动，并

WIGOS 和 相 关 的 专 家， 更

在需要时作出调

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席

的批准
整）
WIGOS 基 本 原 WMO 会员、空间 1 页 文件 (pdf) WIGOS 项目办公室通过各 2012 年 有材料
理

种现有材料整理 WIGOS 基

结构、合作组织

本原理的信息
WIGOS 在 观 测 WMO 会员、空间 2 页 文件 (pdf) WIGOS 项目办公室起草初
系统实施的效率 结构、合作组织

稿，分发给 ICG-WIGOS 和

和效力方面益处

相 关 的 专 家， 更 新 和 提 请

将作为新
文件制定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WIGOS 资 料 的 政府、WMO 会员、2 页 文件 (pdf) WIGOS 项目办公室与其它 2012 年 将 作 为 新
社会经济效益

资 助 机 构、 空 间

部 门（WDS、RES） 起 草

机构、伙伴组织、

初 稿， 更 新 文 件， 分 发 给

公众

ICG-WIGOS 和相关的专家，

文件制定

更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
WIGOS 实 施 对 WMO 会员

席的批准
5-10 页 文 件 WIGOS 项目办公室起草初 2 0 1 2 - 将 作 为 新

WMO 会 员 的 影

(pdf)

响

稿， 征 询 会 员 意 见， 更 新 2013 年 文件制定
文 件， 分 发 给 ICG-WIGOS
和 相 关 专 家， 更 新 和 提 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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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参考文件
WMO 组织机构的报告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026)

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7)

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07)

4.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27)

5.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32)

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042)

7.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59)

8.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三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8)

9.

《CBS-14 含决议案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040)

10.

《CBS- 特别 (2010) 含决议案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0)

11.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最终报告（2007 年 12 月）

12.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最终报告（2009 年 5 月）

13.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最终报告（2010 年 3 月）

14.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最终报告（2011 年 2 月）

15.

EC WIGOS-WIS 工作组 WIGOS 小组第一次会议最终报告（2008 年 11 月）

16.

EC WIGOS-WIS 工作组 WIGOS 小组第二次会议最终报告（2009 年 10 月）

17.

EC WIGOS-WIS 工作组 WIGOS 小组第三次会议最终报告（2010 年 10 月）

18.

ICG-WIGOS 第一次会议最终报告（2011 年 9 月）

其它相关文件
19.

GOS 2025 年远景（CBS-14，2009）

20.

WIS 项目和实施计划（v. 1.2，2010 年 2 月）

21.

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GCOS-138，WMO/TD-NO.1523）

22.

WMO 全球大气监视网（GAW）战略计划：2008-2015（WMO/TD-NO.1384）

23.

全球观测系统空基和地基子系统发展实施计划（WMO/TD-No.1267）

24.

WCRP 2010-2015 年实施计划（WMO/TD-No.1503）

25.

首个美国海洋综合观测系统（IOOS）开发计划，2006 年 1 月，华盛顿特区

26.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 10 年实施计划（GEO 1000，2005 年 2 月）

27.

EUCOS 计划管理文件 EUCOS

28.

THORPEX 国际研究实施计划（WMO/TD-No.1258）

29.

建立一个支持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的持续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 JCOMM 观测系统实
施目标（2009）

30.

IODE 和 JCOMM 的海洋资料门户网站及 WIGOS 试点项目综合实施计划（2008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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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缩略语表
CEOS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GMS

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CONOPS

业务理念

DAR

发现、获取和检索

DB

数据库

DCPC

WIS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DRR

减轻灾害风险

ET

(WMO 技术委员会 ) 专家组

EUMETNET

欧洲气象服务网

FAO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GAW

全球大气监视网

GC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W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EO

地球观测组织

GEOSS

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

GISC

WIS 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FCS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OOS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TOS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ICG-WIGOS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小组

ICPC

地球观测机构间协调和规划委员会

ICSU

国际科学理事会

IOC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U

国际电信联盟

LDCs

最不发达国家

MOU

谅解备忘录

NMHS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OS

国家观测系统

OSEs

观测系统试验

OSSEs

观测系统模拟试验

QA

质量保证

QC

质量控制

QMF

质量管理框架

QMS

质量管理系统

RA

区域协会

RCC

区域气候中心

RIC

区域仪器中心

RMIC

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RRR

滚动需求评审

附录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oG

指导声明

SORT

（WIGOS）基准观测工具标准化

SLA

服务层面协议

TC

技术委员会

TOR

职责范围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WC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IGOS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P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R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WIR)

WIS

WMO 信息系统

WHYCOS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WWW

世界天气监视网

附录 5
总摘要第 4.4.11 段的附录
建议的《WMO 技术规则》(WMO-No.49)WIGOS 部分的结构
( 带删除线的文字表示删除，带下划线的文字表示添加 )
文件修订标记记录
一般规定
定义
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20xx 年版）
第一部分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
I.1 WIGOS 的范围绪论
I.2 组成系统的常见属性
I.3 WIGOS 的地基子系统特有的常见属性
I.4 WIGOS 的空基子系统特有的常见属性
I.35（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的观测部分
I.6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的观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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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7 WWW 全球观测系统 (GOS)
I.48 WMO 水文观测系统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 参考：第三卷 )
I.5 气候资料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ECVs
I.7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

附录 6
总摘要第 4.6.13 段的附录
WMO 奖学金委员会所采用的对新任常任代表出访考察申请指南

(a)

常任代表履职起到提出进行考察访问是否间隔了六个月？

(b)

预计申请人在考察访问后是否会继续担任常任代表至少一年以上？

(c)

该国的发展状况如何？优先选择最不发达国家。

(d)

申请人担任常任代表是否不到四年？

(e)

申请人以前是否参加过与考察访问相关的 WMO 活动？

(f)

在收到访问申请之前的两年，该国是否得到对考察访问的资助？

(g)

秘书长是否已收到以前考察访问的报告或确定其影响的报告？

(h)

对重要问卷调查（例如，监督问卷调查）的答复以及奖学金报告是否已提交给秘书长？

(i)

秘书长正式同意的三个月内是否可能进行访问？

(j)

资金的额度，以使考察访问的支出保持在不超过常规预算划拨给奖学金总额的 10%；

(k)

利用其他计划、会议、研讨会等共同资助拟定的访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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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总摘要第 4.6.35 段的附录
VCP（F）建议在 2013 年津贴（瑞士法郎）
2013 年 VCP 信托基金

提议

名义分配

分配方案
2013

截至 2013 年 1 月 1 日账户余额

643,575
57,755

承付款项
2013 年预期捐款

150,000

2013 年预期可用资金

735,820

优先领域
VCP 零部件 / 运输

30,000

专家服务

50,000
100,000

（短期）奖学金与培训活动
地区项目开发活动

30,000

GTS 改良

50,000

观测系统改良

70,000

GDPFS 改良

30,000

农业气象活动

30,000

CDMS 与气候学活动所需支持

30,000

紧急援助

50,000

业务水文学活动

30,000

卫星接收系统改良

30,000

通讯

50,000

共计

580,000

储备金

15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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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总摘要第 4.8.1.2（a）段的附录
WMO 运行计划 （2016-2019 年）

Conceptual Diagram of WMO Strategic Plan
BENEFITS

Weather, Climate
and Water
Services

Research

Drivers,
“Global
Societal
Needs”

OUTPUTS

INPUTS

DRIVERS

Forecasts and
Predictions
Obs and Data
Exchange

DRR

Societal
Impacts
(meeting
needs),
Socioeconomic
benefits
etc

Capacity development
UNDERPINNING
ACTIVITIES

Partnerships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WMO 目前用来表示战略计划过程和各种要素间联系的图表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WMO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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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Linkages between the SP, OP, RBB
and M&E

OP (2016-19)
KOn11
Del

GSN

STn

ERn1

PRIORITIES

KOn12

Del
Del

KOn13

RBB (2016-2019)
WMO M&E

Act

Budget

Act

Budget

Act

Budget

Act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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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总摘要第 4.8.3 段的附录
可将届会文件视为 “ 无争议性 ” 并以此处理的条件和程序

1．

定义：无争议性文件包含某机构的此类决定草案 ( 届会的决议和 / 或载入总摘要的文

本），拟由该机构可能不经全会讨论予以通过。

注： 任何与本组织财务、政治或组织问题相关的决定草案均应提交讨论。

2．

谁来建议哪些文件可被视为无争议性？

•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文件：届会前由秘书处和 WMO 主席团建议；届会期间
由协调委员会建议；

•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文件：届会前由秘书处和管理组建议；届会期间由
协调委员会建议。

3．

谁来提议不经讨论即通过非争议性文件？

全会主席。

4．

谁来决定如何处置非争议性文件？

由全会决定不经讨论即通过非争议性文件。一旦有代表提出要求，文件便应公开讨论。

5.

可视为非争议性文件的例子：

(a)

附属机构和其他组成机构的建议，这些机构根据其在相关领域的职责，认真研究或准
备了决定草案；

(b)

组成机构及其附属机构主席提交的供提请注意或参考的一般性报告，不包含提请机构
决定的实质性建议。提请决定的具体建议可另行列入其他文件。有关某机构议程中特
定事项的建议可在其它文件的审议中提及；

(c)

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积极建议下的文件，如财务报表；

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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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议题完成后拟载入届会总摘要的、有关开幕式、事务安排、 选举结果和秘书处
筹备的其他程序性事务的摘要。若对上述文本有文字修改意见，可通过电子邮件提交
秘书处；

(e)

指定报告员提交的有关以往决议的报告。

6．

无争议性文件的状态：

提交非争议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予以通过。因此，它们应其他会议文件一样受各项规定的限制，
如应以要求的语言文本提交。为反应非争议性文件仅为作决定而非供讨论，届会网站上的 " 供讨论
草案 " 文件夹应更名为 " 待批准草案 "。

信息文件和进展报告不是为通过而准备的，因此不需要讨论。

7．

通告： 参加某机构届会的代表将获得如下有关非争议性文件建议的通告：

(a)

文件摘要可包含以下说明，并附有哪个机构编写 / 建议作出决定的、以及其他相关论
点的信息。

“ 待批准的非争议性文件 ”
CBS-15 提交 EC-65 的建议；
(b)

非争议性文件将在届会的文件列表和会议日程 / 每日安排中特别标出；

(c)

在全体会议上，主席应提议非争议性文件不经讨论即以通过，并征得整个机构的同意。

8．

几个技术委员会试行的会前讨论可推广到所有组成机构中。这将会提高会前文件的质

量，确定出可作为非争议性处理的文件。可邀请机构成员针对网站上公布的会前文件提出意见，秘
书处可发布会前文件的修订版（潜在的非争议性文件 ) 或汇总在文件介绍过程中的各种意见，随后
调整后续的会中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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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总摘要第 5.6.1、5.6.2、5.6.3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以来的人员任命、晋升、提名和转岗
表 1：任命
EC-64 以来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任命的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域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ALEXIEVA, A. 女士

六区协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战略规划办公室监测

2012 年 8 月 1 日

( 保加利亚 )
PARRISH, P. 先生

与评估官员 (P.2)
四区协

( 美国 )
EGERTON, P. 先生

发展与区域活动司教育培训办公室培训

2012 年 8 月 1 日

活动处处长 (P.5)
六区协

( 英国 )

办公厅暨对外关系司纽约联络办 WMO

2012 年 9 月 1 日

驻联合国和北美其它国际组织代表和协
调员 (P.5)

BELFIORE, S. 先生

六区协

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行政助理 (P.4)

2012 年 9 月 1 日

( 意大利 )
POUSSE, V. 女士

六区协

语言、会议与出版服务司翻译 / 编辑 (P.4) 2012 年 10 月 15

( 法国 )
OSTROWSKA, K. 女士

日
六区协

( 波兰 )
Li, F. 女士

语言、会议与出版服务司技术开发官员 2012 年 10 月 15
(P.2)

日

二区协

语言、会议与出版服务司翻译 / 编辑 (P.4) 2012 年 12 月 1 日

六区协

观测与信息系统司 WMO 信息系统分司

( 中国 )
HECHLER, P. 先生
( 德国 )
CARDINES, M. 女士

2013 年 1 月 1 日

WIS 资料管理应用处科学官员 (P.4)
六区协

语言、会议与出版服务司翻译 / 编辑 (P.4)

2013 年 2 月 4 日

一区协

气候和水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水文基本

2013 年 2 月 20 日

( 意大利 )
WELLENS-MENSAH, J.

系统处主管 (P.5)

先生
( 加纳 )
PARK, C.K. 先生
( 大韩民国 )

二区协

发展与区域活动司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
域办公室主任 (D.1)

201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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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ANNONI, E. 女士

WMO 区域
六区协

( 法国 )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语言、会议与出版服务司会议服务处会

上任日期
2013 年 3 月 1 日

议官员 (P.2)

MUKHALA, E. 先生

一区协

( 赞比亚 )

发展与区域活动司非洲区域办公室

2013 年 3 月 17 日

WMO 东部和南部非洲代表 (P.4)

SIGHOMNOU, D. 先生

一区协

( 喀麦隆共和国 )
FAN, H. 女士

气候和水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水文基本

2013 年 4 月 15 日

系统处科学官员 (P.4)
二区协

( 中国 )

2013 年 5 月 1 日

发展与区域活动司教育培训办公室奖学
金事务官员 (P.4)

EC-64 以来不经竞聘获得任命的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域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DOURIS, J. 先生

四区协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减灾处项目官员 (P.3)

2012 年 6 月 9 日

( 美国 )

( 长期短期人员调整 )

BELBEOCH, Mathieu 先

六区协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技术协调员 (P.3)

2012 年 10 月 1 日

( 根据经费安排从 UNESCO 转岗 )

生
( 法国 )
STROKER, Kelly 女士

四区协

( 美国 )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助理计划专员 (P.2)

2012 年 10 月 1 日

( 根据经费安排从 UNESCO 转岗 )

EC-64 以来任命的初级专业官员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域

HOLTERHOF, J. 女士

六区协

( 德国 )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JUNIOR PP 观测与信息系统司全球气 2 Februa 2013 年 2
月2日

候观测系统秘书处初级专业
官员 (P.2)

表 2：EC-64 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任期延长的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MÜLLER, J. 先生
( 德国 )

WMO 区域
六区协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资源管理司司长 (D.2)

上任日期
3 个 月， 延 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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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EC-64 以来的转岗、提名和晋升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域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ROMEO MAGNAT, A. 女士

六区协

语言、会议与出版服务司语言服务支

2011 年 10 月 1

持官员 (P.3)( 岗位重新定级后从 P.2

日

( 意大利 )

晋升 )
TERBLANCHE, D. 先生

一区协

( 南非 )
KAHAMA, G. 女士

大气研究与环境分司司长 (D.2), –

2012 年 5 月 1 日

( 晋升至此岗位级别 )
一区协

( 坦桑尼亚 )

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私人助理 (P.2)

2012 年 10 月 1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

日

晋升提名 )
EWA, J. 女士

一区协

( 加纳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项

2012 年 12 月 1

目官员 (P.4) ( 岗位重新定级后从 P.3

日

晋升 )
OJHA, A.K. 先生
( 印度 )

二区协

秘书长办公室内部监察室主任 (D.1)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
晋升并经 WMO 主席代表理事会批
准)

201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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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会人员名单（仅以英文提供）
1.

Officers
David GRIMES
Antonio Divino MOURA
Mieczyslaw S. OSTOJSKI
Mamadou Lamine BAH
Ahmed Abdulla MOHAMMED
Julián BÁEZ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Sri Woro B. HARIJONO (Ms)
Ivan ČAČIĆ Ć

2.

Electe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Gerhard ADRIAN
A.C. ANUFOROM
Juan Manuel CABALLERO
Daniel CANO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Luigi DE LEONIBUS
Alexander V. FROLOV
Laura FURGIONE (Ms)
Mitsuhiko HATORI
John HIRST
Che Gayah ISMAIL (Ms)
François JACQ
Agnes L. KIJAZI (Ms)
Ilsoo LEE
Camille LOUMOUAMOU
Linda MAKULENI (Ms)
Saad Mohamad S. MOHALFI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Carlos NARANJO JÁCOME
Jacob NKOMOKI
L.S. RATHORE
Tyrone W. SUTHERLAND
Petteri TAALAS
Abdoul-karim TRAORE
Robert VERTESSY
Guoguang ZHENG

3.

President
First Vice-President
Second Vice-President
President of RA I
President of RA II
Acting president of RA III
President of RA IV
President of RA V
President of RA VI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Qamar Uz Zaman CHAUDRY

Alternate A. ABDULLA MOHAMMED

Detlev FROMMING
Johannes CULLMANN
Thomas FITSCHEN
Bjorn ORIWOHL
Claudia RUBART (Ms)
Axel THOMALLA

Alternate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mos MAKARAU

Adviser Mamadou Lamine BAH

Ulises CANCHOLA GUTIÉRREZ
Ernesto NAVARRO REYNOSO
Martín MONTERO MARTINEZ

Alternate Juan Manuel CABALLERO
Adviser Juan Manuel CABALLERO
Adviser Juan Manuel CABALL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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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ROMERO CABALLERO (Ms) Adviser Juan Manuel CABALLERO
Francisco VILLALPANDO
Adviser Juan Manuel CABALLERO
Vesna VUKOVIC (Ms)
Zlata Penic IVANKO (Ms)

Alternate Ivan ČAČIĆ IĆ
Adviser Ivan ČAČIĆ Ć

Francisco ESPEJO
Estrella GUTIERREZ MARCO (Ms)
Julio GONZALEZ BRENA

Alternate Daniel CANO
Adviser Daniel CANO
Adviser Daniel CANO

Monica B. MARINO
Juan Manuel HORLER

Alternate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Adviser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Giovanni MARESCA
Paola PAGLIARA
Stefano TIBALDI
Maurizio BIASINI
Luigi CONSOLI
Leone M. MICHAUD
Gianfranco M. PEDRINI
Martina BUSSETTINI
Silvano PECORA

Alternate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lexander NURULLAEV
Roman VILFAND
Alexander GUSEV
Vladimir KATTSOV
Marina PETROVA (Ms)
Valery DYADYUCHENKO

Alternate Alexander FROLOV
Adviser Alexander FROLOV
Adviser Alexander FROLOV
Adviser Alexander FROLOV
Adviser Alexander FROLOV
Adviser Alexander FROLOV

Courtney DRAGGON (Ms)
Caroline CORVINGTON (Ms)
James PERONTO
Bart COBBS
Kelly SPONBERG
Edward KEARNS

Alternate Laura FURGIONE
Adviser Laura FURGIONE
Adviser Laura FURGIONE
Adviser Laura FURGIONE
Adviser Laura FURGIONE
Adviser Laura FURGIONE

Bruce ANGLE
Michael CROWE
Esther VAN NES (Ms)

Alternate David GRIMES
Adviser David GRIMES
Adviser David GRIMES

Alipate WAQAICELUA
Andi Eka SAKYA
SOEPRIYO
Edvin ALDRIAN
Mulyono Rahadi PRABOWO
William M. PUTUHENA
Muhsin SYIHAB
Adi WINARSO
Ardhasena SOPAHELUWAKAN
RUSGITO
Raden Dwi SUSANTO
Asteria S. HANDAYANI (MS)

Alternate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Ms)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Adviser Sri Woro Budiati HARIJONO

Noritake NISHIDE
Tatsuya KIMURA
Yoshitoshi SAKAI
Kazuki ITO
Yuka OKUNAKA (Ms)
Hideto ORIHARA
Mike GRAY
Harry DIXON
Fiona GREEN (Ms)

Alternate Mitsuhiko HATORI
Adviser Mitsuhiko HATORI
Adviser Mitsuhiko HATORI
Adviser Mitsuhiko HATORI
Adviser Mitsuhiko HATORI
Adviser Mitsuhiko HATORI
Alternate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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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LISK
Karen MCCOURT (Ms)
Ken MYLNE
Karen PIERCE (Ms)
Mark RUSH
Rob VARLEY
Jane WARDLE (Ms)
Selby WEEKS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Adviser John HIRST

Marc GILLET
Patrick BENICHOU
Jean-Sebastien CASES
Sebastien CHATELUS

Alternate François JACQ
Adviser François JACQ
Adviser François JACQ
Adviser François JACQ

Hamza A. KABELWA
George LUGOMELA

Alternate Agnes L. KIJAZI (Ms)
Adviser Agnes L. KIJAZI

Sewon KIM
Yong-seob LEE
Namsan CHO
Byungjun KIM
Sungwha SON (Ms)
Jengeun LEE (Ms)
Chang-heum LEE
Woo-seop LEE

Alternate Ilsoo LEE
Adviser Ilsoo LEE
Adviser Ilsoo LEE
Adviser Ilsoo LEE
Adviser Ilsoo LEE
Adviser Ilsoo LEE
Adviser Ilsoo LEE
Adviser Ilsoo LEE

Mark MAJODINA

Alternate Linda MAKULENI

Abdulla AL MANNAI
R. MONIKUMAR

Adviser Ahmed Abdulla MOHAMMED
Adviser Ahmed Abdulla MOHAMMED

Emma Giada MATSCHINSKE
Osvaldo Luiz Leal MORAES
Cleber Souza CORREA

Alternate Antonio Divino MOURA
Adviser Antonio Divino MOURA
Adviser Antonio Divino MOURA

James G. KONGOTI
Nicholas W. MAINGI

Alternate Joseph K. MUKABANA
Adviser Joseph K. MUKABANA

Pawel ROLA

Alternate Mieczyslaw OSTOJSKI

S.D. ATTRI
Sh B.N. REDDY

Adviser L.S. RATHORE
Adviser L.S. RATHORE

Fred SAMBULA
David FARELL
Keithley MEADE
Glendell DE SOUZA

Alternate Tyrone SUTHERLAND
Adviser Tyrone SUTHERLAND
Adviser Tyrone SUTHERLAND
Adviser Tyrone SUTHERLAND

Maria HURTOLA (Ms)
Jaakko NUOTTOKARI
Joanna SAARINEN (Ms)

Alternate Petteri TAALAS
Adviser Petteri TAALAS
Adviser Petteri TAALAS

Ray CANTERFORD
Sue BARRELL
Jon GILL

Alternate Rob VERTESSY
Alternate Rob VERTESSY
Adviser Rob VERTESSY

Commander Francis KEAN

Adviser Alipate WAQAICELUA

Xiaonong SHEN
Jianfeng GU
Mingmei LI (Ms)
Xuexiang YAO
Hongbing CHEN

Alternate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291

29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Pu XIE Adviser Guoguang ZHENG
Zhihua WANG
Qiyuan SUN
Yuefeng SHI
Heng ZHOU
Jun YANG
Jianqing YANG

4.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Michel BELAND
Frederick R. BRANSKI
Bertrand CALPINI
Observation (CIMO)
Byong-Lyol LEE
Harry LINS
Thomas C. PETERSON
Chi-ming SHUN
Johan STANDER
				

5.

Commission for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CAgM)
Commission for Hydrology (CHy)
Commission for Climatology (CCI)
Commission for Aeronautical Meteorolgy (CAeM)
Joint WMO/IOC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Meteorology (JCOMM)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I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II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III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IV
Hydrological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A VI

Representatives of WMO Members
Martin Ondo ELLA
Mina JABBARI (Ms)
Farah MOHAMMADI (Ms)
B. SANAEI
Ali Abdulkaleq ALI
Eman Shalal Habib AZZAWI
Gilles REALINI
James LUNNY
Mubarak HUSAIN
Salman BAL
Christian PLUSS
Alex RUBLI
Gabriela SEIZ (Ms)
Gerhard ULMANN

7.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CAS)
Commission for Basic Systems (CBS)
Commission fo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Hydrological Advisers
Hassen L. FRIGUI
Sung KIM
Dora GONIADZKI (Mrs)
Eduardo Planos GUTIERREZ
Markku PUUPPONEN

6.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Adviser Guoguang ZHENG

Gabon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q
Iraq
Monaco
New Zealand
Pakistan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Permanent Missions of Members in Geneva
Carlos José Escobedo MENENDEZ
Carla Maria RODRIGUEZ (Ms)
Mikhail KHVOSTOV
Vitali KORNEU

Guatemala
Guatemala
Belarus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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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imeon ZOUMARA

Agenc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navigation aérienne en Afrique et à
Madagascar (ASECNA)

Abdel Wahab Ali Kamel
ABDEL ALEEM

Arab Academ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aritime Transport

Brian DAY
Andy MCDONALD
Raul S. MCQUIVEY
Bledi MEHMETI
Tanja PORJA
Ashish RAVAL
Lothar SCHULTE-SASSE
Alan J. THORPE
Claus BRUNING
Paul COUNET
Mikael RATTENBORG
Ann TAUBE (Ms)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 (ECMWF)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Alexia MASSACAND (Ms)
Barbara RYAN (Ms)
Espen VOLDEN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GEO)

Gerald FLEMING
Carles GARRIGA
Tomas MOLINA
Xavier TORRA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 Meteorology (IABM)

Cristina BUETI
Arthur ASKEW
Steve NOYES
Emmanuel
CHINYAMAKOBV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Network of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UMETNET)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Volodymyr DEMKINE
Jan DUSIK
Pascal PEDUZZI
Jacob VAN WOERDEN
Ron WITT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Rocio LICHTE (Ms)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Susanne FUEH (Ms)
Istvan POSTA
Cihan TERZI

United Nations Joint Inspection Unit (JIU)

Andres Smith SERRANO

United Nations Office (UNO)

Daniel KULL
David ROGERS
Vladimir TSIRKUNOV

World Bank (WB)

Daniel FAVRAT

World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WFEO)

Devin MCDANIEL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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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ed experts
Antonio J. BUSALACCHI
Rajendra PACHAURI
Adrian SIMMONS
Thomas STOCKER
Steven WILSON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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