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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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6 月 25 日（周一）上午 9:30 宣布 WMO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开

幕。他对执行理事会成员和观察员表示欢迎，并特别提到了出席会议并听取讨论的会员代表。他邀
请他们在边会和非正式会议上发表意见。本报告附件为与会人员名单。
1.1.2

根据不断改进 WMO 的做法和程序的建议，主席在简要回顾会议的组织后强调了需要作

出的关键决定。为筹备好拟于今年 10 月 29-31 日举行的特别大会，执行理事会必须勾勒出明确的进
程，并总结好关于 GFCS 的讨论情况。此外，此次 EC 将讨论关于其他四个优先重点问题，同意能
力发展和资金筹集战略，还将审议多个组织机构提供的指南以帮助推进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工
作。为此，理事会必须加强综合规划方面的努力，以便明确确定指导我们投资的优先重点。
1.1.3

秘书长欢迎理事会成员来到日内瓦。在欢迎词中，他特别欢迎新成员 J. Báez 先生，并补

充说理事会很快将有五个新的代理成员。他指出，过去的一年再次经历了重大的灾难，在这期间
WMO 更具发言权且受到联合国合作伙伴和其他各方的尊重，特别是在最近举行的里约+20 峰会期
间。他指出 EC-64 将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因为这将是 WMO 历史上首次筹备特别大会。
1.2

批准议程 (议题 1.2)
理事会批准了 EC-64/文件 1.2, REV. 1 中建议的注释性议程，根据总则第 160 条（2011

年版）的规定，议程可以在会议进程中做出修改，并且在议题 6 下补充讨论一点，即 2013 年庆祝世
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50 周年。主席要求世界气象日主题委员会也采纳该意见，并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建
议。
1.3

建立委员会 (议题 1.3)

全会
1.3.1

理事会同意整个届会以全会形式举行。秘密事项将秘密讨论。因此要求理事会成员或其

代理参加每一次全会和秘密会议。因此届会期间任何时候都可能通过决定。
1.3.2
议题。

主席决定主持一些综合议题，秘密会议和关于 GFCS 的会议。主席授权副主席主持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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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副主席将主持有关 WIS/WIGOS 和能力建设方面的议题；
第二副主席将主持有关 DRR、服务提供、伙伴关系与沟通方面的议题；
第三副主席将主持有关气候和水、研究、战略与运行规划以及资金管理方面的议题。
1.3.3

指定助理秘书长和一些司长作为全会秘书。

届会期间的委员会
1.3.4

主席根据《总则》第 29 条（2011 年版）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主席、三

位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组成；如有必要，由主席邀请全会秘书和其他关键人员参加。
1.3.5

理事会批准了主席团有关设立一些届会委员会以帮助届会工作的建议：
WCRP JSC 成员委员会
Adrian 教授（主席），
Mukabana 博士、Harijono 博士和 Hirst 先生；
2014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委员会
Ostojski 教授（主席），
核心成员：Moura 博士、Frolov 博士、Makuleni 博士、CBS 主席。所有 EC 成员都可参
加该委员会。
IMO 奖评选委员会
Moura 博士（主席），
Bah 博士、Rolle 先生和 Harijono 博士；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评选委员会
Rolle 先生（主席），
Loumouamou 先生和 CIMO 主席；
2012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评选委员会
Cho 博士（主席），
Fallas Sojo 先生和 Taalas 教授；
WMO 职员养老金委员会
Ostojski 教授、Makuleni 博士和 Sutherland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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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评选委员会
Jacq 先生（主席），
Anuforom 博士和 Yap 博士。
以往决议报告员
Yap 博士。
1.4

届会工作计划 (议题 1.4)
规定会议工作时间为 9:30-12:30 和 14:30-17:30。根据全会对议题作了必要的分配。理事

会在届会期间中止了《总则》第 110 条（2011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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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版），除非对专门议题另有决定，否则

不需要准备会议记录。须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留作记录。
2.

报告（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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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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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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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NMHS 的政治形象及它们为各类国际性举措

所做贡献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它们为 GFCS 的实施制订了初步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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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1 中委员会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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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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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域协会主席 2012 年会议的报告和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 2.4)

2.4.1

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主席于 2012 年 1 月 30-31 日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区域协会主席特别

会议(PRA-2012) ，会议旨在协调各区协根据第十六次大会和理事会第六十三次届会的决定后的后续
活动 (会议报告见: http://www.wmo.int/pages/meetings/documents/PRA_2012_report_draft_v1.0.pdf)。
2.4.2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协会已采取一些行动，将各自的运行计划与第十六次大会通过的新的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相协调。所有的主席都认为 WMO 战略计划的 5 项战略优先也是区域
协会的优先，但它们在各区域的重要性排序有所不同。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协会打算加快作为 WMO
运行计划（2012-2015）一部分的新的区域运行计划的制定。由于区域协会的下次届会将在下一财期
的各个年份召开，理事会建议区域运行计划的批准应作为各区协管理组的优先任务，最好在 2012 年
末完成。
2.4.3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协会主席对理事会继续改进战略运行计划工作组提出的提高 WMO 组

织机构效率的建议表示欢迎。各主席将对有关改进区域协会届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的措施进行研
究，其中包括优化文件、会期和会议议程、以及更好地利用 IT 开展工作的可能性。理事会注意到，
有些区域协会已经在休会期采用一些创新的以行动为主导的方法，旨在制定可提供的服务，以便对
协调良好的区域规划和实施过程提供指导。
2.4.4

理事会注意到 PRA-2012 的建议，旨在进一步改进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间的协调和合

作，以及更好地确认和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和责任。理事会强调，区域
协会工作组和任务组应改进与技术委员会专家组和其他下属机构的协调和合作，以便理顺活动和避
免重复。
2.4.5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PRA-2012 对用于区域协会活动的资金有限表示关注。鉴于这一情

况，PRA-2012 同意应改进对区域活动的规划，以及加强与技术委员会活动的协调。提高有助于区
域协会、次区域和会员落实战略重点的区域活动的优先性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应作为区域协会及其
管理组的指导原则。
2.4.6

理事会还注意到，区协主席普遍支持有关提请 EC 对区协的作用和责任进行审议的建议。

各位主席同意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之间应进行协调。区协主席认为，应基于现有机制进行少量的
横向业务协调。会议注意到最近为改进协调所作的努力，并认为可进一步改进这种协调。主席们还
对秘书处在协调区域活动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感谢。
区协主席的报告
注：有关 EC-63 之后举办的区域活动信息参见：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regional_activiti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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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协 – 非洲
2.4.7

理事会注意到 RA I 主席 Mamadou L. Bah 先生的报告，他强调了该区域取得的主要成就

和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在这方面，理事会审议了与非洲部长级气象会议（AMCOMET）有关的活
动，AMCOMET 于 2010 年由首届负责气象的部长会议建立，并得到了非盟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的
支持。
2.4.8

理事会还注意到，WMO 设立了一个支持 AMCOMET 进程的 AMCOMET 秘书处，由 10

名人员组成的 AMCOMET 任务组于 2011 年 11 月 21-23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为
AMCOMET 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其中，该计划包括如下内容：根据 GFCS 制定一项非洲天气和气
候服务战略，最终确定 AMCOMET 章程和体制框架，并于 2012 年 9 月举办 AMCOMET 第 2 届会
议。
2.4.9

为促进 Cg-16 决定的实施，一区协管理组举行了会议，并对 WMO 在该区域的主要倡议

的实施提供指导，包括 WIS/WIGOS、GFCS、RCC、QMS、能力发展、AMCOMET 和一区协战略
和运行计划。将观测列为高优先级，建立了一个 WIGOS 任务组，由一区协副主席担任组长，并从
每个次区域抽调 2 名人员组建。
2.4.10

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会员在推进实施高度优先领域方面（如航空气象服务 QMS）面临的

挑战，对于多数的会员来说在既定的期限内不可能达到 ICAO 的要求。在这方面，一区协的主席感
谢很多会员在双边基础上提供援助，并呼吁继续提供这样的援助。应加速其他 WMO 优先领域中一
区协的实施活动（如 GFCS 和能力发展）包括教育和培训，秘书处的协助以及发展伙伴的支持是非
常重要的。

二区协– 亚洲
2.4.11

理事会注意到 RA II 主席 Victor Chub 教授的报告。二区协最重要的成就，包括：进一步

发展和完成了 2012-2015 年二区协运行计划；成功实施了五个试点项目；在二区协建立和加强区域
气候中心（RCC）取得了进展；升级 GTS 链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及 WIS 实施取得了进展。
2.4.12

理事会还注意到对于二区协的特定挑战和优先重点，涉及到成本回收、航空认证/质量管

理、沙尘暴、雷暴和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进一步发展二区协的 RCC 网活动，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
层面的 GFCS；根据二区协实施计划，进一步发展二区协网活动；以及实施区域 WHYCOS 项目包
括 Aral-HYCOS。
2.4.13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二区协第十五次届会（RA II-15）计划于 2012 年 12 月 13-19 日在

卡塔尔多哈举行，之前将举办为期两天的区域研讨会（2012 年 12 月 11-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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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协– 南美洲
2.4.14

理事会注意到三区协代理主席 Julian Baez Benitez 先生的报告。三区协的运行计划已经

完成，符合 WMO 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主要的成就包括完成了区域内的电信网络连接和实施了能
力发展活动，包括当前的水文和暴洪领域。
2.4.15

确定了下列三区协的主要优先重点： (a) 建立三个 RCC （在 CIIFEN 参与下，南美洲南

部、南美洲北部和南美洲西海岸）；(b)基于自动天气站网设计筹备 WIGOS（WDP）区域试点计划
并为其筹资，以及通过巴西利亚的资料、DCPC 和 GISC 产品中心实施 WIS 区域计划；(c) 马格达莱
纳河和拉普拉塔流域水文气象威胁早期预警系统试点项目，要求 WMO 秘书处为这些项目筹措资金
以支持亚马逊和拉普拉塔流域 HYCOS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四区协 –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4.16

四区协主席 Arthur W. Rolle 先生在其报告中强调，这一阶段四区协的活动重点是航空服

务，因此该区域举行了一些研讨会，以及其它一些为帮助本区域 NMS 获得 QMS 认证的活动。其它
成果包括，建议建立一个加勒比地区区域气候中心，由墨西哥发起建立另一个中美洲中心；在
WIS/WIGOS 框架下启动雷达网整合试点项目；试验性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计划和减轻灾害风险领
域的活动目前在哥斯达黎加实施；加勒比评估计划和支持海地 NMS 能力建设方面的活动。
2.4.17

理事会指出，四区协下一阶段的主要优先重点和挑战是航空服务要在 ICAO QMS 和预报

员能力/培训/认证的最后期限前达标；完全实施 RCC 以服务于该区域 GFCS 相关的需求；与 CBS
协调发展 WIS/WIGOS 综合实施规划；发展与中美洲 EWS 试点计划和改善的飓风预警相关的 DRR
活动；以及为海地 NMHS 可持续性进行的能力建设。
2.4.18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在召开四区协飓风委员会第 35 次会议之后，于 2013 年 4 月在库

拉索和圣马丁岛召开四区协第十六次届会（16-RAIV）。

五区协 – 西南太平洋
2.4.19

理事会注意到五区协主席 Sri Woro B. Harijono 博士的报告，报告强调了五区协取得的最

重要成果，包括进一步制定和最终敲定五区协运行计划 2012-2015；有效组织五区协气候服务区域
培训班和在所罗门群岛 Honiara 召开的气候服务工作组和管理组会议；成功地开展了灾害性天气预
报和减轻灾害风险示范项目（SWFDDP）；能力建设活动，包括教育和培训、技术援助和国家及区
域发展战略方面的咨询、政策、和有关太平洋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天气和气候的项目及登记；通过
建立太平洋气象理事会（PMC）和太平洋气象合作平台（PMDP）进一步加强与 SPREP 的伙伴关
系；以及教育培训专家组对在印度尼西亚建立 WMO 区域培训中心给与积极的评估。
2.4.20

理事会还注意到五区协的具体挑战和需求尤其涉及进一步的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建立制度

的能力，改进观测网的质量和覆盖以及质量信息的分发。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 NMHS 需要在制作和
分发天气信息和产品以及及时的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警报方面加强获取复杂产品的能力。五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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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争取做到：建立和实施区域 WIGOS 和 WIS 实施计划；建立区域气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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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平洋地区 SIDS/LDC 所
有的 NMHS 建立航空气象、海洋气象和水文服务方面的 QMS；通过开发新的项目，如东南亚
YCOS（海-HYCOS）和太平洋-HYCOS 的后续支持五区协的区域 WHYCOS 组件。
2.4.21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五区协主席关于协调区域工作组和相关技术委员会专家组工作计划

的建议。

六区协 – 欧洲
2.4.22

六区协主席 Ivan Čačić 先生在报告中强调了为实现区域目标做出重要贡献的各项活动。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天气、水和气候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会(SEB)（2011 年 10 月，瑞士）、六区协
WIS 实施研讨会（2011 年 11 月，保加利亚）、欧洲委员会资助的东南欧 DRR 项目成功完成以及与
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 DRR 办公室(UNISDR)合作，作为一个新项目启动第二阶段的工作。
2.4.23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六区协管理组对 WIS 和 WIGOS 的实施提出了最高优先，以及已经

制定了六区协 WIS 实施计划。一些 WIGOS 次区域项目已经启动，如用于加强亚得利亚海海洋服务
的 WIS-DCPC/WIGOS 中心。区域的一项主要成果是成功完成六区协 RCC 网试点阶段工作。作为
一项新的区域水文部门合作的形式，已举办六区协第一届水文论坛。
2.4.24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已制定了与 WMO 战略计划完全吻合的运行计划 2012-2015。六区

协管理组考虑了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WG/SOP)继续改进 WMM 程序和做法任务组
提出的建议以及 2012-PRA 和 PRA/PTC 联合会议（2012 年）的成果。管理组尤其研究了需要改进
在 WMO 综合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责任的定义问题。管理组认为，为了改进与技术
委员会和秘书处的协调和合作，以确保整个组织的各项工作计划和程序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此举是必
要的。
2.4.25

理事会考虑了六区协管理组的建议，也认为对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责任的定义进行改进是

有益的，而且有助于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预期结果 8。因此，理事会要求 WG/SOP 审查
目前的有关规定，并视需要提出对 WMO 总则附录 II，区域协会（2011 年版）和相关文件的修订建
议。理事会还建议对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责任进行审查，旨在提高 WMO 综合规划和实施过程的一致
性。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EC-64）– 审查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责任。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 2012 年会议的报告及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 2.5)

2.5.1

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 2012 年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到 2 月 1 日在日内瓦召

开。
2.5.2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PTC-2012 讨论了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ORS)

的报告，同意技术委员会主席有必要采取措施审议大会关于 WMO 极地活动的决定，并考虑他们需
对各自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作出那些调整，以便促进 WMO 的极地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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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关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为 GFCS 实施计划零稿草案提

出了各自的意见，供执行理事会 GFCS 任务组(ECTT-GFCS)第二次会议（2012 年 2 月 28 日到 3 月
1 日，日内瓦）考虑。这表明各技术委员会已经按照大会的要求调整方向以适应 GFCS 的需要。理
事会鼓励技术委员会建立机制，以确保 GFCS 的相关活动和计划能按照 GFCS 实施计划得到实施。
2.5.4

理事会注意到 PTC 讨论了决议 40（Cg-12）的主题并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而且更加详细

地讨论了 WMO 对 GFCS 的贡献（议题 3.2）。
2.5.5

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介绍了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使他们的工作与 WMO 战略

和运行计划相一致。理事会对采取的行动向技术委员会主席表示赞赏，并要求秘书长对技术委员会
作出的保持一致的承诺提供支持。
2.5.6

关于 WMO 信息系统（WIS）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理事会注意到

PTC 讨论了各项问题并取得了一致，包括赞同 WMO 核心元数据框架和建立 WIGOS 任务组以便制
定 WIGOS 的业务理念 - 功能结构 (WIGOS-FA)。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 WIS 和 WIGOS 的实
施工作。
2.5.7

理事会注意到在制定“WMO 服务提供战略实施计划”过程中技术委员会主席提出了各自的

意见。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在各自的运行计划中体现该战略以及如何将战略作为各自的主流，以
确保战略能成功地融入 WMO 各项以提供服务为职责的计划。
2.5.8

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将审查减轻灾害风险（DRR）计划，旨在为制定标准、指

南和培训出力。理事会一致认为，今后 DRR 项目应包括技术委员会可以如何为项目助力的建议，特
别是有关制定指南、规范和标准，以便由理事会和/或大会批准。
2.5.9

理事会注意到 PTC-2012 讨论了如何正式立文以确保 WMO 秘书处和技术委员会的责任

和各自作用的一致性和明确分工。理事会对针对这一问题制定一份题为“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工作关
系”的文件表示支持。
在 2012 年已召开届会的技术委员会的报告
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技术委员会 (JCOMM)
2.5.10 理事会忆及 JCOMM 第四次届会于 2012 年 5 月 28-31 日在韩国丽水召开。韩国气象厅、韩
国丽水 2012 年世博会组委会、全罗南道政府和丽水市政府是东道主。约 140 人参加了会议，他们代
表了 47 个会员/会员国和 4 个国际组织。登录 JCOMM 网站(www.jcomm.info/jcomm4)可查阅所有批
准的最终文件。届会前还召开了科学技术研讨会（2012 年 5 月 24-25 日），开幕式于 5 月 23 日星
期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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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以下会议重点：
尽管休会期从正常 4 年缩短为 2.5 年，但对照达成一致的工作计划，委员会取得了一系列实
质性的成果。此外，所有的计划领域（PA）都制定了下一休会期切合实际的后续计划，它可
能比正常情况持续时间更长；

(b)

通过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的海洋观测系统已达到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GCOS138, 2010 修订)规定要求的 62%，并意识到需要委员会和会员/会员国提出新的增加观测的举
措。为此，鉴于目前全球经济下滑，这项任务将颇具挑战性，对此表示十分关注；

(c)

对于 JCOMMOPS 在支持 JCOMM 和海洋观测系统方面开展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包括扩大
业务系统性能指标和创新的船舶租赁工作以支持平台的发展；

(d)

JCOMM 的 WIGOS 试点项目已成功完成，以及 JCOMM 数据管理计划领域与 IOC 国际海洋
数据和信息交换（IODE）密切合作已开始实施许多项目遗留的建议，包括两个已经投入运行
的区域海洋仪器中心（中国和美国）和第三个提议在摩洛哥的中心；

(e)

委员会支持至 2020 年开发一个新的海洋气候数据系统（MCDS），最终替代目前的海洋气
候概览项目（MCSS）；

(f)

对海洋产品的制作和服务提供（包括对海事安全和 DRR 的服务）进行协调、协助和开展标
准化是委员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SFSPA)在过去休会期的主要领域
是：
•

确保海洋天气和海冰安全，包括到2011年7月的5个新的北冰洋气象区域；

•

通过制定业务海洋预报指南入手开展业务海洋预报工作；

•

通过落实JCOMM风暴潮研讨会的建议，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减轻沿海社区的海洋灾
害风险；

(g)

JCOMM 直接参与了 WMO 所有主要的交叉活动，包括减轻灾害风险（DRR）、WIGOS、
WIS 和质量管理框架（QMF）。除了目前正在开展的 JCOMM/CHy 沿海淹没预报项目
(CIFDP)外，最近又启动了一项新的由 CAgM 和 JCOMM 专家参加的联合项目，作为对
GFCS 的贡献，它将制定数据集和工具，以帮助 NMHS 和其他机构，尤其是 SIDS，评估和
适当响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对海洋渔业的影响。JCOMM 还对 IOC 的一些高级项目做出贡献；

(h)

JCOMM 能力发展正在根据 JCOMM 能力发展原则开展工作。委员会对过去休会期开展的主要
活动表示赞赏，其中包括 3 次有关波浪和涌浪预报研讨会；海洋资料浮标（及浮标资料的应
用）和验潮仪培训课程和研讨会；一次加强海洋安全服务研讨会；和与 IODE 合作开展的海洋
数据管理研讨会。

2.5.12 理事会注意到，并同意在响应 WMO 和 IOC 的重点优先方面 JCOMM 未来的优先挑战，它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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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长期维持及根据 GCOS 确定的需求在未来的继续发展，鼓励会
员/会员国为观测网络和 JCOMMOPS 做出多样化的贡献，为资助新的观测需求制定切合实际
的寻求路线的方法；

(b)

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实施作出贡献；

(c)

在观测和数据管理方面促进标准化和最佳做法，帮助进一步发展海洋数据门户及其与 WMO
信息系统（WIS）的互操作性；

(d)

支持业务海洋预报服务的发展；

(e)

支持沿海地区减轻灾害风险，改进有关海洋安全的气象服务；

(f)

在总的质量管理框架下在国家级部门开展质量管理系统；

(g)

正在开展的 WIGOS 实施；

(h)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领域的能力发展和融资。

2.5.13

理事会对 Johan Stander 博士(南非) 和 Nadia Pinardi 博士 (意大利)分别当选气象学和海

洋学联合主席表示祝贺。理事会对 Peter Dexter 博士 (澳大利亚) 和 Alexander Frolov 博士 (俄罗斯
联邦)在过去的休会期为支持 JCOMM 所作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
2.5.14

理事会注意到 JCOMM 联合主席提交的 JCOMM 第四次届会报告摘要，其中包括决议和

建议。理事会针对建议通过了决议 2 (EC-64) – 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技术委员会第四次
届会的报告。
计划在 2012 年召开届会的技术委员会的报告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2.5.15

理事会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主席(F. Branski 先生)的报告，以及基本系统委员会

第十五次届会将于 2012 年 9 月 10-15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会议议程包括选举官员和建立未
来工作结构。

即将召开的届会拟处理的优先问题
2.5.16

理事会注意到在下一个休会期 CBS 工作的优先如下：

(a)

根据“2012-2015 年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的决议 1（Cg-16），将进一步实施世界天气监
视网计划，并将其作为 WMO 所有其它计划依靠的基本计划，这也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各项业务的基础；

(b)

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c)

进一步实施 WMO 信息系统（WIS）以及加强 GTS/WIS 的业务协调；

(d)

制定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预报验证工作和延伸期及长期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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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支持公共天气服务的能力发展；

(f)

支持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g)

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SC)的实施；

(h)

支持质量管理框架的发展。

2.5.17

CBS-15 将审议 WIGOS 实施计划，以便提交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会议将关注现有的

资源，以便与实施期相吻合，以及将提交 EC-65 的相关建议。根据 WIGOS 的最初实施活动，CBS15 将重新考虑其工作结构，以便更好地对 WIGOS 的实施作出响应。
2.5.18

CBS-15 将讨论全球观测系统发展实施计划(EGOS-IP)，这是一份由全球观测系统发展专

家组制定的草案。EGOS-IP 专门针对组成 WIGOS 的各类观测系统，并以此方式与 WIGOS 实施计
划相联系。
2.5.19

CBS-15 将对一个更加灵活的 OPAG 工作结构进行审议，该结构将减少常设的工作组，

但可以成立和解散小型的小组，以解决有关的具体问题。建议的结构包括增加跨委员会专家组的数
量。CBS 还将努力加强区域协会参与联合活动。
2.5.20

CBS-15 将审议 WMO 服务提供战略实施计划，并审议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相

关工作。此外，根据对 WMO 特别大会的预期，CBS-15 将考虑如何将其活动和结构图与 GFCS 的
实施计划相统一。

水文学委员会(CHy)
2.5.21

理事会注意到 CHy 主席的报告，以及水文学委员会将于 2012 年 11 月 6-14 日在日内瓦

召开第十四次届会(CHy-14)。

届会的主要议题和优先
2.5.22

CHy-14 将审议并修改由咨询工作组(AWG)商各区域水文顾问后起草的下一休会期工作计

划草案。工作计划包括以下主题领域：
(a)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学；

(b)

资料业务和管理；

(c)

水资源评估；

(d)

水文预报和预测(洪水和干旱管理)；

(e)

水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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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3

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学的目的是保证行之有效地开展各项水文产品和服务设计、开发和提

供所必需的工作。CHy 将审议实施水文学质量管理系统的指南（根据 WMO QMF 进行调整）以及根
据决议 32（Cg-16）要求，研究有关水文学家和水文技术人员的定义及相关的分类和资质问题。
2.5.24

资料业务和管理主题是一个新的领域，它将重点突出当前正在开展的有关水资料转换和

标记语言方面的工作，以及水文与 WIS-WIGOS 的联系问题。预计 CHy 将针对资料交换和规程以及
信息管理提出建议。
2.5.25

水资源评估主题包括水资源评估和为此建立水文网的指南，如通过 WHYCOS 计划（见

以下）。要求 CHy 确定会员在该领域的需求。
2.5.26

水文预报和预测（洪水和干旱管理）主题将向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方面的减轻灾害风险工

作提供委员会的直接贡献。将要求 CHy-14 对 Cg-16（决议 15） 建立的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的作用和功能提出建议和指导。
2.5.27

水和气候主题将包括 CHy 既作为服务提供方，又作为一个用户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参

与。CHy 将讨论 CHy 和 NHS 在这方面的作用并提出建议。
2.5.28

大会通过决议 14（Cg-16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要求对 WHYCOS 以及

WHYCOS 国际咨询组（WIAG）的职责和作用开展一次外部审查。两名外部专家于 2011 年下半年
开展了审查。CHy-14 将对审查提出的建议进行讨论并提出咨询意见以便提交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
会。
2.5.29

CHy-14 将审议水文学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AWG 已提出建议，决议 1 (CHy-13) –

WMO 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学和决议 6 (CHy-13)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保持有
效。
2.5.30

CHy-14 还将对 WMO 战略计划 2016-2019 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对 HWRP 的监督和评

价。
3.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议题 3）

3.1

大会 2012 年特别届会的筹备工作（议题 3.1）

3.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为大会特别届会（2012 年）所做的各项筹备工作。

日期
3.1.2
通过回顾第十六次大会关于大会特别届会（2012 年）的决定和指导意见，理事会决定此
特别届会将于 2012 年继第六十四届执行理事会会议之后举行。经由 WMO 主席通过信函就最佳日期
一事进行磋商，决定大会特别届会于 2012 年 10 月 29-31 日举行。
临时议程
3.1.3
分发。

理事会批准了 Cg-Ext (2012)的临时议程（详见本报告附录 2），并要求和与会通知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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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邀请
3.1.4

理事会同意邀请本报告附录 3 列出的国际组织。

代表团席位
3.1.5
理事会同意，经抽签决定，出席 2012 年大会特别届会的代表团将按其国名法文首字母顺
序就座，从会场前排开始，国家席位起始于加拿大。
3.1.6
理事会回顾到，根据决议 47(Cg-16)关于制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的实施计划以及
基于实施计划的政府间委员会及其子结构的职责草案及议事规则；以及决议 1(EC-63)建立全球气候
服务框架任务组(ECTT-GFCS)以支持执行理事会执行大会的决定。
3.1.7
力。

理事会对 ECTT-GFCS 制定的实施计划第一稿表示欢迎，并感谢他们为制作文件付出的努

GFCS 实施计划草案
3.1.8

理事会审议了 GFCS 实施计划的第一稿，并为其进一步制定建议提供了指导，如下：

(a)

文件需清晰和明确，反映出具体的可提供的服务和目标用以解决在国家层面提供气候服务
中存在的差距和问题。此外，实施计划须明确指出通过改进气候服务的获取和应用可获得
的效益。理事会注意到明确指出存在的差距和需求将促进捐助单位为实施 GFCS 的优先
领域提供可持续的支持；

(b)

针对关键的用户需要和要求，须明确标出重点的实质性活动，而不是提供 2 年、6 年和 10
年的可提供服务的过程。须确定明确的指标，用以衡量框架针对这些需要和需求所取得的
成功。此外，实施计划应确定各国可如何受益于和如何为 GFCS 做出贡献；

(c)

在实施计划中须明确说明对 GFCS 作为一个协调机制的拿捏程度，而不是重复现有各项
工作的综合性系统。为此，强调 GFCS 是一个建立在现有基础结构上的协调机制十分重
要，其中不仅包括整套的 WMO 计划、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活动，它还应吸收其他联合国机
构和相关组织的机制。GFCS 应与这些实体有效地建立坚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有效地
克服在提供气候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它不应发展成一个耗资过大的行政管理结构；

(d)

实施计划应展现与现有发展框架的更好联系以及如何为它们做出贡献，如千年发展目标；

(e)

在开展强调气候服务社会效益的试点项目时应重点帮助吸取教训，用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扩大正面的经验。对此理事会认为，为确保有关 GFCS 的项目取得成功提供经济上的支
持十分重要，并注意到须为 GFCS 的各组成部分明确规定一个适用的资助机制。一个含
GFCS 支持活动的项目纲要可作为一个适用的协助融资的机制。理事会敦促会员对 GFCS
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并对会员迄今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赏；

(f)

应明确规定 GFCS 托管基金的目的及其使用方式。尤其应对程序性支出和项目支出进行
区别。除了托管基金，理事会注意到可寻求一些其他的机制以支持 GFCS 的相关项目，
如双边、多边和特别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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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对于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发和加强合作伙伴应予更高的重视，因为 GFCS 的成功
取决于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者的参与程度，如 WHO、FAO、UNESCO、 WFP、联合国
水机制和 ISDR。对用户界面平台的理念需要明确定义，因为它将更好地协助规定利益攸
关者的作用和加强它们间的合作。

3.1.9
案。

理事会要求 ECTT-GFCS 继续其工作，与会员和 GFCS 相关合作组织完成实施计划的草

3.1.10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大会提供各项建议，邀请会员在大会之前反馈意
见，汇编会员提交的意见（原文）并和拟议的计划一起提交。
3.1.11
理事会强调了 GFCS 成功是依赖于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机构在 GFCS 支柱
和优先领域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开展一项编写卫生
和气候风险图集的倡议，而合作伙伴（如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IFRC）、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 (FAO)、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世界
粮食计划署（WFP）都表示坚决支持 GFCS。在这方面，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a)

寻求与其他联合国和国际机构的高层接触，以便调动支持 GFCS 和发起旨在支持 GFCS
的具体活动；

(b)

促进和制作 GFCS 相关活动/项目的汇编，用于 GFCS 的融资，并提交大会特别届会。

基于实施计划草案的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责和议事规则草案
3.1.12

根据决议 47（Cg-16）和决议 1（EC-63），理事会审查并讨论了基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实施计划草案提出的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责和议事规则草案提案，该草案在 GFCS 任务组的
指导下制定，理事会同意全面推进提案的实施，同时注意到需要修改的地方，并认识到正在征求会
员国及地区会员的意见，在 Cg-Ext.（2012）之前进一步进行细化。

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3.1.13
理事会意见认为，委员会在决定其下属结构时应注意到实施计划的附录，认真考虑实施
计划中的各项要素。尽管委员会有权决定其下属结构，理事会注意到大会可以要求委员会认真考虑
已滋生的各种意见，包括大力支持各合作伙伴对委员会的（正式）参与。

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责
3.1.14
在审查有关委员会职责的提议时。理事会提出了一些建议供大会特别届会考虑。关于委
员会的功能，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可以要求其下属机构针对气候信息的制作和气候服务的提供的方
法、程序和技术制定一些国际指南和标准供大会审议。它还注意到，委员会应针对已得到确认的差
距和优选重点考虑制定一个项目纲要。纲要将涵盖委员会已确定和启动的项目，同时考虑到一些国
家可以自愿承担额外的相关气候服务工作。将向认捐方和投资方介绍已经确定的差距和优先重点，
以便促进对气候行动的融资和账目管理，加快项目的实施和避免重复。
3.1.15
理事会审议了各种资金来源和 GFCS 信托基金的条款。它认识到 GFCS 的实施需要资
金。资金将用于支持(a)GFCS 的制度结构，包括委员会及其届会、秘书处、委员会的下属结构和活

总摘要

15

动。对制度安排支出的估算包括最高和最低范围。管理资金（用于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秘书处
资金（用于核心功能）和 WMO 牵头的计划和项目的资金由 WMO 通过正常预算和 GFCS 信托基金
管理。
3.1.16
关于框架的项目活动，理事会注意到合作组织的分布式项目管理将成为共同的管理方
式。实际上委员会将认可这些项目为 GFCS 活动，或承担信息交换作用，而且这些活动会在 GFCS
的重点领域产出成果，但委员会无必要对每个项目进行监管。每个项目有自己的管理和合同管理资
金及时间进度。在其他情况下，会员或其他组织可自行决定提供资金，以便使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
能开展项目。这些资金将由 GFCS 信托基金根据 WMO 财务规则管理。投入基金的资金可指定用于
具体活动，未作指定的资金可用于委员会确定的优先活动。
3.1.17
理事会认识到大会将批准 GFCS 的主要原则、实施计划和 WMO 正常资金渠道（会员的
评定会费和自愿捐赠）的预算分配，任何会对全体会员国和地区会员带来额外财务负担和业务影响
的事项均需向大会报告。
3.1.18
理事会注意到应提请合作组织将它们有关 GFCS 的活动以及委员会认定由它们牵头的活
动制度化，在各自组织内做出相应的资金承诺，委员会将对此提供某种形式的协调。委员会将在融
资及制定融资纲要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后者将用于确定差距和优先重点，为符合框架实施计
划的新项目和计划提供合法性。
3.1.19

理事会对于考虑有关信息和通信技术国际交换的功能表示支持。

3.1.20
关于委员会的成员问题，理事会讨论了两个不同的模式，模式一含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
席，模式二含一名主席和多名副主席用于保持区域和性别平衡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性。在后一模式中须指定一名第一副主席，以便需要时代理主席。在主席和副主席均不能到位情况
下，由 WMO 主席负责直至通讯表决结束。

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3.1.21
理事会注意到提议的委员会议事规则，委员会可根据 WMO 公约和总则的授权视需要修
改议事规则。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秘书处支持
3.1.22
理事会讨论了提议的秘书处对框架的具体保障功能。理事会认为秘书处大小和费用需根
据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委员会下属结构的大小和活动重新进行评价。理事会注意到已经提出一些有用
的保障功能，如对会员的技术支持，同时也增加了秘书处的大小和费用，并将其范围扩大到行政管
理方面的保障。这些任务最好由会员的专家或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承担，同时秘书处的功能应有助于
各项活动，包括由会员开展的活动。
3.2

WMO 对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贡献（议题 3.2）

结构和计划评审（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 (ECWG-CWE)）
3.2.1

理事会注意到 EC 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ECWG-CWE）以通信方式开

展的工作，并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3 月 16 日举行了一次电子论坛。理事会感谢 Yap 博士保持电子
论坛适度运行并促进讨论。理事会审议了电子论坛的报告[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cca/documents/EC-WG-CWE/reportECWG-CWE-5eforum.pdf]。理事会进一步回顾到，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三次届会上赋予了 ECWG-CWE 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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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在第十六休会期内的职责并提出修改建议，以及提供一份关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
究计划（PROVIA）的评估报告，UNEP 建议该计划纳入世界气候计划（WCP）作为第四个组成部
分。
3.2.2

理事会注意到 ECWG-CWE 特别重视修改职责（ToR）以避免在执行理事会 GFCS 任务

组（ECTT-GFCS）运作期间与其职责出现重复和重叠。EC 还认为让 ECWG-CWE 具有针对性的实
现各项目标的使命并在必要时与技术委员会保持接触，这是妥善之举。
3.2.3

理事会审议了修改后的 ECWG-CWE 职责（ToR）并通过了决议 3（EC-64）– 执行理事

会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的职责。
3.2.4

理事会回顾到，在通过关于重新调整世界气候计划（WCP）方向的第 18 号决议（Cg-

16）之后，EC-63 要求 ECWG-CWE 提供一份评估报告，阐述有关 UNEP 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
适应研究计划（PROVIA）作为其第四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加入 WCP 的。理事会注意到 EC-WGCWE 发起了关于评估范围、管理结构、资金安排以及与 GFCS 对应关系的优先重点开展了初步讨论
[参见 EC-64/INF. 3.2(1)]。
3.2.5

理事会注意到 ECWG-CWE 已评估了 PROVIA 的范围及其对 GFCS 的潜在贡献，特别是

在研究和气候用户界面平台（CUIP）各组成部分方面，并积极地看待这些组成部分。理事会认为关
于 PROVIA 与水有关的活动，无论是涉及到洪水或是干旱，有机会与 WMO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及其他附属计划进行互动，尽管内陆洪水大都发生在河流流域尺度上而洪灾和局地尺度
的洪水和水淹事件却大都发生在海岸带。至于技术/科学观点，对于与 HWRP 的合作包括与水有关的
适应有着很大空间。
3.2.6

关于研究活动，理事会建议 PROVIA 应与 GFCS 的气候用户界面计划（CUIP）的管理机

制建立稳固的联系，并且一旦 GFCS 管理和监督确定了研究需求及时填补空白，同时与 GFCS 研
究、模拟和预测支柱保持协调。理事会注意到，PROVIA 取得最终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将是必
须与 WCRP 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计划（GEC）保持密切合作，而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的伙
伴关系将在未来取得成功。这种合作将确保扩大一直以来对认识气候和地球系统的动力过程和变化
的关注，与此同时还应当增加一个重点，即对人类对于这些变化的脆弱性、适应选择、社会经济影
响以及研究各国和区域如何接受/采用现有的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希望 PROVIA 会制定一份强有力
的研究日程，以支撑正在进行的适应工作，并为更好地利用气候服务做出贡献，因为这是在 GFCS
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下开发的服务。
3.2.7

关于 WMO 联合发起 PROVIA 的资金和财务影响，理事会注意到该活动主要是一项研究

协调工作，因此不会给 WMO 带来财务承诺，同时 PROVIA 秘书处也不会向其合作伙伴支付大量资
金。理事会邀请设在 UNEP 的 PROVIA 秘书处通过 PROVIA 临时科学指导委员会（ISSC）继续与
WMO 密切互动，以加强在所有参与组织实施 PROVIA 方面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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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WCP 的观测部分，理事会注意到 UNEP 是 GCOS 的发起方之一，在一个管理有序

大计划中两者兼而有之有助于评估有关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的观测需求，从而帮助 GCOS 和
PROVIA 更好地履行为 UNFCCC 缔约方提供咨询的职能。
3.2.9

注意到 ECWG-CWE 整体的初步评估，理事会相信 WMO 会员可受益于 PROVIA。但

是，理事会注意到 PROVIA 有待 UNEP 执行理事会的正式批准，预计，2013 年前不会对此做出决
定。理事会还注意到，这可能对 WMO 会员和秘书处都会产生资金影响，它要求 ECWG-CWE 继续
评估将 PROVIA 作为 WCP 的一个组成部分会产生的这些财务影响和其他资金影响。因此，理事会
决定将有关 PROVIA 作为 WCP 第四个组成部分的讨论推迟到 EC-65。
3.2.10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 ECWG-CWE 着眼 NMHS 在制作和提供气候服务中的作用和运作以及

其他有关 GFCS 的气候部分的作用和运作，并为 WG-SOP 提供素材用于评审 WMO 关于 NMHS 作
用和运作的声明，并按照大会的要求纳入气候组成部分。理事会进一步要求 ECWG-CWE 与 EC 服
务提供工作组就气候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问题开展合作。
3.2.11

根据有关提名一名负责气候、食物和水的联络人的决议 3（EC-63），理事会指定 Agnes

L. Kijazi 博士负责推进 ECWG-CWE 与 CCl/CAgM/CHy 气候、食物和水联合专家组（JCEG-CFW）
之间的合作。
3.2.12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 Cg-16 就 GFCS 作出决定，并且为了最好地支持其各部分的实施和运

作，决定调整世界气候计划（WCP）的结构，涵盖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
划（WCRP）、和新设的世界气候服务计划（WCSP）。理事会同意协调好对 WCP 及其各部分的
实施将提高 WMO 对 GFCS 的贡献水平。理事会敦促会员将其业务气候服务能力与 GFCS 的新兴需
求保持一致，促进 GFCS 实施计划中的各项规划活动的实施，有关各个部分的实施计划正在制定之
中，确保业务基础设施统一可靠，为 GFCS 的实施打下基础。
3.2.13

理

事

会

回

顾

了

Cg-16

指

出

的

项

目

纲

要

（

见

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Compendium_Project_Initiatives_en.pdf），包括需要
寻求更多支持的活动，以提高 WMO 对 GFCS 所有组成部分的贡献。此外，理事会获悉，作为制定
GFCS 实施计划协商进程的一部分，已制定包括合作机构之间的协作活动在内的更多的项目。理事
会敦促会员和认捐方相互补充，尽一切努力支持这些活动，并要求秘书处适当协助编制内容更为详
尽的提案。
3.2.14

理事会注意到 GFCS 办公室已采取措施汇编有关 GFCS 的案例研究，供特别大会（2012

年 10 月 29-31 日，日内瓦）之前的技术会议上研讨之用。理事会敦促会员提供所需素材，并要求秘
书长充分利用这类案例研究，有效地传播 WMO 为 GFCS 所做出的贡献。
3.2.15

执行理事会忆及，根据有关 GFCS 实施的决议 48（Cg-16），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

执行理事会审议决议 40（Cg-12）– WMO 关于气象、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商业
气象活动关系指南的附录 1 – 免费和不带使用条件的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确保 GFCS 气候服务
所需的气候资料和产品被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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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理事会忆及 1995 年召开的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 WMO 第 40 号决议，旨在指导气

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其中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理事会注意到 GFCS 对
资料的需求，40 号决议的实施受到其狭隘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范围的限制。理事会进一步强调，
对 40 号决议附录 1 的审议应当充分考虑决议 25（Cg-13）在这方面的规定。理事会注意到，通过对
会员国各类资料援用决议 40 和 22 的实践进行分析可以改进和促进气象和相关信息的交换，并要求
秘书长支持这一分析。
3.2.17

在对此事进行广泛讨论期间，执行理事会强调第40号决议（Cg-12）和第25号决议（Cg-

13）对WMO及其会员的运行至关重要；他们代表了WMO和国际组织取得的独特成就，也代表了上
述决议在制定、通过和实施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理事会认识到在审议这些决议时应极端谨慎，
并认为在决议通过以来的17年期间，各个国家的资料、技术、政策和要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
此，理事会认为，重要的是要制定一个适当的机制，以便解决WMO对实施GFCS所需的气候资料和
产品交换作出贡献的问题。
3.2.18

会员报告了对这些决议在NMHS中实际应用进行评估的好处，并确定哪些地方运行良

好，哪些地方还存在差距，特别是有关资料和产品的需求，其中包括通过GFCS以支持业务气候服务
所需的历史资料和处理过的资料。理事会认识到将ECWG-CWE ，特别是将CCl主席纳入此项工作的
重要性。理事会因此同意建立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EC有关WMO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政策任务
组” 以支持实施GFCS，并通过了有关其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的决议4（EC-64）– 执行理事会支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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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界面平台
3.2.19

理事会注意到 WMO 的水文学（CHy）、农业气象学（CAgM）、基本系统（CBS）、航

空气象学（CAeM）、海洋学与海洋气象（JCOMM）和气候学（CCl）等技术委员会已制定了许多
计划，信息、知识和最佳规范在用户之间得到了共享，在用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也得到共享。理事
会认为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用户界面机制可将气候提供方与各个社会经济行业联系起来，很成功，但
是也很有差异。理事会强调需要 WMO 结合 GFCS，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理顺与这些行业的联
系。理事会认为 WMO 的专门计划有针对灾险、水事和农业等领域的，所以本组织面临独特机遇，
可 为 这 些 行 业 开 发 用 户 界 面 平 台 （ UIP ） 要 素 ， 并 加 以 示 范 。 理 事 会 赞 赏 EC-63 设 立 了
CCl/CAgM/CHy 气候、粮食和水事联合专家组（JEG-CFW），该组正在协助制订一套综合性办法，
以便在水事和粮食安全两个重点行业中提高 WMO 对 GFCS 的贡献。
3.2.20

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主要是通过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

与行业用户互动。理事会敦促秘书长进一步推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用户驱动的气候在农业、
粮食安全、水资源、健康和减轻灾害风险（DRR）等优先领域中的应用，以确保对 GFCS 的更广泛
所有权。特别是，已商定卫生为 GFCS 中的重点行业，而且注意到 Cg-16 之后就 GFCS 展开磋商过
程中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各项建议，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WHO 一道启动联合进
程，推动 WMO 和 WHO 的联合行动，以加强合并、协调和筹资，将气候成果更好地应用于卫生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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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大会通过了“WMO 服务提供战略”，旨在评估和指导会员制定服务提供方面

的规范。该战略包括四个阶段，即：用户参与、服务设计和开发、服务提供以及服务评估和改进，
该战略是针对整个 WMO 的，适用于服务提供中的所有活动和计划，公共天气服务计划负责牵头协
调其实施，还要制定一个计划，旨在指导会员在国内开展服务提供工作。理事会还注意到大会认为
提供气候服务是 GFCS 的一部分，特别是用户界面平台将受益于所通过的、战略中所提出的原则和
途径。
3.2.22

理事会注意到在减少灾害风险（DRR）领域，设立了三个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和一个跨

委员会特设任务小组，以便指导并支持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每个咨询组将直接与气候服务用户界
建立更佳的联系。这些小组包括不同 DRR 用户界（公共和私营部门）、联合国及国际合作机构、学
术界以及一流专家，还有有关技术委员会的联络人。它们包括：(i) 灾害/风险分析专家咨询组；(ii)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专家咨询组；(iii) 灾险融资气候服务专家咨询组；和(iv) 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
提高人道主义规划和应对委员会间特设任务组。理事会注意到设立这些咨询组的目的是：(i) 指导编
写良好规范文件；(ii) 建立用户需要和需求：核心业务、增值资料、预报和分析产品以及服务和科
研，对 DRR 决策中各专题领域予以支持；(iii) 支持开发 WMO DRR 知识产品，并予以反馈；(iv) 支
持实施 DRR 和适应能力建设国内/区域项目。理事会注意到议题 4.2 提供了进一步详细内容。理事会
认为 DRR 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的成果可确定 GFCS 对 CSIS、科研、观测和监测及能力建设等部分
的需求，以便为 DRR 的决策提供支持。
3.2.23

理事会注意到 CCl 是 WCSP 的一部分，在不断开展工作，支持 GFCS UIP，其通过开发

方法和工具生成并使用应用于行业的气候指数；鼓励用户/行业更多地参与气候展望论坛（COF）并
从中受益；编写案例分析和指南，展示气候信息和预测产品用于决策可带来的效益；以及就气候风
险管理的有效规范提出指导意见。理事会注意到正在开展工作开发新的软件和指导材料，将气候指
数用于具体行业，初步重点是放在热浪和干旱上，主要通过与有关计划、行业机构和 CAgM 合作的
方式。理事会还注意到在 COF 上征求用户界的反馈意见方面取得了进展，正在计划与各国用户磋
商，进一步开发国内 COF 概念。理事会获悉最近正在开展工作编写气候风险管理研讨会（2011 年
10 月 13-15 日，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成果和建议以便发表。理事会敦促 CCl 和合作伙伴机构努力
推广新的方法和工具，将指导材料和出版物尽早发给会员，并推荐能力发展倡议，用于示范和培
训。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3.2.24

理事会回顾了大会关于决定设立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的第 17 号决议（Cg-16），

该系统的实施将由气候学委员会（CCl）牵头，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密切配合。理事会认识到在
CSIS 的运行中，其它技术委员会（JCOMM, CHy, CAgM, CAeM, CIMO, CAS）以及 GCOS 和
WCRP 等联合发起机构可以在有针对性的信息和产品的开发和交付方面发挥作用。理事会注意到，
CSIS 旨在定期制作用户所需、用于在各种层面作出各种具有气候敏感性决定的气候信息，包括资
料、诊断、评估、监测、预测、预估等等。理事会认识到，制作国家层面的可靠业务气候信息，关
键是需要充足的全球和区域投入和产品。理事会注意到 WMO 已落实或找到几个为 NMHS 气候业务
运行提供具体支持的实体，包括 WMO 根据一定标准和条件指定的一些高度专业化中心（例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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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GPS）和区域气候中心（RCC））。理事会注意到，WMO 还积极广泛联络
其它提供全球和区域气候信息的中心以及诸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等机制。
3.2.25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对 CSIS 的贡献大多集中在议题 3 所确定的气候问题的优先活动，包

括气候系统监测和预测的内容。
3.2.26

理事会赞赏 WMO 旨在开发‘系统策略’的努力，该策略将以最高效的方式囊括所有全球和

区域 CSIS 实体，目的是支持 NMHS 的气候服务提供，作为 GFCS 有机组成部分的 CSIS 有效实施
的总体战略。
3.2.2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区域气候中心的实施处于上升势头，所有区域协会（RA）均采取措

施推进示范和指定流程。理事会敦促区协主席继续支持该项工作，帮助尽早在全球范围设立 RCC。
理事会敦促所有 RCC，包括还在示范阶段的 RCC 在 CCl 和 CBS 的共同指导下努力实现标准化以及
产品和服务的‘统一外观和感受’。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GFCS 高级别小组的鼓励和指导，该小组
在其报告（WMO-No.1065）的第 9 章中阐述了 RCC 在快车道项目下加强区域气候能力的作用和活
动（业务和非业务方面）。
3.2.2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CCl 考虑到实施 CSIS 对其目前的休会期间以及未来的重要性，因

此设立了专门的 CSIS 专家组（ET-CSIS），以便支持 CSIS 的实施。考虑到 GFCS 在国家层面的实
施，理事会敦促 ET-CSIS 编写关于 NMHS 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指南。
3.2.29

理事会要求 CCl 根据现有 WMO 手册和指南（如，全球观测系统（GOS）、GDPFS、

WMO 信息协调（WIS）、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气候监测原则等等）给出 CSIS 技术参考手
册的纲要。其中，该手册可以为气候产品和服务的制作和分发提供定义、产品要素和标准、技术程
序和组织结构。此类手册的编制应涵盖 WCSP 领域下的关键活动（即，气候资料、监测、气候监
视、预测和预估以及相关业务实体），以及开展上述任务的员工资质。理事会进一步强调，需要
CSIS 手册来界定促进与 GFCS 其它支柱进行信息交流、互动和支持联络的界面。
3.2.30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 CCl 的指导下已经开始全球季节气候信息订正（GSCU）的试

验。理事会忆及 Cg-16 对 WMO 及其合作伙伴发布协商一致的 WMO 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状况表示
满意。WMO 认识到需要更广泛地开发此类季节性气候产品；欢迎将这些更新信息进行扩展，纳入其
它行星际震荡的影响，同时也纳入这种季节预测所产生的潜在的大尺度气候影响。理事会还强调这
种新产品最为区域和国家气候业务关键要素的重要性。理事会因此要求 CCl 及时完成 GSCU 同行评
审工作，帮助启动其可持续业务制作。理事会认识到 NMHS 对在国家层面提供用于气候服务的业务
气候监测和预测信息承担主要责任，并赞赏 RCC 和 RCOF 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支持 NMHS 所发挥
的关键作用。它还预计 GSCU 将被有效地用于支持 NMHS 的业务能力。理事会重申，大会同意这种
更新的目的是帮助 NMHS、RCC 和 RCOF 解读、描述和评估季节气候预测的可靠性。理事会注意
到 GSCU 和厄尔尼诺及拉尼娜最新通报的不同特点，因此要求 CCl 仔细考虑 GSCU 适当的可提供
性，并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报告进展理事会鼓励所有全球气候监测中心、全球长期预报产
品制作中心（GPC）和其它相关机构积极参与 GSCU 的开发和业务制作，并要求适当考虑避免
GSCU 与 RCC、RCOF 和 NMHS 活动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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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识到近年来在气候预测和预估的研究和业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认识到气候

风险管理和气候适应的用户界对相关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多。理事会注意到，CCl、CBS、大气科学委
员会（CAS）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尽管侧重的领域不同，但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
献，理事会认识到需要改进这些活动的协调，从而确保 CSIS 所有层面的业务能力设立的一致性和互
补性，以及更好地共同支持 CSIS 对 CSIS 产品和服务的改进及反馈的响应。因此，理事会要求有关
机构共同建立此类协调工作的适应机制，同时通过了关于支持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共同机制的
决议 5|（EC-64 ）– 保障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实施的联合机制。

研究、模拟和预测
3.2.32

理事会回顾到，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敦促重点加强包括 WCRP 在内的 GFCS 的一些核心

要素，同时还回顾到，WCRP 和 CAS 主持的各种研究活动正在直接致力于 GFCS 的建立。理事会
赞赏到，与研究、模拟和预测活动相关的 GFCS 执行计划草案进一步加强了 WCRP、世界天气研究
计划（WWRP）以及全球大气监测网（GAW）计划对 GFCS 所有内容进展的关注。
3.2.33

认识到区域气候信息和服务对新建 GFCS 的关键价值，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CRP 区域

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目前涵盖了区域降尺度协同试验（CORDEX）、WCRP 区域气候工作组的设
立（成为区域气候研究和服务之间的主要联络机构）、年代际气候可预测性区域系列研讨会以及将
于 2013 年 9 月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气候系统状态（SACSC）大会。为了确保所
有这些活动能够有效帮助开发 GFCS 的内容，理事会鼓励在区域层面能够积极采用这些内容，会员
通过区域协会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可实现此目的。
3.2.3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AS 和 WCRP 与 CCl 和 CBS 密切合作共同设立季节内到季节气候

/天气预测新研究项目以及 WCRP 和 WWRP 在极地的新活动。它鼓励会员在 2012-2015 年期间划拨
自愿捐款，以支持这些活动。

观测和监测
3.2.35

理事会认识到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重要性，这是 WMO 对 GFCS

的一项关键贡献，同时注意到 GFCS 实施计划（IP）中观测和监测附录部分明确规定的各种活动与
WIGOS 的进一步开发相关。理事会还认识到，WMO 信息系统（WIS）的全面实施对于 GFCS 的成
功至关重要，该系统能够提供 GFCS 中 CSIS 内部的信息共享和管理基础结构。它敦促会员通过提
供信托基金和援派专家方式支持秘书处的工作，以便结合 WIGOS 和 WIS 的实施一道全面推进
GFCS 的观测和监测部分。
3.2.36

理事会注意到加强 GCOS 对于保障 GFCS 成功实施的重要性。理事会敦促 GCOS 指导

委员会视情指导和协助实施 GFCS 实施计划中确定的重点行动和活动的实施。它敦促会员加强对
GCOS 秘书处的支持，包括通过援派专家或为气候观测系统基金捐款等方式使其承担更多与 GFCS
有关的协调责任。
3.2.37

理事会欢迎 CCl 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气候系统监测。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进一步促进和支持

CCl 开展下列对于支持 GFCS 业务监测活动至关重要的气候系统监测工作：(i) 采用极端气候事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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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和工具，包括提供公认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定义，以及开发监测事件发生的技术和程序；(ii)
根据 CCl 国家气候监测产品任务小组的建议，开发新型国家气候监测产品。
3.2.38

理事会注意到，鉴于要改进用于气候评估和气候变化适应所需的区域和全球气候数据库

以支持 GFCS，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全球气候资料恢复和数字化工作。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和
CCl 与各会员合作，依托目前已成功开展的活动，例如 MEDARE、ECA&D 和 ACRE，进一步开展
区域和全球合作资料拯救和数据库活动。
3.2.39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CCl 气候资料管理专家组正在努力为现代化气候资料管理系统

（CDMS）制定新技术规范。理事会要求 CCl 和 CBS 就这些新技术规范尽快为各会员提供指导，满
足对资料管理和资料交换的新需求用以支持 GFCS。

能力发展
3.2.40

理事会注意到，在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方面，NMHS 的一项关键职责是支持国家适应行

动计划，特别是通过提供可靠的资料并促进更广泛使用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理事会进一步强
调，需要通过实施 GFCS 帮助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NMHS 加强机构适应能力和有利的
适应环境，包括气候适应能力发展和减低脆弱性。理事会注意到，为确保 NMHS 能够充分利用与
GFCS 有关的各种机会并在 GFCS 国家实施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 GFCS 磋商确定了下列五个
关键国家行动：(1) 建立有关气候服务的国家职责和工作安排；(2) 在建立用于确定用户需求的国家
论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3) 在领导、宣传、战略规划以及与各伙伴和用户建立良好关系等领域促进
对 NMHS 员工的教育和培训；(4) 围绕气候服务的提供建立次区域/区域联盟；(5) 要求全球各联盟支
持区域层面的气候服务研究、制作和提供。
3.2.41

理事会注意到 DRR 双重工作计划，该计划旨在对各 NMHS、RSMC 和 RCC 进行系统的

能力发展，包括：(i) 根据良好规范文件和汇编，制定 DRR 专题的指南、标准和培训模块；(ii) 协调
的 DRR 和气候适应国家/区域能力发展项目，这将有助于各 NMHS 在全面的服务提供框架内，根据
质量管理框架原则，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另参见议题 4.2）。关于加强各区域培训中心
DRR 培训能力的建议将是该工作计划的一种补充。
3.2.42

理事会回顾到，所有预期结果均涉及 2012-2015 年常规预算内 GFCS 相关能力发展活

动，尤其是预期结果 3、5 和 6。理事会还回顾到，项目纲要中概述了其它大量活动，且这些活动依
靠预算外资金。理事会认为，GFCS 能力发展活动与 GFCS 其它各支柱的行动实施有关。各项活动
包括建立区域气候中心机制，以便：
(a)

为农业、水资源、健康和减轻灾害风险开发针对用户的气候服务；

(b)

鼓励小时至季节时间尺度高影响天气预报研究；

(c)

确定各项过程、程序以及教育和培训资源并制定指导文献；

(d)

开展教育和培训研讨会并支持各会员或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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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建立全球 RCC 体系极为重要，不仅可以为 NMHS 提供更多针对区域的

气候信息支持，而且还可以根据能力不足的国家的要求满足利益攸关方需求。理事会认为有必要开
展快捷项目来建立 RCC 以及推动 RCOF 促进区域网络化，并促进利用全球及区域产品来开发和提
供国家尺度气候信息。理事会强调有必要在脆弱的发展中地区优先实施 RCC。
3.2.44

理事会注意到，CCl CLIPS 开发任务组建议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 NMHS 的“气候服务工具

箱（CST）”以及制定相关指南。理事会认为，CST 会有助于业务气候活动的能力发展，并要求各会
员通过提供常用的资料集（例如，历史资料、再分析资料集、指数、模式资料等）及免费公开分发
的软件工具来支持 CST 的开发。
3.2.45

理事会敦促尽早编写气候服务课程材料，以支持业务气候服务培训，重点针对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同时建议与 RTC 密切合作来扩展和优化培训计划。理事会进一步敦促 CSIS 专
家和特定行业教员之间密切合作，制定针对用户界气候培训和提高气候认识的相应课程。
3.2.46

理事会注意到，如同 GFCS 高级别专题组报告所强调的，NMHS 业务气候活动的能力建

设是实施 GFCS 的一项重要条件。为此，重要的是确定各 NMHS 气候服务提供能力的现状，并将其
作为基准，拟定进一步的活动以便系统地提高其能力。理事会注意到，为此，在 CCl 的指导下，正
在对各 NMHS 展开调查并进行自我评估，包括 NMHS 内的各类气候相关活动。理事会敦促会员积
极参与调查。
3.2.47

理事会注意到，WCRP 及其伙伴正在通过下列活动支持 GFCS 的能力发展：区域专家参

与气候研究、模拟和分析；科学交流；教员培训；专题会议和研讨会；暑期班；指导计划；发展中
国家的科学家获取科学期刊；WMO 常规预算外的奖学金。理事会注意到 WCRP 有关 GFCS 的两个
重 要 项 目 ： 泛 非 非 洲 气 候 系 统 状 况 大 会 （ WCRP ） ， 以 及 与 全 球 变 化 分 析 、 研 究 和 培 训 系 统
（START）合作开展的 WCRP CORDEX。
3.2.48

理事会注意到，GFCS 这一部分、本次届会议题 4.6 下讨论的 WMO 广泛的能力发展活动

以及未来 WIGOS 相关能力发展活动需求之间的协同作用。理事会感谢秘书长为提出能力发展战略
所做的努力，该战略可作为一个伞形架构，将一般能力发展活动与涉及特别高优先重点领域的活动
相衔接，并要求随时了解衔接情况和各项活动。
3.2.49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拟在西部非洲举办研讨会以指导开发国家气候服务框架，并认

为，此类指导将为整合国家能力有效促进 GFCS 各组成部分铺平道路，并推动广泛实施国家气候服
务框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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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战略计划，重点为优先领域（议题 4）

4.1

提高会员的能力，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高质量的天气、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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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4.1）

4.1.1

理事会注意到 EC-SD WG 研究了针对 ER 1 的商定战略重点，以便为专家组和工作组开

展有关活动提供进一步指导。所研究的重点有：
(a)

提高国际民航服务水平（航空气象）；

(b)

更加以用户为本，提高服务提供能力；

(c)

改进产品和服务；

(d)

将服务重心更多面向社会经济问题；

(e)

促进能力建设和培训，提高服务提供能力；

(f)

实施 Cg-16 各项决议行动，加强热带气旋计划（TCP）的全球和区域部分；

(g)

结合 TCP 的全球部分采取行动，以及通过 TCP 区域协调机制落实大会决议，提高热带
气旋预报水平和预警服务质量。

航空气象
4.1.2

理事会重申航空气象是 WMO 的重点工作，因为对于许多 NMHS 而言，航空业是一个赖

以生存的至关重要的客户。理事会强烈建议维持目前正常预算的支持水平，并尽可能地维持或增加
会员提供的实物贡献。理事会确认在整个第十六财期和下一个财期，NMHS 在向航空业提供服务方
面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已列入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的 5 个最高优先：
(a)

实施 QMS 并注意到 ICAO 关于实施的截止期是 2012 年 11 月 15 日；

(b)

开展航空气象人员（AMP）能力评估；

(c)

提高 SIGMET 的发布效率和效力；

(d)

提高对航空业的服务水平，尤其是繁忙的空域和机场；

(e)

提高会员，应对火山灰和其他大尺度高影响事件的能力，如空间天气和核事故等。

支持结对/辅导框架，实施质量管理体系（QMS）
4.1.3

理事会认识到 ICAO 有关国际导航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的规定将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起从推

荐规范升级为标准。至 2012 年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会员在制定和落实 QMS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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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理事会获悉，有感觉认为在执行 QM 标准 ISO 9000 方面缺少所需的内部审计能力，并注
意到 QMS 的相互审计“结对/辅导”涉及附近会员提供合格的内部审计人员，这是一个有经济效益的解
决方案。这样的结对/辅导框架预计会尤其有助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LDC 小国满足独立审计的原
则。
4,1,4

理事会注意到决议 26（Cg-15 ），敦促会员积极工作，作为 WMO QM 实施活动的一部分

建立结对/辅导安排，并感谢提供帮助的会员，包括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做出的杰出努力。
关于拥有大量空中交通的 LDC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 QMS 成本回收方面遇到的困难，理事会获悉
ICAO 考虑将更新有关的 9161 号文，关于空中导航经济学。该文件将包括修订后的 “飞越”邻国基础
费用回收指南。理事会告知各会员，有关 QMS 费用回收和 AMP 能力评估的详细指南可登陆
http://www.caem.wmo.int/moodle

以 及 澳 大 利 亚 气 象 局 承 办 的

WMO

QM

网 页

http://www.bom.gov.au/wmo/quality_management.shtml。
AMP 的能力
4.1.5

理事会注意到 WMO 技术规则修订版 No 49 Vol. I 规定的 AMP 能力标准实施从 2013 年 12

月 1 日开始，并获悉在实施 CAeM 能力评估工具箱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理事会对一些会员举办和
帮助举办一系列 AMP 能力评估研讨会表示欢迎，并支持将所需能力的成本效益预测编写成网络培训
材料，旨在解决评估中发现的能力不足问题。理事会对与美国 COMET 计划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合作
表示赞赏，通过合作已提供一系列的模块，其中包括新开发的 QMS 模块。这些模块已公布在
https://www.meted.ucar.edu/并将分发给会员。认识到到区域培训中心（RTC）在成功实施 AMP 能
力标准方面可发挥重要的作用，理事会敦促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和 CAeM 与 RTC 网及其他教育培
训机构就根据 QMS 原则进一步开发机制进行协调 ，以支持培训、教育和 AMP 评估方面的“最佳做
法”。
SIGMET 公告试验
4.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ICAO 与 WMO 密切合作以及在法国、南非和中国的帮助下于 2011

年中在第一和第二区协开展了一次 SIGMET 公告试验，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 SIGMET 发布问题。理
事会获悉 ICAO 正在针对区域 SIGMET 公告中心业务制定一个全球或多区域理念的最终建议，该理
念有望成为长期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但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第一和第二区协只有为数不多的会员
对

ICAO

SIGMET

公 告 试 验 做 出 了 响 应 （ 试 验 结 果 详 见 ：

http://www.icao.int/safety/meteorology/METWSG/Meeting%20MetaData/METWSG.4.SN.008.5.en.
pdf），理事会强烈鼓励各会员自查其在此类公报基础上发布 SIGMET 的能力，并鼓励有关会员最佳
地利用现有的 SIGMET 指导，如果资源严重匮乏理事会进一步鼓励这些会员通过有 ICAO 参加的谈
判，在它们重建必要的能力之前将这一 SIGMET 责任临时转移给能够代表它们提供这一服务的会
员。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6（EC-64）– 其他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SIGMET 规定的手段。
4.1.7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航空业希望更好地协调跨 FIR 边界的 SIGMET 信息，并鼓励在气象

监视办公室间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以便对此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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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会员实施状态的信息
4.1.8

理事会获悉在重点事项实施状态方面信息严重不足，如 QMS、能力评估和 SIGMET 发布，

强烈要求会员提供必要的状态信息：及时答复秘书处有关问卷；理事会提醒会员，只有完整、最新
和准确的实施状态信息才能用来对秘书处和向会员提供的支持排出优先。

空中交通管制气象服务和以数据为中心的信息交换模板
4.1.9

理事会注意到 CAeM 和 CBS 联合设立的专家组和专题组所开展的工作推动和促进了航空

气象信 息（ 如 METAR/SPECI 、TAF 和 SIGMET ）向 根 据全球 信息 交换互 操作 模式格 式化 的
XML/GML 数字格式过渡，并认识到区域空中交通管制改进计划，如 NextGen（美国）、SESAR
（欧洲联盟）和 CARATS（日本），理事会注意到 ICAO 在 WMO 的协助下正在解决未来全系统的
气象信息管理，此举将有助于未来全球空中交通管制环境。理事会还支持为空中交通管理开发新型
定制气象服务，重点放在交通繁忙的空域和机场。

火山灰
4.1.10 理事会强力支持 WMO/IUGG 火山灰科学咨询组的工作，并注意到该咨询组的职责（见本报
告附录 4）理事会获悉自从该咨询组在 2010 年 3 月建立以来已经为推动科学认识火山灰探测和预报
以支持持续的民航业务安全有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理事会还获悉 ICAO 国际火山灰任务组(IVATF)
最近已完成工作。许多会员参与了 IVATF 的工作，为国际航空公司火山灰监测业务小组提出了大量
的建议。理事会注意到提出的建议会对许多会员的程序、培训和经费产生影响，并要求 CBS 主席与
CAeM 合作，就这一挑战为火山会咨询中心、]气象监视办公室和火山观测站提供支持。
公共天气服务
WMO 服务提供战略实施计划
4.1.11

理事会注意到对所有的 WMO 计划而言服务提供是最基本的，比如采用简便易取的方式

提供警报和其他有关灾害的信息对 DRR 十分重要。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Cg-16 批准了 WMO 服务
提供战略，使其成为向用户提供气象水文服务的框架，下一步将要求秘书长制定该战略的实施计
划。理事会还要求 EC 服务提供工作组（ECWG SD）监督这项工作，应包括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区
域协会主席和各个专家磋商。理事会强调 NMHS 授权开展的服务，其品牌十分重要，因此敦促在战
略中要对这一关键点加以强调。
4.1.12

理事会要求实施计划应明确与其他 WMO 重大活动联系起来，特别是 GFCS、QMS、和

能力建设。关于 GFCS，理事会强调其与战略可以形成协同效应，可以无缝地提供服务。
4.1.13

理事会鼓励会员适应该战略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服务提供战略和计划之中。理事会要求

秘书长安排提交实施计划草案，供 EC-65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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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和水况服务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
4.1.14

理事会鼓励对 NMHS 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估和示范，并重申迫切需

要制定相应方法。Cg-16 要求 WMO 服务提供战略应改善与用户的关系，据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7
（EC-64）–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对社会、经济和政策的影响。
4.1.15

理事会建议 WMO 与其他组织合作，收集现有方法，用于解决 NMHS 所提供服务的社会

和经济影响和效益，如 WMO 与世界银行之间的联合项目。理事会进一步建议 PWS 计划作为这一合
作的一个成果制定一个标准化的公共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方法。
4.1.16 理事会还注意到其 WMO 战略和业务规划工作组（WG-SOP）一直在致力于马德里行动纲领
的后续行动，根据该工作组的建议，理事会同意将天气、气候和水况服务社会经济效益未来工作职
责转给 EC 服务提供工作组（ECWG-SD），因为这一主题与其工作具有非常密切的协同作用。这一
主题将与 EC 气候、水况及环境服务工作组合作进行探讨。理事会要求 ECWG-SD 全面审议马德里
行动纲领，并评估自 2007 年马德里大会召开五年以来其实施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还要求对未来某
个时间召开一次马德里大会（2007 年 3 月 19-22 日）后续会议（马德里+ X）开展研究，并将研究
结果提交 EC-65。

能力发展
4.1.17

理事会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LDC）的能力发展措施，更为有效地提供高质

量的预警和预报服务。这些措施与下列活动有所联系：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与
TCP 联合开展关于气旋预警服务提供的培训、无线电互联网（RANET）通信、以及 NMHS 的现代
化。
4.1.18

理事会回顾到 Cg-16 关于需要利用 CAeM 开发的资质标准和实施指南，确定气象和水文

人员的能力标准的建议。理事会对 PWS 计划应 CBS 的要求，正在制定 NMHS 所需的向用户提供
PWS 的能力表示高兴， CBS-15 将对此进行审议。

提高预报和预警服务水平
4.1.19

理事会获悉重点是放在编写下列指导材料：针对各种时间尺度的天气、气候和水况灾

害，编制影响型信息、预报和预警。“谅解备忘录（MoU）”这一模板可协助 NMHS 把握与合作机构
的关系，因此受到理事会的赞赏，其还有助于编写标准操作程序（SOP），可用于具体情况，或满
足具体需求。
质量管理框架
4.1.20

理事会注意到实施 QMS 是航空气象计划的重点，因为 ICAO 规定了截止期限：2012 年

11 月 15 日，这一体系主要是一个管理工具， 可确保以客户为中心，可采取纠正性和预防性行动，
并可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因此，似应将 QMS 的原则贯穿于整个气象组织，从基本的资料质量保证
到对产品和服务的评估及有关的管理规范和程序，以确保满足用户需求。有一些 WMO 计划已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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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起步步骤，将其活动与 QMS 原则挂钩，理事会因此赞同下列各项计划采用 QMS 办法和政策，
指出对于 WMO 的全面服务战略而言，需要制定一整套基本政策让 QMS 贯穿整个气象组织，WMO
使命和愿景总体说明书可作为基础：
(a)

水文：
通过决议 1（CHy-13），WMO 水文学委员会通过了质量管理框架–水文（QMF-H），为
国家水文局开展工作提供了总体战略、建议、指导和工具，旨在使其业务达到高效率、
高质量和高效力。QMF-H 方面的活动是针对流程和程序的，是水文资料/观测、产品和服
务所固有的。这些贡献有向 NHS 提供的文件（条例、指南和技术标准手册）、建议和指
导意见，可用于其在国内形成自己的 QMS；

(b)

JCOMM：
澳大利亚气象局实施了 QMS 试点项目，在目前这一项目的基础上，JCOMM 将协助会员
将所开发的框架应用于海洋学和海洋气象服务工作上- 通过试点项目实现 QM 的结对合作
关系。鼓励 JCOMM 为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开发能力需求，遵循 CAeM 所使用的模板。将
责成一个小型专题组（组成由 JCOMM 管理组成员担任）编写国际上可接受的能力草
案，重点是质量管理框架中对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的能力需求。建议 5（JCOMM-4）
阐述的是与国际海事组织（IMO）合作的问题，看是否有可能在未来达成工作安排，以便
在闭会期间不断更新 QMS 的需求；

(c)

WIS 和 WIGOS：
有效的 QMS 将是 WIGOS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将可达到资料用户的质量要求和期望。此
事首先是对 WMO 各观测计划现用规范进行深入检查，对具体已定任务需求进行分析，
并对现有技术机会进行考虑。WMO QMF 将应用于每个 WIGOS 观测部分，具体参见
WMO 技术条例（WMO-No. 49）第四部分。WIGOS 的质量管理将力争使 WIGOS 的所
有部分符合国际标准，如 ISO 9001:2008、和 ISO 17025。鼓励符合国际标准将针对所
有质量保证（QA）程序， 是会员应用于其国内 WIGOS 所有观测部分的，所依据标准和
最佳规范均见于法规材料，如 WIGOS 手册；

(d)

GFCS：
理事会注意到为各国提供科学的气候信息并加以利用，做到内部一致，权威和可靠，纳
入政府决策，应用于社会经济，这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目标。为了持续地实现这一目
标，理事会鼓励开发和规范各种方法和规范，根据 QMS 的原则制作和提供气候服务；

(e)

WMO 服务提供战略
理事会强调有了 QMS 是开展有效服务提供很好的第一步。有效实施 QMS，做好服务提
供将是一条漫长道路，特别是如果将以用户为中心作为 QMS 的基本点的话。定期评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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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的效果，用关键绩效指标予以衡量，应纳入 QMS。然而，应特别重视 QMS 中的
某些核心要素，如有系统地与用户打交道，并形成文字，不断改进未来的发展形式。为
此，可将 WMO 服务提供战略视作 WMO QMF 的增补件。
农业气象

试点项目
4.1.21

理事会注意到，CBS 东非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EA）中的 AgM 活动向农

业领域提供了天气预报应用。理事会注意到，SWEDP-EA 农业气象学工作组于 2012 年 2 月召开会
议，旨在开发一系列天气预报产品，帮助农业气象学家向产品用户提供更好的指导，同时对使用这
些产品提供更好的培训。理事会鼓励和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WAMIS-www.wamis.org）的下一阶
段发展联系。
4.1.22

理事会支持使用手机技术作为一种有用的传播方式向农村的农民传播天气和气候信息。

理事会欢迎促进在乌干达使用手机的试点项目。该项目和乌干达气象局以及友成基金一道正在向维
多利亚选定区域的渔民提供逐日天气预报。理事会还支持此项目向乌干达东部的农民提供天气和气
候预报的项目。
GFCS 和粮食安全
4.1.23

理事会强调，在预测粮食生产水平以及帮助农民做出更好决定方面，天气和气候信息是

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决定人口对潜在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因素，例如社会经济条
件、价格、可提供性以及粮食的利用。理事会鼓励 AgM 计划致力于 NMHS 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合
作，例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饥荒预警系统网络（FEWSNET）。合作的目的是监测
粮食生产的潜在危险，例如洪灾和干旱。理事会支持在东非举办一次研讨会，以评审这类合作并提
出建议。
4.1.24

理事会注意到卫星信息对农业监测的重要性，所以支持 AgM 计划参与 GEO 全球农业监

测（GLAM）的动议，并支持通过与现有项目密切合作，加强 CAgM 其他有关作物物候、评估作物
产量和提供诸如土壤水分监测等实地信息的动议。
4.1.25

理事会支持 CAgM/JCOMM 水、气候和渔业联合任务组解决气候变化给食品安全带来的

影响。
热带气旋计划

区域热带气旋机构和 WMO 项目
4.1.26

理事会注意到，TCP 和其他 WMO 计划之间在实施区域和全球的 WMO 项目期间建立了紧

密的合作（例如第四区协飓风会员会 34 次会议对加勒比地区 DRR 的 MHEWS 项目实施的指导，或
者台风委员会和 SWFDP 之间就热带气旋以及和 CIFDP 就 2012 年计划建立的联系）。因为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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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FDP 使用现有的 NWP/EPS 和基于卫星的产品，理事会认可了加强 SWFDP 和区域性热带气旋
机构之间联系所带来的好处。

改进热带气旋的业务预报
4.1.27

理事会重申，使用包括多模式共识预报在内的集合技术能够进一步提高国家和区域性热

带气旋预警中心的预报绩效。理事会还提出天气预报纳入集合概率指导来表征预报不确定性的效
益，这对于受危害地区的灾害风险管理尤其有用。因此理事会敦促 NMHS 和区域中心在热带气旋的
预报中扩展集合技术的使用，并检查传播概率预报（适用于用户的形式）的可行性。另外，为了使
得热带气旋分析更客观和可靠，理事会建议相关中心开发 WMO 热带气旋卫星分析国际研讨会
（2011 年 4 月，美国檀香山）上建议的各种分析数据和工具。
4.1.28

理事会因此要求 TCP 全面建立热带气旋预报员网站，网站旨在提供获取预报工具的快速

渠道以及业务预报员的分析性数据门户。网站暂时在 TCP 网站内部进行开发（作为其网站原型）。
理事会很高兴地注意到，中国香港接受提供 TC 预报网站主机。目前 TCP 和香港天文台正在进行网
站管理的移交，网站内容和架构也在进行改进。预期新网站将于 2012 年年底正式启动。理事会对中
国香港方面提供的支持表示赞赏，并建议在 TC 预报网站建立的时候充分考虑上面提及的改进 TC 预
报的要求。
4.1.29
理事会重申，对更可靠且用户友好的 TC 预警服务来说，不同区域使用标准化业务规程和
产品来进行热带气旋（TC）预报至关重要。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在第七次 TCM 会议（印度尼西亚，
2012 年 11 月）上推广实施 CAP 和图形 TC 公告。理事会还建议尚未使用 TCAC 公告标准格式的成
员们尽早使用并实施。

4.2

提高会员减轻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灾害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议题 4.2）

4.2.1

理事会注意到 EC-SD WG 研究了针对 ER 2 的战略重点，进一步指导专家组和工作组开

展相关活动。此类重点活动有：
(a)

实施减灾（DRR）计划两级工作规划并落实各项可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展现出交叉性
方法所带来的各种效益；

(b)

设立 DRR 用户界面机制，开发用户对 DRR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灾害/风险分析、多灾种
早期预警系统、行业风险管理和灾险融资；

(c)

在 WMO 技术委员会、计划区域协会和战略伙伴系统参与实施 DRR 两级工作规划的基础
上进一步建设 DRR 计划的管理机制；

(d)

通过实施 DRR 工作规划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发展做出贡献，展示气候服务
对基于风险的 DRR 决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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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 WMO 技术计划和活动的开展，围绕本 ER，理顺与交叉性 DRR 框架和工作计划的
关系。

减轻灾害风险
DRR 计划工作规划，用户界面和管理办法
4.2.2

理事会获悉 DRR 计划两级工作规划（下称 DRR 工作规划）（见决议 8（EC--64）的附

录），包括：(i) 根据现有文件和汇总良好做法，围绕 DRR 按专题编写指导方针，制定标准，开发培
训课件；(ii) 协调 DRR 与气候适应国家/区域能力建设项目，协助 NMHS 开展气象、水文和气候服
务，形成全面的服务框架，遵循质量管理框架各项原则。理事会：
(a)

支持利用由不同的 DRR 用户部门（公共和私营部门）、联合国和国际合作机构、学术界
和 NMHS 的资深专家组成的 DRR 用户界面机制。理事会注意到为帮助指导实施 DRR 工
作规划在以下 3 方面建立的专家咨询组：(i)灾害/风险分析的气候服务，(ii)多灾种早期预
警系统，(iii)减轻灾害风险融资问题；以及基本系统委员会、气候学委员会和水文学委员
会建立的气象、水文和气候为改进人道主义规划和响应提供服务跨委员会专题组；

(b)

要求编写指导方针，制定标准，开发培训课件，便于 NMHS 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应对
风险决策和灾险融资，如灾前和灾后的政府融资机制、保险和外部开发资金，将其作为
优先事项予以开展。

4.2.3

理事会敦促技术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 DRR 用户界面机制，确定具体的委员会内部和之间

的合作，支持实施 DRR 工作规划。要求秘书处在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支持下编制未来规划，突出具体
领域和机制，以便于 TC 参与 DRR 工作规划。
4.2.4

理事会注意到在协调 DRR 与气候适应国家/区域项目方面取得了进展，正在开展此类项

目点的地区有加勒比地区、东南欧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还获悉新确立了 DRR 哥斯达黎加早期预警项
目充分，特别是通过国家气象局与减灾署、国家水文局、及当地有关部门和方面合作建设的早期预
警系统展现了效益。
4.2.5

理事会要求 EC 服务工作组（EC WG SD）审议上面第 4.2.3 段和第 4.2.4 段所提及的文

件，就 DRR 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的利用、WMO 组织机构和它们的优先项目的合作单位、以及外部
合作单位的系统参与和作用提供反馈意见，为 EC 准备各项建议，以便在一个综合规划框架内进一
步完善 DRR 计划的管理机制。
4.2.6

自 Cg-16 以来，DRR 计划为加强现有和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和开展合作方面做出了努力以

支持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理事会对此倍受鼓舞。它特别强调：
(a)

结合 GFCS 的 愿景和 CCl 以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合作编写关于气象、水文
和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地图和 WMO/CRED 联合年度报告；

(b)

与 UNFCCC 缔约方合作，通过计划灾害/风险分析工作制订灾损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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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结合气候服务工作，合作开展灾险融资；

(d)

利用热带气旋委员会与海啸和沿海灾害预警 ICG 的联系，加强与 UNESCO-IOC 的合
作，并指定 WMO GTS/WIS 与 UNESCO-IOC 的联络人。

4.2.7

理事会强调实施 DRR 工作规划是对 WMO 制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一大贡

献。理事会要求 EC SD WG 与执行理事会 GFCS 专题组合作，评估并利用从以下方面总结出的经
验：(i) 展现气候服务对基于风险的 DRR 决策的价值；(ii) 确定 DRR 的合作对象和用户界面专家咨
询组；(iii) 将 DRR 交叉性实施途径与进一步深化 GFCS 协调一致。

技术援助项目与 DRR 交叉性框架的协调一致
4.2.8

理事会强调若干技术援助项目，即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山洪指南

（FFG）系统和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综合干旱管理计划（详情见议题 4.3）、
WMO 洪水预报倡议（详情见议题 4.3）、WMO 紧急情况响应活动（ERA）以及全球资料处理和预
报系统（GDPFS）（详情见议题 4.3）、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详情见议题 4.4）
和 WMO 信息系统（WIS）（详情见议题 4.4），对于支持全世界许多地区减轻灾害风险至关重
要。。然而，理事会强调需要确保整个这类相关活动的协调，以及建立以用户需求为支撑点的业务
需求，它需结合各国 DRR 早期预警系统的体制框架和早期预警系统。这类技术援助活动以及核心系
统的进一步发展正在纳入现有的加勒比、东南欧和东南亚等地区开展的国家/区域统筹项目，理事会
对此感到鼓舞。然而，理事会：
(a)

要求其它区域（如南部非洲、东部非洲和南亚）的此类技援项目和技术计划的能力发展
活动需要与国家 DRR 和早期预警系统的机制框架密切配合，以便确保方法的一致性，以
及确保从早期理念设计到技术能力的长期可持续性方面与用户密切联系；

(b)

鼓励这些经过协调的国家/区域 DRR 和适应能力发展项目能够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区域，
同时考虑到各国政府对这些技援项目的接受度、资金状况以及推动作用，并要求秘书处
与伙伴组织和 WMO 组成机构合作编制一份提案，供 EC-WG SD 审议；

(c)

鼓励各会员为本国及本区域有关减灾和早期预警机制框架的经协调的技援项目提供支
持；

(d)

强调应从技术援项目的背景下从良好做法中吸取经验与 2012-2015 年休会期间编写
WMO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业务指南的获得联系起来。

预报与警报规程的标准化
4.2.9

理事会注意到，有效的 MHEWS 需要 NHMS 以及其它机构（例如国家到地方的灾害风险

管理机构）之间的大力合作、信息共享和协调。理事会强调，需要制定与国家警报规程协调的
NMHS 预警和警报沟通战略。理事会获悉了 WMO“全危害、全媒体网络”通用预警规程（CAP）的最
新执行情况，这是 PWS 计划和 WMO 信息系统（WIS）共同开展的一项工作，同时了解了 WMO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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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机构注册系统的设立情况，该系统旨在支持在发布警报时奉行“单一权威正式声音”的原则。理事
会：
(a)

强调了将国家 EWS 协议机制框架视为该活动推动力的重要性，因为理事会注意到各国政
府越发重视发展 MHEWS 所有权，各国之间的警报机构情况不同，某些国家的警报机构
正在专业技术性机构转向多灾种部门，这种部门在开发各种警报信息（如灾害风险管理
机构、卫生部门等等）时纳入了风险信息，而且在这类新型框架下，NMHS 是提供“权威”
的科学气象水文危害分析、预报、预警和警报指南和咨询的关键服务提供部门；

(b)

要求会员考虑在各自 NMHS 执行 CAP，作为发布公共警报的有效工具，同时将其预警机
构在“WMO 预警机构注册系统”注册，以便捍卫警报来源的权威性。

4.2.10

理事会注意到通用警报协议（CAP）对 DRR 以及公共天气服务（PWS）计划在实施中

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详情见议题 4.1）。
4.2.11

关于 TCP/JCOMM 风暴潮监视方案，理事会注意到在风暴潮咨询信息的图表形式得到改

进后 RSMC 的咨询信息的利用量增加了，这种改进活动最初是 2011 年由东京 RSMC 为台风委员会
会员开始试点的，随后位于德里的印度科技研究所的新德里 RSMC 进一步开发，最后于 2012 年由
热带气旋委员会批准。促进这类标准化的努力包括：（1）在 2012 年台风委员会和热带气旋委员会
年度会议上向其会员介绍 CAP;（2）2012 年与国际民航组织合作，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建议，调查
了热带气旋咨询中心（TCAC）的航空公告的格式从文字到图形的变化。考虑到上述良好范例，理事
会建议其它 TC 机构也考虑在文字的基础上提供区域风暴潮咨询信息的图形信息，以便加强区域
SSWS。
4.2.12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8 (EC-64) – 提高会员减轻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灾害风险和潜在影

响的能力。
4.3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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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4.3)

天气事宜
4.3.1

理事会注意到，在 2011 年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后续活动中，WMO 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系统

的核事故紧急备灾和响应系统的审核和评估工作。理事会鼓励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密切
合作，总结紧急事故响应业务气象保障方面的经验。它还同意 WMO 较早的一项活动，即组建一个
技术小组，发展适用于大气输送、扩散和沉降模拟的气象分析工作，以便促进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
科学委员会（UNSCEAR）关于事故释放的辐射的水平和影响的灾后评估。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4.3.2

忆及 Cg-16 要求秘书长和 CBS 制定战略，帮助会员实施改进型高分辨率区域 NWP（包

括资料同化）的实施，理事会注意到高分辨有限区域模式（LAM），尤其是地面水平分辨率低于 10
公里的模式与短期预报（72 小时以内）高度相关，因此建议这些 NWP 系统尽可能与现有所有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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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资料同化，以便改善分析和预测。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很多全球 NWP 模式都接近这个分辨率，
并且它们已经利用先进的资料同化方法对所有可用资料进行同化。理事会鼓励这些中心与 WMO 会
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员）交换它们的资料和产品。
4.3.3
理事会认识到 SWFDP 在协助 WMO 会员提供有效的预警服务方面有显著的影响（通过
改进预报能力），并建议应利用既定的机制，通过 SWFDP 全球到区域再到国家级下落式预报过程
进行分发。理事会要求：
(a)

NWP 中心和联合集团提供 LAM 代码，帮助 WMO 会员进行安装和配置，并就资料同化
的发展提出建议。这些发展将大大受益于优化配置（如边界条件，本地数据同化，模型
调试和调整，后处理和核实）和持续的行动，这对于质量保证和业务预报系统的可靠性
是至关重要的；

(b)

CBS 将这些内容纳入其工作计划，以便协助和促进 LAM 的实施。

4.3.4

认识到观测资料对于检验和同化至关重要，理事会鼓励会员通过 WIS/GTS 或 ftp 服务器

传输的方式贡献更多地面观测资料，以便改进本地区区域高分辨 NWP 系统（LAM）在短期预报中
的相关度和可用度，尤其是帮助灾害性和高影响天气事件的预报，以及开展地面天气检验。
4.3.5

注意到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GPC）的业务特性，同时忆及 Cg-16 设想在全球气候服

务框架（GFCS）背景下，某些 GPC 在提供全球季节内到更长时间尺度的气候预测方面能够发挥重
要的作用，理事会同意继续开展 CBS 和 CCl 之间密切的合作，以便：（i）进一步推广现有 GPC 产
品的使用并吸收到 RCC 和 NMHS 活动在业务气候预测；（ii）开发或修改一系列最低要求的预报和
检验产品、资料交换规程以及 GPC 和 LC 作用和职责，其目的是提供业务延伸预测（换言之，月
报）；以及（iii）与 WCRP 密切合作，以便进一步协调季节以上尺度的初始化预报的国际合作和研
究评估，以及对于业务化预报潜力的评估。
4.3.6

虽然认识到 SWFDP 在 5 个地区（南部非洲、南太平洋、东部非洲、东南亚和孟加拉

湾）在实施或开发阶段已产生显著效益，理事会注意到某些参与国在全面参与 SWFDP 方面遇到某
些困难，因此要求 CBS 制定一些 SWFDP 具体指南，以便促进能力最欠缺 NMHS（包括 LDC 和
SIDS 的 NMHS）的参与，关注 SWFDP 中国别实施计划的制定。
4.3.7

理事会注意到需要 SWFDP 与 DRR 项目进行协调，以促进在需要此类服务的国家更有效

地实施端对端早期预警系统。在这方面，理事会敦促作为 SWFDP 区域项目的一部分，应考虑在目
标国家收集和表达对于基本系统的需求（包括 WIGOS 和 WIS），同时解决与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
警服务有关的方面。理事会获悉需要协助恢复 RSBN 站。
4.3.8

理事会强调了对 SWFDP 强有力的支持。在要求 CBS 继续高度重视 SWFDP 的实施并将

其扩大到所有 WMO 区域的同时，理事会承认，重要的是要持续得到提供数值预报和卫星产品的全
球中心的支持。来自这样的先进中心的支持对项目的实施至关重要。区域中心发挥的重要作用。理
事会赞扬所有这些中心发挥的重要作用，感谢它们一直以来热情参与 SWFDP 的区域项目，并大力
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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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还注意到，需要显著加大资源（包括财力和人力）投入，确保 SWFDP（成熟项目

的持续改进，以及通过 WMO 各区域协会扩展 SWFDP）多个同时运行项目的有效实施和所产生效
益的长期可持续性，包括关键的定期培训、参与中心所作出的承诺、以及秘书处的协调和支持。理
事会回顾到，第 16 次大会确认了要实现其扩展 SWFDP 的目标，只能依靠适当的预算外资金，为
此，理事会提请：
(a)

秘书长继续寻求与外部合作伙伴协调资金筹措，以支持进一步实施 SWFDP 并将其扩大
到所有 WMO 区域；以及

(b)

秘书长和 CBS 进一步制定 SWFDP 这些方面的相关战略和规划，包括支持全球、区域和
国家中心有效和可持续地参与 SWFDP 的可行方案，以及区域项目的管理和协调，供
EC-65 审议。

气候问题

气候系统监测（CSM）
采用气候分析的方法和工具
4.3.10

执行理事会欢迎气候学委员会（CCl）正在开展的工作，提供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共同商

定的定义并开发各种监测极端事件发生的技术和程序。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在不同区域以更一致
的方式监测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寒潮、极端降水期、旱期等）的问题，以及建立天气和气候极
端事件的数据库。理事会敦促 CCl 编写指南，旨在改进 WMO《技术规则》和有关此项事宜的指
南，并要求秘书长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有关 CSM 气候资料和产品的新的当务之急
4.3.11

执行理事会欢迎 CCl 关于开发被视为国家气候监测的新资料产品的各项计划，这些资料

和产品可适用于国际交换。正在提出一套六（6）种国家气候监测产品，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所需的气候系统监测（GSM）的必要改进。
4.3.1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对格点资料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而这些资料产品可从结合实地资料

和卫星监测产品的气候模式中获得，旨在改进局地气候服务，诸如干旱监测、干旱早期预警系统
（DEWS）、粮食早期预警系统和极端降水期的气候预警等。
4.3.13

执行理事会要求 CCl 和秘书处作出必要的安排，提供有关上述两种要素的技术指导，并

与 CBS 一起评估制作和交换这些资料产品所产生的业务影响，特别是对 WMO《技术规则》的影
响。
CCl、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WCRP-Clivar）项目和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

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共同开展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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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会员间不断加强合作，进一步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评估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组织气候指数实践培训研讨会并开展会后的学习。
4.3.15

执行理事会进一步强调了这些活动在提供有关不断变化的局地和区域气候条件的确凿评

估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这类信息对于气候适应所需的气候风
险评估和脆弱性研究至关重要。理事会敦促 NMHS 与 WMO 以及 CCl/WCRP-Clivar/JCOMM 气候变
化检测和指数（ETCCDI）专家组合作，进一步开展此项活动，以更频繁地更新气候指数并通过专门
的门户网站用于国际交流。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4.3.16

执行理事高兴地注意到为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做出贡献的会员数量已增加，包括发

展中国家会员。理事会敦促会员和秘书处创建并进一步为在所有 NMHS 及时加载有关气候异常和极
端事件信息的网站做出贡献。理事会要求 CCl 和秘书处进一步与有助于改进 WMO CSM 的涉及其它
卫星产品的空间计划保持联系。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4.3.17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大多数关于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相关细节都是在关于 WMO 为 GFCS

组成部分做贡献的议题 3.2 下进行讨论。
4.3.18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CCL 和 CBS 在长期预报(LRF）的业务方面，特别是在实施 GPC 和
RCC 方面密切合作，并通过 CBS 延伸和长期预报专家组（ET-ELRF）和 CCl-CBS RCC 联合专家
组促进合作。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并确保 CSIS 中业务 LRF 的一致性，理事会批准了将 CBS ETELRF 转换成联合 CBS/CCl ET-ELRF 的建议。
4.3.19
理事会注意到持续以及预计的气候极端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并强调有必
要使用适当的监测系统来监控气候，评估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尺度上的演变并且制定适当的
咨询建议。理事会同意由 WMO 开发和推动的气候监视网系统将需要进一步加强，并将其纳入 CSIS
的实施。理事会赞赏区域气候监视网已经成为 RCC 强制性职能的一部分，并敦促会议采取措施在国
家一级设立气候监视网系统。

用于适应和风险管理的气候信息
4.3.20

理事会认为气候学委员会在指导和促进针对具体部门的气候指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用

户界面、用户参与区域和国家气候展望论坛，以及气候风险管理规范为 GFCS 的‘用户界面平台’和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做出了贡献，并赞赏此项工作在 WMO 其他技术委员会以及合作机构的配合下正
以多学科的方式开展。
4.3.21

理事会注意到 CCl 为编写指导材料，为确定有关这些主题的有用个例研究和最佳做法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敦促 CCl 加快这些努力，以支持 GFCS 的实施并继续采用基于合作伙伴关系的
方法。理事会认识到，一些会员已经开发出了建立和使用具体部门气候指数的相当可观的专业知
识，并且能够展现在与用户合作和在气候风险管理规范方面的最佳做法。理事会还注意到一些会员
已经建立了国家气候展望论坛，这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机遇，以积极建立用户-提供方关系和双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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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为满足一系列学科的气候需求提供服务，而这些服务正是在国家层面最需要的。因此，理事会
敦促所有的会员（与各自区域协会的支持和指导形成合力）通过提供最佳做法范例，通过确定对用
户界具有重要意义的指数，以及通过开展/主办提供方/用户研讨会和培训的方式为 CCl 的努力做出适
当的贡献。
4.3.22

理事会注意到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决定（另见议题 4.2）与建立各种用户界面机制有关，

旨在为 NMHS 和各技术委员会开发气候服务提供指导，以支持：
(a)

灾害分析作为风险模拟的输入。这包括如有关灾害定义的要求、标准、指南和培训计
划、历史和实时资料、元数据和灾害分析工具等领域，其中包括统计和前瞻性气候预测
和分析；

(b)

灾害风险融资，还包括基于天气和气候指数的保险和其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

(c)

提高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备灾和应对能力。

4.3.23

理事会强调指出，通过其与气候有关的活动，DRR 计划正在大大促进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的开发，特别是关系到各种‘用户界面机制’的开发，作为对 GFCS‘用户界面平台’（UIP）
的重要贡献，并关系到气候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以支持 DRR 决策。

气候、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JEG-CFW）
4.3.24

理事会获悉，JEG-CFW 已提出一个综合方法来处理气候-水-粮食之间的联系，同时考虑

到粮食、干旱和荒漠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将鼓励为提供补充气候、农业、水和其它相关资料和信
息开发综合产品和工具。理事会支持 JEG-CFW 向 CCl、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和水文学委员
会（CHy）提出的各项建议，即：汇编有关气候、粮食和水项目和个例研究的目录；2013 年在三个
委员会之间组织联合学术研讨会和一项关于建立气候、粮食和水相互关系的联合培训讲习班/课程的
提案。
4.3.25

理事会注意到 JEG-CFW 关于物候问题的讨论，并同意 WMO 应继续活跃在这一领域，

特别是植物物候领域。理事会注意到 JEG-CFW 建议 CAgM 应在该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鼓励
CAgM 管理组和 CCl 跟踪并报告有关进展情况。
4.3.26

理事会赞同 JEG-CFW 提交秘书长的各项建议，以审议 CCl、CAgM 和 CHy 与每项 UN

公约有关的职责并协助 JEG-CFW 评审任何现有的全球物候活动。理事会还赞同秘书长协助和协调
JEG-CFW 更新 WMO 天气、气候和粮食安全宣传册并在标题中增加“水”一词的建议。
WMO 干旱倡议
4.3.27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Cg-16 的决定，WMO 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将与一

些联合国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主要的国家机构合作，于 2013 年 3 月 11-15 日在日内瓦举办国
家干旱政策高层会议（HMNDP）。理事会注意到，HMNDP 的大主题是“减少社会脆弱性 – 通过国
家干旱政策帮助社会（社区及各行业）应对干旱”。鉴于国家干旱政策的最终目标旨在通过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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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的合作与协调，建立更具干旱承受力的社会，因此理事会敦促各 NMHS 全力支持并鼓励各自国
家的相关部门和机构积极参加国家干旱政策高层会议，并通过决议 9（EC-64）– 国家干旱政策高层
会议。
4.3.28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Cg-16 关于制定旨在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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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干旱管理知识库的综合干旱管理计划（IDMP），一个小范围专家
组已完成了一份概念性说明，并将通知潜在伙伴及认捐方。理事会在考虑 GFCS 的进展以及
HMNDP 过程成果的同时，敦促 WMO 秘书处和全球水伙伴组织（GWP）继续与各 NMHS 及其它伙
伴合作，积极支持促进综合干旱管理计划的建立和实施。
水问题

筹备水文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CHy-14)
4.3.29

理事会获悉 CHy-14 将于 2012 年 11 月 6-14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将审查委员会在过去

4 年的活动并修订和通过下一休会期的工作计划草案。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工作计划草案针对水文和
水资源对 WMO 五个优先领域的贡献，特别是突出了减轻灾害风险、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能力发展
和 WIS/WIGOS。理事会鼓励 CHy-14 考虑社会和 NMHS 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要考虑支持
GFCS 和勾勒 RIO+20 后续进程的未来发展，因此，要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关键合作伙伴进行建立
合作关系。理事会要求 CHy-14 针对 WMO 战略计划 2016-2019 的规划过程提出建议，包括 HWRP
的监测和评价方面。
4.3.30

理事会对 CHy 咨询工作组的建议表示赞同，即为提高组织机构届会效率，在 CHy-14 电

子板上粘贴公布部分尚处在起草初期的 CHy-14 文件，并注明“供讨论的草稿”，以便更多地吸收 CHy
会员的意见。

审查 WHYCOS 计划
4.3.31

理事会注意到大会(决议 14 (Cg-16))要求秘书长对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计划

开展一次独立的外部审查，以此作为对 2005 年开展的第一次审查的后续，并要求 CHy-14 针对审查
提出的建议准备一份应对草案提交 EC-65 供审议。

实施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学
4.3.32

注意到大会(决议 13 (Cg-16)) 决定在 WMO QMF 的总框架中建立质量管理框架-水文学

(QMF-H) ，根据 CHy 的建议，它涵盖资料观测以及水文产品和服务。理事会要求 CHy 确保在
QMF-水文学框架下制作的材料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质量管理系统实施实用指南保持一致，后者由航
空气象学委员会(CAeM)主导制定，供整个 WMO 使用。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作为 QMF-水文学系
列已经出版了一些手册，即洪水预报和警报手册、河川流量测量手册和最大降水量概率计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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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洪水预报倡议(FFI)
4.3.33

注意到根据大会的决定(决议 15 (Cg-16))，在搭建咨询工作组(FFI-AG)框架方面取得的进

展，以便对 FFI 倡议提供技术监督，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 EC-65 报告搭建和启动 FFI-AG 业务的情
况。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能力建设
4.3.3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根据 HWR 教育和培训战略开展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包括与业务气象

教育和培训合作计划(COMET)及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就水文培训课程远程教学开展的合作，
以及与国际水文环境研究协会(IAHR)就根据 WMO 手册第二版进行河川测量问题开展的合作。理事
会对建立在线讲师团的做法给与鼓励，由此便于下载 WMO 制定的培训教材供直接使用或进行改写
以适合各自区域的使用。与气候相关的水问题

有关气候的水问题
4.3.35

理事会认识到，重要的是目前 CHy 和 HWRP 要参与交叉性和跨委员会中与气候相关的水

问题，并鼓励未来进一步加强发展，特别是在 GFCS 和综合干旱管理活动方面。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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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可操作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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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4.4）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实施
4.4.1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第 50 号决议（Cg-16）-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实施”，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ICG-WIGOS）已开始就 WIGOS 的实施开展协调活动。理事会赞赏地注
意到，ICG-WIGOS 开发的 WIGOS 实施计划框架（WIP）及其工作组已着手开展本财期内可完成的
关键实施活动。
4.4.2

理事会强调了 WIP 与为实现其各种要素所需的资源之间的密切联系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

WMO 的各项计划应与 WIP 一致，以确保其有效实施并实现预期成果。理事会据此通过了决议 10
（EC-64）–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框架实施计划及其附录。
4.4.3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IGOS 项目办公室已初步建立，另成立了 WIGOS 项目监督委员会秘

书处（POB/ WIGOS），以协调各有关部门和计划中有关 WIGOS 的活动。
4.4..4

理事会认为，WIGOS 项目办公室人员不足，一些关键活动没有配备充分的资源，而这些活

动是 WIGOS 按计划成功实施的关键。因此，理事会敦促其会员通过 WIGOS 信托基金和/或借调专
家，或提供初级专业干事，继续提供资源，协助支持 WIGOS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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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理事会对英国、美国、挪威和其他 WMO 会员向 WIGOS 项目办公室借调专家和/或向 WIGOS
信托基金捐款表示感谢。但是，理事会认识到目前 WIGOS 项目办公室可用的资金不足。因此，理
事会要求秘书长确定实施 WIGOS 的风险并管理这些风险。理事会还敦促会员进一步向信托基金捐
款，还要求 ICG-WIGOS 考虑可用资金的水平并向 EC-65 提供更新版本的 WIP。

区域基本天气网（RBSN）、区域基本气候网（RBCN）和南极观测网（AntON）
4.4.6

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的 RBSN 和 RBCN 的可持续性，以及一区协网络数据的低可用性仍然

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理事会再次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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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发达国家会员协助筹集并提供资源，支持有需求的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理事
会还要求 CBS 及各自的区域协会确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对全球数据交换至关重要的观测
站，以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业务的支持。
飞机观测
4.4.7 理事会要求 CBS 和 CIMO 通过在其下建立一个适当的工作架构和工作计划，对将 AMDAR 全
面整合到 WWW 计划（作为对 WIGOS 的贡献元素）中提供支持。这将确保在 AMDAR 信托基金的
持续使用和维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AMDAR。
海洋观测
4.4.8 理事会注意到，JCOMM 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最新“JCOMM 观测计划领域实施目标”完全符合
WMO 应用领域（特别是气候监测、数值预报、海洋应用）的要求，并要求各会员考虑为实现这些目
标做出努力，并支持 JCOMM 实地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的工作。
4.4.9 理事会注意到有关开发一个海洋气候数据系统（MCDS），以全面应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要求的提议。理事会要求各会员协助 MCDS 的发展，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确保 MCDS
中心的业务和研究型海洋气象与海洋学数据流，以及根据商定的标准向 MCDS 提供数据，并协助开
展数据救援活动。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
4.4.10 理事会同意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EC-PORS）第三次会议上就 GCW 的
概念框架的意见，即应建立一个咨询委员会、一个管理委员会、几个工作组和几个重点任务小组。
咨询委员会将为 GCW 的实施提供总体指导和监督，将由 EC-PORS 的科学技术专家、WMO 会员和
GCW 的合作伙伴和贡献者组成。管理委员会将直接参与 GCW 的活动，并由开展 GCW 活动的合作
工作组和任务小组的组长和联合组长组成。理事会要求 EC-PORS 批准咨询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
以及各工作组和重点任务小组的会员。
4.4.11

理事会承认需要秘书处对 GCW 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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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寻
求各会员的协助，帮助建立一个 GCW 的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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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忆及，GCW 是一个跨领域、端到端活动，其所涉猎的领域已远远超出极地地区，共

涉及 100 多个国家。因此，理事会要求 EC-PORS 开发一个与所有其他 WMO 计划、技术委员会和
合作伙伴均有适当关联的 GCW 计划。这样，它有望纳入更广泛的跨领域举措的讨论（这在管理社
会需求方面是日益常见的手段），以及各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将如何处理此类活动，也应纳入今后有
关在执行理事会专家组之外建立一个适当的 GCW 监督机制的讨论。

4.4.13 理事会进一步回顾到 GCW 的观测组成部分为 WIGOS 提供了观测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以有
助于 WIGOS 框架实施的方式进行规划、实施和管理。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4.4.14

理事会认可了 EC-PORS 在加强与极地地区，特别是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和“北

极理事会”的工作关系上的成绩。理事会要求 EC-PORS 继续对相关极地活动，包括 SAON、变化中
的北极适应行动（AACA）、以及 ATCM 提供指导。
4.4.15

继 EC-PORS 第三次会议（EC-PORS-3，芬兰 Sodankylä，2012 年 2 月 6-8 日）的建议，

并考虑到需要同积极开展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的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理事会同意正式邀请北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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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PORS 的会员。注意到 WMO 尚不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并忆及 EC-60 就
WMO 寻求此身份的讨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寻求作为政府间组织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并为之
作出贡献。
气候观测
4.4.16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WCRP 数据咨询理事会的成立，并提请各会员将其意见作为 WCRP 气
候数据研究建议的主要参考源。理事会还认识到，第四届 WCRP 再分析会议（美国马里兰州银泉，
201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的成果是当前和未来气候观测、其预处理、以及气象、海洋、化学和新
兴地球系统再分析等外展领域的丰富知识源。
4.4.17 理事会进一步赞同 CCL-MG，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气候网是其合作机构或个人在低水平或缺
乏标准化、连续性和可持续性的状态下运行的，从而阻碍了当地的气候服务的发展、以及所需的质
量和及时性。理事会强调，CCl 在这方面的工作应建立在 GCOS 和 GFCS 的角色上，为全球气候监
测的要求和原则提供指导。
仪器标准和最佳实践
4.4.18 理事会忆及 Cg-16 表示支持进一步开发陆地气象观测站的选址分类，并将之作为 WMO-ISO
的通用标准。这将有助于评估并改善源自 WMO 自有的、共同发起的和非 WMO 观测网的原始数据
的质量，也将有助于评估具体活动站的适当性，尤其是气候变率和变化的监测。理事会注意到应谨
慎制定标准，并考虑到 NMHS 的情况以及可能对 NMHS 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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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9 理事会注意到，ISO 标准是自愿性质的，只要不在 WMO 技术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中引用即
可。理事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相关的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工作组支持 CIMO 在识别交叉要素方面
的工作，即识别与其各自职责范围有所交叉、可导致要求他们参与行动、且将创建共同标准的事件
要素。理事会还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指定一个联络员，代表他们参与进一步开发选址分
类，将之作为 WMO-ISO 通用标准的工作。
4.4.20 理事会注意到，ISO 正在制定多普勒激光测风雷达地基遥感标准，它将用于测量距离达数千
米的垂直风廓线，具有十分重要的用途，如航空气象和机场安全运行。理事会对 CIMO 从一开始就
通过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并提出气象界的关注倍感高兴。鉴于这一标准关系到 WMO 的优先重点以及
WMO 专家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将联系 ISO，将这一标准定为 WMO/ISO 共同
标准。此举能确保气象界的要求得到妥善考虑和得到气象部门的广泛接受，也使 WMO 能始终参与
这一标准的进一步修订和维护，以便满足其会员未来的需求。
4.4. 21 理事会注意到需要在 WMO-ISO 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一项计划，将适当的 WMO 规范性文件纳
入 WMO-ISO 标准，特别是作为 WIGOS 的标准，并要求秘书长组织此项工作。理事会强调了坚持
质量管理（QM）原则的重要性，包括有关仪器的校准。理事会认识到 WIP 涵盖质量管理，这是一
项关键活动领域。理事会还指出已确定将 QM 作为一项元素纳入《WIGOS 手册》。因此，大会制定
和批准的标准和建议将成为《技术规则》的一部分。
无线电频率协调
4.4.22 理事会忆及 Cg-16 要求会员积极准备并参加 2012 年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2）。理事会注意到，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SG-RFC）已确定的所有 13 个议程项目，均
已成功纳入 WRC-12；且 WRC-12 的最终决定与 WMO 的立场相吻合。理事会注意到，这是 WMO
的优异成果，反映出多年来 CBS 和各会员为 WRC-12 所做的重要准备。理事会还注意到，WMO
WRC-12 协调小组为这一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同国际电联的代表和各区域团体积极互动，保
证了 WMO 就有关问题的立场得到了大会的考虑。理事会对参与 WRC-12 协调小组的会员表示感
谢，特别是巴西、中国、法国、德国、瑞士和英国。他们与秘书处一起，能够在大会上直接代表
WMO。理事会感谢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曼、俄罗斯联邦、南非和美国，他们为协调小组提供了专
家支持 。理事会还对欧洲航天局和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EUMETSAT）的会员和空间频率协调组
（SFCG）的会员协助协调小组的工作表示了赞赏。
4.4.23 理事会注意到，WRC-12 就气象组织的审议结果是，无线电频谱的特定频段对于很多实地和
遥感观测非常关键，而这些观测对于支持气象预报、灾害预警和气候监测至关重要，将继续与
NMHS 合作保证其在气象界的使用，并保护它免受其他应用的干扰。尽管经受着无线技术和其他用
途导致的无线电频率稀缺的竞争压力，WRC-12 重申了以往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就加强气象和水文
服务的特殊需求的承诺。理事会注意到一份对 2015 年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5）议
程的初步分析，分析指出，跟 WMO 的首要利益和关切相关的频段或问题可能将有 16 个议程项目/
分项会有所涉及，因而理事会强调指出， WRC-15 的筹备工作将比 WRC-12 更为艰巨。理事会敦促
其全体会员，要与本国的无线电通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为气象和环境观测保留必要的频谱
分配，要开展适当的频谱监测并采取保护措施以避免在关键频段附近出现干扰。理事会进一步敦促

总摘要

43

会员积极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涉及无线电通信监管问题的活动，以此捍卫气象和环境活动的无线
电频段。理事会注意到，与 WRC-12 相比，WRC-15 的准备时间更短，继而敦促各会员，要确保有
关专家具备适当的资源，包括时间，以全面应对各种问题。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1（EC-64） – 气象
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监督和报告
4.4.24
4.4.25

理事会要求在编写 EC-65 的议程文件时考虑通过 WIGOS 的单独进展报告向大会报告。
理事会注意到，已存在（或正在制定）一些实施计划来指导 WMO 各组成部分观测系统的

优先重点和发展，包括 GCOS 实施计划、EGOS-IP、JCOMMOPS 发展战略、GCW-IP 和 GAW 战
略计划。理事会要求 EC-65 的进度报告要更清楚地说明与 WMO 规章制度的匹配程度，还包括
WIGOS 范围内各种实施计划的优先重点和计划所取得的进展。
WMO 信息系统（WIS）- 实施
4.4.26 在第 51 号决议（Cg-16）指定了 WIS 中心之后，有关会员实施了 WIS，理事会向所有这些
会员表示感谢。理事会还向设在北京、奥芬巴赫和东京的 GISC 表示感谢，这些中心为 WIS 于 2012
年 1 月成功地成为业务系统发挥了主导作用。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vGISC 埃克塞特和图卢兹于
2012 年 6 月投入使用。理事会强调元数据是 WIS 中的重要方面，并敦促所有会员与相关的 GISC 进
行注册，并开始审核已启动的 GISC 目录中世界天气监视网信息的元数据发现过程，以确保其信息
的元数据为当前的，以及确保能够发现相关信息，并能够通过 GISC 门户网站调用这类信息。理事
会鼓励会员在 WIS 中注册更多的资料和产品，使国内用户能开始从 GISC 的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
中受益。理事会突出强调那些其相关 GISC 尚未投入业务运行的中心能够在临时元数据管理系统中
注册，这些临时系统现目前由设在北京和东京的 GISC 向会员提供。理事会向提供这一临时服务的
那些 GISC 中心表示感谢，并敦促会员作出安排，利用这类服务，以开始支持并利用 WIS 的新功
能。
4.4.27

理事会感谢 CBS 出版了《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并敦促会员与

CBS 一道继续细化该手册，其中包括确定各国家中心及其相关的 GISC。理事会要求 CBS 完成
《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1061）的编写，同时强调会员需要在创建、管理和利用发现型
元数据方面得到相关指导。理事会要求已运行的 GISC 借助 CBS 的支持在提高其责任区会员能力方
面发挥主导作用，让其了解和管理元数据发现功能，以确保 WIS 的发现、调用和检索新功能有效地
运行，并能够用以加强 NMHS 的服务工作。
4.4.28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大会（WMO-No. 1077，第 11.4.7 段），2012–2015 年期间 WIS

的活动应当是：(1) WMO 所有中心完成 WIS 的实施；(2) 开展能力建设，确保得到 WMO 所有会员
的支持；(3) 发挥 WIS 的优势，服务于所有 WMO 计划；以及 (4) 在 WMO 所有资料管理中充分利用
WIS 系统。理事会要求各区域协会考虑其它区域正在制定的实施计划，并与 GISC 和 CBS 一道制订
WIS 区域实施计划。理事会要求 CBS 提供一份能力建设计划，涉及各 GISC 和其它已实施 WIS 的
中心，并涉及能力建设举措，如各区域培训中心、远程学习系统和奖学金计划。理事会鼓励所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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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和资料管理专家团队与 CBS 一道推进 WIS 系统的信息交换和管理规范，为 GFCS 等新举
措提供支持。
4.4.29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中心正在按达标标准实施与 WIS 的接轨，但却没有能够按照第十六

次大会确定的时间证明他们的达标水平。理事会还注意到 CBS 有条件地认同经指定的中心，以及第
51 号决议（Cg-16）的内容。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2 （EC-64）–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负责制订航空气象资料格式
4.4.30

理事会注意到，预计 ICAO 将会同意允许立约国“能够这样做（制定资料格式）”，以

XML 格式交换航务气象信息。理事会注意到 ICAO 将需要在其它航空信息采用统一格式的背景下交
换气象信息。
4.4.31

理事会注意到，预计 ICAO 将会从“逻辑资料模板”自动反演出其 XML 格式的资料交换方

案，而且还注意到需要气象知识来界定用于天气信息的逻辑资料模板。创建 WMO 航空天气信息逻
辑资料模板，并将该模板提供给 ICAO，旨在由 ICAO 将由此产生的 XML 方案融入其自己的方案，
通过这种方式 WMO 将能够确保在利用表驱动电码格式交换的信息与航空 XML 交换的信息之间具有
一致性，从而降低了会员的总成本。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3（EC-64） – 创建航空可扩展标记语言的
职责。
ISO 19115 元数据的 WMO 核心标准
4.4.32

2012 年 1 月，各技术委员会主席批准了 1.2 版 ISO 19115 元数据的 WMO 核心标准。理

事会要求 CBS 将这一标准纳入技术规则。理事会注意到，外部标准和 WMO 的要求正在不断发展，
并要求 CBS 继续发展该核心标准。为了强化该标准，使其正确地与为核心标准 1.2 所设计的系统配
套，理事会批准了采用‘快速通道’程序，如同用于表驱动电码形式的程序，跨计划专家组正在对相关
技术方面进行评估。
监测世界天气监视网
4.4.33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中国开发的软件现正用于分析 WWW 量化监测活动的结果。2011

年度全球监测结果表明地面站观测报的来报率比 2010 年略有增加，虽然高空站数量有所减少，但是
其余站点观测报告的来报率略有增加（www.wmo.int/pages/prog/www/ois/monitor）。理事会要求
CBS 建立各种监测程序，以便将对各计划至关重要的日常信息交换涵盖其中，虽然这类信息不在世
界天气监视网的传统范围之内。
保障 GFCS 的资料管理应用

每年提交世界天气记录
4.4.34

理事会回顾了大会关于气候资料要求的决议（第 16 号决议，Cg-16），并决定确定一系

列气候资料新重点，其中包括采用世界天气记录（WWR）整编和分发的新方法。理事会强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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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WMO 气候系统监测（CSM）水平，为各项 GFCS 功能提供保障，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从
2011 年开始，需要每年提交、编制 WWR，取代 10 年一期的传统做法。
4.4.35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4（EC-64）– 每年提交一次的世界天气记录。

4.4.36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提交 2001-2010 年期间过去的 WWR 记录，并补齐尚未提交的 1991-

2000 年期间的 WWR 记录。

资料拯救
4.4.37

理事会欢迎在 2012 期间举办两次有关资料拯救的区域研讨会，一次在西非地区，另一

次在加勒比地区，以响应对第十六次大会关于加快气候记录的拯救和数字化进程的决定。理事会敦
促各会员与 CCl 合作，推动全球和区域范围的资料拯救（DARE）活动，交流相关科学知识，共享
技术进步成果。

气候常年平均值
4.4.38

理事会欢迎 CCI 管理组采取措施致力于为会员按一致的方式气候计算并更新气候常年平

均值提供指导。在一份题为“计算标准的气候常年平均值：一项双轨制建议”的讨论文件基础上形成了
一种新方法。

中止 CLIMAT TEMP 高空月报

4.4.39

理事会注意到决议 3（CCl-15）决定中止 CLIMAT TEMP 高空月报的提供、分发、监测

和国际交换，CLIMAT TEMP 报的中止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 TEMP 高空日报和地面 CLIMAT 月报的
提供、分发、监测和交换。这些报对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世界气候计划仍然十分
重要。
4.4.40

理事会赞同 CCl 关于中止 CLIMAT TEMP 高空月报的分发、监测和国际交换的决定。它

要求 CCl 提出需要对技术规则做相应修改的意见。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4.4.41

理事会回顾了出版的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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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更新版）并对 2011 年出版的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卫
星组成部分的卫星气候补充产品细节的系统观测需求表示欢迎。理事会敦促会员协助国际和国家组
织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并提供咨询。
4.4.42

实施根据 UNFCCC 缔约方要求制定的计划，将满足许多对气候观测的需求以支持

GFCS。理事会注意到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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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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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识到观测和监测是 GFCS 的重要支柱之一。理事会要求 GCOS 秘书处与 GFCS 秘书处协调，
继续编写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及其附录。
4.4.43

理事会赞赏 GCOS 成立 20 年期间取得的成就，并对参与实现这一重要里程碑的所有各

方表示祝贺。在 GFCS 的实施方面，理事会希望 WMO 在 GCOS 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利用好与
GCOS 联合发起方、许多有关的区域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4.4.44

理事会回顾了 Cg-16 关于加强建立 GCOS 改进和评估周期的建议，UNFCCC 批准了该

建议并作为一项优先活动。在此背景下，要求 GCOS 秘书处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科技术咨询
附属机构第三十六次会议（2012 年 5 月）上报告其建议。2015 年初将编写一份心的进展评估和充
分性报告，以确定适应和其他服务为基础并针对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过程确定的不确定性。第三
份充分性报告完成后，将于 2016 年出版新的实施计划。GCOS 秘书处将审查一个或多个研讨会对
于适应和服务提供的资料需求，并将这些研讨会与 2012 年底或 2013 年初举行的 UNFCCC 和
GFCS 活动联系起来。理事会支持建议的规划，并建议后续的研讨会应包括 IPCC 第一和第二工作
的相关代表。
4.4.45

理事会注意到 GCOS/WCRP 气候用途的大气观测专家组的最新成果，并支持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指导委员会的建议，保持全球大气监视网网络的性能将有助于 GCOS，并由大气气候观测专
家组（AOPC）进行审查。理事会还要求与其他 WMO 相关部门密切合作，评估私营部门在温室气
体观测中的作用。理事会注意到 WMO 整合 GCOS 基准高空网（GRUAN）的努力，而 CBS、
CIMO、CCl 和 CAS 应该监督其进展。理事会注意到最近关闭或建议关闭对大气成分网络做出贡献
的台站，以及专家组进一步关注一些卫星观测系统的资金的不确定和缺口。理事会敦促会议就后面
的问题与其构架空间机构密切的联系。
4.4.46

理事会注意到 GCOS/GTOS/WCRP 陆地气候观测专家组（TOPC）的主要成果，并要求

TOPC 向相关的 WMO 计划报告有关地球基本气候变量（ECV）标准化工作中经验教训。理事会还
支持提高 ECV 数据集溯源性至负责的资料中心，并要求 GCOS 秘书处发布有助于使用 ECV 数据集
的适当信息。理事会认识到地球观测组织（GEO）用于 GCOS 的碳战略，并建议 GCOS 秘书处与
该 GEO 活动建立具体的联系。
4.4.47

理事会注意到 GCOS/GOOS/WCRP 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OOPC）的主要成果，并表

达了由于推迟 Jason3 计划的发射日期而造成的高质量的卫星测高的连续性以及对于拖延改进实地海
洋观测的担忧。理事会要求 GCOS 秘书处与 JCOMM 合作支持制定一项深海观测的战略，并继续促
进海洋观测框架。理事会还注意到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治理的变动，将在 2011 年底正式结
束 GOOS 对 OOPC 的赞助，待新的 GOOS 指导委员会重新审议此类赞助的事宜。
GCOS 合作机制（GCM）
4.4.48

理事会认识到旨在改进气候观测网络的 GCOS 计划的合作机制，在一区协运作地特别

好。理事会注意到加强这样的网络是高效运行 GFCS 的重要要求。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一些认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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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宣布到 2013 年将终止捐助。理事会敦促会议支持 GCOS 秘书处联系主管的政府机构发起或确保
为 GCOS 合作机制（GCM）提供资金。理事会明确表示感谢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西班牙、
瑞士、英国、美国在过去五年为气候观测系统基金及其 GCM 提供资金。
4.4.49

理事会注意到重要的 GCOS 地面网（GSN）和 GCOS 高空网（GUAN）网络性能不断

提高，并感谢会员采取的行动。大会已要求会员每月编写和分发尽可能多的台站的 CLIMAT 报告，
理事会很高兴很多会员已做出回应，这显著增加了气候分析所需的重要资料。例如，巴西现在每月
分发超过 70 多个额外的 CLIMAT 报告，其他几个会员也增加了报告。同样，由于会员的行动和
GCM 活动，GUAN 的性能不断提高。2011 年又增加了台站，以提高全球覆盖。理事会赞扬取得的
好成绩，并感谢摩洛哥、莫桑比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智利、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和英
国主办牵头中心。理事会呼吁会员继续和改进必要的支持。

区域活动
4.4.50

理事会感谢 GCOS 秘书处的工作，促进了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ClimDev 非洲）的发

展 ， 该 计 划 现 在 是 行 之 有 效 的 的 计 划 ， 非 洲 联 盟 委 员 会 （ AUC ） 、 联 合 国 非 洲 经 济 委 员 会
（UNECA）和非洲开发银行（AfDB）共同主办。理事会注意到 WO 和 GCOS 已同意担任 ClimDev
非洲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以支持该计划的实施和为考虑资金问题的各种项目提供建议。理事会强烈
鼓励 WMO 继续参与该计划（包括通过 GCOS）。理事会鼓励他们作出更多的努力沟通有关进程的
最新信息以及 ClimDev 非洲给非洲各国 NMHS 带来的效益，以便抓住该计划所提供的机会。理事会
赞同 WMO 和 ClimDev 非洲的主办方与非洲气候政策中心继续协商，以便将该计划有效地纳入非洲
气象部长级会议（AMCOMET）下地综合非洲气象战略和 GFCS。
4.4.51

理事会对于 2003 年 12 月 8—12 日在位于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厄尔尼诺国际研究中心为

安第斯国家举行的区域研讨会表示赞赏，寻求改进气候观测网络的方法以支持气候服务和在非洲南
部制定适应战略。理事会鼓励 GCOS 秘书处在其他区域组织类似的研讨会以开展原始区域行动计划
的后续行动并促进进一步改进气候观测系统。
4.4.52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5（EC-6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WMO 空间计划

空基观测系统
4.4.53

理事会注意到空基观测的重要性，它是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监测天气、气候和环境的全球资料的重要来源，理事会还欢迎气象卫星协调组
（CGMS）通过了新的基准，以响应 GOS 展望 2025。理事会强调了毫不拖延地实施新一代卫星系
统的重要性，该系统正在开发用于地球静止轨道和低地球轨道卫星群。牢记从低地球轨道进行卫星
探测对于 NWP 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理事会重申,开发针对 2025 年 GOS 愿景所要求的实施上午轨
道（穿越赤道时间大约在 5:30）探测使命的计划至关重要，理事会还欢迎 CGMS 努力优化未来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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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的轨道分布，以减少探测上的空白。理事会希望适时确认后续发射任务以确保洋面地形观测的
连续性。
4.4.54

理事会感谢 EUMETSAT 对印度洋上空卫星的运行维护。一区协将支持印度洋上空的

Meteosat 卫星持续观测，以便监测影响周边国家的季风气流、热带气旋等该洋面上的高影响天气情
况。
4.4.55

IPY 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在蒙特利尔成功举行之后，南北极点的环境状况迅速变化及其

对极地和全球即将产生的潜在高影响使 3000 位与会者一致认识到促进极地区域，尤其是北极地区观
测、研究和监测的紧迫性，理事会高度支持发射像 HEO 这样的卫星，以提供极地区域准静止模式的
有利观测。
4.4.56

理事会鼓励会员进一步参与 WMO 空间计划的活动，这些活动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

需求定义、监控空基观测系统的实施、支持全球卫星规划、资料收集和交换、协调卫星相互标定、
产品生成以及教育和培训。这些活动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发展 WIGOS 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时需要充分利用空基能力，特别是关系到水文和 GAW，包括温室气体监测时。

资料调用和用户培训
4.4.57

理事会强调需要改善对卫星资料和产品的调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认识到制定区

域资料分发的需求取得的进展，适当的分发系统，如 EUMETCast、CMACast，GEONETCast-美国
和 MITRA，可以解决这种需求。理事会还重申需要开展用户培训以及制定培训教员的战略，并且通
过卫星气象教育培训虚拟实验室（VLab）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非洲感谢
EUMETSAT 和 WMO 对 ASMET 以及内罗毕、比勒陀利亚、EAMAC-尼日尔的 WMO-RTC 虚拟实
验室的支持。认识到挑战依然存在，理事会鼓励卫星运营方进一步协调这些努力，促进 WMO 会员
参与，并为分摊 VLab 技术支持官员的费用做出贡献。
4.4.58

理事会鼓励所有 WMO 会员对利用卫星资料调查作出回应，以指导 WMO 空间计划满足会

员的需求。

气候空间监测构架
4.4.59

理事会认识到空间计划在完成开发气候空间监测构架的战略文件方面取得了进展，并重

申了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有空间机构的会员以及参与开发该构架的卫星运营方进一步参与的重
要性。理事会同意这些开发工作不仅将进一步加强用于过去五十多年的气象监测和预测的系统，而
且还将是 WIGOS 和 GFCS 的关键组成部分。

空间天气
4.4.60

鉴于太阳最大值即将到来，以及空间天气对观测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对航空安全都具有

严重影响，而且空间天气预警与气象服务提供之间具有潜在的协同作用，理事会鼓励空间计划继续
支持国际上协调空间天气活动，并再次敦促会员提供预算外财政和/或借调人员以加强协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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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CG-16 会议认识到需要协调 WMO 成员在空间天气方面的努力后，理事会鼓励空间计

划通过空间天气跨计划协调组（ICTSW）研究近期和长期计划（包括教育和培训），并与 WMO 区
域协会合作实施一个空间天气协调战略。鼓励 WMO 会员的广泛参与。
4.4.62

理事会注意到在 WMO 空间天气门户网站可获得的空间天气业务产品，并感谢那些对门

户网站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会员们。理事会敦促会员们进一步收集 ICTSW 的用户需求和定义，并通过
WMO 空间天气门户网站提供支持。
4.5

提高会员促进并受益于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方面的科研以及科技开发的能
力。(议题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1

理事会赞赏地认定 WCRP 开放科学大会重点突出了科研对支撑 GFCS 的作用以及为此确

定了相应的科研重点。气候研究模拟和预测是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确定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的五个重点要素之一，它对提高气候信息和服务质量至关重要。理事会认可 WCRP 为解决重点经济
部门和气候相关风险管理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对科学气候信息的需求所做的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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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CCl 和
CBS 的协调，以确保对气候研究的支持和鼓励（见第 4.5.13 段讨论的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
4.5.2

理事会赞同 WMO/ICSU/IOC 的建议，指定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科学委员会（JSC）研究

OSC 的成果。JSC 确认，今后十年 WCRP 在科学和计划方面的挑战是：(1) 将物理气候系统与地球
生物化学、社会学和人文学相结合开展地球系统预测； (2) 利用新的卫星观测提供的机遇，显著提高
对云和气溶胶及其对气候敏感性贡献的认识； (3) 将精心制作的区域尺度气候信息加入“无缝隙预
测”；(4) 气候预测不确定性定量化；(5) 预测未来数年到数十年气候自然变率如何影响气候变化人为
“强迫”部分；(6) 确定极地气候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假设北极冰雪可能融化以及有关增加商业船运航
道和自然资源开发的国际谈判； (7) 认识极端事件的成因，开展近实时成因研究；(8) 改进对未来区
域尺度海平面变率和变化的预测及评估，其中不仅需要了解低温圈和热层的影响，还需要了解环
流、风暴路径和潮汐振幅如何变化；以及 (9) 培训和提高各区域下一代气候学家的的能力。
4.5.3

理事会欢迎 JSC 关于建立一个新的 WCRP 区域气候科学和信息工作组(WGRC)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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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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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气候为粮食和农
业、水、人类健康和减轻灾害风险部门服务。理事会建议 WGRC 为气候服务最佳做法进行定期评
审，并为其实施提出建议。理事会支持 JSC 的建议，即 WGRC 负责 WCRP 与 GFCS 用户界面平台
的衔接。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人员组成
4.5.4
理事会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JSC）候选人名单的最终提案做出了决定。
将与 ICSU 和 IOC 对该名单进行讨论。
(a)

延长 7 名成员的任期至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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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命 7 名新成员替代离任成员。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向 WCRP 其他主办机构，即 ICSU 和 IOC/UNESCO 通报这一遴选过程的结果。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

几小时至次季节时间尺度的高影响天气的预报研究得到加强
4.5.5

理事会认同 WWRP（包括 THORPEX）在满足会员需求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进展，包括

通过 WWRP 预报示范项目（FDP）（如 MAP D-PHASE，北京 08 以及 SNOW V-10）成功地从研
究转化为业务、与 CBS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密切合作、与 WWRP 合作开展的次
季节到季节预报新项目、与 WCRP 有密切关联的极地预报新项目、WWRP 与灾害风险综合研究
（IRDR）开展的合作，以及数值试验工作组（WGNE）的模式研究。

临近预报研究
4.5.6

理事会注意到为 MAP D-PHASE（瑞士）、2008 夏季奥运会（北京）、SNOW V10

RDP（2010 加拿大冬季奥运会）开展的预报示范项目（FDP）以及研究和开发项目（RDP）都很成
功，并且理事会对俄罗斯联邦正在研发 FDP、FROST 2014 项目为索契冬季奥运会做准备而感到高
兴。该项目将建立在 SNOW V10 项目成果的基础上。理事会建议考虑把 WWRP/THORPEX
FDP/RDP 用于 INCA-CE 项目。理事会注意到，临近预报研究界与中尺度预报研究界合作有几种优
势，并鼓励举办联合会议和研讨会。

中尺度预报研究
4.5.7

理事会建议考虑为南美洲拉普拉塔河流域项目建立 WWRP/THORPEX FDP/RDP 项目。

理事会注意到在综合中尺度研究环境（IMRE）中融入 WWRP 的战略，作为利用测试基地建立的数
据集测试和改进模拟和同化技术。

热带气象研究
4.5.8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集合预报项目（NWP-TCEFP）和台风登陆预

测示范项目（TLFDP）取得的进展。这两个项目均将在 2012 年结束。理事会还欢迎 WWRP 的新举
措把重点放在高影响天气事件上，如计划于 2013 年开始的项目：华南季风暴雨试验。

社会经济研究应用（SERA）
4.5.9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IRDR 以及 WWRP 之间 SERA 相关的工作安排已经正式确定。

IRDR 以及 WWRP 将密切合作，支持 WWRP 工作组在 SERA 上的活动，SERA 研究重点包括估算
降低天气和灾害风险信息的社会经济价值。

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4.5.10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启动对于地球工程计划的科学价值和局限性的评审——该项工程是有

意大规模人为改变影响地球气候的环境过程的途径，旨在减少全球变暖的影响。评审工作将由 CAS
在 WCRP 的密切合作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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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
4.5.11

在为 SDS-WAS 系统建立另一个区域（泛美）节点方面取得了进展。查普曼大学（美国

奥兰治）正发起倡议，与其它几所大学团体和机构一起成为 WMO 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的未
来合作伙伴。此外，第十六次大会曾鼓励将沙尘预报研究成果转化为业务，并参考 EC-60 向 CAS
和 CBS 提出的建议，为未来建立专门从事沙尘预报的区域业务中心制定有关程序，理事会要求这两
个委员会明确规定该类中心的强制性职能并要求 CBS 相应更新 GDPFS 手册。认识到非洲的一些区
域受到沙漠尘暴的威胁，泛美中心将与其它两个 SDS-WAS 节点合作。

脑膜炎环境风险信息技术（MERIT）
4.5.12

理事会注意到近期通过 WMO 参与的跨学科项目“脑膜炎环境风险信息技术”的进展，项目

将天气和环境（灰尘）状况用于业务评估萨赫勒地区 2012 年流行病高发季节脑膜炎的发病概率。理
事会敦促会员支持秘书处为长期支持 MERIT 而寻求资金，从而为 GFCS 做出贡献。

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
4.5.13

理事会欢迎与 WCRP 合作建立新的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所取得的进展，旨在提高在天

气-气候界面不同时间尺度的预报和应用研究水平，尤其是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理事
会建议把各项计划活动的实施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并与现有机构（CBS、CCI、CAgM 等）通力合
作，这将确保研究成果向业务服务的最佳转化。

极地预报项目
4.5.14

理事会注意到作为在国际极地年中 THORPEX 十个项目群中的后续项目 —— WWRP 极

地预报新项目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还认识到几项计划（EC-PORS, GIPPS）开展有效合作的重要
性，因此理事会支持能促成 WWRP 和 WCRP 综合极地预报项目的行动。
4.5.15

理事会认识到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和极地预测项目之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理事会注

意到建立更多此类项目的潜力，特别是在为实现无缝预测和建立 GFCS 的研究支柱的背景下。理事
会因此鼓励 WCRP 的 JSC 和 WWRP 为这些项目制定有效的综合管理办法。
THORPEX
4.5.16

理事会注意到 THORPEX 将于 2014 年结束，并对该计划向全球气象科学界展示的巨大

效益表示满意。理事会表达了对 THORPEX 的支持并注意到 THORPEX 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正在开
展咨询活动及差距分析，以确定 2014 年以后 THORPEX 遗产的组成部分。理事会鼓励所有会员参
与该咨询活动，以便确保 THORPEX 的后续工作满足会员需求。
WWRP/THORPEX 暑期学校
4.5.17

理事会注意到提供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规范的重要性，同时培训年轻的科学

家，包括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科学家，从这些成果中受益，并欢迎由 WWRP/ THORPEX 组
织并发起的 2013 年在美国举办有关地球系统和环境预测的暑期学校的筹备工作。理事会要求会员协
助秘书处寻求 WWRP/ THORPEX 暑期学校的讲师、学员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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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RP/THORPEX 开放科学大会
4.5.18

注意到启动国际地球系统预测研究理念作为 WWRP 的一项可行的倡议，这可建立在

THORPEX 遗产的基础上，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计划于 2014 年夏季举办 WWRP/THORPEX 地球
系统模拟开放科学大会。理事会认识到，这项天气时间尺度的倡议旨在加速地球系统预测的进步，
该倡议将建立在 WWRP/THORPEX 和 WCRP 最近发起的次季节至季节预测和极地预报研究项目的
基础上并与之协调一致。
4.5.19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6（EC-64）– 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和决议 17（EC-64）– 极地

预测项目。

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GAW）
GAW
4.5.20

理事会忆及由 Cg-16 批准的 2008-2015 年时期 GAW 战略计划 2012-2015 年期间增补件，

包括 GAW 计划在提及的年度里要进行的任务。理事会要求会员和伙伴参与组织及机构共同执行这
些任务和促进 GAW 计划的实施。
4.5.21

理事会认识到由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一些国家和网络为大气化学和相关物理参数测量的融

资已变得不确定。理事会要求会员继续这些测量或测量计划，因为关闭台站来意味着中断或终止长
期的时间序列。绝大多数 GAW 台站在稀疏和急需测量的地区运作。失去这些站点的能力将明显削
弱整个网络。此外在非洲、欧亚大陆和南美洲的观测空白也需要进行填补。因此，理事会欢迎在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海拔 5320 米）的查卡塔雅地区建立 GAW 台站，这是国际研究机构团结通力合作
的结果，并欢迎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帕卢 GAW 台站（海拔 1369 米），该站将于 2013 年投入运行。
理事会还指出，GAW 的观测部分是 WIGOS 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 GAW 计划与 ICG-WIGOS 和秘
书处协调，在实施 WIGOS 计划时解决可持续站网的需要。
4.5.22

理事会对 TCCON 和 EARLINET 研究网络被认可作为 GAW 贡献型网络之举表示欢迎。此

类协议对于扩展 GAW 计划是一个极好的途径，理事会要求此类协议也应与其他相关网络达成，诸
如 NDACC 和 AGAGE。
4.5.23

理事会同意为了 GAW 的正常运作，而要求不同机构、研究所和学院之间进行合作。目前有

28 个全球性台站，其中略少于半数的主要运作者是 NMHS，大部分台站拥有超过 5 个合作研究所，
具有最广泛计划的台站得到 10 个研究所的支持。肯尼亚感谢瑞士气象局为运行肯尼亚山 GAW 台站
所给予的合作与协助。在肯尼亚气象局的合作下，瑞士气象局持续为其提供气球、臭氧探测仪和观
测气态污染物的仪器，以便认识本底污染以及包括气溶胶在内的大气化学成分。
4.5.24

为使 NMHS 和参与的研究机构能够从大气化学、相关物理参数和气象测量中互利，需要为

研究机构提供 WIS 系统的访问。理事会认识到改善有关大气化学、相关物理参数和气象观测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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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将使 NMHS 和参与的研究机构共同获益，要求会员和运行 WIS 中心的各组织积极为研究机构接
入 WIS 寻求途径。
4.5.25

理事会建议 WMO 通过 GAW 计划同其他国际机构和与农业及粮食安全相关的融资机构密切

合作，将大气成分观测扩展用于农业用地，以便会员可以根据大气污染评估粮食安全风险，以及农
业对调控 GHG 排放的潜力。
4.5.26

考虑到 GFCS 的需求，理事会注意到 GAW 贡献的重要性。未来气候预估的质量依赖于

用于气候辐射强迫的资料，既有与长寿命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首先是二氧化碳，又有与短寿命气
候强迫因子相关的，诸如臭氧和颗粒物，包括黑炭和矿物粉尘，还取决于对与云和大气水蒸汽相关
的反馈过程和对陆地表面过程的处理。在气候模式下的气溶胶和臭氧应特别重视其代表性。理事会
满意地注意到，建立了一个欧洲综合碳观测系统以进行包括大气、生态和海洋观测在内的区域碳预
算监测，其总部在芬兰。
4.5.27

理事会对用于火山灰、林火、沙尘和空气质量监测的业务激光雷达观测的参与表示满

意，并敦促会员进一步提高其激光雷达观测能力。理事会进一步感谢德国调派专家参与激光雷达和
云幂测量仪的观测工作。云幂测量仪和激光雷达台站的调查已主要在 WMO 六区协完成，但是在北
美和亚洲也建立了激光雷达网络。通过与 EARLINET 和 EUMETNET 成员的合作，所收集的信息将
储存在一个包含元数据信息并具有仪器地理位置的数据库中。这项工作继续由 DWD 进行。理事会
认识到，为展示近实时图表信息而开发的网站可视化办法这一额外工作目前即将完成，这项工作对
撒哈拉沙漠尘埃和欧洲火山灰事件监测具有潜在的帮助。
4.5.28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 WMO 与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专家组（GESAMP）的合作，已成功地

为对化学品通过大气进入海洋及对海洋生产力和气候的影响进行了全球评估。研究结果通过 4 篇论
文，作为 WMO/GESAMP 报告发表（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gesamp.html)。理
事会支持启动与 GESAMP 开展下一阶段合作，这次的主题是关于全球海洋的氮输入问题。
4.5.29

理事会强调，会员们仍需要继续观测平流层臭氧/臭氧总量和紫外辐射。虽然卤代化合物

排放成功减少，但平流层冷却仍使臭氧在未来十年中有耗损的风险。建议继续将高质量 UV 辐射观
测用于卫生界等领域。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南非最近获取的新先进技术 RV Agulhas。除海洋和气象
观测外，RV Agulhas 将进行南部海洋的臭氧和二氧化碳观测。
GURME
4.5.30

理事会忆及 Cg-16 将 GAW 和 PWS 计划中所面临的大城市问题置于重要位置。特别是城

市人口暴露在臭氧和空气污染颗粒中，对健康有害。除了空气污染问题，城市或城市群，或者区域
有必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估计到 2050 年人口将由目前的 70 亿增至 90 亿，新增人口主要
是在城市中心地区。由于人口在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又将多增加 10 亿。到
2050 年城市人口总量预测为 63 亿，比现今增长 35 亿。全球能源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70%
来自城市。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就要求把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效率上，与其他改革方案相比，城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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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可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理事会同意 GURME 有能力与相关 WMO 计划、研究所和机构一道继续
致力于城市问题的解决。
4.5.31

理事会要求会员考虑建立机构以解决大城市所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它进一步要求会员为

新建的大城市/GURME 信托基金捐款, 前提是通过筹资支持该举措不会减少对目前 GAW 监测活动的
支持。理事会建议 WMO 与会员们建立伙伴关系以便从研究机构和诸如欧洲委员会这样的发展基金
组织寻求资金。
4.6

提高 NMHS 履行职责的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议题 4.6）

WMO 能力发展战略
4.6.1

国际上越来越认可 NMHS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提供的天气、水和气候服务有助于提高

社会安全和生活水平，同时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也越来越大，有鉴于此，Cg-16
认为有必要提供高效、行之有效的途径，加强 WMO 会员的能力，提供有用和相关的天气、水和气
候服务，满足用户的需求。
4.6.2

理事会回顾了 Cg-16 的第 49 号决议，内容是要求制定 WMO 能力发展战略（CDS），

根据 Cg-16 上的讨论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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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还应提出一个框架，以使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
WMO 联办计划、WMO 计划以及秘书处等各自在能力发展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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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理事会还回顾了 Cg-16 的建议：建立机制，确保 WMO 会员广泛参与 CDS 的制定。因

此，理事会欢迎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EC-WG/CD）采取的途径，让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
员会主席有机会发表意见，并考虑了如下几点：(1) 八个能力发展步骤过程；(2) 能力发展的四个方
面：人的能力、程序能力、基础设施能力和机构能力；(3) WMO 战略和业务计划（SP 和 OP 20112015）；(4) WMO 计划；(5) 组成机构、WMO 秘书处、会员和合作机构在能力甲申年和方面的互补
作 用 ； (6) 质 量 管 理 ； 以 及 (7) WMO 服 务 战 略 。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能 力 发 展 八 步 过 程 是 建 立 在
EC-WG/CD 研究的五步方法基础之上的，而五步方法最初曾在 Cg-16 上介绍过。
4.6.4

理事会同意 CDS 的总体愿景是“提高 NMHS 的实力，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提供天气、水况

和气候信息，保障世界各地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其使命是“整体、综合、持续地推动 NMHS 的能力
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LDC 和 SIDS，主要通过：提倡、教育和培训、宣传、合作伙伴关系和
资金筹措、示范和试点项目、服务和科研”。
4.6.5

理事会同意 CDS 有下列六个战略目标，2011 年 12 月召开的 EC-WG/CD 会议上通过开

展‘优势和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分析拟定出了这几个目标。SWOT 分析是一种战略规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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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曾用此方法对 WMO 的优势（S）、劣势/局限性（W）、机遇（O）和危险/挑战（T）作了评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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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8（EC-64）– WMO 能力发展战略。

WMO 2012-2015 年能力发展实施计划
4.6.7

理事会收到并讨论了 2012-2015 能力发展实施计划（CDSIP）的草案。理事会同意在本

财期余下时间内实施 CDS 的总体思路，并要求 EC 能力发展工作组全面开发实施计划，包括每项活
动、时间安排和成本影响的负责机构，并就进展情况向 EC-65 报告。
4.6.8

为指导 EC 能力发展工作组的工作，理事会提出了以下意见和建议：

(a)

能力发展实施计划应体现出服务提供的重点；

(b)

由于能力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在 WMO 范围内开展跨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WMO 各司
的协调，而且应要求各计划牵头人继续为能力发展实施计划中的重点活动的开发献计献
策，并协助完成附录中概述的 WMO 各项科技计划和 WMO 在其他重点领域的能力发展
活动；

(c)

该能力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将整合在其它四个优先领域下制定的所有战略和实施计划；

(d)

鉴于现有和计划建设的区域中心数量大，鉴于最近在区域部长级会议的组织上取得的经
验，另鉴于各区域的工作重点是发展伙伴关系，因此区域和次区域为支持“NMHS 能力发
展”所做的工作值得在实施计划中进一步阐述；

(e)

欢迎开发能力发展知识管理工具，如国家概况数据库和 NMS 作用与运作指南。注意到这
些重要活动的成功将需要来自于会员的准确、一致和及时的投入，应在 CDSIP 中包括落
实改进机制，以确保此类投入的内容；

(f)

根据 NMHS 提供的服务水平所作的分类，应突出 NMHS 为完成由此产生的服务所做的投
资与鼓励为开展这种分类而尽早收集信息之间的关系。

4.6.9

能力发展活动的成本应符合 WMO 的预算和 SOP；因此，理事会要求 EC 能力发展工作

组与教 EC SOP 工作组密切合作，使 CDSIP 的活动与当前财期（2012-2015 年）的计划及第 17 财
期（2016-2019 年）的早期规划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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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0

理事会要求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与相关组织机构合作，在 2012 年底之前全面制定

第十六财期（2012-2015 年）能力发展战略实施计划，这是 WMO 运行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教育和培训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 25 次会议报告
4.6.11

理事会赞赏地收到了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ETR 专家组）于 2012 年 3 月 26-30 日在印

度 浦 那 召 开 的 第 25 次 会 议 的 报 告 （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etrp/documents/finalreportXXVthSession.pdf）。理事会注意到，ETR 专家组在会议期间解决了大量对会员至关重要的
问题，并感谢 ETR 专家组提出了各项关键建议，其中涉及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运行和未来作用、
认可和重新确认、对在其国内尚未得到正式认可或认证的培训机构进行认证、人力资源能力框架的
开发、教员和奖学金事宜指南。
WMO 区域培训中心和国家气象培训机构
4.6.12

理事会注意到，ETR 专家组建立了任务组，以便全面和彻底地评审 RTC 的未来作用和运

行。该任务组预计将在 2014 年初召开的 ETR 专家组第 26 次会议上就 RTC 网络可能的重组提出建
议。该任务组将审议各项议题，例如落实质量保证、满足区域需求以及为职业培训提供机会。此
外，还将审议 RTC 的建立标准，如果推荐新的结构（例如有二元结构），则将提出相关的标准。理
事会要求 ETR 专家组向 EC-65 提交中期评审结果，并根据最终报告向 EC-66 提出建议。鉴于 ETR
专家组的评审工作，理事会要求在其审议 EC 专家组的评审工作之后，各区域协会再行审议对新
RTC 的进一步要求。
4.6.13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WMO 五个区域培训中心似乎至少有 4 年的时间处于停顿或不工作

状态，且与其区域协会或 WMO 教育和培训办公室几乎没有往来。鉴于这种不工作状态的多种原
因，另鉴于 ETR 专家组就‘不工作’ RTC 提出的建议，理事会要求相关区域协会向理事会下次届会提
出处于不工作状态的 RTC 是否继续挂名问题提出建议。
4.6.14

鉴于 ETR 专家组关于重新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建议，理事会再次确认了中国、印

度、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作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再延长四年（2015 年 12 月 31 日），乌兹别克斯
坦再延长两年。有待 EC-65 重新确认将乌兹别克斯坦延长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提条件是，乌
兹别克斯坦在 2012 年和 2013 年提供区域培训支持。对这些 RTC 的重新确认考虑了 ETR 专家组在
对 RTC 概念进行的评审，并且取决于评估报告中所提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
4.6.15

理事会感谢印度政府提出的将印度浦那国家水科院的设施作为其 RTC 的组成部分，以及

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的将 BMKG 和 RCWR 的培训设施作为新的 RTC。这些提议已根据 EC 关于
WMO 区域培训中心认可或重新确认标准进行了评估，并认为符合所有各项标准，理事会对此表示认
可。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9（EC-64）– 重新确认 2010-2011 年评估的区域培训中心，指出这些设施
可以作为 WMO RTC 网络的一部分，为期 4 年（2015 年 12 月 31 日），只要其年度报告表明对
WMO 各会员给予了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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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WMO 的一些区域培训中心以及许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培训机构未被认

可作为其东道国的正式培训提供方。理事会支持 ETR 专家组的建议，即此类培训机构应遵循 ISO
29990:2010（E）-‘非正式教育和培训学习服务 – 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理事会认为，该标准对
于更广泛的航空业 QMS 要求切实可行且具有附加值，并可向各会员证明，课程结业学员能够达到基
本教学课程学习成果的广度和深度。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协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会员按需
获取 ISO 标准。

奖学金
4.6.17

理事会支持 ETR 专家组的决定，即对 WMO 奖学金出版物进行评审，并将其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针对会员和预期申请人应至少有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并在各财务期伊始
予以更新，以反映可用的资金和奖学金机会。第二卷（仅用英文）应按照 ETR 出版物 18“WMO 奖
学金政策和程序手册”， 更新全部奖学金程序。理事会认为，通过将现有出版物分为两个部分，
WMO 奖学金过程和程序的关键透明度和公开性只能在英文版中得以延续，而其它语言的较小姊妹卷
可更好地满足各会员关于用 WMO 主要语言提供的长期和短期奖学金的信息需求。
4.6.18

理事会忆及，Cg-16 要求 EC 审查为在国内学习的学员颁发奖学金的方案。理事会感谢

ETR 专家组就此问题进行的调查。理事会重申了对于学员所在国有适合的教育和培训机构的国家不
予支持申请奖学金的总体概念。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会员可对此类教育和培训提供国家支持。该总
指南的例外之处是可以支持学员参加外国机构的远程学习课程，同时仍可继续其在本国的工作，或
在特殊情况下可避免出现以远高于其国内的费用派员出国学习的情况。在国内学习的情况下，WMO
奖学金的颁发仅限于学员所在机构的学费，包括所有其它成本，例如书本费、医疗保险、课题费和
薪金。理事会要求将该说明列入到修订的奖学金出版物中。
4.6.19

理事会同意 ETR 专家组的建议，即 WMO 学员，尤其是那些参加航空气象学课程的学

员，不应安置在那些无法表明其课程可明确满足 BIP-M/MT 要求的培训机构。理事会进一步决定，
在为监管领域（例如航空气象预报）的从业人员要求奖学金的国家，以及在获得奖学金之后其本国
尚无此类机构能够提供针对性在职培训的国家，秘书长可尝试在主办国或第三国寻找提供此类培训
的在职或短期培训机会，从而使学员能够获得必要的技能。

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分类的关键日期
4.6.20

鉴于 ETR 专家组所做的讨论，理事会再次确认了有待划分为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的人

员的关键日期和条件。

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前开始 BIP 的人员
根据 WMO-No. 258 第 4 版（第 1.1 章，基本假设（C））所述

在 2007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开始 BIP 的人员
根据 WMO-No. 258 第 4 版或 WMO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所述

在 2013 年 11 月 30 日之后开始 BIP 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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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MO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所述
4.6.21

理事会对秘书长和其他方面持续地支持这一问题表示欢迎，并敦促各会员迅速行动，确

保开展必要的行动，以符合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2013 年 12 月 1 日）和 BIP-M 相关需求（2016
年 12 月 1 日）的截止日期。虽然认识到各国有责任对这些活动提供资金，理事会鼓励会员和秘书长
为那些尚在苦苦挣扎争取按时完成的国家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4.6.22

理事会忆及 ETR 专家组下设一个加强远程和在线教学工作组（WG-EDOL），旨在与区协

和区域培训中心取得联系，以便对有助于解决航空气象人员（AMP）标准的能力和资质要求的活动
提供支持。理事会对这一富有远见的方式表示赞赏，并要求 WG-EDOL 与 CAeM 的专家组联系以确
保采用综合性方法解决这一重要问题。

为 GFCS 提供教育和培训支持
4.6.23

理事会感谢 ETR 专家组就气候服务人员的资质和能力进行的讨论。理事会鼓励气候学委

员会（CCl）将高优先重点放在能力框架的开发，尤其是与 GFCS 基本和重要气候服务有关的工
作。理事会要求 CCl 与 ETR 专家组合作，进一步修改并通过拟议的气候能力纲要，供 CCl-16 讨
论。
4.6.24

理事会注意到除了正在开展的通用性能力发展活动外，奖学金计划正在宣传在一些机构开

展的气候变化、气候服务和气候应用方面的研究生课程， 如英国的里丁大学、日本的京都大学和韩
国的梨花女子大学等。

人力资源开发能力框架
4.6.25

理事会忆及 Cg-16 要求进一步支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员开发 NMHS 工

作人员的管理能力。为此，理事会鼓励 ETR 专家组继续开展其活动，制定针对会员的人力资源开发
和战略计划指南。

各区域协会在教育和培训计划中的作用
4.6.26

理事会忆及，在更新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过程中，Cg-16 邀请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

(a)

定期审议各自区域或委员会内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包括同行评审监督和评估，以便协助
会员确定区域和专业培训需求的优先顺序；

(b)

确保各 RTC 具有区域眼光，尤其是在遴选气象和水文教员方面；

(c)

改进区域内和区域间以及相关学科领域内正在开展的各项活动的协调；

(d)

在 WMO-RTC、WMO-RTC 主办国及其各自区域协会之间建立政策对话，以便在满足会
员在 WMO 高优先重点领域中的需求的背景下，推动这些中心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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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鼓励各区域协会采取大会概述的行动，并进一步鼓励各区域协会考虑指定区域协

会 ETR 联络人（ETR FP），以协助区域协会管理组实施这些行动。ETR FP 可以是区域协会管理组
（MG）的 PR，可与指定的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区域代表及区域培训中心密切合作，并肩负以
下职责：
(a)

收集区域学习需求并确定优先顺序，提交区域协会管理组审议；

(b)

监督和评估区域教育和培训活动；

(c)

在区域协会届会以及 4 年一次的 ETR 研讨会上报告优先化的区域学习需求并提请批准；

(d)

协调利用区域会议/研讨会/讨论会作为收集区域学习需求的机会。

监督和评估
4.6.28

理事会忆及，针对预期结果 6，WMO 监督和评估计划规定，ETR 办公室将收集首次绩效

指标统计资料，而第二次和第三次收集将通过对 WMO 会员的定期调查。忆及到 WMO 问卷调查的
回复率通常极低，且回复结果通常不能完全代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和需求，因此，
理事会注意到，ETR 专家组建议“如果收集第二次和第三次绩效指标资料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问卷调
查，则 EC-64 可考虑是否需要将会员对各项活动（例如，培训课程和奖学金）的支持与回复 WMO
这一关键的问卷调查挂钩”。理事会审议了该建议并决定（注：待届会期间完成）
4.6.29

注意到鼓励会员返还重要调查表和采取可能会适得其反的处罚性措施间微妙的平衡，理事

会对 ETR 专家组在上述段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这一措施与理事会已经采
用的有关返还奖学金报告的措施相似 ，理事会指出，在现阶段可先发制人予以实施。理事会要求秘
书长及时通报监督和评估调查表的返还率。如果返还率仍然很低，应作为监督和评估报告的一部
分，向 EC-65 提出为何情况会如此以及应如何处置的分析。理事会还要求区协主席与 WMO 外场办
公室一起努力，提高重要调查表的返还率，区域协会在它们的报告中也需要这类信息。

WMO 资金筹措
4.6.30

国际上越来越认可 NMHS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天气、水况和气候服务为经济发展和

社会安全和生活中的作用，理事会回顾到 Cg-16 认为有必要增加投资，提高 WMO 会员的能力，特
别是 LDC、SID、新兴经济体和产生于冲突的国家，以便提供有效的天气和气候服务，满足用户需
求。
4.6.31

理事会还回顾到 Cg-16（决议 37）“授权执行理事会在第十六个财务时期自愿捐款中的预

算 支 出 估 计 为 1.75 亿 瑞 郎 ， WMO 预 算 处 和 WMO 技 术 计 划 根 据 项 目 汇 编
（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Compendium_Project_Initiatives_en.pdf）申请的支
出为 1.42 亿瑞郎，预计联合合作计划（如 JCOMM、GCOS、WCRP）的支出为 3300 万瑞郎，因
此，理事会同意为 WMO 的各项工作提供资金，根据这一预算履行其职责和承诺，而这需要整个秘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60

书处和会员作出巨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渠道，包括直接融资、技术转让、共享
专业知识、以及利用相关举措。
4.6.32

对此，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各种活动 可对 NMHS 现代化项目提供支

持 ， 通 过

WMO

和 发 展 伙 伴 可 提 高 天 气 和 气 候 服 务 水 平 。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DCS.html） 理事会注意到在阿拉伯地区目前没有区域性举
措，考虑到该区域的 NMHS 及天气和气候服务受到一些近期事件的影响，受影响的地区覆盖 WMO
第一、二和六区协，理事会欢迎阿拉伯国家联盟常设气象理事会（PCM-LAS）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
工作，并欢迎 PCM-LAS 现任主席沙特阿拉伯王国提议承办一次会议启动此类举措。理事会要求秘
书长将支持这一活动及受影响国家的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能力发展作为高优先。

自愿合作计划（VCP）
4.6.33

理事会回顾了关于继续开展自愿合作计划（VCP）的第 30 号决议（Cg-16）并审议了

2011 年 VCP 非正式规划会议报告(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vcp/eventsandmeetings.php)
（只有英文）。执行理事会认为会员会继续受益于 WMO VCP 下所开展的活动，对 VCP 认捐方的
宝贵支持表示感谢。VCP 机制很明显仍然是重要的实施机制，为此，理事会鼓励会员进一步捐献并
更积极地参与此计划。
4.6.34

理事会欢迎下列信息：2011 年，通过 VCP 计划不仅支持了重大区域开发项目，还支持

了观测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更换、升级和扩展。关于 VCP（F）和 VCP（ES），所提供的支持达到了
1,901,762 美元。另外，六个会员向 VCP 基金（VCP (F)）捐献了现金，金额为 148,678 美元。
4.6.35

理事会获悉 WMO 会员通过双边渠道提供了大量开发援助，用于提高发展中会员的气

候、天气和水况服务水平，这些会员有阿根廷、加拿大、中国、芬兰、德国、日本、墨西哥、新西
兰、韩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许多国家通过双边安排得到了资助，总金额估计为 24,951,779
美元。
4.6.36

另外，理事会获悉通过紧急援助基金提供过资助。2011 年，有三个国家从资助中受益，

即海地、巴基斯坦和缅甸。
4.6.37

理事会审议了 VCP（F）2012 年的优先重点领域，并支持本报告附录 5 录所作的分配。

WMO 资金筹措战略 2012-2015
4.6.38

理事会欢迎将拟议的 2012-2015 年资金筹措战略与 WMO 战略计划两者保持高度一致，

特别是优先重点和预期结果 6。理事会赞赏资金筹措战略中潜在融资机制和合作关系范围为 WMO
和会员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4.6.39

理事会还注意到 WMO 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地方是协助 NMHS 直接获取融资，并利用联合

国系统和其他开发伙伴计划所提供的资助。对此，气候融资机制可为 NMHS 带来重大融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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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O 补充了两个核心岗位（D.1 和 P.5），与 WMO 其它司一到，RMO 将努力从战略上

推动 WMO SP/OP 的实施，并解决 WMO 和会员的融资需求，为此，理事会欢迎会员政府通过 JPO
计划（芬兰和日本）支持 RMO，还通过派遣人员（英国气象局和芬兰气象局）部分解决了人手不足
的问题。理事会鼓励其他会员考虑提供此类支持。

项目协调
4.6.41

关于由 WMO 秘书处负责管理的自愿（预算外）基金为信托基金，根据 2012-2015 年项

目汇编中设定了目标和指标，Cg-16 认为实施这类外部资助的活动对 WMO 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实施截止日期是否会被突破，协议能否遵守，认捐方对报告和评估提出的要求是否能够满足，而且
许多活动为多年期大型项目，涉及多个 WMO 的区域和技术领域，因此，理事会认为需要加大内部
协调力度，使项目得到更为有力、有效的实施。
4.6.42

就此，理事会欢迎 WMO 新近设立的项目管理机制，以便协调更复杂、规模更大的项目

的实施，这种机制认可了项目管理委员会和项目协调组能够大大促进重大的跨部门项目的成功实
施。
4.6.43

理事会注意到，RMO 临时设立了项目协调组，由会员派遣员工组成，希望在本财期找到

更长久的解决办法，例如，通过将直接成本纳入预算，或划拨对自愿认捐资助的项目征收的计划支
持费用对确保的项目进行成本回收。为此，理事会建议将支持经费的一部分用于项目管理和协调。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
4.6.44

理事会认可了目前正在尽可能将项目执行的直接费用（包括项目管理费）计入项目预算

的工作，但是它认识到，与项目开发和管理以及技术支持服务相关的成本回收仍将面临重大挑战，
因为 WMO 努力寻找认捐方，但它们中一些对于直接和间接成本有不同的政策或严格规定。
4.6.45

理事会回顾到，EC 能力建设工作组（2010 年，克罗地亚）建议理事会须评估 WMO 计

划-支持费用政策。就此，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于 2012 启动了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的独立评
估，评估肯定了计划支持成本回收总体有效率（7%-13%），符合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作法。
4.6.46

理事会注意到，拟议修改的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考虑到，某些主要认捐机构，例如

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某些气候基金会和联合国系统多认捐机构信托基金根据自身规定设定的基
本费率无法更改，大多数情况下是 7-10%的范围。另外，理事会认识到，秘书处内部需要加强项目
管理协调能力，而秘书处可能无法利用项目支持费用的收入获得资助，因为项目管理成本目前不计
入项目直接成本。
4.6.47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0（EC-64）–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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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能力发展工作组的职责

4.6.48

理事会忆及 EC-63 对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作了重新命名，并要求 EC WG-CD 对

决议 10（EC-60）中的职责作进一步适当的修改，以便 WMO 及其合作伙伴采用协调一致的方法向
会员提供帮助，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以
及使这些帮助符合能力发展战略。
4.6.49

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在 2011 年 12 月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对职责提出

的修改建议，并通过决议 21（EC-64）–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的职责。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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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4.7）

与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组织的合作

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4.7.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为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所采取的各项行动，主要是通过 WMO 积极

参加联大的会议和有关气候变化的高层会议、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毁林和森林退化产生排放的会议、
有关海洋、能源、水的相互对话、ECOSOC 会议及其有关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会议、妇女地位和相
关统计数据，以及 UNFCCC 和 UNCCD 缔约方大会和其它有关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和有关水
和粮食安全的会议。理事会注意到 WMO 参与有关联合国改革问题非正式磋商的重要性，特别是与
有关国际开发治理和向绿色经济转型的磋商以及针对新出现紧迫问题的磋商，如气候变化对粮食与
人类安全带来的各种影响。
4.7.2

理事会注意到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针对联合国专门机构所作出的决议，这些决议与

WMO 有关。理事会要求各会员和秘书长确保针对上述决议采取相应的后续行动。理事会提请各会员
积极参与联合国各机构各项决定的有关后续行动，以便加大 WMO 以及 NMHS 为会员可持续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并为实现国际上达成共识的各项发展目标做出的贡献。
4.7.3

理事会赞赏秘书长采取的各项行动，以进一步加强 WMO 在联合国系统协调一致应对气

候变化中的作用，为 UNFCCC 的进程做出贡献，以及通过联合国机构间的各种机制和其它国际伙伴
关系在气候知识方面超前开展增强的合作，包括在 GFCS 实施计划背景下支持气候敏感行业适应气
候变化。
4.7.4

理事会注意到在其第三十三次届会上，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SBSTA）要求全球气

候观测系统（GCOS）秘书处在 SBSTA 后续会议上定期酌情报告有关实施 2010 年最新的《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的进展情况。对此，理事会鼓励 GCOS 指导委员会与相
关的合作伙伴广泛协商后评审气候观测系统的充分性，如通过更新《支持 UNFCCC 的第二份关于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充分性的报告》。理事会注意到定期更新改实施计划可根据《公约》及其相关观测
需求进行审议计划的进展。SBSTA 将审议有关 GCOS 为 SBSTA 做出贡献的时间有关问题推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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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举行的第三十次会议。理事会注意到 SBSTA 要求定期向其会议报告有关 GFCS 的情
况。
4.7.5

理事会还注意到 UNFCCC 的附属实施机构（SBI）应 SBSTA 的邀请审议了全球气候观

测的资金需求。SBI 的结论是，而且 COP 的决定也确认：全球环境基金应“通过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
特别气候变化基金，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资金以加强现有的（必要时建立）国家和区域系统
观测和监测网络”。理事会要求 WMO 和 GCOS 秘书处跟踪 SBSTA 和 SBI 的事态发展并继续按要求
位该进程做出贡献。
4.7.6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Cg-16 的决定，WMO 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将与一

些 UN 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一些主要的国家机构合作，于 2013 年 3 月 11-15 日在日内瓦举行
一次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HMNDP）。鉴于国家干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加强各级政府的合
作和协调的方式创建更多的适应干旱的社会，理事会敦促所有 NMHS 全力支持并鼓励国家有关部委
积极参加 HMNDP。
4.7.7

理事会注意到 WMO 积极参加了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的实施进程。过去的两次年

度论坛（2011 和 2012 年）对 WMO 在推动 ICT 在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监测中的应用予以越来越多
的重视。理事会认识到，利用 WSIS 进程作为 ICT 与其它 WSIS 参加组织进行合作的框架，有助于
支持气候监测、早期警报和减轻灾害风险以及在这些领域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帮助。
4.7.8

理事会注意到，WMO 正在与联合国西亚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WA）、阿拉伯国家联

盟（LAS）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实施一个名为“评估气候变化对阿拉伯地区水资源和社会经济脆弱
性的影响”的新项目。该项目由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资助。该项目的活动起到了实质性作
用，促使 WMO 将阿拉伯地区的 NMHS 形成一个网络在气候资料诊断分析、气候预测/预估和开发知
识库方面开展合作。特别是，该项目的成果包括建立阿拉伯气候展望论坛（ArabCOF）旨在促进有
关阿拉伯地区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共识。理事会敦促阿拉伯地区的所有 NMHS 为这一努力做出积极
的贡献，并致力于实现一个持续的区域气候框架。
4.7.9

理事会认识到 WMO 参与的合作活动的价值，WMO 会员从中获益匪浅。WMO 合作伙伴

关系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会员向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能力。对于能导致 NMHS 融资的合作伙伴关系应
予特别的关注。有些会员已选择绿色经济发展道路，理事会鼓励它们确保 NMHS 能真正地融入这一
政策，以便为支持国家发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服务。

与欧洲委员会的伙伴关系
4.7.10

理事会欢迎并鼓励秘书长为利用和加强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提出的各项倡议。

理事会认为，在布鲁塞尔联络处继续参与下，应超前地开展此项活动，以便加强合作，或更多地关
注气象部门在各项欧盟战略和政策活动中的作用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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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20 大会成果和 WMO 在实施方面的贡献
4.7.1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采取的行动以确保 WMO 以高调和得到高度认可的方式参加 Rio+20
大会。WMO 组织了两次得到广泛参与的会外活动。一次有关 GFCS – 由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
专题组原联合组长 Jan Egeland 做主旨发言，另一次有关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HMNDP)。
WMO 还参加了一系列其他会外活动：UNEP/EMG 组织的绿色经济讨论会，GEO、ICSU、IPCC、
UNCCD 组织的世界防止荒漠化日活动，WMO 秘书长作为联合国水机制的主席主持和出席了一系列
有关联合国水日的活动，应邀在三方合作协议（非洲、巴西和法国）启动仪式上作嘉宾发言，以及
在 UNESCO/IOC 有关“了解我们的海洋、保护我们的海洋珍宝和提高海洋栖居者的能力”的会外活动
和联合国秘书长主持的联合国行政首长协调会上应邀作嘉宾发言。

4.7.12
理事会注意到 Rio+20 大会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理事会尤其
对成果宣言中明确了适用的科学信息对支持决策的重要性感到满意。
4.7.13
Rio+20 大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可持续发展最大威胁之一，IPCC 连续发布的报告对科
学认识提供了越来越权威的评估，它们有助于显著地减少各种不确定性和开展有关决策咨询。但是
为了支持具体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以及减缓），缩小科学信息和实际决策间的鸿沟显得至关重
要。为此理事会对成功举办有关 GFCS 的会外活动，以及气候变化适应和可持续发展间的联系得到
认可倍感欣慰。
4.7.14
理事会对 Rio+20 大会确认水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强调它在可持续发展所有 3 个方
面的至关重要性表示欢迎。成果宣言再次重申人人都能得到安全的饮用水和排水设施是基本的人
权。它还强调需要应对废水处理。水是一个由多个机构和计划协调的多面性问题，联合国水机制负
责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协调，它时刻准备为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发展问题提供支持，确定相关
的和可衡量的指标和支持各项落实工作包括通过能力建设和监督进展。对此理事会认识到，在此进
程中 WMO 的贡献十分重要。
4.7.15
Rio+20 大会成果宣言认识到 WMO 的优先领域 DRR 及持续的关注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重大障碍。大会获悉，由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 WMO 主导下发布的早期警报准确率不断提高，因
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在过去的 50 年明减少。但是尚有大量工作要做，尤其是由于气候变化，此
类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可能会增加。理事会对联合国系统通过 WMO 做出重要贡献的 ISDR
承诺确保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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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
4.7.16

理事会对 IPCC 主席帕乔里（R.K. Pachauri）博士就委员会工作现状所作的报告表示感

谢，并再次感谢 IPCC 在编写和分发的高质量评估报告，以支持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制定国际政策方
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4.7.17

理事会重申了 WMO 协助 IPCC 完成其工作计划的承诺，其中包括通过财务、行政和运行

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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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 IPCC 工作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进程的相关性，第 17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 COP-17 ） 的 各 项 决 定 重 申 了 这 一 相 关 性 ， 因 此 理 事 会 鼓 励 IPCC 继 续 响 应
UNFCCC 的要求。它进一步注意到 IPCC 工作与 GFCS 的联系并提请 IPCC 寻求各种开展合作的方
法。
4.7.19

理事会对成功完成《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SREX）》

表示赞赏。理事会鼓励 NMHS 与 IPCC 通力合作，散发该特别报告的发现以及 2011 年上半年完成
的《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特别报告（SRREN）》的发现。它进一步欢迎在制定第五次评估报
告（AR5）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鼓励 IPCC 在评估报告中专门反映地方上的知识以及有关对气候变化
极端脆弱的发展中地区的有关问题。
4.7.20

理事会注意到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正在开展的工作，并对根据 UNFCCC 的要

求开展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3 年补充件：湿地》的编写工作表示特别欢
迎。关于 IPCC 审查，并根据需要更新有关计算人为温室气体（通过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森
林活动发生的排放和清除）的补充方法所开展的工作理事会表示欢迎。理事会还建议 IPCC 在未来
工作中强调温室气体清单与可持续利用森林资源的关系。
4.7.21

理事会赞赏并感谢：（1）各国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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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领导层、秘书和各位专家继续为编写和评审 IPCC 报告
做出贡献；（3）UNEP 继续共同赞助 IPCC。
4.7.22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国际科学院理事会对 IPCC 的评审过程和程序进行了评审，IPCC

针对评审结果作出了响应，就实施有关 IPCC 治理和管理、程序、利益冲突的建议作出了一些重要
决定并制定一项沟通战略。这些决定也用于解决在 IPCC 工作中专家的代表性问题，理事会再次强
调需要发展中国家专家足够的参与。
4.7.2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IPCC 秘书处采取的行动使各会员国关注第十六次大会题为“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 28 号决议。秘书处一直鼓励各 NMHS 更多地参与该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例如，通过考虑 NMHS 派代表参加本国出席 IPCC 会议的代表团，并参与提名 IPCC 评估工作的作
者、评审人员和专家并参与 IPCC 报告的评审工作。秘书处的信件广泛分发给各国外交部的部长、
IPCC 联络员、世界气象组织常驻代表以及 UNEP 驻各会员国联络员。 理事会进一步鼓励 NMHS 机
及参与 IPCC 报告的编写及 IPCC 的届会。
4.7.24
理事会注意到极地地区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理事会因此建议 IPCC 更多地关注极地气候变
化问题。理事会还认识到低温圈在 IPCC 工作中的重要性。
与 GEO 的合作

4.7.25

理事会重温了 Cg-16 关于地球观测组（GEO）及其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

的讨论，同时重申了 WMO 基于互利基础上的参与，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避免重复。理事会
注意到 WMO 对 GEO 的关键增值是 WMO 与 NMHS 的关系以及通过它们与其他国家机构建立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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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理事会特别强调了 WMO 推进服务提供和跨学科的用户参与（例如，卫生、应急管理等）以及
在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

4.7.26

理事会回顾了 WMO 对 GEO 2005-2011 工作计划所做出的贡献，接着指出 WMO 在农

业，水和天气（通过该计划）以及气候（通过联合赞助的计划）的社会效益领域（SBA）参与修订
过的 GEO 工作计划（2012-2015）。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
全球冰冻圈观测（GCW）以及无线电频率协调计划的密切联系。此外，理事会注意到 WIS 和
GEOSS 共同基础设施（GCI）之间存在很好的联系。
4.7.27

理事会注意到 WMO 通过参加 GEOSS 得到的效益：支持发展中国家参加研讨会；为

WMO 课程提供额外的培训支持以及加强对 WMO 决议 40（Cg-12）和决议 25（Cg-13）规定以外
的数据集的获取。理事会一致认为，迄今为止与 GEO 合作为 WMO 会员带来的效益尚未全部实现。
在这方面，WMO 未来参与 GEO 应该为 WMO 会员带来更多的效益。GEO 的职责不止是观测还扩
展至其他领域，理事会对此也表示关注。理事会支持 GEO 继续将改进观测作为重点，并鼓励 GEO
继续加强努力完成这一职责。

4.7.28

在与其它计划的联系方面，应审查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联系。GFCS 的四个

优先领域包括农业（粮食安全）、灾害、健康和水（每一项皆为 GEO SBA）将要求地球观测资料，
这些资料超出了 WMO 的传统任务范围并且/或者不在决议 40（Cg-12）和 25（Cg-13）界定的“基
本”资料范围之内。GEOSS 所提供的资料，连同 GEO 所强调的广泛，公开的资料共享做法应最大限
度地用于 GFCS。同样，GEO 在农业、灾害、健康、水等各界的现有做法应用于 GFCS 以最大限度
的发挥协同作用，避免重复。

4.7.29

WMO 还与 GCOS、GOOS 以及 GTOS，包括 FAO、UNEP、UNESCO/IOC 及 ICSU

的其他联合发起方密切合作，以便为 GEO 建立一个“UN 协调一致”的方法，并在 GEO 部长级会议上
作正式声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某些原因，这种协调机制-地球观测跨机构协调和规划委员会
（ICPC）-已经失去了动力。WMO 可能尝试重新激发这种机制，同时承认这样做会花费时间和资
源。

4.7.30

理事会注意到 GEOSS 10 年实施计划将于 2015 年结束，而且 GEO 和 GEOSS 的未来将

部分取决于 2013 部长级峰会，届时将审议 GEO 在后 2015 年工作组的提案。理事会注意到利用
2015 年后进程的重要性，以更好地认识和形成 WMO 系统和 GEOSS 之间，以及 WMO 本身和
GEO 之间的相互增值。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WIGOS 将是 WMO 对 2015 年之后 GEOSS 的突出贡
献。理事会欢迎 WMO 系统在后 2015 年工作组中拥有众多代表，并强调针对 2015 年后的工作形成
一个共同的 WMO 立场的价值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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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 WMO 和 GEO/GEOSS 之间的多方位关系。理事会注意到，WMO 作为参

与的组织通过其秘书处根据其科技计划为 GEOSS 做出贡献，并通过作为 GEO 会员国的 NMHS 为
其做出贡献。这些贡献的事例包括支持对 NMHS 收集信息和资料的访问，参与 GEO 工作计划所确
定的各项任务，旨在提高地球观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4.7.32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WMO 通过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和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成为 GEO 天气社会效益领域（SBA）方面的主要贡献者。在未来，GEO 和气候 SBA
将极大地受益于参与 GFCS。此外，对于水 SBA，理事会确信增强获取来自 GEOSS 的水资源信息
而使 WMO 获得更大的效益，这是具有潜力的。理事会注意到通过联合国系统的机制，更好地开展
全球水资料交换可能有助于加强 GEOSS 的效益。
4.8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议题 4.8)

外部审计员报告
4.8. 1

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关于 2011 年财务报表的报告，其中他提出了无保留的意见, 并

注意到其中的建议将在其它相关议题下讨论。
4.8. 2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接受了外部审计员提出的所有 8 个建议，以及上年所有未执行的建

议。理事会强调了风险管理的战略重要性。外部审计员的建议见 EC-64 报告第二部分。
4.8.3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任期到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止，理事会对他在任期内严格、严肃和

建设性的工作表示感谢。理事会强调外部审计员在其 8 年职责期内对 WMO 改革过程作出了宝贵贡
献，包括加强内部控制、引入 IPSAS 会计标准、形成 WMO 审计委员会并改善了财务和管理信息。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4.8.4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审计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年度财务报表、外部和内部审计员

报告的建议，包括财务报告、预算、采购、信息技术、现金管理、实施风险管理和监督和评价系
统。理事会欢迎审计委员会的新成员（Murari Aryal 先生、Mamadou Bah 先生、Anol Chatterji 先
生、John Hirst 先生、Linda Makuleni 女士、Hélène Ploix 女士以及 Michael Ryan 先生），并感谢
委员会的前任成员（Pierre-Étienne Bisch 先生、ohn Hayes 先生、Michel Huissoud 先生、Bertrand
Juppin de Fondaumière 先生、Hilary Wild 女士以及郑国光先生）所做出的贡献。
4.8.5

理事会赞同审计委员会的建议（见 EC-64 报告第二部分）。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向

即将卸任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以及向 NAO 完成其对 WMO 外部审计职能表示感谢。

WMO 外部审计员的遴选过程
4.8.6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和审计委员会制定的外部审计员的遴选过程并通过了决议 22 (EC-64)
– 外部审计员的遴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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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政策
4.8.7

理事会回顾了决议 13（EC-60）关于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政策（以下称政策），以及在“政

策”中增加了“经授权的会员代表”的定义，理事会于 2009 年 6 月就该定义达成了一致（EC-61 最终节
略报告 7.2.4 段）。此项政策已试行并根据经验和审计委员会的指导作了调整。审计委员会将在两年
内对其可操作性进行评审。
4.8.8

理事会注意到，近来秘书处接到来自认捐方/潜在认捐方（不在本政策规定之列）查阅内

部审计报告的要求。这些要求已得到审计委员会的考虑和允许。
4.8.9

理事会注意到该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赞同审计委员会关于向 WMO 其他利益攸关方披露内

部审计报告的建议。理事会随后修订了该政策并通过了决议 23（EC-64）– 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政
策。
内部监察室（IOO）2011 年度问责报告
4.8.10

理事会审议了内部监察室主任（D/IOO）提交的 2011 年度问责报告，并审议了秘书长

就该报告发表的意见。理事会在审议内部监察室报告过程中还考虑了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报
告。
4.8.11

理事会审议了监察结果、建议及据此采取的应对行动等摘要，并审议了内部监察室主任

就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过程充分性发表的意见。理事会注意到在落实审计建议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以及秘书处为解决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步骤。
对联合检查组（JIU）建议的落实情况
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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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关于下一个战略计划的建议
4.8.13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 Cg-16（第 8.5.1-8.5.5 段）关于编制 2016-2019 年下一个 WMO 战略

计划（SP）和 WMO 运行计划（OP）的决定。理事会赞赏的注意到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和各项建议。
4.8.14
(a)

理事会考虑到工作组的建议，决定为下一个战略和运行计划批准以下参数：
SP 和 OP 应作为整个组织的计划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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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的结构应在现有“全球社会需求-战略主旨-预期结果-主要目标”（GSN-ST-ER-KO）层次上
予以简化；

(c)

预期结果（ER）应由 RA (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TC）和各计划协商提出；

(d)

五个优先重点是充分的，但也应在早期阶段更好地融入战略计划（SP），并提高优先重点地
透明度；

(e)

应缩短 SP 的时期，使之更加简洁明了。制定简短的 SP 摘要；

(f)

SP 每一部分都存在各种风险，而不是在单独一章中列出；

(g)

本组织应有单一的包括 RA 和 TC 活动在内的运行计划；

(h)

战略规划过程应受各会员（通过各区协）确定的需求/重点驱动；

(i)

关键绩效指标（KPI）应尽可能是可测量的，而且应该确定明确的进程和职责（会员、秘书
处、任务组/或技术委员会）；

(j)

全球社会需求（GSN）应体现 WMO 活动可提供解决办法的全球需求；

(k)

对于下一个规划周期，当前的 WMO 战略计划是适当的。但是，应确定在下一个财务期引导
投资的关键重点；

(l)

4.8.15

EC 和 WG/SOP 应为下一个财务期重点制定“单一”的运行计划。

理事会还同意根据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纲要以及本报告附录 6 的表 1、表 2 和表 3 建议的

进程和时间表制定下一个战略和运行计划。
实施 WMO 监督和评价系统
4.8.16

理事会回忆到第十六次大会关于进一步开发和实施 WMO 监督和评价(M&E)系统的决定

（第 8.4.1-8.4.4 段）。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其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WG/SOP)的报告，并
鼓励组织机构利用 M&E 系统和秘书处准备的指南，提供反馈，以便进一步改进文件。理事会还注意
到，针对取得的成果对会员的影响开展的调查为确认 WMO 取得效果的领域和尚需更多关注的领域
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理事会鼓励尚未对调查作出响应的会员（调查截止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抓紧
行动，以便使调查结果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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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7

理事会同意工作组的评估意见，即 M&E 过程过于复杂；M&E 系统可开始用于评估实现

本组织战略优先的进展情况和通过总结实施中的经验进一步加以改进。理事会还同意 WG/SOP 的以
下建议：
(a)

在调查表中纳入针对区域的问题，以便通过征求区域规划小组的意见评估已取得的成果
对会员的影响；

(b)

制定一组为数不多的指标，尤其有关 5 项战略优先，以便减少 M&E 系统的实施费用；

(c)

允许秘书长在 M&E 中期审议中使用相对较少的指标。

继续改进 WMO 流程和规范
4.8.18

理事会注意到，为响应 EC-63 和 Cg-16 的决定，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WG/SOP）通过其继续改进 WMO 流程和规范任务组继续致力于不断改进 WMO 的流程和规范。
4.8.19

理事会审议了工作组有关需要以一致的方式调整 WMO 各个组织机构的计划，改善组织

机构会议文件和决策进程、提高本组织的效率和效果的建议。
4.8.20

理事会审议了工作组的建议并要求 WG-SOP：

(a)

继续研究提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之间相互协调的机制，包括使用电子手段和召
开联合会议；

(b)

就改进后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责的定义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包括对
WMO 公约和总则进行适当修改的建议 （参见决议 1（EC-64））；

(c)

确定将会议文件视为“无争议”文件进行处理的条件和程序；

并向 EC-65 报告。
4.8.21

理事会认识到 GFCS 的实施可能会对 WMO 组织机构产生影响，特别是对各个技术委员

会，它要求 WG SOP 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4.8.22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2012 年召开的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成果，上述会议呼

吁进一步改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及其各自附属机构的协调和合作。这种合作对于高效和有效地
实现 WMO 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是必不可少的。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均强调，在规划和实施
过程中，应当更好地界定区协和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责，明确其特定及互补的功能。这将改进工
作机制及相互之间的契合，从而建立一个连贯的、记录详细的 WMO 综合计划和实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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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决议 2（EC-60），并同意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进行信息共享和协调的机

制极为重要，有必要在规划进程中加以利用，以确保组织机构间的一致性，特别是在制定战略和运
行计划期间。理事会注意到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取得的积极经验，但对由于会议的
持续时间较短而影响其效果表示关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现有的资金范围内进行分配，确保这些
联席会议获得足够的时间。
WMO 出版物规划和制作指南
4.8.24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根据决议 35（Cg-16）原则落实新的出版物政策所付出的努力。理

事会通过了决议 24（EC-64）– WMO 出版物规划和制作指南，该决议介绍了 WMO 出版物规划和
制作的新指南。鉴于这些行动加强了质量保证措施，理事会建议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在编写新的
或更新现有出版物的过程中遵守该指南。

5.

资源管理 (议题 5)

审议 2011 年财务报表
5.1

考虑到 FINAC 报告(见议题 2.3)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见议题 4.8)，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经

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1 年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提交执行理事会的报告。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
到外部审计员对 2011 年的帐目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5.2

理事会注意到 2011 年的总收入为 1.001 亿瑞郎（2010 年为 0.877 亿瑞郎），总支出为

0.91 亿瑞郎（2010 年为 0.902 亿瑞郎），结余 860 万瑞郎（2010 年为赤字 250 万瑞郎）。
5.3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081 亿瑞郎（2010 年为 1.941 亿瑞

郎），总负债为 1.217 亿瑞郎（2010 年为 1.397 亿瑞郎），导致净资产/资产净值 8640 万瑞郎
（2010 年为 5440 万瑞郎）。
5.4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现金余额为 6010 万瑞郎（2010 年为 6470 万

瑞郎），维持安全水平，尽管减少了 460 万瑞郎（2010 年减少 830 万瑞郎）。
5.5

理事会注意到 2011 年总预算拨款和预算支出为 7290 万瑞郎（2010 年拨款为 7720 万瑞

郎；2010 年支出为 6990 万瑞郎）。
5.6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拖欠的会费为 2220 万瑞郎（2010 年为 1710 万瑞

郎），增加 510 万瑞郎（2010 年增加 320 万瑞郎）。理事会认识到不缴或延期缴纳会费可能会对本
组织的现金流和财务状况以及实施批准的计划产生严重的影响。理事会敦促会员尽早结清会费。
5.7

理事会注意到，2011 年总基金的收入为 6870 万瑞郎（2010 年为 7510 万瑞郎），支出

为 7920 万瑞郎（2010 年为 7720 万瑞郎），导致赤字 1050 万瑞郎（2010 年赤字为 210 万瑞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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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基金现金结余为 1010 万瑞郎（2010 年为

1650 万瑞郎）。
5.9

理事会注意到，2011 年自愿资金的收入为 3340 万瑞郎（2010 年为 1490 万瑞郎），支

出为 1420 万瑞郎（2010 年为 1520 万瑞郎），导致剩余 1920 万瑞郎（2010 年为赤字 30 万瑞
郎）。
5.10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自愿资金的现金结余为 3090 万瑞郎（2010 年

为 2570 万瑞郎），这是自愿捐助先收后支政策所致。5.11 理事会认为，2011 年末世界气象组织的
财务状况是安全的。
5.12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5 (EC-64) – 世界气象组织 2011 年财务报表。

自愿捐款的状况
5.13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2 年 6 自愿捐款的状态说明存在不能完全实现批准的筹资任务的风

险。自愿捐款的不足可能对批准的计划产生影响，理事会对此表示担忧。理事会认为需要采取其他
措施以实现批准的筹资目标。理事会敦促会员自愿捐款，以减轻此风险。

奖学金
5.1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按照财务条例第 7.5 条的规定，秘书长保证在奖学金完成支付或者终

止后，拨款结余将继续作为未来的奖学金。

秘书长关于恶意行为保险的报告
5.15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根据风险评估、面临的风险以及费用评估了参加恶意行为保险的各

种选择。理事会还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加入联合国恶意行为保险计划（UN
MAIP）的决定，加入该计划每年所需费用为 3,000 瑞郎。
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5.16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其第六十三次届会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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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级官员应计养恤金薪酬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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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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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了相应的修改后适用于上述级别职员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标
准，并注意到同等联合国机构（ITU 和 UPU）随后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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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理事会因此也决定实行以下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年度薪酬标准，从 2011 年 8 月 1 日起追溯有
效：
目前的规定

5.18

新规定

秘书长

321,772 美元

330,550 美元

副秘书长

297,381 美元

305,493 美元

助理秘书长

275,206 美元

28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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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瑞郎。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5.19

理事会注意到，2011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新的

专业类及以上级别职员的基本工资标准。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该标准体现了通过减少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乘数和增加基本工资的标准合并程序，即在无损益基础上，增加了 0.13%。
5.20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人事条例》第 3.1 条，秘书处已执行修改后的体现 P.1 至 D.2 级

职员工资标准的新的净工资额。
5.21

理事会忆及，第十六次大会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如果在第 16 财务时期内联合国同等职

员的工资增加，在必要情况下对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作出任何调整。
5.22

理事会注意到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ITU 和 UPU)根据下面的标准正在或已调整了不定级官

员的工资。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理事会决定制定 WMO 不定级官员的净基本工资的年度标准，
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有效，标准如下：

目前的规定

新规定

有赡养人的净工资

5.23

秘书长

164,650 美元

164,864 美元

副秘书长

151,134 美元

151,331 美元

助理秘书长

138,846 美元

139,027 美元

理事会注意到该标准体现了通过减少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和增加基本薪酬的标准合并

程序，即在无损益基础上，增加了 0.13%，它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
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事宜)

第十六次大会要求采取的行动的进展
5.24

理事会审议了职工委员会的报告及针对 Cg-16 和 EC-63 确定的人事问题所采取的行动。

它要求秘书长在大会分配的资金中支持培训计划，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让所有的职员了解督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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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管理和督导工具，并鼓励全体职员参加有关的培训课程，以保持和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理
事会鼓励所有职员参与就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保持内容的通用性和针对性。
5.25

理事会注意到已经启动资源调查并要求秘书长及时向理事会通报结果分析中出现的所有

问题。它强调一个健康和专业的秘书处是本组织重要的组成部分。 理事会还建议秘书长定期地开展
管理方面的调查。
专业类及以上职员任命、升级、提名和转岗的报告
5.26

根据公约第 21 (b) 款，理事会审查和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7 表 1，秘书长在理事会第六十

三次届会以来作出的人事任命。
5.27

理事会进一步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7 表 2，秘书长在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作出的对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的职员延长任命。
5.28

理事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7 表 3，秘书长在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做出的转岗、提名和升

级。
5.29

理事会要求今后的报告要包含一个段落，说明秘书处员工的区域分布和性别情况。它还

要求报告中列出员工离开秘书处的情况。
6.

宣传和公共事宜 (议题 6)

6.1

理事会决定 2013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是“监视天气，保护生命和财产”。理事会进一步同意

庆祝 1963 年 4 月建立的世界天气监视网 50 周年。因此，“庆祝世界天气监视网 50 周年”的副标题也
可作为世界气象日主题的一部分。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制定一个行动表来纪念这一事件（如 WMO 公
报、WWW 50 周年现状报告等）。理事会进一步决定 EC-63 届会原先设想的主题“天气和气候：欢
迎青年人参与”将用于 2014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为使世界气象日主题相关的未来决议尽快确定，要
求秘书长未来提供有关世界天气监视网这样的周年纪念的信息。
6.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的部分宣传活动以及与各类政府间组织和区域机构及专业媒

体和私人及公共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制作和分发的出版物。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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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包括预算外资金，以支持高质量
的宣传产品和活动。
6.3

理事会对于向会员通报可以引起媒体关注的各项活动，以及向媒体通报会员的各项活动

所做的工作表示欢迎。它对各项旨在加强与联合国系统的沟通以及将新闻稿扩大发放至常驻日内瓦
代表团的举措也表示欢迎，以提高对 WMO 的工作、贡献和成果的认识。
6.4

理事会同意，为帮助会员开展宣传工作，WMO 沟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有必要加强与

NMHS 以及区域和国家信息和公共事务（IPA）联系人的联系。从更大的视角出发，根据本组织的作
用和宗旨，应更大范围分享有关国家和区域在受益方面的专题报道。这类报道会丰富 WMO 网站上
的“来自会员的信息”，并吸引全球媒体的关注。象 WMO 其它宣传活动一样，应当寻找一些事例来教
育那些使用 WMO 网站可用语种的一般公众，这些事例应适合非科学家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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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赞同目前正在开展的通过参加社交网络扩大与受众联系的工作，其中包括脸书、

推特和 YouTube 。理事会同意，利用社交媒体是扩大 WMO 和会员的对外联系以及提高气象界的全
球知名度的重要途径，理事会鼓励秘书长为此制定相关政策。要求秘书处为会员提供社交媒体领域
的良好做法信息及其它信息发布技术方面的支持。

7.

总务和法律事宜 (议题 7)

7.1

第五十七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及其他奖项 (议题 7.1)

7.1.1

执行理事会将第五十七届 IMO 奖授予 Zaviša Janjić 博士（塞尔维亚/美国）

7.1.2

理事会建立了由 A.D. Moura 先生(主席)、 M.L. Bah 先生、A. Rolle 先生和 Sri Woro B.

Harijono 女士组成的第五十八届 IMO 奖评选委员会。

其他奖项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
7.1.3

理事会批准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评选委员会的提名，将 2013 奖授予 M. A.

Bollasina 博士、Y. Ming 博士和 V. Ramaswamy 博士，其获奖论文题目为《人为气溶胶与南亚夏季
季风削弱》，该论文发表在 2011 年《科学》学报第 334 卷 No. 6055。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7.1.4

根据该奖评选委员会的提名，理事会授予 Zeng Yijian 先生 2012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

究奖，其获奖论文是《不饱和土壤中空气-水-热流的数值分析：在陆面模式中是否有必要考虑气
流？》（2011），作者为 Y. Zeng、Z. Su、L. Wan 以及 J. Wen，发表于《地理研究》学报，116，
D20107，doi：10.1029/2011JD015835。理事会注意到，敦促 WMO 会员进一步鼓励气象和气候界
的青年科学家从事和提交科研工作十分重要。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
7.1.5

有关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执行理事会评选委员会提名 R. Boers、M. J. de Haij、

W.M.F. Wauben、H. Klein Baltink、L.H. van Ulft、M. Savenije（以上均来自荷兰）、R. C.N. Lonf
（美国）为第二十三届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获奖人，以表彰题为《五种地基遥感技术的少量云
测定优化方法》的仪器和观测方法杰出研究论文，论文发表于《地理研究》学报第 115 卷，
D24116, doi:10.1029/2010JD014661，2010，以及 Q. LU (中国)和 W. Bell 、P. Bauer 、N. N.
Bormann 、C. Peubey (均来自英国)获第四届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仪器和观测方法发展和实施
奖，获奖论文题目为《利用 ECMWF 模式的 FY-3A 微波温度探测器特征》 发表于《大气和海洋技
术》学报 2011 年第 28 卷，1373-1389 页。理事会批准评选委员会的提名。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76

7.2

组织和规章事宜（议题 7.2）

秘书长的任期
7.2.1

理事会注意到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WG-SOP）关于秘书长的任期的报告。

7.2.2

为了制定有关此项事宜的提交大会的建议，理事会同意应当考虑以下因素：I

(a)

任期次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最常见的惯例是两个任期，并回顾到每一届大会任命秘书
长，2015 年需要选举新一任的秘书长；

(b)

每个任期的期限，因为这可以影响更好的连续性以及使本组织获得回报和认可（如在联
合国系统内），并注意到，正如《公约》第 10 条所示，以及根据《财务条例》第 2 条之
规定，将任期的期限改为非四年期（而四年期是大会的休会期，而且也是财务期），这
可能会通过修改本条以及《总则》第 11、187 和 198 条以及《财务条例》第 2、5、7、
和 14 条（2011 年版）而从中获益；

(c)

WMO 的精神和利益，注意到 EC 向大会提交的任何建议都应本着这一合作精神、WMO
规划过程和战略框架，旨在出于本组织的最大利益而作出一项好的决定；

(d)

EC 的建议向大会公开，同时注意到潜在的候选人应当对当前形势和和期望有清晰认识的
重要性。

7.2.3

理事会要求 WG-SOP 提供一份关于修改《总则》第 198 条（2011 年版）的影响的深入

分析，并向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提交一项关于第十七次大会后续进程的提案，以及一项建议案以
通过一个关于对《公约》和/或《总则》进行任何必要修订的决议。
7.3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 7.3)
执行理事指定 D. Cano 博士 (西班牙)、L. De Leonibus 先生 (意大利)、A. Kijazi 博士(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A. Traoré 先生(尼日尔)和 R. Vertessy 博士 (澳大利亚)为执行理事会代理成
员，分别替代 R. Garcia Herrera 先生 (西班牙)、C. De Simone 先生(意大利)、M.A.R. Abdel Gadir
先生 (苏丹)、M. Ndiaye 先生(塞内加尔)和 G.P. Ayers 先生 (澳大利亚) 。
7.4

审议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其他机构 (议题 7.4)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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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性别主流咨询专家组
A. Kijazi 博士（女）替代 M. Araneda 女士

总摘要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F. Travaglioni 先生(意大利)
D. Cano 博士 (西班牙)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L. De Leonibus 先生替代 C. De Simone 先生
D. Cano 博士参加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气候及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
A . Kijazi 博士（女）替代 M.A.R. Abdel Gadir 先生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
A. Kijazi 博士（女）替代 M.A.R. Abdel Gadir 先生
D. Cano 博士替代 R. Garcia Herrera 先生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A. Traoré 先生替代 M. Ndiaye 先生
L. De Leonibus 替代 C. De Simone 先生
执行理事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任务组
A. Traoré 先生替代 M. Ndiaye 先生
J. Baez Benitez 先生替代 M. Araneda 女士
L. De Leonibus 先生替代 C. De Simone 先生
D. Cano 博士 替代 R. Garcia Herrera 先生
A. Frolov 博士参加任务组

审计委员会
S. Kandasamy 先生替代 A. Chatterji 先生
WMO 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S. Bal 先生替代 B. Richard 先生 (作为候补)

研究联络人
R. Vertessy 博士替代 Garcia Herrera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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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联络人
A. Frolov 博士

气候、粮食和水联络人
A.Kijazi 博士（女）

7.4.2

根据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的建议，理事会批准了专家组的人员组成，包括额外

的专家，以确保涵盖相应的技能从而履行专家组的职责。人员组成如下：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的活跃成员
D. Grimes (联合主席)

加拿大

R. Vertessy (联合主席)

澳大利亚

J. M. Hörler

阿根廷

J. Abraham

加拿大

D. Campbell (女)

加拿大

J. Carrasco

智利

C. Xiao

中国

J. Damski

芬兰

P. Taalas

芬兰

E. Brun

法国

H.-W. Hubberten

德国

P. Lemke

德国

R. Hartig
T. Jung

德国
德国 (WWRP 极地预测项目的专家)

K. Satheesan

印度

M.-L. Ou (女)

韩国

A. Snorrason

冰岛

G.M. Pedrini

意大利

M. Drinkwater

荷兰

J. Renwick

新西兰

O. Hov

挪威

R. Skalin

挪威

L.-O. Reiersen

挪威 (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的专家)

A. Frolov

俄罗斯联邦

A. Klepikov

俄罗斯联邦

J. Stander

南非

A. Jönsson (女)

瑞典

S. Colwell

英国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的专家)

总摘要
J. Key

美国

A. Devaris (女)

美国

B. Arheimer（女）

瑞典

V. Rachold

德国（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7.5

79

修订技术规则（议题 7.5）
理事会审议了对《技术规则》第一卷的修改结果，这是自上一次对第一卷完成全面评审

以来秘书处在采纳一些新手册和修订后的手册之后对该卷作出的修改。理事会批准了在保留现有结
构的情况下对第一卷作出的文字编辑上的修改，以在各部分和在各附件之间保持一致性。理事会认
识到需要修改该文件的结构，审议了本报告附录 8 中给出的新结构纲要，并确定了根据最新的和新
出现的各种 WMO 系统和服务修订该文件结构的过程。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6（EC-64）– 修订技术
规则。
8.

科学讲座和讨论 (议题 8)

8.1

理事会第 63 次届会授予已故 Aksel C. Wiin-Nielsen 教授第 56 届 IMO 奖。鉴于他们之间

密切的学术和专业联系，Lennart Bengtsson 教授应邀准备讲座以怀念在休会期内去世的 WiinNielsen 教授的成就。
8.2

理事会对 Bengtsson 教授的讲座表示感谢并要求秘书长做好安排出版该报告。

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议题 9）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第六十四次届会召开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并通过了决议 27（EC-

64）–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10.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和六十六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议题 10)

10.1

理事会同意第六十五次届会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至 23 日星期四在 WMO 总部举

行，在这之前于 5 月 13 日星期一至 14 日星期二召开 FINAC-32 届会。
10.2

理事会进一步初步安排其第六十六次届会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至 23 日星期五在

WMO 总部举行，在这之前于 5 月 12 日星期一至 13 日星期二召开 FINAC-33 届会。

11.

会议闭幕 (议题 11)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于 2012 年 7 月 3 日 12：42 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EC-64）
审查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责任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WMO-No. 1069)，特别是预期结果 8，成为一个有效和
高效的组织，

（2）

决议 34（Cg-16）– WMO 区域计划，

（3）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有关持续改进 WMO 程序和做法的决定，

（4）

2012 年 1 月 30 日至 31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区域协会主席会议的报告，

（5）

2012 年 2 月 1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合会议的成果，

（6）

2012 年 4 月 2 日至 4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第一
次会议的报告，

（7）

2012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德国奥芬巴赫召开的六区协（欧洲）管理组第 6 次会议的
报告，

（8）

WMO 总则（2011 年版），附件 II，区域协会和附件 III，技术委员会的结构和职责，

进一步注意到由所有区协主席提交的有关在 WMO 总则中更好地定义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责任的建
议，
认识到需要确保所有组织机构的一致性，特别是在制定和起草 WMO 综合规划和实施过程方面，
进一步认识到目前的 WMO 总则并未详细描述区域协会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和责任，
要求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1)

审查在 WMO 公约和总则中有关区域协会的功能、作用和责任的规定，并评价对它们进
行更新和修订的必要性，尤其是区域协会在制定和实施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方面的作
用和责任；

(2)

在开展审查时考虑到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在职责中规定的作用、责任和工作机制以及
秘书处的功能之间所需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整个组织全面综合的规划
和实施过程；

(3)

根据审查的结果，视需要向执行理事会提出修订 WMO 总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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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 (EC-64)
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093)；
注意到:
(1)

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技术委员会第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2)

决议1 到 5 (JCOMM-4)；

决定对建议 1 到 7 (JCOMM-4)采取以下行动；
建议 1 (JCOMM-4) – 提供海洋仪器/平台元资料
批准建议；
建议 2 (JCOMM-4) – 海洋气候数据系统(MCDS)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IOC）执行秘书协调，推动
这一建议的实施并在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数据中心的业务方面向需要的会员/会员国提供必要的技术
咨询援助；
建议 3 (JCOMM-4) –IODE 海洋数据门户(IODE ODP)
批准建议；
建议 4 (JCOMM-4) – 加强海洋环境紧急情况的应对能力
(a) 批准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与 UNESCO/IOC 执行秘书协调，并商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和相关的机构和组织，为
制定和实施战略做出安排；
建议5 (JCOMM-4) – 实施JCOMM的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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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批准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与 UNESCO/IOC 执行秘书协调，针对以已有的能力标准为基础，为海洋气象和海
洋服务制定质量管理框架/质量管理系统方面的指南和培训材料提供支持；
建议 6 (JCOMM-4) – 修订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 471)
和WMO No. 9, Volume D, 海运信息
(a) 批准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做出安排，将这些程序纳入海洋气象服务手册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c)

授权秘书长对海洋气象服务手册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各章节作相应的编辑修订；

建议 7 (JCOMM-4) – 审议WMO 和 UNESCO/IOC执行机构的相关决议

批准建议。
_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4 (EC-62), 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3（EC-64）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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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议 2（EC-63）– 气候活动协调，

(3)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77），包括以下各
决议中的决定：决议 47（Cg-16）–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响应、决
议 18（Cg-16）– 世界气候计划、决议 16（Cg 16）–气候资料需求和决议 48（Cg-16）
–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4)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付诸行动的气候知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增
强最脆弱者的能力”（WMO-No. 1065），

(5)
认识到：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WMO-No. 1069）,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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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战略计划（2012-2015）预期结果 3、4 和 7 有助于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水和
相关的环境信息，加强会议调用、开发和实施地基和空基观测系统的能力，以及加强服
务提供方面的伙伴关系和合作，

(2)

气候活动指导委员会将协调世界气候计划（WCP）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贡
献，

(3)

WMO 与 WCP 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及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在气候相
关问题上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

决定批准第十六财期执行理事会气候及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的以下职责：
(1)

根据 WMO 战略计划和预期结果评审 WMO 有关气候的活动并提供战略指导，尤其包括
与气候服务开发和提供有关的活动以及有关天气、水和环境方面的活动；

(2)

为确保 WMO 气候相关活动与 GFCS 的各组成部分及其管理结构和子结构保持密切的协
调提供指导；

(3)

为在气候、水和环境相关领域加强世界气候计划所有组成计划、全球大气监测网、世界
天气研究计划以及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协作提供指导；

(4)

评估联合国环境署通过其新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PROVIA）加入
WCP 的提案，适当考虑其范围、管理结构、资金安排、针对其与 GFCS 对应关系的优先
重点，以及在这方面建议作出的有关决定；

(5)

根据相关的预期结果，为实施 WMO 与气候相关的活动提供全面指导；

(6)

对行动和计划的评价、监督和调整提供咨询，以便有助于实现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有关气候活动的主要预期结果，特别是预期结果 3 和 4 ；

(7)

审议其他国际组织和公约关于 WMO 所有与气候相关计划的运行和活动有关的决定；评
估其影响并提出适当的行动建议；

(8)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评审有关气候和相关的天气、水和环境事宜
的会议成果，并提出适当的行动建议；

(9)

与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合作，并就资金筹措提出建议，以支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的气候服务和相关的气候变化适应需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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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EC-64）
执行理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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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40 (Cg-12) – WMO 关于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做法，包括有关商业
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

(2)

决议 25 (Cg-13) –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3)

决议 48 (Cg-16) –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认识到：
(1)

有效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所必须的资料和产品进行免费和无限制交换的重要性，

(2)

许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提供气候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3)

会员在制定和实施决议 40 (Cg-12) 和 25 (Cg-13)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决定：
(1)

建立执行理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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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就这方面问题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帮助；

(2)

通过本决议附录中任务组的职责范围；

(3)

任务组由以下机构各派一位代表组成：
一区协（非洲）主席提名
二区协（亚洲）主席提名
三区协（南美洲）主席提名
四区协（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区）主席提名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主席提名
六区协（欧洲）主席提名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
气候学委员会主席提名
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会联合主席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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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提名
水文学委员会主席提名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主席提名
任命 WMO 主席 D Grimes 先生为任务组组长；
要求秘书长：
(1)

采取相关行动支持任务组的活动；

(2)

对有关问题采取适当行动并向会员和有关国际组织通报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的相关
进展。

决议 4（EC-64）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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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责范围

考虑到将于 2012 年 10 月召开的世界气象大会 2012 年特别届会的成果以及 WMO 有关资料和产品
交换的新进展，如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MO 信息系统，任务组应：
(a)

研究应用免费和无限制的原则交换用于提供气候服务的资料和产品的影响和潜力，同时尊
重国家政策，包括从可用的气候资料和产品中确定范例；

(b)

根据对实施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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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象活动关系指南和决议 25（Cg-13）–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进行的分析，提供有关如何最
佳地应用决议 40（Cg-12）和决议 25（Cg-13）的指南和建议，从而推进 WMO 关于交换
提供气候服务所需的资料和产品的政策；

(c)

审议联合国其它机构和国际组织如何与 WMO 合作以交换提供气候服务所需的气候资料和
产品；

(d)

起草报告，提交执行理事会第 65 次届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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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EC-64）
保障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实施的联合机制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WMO 在确保提供不同层面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业务机制建设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决议 17 (Cg-16) –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与全球、区域和
国家实体一道建立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以提供业务气候信息，其中包括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的资料、监测和预测产品，

(3)

气候学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大气科学委员会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已经为气候服务
信息系统所涉及的气候分析/诊断、气候系统监测和预测/预估的各种业务和研究方面做出
了显著贡献，

考虑到：
(1)

需要确保 WMO 促进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活动的互补性和一致性，

(2)

需要积极响应世界各地的气候业务服务系统不断变化的需求，

(3)

需要利用新的和改进的方法和工具共同支持 CSIS 实体日益增长的能力/责任，

(4)

需要相关的标准、规则、准则等支持 CSIS 运行的管理管理方法并协助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管理实体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气候产品和服务，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
的主席提高 CSIS 相关计划和活动的协作，必要时建议一种适当的联合机制，在该机制下这些问题可
以更好地得到解决，以确保有效、持续和无缝隙地运行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决议 6（EC-64）
其他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SIGMET规定的手段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 53 号决议（Cg-16）--- 航空气象计划，

(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已对 SIGMET 长期以往的不足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以及用户的投诉
表示关切，国际民航组织（ICAO）与 WMO 合作正在通过尝试制作区域 SIGNET 咨询报
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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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如果系统地违反了 ICAO SIGMET 规定，则会在气象服务提供方开展的所有安全或
质量管理审计带来严重的后果，
考虑到：
(1)

ICAO 正在为区域 SIGMET 中心制定一个全球或多区域业务理念的最终建议，这一建议
可成为一个长期解决方案，

(2)

对在气象监视台工作的航空气象预报员的资质评估要求他们有能力生成并发布具体的航
空危险天气的 SIGMET 报，

(3)

WMO 和 ICAO 都具备相关的培训资源，

敦促会员使用 WMO 和 ICAO 提供的培训资源，将此类不足作为重点问题加以解决；
进一步敦促会员：
(1)

在满足 ICAO 要求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会员考虑成本回收机制并向 WMO 和 ICAO 秘书处
通报情况，并与附近的有能力的会员进行谈判，由其代表自身提供这一服务，将编发
SIGMET 报的责任临时转交给这类会员负责；

(2)

缺乏基本基础设施资源和/或训练有素人员的会员要通过适当的渠道（国家政府、自愿合
作计划、区域培训中心、区域性航空项目）寻求能力发展方面的帮助，以建立或重建必
要的能力，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咨询信息；

要求秘书长和各技术委员会及区域协会主席尽可能提供技术专业知识、协调并只要可能支持尽早达
到相关的各项规定。

决议 7（EC-64）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对社会、经济和政策的影响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29（Cg-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WMO 的发展，

(2)

在批准 WMO 服务提供战略时，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强调指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应利用战略的实施，改善他们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 NMHS 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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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决策过程的相关性，并最终展示 NMHS 在会员国中的社会、经济中以及在政策制定
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进一步注意为响应大会的要求采取了相关活动，其中包括：
(1)

编制一套关于开展社会经济效益（SEB）研究方法和程序的指南和切合实际的建议，

(2)

成功举办了 WMO 第六区域协会（欧洲）关于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会
议（瑞士卢塞恩，2011 年 10 月 3-4 日），

(3)

WMO 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联合项目，汇编水文气象服务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的现有方法，

考虑到 WMO 与世界银行的联合项目旨在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收集、改进和传播现有的评估 NMHS 社
会经济效益的方法：
(1)

通过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收集 NMHS 提供的服务并对其影响力进行比较性分析，

(2)

通过同时进行实地测试和培训的方式改进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方法，作为具体示范/试点项
目和现行的 NMHS 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3)

通过 WMO–世界银行权威的联合指导文件进行推广，

(4)

建立专业交流和同行评审机制，

要求秘书长：
(1)

支持有关 NMHS 提供的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试点项目的实施，收集和分析它们的结果，
并向各会员和资助机构提供这些信息；

(2)

利用试点计划总结的教训，协调协调采纳 WMO 和世界银行一致同意的气象水文服务效
益的评估方法；

(3)

安排出版卢塞恩会议指导材料和会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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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8（EC-64）
提高会员减轻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灾害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77), 总摘要, 第 11.5.1 段到
11.5.21 段, 以及决议 52 (Cg-16) –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2)

技术委员会主席 2012 年会议最终报告，2012 年 1 月 30 日到 2 月 1 日，日内瓦，

(3)

区协协会主席 2012 年会议最终报告，2012 年 1 月 30-31 日，日内瓦，

考虑到：
(1)

减轻灾害风险是在WMO自愿资金下考虑的五个重点领域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
别专题组推荐的高优先领域之一，

(2)

WMO减轻灾害风险计划（DRR）具有交叉性，与其它WMO计划、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
秘书处有着密切的联系，

(3)

用户驱动方法对于发展和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重要性，以支持政策制定、灾险分
析、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行业风险管理和灾险融资，

(4)

分享经验教训的价值很高，以及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以及其他联
合国和国际机构之间改进业务程序的机遇，

进一步考虑到：
(1)

会员表示需要编写指导方针，制定标准，开发培训课件以发展和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
务，从而支持DRR决策，并与质量管理系统的原则协调，

(2)

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会员和WMO DRR合作机构为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编写工作以及制
定各自的指导方针做出了重大贡献，

(3)

从进一步实施DRR计划和治理机制的国家/区域协调的DRR项目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的重要
性，

决定同意：

(1)

本决议附录中的减轻灾害风险计划两级工作计划，下称DRR工作计划;

(2)

建立DRR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和机制，以协助指导DRR工作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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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1)

基于对迄今为止从DRR计划成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进行的评估，就进一步制定DRR计划管理
机制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它涉及吸收WMO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区域协会和战略伙伴系统地
参与实施DRR工作计划；

(2)

确保编写指导方针，制定标准，开发培训课件，便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支
持应对风险决策，并与DRR用户界面机制协商；

(3)

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协作，以确保若干技术援助项目，即灾害性天气预报、山洪指南系统和海
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综合干旱管理计划、WMO洪水预报倡议、WMO应急响应活动以及
进一步发展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与DRR计划
交叉性框架进行协调，作为对DRR工作计划的主要贡献；

(4)

在DRR工作计划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活动之间建立联系；

敦促会员支持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

决议 8(EC-64) 的附录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工作计划
1.

减少灾害风险（DRR）是气象组织的一个优先重点，因为 WMO 会员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的重点核心是保护生命、财产和民生。此外，各国政府对“兵库行动框架” （HFA）的实
施正在导致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法律和体制框架产生变化，影响着 NMHS 的角色、责任和新
的工作安排。这些变化也给 NMHS 带来了机遇，如增加了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的认可，这将进一步增
进其伙伴关系，并获得更多资源。然而，在向更大和更多样化的 DRR 利益相关者，并与 DRR 决策
有直接责任的群体（如政府部门、公共和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公众和媒体等）提供相关产品和
服务方面，NMHS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需求和责任。为了满足这些新的挑战，如图 1 所示，DRR 计划
的两级交叉工作计划（以下简称为“DRR 工作计划）旨在促进更好地部署 WMO 组成机构、全球业务
网络、以及各 NMHS 的战略合作伙伴的活动，从而：
(a)

有效地参与国家 DRR 治理和体制框架；

(b)

确定国家 DRR 用户群体（用户），设定优先合作次序，与之建立伙伴关系并签署服务提
供协议；

(c)

与其他国家的技术机构（如水文服务、海洋服务等机构）以及全球和区域专业中心（如
全球产品制作中心（GPC）、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区域气候中心（RCC）、
海啸监测中心等）建立伙伴关系协定，并建立标准运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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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成本效益、系统性和可持续的方式，为 DRR 决策服务制定并提供核心和专业化的
产品与服务（如危害/风险分析、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行业风险管理和灾害风险融资和
风险转移）；

(e)

确保核心业务能力（如观测网络、预报系统、通讯系统、资料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等）
建立在质量管理体系（QMS）原则之上，以支持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提供；

(f)

通过加强区域和全球合作，参与区域和全球大规模及跨界危害的风险信息开发。

2.

DRR 工作计划（见图 2）包括：（1）基于文件和良好做法的综合，编制 DRR 专题指

南、标准和培训课件；（2）协调 DRR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区域能力发展项目，以支持如第 1 段
（a-f）的 NMHS 的能力发展。协调国家/区域 DRR 项目的一个关键是加强 NMHS、RSMC、RCC
和 DRR 用户间的合作，根据用户的需求和要求，共同开发产品和服务。
3.

要实现执行计划，需要发展中国家众多 NMHS 在业务能力上有重大建设，这只能通过成

功的、重点突出的能力发展活动获得，而且还应吸收发展方面的合作伙伴参加，如世界银行，实现
NMHS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此而形成的一个战略是大力推进
各会员、区域协会（RA），技术委员会（TC）和各项计划的参与，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与主要合作

Regional

National

伙伴建立实施 DRR 工作计划的战略联盟。

图 1:

气象服务和 DRR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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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RR 计划实现途径的两级示意图

DRR 专题指南、标准和相关培训课件
4.

DRR 计划的专题领域包括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以支持：（1）危害/风险分析；（2）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3）通过提高土地区划、基础设施和城市计划、农业、卫生、
交通、水资源管理计划，加强各部门的风险管理；（4）灾害风险融资、金融风险转移机制如天气指
数的保险。正在开展的工作有制定跨越体制、技术和业务领域、与 QMS 的原则相一致的指南、标
准、和培训课件。基于风险的决策和灾害风险融资是开发国家 DRR 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制和财
务计划、部门风险管理和运营的关键，为此，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获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制定这些准则和要求，对于协助 NMHS 向这些地区提供服务，非常关键。
5.

为了指导和支持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及相关可提供的服务、WMO 各技术委员会和计

划、区域协会以及 WMO 全球业务网络，已成立了一些 DRR 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这些用户界面专
家咨询组的主要专家来自各 DRR 用户界（公共和私营行业）、联合国机构及国际伙伴机构、学术界
和各 NMHS。建立这些专家组旨在：(i) 指导编写良好规范和确定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及要求，
以支持 DRR 决策的各主题领域；(ii) 支持开发 WMO DRR 知识产品并提供有关反馈；(iii) 支持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这些包括：
(a)

灾害/风险分析气候服务专家咨询组（EAG-HRA，主要侧重于有关灾害定义的标准和指
南、灾害数据库、元数据和统计分析标准化以及用以支持风险模拟的灾害分析预报技术
标准化等相关事宜；

(b)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专家咨询组：重点为根据 QMS 原则制定的 WMO
MHEWS 业务方面的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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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融资气候服务专家咨询组（EAG-CSDRF）：重点是确定对灾害风险融资气候服
务的要求，例如，灾前和灾后政府筹资机制、保险和外部发展资金；

(d)

跨委员会“促进人道主义计划和响应的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特设工作组”是基本系统委员
会（CBS）与气候学委员会（CCl）和水文学委员会（CHy）合作建立的，委员会的重点
是制定人道主义团体对气象和气候服务需求。

6.
根据技术委员会主席在 2012 年会议上的讨论，WMO 各技术委员会和计划积极评审了 DRR
计划的工作计划，以便通过参与相关“DRR 用户界面机制” 以支持和调整其相关的活动，促进各项标
准、指南和培训课件的开发。
协调的 DRR 和气候适应国家/区域能力发展项目
7.

世界气象组织第十六次大会赞同：(i) 东南欧、加勒比以及东南亚协调的 DRR 和气候适应国

家/区域能力发展项目；(ii) 世界银行资助的哥斯达黎加国家早期预警系统项目。这些项目旨在证明利
用 WMO 各项计划、组织机构、全球业务网络及合作伙伴有益于满足 NMHS 的能力发展需求，从而
证明 DRR 交叉框架的效益。到目前为止，为支持这些项目，已付出努力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加强各技
术委员会和计划、区域协会以及战略伙伴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8.

这些项目为综合创造了条件，并吸收了 WMO 各技术委员会和各项计划、区协、各会员及合

作伙伴以更协调的方式参与对各会员提供协助。为此，各项目建议和相关实施计划应确保反映区协
和技术委员会的具体贡献，特别是确定需求，编写指南、规范和标准。

DRR 资源筹集
9.

通过WMO更广泛的资源筹集过程正在协调DRR的资源筹集工作，推动新出现的DRR融资机

会。

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联系
10.

通过上述实施途径，DRR计划大大促进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发展，特别是用户互动机制的发

展，为GFCS用户互动平台（UIP）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开发气候产品和服务，支持DRR决策，是
GFCS的四大优先重点领域之一。DRR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的成果可确定GFCS对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科研、观测和监测及能力发展等部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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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EC-64）
国家干旱政策高层会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频发的干旱影响各社会经济行业以及在干旱政策方面存在差距，并注意到有必要共同努
力就国家干旱政策的制定和批准展开对话，以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

(2)

世界气象组织第 16 次大会建议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秘书处密切合作组
织国家干旱政策高层会议，秘书处还在 UNCCD 国家行动计划（NAP）实施过程的背景
下努力支持减缓干旱活动，

(3)

2011 年 10 月 10-21 日在韩国昌原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第 10 次会议对于
与 WMO 合作组织召开国家干旱政策高层会议表示欢迎，

(4)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建议，WMO 和 UNCCD 应联合其它相关组织，并利用自愿资源组
织国家干旱政策高层会议，

考虑到会议国际组委会建议要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及非政
府组织，更广泛的参与以及建议于 2013 年 3 月 11-15 日在日内瓦组织大型会议，
要求秘书长支持国际组委会继续开展工作，进一步制定会议的科学和高级别会议议程、制定准确的
概算及资金筹措计划，并继续与相关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及组织合作，以寻求其积极参与会议。

决议 10（EC-64）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框架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50（Cg-16）—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实施，
（2） 决议 4 （EC-63）—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委员会间协调组，
进一步注意到协调组第一次会议的最终报告及其就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S）的实施，包
括制定WIGOS框架实施计划的建议，
决定批准WIGOS框架实施计划，详见本决议的附录，

决议

95

要求：
(1)

各会员、区协和技术委员会组织活动，以实现实施计划所描述的WIGOS的目标和相关成
果；

(2)

基本系统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及委员会间协调组为WIGOS实施活动提供技术
指导；

(3)

协调组定期审议计划，更新并监测计划的实施进展，并向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一
份报告；

(4)

会 员 包 括 通 过 WIGOS 信 托 基 金 和 / 或 借 调 专 家 继 续 提 供 资 源 ， 以 帮 助 支 持 实 施
WIGOS；

要求秘书长：
(1)

为WIGOS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协助和秘书处支持，包括根据资金到位情况为WIGOS项目办
公室和区域办公室提供支持；；

(2)

就第二个两年期预算的可能调整提出建议；

邀请各合作伙伴参与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列举的相关实施活动。

决议 10（EC-64）的附录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框架实施计划
世界气象组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WIP)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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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1.

绪论与背景

1.1

WIGOS 的目的和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W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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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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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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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principal_docu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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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一项主要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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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提供一个促成
WMO 观测系统整合和优化发展以及 WMO 为共同发起系统作出贡献的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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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详见 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1069_en.pdf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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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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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现有的观测系统（全球观测系统（GOS）、全球大气监测网（GAW）、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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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MO 参与的 GFCS、
GCOS、GOOS、GTOS 和 GEOSS）转移到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单一系统即 WIGOS 中2，需要把重
点放在以下关键领域上（以下章节有详细描述）：
·WIGOS 实施管理；
·WMO 与其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的协作；
·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综合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综合质量管理；
·标准化、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的兼容性；
·WIGOS 的业务信息资源；

2

在 WIGOS 的功能架构这份文件中，有对 WIGOS 这一综合单一系统的详细描述，展现了该实施计划的目
标。该文件在本 WIGOS-IP （ 第 1 版）完成时，尚处在早期草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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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元数据管理、传递和归档；
·能力建设；
·交流和推广。
2.1

WIGOS 的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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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63 建
立了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ICG-WIGOS），为 WIGOS 各组成部分的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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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
系统的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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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区域网络组份的整合；
（c）根据全球观测系统（EGOS-I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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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vision.html#ego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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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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将根据 WMO 技术规则及其 WIGOS 手册中规定的标准和最佳做法，规划、实施、操作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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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保护。
还应当制定计划，与负责监督 WIGOS 各观测组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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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O 秘书处
WIGOS 项目督查委员会负责秘书处内的协调机制。在 WMO 组成机构和 WIGOS 项目督查委员会的
指导下，WIGOS 项目办公室（POB/ WIGOS）将开展 WIGOS 实施工作的总体协调和支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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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WMO 及其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合作
WIGOS 将成为一个综合、全面、协调的系统，主要包括 GOS、GAW、GCW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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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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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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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IGOS 观测系统组成部分的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气象组织对全球观测系统的 2025 年发展愿景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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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请 CBS-15 批准一份全球观测系统演进
实施计划（EGOS-IP）。EGOS-IP 的重点将是 WIGOS 各观测系统组件的长期演进，而 WIGOS IP
将把重点放在整合这些观测系统的组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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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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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k）特别站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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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详见 WMO 网站: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vi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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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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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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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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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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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涉及对每个已界定的 WMO 应用领域和所有所需变量（见表 1）的观测数据需求6的定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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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平台7提供各种变量数据的详细情况。收集的全球综合需求和能力信息以定量的形式记录在 WMO
RRR 数据库中，目前可从 WMO 网站8获取，最终将可通过 WIGOS 门户网站获取。有关地基网络
和仪器仪表的详细信息目前记录在 A 卷，但最终将在 WIGOS 的业务数据库- WIGOS RRR 数据库的
一个组成部分- 连同额外元数据一并提供（参见 2.7 节），并可通过 WIGOS 门户网站获取。空基的
能力也会记录在 RRR 数据库中。这些数据库建成后，可以进行差距分析，以找出现有观测计划的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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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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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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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要 求 :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RRR-DB.html: 空 基 能 力 : 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gosdossier_en.php; 地基能力数据库目前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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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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领域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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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观测系统的各个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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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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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仅含水文信息；目前不包括水质监测与信息。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04

2.4 综合观测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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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汇集资源开展联合活动的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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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谱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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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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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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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质量管理
大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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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有规范进行深入的检验。WIGOS 实施战
略应详细阐述 WIGOS 观测部分质量管理体系（Q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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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MF 用于 WIGOS 观测部分（见技术规则 49，第 4 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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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员用于其国家 WIGOS 观测部分的所有
质量保证（QA）程序均应力求符合国际标准。除了 WMO QMF 文件之外，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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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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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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标准化、系统互操作性10 和资料兼容性
大会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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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强调了对 WIGOS 和 WIS 实施活动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大会还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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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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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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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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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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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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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GOS 信息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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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获取信息资源中其它功能和/或信息源的需求。

一般信息

能力建设信息

沟通和宣传信息

WIS

WIGOS 门户
网站

会员

伙伴

WIS

WIGOS
标准化
DB

分布式 DB
部分

WIGOS
业务 DB

RRR 数据库
用户需求数据库
地基能力数据
库

空基能力数
据库

图1：WIGOS信息资源及其关键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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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的关键支持工具有：
•

中央门户网站（WIGOS 门户）可获取所有其它支持工具；

•

WIGOS 标准化数据库，提供用户友好的直接在线搜索工具，用于搜索 WMO 的所有标准、
指南、最佳规范、程序等。该数据库涉及观测的各个方面（仪器、观测方法、元数据格式、
编码、资料格式等），可使网络管理者和操作人员轻松获取建立及运行其系统所需的信息，
并帮助资料用户了解制作其应用所需的专门观测资料而使用的标准。

•

滚动需求评审（RRR）数据库，用于支持差距分析、网络评估、再设计和优化。它包含下列
部分以便通过将用户需求与观测系统能力加以对比来开展关键性评审：
(a)

12 个 WMO 应用领域（见表 1）的用户观测需求（针对每种变量，各类需求以阈值、
临界点以及各变量的空间/时间分辨率目标、不确定性、及时性和标准来表示）；

•

(b)

空基观测能力；

(c)

地基观测能力。

业务数据库，描述 WIGOS 的所有观测部分，并为最终用户提供相关的元数据。它分为两个
部分：
(a)

含有限和标准化元数据的集中式数据库，由两部分组成：(i) 空基能力；和 (ii) WMO
No. 9，A 卷的扩展版-含有限台站/平台元数据的观测台站，以及能力。这两个数据库
是将能力表示为对 RRR 过程的支持；辅以，

(b)

与集中式相衔接的分布式数据库，使各会员可通过国家网站（或网络服务）提供有关
其运行的台站/观测平台的详细元数据；登录（例如，网络服务）获取各平台信息是国
际标准化作法，但回复的信息并非标准化（或仅是国家标准）。有关空基观测系统的
补充信息也可由空间机构和各会员酌情通过分布式数据库提供。

如果是‘外部’资料源，则由网络拥有方和数据保管方负责提供有关其观测系统和网络各个部分的
详细和正确的元数据。总之，WIGOS 业务数据库包括以下方面：
•

基本观测部分特性（治理、管理、观测计划、达标信息、资料政策、规划等）；

•

基本台站/平台特性（名称、编号/标识、地理坐标、观测计划等）；

•

基本仪器特性（选址、敞度、传感器类型、工作原理、仪器性能、资料加工、处理、传输、
质量保证信息等）。
业务数据库也是以 WMO 及伙伴的观测计划目录、相关统计资料和标准为支撑。

2.8

数据发现、提供和存档
在 WIGOS 框架内，WMO 信息系统（WIS11）提供资料和判读元数据12 交换以及相关发现元数

据13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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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ttp://www.wmo.int/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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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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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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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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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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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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

3.

项目管理

3.1

项目框架

109

WIGOS 项目框架包括两部分：
I.

为监督、指导和支持 WIGOS 的实施，WMO 执行理事会根据大会的决定建立的组织框架。
EC-63 建立了 ICG-WIGOS ，以便为 WIGOS 的规划、实施和进一步开发提供技术指导和协
助，并指定 CBS 主席担任 ICG-WIGOS 主席；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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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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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Cg-16 通过决议 50 要求秘书长建立 WIGOS 项目办公室。该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职

责和职员费用参见第 5 章。
3.2

项目监督、评审和报告机制

(a)

执行理事会将监督、评审、指导和支持WIGOS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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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WIGOS 讨论中（议题 11.3），大会认识到 WIGOS 取得的进展，并决定 WIGOS

的实施需要设立 WIGOS 项目办公室，并在 2012 年底前提交实施计划，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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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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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WIGOS 实施活动

黑体字的各项活动被认为 WIGOS 到 2015 年获得业务验收最为重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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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编号索引：a.b.c，其中 a 是第 2 节中各小节编号，b 是全球(1)、区域(2)或国家(3)活动，c 是相互区分各项活动的序号。ARB = 现有常规预算。
RB =常规预算。
序号

活动

1. WIGOS实施管理
1.1.1 制定/修订/更新 WMO 规章材料
（技术规则、WIGOS 手册）。
G
制定 WIGOS 指南。
建立WIGOS功能结构（FA）
1.1.2 将 WIGOS 实施的技术事宜及持续
发展纳入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现
G
有/新的工作结构和程序
1.1.3 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交WIGOS实
施进展年度报告和建议
G
1.2.1 制定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
2. 与 WMO 及共同发起的观测系统合作 1
2.1.1 针对与伙伴组织的衔接协调与合作
制定指南、机制和程序
G
2.1.2 围绕 GFCS 的四个优先重点建立空

潜在风险

可提供的服务

时间表

职责

估计成本（2012-2015）
千 瑞郎
总计 ARB 欠缺

更新的 WMO 技术规则第 49
号
WIGOS 手册提交 Cg-17 批准
WIGOS 指南和功能结构
1) 调整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
会工作结构，以致力于
WIGOS 各项活动。
2) 跨机构协调机制就绪

Cg-17
（2015）

ICG-WIGOS

400K

2012-2014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和大会的
WIGOS 实施状况年度报告

EC-65,
EC-66,
Cg-17
2012/13

CBS, CIMO
CAS, CHy, CAgM
JCOMM,CCl
区协
ICG-WIGOS
ICG-WIGOS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区协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1) 2014

ICG-WIGOS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中

2) 2014

伙伴

1) 2013

CGMS, CEOS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1) 公布伙伴战略并在门户网
站获取
2) 相应机构承担其本职责任
1) ACMS 设计文件

245K

155K

协调、各方利
益

决议
间气候监测结构（ACMS）
2) 初步实施
G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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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2.3.1 在NMHS内，以及与其它政府机构 会员（单独或通过区协）向
及潜在外部数据提供方建立更密切 CBS 及 CIMO 提交报告
N
的国家层面的合作
3. WIGOS 及其区域、次区域和国家观测部分的设计、规划和优化发展
3.1.1 完成用于所有系统及公认应用领域 1) 纳入手册的 RRR
的 RRR 规范、程序、职责和机制
2) 负责机构承担其职责范围
G
内确定的 RRR 职责
3.1.3 使用RRR过程及利用会员的相关经 WIGOS 观测基础设施的全球
尺度初步规范
验，制定全球尺度WIGOS程序并
G
进行WIGOS设计
3.2.1 根据EGOS-IP和其它观测系统实施 1) 向 ET-EGOS 报告 EGOS计划所述的技术委员会技术指南， IP 中详述的行动。
R
发展和实施区域的观测系统
2) 在区域内启动 EGOS-IP 。
3.2.2 根据区域用户需求，检验目前的全 细化 RRR 数据库
球RRR并更新WMO数据库
R
3.3.1 根据EGOS-IP及其它观测系统实施 1) 向 ET-EGOS 报告 EGOS计划，推动区域共同努力发展和实 IP 中详述的行动。
N
施观测系统
2) 启动国家级 EGOS-IP
3.3.2 更新全球RRR数据库，以重视次区
域和国家用户的需求
N
4. 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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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 2015

WSP, CBS

2013-2015

区协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2012, 2014 会员，区协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中

1) 2013

CBS
其它技术委员会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高

ET-EGOS, ICGWIGOS, 技术委员
会
区协

250

0

250

高

80

0

80

高

1) 2013

会员

会员

高

细化 RRR 数据库

2) 2015
2014-2015

会员

会员

高

1) 公布整合战略并可在门户

2015

ICG-WIGOS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高

2) 2014
2012 2015
1) 2013
2) 2015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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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南、机制和程序
G

4.1.2 制定子观测系统之间共享业务经验
和专业知识的过程指南和支持联合
G
活动的指南。
5. 综合质量管理
5.1.1 制定包括监督在内的 WIGOS 质量
管理指南、机制、规范和程序
G
5.1.2 审查WMO观测计划当前使用的质
量管理规范。
G
6. 标准化、系统互操作性和资料兼容性
6.1.1 1) 制定 WIGOS 标准指南
2) 记录实施标准，包括仪器、观测
G
方法、资料产品等的最佳规范和程
序。
6.1.2 建立和维护标准化、业务和RRR数
据库。
G
7.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7.1.1 设计和开发 WGOS 信息资源
G

7.1.2 调研用以描述全球观测产品（卫星
数据、天气雷达）的数据库的必要
G
性

网站获取
2) 相应机构承担其本职责任
3) 针对某些具体产品整合活
动开展工作
载入 WIGOS 指南的拟议文字 2013

ICG-WIGOS

专家+
借调时
间

中

1)将被纳入 WIGOS 手册和指
南的 WIGOS QMF
2) 相应机构承担其本职责任
记录所用过程和确定改进领域
的报告。

2014

ICG-WIGOS
相关技术委员会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中

2013

ICG-WIGOS

专家+
借调时
间

中

1) WIGOS 标准化指南
2) 酌情纳入 WIGOS 手册、指
南和门户网站的实施标准和最
佳规范
WIGOS 信息资源数据库的业
务验收。

2013

相关技术委员会
WIGOS 项目办公
室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Cg-17

ICG-WIGOS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高

1) 技术规范
2) 决定开发 WIGOS 信息资源
（内部与招标）
3) 业务验收

1) 2013
2) 2013-14

秘书处与各会员合
作

330

233

中

记录对该数据库的需求

2012

ICG-WIGOS，技
术委员会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97

3) 2015

决议

7.1.3 对WMO会员能够为支持WIGOS信
息资源的开发和运行提供何种帮助
G
展开调查
7.3.1 收集、维护和提供WIGOS支持工
具所需的元数据。
N
8. 资料发现、提供和存档
8.1.1 制定用于维护和调用 WIGOS 元数
据的 WIGOS 元数据标准和指南规
G
范

8.1.2 启动和制定用于整合更为相关观测
资料及相关判读元数据的机制和宣
G
传战略。
8.3.1 针对通过WIS提供更多观测资料的
宣传活动
N
9. 能力发展 2
9.1.1 制定 WIGOS 能力发展（WCD）战
略，包括教育和培训
G
9.1.2 帮助WMO会员整合WIGOS
G
9.1.3 编写有关WIGOS的指南和培训材
料及其它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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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和最终决定

2012

WIGOS 项目办公
室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符合所有会员对元数据的需
求。

Cg-17

会员

会员

中/高

1) 批准 WIGOS 元数据初始标
准
2) 通过门户网站初始调用
WIGOS 元数据
3) 手册和指南中建立的规范
4) 为维护 MD 标准建立或确
定的机构
机制和宣传战略就绪

1) 2015

CBS, CIMO
CAS, CHy
JCOMM
ICG-WIGOS
会员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中

2012-2013

ICG-WIGOS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通过 WIS 浏览和获取更多相
关观测资料

2014-2015

WMO 会员，在
WMO 秘书处的支
持下

国家资助活动；常规预算 低/中
承担 WMO 秘书处活动

1) 公布 WCD 战略并可在
WIGOS 信息资源上获取。
2) 相应机构承担其本职责任
3) 开展 WCD 各项活动

1) 2013

ICG-WIGOS
ETR, 区协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中

3) 2015
2012-2015

WMO 秘书处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中

2013

WIGOS 办公室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国家观测网络更好地响应
WMO 应用需求
完成培训材料和指南

2) 2013
3) 2015
4) 2013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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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9.3.1

资金筹措

N
9.3.2 WIGOS信息资源提供的、用于在
国家范围内设计和管理国家
N
WIGOS网络的工具
10. 沟通和宣传
10.1. 制定有效的沟通、宣传、能力发展
1
和教育战略
G
10.1. 编写沟通和宣传材料（见附录1建
2
议）并可通过WIGOS门户网站提
供
G

向各 NMHS 及伙伴组织提供
更多资金，用于更好地整合观
测网络促进 WMO 应用

2012-2015

WMO 会员，在
WMO 秘书处的帮
助下

国家资助活动；常规预算 中
承担 WMO 秘书处活动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和
WMO 会员使用的工具

2014

WMO 会员

国家资助活动；常规预算 中
承担 WMO 秘书处活动

WIGOS 沟通和宣传战略

2012

ICG-WIGOS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中

完成沟通和宣传材料

2012-2013

WIGOS-PO

相关部门的常规预算

低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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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会强调，有效的能力建设战略是 WIGOS 实施的一个重要部分。专业教育、培训活动和必要的观测基础设施的改进应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
WIGOS 实施计划予以体现，尤其是对于 LDC、 LLDC 和 SIDS 的 NMHS。因此，能力建设并不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还有战略和管理方面的考
虑，包括人力资源开发、资金筹措以及沟通和宣传活动。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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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大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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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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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文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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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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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资源（JPO、需 20 万瑞郎预算外资金）；

(c)

协助编写 WIGOS 技术文件（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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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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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WIGOS 项目办公室 2012-2015 年所需的正式职工资金
序
号
1

职位

活动/职责

WIGOS 项
目经理

领导WIGOS实施项目办公室，以确保对WIGOS实施过程和
活动的管理和支持，包括支持ICG-WIGOS会议及其工作组
会议、CBS及其它技术委员会WIGOS相关工作机构会议和活
动。

2012-2015 年职工
成本（CHF）
900,000
需预算外资金支持

与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协调，以确定对提名专家的
需求，包括国家联络人，并与会员合作以满足此类需求。
监督和协调相应规章文件的编写。
在秘书处和利益攸关方之间展开必要的联络，以确保在
WIGOS活动中与伙伴组织和计划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
2

WIGOS 科
学官

审议观测系统的现有技术文件和技术规则，并支持制作
WIGOS技术资料，例如WIGOS手册、指南以及WIGOS元数
据和相关指南。

常规预算

为WIGOS全球和区域工作机构会议提供技术支持。
监督和指导WIGOS信息资源的开发。
与开发和区域活动（DRA）司合作，通过各区域协会（包括
区域的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会员）为其WIGOS的实施
活动提供技术帮助。
与WMO教育和培训计划合作，支持WIGOS教育、培训和宣
传活动。
总计
6.

900,000 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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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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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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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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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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建议的 WIGOS 沟通和宣传材料

门户网站

WIGOS 当务之
急
WIGOS 手册

目标受众

文件的类型
和篇幅

WMO 会员
区协，技术委员
会
空间机构
伙伴组织
公众
WMO 会员

与其它材料链
接的网页

10 页 文件
（pdf）
2 页手册
（pdf）

公众

WIGOS 标准的
介绍（将用于各
类活动，并在需
要时作出调整）

WMO 会员

20 页介绍
（ppt）

WIGOS 标准的
宣传海报（将用
于各类活动，并
在需要时作出调
整）
WIGOS 基本原
理

特别会议

宣传海报
（A2，pdf）

WMO 会员
空间机构
伙伴组织

1 页文件
（pdf）

WIGOS 在观测
系统实施的效率
和效力方面益处

WMO 会员
空间机构
伙伴组织

2 页文件
（pdf）

WIGOS 资料的
社会经济效益

政府
WMO 会员
资助机构
空间机构
伙伴组织
公众
WMO 会员

2 页文件
（pdf）

WIGOS 实施对
WMO 会员的影
响

5-10 页文件
（pdf）

活动

时段

状态

WIGOS 项目办公室监督
门户网站的开发

2012
2013

待实施

WIGOS 项目办公室更新
文件
WIGOS 项目办公室起草
手册，分发给 ICGWIGOS 及相关的专家，
更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WIGOS 项目办公室起草
标准的介绍，分发给 ICGWIGOS 和相关的专家，
更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WIGOS 项目办公室制作
海报草案，分发给 ICGWIGOS 和相关的专家，
更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WIGOS 项目办公室通过
各种现有材料整理
WIGOS 基本原理的信息

2012

已实施

2012

有材料

2012

有材料

2012

有材料

2012

有材料

WIGOS 项目办公室起草
初稿，分发给 ICGWIGOS 和相关的专家，
更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WIGOS 项目办公室与其
它部门（WDS、RES）起
草初稿，更新文件，分发
给 ICG-WIGOS 和相关的
专家，更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WIGOS 项目办公室起草
初稿，征询会员意见，更
新文件，分发给 ICGWIGOS 和相关专家，更
新和提请 ICG-WIGOS 主
席的批准

将作为新
文件制定

2012

将作为新
文件制定

2012
2013

将作为新
文件制定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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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参考文件
WMO 组织机构的报告
1. 《第 15 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
2. 《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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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07）
4. 《执行理事会第 59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7）
5. 《执行理事会第 60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32）
6. 《执行理事会第 61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2）
7. 《执行理事会第 62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9）
8. 《执行理事会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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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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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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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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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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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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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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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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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滚动审核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oG

指导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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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及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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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

WMO 信息系统

WHYCOS

世界水分循环观测系统

WWW

世界天气监视网

决议 11（EC-64）
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执行理事会，
回顾了决议 4 (Cg-15) – 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注意到：
(1)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

(2)

决议 3 (Cg-16) – 全球观测系统 ，

(3)

决议 50 (Cg-16) – 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

(4)

决议 16 (Cg-16) – 气候资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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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决议 19 (Cg 16) - 开发空间气候监测架构，

(6)

决议 48 (Cg-16) –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7)

决议 34 (Cg-16) –WMO 区域计划 ，

(8)

目前国际电信联盟（ITU）具有国际条约地位的《无线电条例》中有关气象辅助设备、气象
卫星、地球探测卫星以及无线电定位（天气和风廓线雷达）业务的无线电频率分配和法规
条款，

(9)

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结果将频率分配表修订为无线电通信服务包括气象和地球
观测服务，并修改了《无线电条例》，

(10)

即将召开的 2015 年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5）的议程和未来 WRC 及在
ITU 筹备过程中向 WRC 提交的相关 WMO 立场发展的活动文件，

考虑到：
(1)

气候监测、气候变化预测以及发展国际和国家适应与减缓计划所需的气象、地球探测和相
关环境活动的特定地面和空间无线电通信服务十分重要，

(2)

用于防御、检测、预警和减轻自然和技术（人为）灾害，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环境保护
和科学研究的环境监测系统的作用日益增加，

(3)

用于各类经济活动（如农业、运输、建筑、旅游）的气象和地球探测系统所提供信息的重
要性；

(4)

分配合适的无线电频段用于地基气象观测系统（尤其包括无线电探空仪、天气雷达和风廓
线雷达）业务极为重要，

(5)

在长期监测地球环境中，用于全球观测的基于无线电的机载卫星遥感系统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

(6)

为气象卫星、地球探测和研发卫星（包括遥感、资料采集和资料分发链路）业务分配合适
的无线电频段并免受干扰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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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决议 ITU-R 60 和决议 673（Rev.WRC-12），

(2)

国家和国际气象机构和组织对无线电频段活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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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MO 基本系统委员会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在发展和保护气象界在国际电联的利益方面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4)

WMO 秘书处的支持，

强调鉴于一些无线电频段具有能对大气和地球表面进行空间被动遥感的特有的属性和自然辐射，这
些频段已成为独特的自然资源，因而地球探测卫星业务（无源）应得到足够的无线电频段，而且这
些频段应得到绝对的保护，不受干扰，
表示由于其它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发展而使分配给气象辅助设备、气象卫星、地球探测卫星以及无线
电定位（天气和风廓线雷达）业务的数个频段连续受到威胁，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决定支持无线电频率协调作为本组织的一项高度优先事宜；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继续对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活动中有关无线电频率的法规和技
术性事务进行审议，并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尤其是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进行协调，与其他相关国
际机构，特别是与气象卫星协调组、空间频率协调组等配合，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准备指南和信
息；
要求会员：
(1)

提供专家参与CBS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ITU无线电通信行业(ITU-R)和其他有关无线电
频率协调的活动；

(2)

继续支持无线电频率协调工作的进展，通过自愿实物捐助、借调人员到秘书处工作和/或为
WMO无线电频率信托基金捐款；

(3)

共享相关的经验，并且相互合作协调气象和其他观测系统；

敦促所有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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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无线电频段，特别是：
(1)

要保证其国家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能够充分认识到气象和相关活动对无线电频率的需求和无
线电频率对气象和相关活动的重要性，并在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无线电通信全会
和其他 ITU-R 方面的活动中寻求支持；

(2)

要积极地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有关无线电通信监管事宜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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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R 的工作，特别是有关科学业务的 ITU-R 第 7 研究工
作组；

(3)

要向其国家无线电通信职能管理部门悉数登记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使用的地面和空间
无线电通信站/系统和无线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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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国际电联及其会员国：
(1)

确保对无线电频段的获取和绝对保护，它们因其特殊物理特性而成为用于大气和地球表面
空间被动遥感的独特自然资源；这些“无源”频段对于天气、水和气候监测、研究及业务是至
关重要的；

(2)

对 WMO 有关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用无线电频率分配、法规条款、保护需求和相关
国际法规和技术标准方面的需求继续给与应有的重视；

(3)

根据上述 “呼吁”（1）和（2）的内容，要特别关注 WMO 针对 WRC 议程所提出的立场；

要求秘书长：
(1)

提请有关各方（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关注本决议；

(2)

对获取和保护对于实施区域和国际层面上 WMO 计划和气象活动至关重要的无线电频段的
WMO 活动给予该事宜高优先级，特别是通过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

(3)

继续让秘书处在无线电频率事务中发挥协调作用，特别是与 ITU-R 的协调，包括 WMO 参
与 ITU-R 研究工作组、大会的筹备会议、无线电通信全会以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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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协调，特别是在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筹备方面；

(5)

协助基本系统委员会实施本决议。

决议 12（EC-64）
WMO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7），
注意到：
(1)

第十五次大会批准的关于指定全球信息系统中心和资料收集或产品制作中心的指定程序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26），总摘要，
第 3.1.2.13 段），

(2)

决议 51（Cg-16）—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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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MO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

考虑到：
(1)

自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以来已获基本系统委员会认同的WMO信息系统（WIS）中心，

(2)

某些按条件指定的中心正在实施WIS的过程中，并有待向基本系统委员会展示它们的能
力，

(3)

《WMO信息系统手册》附件B2 中所列关于会员增加或撤销中心的通知，

决定：
(1)

更新手册的附件B，表B1，把其中的澳大利亚和韩国的中心的“有条件指定”改为“已指
定”；

(2)

更新手册的附件B，表B2，把本决议附录所列的中心的“有条件指定”改为“已指定”；

(3)

为了允许那些正在实施WIS的中心完成它们的安装并向基本系统委员会证明它们已达
标，延长“有条件指定”的时间至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

(4)

从手册附件B，表B2 中删除“IPY（国际极地年）数据库”；

要求秘书长采取适当的行动更新手册中的中心名单；
要求手册名单中的会员将那些WIS中心投入运行，并确保中心始终符合WIS功能的要求；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监督WIS的实施并继续确定其它的WIS中心，尤其是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和国家
中心，以供今后召开的执行理事会届会审议；
敦促会员:
(1)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区域学会和秘书处合作，完成包括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和国家中心
在内的 WIS 中心的最初确定，并确定与全球信息系统中心相关的各个中心；

(2)

在 2015 年前制定区域和国家实施计划，以强化并进一步实施 WIS 的业务功能，并将候
选的 WIS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和国家中心通知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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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2(EC-64)的附录
指定WMO信息系统的中心
按照决议51（Cg-16）- 指定WMO信息系统的中心，得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同意，承担WMO信息系统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并达到业务运行前各项规定要求的中心

WMO 会员或贡献组织

中心名称

职能

澳大利亚

IPS (电离层预报服务)
NCC (国家气候中心)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 达尔文
世界气象中心 (WMC) 墨尔本
澳大利亚海啸联合预警中心
(JATWC)
国家气候中心 (NCC)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NSMC)
RSMC 北京 (国家气象中心)
RSMC – 环 境 紧 急 响 应 （ EER ）
(NMC)
海洋气象中心
RTH 布拉格
RSMC 留尼旺 – 热带气旋中心
挪威空气研究所 (NILU)
全球产品制作中心/LRF多模式集合
牵头中心 (GPC/LRFMME) – 首尔
NMSC (国家气象卫星中心)
WAMIS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RCC贝尔格莱德
RTH 北雪平

IPS
NCC
RSMC 地理
WMC
海啸预警中心 (TWS)

中国

克罗地亚
捷克
法国
挪威
韩国

塞尔维亚
瑞典

区域气候中心（RCC）
气象卫星中心
RSMC-活动-地理
RSMC- 活 动 - 大 气 输 送 模 拟
(ATM)
海洋气象
RTH
RSMC-活动-热带气旋(TC)
NILU
GPC / LC-LRFMME
气象卫星中心
WAMIS
RCC
RTH

决议 13（EC-64）
创建航空可扩展标记语言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国际民航组织（ICAO）倾向于加强用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格式交换航空气象信息，
进一步注意到天气信息是航空，尤其是为航行安全有效而开展的空中交通管理所需信息中的一项关
键要素，
考虑到 WMO 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 ICAO 之间信息交换需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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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虑到：
(1)

对于 WMO 和 ICAO 使用不一致的资料表示，将增加成员的成本和风险，

(2)

其他机构也需要交换与其它学科的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相结合的资料，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 ICAO 及其它机构合作开发出一种方法，该方法允许 WMO 控制用于这些组
织的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结构和定义，与此同时与这些组织合作，共同制定 XML 和上述信息表示格
式，而且该方法可满足这些机构所提出的各项要求；
决定:
(1)

WMO 须管控关于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的逻辑资料模板；

(2)

须大力鼓励 CAO 和凡是其天气、气候、水信息的资料表示未达到 WMO 资料表示标准
的其它机构使用 WMO 逻辑资料模板中提供的相关要素来以创建该机构资料表示的技术
实施方案。

决议 14（EC-64）
每年提交一次的世界天气记录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16 (Cg-16) –气候资料要求，
考虑到：
(1)

WMO 和设在国家海洋大气局，国家气候资料中心（NOAA-NCDC）的世界气象资料中心
在促进以 10 年为周期的世界天气记录（WWR）的计算和提交方面的经验，自从 1927 年
开始 WWR 以来，这些记录一直服务于气候界。

(2)

绝大多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需要现代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这些系统提供了以简便和具有
一致性的方式计算气候要素平均值的可能性，

(3)

目前，包括互联网访问在内的通讯技术的进步，使资料交换的效率和及时性与十年前相
比有更大提高，

还考虑到气候变化状态的评估、计划、适应、缓解和应对工作需要快速决策，这要求随时和更及时
地获取气候信息。
决定：
(1)

改进以 10 年为周期的计算和提交 WWR 的现行做法，逐步过渡成每年更新和提交一次
WWR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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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年 6 月底之前应提交上一年计算的 WWR 记录；

(3)

从 2011 开始执行年度 WWR 记录。作为临时性特例，2011 年的记录，可以在 2012 年
底提交；

敦促气候委员会与相关区域协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牵头中心合作，推进 WWR
年度提交的落实，并为提高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能力提供指导，以完成年度
WWR 计算和提交工作；
要求秘书长促进各会员通过与基本系统委员会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牵头中心和设置在 NOAA-NCDC
世界气象资料中心合作的方式实现世界天气记录的提交和整编。

决议 15（EC-6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13（EC-62）–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 决议29（Cg-1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3) 决议48（Cg-16）–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4) 旨在支持UNFCCC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2010年更新版），（GCOS-138, WMO/TDNo. 1523），
(5) 支持UNFCCC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2010更新版（GCOS-154），卫星组成部分的卫
星气候补充产品细节的系统观测需求 - 2011年更新版，
(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第三十五次会议（2011年
11月28-12月3日，南非德班）关于研究和系统观测的结论（FCCC/SBSTA/2011/L.27），
认识到：
(1) 作为实施全球综合气候观测系统的行动框架，实施计划及其基于卫星组成部分的补充产品细节做
出了重大贡献，
(2) WMO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各项计划需要直接参与该计划中许多行动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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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会员解决实现对公约承诺所需的观测系统方面不足
的一项机制的重要性，

(4)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发展以及它需要一个以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成就为基础的观测和
监测体系，这两者旨在改进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气候观测实践和体系，并维持WMO和
GCOS联合发起机构之间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5) 重新组建世界气候计划，新加入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6) GCOS对开发空间气候监测的构架的重要贡献，
(7) 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合作伙伴关系， 以及与WMO全球大气
监视网计划的密切合作，
(8) WMO 信息系统的实施是 WMO 信息提供的一个主要基础设施，
敦促会员：
(1) 全力支持和参与实施计划有关行动的执行，包括在国家层面的协调，以确保国家气候观测系统的
平衡发展；
(2) 协助其他会员改进其系统，促进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地面网（GSN）和GCOS高空网、
GCOS基准高空网，以及视情致力于GCOS海洋和陆地领域系统的全球覆盖，同时协助会员执行
其区域行动计划的优先项目；
(3) 加强它们在以下方面的工作和协调：基本气候变量观测、作为WMO观测计划做出重要贡献的气
候产品的开发、气候信息用户的需求，以及在允许情况下对未来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工作和协
调；
(4) 通过参与GCOS合作机制，协助改进发展中国家所有三个观测领域的基本系统（大气、海洋和陆
地）；
(5) 根据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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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活动关系指
南、决议25（Cg -13）-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及GCOS气候监测原则，采取必要步骤向国家
气候资料中心（这是WMO信息系统的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的GSN档案库提供各自GSN台站的
历史资料及元数据，以改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和气候科学界用于全球分析的资料
集；
(6) 与WMO空间计划、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和气象卫星协调组合作，以进一步协调响应GCOS实施
计划提出的需求（提供给参与全球观测系统的空基组成部分的会员和空间机构）；
(7) 支持GCOS秘书处的工作，促进、监测和报告缔约方和国际组织在响应实施计划方面采取的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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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专家借调或通过向气候观测系统基金捐款的方式尽可能加强对GCOS秘书处提供的支持；
(9) 进一步改进区域基本天气网络和区域基本气候网络，并包括高空站，尤其是在发展中和最不发达
国家；
要求GCOS秘书处：
(1) 在执行GCOS实施计划方面与地球观测组织适当开展协作；
(2) 在会员筹集实施有关行动计划所需的资源时向其提供协助；
(3) 在今后的会议上向UNFCCC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提供关于实施计划中正在实施的行动是如何
确定的情况；
(4) 将继续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保持密切互动作为一项高优先活动，以便保持公约
对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和维护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并确保缔约方在系统观测方面的需求得
到满足；
(5) 如果需要，为使附属实施机构考虑针对全球气候观测的资金需求而付出努力；
(6) 与其他共同主办组织联合国环境署、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科联密切合
作，全力寻求维持GCOS秘书处基本运行，监督所需的资源并监督报告实施计划的行动；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主席确保在实施计划中确定的有关行动恰当地纳入委员会的工作计
划和区协的运行计划中，尤其是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实施方面；
要求秘书长：
(1) 将实施计划的有关行动纳入WMO的计划，并与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就其工作计划进行协调；
(2) 评估如何推进GCOS与地球观测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可以使WMO和地球观测组织的会员
受益，并且根据需求支持这种伙伴关系；
敦促其他赞助 GCOS 的组织对 GCOS 秘书处的正常运行提供资金支持，并将相关行动和实施计划
纳入其计划。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3（EC- 62），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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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6（EC-64）
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世界天气研究计划/观测系统研究和预测试验规划组制定一个次季节到
季节预测研究实施计划，
考虑到需要改进次季节到季节时间尺度的预测以及此类预报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相关性，
批准建立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并敦促会员考虑承办项目办公室以及对信托基金给与支持，以便
落实对项目的实施；
要求秘书长为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建立信托基金，并邀请会员承办项目办公室。

决议 17（EC-64）
极地预测项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观测系统研究和预测试验指导组制定的极地预报研究实施计划,
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提出的包括天气和气候时间尺度在内的综合极地
预测项目建议，
考虑到改进极地区域的天气预报方面不断变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区域因海洋和大气变暖所
引起的迅速变化有关，
批准建立一个极地预报项目，该项目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极地气候可预测性计划密切相关， 并敦促
会员考虑承建持一个项目办公室并为实施该项目的基金自愿捐款；
要求秘书长建立一个基金，并请会员主动提出承建一个极地预测项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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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8（EC-64）
WMO 能力发展战略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49（Cg-16）– WMO 能力发展战略，
考虑到：
(1)

能力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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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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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本决议附录中的能力发展战略；
要求秘书长向会员和组织机构通报 WMO 能力发展战略。

决议 18（EC-64）的附录
WMO 能力发展战略
1.

引言
WMO 需要促进能力发展，这是基于世界气象组织（WMO）《公约》的精神，即会员需要互相

配合，并与其他组织合作，协调，规范，提高并鼓励高效交换信息，不断应用于社会需要。《公
约》还指出国家气象水文局（NMHS）的重大使命就是提供天气、气候和水况观测和服务，服务于
社会需要。WMO 的各项计划是通过会员的 NMHS 得以实施的，通过利用 NMHS 的能力为社会安全
和福祉提供有效服务。NMHS 提供的服务范围有所扩大，因为对环境信息的需要有所增加。许多社
会正日益受到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国民经济对气候变率和变化越来越敏感，NMHS 的
能力 不 足 已 经暴 露 了 出 来， 特 别 是 发展 中 国 家 、最 不 发 达 国家 （LDC ）和 小 岛 屿 发展 中 国家
（SIDS）。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认为 WMO 的合作工作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观测工作
和技术贡献，因此，协助发展中国家 NMHS 弥补这类不足对 WMO 的工作是必要的，对 WMO 所有
会员也是有利的。
Cg-16 通过了 WMO 战略计划，认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是五大战略重点领
域之一，预计可为实现预期成果做出重大贡献”。为了进一步研究如何解决能力建设这一交叉性重
点 ， 根 据 上 述 因 素 ， Cg-16 通 过 了 第 49 号 决 议 （ Cg-16 ） - 呼 吁 制 定 WMO 能 力 发 展 战 略
（CDS）。
CDS 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统筹协调的途径，以便于 WMO 开展能力发展活动，协助会员履行其职
责，为实现 WMO 的各项目标而做出贡献。CDS 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有效开展能力发展协助 WMO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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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促进国家气象水文局（NMHS）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LDC 和 SIDS。CDS 旨
在以 NMHS 的现有能力为基础开展建设，减少重复，抓住机会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协同作用，
同时将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WMO 联合发起的计划以及 WMO 各项科技计划的作用和要求整合为
一体，纳入战略重点领域，为会员的发展提供协助。
虽然 CDS 要求对共同目标采取协作的途径，特别注重各国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政府与区域和国
际社会一道在规划和维持 NMHS 能力方面以及认可 NMHS 通过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对于公共安
全、保障、国家发展和总体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性方面。因此，CDS 希望在国家层面产生最大的
影响。WMO 的促进作用将重点放在加强 NMHS，扩大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合作上，同时为 NMHS
提供一个框架，倡导 NMHS 在推动国家政策、策略和计划方面提供的各类服务。
对“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概念作了区分。前者是指如果现阶段根本无能力的情况下推动发展，
而后者是考虑到现有能力的状况下重点推进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用全面的策略和国家所有权。WMO 使
用“能力发展”这个术语是为了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 WMO 对 NMHS 的援助源于现有和规划的能力。
CDS 认识到 NMHS 具备四种能力：体制、基础设施、程序和人力资源。能力所涵盖的这四个方
面各自独立，但相互联系，需要整体把握方能实现可持续的能力发展。CDS 还认识到，WMO 的能
力发展活动须进行监测，其结果须进行评估，长此以往才有可持续性。
2.

战略

2.1

愿景和使命

能力发展的愿景
加强 NMHS，满足社会对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的需求，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能力发展使命
通过倡导、教育和培训、宣传、伙伴关系和融资、示范和试点项目、服务提供和研究等方式，
促进 NMHS，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LDC 和 SID 的 NMHS 可持续能力发展的策略的全面和一体化
途径。
2.2

战略目标和手段

目标 1:
确定所需能力和不足
准确理解所需能力将会帮助制定适宜的能力发展响应，优化投资项目和筹措资金。基线信息对
于能力发展的活动和业务持续改进的监督与评估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 NMHS 对 WMO 标准的达标
程度以及不同利益攸关方、最终用户和整个社会的需求相关的信息可推导出不同需求和存在的不
足。目标 1 重点是指导需求的确定、培训服务提供/利益攸关方关系、达到 WMO 标准、澄清机构间
关系并确定在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使用和影响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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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途径包括：
1.A：强调符合 WMO 各项技术要求，以便解决重点问题
1.B：协助各国确定 NMHS 的不足
1.C：鼓励开发服务，满足用户的具体需求
1.D：创建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模式
目标 2:
提高知名度和国家所有权
国家所有权是确保 NMHS 可持续发展所需扶持环境的基石。CDS 将努力加强那些管理 NMHS
的部委和负责设定国家重点部门之间的合作，以便确保各国有利于 NMHS 在政治上‘被接受’并呈现
‘善意’。通过这些努力，会员将认识到将 NMHS 作为本国国家发展重点反映到国家发展计划和减贫
战略文件（PRSP）的国内和国际重要意义，同时从本质上展现 NMHS 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所有权和
承诺。
将强调社会经济效益，以便 NMHS 能够与其政府成为强有力的长期伙伴，从而确保获得基于要
求、效益和不足的国家所有权。考虑到发展筹资的现有趋势，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筹资工作强调
它与国家发展计划或国家减贫战略文件中的政府重点相一致，这样才能吸引国内和外部资金支持。
将加强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以便避免重复，同时支持资源共享。这需要开展协调，从而加强
会员的 NMHS 能力发展的投资项目的开展、筹措和协调。通过明确的机构安排、作用和职责以及国
家所有权，NMHS 在国内与相关利益方的互动是更广泛战略管理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发展能力的不
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略途径包括：
2.A: 强调 NMHS 为决策者提供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2.B: 协助 NMHS 将需求纳入国家政策、法律框架和国家发展计划
2.C: 加强向最终用户和决策者的宣传
2.D: 发展领导力和管理能力
2.E: 在满足社会对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需求方面加强国家的支持
目标 3:
优化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用于改进整个 CDS 的各项活动，对于支持界定要求、需求、不足和重点尤为重要。知
识管理可帮助整个 WMO 提供了不断更新的信息、最佳规范和技能共享。本目标涉及到创建一个支
持性的组织架构、启用以团队工作和知识传播为重点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而它能够支持能力发
展。战略目标 3 将通过区协和与区域机构和实体合作来优化知识管理，支持 NMHS 之间交流经验和
共享资源。ICT 的使用将会启动有效的协作途径、实时信息共享、监测和反馈。鼓励实践团体与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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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补充，同时承认与人互动在知识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性。所需技能和信息共享将包括利用志愿者
和第三方的贡献。
战略途径包括：
3.A：加强收集和共享与 NMHS 发展有关的最新信息的各种机制
3.B：分享与 NMHS 发展有关的最佳做法和成功案例
3.C：加强负责 NMHS 发展的实践团体
目标 4:
加强筹资和项目管理
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日益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因此成为发展融资机制越
发感兴趣的投资点。将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和项目管理方面的帮助，以便建设本国的 NMHS。
强有力的区域途径的开发将有助于实施有关能力发展方面的各项活动。未来要加强能够促进能力发
展项目和计划开展的体制安排，同时开发人力资源，以解决在与发展机构互动方面存在的各种挑
战。将帮助并鼓励自愿合作和双边援助。
战略途径包括：
4.A：加强协调，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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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加强开发，执行，监测和评估项目的能力
4.C：鼓励创新的自愿和双边合作
目标 5:
加强全球、区域和次区域机制
全球、区域和次区域机制对于 NMHS 的工作至关重要。WMO 的全球和区域中心过去与提供了
一系列技术、培训和业务资料交换和指南方面的援助，今后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以便配合 WMO
的工作重点更好地支持 NMHS。此外，WMO 通过参与政治和科学机制将把注意力放在提供所需的
各种能力上。
战略途径包括：
5.A：加强全球和区域中心的工作
5.B:加强全球、区域和次区域机制，为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提供保障
目标 6:
扩大教育和研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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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提供服务所需资质的人员是 NMHS 运行的基础。教育和研究活动是一项长期工作，是产品
和服务的基础。WMO 奖学金计划根据那些构成服务的基础的科技知识的最新进展情况，为发展中国
家、LDC 和 SID 的 NMHS 目前和未来的员工提供基础教育。
战略途径包括：
6.A：增加获得奖学金的渠道和数量
6.B：加强研究成果的应用

决议 19（EC-64）
重新确认 2010-2011 年评估的区域培训中心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2010 和 2011 年期间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区域培训中心的外部
评估表明，这些中心符合执行理事会认可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大部分标准，并期望满足
所有标准，

(2)

上述任务之后的外部评估报告建议，虽然对进一步改进计划、设施和课程提出了建议，但
仍继续认可这些培训中心为 WMO RTC，

(3)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第十五次届会（2010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提名印度尼西
亚的水资源研究中心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

(4)

WMO 印度尼西亚常任代表提交的内容广泛的书面建议已经过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审
议，秘书长的代表也进行了实地考察，

(5)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要求严格采用修订后的标准来认可现有和新的 WMO-RTC，

(6)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建议广泛审议 RTC 未来的作用和运行，从而对目前的 RTC
概念提出重大修改，

决定：
(1)

重新确认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 RTC 作为 WMO 认可的区域培训中心最多四年，乌
兹别克斯坦 RTC 为两年；

(2)

认可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和水资源研究中心的培训设施作为印度尼西亚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两个组成部分至少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并有可能再延长四年；

(3)

认可印度国家水科学院作为印度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第三部分至少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并有可能再延长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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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对这些 RTC 四年有效期的重新确认应取决于对该评估周期各项认
可的评估建议的落实情况以及对 RTC 未来作用和业务的评估结果，并提交 2014 年 6 月的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会。

决议 20（EC-64）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19(EC-56) -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于 2010 年对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做了评价，
批准本决议附录中修订后的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
要求秘书长：
(1)

采取措施立即生效修订后的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将其应用到未来与认捐方签订的
关于自愿捐赠资助活动的协议；

(2)

尽可能确保在与认捐方签订协议和设计信托基金的职责范围时将下列收费作为直接成
本：
(a)

电话和邮寄费；

(b)

参与具体技术合作项目运行、监测和评估的员工差旅费；

(c)

分配给项目员工和顾问的总部办公室费用；

(d)

项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费用；

(e)

WMO 驻外办公外在项目执行中的安保费；

(f)

技术服务费，例如，项目评估、技术监测和评估；

(g)

根据项目的规模和项目投入的类型发生的其它直接费用，包括会计、人力资源、采
购和项目管理服务费；

(3)

在 2012-2013 年两年期监督新的计划支持费用政策的执行情况；

(4)

于 2013 年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报告在执行本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

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19（EC-56），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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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0 (EC-64)的附录
WMO 计划支持费用政策
根据联合国系统内的作法，本计划支持费用政策适应于WMO自愿赠款，这些费用是指如果本组
织不管理自愿捐赠（包括直接由于交易量产生的工作量）不会发生的变动或递增成本；
WMO计划支持费用政策如下
(1)

用于补充WMO科技计划常规预算活动的活动（编制标准和规范性的活动）应征收7%作为计划

支持费用的成本回收，以便回收间接成本；
(2)

根据VCP规则1，自愿合作计划（VCP）的10%的比例应用于VCP的管理；

(3)

用于初级专业官员的基金管理支持成本的比例为12%；

(4)

13%的计划支持成本回收率应当使用于能力发展的技术合作项目，对此可允许以下的灵活
性，甚至只要适用可以累计，在以下情况下最低回收率为7%:
(a)

受援国政府或认捐方承担履行某些职能的责任，作为直接成本或以其它成本，这种责
任可以由 WMO 秘书处履行，应允许降低最高达 2%的比例；

(b)

技术合作只包括采购设备、用品或材料，应适用 9%的比例；

(c)

认捐方接受简化叙述性报告，说明资金的使用和取得的成果，应执行降低 1%的比
例，普遍认为：财务绩效将在法定的两年期账目结算的框架内予以报告；

(d)
(5)

受援的最不发达国家为认捐方时，应适用最低 7%的比例；

计划支持成本回收率是由气候基金、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
行设订的，应分别适用于管理由这些认捐方资助的项目。联合国系统多认捐方信托基金的计划
支持成本回收率应适用于管理联合国系统多认捐方信托基金框架资助的项目；

(6)

除了上述外，除非秘书长在妥善考虑将计入WMO及其会员的成本和收益之后作出明确许可，
否则对于这些管理费分摊率不得有任何例外。

1

涉及VCP的管理成本应保持最低水平，并应从常规预算的相关拨款连同VCP(F)拨款一并支出，但不超过
VCP(F) 和计入VCP(F)的利息的10%（由和EC-48、EC-50和 EC-56修订）。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40

决议 21（EC-64）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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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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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后经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三次届会修
改），

考虑到需建立一个连续的机制，以便定期审议会员在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八个预期结果
方面的能力发展问题，尤其是预期结果 6 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各自职责的能力，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决定:
(1)

修订由决议 4（EC-59）制定并经决议 10（EC-60）和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三次届会修改的
执行理事会能力发展工作组的职责，以涵盖 WMO 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会员的各方面的帮
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员，并要求能力发展工作组对以下方面提出咨
询及寻求协调一致的方法：
(a)

根据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最终用户和利益有关单位的需要，确定国家、次区域、区
域和全球发展的优先，并制定用于确定优先级别的过程；

(b)

以 WMO 能力发展总体战略为指导，向全体 WMO 会员、开发方面的合作伙伴、以
及 WMO 组织机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各部门提供具体的指导，其目的
是提高会员提供服务的能力以满足终端用户的需要；

(c)

提高各 WMO 区域的能力，重点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为监督 WMO 在各国家层面的行动制定一个系统；

(d)

宣传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

(2)

(e)

开发与外部利益攸关单位的战略伙伴关系；

(f)

为以上活动筹集资金；

为实现上述目标，工作组须：
(a)

对区域协会和大会确定的发展优先给予最高优先级以指导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其
他发展合作伙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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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2-2014 财期的剩余时间制定一个责任、进度和可衡量指标明确的实施计
划。每年向执行理事会和向大会报告工作，以便聆听这些机构对 WMO 能力发展活
动的指导；

(c)

就自愿合作计划和托管基金的协调向自愿合作计划非正式计划会议提供指导；

(d)

与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合作，加强技术和人力资源发展间的衔接；

(e)

加强 WMO 和相关组织间的协调，以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发展；

(f)

邀请相关资助和开发机构为工作组的工作做贡献，包括世界银行和欧洲委员会；

(g)

提请有兴趣的会员指定专家和能力发展方面的利益攸关单位指定代表参加工作组的
工作以及出席工作组的会议；

授权工作组在需要时建立分组和任务组；
要求秘书长促进 WMO 各司积极参加以便建立由外部资助的发展项目，并采取相关的行动支持工作
组的活动，包括协助建立一个系统，以监督 WMO 在各国家层面的行动；
要求联合主席在需要时商工作组成员、秘书长、相关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 WMO 各司，提出对
工作组职责的修改建议，以便执行理事会批准。
_______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 10 (EC-60), 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22（EC-64）
外部审计员的遴选过程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外部审计员的遴选过程的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提交的外部审计员遴选过程，
决定外部审计员的遴选过程如下:
(1)

审计委员会编制的详细的外部审计员招标书。招标书包括以下内容：招标过程和条件；作为
标书一部分而提交的所有文件的填写说明和各项要求说明，包括审计方法、根据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的会计权责方面的经验、审计员简历、候选人费用支出包括旅行和其它附加费
用；以及其它各项要求。凡经批准的遴选标准在遴选过程中不得改变。标书条款包括提交条
件和截止日期，并明确凡不完整的标书将一律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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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标书由财务咨询委员会审核，并由执行理事会批准；

(3)

邀请函和详细的招标书送交所有会员代表，并通过代表提交本国的最高审计机构，要求投
标；

(4)

审计委员会组织一个遴选专家组，排除牵涉潜在利益冲突的个人；

(5)

一旦接收正式投标的日期截止，遴选专家组将按既定的标准审议各项标书。如果需要，遴选
专家组可邀请候选人作口头陈述并接受面试。遴选专家组随后准备一份附有详细解释的建
议。

(6)

该建议由财务咨询委员会审核，并由执行理事会批准，任命外部审计员；

(7)

建立审计聘用合同。

决议 23（EC-64）
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政策
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13（EC-60）–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政策，
注意到:
(1)

内部审计报告的披露政策已试行，秘书处曾收到过不在本政策规定之列的认捐方/潜在认捐方
提出查阅内部审计报告的要求，经过审计委员会审核后，这些要求已得到满足，

(2)

审计委员会建议除 WMO 会员之外，还增加了一条关于 WMO 利益攸关提出向其披露内部审
计报告要求的规定。

决定：
（1）

授权秘书长，必要时与审计委员会主席协商后，决定是否可向 WMO 会员之外的利益攸关
方提披露内部审计报告，如作为认捐方的政府间组织；

（2）

通过本决议附录中修订后的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政策。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3（EC-60），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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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3(EC-64)的附录
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政策
引言
1.

WMO 的这项政策是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运作的。按照这一指导原则，内部监察室按其规

章制度和章程为大会或执行理事会及其委员会编制年度报告已在 WMO 网站上公布。此外，该检察
室在秘书处开展的内部审计、检查、职能评审和其他保证工作（“保证报告”）基础上形成的所有最终
报告均可由执行理事会的审计委员会查阅。为尽最大可能，WMO 已进一步决定，应尽最大可能供会
员国和地区会员查阅这类最终报告，但要根据该政策中规定的各项条件/标准。对此，WMO 还认识
到如果要保护 WMO 和会员的利益或保护与那些与 WMO 打交道的各方的合法权益，也许有一些特
殊情况，其中某些法律和实际约束条件制约了 WMO 实现完全透明的能力。
2.

本政策决定着‘保证报告’的披露范围，并在 WMO 规章或描述检察室职责和运作的文件的框架

内取代或修订任何限制，诸如对有关内部监察室最终报告的限制。评估和调查报告的披露将在单独
的政策下予以涵盖。
3.

将根据经验以及在审计委员会的指导下落实本政策施并作调整。

一般原则
4.

所有最终‘保证报告’由内部监察室发布，并根据 WMO 的规章制度和内部监察室的章程提转交

给秘书长和其他相关管理成员以及外部审计员。所有这类报告均提供给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5.

此外，内部监察室发布的所有最终‘保证报告’将应要求提供给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和经授权的
1

WMO 会员代表 ，除非审计委员会根据以下规定另有决定。
限制分发的报告
6.

秘书长和内部监察室主任可自行向审计委员会提出限制披露‘保证报告’的建议，因为这类披露

会：
(a)

给 WMO 及其会员利益和与 WMO 打交道各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b)

因透露报告中提到的人名或可由此推断出其他人的身份，或因被政府机构指控涉嫌违反刑事
或民事法规而使 WMO 的合法行为面临风险；

(c)

1

阻碍、损害或干扰内部监察室、执法部门或其他调查机构正在或有待开展的调查工作；

‘保证报告’提供给执行理事会成员、其代理人和顾问以及有关会员国政府专门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机
构。在默认情况下，WMO 常任代表和外交部（包括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应有权指定经他们授权的人员要求
代表有关会员查阅‘保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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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任何参与犯罪活动的任何人发出风险警示，既他们的活动可能会被调查机构所知或正处于
调查中，或另外对任何正在策划或企图从事违法活动的人会有所帮助；

(e)

对把代表 WMO 工作或与 WMO 一道开展工作的任何人的安全或福祉置于风险之中。

7.

当秘书长或内部监察室主任根据本政策提出限制披露某一特定报告的建议使，在这种情况

下，该建议的提出人将向 WMO 法律顾问提交一份连同书面说明的报告，在报告中陈述参照此标准
（第 6 段）规定的披露政策希望限制披露的各种理由，法律顾问应以书面形式提供其对是否应提供
该报告所发表的意见，如果这样，并指出拟议书面意见的性质。
8.

法律顾问将就此问题准备一份反映其意见的书面回复，其中包括是否应以书面形式提供该报

告的意见。如果属于这种情况，法律顾问也可对该报告提出相关的书面意见。
9.

秘书长或内部监察室主任将与 WMO 法律顾问进行咨询，并可在法律顾问咨询意见的基础上

修订其提出的限制建议。秘书长或内部监察室主任然后将向审计委员会提交该‘保证报告’、提交说
明、法律顾问的意见（如适用）对该报告的书面建议，以供审计委员会参考。审计委员会将会最终
决定保证报告是否应当披露和以何种形式披露。内部监察室将有关限制分发报告所有过程记录在
案。
限制分发报告的披露
10.

一旦收到通过秘书长办公室渠道提出的书面要求，WMO 将向执行理事会成员或经授权的会

员代表提供了阅读限制分发报告的机会，即在审计委员会决定的一种安全环境下读取这类以任何书
面形式呈现的报告，例如在内部监察室的办公地点。内部监察室将在签署保密承诺的基础上提供这
种查阅。保密义务将防止公开披露，但是允许会员与其人员根据“需要”讨论特定报告中得出的一般性
结论，但只要不公开提到报告所涉及的任何人的信息。向这些经授权代表既不提供报告的复印件也
不提供电子拷贝。
11.

凡 WMO 其他利益攸关方（诸如作为认捐方的政府间组织）提出查阅的要求，在这种情况

下，经与审计委员会主席磋商，秘书长将在必要时有权决定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披露内部审计报告。
12.

提供这类报告的决定应逐例做出，已允许查阅内部审计报告的利益攸关方应恪守 WMO 的保

密程序。

决议 24（EC-64）
WMO 出版物规划和制作指南
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35（Cg-16）- 第 16 财期的出版物，

(2)

决议 20（EC-62）- 第 16 财期正式出版物和出版物分发政策，

决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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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3（EC-56）- 出版物计划，

进一步注意到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在第 16 财期制作的并在常规预算中确定的出版物清单，
认识到更经济更环保的电子版制作和分发的好处，
考虑到在实施 WMO 出版物计划时，需要加强质量保证措施，
批准 WMO 出版物规划和制作指南，包括在本次决议附录之中，将供技术委员会和区协在编写新的
出版物或更新现有出版物的过程中遵守。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3（EC-56），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24（EC-64）的附录
WMO 出版物规划和制作指南
正如 WMO 使命和战略计划所述，WMO 出版物计划旨在最有效，最广泛及时地把直接与 WMO
目标相关的权威信息传达给目标受众。

出版物和文件分类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同意所有正式出版物（标有 WMO 数字和国际标准书号）分为两类：
(1)

管理和技术出版物，包括 WMO 组成机构和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源自
各技术委员会和各技术司；

(2)

一般信息出版物，针对一般公众，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宣传出版物。
无 WMO 出版物编号的其它信息产品。这些包括与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区协工作机构和

其它非组成机构的会议、大会和研讨会有关的设计项目（活页夹、随行成套文件、海报等）、文件
和报告，以及由专家和 WMO 工作人员编制的研究报告。必要时，可保留计划的序号。

语言和格式
大会对发行已列入计划的出版物所用语言作了规定。技术出版物，特别是教育和培训出版物翻
译成 WMO 六个官方语言（阿拉伯语，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一般给予高度优先，
以促进知识、标准和新方法的传播。欢迎各会员主动承担的出版物的母语翻译和编辑。
在现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出版物的格式和分发手段（印刷、pdf 下载、光盘、U 盘）设法满足
目标读者需求和 WMO 组织视觉辨别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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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出版物计划的管理属于秘书长的职责，秘书长将在大会建立的框架内履行其职责并考虑执行理
事会提供的指南。
在这一框架内，原有的组成机构和相关秘书处部门负责：
（1）

确保所编写的出版物和其它信息产品实质性技术内容的质量；

（2）

提供符合 WMO 风格和作者格式指南原稿；

（3）

划拨资金支付出版费用。

出版物委员会负责评审和协调 WMO 出版物方案的执行情况，并确保维护 WMO 出版物具有高
的技术标准。

规划
提前做好规划有助于确保 WMO 出版计划的有效协调和资源的最经济有效的管理。这同样适用
于与组织机构届会和其它会议和活动的文件管理，也适用于新的管理、技术和一般信息出版物，以
及现有书目的更新版和新版。
无 WMO 出版物编号的新出版物应由组成机构和秘书长提出并批准。在规划新出版物过程中，
应考虑以下标准：
（1）

作品应增加 WMO 活动领域内文献的价值；

（2）

内容必须在科学、技术和法律上有效并能引起广泛兴趣；

（3）

文字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证对各会员和广大科学界有效并能引起浓厚兴趣；

（4）

内容不能侵犯版权或其它再版限制，WMO 因而能出版。

在特定财期内制作的 WMO 出版物清单将根据大会决议予以确定。向大会提交的出版物清单要
以 WMO 组成机构和秘书长为基础。在大会之前，要求各司确保必要的资金列入未来四年的常规预
算建议。
凡未列入大会批准的清单中的出版物和其它信息产品在必要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可予以出版，并
在出版委员会的建议下，须经秘书长批准。
源自各司和/或组成机构的初步规划应包括：
（1）

指定负责官员；

（2）

指定的作者和撰稿人；

（3）

关于计划的出版物的标准的决定，如管理（WMO 通过的标准），技术和一般信息；

决议

（4）

审评审程序，取决于提交的出版物类别，以确保实质性的技术内容的质量；

（5）

对文件量的估计；

（6）

制作文件所用的语言和格式，同时考虑目标受众和资金到位情况；

（7）

临时性时间进度表，包括起草和评审所需时间；

（8）

费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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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
为确保 WMO 出版物具有高质量，所有管理、技术和一般信息出版物稿件应在交付印刷前进行
评审。
除了组成机构的节略报告之外，必要时，每个管理和技术出版物应由精心挑选的评审人，在顾
问的协助下开展评价。技术委员会主席通常应担任与技术委员会工作有关的技术出版物的评审裁定
者。按照决议 1 (CHy-13)附录 2 的规定，鼓励技术委员会、区协或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工作组建立自
己的评审机制。
每个一般性出版物稿件应进行传阅至宣传和公共事务办公室，以供其评审。

分发
WMO 出版物的分发形式多样，取决于出版物类别和目标受众。秘书处出版一份网络目录，列
出以往及现在出售的出版物系目录。

文件的免费网上提供
每当通过网络发布出版物时，秘书处应在网上提供出版物并通知各会员和专家。按照大会规
定，出版物的硬拷贝大都按需提供，而不是系统性提供。

决议 25（EC-64）
世界气象组织 2011 年财务报表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21 (EC-62)-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9 年财务报表,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4 和 15 条，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本组织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提交执行理事会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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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批准经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1 年财务报表;
要求秘书长将本财务报表与他及外部审计员的报告一起送交所有会员;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会员拖欠相当数量的评定会费，
敦促会员尽早付清会费。

决议 26（EC-64）
修订技术规则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 WMO《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
回顾到决议 45（Cg-16） – 世界气象组织的《技术规则》，
还回顾到决议 35（Cg-16) – 第十六财期的出版物，
考虑到为确保自上次对《技术规则》全卷进行审定以来，大会或执行理事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些新
的和修订后的手册（它们已作为第一卷的附件）后在文字编辑方面的一致性，秘书长提出对《技术
规则》第一卷进行编辑修订，
决定批准本决议附录给出的修订后的《技术规则》第一卷（2011 年版）；
要求秘书长安排在 WMO 网站上发表《技术规则》的所有各卷和与之配套的经充实后的各种手册及
相关的指南，网页版面采用灵活的导航模块格式，以便于用户搜寻和查阅，以及在最短时间内对内
容作出快速修订；
回顾了 WMO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之间关于制定 WMO/ISO 通用技术标准的工作安排协议；
提请会员向秘书长通报《WMO 技术规则》的相关内容，如果这些规则作为 WMO/ISO 通用技术标准
出版，这将加强技术规则的现状和适应性，从而提高国家层面上的遵守程度；
要求秘书长根据会员提供的信息制定建议；
考虑到随着 WMO 各系统和服务的演变和发展，已建立了大量涉及气象、业务水文、气候及相关环
境服务的方法、程序、技术和规范的新标准和推荐规范，有些标准和规范仍在建立之中，需要以简
化和具有一致性的方式将这些标准和规范融入《技术规则》；
决定重新组织《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以便依照会员的现
代化技术和业务规范形成规章文件架构，并将新出现的各类服务纳入其中；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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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和秘书长以秘书长提出的纲要为基础针对第一卷制定一个优化的结构，以供理事
会第六十五次届会审议；
还要求各技术委员会、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以及秘书长采取措施以确保对各规章文件进行
系统性更新，鉴于使各类手册和指南与《技术规则》各相关部分保持一致性的需求，并在每次大会
后发行内容经充实的新版本；
敦促各会员根据《总则》第 128 条（2011 年版）的规定，开始执行这些 WMO 标准和推荐规范，并
通报秘书长其执行的程度；
提请各区域协会监督会员遵守技术规则的情况。

决议 26（EC-64）的附录
修订技术规则（WMO-No.49）

技术规则
基本文件第 2 号

第一卷
常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

WMO-No. 49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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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NOTE
The following typographical practice has been followed:
Standar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have been printed in semi-bold roman.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have been printed in light-face roman.
Notes have been printed in smaller type, light face roman, and preceded by the indication:
NOTE.

WMO-No. 49
©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2011
The right of publication in print, electronic and any other form and in any language is reserved by
WMO. Short extracts from WMO publications may be reproduced without authorization, provided
that the complete source is clearly indicated. 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and requests to publish,
reproduce or translate this publication in part or in whol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hair, Publications Board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P.O. Box 2300
CH-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Tel.: +41 (0) 22 730 84 03
Fax: +41 (0) 22 730 80 40
E-mail: publications@wmo.int

ISBN 978-92-63-10049-8
NOTE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in WMO publication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in this
publication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the Secretariat of
WMO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Opinions expressed in WMO publication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WMO. The mention of specific companies or product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y are
endorsed or recommended by WMO in preference to others of a similar nature which are not
mentioned or advert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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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II.2012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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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pproval
by: (body
Resolution
and session)

Consolidation of amendments
Cg-XVI
approved by the Sixteenth Congress

7.5/1 (EC-64)

GENERAL PROVISIONS
1.
The WMO Technical Regulations (WMO-No. 49) are presented in four volumes:
Volume I – General meteorologic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Volume II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Volume III – Hydrology
Volume IV – Quality management
Purpose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2.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are determined by
Con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d) of the Convention.
3.

These Regulations are designed:

(a)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in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between Members;

(b)

To meet, in the most effective manner, specific needs in the various fields of application of
meteorology and operational hydr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and

(c)

To ensure adequate uniformity and standardization in the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employed in
achieving (a) and (b) above.

Types of Regulations and notes
4.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comprise standar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5.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two types of Regulations are as follows:
The standar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a)

Shall be the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which it is necessary that Members follow or implement;
and therefore

(b)

Shall have the status of requirements in a technical resolu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Article 9(b) of
the Convention is applicable; and

(c)

Shall invariably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use of the term shall in the English text, and by suitable
equivalent terms in the Arabic, Chinese,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texts.
The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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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all be the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which it is desirable that Members follow or implement;
and therefore

(b)

Shall have the status of recommendations to Members, to which Article 9(b) of the Convention
shall not be applied;

(c)

Shall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use of the term should in the English text (except where otherwise
provided by decision of Congress) and by suitable equivalent terms in the Arabic, Chinese,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texts.

6.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definitions, Members shall do their utmost to implement the
standar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b) of the Convention an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Regulation 128 of the General Regulations, Members shall formally notif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writing, of their intention to apply the standar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except those for which they have lodged a specific deviation. Members shall
also inform the Secretary-General, at least three months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 in the degree of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a standard practice or procedure as previously notified and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change.
7.
Members are urged to comply with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notify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non-observance except with regard to those contained in
Vol. II, C.3.1.
8.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tatus of the various Regulations, the standar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by a difference in typographical
practice, as indicated in the editorial note.
9.
Certain notes (preceded by the indication NOTE) are included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explanatory purposes; they may, for instance, refer to relevant WMO Guides and WMO publications of
factual information. These notes do not have the status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The WMO Guides
describe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which Members are invited to
follow or implement in establishing and conducting their arrangement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in developing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ervices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Status of annexes and appendices
10.
WMO publications (other tha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Volumes I to IV)) which contain
regulatory material having the status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are annexes to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These annexes, normally also called manuals, are established by decision of Congress
and are intended to facilitate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to specific fields. In principle,
annexes may contain both standard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11.
Texts called appendices appearing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or in an annex to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have the same status as the Regulations to which they refer.
Updating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their annexes (Manuals)
12.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are updated, as necessary, in the light of developments in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and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techniques and in the applications of
meteorology. Certain principles previously agreed upon by Congress and applied in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 for inclusion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are reproduced below. These principles provide
guidance for constituent bodies, in particular technical commissions, when dealing with matters
pertaining to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a)

Technical commissions should not recommend that a Regulation be a standard practice unless
it is supported by a strong maj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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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echnical Regulations should contain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to Members regard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 in question;

(c)

No major changes should be made in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ithout consulting the
appropriate technical commissions;

(d)

Any amendments proposed to these Technical Regulations submitted by Members or by
constituent bodies should be communicated to all Members at least three months before they
are submitted to Congress.

13.

Amendments to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 as a rule – are approved by Congress.

14.
If a recommendation for an amendment is made by a session of the appropriate technical
commission and if the new regulation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before the time of next Congress, the
Executive Council may,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approve the amend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4 (c) of the Convention. Amendments to annexes to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proposed by the
appropriate technical commissions are normally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15.
If a recommendation for an amendment is made by the appropriate technical commiss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egulation is urg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ation may, on behalf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ake action as provided by Regulation 9(5) of the General Regulations.
Note: A fast-track procedure can be applied for additions to certain codes and associated code tables,
contained in Annex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Application of the fast-track procedure is
described in detail in Annex II.
16.
After each session of Congress (every four years), a new edition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e amendments approved by Congress, is issued. With regard to the amendments to WMONo. 49 between the sessions of Congress, Volumes I, III and IV are updated, as necessary, upon
approval of changes thereto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updated as a result
of an approved amendment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are considered as a new update of the current
edition. The material in Volume II is prepared by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working in close coop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king
Arrangements agreed by these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consistency between Volume II and
Annex 3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the issuance of amendments to Volume II are synchronized with the respective
amendments to Annex 3 by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Note: Editions are identified using the year of the respective session of Congress while updates are
identified with numbers, followed by the year of approval, for example «Update 1 (2012)» indicates the
first update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2012.
Updating of the WMO Guides
17.
The recommended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consolidated in the Guides are
updated, as necessary, in the ligh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hydrometeorology,
climatolog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he WMO technical commiss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 to be included in the Gu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amendments made by a session of the
appropriate technical commission ar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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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 of aerological diagrams – General requirements
Upper-air analyses – Reference surfaces
General – Publication of synoptic observations

2.3
2.3.1
2.3.2
2.3.3

International codes
General – Code forms
Symbolic words, groups and letters
Code figures

3.

WMO INFORMATION SYSTEM

3.1
3.2
3.3
3.4
3.5

Purpose
Principles
Organization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PART II – OTHER GENER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1.
1.1
1.2
1.2.1
1.3
1.3.1
1.4
1.4.1
1.4.2
1.5
1.5.1
1.5.2
1.5.3

Climatology
General – Climatological data
Collection of climatological data
National arrangements
Exchange of climatological data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Climatological statistics
Time units
Climatological frequencies, sums and averages
Publication of climatological data
General
Publication of surface observations
Publication of upper-air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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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6

Publication of old climatological data
Climatic atlases

2.
2.1
2.2
2.3
2.3.1
2.3.2
2.4
2.4.1
2.4.2
2.4.3
2.5
2.6
2.7
2.8
2.9
2.10

Global Atmosphere Watch (GAW)
General
Principles of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 for data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e
Classification of requirements
Systems for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Networks of stations
General
Global stations
Regional stations
Location of the statio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ations
Supervision of the stations
Measurement programme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Monitoring of the operation of GAW

3.
3.1
3.1.1
3.1.2
3.1.3

Meteorological bibliography and publications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nd abstracts
General form of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nd abstracts
Classifi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nd abstracts
Preparation of catalogues of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4.
4.1
4.2
4.3
4.4
4.5
4.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General
Categories of personnel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acilities
Status of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5.
5.1

Competence of Meteorological, Hydrological and Climatological Personnel
Competence of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6.
6.1
6.2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Units
Standard atmosphere

PART III –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
1.1
1.2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3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marine activities
General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the high seas
General responsibilities
Provision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Marin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to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SAR)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by radio-facsimile
Marine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Scheme
Special marine climatological information
Provis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expert advice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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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3.2
1.3.3
1.4
1.4.1
1.4.2
1.4.3
1.5
1.5.1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Regio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General services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 (PMO) services
Training in marine meteorology
General

2.
2.1
2.1.1
2.2
2.2.1
2.3
2.3.1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Pres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ata
Pub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ata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reports
Crop-weather reports
Forecasts for agriculture
Forecasting programme

ANNEXES:
I

International Cloud Atlas (WMO-No. 407), Volume I – Manual on the Observation of Clouds
and -Other Meteors Part I; Part II: paragraphs II.1.1, II.1.4, II.1.5, II.2.3, sub-paragraphs 1,
2, 3 and 4 of each paragraph from II.3.1 to II.3.10, paragraphs II.8.2 and II.8.4; Part III:
paragraph III.1 and the definitions (in italics) of paragraph III.2 (not attached)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 (not attached)

III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Volume I (in part) (not
attached)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485), Volume I
(not attached)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not attached)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not attached)

VII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not attached)

VIII

Manu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ndards in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WMO-No. 1083), Volume I (not attached)

APPENDICES:
A

Values of some physical functions and constants used in meteorology

B

Defini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of water vapour in the atmosphere

C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and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E

Criteria for the recognition of WMO Regional Training 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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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Introductory note: A definition does not have independent status bu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each
Standard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 in which the term is used, since a change in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would affect the specification. The following terms, when used in Volume I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have the meanings given below: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 station designated to make observations and
meteorological reports for use in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 station that provides meteorological data for agricultural
and/or biological purposes and makes other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under the programmes of
Agrometeorological Research Centres and othe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ircraft meteorological station. A meteorological station situated on an aircraft.
Altitude. The vertical distance of a level, a point, or an object considered as a point, measured
from mean sea level (MSL).
Auxiliary ship station. A mobile ship station, normally without certified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that transmits reports in code form or in plain language, either as a routine or on
request, in certain areas or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ulk density. The ratio of mass to volume of an undisturbed sample of oven-dried soil expressed
as grams per cubic centimetre.
Climatological data. Various types of data – instrumental, proxy, historical – which constitute the
major source of climate study and theory.
Climatological record. Any record made of meteorological events in alphanumerical, graphical or
map form.
Climatological standard normals. Averages of climatological data computed for the following
consecutive periods of 30 years: 1 January 1901–31 December 1930, 1 January 1931–
31 December 1960, etc.
Note: When data are not continuous, adjusted normals may be computed.
Climatological station. A station whose observations are used for climatological purposes.
Elevation. The vertical distance of a point or a level on, or affixed to,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measured from mean sea level.
Field capacity. Soil is said to be at field capacity when it is allowed to drain for a few days and
only the capillary spaces are filled with water.
Fixed ship station. An ocean weather station or a station situated aboard a light-ship.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A type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orbiting the Earth at an altitude of
approximately 36 000 km with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Earth and within the equatorial plane,
thus providing nearly continuous information in an area within a range of about 50° from a fixed
sub-satellite point at the Equ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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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Upper-Air Network (GUAN). The global baseline
network of about 150 selected RBSN upper-air stations established with relatively homogenous
distributio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GCO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long-term climate records.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GDPFS). The coordinated global system of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nd arrangements for meteorological analyses and forecasting, and the
processing,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GOS). The coordinated system of methods, techniques and facilities
for making observations on a worldwide scal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GTS). The coordinated global system of tele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and arrangements for the rapid collection,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of observations and
processed inform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Height. The vertical distance of a level, a point, or an object considered as a point, measured from
a specified datum.
Note: The datum may be specified either in the text or in an explanatory note in the publication
concerned.
Land station. A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station situated on land.
Meteorological analysis (Analysis). A statement of analyse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for a
specified time or period, and for a specified area or portion of air space.
Meteorological bulletin. A text comprising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preceded by an appropriate
heading.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Forecast). A statement of expecte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for a
specified time or period, and for a specified area or portion of airspace.
Meteorological message. A message comprising a single meteorological bulletin, preceded by a
starting line and followed by end-of-message signals.
Note: Details on the starting line, the end-of-message signals and the structure of a
meteorological bulletin are contained in Annex III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Volume I).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Observation). The evaluation of one or more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network. A group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stations spread over a
given area for a specific purpose.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station (Station). A place wher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are
made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Member or Members concerned.
Meteorological report (Report). A statement of observe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related to a
specified time and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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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An artificial Earth satellite mak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transmitting these observations to Earth.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A person who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BIP-MT) requirements.
Meteorologist. A person who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BIP-M) requirements, at university degree level.
Mobile ship station. A station aboard a mobile ship.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 (NMC). A centre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national functions
including those under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Near-polar orbiting satellite. A type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with nearly circular, nearly polar
orbit. The combination of satellite motion and the Earth’s rotation beneath the orbit provides
overlapping strips of satellite data covering swaths (up to 3 000 km) from pole to pole. The
satellite’s altitude can be chosen within a wide range (between 600 and 1 500 km) in order to
provide data over the entire globe twice a day.
Nephanalysis. The graphical depiction of analysed cloud data on a geographical map.
Normals. Period averages computed for a uniform and relatively long period comprising at least
three consecutive ten-year periods.
Ocean weather station. A station aboard a suitably equipped and staffed ship that endeavours to
remain at a fixed sea position and that makes and reports surface and upper-air observations and
may also make and report sub-surface observations.
Ordinary radiation station. A radiation station whose observing programme includes at least the
continuous recording of the global solar radiation.
Note: The terminology of radiation quantities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s is given in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eriod averages. Averages of climatological data computed for any period of at least ten years
starting on 1 January of a year ending with the digit 1.
Permanent wilting point. The point reached by a plant when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soil is
reduced and the plant wilts and does not recover its turgidity when placed in a humid atmosphere.
Principal radiation station A radiation station whose observing programme includes at least the
continuous recording of global solar radiation and of sky radiation and regular measurements of
direct solar radiation.
Prognos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future state of the atmosphere.
Note: This representation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a numerical prediction model,
from the judgment of a forecaster, or from any other appropriate method or combination of several
methods.
Reanalysed data. Data obtained by reanalysis – a method for constructing a high-quality record of
past climate conditions by combining observations with mode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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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climatological station. A climatological station the data of which are intended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climatic trends. This requires long periods (not less than thirty years) of
homogeneous records, where man-made environmental changes have been and/or are expected
to remain at a minimum. Ideally the records should be of sufficient length to enable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cular changes of climate.
Regional Basic Climatological Network (RBCN). A network of climatological stations with a
specified observational programme within a WMO Region, which is a minimum regional
requirement to permit Members to fulfi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and
also serve as a target list for WWW monitoring of climatological data. It is based primarily on RBSN
stations and includes all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Surface Network (GSN) and
GCOS Upper-air Network (GUAN) stations.
Regional Basic Synoptic Network (RBSN). A network composed of synoptic stations with a
specified observational programme within a WMO Region, which is a minimum regional
requirement to permit Members to fulfi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and in
the application of meteorology.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RSMC). A centre that specialises either in an
activity or in a geographical area of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a)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with activity specialization ha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providing tailored-made products to service users in a particular area of activity;

(b)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with geographic specialization ha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issuing meteorological analyses and prognoses on a regional scale for
a specified geographical area.

Sea station. An observing station situated at sea.
Space-based sub-system. A complementary part of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composed of
near-polar orbiting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and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Standard isobaric surface. An isobaric surface used on a worldwide basis for representing and
analysing the conditions in the atmosphere.
Standard time of observation (Standard time). A time specified in Annex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544), Volume I) for mak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Supplementary ship station. A mobile ship station that is equipped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certified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for making observations and that transmits the required
observations in an abbreviated code form for ships.
Surface observation. An observation, other than an upper-air observation, made on the Earth’s
surface.
Surface synoptic station. A station at which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s are made.
Synoptic observation. A surface or upper-air observation made at a standard time.
Synoptic station. A station at which synoptic observations are made.
Upper-air observation. An observation made in the free atmosphere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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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air synoptic station. A station at which upper-air synoptic observations are made.
Weather chart. A geographical map on which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r elements are
represented by figures, symbols or isopleths.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 (WMC). A centre of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hich ha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issuing meteorological analyses and prognoses on a
global scale.
World Weather Watch (WWW). The worldwide, coordinated, developing system of meteorological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Members for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at all Members obtain
th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they require both for operational work and for research.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are: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and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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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OBSERVATIONAL DATA AND
PRODUCTS TO MEET THE NEEDS OF WMO PROGRAMMES
A.

DATA

Note: There is a general requirement for metadata to be made available through appropriate
channels (e.g. Weather Reporting (WMO-No. 9)). The following tables represent the total data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o support all WMO Programmes and WMO-sponsored
programmes.*
Table 1 – Three-dimensional data
Horizontal
resolution
(km)

Vertical
resolution
(km)

Temporal
resolution
(h= hours)

Wind (horizontal)

100

1 up to 2 km
5 up to16
2 up to 30

3h

Most programmes

Temperature

100

1 up to 2 km
5 up to 16

3h

Most programmes

Geopotential

100

2 up to 30

3h

Most programmes

Dew-point
temperature

100

1 up to 2 km
5 up to
tropopause

3h

Most programmes

Turbulence

100

3

1h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AeM)

Ozone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Global
Atmosphere Watch
(GAW), World Weather
Watch (WWW)

Greenhouse gases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GCOS, GAW

Reactive gases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GCOS, GAW

Aerosols –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

GCOS, GAW

Salinity

250

Variable

6h

Integrated Global Ocean
Services System (IGOSS),
GCOS,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

Subsea surface
temperature

250

Variable

6h

IGOSS, GCOS, GOOS

Subsea surface
current

250

Variable

6h

IGOSS, GCOS, GOOS

Source of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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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resolution
(km)

Vertical
resolution
(km)

Temporal
resolution
(h= hours)

Soil moisture 0–10
cm

100

–

1 day

Most programmes

Soil moisture 10–100
cm

100

–

1 week

Most programmes

Source of
requirements

* The requirements for hydrological programmes are subject to further review.

Table 2 – Surface data
Horizontal
resolution
(km)

Temporal
resolution
(h=hours)

Pressure

100

1h

Most programmes

Wind

100

1h

Most programmes

Temperature (air)

100

1h

Most programmes

Dew-point temperature

100

1h

Most programmes

Visibility

100

1h

Most programmes

Present weather

100

1h

Most programmes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100

1h

Most programmes

Precipitation rate

100

1h

Most programmes

Sea-surface temperature

100

1 day

Most programmes

Land-surface temperature

100

3h

Most programmes

Sea-ice cover

100

1 day

Most programmes

Snow and ice cover

100

1 day

Most programmes

Snow equivalent-water depth

100

1 day

Most programmes

River runoff

250

1 day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Operational
Hydrology Programme (OHP)

Variable

1 week

GCOS, OHP

Water quality

250

1 week

OHP

Sediment

250

1 week

OHP

Percentage of vegetation

100

1 week

Most programmes

Variable

10 days

GCOS,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AgM)

Lake water levels

Phenological data

Source of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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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resolution
(km)

Temporal
resolution
(h=hours)

Soil temperature, 20 cm

100

6h

GCOS, AgM

Deep soil temperature, 100
cm

100

1 day

GCOS, AgM

Surface roughness

50

1 month

GCOS, AgM

Albedo, visible

100

1 day

Most programmes

Albedo, near infrared

100

1 day

Most programmes

Long-wave emissivity

100

1 day

Most programmes

Multipurpose imagery

1 or 4

6h

Most programmes

Surface net radiation

50

6h

GCOS, AgM

UV incoming

50

1h

Public Weather Services (PWS),
Atmospher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 Programme
(AREP), World Climate
Programme (WCP)

Wave spectra

100

1h

World Weather Watch (WWW),
Marine Meteorology (MM)

Salinity

100

6h

GCOS

Sea level

50

12h

GCOS

Ocean current

100

6h

Integrated Global Ocean
Services System (IGOSS),
GCOS,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Variable

Variable

GCOS, WCP, AREP

Ozone

Variable

Variable

GCOS, Global Atmosphere
Watch (GAW)

Precipitation chemistry

Variable

Variable

GAW, GCOS

Aerosols —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Variable

Variable

GAW, GCOS

Reactive gases

Variable

Variable

PWS, Commission for
Climatology (CCI), GAW

Radionuclides

Variable

Variable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EER), GAW

Volcanic activity

Variable

Variable

PWS,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AeM)

Source of
requirements

Note: For programm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griculture, hydrology,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nd public weather services, much higher resolution data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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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ly.
Table 3 – Other two-dimensional data
Horizontal
resolution
(km)

Temporal
resolution
(h=hours)

Cloud fractional cover

100

3h

Most programmes

Cloud top height

100

3h

Most programmes

Cloud base height

100

3h

Most programmes

Total liquid water content

100

3h

Most programmes

Cloud phase/particle size

50

6h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TOA net short-wave radiation

100

3h

Most programmes

TOA net long-wave radiation

100

3h

Most programmes

Multipurpose IRA/IS imagery

1–4

30 min.

Most programmes

Radiance

1–4

6h

Most programmes

Column ozone

Variable

Variable

GCOS, Global Atmosphere
Watch (GAW)

Optical depth/turbidity

Variable

Variable

GCOS, GAW

Column greenhouse and
reactive gases

Variable

Variable

GCOS, GAW

Source of
requirement

The following notes provide some explanation of the tables and some provisos on their use:
Variables:
Following past convention, the observ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data assimilation are stated in terms
of geophysical variables. This is thought to be useful since, from a user’s perspective, these are
the variables on which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variables
are not always observed directly (satellite systems observe none of them direct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op-of-the-atmosphere radiation). Also it is no longer true that the users need their
data exclusively in the form of geophysical parameter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data assimilation
have demonstrated the potential and the benefits of using data at the engineering level (e.g.
radiances,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Horizontal resolution:
(a)

In general (and with some over-simplification), data are useful for assimilation and
validation on spatial scales which the models are attempting to represent. One hundred
kilometres is given a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variables listed in the tables.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benefit from higher resolution data,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towards global models with a grid length of less than 50 km;

(b)

Regional models attempted to represent spatial scales above the mesoscale. Observational
data are required at a resolution of 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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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horizontal resolutions provided for hydrological data are averages only and will vary
with physi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Vertical resolution:
(a)

The same rationale is applied here: global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s are
expected to have a resolution of less than 1 km throughout the troposphere and lower
stratosphere, with considerably higher resolution in the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In the mid
and upper stratosphere, a resolution of 2 km is likely to be sufficient. The requirements for
observations should be comparable;

(b)

For regional models, observations are required at a resolution of 100 m (50 m in the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Temporal resolution:
(a)

Just as with spatial resolution, data will be useful for assimilation and validation on temporal
scales which the models are attempting to represent. In the past, this has not been the
case; so-called “four-dimensional” assimilation systems would more appropriately be
described as “intermittent three-dimensional” systems, and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make proper use of observation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period of the data assimilation
cycle (typically six hours). However, continued progress towards truly four-dimensional data
assimilation is making it possible to extract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observations at higher
temporal frequency. With such systems, higher temporal resolution of two-dimensional data
can compensate to some extent for the loss of three-dimensionality. A requirement of three
hours for upper-air data and one hour for surface data has been specified. However, as in
the case of spatial resolution, upper-air data of higher specification (up to one hour) should
also be made available (e.g. cloud motion wind data from geostationary satellites, wind
profiles from wind profilers);

(b)

For regional models, both upper-air and surface data are required at a resolution of one
hour.

Timeliness:
For real-time activities, the value of data degrades with time, and it does so particularly rapidly for
variables which change quickly. Operational assimilation systems are usually run with a cut-off
time of about three hours for global models, and 1.5 hours for regional models.
B.

PRODUCTS

Note Within the constraints of technology and programme requirements, model output should be
supplied at the highest possible resolution.
Analysis
– Surface (including synoptic features)
925 hPa
850 hPa
700 hPa
500 hPa
400 hPa
300 hPa
250 hPa
200 hPa
150 hPa
100 hPa

Parameters: Pressure (P)/
geopotential height (H),
temperature (T), wind
(W) and humidity (R),
as appropriate and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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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hPa
50 hPa
30 hPa
20 hPa
10hPa

–
–

–
–
–

–
–

– Tropopause and maximum wind or tropopause and vertical wind shear
– Relative topography, in particular the thickness 500/1 000 hPa
– Jet streams
– Digitized cloud mosaics
– Mapped radiometric data
– Stability
– Precipitable water
– Snow depth
– Changes to 500 hPa, 24 hours
– Changes to relative topography, thickness 500/1 000 hPa, 24 hours
Freezing level
Outgoing long-wave radiation
– Pressure changes, three hours
– Pressure changes, 12 and/or 24 hours
– Precipitation areas, six hours
– Precipitation areas, 24 hours
– Sferics
Radar echoes
Rainfall deficiency (or drought)
Nephanalyses
– Sea-surface temperature
– Land-surface temperature
– Snow and ice cover
– Storm alerts
– Sea ice
– State of sea
Storm surge
Subsurface ocean
– Thermoclines
– Superstructure icing
– Top of Ekman layer
– Transpiration and evaporation estimates
– Grid related estimates of hydrological variables
– Water balance assessments involving estimates of soil moisture deficits or soil moisture
contents
– Estimates of potential photosynthesis (possible dry matter production)
– Surface-air trajectories
– 850 hPa air trajectories
– 700 hPa air trajectories
– 500 hPa air trajectories
– Health risk index for travellers
– Stratospheric ozone bulletins
– Diagnostic analys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s
Temporal variations
– Atmospheric reactions and mechanisms based on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d radiation
measurements
– Assessments of satellite ground-truthing radiation experiments
– Climate-related analyses (e.g. climate system monitoring and climate nor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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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day, 15-day and 30-day mean analysed values and anomalies
Surface
800 hPa Parameters: P/H, T, W and R,
500 hPa

as appropriate and applicable
Sea-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y

Plotted data
Plotted surface data (three-hourly)
Plotted upper-air data (850, 700, ..., 100 hPa)
Tabulated winds
Aerological diagrams
Forecasts
– Surface (including synoptic features)
925 hPa
850 hPa
700 hPa
500 hPa
Parameters: P/H, T, W
400 hPa
and R, as appropriate
300 hPa
and applicable
250 hPa
200 hPa
150 hPa
100 hPa
70, 50, 30, 20 10 hPa
–
–
–
–

Jet-stream location and tropopause/layer of maximum wind
Significant weather
Relative topography, thickness500/1 000 hPa
Freezing level

Note: The above list includes products which are required as part of the ICAO World Area
Forecast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determined by ICAO.
–
–
–
–
–
–
–
–
–
–
–
–
–
–
–

Vorticity
Vertical motion
Areal distribution of cloudiness
Precipitation location, occurrence, amount and type
Sequences at specific locations (time diagrams) at the surface and aloft of T, P, Wand R
Vorticity advection, temperature/thickness advection, vertical motion, stability indices,
moisture distribution and other derived parameters
Tropical storm positions and intensities
River stage, discharge and ice phenomena
Tropical depression and easterly wave positions and movement
Four-to-ten-day outlook in middle latitudes and subtropical areas or four- to five-day
outlook in the tropics for T, W, R and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of probability of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extremes for middle latitudes and
subtropical areas or forecasts of cloudiness, temperature range and precipitation
probability for tropical areas
State of the sea
Storm surge
Sea-surface temperature
Thermoclines

决议
–
–
–
–

Sea ice
Superstructure icing
Three-dimensional trajectories with particle locations at synoptic hours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Time integrated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within the 500 m layer above ground in three time
periods up to 72 hours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Total deposition upto 72 hours
Extended range forecasts
five-, 10-, 15- or 30-day
mean val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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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and
parameters as
appropriate
and applicable

Long-term forecasts (seasonal to inter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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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WORLD WEATHER WATCH
1.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1.1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NETWORKS, STATIONS AND OBSERVATIONS

1.1.1

General – Scope, purpose and operation of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1.1.1.1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shall be constituted as a coordinated system of
methods, techniques and facilities for making observations on a worldwide scale and
defined as one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1.1.1.2
The purpose of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shall be to provide the
meteorological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s from all parts of the globe that are
required by Members for operational and research purposes.
1.1.1.3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shall consist of two sub-systems: the surfacebased sub-system and the space-based sub-system, the former being composed of the
regional basic synoptic networks of surface and upper-air stations, climatological stations,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ircraft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other networks of
synoptic stations on land and at sea as detailed in Annex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and the latter of near-polar-orbiting and
geostationary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1.1.1.4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set out in Annex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2.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2.1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2.1.1

General

2.1.1.1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shall include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n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2.1.1.2
Members which have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d operating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nd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specified in
the World Weather Watch plan shall:
(a)

Prepare and make available to other Members processed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b)

Archive and process data f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raining, conducting of both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of select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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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set out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2.1.2

Functions of centres

Real-time and non-real-time functions of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n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should be as given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2.2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PRACTICES

2.2.1

General – Constants, defini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2.2.1.1
If the formula fora function or the value of a constant is given in Appendix A,
Members shall use that formula or value, when required, for meteorological purposes.
2.2.1.2
Each Member shall use the defini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of water vapour in the
atmosphere given in Appendix B.
2.2.2

Weather charts –Projections, scales and symbols

2.2.2.1
Appropriate projections and scales along the standard parallels used for weather charts
should be as given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2.2.2.2
The symbols used for the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of observed data and for analysis and
prognosis on weather charts should be those set out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AppendixII.4).
2.2.3

Properties of aerological diagrams – General requirements

2.2.3.1
Diagrams used for re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upper-air observations of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hould be as given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2.2.3.2
Diagrams used for the accurate computation of geopotential from upper-air
observations of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hould possess the features given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2.2.4

Upper-air analyses – Reference surfaces

2.2.4.1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representing and analysing the conditions in the free
atmosphere, including standard isobaric surfaces to be used (except above 100 hPa),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2.2.4.2
The standard isobaric surfaces for representing and analysing the conditions in the
atmosphere above 100 hPa should be as given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2.2.5

General – Publication of synoptic observations

Each Member should publish, with as little delay as possible, a daily or monthly bulletin consisting,
if so desired, of repor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de form, including: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72

(a)

Reports made at main standard times by its surface land stations included in the
regional basic synoptic network, or a selection of them if the network is dense;

(b)

Reports from all its upper-air stations;

(c)
2.3

Reports from sea stations, or a selection of them if the network is dense.
INTERNATIONAL CODES

2.3.1

General – Code forms

Coded information exchanged for international purposes shall be in the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code forms specified in Annex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
Note. Coded information exclusively for exchange between one Member and another may be in
other forms by bilateral agreement.
2.3.2

Symbolic words, groups and letters

2.3.2.1
The symbolic words, groups and letters (or groups of letters) used in
international code forms and their meanings or specifications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
2.3.2.2
Symbolic words, groups and letters (or groups of letters) required for regional or
national purposes only shall be selected so as not to duplicate those used in international
code forms.
2.3.3

Code figures

Specifications of code figures (code tables) used in international code forms specified in
2.3.1 above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
3.

WMO INFORMATION SYSTEM

3.1

Purpose

Note: WMO recognizes that its mission in weather, climate, water,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issues depends upon the collection, distribution and open sharing of information, often using rapid
and highly reliable methods.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key tool for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WMO.
3.2

Principles

3.2.1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shall:

(a)

Be used for the collection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for all WMO and related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b)

Provide a flexible and extensible data management and data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that allows the participating centres to enhance their capabilities as
thei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grow;

(c)

Make us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relevant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3.2.2
The basic engineering principles adopted for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communication networks shall provid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data communication systems to ensure transmission of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with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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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ed acceptable time delays.
3.3

Organization

3.3.1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shall be organized primarily by data management
functions and also incorporate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exchange functions. The WMO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sh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WMO Information System and
be operated as part of it.
3.3.2
follows:

Centres participating i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shall be categorized as

(a)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b)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s;

(c)

National Centres.

3.3.3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for Basic Systems,
coordinated with relevant technical commissions and regional associations, as appropriate,
the Congress and Executive Council shall:
(a)

Consider the designation of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and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s;

(b)

Regularly review previously designated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and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s, including the reconsideration of their
designation.

3.3.4

Members shall designate National Centres.

3.3.5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functions and operation shall be based on
catalogues that contain metadata for data and products available across WMO, and
metadata describing dissemination and access options. These catalogues shall be
maintained by WMO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3.3.6

Members operating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shall:

(a)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arch across catalogu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amongst all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b)

Provide access to and disseminate WMO data and products intended for global
exchange;

(c)

Be associated with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s and National Centres
within their area of responsibility.

3.3.7

Members operating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s shall:

(a)

Us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to collect, disseminate, provide access to, and
store relevant regional or programme-specific data and products;

(b)

Maintain catalogues of their holdings and service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parts
of these catalogues to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WMO Information System holdings.

3.3.8

Members operating National Centres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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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se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to provide data and produ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rogramme responsibilities;

(b)

Provide associated metadata to other WMO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to
become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WMO Information System
holdings.

3.3.9 Members operating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s and National Centres shall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3.3.10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shall feature data communication network
management that includes dedicated data network services, especially for mission-critical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public data network services such as the Internet, to ensur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exchange.
3.4

Responsibilities

3.4.1
Members operating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s, and National Centres shall ensure that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are
taken for the installation and good functioning of their centres, and of the required data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services, in relation to their needs and the roles which they
have accepted.
3.4.2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their nati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ng systems allow not
only national but also international needs to be met.
3.5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3.5.1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function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set out in Annex VII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3.5.2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shall be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set out in Annex III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Volume I).
Note: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complements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Eventually,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will replace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while incorporating relevant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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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OTHER GENER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1.

CLIMATOLOGY

1.1

General – Climatological data

Note Detailed guidance regarding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publication of climatological
data is given in the Guide to Climatological Practices (WMO-No.100, Second edition).
1.1.1
Members should establish, maintain and update explanatory metadata and ensure data
homogeneity. Such metadata should provide details and history of local conditions of the observing
stations, instruments, operating procedure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describing data sets and data
processing algorithms and other factors pertinent to us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data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Part III, paragraph 2.8.4.
Note: Detailed guidance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update of metadata is
given in the Guide to Climatological Practices (WMO-No. 100), Chapter 3, 3.3.4, the Guide to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WMO-No. 8), Part I, Chapter 1, 1.3.4 and
Part III, Chapter 1, 1.9, and in the Guide to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488),
Appendix III.3.
1.1.2
Climatological data should include the results of observations made at the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stations specified in Annex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Part III).
1.1.3
Members should collect, quality control and process, on at least a monthly basis, data
from a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high-quality stations for climatological purposes.
1.2.

Collection of climatological data

1.2.1

National arrangements

1.2.1.1
Collection, maintenance and transfer of climatological data and record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Members as indicated in Annex IV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Volume I).
1.2.1.2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meteorological tape format shown as Appendix I.15 of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should be used
for recording surface synoptic observations made at sea stations.
1.3.

Exchange of climatological data

1.3.1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1.3.1.1
Each Member shall arrang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limatological data for a
selection of its st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nnex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 and Annex III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Volume I). The data shall be availabl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end of
the month.
1.3.1.1.1 The climatological data referred to in Regulation 1.3.1.1 above should be available not
later than the fifth day of the following month.
1.3.1.1.2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ions from which monthly surface climatological data are
transmitted should be such that every 250 000 km2 is represented by at least one station and 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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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ations where the density of the regional basic synoptic network permits;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ions from which monthly upper-air climatological data are transmitted should be such that every
1 000 000 km2 is represented by at least one station.
1.3.1.2
Each Member should establish normals (including climatological standard normals) and
periodically revise them as appropriate, for stations whose climatological data are distributed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nnex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 and forward those normals to the Secretariat.
1.3.1.3
Members should exchange routine and special climatological publications by mutual
agreement.
1.3.1.4
Copies of climatological data, either in ordinary script or on digital media, microfilm or in
some other suitable form,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on request, provided that the requesting
Member undertakes to bear any additional expenditure involved.
1.3.1.5
When supplying synoptic surface observational data from mobile ship stations to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use,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meteorological tape format
reproduced as Appendix I.15 of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should be used; when supplying such data originating before 1960, the
coding procedure given in Appendix I.15 of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558), Volume I) should also be used, or some mutually acceptable format.
Note: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Marine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Scheme are contained in
Part III, 1.
1.3.1.6
Members which have agreed to compute and distribute monthly mean surface pressure
values for oceanic areas should arrange for the distrib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nnex II (Manual on Codes (WMO-No. 306), Volume I) and Annex III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Volume I). The data should be availabl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end of the month and not later than the fifth day of the following month.
1.4

Climatological statistics

1.4.1

Time units

The time units used in processing climatological data should be selected from the following:
(a)

The Gregorian calendar year;

(b)

The months of this calendar;

(c)

The mean solar day, from midnight to midnight, according to the zonal time or the mean
solar time of the station, when the climatological data permit.

1.4.2

Climatological frequencies, sums and averages

1.4.2.1
Frequencies, sums or averages, whichever applicable, of the observations of a
meteorological element at a fixed time of the day or of extreme values for the day should be
computed, either for individual time units or for a sequence of recurring time units (e.g. ten
successive Januaries, etc.), using international time designation.
1.4.2.2
Frequencies, sums or averages, whichever applicable, of all or most of the following
data from a selection of climatological stations should be computed for each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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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tmospheric pressure at fixed times at the reference level appropriate to the station, as
indicated in 1.5.2.2.2 (b) below;

(b)

Air temperature at fixed times;

(c)

Daily air temperature extremes;

(d)

Relative humidity at fixed times;

(e)

Vapour pressure at fixed times;

(f)

Wind speed at fixed times, and for fixed periods;

(g)

Wind direction at fixed times;

(h)

Cloud amount at fixed times;

(i)

Amounts of precipitation for fixed periods;

(j)

Duration of bright sunshine for fixed periods.

1.4.2.3
Frequencies, sums and averages of hourly values at a selection of climatological
stations should be computed for each month for at least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

Atmospheric pressure at the reference level appropriate to the station as indicated in
1.5.2.2.2(b) below;

(b)

Air temperature;

(c)

Relative humidity or vapour pressure;

(d)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e)

Precipitation;

(f)

Hours of bright sunshine.

1.4.2.3.1 In so far as the type of observation permits, frequencies, sums, averages, anomalies
and percentages of normals from ocean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computed on a monthly and
annual basis.
1.4.2.4
Annual averages should be computed by dividing the sum of the monthly averages by
twelve,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the varying lengths of the months.
1.4.2.5
Members should compute for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within their territory period
averages, normals and climatological standard normals.
Note: When records are not available for the computation of period averages, normals or
climatological standard normals, averages for shorter periods, for example five years, may be
useful, especially for ocean weather stations and for upper-air stations in tropical countries.
1.5

Publication of climatological data

1.5.1

General

Whenever period averages, normals and climatological standards are published, the period to
which they refer should be included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hours of the observation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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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Publication of surface observations

1.5.2.1

Each Member should publish annual climatological reports.

Note: Monthly reports plus an annual summary may constitute an annual report.
1.5.2.2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annual climatological reports should consist of:

1.5.2.2.1

A statement giving:

(a)

The standards of time used;

(b)

The types of instrument used;

(c)

The methods of applying corrections;

(d)

The methods with which conventional means are computed;

(e)

The times at which extreme temperatures are read.

1.5.2.2.2

A list for each station giving:

(a)

Name and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using as reference the geodetic system WGS 84
(reference for GPS);

(b)

The altitude of the reference level for station pressure;

(c)

The heights of the thermometer bulb, the anemometer head and the rim of the
raingauge above ground level.

Note: Model tables for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are given in the Guide to Climatological
Practices (WMO-No. 100).
1.5.2.3
If the main language of a publication is not English, French, Russian or Spanish, all
headings of tables should be in one of these official languages, or i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ymbols or letters.
Note: Although Arabic and Chinese are official languages of WMO, Congress has not yet
approved their use in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of WMO.
1.5.2.4
Each Member should publish or make available on a national and regional basi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radiation data:
(a)

For principal radiation stations, hourly totals of global solar radiation and of sky
rad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Part III);

(b)

For ordinary radiation stations, daily totals of global solar rad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Part III).

1.5.3

Publication of upper-air observations

1.5.3.1
Where publication of checked data from upper-air observations is impracticable,
the data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on request by oth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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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Members, either individually or in groups under mutual agreement, should publish
checked data from upper-air observations with their monthly means and extremes, including those
from ocean weather stations.
Note: Model tables for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are given in the Guide to Climatological
Practices (WMO-No. 100).
1.5.3.3
Published upper-air data should include data for the standard isobaric surfaces referred
to in Part I, 2.2.4.1 and 2.2.4.2.
Note: Upper-air data may also be published for additional isobaric surfaces as indicated in the
Guide to Climatological Practices (WMO-No. 100) and for the significant levels as defined in this
Guide.
1.5.4

Publication of old climatological data

Members should publish or make available on request old series of reliable data which have not
previously been published.
Note:

Publication of data from reference climatological stations is especially desirable.

1.6

Climatic atlases

Members should prepare and keep up to date national climatic atlases.
Note: Specifications for the layout and the contents of these atlases are given in the Guide to
Climatological Practices (WMO-No. 100).
2.

GLOBAL ATMOSPHERE WATCH

2.1

General

2.1.1
The purpose and long-term goal of the Global Atmosphere Watch (GAW) shall be
to provide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on the atmospheric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ckground atmosphere from all parts of the globe required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ehaviour of the atmosphere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the
oceans and the biosphere, and to enable 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states of the Earth system.
Notes:
(1)

The GAW measurements will facilitate the preparation of scientific assessments of the state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that are required for operational, research, policy and other
appropriate purposes.

(2)

In particular, the GAW measurements will be essential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a) The links between meteorological and chemical phenomena in the atmosphere;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limate;
(c)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climat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arth system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e;

(d) The long-range atmospheric transport, transformation and deposition of potentially
harmful substances;
(e) The natural cycling of chemical elements in the global atmosphere/ocean/biosphere
system, and anthropogenic impacts the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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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GAW shall be a coordinated system of networks of observing stations, facilities
and arrangements encompassing the many monitoring and related scientific assessment
activities devo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nging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atmosphere.
2.1.3
Existing WMO networks of stations, such as the Global Ozone Observing System
and the Background Air Pollution Monitoring Network, shall be consolidated into the GAW
system.
2.1.4
The GAW system should also encompass a number of other relevant existing and new
network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WMO.
2.1.5
GAW shall be organized, to the extent feasible,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concerned with aspect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ving state and behaviour of the atmosphere and the
climate.
2.1.6
GAW shall be composed of networks of stations and central facilities operated
by Members and shall include arrangements for the:
(a)

Scientific leadership and the continuing involvement of scientists in the
component programmes;

(b)

Collection of samples of atmospheric precipitation, gases and particles and the
chemical analysis of the samples for selected chemical constituents;

(c)

Direct measurement of selected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atmosphere;

(d)

Provision of concurrent meteorological data;

(e)

Collection of air, aerosol and precipitation samples for archiving;

(f)

Central facilities for, inter alia, the preparation and supply of standards, and for
carrying out calibrations and intercomparisons;

(g)

Central facilities for, inter alia, the processing, archiving, and publication of data,
derived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which provide a means to assess the integr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basic data;

(h)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procedures;

(i)

Continuing use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s of the data;

(j)

Training of appropriate operational, managerial and scientific personnel.

2.1.7
GAW shall be designed as a flexible and evolving system, capable of continual
improvement in response to advances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changing needs for data on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2.1.8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ongoing coordination of GAW shall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in consultation
with Members, regional associations, other technical commiss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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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of implementation

GAW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

All activities connect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W in the territor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should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ntries themselves and should, as far as
possible, be met from national resources;

(b)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W in the territor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utiliz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 However, where necessary and so
requested, particularly by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ll assistance should be provided
through WMO within joint bilateral (including “twinning”) and/or multilateral projects with
other Members or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the WMO Voluntary Cooperation
Programme;

(c)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W in regions outside the territor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
for example in outer space, the oceans or the Antarctic –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f countries that desire and are able to contribute by
providing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on a sporadic or regular basis, either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from their national resources, or by having recourse to collective financing. The
possibility of granting assistance under the WMO Voluntary Cooperation Programme or
other international sources should not, however, be excluded;

(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W, maximum use should be made of existing facilities,
personnel and arrangements in the different related fields of activity involved.

Notes: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W includes the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facilit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ones called for in the GAW planning, and any necessary further work
concerning these facilities;

(2)

The establishment and/or operation of existing, improved and new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requir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coordination of procedure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ethods;

(3)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AW will includ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GAW planning
which aims at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The establishment of additional stations, laboratories and centres,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 The short- and long-term training of experts and scientists in developing nations with a
view to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those countries in GAW activities;
(c) The exte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tations and related facilities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system effectiveness,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as measured by
promptness in data processing and publication, the high qualit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data produce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ientific assessments;
(d) The rapid adaptation to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e) Placing additional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llected data, in particular by linking the chemical data and data on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e with both conventional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theoretical models;
(f) The timely response to changing environmental needs;
(g) The provision of the support needed by other WMO programmes and b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established by other organizations such as UNEP-GEMS,
EMEP and IGBP-IG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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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equirements for data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e

2.3.1

Classification of requirements

2.3.1.1
Requirements for data from global stations shall be related to Members’ need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global scale and importance such as climate change,
stratospheric ozone changes and the oxidizing capacity of the atmosphere.
2.3.1.2
Requirements for data from regional stations shall be related to regional aspect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regional scale and importance
such as acid rain, photo-oxidants including ozone and long-range transport of pollutant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o recommendations by regional and national bodies.
2.3.2

Systems for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The networks of surface-based stations, complemented by satellites, shall b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data.
Note: Data from satellites are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GAW.
2.4

Networks of stations

2.4.1

General

2.4.1.1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for data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e, two categories of stations – global and regional
– shall be established.
2.4.1.2
The global stations shall have extensiv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s
and shall focus on the measurement of a broad spectrum of variables related to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climate and atmospheric ozone change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global scale and importance.
2.4.1.3
They should serve as reference stations for regional networks and have facilities for
visiting investigators to conduct complementary short-ter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4.1.4
The regional stations shall be similar to the existing Background Air Pollution
Monitoring Network and Global Ozone Observing System stations but shall have a more
loosely defined measurement programme. Their goals shall be to satisfy regional need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needs of individual Members.
2.4.1.5
The frequency and spacing of the various observations shall be appropriate to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c issues addressed.
2.4.2

Global stations

2.4.2.1
Global stations shall be designed to meet the global requirements for data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global scale and importance.
2.4.2.2
The specifications for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observing programmes and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 for global stations should be as laid down i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based on the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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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Subject to the specific observ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various issues under
investigation, Members should establish or cooper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nimum of about
30 global stations worldwide.
Note: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locate at least one global station in each principal climate zone and
in each major biome.
2.4.3

Regional stations

Regional stations shall be designed primarily to address regional aspect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regional scale and importance.
Notes:
(1)

In addition to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ons, Members may wish to establish other stations to
satisfy specific 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data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e.

(2)

However, when establishing such stations, Membe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 to
complete the networks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ons and the desirability of using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ons as reference stations for national networks.

(3)

The list of all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ons can be found on the GAW S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website at http://gaw.empa.ch/gawsis.

2.5

Location of the stations

2.5.1
Each global station should preferably be located in a remote area wh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land-use practices are expected for the coming decades within a reasonable distance
(30–50 km) in all directions from the station. The site should be away from major population
centres and major highways, preferably in a principal terrestrial biome or on an island, entirely free
of the effects of local pollution and nearly free of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pollution sources at least
60 per cent of the time evenly distributed over the year. The site should at most infrequently
experience direct effects from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s volcanic activity, forest fires and severe
dust storms.
2.5.2
Each global station should have a complete set of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be located on or near (50–70 km) an upper-air synoptic station.
2.5.3
Locations for GAW regional stations should be selec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observations collected there are representative of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region and are not
unduly affected by nearby pollution sources such as roads, combustion, industrial and extensive
farming activities, etc. Furthermore, sites should be avoided where significant land-use changes
are foreseen. Regional stations should also have a complete set of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be co-located with, or located near (50–70 km), upper-air synoptic stations.
Notes:
(1)

For regional stations which are dedicated to studies on the atmospheric transport,
transformation and deposition of potentially harmful substances, the representativity of the
station site and the avoidance of local pollution sources ought to take priority over colocation with upper-air synoptic stations.

(2)

The surfac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obtained at a GAW station or at a co-located
surface synoptic station and the upper-air observations from a co-located or nearby upperair synoptic station are essential for a tho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GAW data set.

(3)

The definitions of “surface synoptic station”, “upper-air synoptic station”, “meteorological
observing station”, “surface observation” and “upper-air observation” are given in the
Definitions section of thi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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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nce baseline conditions are not necessary for the measurements of total column ozone
and/or those of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ozone, GAW Global Ozone Observing System
stations may be located farther (100–150 km) away from GAW background stations.

(5)

The figures given in 2.5.1 to 2.5.3 above are approximate and for guidance only. The
situation will differ for each station. Each station must, however, establish and record its
conditions for the background mode of operation.

2.6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ations

2.6.1
When a Member establishes a GAW global or regional station, the Member shall
sen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o the WMO Secretariat within six months of the start of
operations:
(a)

Name, address and, if the station is also a synoptic station, the WMO index
number;

(b)

Latitudinal and longitudinal co-ordinates in degrees and minutes of arc;

(c)

Elevation above mean sea level, in whole metres;

(d)

List of variables to be measured,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initial measurement
programme and, for each variable, details of the instrument(s) used such as type,
serial number, calibration method and factors;

(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local topography and other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ion’s surroundings;

(f)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hemical laboratory where samples are analysed, with
the name of the person in charge and, for each variable, the method(s) of analysis
used;

(g)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organization, agency or institution supervising the
station, with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person in charge;

(h)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the completion of each entry in data reporting
forms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2.6.2
Members shall send the necessary amendments to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under 2.6.1 (a) to (h) above to the Secretariat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any change occurs,
but not later than 31 December of the year in which the change occurs.
2.6.3
Each Member should maintain and publish or make available in a convenient form an
up-to-date directory of its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monitoring stations participating in GAW. The
description of each station should give the information mentioned in 2.6.1 (a) to (h) above and
should be in sufficient detail to enable the assessment of eventual departures from site
representativeness.
2.7

Supervision of the st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measurement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e and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instruments,
Members shall arrange for annual inspections of their GAW stations, including systems and
performance audit based on the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Plan by qualified
scientists.
Note

An additional reason for annual station visits is to mainta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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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l as such contact is vital to maintain their morale and commitment.
2.8

Measurement programme

2.8.1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record of all the measurements made at each of their
stations and th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integr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data
are preserved in the country and that the final data set and supporting information are
submitted without undue delay to the appropriate WMO data centre for publication and
archiving.
2.8.2
At each global station, measurements shall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Control Plan and shall include as many of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s possible:
(a)

Greenhouse gases (concentration near the surface, total column density and
vertical profile): carbon dioxide; chlorofluorocarbons, their substitutes,
intermediates and final products; methane, nitrous oxide, tropospheric ozone,
and water vapour;

(b)

Ozone (concentration near the surface, total column density and vertical profile)
and related precursor gases such a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nd oxides of
nitrogen;

(c)

Radiation and the optical depth or transparency of the atmosphere: turbidity,
solar radiation, ultraviolet B radiation, visibility, total aerosol load (concentration
near the surface, in a marine or continental background, and when possible
vertical profile up to the tropopause);

(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ain, snow and clouds;

(e)

Reactive gas species (concentration near the surface, total column density and
vertical profile): sulphur dioxide, reduced sulphur species, oxides of nitrogen,
reduced nitrogen species, carbon monoxide,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peroxyacetyl nitrate, hydrogen peroxide and others;

(f)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tmospheric particles, including mineral
aerosols and their vertical distribution;

(g)

Radionuclides: krypton-85, radon, tritium and isotopes of selected substances;

(h)

Routine measurements of the classical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in particular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wet- and dry-bulb ai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tmospheric pressure, present weather and aerological soundings);

(i)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water in the soil and pla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interested organizations;

(j)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and ice nuclei;

(k)

Integrated air samples for archiving.

2.8.3
At regional stations, measurements shall be made of as many or few of the
variables listed in 2.8.2 (a) to (k) above and others as the needs of the region or country
dictate. However,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shall constitute the core measurement programme
at GAW regional stations,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given to the first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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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zone concentration near the surface;

(b)

Precipitation chemistry;

(c)

Carbon black (in precipitation and in aerosols);

(d)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e)

Solar radiation (visible, ultraviolet B);

(f)

Methane;

(g)

Carbon monoxide;

(h)

Total ozone;

(i)

Aerosol composites.

Notes:
(1)

Surface and upper-air synoptic and asynoptic observations at or near GAW sites are
required for calculations of pollutant trajectories and studies of the effects of meteorological
variables on the dispersion, transport, chem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deposition of the
chemical compounds.

(2)

The observational needs listed in 2.8.2 above are those that, at present, appear to be
established clearly enough to be regarded as priority measurements at existing and new
GAW stations. They are not a hard and fast set of variables to be measured at each and
every station but recommendations to serve as a guide to the spectrum of observational
requirements assessed as appropriate for current scientific objectives. This list is likely to
evolve steadi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and chemistry.

(3)

Consideration ought to be given to obtaining ground measurements with coincident satellite
observations.

2.9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2.9.1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AW, the purpose of the assurance and control of data
quality shall be error detection, possible error correction and, therefore, error preven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data meet and/or exceed the stated standards of accuracy and
precision for the optimum use of these data by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2.9.2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of all GAW
observational data shall rest with the Members from whose stations the observations
originate.
2.9.3
Members shall implement minimum standards of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at all levels of GAW data flow for which they are responsible (e.g. stations, chemical
laboratories and data centres), including relevant inspection procedures.
2.9.4
Methods and recommended minimum standards of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at the levels of the stations, the chemical laboratories and the data centres shall be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a GAW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Plan.
2.9.5
Members not capable of implementing these standards should establish agreements
with appropriate global stations to perform the necessary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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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In addition to the 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established by individual
Members for their measurement programmes, GAW shall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a network-wide 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me which shall promote data
completeness and representativeness and data comparability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s.
2.10

Monitoring of the operation of GAW

2.10.1

The objectives of GAW operational monitoring shall be to:

(a)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GAW;

(b)

Ensure tha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ons, the chemical laboratories analysing
samples of precipitation and other variables, and the designated data centres are
applying the prescribed standards and adhering to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c)

Identify deficiencies and propose corrective action.

2.10.2
The basic responsibility for monitoring the operation of GAW shall rest with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s.
2.10.3
The procedures to be used in monitoring the operation of GAW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s.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arrange the details of the monitoring
and shall make the results available to participating Members.
3.

METEOROLOGICAL BIBLIOGRAPHY AND PUBLICATIONS

3.1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nd abstracts

3.1.1

General form of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nd abstracts

3.1.1.1
Official publications which give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in meteorology and which may
be distributed internationally should include an abstract in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official
languages of WMO: English,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Note: Although Arabic and Chinese are official languages of WMO, Congress has not yet
approved their use in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of WMO.
3.1.1.2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system of Cyrillic transliteration
should be used in all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use.
3.1.1.3
Films, perforated or not, used for making microfilm copies of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should have a width of 16, 35 or 70 mm.
3.1.2

Classifi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nd abstracts

Official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abstracts and bibliographies intended fo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shall be classifi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UDC), Section 551.5, as given in Appendix C and shall bear the relevant number.
3.1.3

Preparation of catalogues of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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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The catalogue cards prepared by Members and intended fo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shall contain the relevant UDC numbers of the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books, pamphlets and periodicals to which the cards pertain.
3.1.3.2
Catalogue cards prepared by Members for books, pamphlets and periodicals should
conta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he UDC indexes, the name or names of the author(s), the title
and its translation where applicable, the name of the editor, the number of the edition, the volume
number,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or of reprinting (in the case of a series or periodicals), the number
of fascicle or issue, the place of publication, the publisher and date of publication, the number of
volumes of a single work, the format, the pagination of the book or article, the illustrations and
plates, the collection or series to which the work belongs, a note on the existence of an author’s
abstract, if any, and any amplification of the title.
4.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4.1

General

4.1.1
Each Member shall ensure that, in the fulfilment of it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s prescribed in other chapters of these Technical Regulations, the
personnel involved are educated and trained to the standards recognized by WMO for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quirements shall apply both to initial
recruitment and to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be in line with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ing service requiremen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ongoing need for refresher training.
Note: The education standards are outlined below and job specific competencies are included in
the relevant chapters of these Technical Regulations.
4.1.2
Members should maintain records of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ir personnel as
part of thei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i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for
auditing purposes, where appropriate,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I (Manu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ndards in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WMO-No.
1083), Volume I).
4.2

Categories of personnel

The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shall be classified as follows:
(a)

Meteorologist

(b)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Note: The definitions of «Meteorologist» and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are given in the
Definitions section of this volume.
4.3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D, shall be used
by Members to ensure that the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in the category Meteorologist, are
provided with a robust and broad range of knowledge of atmospheric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together with skills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knowledge.
4.4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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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D,
shall be used by Members to ensure that the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in the category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are provided with basic knowledge of atmospheric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together with skills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knowledge.
4.5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acilities

4.5.1
Members should endeavour to provide national facilities, or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facilities, fo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ir personnel.
4.5.2
As not all national training facilities are recognized as regional training facilities, the
criteria given in Appendix E should apply for the designation of a WMO Regional Training Centre.
4.6

Status of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Each Member should ensure that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referred to in 4.1.1 above are accorded
status, conditions of service and general recognition within that country commensurate with the
technical and other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for the fulfilment of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5.

COMPETENCE OF METEOROLOGICAL, HYDROLOGICAL AND
CLIMATOLOGICAL PERSONNEL

5.1

Competence of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Note: The Competence Standards of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are maintained by
the Commission for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5.1.1
Members should ensure that an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Forecaster, for the
area and airspace of responsibilit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and parameters on aviation operations; and, in compliance with aviation user requirements,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local procedures and priorities,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as defined in Appendix D.
Note: This provision will become a standard practice on 1 December 2016.
5.1.2

Members should ensure that an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Forecaster is able to:

(a)

Analyse and monitor continuously the weather situation;

(b)

Forecast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and parameters;

(c)

Warn of hazardous phenomena;

(d)

Ensure the quality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and

(e)

Communicat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users

for the area and airspace of responsibilit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and parameters on aviation operations, and in compliance with aviation user
requirements,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local procedures and priorities.
Note: This provision will become a standard practice on 1 December 2013.
5.1.3
(a)

Members should ensure that an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Observer is able to:
Monitor continuously the weather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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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bserve and record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and parameters;

(c)

Ensure the quality of system performance and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d)

Communicat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users

for the area and airspace of responsibilit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and parameters on aviation operations, and in compliance with aviation user
requirements,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local procedures and priorities.
Note: This provision will become a standard practice on 1 December 2013.
Notes:
(1)

Reference to 5.1 - Guidance on the competence standards is given in Guidance on
Implementation of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Forecaster Competency Standards (in
preparation) and in Guidance on Implementation of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Observer
Competency Standards (in preparation).

(2)

Reference to 5 - Competence standards of other meteorological, hydrological and
climatological personnel will be developed in due course and subsequently included in this
chapter.

6.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6.1

Units

6.1.1
Except where WMO practices indicate otherwise, Members should us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 units), as def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other scientific documents.
Note:

Guidance on the use of these units is given by ISO.

6.1.2
The hectopascal shall be used as the unit of atmospheric pressure for both the
operational and research work of WMO.
6.2

Standard atmosphere

Members should use as the standard atmosphere that which has been defined by ISO and
specified i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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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marine activities

Note: Detailed guidance is given in the Guide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471).
1.1

General

1.1.1
Members shall provid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marine meteorological,
climatological and other related geophysical information for all activities on the high seas,
in offshore and coastal areas and in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required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nd for the promotion of efficiency and economy of marine operations.
1.1.2
The marine meteorological and other related geophysical information shall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ly or regionally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quired uniformity.
1.2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the high seas

Note: In this context, the term “high seas” applies to open oceans or sea areas for which
Member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issuing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governed by the procedure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Part I).
1.2.1

General responsibilities

1.2.1.1
For the regular issue of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for shipping, fishing
and other marine activities in the high seas, Members shall establish defined geographical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complete coverage of these services.
1.2.1.2
Geographical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and procedures concerning their allocation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2.1.3
Members having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issu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the high seas shall:
(a)

Issue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comprising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for the areas for which they have assumed responsibility;

(b)

Provide,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sea ice information
and forecasts and, to the extent possible, other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for the areas for which they have assumed
responsibility;

(c)

Maintain a close liaison with us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provided
meets user requirements.

Note: Details concerning the action to be taken in the case of discontinuance of the issue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are given in the Guide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471).
1.2.2

Provision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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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ocedures concerning the form, content and issue of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comprising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2.3

Marin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to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SAR)

1.2.3.1
Members shall arrange to provid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any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requested by a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 (RCC).
1.2.3.2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to maritime SAR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2.4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by radio-facsimile

1.2.4.1
Members should endeavour to issue radio-facsimile charts contain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covering areas of interest to mariners.
1.2.4.2
Members issuing radio-facsimile charts for marine use shall ensure that
these charts as regards projection, scale, symbols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2.5

Marine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Scheme

1.2.5.1
Members operating fixed ship stations, selected, supplementary and auxiliary ship
stations should ensure that all surface observations from these stations are put on magnetic tap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yout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meteorological tape format and
despatched at quarterly intervals to the Members (Global Collection Centres) having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rocessing these data.
1.2.5.2
Members having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marine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annually for a number of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areas in their
area of responsibility shall make these summaries avail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ly agreed
formats.
1.2.5.3
Procedures for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Marine Climatological
Summaries Scheme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2.6

Special marine climatological information

1.2.6.1
Members operating fixed ship stations, selected, supplementary and auxiliary ship
stations should arrange through cooperative action for the provision of climatological information
on the occurrence and magnitude of special phenomena of importance to the safety of
marine operations, such as sea ice, ocean waves and ocean current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on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such as floating pollutants, oil films
and slicks.
1.2.6.2
Procedures for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regarding the collection, storage and
eventual processing of observations of specified phenomena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2.7

Provis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expert advice

1.2.7.1
Members should arrange for the provision, on request, of meteorological and related
ocean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expert advice on the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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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orological data for special applications such as marine engineering or marine operational
planning and for questions requir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expertise.
1.2.7.2
Procedures for the provis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expert
advice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3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Note: In this context, the term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applies to areas for which Members
issue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governed by the procedure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Part II).
1.3.1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1.3.1.1
Members shall issue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for general use by
international marine activities, such as shipping, in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1.3.1.2
Procedures for the provis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in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3.2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ervicing coastal or offshore activities which are of interest to more than one country bordering
the same sea basin, Members should arrange for mutual exchange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observational data, warnings and forecasts which might contribute in any way
to the safety of human life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1.3.3

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Services provided in response to national requirements should follow, as far as possible,
international procedures.
Note: Requirements for services and possible ways of implementation are given in the Guide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471).
1.4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Note: In this context, the term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applies to areas for which Members
issue port weather and sea bulletins, governed by the procedure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558), Volume I, Part III).
1.4.1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1.4.1.1
Members should arrange for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based
international procedures to be provided for main ports frequented by international shipping.

on

1.4.1.2
Members establish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hall designate forecasting
offices or facili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for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1.4.1.3
International procedures for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1.4.2

Gene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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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Members shall issue warnings, synopses and forecasts, where appropriate and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or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1.4.2.2
should:

Members establish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main ports and harbour areas

(a)

Make available facilities for the provision of oral briefings;

(b)

Arrange for climatological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port or harbour areas;

(c)

Maintain a close liaison with us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meets user requirements.

1.4.3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 (PMO) services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 services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hose specified in Annex V
(Manual on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WMO-No. 544), Volume I) Part III.
1.5

Training in marine meteorology

1.5.1

General

1.5.1.1
Members supply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houl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raining of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in marine meteorology and relevant subjects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1.5.1.2
Members concerned shall ensure that attention is given to meteorology in their
navigation schools taking into account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seafarers.
1.5.1.3
Members concerned shall provide facilities for the training in marine meteorology
of Port Meteorological Officers, seafarers whilst at sea and marine observers on board
ships.
1.5.1.4
Procedures for the training in marine meteorology shall be as given in Annex VI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Volume I).
2.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Note: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tions contained in this chapter, detailed advice is given in the Guide
to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Practices (WMO-No. 134).
2.1

Pres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ata

2.1.1

Pub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ata

2.1.1.1
Each Member should periodically publish its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ata, when the
need for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met by other climatological publications, and shoul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users.
2.1.1.2

Published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ata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Frequency, duration and threshold values of the different elements;

(b)

Mean values, and also such statistical parameters (standard deviation, mean error,
quintiles, etc.) as are necessary for determining the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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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Published soil-temperature data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

Soil type;

(b)

Soil cover and surface management;

(c)

Degree and direction of slope of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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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ever possibl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with published soiltemperature data:
(a)

Physical soil constants such as bulk density, thermal conductivity at field capacity and
moisture content at field capacity;

(b)

Level of water table if it is within five metres of the surface.

2.1.1.4

When soil-moisture data are publishe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a)

Soil type;

(b)

Soil cover;

(c)

Physical constants of the soil, including bulk density, moisture content at field capacity
and moisture content at permanent wilting point.

2.1.1.5

Published potential or actual evapotranspiration data should include:

(a)

Short description of equipment or method used;

(b)

Type of soil in the area of observation;

(c)

Vegetation cover and surrounding conditions.

2.2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reports

2.2.1

Crop-weather reports

2.2.1.1
Members should arrange that reports on weather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crops and
pastures (crop-weather reports) are prepared and issued at intervals of five, seven or ten days, or
at longer intervals, as convenient.
2.2.1.2

The contents of crop-weather reports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

State of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principal crops;

(b)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weather factors;

(c)

Data on significant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or derived parameters.

2.3

Forecasts for agriculture

2.3.1

Forecasting programme

2.3.1.1

Members should ensure that special forecasts are issued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2.3.1.2

The forecasting programme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should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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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gular and detailed forecasts for agriculturists and foresters, seasonal to interannual
predictions of the likelihood of climatic anomalies, including temperature, rainfall and
other climate variables, specifying local variations in weather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b)

Forecasts related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most favou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for
preparing the soil, planting, cultivating and harvesting crops, and for other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c)

Forecasts for the control of crop and animal pests and diseases;

(d)

Warnings of hazardous weather conditions (such as hail, frost, droughts, floods, gales,
tornadoes, tropical cyclones, etc.).
APPENDIX A
(See Part I, 2.2.1.1)
VALUES OF SOME PHYSICAL FUNCTIONS AND CONSTANTS
USED IN METEOROLOGY

(1)

Composition of dry air up to about 25 km
Constituent gas
Nitrogen
Oxygen
Argon
Carbon dioxide
Neon
Helium
Krypton
Hydrogen
Xenon
Ozone
Radon

Mole fraction* (per cent)
78.09
20.95
0.93
0.03
1.8 x 10–3
5.24 x 10–4
1.0 x 10–4
5.0 x 10–5
8.0 x 10–6
1.0 x 10–6
6.0 x 10–18

* The mole fraction xi of the ith component of a mixture of gases is defined by

where mi is the mass of the ith component in a given volume or mass of the mixture and Mi is its
molecular weight, the summation indicated being made over all components.
(2)

Molecular weight of gases constituting dry air
Constituent gas
Molecular weight (12C = 12.000 0)
Nitrogen (N2)
28.013
Oxygen (02)
31.999
Argon (A)
39.948
Carbon dioxide (CO2)
4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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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 (Ne)
Helium (He)
Krypton (Kr)
Hydrogen (H2)
Xenon (Xe)
Ozone (O3)
Radon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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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
4.003
83.80
2.016
131.30
47.998
222

Apparent molecular weight of dry air (M) M = 28.964 4

(3)

The absolute thermodynamic Kelvin scale of temperature (TK) is defined by assigning
(4)
to the triple point of pure water (T1) as the fundamental fixed point, the temperature of 273.16 K.
Temperature on the thermodynamic Celsius scale (t °C)

(5)

There are two definitions which may be used to describe temperature on the Celsius scale:
(a) The definition of the thermodynamic Celsius scale in terms of the absolute thermodynamic
temperature (TK) which is given by the relationship:
t°C = TK – 273.15
(b) The definition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Temperature Scale of 1948 [°C (Int. 1948)] which is
determined by readings of standard instruments capable of interpolating smoothly and
reproducibly between the normal ice point [0°C (Int. 1948)] and the normal point of water
[100°C (Int. 1948)].
Notes:
(1)

For most purposes, the results given by the two definitions may be regarded as
indistinguishable.

(2)

Temperat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Scale should be designated as “degrees Celsius
(International Scale 1948)” and the designation “degrees centigrade” should be
discontinued.

(6)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energy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units of energy
(a)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energy, in whatever form energy is concerned, is the joule (J);
(b) The rel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unit to other units of energy is as follows:

1 joule
=
1 IT calorie
=
1 IT calorie
=
1 IT calorie
=
1 thermochemical
(TC) calorie
=
1 joule
=

0.238 844 International Steam Table (IT) calorie
4.186 84 joule
1.000 32 cal15(15°C water calorie)
1.163 01 x 10–6 kilowatt-hour
4.184 0 joule (definitive)
0.239 006 TC calorie

Note: The thermochemical (TC) calorie has the advantage over the IT calorie of being precisely
connected to the joule by action of an authoritative standard standardizing body.
(7)

Geopotential altitude

The geopotential altitude of a point mass within the Earth’s gravity field is equal to the altitude in a
homogeneous standard gravity field* at which the point mass has the same potential energy 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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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iven gravity field**.
Thus,
H G (z ) =

where:
=
gs
g (z) =
z
=
HG
=

1
gs

∫

z
0

g(z ) dz

standard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9.80665 m s–2;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in m s–2, as a function of geometric height;
geometric height, in metres;
geopotential altitude, in metres.

Notes:
*

Radial geometry with a spherical reference level and a homogeneous acceleration of
9.80665 m s–2

**

Measured with respect to the zero reference mean sea level (geoid) along the line of force
in the Earth’s gravity field.

(8)

Gas constant (R*) for 1 gram mole of ideal gas
R* = 8.314 32 ± 0.000 34 joule (g mole)–1 K–1
= 1.987 5 ± 0.000 08 IT calorie (g mole)–1 K–1

(9)

Gas constant (R) for 1 gram of dry air
Rw =

(10)

R*
= 0.287 05 joule g –1 K –1
M
= 0.068 56 IT cal g –1 K –1

Molecular weight (Mw) of water vapour:
Mw = 18.015 3

(11)

Gas constant (Rw) for 1 gram of water vapour
Rw =

R*
= 0.461 51 jo u le g –1 K –1
Mw
= 0.110 23 IT cal g –1 K –1

(12)

Heats of transformation of phases of water
Recommended
value
joule g–1

IT cal g–1

Heat of fusion (Lf)

Heat of sublimation
(Ls)

2 835

677

Range of actual value
joule g–1

IT cal g–1

334 (0°C) to
203 (–50°C)

79.7 (0°C) to
48.6 (–50°C)

2 834 (0°C) to
677(0°C) to 678
2 839 (–30°C) to (–30°C) to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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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ed
value
joule g–1

IT cal g–1

Heat of vaporization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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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of actual value
joule g–1

IT cal g–1

2 824 (–100°C)

(–100°C)

2 406(40°C) to
2 501 (0°C) to
2 635 (–50°C)

575 (40°C) to
597
(0°C) to 629
(–50°C)

(extrapolation below 0°C)
(13)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s
(a) Over water (ew), 0°C to 100°C
log10ew = + 10.795 74 (1–T1/T) – 5.028 00 log10 (T/T1)
+ 1.504 75 x 10–4 [1 – 10–8.296 9 {T/T1–1}]
+ 0.428 73 x 10–3 [10+4.769 55 (1-T1/T )–1)]
+ 0.786 14

where:
T1 = 273.16K (the triple point of water),
ew is expressed in hectopascals, and T in K.
Note: The above formula is based on data which have been experimentally confirmed only in the
range 0° to 100°C, but the same formula can be used for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over supercooled water in the range –50° to 0°C with, as far as is known, insignificant error.

(b) Over ice (ei), 0°C to –100°C
⎛
⎛T ⎞
⎛T
⎞
T⎞
log 10 ei = –9.096 85 ⎜ 1 – 1 ⎟ – 3.566 54 log 10 ⎜ 1 ⎟ + 0.876 82 ⎜ 1 – ⎟ + 0.786 14
T1 ⎠
⎝T ⎠
⎝T
⎠
⎝

where:
Td = 273.16K (the triple point of water),
ei is expressed in hectopascals, and T i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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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See Part I, 2.2.1.2)
DEFINI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OF WATER VAPOUR IN THE ATMOSPHERE

(1)
The mixing ratio r of moist air is the ratio of the mass mv of water vapour to the mass ma of
dry air with which the water vapour is associated:
r=

mv
ma

(2)
The specific humidity, mass concentration or moisture content q of moist air is the
ratio of the mass mv of water vapour to the mass mv + ma of moist air in which the mass of water
vapour mv is contained:
q=

mv
mv + ma

(3)
Vapour concentration (density of water vapour in a mixture) or absolute humidity: For
a mixture of water vapour and dry air the vapour concentration pv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the
mass of vapour mv to the volume V occupied by the mixture:
pv =

mv
V

(4)
Mole fraction of the water vapour of a sample of moist air: The mole fraction xv of the
water vapour of a sample of moist air, composed of a mass ma of dry air and a mass mv of water
vapour, is defined by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moles of water vapour(nv = mv/Mv) to the total
number of moles of the sample nv + na, where na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moles of dry air (na =
ma/Ma) of the sample concerned. This gives us:
xv =

nv
na + nv

or
xv =

r
0.621 98 + r

where:
r is merely the mixing ratio (r = mv/ma) of the water vapour of the sample of moist air.
(5)
The vapour pressure e’of water vapour in moist air at total pressure p and with mixing
ratio r is defined by:
e' =

r
p = xv p
0.621 98 + r

(6)
Saturation: Moist air at a given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s said to be saturated if its
mixing ratio is such that the moist air can co-exist in neutral equilibrium with an associated
condensed phase (liquid or solid)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the surface of separation
being plane.
(7)
Saturation mixing ratio: The symbol rwdenotes the saturation mixing ratio of moist air with
respect to a plane surface of the associated liquid phase. The symbol ri denotes the saturation
mixing ratio of moist air with respect to a plane surface of the associated solid pha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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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liquid and solid phases referred to consist of almost pure water and almost pure ice
respectively, there being some dissolved air in each.
(8)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in the pure phase: The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ew of
pure aqueous vapour with respect to water is the pressure of the vapour when in a state of neutral
equilibrium with a plane surface of pure water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imilarly for
ei in respect to ice. ew and ei are temperature-dependent functions only, i.e.:
ew = ew (T)
ei = ei (T)
(9)
Mole fraction of water vapour in moist air saturated with respect to water: The mole
fraction of water vapour in moist air saturated with respect to wate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is the mole fraction xvw of the water vapour of a sample of moist air, at the same pressure p and
the same temperature T, that is in stable equilibrium in the presence of a plane surface of water
containing the amount of dissolved air corresponding to equilibrium. Similarly, xvj will be used to
indicate the saturation mole fraction with respect to a plane surface of ice containing the amount of
dissolved air corresponding to equilibrium.
(10)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of moist air: The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with respect to
water e’w of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is defined by:
e 'w =

rw
p = x vw p
0.621 98 + rw

Similarly, the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with respect to ice e’i of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is defined by:
e 'i =

ri
p = x vi p
0.621 98 + ri

(11) Relations between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s of the pure phase and of moist air: In the
meteorological range of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hold with an error of 0.5
per cent or less:
e’w = ew
e’i = ei
(12) The thermodynamic dew-point temperature Td of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and with mixing
ratio r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moist air, saturated with respect to water at the given pressure,
has a saturation mixing ratio rw equal to the given mixing ratio r.
(13) The thermodynamic frost-point temperature Tf of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and mixing
ratio r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moist air, saturated with respect to ice at the given pressure, has
a saturation mixing ratio ri equal to the given ratio r.
(14) The dew- and frost-point temperatures so defined are related to the mixing ratio r and
pressure p by the respective equations:
r
p = xv p
0.621 98 + r
r
e' w (T d ) =
p = xv p
0.621 98 + r

e' w (T d ) =

(15)

The relative humidity Uw of moist air with respect to wate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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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s the ratio in per cent of the vapour mole fraction xv to the vapour mole fraction xvw which the air
would have if it were saturated with respect to water at the same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Accordingly:
⎛ x ⎞
⎛ px v ⎞
⎛ e' ⎞
U w = 100 ⎜ v ⎟ = 100 ⎜
⎟ = 100 ⎜ e' ⎟
⎝ x wv ⎠ p ,T
⎝ px wv ⎠ p ,T
⎝ w ⎠ p ,T

where subscriptions p, T indicate that each term is subject to identical conditions of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The last expression is formally similar to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Dalton’s law of partial pressures.
Uw is also related to the mixing ratio r by:
U w = 100

r 0.621 98 + rw
⋅
rw 0.621 98 + r

where:
rw is the saturation mixing ratio at th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of the moist air.
(16) The relative humidity Ui of moist air with respect to ice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is
the ratio in per cent of the vapour mole fraction xv to the vapour mole fraction xvi which the air
would have if it were saturated with respect to ice at the same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Corresponding to the defining equation in (15):
⎛x ⎞
⎛ px ⎞
⎛ e' ⎞
U i = 100 ⎜ v ⎟ = 100 ⎜ v ⎟ = ⎜ ⎟
x
px
⎝ vi ⎠ p ,T
⎝ vi ⎠ p ,T ⎝ e'i ⎠ p ,T

(17) Relative humidity at temperatures less than 0°C is to be evaluated with respect to water.
The advantages of this procedure are as follows:
(a) Most hygrometers which are essentially responsive to the relative humidity indicate relative
humidity with respect to water at all temperatures;
(b) The majority of clouds at temperatures below 0°C consist of water, or mainly of water;
(c) Relative humidities greater than 100 per cent would in general not be observed. This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synoptic weather messages, since the atmosphere is often
supersaturated with respect to ice at temperatures below 0°C;
(d) The majority of existing records of relative humidity at temperatures below 0°C are expressed
on a basis of saturation with respect to water.
(18) The thermodynamic wet-bulb temperature of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temperature T and
mixing ratio r is the temperature Tw attained by the moist air when brought adiabatically to
saturation at pressure p by the evaporation into the moist air of liquid wate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w and containing the amount of dissolved air corresponding to equilibrium with
saturated air of the sam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Tw is defined by the equation:
h(p, T, r) + [rw(p, Tw) –r] hw (p, Tw) = h (p, Tw,rw(p, Tw))
where:
rw(p, Tw)
hw (p, Tw)
h (p, T, r)
h (p, Tw,rw(p, Tw))

is the mixing ratio of saturated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w;
is the enthalpyof 1 gram of pure wate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w;
is the enthalpy of 1 + r grams of moist air, composed of 1 gram of dry air and
r grams of water vapou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is the enthalpy of 1 + rw grams of saturated air, composed of 1 gram of dry
air and rw grams of water vapou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w. (T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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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nction of p and Tw only and may appropriately be denoted by hsw (p,Tw).)
If air and water vapour are regarded as ideal gases with constant specific heats, the above
equation becomes:
⎡ rw ( p,T w ) – r ⎤⎦ Lv (Tw )
T – Tw = ⎣
c p + rc pv

where:
Lv (Tw)
cp
cpv

is the heat of vaporization of water at temperature Tw;
is the specific heat of dry air at constant pressure;
is the specific heat of water vapour at constant pressure.

Note: Thermodynamic wet-bulb temperature as here defined has for some time been called
“temperature of adiabatic saturation” by the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19) The thermodynamic ice-bulb temperature of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temperature T and
mixing ratio r is the temperature Ti at which pure ice at pressure p must be evaporated into the
moist air in order to saturate it adiabatically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i. The saturation is with
respect to ice.
Ti is defined by the equation:
h (p, T, r) + [ri(p, Ti) –r] hi (p, Ti) = h (p, Ti,ri(p, Ti))
where:
ri(p, Ti)
hi(p, Ti)
h (p, T, r)

is the mixing ratio of saturated moist ai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i;
is the enthalpy of 1 gram of pure ice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i;
is the enthalpy of 1 + r grams of moist air, composed of 1 gram of dry air and
r grams of water vapou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
is the enthalpy of 1 + ri grams of saturated air, composed of 1 gram of dry air
h (p, Ti, ri (p, Ti)
and ri grams of water vapour, at pressure p and temperature Ti. (This is a function of p and Ti only,
and may appropriately be denoted by h (p, Ti).)
If air and water vapour are regarded as ideal gases with constant specific heats, this equation
becomes:
⎡ ri ( p,Ti ) – r ⎤⎦ Ls (Ti )
T – Ti = ⎣
c p + rc pv

where:
Ls(Ti)

is the heat of sublimation of ice at temperature T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 and Ti as defined and the wet-bulb or ice-bulb temperature as
indicated by a particular psychrometer is a matter to be determined by carefully controlled
experimen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various parameters concerned, for example, ventilation, size of
thermometer bulb and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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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C
(See Part II, 3.1.2)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Geographical subdivision (Table e) is essential for papers classified under numbers accompanied
by the letter (e)
551.5
551.50
551.501
.1
.3
.4
.42
.45
.5
.6
.7
.71
.721
.724
.74
.75
.755
.771
.774
.776
.777
.79
.793
.795
.796
.8
.81
.815
.816
.83
.86
.89
.9

METEOROLOGY
PRACTICAL METEOROLOGY (METHODS, DATA, INSTRUMENTS,
FORECAST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 Observatories
Instructions for observers
Systems of units, weather notations and scales (e.g. Beaufort Scale)
Methods of and tables for reduction and computation
Methods of and tables for reduction
Methods of and tables for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Graphical methods of representation - Isopleths
Methods of data control. Quality control.
Upper air,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composition and density including
twilight spectrum and searchlight method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radiation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air temperatur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pressur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wi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atmospheric turbulence
parameter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humidity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condensation and deposit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cloud propertie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of precipitation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by various technique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using optical technique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using microwave technique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mputation using acoustical techniques
Methods of observation by radar, radio, and satellite-borne instruments
Radar storm detection and radar weather reconnaissance
Use of Doppler radar
Use of LIDAR
Uses of sferics
Use of satellite-borne instruments
Other uses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bservatories. Exposure of instrument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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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02
1
.2
.21
.22
.3
.4
.42
5.
.6
.9
551.5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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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orological networks
General principles. Theory of network density
Synoptic-aerological networks
Surface networks
Upper air networks
Climatological networks
Agricultural networks
Phenological networks
Radiation networks
Air pollution networks
Other special purpose networks

Periodical observational data (from pentadal to annual means)
Pentadal, weekly, monthly and annual weather reports, charts, maps and bulletins
(e)
.2
Observations and reports referring to particular periods (e)
.21
First and Second Polar Years
.22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23
IQSY (International Years of Quiet Sun)
.24
GARP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Programme)
.3
Observations and reports for periods exceeding one year (e)
.5
Expeditions (e)
.7
Upper air observations (e)
.8
Phen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regarded as meteorological indicators)
.9
Other observational data
551.507
Devices for carrying or supporting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or stations
Note: The subdivisions .1 to .7 are only for use within the meteorological libraries. In the Universal
Classification, 629.1 is used for vehicles (.1 to .5), 624.9 for constructions under .7 and
621.22 for supports under .6.
.1
Mobile land vehicles for carrying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or stations
.2
Water-borne vehicles or supports for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or stations
(meteorological use of ships, craft and rafts, buoys, etc.)
.22
Ocean weather ships
.23
Selected ships
.25
Other ships
.3
Sounding vehicles for upper air, meteorological uses
.32
Vehicles lighter than air
.321
Balloons without means of propulsion
.321.2
Free balloons; sounding balloons
.321.3
Constant-level balloons
.321.4
Captive balloons
.322
Dirigible balloons
.35
Vehicles heavier than air, with wings or planes
.351
Without means of propulsion - kites, gliders
.352
Aircraft
.354
Helicopters, autogyros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06

.355
Hydroplanes, seaplanes, flying boats
.36
Apparatus heavier than air, without wings
.361
Parachutes
.362
Projectiles, rockets, artificial satellites
.362.1
Rockets
.362.2
Artificial satellites
.362.7
Manned space stations
.6
Methods of supporting or fixing meteorological apparatus or instruments
.7
Masts, towers, etc. on land or ice
551.508
.1
.2
.21
.22
.23
.25
.26
.27
.29
.4
.41
.43
.45
.49
.5
.51
.53
.54
.55
.56
.57
.58
.59
.7
.71
.72
.74
.76
.761
.762
.765
.768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ation
Whole section dropped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radiation and temperature
Actinometers, pyrheliometers, pyrgeometers, lucimeters
Black-bulb thermometers
Recorders of sunshine duration, solarigraphs
Other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radiation
Thermometers, thermographs
Screens, thermometer stands, etc.
Other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temperature)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atmospheric pressure
Barometers and barographs depending upon liquid pressure
Metallic barometers(aneroids), barographs, microbarographs – 551.508.43:
551.541
Hypsometers
Other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atmospheric pressure)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wind
Simple instruments (wind vanes, weathercocks)
Anemometers for direction only
Anemometers for velocity only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atmospheric turbulence parameters
Pilot-balloon theodolites
Balloon or target radio-direction finders or radar trackers; rawin equipment
Nephoscopes
Other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wind)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humidity, evaporation, deposits, precipitation, cloud
characteristics
Psychrometers, hygrometers, hygrographs
Evaporimeters
Drosometers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cloud characteristics
Cloud cameras
Cloud base and top indicators. (“Ceilometers”, cloud searchlights)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drop size meters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ice accr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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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77
.79
8.
.82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5
.855
.856
.86
.9
.91
.912
.92
.93
.94
.95
.951
.952
.953
.96
.964
.98
.99
551.509
.1
.13
.15
.2
.21
.22
.25
.3
.3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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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nstruments for investigating clouds
Raingauges, pluviographs, snow-gauges, etc.
Other instruments (for determining humidity, evapor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deposits, precipitation, cloud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instruments
Meteorographs
Graphical recording meteorographs
Radiosondes and rawinsondes
Wire-transmitting meteorographs
Automatic land station instrumentation (including on ice and on
mountains)
Automatic station instrumentation on lakes or sea (meteorological
buoys instrumentation)
Automatic instrumentation on space stations, weather satellites, and
rockets
Radar equipment for detecting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Doppler radar
LIDAR
Sferics equipment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various physical phenomena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nuclei or impurities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ice nuclei
l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visibility such as transmissiometers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scattering of light
Instruments for atmospheric electricity, e.g. lightning counters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atmosphere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air pollution
Ozonometers
Spectrometer-type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atmospheric structure
Instruments for investigating ionosphere (as part of atmospheric structure)
Instruments for observation on aurorae
Instruments for measuring cooling power and heat loss
Other instruments
Weather forecasting, artificial action on weather
Meteorologic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des used in weather forecasting services
Meteorologic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Meteorological codes and specifications
Regular meteorological bulletins, charts and diagrams used in forecasting
Synoptic bulletins, charts and diagrams; short-range forecasts (up to three
days)
Bulletins, charts and diagrams giving mean values for a period. Extended
range forecasts
Prognostic charts
Bases and methods of forecasting
Forecasts from daily synoptic charts
Structure of disturbances, including air masses and fronts on a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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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313
.313.1
.313.11
.313.12
.313.13
.313.14
.313.2
.313.21
.313.22
.313.23
.313.3
.313.31
.313.32
.313.4
.313.41
.313.42
.313.43
.313.5
.313.6
.314
.316
.317
.318
.319
.32
.321
.322
.322.7
.323
.323.2
.323.7
.324
.324.1
.324.2
.324.3
.325
.326
.327
.328
.329

scale, as applied to forecasting
Kinematics as applied to forecasting. Barometric tendencies.
Isallobaric charts
Dynamics applied to forecasting,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Numerical anlaysis. Initialization. Integrations
Atmospheric wave motion
Initialization. Balancing
Advection schemes
Filters. Smoothing. Interpolation
Initial data
Data sets, grids, resolution
Data assimilation
Intervention. Manual modification
Boundary condition data and data handling
Surface,e.g. albedo, ice, topography
Lateral and vertical,e.g. radiation
Prediction models
Global and hemispheric
Limited area (20–200)
Mesoscale (1–20)
Error growth. Verification. Predictability
Interpretation of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products
Statistical methods of forecasting
Nowcasting
Upper-air information as applied to forecasting
Types of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on a large scale as applied to
forecasting
Other bases of forecasting from daily synoptic charts
Forecasting of particular features and phenomena
Radiation
Wind
Upper-air wind, including forecasting of least time tracks under
551.509.322.7: 629.13 or 551.509.322.7: 656.7
Temperature
Frosts
Upper-air temperature
Cloud, precipitation, rime, glazed frost
Cloud type, amount, height of base and thickness
Precipitation
Ice accretion (rime or glazed frost on terrestrial objects or
aircraft)
Visibility, mist, fog
Thunderstorms
Tropical cyclones, hurricanes, typhoons, tornadoes
Forecasts for longer periods: Other
elements and phenomena

决议
.33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8
.339
.34
.39
.5
.51
.52
.53
.532
.54
.55
.56
.57
.58
.59
.6
.61
.612
.615
.616
.617
.62
.65
.66
.67
.68
.8
.9
5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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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s for longer periods : week, month, season
Statistical bases for long-range forecasting
Pressure waves, symmetry patterns, trend charts
Dynamic methods for longer periods 551.509.333 ≅ 551.509.313
Patternsofcirculation (long waves, “Grosswetterlagen”, Multanovsky’s
methods)
Analogue methods
Solar relations
Climate singularities
Other methods
Single station forecasting (forecasting with only local observation)
Other forecasts
Forecast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verification
Weather
Strong winds
Temperature
Frost. Former number 551.509.53
Cloud, precipitation, rime, glazed frost.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09.324
Visibility, mist, fog
Thunderstorms
Tropical cyclones, waterspouts, tornadoes
Forecasts for special purposes
Other forecasts
Artificial actions on the weather
Deliberate action on the weather
Temperature or radiation. Former number 551 .509.62
Fog. Former number 551 .509.65
Cloud. F Former number 551.509.66
Precipitation. Former number 551.509.67
Number dropped. New number 551.509.612
Number dropped. New number 551.509.615
Number dropped. New number 551.509.616
Number dropped. New number 551.509.617
Accidental action on the weather (artificial explosions, fires, forest fires)
Weather lore
Other questions relating to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artificial action on the weather

PHYSICS OF THE ATMOSPHERE. COMPOSITIONS AND STRUCTURE OF THE
ATMOSPHERE. DYNAMIC METEOROLOGY –> 504.3 , 523.31–852
551.510
Physical properties, composition and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atmosphere
.3
Density
.4
Composition of the atmosphere
.41
Natural and backgrou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atmosphere
.411
Surface and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PBL)
.411.2
Spatial variations
.411.3
Time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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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3
.411.35
.412
.413
.413.2
.413.3
.413.5
.413.6
.413.7
.42
.43
.5
.52
.522
.528
.529
.53
.532
.533
.534
.534.1
.534.2
.534.3
.535
.535.2
.535.4
.536
.537
.61
.62
.7
.71
.72
.721
551.511
.1
.12
.13
.2
.3
.31
.32

Cyclic or periodic
Non-cyclic
Tropospheric
Atmospheric above tropopause
Stratospheric
Mesopheric
Ionospheric
Exospheric
Magnetospheric
Compositions of the impurities or dust of the atmosphere 551.510.42 ≅
551.510.41
Photochemical processes in the atmospher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structure of the atmosphere
Troposphere
Surface and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PBL)
Tropopause
Interaction between troposphere and stratosphere
Atmosphere above the tropopause (highest tropopause if there is a multiple
arrangement)
Stratosphere
Mesosphere
Ozone layer
Physics of the ozone layer
Chemistry of the ozone layer
Variations in the ozone layer
Ionosphere and thermosphere
Cold layer at 80 km
Ionosphere
Extreme exterior layers, exosphere
Magnetosphere
Optical refractive index
Radio refractive index. Former number 551.594.7
Radioactivity of the atmosphere. Former number 551.594.14
Natural radioactivity
Artificial radioactivity
Radioactive fall-out

Mechanics and thermodynamics of the atmosphere
Statics and quasi-statics
Hydrostatics. Standard atmospheres
Static and quasi-static thermodynamic states and processes. Thermal
equilibrium
Kinematics
Dynamics
Gravity waves
Hydrodynamics

决议
.33
.331
.6
.61
.62
.63
.632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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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dynamics
Stratisfactions of the atmosphere
Turbulence and diffusion
Theoretical or mathematical models of atmospheric turbulence and diffusion
Energy budget of atmospheric turbulence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turbulence and diffusion
Wind tunnel experiments
Other experiments

551.513
.1
.11
.2
.22
.27
.3
.5
.7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
Mechanics and thermodynamics. See 551.511
Planetary waves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including air masses
Surface
Upper level
Centres of action
ITCZ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y Zone)
Relations between distant regions

551.515
.1
.11
.12
.127
.13
.17
.2

Weather, atmospheric formations and disturbances
Barometrical depressions, extratropical cyclones
Mechanics and thermodynamics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in the upper air
Life history, displacement, tracks
Upper level
Tropical cyclones, hurricanes, typhoon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15.1 if
necessary
Tornadoes, waterspouts, whirlwinds and dust devil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15.1
if necessary
Convective precipitation systems, thunderstorms and shower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15.1 if necessary
Tropical atmospheric formations and disturbances other than tropical cyclones,
hurricanes, typhoon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 .515.1
Mesoscale systems, e.g. mesoscale cyclones, mesoscale thunderstorms 551.515.6
≅ 551.515.1
Anticyclone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15.1 if necessary
Air masses and front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15.1 if necessary
Damage caused by weather in general

.3
.4
.5
.6
.7
.8
.9
551.52
551.521
.1
.11
.12

RADIATION AND TEMPERATURE
Radiation
–> 550.35
Solar radiation in general. Radiation balance
Sunshine (e)
Actinometer or pyrheliometer observation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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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6
.17
.18
.2
.3
.31
.32
.321
.322
.324
.325
.326
.327
.33
.37
.6
.61
.63
.64
.67
.9
551.524
.1
.2
.3
.31
.32
.33
.34
.35
.36
.37
.372
.4
.7
.72
.73
.77
.78

Solar constant
Reflection of solar radiation from surface of earth or clouds. Albedo
Daylight illumination
Ultra-violet radiation
Infra-red component of solar radiation
Terrestrial radiation
Absorption, scattering and transmission in the atmosphere
–> 551.593
Solar radiation
Terrestrial and atmospheric radiation
Infra-red radiation from clear atmosphere
Infra-red radiation from earth
Infra-red radiation from sea
Infra-red radiation from clouds
Radiation from the night sky
Dayglow
Irradiation of various surfaces
Solar energy studies
Cosmic and corpuscular radiation
Number dropped
Number dropped
Cosmic radiation (meteorological aspects)
Corpuscular radiation from the sun (meteorological aspects)
Other radiations
Temperature of the air
Structure, microvariations
Distribution at earth’s surface. Isotherms (e)
Variations at earth’s surface
Diurnal variation
Annual variation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Secular trend
Non-periodic variations
Frequencies.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s
Frosts. Former number
Damage caused by frost. For damage to plants see 632.111 .5 and for
other damages see 624.142
Vert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turbulent layer near the earth’s surface
Upper-air temperatures
Distribution
Variation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43
Vertical gradient
Horizontal gradient

决议
551.525
.2
.4
.5
.6

Earth temperature
Surface temperature (including grass minima)
Vertical distribution
Permanently frozen soil
For other aspects of permanently frozen soil see 551.345
Temperature in soil cavities (e.g. caves, mines, tunnels)

551.526
.6
.64
.8
.84

Temperature of water surfaces as a meteorological element
Oceans and seas
Vertical distribution
Lakes and rivers
Vertical distribution

551.54
551.541
551.542
.1

ATMOSPHERIC PRESSURE
Microvariations
Distribution at earth’s surface. Isobars (e)
Barometric gradient

551.543
.1
.2
.3
.4
.5
.6

Variations of pressure
Diurnal and semi-diurnal variations
Annual variation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Secular trend
Non-periodic variations
Frequencies: range of variation

551 547
.1
.2
.3
.5

Upper-air pressure
Computation of altitude by barometric observation
Reduction to standard levels
Variations
Distribution in space. Isohypses Isobars

551.55
551.551

WIND
Turbulence, gustiness, micro-variations of wind, turbulent diffusion in the
atmosphere
Turbulence in the lower layers defined as the region accessible by instruments
mounted on the ground, on masts, towers or fixed balloon cables
Turbulence in the layers up to normal anemometer height
Turbulence in the lower layers above normal anemometer height
Orographic turbulence
Turbulence in the free atmosphere
Turbulent diffusion of momentum, heat, water vapour and aerosols

.2
.21
.25
.3
.5
.8
551.552
551.553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near the earth’s surface. Streamlines (e)
Variations of wind at the earth’s surface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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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12
.2
.21
.22
.3
.4
.5
.6
.8
551.554
551.555
.1
.3
.4
.6
.8
.9

Diurnal variation
Land and sea or lake breezes
Mountain and valley winds
Annual variation
Monsoons
Other seasonal winds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Secular trend
Non-periodic variations
Frequencies: range of variation. Wind roses
Gales
Vert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turbulent layer near the earth’s surface
Winds of special localities (e)
Trade winds, doldrums
Warm catabatic winds (e.g. föhn winds)
Cold catabatic winds (e.g. bora, mistral, bise, tramontana)
Outbreak of polar air (e.g. blizzard, norther, barber)
Sand and dust-bearing winds (e.g. sirocco, harmattan, khamsin, haboob, simoon,
chergui, etc.)
Other winds

551.556
.1
.2
.3
.4
.42
.44
.5
.6
.8

Effects of wind
Damage by wind
Protection against wind
Utilization of wind
Transport of foreign bodies by wind
Short-range: plumes
Long-range: tracers
Effects of wind on trees and plants
Effects of wind on buildings
Effects of wind on water surfaces

551.557
2.
.3
.31
.32
.33
.34
.35
.36
.4
.5

Upper-air wind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upper winds. Streamlines (e)
Variations of wind in the upper air
Diurnal variation
Annual variation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Secular trend
Non-periodic variations
Frequencies: range of variation. Wind roses
Vertical variation in upper-air wind. Wind shear
Specific large-scale winds (e.g. jet-stream, anti-trades)

551.558

Vertical component of air motions

决议
.1
.2
.21
.29

Convection, thermals, vertical currents of air in or below individual clouds
Large-scale vertical components
Orographic disturbance to the winds of the free air (e.g. helm winds,
moazagot)
Other large-scale vertical components in the free air

551.559
551.57
551.571
.1
.2
.3
.31
.32
.33
.35
.36
.4
.7

Influence of buildings, vegetations, topography, etc. on the wind
AQUEOUS VAPOUR AND HYDROMETEORS
Humidity structure
Distribution at earth’s surface (e)
Variations
Diurnal variation
Annual variation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Secular trend
Non-periodic variations
Frequencies: range of variations
Vert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turbulent layer near the earth’s surface
Upper-air humidities

551.573
551.574
.1
.11
.12
.13
.14
.2
.4
.41
.42
.7
551.575
.1
.2
.3
.5

Evaporation and evapotranspiration
Condensation and deposits
Physics of condensation
Nuclei
Cloud droplets
Ice particles in clouds
Change of state of cloud particles
Artificial condensation
Condensation on the earth’s surface
Liquid (dew)
Solid (rime, hoar-frost, glazed frost, silver thaw, etc.)
Condensation and deposits on objects in the upper air
Fog and mist
Structure,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Distribution (e)
Variation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71 .3 if necessary
Particular occasions

551.576
.1
.11
.12
.2
.3
.4

Cloud
Structur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dissolution;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dissolution
Nomenclature, classification, description
Amount, nebulosity (e)
Variations. Subdivisions as for 551.571.3 if necessary
Height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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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vement

551.577
Precipitation in general
.1
Structure,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classification
.11
Structure,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12
Nomenclature, classification, description
.13
Chemical properties of precipitation. Acid precipitation
.2
Distribution at earth’s surface (e)
.21
Amount, isohyets (e)
.22
Duration, days with precipitation (e)
.23 (1/9)Intensity of precipitation
.3
Variations
.31
Diurnal variation
.32
Annual variation
.33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34
Secular trend
.35
Non-periodic variations
.36
Frequencies
.37
Excessive falls in short or long periods
.38
Droughts
.5
Various influences
.51
Influence of topography
.52
Influence of vegetation (e.g. forests)
.53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e.g. towns)
.54
Influence of sheets of water
.59
Other influences
.6
Damage
.61
Damage caused by precipitation
.62
Damage caused by droughts
.7
Radioactivity of precipitation
551.578
Special forms of precipitation
.1
Liquid precipitation (e.g. rain and drizzle)
.11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temperature
.13
Variations
.16
Precipitation from fog – fog drip
.4
Crystalline precipitation (e.g. snow, sleet, granular snow, ice needles)
.41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temperature. Form of snow crystals
See 551.322 : 548.54 Habit, appearance of ice crystals
.42
Distribution at earth’s surface (e)
.43
Variations
.45
Snow storms
.46
Snow cover (including depth, temperature and density)
.461
Methods of reporting snow cover. Coding
.462
Ablation. Thermal balance of snow cover
See also 551.324.433 Ablation of glaciers

决议
.463
.465
.466
.467
.468
.48
.481
.482
.483
.486
.7
.71
.72
.73
.8
.9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snow cover. Firnification
Stratification of snow cover
Snow surface forms. Snow drift formation
See 624.144.4 Control of snow drifting, fences, etc.
Cornices
Protection afforded by snow cover: thermal insulation
Avalanches
See also 624.182 Avalanche counter-measures
Types of avalanche
Theory of avalanches. Causes
Forecasting of avalanches
Specific avalanche disasters
Solid amorphous precipitation (e.g. hail and soft hail)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earth’s surface (e)
Variations
Precipitation containing foreign matter (e.g. sand)
Other forms of precipitation

551.579
.1
.2
.3
.4
.5

Soil moisture and hydrology. Hydrometeorology
Water supply from precipitation
Water supply from snow cover. Water equivalent of snow. Melting of snow
Water supply from glaciers
Fluctuations of surface water (caused by precipitation)
Soil moisture, percolation

551.58
551.581
.1
.2

CLIMATOLOGY
Theoretical climatology. Climatic models. Solar climate. Climatic zones.
Theoretical climatology. Climate models. Solar climate.
Climatic zones.
=> (211/213)
Polar climate
Temperate climate
Subtropical climate
Tropical climate

.21
.22
.23
.24
551.582
.1
.2
.3
551.58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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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ology of particular places, regions and parts of the earth. Climatological
monographs (e)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e)
Numerical data (e)
Charts and atlases (except periodic weather charts) (e)
Variations of climate
See also 551.324.63 Response of glaciers to climatic changes
Instru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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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2
3
.4
.7
551.584
.1
.2
.3
.31
.32
.33
.34
.4
.41
.42
.43
.5
.6
.61
.65
.7
.9

Periodic variations
Secular trend
Non-periodic variations
Climatic extremes
Historical period (non-instrumental)
Prehistoric and the Quaternary geological period
Dendroclimatology
Paleoclimatology
Microclimatology and mesoclimatology
General principles; concepts
Mesoclimates; local climates
Microclimates due to minor topographical and soil features
Microclimates of slopes; thermal belts; frost pockets
Microclimates of bare soil or rocky surfaces
Microclimates of shores or water surfaces
Microclimates of ice and snow surfaces
Microclimates of air layers modified by vegetation
Microclimates of forests and forest clearings
Microclimates of low growing vegetation and small openings within it
Plant climates; the climate of air layers near surfaces of individual plants or
plant parts
Microclimates of streets and open spaces in towns
Cryptoclimates; climates of enclosed spaces
Indoor climates
Cave, mine and tunnel climates, ice-caves
Climate of air spaces in soil and snow layers
Other microclimates

551.585
.1
.3
.4
.5
.53
.55
.7
.9

Types of climate. Classification of climate
Oceanic climates
Monsoon climates
Mediterranean climate
Continental climates
Desert climate
Steppe climate
Mountain climates
Other types of climate

551.586

Biometeorology and bioclimatology
Example: 58 In relation to botany

551.587
551.588
.1

Upper-air climatology. Climate in the free air above specified places or regions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climate
Land and sea distribution. Degree of contin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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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
.3
.4
.5
.6
.7
.74
.9
551.589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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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currents on climate –> 551.465.7
Topography and aspect
Soil and subsoil
Lakes and rivers
Ice
Vegetation and forests
Human influence. Effect of towns, buildings, etc.
Effect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cluding carbon dioxide)
Other influences
Synoptic climatology
Average or frequency of climatic elements associated with synoptic types
See also subdivisions of 551.513 and 551.515
Frequency of simultaneous occurrence of two or more climatic elements
Special phenomena (e.g. Ice Saints’ Days)

551.59
551.590.2
.21
.22
.23
.24
.25
.29
.3

VARIOUS PHENOMENA AND INFLUENCES
Cosmical influences
Solar influences (except heat radiation 551.521)
Lunar influences
Planetary influences
Phenomena attending eclipses
Phenomena attending meteors
Other cosmical influences
Effects of volcanic eruptions on weather and climate

551.591
.1
.2
.3
.31
.32
.33
.34
.35
.36
.361
.6
.7

Visibility
Physics of visibility
Distribution at earth’s surface (e)
Variations at earth’s surface
Diurnal variations
Annual variations
Other periodic variations
Secular trend
Non-periodic variations
Frequencies: range of variation
Exceptional visibility
Vertical and slant visibility
Variation with height

551.593
.1
.11
.12
.13

Optical phenomena in the atmosphere
Phenomena produced by refraction in the air
Mirage
Scintillation
Deformation of the heavenly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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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
.52
.53
.54
.55
.6
.61
.62
.63
.64
.65
.651
.652
.653
.7
.9
551.594
.1
11
12
.13
.14
.18
.2
.21
.22
.221
.222
.223
.25
.252
.253
.254
.254
.5
.51
.52
.53
.6
.7
.9

Phenomena produced by absorption and scattering
Green ray
Spectra, rainband
Blue of the sky
Dry haze, turbidity
Twilight phenomena, alpine glow
Phenomena produced by condensation products
Fog bows. Broken spectra. Glories
Rainbows
Haloes, parhelia, paraselenae, anthelia, sun pillars
Coronae
Coloration of the clouds
Clouds up to Cirrus
Mother-of-pearl clouds
Noctilucent clouds
Polarization. Neutral point
Other optical phenomena
Electrical phenomena in the atmosphere
Electricity of fine weather
Potential gradient
Ionization. Charge
Ion mobility. Conductivity. Current
Number dropped. New number 551.510.7
Relations to other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Electricity of disturbed weather
Electricity of thunderstorms
Electrical discharges
Disruptive discharges (lightning)
Silent discharges (St. Elmo’s fire)
Ball lightning
Electricity of aerosols
Electricity of snow and ice crystals, except wind-blown snow
Electricity of water drops including liquid cloud particles, rain and
drizzle
Electricity of wind-blown snow
Electricity of sand, dust and smoke 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
Aurora
Physics of aurora
Height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urora
Periodicity
Atmospherics regarded as phenomena of atmospheric electricity.
See also 551.508.86 and 621.396.821
Number dropped. See 551.510.62
Other electrical phenomena

决议

551.596
.1
.3
.5
.9

Acoustic phenomena in the atmosphere
Propagation of sound. Audibility. Zones of silence
Supersonic bang
Thunder
Other noises caused by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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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D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AND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1)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1.1)

General

1.1.1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the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achieve the following learning
outcomes:
(a)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physical principles and atmospheric
interactions, methods of measurement and data analysis, behaviour of weather
systems (through the synthesis of current weather data with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 and climate variations.
(b)
The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based on the use of scientific reasoning to solve
problems in atmospheric scien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analysis, predi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impacts of weather and climate on society.
Note: It is intended that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will provide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with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confidence to
develop their expertise and with a basis for further specialization.
1.1.2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meteorologists wishing to work in areas such as
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climate modelling and predic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dertake 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meet the specialized job
competencies in these areas. In addition,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meteorologists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by participating in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ir careers.
No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will usually be
satisfied through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university degree in meteorology or a
postgraduate programme of study in meteorology following a university degree that includes the
foundation topics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 such topics are typically covered in science,
applied science, engineering or computational courses. Where this is not the ca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ll hav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ir programme of study provides the characteristic
learning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a university degree course.
1.1.3 Members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consulting with the appropriate national and regional
bodies to define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by Meteorologists in their country. Members
should also work with their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to ensure that
meteorological graduates achieve all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as part of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
(1.2)

Compon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Note: The aim is to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st has the underlying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hat
supports the learning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meteorology, dynamic meteorology and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synoptic and mesoscale meteorology, and climatology.
1.2.1

Foundation topics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that a meteorologist is able to:
(a)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hat is requi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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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meteorological compon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of other sciences and related topics that
complements the meteorological expertise covered in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sts;
Analyse and utilize data, and communicate and present information.

1.2.2

Physical meteorology

(b)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st is able to:
(a)
Explain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atmosphere, the processes affecting
the radiative transfer in the atmosphere and global energy balance, and the
causes of optical phenomena in the atmosphere;
(b)
Apply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 to atmospheric processes, use a
thermodynamic diagram to assess the properties and stability of the atmosphere,
identify the effect of water on thermodynamic processes and explain the
processes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water droplets, clouds, precipitation and
electrical phenomena;
(c)
Use knowledge of turbulence and surface energy exchanges to explain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and the
behaviour of contaminants;
(d)
Compare, contrast and explain the physical principles used in conventional
instruments to make surface and upper-air measurements of atmospheric
parameters, and explain the common sources of error and uncertain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applying standards and using best practices;
(e)
Describe the range of meteorological data obtained from remote-sensing
systems, explain how radiation measurements are made and the processes by
which atmospheric data is derived from those measurements, and outline the
uses and limitations of remote-sensing data.
1.2.3

Dynamic meteorology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st is able to:
(a)
Explain the physical basis of the equations of motion in terms of forces and
frames of reference, apply scale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dynamic processes in
balanced flows,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lanced flows, and use the
equations of motion to explain quasi-geostrophy, ageostrophy, and the structure
and propagation of waves in the atmosphere;
(b)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scientific basis,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for short-, medium- and long-range forecasting, and
explain the applications of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1.2.4

Synoptic and mesoscale meteorology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st is able to:
(a)
Use physical and dynamical reasoning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extreme or hazardous weather
conditions) of synoptic-scale weather systems in (1) mid-latitude and polar
regions and (2) tropical regions, and asse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ories and
conceptual models of these weather systems;
(b)
Use physical and dynamical reasoning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extreme or hazardous weather
conditions) of convective and mesoscale phenomena and asse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ories and conceptual models of these phenomena;
(c)
Monitor and observe the weather situation, and use real-time or historic data,
including satellite and radar data, to prepare analyses and basic fore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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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escribe service delivery in terms of the nature, use and benefits of the key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warnings and assessment of weather-related
risks.

1.2.5

Climatology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st is able to:
(a)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Earth’s general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system in terms
of the physical and dynamical processes that are involved, and describe the key
products and services based on climate information and their inherent
uncertainty and use;
(b)
Apply physical and dynamical reasoning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y), describe the impacts in terms of possible changes to the global
circulation, primary weather elements and potential effects on society, outline th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that might be applied, and describe the
application of climate models.
(2)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2.1)

General

2.1.1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the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achieve the following
learning outcomes:
(a)
The acquisition of basic knowledge concerning physical principles and
atmospheric interactions, methods of measurement and data analysis, a basic
description of weather systems, and a basic description of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 and climate variations.
(b)
The ability to apply basic knowledge to observe and monitor the atmosphere and
interpret commonly used meteorological diagrams and products.
Note: It is intended that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will provide meteorological personnel with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confidence to develop their expertise and with a basis for further specialization.
2.1.2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wishing to work in areas such
as weather observation, climate monitoring, network management, and provision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products to users, undertake 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meet the specialized job competencies in these areas. In addition,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by participating in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ir careers.
No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will be
usually satisfied through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post-secondary programme of study at an
institution such as a training institution of a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ervice or
college of further education.
(2.2)

Compon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Note: The aim is to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has the underlying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hat supports the learning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basic physical and dynamic
meteorology, basic synoptic meteorology, basic climatology, and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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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topics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is able to:
(a)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hat is require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meteorological components of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b)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of other sciences and related topics that
complements the meteorological expertise covered in the Basic Instruction
Package for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s;
(c)
Analyse and utilize data, and communicate and present information.
2.2.2

Basic physical and dynamic meteorology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is able to:
(a)
Explain the basic physical and dynamic processes that take place in the
atmosphere;
(b)
Explain the physical principles used in instruments to measure atmospheric
parameters.
2.2.3

Basic synoptic and mesoscale meteorology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is able to:
(a)
Describe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ynoptic-scale and
mesoscale tropical, mid-latitude and polar weather systems, and analyse weather
observations;
(b)
Describe the forecast process and the use made of the associ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2.2.4

Basic climatology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is able to:
(a)
Describe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 and the processes leading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b)
Describe the use mad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based on climate information.
2.2.5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a meteorological technician is able to:
(a)
Explain the physical principles used in instruments to measure atmospheric
parameters;
(b)
Make basic weather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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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E
CRITERIA FOR THE RECOGNITION OF WMO
REGIONAL TRAINING CENTRES
To be designated as a WMO Regional Training Centre, trai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satisfy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

A Centre should only be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the expressed
requirements of Members, which cannot be met by existing facilities in the same Region;

(b)

A Regional Training Centre should be design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embers of
the Region, as expressed in a decision of the regional association;

(c)

Each Centre should be within the particular Region concerned and its location decided by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the light of the views of the regional association and the comment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should apply to each Centre:
(i)

The Centre should be open to students from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i)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variou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carried out at the Centr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guidance material issued by WMO;

(iii) The Centre should have adequate buildings and training facilities and competent
instructors;
(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entre will largely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country, WMO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monitor the work of the Centre. The
obligations of WMO and the host country should be the subject of a signed agreement to
abide by certain principles between WMO and the host country. This agreement should
cover the following matters:
(i)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s of the Centre;

(ii)

The numbers and entrance qualifications of the students;

(iii) The right of WMO to examine syllabi and other relevant material to ensure tha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uidance material issued by WMO;
(iv) The scope and level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s;
(v)

The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of the Centre;

(vi) WMO obligations – financial or otherwise;
(vii) Oblig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viii) Obligations of the Centre;
(ix) Withdrawal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Centre;
(x)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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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7（EC-64）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14 (EC-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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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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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12
EC-25
EC-34
EC-35
EC-36
EC-40
EC-42
EC-44
EC-45
EC-48
EC-51
EC-56
EC-57
EC-58
EC-59
EC-60
EC-61
EC-62
EC-63

(2)

2
6
12
13
21
6
4
19
15
13
3, 4, 12
5
9, 18
5, 17, 18
15
6, 16, 17, 19, 26, 27
1，2, 4, 6, 14, 18
4, 5, 7, 8, 12, 13, 14, 15
5, 6, 7,10, 12, 15, 19*, 20*
1, 2, 3, 4, 5, 6, 7, 8, 9, 11, 12, 13

第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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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C-63），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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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在给出的决议中目前无效的决议（见本决议的附录）。

决议 27（EC-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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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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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Cg-15）不再有效

附录
附录 1
总摘要 2.3 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1.

2011 年财务报表，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建议 1：
执行理事会通过：
(a)

载入本报告总摘要的文本（第 5.1-5.12 段），并另外注意到秘书长接受了外部审
计员提出的所有 8 项建议，以及上年所有未执行的建议和风险管理的战略重要
性；

(b)
2.

决议 25（EC-64 ）- 世界气象组织 2011 年财务报表。

建议的外部审计员遴选过程
建议 2:

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22（EC-64）- 外部审计员的遴选过程。
3.

会员会费情况和自愿捐赠情况
建议 3:
执行理事会：
(a)

敦促拖欠会费的会员尽快缴纳会费；

(b)

审议自愿捐款可能的缺口的影响以及实现批准的筹资目标的其他措施。

附录 2
总摘要第 3.1.3 段的附录
2012 年大会特别届会的临时议程

1.

会议的组织

1.1

会议开幕

世界气象大会 2012 年特别届会将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09:30 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正式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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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建立

根据《总则》（2011 年版）第 23 条的规定，开幕式仪式结束后，将立即提请大会在会议期间设立
一个证书委员会。该委员会须审查代表和观察员的全权证书以及秘书长代表向大会提交的其它任何
意见。
根据《总则》（2011 版）第 21 至 24 条，与会代表名单将基于大会之前秘书长收到的证书和会上交
给秘书长代表的证书。
各会员最好尽可能提前把代表团成员的姓名和地址通知秘书处。根据《总则》第 21 条（2011 年
版），要求证书附带上述信息。
1.3

批准议程

根据《总则》第 137 条（2011 年版），特别大会须仅包括以下议程：
(1) 建立证书审查委员会；
(2) 建立大会的其他委员会；
(3) 审查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4) 审议召开届会的初衷问题。
1.4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证书委员会一经建立将尽快向大会报告，随后按要求报告。
1.5

建立其它工作委员会

根据《总则》（2011 年版）第 25 条，在会议期间大会可建立一个起草委员会，一个协调委员会和
认为必要的其它委员会。
《总则》（2011 年版）第 28 条对起草委员会的作用作了规定。除第一次大会外，以往各次大会均
未建立起草委员会。经验表明，以往大会大都采用的处理办法是由每一个工作委员会或分委会为起
草全会报告自行安排。因此，根据《总则》（2011 年版）第 30 条，将建立若干开放式分委会，以
仔细审议具体事宜。
为了确保妥善协调大会的各项活动，通常的做法是根据《总则》第 29 条（2011 年版）建立一个协
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本组织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和大会各工作委员会主席组成。
根据《总则》（2011 年版）第 31 条，协调委员会例外，该委员会主席是组成机构的主席，每个委
员会或分委会须选出各自的主席，必要时须选出其他官员。
1.6

工作安排

大会将就工作时间作出决定，通常是：
周一至周三：上午 9.30 至 12.30；下午 2.30 至下午 5.30。
临时工作计划提示每天的会议和议题。会议期间，实际工作计划将由协调委员会在必要时进行调
整，并在会议日程中提供。

附录
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2.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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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请大会审议和通过 GFCS 实施计划草案，该计划是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决议 47（Cg-16）制定
的。
2.2

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将提请大会审议并通过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责和议事规则。此建议案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决议
47（Cg-16）提出。
大会将讨论政府间委员会运行和秘书处支持的资金需求，并就此作出决定。
3.

会议闭幕

世界气象大会 2012 年特别届会定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闭幕。

附录 3
总摘要第 3.1.4 段的附录
邀请参加 2012 年大会特别届会
的国际组织一览表
联合国系统内组织
欧洲经济委员会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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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人居计划署（UN-HABITAT）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FPA）
联合国大学
联合国*
万国邮政联盟
世界银行
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________
* 《总则》第 131(a)条（2011 年版）要求向联合国发出邀请。联合国系统内标有星号（*）的各组织
与 WMO 签有协议或工作安排，有相互派代表与会的规定。故通常应邀请这些组织参加大会。
与 WMO 签有互派代表与会规定协议或工作安排的组织
非洲联盟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导航安全局（ASECNA）
阿拉伯旱区和干地研究中心
阿拉拍联盟教育、文化及科学组织（ALECSO）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AOD）
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
加勒比气象组织（CMO）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
多瑙河委员会
东非共同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
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EUMETSAT）
欧洲空间局
独立国家联合体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ICH CIS）
国际城市气候协会
国际度量衡委员会（CIPM）
国际建筑与建设研究创新理事会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国际海洋研究所
国际地震学中心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伊斯兰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ISESCO）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LCBC）
阿拉伯国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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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地中海国家议会（PAM）
萨赫勒地区国家抗旱常设委员会
尼罗河流域常设联合技术委员会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SPREP）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具有磋商地位的组织∗
水文气象装备行业协会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国际石油天然气生产者协会
国际宇航联合会
国际天文学联盟
国际灌溉和排涝委员会
国际文献联合会
国际农业生产者联合会
国际民航飞行员协会联合会
国际海事无线电委员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生物气象学会
国际土壤科学学会
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盟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侵蚀、技术和集聚行动组织
世界能源理事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其它组织/机构
非洲气象应用促进发展中心（ACMAD）
非洲气候政策中心（ACPC）
非洲开发银行
非洲气象部长级会议（AMCOMET）
AGRHYMET 区域中心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
APEC 气候中心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
北极理事会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备灾中心（ADPC）
亚洲减灾中心（ADRC）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
加勒比共同体气候变化中心（CCCCC）
加勒比开发银行（CDB）
加勒比灾害应急管理机构（CDEMA）
∗

根据 WMO 公约第 26（b）条和决议 2（EC-4），磋商地位（决议 2（EC-4））赋予非政府国际组织派一名
观察员参加组织机构届会的权利，但无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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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非洲森林委员会（COMIFAC）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CABEI）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
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
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
欧洲理事会
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EMAC）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
经济合作组织（ECO）
ECOWAS 投资与发展银行（EBID）
欧洲-地中海气候变化中心（CMCC）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
欧洲科技合作组织
欧洲委员会
欧洲气象服务网（EUMETNET）
欧洲气象学会（EMS）
全球水事伙伴关系
地球观测组织（GEO）
IGAD 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ICPAC）
印度洋委员会（COI）
泛美开发银行
泛美农业合作协会（IIC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航运商会
刚果 - 乌班吉 - 桑加盆地国际委员会（CICOS）
国际莱茵河流域水文委员会
国际飞机所有人与驾驶员协会理事会（IAOPA）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
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
厄尔尼诺国际研究中心（CIIFEN）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
维多利亚湖盆地委员会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
林波波水道委员会
国际法语国家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
太平洋气象理事会（PMC）
水资源区域委员会
水力资源区域委员会/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CRRH-SICA
SADC 气候服务中心（SADC-CSC）
撒哈拉和萨赫勒观测站（OSS）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政府间发展局（IGAD）
国际水稻研究所
水资源协调联盟（WRCU）
世界航空航天教育组织
世界水资源理事会
赞比西河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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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决议 39（Cg-7）决定邀请
∗

巴勒斯坦

对非会员国的邀请
根据《总则》第 20 条（2011 年版），鉴于下列非会员国家的联合国成员或观察员地位，故应
向它们发出邀请：
安道尔
赤道几内亚
格林纳达
梵蒂冈
列支敦士登
马绍尔群岛
瑙鲁
帕劳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马力诺
南苏丹
图瓦卢
无其它需 WMO 会员事先批准，并需提请秘书长注意的独立国家名称。

附录 4
总摘要第 4.1.10 段的附录
最近评审的 WMO/IUGG 火山灰咨询工作组的职责

1.

在 WMO 和 IUGG 主持下的火山灰（VA）科学咨询组应（VASAG）由地理和气象科学家组
成。VASAG 每次会议应确定或选出两名联合组长，他们将得到 WMO 秘书处的支持。联合
组长将与秘书处磋商后确定对人员组成和观察员地位的要求。

2.

VASAG 的任务是满足对具体建议的要求，或获取 ICAO IAVWOPSG 和/或其他利益攸关方的
协助。

3.

VASAG 应利用适当的科学组、网络、联络员和其它途径收集国际科学界的科学建议并形成
文件。将按照 IAVWOPSG 的要求通过文件形式确定责任和交付期限。

∗

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四十一次届会的决定（执行理事会第四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总摘要第 13.3
段（WMO-No.723）），使用“巴勒斯坦”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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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ASAG 应根据联合组长与秘书处的磋商酌情举行会议（至少每 18 个月举行一次为佳），但
在任何情况下应结合 WMO 火山灰国际科学研讨会（目前每三年举行一次）。

5.

VASAG 应向每一次 IAVWOPSG 会议提交报告。
附录 5
总摘要第 4.6.37 段的附录
2012 年 VCP（F）划拨建议（瑞郎）
拟议划拨额
截至 01/01/12 余额

718,287

截至 01/01/12 未缴捐款
01/01/12 可使用余额
01/01/12 预期捐款
01/01/12 预期可获得的余额

49,531
668,751
250,000
918,751

2012 年

重点领域
1

VCP 备件/运输

30,000

2

专家服务

50,000

3

短期奖学金和培训活动

100,000

4

项目开发活动

50,000

5

GTS 总体改善

50,000

6

观测子系统的改进

70,000

（包括 GOS 和 GCOS）
7

改进 GDPS

30,000

8

农业气象活动

30,000

9

对 CDMS 和气候活动的支持

30,000

11

紧急援助

50,000

12

业务水文活动

30,000

13

卫星接收改进

30,000

14

互联网能力

20,000

15

最不发达国家

50,000

16

合计

620,000

17

准备金

18

总计

298,751
91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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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总摘要第 4.8.15 段的附录
制定下一个 WMO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
表1
WMO 战略计划（2016-2019 年）纲要
序
引言
•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效益

•

WMO 战略计划的目的和背景

•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的结构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与预期结果、关键成果和关键绩效指标相关联的战略主旨
•

战略主旨 1：改进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

•

战略主旨 2：推进科学研究和应用及技术的开发和实施

•

战略主旨 3：加强能力建设

•

战略主旨 4：建立并加强伙伴关系和合作

•

战略主旨 5：加强善治

在每一项战略主旨中都应体现预期结果、战略重点和潜在风险。战略主旨是为解决全球社会需求
（GSN）旨在实现预期结果的宽泛的战略方向。预期结果（ER）体现 WMO 追求实现其使命的长期
目标。关键成果代表会员取得成果的预期效果。
要求 RA 提出侧重于他们独特需求和组织活动的战略重点的建议。TC 重点和活动应着眼于解决 RA
的需求及加强全球科学研究和应用。
WMO 运行计划
WMO 基于结果的预算
监督与评估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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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WMO 运行计划（2016-2019 年）大纲
I. 引言
运行计划（OP）的建议结构将依据与预期结果和关键目标相关的所有活动，以便于监测及认识建议
活动的共性。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应力求解决区域协会共享和独特的需求。
II. WMO 科技计划活动的实施（2016-2019 年）
II.1
预期结果 1 （ER 1）
II.1.1
适合 ER1 的 KO1
RA 和 TC 有资助的计划活动及实物援助的活动
II.1.2
适合 ER1 的 KO2
RA 和 TC 有资助的计划活动及实物援助的活动
II.2
预期结果 2
II.2.1
适合 ER2 的 KO1
RA 和 TC 有资助的计划活动及实物援助的活动
II.2.2
适合 ER2 的 KO2
RA 和 TC 有资助的计划活动及实物援助的活动
.
.
.
II.8
预期结果 8
II.8.1
适合 ER8 的 KO1
RA 和 TC 有资助的计划活动及实物援助的活动
II.8.2
适合 ER8 的 KO2
RA 和 TC 有资助的计划活动及实物援助的活动
关于在实施取得预期结果过程中各项科技计划重点的附录
缩略语清单
运行计划示意图

预期结果

关键成果

•
•

常规预算资助的活动（EC、RA、TC 和秘书处）
各 RA 和 TC 的实物援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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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编制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2016-2019 年）的进程和时间表

1. 对 EC-64（2012 年）的投入
a) EC WG/SOP考虑结构、大纲、各种情景和规划过程的建议（2012年4月-完成）
b) 秘书处根据WG/SOP的各项建议为EC-64提供的素材 (2012年4-完成)
c) EC为GSN、ST、ER、情景及SP和OP（2016-2019年）结构和大纲提供进一步指导
（2012年6月/7月）
d) 秘书处要求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交侧重于他们独特需求和组织需求的战略重点。B
本组织范围内重点优先重点应考虑2012-2015年时期的战略重点。还将要求区协主席和技
术委员会主席为满足拟议的优先重点开展相关的活动。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的管理组将
协助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在无需等待组成机构届会的情况下提交建议（2012年9
月）
2.

对 EC-65 (2013 年) 的投入
a) 秘书处使用RA和TC的信息编制SP和OP筹备草案（2013年1月）
b) 要求区协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审议SP和OP草案，并提供进一步的投入（2013年1月）
c) EC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会议审议SP和OP草案(2013年4月)
d) EC审议WMO SP和OP草案，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2013年6月）
e) 要求会员审议WMO SP和OP草案，并提供进一步的投入（2013年7月）

3.

对EC-66 (2014年) 的投入
a) EC审议修订SP和OP草案，并向Cg-17提出适当的建议（2014年6月）
b) 秘书长向EC-66提交基于WMO SP和OP 2016-2019年的RBB建议草案，供其审议（2014
年6月）

4.

对Cg-17(2015年) 的投入
a) 向Cg-17提交经过审议最终确定的SP和OP （2014年10月）
b) 向Cg-17提交经过审议最终确定的2016-2019年RBB建议（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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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总摘要第 5.26 段、5.27 段和 5.28 段的附录
EC-63 以来的人事任命、升级、提名和转岗的情况
表 1. EC-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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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WMO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六区协

科研司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规划办
公室高级科学官 （P.5）

2011 年 8 月 31
日

六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空间计划办公室卫
星资料使用处科学官（P.4）

2011 年 9 月 1 日

一区协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会议服务科
科长（P.4）

2011 年 9 月 1 日

六区协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沟
通和媒体关系计划官（P.5）

2011 年 11 月 30
日

六区协

气候和水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科学官
（P.2）

2011 年 12 月 5
日

四区协

办公厅暨对外关系司沟通和公共关系
办公室公众信息产品和网站管理科编
辑 （P.4）

2012 年 1 月 1 日

六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WMO 信息系统分
司 WIS 资料表示、元数据和监测处处
长（P.5）

2012 年 2 月 1 日

二区协

气候和水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洪水管
理联合计划项目官员 （P.2）

2012 年 2 月 1 日

区域

RIXEN, M.先生
(比利时)

BOJINSKI, S.先生
(德国)

GOUAINI, E. 先生
(摩洛哥)

LYNN, J. 先生
(英国)

RAVALITERA, N. 先生
(瑞士)

CASTONGUAY, S. 女士
(多米尼加)

FOREMAN, S. 先生
(英国)

TAMRAKAR, N. 先生
(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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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法
律和联络官（P.4）

2012 年 3 月 1 日

六区协

办公厅暨对外关系司媒体官（P.4）

2012 年 5 月 1 日

一区协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信
息和沟通专家（P.3）

2012 年 5 月 21
日

五区协

观测与信息系统司 WMO 全球综合观
测系统分司 WMO 观测系统处仪器和
观测方法科科学官（P.4）

2012 年 6 月 1 日

四区协

办公厅暨对外关系司沟通和公共事务
办公室处长（P.5）

2012 年 6 月 1 日

四区协

办公厅暨对外关系司对外关系官
（P.4）

2012 年 7 月 1 日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资金筹措办公室高
级计划官（P.5）

2012 年 8 月 31
日

区域

SCHLINGEMANN, S. 女 六区协
士
(荷兰)

NULLIS KAPP, C. 女士
(英国)

ZABULA, W. 女士
(马拉维)

ATKINSON, R. 先生
(澳大利亚)

WILLIAMS, M. 先生
(美国)

BURKE, N. 女士
(巴巴多斯)

DORSOUMA, A. 先生
(乍得)

EC-63 以来任命的初级专业官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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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姓名（国籍）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区域

AVELLAN, C. 女士
(德国)

六区协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初级专业官员
（P.2）

2011 年 10 月 1 日

KRÜGER, J.M. 先生
(德国)

六区协

气候和水司水文和水资源分司洪水管
理联合计划初级专业官员（P.2）

2012 年 2 月 1 日

______________

表 2. EC-63 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任期延长的人员名单
WMO

姓名（国籍）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期限

区域

REQUENA, F.先生
(阿根廷)

三区协

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行政助理（P.5）

KONARE, K. 先生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LDC 和区域协调办 12 个 月 ， 延 至
公室主任（D.1）
2012 年 6 月 30 日

二区协

翻译/编辑（P.4），语言、会议和出版 6 个月，延至 2012
服务司
年 11 月 30 日

(马里)

忻贤华先生
(中国)

3 个月，延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________________
表 3. EC-63 以来的转岗、提名和升级名单

姓名（国籍）

WMO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MAELE, 六区协

办公厅暨对外关系司沟通和公共事
务办公室主任(D.1)

2011 年 2 月 1 日

六区协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司长(D.2)-

2011 年 7 月 1 日

区域

RICHARD-VAN
C. 女士
(比利时)

DRAZENO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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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日期

区域

CARRIERI, M. 女士

（提升至岗位级别）

(克罗地亚)

LUCIO, F. 先生
(莫桑比克)

一区协

GFCS 办公室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项目
官(P.5)（此前在减轻灾害风险处任
职）

2011 年 7 月 8 日

BLONDIN, C. 先生

六区协

办公厅暨对外关系司司长(D.2)–

2012 年 2 月 1 日

（提升至岗位级别）

(法国)

RUTASHOBYA, D. 先生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 LDC 计划和区域
协调办公室高级计划官(P.5) （此前
在气候和水司任职，发布职位空缺
通知后通过竞聘上岗）

2012 年 2 月 6 日

五区协

气候和水司司长 (D.1) （发布职位空
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晋升提名）

2012 年 6 月 4 日

三区协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会议服务
科会议服务官(P.3) （此前在秘书长
办公室任职，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
通过竞聘上岗）

2012 年 8 月 1 日

(坦桑尼亚)

STEWART, B. 先生
(澳大利亚)

SCHALK, M. 女士
(巴西)

附录 8
总摘要第 7.5 段的附录
技术规则(WMO-NO. 49) 新结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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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I.1
WIGOS 的范围
I.2
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观测系统（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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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I.4
I.5
I.6
I.7

全球大气监测网（GAW）
世界水分循环观测系统（WHYCOS）（参见第三卷）
气候资料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基本气候变量（ECV）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

第二部分 WMO 信息系统（WIS）
II.1
WIS 的范围
II.2
国际资料的表示格式和电码
第三部分 资料加工和预报
III.1
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
III.2
气候预测
III.3
水文预报（参见第三卷）
第四部分 气象、水文和气候应用和服务
IV.1
海事活动气象服务
IV.2
农业气象服务
IV.3
国际航空气象服务（参见第二卷）
IV.4
水文服务（参加第三卷）
IV.5
气候服务
IV.6
为减少灾害风险提供的气象服务
IV.7
公共天气服务
城市气象服务 / 化学物质污染的天气
IV.7
IV.8
空间天气
第五部分 教育和培训
第六部分 气象、水文和气候人员的能力
第二卷 – 国际航空气象服务（2010 年版）
第三卷 – 水文学（2006 年版）
第四卷 – 质量管理（2011 年版）
附件、附录

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1.

Officers
David Grimes
Antonio Divino Moura
Mieczyslaw Ostojski
Abdalah Mokssit
Mamadou Lamine Bah
Victor E. Chub
Julián Báez Benítez
Arthur W. Rolle
Sri Woro B. Harijono (Ms)
Ivan Čačić

2.

Electe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Gerhard Adrian
Daniel Cano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Luigi De Leonibus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Alexander V. Frolov
Mitsuhiko Hatori
John L. Hayes
John Hirst
Carlos Naranjo Jácome
François Jacq
Agnes L. Kijazi (Ms)
Yap Kok Seng
Camille Loumouamou
Linda Makuleni (Ms)
Saad Mohamad S. Mohalfi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Jacob Nkomoki
Cho Seok-Joon
Tyrone W. Sutherland
Petteri Taalas
Abdoul-Karim Traoré
Robert Vertessy
Alipate Waqaicelua
Guoguang Zheng

3.

President
First Vice-President
Second Vice-President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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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acting)
Elected Member
Elected Member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Detlev Frömming
Ernest A. Afiesimama
Amos Makarau
Franciso Espejo
Juan Manuel Hörler
Mónica Marino (Ms)
Massimo Ferri

Alternate Gerhard Adrian
Alternate Anthony Anuforom
Alternate Mamadou Lamine Bah
Alternate Daniel Cano
Alternate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Alternate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Alternate Luigi De Leonibus

24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Valery Dyadyuchenko
Alexander Nurullaev
Michael Crowe
Tatsuya Kimura
Courtney Draggon (Ms)
Laura Furgione (Ms)
Mike Gray
Marc Gillet
Mark Majodina
Jose Arimatea De Sousa Brito
James G. Kongoti
Nicholas W. Maingi
Joseph Katongo Kanyanga
Janusz Filipiak
Lukasz Legutko
Chungkyu Park
Fred Sambula
Maria Hurtola (Ms)
L.S. Rathore
Xiaonong Shen

Alternate Alexander V. Frolov
Alternate Alexander V. Frolov
Alternate David Grimes
Alternate Mitsuhiko Hatori
Alternate John L. Hayes
Alternate John L. Hayes
Alternate John Hirst
Alternate François Jacq
Alternate Linda Makuleni (Ms)
Alternate Antonio Divino Moura
Alternate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Alternate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Alternate Jacob Nkomoki
Alternate Mieczyslaw Ostojski
Alternate Mieczyslaw Ostojski
Alternate Cho Seok-Joon
Alternate Tyrone Sutherland
Alternate Petteri Taalas
Alternate Ajit Tyagi
Alternate Zheng Guoguang

Johannes Cullmann
Heinjörg Herrmann
Björn Oriwohl
Claudia Rubart (Ms)
Axel Thomalla
Estrella Gutierrez (Ms)
Manuel Palomares
Dijana Klaric (Ms)
Caroline Wittwer (Ms)
Myoung-Hwan Ahn
Sung Kim
Yongseob Lee
Seongchan Park
Sungwha Son (Ms)
Won-Tae Yun
Qamar-uz-Zaman Chaudhry
Sergey Myagkov
Maurizio Biasini
Giovanni Maresca
Leone Maria Michaud
Paola Pagliara (Ms)
Giancarlo Maria Pedrini
Vladimir Eremin
Alexander Gusev
Mikhail I. Ishonin
Vladimir Kattsov
Marina Petrova (Ms)
Galina Savina (Ms)
Yuri Tsaturov
Roman Vilfand
Bruce Angle
Diane Campbell (Ms)
Melanie Itzkovitch (Ms)
Michel Jean
Charles Li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Gerhard Adrian
Adviser Daniel Cano
Adviser Daniel Cano
Adviser Ivan Čačić
Adviser Ivan Čačić
Adviser Cho Seok-Joon
Adviser Cho Seok-Joon
Adviser Cho Seok-Joon
Adviser Cho Seok-Joon
Adviser Cho Seok-Joon
Adviser Cho Seok-Joon
Adviser Victor E. Chub
Adviser Victor E. Chub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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