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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1.

届会的组织 ( 议题 1)

1.1

会议开幕 ( 议题 1.1)

1.1.1

主席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宣布 WMO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

会开幕。他对执行理事会各位成员表示了欢迎，并特别欢迎了新当选的成员：接替 Mukabana 先生 ( 肯
尼亚 ) 的 Teshome 先生 ( 埃塞俄比亚 )、接替 Traore 先生 ( 尼日尔 ) 的 Konate 先生 ( 科特迪瓦 )、
接替 Hatori 先生 ( 日本 ) 的 Nishide 先生 ( 日本 )、接替 Lee 先生 ( 大韩民国 ) 的 Ko 先生 ( 大韩民
国 )、接替 Cano 先生 ( 西班牙 ) 的 Lopez Gonzalez 先生 ( 西班牙 ) 和接替 Jacq 先生 ( 法国 ) 的
Lacave 先生 ( 法国 )，以及接替 Sri W.B. Harijono 女士担任五区协主席的印度尼西亚常任代表 Andi
Sakya 先生。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的附件。
1.1.2

主席重点强调了若干全球发展问题和与极端天气及气候相关的事件。这些问题和事件

应成为本次届会审议的框架，并放在本组织的作用的背景下、以应对若干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
济挑战。他进一步综述了本组织在 2013-2014 年间取得的进展，特别强调了在起草 2016-2019 年
战略计划和相应的反映各区域需求的综合运行计划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本组织各组成机构的
贡献。他回顾了在各计划领域取得的进展，如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WMO 信息系统
(WIS)、极地活动、实施能力发展战略、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以及航空气象服务。他强调了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重大进展、确保 WMO 的气候相关活动与 GFCS 各组成部分密切
协调的需求、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IBCS) 的伙伴关系咨询委员会 (PAC) 的作用并提及了其管理
委员会会议 (2014 年 6 月 15 和 17 日，日内瓦 )。最后，他强调了理事会在筹备大会过程中拟审议的、
有关精化治理、规则和打造本组织的持续有效和高效结构等若干事项。
1.1.3

秘书长欢迎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并特别欢迎新当选的成员，强调了理事会的成

员以个人身份行事的特性。他忆及自上次届会以来，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众多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
并表示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刻不容缓。他注意到，联合国系统
和其他组织日益认识到 WMO 的科技主导作用并对本组织贡献于重大国际进程寄予期望，如贡献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拟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气候协议、减轻灾害风险的后兵库行
动框架的制定、以及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重振全球伙伴关系。为此他强调了在理事会的指导下，编
制拟向大会提交的下一财期预算建议案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其与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的衔接以
及需要向本组织提供充足手段、以履行其职责，包括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和会员提出的
其他优先事项。

1.2

批准议程 ( 议题 1.2)
根据《总则》第 160 条的规定，理事会批准了 EC 66/ 文件 1.2, REV.1 中包含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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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解释性议程，条件是该议程可在届会期间随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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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举行。机密事宜将在秘密会议上讨论。因而要求理

事会成员或其代理人出席每一次全会和秘密会议，以便在届会期间随时批准决定。
1.3.2

主席决定主持若干一般议题。对于其它议题，主席根据各副主席牵头的理事会工作，

委派副主席主持：
(a)

第一副主席将主持与 WIS/WIGOS 和能力发展相关的议题；

(b)

第二副主席将主持与服务提供、DRR、伙伴关系和沟通相关的议题；

(c)

第三副主席将主持气候与水、研究以及资源管理相关的议题。

1.3.3

指定助理秘书长和几个司长担任全会的秘书。

届会期间的委员会
1.3.4

根据《总则》第 29 条，理事会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由主席 ( 亦为委员会的主席 )、

三个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各全会的秘书和主席酌情邀请的主要工作人员组成。
1.3.5

理事会建立了若干届会期间的委员会，以支持届会工作：
规划和预算委员会 ( 开放性 )
Vertessy 先生 ( 主席 )
本委员会向所有 EC 成员开放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人员组成委员会
Moksitt 先生 ( 主席 )
Frolov 先生、Rathore 先生和 Baez 先生
2016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委员会 ( 开放性 )
Ostojski 先生 ( 主席 )
核心成员：Furgione 女士、Sutherland 先生、Makuleni 女士和 Waqaicelua 先生
本委员会向所有 EC 成员开放。
IMO 奖评选委员会
Moura 先生 ( 主席 )
Adrian 先生、Fallas 先生和 Kijazi 女士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评选委员会
Taalas 先生 ( 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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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lfi 先生、郑先生和 Nkomoki 先生
Väisälä 奖评选委员会
Sutherland 先生 ( 主席 )
Loumouamou 先生和 CIMO 主席 Calpini 先生
气候资料政策委员会 ( 开放性 )
Moura 先生 ( 主席 )
本委员会向所有 EC 成员开放
十七次大会筹备委员会 ( 开放性 )
Sutherland 先生 ( 主席 )
本委员会向所有 EC 成员开放
IPCC 未来委员会 ( 开放性 )
Moksitt 先生 ( 主席 )
本委员会向所有 EC 成员开放
以往决议报告员
Che Gayah Ismail 女士

1.4
1.4.1

届会工作计划 ( 议题 1.4)
各个会议的工作时间确定为 9:30-12:30 和 14:30-17:30。进行了全会议题分配的必要

安排。
1.4.2

理事会于 6 月 25 日 ( 星期三 )21:00 -24:00 和 6 月 26 日 ( 星期四 )20:30 - 22:30 召

开全会。

1.5

批准会议记录 ( 议题 1.5)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总则》第 112 条的规定，除非特殊议题另有决定，一般不准备

会议记录。全会将有录音，以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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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主席根据《总则》第 9(7) 条 (b) 款和《人事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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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5 条代表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1.2

主席突出了与本组织重点工作有关的活动，旨在展示如何通过集体努力指导科研进步，

改进观测和加强高质量服务的提供，以有助于世界各地的公民作出以信息为依据的各项决定。

战略和运行计划
2.1.3

EC 关于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WG/SOP，2014 年 2 月 11-14 日，

日内瓦 ) 审议了 WMO 2016-2019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草案、WMO 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实施进展情况、
NMHS 的作用与运作、WMO 工作流程和规范的持续改进、秘书长的最长任期、执行理事会的席位
数与分配等问题。WG/SOP 在每个议题下均提出了建议，其中一些建议将通过单独的文件提交理事
会审议。
2.1.4

在编制 WMO 2016-2019 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计划方面已取得进展。当前版的战略

计划草案阐述了 WMO 的未来发展方向、优先重点、可交付的各项成果和绩效指标，以支持 WMO
运行计划 (OP) 的编制工作。这将有助于大会在决定 WMO 下一个时期，即 2016-2019 年财期，基
于结果的预算 (RBB) 方面作相关决定。在其最终版中，该战略计划将指导会员的投资走向，旨在带
来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提高 NMHS 的工作绩效。
2.1.5

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共有 97 个会员 ( 占总数的 51%) 对有关 “ 已取得的成果

对会员有哪些影响 ” 的调查问卷作了回答。虽然某些区域的答复水平不高，而且与之前的调查相比
在答复数量上有所波动，这都使得难以对照各条基线和每个 KPI 指标的既定目标对进展情况进行
评估，但对照本组织的 8 项预期结果来看，普遍注意到已取得一些显著成就。特别是，所看到的最
有益的 WMO 计划活动包括：与各观测网络的发展和现代化，以及与资料收集、交换和拯救相关的
WIS 和 WIGOS；能力开发；与质量管理体系 (QMS) 实施相关的航空气象学计划 (AMP)；减少灾
害风险 (DRR) 计划；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热带气旋计划 (TCP)；海洋气象和海
洋学计划 (MMOP) 以及与提供气候服务相关的 GFCS。理事会应邀为进一步完善 WMO 监测与评
估体系提供指导，以便客观地衡量战略计划中的各项预期结果的实现情况，主要是通过运行计划中
由基于结果预算资金的资助的各项活动的落实。
2.1.6

除了为指导下一个财期计划和预算的编制工作提供大方向之外，理事会还应邀审议了

如何能够改进本组织工作流程和规范等事宜。特别是，理事会应考虑修改 WMO《总则》，以涵盖
各 RA 的作用与责任，这可正式确立其会员的参与和义务及其技术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应做出的贡献。
2.1.7

在审议 WMO 各组成机构以及其它非正式结构的工作规范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

仍有更多工作有待完成。EC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目前正在审议各技术委员会的活动领域、运行、
组织和结构，有关结果将提交 EC 审议。另一个考虑的方面是各组成机构的调度规划和位置。自第
十五次大会以来在压缩上述会议的会期方面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应当认真地考虑各组成机构
的调度规划问题。
2.1.8

第十五次大会决定，除了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外，在任何三个连续月份中召开的组成机

构的届会不得超过两次，以避免在短期内给会员和秘书处带来累计成本。2014 年有三个即将召开的
和重叠的技术委员会届会，虽然我们承认会员承办各届会的价值，但我们不应忽视第十五次大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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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智慧。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2.1.9

WMO 为 GFCS 做出了巨大贡献，超出了第十五次大会所赋予它的领导力。但是，

GFCS 要取得成功还取决于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对联合国伙伴和国际机构、会员和利益攸关方
开展跨学科和跨机构的长期有效管理。各 NMHS 和 WMO 组成机构正以用户为本积极参与各项初期
的行动，以加强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的制作、提供、交付和应用。目前正在就 GFCS 如何能
够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马拉维、伯利兹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战略提供依据问题进
行磋商，在此不一一列举。
2.1.10

正如 IBCS 主席在向 EC 通报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IBCS)

是一种向大会负责的机制。执行理事会将审议向大会提交的各项建议，就与 WMO 各项计划和涉及
GFCS 的各组成机构有关的任何事宜向该委员会提供咨询，尤其关注 WMO 世界气候计划和气候学
委员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影响，鉴于大会承认上述计划和委员会在实施 GFCS 中的关键作用。理
事会还必须考虑到 WMO 为 GFCS 做出具体贡献的方方面面。
2.1.11

为了支持 GFCS 的实施，EC 气候资料与产品国际交换任务组需要会员继续提供指导。

理事会应邀评估了该任务组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应审议如何在免费和开放式资料交换的重要性与已
知对此事宜的敏感性之间取得适度平衡。对此，本组织主席提请理事会审议对 “ 气候资料 ” 作出明确
定义与体现成本效益的相关性，特别是有关成本回收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问题。

WMO 信息系统 (WIS) 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2.1.12

本组织主席提请理事会审议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管理团队在推进 WIS/WIGOS

重点活动方面所付出的重大努力。根据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 (ICG-WIGOS) 的职责，在许多会
员、ICG-WIGOS 代表及其技术专家的支持下，协调组已起草了一份规范材料。各区域协会一直积
极制定其 WIGOS 实施计划，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了联合制定实施计划的方式。考虑到区域差异，一
区协决定还将制定若干次区域计划。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 和各区域计划本身就是重大成就。
这些计划确定了为在 2015 年底前建立一个业务化 WIGOS 而必须开展的各项活动，从而自然进入
WIGOS 的后续预备业务阶段。将在 WIGOS 规范材料包括各项标准、推荐规范和程序，目前正在编
写过程中，并将于 2015 年提交大会审议。用于 WIS 搜寻的业务化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ISC) 的各
条链路详见以下网页 www.wmo.int/giscs。 WIGOS 和 WIS 计划是天气、气候和水事业的基础。
2.1.13

主席提请理事会审议涉及 WMO 极地活动的重点工作目前取得的进展，包括第三极和

其它高山地区的进展，因为 EC 已经认识到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冰冻圈的变化会对人们产生显著影响，
以及会改变地球所有纬度的天气和气候。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委员会 (EC-PORS)
建议同意《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实施计划》，包括 GCW 治理和工作结构，建立名为 “CryoNet”
的 GCW 核心网，以及需要将 GCW 作为 WMO 的一项核心活动纳入 EC。专家委员会还采取措施来
加强南极观测网络 (AntON)，因为这是世界上历史采样不足的区域。

能力发展
2.1.14

能力发展活动要依靠牢靠、最新的信息，例如，观测网络的现状、体制挑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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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投资决策的其他因素。向潜在投资者介绍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成功地为
WMO 计划吸引到了资金。在过去几年里，WMO 在筹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主席代表理事会向
筹资和发展办公室表示赞赏，感谢其为了吸引诸如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等外部合作伙伴及其他对
天气、气候和水感兴趣的投资机构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同时，主席感谢通过诸如自愿合作计划的捐
助者，感谢教育和培训活动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包括众多承办区域培训中心的
会员提供的支持。
2.1.15

理事会去年通过了《WMO 2012-2015 年能力开发战略实施计划》。EC 能力开发工

作组成立了一个任务组，目的是与秘书处共同将 “ 国情数据库 (CPDB)” 投入运行。主席注意到了这
个于 2006 年推出的 CPDB 的价值，因此敦促理事会就支持全面实施 CPDB 提供指导意见。

减少灾害风险
2.1.16

通过早期预警和服务提供基础架构来减少灾害风险是 WMO 及其会员任务的核心，而

且对于社会各界建立复原力也同样重要。去年，理事会强烈赞同《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
计划 (IP)。该战略适用于所有会员的独特需求，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论用户是谁，以及
无论提供者是提供公共或是商业产品和服务。“ 实施计划 ” 为 WMO 组织机构和会员提供指导，这将
提高用户满意度，增强公共资金投资的价值，以及提高对 NMHS 在保护生命和财产方面作用的认识。
2.1.17

为期十年的 “ 兵库行动框架 (2005-2015)” 行将结束。在开发 HFA 后续计划和制定成

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候，在支持各个社会经济部门基于风险的决策背景下进
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可能会是一个鲜明特色。从这些新机制所产生的新活动将吸引多种多样用户群体
的高度参与，其中包括政府、商业用户、NGO、媒体和公众。
2.1.18

能否通过向不同用户群体提供 “ 符合目标 ” 的服务而获得社会和经济利益，这与提高

会员制作和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密切相关。主席提请理事会考虑 WMO 和世界银行将于今年年底联
合发布一份关于对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的权威材料事宜。还提请理事会更全面审议于 2007 年 3
月举行的马德里大会 —“ 安全和可持续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 的后续行动，以
及如何利用在提供服务、DRR 等领域以及国际社会中的机会。将对自 2007 年以来在气象及相关服
务估值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这将有助于突出 NMHS 对降低风险的贡献。

航空气象服务
2.1.19

主席向理事会报告，尽管某些地区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仍有不少会员还未按照《ICAO

附录 3/WMO 技术规则第二卷》开展自己的质量管理系统，或者在配合导航安全管理协调方面未实
施《WMO 航空气象人员任职要求》。因此，WMO 相关机构将继续协助会员克服不足，达到符合国
际规则的水平。主席提请理事会在考虑与民航相关的问题时应注意于 2014 年 7 月 7-18 日在蒙特利
尔举行的三个重要活动：ICAO/WMO 气象学专业联合会议、WMO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
(CAeM-15)、以及 WMO 题为 “ 航空气象 - 未来的基石 ” 技术大会。这些讨论的核心将是气象对 “ 统
一天空 ” 概念的支持，因为它涉及到 “ICAO 全球导航计划 ”。为了应对航空业不断增长的能力和效
率需求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充分考虑安全和环境问题，为 2028 年及以后设计了一种 “ 航空系统区块
升级 (ASBU)” 方法，以便改善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系统。ASBU 的气象部分包括必要的模式转变，即
从 “ 以产品为中心 ” 向 “ 以数据为中心 ” 的服务交付的转变，以及部署全系统数据管理 (SWIM) 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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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这些变化将会对会员的航空服务业务模式产生很多影响。ICAO/WMO 联合会议将讨论世界区域
预报系统 (WAFS)、国际航线火山监视 (IAVW) 以及空间天气服务的发展。在这些讨论中，提请理
事会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确保 NMHS 成本回收模式可以支持未来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所要求的基础
设施和科学知识。
2.1.20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的报告。理事会在不同议题下讨论了相关问题。

2.2

秘书长的报告 ( 议题 2.2)

2.2.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包括有关 2012-2013 年期间实施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

2012-2015 的重点。
服务提供

提高会员提供和改进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水以及相关环境预测、信息、预警和服务的能力，以
响应用户的需求，并使相关社会行业能够将其用于决策 ( 预期结果 1)
2.2.2

2012–2013 年所开展的工作侧重于初步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这

是由参与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的所有计划构成的一个框架，旨在进一步开发与用户
互动的能力和机制，并确定用户需求。这尤其对那些涉及气象应用的计划、项目和活动非常重要，
例如公共天气服务 - 包括用于发布预警的通用预警规程 (CAP)、航空气象学、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
农业气象学计划。该实施计划将帮助会员开发其服务并协调促进服务提供，并优化使用有限的资源。
与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继续合作实施航空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以及新的 WMO 航空气象人员能力要
求。与国际海事组织 (IMO) 继续合作实施全球气象 - 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战略和实施计划建立起
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联系，尤其是用户界面平台。例如，编写和分发关于防止和减轻极
端事件对农业影响的指导材料及关于分析和评估农业气象资料、产品和服务的指导材料将有助于促
进粮食安全。一些针对农民的巡回讲习班得到了支持，并对农民将气候信息用于促进农业生产产生
了切实的影响。
降低灾害风险

提高会员降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因素引起的各种灾害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 ( 预期结果 2)
2.2.3

在 WMO 各技术委员会和计划的技术专业人员的参与和支持下，2012–2015 年 DRR

工作计划的实施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包括编写良好规范和制定关于 DRR 优先重点领域天气、水文和
气候产品及服务的用户需求指南。通过实施综合、全面的 DRR 示范项目完成了上述工作，该示范项
目内含开展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能力开发的东南欧及中美洲的国家能力开发以及区域合作。基本系
统委员会 (CBS) 与 DRR 人道主义任务组合作开发了气象服务并提供给国际人道主义机构，首个试
点项目包括 WMO 信息系统 (WIS) 及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WMO 一直在与各会员、
区域协会、UN 国际降低灾害风险战略办公室 (UNISDR) 开展广泛的合作，参与区域和全球磋商和
起草 2015 年后的 DRR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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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加工和预报：天气、气候和水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预测和预警的能力，以尤其支持降低灾害风
险和气候影响及适应战略 ( 预期结果 3)
2.2.4

针对洪水预报和预警，促进了广泛应用综合洪水管理方法，并通过覆盖全球的山洪指

导系统等倡议，实现了水文服务和气象服务之间的更好合作，以支持改进洪水预报和预警。由于有
些国家未能及时确定重点领域，因此一些推荐的试点项目在此期间并未开展。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
统 (WHYCOS) 的各组成部分继续得到捐助方的支持，活动水平得到提升。广泛的能力开发活动得
到了实施，包括通过业务气象教育培训合作计划 (COMET) 下的气候与健康模块和区域培训课程。
与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及其相关的牵头中心相比，尽管通过参与 GFCS 给气候预测和应用计划带
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通过交叉计划、交叉委员会的活动，在建立和维护与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
心及其相关牵头中心有关的季节预报服务制作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注意到由于区域协调
工作开展缓慢，因此，一些行业论坛被推迟举办。WMO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进
程所做的贡献得到了高度称赞，这给 WMO 带来了很高的知名度。年代际气候报告已经发布，以此
可展示气候资料和知识的共享对于为决策者提供权威评估和分析的重要性。在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
会议之后，与全球水伙伴组织联合建立的综合干旱管理计划现已投入业务。通过更多地参与 UN- 水
机制和 GFCS，促进了与其他 UN 机构的联系。在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实施的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促进了在东南亚和孟加拉湾另外两个项目的开发。SWFDP 将
继续受益于 WMO 一些计划之间的积极合作，以提高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会员制作预报和预警
以及气象灾害服务提供的能力。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提高会员根据 WMO 制定的全球标准获取、开发、实施和利用综合、互可操作的地基和空基天气、
气候和水文观测系统以及相关环境和空间天气观测系统的能力 ( 预期结果 4)
2.2.5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实施取得了显著进展，各组成部分观测系统表

明可切实受益于与委员会间 WIGOS 协调组 (ICG-WIGOS) 的整合以及受益于 WIGOS 新具备的能
力。WIGOS 项目办公室目前人员配备齐全，从而使一些领域能够取得快速进展：例如会员派许多
技术专家参与起草、目前正由 WMO 技术委员会评审的规章材料；四个 RA 批准的区域实施计划，
另两个 RA 预计随后即会批准；正在制定的指导材料。改进 WMO 观测系统质量管理的工作 ( 包括
现代化的观测资料质量监测方法 ) 以及元数据标准的全面制定工作进展良好。随着这些方面的进展，
预计 WIGOS 框架的基本构件将一切就绪，可提交 Cg-17 批准。自当前财务期开始以来，WMO 信
息系统 (WIS) 的实施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 2014 年 3 月，WIS 中心数据库记录中有 15 个全球信
息系统中心 (GISC)、125 个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DCPC)、233 个国家中心。大多数 GISC 均在业
务运行中，确定的 DCPC 中有一半以上已完成了其技术评估过程。WIS 中心验证和示范活动的进展
以及许多支持资料，例如国家 WIS 联络员，已纳入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三个区域协会 ( 二区协、
五区协和六区协 ) 已制定并批准了其 WIS 区域实施计划。一区协和三区协正在积极制定其计划，并
将提交其下次届会批准。应四个发起组织的要求，秘书长收到了对全球气候观测计划 (GCOS) 的独
立评审报告，这四个发起组织分别是：WMO、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 (UNEP) 和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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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提高会员为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科学的研究能力及技术开发做出贡献并从中获益的能力 ( 预
期结果 5)
2.2.6

2012–2013 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的重点放在制定其新的 2015 年后战略

框架上，以及目前正在应对气候科学的六大挑战上，同时侧重于区域气候、海平面上升、极端事
件、水量、气候敏感性和冰冻圈。成果包括举办了针对气候科学和服务的各类大小会议、建立了公
开获取的气候模式档案、季节预测档案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发表了 364 篇科学论文，包括来自
26 个模式中心的供稿，这些论文作为气候预测和预估的主要来源而用于 IPCC AR5 报告 “ 气候变
化 2013：自然科学基础 ”。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通过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并与 WCRP
合作，在 2013 年建立了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 (S2S) 和极地预测项目 (PPP)。WWRP 在建立
HIWeather 项目上取得了良好进展，该项目侧重于改进对高影响天气的预测，旨在向用户提供增强
型决策级信息。在 2014 年底 THORPEX 结束之后，这三个项目将是 WWRP 的主要重点。全球大
气监视网 (GAW) 计划仍在继续协调大气成分和相关参数的观测，并协调提供政策相关信息，并一
直积极参与 WIGOS 和 WIS 的开发和实施。年度温室气体公报继续提供关于大气温室气体 (GHG)
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并被用作气候谈判和政策决定的参考资料。GAW 制作了全球降水化学评估，
对流层臭氧持续测量指南，以及提出了关于黑碳测量判读的建议。
能力开发

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NMHS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 预期结果 6)
2.2.7

2012–2013 年已注意到对奖学金的需求增加，但仅有 56% 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举办

了下列领域的培训研讨会：公共天气服务、灾害性天气预报和临近预报、水文预报、天气观测和电
信、气候服务、热带气旋预报、GAW、航空预报、数值天气预报的使用、农业气象学、热带气象学、
冰冻圈过程等，以及各类教师讲习班。培训课程都得到了常规预算和自愿预算的资助，包括为超过
218 名与会者提供资助。关于结果，在 WMO 2012-2015 年能力开发战略实施计划背景下，会员们
注意到其知名度和相关性在 2013 年国家发展议程中有显著的提升 ( 涉及用户对及时和准确预报和
预警的易获性，但同时注意到在区域发展议程中，各 NMHS 的知名度和所提供的区域服务相关性提
高的幅度要小一些。由会员改进的基础设施和业务设施包括地面观测网、资料加工 / 预报设施以及
用于气象、环境和卫星数据的设备。
伙伴关系

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和合作活动，提高 NMHS 的服务提供水平，提高 WMO 为联合国系统、有关国
际公约以及国家战略问题所做贡献的价值 ( 预期结果 7)
2.2.8

2012–2013 年，WMO 通过积极参与和促进相关的机制、过程、公约及倡议，加强

了与 UN 系统的合作。特别是，通过继续主持 UN- 水机制和 HLCP 气候变化工作组等机制，通过
参加可持续发展目标任务组和开放工作组以及与 UNISDR 联合主持气候和自然灾害问题简报，以及
通过 GFCS 和 GCOS 对 UNFCCC SBSTA 和 COP 工作的直接贡献，使 WMO 在气候和水方面的
领导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与 UN 系统及其它国际组织加强或建立了伙伴关系。GFCS 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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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促进了这一进程，从而延续或扩大了与许多 UN 组织 (FAO、UNDP、UNESCO、UNISDR、
WFP、WHO、世界银行 )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EU、GWP、IFRC、IUCN) 的合作。同时，如上所
述，WMO 仍在加强与拥有特殊职责和专业的组织合作，以帮助 NMHS 提高服务提供绩效，包括
通 过 加 强 技 术 技 能 (EUMETNET、TWAS、UNESCO-IHE、UNITAR)。 与 ICAO、IOC/UNESCO
和 ESCAP 仍在继续密切合作实施热带气旋计划活动。2012–2013 年，WMO 为了更好地支持各会
员，还加强了与国际开发组织的伙伴关系，包括多边开发银行，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非
洲开发银行，以及其它机构，例如欧洲委员会、区域经济共同体、UN 系统伙伴、双边开发机构等。
WMO 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CTBTO) 合作，对福岛第一核电
站事故进行全面研究，进而评审应急准备和响应的程序安排和安全指南，以及通过最新科技发展改
进响应系统。联合国原子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 (UNSCEAR) 已完成其提交 UNGA 关于此次事故
的放射性物质泄漏水平和影响的报告，其中包括 WMO 对事故期间的气象分析研究 (2013)。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2.2.9

2012–2013 年，通过简化过程和更有力的支持服务，继续提高了本组织的效率和效力。

仅以下列成就为例：通过改进计划和组织安排，提高了组织机构会议的成本效益；信息和通信技术
应用扩大到内部过程以及对会员的服务 ( 电子投票试点、PUB5、国家概况数据库、电子招聘 )；行
政和财务过程的透明度，WMO 大楼的环境维护以及视频会议设备的使用；根据 UN 共同制度修改
工作人员条例；启动道德办公室职能；采用所有人员可获取的电子上岗培训课程；为工作人员举办
技能提高培训班，以便进一步提高其能力。面临的挑战包括招聘时间减少以及差旅和采购过程的成
本效益更大。
2.2.1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采取了持续的行动，以确保 2012-2016 年财务期头两
年的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的实施，并提升 WMO 和 NMHS 的形象以及促进 WMO 和 NMHS 为应对
与气候变率和变化直接相关或由其加剧的全球挑战一类的国际倡议做出贡献，包括通过加强与各类
国际参与方的伙伴关系。
2.2.11

理事会在相关议题下讨论了相关的事宜。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 议题 2.3)

2.3.1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在各相关议题下作出各项决定的过程中

考虑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致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讯息
2.3.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ICSC) 和联合国大会转达一份关于员工

薪酬成本上升影响的强烈讯息，并通过了决议 1 (EC-66)- 致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
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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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 (2014-PRA) 的报告以及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 议题 2.4)

2014 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的报告
2.4.1

理事会注意到，2014 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 (2014-PRA) 于 2014 年 1 月 20-21 日在

日内瓦召开，以讨论并交流有关 WMO 2016-2019 年新战略运行计划 (SOP) 的准备情况、区域协
会开展工作的改进、各区域内的伙伴关系与合作，以及对区域活动的支持。完整报告详见： https://
sites.google.com/a/wmo.int/2014-pra-1/。
2.4.2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 (PRA) 提供了与编制 WMO 2016-2019 年新战略和

运行计划有关的在制定各自区域运行计划方面的进展情况。PRA 提出了以下观点，并由 EC 战略和
运行规划工作组 (WG-SOP) 进行了审议：
(a)

需要体现出 WMO 所取得的各项成就；

(b)

各项战略重点要代表会员的共同需求；

(c)

需要承认 不同 NMHS 在能力上的差异及其特有的需求；

(d)

需要实施跨区域项目；

(e)

与 ICAO 迅速变化的各种要求有关的各项挑战；

(f)

需要就区域运行计划的结构提供更多指导；

(g)

需要利用休会期间的其它程序批准区域计划，以确保各计划的实施期限与 WMO 的财
务期同步；

(h)

需要将各项区域重点与 WMO 的优先重点保持一致；

(i)

需要有合理数量的可实现的交付成果。

2.4.3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讨论六区协提出的关于举办区协届会的方法，即可保

持当前每四年举办一次届会的频度，又可引进某些变革，其中包括：缩短区域协会的届会，以适应
为期一周的届会另加区域技术专题会议并在届会期间采取召开一次高级别分会的做法，然后在休会
期间的中期使用预计举办一次区域讲习班所需的资金召开一次由各 NMHS 局长参加的为期 2-3 天的
区域会议。
2.4.4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审议了由秘书处起草的关于修订《总则》中涉及区域

协会作用和职责的建议文本，并提出了一些经 EC WG-SOP 讨论的修改内容。
2.4.5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审议了二区协主席提出的关于增加 EC 席位数的请求

而其他区域协会主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会议同意经 WG-SOP 审议后将向 EC-66 提交一份文件，
以便准备由 Cg 17 作出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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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向各区域协会主席通报了有关 UNISDR 就起草 2015 年之后 DRR 框

架开展区域和全球磋商的现状，而且会议还探讨了关于邀请 UNISDR 参加即将召开的 RA 届会的可
能性，并强调了向会员及时通报情况并参与这一进程的重要性。
2.4.7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高兴地注意到近期为各项区域活动提供的支持，支柱

包括一个区域协调岗位的设立、项目协调组的建立、能力开发战略的实施进展、有关国家概况数据
库 (CPDB) 的进展，以及教育和培训事宜的进展。还向他们通报了正在审视的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
办事处以及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地点的情况。
2.4.8

理事会审议了对区域协会主席会议职责的修改，这是 2014-PRA 会议提出的关于与

WMO 主席团会议保持一致的修改建议。理事会认为这种一致性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和宝贵的磋商
机会，而且也符合技术委员会主席 (PTC) 和近期区域协会主席会议的做法。考虑到需要在各区域协
会主席进行互动，旨在为综合规划和实施做出贡献，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EC-66)– 区域协会主席
例行会议。
2014 年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的报告
2.4.9

理事会注意到，2014 年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 (2014-PRA-PTC)

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日内瓦召开，以讨论区域协会 (RA) 和技术委员会 (TC) 面临的共同问题，
并加强各区域协会与各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完整报告详见： https://sites.google.com/a/
wmo.int/pra-ptc-1/。
2.4.10

理事会注意到，关于与 WMO 财期 (FP) 相一致的 WMO 综合战略和运行计划的准备

工作，各区域协会主席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应致力于在 FP 的第一年确定战略和运行计划的各
项重点。会议认为重要的是为提供有关各自区域活动的信息以及为提供各委员会的情况制定一个明
确的协调机制，而且会议认识到需要各管理组在此期间参与之前技术委员会的届会，以整合各区域
协会的观点。
2.4.11

理事会注意到，会议提出了以下建议并对各 RA 与各 TC 之间的协作做出了结论：

(a)

CAeM 主席将与各区域协会主席进行磋商，以形成一个向 CAeM-15 届会提出的立场；
秘书处将汇编一份有关此问题的立场文件；CAeM 主席将在 EC-66 期间组织一次边会，
以讨论这一问题；

(b)

各区域协会主席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大力支持 the proposal of CIMO 提出的关于编
制《国际运图集》(ICA) 的新版本，并认识到该文件是 NMHS 业务的基础，并认为
WMO 需要找到各种资金，以便能够为此项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并建议需要考虑所有
可能的机制、经常性预算和 / 或信托基金，但还可能考虑各种私营 / 公共伙伴关系；

(c)

各区域协会主席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表示将致力于在确保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
过程中发挥各自作用；

(d)

会议认为重要的是在 WMO 战略计划中展示新研究成果如何能够转化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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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协会主席和各区域协会主席同意向 EC 建议设立一个由所有 TC 和 RA 的代表
组成的特设任务组，其职责是审议《国际气象词汇表》和其它各项相关任务，并向
EC 建议设立一个由所有 TC 和 RA 的代表组成的特设任务组，其职责是审议如何提
供一个独有的标志 ( 数字化对象识别码 (DOI))；

(f)

各区域协会主席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支持这项建议，即应制定评价会员是否达标的日
常程序，而且各 RA 将协助确保 WMO” 技术规则 ” 融入在国际 ( 或区域 ) 立法和规章
中，并认为将这一问题提交给 EC 审议。

2.4.12

理事会审议了 2014-PRA-PTC 会议提出的对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PRA-

PTC) 会议的程序安排和职责的修改建议，以便与最近几年 PRA-PTC 会议和 WMO 主席团结合在
一起举办的做法保持一致，并通过了决议 3(EC-66)– 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一区协 – 非洲
2.4.13

理事会注意到 一区协主席 Mamadou L. Bah 博士的报告。

2.4.1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非洲气象部长级会议 (AMCOMET) 秘书处取得的进展，并强调

WMO 有必要继续参与 AMCOMET 的进程，鉴于 AMCOMET 是 WMO 的一项举措，其主要目标是
提高 NMHS 的认知度通过负责气象的非洲部长积极参与。
2.4.15 理事会注意到，2012 年 10 月在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期间选出的
AMCOMET 主席团以及 AMCOMET 秘书处正在致力于落实第二次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对此，
理事会要求 WMO 秘书处通过与非盟委员会 (AUC) 和其他伙伴开展合作的方式支持并促进各项
AMCOMET 活动的实施，并正式在 WMO 秘书处建立 AMCOMET 秘书处。为此开展的活动如下：
(a)

2014 年 2 月 10-12 日召开了非洲气象 ( 天气和气候服务 ) 综合战略的实施与融资计
划的专家和利益攸关方会议；

(b)

2014 年 5 月 26–30 日召开了 AMCOMET 专题组会议和主席团会议，会上主席团就
磋商和议事规则、实施和融资计划草案、非洲区域空间计划的推进方式以及就中部非
洲建立一个区域气候中心 (RCC) 等事宜向 AMCOMET 提出了一些建议。

2.4.16

理事会注意到，已编写了 WIGOS 一区协区域实施计划 (R WIP I) 草案。 之后，一区

协管理组决定举办若干次区域研讨会，以细化已编写的 R-WIP-I 草案，并要求一区协 WIGOS 任务
组考虑次区域重点和现有的次区域项目。观测和信息系统服务 (OBS) 司和发展与区域活动司 (DRA)
联合为一区协的下列五个次区域分别举办了一次有关 WIGOS/WIS 的研讨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 (SADC) 次区域，2013 年 6 月 5-7 日，津巴布韦，哈拉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2013 年 11 月 12-15 日，科特迪瓦，阿比让；北非，2103 年 11 月 18-21 日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CAS/CEMAC)，2014 年 4 月 29 至 5 月 2 日，刚果，布拉柴维尔；以
及东非共同体 (EAC)，2014 年 6 月 2-6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将制定一份合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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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一区协区域实施计划，并提交一区协下次届会审议通过。
2.4.17

理事会注意到了 2014 年 5 月 13-16 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召开的第五次非洲区域减

少灾害风险平台会议的重要性，并鼓励秘书处继续加强与非盟委员会、东非共同体、UNISDR 和
UNECA 的合作，以推进非洲的发展。
2.4.18

理事会注意到非洲区域面临的各种具体挑战，特别是满足该区域各 NMHS 与人力资

源的持续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有关的具体需求，其中包括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预警
方面的能力建设。对此，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秘书处开展了各项能力开发活动，尤其是面向非洲
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开发活动，其中包括教育培训、技术援助以及提供与天气和气候有关的国家和
区域能力开发战略、政策、项目和立法方面的咨询。理事会认识到在非洲区域实施 GFCS 方面取得
的进展，并鼓励秘书处支持该区域会员建立各自的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2.4.19

理事会注意到，WMO 通过南部非洲发展社区 (SADC) 气候服务中心 (SADC-CSC)

和南部非洲气象学会 (MASA) 针对非洲区域遇到的各种挑战采取后续行动的方式继续加强与 SADC
的合作，并通过开展可促进该区域气象工作发展和能力建设的合作活动的方式，次区域通过 IGAD
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 (ICPAC)，加强与政府间发展署 (IGAD) 的合作。
2.4.20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2012 年 7 月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召开的第 10 次 ECOWAS 成

员国 NMHS 局长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由 ECOWAS、WMO-NCWA、尼日利亚气象局、
ACMAD 和冈比亚组成的委员会审议了 ECOWAS 气象计划并于 2014 年 5 月 13-15 日在冈比亚召
开的第 11 次会议上批准了这项计划。
2.4.21

理事会承认 WMO 在组织举办南部非洲气候展望论坛 (SARCOF)、大非洲之角气候

展望论坛 (GHACOF)、西非气候展望论坛 (PRESAO)、中部非洲气候展望论坛 (PRESAC) 和北美
气候展望论坛 (PRESANORD) 方面提供的帮助，这些论坛制作的产品已得到该区域广大用户群体
的广泛应用。
2.4.22

理事会注意到，正在筹备召开 RA I 第 16 次届会，这次届会将紧接在非洲气象工作部

长级会议 (AMCOMET) 之后召开。

二区协 – 亚洲
2.4.23

理事会注意到二区协主席 Ahmed Abdulla Mohamed 先生的报告，报告突显了主要成

就，其中包括：
(a)

二区协 2012-2015 年战略运行计划 (SOP) 的实施；

(b)

二区协 2016-2019 年运行计划 (OP) 的制定；

(c)

二区协区域 WIGOS 和 WIS 实施计划的落实。

2.4.24

理事会认识到二区协考虑到 WIS、WIGOS 和 GFCS 的区域方面情况以及考虑到该区

域一些会员所提供的业务气象卫星信息服务方面的责任以及很大的地域多样性、气候、生态系统、
宗教、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经历、政治经济体制等情况提出增加二区协在 EC 中席位数的提案。
二区协主席注意到，除了在 WMO 六个区域中人口比例最高之外，二区协的很多会员能够为 E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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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2.4.25

理事会认识到， 2013 年 10 月气旋 “ 费林 ” 给印度东海岸地区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印度气象部门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了高质量的预报信息和预警，为 NMHS 与相关部委、政府、灾害风
险管理官员和面临风险的社区开展合作竖立了一个好榜样，理事会对此表示了赞赏。理事会还注意到，
东南亚国家积极参与了有关雷达技术能力建设的 二区协 WIGOS 项目的建立过程，有可能与其它地
基遥感资料实现整合，为更好地监测和预警各种极端事件而增强观测资料和产品的利用。
2.4.26		
理事会注意到，WMO 台风海燕之后由香港天文台、RSMC 东京 – 台风中心 / 日本气
象厅、英国气象局和 WMO 秘书处代表和专家组成的一个专家考察团于 2014 年 4 月 14-16 日对越
南进行了考察。考察团评估了越南国家水文气象局 (NMHS) 当前各方面的能力和越南相关政府部门
的要求，并针对在考察期间所发现的具体方面问题提出建议。
2.4.27

理事会认识到 WMO 与联合国机构和跨区域组织的现有伙伴关系和合作水平，包

括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 (ASEAN)、 联 合 国 亚 太 经 社 委 员 会 (UNESCAP)、 联 合 国 西 亚 经 社 委 员 会
(UNESCW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西亚区域办事处 (UNEP/ROW)、阿拉伯国家联盟常设气象委员
会 (PCM/LAS) 以及海湾合作理事会 (PCM/GCC)。理事会注意到跨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例如通过 “ 中
东地区蓝色 - 和平 - 水安全 ” 项目。
三区协 – 南美
2.4.28

理事会注意到三区协主席 Julian Baez Benitez 先生的报告。

2.4.29

理事会注意到在该区域开展的最重要的活动，其中包括：

(a)

在 WMO 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框架内制定下一个三区协战略计划，听取了会员提出的
各种观点和各项建议，突出介绍了需要在定于 2014 年 9 月在巴拉圭的亚松森召开的
RA III 第 16 次届会上审议的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和不断变化的需求；

(b)

本区域两个区域气候中心 (RCC) 的演示阶段：南美洲西部的 RCC( 设在国际厄尔
尼诺现象国际研究中心 (CIIFEN)，位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 ) 和南美南部地区的
RCC( 设在阿根廷和巴西两国的 NMHS)，而第三个中心是南美北部地区的 RCC( 设
在巴西和法属圭亚那的气象部门 ) 正在完成实施阶段的工作；

(c)

提供季节气候预报的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三区协有两个国家集团同时参与了
公布季节预报每月公报的过程，特别是有关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对该地区降雨和气温影
响的公报；

(d)

有关通过新通信系统的区域自动气象站、雷达和信息网络和 AMDAR 资料的试点项目，
将在巴拉圭亚松森召开的 RA III 第 16 次届会期间在 WIGOS 计划下讨论该项目；

(e)

在拉莫林大学 ( 秘鲁，利马 ) 建立并运行一个新的区域培训中心，以为该区域人员增
加更多能力发展的选择；

(f)

该区域的专业人员参加在国家研讨会和其它活动中提供的洪水综合管理工作。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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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MHS 表示他们对为作为一项区域重点继续保留水文气象风险早期预警系统试点
项目很感兴趣，尤其是对突发性洪水预警感兴趣，该试点项目的地点将由三区协水文
工作组作出决定；

(g)

在伊比利亚项目信托基金 (AEMET) 支持下，以及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
NMHS 共同努力下建立的 ‘ 灾害性天气监测和预报虚拟中心 ’，该中心主要涵盖南美
洲南部地区的各种需要。该倡议被视为榜样，可供近期在 WMO 四区协中美洲地区复
制。

(h)

第三区域协会 2012-2015 年期间的工作组 ( 水文和水资源、气候服务、基础设施和
技术发展 ) 分别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2014 年 3 月 25-27 日 )、厄瓜多尔基多 (2014
年 5 月 4-7 日 ) 和巴拉圭亚松森 (2014 年 5 月 12-16) 成功召开了会议；

(i)

三区协主席 Julian Baez 先生和四区协主席 Juan Carlos Fallas 先生与执行理事会成
员 Tyrone W. Sutherland 先生一起，出席了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举行的美洲区域减轻
灾害风险宣讲台 (2014 年 5 月 27-29 日 )。在此会议上，三区协主席以专家组宣讲人
的身份出席，做了 “ 科研对抗灾社区管理的贡献及其在决策层面上的重要性 ” 的讲座。

2.4.30

理事会还注意到三区协面临的各种具体挑战，包括由于用 GOES-12 取代 NOAA

GOES-10 后区域卫星接收站升级将产生的成本问题、气象仪器校准和测量的可溯源性、符合 ICAO
各项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将 WIGOS 实施活动融入三区协的战略计划 / 工作方案、需要开
展科研以提高对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其与不断变化的气旋和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 (ENSO) 特征的联系
及其对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的认识水平、需要建立一个协调有序的 GFCS 框架和各个 RCC，其中
包括为降低不同时间尺度的灾害风险开发各种工具、气候产品和服务，以及在该区域开展协调有序
的灾害性天气监测和预报。

四区协 – 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区
2.4.31

理事会注意到四区协主席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先生的报告。

2.4.32

理事会注意到该区域各项最重要的活动，其中包括：

(a)

2013 年 11 月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了伊比利亚国家气象局长会议，三区协和四区协
中讲西班牙语的会员出席了会议。会议批准了 2014-2017 年时期的行动计划。该三
年计划的主要行动包括加强 NMHS 的机构与融资、通过各试点项目建立气候服务、
教育培训、以及建立次区域极端事件防御和监测虚拟中心等。在上述会议期间作出的
各项决定中，值得突出的亮点是在三区协和四区协中建立了讲非西班牙语国家副会员
类别；

(b)

在 2013 年，WMO 通过西班牙提供的信托基金支持了几项活动，其中包括有关自动
气象站的维护、资料处理、气候变化、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管理、洪水管理、季节预报、
水文、统计预报工具、预报产品和卫星资料的使用，以及有关其它专题的培训课程。
此外，还资助了一系列讲习班和研讨会，特别是在水文预报、季节预报、海岸带洪水、
电信互动等方面。四区协有几个国家已受益于由会议提供的开放源 MCH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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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环境部与 WMO 签署了一项价值 650 万美元的资助协议，用于资助 “ 海地天气
系统计划 – 为减少海地脆弱性提供气候服务 ” 项目。这个为期五年的项目旨在开发海
地 NMHS 提供早期预警并向海地人民提供一般性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能力。截
至 2014 年 3 月，该项目的活动包括在海地建立项目管理层，建立一个 WMO 项目办
事处，在 WMO 与 UNDP 驻海地机构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MoU)，与海地政府签署
协议书 (LoA)，建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 (H-ITAC)，为海地国家气象中心 – 国家水
资源局 (CNM-SNRE) 新办公场所购地，启动为期 5 年的 CNM-SNRE 业务计划进程，
计划安装已有的自动气象站，促进海地获取法国气象局的工具，改善 CNM 目前工作
环境等；

(d)

2013 年继续维持位于墨西哥的项目办事处，以支持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实现水资源以
及 PREMIA 项目的综合和可持续管理，旨在有效地管理水资源，提供水文、气象、
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其对可用水量的影响领域的技术支持，特别是地下水储量，而防洪
也将是所涉及的另一个领域，正如在 WMO 与墨西哥政府达成的协议中所述。

(e)

四区协飓风委员会第 31 次会议继续每年在美国迈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举行，活动得
到 WMO 和美国的大力支持。2014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飓风意识在该区域的战略
台站重新启动；

(f)

(g)

四区协的具体挑战是：
••

航空：为满足 ICAO 和 WMO 对于 QMS 和预报员能力培训 / 认证的要求；

••

GFCS：RCC 将服务于该区域的需求；

••

WIS/WIGOS: 与 CBS 协调规划，以统一实施；

••

DRR：实施中美洲 EWS 试点项目并改进飓风预警；

••

水文工作组：启动工作组并建立一个讨论论坛；

四区协主席出席了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举行的美洲区域减轻灾害风险宣讲台 (2014 年
5 月 27-29 日 )，他代表 WMO 作为一名科学演讲者出席，他的演讲题目是 “ 哥斯达
黎加萨拉皮基流域早期预警系统 ”，作为国际协作以及与国家机构互动的范例，旨在
降低农村的风险。

五区协 – 西南太平洋
2.4.3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五区协新当选主席 Andi Eka Sakya 博士的报告，报告重点介绍

了在 2014 年 5 月 2-7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 RA V-16 届会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五区协最重
要的成就包括：
(a)

确定了该区域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高优先重点领域；

(b)

细化并实施了五区协 2012-2015 年战略运行计划，以及制定了五区协 2016-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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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计划 (OP)，旨在加强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c)

通过了 WIGOS 区域实施计划 (R-WIP-5) 和 WIS 区域实施计划；

(d)

通过建立一个管理组、内设若干主题任务组的四个工作组和一个热带气旋委员会，为
区域战略运行计划的有效实施通过了一种新工作机制；

(e)

将参与定于 2014 年 9 月 1-4 日在萨摩亚的阿皮亚召开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的第三次国际会议，并通过 GFCS-SIDS 伙伴关系为该会议做出贡献。

2.4.34

理事会注意到了五区协在以下方面遇到的各种挑战和未来的优先重点：

(a)

通过完成 WIS 和 WIGOS 的实施，维持并改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观测和通信网络；

(b)

通过建立优化的 RCC 网络，提供改进的气候服务，以可持续地实施 GFCS 框架；

(c)

落实有效的各项教育培训计划，该计划有助于 NMHS 在资源管理、提倡与宣传和
NWP 的利用方面开展能力建设；

(d)

所有会员应当在质量管理和人员能力方面到达所需的各项标准，重点放在航空和海洋
气象方面。

2.4.35

理事会还认识到加强已有的并建立新的针对灾害性热带气旋 / 台风、洪水、干旱、地

震和海啸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性，如 2013 年 11 月登陆菲律宾的台风 ‘ 海燕 ’(Yolanda) 以
及 2014 年 1 月登陆汤加的热带气旋 ‘ 伊恩 ’。
2.4.36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WMO/UNESCAP/ 台风委员会台风 ‘ 海燕 ’(Yolanda) 之后由亚

太广播盟 (ABU)、RSMC 东京 – 台风中心 / 日本气象厅、韩国国家灾害管理研究所和国家应急管理厅、
台风委员会、英国气象局、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UNESCAP) 以及 WMO 秘书处的代表和
专家组成的一个联合专家考察团于 2014 年 4 月 7-12 日对菲律宾进行了实地考察。该考察团评估了
菲律宾和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暨天文局 (PAGASA) 的当前各方面的能力以及菲律宾相关政府部门
的需求，并提出了解决考察期间发现的各方面具体问题的建议。
2.4.37

理事会建议五区协天气服务工作组的各项活动旨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 (AusAID) 和

澳大利亚气象局 (BOM) 的支持下，使该区域的 NMHS 都达到 ICAO 和 WMO 分别针对提供国际航
空气象服务提出的各项质量管理和气象人员能力要求。

六区协 – 欧洲
2.4.38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主席 Ivan Čačić 先生的报告，其中包括以下主要成就：
(a)

欧洲 NMHS 的各种挑战和优先重点区域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10-11 日在芬兰赫尔辛基
召开。2013 年 9 月 11-17 日在芬兰赫尔辛基成功举办的六区协第十六次届会 (RA VI16) 对该会议的各项成果表示赞同；

(b)

重新建立的六区协管理组略扩大了其人员组成，以便实现更好的地域平衡，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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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下属机构的工作成效和效率；
(c)

建立六区协水文论坛，作为该区域内的水文学家的一个交流平台，以讨论共同关心的
问题，这是公认的促进 WMO 在水领域中的作用得到承认的方式；

(d)

在实施 GFCS 区域组成部分中取得了进展，包括成功组织了区域和区域间气候展望
论坛，如东南欧 COF、北欧 COF 和地中海地区 COF 等。RCOF 机制正在推广到其
它地域，如极地和阿拉伯地区。在加拿大的支持下，与快速启动项目相结合，正在筹
备于 2015 年举办一次极地 RCOF，同时计划于 2014 年 10 月在约旦的安曼召开一次
有关阿拉伯地区 COF 的规划会议；

(e)

在方法的建立、经验共享和会员参与分析气象、气候和水文服务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
效益方面取得了进展；

(f)

不 断 努 力 推 进 NMHS 的 能 力 开 发， 旨 在 为 支 持 DRR 提 供 更 好 的 服 务： 通 过 与
UNISDR 合作，在欧洲委员会 DG 扩围计划的资助下，成功实施了巴尔干西部地区和
土耳其的第二期 DRR 项目，并在瑞士开发与合作署的资助下成功实施了六区协中东
地区会员 ( 约旦和黎巴嫩 ) 的 DRR 项目，旨在增强为支持水资源管理、DRR 和适应
气候变化提供服务的能力。

2.4.39

理事会注意到该区协要求气候学委员会 (CCl) 在从传统向自动气象站性能转型过程

中，就保护气候资料均一性提出建议、指南和标准。
2.4.40

理事会还注意到，该区协建议凡参与 RSMC 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方面活动的

会员都要在区域层面开展更强有力的协调，并建议建立一个信托基金，以支持对沙尘暴预警咨询和
评估系统各项活动的全球协调。
2.4.41

关于六个 WMO 区域在执行理事会中的席位分配问题，理事会注意到，若其它区域提

出增加席位的建议，欧洲区域协会则将保留要求增加一个补充席位的权利。

区域办事处
2.4.4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应 Cg-16 的要求，秘书处启动了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办事处

(AFLDC) 和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RAP) 资源和地点的全面审视。理事会还注意到，一些
会员已表示其政府对承办 RAP 办事处感兴趣，其中包括二区协的印度、韩国和卡塔尔，以及五区协
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其中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和津巴布韦。
一区协、二区协和五区协各自的管理组已就评估程序和方法达成了共识，而且正在开展一次客观的
评估，主要是通过对各备选会员主动提出的各项条件的详细信息作出评价。预计将在 Cg-17(2015
年 5 月 ) 之前根据在区域内达成的标准和评估程序完成对备选地点的评估。
2.4.43

理事会听取了就建立一个新的 WMO 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区域办事处的进展。该办

事处拟覆盖位于二区协 ( 亚洲 ) 和六区协 ( 欧洲 ) 的 10 个国家，是由独联体国家水文气象跨国理事
会 (ICH/CIS) 发起的。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已表示愿做东道主，在明斯克设
置该办公室。理事会一致认为，ICHCIS、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和 WMO 之间的紧密联系将是互惠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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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并支持正在进行的磋商，以期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找到一个恰当形式和相关的筹资机制。
2.4.44

关于 2013 年 6 月 –2014 年 5 月期间组织的区域活动的信息详见：http://www.wmo.

int/pages/prog/dra/documents/List_of_Regional_Events_for_EC-66.pdf。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 2014 年会议报告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 议题 2.5)

2.5.1

理事会注意到，2014 年 1 月 20-21 日，在日内瓦 WMO 总部举行了技术委员会主席

会议，会议讨论了各类主题，包括：跨委员会的问题和活动；PTC 为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所开
展的后续行动；降低灾害风险；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WMO 对肆虐东南亚部分地区
的台风海燕的应急响应；国际云图集；航空气象学的挑战；技术委员会 (TC) 在实施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 (GFCS) 过程中的作用等。查询此次会议的报告可登录： https://docs.google.com/a/wmo.int/
file/d/0B1MKEzYs7u_-SjItOEZZcC05UVk/edit。会议讨论的决定和建议将提交理事会审议。理事会
酌情考虑了各具体议题下 PTC 会议的意见。

跨委员会机制
2.5.2

关于跨委员会机制，理事会感到高兴的是，PTC 对这些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如何更为

有效进行了调查研究。理事会支持 PTC 提出的建议，即为了发挥效能，有必要保持跨委员会机制的
最佳数量，同时，尽可能强化现有小组的职责，而不是建立新的小组，并确定此类机制的存续时间。
理事会认识到此次调查的价值，并认为应当通过将所有跨 TC 机制涵盖其中并重新审视这些小组来
加强调查研究。

技术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通信表决的法定人数
2.5.3

理事会同意 PTC 会议的结果，即重复出现 TC 副主席选举通信表决的法定人数不足

且在届会上需依靠技术会议 (TECO) 和代理人方能达到法定人数。理事会注意到，PTC 已要求秘书
处与各 TC 主席及其管理组、常任代表及 EC 战略运行计划工作组 (ECWG-SOP) 进行磋商，以提
出建议供大会审议。理事会注意到，应在议题 7.3 下充分讨论这一问题，且在所要审议的要点中要
建议修改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定并提出有助于决策过程的其它流程。

CAgM 区域联络员
2.5.4

理事会对农业气象委员会 (CAgM) 决定从管理组成员中提名各区域协会 (RA) 的

联络员以及邀请各区域协会农业气象学工作组组长和副组长积极参加 CAgM 的活动。理事会同意
PTC 关于鼓励各区域协会 (RA) 邀请农业气象学 (AgMet) 专家参加其管理组会议或为区域协会主席
(PRA) 任命农气顾问的建议。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
2.5.5

PTC 决定通过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南而积极参与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从而再

将服务提供纳入到其各自技术专业知识领域和活动，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理事会认为，各 TC 在
战略实施方面的作用极其重要，并认为通过该战略，各 TC 可显著有助于 WMO 参与应对世界所面

总摘要

21

临的重大挑战，包括降低严重天气灾害的影响以及提高社会应变能力。理事会在议题 4.1 下讨论了
该问题。

降低灾害风险作为 WMO 的优先重点之一
2.5.6

理事会注意到自 EC-65 以来各技术委员会和技术计划的 DRR 联络员 (DRR FP TC-

TP) 所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评审和编制各 TC 和 TP 的现有活动、项目、倡议、指南和手册。PTC
建议 DRR FP TC-TP 分析各 TC 和 TP 的活动并就 DRR 2012-2015 年工作计划实施的指南、推荐
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存在的差距和需求做出决定，理事会对此表示支持。
2.5.7

理事会注意到，PTC 审议并支持 DRR FP TC-TP 的建议：为风险分析和多灾种、多

部门早期预警系统开发和实施一个综合业务示范项目，并将涉及相关 TC 和技术计划 (TP) 以及二区
协东南亚地区。理事会注意到，PTC 还就拟议的项目提出了建议。理事会在议题 4.2 下详细讨论了
拟议的项目。

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
2.5.8

理事会认识到各 TC 在制定指南和标准帮助各 NMHS 提供高质量基于影响的预报和

基于风险的预警方面的重要性。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基于风险的预警所含的信息可使灾害响应机
构、公众和政府更易于理解和使用。理事会意识到基于影响的预警制作开发能力面临着挑战，并要
求在 NMHS 与其它组织之间开展多层面协调，以及具备更高的灾害相关资料的交换和分析能力，要
超过目前的水平。因此，理事会注意到，所有承担服务提供职责的 TC 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确保将
NMHS 成功转向提供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理事会在议题 2 下讨论了该问题。

根据 SWFDP 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业务中心强化管理结构
2.5.9

理事会注意到，PTC 根据从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讨论了建立机制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建立的是可通过级联预报过程支持业务中心的一种计划或机制，
通过 WMO 秘书处的全面资助办公室给予支持。理事会注意到，该议题会在议题 4.3 下进行充分讨论。

WMO 国际云图集 (ICA)
2.5.10

理事会坚决支持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关于制作新版国际云图集 (ICA) 作

为 WIGOS 相关文件的建议，而且该文件对于 NMHS 的运行至关重要。理事会注意到，鉴于媒体对
该主题巨大关注，且如果 WMO 推迟更新 ICA，则可能对 WMO 的高效响应的形象产生影响，因此，
当务之急是快速更新 ICA。理事会鼓励 CIMO 争取让有关伙伴参与这项活动，以减轻专家的负担，
并考虑采取何种版式 ( 网络、CD 和印刷版 ) 便于将 ICA 分发给那些有网络连接限制的会员和所有
感兴趣的各方。理事会在议题 4.4 下对此进行了讨论。

有关 WIGOS 的 WMO 技术规则 (WMO-No.49)
2.5.11

PTC 的观点认为 WIGOS 规章材料草案并不是强制由各技术委员会例行届会正式批

准，理事会对此表示支持。然而，重要的是应确保得到所有相关技术委员会的支持和贡献。为此，
理事会赞同 PTC 商定的关于 WIGOS 规章材料提交 Cg-17 之前对其进行评审的时间表，(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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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PTC 会议报告第 4.2.8.1 段 )。理事会注意到，评审过程确保了与各 TC 和 ICG-WIGOS 的
充分磋商。

IBCS 结构及其对各 TC 的影响
2.5.12

理事会忆及到，大会在其 2011 年和 2012 年举行的例行大会和特别大会上分别要求

各 TC 思考其对 GFCS 所做贡献问题。为了使各 TC 能参与 GFCS，理事会表示最好是政府间气候
服务理事会 (IBCS) 成立一个技术咨询委员会 (TAC)，特别负责协调 TC 为实施 GFCS 做出贡献。
PTC 将根据 IBCS 即将作出的决定来确定其在该 TAC 的代表，以便促进 GFCS 的有效实施。理事
会敦促会员在为 TC 指派专家时不要局限于气象界，以便确保各 TC 可以自行选择能够为实施 GFCS
四个支柱增添价值的专家。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合作
2.5.13

理事会注意到，制定标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有时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才能最终

确定一项标准。因此，理事会赞同 PTC 的建议，即鉴于 WMO 本身就是一个制定标准的组织，因
此制定 WMO- ISO 通用标准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考虑，而只有在预期会给 WMO 和 ISO 带来具
体效益时，才会为制定 WMO-ISO 通用标准开展所需的额外过程和工作。理事会进一步鼓励秘书处
与 CIMO 密切合作，根据迄今获得的经验以及技术委员会对此类合作的兴趣，确定是否有必要修改
WMO 和 ISO 之间的工作安排。

航空气象学的挑战：未来十年及更远期
2.5.14

理事会注意到，在 ICAO 航空系统组块升级 (ASBU) 中提出的空中交通管理 (ATM)

新概念预计会给 5 年期组块带来长期根本性的改变，影响及至 2028 年时间跨度的航空气象服务提
供模式。服务提供将从 “ 产品为中心 ” 变为 “ 资料为中心 ” 和 “ 网络为中心 ”，并促进取消管制、促
进竞争和区域化、以及促使地方、区域和全球提供方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ATM 的新概念对全球多数地区的 NMHS 的财务和组织可行性造成威胁，从而给 WMO 会员带来重
大挑战。
在即将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 ICAO 气象部门 /WMO CAeM-15 联合会议 (2014 年 7 月 7-18
日 ) 上将提出与气象有关的 ASBU 建议，以便在国际上达成一致，有鉴于此，理事会要求 CAeM 主
席密切联系各区域协会和会员，以为此次联合会议提出统一有力的立场。理事会在议题 8.1 下对此
进行了讨论。

当收到会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时，考虑有效应对
2.5.15

理事会获悉 WMO 在越南针对台风 ‘ 海燕 ’ 开展的应急响应。2013 年 11 月，该台风

肆虐东南亚部分地区，造成 6000 多人丧生，主要在菲律宾。理事会同意进一步加强 GDPFS，特别
是 RSMC，的功能对于这样个案的重要性。理事会还注意到了越南灾害管理部门与 NMHS 之间的前
期会商所起的作用，并建议相关热带气旋委员会 / 专家组讨论如何加强这种国家 / 地方灾害管理部门
与 NMHS 之间的前期会商。理事会获悉 PTC 讨论了在秘书处制定一个供内部使用的标准机制的可
能性。。理事会在议题 4.1 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2.6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委员会的报告 ( 议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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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2.6.1

理事会认可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委员会 (EC-PORS) 付出的努力。这些

努力旨在加强 WMO 附属机构和计划之间以及与外部组织之间在极地地区和高山地区 ( 例如，第三
极 ( 喜马拉雅山 - 青藏高原 )) 各种活动的工作关系，以便确保大家的目标一致、行动互惠互利和相
互认可。理事会强调，此类关系可以加强 WMO 在极地和高山地区的观测、研究和服务，将有利于
WMO 所有会员，并为 GFCS 作出巨大贡献。
2.6.2

虽然 WMO 在 2013 年未能获得北极理事会的国际组织观察员地位，但是理事会同意

EC-PORS 的看法，认为 WMO 应在下次继续寻求观察员地位。
2.6.3

EC 同意，需要通过促进所有时间尺度的观测和预测能力来继续努力改善高纬度和高

海拔地区的服务，同时确保利用综合手段来理解这些地区的变化对全球的影响，以便提供所需服务。
理事会同意要力保 WMO 的极地和高山活动成为 WMO 2016-2019 年以及更长远战略计划的支撑，
进而同意向 Cg-17 提交一份关于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的决议草案。
2.6.4

理事会对热带冰盖不断减少表示担忧。理事会注意到只有三个热带高山地区，即在肯

尼亚、秘鲁和印度尼西亚，仍然存有大量的积雪，但正在快速减少。理事会同意专家组应通过全球
冰冻圈监视网，进一步参与世界冰川监测服务 (WGMS)，使用适当的实地和空间技术监测这些冰川。
理事会获悉印度尼西亚一直积极针对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剩余的热带冰川开展有关研究，而这将有助
于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和世界气象组织的高山活动。
2.6.5

理事会获悉中国气象局 (CMA) 将于 2014-2023 年开展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TIPEX-3)。理事会建议 TIPEX-3 将成为支持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的组成部分，并鼓励 WMO 相
关计划与 TIPEX-3 开展协作以及会员的科学参与其中。

北极和南极观测系统
2.6.6

理事会认可 EC-PORS 及下属的南极任务组 (ATT) 对 WMO 的南极职责和极地地区

协调工作的监督。理事会认可英国南极调查局 ( BAS) 作为 WMO 南极观测网 (AntON) 专门监测中
心所作的贡献，该中心是 CBS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牵头中心。理事会认可 ATT 的努力，
该任务组与其它组织 ( 例如，SCAR、IAATO) 共同维护 AntON 台站清单，提高资料可获得性，因此，
理事会鼓励会员国交存元资料、参与 WMO 关于 WIGOS 规章材料的编写。这些努力对于保持观测
系统在此类恶劣环境中运行必不可少。理事会一致认为，应向 Cg-17 提交关于南极观测网络 (AntON)
的决议草案，其中包括 AntON 当前台站的清单。
2.6.7

理事会认为，与其它涉及极地的国际组织的合作得到了加强，其中包括南极条约系统

(ATS)、国家南极计划管理者理事会 ( COMNAP ) 和国际海冰制图工作组 (IICWG )。此类合作对
于加强 WMO 在极地地区的技术和科学能力必不可少。敦促各会员在可能情况下、可能的地点支持
这些协作性努力。
2.6.8

理事会认可 WMO 极地空间任务组 (PSTG) 为在所有空间机构之间的协调所作的重

要努力。理事会认为此项工作对于保证在极地地区的卫星和实地观测集成非常重要，同时支持 ECPORS 的倡导，支持用于卫星观测资料和产品的校准和验证而进行的地基地面实况调查。理事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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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考虑让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的 CryoNet 参与支持卫星任务的校准 / 验证工作。

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和展望论坛
2.6.9

理事会注意到，EC-PORS 给下属的服务任务组分配了一项职责，要求它考虑是否

可能建立极地区域气候中心 (PRCC) 和北极、南极和第三极地区的气候展望论坛，以便密切配合
GFCS 的实施。理事会也认同采用区域方式比国别方式更适宜。理事会注意到，加拿大 FastStart 的
贡献将有助于促进在北极和第三极地区的努力。理事会敦促 GFCS 和世界气候计划继续谋划在这些
区域提供与 WMO RCC 框架相一致的气候服务愿景，并在 Cg -17 上提供最新信息。

全球极地综合预测系统
2.6.10

理事会敦促 WWRP 和 WCRP 继续按照全球极地综合预测系统 (GIPPS) 的设想努力

实现无缝预测能力，而且该系统也可以支持这些地区所需的服务。理事会还注意到，极地和低纬度
地区之间的联系将得到加强。理事会注意到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极地预报项目方面的进展，
同时支持拟于 2018 年年中为高潮的极地预测年活动。理事会认为，应该提交一份关于 GIPPS 的决
议草案供 Cg-17 审议。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2.6.11

理事会注意到 EC-PORS 第五次会议关于制定和实施 GCW 的建议，特别是关于

GCW 管理结构以及成立 GCW 指导组 ( GSG ) 的提议，有了这样的设置再通过大会同意的适当机
制便可对 GCW 的实施及其进一步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指导意见和大方向。作为一个跨领域的创举，
将哪些合作伙伴吸纳到 GCW 团队、给它们分配什么具体任务、以及哪些吸纳到 GSG 已被视为是保
障 GCW 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
2.6.12

理事会认可 GCW 在制定和实施《GCW 实施计划 (GCW-IP)》中的任务时取得的显

著进展，其中包括发展名为 CryoNet 的 GCW 核心观测网、编制用于 WIGOS 的规章材料初稿、大
力推进实地雪深资料的观测和交换、比对和评估由欧洲航天局 (ESA ) 支持的卫星降雪产品。理事
会注意到 GCW 网站和 GCW 资料门户网站和目录现已业务化，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推广机制。
2.6.13

理事会认识到 GCW 的活动具有交叉性，其利益可延伸到全球，因此合作伙伴关系

至关重要。理事会注意到，需要 GCW 协调办公室来支持持续发展和实施 GCW 的各项计划，该办
公室的经费将反映在第十七财期的预算建议中。理事会敦促会员支持 CryoNet 台站的运行，同时
支持加强所有冰冻圈资料交换的努力，以利于与天气、气候和水以及相关环境的研究和业务，包括
GFCS。
2.6.14

理事会同意 EC-PORS 的决定：批准 GCW 的工作结构建议、GSG 的职责范围和成

员组成、设立 CryoNet 的程序 ( 包括初始台站和将候选台站进入 CryoNet 的标准 )、和 GCW 伙
伴关系的准则。理事会注意到 EC-PORS 审阅了《GCW 实施计划 (GCW -IP)》，同意将其提交给
Cg-17 审议。理事会还同意 GCW 应作为一个交叉性活动纳入到 WMO 主流计划序列予以实施，并
要求 EC-PORS 对 GCW 的发展和实施进行监督和提供指导。理事会注意到，EC-PORS 强烈要求
为 GCW 核心职能提供相应水平的常规预算资金，因此敦促会员继续为 GCW 信托基金捐资，以便
在 2014-2015 年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开展活动。理事会建议应将含 GCW–IP 的 GCW 决议草案提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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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17。

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IPPI)
2.6.15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极地倡议 (IPI) 逐步发展成为目前的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IPPI)，同时 EC-PORS 审阅了修订后的 IPPI 概念文件。理事会强调， IPPI 应帮助 WMO 在预算
资源的情况下更有力、更高效地履行职责，同时建议进一步精心推敲概念文件，以便：( 一 ) 明确
说明那些具成本效益的活动和切实成果；( 二 ) 实现 WMO 目标；及 ( 三 ) 明确说明对国家计划的
效益。理事会认识到，与其他组织的倡议存在潜在的协同作用，并认识到在将倡议文件提供给各方
考虑之前 IPPI 指导组必须开展进一步的工作。理事会重申，GCW 和 GIPPS 仍然是 WMO 为 IPPI
作出的切实贡献。理事会要求 EC-PORS 确保在向 Cg-17 提交关于 IPPI 决议草案之前必须消除
WMO 和外部各方中的所有关切。
供 Cg-17 审议的决议草案
2.6.16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响应 Cg-16 的决定，专家组制定了 6 个决议提案供第十七次 WMO

大会审议，即：(a) 修订《GOS 手册》第二卷：南极；(b) 延续南极观测网络 (AntON)；(c) 全球综
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d)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e) 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IPPI)；以及全
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理事会审议了本报告附录 1 中的决议草案，并要求秘书长在准备 Cg-17
相关大会文件时将其考虑在内。

3．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议题 3)

3.1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一次届会 (IBCS-1) 的成果 ( 议题 3.1)

3.1.1

理事会回顾到 2013 年 7 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一次届

会 (IBCS-1) 的决定，包括 (a) 通过 GFCS 实施计划 ( 及其附件和范例 )，以及需立即实施的初始
GFCS 项目汇编中的项目和活动；(b) 建立合作伙伴咨询委员会 (PAC) 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机制；
以及 (c) 建立 IBCS 管理委员会。
3.1.2

理事会注意到，组织了一次为期一天名为 “ 业务化气候服务：就实际行动的对话 ” 的

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提供了一次机会，展示了有必要实施 GFCS 五个组成部分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和
协调的系统，这将优化协同效应，解决四个初始优先领域中制作和应用气候服务的整体价值链。
3.1.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邀请了合作机构加入 PAC，一些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向

GFCS 办公室提交加入 PAC 的申请。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正在开始一些有关调动合作伙伴的支持以
实施支持会员具体活动的工作。为世界银行 (WB)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提供了具体支持，
向会员国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通报其支持的规划。还在开展一些工作，在一些实体 ( 如欧洲委员会
通过哥白尼计划和地平线 2020 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及其他组织 ) 符合条件的活动下反映 GFCS 的
优先重点。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致力于推进合作伙伴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并促进其与 G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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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计划或正在制定的活动的协同和一致。
3.1.4

会议注意到一些会员已经建立国家层面上的气候服务框架。伯利兹、中国、德国、尼

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西班牙、瑞士和英国都启动了各自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启动该进程
时由 GFCS 办公室支持进行了国内协商，这有利于确定主要的差距和需求并提供经验用于制定指导
方针以支持各国建立自己的框架。此外，GFCS 办公室支持 NMHS 局长 ( 或其代表 ) 与 GFCS 灾
害管理界一起参加在巴巴多斯举办的会议。理事会注意到基于经费开支的考虑，GFCS 办公室可能
不能直接支持所有的国家级协商，因此鼓励各区域气候中心和会员的代表参加临近国家的区域的协
商以便熟悉其组织和架构流程。并且，理事会敦促会员建立其气候服务框架并在建立时与 GFCS 办
公室进行沟通。
3.1.5

理事会进一 步注意到在区域层面上支持气候服务的各项努力以及组织区域协商，从

而促进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为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屿举行了区域协商。计划将为拉丁美洲 (2014 年
7 月 28-30 日 )、东南欧 ( 待定 ) 和中东 ( 待定 ) 地区开展更多的协商。
3.1.6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具体的项目，为实施 GFCS 实施计划中的各项活动而开展的工作。

由挪威资助的项目正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马拉维展开中，而在印度洋、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以
及中亚、东南亚和极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的项目正在规划中。在这方面，理事会认为会员
的捐款促进了这些活动的实施，这样的会员包括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此外，为了优化 NMHS
参与实施 GFCS 相关项目和活动，理事会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结合 WMO 的项目执行，比如
WIGOS 实施计划。另外，理事会强调了确保 NMHS 在 GFCS 下提供气候服务的显示度和作用的重
要性。在这方面，理事会强调需要加强 NMHS 的能力以便有效地促进气候服务的发展与应用。
3.1.7

理事会强调确保其它伙伴机构专家参与 GFCS 实施的重要性。理事会注意到 GFCS 办公

室正为 WMO 技术委员会及伙伴机构筹备协调会，会议成果将提交 IBCS-2 讨论。
3.1.8

理事会欢迎下述会员提供的捐助与认捐：澳大利亚 (484 000 瑞郎 ), 孟加拉 (1 776 瑞郎 ),

加拿大 (5 796 000 瑞郎 ), 中国 (200 000 瑞郎 ), 芬兰 ( 461 700 瑞郎 ), 法国 ( 62 000 瑞郎 ), 中国香
港 ( 9 520 瑞郎 ), 印度 ( 118 000 瑞郎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 920 瑞郎 ), 爱尔兰 ( 488 400 瑞郎 ),
挪威 ( 18 885 000 瑞郎 ), 韩国 (126 368 瑞郎 ), 瑞士 (1 250 000 瑞郎 ), 英国 (350 000 瑞郎 ), 南非 (20
000 瑞郎 ) 与卡塔尔 (125 000 瑞郎 )。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GFCS 信托基金大多捐款均根据出
资方与 WMO 就符合条件的活动达成一致意见的规定，指定用于实施特别项目活动。此外，理事会
感谢诸多会员为改进气候服务的各种形式的实物捐赠，包括向 GFCS 办公室借调专家及促进各项与
GFCS 相关活动的组织。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中国和韩国的专家入选 GFCS 办公室。
3.1.9

会议还注意到在没有有效用户界面的国 家由 WMO 主办国家气候展望论坛 (NCOF)，

使之作为实施用户界面平台 (UIP) 的初级阶段。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在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
并正在计划在伯利兹和缅甸举行 NCOF 会议。
3.1.10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双边和区域合作，一些会员已经支持在 GFCS 办公室范围之外

在世界各地实施与 GFCS 相关的活动。 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应邀请会员基于 IBCS-1 批准的、
指定促进 GFCS 项目的修订标准，针对促进 GFCS 实施的活动进行报告。理事会敦促会员按要求尽
早报告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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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在会员间分享信息、教训与良好实践经验将促进 GFCS 的实施。为此，理

事会强调 GFCS 办公室应促进会员经验的收集以便广泛分享。
3.1.12

理事会注意到为确保确定各利益攸关方在实施 GFCS 以实现 2 年、6 年和 10 年期成

果中的作用以及为此做出的贡献，目前开展了一些工作。在这方面，会议注意到会议筹备工作希望
制定一种表格，记录不同各方提供的具体捐助，包括 WMO 组织机构、合作机构和主要的利益攸关方。
这样有助于将实施 GFCS 过程中的活动以及进展的有效监督和评估联系起来。
3.1.13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用于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二次届会组织 (2014 年 11 月

10-14 日，瑞士日内瓦 ) 工作的捐款较少。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只有瑞士捐款 150,000.00 瑞士法郎，
支持会议的组织。理事会注意到举办一次 IBCS 会议至少需要 662,000.00 瑞士法郎，并敦促会员慷
慨解囊，以促进举行 IBCS 第二次届会。理事会强调 IBCS 需要为其未来会议制定周全的筹资计划，
可包括将从 GFCS 实施中获益的伙伴组织的贡献。
3.1.14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4 (EC-66) -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一次届会的成果。

3.2

WMO 对 GFCS 的贡献 ( 议题 3.2)

WMO 支持 GFCS 实施的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政策任务组的报告
3.2.1

理事会注意到了 WMO 支持 GFCS 实施的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政策任务组组长

所作的口头报告。理事会注意到该任务组于 2013 年 11 月 12-14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并起草了一
份关于 WMO 支持 GFCS 实施的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政策的决议草案，供 EC-66 审议，之后将
提交 Cg-17。理事会注意到该任务组已发现一些问题，需要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讨论。
3.2.2

理事会还注意到，EC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EC WG SOP) 于 2014 年 2 月有机会

仔细审议了决议草案。总体上，EC WG SOP 对 EC 任务组的工作方向和结果感到高兴。基于对有
关文件的讨论 ( 包括决议草案及其附录 )，任务组另提出了一些讨论专题，应供执行理事会在讨论
过程中审议。
3.2.3		
理事会感谢该任务组在提出供审议的一项决议草案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3.2.4		
理事会注意到，为支持本决议草案的编写工作，事先准备了有关从支持 GFCS 实施
的气候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中获得各种效益的价值取向提案 ( 见本报告的附录 2)。理事会仔细审
议了该价值取向提案文件并提供了以下指导意见：
(a)

经与社会经济信息相结合，气候资料和产品带来的效益会大大增强。将自然和社会科
学信息相结合，将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增强决策支持。此类社会经济信息可源于其
他联合国发起的或相关的计划。此外，各国拥有相当强的可视化、预测、以及决策支
持能力，可以共享以使人人受益。这些工具和能力的价值可直接溯源到自由和开放的
资料和产品交换的做法。可用和共享的资料越多，这些工具和能力的利用和精度就越
大，这对社会而言支持抗灾备灾、积极响应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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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会员仍对观测系统的长期基础设施和可持续性的投资问题相当关注，需要就
NMHS 能够在落实解决方案时加以应对的机制提供指导。

3.2.5

理事会还审议和修改了决议草案 ( 见本报告的附录 3)。

3.2.6

理事会注意到，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第十二次届会 (CM-12) 从空间气候监测架

构的角度讨论了 WMO 气候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流政策，以支持 GFCS 的实施。这次会议对 ECTT
提出的一般方法表示了强烈支持，同时考虑到确保基于卫星的气候资料记录的生成和长期保存面临
的挑战，建议该决议草案获得各空间机构的审议。磋商会还强调了除决议草案的附件提到的 “ 气候
相关的基本资料 ” 外，吸纳其他观测资料的可能性。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将此决议草案通告各空间机构，
使他们的反馈可以通过与气象卫星协调组 (CGMS) 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等组织有联系
的会员提供提交 Cg-17。

EC 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工作组 (ECWG-CWE) 的报告，2013 年 12 月 10-12 日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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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与

GFCS 有关的重要的全局性问题。
3.2.8

理事会注意到，ECWG-CWE 在其上次会议 (2013 年 12 月 10-12 日，日内瓦 ) 上审

议了其目前的工作，还商讨了其未来的工作，并建议该工作组尽可能在下个财务期使用更简洁的名
称 “EC 气候和相关事宜工作组 ”(ECWG-CRM) 并根据修订后的职责 ( 见本报告的附录 4) 继续开展
工作。理事会将对此事的讨论推迟到 EC-67 时做进一步审议。
3.2.9

理事会注意到，ECWG-CWE 强调了整合及协调 WMO 各计划中气候相关活动的重要

性。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加强了此类协调，以应对相关气候事宜，包括 WMO 对 GFCS 实
施的贡献。
3.2.10

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 (PROVIA) 的进展报告，并建议

GCOS 秘书处和 GCOS 科学指导委员会以及 WCRP 联合规划室和 GCOS 联合科学委员会应与内罗
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主办的 PROVIA 秘书处及 PROVIA 科学指导委员会保持联系，就共
同研究领域扩大合作，并交流关于在世界气候计划 (WCP) 下建立全面业务计划的经验教训。理事
会认为，WCP 的四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密切互动可为促进实施 GFCS 以及其它倡议 ( 例如 UNFCCC
COP19 批准的有关气候变化影响的华沙国际损失与损害机制 ) 奠定坚实的基础。
3.2.11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关于商定统一 “ 气候服务 ” 的定义方面，ECWG-CWE 指出该
术语在使用中仍然不够明确。在 WMO 范围，正如 GFCS 高层任务组的建议，认为 “ 气候服务 ” 涉
及提供气候系统实际情况和预期未来情况的信息。在 GFCS 实施计划中，“ 气候服务 ” 是指能够使
社会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理事会认为有必要由主管机构，如 WMO 气候
学委员会 (CCl) 进一步阐明 “ 气候服务 ” 的定义，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所有 GFCS 利益攸关方所开
展不同活动的目标，同时参考高层任务组的报告。

WMO 对 GFCS 实施的贡献
3.2.12		
理事会注意到并赞赏 WMO 为 GFCS 的实施所做的巨大贡献。理事会注意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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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推动 GFCS 的实施相关的技术活动列入议题 4 下讨论，是相关预期结果的一部分。

4．

WMO 2012-2015 战略计划的实施 ( 议题 4)

4.1

服务提供 ( 议题 4.1)

提高会员提供和改进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水以及相关环境预测、信息、预警和服务的能力，以
响应用户的需求，并使相关社会行业能够将其用于决策 ( 预期结果 1)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的报告
4.1.1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SD) 组长关于该工作组工作情

况的报告，该工作组于 2014 年 3 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会议。( 可通过以下网站链接索取会议的报
告：http://www.wmo.int/pages/governance/ec/tor_en.html#disaster。) 理事会回顾到，该工作组是
由执行理事会建立的，其总体职责是提供有关服务开展方面的指导，特别是关注加强 WMO 各项科
技计划和各组成机构之间在提供气象和水文服务方面的协调。
4.1.2

理事会认为，服务提供是 WMO 使命和日常工作的核心所在。理事会认同该工作组

的信念，即提升服务提供的各项标准对于作为服务提供方的会员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其目标
是提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的知名度和吸引新的资源以加强其能力。在 Cg-16 上通过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以下简称为 “ 服务战略 ”) 以及在 WMO 执行理事会第 65 次届会 (EC 65，日
内瓦，2013 年 5 月 ) 上批准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计划 ’( 以下简称为实施计划 ) 之后，人
们对服务提供重要性的重视程度已开始提升。理事会与该工作组都满意的是，不断对服务提供重要
性的承认最终使服务提供作为一项优先重点融入了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 (2016-2019 年 )，并认为
这向本组织所有层面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服务提供的重要性已得到了 WMO 的承认。
4.1.3

理事会表示认同的是，需要把服务提供视为 WMO 的核心业务，以及应当根据有效服

务提供的属性和原则，如同在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中所阐述的属性和原则一样，以一
种协调有序的整体方法将这一核心业务融入 WMO 各项计划，特别是公共天气服务 (PWS) 和减轻
灾害风险 (DRR) 计划。理事会认为应以切合实际的方式通过培训、编写指导材料和分享最佳规范来
协助各会员落实其服务提供，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用户的部门需求。
4.1.4

理事会认为，鉴于服务提供在下一个 WMO 战略与运行计划 (2016-2019) 中的高优

先重点地位，关键在于建立各种协调有序的机制，以确保该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成为实施服务战
略的一种机制，特别有关社会经济效益、基于影响的信息、公共 / 私营合作伙伴、公共警报协议和
社会媒体。
4.1.5

理事会赞同由服务提供工作组形成的有关服务提供的各项总体建议，连同这些建议所

对应的服务交付实施计划的六大战略要素。建议如下：
(a)

继 Cg-16 同意将服务提供作为 WMO 的战略主旨之一并通过了服务战略之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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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C-65 接着批准了服务战略实施计划之后，应当根据有效服务提供的属性和原则，
如同在服务战略及其实施计划中所阐述的属性和原则一样，通过各示范项目的设计与
实施，以一种协调有序的整体方法将这一核心业务融入 WMO 各项计划；

(b)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各相关技术委员会应采取行动，提高现有和未来的服务提供指导
材料的水平，并纳入一个规范框架，以协助各会员履行各自的国家服务提供职责；

(c)

秘书处应采取具体步骤，促进在航空气象以外领域的质量管理工作；

(d)

为了保持更佳的、有力的和高效的服务提供，鼓励秘书处以及各相关技术委员会建立
各种机制，以确保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各项业务和服务提供；

(e)

在各区域协会的协助下，鼓励各会员特别重视绩效衡量和持续不断的改进，以作为建
立服务驱动型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4.1.6

理事会批准了决议 5(EC-66)-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

航空气象

制度和管理事务
实施 QMS
4.1.7

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在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 (QMS) 实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理

事会忆及 ICAO 和 WMO 对于 ISO 9000 的认证要求是一项推荐的做法，所以没有必要根据《公约》
第 9 b) 条发布正式的不合规通知。但取得 ISO 认证是保证航空用户信任和信心的最佳实践，这点已
得到证明。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了最近每个区域完成 QMS 实施并达到 ISO 9000 认证的会员数
量信息，具体如下：区域 1- 约 25%、区域 2- 约 35%、区域 3- 约 30%、区域 4- 约 20%、区域 5约 50%、区域 6- 约 90%。而且，理事会注意到除了 18 个尚未报告实施活动的会员外，大多还没有
取得 ISO 认证的会员在 QMS 实施方面进展良好。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在区域 1 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
几项 VCP 项目和 ASECNA 活动的支持，预计经过 ISO 认证的服务提供方的数量今年年底前将上升。
4.1.8

理事会对提交的实施 QMS 的监测资料表示关切，资料显示大部分地区 ISO 认证的比

率远低于 50%。这种情况会影响 NMHS 和其他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的信誉，会对其力图建立成本
回收机制产生不利影响。理事会还注意到 QMS 的建立和维护成本的回收以及能力评估存在着困难。
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关切 AMCOMET 所做出的承诺，它将高优先重点给予非洲 NMHS 实施 QMS，
但对具体实现缺乏充分的支持。在寻求帮助会员的有效方法过程中，理事会鼓励发达国家会员进一
步支持在 QMS 和成本回收技能方面切实需要帮助的会员。理事会注意到发达国家 NMHS 有可能通
过对欠发边国家 NMHS 进行培训和指导来帮助满足各项需求并加强其对航空的服务。
4.1.9		
理事会感谢秘书处通过完善的国家联络人 ( 质量管理员 ) 系统在 QMS 实施方面进行
的有效监督。会员的反馈清楚地表明在向航空业提供气象服务时引入质量管理是非常有用的，同时
能向服务提供方带来新的文化。理事会也注意到符合 ISO 9000 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 (QMS) 一旦建
立后，就需要不断维护并进行定期检查和再认证，因此，各 NMHS 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应该相应地对

总摘要

31

资源进行规划。理事会重申大力鼓励所有会员完成并维护航空质量管理体系 (QMS)，并要求秘书长
继续支持 QMS 活动，特别是明确和解决还没有开始实施的国家的问题。

WMO 质量管理框架的未来
4.1.10		
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QMS 任务组 (TT-QMS) 的工作非常积极，提供了一套非
常有用的资源和工具，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建立 QMS 的成本，理事会欢迎该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做
的工作。理事会赞赏该小组有意识地使 QMS 实施指南做到简单和务实，该指南包括对服务提供方
和国家在组织风险方面所作的基本但有效的分析。理事会注意到许多其他 WMO 计划已经联系了该
任务组，目的是获取支持，并已采用了许多为航空开发的资源。理事会忆及 WMO 服务提供战略将
QMS 视为是所有服务领域的关键方法，并已采取步骤在有重要安全影响的服务提供中推广 QMS，
如航海、水文、DRR 等。理事会同意质量管理正在成为需要在不同服务领域推广的必要功能和管理
实践。这就需要由一个合适的多学科机构进行进一步指导，也需要能力建设，同时需要秘书处提供
足够的资金支持；此外，新的 ISO 9001:2015 标准将于 2015 年实施，其中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包括对领导能力和风险管理的强调。理事会要求 CAeM 主席确保目前的 TT-QMS 继续工作，直到
本财期结束，并对向新 QMF 架构的过渡提供支持，该架构将由 Cg-17 确定。理事会进一步建议在
QMS 实施指导文件的未来更新中纳入对服务提供方和会员的组织风险分析，以便帮助会员开展此类
风险分析。

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的实施
4.1.11		
理事会忆及在闭会期间，“WMO 技术规则 ” 中 (WMO-No.49，第一卷第 5 章 ) 有关
航空气象人员 (AMP)-- 包括航空气象预报员 (AMF) 和航空气象观测员 (AMO)-- 所需能力的条款已
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后成为标准做法。所以希望所有的会员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符合这些标准并向
秘书处报告。理事会注意到实施能力要求的准备工作已由 CAeM 教育、培训和能力专家组 (ET-ETC)
早在目标日期前便已启动，理事会赞赏已开发并可提供充分的指南材料，包括在线资源 (http://www.
caem.wmo.int/moodle/)，这些材料可以帮助会员进行其 AMP 能力评估。能力评估培训研讨会已经
几乎在所有地区实施，仅有第三区域研讨会定于 2014 年 11 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理事
会赞赏一些会员在进行培训和开发在线资源方面所提供的协助，这将对在全球实现能力标准达标起
到支持作用。
4.1.12		
理事会获悉，秘书处通过各种方式和通信渠道对能力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监督。然
而，会员对秘书处发布的收集官方实施信息的通函的回复率很低，秘书处对此表示了担忧。在这种
情况下无法对区域和全球层面实现合规的情况进行可靠的权威统计。关于回复率低，理事会要求秘
书处调查根本的原因，并制定可提高回复率的新机制。理事会认为，区域协会应当通过其相关附属
机构在监测能力标准实施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确定向其会员提供帮助的任何需求。理事会还敦
促尚未向秘书处通报实施情况的会员尽快向秘书处报告。理事会赞赏秘书处就 QMS 实施情况做出
汇报，并敦促秘书处对同样重要的有关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的实施情况采取类似严格的跟踪和报
告做法。

资格标准
4.1.13		
理事会进一步忆及 “WMO 技术规则 ” 中的 AMF 资格要求将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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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做法。理事会强调针对符合这些要求的准备工作应当适时开始，以避免会员实际执行日期大
大滞后于该要求生效日期。理事会要求 CAeM 及其 ET-ETC 在秘书处支持下提供会员和相关培训机
构需采取步骤的明确指导，从而促进国家实施行动和资金规划。

成本回收
4.1.14		
在 QMS 和能力要求的实施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员在建立提供航气服务的充分成
本回收机制方面仍然需要支持。理事会注意到，成本回收的缺乏或不足主要影响的大多是在为航空
提供气象服务，但却由于行政原因与国家交通利益相关方联系不紧密的 NMHS( 即 NMHS 不隶属于
交通运输部 )。理事会承认区域一和区域二正在进行一些 VCP 资助的项目，其目的是推广成本回收
方面的最佳实践，并使利益相关方之间达成所需的国家协议，这些利益相关方能支持 NMHS 根据相
关的 ICAO 和 WMO 指南开始成本回收。据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员将会申请更多此类项目。也应
该考虑在兼顾航空业务细节的情况下为交通量较低的会员 ( 即小岛屿国家 ) 建立适当的成本回收机
制。理事会鼓励会员共享现有的各类成本回收机制，这有益于那些切实需要做出自身成本回收安排
的会员，同时理事会要求 CAeM 和秘书处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NMHS 落实成本回收。
4.1.15

理事会获悉北欧航空气象联盟 (NAMCON) 已经组建，旨在建立多国气象服务提供，

通过次区域合作提高效率，降低服务成本。理事会认为 NAMCON 是可能的合作安排的一个实例，
能够使会员应对未来的挑战。
4.1.16		
理事会意识到不光发展中国家有成本回收问题。理事会注意到一些发达国家会员的
NMHS 预算高度依赖于航空业的收入，由于服务提供商业模式的变化，包括服务的区域化甚至全球化，
这些会员也在担心维持这种收入的能力。因此，理事会要求 CAeM 在秘书处支持下在未来的工作计
划中大力强调成本回收，并拓展会员最佳实践主题建设的现有指南，以及对于改变服务提供方式的
风险分析。
4.1.17

理事会注意到，在越来越多的会员中，非政府机构在 NMHS 之外提供航空气象服务。

在那些会员中，历来由 NMHS 提供的此类服务转移到私营机构将会影响其 NMHS 的作用。理事会
要求秘书长和 CAeM 通过在这个不断变化框架中的相应指导，在指定的气象主管机构 NMHS 及其
基础设施以及 PR 作为私营服务提供方与 WMO 各计划和管理之间沟通的作用方面，支持会员确保
遵守 WMO 和 ICAO 的条例和政策。
4.1.18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私营部门在航空气象服务提供领域的扩张不仅会对 NMHS 航

空气象服务的提供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对其基本的基础设施产生负面影响。有些会员认为，
NMHS 可能的应对可以是减少航空气象信息的交换，这就需要审议 WMO 关于航空气象资料交换的
规则和程序，特别是决议 40(Cg-11) 和 WMO 第 9 号出版物卷 C。
4.1.19

理事会认为，成本回收问题应当从风险管理角度加以解决。有必要对未来服务提供的

预期变化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由于各国所面临的风险不同，因此应当在国家层面开展此类风险评
估，特别应包括 QMS 和能力标准的实施情况，以及各自的路线图和进展。评估还应当包括关于航
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的不同情景，包括其最终的停止，以及这对其他计划和服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理事会建议应在下次大会之前开展此类风险分析，以便更好地评估风险和影响，并要求 CAeM 主席
协调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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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航空气象服务
大尺度、高影响航空灾害
4.1.20		
理事会注意到针对大尺度、高影响航空灾害 ( 如火山灰、空间天气和核紧急事件 ) 正
在出现、正在确定对航空服务的新要求，在这方面，WMO、ICAO、IATA 和其他国家利益相关方
正进行着广泛合作。理事会获悉 ICAO 国际航线火山监测业务小组 (IAVWOPSG/8) 第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2 月在位于墨尔本的澳大利亚气象局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支持国际航空导航的空间天气
信息业务概念，该概念将提交于 2014 年 7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WMO 和 ICAO 航空气象联合会议
审议。理事会注意到，业务化空间天气服务的规定将于 2016 年 12 月前在将要完成的 ICAO 附录 3
第 77 号修正案 /WMO-49 号第二卷修正案中生效。理事会赞赏 CAeM/CBS 计划间空间天气协调组
(ICTSW) 在科学背景说明方面起到的促进作用，并要求 ICTSW 就为空间天气服务业务建立充分的
国际架构继续提供相关的建议和咨询，并要求 CAeM 和 CBS 考虑 ICTSW 成员内部对业务专长的需
求，以便开展此项工作。
4.1.21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已开发了提供关于辐射物质在大气中释放信息的业务概念，以

支持国际航空导航，并开发了火山灰服务提供 “ 路线图 ”，供 WMO 和 ICAO 航空气象联合会议审议。
理事会同意，在交流与用于支撑高影响航空灾害探测、分析和预报的科学和技术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方面，世界气象组织 (WMO) 应当继续发挥牵头作用。在这方面，理事会表扬了火山灰扩散预测与
民航研讨会 (2013 年 11 月，日内瓦 )，这次会议由 WMO、IUGG、英国气象局、英国地质调查局、
日内瓦大学、其他国际组织及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会议非常成功。
4.1.22

理事会还获悉 IAVWOPSG/8 已经把几项与火山灰监测和模拟相关的科学任务委托给

了 WMO-IUGG 火山灰科学咨询组 (VASAG)。理事会完全支持 WMO 和 IUGG 之间正在进行的卓有
成效的合作，并鼓励 VASAG 在 2014 年 7 月的 WMO 和 ICAO 航空气象联合会议后审核其职责范围，
以提出必要的修改建议，供 EC-67 审议。
4.1.23

理事会赞赏会员及其 NMHS 参加 ICAO 组织的演练，以检查业务航空气象办公室和

其他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在火山灰情况下的协调行动，并鼓励进一步参与这些演练。

空中交通管理 (ATM) 气象 (MET) 服务和气象信息交换
4.1.24

理事会赞赏在开发一套各方同意的支持空中交通管理 (ATM) 的气象信息和服务功能

要求方面开展的大量工作，空中交通管理是 ICAO 航空系统分时段升级 (ASBU) 方法的组成部分。
在 WMO 方面，这项工作由 CAeM 空中交通管理 (ATM) 和气象信息交换专家组 (ET-M&M) 负责协调。
该工作组与 ICAO 各机构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如 EUROCONTROL 进行了密切合作，记录了目前和可
预见的支持所谓 “ 基于轨迹的业务 (TBO)” 所需的能力。理事会注意到这些事务将是 WMO 和 ICAO
航空气象联合会议的焦点，并要求 CAeM 在其第 15 次届会 (2014 年 7 月 ) 上建立适当的附属机构，
以进一步实施 ATM- 相关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对航空气象服务的未来至关重要。
4.1.25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CBS OPAG-ISS 任务组为了支持 XML/GML 格式的气象信息

METAR/SPECI, TAF 和 SIGMET 交换而在航空 XML(TT-AvXML) 方面完成的工作。双边测试已
经完成，而且已于 2013 年 11 月生效的 ICAO 附录 3 第 76 号修正案也支持了这类交换。由于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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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从 TAC 格式向新的 XML/GML 格式的转换对于许多 NMHS 来讲是很大的改变，所以理事会要求
CAeM 和 CBS 确保提供充分的指导，帮助会员进行有效的资源规划，并协调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实施。

解决关键不足和未来的挑战
4.1.26

理事会对一些会员提供的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的长期不足表示关切，这些服务的不

足已被包括在 ICAO 空中导航不足区域清单中，包括：提供 MET 观测和报告、SIGMET 和气象监测
办公室 (MWO) 的服务、火山活动信息，以及世界区域预报系统 (WAFS) 产品的可用性和使用。虽
然最近已经完成了一些改进，但理事会认为，航空气象服务提供中与安全有关的不足应当通过协调
区域和国家计划加以解决。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ICAO、IATA 和其他合作伙伴 ( 包括区域航
空安全组织 ) 密切合作，以制定一个经过协调的行动计划，解决向各区域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
服务方面长期存在的安全上的不足。应当制定解决此类不足的计划，所采用的方法要能够使相关会
员开发和实施各自旨在可持续解决所确定不足的教育培训活动。
4.1.27

理事会注意到空中交通管理 (ATM) 的新概念 ( 将在议题 8.1– 全球航空计划中讨论 )

将使世界许多地区 NMHS 的财务和组织能力面临危险，也会使 WMO 会员面临很大挑战。所以理事
会敦促所有会员为即将于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18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WMO 和 ICAO 航空气象
联合会议做好准备，以便寻求航空用户、先进会员和发展中国家会员意见的适当平衡，以便能够确
定一个合适的未来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模式，即考虑机会平等这一基本的国际合作原则。理事会还要
求 CAeM 在其第十五次届会期间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根据 WMO 和
ICAO 航空气象联合会议的结果，审议委员会的新工作结构和行动计划。此外，理事会鼓励 WMO、
ICAO 和私营部门探讨新的发展和原则，从而确保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改进。

协调研究和开发
4.1.28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ATM) 的 新 概 念 将 对 WMO 会 员 构 成 重 大 挑 战， 而

NWP、临近预报、概率预报和其他提供近期和即时服务 ( 小于 20 分钟 ) 的先进技术应用也将为会
员通过与研究界、CAS、CBS 和 CIMO 密切合作而加强服务提供很多机会。在这方面，理事会很高
兴地注意到 CAeM 和 CAS 正在开发联合航空研究示范项目 (AvRDP)，以展示临近预报和中尺度模
拟技术支持航空系统分时段升级 (ASBU) 轨迹业务的能力。其目的是提供集合了高分辨率、快速更
新的临近预报、沿飞行轨迹预报和概率信息的加强型气象信息服务，以支持 ATM 决策和风险评估。
理事会进一步建议此类研究获得的每个产品应当以开放源软件提供，并依据通用和同类指南，以使
在会员间最大地分发和复制。

修订 “ 技术规则 ”(WMO-No. 49) 第二卷
4.1.29

( 注：文字摘自文件 4.1, ADD. 1)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于 2013 年 2

月批准了对《ICAO 公约》附件 3 关于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第 76 号修订。因此，新的附件 3 第
18 版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起生效。根据既定做法，理事会同意 “WMO 技术规则 ”(WMO-No.49)
第二卷应与第 76 号修订保持一致。此外，为了与第 76 号修订有关 QMS 的指南材料完全保持一致，
已对 “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指南 ”(WMO-No.1001) 做了相应的小修改。理事会通过
了决议 6(EC-66)- 修订 “ 技术规则 ”(WMO-No.49) 第二卷关于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及相关指南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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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气象服务
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4.1.30

理事会回顾到公共气象服务 (PWS) 处为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SD) 制

定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以下简称为 “ 战略 ”) 及其 “ 实施计划 (IP)” 提供了支持。该战略及其 IP
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正在准备出版其他 WMO 官方语言版本，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获取该战略
及其实施计划，可访问：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documents/WMO-SSD-1129_
en.pdf。
4.1.31

理事会回顾到 WMO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批准了实施计划，并要求 PWS 计划

全力协助各 NMHS 在向公众及其它用户提供服务过程中以一种可行、务实和具体的方式应用该战略，
并为各 NMHS 的高级管理层组织区域研讨会 / 会议，以使其熟悉实施计划。作为对 PWS 计划的回应，
组织了三次关于提供气象和水文服务社会经济效益的区域研讨会，分别面向：加勒比地区讲英语的
会员 (2013 年 12 月，库拉索岛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区域 (2013 年 11 月，南非 )；东
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会员 (2013 年 10 月，文莱达鲁萨兰国 )。来自 38 个会员的 NMHS 高层管
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参与了这些研讨会，研讨会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好评。理事会要求为 NMHS 组织更
为具体、更为针对国情的培训，开展试点项目，以协助会员实施该战略。
与服务提供有关的社会经济事宜
4.1.32

理事会强调政府为 NMHS 提供基础设施特别是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性，作为有效

服务提供的主要支柱。理事会回顾到 EC-65 强调了 WMO 与世界银行的项目 - 联合编写一份有关
NMHS 活动社会经济效益评估方法学的权威性出版物 - 是非常重要的，并要求应向 EC-66 提交一份
该项目的进展报告。在这方面，出版物的编写进展顺利，PWS 计划司在三次区域研讨会期间 ( 参见
第 4.1.31 段 ) 向与会者介绍了出版物中阐述的评估水文气象服务社会经济效益的基本概念，理事会
对比表示赞赏。最近 PWS 计划司在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NCAR)(2014 年 4-5 月，美国科罗拉多博
尔德 ) 举行了一次主要作者和编审会议，审议并进一步修订了出版物的草案。
4.1.33

理事会回顾到 EC-65 讨论了举办马德里大会的后续会议 ( 马德里 +X) 的问题。理事

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EC WG/SOP) 于 2014 年 2 月举行会议讨论了举办马
德里大会 (2007 年 ) 后续会议的可能性，并建议 EC 考虑于 2017 年举办一次会议，内容侧重于：
(a)

气候服务的经济价值；

(b)

为 NMHS 提供一个展示其服务效益的机会；

(c)

分析社会经济效益的方法论；

(d)

获取服务，支持发展；

(e)

有关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的进展；

(f)

政府投资 NMHS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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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 还建议会议包括一个高级别部分。理事会还建议 Madrid+10 应侧重于提供有关向政府和其他决
策者传达这些效益的指导。
4.1.34

理事会建议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对本次会议的效益分析工作，通过其适当的工

作组取得了进展，将向第十七次大会提交一份有关举行 Madrid +10 大会的建议。理事会赞赏地注意
到西班牙热诚提出主办马德里会议的后续会议，经过进一步审议后，该会议的主办权将得以批准。

改进预报和预警服务
4.1.35

理事会注意到有关 PWS 计划的一些新倡议要求理事会提供指导和咨询意见，最重要

的是有关基于影响的预报、基于风险的预警、为大城市提供服务以及地面交通。

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
4.1.36

理事会注意到 NMHS 有根据环境参数 ( 如温度、风速、河流水位 ) 阀值提供咨询意

见的传统。此类意见让用户来判断预测的活动条件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生命、财产和基础设
施的影响。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结合了对环境条件的预测以及受这些影响人们的脆弱性评估，理
事会对比表示赞赏。例如，一个安静的星期天早晨苏格兰下三英寸的雪不会产生影响或者仅有很小
的影响，不需要发布预警。在早高峰前，伦敦周边相同的雪量会造成混乱，则需发布预警。在这个
简单对比中，基于影响的预警考虑了气象现象、地点、时间、条件和结果。预警的级别是预先商定的，
并结合了影响分析和具体的用户，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预警是代表用户发布的。理事会支持这一方针，
它将有利于 NMHS 提供适合特定用户需求和情况的咨询意见，因此它更具针对性并可由他们付诸行
动。
4.1.37

理 事 会 回 顾 到 EC-65( 参 考： 最 终 节 略 报 告， 总 摘 要 第 4.1.26-4.1.38 段 ) 讨 论 了

NMHS 在提供公共预报和预警服务时向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而努力，以支持社会适
应力。理事会同意政府和公众需要了解恶劣天气灾害对人们生活、生计、财产和经济的影响，其
对 NMHS 的要求不只是讲讲所预计的天气条件。PWS 满足用户需求减轻水文气象灾害影响专家组
(CBS/OPAG-PWS ET/DPM) 在为会员编写一系列有关开发多灾种影响信息和预警服务的 WMO 指
南，通过这项工作，PWS 计划司正在积极推进上述主题，理事会对此表示赞赏。这些服务将由其负
责组织按照 “ 单一官方声音 ” 的原则进行协调和发布 ( 参见 4.1.41 段 ) 理事会同意在出版指南的同
时，可证明基于影响预报取得进展所需行动的最好方法是通过组织试点项目。在这方面，理事会要
求 PWS 计划司将影响式预报主题纳入其培训活动，并在参与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的国家建立少数几个这样的项目，作为 SWFDP 中对 PWS 部分的特定应用，并将重点放在改进服
务提供上。

PWS 框架中的服务提供
4.1.38

执 行 理 事 服 务 提 供 工 作 组 的 会 议 (ECWG-SD，2014 年 3 月， 日 内 瓦 ) 也 认 为 与

PWS 有关的新兴事物 ( 见第 4.1.39–4.1.45 段 ) 具有重要性，并向理事会建议推进这些活动 ( 另见
4.1.1-4.1.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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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城市提供天气预报和预警服务
4.1.39

理事会同意为了抵御所有时间尺度上与洪水、热浪和寒潮、紫外线 (UV) 辐射、臭氧

浓度、灰霾和空气质量等有关的环境灾害的影响，大城市需要气候、天气和环境服务。对于 NMHS
而言，重要的是提供贴切用户需要的服务，有针对性地改进沟通及客户关系，具体办法就是建立一
个完善的多渠道分发和传递系统，让大城市中所有合作伙伴以及公众了解情况。在这方面，理事会
欢迎 PWS 为解决这些挑战而开展的工作，包括编写一系列的指南用于为大城市和大型城市综合体
建立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理事会要求将大城市服务提供连同研究活动作为重点事项考虑。

为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提供业务气象协助
4.1.40

理事会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为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提供业务气象协助专家组 (CBS/

DPFS-PWS) 会议 ( 瑞士日内瓦，2013 年 7 月 ) 的成果。报告全文可查询：http://www.wmo.int/
pages/prog/www/CBS-Reports/documents/Final-Report_TT-Humanitarian-July2013.pdf。该任务组
的主要建议是正在编写的 WMO 全球季节性气候更新报告 (GSCU) (http://www.wmo.int/pages/prog/
wcp/ccl/opace/opace3/documents/GSCU-Brief.pdf ) 可能是 WMO 对早期预警早期行动 (EWEA) 报
告的潜在贡献，该报告被人道主义机构广泛用于防灾。注意到主要得建议以及以用户友好的语言、
人道主义机构易于理解 (HA) 的方式翻译 GSCU 的可能性，理事会回顾到编写 GUSU 正在试验阶段，
GUSU 的目的是为 NMHS、RCC 和 RCOF 提供协助。因此，理事会要求 CBS 和 CCl 考虑为人道
主义机构和 EWEA 报告做出最为适当和有效的贡献。

预警的 “ 单一官方声音 ”
4.1.41

理事会强调会员需要加强其服务提供的作用，以确保其能够在来自其他服务提供商竞

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继续作为提供预警服务的 “ 单一官方声音 ”。为此，理事会强烈鼓励会员参与
各项 WMO 活动，以有助于 NMHS 解决这个问题。此类活动包括：(1) 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WWIS)
渠道，其可让会员向媒体传达其官方城市预报；(2) 灾害性天气信息服务 (SWIC) 渠道可提供热带
气旋、强降雨和降雪、雷暴、大风和大雾的预警；(3) 通用预警规程 (CAP)，该标准可通过所有媒
体发布预警；以及 (4) 国际预警机构注册系统。

通用预警规程 (CAP) 标准
4.1.42

理事会回顾到 EC-65 大力鼓励会员参与采用 CAP 标准，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各种警报。

理事会支持 PWS 计划的活动，通过 CAP 快速启动活动，向 NMHS 提供有关 CAP 的培训，所谓快
速启动活动就是提供实地技术援助，让 NMHS 能够高效、经济地提供预警服务。更多关于 CAP 快
速启动活动的信息请查询：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CAPJumpStart_en.html。

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WWIS) 和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 (SWIC)
4.1.43

理 事 会 赞 赏 启 用 了 新 的、 改 进 版 世 界 天 气 信 息 服 务 (WWIS) 网 页 (http://

worldweather.wmo.int/)。理事会赞赏香港天文台 (HKO) 用十种语言主办 WWIS。理事会鼓励会员
更多参与 WWIS，即增加预报天数以及增加其提供预报和气候信息的城市数量。

服务提供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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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审议了在开发 PWS 预报员和顾问能力要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另外，向媒体

和应急管理部门提供公共气象服务是项涉及多种专业角色的工作，需要一套附加能力，理事会也审
议了这方面的进展情况。这样一套能力框架将可指导会员建立和展示与提供 PWS 相适应的能力水平。
理事会获悉该能力框架将提交 2014 年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 (CBS 特别届会 (14)，2014 年 9 月，
巴拉圭亚松森 ) 批准。这些能力将被视为推荐规范 / 做法，并将作为 WMO 技术规则的参考文献。
在这方面，理事会表示希望开发出一个能用于所有涉及服务提供的 WMO 计划的服务提供能力框架。

服务提供中的新技术
4.1.45

理事会强调社会媒体渠道如推特 (Twitter)、脸书 ( Facebook) 和 YouTube 在服务

提供方面不断发展并变得日益重要 ( 参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使用社会媒体战略的指南 (WMO No.
1086, PWS-24)，可查询：http://library.wmo.int/pmb_ged/wmo_1086.pdf)，还强调在分发天气预报
和预警中智能手机的使用。理事会认识到近年来智能手机在全球范围内 ( 包括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
家 (LDC)) 的普及，提供了一种新型高效的渠道向公众传递信息。理事会鼓励使用这些新工具，并
要求协助会员开发应用软件 (App) 以提高天气预报和预警的覆盖范围。
热带气旋计划

对业务预报员提供支持
4.1.46

理事会忆及热带气旋计划 (TCP)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国家和区域协调系统，用多

灾种防御办法把预报和预警服务及时交付给用户，以便其采取保护措施，从而把热带气旋造成的生
命和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水平。
4.1.47

理事会听取了 WMO 在台风 “ 海燕 ” 期间作出的响应，以及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PTC-2014，2014 年 1 月，日内瓦 ) 关于后续行动建议的讨论。理事会进一步获悉执行理事会服务
提供工作组 (ECWG-SD，2014 年 3 月，日内瓦 ) 批准了 PTC-2014 提出的建议，并强调需要将服
务提供视为 TCP 的优先重点。
4.1.48

理 事 会 欣 然 注 意 到 TC 预 报 员 网 站 (TCFW)(http://severe.worldweather.wmo.int/

TCFW) 在不断更新，容易登录，并已成为 WMO 的一个官方网站而向公众开放。理事会也注意到更
新后的《全球热带气旋预报指南》网络版已经上传到了由澳大利亚气象局托管的网站服务器，并已
进入全面审查的最后阶段，之后便可供用户访问。理事会对其作者们，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主编 Chip
Guard of Guam 先生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宝贵的志愿奉献。理事会也请求秘书处向易受热
带气旋侵害的会员发一封信函，告知其该 “ 指南 ” 的可用性。

协调预报服务
4.1.49

理事会回顾了在其第 65 次届会上欢迎第七次技术协调会议 (TCM)(2012 年 11 月，

印度尼西亚 ) 建议探索开发一个全球统一标准的包括类别的热带气旋分类系统的可行性。由 TCM 建
立的特别团队已经在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调查工作。关于该调查的概念文件将提交给计划在 2015 年
召开的下届 TCM。
4.1.50

理 事 会 回 顾 了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ICAO) 附 件 3 第 75 号 修 正 案 /WMO 技 术 条 例

总摘要

39

[C.3.1]，内容是为航空界提供图形格式的热带气旋预警。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为了最终过渡到
提供所要求的产品，ICAO 和 TCAC 之间正在进行讨论和交流。鉴于国际航空导航中对预警的利用
水平有所提高，理事会敦促 TCAC 尽早完成向预警格式的过渡。

区域热带气旋委员会
4.1.51

理事会认识到五个地区热带气旋 (TC) 委员会在改善和加强对会员的区域协调和协作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定期更新业务计划 / 手册和技术计划，可以提供并改进热带气旋预报和
预警服务。在这一点上，理事会欣赏 TC 委员会的出色工作，他们在各自的责任区内，通过其业务
计划 / 手册和协调后的技术方案分别正在促进、加强热带气旋、风暴潮、洪水预警服务及相关减轻
灾险工作。此外，理事会高度赞赏 TC RSMC/TCWC 的工作，在热带气旋的季节，他们为责任区里
的会员做 24 小时的热带气旋监测和及时的预报和警告。
4.1.52

考虑到发展地区早期预警系统的效率和有效性，理事会重申了如上段所述 TC 委员会

通过多灾种方法在其区域展现的重要作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区域 TC 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支持，
以使其履行建立地区预警机制等职责。

能力开发
4.1.53

理事会注意到 TCP 在伙伴合作计划支持下定期组织培训和课程，对 NMHS 增强热带

气旋的预测能力给予了重要的援助。因此，理事会感谢澳大利亚气象局、中国气象局、法国气象局、
日本气象厅及 NOAA/ 国家飓风中心承办这些团体培训，感谢日本气象厅和印度气象局在 RSMC 进
行的岗位培训。有关团体训练，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为了 NMHS 急需的能力开发最近安排了特
别活动，包括四区协 (RA IV) 针对海地事件而举办的飓风预报和预警和 PWS 研讨会。理事会支持
TCP 在培训中采取的做法，即结合合作伙伴项目形成协同效应，覆盖更广泛的预警服务内容，比
如为 SWFDP 而特别做的 DPFS、为 EWS 而做的 DRR 和为 CIFDP 而做的 MMOP。此外，还有
PWS，其引人注目的成就已经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得到了证明。
4.1.54

理事会重申需要发展热带气旋预报员的能力，确保热带气旋预报服务的质量，满足用

户的需求。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四区协和五区协在发展 TC 预报能力方面真切的进步。理事会强调
需要发展 TC 预报能力，敦促秘书处支持在 RSMC 的活动下促进通过区域热带气旋委员会其他热带
气旋区域 TC 预报能力的发展，同时确保其与海洋天气预报等其他相关并正在开发的能力充分协调。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区域热带气旋委员会提供行政支持，以有效落实培训机会和课程，把重点放在
已确定的区域培训需求上。
4.1.55

理事会认识到虽然热带气旋路径的预报准确率逐渐增加，但是热带气旋预报业务仍面

临着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在预报热带气旋强度、路径和相关风暴潮的快速变化以及远距离降水的增
强方面。这意味着热带气旋对公众的巨大威胁是难以预料的。因此，理事会重申高优先权要继续给
予从研发到业务应用的转化，特别是在热带气旋登陆过程中预报其路径、强度的快速变化和相关灾
害影响，因为这类应用对减少灾害风险意义重大；理事会指出由 TCP 和 WWRP 组织的关于研究方
面的讨论会和项目可在这方面提供绝佳机会，因而敦促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促进让业务预报人
员参与这类活动。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2014 年 12 月将在韩国济州组织召开 “ 第八届 WMO 热
带气旋国际研讨会 (IWTC-8) 和第三届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 (IWTCLP-3)”，鼓励会员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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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地让其热带气旋业务预报员参加这两个研讨会。
4.1.56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和提高对波浪和风暴潮的预报能力，已成功地举办

了一系列 “ 关于风暴潮和波浪预报的 MMOP/TCP 联合研讨会 ”。结合 “ 风暴潮监测方案 (2008 年 6
月，日内瓦，第六十次届会 EC-60)” 的实施，理事会要求 WMO 秘书处在那些需要的地区继续组织
和促进举办这类研讨会，作为 MMOP、TCP 和 SWFDP-EA 的 DPFS 之间的合作。此外，理事会注
意到，五区协正在开展的 SWFDDP 已为该地区相关会员带来了宝贵的利益，因此，建议热带气旋
计划 (TCP) 推广该项目的活动。
4.1.57

理事会获悉四区协飓风委员会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第 36 届会议上同意于 2015 年初与海洋

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MMOP) 合作召开一次区域风暴潮研讨会，以及墨西哥和美国均在考虑是否承办
此研讨会。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墨西哥提出于 2014 年组织风暴潮研讨会，以实施 NOAA 提供的海、
湖、漫滩飓风浪涌 (SLOSH) 模型，并提供部分资金，意在促进本区域有意实施该模型的会员的参与。
4.1.58

理事会注意到了意欲修订热带气旋强度技术指南的要求，因该强度是基于风速、涌浪、中

心最低气压和沿海风暴潮确定的，但没有考虑因热带气旋生成的降雨，特别是易受突发洪水影响的
山区和沿海低洼地区的降雨。理事会注意到热带气旋的分类由区域一级安排，因此建议秘书处向区
域热带气旋机构提出审议并考虑如此修订的可行性。

支持提高海洋气象服务能力
4.1.59

理事会满意地认识到，JCOMM 各工作组和任务组为落实 JCOMM 休会期间工作计划

(2012–2017)，尤其是为满足对改进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的技术需求和区域需求做出了持续努力。
为此，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2014 年 3 月 3-7 日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为几内亚湾和北大西洋地区预报
员举办的海洋预报培训研讨会取得了成果 (http://www.jcomm.info/MF-Training-2014)，并鼓励秘书
处与西非会员合作落实研讨会提出的关于未来开发该地区海洋天气服务的建议。理事会注意到，此
次培训是与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ACMAD) 及许多其他开展海洋气象教育培训活动的国内和国际
伙伴密切合作举办的，理事会鼓励此类综合规划应扩展到全部培训活动，以确保协同效应和资源的
有效使用。
4.1.60

理事会忆及到，通过 WMO、国际海事组织 (IMO) 和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IHO) 的合

作、通过 JCOMM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 (ETMSS) 提供的技术咨询，实施了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
警服务 (WWMIWS)。理事会鼓励会员与各自区域 / 地区的 METAREA 协调员积极联系，以促进在
同一 METAREA 中各气象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调，确保气象海上安全信息 (MSI) 的无缝服务。为此，
理事会鼓励负责 METAREA 协调的机构 ( 包括指定的协调员、发布机构和筹备机构 ) 积极参加将于
2014 年 8 月 18-22 日在新西兰惠灵顿举办的第二次加强海上安全服务研讨会 (http://www.jcomm.
info/MSS2)，以及同期举行的 IHO 全球导航预警服务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WWNWS-6)。理事会
还敦促负责 METAREA 协调的机构定期为 WWMIWS 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提供经确认的
METAREA 协调员联系信息和提供 METAREA 自我评估结果。
4.1.61

理事会注意到与合作组织 ( 如欧洲委员会 ) 适当开展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性，以避免重

复并确定改进服务的协同效应 ( 例如：WMO 海洋气象服务和哥白尼海洋服务 )，特别是开发海洋资
料收集或预测中心 (D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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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气象服务规章框架和指南
4.1.62

理事会忆及到，WWMIWS 规章框架 – IMO/IHO/WMO 联合海上安全信息手册 ( 联

合 MSI 手 册 )- 涉 及《WMO 海 洋 气 象 服 务 手 册》(WMO-No. 558)， 并 要 求 JCOMM/ETMSS 与
JCOMM 其他任务组和工作组合作，继续评审联合 MSI 手册，确保与现行的 WMO-No.558 评审过
程保持一致。理事会还注意到，未来对联合 MSI 手册的评审和修订应成为 WMO、IMO 和 IHO 之间
跨机构全面及简化合作的一部分，其中应包括：(1) 通过 WWMIWS 支持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MDSS)；(2) 主要通过现行对全球海洋环境应急响应协调机制的评审，支持搜索和救援 (SAR)
以及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 (MARPOL)；(3) 通过 JCOMM 海冰专家组 (ETSI) 对海冰服务规章框
架的持续协调，WMO 可为 IMO 制定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国际电码 ( 极地电码 ) 做出贡献。因此，
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制定工作计划，以更为全面和简化的方法，严格拓展与 IMO、IHO 及其他相关组
织的合作。
4.1.63

鉴于 Cg-16 建议所有技术委员会要确定其核心工作任务的能力要求，理事会高兴地注

意到正在开发 WMO 海洋天气预报员 (WMF) 能力标准框架。理事会注意到，现行的过程考虑了全
球各海洋天气办公室法定职能的显著变化，因此，提请批准的关于各自区域 / 国家职能和优先重点
的 WMF 能力反映了这种多样的职能。理事会获悉，相关工作组和专家组 ( 例如 EC 教育培训专家组 )
对草案进行评审之后，框架将提交 Cg-17 批准。理事会建议，该进程应考虑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框架，
同时正在开发中的那些能力框架，例如公共天气服务 (PWS) 能力框架，应当考虑各自的需求，以
确保开发与应用相统一，出来的结果能够用于 NMHS 工作。

支持将科学转化为业务
4.1.64

理事会注意到，各技术委员会应发挥机制性作用，以确保科学技术转化为业务和服务

提供。为此，理事会敦促 JCOMM 各任务组和工作组加强其与 WMO 各研究计划以及伙伴组织的合作，
并要求秘书处对 JCOMM、CAS 及其他技术委员会的相关任务组和工作组的协调工作提供必要的支
持。首要关注点应是那些直接涉及 WMO 优先重点的活动，包括下列领域：
(a)

次季节到季节预测业务耦合的海洋部分，并考虑海洋观测的应用和海洋资料标准化，
以便用于海洋分析和季节预报系统；

(b)

海冰部分纳入到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尤其是通过其各个子部分、WWRP 极地预
测项目和 WCRP 极地气候可预测性倡议 (PCPI)，并确保适当审议和更新海冰服务手
册和指南；

(c)

通过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CIFDP)，将科学技术开发纳入海岸带业务预报和预警，
尤其是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以及为小岛屿和沿海大城市提供先进的服务。

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4.1.65

理事会注意到，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CIFDP：http://www.jcomm.info/CIFDP)

的实施取得了进展，该项目旨在展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如何促进及有效协调综合海岸带

4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洪水预报和预警。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现行 CIFDP 的国家子项目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孟加拉子项目
(CIFDP-B) 已成功实施第二阶段 - 开发出运行就绪的海岸带洪水预报模式及针对预报员的相关培训；
斐济子项目 (CIFDP-F) 于 2013 年 10 月完成了其第一阶段，并准备启动第二阶段；印度尼西亚子
项目 (CIFDP-I) 通过国家利益攸关方研讨会 (2013 年 12 月 3-5 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 正式启动
了第一阶段。理事会称赞这些国家为在本国促进该项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那些通过财力、
物力和技术咨询促进 / 支持实施 CIFDP 的国家表示感谢。
4.1.66

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 JCOMM 海浪和沿海灾害预报系统专家组 (ETWCH) 和 CHy 各

工作组提供的可靠的科学技术咨询。理事会还注意到下列相关计划和项目与 CIFDP 有联系，包括区
域风暴潮监视计划 (SSWS)、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欧洲空间局 (ESA)eSurge 项目、
WMO 社会经济研究应用工作组 (WG-SERA) 等。理事会鼓励 JCOMM 和 CHy 继续与这些活动密
切协调，以协作加强各自子项目下的国家能力，并与 GFCS 水和降低灾害风险的重点领域挂钩，以
继续推动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4.1.67

理事会强调，从实施各 CIFDP 国家子项目中获得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可有助于其他国

家努力消除类似的关切，提高海岸带洪水预报和预警能力，理事会要求秘书处继续探索和协调各项
活动，以实现 CIFDP 实施的效益和协同作用最大化，尤其是对于那些在面临海岸带严重灾害时需要
技术援助的会员。鉴于根据 TC“ 海燕 ” 和相关风暴潮事件的经验所确定的需求和要求，理事会要求
秘书处采取必要措施，帮助会员满足此类需求，例如可对改进海岸带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
预警服务的各项活动进行协调，可利用 CIFDP 的既定过程和专家团队。理事会还鼓励 JCOMM 和
CHy 通过 CIFDP 指导组，为促进区域风暴潮监视计划积极提供技术指导 ( 另见 4.1.46-4.1.58 段 )。

对海洋渔业的服务
4.1.68

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和相关气候问题的过程中，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JCOMM 和农

业气象委员会 (CAgM) 通过 JCOMM-CAgM 天气、气候和渔业联合任务组 (TT-WCF: http://www.
jcomm.info/TT-WCF)，共同努力提升在海洋气候学 / 海洋学及其对海洋渔业影响等方面的了解和
能力，尤其是在太平洋岛屿国家 (PIC)。理事会注意到 CAgM 第十六次届会 (2014 年 4 月 ) 以及
JCOMM 管理委员会第十次届会 (2013 年 5 月 ) 批准了该任务组的工作计划，从而促进了渔业船
只在太平洋海域的观测和资料传输。鉴于该任务组的工作对 SIDS，尤其是南太平洋 SIDS 具有直
接的益处，理事会赞成该任务组的工作，并要求秘书处采取措施，促进该任务组的各项活动 ( 另见
4.1.70-4.1.77 段 )。鉴于这对涉及粮食安全重点领域的 GFCS 实施具有直接贡献，也对 GFCS 的所
有结构性支柱具有直接贡献，因此理事会还强调要进一步努力，保持和扩展海洋气候服务 ( 包括区
域和次区域 )，尤其是针对影响渔业生产率的极端现象。
4.1.69

理事会进一步强调社会宣传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巡回研讨会对于向渔民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宣传海洋气象服务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认识用于海洋气象服务的技术语言。理事会进一步注意
到巡回研讨会对于优化服务反馈机制的益处，从而可能实现对于社会影响的最大化 ( 例如：农业气
象学农民田间学校 )。在这方面，理事会欢迎 CAgM 和 JCOMM 的举措，即在西非为渔民开展的一
系列巡回研讨会，理事会还鼓励会员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将这项工作扩展到其他地区。
农业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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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 (CAgM-16)
4.1.70

理事会注意到农业气象委员会 (CAgM-16) 第十六次届会于 2014 年 4 月 10-15 日在

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并注意到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理事会特别批准了 CAgM-16 通过的委员会在
2014-2018 年休会期间工作计划中的四个重点领域：业务农业气象、农业气象科学和技术、农业自
然灾害和气候变率 / 变化、以及农业气象能力建设。理事会注意到 CAgM-16 的报告，批准了委员会
的建议 / 决议，并通过了决议 7(EC-66) – 农业气象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报告。
4.1.71

理事会注意到了本委员会的思路是使其活动与 WMO 战略计划确定的优先事项相一

致，特别是十分重视其对服务提供、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减轻灾害风险和能力发展方面的贡献。
4.1.72

理事会注意到 CAgM-16 决定继续开展 JCOMM/CAgM 天气、气候和渔业联合工作组

的工作。理事会鼓励这种协助，批准了继续设立该跨委员会小组，并要求两个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在
这一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领域的合作。
4.1.73

CAgM-16 建议建立一个 CAgM/CCl 联合物候学专家组，并可能涉及与国际生物气象

学协会的合作，理事会对此倡议表示支持。
4.1.74

理事会鼓励会员提名更多的专家参与 CAgM 开放专家组 (OPCAME)，并促进其积极

参与 CAgM 四个重点领域的工作。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更多地使用电子媒介和电话会议来
开展其活动，并支持继续使用此类工具，以加强 CAgM 相关项目和活动的沟通与反馈机制。
4.1.75

理事会注意到需要制定全球土壤湿度测量标准和指南，以便支持由全球能量和水循环

项目 (GEWEX)、GEO 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负责协调的国际土壤湿度网络 (ISMN)。理
事会支持 CAgM 关于建立和协调土壤湿度示范项目 (SMDP)，旨在制定这些标准和指南，这也会对
WIGOS 和 GFCS 的任务和目标提供宝贵支持。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4.1.76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和委员会主席为 GFCS 农业和粮食安全范例提供资料、促进其

发展并支持为其召开协商会议。理事会还注意到该范例的目标是将参与农业和粮食安全的联合国机
构与国际组织汇集起来，并确定用户对气候问题的需求。理事会要求秘书处继续与各联合国机构针
对农业和粮食范例开展合作。
4.1.77

理事会注意到了 CAgM 主席提议的全球农业气象倡议 (GIAM) 的制定和实施。GIAM 的目

的是满足 WMO 战略计划的要求和实施 GFCS、WIS、WIGOS 和 DRR 的要求，以及来自其他相
关国际机构，如地球观测组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要求。
GIAM 将审查观测 / 预报、研究、用户界面平台、服务提供和能力发展等与 CAgM 的优先重点相一
致的农业气象相关活动。理事会建议 GIAM 倡议也可向 IBCS 和其他相关的国际合作机构报告。理
事会支持建立一个由预算外资金支持、专用于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的 “GIAM 协调办公室 ”。同时，
理事会接受了韩国气象厅支持一个临时 GIAM 协调办公室提议。
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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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在水资源管理背景下服务提供包括整套的 WMO 专题责任、气象服务、

气候服务和水文服务。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关键取决于从所有这些部门广泛地获取资料和产品，还取
决于点预报产品具有量化的不确定性。对于此类信息，如全面的水资源以及相关评估，降水、洪水
和干旱事件的统计以及对地表水的数量和质量在空间和 / 或时间趋势上有意义的评估，需求在不断
增长。鉴于水资源管理的特殊需求，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应确保对其资料和预报固有的不确定性
加以认识和量化。
4.1.79

理事会注意到水资源管理可以在减轻洪水影响、抗旱蓄水、水力发电等应对气候变化

的减缓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水资源管理要求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整合。
理事会建议除了目前的重点防洪管理外，适当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考虑水资源管理。。
4.1.80

理事会注意到，许多河流穿越多个会员的领土 ( 跨界河流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有效的水资源管理业务需要会员间快速共享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理事会敦促会员制定协议，通
过水流域委员会或其他适当的机制， 协调针对跨界河流的服务提供，并酌情采用通用技术，促进资
料和信息共享。

4.2

减少灾害风险 ( 议题 4.2)

提高会员降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因素引起的各种灾害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 ( 预期结果 2)
2015 年后 WMO 减轻灾害风险活动和计划的实施进展
4.2.1

理事会注意到由 NMHS 为支持基于风险和影响的 DRR 决策而提供的多灾种信息和服

务的根本重要性。理事会注意到以下有关收录好的做法和指南，以协助会员相关活动取得的进展：
(1)WMO 灾害定义，分类和灾害数据 / 元数据的建模要求，以便与灾害和民防机构 (DCPA) 合作，
支持损失损坏情况的资料收集和风险分析；(2)《WMO 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多灾种早期预警
系统和支持应急准备、响应、救援和早期恢复行动中搭建机构伙伴关系的指南》；和 (3)《WMO 关
于灾害风险融资和保险对气象和气候服务要求的指南》( 完成或即将在 2015 年完成 )。理事会进一
步注意到 TC 和技术计划 DRR 联系人 (DRR FP TC-TP)、WMO DRR 用户界面专家咨询组 (DRR
UI-EAG) 和其它机构做出的贡献。理事会鼓励会员积极参与国家风险分析进程，与负责收集损失和
损坏情况数据的国家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和工作安排。
4.2.2

理事会注意到在东南欧和中美洲区域合作框架下的 DRR 国家能力发展项目继续实施。

忆及近期在这些区域发生的洪水和其它水文气象极端事件，理事会鼓励秘书处和会员继续努力，实
施并交付以上项目的成果。理事会注意到，在 DRR FP TC-TP 会议的讨论中，有人建议在东南亚启
动一项 DRR 项目，关注风险分析和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MHEWS) 的能力发展。2014 年技术委员
会主席会议 (PTC-2014，2014 年 1 月 ) 讨论了以上建议。理事会注意到 PTC-2014 的相关建议，
并要求秘书长与 PTC 在 DRR FP TC-TP、二区协、会员和战略伙伴的支持下，与相关 WMO 项目
和计划展开协作，根据 PTC 的建议细化以上建议，以补充现有相关计划和活动、避免重复建设。
4.2.3

理事会注意到 CBS/DPFS-PWS 为人道主义机构提供业务气象协助专家组 (CBS/

DPFS-PWS) 会议的工作是 CBS 为 WMO DRR 优先重点做出的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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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强调 DRR 培训材料的重要性，包括与加强国家体制安排有关的材料。理事

会注意到会员、区域培训中心 (RTC) 和 DRR 计划已编写了大量的培训课程，可以通过适当的引
入 合 作 伙 伴 ( 如 世 界 银 行 和 其 他 联 合 国 机 构 (UNISDR、UNDP、UN-OCHA、WFP、CADRI 和
UNITAR)) 的相关材料而得以扩展和阐述。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a)

审查会员、RTC 和合作机构编写的现行 DRR 培训课程和计划；

(b)

促进协调地获取 DRR 培训和指导材料。

4.2.5

理事会注意到，DRR 活动在 2014-2015 年时间框架内规定了若干具体的交付成果，

它的实施直接有助于 GFCS 的实施，具体包括服务于危害风险分析和灾害风险融资和保险的气候服
务的用户要求指南。
4.2.6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为人道主义机构提供业务气象协助专家组的第一个试点项目是与全

球灾害预警协调系统 (GDACS) 进行合作。然而，理事会也对 GDACS 发布自己的多灾害预警的惯例，
表示了关注。理事会认识到 GDACS 和其他非 NMHS 来源的警报和预警可能会挑战和削弱 NMHS
发布的权威气象、水文和其他环境灾害预警。因此，理事会要求 CBS 审查与提供气象、水文和其他
环境灾害及其可用性有关的管理程序，以期制定适当的指导意见，供 Cg-17 审议。

2015 年后 DRR 框架
4.2.7

考虑到《2005-2015 兵库行动框架》 (HFA) 即将到期，理事会回顾到 2015 年后的减

轻灾害风险 (DRR) 框架将在第三次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 (WCDRR-3)(2015 年 3 月 14-18 日，日
本仙台 ) 上考虑通过。理事会还注意到 2014 年区域和全球的磋商正在进行，得到了联合国减少灾
害风险国际战略 (UNISDR) 和区域社会经济组织的帮助，旨在起草《2015 年后的 DRR 框架》。
4.2.8

理事会欢迎日本的提案，与秘书处和会员合作开发和开展有关 WMO 和 NMHS 优势

和责任的示范，特别是增加开发和加强自然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责任。
4.2.9

理 事 会 鼓 励 所 有 的 会 员 积 极 参 与 2015 年 后 DRR 框 架 的 国 家 和 区 域 协 商 以 及

WCDRR-3 的活动并为其提供意见，以展示：(i) 通过个案研究和 “ 成功案例 ”，气象、水文和环境服
务对于支持 DRR 决策的重要性；以及 (ii) 在实施早期预警系统以支持风险知情决策方面，会员的技
术和体制能力以及面临的挑战。
4.2.10

理事会注意到 WMO 积极参与规划 WCDRR-3 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参与起草 2015 年

后 DRR 框架，其中明确指出了 WMO 内 DRR 战略的方向。在这方面，理事会强调应集中精神明确
地确定 NMHS 和其他国家机构在 2015 年后 DRR 框架方面的总体作用，并加强其提供权威、( 在可
能的情况下 ) 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的能力，以为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决策支持机制
提供信息。理事会进一步强调会员的 DRR 活动是其服务提供任务的一部分，以确保备灾、应灾和抗灾，
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 WMO 与 DRR 相关计划和活动以及 WMO 服务提供战略进行协调。
4.2.11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8 (EC-66) – WMO 减轻灾害风险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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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料处理与预报：天气、气候和水 ( 议题 4.3)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预测和预警的能力，以尤其支持降低灾害风
险和气候影响及适应战略 ( 预期结果 3)
天气事宜

全球资料处理与预报系统 (GDPFS) 的发展
4.3.1

理事会回顾到，第十六次大会 (Cg-16)(2011 年 ) 通过第 6 号决议 (Cg-16) 批准了

修订后的《GDPFS 手册》(WMO-No.485) 的大纲，其中大会决定该手册是针对会员所有业务化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单一技术规则的来源。理事会注意到《手册》的修订工作即将完成，并将向
CBS-Ext.(14) 提交情况报告。理事会还注意到修订后的《手册》在完成后将符合《WMO 编写和颁
布 WMO 技术规则的指南》(WMO No. 1127, 2014) 中的原则和程序。
4.3.2

理事会注意到举行了 “CBS-CCl 联合业务长期预报研讨会：GPC 和 RCC 以支持

NMHS 和 RCOF”( 巴西巴西利亚，2013 年 11 月 25-27 日 ) 并要求 CBS 和 CCL 制定一个协调的行
动计划，纳入研讨会的建议以加强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 (GPC) 与区域气候中心 (RCC) 之间交换
资料、方法和工具，并改进 NMHS 和 RCOF 在长期 ( 季节性 ) 预报方面使用的业务做法。理事会
注意到可从 SWFDP 短中期天气预报中的逐级预报流程获取成功范例。在这方面，理事会赞赏一些
会员在所有区域开展的培训活动。
4.3.3

理事会回顾到 Cg-16 (2011 年 ) 要求多模式集合长期预报牵头中心 (LC-LRFMME)

扩展其职责，加入对延伸期 ( 超过 10 天多达 30 天 ) 预报的业务交换，还进一步鼓励运行动力次
季节 ( 少于 90 天 ) 预测系统的 GPC 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其各自系统的资料，用于制作和显示 LCLRFMME 的多模式次季节产品，季节范围的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注意到延伸期预报验证的标准程序
需要支持预报的业务交换，理事会进一步鼓励 CBS 和 CCL 与 WWRP-THORPEX/WCRP 研究计划
和活动在次季节至季节预测方面协作。
4.3.4

理事会审议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情况，注意到它的成功取决于会员的资料处

理和预报系统 (ER 3) 以及资料处理和服务提供职能之间的有效联系，例如，包括为基于影响的预报
开发科学合理的方法以及制作基于风险的预警。应加强 GDPFS 及其业务中心并进一步开发无缝隙
资料处理和预报以覆盖所有的预报时间尺度，并扩展纳入与环境相关的预测以支持服务提供 (ER 1)。
因此，理事会还鼓励秘书处及相关的委员会编写有关的指导材料，让会员能够利用全部的 GDPFS
能力。
4.3.5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会员在应对预期将威胁民众安全的主要气象或气象相关灾害时可能

的需求。理事会因此要求 CBS 与各 RSMC 协商，编制 NMHS 应对极端天气相关事件预备期的简明
行动指南。应提供有关行动和活动的指导，NMHS 可以加以利用来提高应对极端事件的防备能力，
以现有指南为基础，包括 RSMC 联系以及其他关于其它业务中心的作用等信息。
4.3.6

理事会要求秘书处与 TC、RA 以及包括 RSMC 在内的各业务中心进行协调，分析问题，制

定一个描述 WMO 对会员求助做出响应的作用和职责的工作安排草案，同时注意会员的业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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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 EC 提交报告供审议。
4.3.7

理事会进一步鼓励 CBS、JCOMM 和 CAS 之间继续开展合作，以确保面向业务实施

的研究计划和产品可以方便地利于会员的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包括极地预测、次季节至季节预测，
并利于沙尘暴预警和咨询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4.3.8

理事会注意到由世界银行、WMO 和美国国家气象局联合组织的协助维持国家气象部

门 – 加强 WMO 区域和全球中心研讨会 ( 美国华盛顿特区，2013 年 6 月 18-20 日 ) 的成果，并要
求 CBS 考虑研讨会的建议，指导 SWFDP 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指导 GDPFS 的发展。
4.3.9

理事会欢迎成立极端天气预报示范项目项目办公室并对秘书处表示赞赏，特别是其在举

办东南亚区域子项目培训研讨会中做出的积极贡献，该班于 2014 年 6 月在菲律宾举行。理事会也
感谢菲律宾、中国香港、日本与越南通过承办或参加培训班对此次活动的成功做出的贡献。理事会
认识到会员对可提高 NMHS 减轻灾害风险活动能力的逐级预报流程方法寄予厚望，并鼓励会员在秘
书处的支持下进一步对区域子项目示范阶段的实施做出贡献。
4.3.10

理事会认识到如果针对 NMHS 的实际使用量身定制，GDPFS 先进 NWP/EPS 中心

的产品可以广泛共享并更有效地供会员使用。因此，理事会强调了 WMO 业务中心对逐级预报流程
做出贡献的重要性，并特别关注对具有区域或次区域业务和责任的中心 ( 比如，RSMC、卫星产品
中心、技术培训中心 ) 输出的产品，以便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确定气象灾害和相关社会风
险及影响方面，支持和维持 NMHS 在强天气预报和预警服务中急需能力的发展。理事会建议各区域
协会应对其负责区域或次区域业务的次区域中心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4.3.11

理事会同意并进一步强调作为 GDPFS 的一部分更为广泛地实施逐级预报流程，这样

将有助于加强有资料处理和预报需求的 NMHS 的很多服务提供职能，同样也能加强 NMHS 与其他
国家组织在水文气象相关活动方面的联系，特别是那些涉及重要社会或经济风险和影响的活动。理
事会还回顾到原则上 SWFDP 模式还可应用于更长时间尺度的预测和服务提供，即在预报范围方面
可比预报恶劣性天气灾害早几天，以便在 GFCS 规划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背景下开发无缝
隙区域早期预警系统。
4.3.12

理事会注意到为业务监测和预测极端气象事件开发气候监视系统 (CWS) 的工作一直

在开展之中，与 SWFDP 协作展示其有效性能够让此项工作受益。理事会要求 CBS 协助 CCl 编写
指导材料，需要时编写业务标准或技术规则并纳入《GDPFS 手册》。
4.3.13

理事会获悉由 WMO 秘书处支持的南部非洲区域暴洪指南系统试点示范项目取得成

功。该项目是非常成功的 SWFDP 的后续，并已扩展至整个南部非洲区域。SARFFG 的主要目的是
为业务预报员和灾害管理机构提供整个区域关于小尺度暴洪的实时信息指导产品。SARFFG 通过使
用天基降水估计和水文模式，提供必要的产品支持暴洪预警。理事会注意到其它区域也在实施该项目，
并鼓励 SWFDP 和 FFGS 项目开展更密切的协作。

应急响应活动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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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ERA 针对专业大气传输和扩散模拟的安排，理事会认为在开发基于风险的高

影响预报服务更为广泛的背景下，ERA 计划的经验可能是相关的。
4.3.15

理事会认为应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针对审议和修订气象和水文方面的安全相关

指南继续开展合作。此外，对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 ( 由 2011 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发 ) 的
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取得了成果，IAEA 核安全行动计划据此呼吁扩展其事故和紧急中心 (IEC)
的职能，以开展 “ 评估和预后以应对核电站紧急情况 ”。理事会同意 WMO 应在 IAEA/IEC 扩展职能
方面提供气象和水文支持，并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就此保持协调。
气候系统监测和评估

气候声明和出版物
4.3.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各会员为 2013 年《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所做的贡献。此外，

理事会强调了声明中非洲增补件的价值，这充分证明非洲各国愿意借助 GFCS 提供的机会实施有效
的气候监测机制。理事会鼓励继续并进一步制定非洲增补件，以便建立起持续的气候监测能力。
4.3.17

理事会赞赏并欢迎出版《全球气候 2001-2010：极端事件十年》，此出版物得到了各

会员和媒体的极大关注。理事会强调了此类权威报告的作用，并建议要特别关注综合收录社会经济
影响资料，以便进一步开发多年份声明概念。理事会建议提前计划好 2011-2020 年的下次报告，包
括目录草案和确定各章节撰稿人名单。

气候指数和监测产品
4.3.1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Cl/WCRP-CLIVAR/JCOMM 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联合专家组

(ET-CCDI) 的工作，这项工作已帮助促进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了解和特性描述，而这对于气候服
务开发又至关重要。理事会敦促各会员通过建立、定期更新和共享相关气候指数数据集，支持 ETCCDI 的工作。理事会强调有必要制定海洋气候极端事件指数，并敦促 CCl、WCRP 和 JCOMM 就
此项事宜展开密切合作。理事会进一步强调需要继续开展区域能力建设，以监测极端事件的变化，
并要求 ET CCDI 和秘书处与各区域协会合作，组织更多的区域研讨会，并在这方面对区域气候中
心 (RCC) 给予支持。理事会要求，通过在 NMHS 建立联络员来加强 ET-CCDI 的后续工作。这些联
络员最好能够参加 ET-CCDI 研讨会，并应负责更新指数以及与 ET-CCDI 沟通。理事会注意到更新
ET-CCDI 研讨会所使用的软件带来的益处，并要求审议作为研讨会成果的工具箱开发情况，包括这
些研讨会中使用的报告和实际练习。
4.3.19

理事会注意到，2014 年 5 月 BMKG( 印度尼西亚 ) 和 KNMI( 荷兰 ) 在印度尼西亚茂

物召开了东南亚气候评估和数据集 (SACA&D) 联合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旨在建立面向网络的气候资
料系统，提供用户友好型气候监测产品，比如气候指数、趋势图、极端事件统计以及网格数据集。
理事会还注意到研讨会建议需要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次区域建立五区协 RCC- 网络。
4.3.20

理事会注意到 CCl 国家气候监测产品任务组 (TT-NCMP) 在不断努力，制定由各会员

定期制作和交换的 NCMP 列表。该举措通过有系统地将国家对全球气候监测的贡献标准化，从而促
进区域和全球气候系统的监测活动。理事会强调需要就计算 NCMP 和落实日常交换和收集 NCMP
的相应机制，为各会员提供指南并确定工具。理事会还注意到会员有必要仔细和彻底审查此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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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其业务气候服务的影响，理事会鼓励 CCl 制定正式的程序，可以定期制作会员的产品清单。

极端事件的业务监测
4.3.21

理事会强调各 NMHS 在为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预警提供及时天气和气候咨询方面的

作用，并敦促会员加强其在气候监视系统方面的合作，确保监测系统的协调实施、互可操作性以及
有关资料和产品的及时交换。理事会强调，应根据从天气到气候尺度的无缝方法概念开发这些系统，
并将其作为 NMHS 努力支持气候风险管理和降低灾害风险整体工作的一部分。
4.3.2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Cl 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定义任务组 (TT-DEWCE) 在提供关于

监测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 ( 包括热浪、寒潮、强降水和干燥期 ) 的定义和工具指南方面正在开展的
工作。此类指南能够协调监测这些极端事件，以支持业务气候服务 ( 包括早期预警、气候监视、气
候预测 )，并支持气候变化评估方面的研究。
4.3.23

理事会赞赏中国气象局 (CMA) 在编写《区域性极端事件客观识别方法 (OITREE)》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书已于 2012 年出版。
4.3.24

理事会进一步赞赏 CCl 提出建立一个 WMO 门户网站的倡议，有了这样的门户网站，

会员们便可准实时地在上面提供有关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观测结果的最新国家报告。该门户网站将
支持 WMO 气候系统监测这一项目，尤其可为年度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提供素材。
4.3.25

理事会期待 CCl 就上述活动提出建议，并注意到有机会将上述各项活动与 WMO 其它

计划和项目相联系，例如 WMO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和 WMO 公共天气服务 (PWS)
计划。
4.3.2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DWD 主办的 WMO 六区协 RCC 气候监测节点所开发的极端事

件数据库，该库可提供关于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发生信息，通过日常管理可使这类信息内容保持
一致，这类信息中还描述影响欧洲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时间、持续时间、地理范围和强度
及影响。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4.3.27

理事会注意到，WMO 已落实或确定了一些机构专门支持各 NMHS 的气候业务，其

中包括 WMO 依据标准和准则指定的一些高度专业化的中心，即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 (GPC)、
WMO 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 (LC-LRFMME)、WMO 长期预报标准检验系统牵头中心 (LCSVSLRF)、区域气候中心 (RCC)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中心 (GISC、DCPC)、以及如下机制：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 和气候监视系统。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GFCS 实施计划中相应强调了
这些机构，并将其作为其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支柱的一部分，这一点也得到政府间气候服务
理事会第一次届会 (IBCS-1) 的批准。
4.3.28

理事会认为，为 CSIS 要素和机制正式指定的结构对于标准化、可持续性、可靠性以

及与政策的一致性等均至关重要。理事会注意到，现有的 WMO CSIS 结构要素，除了 GPC 提供的
季节时间尺度之外，特别是关于气候资料、气候监测或气候预测等方面应当更有效地与 GFCS 观点
进行协调，同时注意到，结构要素目前可充分作为实施 CSIS 的基础。理事会要求 CCl 和 CBS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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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方法，根据 GFCS 实施原则 7( 促进和加强现有的基础设施并避免重复 )，以形式上更协调的
方式指定 CSIS 结构要素。为此，理事会注意到正在为改进资料管理以支持气候的活动，详见第 4.4.93
段。预期该活动将极大地促进所有地理尺度的气候资料服务，从而促进相关的 CSIS 开发。
4.3.29

理事会认为，在国家尺度实施 CSIS 将对气候信息提供方 ( 包括 NMHS) 提出相当大

的要求。理事会注意到，支持 CSIS 各项活动的基于商定标准的气候服务工具箱和良好规范，将会
提高服务提供方的效率和能力，并确保为用户开发并为其提供的信息和产品具有可靠性、一致性和
高质量。理事会还认为，此类工具箱还将使培训研讨会在业务技能的传授上更有针对性、切实和有效。
因此，对于那些适合纳入气候服务工具箱的工具和数据集，理事会敦促其开发方支持 CCl 与 GFCS
的实施密切协调，努力开发和分发工具箱。理事会要求 CCl 制定相应的措施，以确保工具箱中的工
具和数据集是以健全的科学和方法为基础。为此，理事会强调需要就工具箱中的相应的内容、技术
和软件与不同专业的高级科学家进行持续咨询。理事会注意到必须要避免掺入过时的技术，同时要
满足持续学习的要求。此外，理事会要求 CCl 寻求各种方式确保工具箱内容的长期维护和可持续性。
4.3.30

理事会注意到，借 CCl 第十六次届会 (CCl-16) 和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第三十五

次年会召开之际，将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 -7 月 2 日在德国海德堡举办 WMO“ 气候服务 – 继承弘扬
CLIPS” 技术会议。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CCl 管理组考虑到 CCl 自 1995 年 CLIPS 项目建立以来
在项目实施中的长期领导作用、Cg-16 关于 2015 年终止 CLIPS 的决定以及其现行活动转换为实施
GFCS，因此提出了针对 CLIPS 遗产的主题建议。
4.3.31

理事会注意到，CCl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专家组 (ET-CSIS) 正在严格按照 GFCS 实施

计划的有关方面，研究涉及 CSIS 运行的各类问题。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鉴于 CSIS 涉及所有
CCl 开放专家组 (OPACE) 的总体性，CCl 管理组建议建立针对 CSIS 的实施协调组 (ICT)，其成员
涵盖所有 OPACE，且依托于 CCl 第十六次届会休会期间的工作结构。
4.3.3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区域气候中心 (RCC) 在各区协建立和运行方面的进展。理事会

认为 RCC 的产品和服务需要标准化，并赞赏 CCl/CBS RCC 专家组正在就此事宜及 RCC 其它业务
方面制定指南。理事会敦促各区域协会主席、CCl 主席和 CBS 主席密切合作，确保在所有区协成功
建立和运行 RCC，并促进各 NMHS 有效利用其产品和服务。
4.3.33

鉴于 RCOF 在促进构建气候专家网络、能力建设、用户参与以及在开发次区域共识

性预报方面具有日益增长的效益，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根据第五区域协会提出、并得到东盟气象
和地球物理学分委员会大力支持的倡议，新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气候展望论坛 (ASEANCOF)。理
事会赞赏新加坡气候研究中心 (CCRS) 在主办首届会议 (ASEANCOF-1) 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及
其对该过程的持续承诺。理事会感谢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向 ASEANCOF-1 提供财政支持。
4.3.3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地中海气候展望论坛 (MedCOF) 的启动，以及举办的前两次会

议：MedCOF-1(2013 年 11 月 13-19 日，贝尔格莱德 ( 塞尔维亚 )) 和在线会议 MedCOF-2(2014
年 4 月 18 日 -5 月 28 日 )。理事会赞赏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根据 2013 年 6 月在马德里召开的规划会
议倡议并协调建立 MedCOF，以及运行和维护 MedCOF 网站。理事会还赞赏西班牙资助中美洲、
加勒比以及南美洲南部 RCOF，作为其拉丁美洲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4.3.35

理 事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WMO CBS/CCl 业 务 化 长 期 预 报 研 讨 会： 支 持 NMH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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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OF 的 GPC 和 RCC(2013 年 11 月 25-27 日，巴西巴西利亚 ) 这一活动的参与方包括了所有
RCC、RCOF 以及代表 WMO 所有六个区协的部分 NMHS。理事会注意到，此次研讨会帮助确定了
各优先重点，以便加强 GPC 和 RCC 之间的合作及促进资料、方法和工具的交换，并制定旨在完善
长期预报业务规范的建议，包括支持各 NMHS 和 RCOF 的建议。
4.3.36

理事会注意到，CCl 全球季节气候最新报告 (GSCU) 任务组在 GSCU 的试验阶段取

得了进展，并注意到制作了一些最新报告，是评估其内容和业务需求的。理事会赞赏 CBS/CCl 次季
节到更长时间尺度业务预测专家组 (ET OPSLS) 及其代表 GPC 的成员积极支持完善原型样本。理
事会注意到，GSCU 的开发试验阶段将延续到 CCl 下一个休会期。
4.3.37

理事会注意到，国家气候展望论坛 (NCOF) 被视为促进定期对话和机构间协调应对

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关键国家平台。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此类国家级论坛通过国家级信息提供方和
用户之间定期和持续的多利益攸关方对话过程，有助于提供相关时间尺度的气候信息，并成为 CSIS
有效和持续的用户界面平台。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莫桑比克国家气象局 (INAM) 在 WMO 的支持
下，主办了一次试点性的 NCOF(2014 年 3 月 3-6 日，马普托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将 NCOF 的实
施作为在国家层面 GFCS 实施的关键部分，并要求秘书长促进制定指南，以帮助各 NMHS 利用符
合 WMO 标准的全球和区域业务产品，定期设立和协调 NCOF。

用于适应和风险管理的气候信息
4.3.3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CCl 气候风险管理任务组 (TT-CRM) 与热带农业研究和高等教

育中心 (CATIE)、国际地球大气环流重建 (ACRE) 及英国气象局合作，并在四区协主席的支持下，
举办了 WMO/ACRE/CATIE 中美洲管理农业和水资源气候风险联合研讨会 (2014 年 4 月 28 日 -5 月
2 日，哥斯达黎加，图里亚尔瓦 )。理事会注意到，本次研讨会有来自中美洲各 NMHS 的行业专家、
气候科学工作者和预报员和担任主讲的国际专家参加，会议目的是展示定制化和针对性气候资料、
再分析结果和季节预报的有效利用，是为了满足区域气候风险管理的具体用户需求。上述活动期间
制定了关于举办 CRM 研讨会的通用样版，理事会支持其它区域参照这一模板开展类似的活动。为此，
理事会强调 NMHS 是相关多学科研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应仅仅被认为是数据提供者。
4.3.39

理事会赞赏来自 WMO CCl 和 WHO 的专家通力合作制定高温健康早期预警系统

(HHWS) 实施指南。鉴于过去几十年热浪的频率和强度增加，理事会认识到该指南的至关重要性，
并将该指南作为 WMO 和 WHO 的重要成就，两家组织还将会支持综合实施 HHWS。理事会满意地
注意到 WMO 气候学委员会 (CCl) 管理组批准了该文件草案，并已提交 WHO 批准。
4.3.40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CCl 气候风险和具体行业气候指数专家组 (ET-CRSCI) 开发

了一款软件名为 “ClimPACT”，旨在提供一种计算指数的简单一致的方法，也是仿效 ETCCDI 制定
的成功方法。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举办启动研讨会旨在为西南美洲次区域示范软件包的使用并提
供有关培训 (2013 年 6 月 10-14 日，厄瓜多尔，瓜亚基尔 )，在此次研讨会上，邀集了来自气候、
水、农业和卫生领域的各国专家使用该软件。理事会认识到面向应用的气候信息具有附加值，并鼓
励 ET-CRSCI 继续努力完善该软件，同时与用户行业机构密切合作，促进该软件在其它地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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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上述研讨会的重要性，理事会要求 CCI 考虑与会代表的建议，促进 “ClimPACT” 软

件的升级。此外，理事会强调了由来自不同部门 ( 气候、水文、农业与卫生 ) 的区域专家参与评估
“ClimPACT” 指数的重要性，由于气候部门关系的变化性，这种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理事会
鼓励成立一个小组或指定专门人员与其它机构合作来收集与提供针对各个部门 ( 粮食产量、物候、
死亡率等 ) 的相关事件时间序列信息 。以便将观测到的气候影响与那些从气候指数获得的数据进
行对比，促进检验及推理。理事会建议将摄取和以图像显示各部门时间序列与气候指数的功能加入
ClimPACT，或作为一个辅助软件包。

气候规范指南
4.3.4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将《气候规范指南》(WMO-No. 100) 翻译成 WMO 所有正式

语言的工作已经完成，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版已放到网上，而其它正式语言的译本预计将在
2014 年下半年发布。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CCl 根据气候资料管理、资料分析、监测和预测领域的
最新技术发展，启动了该出版物的更新过程，以跟上时代发展。理事会敦促各会员积极支持推动该
出版物的更新，并建议秘书处面向所有相关专家网络和各界用户扩大其对电子版指南的获取，并为
其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气候、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 (JEG-CFW)
4.3.43

理事会注意到，2013 年 11 月 5 日，在韩国济州举行了 CCl/CAgM/CHy 气候、粮食

和水联合专家组 (JEG-CFW) 会议，此次会议尤为侧重于天气和气候、观测、物候学和干旱。理事
会注意到，JEG-CFW 的建议已于 2013 年 12 月报告给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
工作组 (ECWG-CWE)。理事会注意到，JEG-CFW 建议或许可与国际生物气象学会 (ISB) 合作，
建立 CAgM-CCl 物候学联合专家组。理事会要求这两个委员会考虑这一建议。
4.3.44

理事会注意到，JEG-CFW 讨论了志愿者所作简易降雨观测资料的使用事宜，并要求

CAgM、CCl、CHy 和 CIMO 开展合作，以进一步研究该问题，并就未来的方式方法提出建议。
4.3.45

理事会支持 JEG-CFW 提出的建议：对前版《WMO 天气、气候和粮食安全宣传册》

予以更新，增加水方面的主题，并要求秘书处对此为 JEG-CFW 提供帮助。

WMO 干旱倡议
4.3.46

理事会注意到，2013 年 8 月，在 WMO 秘书处气候和水司设立了干旱综合管理计划

(IDMP) 技术支持小组 (TSU)。理事会赞赏全球水伙伴组织 (GWP) 将专家借调给 TSU，并赞赏
加拿大政府资助 IDMP 启动其工作。理事会倍受鼓舞的是，IDMP 的各主管机构已在一起开了会，
且 IDMP 已出版其首份出版物《国家干旱管理政策和备灾计划指南》，能在 IDMP 网址查阅 (http://
droughtmanagement.info)。
4.3.47

理事会注意到，IDMP 正与各伙伴合作开发区域项目，例如中欧和东欧 -GWP(CEE-

GWP) 项目。理事会鼓励开发 IDMP 区域干旱管理项目，以及将其拓展至世界其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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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由西班牙资助的伊比利亚美洲合作计划和在基多举办的第十一次伊比利

亚美洲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会议 (CIMHET-11)( 厄瓜多尔 ) 在明确支持 IDMP 合作及建立国家干旱
管理政策方面的兴趣。在这方面，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墨西哥举办的国家干旱政策研讨会，以及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作为 CIMHET 的活动的一部分于 2003 年 11 月 4-8 日在危地马拉安提瓜举行会
议。
4.3.49

理事会注意到，WMO 有其它一些活动涉及干旱问题 ( 例如 WMO 降低灾害风险计

划负责各技术委员会和各项目计划的联络员 ) 以及国际活动，比如开发 2015 年后的降低灾害风险
(DRR) 框架。理事会鼓励秘书处与这些活动联系和协调，确保干旱问题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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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O 正就国家干旱管理政策倡议开展合作，为此已举办了三次区域研讨会 (2013 年 7 月，罗马尼亚，
中东欧；2013 年 12 月，拉丁美洲；2014 年 5 月，越南，亚太地区 )。理事会赞赏 WMO 牵头在福
塔莱萨举办了拉丁美洲研讨会 ( 巴西 )。理事会注意到大多数亚洲国家需要这些政策，因为他们尚
未开展干旱风险与影响评估，理事会注意到建立国家干旱政策法律框架也同等重要。东南非洲的另
一次会议已在计划中 (2014 年 8 月 )，如有资金支持，还将召开研讨会。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
持该倡议，并与 IDMP 协调该倡议。
水事

CHy 工作计划 (2012-2016) 的进展
气象学、气候学、水文学 (MCH) 资料库
4.3.51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应 CHy-14 的要求，一个基于开源 MCH 系统的资料库管理系

统实践团体业已形成。MCH 原本是墨西哥以西班牙文开发，在西班牙资助下，由伊比利亚美洲计划
修改并在几个拉美国家进行了安装，并提供给 WMO 供会员使用。MCH 已经有了英文版和法文版，
加纳、伯利兹城、库拉索岛、圣马丁岛、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都已经安装了此系统，
其他一些国家也将于今后几个月完成安装。上述国家的 NHS 职员已就此系统的操作与管理接受了训
练。理事会鼓励其它会员利用这一开源系统，并且注意到已开发了软件帮助将资料从 CLICOM 转移
到 MCH。理事会注意到英属加勒比地区表示有兴趣将该数据库引入加勒比地区，并由 CIMH 提供，
在这方面帮助 WMO。

DEWETRA 平台
4.3.52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意 大 利 在 CHy-14 上 已 提 出 愿 意 向 CHy 所 有 成 员 免 费 提 供

DEWETRA 平台。DEWETRA 平台是一种实时集成系统，是用于水文气象和野火风险的预报、监
控及预防。该系统具备接收不同源资料和生成有助于风险管理决策者的多种集成地图的能力。理事
会高兴地看到，作为上述提议的后续行动，WMO 于 2013 年 10 月在罗马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会
议向来自所有区协的 15 个国家的代表介绍了该系统，以及解释了如果他们对该系统感兴趣，愿意
为本国提出申请的相关后续手续。WMO 与意大利民防部门 ( 该软件的 “ 所有者 ”) 已经签署了合作
协议，并于 2014 年 4 月至 5 月开始了第一轮安装任务。理事会赞赏意大利政府为 WMO 会员提供
DEWETRA 平台，同时鼓励各会员像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和菲律宾一样利用好这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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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还注意到，意大利以前在阿尔巴尼亚、黎巴嫩、玻利维亚以及为了区域用途在加勒比气象和
水文研究所 (CIMH) 安装了 DEWETRA 平台。

WaterML2.0 和资料交换
4.3.5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WaterML2.0 的 开 发 与 应 用 取 得 了 重 大 进 展。 理 事 会 注 意

到，WaterML2.0 是一项重要的多边努力，最终已由开放地理空间联盟采用，作为一项国际水资
料交换标准。意大利建立了 ( 基于 CUAHSI) 技术解决方案方面的文件记录机制，该方案支持通
过 WaterML2.0 交换水文资料。计划将该软件 ( 开源 ) 放在 WMO 网站上。理事会注意到 WMO
有机会在将 WaterML2.0 作为强化水资料共享的途径加以推广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特别是通过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理事会鼓励 CHy 进一步开发材料以支持使用 WaterML2.0，并认同，增加关于
WaterML2.0 的实施案例研究将会对会员提供极大的帮助。
4.3.54

理事会注意到在 EU 资助的 “ 增强西巴尔干和土耳其灾害恢复力 ” 项目框架内，WMO

为国际萨瓦河流域委员会提供了支持，该委员会依照关于 “ 水文资料和产品交换 ” 的决议 25 (Cg 13)
制定了一项资料交换政策。理事会鼓励在水领域进一步推广决议 25 (Cg-13)。

能力开发
4.3.55

理事会注意到 2013 年为亚洲和非洲举办了基础水文科学远程学习课程，2014 年 3

月为亚洲举办了第二次课程。这些课程由 WMO、COMET、NOAA 联合当地一家 WMO 区域培训中
心 (RTC)- 印度国家水资源学院 ( 针对亚洲的课程 ) 和肯尼亚气象培训和研究学院 (IMTR)( 针对非
洲的课程 )- 共同举办。此外，CIMH 在 2013 年 9 月举办了基本地面水模拟远程教学课程，伊比利
亚美洲网络 Prohimet 于 2013 年 11 月在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举办了水文气象现象早期预警研讨会，
以及洪水管理联合计划 (APFM) 于 2014 年 5 月 7 日至 9 日在萨拉热窝举办了针对西巴尔干地区洪
水损失评估的培训课程。
4.3.56

理事会获悉，
《WMO 流量测量手册》培训材料已被译成西班牙语，法语版本正在翻译中，

而且 2013 年 11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墨西哥举办了一次针对流量测量西班牙语讲师的师资培训。流量
测量讲师实践群正在开发之中，计划于 2014 年 5 月激活。计划于 2014 年第四季度举办针对一区协
法语国家的流量测量研讨会。法文版的《洪水预报与预警手册 (WMO-No. 1072)》正在定稿之中。

干旱综合管理计划 (IDMP)
4.3.57

理事会注意到 IDMP 正在通过农业气象学计划以及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予以实施，所取

得的成就已在议题 4.1 中报告。IDMP 与 APFM 密切合作，以确保在干旱管理和农业气象学领域实
现水资源与洪水管理的一体化。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WHYCOS)

WHYCOS 国际咨询工作组 (WIAG)
4.3.58

理事会注意到 WIAG-10 第十次届会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

议讨论了《2011 WHYCOS 评审》的后续行动，还注意到 WMO 秘书处正在对建议采取行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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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研究如何最好地安排秘书处业务，以便对计划及其组件的实施提供最大的支持。其中的一些建
议在正在评审中的《WHYCOS 指南》中予以了反映。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该指南的修订版本更
加注重收集优质资料、发布准确产品 / 信息、以及促进标准在水文实践中的应用。同时，该指南也
更加注重选择最佳的资料收集设备和做法 ( 包括观测员 )、传输方式以及技术。除了各项活动和产出，
指南也建议更加注重项目设计及其实施，以及结果和社会影响。还简化了推荐的管理程序和机构设置，
旨在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地方性约束条件。

WHYCOS 组成项目
4.3.59

理事会同时注意到，一系列 WHYCOS 组成项目取得了进步。理事会敦促所有的组成

项目在履行其倡议时采纳并应用 WHYCOS 指南修订版。

SDG 监测系统
4.3.60

水资源综合管理是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关键，也是相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淡水相

关目标的惟一途径。WMO 监测系统和 CHy 的水文资料分析指南可在监测系统设计和支持 SDG 的
决定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因此，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和 CHy 积极参加关于 SDG 监测的讨论，并建议
为 GFCS 各部分与 SDG 相关监测相结合做出贡献，并与 UN- 水机制协调开展此项工作。
4.3.61

理事会获悉德国通过新的全球水资料中心可为此项工作做出贡献。该中心可专门将

WMO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的免费水量资料与 UNEP 全球水质中心的水质资料相结合 ( 这两个中心均
由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水文研究所主办 )，从而利用内在的协同作用支持水资源管理规划。德国将通
过 WMO 技术委员会启动相应的过程，以使全球水资料中心得到认可作为 WMO 资料中心。
WMO 洪水预报倡议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FFI-AG)
4.3.62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回应 Cg-16 关于设立 FFI-AG 的决议 15，2013 年 10 月 7 日至

9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 FFI-AG 第一次会议。理事会注意到，该咨询组的一个重中之重是确保 WMO 正
在执行的各种项目之间的协调，其中包括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全球范围内的暴洪
指导系统 (FFGS)，以及沿海内涝预报示范项目 (CIFDP)。理事会要求 CHy 主席就工作计划所取得
的进展向 Cg-17 进行汇报。
4.3.63

理事会对西巴尔干地区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 萨瓦河及其

支流近期的特大洪水事件造成的后果表示关切。理事会认为重要的是采取措施恢复受灾地区的水文
基础设施，特别是关于通用监测和水文预报及预警系统的相关能力开发。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派出专家组对情况做出评估，并制定恢复计划，同时指示筹资办公室研究在财务上是否有可能支持
此项活动。

暴洪指导系统 (FFGS)
4.3.64

理事会注意到 CHy 和 CBS 开展的工作以及会员做出的重要贡献，从而促成广泛采用

FFGS。根据决议 21(Cg-15) 的要求，在 USAID/OFDA 的资助下，全球 FFGS 的区域部分已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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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区实施或正在开发：中美洲、东南亚、非洲南部、黑海及中东、海地、巴基斯坦、东南欧、南
亚和中亚。由南非、罗马尼亚、墨西哥和阿曼本国出资的项目也已启动，或正在立项。通过瑞士开
发公司的资助，黑海和中东区域 FFGS 计划中将增加约旦。理事会还注意到建议召开首次国际山洪
预报会议的 10 年后续会议，美国愿意给予支持。

洪水管理联合计划 (APFM)
4.3.65

理事会注意到，APFM 与全球水合作伙伴 (GWP) 在合作继续汇总、编写支持洪水综

合管理的指导文件和工具。2013 年发布了 4 种新型工具，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并同时满意地注意
到，还有 7 种工具正在开发之中。理事会注意到，洪水综合管理 HelpDesk 在同期收到的求助申请
已达到了峰值，其中既有对快速指导的请求，也有对开发与支持试点项目的请求。理事会高兴地注
意到，在 FP-7 和 IPA “ 增强西巴尔干和土耳其灾害恢复力 ” 项目框架下，APFM 也在支持 EC 资助
的 PEARL( 应对沿海地区极端和罕见事件 ) 项目。

全球洪水伙伴关系 (GFP)
4.3.66		
理事会获悉拟建立全球洪水伙伴关系。GFP 的总体目标是开发洪水观测和模拟基础
设施，同时利用现有的各项活动在全球更好地预测和管理洪水灾害影响和洪水风险。GFP 旨在通过
将科学界、服务提供方 ( 卫星和天气 )、国家洪水和应急管理机构、人道主义组织和捐助方联系在一起，
提供业务和全球适用的洪水预报和监测工具及服务、国家能力的补充，从而实现其目标。伙伴关系
旨在加强水文气象资料和信息的共享，促进国内的能力建设，以及改进洪水风险管理模式和产品。
鉴于 GFP 的目标和 WMO 会员的职责之间似乎有显著重叠，另鉴于 WMO 似乎没有参与 GFP 的发
展，因此，建议在 Cg-17 上讨论该伙伴关系，包括 WMO 关于适当参与的决议。理事会还建议 CHy
为 WMO 参与 GFP 提供指导，并努力确保 GFP 在其继续开发过程中认可、承认和考虑 NMHS 在国
家层面提供洪水预报和预警服务的职责、作用和责任。

水文论坛
4.3.67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和四区协已经建立了水文论坛。这些论坛旨在促进各区域水文

专家之间的合作，并通过实际措施尽可能加以落实。专家之间在知识、经验、专长和机会方面的这
种共享预计会促进各区域的水文实践。理事会要求审议这种实践是否可用于其他区域。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的实施进展 (2012-2016)
4.3.68

执理会注意到根据预期结果 3 下的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 (2012-2016)，水事务取得

了巨大进展。执理会获悉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的领域主要是一些区域对洪水预报倡议的支持项目和一
些支持 CHy 活动的会议准备，前者的原因是还没有对一些项目作出决定。所有这些领域都将是未来
18 个月的重点。

4.4：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 ( 议题 4.4)
提高会员根据 WMO 制定的全球标准获取、开发、实施和利用综合、互可操作的地基和空基天气、
气候和水文观测系统以及相关环境和空间天气观测系统的能力 ( 预期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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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实施
4.4.1

理事会注意到在根据 “ 决议 10(EC-64)–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 实施 WIGOS

方面已取得了进展。对此，理事会对自 Cg-16 以来截至 2015 年在最重要活动的实施方面所取得的
显著成就表示赞赏并对参与专家所做出的工作、付出的努力和投入的时间表示感谢。
4.4.2

理事会赞赏所有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为支持 WIGOS 的实施已调整并确定了各自的

工作结构 / 职责 / 活动。理事会认为，在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结构内需要实施 WIGOS 和建立专
门的专家组，这将支持其代表在 WIGOS 跨委员会协调组 (ICG-WIGOS) 中的工作。
4.4.3

理事会向澳大利亚、中国、德国、挪威和英国等会员表示特别感谢，感谢他们在本财

期内为 WIGOS 的实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瑞士为开发并承担 WIGOS 业务
信息资源 (WIR) 以及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估工具 (OSCAR) 提供了支持。
4.4.4

理事会赞赏在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 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四个区域协会 ( 二

区协、四区协、五区协和六区协 ) 已批准了各自的 R-WIP 计划，预计其它两个区域协会 ( 一区协和
三区协 ) 也即将于今年召开的届会上批准各自的 R-WIP 计划。
4.4.5

理事会认为，需要重视和关注有关 WIGOS 资料管理的总体问题。这涉及存储和存

档方法与职责、再加工、发现能力以及资料获取等问题。应当在更宽泛的 WMO 范围内考虑这一问
题，并应当在适当时充分体现在 ”WMO 技术规则 ”(WMO-No. 49) 的第一卷中，并对所有相关系统
(WIGOS、WIS、DPFS 等 ) 的职责领域作出明确的规定。需要所有相关技术委员会开展密切的配
合与合作。执行理事会要求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向会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并提请 CCl 和 CBS 作
进一步的研究。
4.4.6

理事会感谢 ICG-WIGOS 更新了 WIP 并调整了完成各项任务的日期。理事会注意到

更新版的 WIP，详见本报告的附录 5。
4.4.7

理事会强调了尽早制定 “2040 年 WIGOS 愿景 ” 的重要性，并要求 CBS 领导这项工作，

而其他技术委员会将参与其中。愿景草案应提交将于 2019 年召开的 Cg-18 审议批准。
4.4.8

理事会认为，WIGOS 框架的实施接近成熟，在此阶段 WIGOS 目前具备了开发和部

署其各组成部分的能力。到召开 Cg-17 时，WIGOS 框架的最初关键组成部分将建成，这将为 2016
至 2019 年期间 WIGOS 进入预备业务阶段提供了先决条件。
4.4.9

理事会认为，在 WIS 的支持下，WIGOS 应继续成为 WMO 下一个财期的战略优先重

点领域。鉴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实施 WIGOS 存在着困难，理事会要求，更进一步的
优先重点应给予支持这些地区 WIGOS 能力开发。

WIGOS 规范材料和指南
4.4.10

理事会注意到，应 EC-64 的要求，正在提前编写 ”WMO 技术规则 ”(WMO No.49) 第

一卷的第一部分 – WIGOS，然后再编写该卷的第二部分。理事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加快第一卷的
其它部分的编写工作，以确保所有部分均采用一种相互之间具有一致性的综合方法。理事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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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17 能够批准并有效地颁布该技术规则第一卷的第一部分 – WIGOS。
4.4.11

认识到为了 WIGOS 的有效实施而进行免费和无限制交换资料产品的重要性，还认

识到为了支持广泛应用有必要将大量非均一来源的 (NMHS 和非 NMHS 拥有的 ) 各种观测整合到
WIGOS 框架下，理事会要求 ICG-WIGOS 对现有的资料政策和规约进行调研，看其是否对于全球
观测系统和 WIGOS 其它组成部分而言已建立到位，是否充分涵盖了 WIGOS 的各项要求，并要求
ICG-WIGOS 就此问题向 Cg-17 提供一份报告。
4.4.12

在此方面，理事会对将用于 WMO 规范材料中的标准术语表示了关切，并要求秘书长

尽最大努力更新并维持定义清晰的参考文献，而所有定义正是 ”WMO 技术规则 ” 所需要的 ( 当前有《国
际气象学词汇》(WMO-No.182) 和 METEOTERM 数据库 )。
4.4.13

理事会认为，应当正式确定当前 WIGOS 元数据的语义标准。理事会强调指出互可

操作性需要某些固定的词汇 ( 如变量名称、台站编号等 )；然而，目前存在各种利益攸关方，诸如
WMO、GEO、EU、CEOS 等。
4.4.14

理事会认为，WMO 应推动建立治理过程，并负责承担和保持元数据管理所需的这些

词汇。

WIGOS 的合作伙伴关系
4.4.15

理事会强调了第三方 ( 非 NMHS) 观测对于提供增强服务的会员所具有的重要性，并

注意到在 WIGOS 框架下实现对这些资料的整合则是对 WMO、其会员及其应用领域做出的一项重
要贡献。理事会认为，WIGOS 框架已经为 NMHS 及其国内合作伙伴提供了分享观测资料的一种机制，
同时认识到涉及这些资料的政策通常不属于 NMHS 的范畴。
理事会进一步敦促秘书处积极寻求与开展观测系统活动 ( 例如哥白尼海洋监测服务 ) 的伙伴组织达
成一致，主要旨在制定关于元数据标准的通用术语，以及尽可能通用的词汇。理事会建议研究举办
联合会议或研讨会能否作为一个途径来促进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对话以及达成一致。
4.4.16

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再次向会员强调需要注册国内按 WMO 标准运行的 WIGOS

所有组成观测系统中的所有观测站，与此同时提供有关其观测站的正确和完整的地理坐标，并实时
提供这些台站观测资料。理事会还鼓励会员将现有的站号提供给潜在的非 NMHS 观测合作方。
4.4.17

理事会提醒会员，他们有义务核对和修正 WMO 出版物 No. 9 卷 A 中关于其所有观测

台站的条目，并利用世界天气监视网业务信息系统的各个程序，确保在 TDCF 报告中所报告的位置
正确且与卷 A 相符。
4.4.18

理事会重申，与各伙伴 ( 包括 AfriGEOSS、欧洲委员会和许多其他非 WMO 和非

NMHS 团体 ) 的合作和协调是 WIGOS 的一项优先重点，并需要额外关注，以便建立协同作用并避
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在此方面，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 WIGOS 的欧洲委员会通报有关在 WMO 范
围内所开展的各项倡议。
4.4.19

在目前阶段，WIGOS 已准备就绪，随时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实施提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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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支持并做出应有贡献。然而，理事会注意到，GFCS 各界需要更好地了解和更具体地明确 WIGOS
对于观测和监测支柱的作用以及 ICG-WIGOS 为此做出的贡献。

WIGOS 信息资源 (WIR)
4.4.20

理事会强调了 WIR 的重要性；理事会注意到观测系统能力和要求 (OSCAR) 工具的

启用将首次提供有关同一地点的观测要求和观测系统能力的信息。然而，理事会注意到 WIR 的其余
部分尚有待开发，并注意到要开发这些部分并随后投入运行则需要大量资源。因此理事会敦促会员
考虑为其研发和 / 或未来的运行提供援助。
4.4.21

理事会认为，以 WMO 所有的正式语言提供 WIR 有益于会员。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研

究这一可能性和相关成本，在 WIR 的进一步开发中对这些问题给予考虑并向 EC 进行报告。

沟通与宣传
4.4.22

认识到自动气象站 (AWS) 的数量和类别已大量增加，特别是在 WMO 许多区域的非

NMHS 机构，理事会欢迎并完全支持关于组织一系列有关 WIGOS/WIS 自动气象站会议的倡议。对此，
理事会敦促会员主动承办一次会议，并捐献各种资源。
4.4.23

理事会注意到对于沟通和宣传将有很强需求，特别是在 ‘ 这一领域 ’，面向负责观测计

划的高级管理者的沟通和宣传。因此，理事会鼓励会员宣传通过 WIGOS 实施活动所取得的成功示
例和所带来的各种效益、吸取的经验教训，并与其他各方分享这类素材。

WIGOS 面临的具体问题
4.4.24

目前，继 AMDAR 专家组于 2012 年停止活动后，以及在 CBS 和 CIMO 内分别设立

了两个飞机观测工作组之后，WMO AMDAR 观测系统已完全融入了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认识到全
球仍有一些很大的地区尚未受益于这一并不昂贵但却是高质量和高影响观测系统的高空覆盖率中受
益，理事会认同并全力支持 CBS 飞机观测系统专家组推荐的这种观测方法，这符合全球观测系统发
展实施计划 (EGOS-IP) 中采取的相关行动，每个区域协会应考虑指定一项飞机观测实施计划，作为
各自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的一部分。理事会还敦促会员与各自区域协会合作，并致力于与其国内
航空公司合作，共同制定 各项 AMDAR 新计划。
4.4.25

理事会回顾了落实全球观测系统发展实施计划 (EGOS-IP) 下各项行动的重要性，

以弥补在 WMO 应用领域的用户观测需求上存在的差距。理事会敦促会员通过与各伙伴组织和已在
EGOS-IP 中明确的机构进行合作的方式着手落实在 EGOS-IP 中提出的 115 项行动。
4.4.26

虽然还注意到监测 EGOS-IP 的行动落实情况的重要性，但理事会回顾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并非所有会员都指定了负责在国家层面监测 EGOS-IP 落实情况，负责报告有关落实过程中存
在的各种问题，以及负责通过秘书处向 CBS 提供反馈情况的国家联系人 (NFP)。因此，理事会要
求那些尚未指定联系人的会员尽快完成这一指定工作。
4.4.27

理事会认识到 JCOMM 在实施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系统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

注意到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TPOS) 和相关观测系统网络设计活动的不断发展，理事会敦促会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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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其为支持热带锚系浮标阵列的实施和运行的贡献，尤其是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在过去两年中该地
区的资料来报率已大幅度下降。特别关注提供船舶时间，以有助于热带锚系浮标的部署和服务。
4.4.28

理事会还回顾了浮标海平面气压观测的重要性，并注意到特别是这类资料已表明对全

球 NWP 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当在每一次观测基础上进行测量时尤为如此。虽然注意到安装在
移动浮标上的大多数气压计目前是用科研经费支持的，而且还注意到当前这类资金支持正面临大幅
减少的风险，理事会敦促会员和 NMHS 为移动浮标上的气压计提供资金支持。
4.4.29

理事会注意到在确定 WMO 承认百年观测站机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承认最近

一次规划会议的成果，并建议在即将召开的 CCl、CIMO 和 CBS 届会上审议这项建议，以便最终提
交 Cg-17 批准。
4.4.30

理事会大力鼓励 WMO 常任代表提名本国的 WIGOS 联系人。如果尚未提名，则应通

过所在区域协会主席向该区域所有会员致函的形式启动这一提名过程。理事会重申各会员对 WIGOS
做出承诺是至关重要的，并敦促会员在各自区域内全面支持 WIGOS 的实施，包括提供足够的资源。
对此，理事会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各会员应意识到 WIGOS 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要的，还应意识
到它涉及所有会员。
4.4.31

理事会重申了它对现有观测系统 / 网络可持续性的关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

达国家。尤其是，各捐助方和接受方应坚持不懈，当考虑项目时应采取端对端的方法，从而最初在
对采购、安装等方面进行投资时就应有维护、培训和运行资金作为补充，以确保观测系统和支持活
动得以持续运行。
4.4.32

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可持续性，理事会要求 WMO 秘书处的融资办公室在考虑任何主要

开发伙伴捐助投资于 WMO 会员的观测系统时应当适当关注这一重要问题。捐助方和接受方应为这
类观测系统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

无线电频率协调
4.4.33

忆及 EC-65 决议 9 关于气候和相关活动的无线电频率，理事会注意到，由于 ITU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2015 议题下待审议的某些问题引起了有些会员的日益关切。理事会注意到
EC-65 审议的 WMO 关于 WRC-15 议题的初步立场目前包括随着 WRC-15 进程得以提供的研究结果，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组将继续保持这一立场。
4.4.34

理事会重申其所关切的潜在影响是 WRC-15 议题 1.1 关于审议主要为移动业务分配

额外的频谱，并确定用于国际移动通信 (IMT) 的额外频段和相关规定，以促进地表移动宽带应用的
发展。理事会尤其注意到，各项研究所支持的观点是，将未来公共移动通信系统引入到地基气象雷
达广泛使用的 2700-2900 MHz 频段，以及将无线电局域网 (RLAN) 引入到某些仪器 ( 测高仪、散
射计和合成孔径雷达等 ) 使用的 5 350 5 470 MHz 波段，这会严重干扰 SAR( 比如哨兵 1 号上的
CSAR)、RadarSat 和地基气象雷达。
4.4.35

理事会注意到，GTS 星基高级分发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两个频段正在受到 IMT 的

威胁。这些包括 1 675-1 710 MHz 频段，这是几乎所有 NMHS 和许多其他用户运行的有地面接收站
的所有气象卫星系统所使用的频段。此频段对于为全球用户提供业务和时间严格的气象信息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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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事会还注意到，气象界使用 3 400-4 200 MHz 频段通过商业卫星系统来分发气象资料，特别
是在一区协，VSAT 是该区协的主要通信形式，能够用于提交和共享用于气象服务的资料及产品，
特别是保障航空服务的资料和产品。
4.4.36

理事会强调 WMO 会员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在 WRC-15 的国家和区域筹备过程中要考

虑到 WMO 关于 WRC-15 议题的立场文件。鉴于在六区协 EUMETFREQ 成功促进了区域频率管理，
因此理事会鼓励会员确保国家和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要明确将无线电频率协调作为一项核心重点
工作。
4.4.37

理事会同意将 EC-65 决议 9 - 在 2015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保留气象和相关环境

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作为一项重点问题。

EC-PORS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4.4.38

GCW 的开发与实施已在 EC-66/ 文件 2.6 -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报告中

作了阐述。

仪器和观测方法
4.4.39

理事会回顾到，《国际云图集》(ICA) 的某些部分 – 《云和其它水凝物观测手册》

(WMO-No. 407，第一卷和第二卷 ) 已成为 ”WMO 技术规则 ”(WMO-No. 49) 的一个附件，同时还
可规范各会员沿用的做法，但自 1975( 第一卷 ) 和 1987( 第二卷 ) 以来这两个出版物尚未更新。理
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PTC) 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区域协会主席会议 (PTC-PRA) 均已表
示大力支持 CIMO 提出的有关更新 ICA 的各项建议。理事会认为 ICA 应保持作为全世界的权威性、
云分类的主要根源、最全面并包括最新的信息，理事会还认为 WMO 有责任使该文件保持在全新状态，
成为一份与 WIGOS 有关的文件，并成为 NMHS 运作的基础。理事会支持 CIMO 提出的关于全面修
订和更新 ICA 的建议，使之成为无争议的网络版全球云分类标准和报告云和水凝物的标准，与此同
时应注意到还将需要适当的格式 ( 如：光盘或印刷版 )，旨在将其分发给那些互联网连接有限的会员。
理事会注意到在 WMO 经常性预算中尚无计划为这项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并建议秘书处探索所有可
能的资助此项活动的选择方案，包括通过可能的公私伙伴关系渠道。理事会敦促会员考虑为此项活
动提供资金捐助并援派有关专家，并要求 CIMO 尽快启动这项更新工作，同时考虑资金到位情况。
然而考虑到关于将云的目测用于气候研究所面临的挑战，理事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根据 GCOS 实施
计划中的建议，进一步考虑基于物理的云测量备选概念，因为这更适合用于 NWP 或气候相关的应用。
4.4.40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已编写了《WMO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重大更新版，其中包括了 CIMO、CAS、CBS 和 JCOMM 的贡献，还注意到已向所有 WMO 会员提
供了最初稿，以供评审。理事会还赞赏法国、俄罗斯和西班牙在完成翻译工作中付出的巨大努力。
理事会注意到，将提请 CIMO-16 批准《CIMO 指南》英文 2014 年临时版本。鉴于这一材料对于所
有会员都具有重要意义，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在 CIMO 批准该指南文本之后尽快出版该指南的新版本。
4.4.41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UNEP 建 立 的《 水 俣 汞 防 治 公 约》(http://www.mercuryconvention.

org/) 是一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汞影响的全球条约，根据计划该条约将于 2020 年生效。理事
会注意到 CIMO 已意识到该公约将给那些在各自观测网络中使用含汞气象仪器的会员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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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高兴的是已普遍具有无汞和价格合理的可替代品。理事会建议 CIMO 与秘书处合作，通过编
写一份相关的宣传材料的方式澄清上述公约给会员带来的具体影响。该材料必须引起所有 NMHS 对
水俣无汞公约各项条款的认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在各自网络中酌情采用无汞替代品，以
确保观测的连续性和质量不受影响。理事会建议秘书长还要考虑向各会员通报该公约的影响。
4.4.4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在进一步制定陆地气象观测站选址分类标准方面取得了进展，

作为 WMO-ISO 的通用标准，与此同时还注意到应 ISO 的要求，在对 CIMO-15 最初批准的文本略
作修改后，‘ 国际标准的最终草案 ’(FDIS) 将提交 ISO 和 WMO(CIMO-16) 批准。鉴于为了制定一
项共同的 WMO-ISO 标准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和协调，理事会建议只有当预计将给这两个组织带来
具体效益时，再沿用这一方法。理事会还要求秘书处审议 WMO 与 ISO 签署的工作协议，以判定是
否应当修改，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在制定 WMO-ISO 的第一部共同标准方面所获取的经验以及各技
术委员会对这一合作的兴趣。
4.4.43

理事会建议秘书处调研 WMO 对术语 ‘ 标准 ’ 的使用情况，并考虑在相应技术和规章

文件名称中正式引用该术语，以便能够建立和维护一系列包含本组织实际标准的文件。
4.4.44

由于建立了 WMO 区域仪器中心和区域辐射中心，标准化校准、维护和操作程序的实

施已全面提高了基本观测仪器的观测质量和可溯源性。理事会注意到 WMO 会员正在越来越多地从
人工观测向自动观测转变，而这一转变并不仅限于这些基本仪器，但对于更为复杂的相关观测仪器
( 如云幂仪、天气雷达、风廓线雷达、激光雷达等 )，在确保全面提升资料质量方面尚未取得类似的
成功。理事会建议 CIMO 探索进一步 改进地面观测系统和技术标准化的总体形势的选择方案。
4.4.45

WMO 固态降水比对试验 (SPICE) 目前包括位于南北半球的 15 个国家的 20 个站点。

目前正在对多种配置中的 30 多个不同型号的仪器进行测试，测试范围涵盖了测量地面 ( 现用的和新
的 ) 固态降水和降雪采用的所有主要测量原理。正式测量阶段将持续到 2015 年。理事会高兴地注
意到一些 WMO 科技计划和倡议已表示对 SPICE 感兴趣，并感谢项目团队致力于将在 2016 年出版
SPICE 的最终报告。理事会鼓励所有会员承担一个测试点并接待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旨在考虑充
分利用这些测试场地 ( 特别是具备双重自动基准的场地 ) 以支持其它倡议，诸如模式检验、雷达校准、
地面 验证卫星资料，并确保持续地在这些地点进行测量。
WMO 信息系统 (WIS)

WIS 的实施
4.4.46

理事会注意到，四个区域协会 ( 二、三、五和六区协 ) 已制定了 WMO 信息系统 (WIS)

区域实施计划，而且还注意到一区协和四区协正在积极制定其计划。注意到第 16 次世界气象大会 (Cg
16 ( 第 11.4.7 段 )) 的目标是到 2015 年所有 WMO 中心完成 WIS 的实施，为此理事会鼓励一区协和
四区协完成他们的实施计划，以使其会员从 WIS 中全面受益。
4.4.47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4 年 3 月，已有 15 个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ISC)、125 个资

料收集或产品制作中心 (DCPC) 以及 233 个国家中心在 WIS 中心数据库中记录在案。理事会鼓励
尚未启动技术评估过程的 54 个 DCPC 备选中心作好必要的技术和管理准备工作，以确保尽快切合
实际地成功获得指定。理事会注意到，在 WMO 国家标准数据库 (http://www.wmo.int/cpdb)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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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 中心认证和演示活动取得了进展，另外获得了许多辅助数据，诸如国家 WIS 联络员等。理事会
鼓励各会员评审国家标准数据库的数据，并就任何所需的更新为秘书处提供咨询。

质量管理
4.4.48

在回顾决议 13(EC-65) 时，理事会注意到在实施 GISC 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理事

会注意到 CBS 成功审计了 GISC 吉达、新德里、比勒陀尼亚和德黑兰。尚未启动正式技术评估过程
的 GISC 只有 GISC 卡萨布兰卡，其也在技术实施方面取得进展并在其区域的 WIS 规划和培训方面
已采取积极行动。理事会同意其有条件的指定程序将继续进行。
4.4.49

理事会赞赏 CBS 各专家组在制定 WIS 各中心所需监测规则方面所开展的活动。理事

会同意 WIS 正在采用的方法，即注重信息交换的成效，而且各项应用计划有责任监督信息内容的完
整性和质量。理事会鼓励 CBS 评审在 CBS 特别届会 (14) 上提出的有关 WIS 监测的建议，并向第
17 次世界气象大会 (Cg-17) 推荐各项标准规范。
4.4.50

理事会注意到提高信息交流的质量要求信息的用户向信息提供者提交反馈，如指出数

值天气预报中心用表驱动码格式报告的观测站位置有错误。因此，理事会鼓励利用通过 WIS 传递信
息的会员运行中心展开合作，识别信息上的系统问题、并将问题报告给信息的始发者，以支持始发
者的质量管理流程。

在通信系统方面的合作
4.4.51

理事会注意到，CBS 已继续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关卫星资料通信系统 (SATCOM) 用户

的国际论坛。理事会 要求 CBS 评审首期几次 SATCOM 特设会议的报告供 Cg-17 审议，包括一旦
建立该论坛后与组织和运行相关的预算影响评估。
4.4.52

理事会赞赏 ECMWF 在管理采用 ‘ 下一代 RMDCN’( 这为 WIS 提供了一个连接所有

GISC 中心的核心网络 ) 方面以及在为第六区域提供通信网络方面所发挥的牵头作用。理事会注意到，
所有试点实施进展顺利，并鼓励那些已表示有意加入这一新契约的会员做出适当的技术和程序修改，
以确保平稳地向这一新契约转变。理事会要求 CBS 继续开发下一代 RMDCN 为 WIS 核心网络提供
潜在的技术优势，旨在提高 WIS 的效率和成效。

批准对手册的修改
4.4.53

理事会注意到，自 EC-65 以来两次使用有关批准修改《电码手册》(WMO-No.306)

中电码表的 “ 快速通道 ” 方法，理事会还注意到 “ 在两次届会之间 ” 曾采用过一次这种修订方法，以
支持针对国际民航气象保障所作的某些修订。理事会另注意到还曾首次采用 “ 快速通道 ” 程序，实施
对《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 No.1060) 中电码表的若干修订，以支持 WMO 核心元数据标准。
4.4.54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 No.386) 的卷二包括了有关全球电信系统 (GTS) 区域

结构的信息。理事会注意到，为了管理各项业务，会员需要明白那些已实际落实的各条通信链路。
为了满足 EC-PORS 提出的有关快速更新各南极站采用的通信线路信息的要求，理事会要求 CBS 在
其 CBS 特别届会 (14) 上考虑如何公布这类信息，并向 Cg-17 推荐一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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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注 意 到，CBS、CAeM 和 ICAO 的 专 家 已 采 用 可 扩 展 标 记 语 言 ( 称 之 为

IWXXM 模板 ) 创建了国际民航所需的气象信息表示形式。理事会认识到 IWXXM 以及水文学委员会
与开放式地理空间联盟合作开发的 WaterML2 均属于新型资料表示形式，其有别于在《电码手册》
(WMO No.306)I.1 卷中所描述的传统字母数字电码，也不同于在上述手册 I.2 卷中描述的表驱动码
形式。理事会要求 CBS 考虑设立该 WMO No.306 出版物的 I.3 卷，以便在 CBS 特别届会 (14) 上
审议 IWXXM 时将 XML 和其它相关资料表示形式纳入新增补的卷中，并向 Cg-17 提出有关 XML 的
各项建议。

观测资料的来报率
4.4.56

理事会感谢各会员参加了世界天气监视网量化监测活动。理事会注意到，虽然收自各

区域基本天气观测站网的全球高空观测的百分比依然保持稳定，但第四区域和第五区域来报率的上
升则掩盖了来自第一区域的高空观测的来报率持续减少。

向表驱动码形式过渡
4.4.57

理事会回顾了到 2014 年 11 月完成向表驱动码形式 (TDCF) 过渡的目标。理事会注

意到使用 TDCF 电码形式是扩大世界天气监视网区站号范围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还注意到任何不
能处理源自 TDCF 电码形式电报的会员将无法获益于新增的观测。理事会还注意到预计 CBS 特别
届会 (14) 将评审上述过渡情况并向 Cg 17 报告评审结果。资料管理的标准化
4.4.58

理事会注意到，ICG-WIGOS 已发现需要在各科技计划内实现资料管理规范的标准化，

并就良好规范向各会员提供咨询。理事会回顾到，WMO 信息系统只限于信息的描述和交换。因此，
理事会建议 CBS 可对 WIS 的范围进行评审并就如何制定这类标准问题向 Cg-17 提出建议。
4.4.59

理事会注意到，ICG-WIGOS 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已认识到当在各项计划之间交换

信息、资料和产品时使用标准词汇和术语的重要性，而且还注意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和地
球观测组织 (GEO) 对在 WMO 各项计划之外的标准化将另有要求。理事会认识到 WMO 应主持为
天气、水和气候等学科定义这类词汇，并要求 CBS 考虑如何建立并维持这类词汇，同时还要注意国
际气象词汇和国际水文词汇的潜在作用，旨在为 Cg-17 准备一份提案。
4.4.60

理事会注意到，ICG-WIGOS 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都已注意到在以独一无二的方式

确定对象 ( 诸如台站或文件等 ) 方面的各项要求，并注意到如果这类识别符可直接用于获取有关某
一对象的详细信息，或用于获取该对象本身，那么它们将是最为有用的识别符。理事会建议 CBS 可
就如何实现上述目标而为 Cg-17 准备一份提案。

能力开发
4.4.61

理事会注意到并赞赏 CBS 已设法满足对能力开发活动的需要，通过编写 WIS 能力草

案以及相关培训和学习指南的方式支持各会员实施并运行 WIS 系统。这些文件将有助于会员对照查
找他们是否具备运行 WIS 中心所需的各种技能，并还就如何开发其职工的技能以缩小已发现的各种
差距提供指南。理事会建议将向其它委员会推荐这种方式。理事会鼓励 CBS 在其 CBS 特别届会 (14)
上完成这些文件的最终定稿工作，并将文件提交给 Cg-17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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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界的接洽
4.4.62

注意到许多设备的生产厂商目前已展示在实施符合 WIS 和 TDCF 要求的各类系统方

面所积累的经验，理事会鼓励 CBS( 基本系统委员会 ) 与 HMEI 合作制定各项工作安排，提供商将
据此促进 WIS 的高效实施和运行，诸如将 WIS 和 TDCF 合规性作为设备的默认安装选项。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4.63

理事会欢迎 Stephen Briggs 博士 ( 欧洲航天局 ) 提交的报告，他于 2014 年 3 月 1 日

起担任 GCOS 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他强调加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将对成功地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
架 (GFCS) 做出核心贡献，因为观测和监测是其主要的支柱之一。理事会强调 GCOS 在发展气候
服务中的作用，因为它是 GFCS 关于气候系统状态信息的主要基础。理事会特别表达了对前任主席
Adrian Simmons 教授 (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 的感谢，高度评价他在 4 年任期内的杰出贡献。理
事会重申了其在 EC-64 和 EC-65 上发出的紧急呼吁，号召会员协助国际和国家组织实施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
4.4.64

理事会获悉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适当性评价的规划进程情况。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初，将编写一份进展报告提交 GCOS 赞助组织、WMO、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以及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各缔约方。报告将记录 GCOS 实施计划中的行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开
展的，审查每个基本气候变量 (ECV) 的总体情况并确定差距。随后参考借鉴进展报告将出台一份新
的实施计划。随着 GFCS 的不断发展，要求新的实施计划考虑新的发展、系统和框架，如全球综合
地球观测系统 (GEOSS)、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成果、未来地球计划、蓝色星球计划以及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
划 (PROVIA)。2015 年 10 月将向公众发布计划的草案版本，终稿将于 2016 年夏季完成，以遵守
UNFCCC 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 (SBSTA) 的时间表。

GCOS 陆地、大气和海洋专家组
4.4.65

理事会获悉 GCOS 专家组目前正在审查每个物理领域和交叉性主题特定的 ECV。

2015 年举行的下几次专家组会议将在进展报告发布供公共评审之前，对草案进行审议，并且还将对
定于 2015 年初举行的编写新实施计划专门研讨会的成果进行审议。
4.4.66

理事会忆及区域 GCOS 计划在改进 GCOS 的功能及确定观测空白方面的积极作用。

4.4.67

理事会注意到 GCOS/GTOS/WCRP 陆地气候观测专家组 (TOPC) 第十六次届会于

2014 年 3 月 10-11 日在意大利伊斯普拉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JRC) 举行。在 Konrad Steffen
教授 ( 瑞士联邦森林、冰雪和陆地景观研究所 ) 主持下，专家组以上一份 GCOS 实施计划为基础审
议了行动现状并评估了陆地领域的进展以及陆地观测系统设计的发展情况。此外，涉及海洋和陆地
领域的交叉性事宜需要花更大力气加以解决：沿海地带和河流径流资料就是一例。理事会重申其意见：
秘书长应启动针对 GTOS 未来及其对 TOPC 的支持与 GTOS 赞助方的对话。
4.4.68

理事会注意到 GCOS/WCRP 大气气候观测专家组 (AOPC) 取得的成果，该小组

于 2014 年 4 月 9-11 日在意大利伊斯普拉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JRC) 举行了第 19 次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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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查了大气 ECV 并讨论了实施大气气候观测网络取得的进展。在会议结束时，组长 Adrian
Simmons 教授将组长一职交予 Kenneth Holmlund 博士 (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EUMETSAT) 担
任，作为遥感和产品部主任的 Holmlund 博士会将其专业知识带入空基观测。会员们赞扬该专家组，
认为其为有关现有研究和业务大气观测系统气候部分以及相关计划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其中包括与 WIGOS 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的交叉性链接。
4.4.69

理事会特别感谢 AOPC 关于 GCOS 地表网络 (GSN)、GCOS 高空网络 (GUAN) 以

及 GCOS 基准高空网络 (GRUAN) 的工作。理事会获悉 GCOS 网络会议也于 2014 年 4 月 7-8 日
在 JRC 举行。专家们侧重于 GSN 和 GUAN 的设计、科学原则、性能和资料的使用，以及其在综合
地表和高空网络中的作用。GSN 和 GUAN 是 20 年前启动的，因而 GCOS 根据技术和资料需求的
变化，正在审查这些网络的需求。此次会议囊括了特定业务网络专家、监测和归档中心以及资料用户，
会议得出的结论将被纳入即将完成的进展报告和实施计划。理事会要求专家组继续针对 WIGOS 气
候观测组成部分提出咨询意见，并确保 GCOS 与 WIGOS 和 WIS 全面合作。
4.4.70

理事会获悉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OOPC) 于 2013 年 9 月 3-5 日在美国银泉举行会

议，讨论五年工作计划并修订职责范围以反映重组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专家组由 Mark
Bourassa 教授 (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美国 ) 和 Toshio Suga( 东北大学，日本 ) 担任联合主席。会
议重点审议了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TPOS)，2014 年 1 月在美国拉霍亚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还
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过去 30 年热带太平洋观测取得了成功，以此为基础，本次会议主要探讨了有
关热带太平洋观测方面的需求变化，以及观测系统技术近期的新进展。近期在维持热带太平洋锚定
浮标阵列方面遇到了挑战 (TAO/TRITON)，使得此次会议的召开更具紧迫性。专家的主要建议是建
立一个 TPOS 项目，到 2020 年实现从各种松散协调的热带太平洋观测活动向综合、系统和持续的
TPOS 过渡。该项目将由一个指导委员会进行协调，将开展科学监督并成为一个资源论坛，将各机
构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共同支持观测系统。理事会鼓励 WMO 会员为 TPOS 设计活动提供技术专业知
识，并讨论未来为该关键的观测系统提供支持，并探索未来系统的设计，以便避免故意或无意的破坏。
4.4.71

理事会注意到印度洋观测阵列的重要性，并强调随着这些网络的成熟，建立伙伴关系

以确保长期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理事会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通过 BMKG( 气象、气候
和地球物理局 ) 为协助维护非洲 - 亚洲 - 澳大利亚季风分析和预测研究停泊阵列 (RAMA) 做出的贡
献。BMKG 的贡献是对非洲和亚洲致力于部署和服务该平台的伙伴关系表示致意。理事会要求下一
个 GCOS 实施计划也应当考虑南印度洋的观测需求，以便改进对全球系统的理解，比如季风。
4.4.72

理事会注意到在专业空基气候观测方面与空间机构紧密联络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通

过地球观测卫星组织 (CEOS)、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CGMS) 及其 CEOS/CGMS 气候联合工作组、
WMO 空间计划等渠道开展联络，并通过空间气候监测构架开发活动开展联络。开发端对端系统的
第一要素是编制 ECV 清单，因其能提供有关该构架物理表征方面的信息。理事会要求 GCOS 秘书
处继续参与该构架未来阶段的开发和实施。

GCOS 基准高空网络 (GRUAN)
4.4.73

理事会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 GRUAN 的实施已取得了进展。GRUAN 目前由 15 个初

始基准站点组成，这些站点主要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理事会鼓励其会员特别是在热带和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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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会员支持 GRUAN 业务，并与科研机构合作，以在全球范围更好地覆盖主要的气候区。理事
会欢迎在新奥尔松新设了一个 GRUAN 站点，认为这是一个业务服务机构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的典
范，并注意到是否能够继续为 GRUAN 站点提供资助已成为普遍关注的事情。理事会鼓励那些维持
GRUAN 站网的会员履行正式的 GRUAN 认证和评估过程。理事会鼓励提名 WMO 技术委员会 (CBS、
CIMO、CAS 和 CCl) 代表参与 GRUAN 工作组。第六次实施和协调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10-14 日在
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会议侧重于在线提供更多的数据流。初始 GRUAN 质量资料可以从 NOAA 国
家气候资料中心调取。AOPC 有意在 2015 年届会期间针对 GRUAN 的性能开展一次科学审查。理
事会鼓励继续有关交叉定标需求的工作，支持未来关于地面观测基准网络的讨论。

GCOS 合作机制
4.4.74

理事会认识到以合作机制来改进气候观测网络，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GCOS 合

作机制赞助方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3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因为就各个方面的要求而言，
一区协显然都是网络表现最差的区域，所以会议特别讨论了一区协的情况，结果进一步表明 GCOS
的支持需要侧重于该区域。理事会重申加强 GSN 和 GUAN 是搞好 GFCS 的一项重要要求。理事会
敦促会员在 GCOS 秘书处的支持下协调好国内负责气候观测的各个机构，确保用于 GCOS 合作机
制的资金到位。

GCOS 评审过程报告
4.4.75

理事会获悉，2011 年 9 月 20-23 日，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指导委员会在英国

雷丁召开了其第 19 次会议，指导委员会在会上对 GCOS 的四个发起组织要求对 GCOS 计划进行独
立评审表示欢迎，这四个发起组织为：WMO、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和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指导委员会并对 WMO 愿意发挥
牵头作用表示赞赏。以 Wolfgang Kusch 先生为主席的 GCOS 计划评审委员会编写了报告。
4.4.76

理事会获悉，评审着重于评估 GCOS 计划在气候科学研究及气候政治方面为其发起

方会员以及为附属地球观测界带来的附加值。计划评审为最终修订 GCOS 谅解备忘录和更新 GCOS
战略计划奠定了基础。
4.4.77

理事会注意到，评审的主要成果是普遍认可 GCOS 在确定指南和制定原则方面的规

范性工作。评审表明，GCOS 计划的明确愿景将是其未来活动和取得成功的关键。
4.4.78

理事会注意到 GCOS 计划评审综合报告，并鼓励联合发起方采取措施落实报告中提

出的各项建议，并据此修订 GCOS 谅解备忘录。
4.4.79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9 (EC-66) – 评审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计划。

WMO 空间计划

WIGOS 空间部分
4.4.80

理事会承认空基观测与 WIGOS 的所有组成观测系统交叉，除气象学和海洋学外，现

在卫星能够为以下方面起到作用：观测和监测气候和气候变化、包括大气成分、水文、冰冻圈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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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天气等。

连续性和优化
4.4.81

理事会承认中国、EUMETSAT 和美国均有计划分别维持具有上午和下午轨道全面

大气探测能力的极轨业务卫星，而且注意到未来十年晨昏轨道存在的空白。理事会注意到并赞赏
FY-3C 的成功发射并很快业务运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中国气象局 (CMA) 已近完成将 FY-3 卫星
部署于晨昏轨道的可行性论证，正着手就卫星发展计划的调整履行政府报批程序。理事会呼吁会员、
卫星机构和 NWP 中心进一步加强与 CMA 在卫星资料、相关产品和技术共享方面的合作。
4.4.82

理事会进一步邀请美国采取适当的措施，降低从 Suomi-NPP 卫星过渡到 JPSS-1 和

JPSS-2 卫星过程中造成空白的风险。理事会也敦促 EUMETSAT 及其成员国及时启动第二代 EPS
计划，从而保证 EPS 计划结束后的连续性；
4.4.83

理事会回顾了各个轨道的卫星观测对于永久天气监测、临近预报和极短期预报所具

有的极为重要的作用。理事会欢迎美国为应对 GOES- 南美任务的终止在 GOES-East 业务方面采
取的措施。理事会还承认美国当前和未来的 GOES 任务，以及计划发射的 DSCOVR 飞船对空间
天气监测的贡献。理事会欢迎印度成功发射并运行 INSAT-3D 卫星，也欢迎美国与日本共同发射并
运行 GPM-core 卫星。理事会希望确认进行海洋表面地形观测的 Jason-3 卫星的发射，以及两个
COSMIC-2/Formosat-7 星群的部署。
4.4.84

EUMETSAT 确认，覆盖印度洋的 Meteosat-7 将于 2016 年年底停止运行并脱离轨道，

EUMETSAT 已尽力维持此项业务。此项卫星观测满足了 WMO 的重要需求，因为印度洋影响了非
洲的气候变率，并且是印度洋小岛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强天气系统的源地。理事会强烈鼓
励潜在的贡献者，特别是中国、EUMETSAT、印度和俄罗斯联邦制定协调计划，确保印度洋资料覆
盖的连续性。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CMA 和 EUMETSAT 已同意就 2016 年 Meteosat-7 退役后
印度洋覆盖的连续性做出安排。理事会邀请 CGMS 支持这些计划，并在 2015 年 WMO 大会前通过
WMO 空间计划提交报告。
4.4.85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卫星机构间的协调不断加强。然而，理事会忆及卫星任务从只对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做出贡献，扩展至资料及时向用户提供。

新一代卫星系统的用户准备
4.4.86

理 事 会 高 兴 地 注 意 到 日 本 气 象 厅 (JMA) 将 于 2014 年 秋 发 射 新 一 代 卫 星

Himawari-8，并于 2015 年中投入业务；强调新的系统将使用全新的数据分发计划。由于注意到
2014-2019 年期间即将运行的日本、中国、美国、韩国、俄罗斯和 EUMETSAT 新一代静止轨道卫
星的能力大大增强，理事会欢迎卫星用户就绪指引 (SATURN) 在线门户的开发，该门户将为用户提
供一个了解关于这些新卫星系统信息的独特渠道。理事会要求秘书处继续维护这些信息资源，并敦
促 SATURN 中涉及的所有卫星运营方提供定期和及时的更新。

空间气候监测构架

总摘要
4.4.87

69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第 12 届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 (CM-12) 讨论了建设空间气候

监测构架的进展，这是对 GFCS 观测和监测部分的贡献，这也是 WIGOS 实施计划的关键任务之一。
CM-12 满意地注意到空间机构通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气象卫星协调组织 (CGMS) 和
WMO 开展的有效协作。在这方面，理事会鼓励在 WMO 空间计划下采取行动，与 GCOS 和 GFCS
办公室合作，通过明确 GFCS 优先领域的用户案例，整合用户对空基气候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社会经济效益
4.4.88

理事会还注意到 CM-12 讨论了卫星计划的社会经济效益。由于 WMO 会员及其空间

机构必须在资源日益紧张的环境下管理优先领域，评估并记录社会经济效益以便推进新卫星计划的
决策过程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社会经济效益评估应当为成熟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向业务转换提供客
观的信息基础，并确保获取足够的资源支持应用的开发。忆及一系列 WMO 影响研讨会 ( 如塞多纳，
2012) 取得的成功，理事会鼓励除了数值天气预报外，加大观测系统对用户应用影响的评估范围。

区域用户机制
4.4.89

理事会重申根据决议 12(EC-65) 在所有 WMO 区域建立支持卫星资料和产品访问和

交换用户需求常设机制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该机制应吸引 NMHS 和其它业务单位的用户。这些机
制能保证对用户的协调和与卫星运营方的对话，这些机制也应当是每个区协工作结构中与 WIGOS
相关部分的组成部分。
4.4.90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亚洲大洋洲气象卫星用户大会 (AOMSUC) 为亚洲和大洋洲的会

员满足并促进其共同职责，使用卫星资料和产品，以改进天气和气候服务提供了极好的论坛。理事
会获悉第 5 届 AOMSUC 将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并鼓励感兴趣的会员参加。

空间天气
4.4.91

理事会赞赏空间天气计划间协调组 (ICTSW) 取得的进展，尤其是与 ICAO 国际航路

火山监视业务小组合作对航空空间天气服务进行了界定。理事会注意到关于这些新兴服务的规定将
于 2014 年 7 月提交 ICAO 气象 (MET) 处和 CAeM-15 联合会议讨论，通过后于 2016 年生效。由
于注意到空间天气服务支持若干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航空部门，理事会强调 WMO 会员间需要
一个协调的方法。所以理事会要求 ICTSW 根据本报告附录 6 中的建议制定一份详细的四年活动计划，
同时考虑空间天气服务不断变化的面向服务的性质，告知 WMO 计划进程，强调用户需求，在适用
的 WMO 计划领域下描述空间天气服务提供者的活动，并提高会员在这个领域的意识。理事会要求
与 CAeM 磋商和协调开展此项工作，并通知 ECSOP 工作组，以便该计划、活动和支持专家组与更
广泛的 WMO 和 ICAO 的工作保持一致。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
4.4.92

关于决议 12 (EC-62) 的实施，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MO 附属机构会议定期讨论重

要的卫星事务。然而，在执行理事会期间的周末组织召开 CM 会议并未能实现促进空间机构的出席，
并对 EC 届会的组织增加了挑战。此外，当 CM 与 EC( 或大会 ) 结合召开，不可能将 CM 的会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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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纳入提交 EC( 或大会 ) 的会议文件中。因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0(EC-66)-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
商会日程安排，取代决议 12(EC-62)， 并建议秘书长今后在 EC 或者大会前组织 CM 会议，比如与
由决议 6(Cg-14) 初步规划的 WMO 主席团会议结合召开。
气候资料管理和应用

为支持气候服务建立改进的资料管理
4.4.93

理事会强调了对国家、区域和全球尺度的气候相关资料进行一致性管理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整合不同来源的实地、遥感和模式资料。对此，理事会注意到抓住这个机会制定一项支持
气候监测和分析以及研究和服务的综合资料管理战略。这项战略的内容包括：(1) 会员使用的各种
CDMS 功能和计算方法实现标准化；(2) 气候常年均值的计算规范实现标准化；(3) 简化并协调国家
和国际资料拯救和保护方法；(4) 与气候相关的遥感和模式资料的格式设置、存储和保护方法实现标
准化。理事会欢迎 CCl 有意愿与 CBS 和其它技术委员会以及各项计划密切合作领导一项旨在完善
现有资料管理系统、程序和机制和规范材料的倡议，以全面满足对气候资料的特殊需求，如所有时
空的均一性等。理事会回顾了在 EC-65 届会上对从概念阶段朝着向气候用途的高质量全球资料管理
框架的定义方向转变提出的要求，并为此建议设立一个相关的工作机制，以促进并激发这一协作性
质的努力。理事会还要求 CCl，通过上述工作机制，制定一项支持气候服务的完善的资料管理战略
和实施计划的具体内容，供 Cg-17 审议后作出决定。

资料拯救
4.4.94

理事会回顾了决议 16(Cg-16)，特别是决议中有关加快气候记录拯救和数字化，并促

进全球和区域合作以加快资料拯救 (DARE) 并交流相关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活动的内容。理事会敦
促会员尽最大努力防止宝贵的气候资料年久受损，并提供这些资料，以确保一致性并充实气候变化
分析和相关的气候服务。
4.4.95

理事会获悉了近期有关建立 ‘ 国际资料拯救门户网站 (I-DARE)’ 的各项举措，旨在建

立一种综合方法以促进更好地协调全球资料拯救活动并提供有关资料清单、最佳规范和技术的信息，
这将有助于会员更有效和高效率地开展资料拯救工作。理事会敦促 CCl 为建立 I-DARE 提供指导，
并鼓励会员在实施该门户网站过程中开展合作。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 (CDMS)
4.4.96

理事会对 CCl 气候数据库管理系统专家组成功编写了一个 WMO CDMS 技术规格出

版物表示欢迎。该出版物在功能和政策方面定义了 CDMS，从而为支撑国家气候服务的一致性和标
准化气候资料管理程序做出了贡献，并促进了在气候资料、产品和服务制作方面的国际合作。此外，
该出版物为希望获得适合的 CDMS 的国家提供指南，而且还包括了 CDMS 开发商以及有关符合新
的和不断演变的技术要求和标准的 CDMS 基本功能的信息。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强制功能的一个重
要部分是要有能力自动生成标准化的 WMO 产品和报告，如 CLIMAT 电报、世界天气记录等，这些
目前对很多会员都还是个问题。为此，理事会建议 CCl 和 CBS 探索更好地在 WMO “ 技术规则 ” 中
体现这一指南的各种方式，如将其纳入《WIS 指南》(WMO-No. 1061)。
4.4.97

理事会要求 CCl 与 CDMS 开发商保持联系，以便在这类系统未来的发展和开发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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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 WMO CDMS 的各项技术规格。
4.4.98

理事会鼓励各区域协会与其会员就建立用户群进行协调，注意到有些情况下，用户群

可以是次区域级或跨区域的。这些群组应旨在为 CDMS 的现代化、维护、维修活动和信息共享提供
低成本高效益的途径。它们还需要制定一项可靠并具有可持续性的战略，能够对 CDMS 和其它活动
( 如资料拯救 ) 提供不间断的、长期支持。CCl 和 CBS 等技术委员会应与相关区域协会合作，对这
些群组进行协调并提供支持。

气候常年均值
4.4.99

根据 EC-65 的要求，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CCl-16 将讨论关于在 WMO 气候常年均值

的定义、计算和提供方面修订 WMO” 技术规则 ” 的一项提案。理事会要求 CCl 编写并出版技术和用
户团体方面的配套指导材料。
世界天气记录
4.4.100

理事会重申了收集全球 WMO 数据集的重要性，如世界天气记录等。虽然注意到理事

会赞赏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世界天气记录的出版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支持，但理事会敦促会员与 CBS 各
牵头中心合作，以更新世界天气记录，这涉及前两个十年期：1991–2000 年和 2001–2010 年的记录。
根据 WMO 关于每年提交世界天气记录的新规范中的要求，并根据第号决议 14(EC-64) 的要求，理
事会还敦促会员为世界天气记录提交有关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及未来年份的年度资料。

国际气候评估和数据集 (ICA&D)
4.4.101

理事会注意到次区域和区域资料门户网站带来的各种益处，并特别对 ‘ 国际气候评估

和数据集 ’(ICA&D) 倡议表示欢迎，这是一种气候服务理念，它成功地将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专家
组 (ET CCDI) 的工作与 WMO 的 DARE 活动结合起来。这一理念建立在为 ‘ 欧洲气候评估和数据
集 ’(ECA&D) 开发的软件和机制的基础上，作为一个获取日常台站资料和反演指数的门户网站，并
通过区域合作实现了整合。ICA&D 已引进到其它三个区域，即东南亚 (SACA&D，其中包括了一项
特有的 DARE 部分 )、拉丁美洲 (LACA&D) 和西非 (WACA&D，其中还包括了一个特有的 DARE
部分 )。理事会鼓励 CCl 和 ETCCDI 通过与会员和 WMO 区域气候中心合作进一步加强 ICA&D 在
全球范围内的实施。

4.5

研究 ( 议题 4.5)

提高会员为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科学的研究能力及技术开发做出贡献并从中获益的能力 ( 预
期结果 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CRP 牵头编写了 GFCS 实施计划的研究、模拟和预测附件，

得到了 IBCS(2013 年 7 月 ) 第一次届会的批准。GFCS 的研究活动的目标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
便在 GFCS 初始优先领域进行有效的研究和提供给用户丰富的实验气候信息。此外，研究活动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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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解释气候信息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科学依据，还将解决一些紧迫的科学问题如提高对可预测性的
认识以及改进气候模式的预测能力。理事会敦促会议寻求资金来源并为 GFCS 项目汇编和 GFCS 实
施计划研究、模拟和预测附件中批准的研究提供支持。理事会重申在开发 GFCS 过程中 WCRP 与
WMO 组织机构开展合作重要性。在这方面，理事会热烈欢迎 WCRP 和 CCL 决定联合举行一次为
期一天的 CCL-16 技术会议以及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第 35 次届会 (2014 年德国海德堡 )，理事
会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会议的重点是为服务提供研究和业务支持。
4.5.2

理事会赞赏地认识到 UNESCO 的 IOC 仍然是 WCRP 的大力支持赞助商，并将继续

为 WCRP 提供有关研究需求 ( 特别是有关海洋在气候中的作用 ) 的有效指导。理事会还要求 IOC
尽一切努力将每年对 JCRF 的贡献恢复到先前商定的水平。
4.5.3

理事会强调气候研究的重要性，为全球可持续性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提供了动力。

理事会注意到 WCRP 处于一个很好的战略地位，促进了未来地球的目标以及支持全球可持续性的
10 年期多年研究活动的目标。需要开发 WCRP 和未来地球之间的最佳合作方式，理事会高兴地注
意到 WCRP 和未来地球之间正在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理事会敦促 ICSU 保持对 WCRP 的大力支持，
并继续推进 WCRP 与相关 ICSC 活动之间的合作。
4.5.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ICSU/IOC 指定的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 (JSC) 第 34

次届会 ( 于 2013 年 5 月在巴西巴西利亚举行 ) 的成果。JSC 届会之后，WCRP 着手编写六个 “ 重
大科学挑战 ” 的实施计划，如下：
(a)

提供区域尺度娴熟的未来气候信息 ;

(b)

区域海平面上升；

(c)

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冰冻圈；

(d)

云和气候敏感性；

(e)

水量变化；

(f)

极端事件的预测及归因。

WCRP 已经将这些研究课题确定为具有特别高社会重要性的科学挑战，也是可能在未来 5 到 10 年
内取得显著进展的研究领域。它们还是 WCRP4 个核心项目和各工作组共同统一的主题。
4.5.5

理事会感激地认识到自 EC-65 以来 WCRP 非常成功地举办了一些大型社区活动。包

括：
(a)

20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的 WCRP/ACPC 非洲气候系统 解决优先研究差距用于非洲的适应决策会议；

(b)

2013 年 11 月 4-7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 WCRP-IPCC-EU 联合 “ 国际区域大会 –
CORDEX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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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RP 项目 “ 平流层 - 对流层的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SPARC)” 第 6 次全会于
2014 年 1 月 12-17 日在新西兰皇后镇举办；

(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社会大会于 3 月 17-21 日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

理事会还注意到，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中美洲最近召开的区域 WCRP 会议上形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理事会敦促 WCRP 在这些会议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区域气候研究。
4.5.6

理事会认识到 WCRP 在一些研究优先重点上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包括但不仅限于北

大西洋涛动和季节性时间尺度马登 - 朱利安振荡的可预测性，以及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全球表面温度
的可预测性。理事会注意到耦合气候模式以及大气化学在其中的代表性不断地取得进展。在天气 /
气候界面的研究 ( 另见第 4.5.46-4.5.66 段 ) 方面以及推进对区域气候的认识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特别是通过在世界许多地区成功地实施协调的区域降尺度实验 (CORDEX)。
4.5.7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WCRP JSC 在第 34 次届会上批准了地球系统网格联盟 (ESGF)

作为 WCRP 推荐的资料和信息分发机制。通过 ESGF，WCRP 有利于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获取气
候模式产品和观测产品，通过 WCRP 牵头的观测模型比对项目 (Obs4MIP) 活动在同一网格上提供
统一格式和记录良好的资料。第一个使用该机制的 WCRP 活动是耦合模式比对项目 (CMIP)、气候
系统历史性预报项目 (CHFP) 下的季节性预测性实验以及协调的区域降尺度试验 (CORDEX)。理
事会建议会员研究有效的方法，获取和评估 WCRP 通过 ESGF 提供的大量基于研究的气候信息。
4.5.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CRP 有关气候研究领域能力发展的承诺以及它对年轻科学工

作者 (ECS) 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科学家的支持。理事会注意到 WCRP 正在加强与亚太网
络 (APN) 和全球变化美洲研究所研究所合作的合作，并与年轻工作者网络开展合作，如青年地球科
学家系统 (YESS) 和极地 ECS 协会 (APECS)。理事会还赞赏地 WCRP 提供的培训活动有所增加，
如在南亚、东南亚、南美和中美的 CORDEX 研讨会。理事会注意到正在筹备将要举行的 2014 年极
端事件归因和预测的暑期学校 (2014 年 7 月 21-8 月 1 日，意大利里雅斯特 )，并鼓励会员支持具备
合适资格的候选人参与这些活动。
4.5.9

理事会再次注意到 WCRP 及其所属科学家为《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所做出的重

要贡献，尤其是对第一工作组报告 “ 气候变化 2013：自然科学基础 ” 所做的贡献。WCRP 互比试验
CMIP 第 5 阶段 (CMIP5)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模式预估数据集，它已在世界各地广泛用于研究气候变
率和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CMIP5 产品为 350 多个科学出版物奠定了基础。理事会高兴地了解
到 WCRP 目前正在进行 CMIP6 的试验设计，预计它将会使气候预测和预估变得更为完善和全面。
4.5.10

理事会注意到，在过去的十年，WCRP 各项活动符合战略框架 “2005-2015 年地球系

统协调的观测和预测 ”。该战略框架促进了与社会需求直接相关的实际应用发展，并有助于 WCRP
将其各项活动的重点部分着重于实现 2012-2015 年 WMO 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 5(“ 提高会员为全球
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技术开发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理事会赞
赏 WCRP 为 WMO 核心目标做出的这一宝贵贡献。
4.5.11

理事会还注意到，WCRP 要求 WMO 在下个财期为联合气候研究基金增加年度 WMO

捐款，以确保有效实施其研究计划，尤其是在区域层面。理事会注意到在其讨论提交给第 1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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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大会的秘书长预算建议中有此项要求。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4.5.12

理事会注意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第 16 次届会 (CAS-16) 于 2013 年 11 月 20-26 日在

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CAS-16 审议了 WWRP 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 ‘ 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测性试
验 ’(THORPEX)，确定了研究工作的新的优先重点并对 WWRP 的未来活动提供了全面指导。
4.5.13

理事会认识到 ‘ 预报示范项目 / 研发项目 ’(FDP/RDP) 在响应各种区域需求方面的重

要性。理事会要求会员通过与 WWRP 协商的方式确定并开发新的 FDP/RDP 项目，如平昌 2018 年
冬季奥运会服务以及登陆台风降雨量的高分辨率数值预报 ( 两项工作都在筹备中 )，旨在进一步改
进天气业务和相关环境服务，以据此满足各 NMHS 的各种需要和需求。
4.5.14

理事会要求 WWRP 与 WCRP 密切合作，参照 2010 年有关气候变化对热带气旋活动

影响声明的类似研究成果，为有关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科学研究报告的编写做准备。

临近预报和中尺度研究
4.5.15

理事会注意到在开发维多利亚湖研究和发展项目 (RDP) 项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

便更深入地了解维多利亚湖雷暴天气的动力学过程，并为了保障以该湖为生计的人民的安全开发各
种预报能力。理事会还注意到 RDF 与东非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理事会要求 WWRP 与东非的 SWFDP 开展协调，并鼓励会员参与 RDP 项目的实施并筹集所
需的资源。

社会和经济研究的应用 (SERA)
4.5.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CAS 的 SERA 工作组与有关 JCOMM/CHy 海岸带洪水 FDP

项目的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开展了合作。理事会还注意到在为 SERA 预警示范项目编写概念文
件草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人工影响天气
4.5.17

理事会注意到对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信托基金的捐款不足，并敦促对这一活动感兴趣的

会员为该信托基金捐款以及在推进有关人工影响天气的可靠科学做法方面继续开展各项活动。

热带气象学研究
4.5.1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热带气象学研究方面已有三个正在进行的 FDP/RDP 项目，即：

中国南部季风降雨试验 (SCMREX)RDP 项目、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集合预报项目 (NWP-TCEFP)
以及台风登陆 FDP(TLFDP)。SCMREX RDP 项目旨在提高强降雨事件预报的技巧水平，而这类事
件依然对东南亚地区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而 NWP-TCEFP 项目和 TLFDP 项目正在着
眼于增进对热带气旋形成的认知，特别是重点关注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沿海地区形成的热带气旋。

第八次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 (IWTC-8)/ 第三次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 (IWTCL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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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RP 和热带气旋计划 (TCP) 联合组织的一些学术研讨会和科研项目可为业务预报

人员与研究人员之间的积极互动提供极好的机会，因为这类活动侧重于促进把研究成果和技术开发
成果转化为业务。在注意到上述情况的同时，理事会敦促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以促进业务预报人
员参与这些活动，特别是参与 IWTC-8 和 IWTCLP-3，这两个研讨会将于 2014 年 12 月 2-10 日在
韩国济州召开。

THORPEX
4.5.20

理事会对三个 THORPEX 延续项目最近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旨在满足各会员和

GFCS 的需求，即：季节内至季节预报项目 (S2S)、极地预报项目 (PPP) 以及即将建立的高影响天
气 (HIWeather) 项目。理事会鼓励会员参与这些项目的实施并提供所需的资源。
4.5.21

理事会感谢五个 THORPEX 区域委员会 (RC) 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以及持续付出的努

力，感谢其协助为 THORPEX 区域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后勤及其它保障、规划、协调和实施。
4.5.2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目前可通过 http://tparc.mri-jma.go.jp/TIGGE/tigge_swfdp.html

网站提供四个 SWFDP 领域中有关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的 TIGGE 集合预报。理事会鼓励会员继
续充分利用 TIGGE 的成果。理事会要求 CAS 和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建立机制，实时提供集成
模式产品。这可用于业务预报活动的技术开发。
4.5.23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1 – THORPEX 之后的活动。

高影响天气项目
4.5.2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WRP 特别强调更好地对更广时间尺度 ( 从临近预报至季节

时间尺度 ) 的高影响天气事件进行预报，因为这些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对于各会员依然具有核心重
要性。理事会要求 WWRP 与相关技术委员会、区域协调会、NMHS、WCRP、GFCS、降低灾害风
险 (DRR) 计划以及其它相关的 WMO 科技计划一并协调与高影响天气有关的活动，包括 SWFDP
及其次区域组成部分，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业务测试和应用。
4.5.25

认 识 到 各 种 预 测 / 预 报 只 有 对 决 策 起 到 辅 助 作 用 时 才 有 价 值， 理 事 会 支 持 把

HIWeather 项目的重点放在与各利益攸关方开展沟通和互动上，并要求符合 WMO 服务提供战略，
以及业务预报人员和相关的 WMO 项目和计划积极参与 HIWeather 项目。
4.5.26

理事会要求 WWRP 进一步细化 HIWeather 项目的计划并在实施过程中与各会员以及

秘书处的相关领域进行广泛协商。理事会强调 HIWeather 项目的目标是加强 NMHS 减轻灾害风险
的能力。该项目将支持高优先的研究活动，其结果可能会最终用于业务活动。
4.5.27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2 - 高影响天气项目。

WWRP 开放式科学大会
4.5.28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定于 2014 年 8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开放式世界天气科

学大会 (OSC) 的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这次大会的大主题是 “ 地球系统的无缝隙预报：从临近预
报至中期预报和季节预报。将侧重于在主要部门的应用，并使处在职业初期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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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其中。

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 计划
4.5.29

理事会注意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 (CAS-16) 规定了 GAW 发展的优先重

点。其中包括开发一个旨在为社会提供服务并为政策提供支持的 ‘ 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 ’(IGIS)；
气溶胶观测和研究 ( 包括对空气质量影响的评估 )；面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复合体的天气、气候、
环境研究和服务；以及利用各种不断发展的技术。
4.5.30

理事会认为，观测是与会员相关的 GAW 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基础，并认为观测对于支

持各项环境公约、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全球气候观测
系统 (GCOS) 以及许多其它倡议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些观测，理事会注意到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并敦促会员弥补这些差距，与此同时注意到 GAW 观测系统的加强、维持和优化是一项长久的重要
要求。理事会赞赏几个会员在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英国、韩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一些新的区域台站
加入了 GAW 计划。
4.5.31		
出于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编写工作的需要，理事会认识到气溶胶和活性气体
(NOx、VOC、对流层臭氧 ) 作为短生命周期气候强迫因子 / 污染物 (SLCF/SLCP) 的重要性。理事
会敦促会员建立活性气体观测站，加入 GAW 计划并共享其资料，以用于开展全球评估。理事会还
认识到酸性降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不断加剧的问题。理事会敦促会员在其各自国家建立降水
化学观测站，并鼓励现有的大气沉降观测网络加入 GAW 计划，并向世界降水化学资料中心 (WDCPC)
报告其观测资料。
4.5.32

注意到某些 GAW 参数的资料提交出现减少情况，理事会提醒会员注意需要近期的资

料，以便通过 GAW 提供所需的各项服务和最新信息，并敦促会员向各自的推荐资料中心提交 GAW
观测资料，在一般情况下在测量之后一年内提交资料。
4.5.33

理事会强调了 GAW 质量保障和控制 (QA/QC) 的重要性，并要求会员落实 WMO 大

气成分测量的质量管理框架 (WMO No.1100)。理事会对在德国尤利西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世界氮氧
化物 (NO 和 NO2) 标定中心表示欢迎。
4.5.34

理事会认识到 ‘ 滚动需求评审 ’(RRR) 过程的重要性，并对建立 GAW 观测要求和卫

星资料需求任务组表示欢迎，该任务组的活动将包括解决 RRR 问题。理事会建议，为了在 GAW 推
进 RRR 过程，最佳的做法是利用最突出和简单的案例启动这项工作。
4.5.35

理事会注意到能力开发的重要性，并承认德国 GAW 培训和教育中心 (GAWTEC) 以

及联合举办的暑期学校和其它培训活动的有效作用。理事会建议凡运行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会员
考虑拓展其培训计划，以涵盖大气成分测量，特别是在运行 GAW 台站方面具有经验的国家。
4.5.36

理事会注意到，WMO 已同意作为一个行动方加入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 (CCAC)，

与此同时能够参加与 WMO 职责有关的具体活动，并指定一人列入该联盟科学咨询专家组的名单。
认识到 GAW 可提供与短生命周期气候强迫因子减缓相关的大气成分信息，另认识到有关这些强
迫因子的观测目前尚不令人满意，以及还认识到如果有更全面的协作则可能有利于 GAW，理事会
建议 WMO 寻求成为 CCAC 的一个合作伙伴，并批准该联盟的框架文件，同时还注意到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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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DO、WHO、世界银行和欧洲委员会等也是该联盟的合作伙伴。
4.5.37

理事会赞赏以当前活动为契机建立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 (IGIS) 方面持续不断的发

展。为了推进此项活动，理事会要求 CAS 的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 (EPAC) 科学指导委员会 (SSC)
考虑为 IGIS 制定一个项目计划。
4.5.38

理事会对根据 GAW 第 207 号报告 – “ 关于地基气溶胶综合观测网络的建议 ” 为全球

综合气溶胶观测系统制定一项计划表示欢迎。理事会建议，特别是这应当解决观测差距和弥补差距、
测量方法的标准化、资料存档规约、提高资料质量和服务于多用户 ( 包括研究人员 ) 的资料提供 /
资料管理系统等发面存在的问题。理事会还建议，这项活动应加强与气溶胶有关的过程研究、卫星
资料验证、模式开发与检验、观测资料在业务模式中的同化、全球尺度综合气溶胶气候学的建立。
理事会重申观测需要满足用途并为下游活动提供妥善的链接。
4.5.39

理事会赞赏该专家组为编写有关黑炭观测判读的推荐文件所付出的努力 (http://www.

atmos-chem-phys.net/13/8365/2013/acp-13-8365-2013.html)。理事会还认为 GAW 应当着眼于由
许多不同机构和部门测量并报告的与城市地区十分相关的 PM2.5 和 PM10 结果，而这些测量可广泛
用于健康研究。
4.5.40

关于近实时资料提供和使用，各会员应利用现行的合作机制，例如与欧洲的哥白尼计

划 ( 之前称为 GMES) 以及其它区域的类似计划开展协作，特别是在城市和非城市资料和预报综合
服务方面 ( 如化学天气预报或森林火险预报以及影响 )。
4.5.41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六区协基于气溶胶监测网络实施激光雷达和测云仪取得的进

展， 并 要 求 GAW 继 续 与 CBS、CIMO、CAeM、 六 区 协 及 其 它 相 关 机 构 ( 如 EUMETNET 和
EARLINET) 合作，发展六区协 WIGOS 火山灰示范项目。
4.5.4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GAW 将于 2014 年 9 月 22-26 日在巴西纳塔尔召开的第 13 次

四年一度的 ICACGP 学术研讨会以及第 13 次 IGAC 大会期间举行 GAW 建立 25 周年的庆典活动，
而上述两个会议为 GAW 策划的几个亮点。

城市气象和环境研究计划 (GURME)
4.5.43

理事会认识到，目前正在出现的快速城市化将需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各种新型服务。

城市面临各种独特的危害，而服务需要为这些需求定制服务。这将需要强有力和广泛的机构间合作。
理事会注意到，这些新型服务将通过天气、气候和环境预报带来各种机遇，例如优化城市环境在能
源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功能。理事会认识到，城市服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倚赖高分辨率耦合环境预报模型，
而这些模型将包括真实的城市区域内各种具体过程、边界条件以及能量特性和物理特性通量。还将
需要建立侧重于城市环境的新观测系统，如在各机构之间共享资料，并需要具备一定的技巧水平和
充分利用最新技术的能力，为面临挑战的和快速变化的城市环境提供服务。理事会认识到这些服务
将有助于城市应对各种危害，诸如风暴潮、洪水、热浪、空气污染事件等。
4.5.44

理事会注意到，已编写了有关新型城市交叉性活动 ( 城市天气、环境和气候综合服务 )

的概念文章 (http://www.gfcs-climate.org/fact_Sheets# )，并建议应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复合体对气
候服务的需求视为 GFCS 的一项优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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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 GAW 城市气象与环境研究 (GURME) 直接相关的活动，理事会注意到据新数

据显示全世界每年有 700 万人因空气质量差而早亡。注意到 GURME 是一项涉及 WHO 的活动，理
事会建议 GURME 加强这一合作，主要是通过将城市项目选择在与 WHO 项目相同的地点，为解决
这一问题提供更多信息。此外，考虑到空气质量是 WWRP 高影响天气 (HIWeather) 项目的一个重
点研究领域，理事会建议 GURME 与 HIWeather 项目展开合作。

WCRP、WWRP 和 GAW 联合研究倡议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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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网 (GAW) 计划之间密切合作对于应对大气成分和天气及气候过程之间复杂反馈的重要性。

数值试验工作组 (WGNE)
4.5.47

理事会注意到 WGNE 项目对于比较模式表面应力的参数化和物理学部分的重要性，

该项目由加拿大环境部牵头，侧重于模式中的表面拖曳处理。WGNE 气溶胶项目由巴西天气预报和
气候研究中心 (CPTEC) 牵头，是评估气溶胶对天气和气候预测的影响，灰色地带项目是评估 1-10
公里分辨率范围模式能力，这两个项目都是旨在改进模式和预测的更深入的 WGNE 研究领域。理事
会鼓励各模拟中心积极参与这些 WGNE 活动。
4.5.48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GNE 马登 - 朱利安振荡 (MJO) 专题组在下列六个子项目取得

的进展：(1) 以过程为导向的诊断法和测量法；(2) 北方夏季季风季节内变率；(3)CMIP5 季节内变
率模式能力分析；(4)MJO 的垂直结构和非绝热过程；(5) 海气相互作用；(6) 海洋陆地的 MJO。
理事会感谢 MJO 专题组为次季节到季节预测 (S2S) 项目所做的贡献。

预报验证研究
4.5.49

理事会注意到预报验证研究联合工作组 (WWRP/WGNE)(JWGFVR) 于 2011 年在墨

尔本和 2014 年 3 月在印度新德里成功组织召开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国际验证方法研讨会。
4.5.50

理事会注意到，JWGFVR 积极参与了 WMO 的各个项目，包括：仪器和观测方法

委员会 (CIMO)/ 固态降水仪器校准试验 (SPICE)、索契冬奥会的索契奥运测试平台预报和研究
(FROST 2014)、华南季风降雨试验 RDP/(SCMREX)、台风登陆 FDP、极地预测项目、次季节到
季节预测项目，以及 WMO 灾害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次季节到季节预测项目 (S2S)
4.5.51

理事会注意到 S2S 在天气和气候研究界之间建立起的密切合作。理事会认识到，改

进预测技巧和促进使用次季节到季节预测有益于较短期天气和较长期气候预测，也有益于在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 (GFCS) 内改进气候服务。
4.5.52

理事会对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向 S2S 信托基金捐款表示赞赏。理事会鼓励会员向

该信托基金捐款，以支持该项目的实施。
4.5.53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S2S 指 导 组 的 建 立， 并 支 持 开 发 五 个 子 项 目 ( 极 端 天 气、 季 风、

MJO、非洲和验证 )。理事会赞赏由韩国气象厅 (KMA) 主办，于 2013 年 11 月在韩国济州国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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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研究所建立的国际协调办公室。
4.5.54

理事会对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和 CMA 承诺负责 S2S 数据库存档并为

科研提供相关资料服务支持表示赞赏。

极地预测项目和 WCRP 极地气候可预测性倡议的联系
4.5.55

理事会注意到由 PPP 指导组牵头的极地预测项目 (PPP) 中的各项活动。理事会要求

WWRP 和 WCRP 根据 EC-PORS 的建议，确保 PPP 和 WCRP 极地气候可预测性倡议之间开展密
切合作。( 见议题 2.6)
4.5.56

理事会注意到在规划 2017-2019 年极地预测年 (YOPP) 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与其他

相关活动的紧密关系。理事会鼓励会员参与规划过程并将此作为加强极地观测网络和科学倡议的机
会。
4.5.57

理事会对德国 Alfred Wegener 极地和海洋研究所 (AWI) 主办项目国际协调办公室

(ICO) 表示赞赏。
4.5.58

理事会对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向 PPP 信托基金捐款表示赞赏。理事会鼓励会员向该

信托基金捐款，以支持该项目的实施。

热带对流年 (YOTC)
4.5.59

理事会认识到，WWRP-THORPEX/WCRP YOTC 项目 (yotc.ucar.edu) 已显著促进

了对热带对流及其组织成复杂多尺度降水系统的了解和模拟，尤其侧重于 MJO。
4.5.60

理事会忆及到，YOTC 项目和 THORPEX 将于 2014 年底结束，相关的研究活动将继

续开展，但将作为 WGNE MJO 专题组工作的一部分，尤其将侧重于 MJO 与海洋陆地的相互作用。
理事会敦促 WGNE 确保继续着重于了解和模拟在天气和气候时间尺度交叉之际 ( 次季节到季节 ) 形
成的有组织对流，以改进业务天气和气候预测。
4.5.61

理事会注意到 2017-2018 海洋大陆年 (YMC) 联合研究计划将有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研究者参与。该研究项目旨在为海洋大陆
及上述国家制作更好的季节和次季节预测。理事会支持通过季节内振荡专题组 (MJO-TF) 和 S2S 项
目的工作支持 YMC 计划。

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 (SDS-WAS)
4.5.62

理事会注意到，亚洲 ( 中国承办 )、北部非洲 - 中东 - 欧洲 ( 西班牙承办 ) 和美洲 ( 美

国承办 ) 建立了 SDS-WAS 区域节点，还可能与 UNEP 合作在西亚再建立一个区域节点。理事会还
注意到，EC-65 指定西班牙巴塞罗那为 SDS-WAS 区域中心，作为北部非洲 ( 赤道以北 )、中东和
欧洲的大气沙尘暴预报 (ASDF)RSMC，理事会对 2014 年 3 月以来巴塞罗那沙尘暴预报中心的业务
状态表示满意，这是 AEMET、巴塞罗那超级计算中心与 WMO 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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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同在中国北京指定另一个 SDS-WAS 区域节点作为亚洲与中太平洋地区的 RSMC-

ASDF 的倡议。
4.5.64		
理事会注意到，CBS-CAS 大气沙尘暴预报联合任务组正在筹备一项关于尘埃预测模
式评估研究，以解决 CBS-15 上提出的有关尘埃模式性能的问题。
4.5.65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3(EC-66)- 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以建立 SDS-WAS 指导委员会
及其信托基金，用于支持协调开展针对区域活动的全球研究工作。

JMA 承担的 JRA-55 再分析资料
4.5.66

理事会承认日本气象厅 (JMA) 已完成了日本第二个全球大气再分析 (JRA-55)，覆盖了

自 1958 年以来的 55 年。委员会注意到先进的再分析产品对更好地监测气候及其应用必不可少，也
有助于推动 GFCS。

4.6

能力建设 ( 议题 4.6)

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NMHS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 预期结果 6)
教育和培训计划
引言
4.6.1

理事会注意到，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 ETR 专家组 ) 最近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至

28 日在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气象厅总部举行了第 26 次届会 (http://www.wmo.int/pages/prog/dra/
etrp/documents/final-report26thSession.pdf) 。理事会赞赏 ETR 专家组的本次届会采用了前瞻性和
端到端的方法来确定 ETR 计划可能的未来方向，该计划基于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草案、来自区
协和技术委员会的信息、ETR 办公室收集的会员人员配置情况和能力资料。理事会注意到 ETR 专
家组有关战略问题的建议，如 WMO 区域培训中心未来的角色、运行，以及有关 WMO 全球校园的
建议； 策略问题的建议，如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范围和 ETRP 下一个财期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运营问题的建议，包括关于现有的两个区域培训中心再次确认的建议。

目前和未来的教育和培训要求
4.6.2

理事会欢迎 ETR 专家组使用的确定 WMO 会员广泛培训需求的方法，尤其是那些国

家气象、水文和气候教育和培训能力受限或缺乏的会员。理事会注意到 ETR 办公室最近收集了员工
数量和能力的数据，显示全球总 NMHS 员工数量至少为 150,000，如果考虑参与业务水文的人员的话，
会高达 250,000 人，参与业务水文的人员在 ETR 办公室收到的调查问卷反馈中得到了显著的反映。
4.6.3

假设员工流失率为 5％左右，理事会获悉 ETR 专家组估计全球 NMS 每年要聘用至少

7500 名新员工 ( 各个人员类别，基于 150,000 的保守数字 )。理事会注意到 2013 年 ETR 办公室的
调查数据显示，在 80 个返回调查资料的会员中，超过 24 个报告说至少其 30% 的航气预报员无法
达到 2016 年 12 月 1 日的资格要求，这些会员主要是没有足够的国家培训能力的会员。理事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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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调查反馈，在全球 7000 多名已知的航空气象预报员中，不合格的预报员至少有约 500 名。
理事会要求在今后的会议上就此情况对其进行更新。
4.6.4

理事会注意到在以下领域对与建议的能力标准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教育和培训的需求

在不断增加：公共气象服务、海洋预报、热带气旋 / 台风 / 飓风预报、WIS 和气候服务。预计会员
在在 NMS 人员的专业和管理培训方面也会有进一步要求。理事会同意 ETR 专家组的结论，即由于
对于目前和新的资格和能力标准 / 建议做法的合规要求不断增强，教育和培训方面无法满足的要求
不仅会在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负责的传统领域增多，而且会在与增长的多灾种预警服务和气
候服务提供有关的用户联络相关的新领域增多。理事会注意到，气候服务教育培训有一部分已纳入
到 RCC 的强制性职能中，并注意到 RCC 的数量近期有了增加。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RTC 与 RCC
之间可互补式地实施与教育相关的活动。
4.6.5

理事会欢迎 ETR 专家组所使用的确定许多服务领域人员数量和能力的方法，并鼓励

秘书长继续收集尚未回应的会员的数据。理事会认为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在关于在何处投入资源的决
策，以确保所有会员都能够参与 2016-2019 财期的高优先领域中建议的活动，并从中受益。理事会
建议 EC 战略和业务计划工作组考虑 ETR 专家组所做的分析，以评估潜在的问题和方法是应当包括
在 “ 所取得的成果对会员的影响 ” 调查问卷中，还是通过国家概况资料库等机制收集。
4.6.6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4 (EC-66) - 2016–2019 ETRP 指南及 2020–2023 展望。

审议 WMO 区域培训中心未来的作用和业务
4.6.7

理事会获悉 ETR 专家组对 WMO 区域培训中心未来作用和业务的审议结果，并感谢

ETR 专家组及其任务组所做的杰出工作。理事会支持增强区域协会在监督、认可和再确认区域培训
中心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评估每个 RTC 所提出的未来四年的业绩指标。这种增强的作用与议题 7.3
所讨论的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职责是一致的。
4.6.8

由于注意到将一个 RTC 的地位从 “ 确认 ” 改为 “ 临时 ” 需要涉及很多问题，理事会同

意在区域中心内解决绩效和沟通问题对于 RCT 网络总的能力非常重要。理事会同意 ETR 专家组的
建议，即这个工作应当根据 RTC 自己提出的、相应区域协会同意的目标进行。这种方法无需绝对目标，
但需要区域协会清楚自己的重点，并且只在 RTC 积极帮助解决区协确定的高优先性需要的情况下推
荐重新确认或批准建议的机构为 RTC。安理会欢迎并支持如下建议：ETR 专家组起草一份 RTC 指南，
进一步阐述和澄清对 RTC 的预期成果及其合作伙伴。
4.6.9

理事会注意到有人可能弄不清 RTC 的数量，并支持 ETR 专家组的以下决定：如果一

个国家有几个机构都对满足区域要求做出贡献的话，那么这些机构将被认为是这个国家主办的 RTC
的分部。所以中国、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菲律宾和俄罗斯联邦将有一个 RTC，
但有多个分部，而不是一个主办国有多个区域培训中心。理事会还审议了位于某一地区但为区域外
的会员提供了显著支撑的 RTC 的情况。理事会注意到现有和拟议的标准涵盖这种情况。理事会注意
到，虽然这些 RTC 可能为区域外的会员提供了显著的支持，但其所在的区域将负责考虑是否建议执
理会确认或再确认 RTC。理事会预计该 RTC 所在的区域将积极考虑这些 RTC 为该地区以外的会员
提供的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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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忆及其对引入质量管理程序、WMO 服务提供战略和持续改进程序的支持，理

事会同意 ETR 专家组的建议，即改变 EC 认定和再确认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以纳入对 RTC 关键
伙伴的作用和责任的概述，最重要的是确保 RTC 的再确认是基于这些中心已经在教育和培训机会和
资源方面为会员提供了支持。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5 (EC-66) –EC 认定和再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
的标准。

建立 WMO 全球校园的可行性研究
4.6.11

理事会注意到在 ETR 专家组 RTC 未来作用和运行任务组的工作中构思出 WMO 全球

校园概念，而后于 2013 年 9 月在法国图卢兹举办的第十二届 WMO 教育和培训研讨会上提出。理
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ETR 专家组的任务组并未力图以 WMO 全球校园代替 RTC。而是设想以 WMO
全球校园可作为一种机制，用以提高现有 RCT 网络所提供服务的质量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所提供
培训服务的质量。理事会注意到，任务组向 ETR 专家组建议对全球校园进行可行性研究，以作为
RTC 网络的扩充，并牢固地建立于 RTC 网络之上。
4.6.12

理事会支持 WMO 全球校园的理念作为系统的、协调的方法，以支持会员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作人员，获取各类有质量保证的培训、机会和资源，这些培训、
机会和资源应该被设计用于支持会员的工作人员制作和提供所需的国家层面的气象、水文和气候服
务。
4.6.13

理事会忆及虽然 RTC 网络的表现在过去两年有所改进，且按照 ETR 专家组任务组的

建议预计会有进一步改进，但理事会认为仅靠 RTC 网络无法满足全球 NMS 和 NHS 工作人员的预
期需要，这些人员的数量估计将从 150,000 增加至 250,000。理事会注意到该会计包括没有国家教
育和培训机构的国家每年数百名新员工的初步教育和培训。所以需要发展新的方法和伙伴，以补充
现有的 RTC 网络。
4.6.14

理事会建议可行性研究需要：(a) 详细说明展望；(b) 确定会员将如何从 WMO 全球校

园受益；(c) 确定 RTC 可与全球校园建立联系并从中受益的机制；(d) 为处理治理、质量控制机制、
成功实施和持续维持所需的资源；(e) 为全球校园提供成本收益； (f) 为建立和实施 WMO 全球校园
概念起草一份路线图；(g) 增加 RTC 及其他培训活动。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6 (EC-66) – 建立 WMO
全球校园的可行性研究。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范围
4.6.15

理事会赞赏 ETR 专家组在审议和更新其下一周期职责范围方法所做的工作。理事会

承认 ETR 专家组的核心成员多年来保持稳定，他们的经验和集体记忆为 ETR 专家组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但理事会也承认需要新的成员进入专家组，由于资金有限，ETR 专家组成员的数量无法增加。
为了平衡起见，理事会决定将个人在 ETR 专家组中任职的期限限定为两届 ( 每届四年 )，该规定将
对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新成员生效。理事会同意可以使用拟议的提名程序于 2015 年 6 月选择新
的 ETR 专家组。理事会同意作为一种过渡安排，可请某些 ETR 现任成员再任职四年，但这些成员
也需要遵守拟议的提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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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7(EC-66)-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2016-2019 财期 ETR 计划关键绩效指标
4.6.17

理事会赞赏 ETR 专家组已经使用 2012 至 2013 年的监测和评估计划审议了 2012 至

2016 财期 ETRP 的关键绩效指标。理事会忆及 ETR 专家组已于推荐了三个关键绩效指标，其中两
个反映了 ETRP 的关键组成部分 (RTC 和奖学金 )，第三个指标与 ETRP 利用与 GFCS 相关新机
会的能力有关。理事会注意到监测调查的受访者普遍非常支持 RTC 和奖学金，而且会员能够参加
ETR 与 GFCS 相关的活动。
4.6.18

为反映关于提供和获取与资格和能力标准相关的合规要求的新 ETR 机会，ETR 专家

组建议修改下一个财期的 KPI，理事会赞赏该专家组的建议。理事会要求向 EC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
作组告知建议的关键绩效指标领域，以使这些领域能够被纳入下一个财期的监督计划。

评审以色列和意大利区域培训中心
4.6.19

理事会注意到其 ETR 专家组 2013 年已对位于六区协的两个 RTC 进行了评审，即以

色列的 Bet-Dagan 和意大利的生物气象研究所 (IBIMET)。
4.6.20

自上次评审后的 8 年来，以色列 RTC 为会员提供了持续的支持，为此理事会认可并

感谢以色列 WMO 常任代表。虽然该 RTC 学生人数相对较少，但理事会指出该 RTC 围绕农业、气
候服务和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领域有突出的优势，而会员对这些领域非常感兴趣。理事会通过了
决议 18- 以色列 Bet-Dagan 作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地位，再次确认 Bet-Dagan 为 RTC，为期 4 年。
4.6.21

理事会讨论了 ETR 专家组关于将审议再确认 IBIMET 作为 RTC 的事宜至 EC-68 的

建议。理事会注意到 ETR 专家组已考虑了意大利 WMO 常任代表对 IBIMET 被再次确认为 RTC 的
大力支持、六区协对其再次确认的支持、CAgM 主席的支持，以及 IBIMET 计划提供的与 GFCS 相
关的课程。理事会支持 ETR 专家组的声明，即 RTC 作为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培训机构的声誉不仅取
决于该机构提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而且取决于该机构与更广泛的 ETR 计划的积极协调，以确保所
提供的培训能解决的关键 WMO 优先事项，并尽量减少重复。在通过决议 19(EC-66)- 意大利佛罗伦
萨国家研究理事会生物气象研究所作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地位，推迟审议将 IBIMET 再次确认
为 RTC 的同时，理事会认识到 IBIMET 具有很强的潜力，能在未来作为 RTC 发挥重要作用，并鼓
励 IBIMET 在未来两年内为 WMO 教育和培训计划作出积极贡献，并进一步与该计划进行合作。
4.6.22

理事会注意到 ETR 专家组应当于 2015 年底前完成所有 RTC 的第二轮评审。本报告

的附录 7 列出了 25 个 RTC，共包括 35 个被承认为 RTC 分部的机构在内。理事会注意到，韩国气
象厅将要求在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上将其课程及设施认可为 WMO RTC。

奖学金
4.6.23

理事会注意到 ETR 专家组对 WMO 奖学金计划目前的状况和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审查。

理事会欢迎新的合作伙伴参与该计划，特别是参与那些传统上 RTC 不参与的领域，并鼓励秘书长继
续使新的合作伙伴和新的资金来源参与这个重要的计划。理事会赞赏 ETR 专家组对 2006EC WMO
奖学金的审议。理事会注意到虽然标准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修订会使其与现行做法一致。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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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了决议 20 (EC-66)- 执行理事会颁发 WMO 奖学金的标准，对该标准予以更新。

能力标准
4.6.24

理事会获悉， ETR 专家组讨论了许多 WMO 技术委员会内进行的关于发展人员能

力标准的工作。理事会赞赏各技术委员会进行的关于能力标准和推荐实践的工作。理事会认为根据
1127 号 WMO 出版物 (WMO 技术规则的编制和颁布指南 )，ETR 专家组应该有审查能力标准草案
的作用，以确保各项能力标准之间的一致性。由于注意到能力标准最有可能被作为推荐的做法列入
WMO 技术规则，理事会要求 ETR 专家组在起草指南中起到牵头作用，以协助技术委员会和会员制
定和评估各个领域的能力标准。理事会要求定期就能力发展和实施情况对其进行更新。

资源动员
4.6.25

理事会回顾到，Cg-16( 决议 37) 授权理事会在第 16 财期可产生估算为 1.53 亿瑞郎

的含自愿捐款资金 ( 经修改 ) 的预算支出，该预算由以下两部分组成：WMO 预算办公室和 WMO
各项技术计划为开展各项活动 (2012-2015 年活项目纲要 ) 要求的 1.2 亿瑞郎和预计用于联合合作计
划 ( 如 JCOMM、GCOS、WCRP) 的 3300 万瑞郎。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2013 年 WMO 共收到
了 4500 万瑞郎的自愿捐款，这相当于 2013 年全年预算的大约 42%。
4.6.26

理事会注意到，在为 2014 年作出的具体承诺中，大约有 2500-3000 万瑞郎已进入系

统，这些资金既来自签署各项协议的新项目，还来自某些多年期项目。
4.6.27 理事会欢迎广大提供资金支持的伙伴，其中包括加拿大、中国、欧洲委员会、德国、希腊、
爱尔兰、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王国、日本、挪威、西班牙、瑞士、英国和美国。理事会还对旨在
开发天气、水和气候服务并实现现代化的正在开展的活动范围表示欢迎，并认为大多数 WMO 区域
正在直接受益于这些活动。
4.6.28

理事会尤其对横跨 WMO 一、二和六区域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LAS) 地区发起区域倡

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理事会回顾到，EC-65 曾呼吁发起这类倡议，在倡议中要考虑到该
区域的 NMHS 以及天气和气候服务近期已受到不安全事件影响的情况。理事会对沙特阿拉伯王国气
象和环境局以及瑞士开发合作署在这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欢迎。理事会注意到，已制定了 201416 需求评估和实施计划，涉及气候资料拯救、观测和气候网络的现代化以及改进预报和早期预警系
统等领域。继由当地和国际专家参加的验证研讨会之后，该计划将由阿盟的常设气象理事会予以审议。
4.6.29

理事会注意到，自愿捐款还正在用于支持 WMO 各项技术计划的核心重点，其中包括

CIFDP、PWS、FFG、WHYCOS、AG-MET、SWFDP 和 GFCS，还包括 WMO-WHO 以及 WMOWFP 联合建立的两个 GFCS 办事处 ( 详见本报告的附录 8)。

开发伙伴关系
4.6.30

理事会注意到，除了直接融资外，WMO 在协助 NMHS 直接获得资金方面发挥了重

大作用 ( 未必通过 WMO 秘书处 )，通过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开发伙伴的计划加大了支持力度，诸如
通过一些开发银行和各合作开发署 (ODA)。理事会认识到，这些机构在其开发活动中愈加视天气、
水和气候服务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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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1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可为 NMHS 天气、水和气候服务提供大量投资 ( 超过 1.5 亿瑞郎 ) 的全球
性和区域性重大计划。理事会认识到，WMO 从提供技术支持以协助 NMHS 优化各种效益的角度参
与了这些计划，其中包括世界银行有关气候应变能力建设的试点项目 (PPCR)，该项目涉及 WMO
大多数区域中的大约 18 个国家； GEF/LDCF – UNDP，该基金资助了非洲 10 个国家的 NMHS 以
及其它相关部委的早期预警系统 ( 包括灾害管理、农业和水资源 )；拟议的 WB-GFDRR- 萨赫勒地
区项目，为此 WMO 将与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 (GFDRR) 签署一份具体的伙伴关系协议，以支持项
目的实施。
4.6.32

理事会获悉建立了 “ACP GFCS 任务组 ”，以便通过 EU EDF 11 项目的 ACP 内部窗

口与欧洲委员会、ACP 秘书处，非盟委员会、EUMETSAT 以及 ACP 地区的相关区域组织一道为非
洲 - 加勒比 - 太平洋地区 (ACP) 的 GFCS 活动制定融资计划。 WMO 正在联合主持该任务组。
4.6.33

考虑到 WMO 合作伙伴的这些计划，理事会认识到，除 WMO 的直接融资渠道外，秘

书处在催化投向区域中心和 NMHS 的直接投资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
4.6.34

理事会建议，为确保对现代实时地面观测系统的投资的可持续性，应将这些认定为信

息和通信技术 (ICT) 项目并整合到 ICT 系统中，从而能够提供可靠信息，这对保护人类生命和生计、
保持高效至关重要。
4.6. 35

理事会还强调了提供充足资金的重要性，以确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观测系统 / 网络至少可持续使用 10 年以上。理事会特别强烈建议捐助者和 / 或资助机构采用端到端
方法，除了采购、安装、维护和培训的初始投资外，在项目中纳入营运资金，以确保观测系统和配
套活动能够起码持续运行 10 年。
4.6.36

为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要求 WMO 秘书处的资源调动与发展伙伴关系办公

室在考虑来自主要发展伙伴投资于 WMO 会员的观测系统的捐赠和 / 或资助时，应适当注意这一关
键问题。应向资助机构 ( 即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合作机构等 ) 转达强烈建议，以确保捐
助者和 / 或资助者保证此类观测系统的可持续性。

自愿合作计划
4.6.37

理事会对以下信息表示欢迎，即 2013 年，除了上述重大区域开发项目外，还通过

WMO 自愿合作计划 (VCP) 提供价值超过 31,000,000 美元的支持。通过培训、技术保障、专业知
识和资助等方式提供了支持。VCP 是 WMO 团体特有的一种合作机制。这项资金包括 378,824 美元
的 VCP( 基金 )、1,100,000 美元的 VCP(ES) 以及 30,167,176 美元的双边支持 ( 报告数字 )。
4.6.38

2013 年，VCP 秘书处总共收到了 23 份新项目申请，其中有 20 份申请通过 VCP- 基

金和 VCP(ES) 协调过程获得了支持。获得支持的国家包括：阿塞拜疆、伯利兹、不丹、波斯尼亚
和黑山、博茨瓦纳、吉布提、埃及、几内亚、圭亚那、基里巴斯、马尔代夫、密克罗尼西亚、缅甸、
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卢旺达、所罗门群岛和乌兹别克斯坦。理事会审议了 2014 年
VCP( 基金 ) 的优先重点领域，并支持本报告的附录 9 中给出的资金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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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9 理事会回顾了决议 24(Cg-15)- WMO 自愿合作计划，并审议了 VCP 非正式计划会议特设工
作组的报告和相关的 2013 年技术合作计划，理事会感谢 VCP 的认捐方对 VCP 计划的宝贵支持。
认识到 VCP 合作机制显然仍是一种重要的服务提供机制，理事会鼓励各会员做出进一步的贡献并更
积极地参与这项计划。
4.6.40

理事会欢迎 VCP 非正式规划会议主席的声明，声明通报了非正式规划会议在促进

WMO 会员 NMHS 间合作开展国际发展活动、促进其活动间的协同作用与合作方面发挥的宝贵作用。

奖学金基金
4.6.41

将奖学金部分纳入所有重大项目，使获得奖学金资助的人员参与相关的项目领域，这

继续给奖学金计划增加了宝贵的资金来源，最终进一步使支持该计划的开发伙伴数量增加。将通过
一如既往的 FELCOM 机制管理获得奖学金基金资助的人员，以确保奖学金申请的透明度并向资金认
捐方和具体项目方提供明确的反馈信息。

项目协调
4.6.42

关于通过 WMO 秘书处渠道提供的上述自愿捐款的资金量，根据 2012-2015 年项目

纲要的目标，理事会注意到 Cg-16 认为实施这一水平靠外部资金支持的活动在按期限完成任务方面
给 WMO 提出了重大挑战，与此同时还要符合协议和认捐方有关报告实施情况并作出评价的要求。
理事会对在加强秘书处为落实复杂项目开展项目管理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理事会认识到，
目前 ‘ 资源管理与开发伙伴关系 ’(RMDP) 办公室下属的项目管理委员会 (PMB) 和项目协调组 (PCU)
为一些重大跨部门项目的成功实施做出了显著贡献。
4.6.43

理事会承认 WMO 员工在执行非核心预算活动中面临额外的压力，并赞赏当前正在朝

着用技术司和区域办事处内部通过项目资助的人员辅助核心人员的方向发展 (2014 年增加 5-6 个新
岗位 )。理事会对计划建立一个项目人员名单的做法表示欢迎，以确保更快招聘项目官员和管理人。
4.6.44

理事会还注意到在不断改进项目管理方面与 ‘ 项目支持成本 ’(PSC) 拨款有关的新安

排。在这一新安排下，根据 WMO‘ 支持成本政策 ’(EC-64 决议 20)，保留了 WMO 征收的支持成本
中的一部分 (7% 至 13%)，用于支持所有 WMO 技术司和区域办事处的项目管理。
4.6.45

理事会注意到，RMDP 有一位工作人员辅助 2 个核心岗位 (D1 和 P5) 的工作，准备

增加一个 P4 岗位，即项目协调组组长，目前正在招聘过程中。理事会认识到，如同其它 WMO 办事处，
按目前的人员配置水平，RMDP 面临为 WMO 战略计划做出战略贡献以及满足 WMO 及其会员的资
金需求的双重挑战 。理事会对各会员政府通过联合国 JPO 计划 ( 芬兰、德国、挪威 ) 并还通过临
时援派人员 ( 英国气象局、韩国气象厅 ) 继续支持 RMDP 的做法表示欢迎，以部分弥补在人力资源
上的差距。
4.6.46 理事会还注意到 WMO 正在所有区域扩大基于项目的活动，理事会认识到 WMO 的基础设施
不太适合通过非联合国机构 ( 如 UNDP) 和世界银行单位实施国家项目的国家，而这些机构往往设
有国家办事处。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加强 WMO 作为一个技术支持设施所应发挥的作用，以推动 / 支
持其它机构对 NMHS 开发项目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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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开发战略的实施进展
4.6.47

理事会忆及到 Cg-16 就需要协调一致开展能力开发的讨论，以实现能力开发活动成果

的最大化。为此，理事会忆及到 EC-64 和 EC-65 分别批准了 WMO 能力开发战略 (CDS) 和 CDS
实施计划 (CDSIP 2012-2015 年 )。
4.6.48

虽然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CDSIP 实施的早期进展，但同时也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

和协调此类活动，从而弥补许多会员目前在人员、机构、基础设施和程序等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
理事会还赞赏秘书处和会员一年来将资源主要用于 WMO 优先重点领域的能力建设，比如遵循 QMS
要求、区域 WIGOS/WIS 实施和气候服务培训 / 奖学金。
4.6.49

理事会要求秘书处继续努力推动 “ 达标理念 ”，并使 NMHS 员工建立技术、战略和管

理技能，作为能力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有效和高效地利用有限资源，理事会敦促 WMO 所有
会员审议与 CDS 六项战略目标相对应的能力开发战略方法。
4.6.50

理事会获悉了 EC 能力开发工作组 (ECWG-CD) 的工作，特别是 2014 年 3 月召开的

国家概况数据库 (CPDB) 任务组会议。理事会赞赏 CPDB 得到了 ECWG-SOP 的认可，因为它有可
能用于监测和评估下个财期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理事会认为在制定 2016-2019 年预算时应考虑
到维护 CPDB 的成本。理事会听取了关于 CPDB 初始运行能力的介绍，该数据库将于 2014 年 7 月
/8 月启动，并要求会员更新其国家信息。为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1- 国家概况数据库初始运行能力。
4.6.51

理事会还获悉二区协、六区协和五区协在其各自届会上采取行动，以便通过其相应的

区域附属机构实现 CDS 区域化。理事会还获悉了拟于今年下半年召开按服务提供水平的 NMHS 分
类任务组会议。
4.6.52

鉴于技术合作计划 (TCOP) 的各项活动被列入到能力开发战略的各项活动，并在

WMO 的其他计划中也有明显体现，理事会同意向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建议将 TCOP 列入到名为
能力开发计划的新计划下。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4.6.53

理事会忆及到决议 33(Cg-16)“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 和 Cg-16 关于该计划重要

性的讨论，以及仍将给予该计划高优先重点。理事会重申了继续加强 WMO LDC 计划至关重要，从
而能够消除限制 LDC NMHS 在提供相关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及服务方面的障碍和制约，并加强其
能力，相应满足 2011-2020 年十年伊斯坦布尔 LDC 行动计划中优先行动领域的需求和要求。
4.6.54

理事会注意到关于太平洋 SIDS 气候服务区域磋商会议 (2014 年 4 月，库克群岛 ) 以

及关于提高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在亚洲 LDC 发展中的效益的协调和伙伴关系建设研讨会 (2014 年 9
月，不丹 )。理事会鼓励 LDC 和 SIDS 会员借助这些活动加强其能力。
4.6.55

理 事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秘 书 处 尤 其 针 对 LDC 开 展 了 能 力 开 发 活 动， 包 括 实 施

GFCS、教育和培训、技术援助以及天气和气候相关的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效益咨询。理事会还注
意到就制定国家战略计划对某些 LDC 所给予的具体帮助。理事会认为对 LDC 的支持可有效纳入到
WMO 的所有计划和活动，并鼓励秘书处继续努力促进 LDC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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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S 会议
4.6.56

理事会注意到，2014 年 9 月 1-4 日将在萨摩亚阿皮亚召开 UN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议，

其筹备会议将在 8 月 28-31 日召开，此次会议将使世界关注这些因其独特性和特别脆弱性而面临可
持续发展特殊挑战的国家。理事会赞赏秘书长向会员分发关于参与大会和筹备过程的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指导说明，以宣传天气和气候服务对 SIDS 可持续发展的效益。[ 参见附件 D]
4.6.57

理事会欢迎秘书处计划通过宣传活动 ( 包括一些有助于对此问题引起政治关注的主要

边会 )，向高级决策者宣传更有力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对 SIDS 可持续发展的效益。理事会注意到，对
此，为了利用这一机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目前正在开发一系列关键的信息和宣传产品来帮助 SIDS
NMHS 说明如何将气候服务最好地用于实现抗灾、卫生、农业等领域的国家优先重点。这些 WMO
宣传产品还适用于国家背景以及所有 SID 的国家新闻、电台和电视播报。

4.7

伙伴关系 ( 议题 4.7)

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和合作活动，提高 NMHS 的服务提供水平，提高 WMO 为联合国系统、有关国
际公约以及国家战略问题所做贡献的价值 ( 预期结果 7)
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
与联合国系统合作
4.7.1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旨在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合作所采取的行动。此事得到了位于纽约

联合国的 WMO 联络办公室的帮助，并通过 WMO 高级官员在积极参与第六十八次联合国大会及相
关委员会会议中得以实现。WMO 官员一直深入参与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专
项组和开放工作组，还为环境管理小组 (EMG)、高级别计划委员会 (HLCP0) 以及联合国发展小组
(UNDG) 的讨论做出了贡献。通过向位于纽约的使团和世界银行提供有针对性的 WMO 高级别简报，
继续努力推动 GFCS。
4.7.2

理事会也认可 WMO 在开放工作组内 (OWG) 参与协商制定 2015 年后议程的至关重

要性，并注意到 WMO 与 UNISDR 和其他联合国合作伙伴共同牵头组织了有关气候和自然灾害的专
题问题简报。理事会还欢迎 WMO 秘书处在促进其他问题简报方面发挥的作用，包括消除贫困、荒
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农业可持续发展；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动态；社会保障；能源；执行手段；
科学、技术和创新、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可持续交通；生物多样性；森林；
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以及海洋等领域。
4.7.3

理事会注意到第六十八次联合国大会针对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与 WMO 相关的决议，

近期以参考文献的形式通函寄送给了各位常任代表。第六十八次联合国大会期间通过的大约 33 条决
议中的内容已明确与 WMO 现行优先重点和多个领域 ( 包括气候、水和粮食安全、DRR 以及伙伴关
系和能力发展活动等 ) 的活动有一定的相关性和联系。
4.7.4

理事会对所采取的以下行动表示支持：进一步强化 WMO 在联合国系统协调应对气

候变化中的角色，进一步强化其对 UNFCCC 进程作出贡献，以及通过由 WMO 助理秘书长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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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机构间机制 HLCP 气候工作组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活动。理事会欢迎 WMO 积极参与筹备定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举行的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峰会。

UNCC：学习机制
4.7.5

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一直在促进 UNITAR 联合国气候变化统一培训服务平台 (UNCC：

学习机制 ) 的工作，该平台由 33 个多边组织合作形成，旨在支持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发展伙
伴设计和实施以结果为导向、可持续的学习，以应对气候变化。理事会注意到 WMO 是负责为气候
变化入门学习模块 (ILM) 中的科学部分提供素材，有六个模块，分别为：气候科学、政策、适应、
减缓、财政和规划。这些模块提供了互动式远程学习设施和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视觉教具、说明文字、
视频和问答题。理事会欢迎此项活动，其标志了 WMO 与 ‘UNCC：学习机制 ’ 之间的伙伴关系，理
事会还支持将合作扩展至 ‘UNCC：学习机制 ’ 计划开展的高级学习模块 (ALM) 的制作方面。
4.7.6

WMO 也积极参与了有关建立高级别政治论坛 (HLPF)、建立科学 / 政治对话机制以

及这个新机构的未来活动的各项讨论。
4.7.7

理事会要求会员和秘书长确保针对联合国大会与 WMO 相关的决议采取适当的后续行

动。理事会邀请会员特别是其 NMHS 积极参与联合国机构决定的相关后续行动，以加强 WMO 对里
约 +20 大会成果宣言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对实施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的贡献。

UN- 水机制
4.7.8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 WMO 秘书长被确认提名第二次担任 UN- 水机制的主席，任期为

两年，从 2014 年 1 月开始。理事会还注意到通过秘书长担任主席，WMO 仍可发挥作用，借助 UN水机制推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特别是可就有关 2015 年后全球水目标方面提供技术咨询意
见。理事会还指出一些庆祝活动 ( 如 2013 年举行的国际水合作年，以及每年 3 月 22 日的世界水日 )
有助于加强 WMO 的知名度，并为突出一些活动 ( 如 GFCS) 提供了机会。

UN- 海洋
4.7.9

理事会认为，作为 UN 的专门机构，WMO 应继续在 UN 跨机构机制 UN- 海洋、在

WMO 拥有其职责和技术专长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敦促会员确定优先重点领域，以确保为 UN
海洋相关事宜的进程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加强与 UN 伙伴组织的合作，以
便落实海洋相关的目标，并支持会员确定优先重点领域。

GFCS 伙伴关系
4.7.10

在这方面，按照特别大会 (2012) 有关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 (IBCS) 的决定，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组织了 IBCS 第一次届会 (IBCS-1)，会议以建立一个合作伙伴咨询委员会 (PAC)
的形式确定了利益攸关方参与机制。
4.7.11

为了推进实施 GFCS 的四个初始优先领域，与全球水合作伙伴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立了联合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设在气候与水司和 GFCS 办公室内，以支持实施水和卫生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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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 的局长及高级官员代表 WMO 出席了 WHO 区域委员会的会议：非洲 ( 刚果共

和国，布拉柴维尔， 2013 年 9 月 )；东南亚 ( 印度新德里，2013 年 9 月 )；欧洲 ( 土耳其伊兹密尔，
2013 年 9 月 )；西太平洋 ( 菲律宾马尼拉，2013 年 10 月 )；以及东地中海 ( 阿曼马斯喀特，2013
年 10 月 )，推动了有关气候与健康的讨论。
4.7.13

WMO 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CA) 已认识到加强气候科学研究和应用领域的

协作、合作和互动可产生效益，并可针对用户关心的重点，推动气候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预计
在未来几个月内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备 (MoU)。
世界银行
4.7.14

理事会积极回顾了在实施 GFCS 方面与世界银行的合作。理事会注意到世界银行在

为一些 NMHS 的现代化提供财务和其他相关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二区协和三区协。理事
会重申支持两个组织继续合作推动 NMHS 的能力开发。
WMO 参与联合国公约的工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4.7.15

理事会注意到 WMO 积极参与了 2013 年 11 月 11-22 日在波兰华沙举行的 UNFCCC

第 19 次缔约方大会。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委员会注意到 WMO 一直积极推动 UNFCCC 科学和技术
咨询附属机构 (SBSTA) 和附属履约机构 (SBI) 的工作，主要是在适应、能力建设、研究和系统性观测、
国家适应计划、以及华沙国际损失与损害机制等领域的工作。理事会注意到 COP 19 将 GFCS 作为
一项倡议，认为其可促进基于科学的方法而开展适应工作、开展气候应变能力建设、减少经济和社
会损失、减轻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破坏。GFCS 还被经常列入 SBSTA 的议程。
4.7.16

理事会进一步高兴地注意到，WMO 斯威士兰常任代表 Emmanuel Dumisani Dlamini

先生当选为 COP 20 之前未来一段时期的 SBSTA 主席。此外，理事会获悉塔吉克斯坦和莱索托
NMHS 的两个代表分别当选为 SBI 的副主席和报告员，为 NMHS 代表参与 UNFCCC 进程增添了力
量和价值。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加强 NMHS 的作用和贡献，即让 NMHS 参与实施 UNFCCC
的决定，特别是与适应相关的领域。
WMO 参与联合国全系统协调机制

与 UNESCO 国际水文计划合作
4.7.17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WMO 与 UNESCO 之 间 新 的 工 作 安 排， 主 要 是 关 于 UNESCO 和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 ( 淡水 ) 领域的长期合作，该安排是由 UNESCO 总干事 Irina Bokova 与
WMO 秘书长利用联合国行政首长理事会会议 (2013 年 11 月 25 日，纽约联合国总部 ) 期间签署的。
在维持各自专业领域计划的同时，协议认识到有必要在淡水、水科学和水资源方面开展紧密的合作。

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合作
4.7.18

理事会鼓励继续与 CTBTO 筹备委员会开展科学和技术合作，特别是要在为相关区域

专业气象中心 (RSMC) 确立适当安排方面取得进展，以获取 CTBTO 放射性监测数据和信息，从而

总摘要

91

改进业务模拟产品并保证质量。

与欧洲委员会的伙伴关系
4.7.19

理事会欢迎和鼓励秘书长提出的倡议：利用并加强与欧洲委员会的伙伴关系。理事会

同意，在布鲁塞尔联络处持续参与下，应积极努力持续开展这些工作和高级别联系，以加强与不同
EC 政策领域的合作并加强对气象界的潜在作用和附加值的关注，旨在使欧洲委员会在天气、气候和
水方面的活动与 WMO 的活动、特别是与六区协 ( 欧洲 ) 的活动保持一致，以避免重复，并优化协
同作用。这些活动涉及到 WMO 的许多计划和活动，包括 WMO 对 GFCS 的贡献、航空气象、减灾
和海洋服务。理事会还建议应当突出 WMO 及其会员通过其 NMHS 在与欧洲委员会国际合作方面的
作用。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4.7.20

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与一些国家和区域从事发展的实体合作，继续为设计和实施阿

拉伯国家联盟 (LAS) 的一些项目和活动提供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是由一区协、二区协和五区协的
22 个国家组成。这些项目和活动包括 “ 水文和气象资料和信息产品制作的战略管理 ” 项目，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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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活动。

与国际组织的协议
4.7.21

理事会欢迎 WMO 与 UNESCO 国际水文计划 (IHP)、以及与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

(UNITAR)、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国际灌排委员会 (ICID)、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和 EUMETNET 分别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

与 GEO 的合作
4.7.22

鉴于 GEO-10 全会 (2014 年 1 月，日内瓦 ) 评估了 GEO 2012-2015 年工作计划的

实施情况，理事会忆及了 WMO 和 GEO/GEOSS 之间的多方面关系。WMO 作为参与组织通过其秘
书处，并通过作为 GEO 会员国的 NMHS，有计划地为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十年实施
计划 (2005-2015 年 ) 做出贡献。这些贡献的实例包括 WMO 通过其各项计划和联合发起的计划 ( 例
如 WIGOS、GCOS、WWRP、GAW、GCW) 以及无线电频率协调 (RFC)，在农业、气候、水和
天气社会效益领域 (SBA) 的贡献。理事会表示赞赏的是，为了确保与 GEOSS 通用基础设施 (GCI)
的互可操作性，WMO 信息系统 (WIS) 通过提供由 NMHS 收集的观测资料和信息与 GCI 保持密切
协调。
4.7.23

理事会对 2014 年 1 月在 GEO 部长级峰会上通过的日内瓦宣言表示欢迎，根据这一

宣言，GEO 的职责将延长至 2025 年。理事会注意到通过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加强了与
GEOSS 的伙伴关系，同时还注意到 GFCS 的四个优先重点领域类似于 GEOSS 的 SBA( 即农业和
粮食安全、水、卫生和减灾 )。理事会鼓励 GEO 在 WMO 的关键活动中继续与 WMO 合作，特别
是在改进气候资料和信息的发掘和获取、推广资料共享原则以及能力建设协调。理事会强调，WMO
参与 GEO 以及对 GEOSS 的贡献必须要以互利为基础，将协同作用最大化，同时将重复性工作降
至最低。WMO 参与 GEO 为改进全球观测系统提供了机遇，特别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这
也将有助于交换与 GEOSS 共享的资料、元数据和产品，同时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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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规。
4.7.24

理 事 会 忆 及 到 自 2013 年 GEO-9 全 会 以 来 AfriGEOSS 倡 议 的 进 展， 并 认 为

AfriGEOSS 倡议会取得成功，只要能够利用 WMO 所作的互补性努力：两次召开了非洲主管气象的
部长会议 (2010 年 4 月，内罗毕；2012 年 10 月，津巴布韦 )，会议旨在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
有效的满足政府和社会对天气和气候信息及服务的需要和需求，包括在一区协 ( 非洲 ) 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为此，理事会强调 GEO 需要确定 WMO 和 GEO 之间在非洲的协同
配合，从而将潜在的重复降到最低和提高整个大陆的效益。理事会鼓励 AfriGEOSS 积极让 NMHS
在国家层面参与其工作计划和活动。

未来地球
4.7.25

理事会注意到在制定未来地球倡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此倡议由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

盟牵头，ICSU 和 ISSC 为牵头机构。理事会赞赏 WMO 为促进制定未来地球倡议所付出的努力，包
括在其管理结构方面的努力，并欢迎 WCRP 的 JSC 和 WCRP 作为制定未来地球倡议的战略伙伴继
续直接参与其中。
4.7.26

理事会重申了 WCRP 在 WMO 工作中的重要和独特作用，包括与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以及与气候学委员会 (CCl) 等进行跨学科合作的日益重要性，因此，理事会鼓励 WCRP 加强其对
未来地球倡议的战略性贡献，并与 WWRP 和 CCl 协调合作，确保 WMO 为认识和了解未来地球的
动态星球主题领域作出贡献。理事会注意到将气候变率和变化方面的知识与支持可持续发展科学相
结合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面对预估的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方面。
4.7.27

理事会提请作为 WCRP 联合发起方的 ICSU 和 UNESCO 帮助寻找和支持有效参与的

方式，以确保未来地球可以使 WCRP 各类活动参与，并充分利用 WCRP 的独特结构 ( 包括核心项目、
工作组、咨询理事会和赞助类活动 )。理事会还提请未来地球与 WMO 及 WMO 牵头的全球气候服
务框架开展密切合作，确保在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能有效地转化为可靠和及时的社会服
务。
4.7.28

理事会注意到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的非正式性和跨学科性，并注意到其独特建议是

将研究资助机构、非政府机构、学术界和联合国各组织结成非正式机制，以制定并帮助推动新的可
持续性研究倡议。理事会重申支持 WMO 作为成员继续参与联盟，并鼓励秘书长随着这一非正式机
制的发展，持续对这些安排进行审议，并在审议工作中与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保持密切互动。
4.7.29

理事会对 WMO 在各个国际组织和倡议中的知名度表示满意。理事会建议对会员及其

NMHS 有具体的益处应当是 WMO 参与此类活动的指导原则。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4.7.30

理事会感谢 IPCC 副主席 J.P. van Ypersele 先生就专门委员会工作现状所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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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再次感谢 IPCC 为编写和分发高质量评估报告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制定有关气候变化问题国际政
策提供了支持。
4.7.31

理事会注意到 IPCC 对 WMO 所给予的持续支持表示了感谢，并重申了 WMO 对帮助

IPCC 完成其工作计划所做的承诺，包括通过财政、行政和业务方面的支持。在批准和发布第五次评
估报告 (AR5) 的最终阶段，这种支持尤为重要。WMO 将在实施 AR5 的宣传计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以确保将其成果最大程度地分发给各层面的决策者。
4.7.32

理事会注意到在完成《综合报告》方面取得了进展并欢迎发布 AR5 三个工作组的报告，

即第一工作组报告 “ 气候变化 2013：自然科学基础 ”；第二工作组报告 “ 气候变化 2014：影响、适
应和脆弱性 ”；第三工作组报告 “ 气候变化 2014：减缓气候变化 ”。
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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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3 年增补：湿地》以及《2013 年根据京都议定书修订的补充方法
和良好规范指南》表示欢迎。
4.7.34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缔约方

大会 (COP 18 和 19) 上作出的决定中重申 IPCC 评估报告对于其未来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并鼓励
IPCC 继续响应 UNFCCC 的要求。
4.7.35

理事会赞赏并感谢 (1)IPCC 秘书处、各国政府、机构和组织继续推动 IPCC 的运作

和工作提供捐助 ( 包括通过主办技术支持组 ) 和捐助 WMO/UNEP IPCC 信托基金；(2) 各位专家继
续参与编写和评审 IPCC 报告；以及 (3)UNEP 继续共同赞助 IPCC。
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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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通过考虑 NMHS 的代表定期参加国家代表团出席 IPCC 会议，并参与对 IPCC 评估工作的作者、
评审人员和专家进行提名及参与对 IPCC 报告的评审。
4.7.37

理事会注意到 IPCC 内部对其未来工作的持续考量，并认为 WMO 可对这些考量做出

贡献。

IPCC 的未来
4.7.38		
理事会注意到 IPCC 响应要求，审查其过去的规范和程序，并期望这种响应的方式能
在将来继续进行。注意到 IPCC 评估报告的目标是评估知识状态，理事会支持继续这种理念，并支
持将这种信息向区域与部门层面展示的相关行动。
4.7.39		
理事会注意到 WMO 非常重视对 IPCC 的贡献，其中包括通过计划做出的贡献、参与
两个主办机构对其秘书处的管理以及参与发布 IPCC 评估报告的过程等。理事会认为 IPCC 应提高
发展中国家科学家更广泛参与的动力，并扩大挑选作者、贡献者与评审者的语言与区域标准的范围。
4.7.40		
理事会同意 IPCC 特别报告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可向区域和部门层次的用户群提供更
多以行动为导向的指导。理事会欢迎 WMO 组织一系列区域研讨会的举措，以强调观测与模拟 ( 比
如适应 ) 的差距，及改进与 IPCC 交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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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1		
理事会注意到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存在其它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等
相关的问题，因此 IPCC 与其它组织，如 ICSU 和科学院的联系对确定和应对这些科学空白来说就
显得重要。

4.8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 议题 4.8)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 预期结果 8)
4.8.1

WMO 2016-2019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以及 2016-2019 年第 17 财期的预算 ( 议题 4.8.1)

4.8.1.1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第十六次大会关于准备下一个即 2016-2019 年时期的 WMO 战略

和运行计划的决定 ( 第 8.5.1-8.5.5 段 ) 和 EC-65 关于上述准备工作的决定 ( 第 4.8.1.1-4.8.1.5 段 )。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它所设立的 WMO 战略和运作规划工作组 (WG/SOP) 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和各
项建议。

WMO 战略计划
4.8.1.2

委员会审议了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草案，并决定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改进后

提交大会：
(a)

简化文件的结构，将优先领域作为文件的中心，并确保其与经修改的预算建议中的预
算要求保持明确联系；

(b)

将以下内容列为优先领域：
1．

改进 NMHS 的能力以满足 ICAO 需求，关注加速能力标准和 QMS 的实施，
以便：(a) 满足全球空中导航计划的新兴需求；(b) 应对 WMO 各区域新出
现的问题；以及 (c) 加强成本回收框架；

2．

在缺乏的国家实施气候服务，关注支持建立区域气候中心；确定用户对气候
产品的需求；开发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3．

完成 WIGOS /WIS 的实施，关注实施框架下所有组成部分，支持区域和国
家层面的实施；

4．

实施业务极地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关注全球冰冻圈观测业务化，推进全
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

5．

通过协助增强 ( 特别是发展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 人力资
源、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加强 NMHS 履行其使命的能力发展；

6．

提高为高影响天气、气候和水事件提供高质量基于影响预报和特别是早期预
警的专业知识，从而对减轻灾害风险和防灾的国际活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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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WMO 结构、运行安排和预算规范的战略审查，关注附属机构活动和秘
书处安排的实效；

(c)

缩短并简化战略计划，使用以行动为导向的语言，删除附件。

4.8.1.3

理事会要求主席和战略与运行计划工作组合作，于 2014 年 8 月前及时完成战略计划

的起草以编制预算，并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向 Cg-17 提交战略计划和预算供审议。

预算
4.8.1.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根据决议 20(EC-65) 编制的第十七财期 (2016-2019) 预算

建议。理事会注意到许多 WMO 会员面临资金压力，因此要求根据战略计划修订版确定的优先重点
提出具体的预算建议，支持下一财期补充预算的任何请求，以现行花费水平为基线预算。
4.8.1.5

理事会建议：

(a)

经修改的预算建议应包含一系列以下建议：(1) 非可控成本增加；(2) 节约措施；和 (3)
投资措施。

(b)

对于每一种措施、组成的活动、成本、一些理由和行动或不行动的风险都应简要地进
行规定；

(c)		
经修改的预算应确定和量化可能的节约措施，以便在考虑寻求额外的资金前将相应资
源重新分配给优先活动；
(d)		
节约的资金要么来源于内部流程中效率的提高，要么来源于建议减少的工作计划。
WMO 过程和做法的改进
4.8.1.6

执行理事会忆及到 Cg-16( 第 7.4.1-7.4.5 段 ) 关于改进 WMO 工作流程和做法的决定，

包括要求理事会继续努力并酌情落实 WMO 工作流程和做法的持续改进，并向下次大会反馈具体的
建议，其中可能包括必要时修改《总则》或《WMO 公约》。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其 WMO 战略和
运行规划工作组的报告以及就此问题提出的建议。
4.8.1.7

理事会审议了其 WG/SOP 的建议：

(a)

要求 WG/SOP 进一步评审和制定关于技术委员会工作、互动和内容的建议、执行理

事会及负责实现 ER 1、ER 2、ER 4 和 ER 5 的 WMO 各项计划的工作结构的建议，并由执行理事
会审议；
(b)

鼓励秘书长在适当时请一名独立的外部专家参与组织设计和业务过程管理， 根据

WG/SOP 制定的职责，帮助具有成本效益的评审过程，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英国常任代表表
示愿意为评审过程提供财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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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监督与评估 ( 议题 4.8.2)

4.8.2.1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第十六次大会有关进一步发展和实施 WMO 监督与评估 (M&E) 体

系的决定 (8.4.1-8.4.4 段 ) 以及 EC-65 的相关决定 (4.8.2.1-4.8.2.2 段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在实
施 WMO 监督与评估体系方面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还欣慰地注意到秘书处准备的本财期第一个两年
期 (2012 年 1 月 – 2013 年 12 月 ) 中期监督与绩效评估报告，该报告提供有关已取得的预期结果和
已交付的各项成果的进展情况。理事会认识到在绩效衡量方面存在着各种挑战，特别是对关于已取
得成果对会员影响情况的调查的响应程度偏低而且参差不齐，这使得难以为确定进展而对各项调查
结果进行比较。
4.8.2.2

理事会审议了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WG SOP) 的报告，对建立一个 WG-

SOP 任务组负责评审监督与评估体系表示了欢迎，并同意 WG SOP 提出的以下建议：
(a)

各会员应能看到在与其感兴趣领域的决策过程中相关数据是如何使用的；

(b)

应进一步鼓励或协助更多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填写其 M&E 调查问卷，
以使调查结果更具代表性；

(c)

会员应指定监督与评估的 联 络 员， 并 应 在 通 信 名 单 中 包 括 常 任 代 表 的 国 际 顾 问
(INTAD)，同时要求会员对 M&E 调查问卷作出答复；

(d)

在各自区域办事处的支持下，各区域协会应当更积极地鼓励其所有会员填写 M&E 调
查问卷，包括呼吁其这样做并采取跟踪行动，以提高会员的响应程度。可利用每个区
域的管理组作为对照成果提供有关进展信息的补充渠道；

(e)

在准备绩效分析过程中，秘书处还应考虑来自 WMO 各项科技计划的其它绩效信息。
可把 ‘ 国家情况数据库 ’ 视为一种在线回复工具，WMO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可以在执
行任务的同时收集资料；以及

(f)

WG/SOP 应继续制作一份详细的分析，使其更为相关和有用。

4.8.3

风险管理 ( 议题 4.8.3)

风险管理实施
4.8.3.1

执行委员会理事会忆及其在第六十三次届会 (2011 年 6 月 ) 上关于批准 WMO 风险

管理政策的决定 ( 第 5.7.1-5.7.4 段 )。理事会赞赏秘书处在实施风险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系统
的成熟度，正如审计委员会所观察到的。它注意到，风险管理是各内部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正在
获得有机整合，以纳入规划、监测和评估过程中。WMO 风险管理框架 (WMO-No.1111) 于 2013 年
出版。
4.8.3.2

理事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在继续监测秘书处对风险管理的实施进展，并要求该委员

会继续审议本组织内风险管理过程的妥善性和发展，并随时通报。理事会赞赏本组织面临的大部分
高端风险均已得到充分应对或已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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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同意修改 WMO 风险管理政策，使本组织能够在机遇大于风险并建有充分控制

措施的情况下，抓住机遇。理事会鼓励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在审视可能与 WMO 战略计划的实
施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时，应用此项政策。
4.8.3.4

为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2 (EC-66) - 风险管理的实施。

4.8.4

监察 ( 议题 4.8.4)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4.8.4.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审计委员会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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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组织债务、采购、薪资管理、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理事会对委员会的新
成员 Catherine Vendat 女士表示了欢迎，她继 Hélène Ploix 女士辞职后，由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根
据审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予以任命 。理事会感谢 Ploix 女士在其服务于 AC 期间对本组织工作作出
的贡献。
4.8.4.2

理事会在处理届会议程上的相关问题时审议了委员会的建议。

内部监察室的报告
4.8.4.3

理事会审议了内部监察室主任 (D/IOO) 编写的 2013 年度问责报告。理事会在审议

IOO 报告时一并考虑了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4.8.4.4

理事会审议了监察结论摘要、应对建议和行动，以及监察室主任关于治理的充分性、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程序的意见。理事会注意到了审计建议的实施进展以及秘书处为了解决其中指
出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4.8.5

联合调查组 (JIU) 建议的执行情况 ( 议题 4.8.5)
回顾了 WMO 针对 JIU 报告采取后续行动的程序，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有关 JIU 向

各组织立法机构提出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理事会认同管理层的评论以及有关 JIU 建议与
WMO 立法机构相关性的建议。理事会还赞赏并感谢 JIU 就与整个联合国系统问题有关的事宜和针
对 WMO 的具体事宜开展的工作和提交的报告。
4.8.6

社会性别主流化 ( 议题 4.8.6)

4.8.6.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提交的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领域取得进展的报告。理事会赞

赏地注意到开发了监测指标以跟踪 WMO 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收集了基线资料。理
事会鼓励会员继续提交对 WMO2013 年全球社会性别主流化调查的反馈，并收集性别分类的资料。
理事会认识到取得了些许进展，并已让更多的女性专家参与 WMO 组织机构的活动以及关键计划，
但注意到女性专家的参与度仍然过低。理事会重申，敦促会员提名更多的女性候选人参与 WMO 组
织机构的工作。理事会进一步委任其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以及秘书处开展工作，制定一
份实施计划，并考虑对 WMO 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必要修订，拟提交 C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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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对 “ 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性别维度 ” 大会的组织进展 (2014 年 11 月 5-7 日，日

内瓦 ) 表示高兴。理事会赞扬具有活力的国际指导委员会的积极工作和有效的指导，并赞扬芬兰、
南非、坦桑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供了资金。理事会鼓励其他会员
和合作组织提供自愿捐款，从而确保相关各界平衡地参与此项活动。

5.

资源管理 ( 议题 5)

5.1

财务事项 ( 议题 5.1)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报表
5.1.1

考虑到 FINAC 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经审计过的世界气象组织

2013 年度财务报表和外部审计员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的报告。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已
经发表了针对 2013 年账目的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5.1.2

理事会注意到 2013 年的总收入达到 981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9360 万瑞士法郎 )，

总支出为 763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 8450 万瑞士法郎 )，全年盈余 218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
910 万瑞士法郎 )。
5.1.3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达到 2.41 亿瑞士法郎 (2012 年：2.198

亿瑞士法郎 )，负债总额是 1.251 亿瑞士法郎 (2012 年：1.295 亿瑞士法郎 )，所以，全年净资产 /
股权是 1.159 亿瑞士法郎 (2012 年：9040 万瑞士法郎 )。
5.1.4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现金余额是 9860 万瑞士法郎 (2012：

8000 万瑞士法郎 )，其增加部分主要是因为：(a) 收到了未来几年会费的增加量 1000 万瑞士法郎，
即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 960 万瑞士法郎增加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1960 万瑞士法郎；和 (b)2013
年收到自愿捐款的现金数额增加了 730 万瑞士法郎，即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 1090 万瑞士法郎
增加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1820 万瑞士法郎。
5.1.5

理事会注意到 2013 年的总预算拨款是 690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也是 6900 万瑞士

法郎 )，并且总支出数额是 648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是 6440 万瑞士法郎 )。
5.1.6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未向本组织常规预算缴纳的会费增加了 440

万瑞士法郎 (38.6 %)，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 1140 万瑞士法郎增加到了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1580 万瑞士法郎。理事会敦促会员早日交清其会费。
5.1.7

理事会注意到 2013 年的普通基金收入达 708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7110 万瑞士法

郎 )，费用支出是 616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7100 万瑞士法郎 )，最后盈余 92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
10 万瑞士法郎的盈余 )。理事会还注意到增加的盈余 1260 万瑞士法郎主要来自：(a) 自愿捐款的收
入增加了 520 万瑞士法郎；并且 (b)780 万瑞士法郎未实现的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重估的贷款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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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普通基金的现金余额达 241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2510 万瑞士法郎 )。
5.1.9

理事会注意到在 2013 年，来自自愿资源的收入达到 280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

2250 万瑞士法郎 )，支出为 1540 万瑞士法郎 (2012 年：1340 万瑞士法郎 )，最后盈余 1260 万瑞
士法郎 (2012 年：910 万瑞士法郎 )。
5.1.10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自愿捐赠资源的现金余额达到 5640 万瑞士

法郎，表明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 3650 万瑞士法郎的基础上增加了 1990 万瑞士法郎。理事会注意
到这项增长主要是由于：(a) 收到了针对未来几年的自愿捐款，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零的基础上
增加了 990 万瑞士法郎；(b) 收到了为 2013 年各项业务而自愿捐赠的现金，数额增加了 730 万瑞
士法郎，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 1090 万瑞士法郎增加到了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1820 万瑞士法郎。
理事会注意到这项增长也反映了自愿捐款只有在收到之后才能支出这样的政策。
5.1.11

理事会认为 2013 年底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状况保持良好。

5.1.12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23 (EC-66)- 世界气象组织 2013 年度财务报表。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5.1.13		
理事会注意到了外部审计员关于 2013 年度财务报表的报告。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外
部审计员已经发表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并已在相关议题下讨论了其中的建议。

对第 31 号决议 (Cg-13)- 短期借款权的拟议修订
5.1.14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决议 31 修正案 (Cg-13)。

5.1.15

理事会注意到决议 31(Cg-13) 授权秘书长在周转基金的现金余额暂时不足以为批准

的预算提供资金的情况下短期借款：
(a)

向自愿捐款借款，借款额不得影响各自基金所支持的活动；

(b)

仅在极端情况下，当没有其他解决方法时，在与理事会或代表理事会的 WMO 主席协
商后，向各国政府、银行或其它外部来源借款，作为最后的解决方法，前提是根据 (a)
条授权获得的资金不足或者无法获得资金，但该借款的最高额度不得超过批准的两年
预算中的两个月支出，且贷款期应当限制在六个月之内。

5.1.16

理事会注意到出版基金已于第十四财期末根据决议 42(Cg-15) 关闭，这使秘书长的

内部借款权仅限于一个基金。
5.117

理事会注意到 WMO 管理的大量项目除由自愿合作基金出资外，还由自愿捐款出资。

5.1.18

理事会决定向第十七次大会建议秘书长的内部借款权扩大到所有自愿捐款，但借款额

不得影响这些捐款资助的活动，并通过了决议 24(EC-66)- 对决议 31(Cg-13)- 短期借款权的拟议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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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偿付离职医疗保险金长期负债的建议方案
5.1.19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WMO 的离职员工医疗保险 (ASHI)

负债为 4150 万瑞士法郎，比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结束日期的四年期的负债减少 2920 万瑞士法郎。
理事会注意到，这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年中用于折算医疗保健未来预计成本的比率比以前的高。理事
会还注意到，在相同的 ( 四年 ) 时期，退休人员的增长速度是在职职工增长速度的四倍。
5.1.20

执行理事会忆及，本组织是根据随收即付方案来偿付这些负债，这是根据决议 7(EC-

52) 规定的不超过工资额度 3％的原则制定了该方案。
5.1.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该方案涉及员工保险金的中短期负债，但不包括它的长期负债。

5.1.22

理事会注意到，在联合国系统中，WMO 是少数几个没有偿付 ASHI 长期负债方案的

组织。
5.1.23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交的三个关于偿付长期负债的方案：

方案 1：会员一次性支付评定费用；
方案 2：会员从第 17 个财期开始连续三个财期缴清评定费用；
方案 3： 使用存有的预算结余。
5.1. 24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重新向 Cg-17 一份建议案，其中应考虑到：(a) 目前联合国系

统审议 ASHI 负债正进行的行动的建议 (b) 对遏制与减少 ASHI 负债的可能措施 (c) 从第十七财期开
始，在财期末使用可能的盈余全部或部分偿债的可能性，以及 (d) 对采取措施提高健康保险计划的
成本 - 效益率的可能性。

5.2

秘书处内部事宜 ( 议题 5.2)

5.2.1

修订工作人员细则 ( 议题 5.2.1)

理事会注意到自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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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 议题 5.2.2)

5.2.2.1

理事会注意到，2013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

针对专业类及以上级别职员的新定基本工资标准。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该标准采用了减少岗位调
整乘数点和增加基本工资这一标准合并程序，即在无损益基础上，增加了 0.19%。
5.2.2.2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 3.1 条，针对 P.1 至 D.2 级职员，秘书处已

执行修改后、体现新定净额的工资标准。
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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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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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员的工资有所增加的话，则有必要对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作出任何调整。
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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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级官员净基本工资的年度标准，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有效，标准如下：
								现行规定		 新定规定
		

5.2.2.5

						

有赡养人的净工资

秘书长		

USD 164,864		

USD 165,178

副秘书长

USD 151,331		

USD 151,618

助理秘书长

USD 139,027 		

USD 139,292

理事会注意到该标准采用了减少岗位调整乘数点和增加基本工资这一标准合并程序，

即在无损益基础上，增加了 0.19%，并要求秘书长按照因此所作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
5.2.3

人力资源管理 ( 职工事宜 )( 议题 5.2.3)

自十六次大会以来的行动进展
5.2.3.1

理事会提及了曾经在 2012 年开展并在 EC-65 上讨论过其结果的员工调查。理事会注

意到 WMO 管理层和职工协会在 EC-65 要求下为应对员工调查而采取的后续行动。理事会强调，一
个积极向上、勇于奉献的秘书处对本组织很重要。理事会注意到，WMO 的管理层为 WMO 管理人
员推出了培训课程，同时为大众员工推出了 “ 软技能 ” 系列培训课程，同时本组织正在改进对新招聘
员工的 “ 上岗培训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和职工协会继续帮助管理层和员工了解可用的管理和监督手
段，加强 “ 上岗培训 ”，并鼓励员工参加相关课程，以便适时保持和提高自身的管理技能。
5.2.3.2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设立了一个 “ 秘书处职工调查跟进 ” 工作组，并于 2013 年 8

月接受了工作组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以下内容：确保为支持本组织所有级别员工的发展提供必要
的资金；同时确保职位说明中明确指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技能。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报了针对 2012
年职工调查后采取的后续行动。
5.2.4

审议 WMO 差旅政策 ( 议题 5.2.4)

理事会注意到关于更新 WMO 差旅政策所采取的行动，并要求秘书长在 EC-67 酌情提交最新情况报
告和修订的政策。
5.2.5

专业类及以上人员的任命、晋升、提名和转岗的报告 ( 议题 5.2.5)

5.2.5.1

根据公约第 21 (b) 款，理事会审查并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10 表 1 所列的秘书长自理事

会第六十五次届会以来作出的人事任命。
5.2.5.2

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 9.5 款，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主席代表理事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10 表 2 所列的秘书长在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以来提出的对一位超出法定退休年龄职员的延长任期。
5.2.5.3

理事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10 表 3 所列的秘书长自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以来做出的

转岗、提名和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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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4

理事会注意到了自 EC-65 以来聘请的顾问名单。

5.2.5.5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谨慎向 EC 成员通报 WMO 秘书处专业类及以上工作人员以及

WMO 秘书处组织系统内的离职情况。

6.

宣传和公共事务 ( 议题 6)

6.1.

理事会决定 2016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为 “ 直面更热、更旱、更涝的未来 ”。

6.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做了很多工作，向决策者和公众清楚地宣传了天气预报、

气候服务、减灾、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水文循环方面的科学和业务进展
6.3

理事会承认为了使信息和沟通活动真正起到作用，WMO 必须将这些信息和沟通活动

与联合国系统的同类活动结合起来，并说明 WMO 及其会员为可持续发展、各类社会公益事业、以
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所做的贡献。理事会鼓励秘书处向公众宣传 NMHS 在发布极端事件
预警以及在海洋问题 ( 如海平面上升、风暴潮以及加强海洋观测网络的需求 ) 上的作用。
6.4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大会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 WMO 宣传活动的支持，并敦促会员

增加宣传活动资金，其中包括预算外资金。
6.5

理事会欢迎秘书处所作的承诺：改进 WMO 网站、推广 WMO 品牌、加强信息和公共

事务联络人网络。
6.6

理事会对以下方面表示肯定：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中的新闻和媒体活动的范围和影响

不断扩大，WMO 在社交媒体中的出现不断增多，WMO 不断制作 WMO 公报、其它印刷品、展览品
和音像产品。

7.

总务和法律事宜 ( 议题 7)

7.1

第五十九届国际气象组织奖 ( 议题 7.1)

执行理事会将第五十九届 IMO 奖授予 Alexander Bedritskiy 博士 ( 俄罗斯 )。

7.2

其他奖项 ( 议题 7.2)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
7.2.1

理事会注意到在 MUMM 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已经

颁发了 27 年。理事会感谢 MUMM 基金会所给予的支持。但遗憾的是，MUMM 基金会不再为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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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提供支持。理事会同意暂停 Norbert Gerbier-MUMM 国际奖，以便考虑其他捐助方或重组该奖项。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7.2.2

根据评选委员会的建议，理事会将 2014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 Feng Chen

先生，其获奖论文为 “ 根据树木年轮及与北大西洋和印度洋 - 西太平洋的联系推断的中亚天山西部
426 年干旱史 ”，作者 Chen 等人 (The Holocene 23(8) 1095-1104)。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
7.2.3

批 准 评 选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理 事 会 将 第 二 十 四 届 Vilho Väisälä 教 授 博 士 奖 授 予 A.

Overeem, H. Leijnse 和 R. Uijlenhoet( 均为荷兰人 ) 表彰其在仪器和观测方法方面出色撰写的研究
论文，论文题目是：来自蜂窝式通信网络的国家降雨图，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Vol. 110, No. 8,
p.2741-2745, 2013，并决定第五届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仪器和观测方法开发和实施奖不颁发给任
何提名的出版物。
7.24

评选委员会建议，经与 Väisälä 协商，修订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的颁奖指南，以便：

(a)

考虑其他的提名渠道，这可增加获奖提名的数量，

(b)

进一步鼓励发展中国家的提名，阐明仪器和观测方法开发和实施奖与发展中国家所做
开发工作的关系，

(c)

细化颁奖标准，避免可能对标准的误解。

7.2.5

理事会注意到，有一份论文既提交给了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也提交给了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理事会建议会员一份论文只提交给一个奖项，并要求秘书处促进各奖项委员会
之间的协调。

7.3

组织和规章事宜 ( 议题 7.3)

秘书长的任期
7.3.1

理事会审议了该报告，特别是其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EC WG-SOP) 提出

的关于秘书长任期的两项建议，即秘书长任期的选项为 2 个四年期或 3 个四年期。
7.3.2

在这方面，理事会同意 WG-SOP 的建议，即将秘书长任期修改成 2 个五年期是不可

行的。
7.3.3

理事会认可由 WG-SOP 提出的关键因素，包括本组织的技术科学特性以及将研究转

化为业务服务所需要的大量时间， 这些都是可能影响决定的关键考虑因素。
7.3.4

理事会建议向大会提交的有关秘书长任期数规定的选项仅限于以下两个：

(a)

保持目前总则中关于秘书长的任期的第 198 条不变，即 3 个四年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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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目前总则第 198 条中所述的秘书长的任期为 2 个四年期。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总则》第 2(g) 条的规定，确保在第十七次大会前至少三个

月及时向各会员通报该事宜。

执行理事会席位数和分配
7.3.6

理事会审议了该报告，特别是 EC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EC WG-SOP) 提出

的关于执行理事会席位数和分配的建议。
7.3.7

理事会注意到二区协 ( 亚洲 ) 提议为该区域在执行理事会中增加一个席位。

7.3.8

理事会还注意到一区协 ( 非洲 )、三区协 ( 南美洲 )、四区协 (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 )、五区协 ( 西南太平洋 )、六区协 ( 欧洲 ) 对该提议的立场，并建议向大会提交一份过去
大会关于增加执行理事会席位数以及分配的决定的综合报告。
7.3.9

为整体上确保本组织获得最大的增值及成本效益，理事会还建议把理事会中每个区域

的席位和分配事宜放到本组织面临各种挑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 向大会提交的综合报告应当包括
当前存在 EC 和 RA 代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并澄清增加席位的好
处和额外成本。
7.3.10

根据《WMO 公约》第 28 条，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在第十七次大会前至少六个月

向各会员及时通报该事宜。

区域协会的作用和职责以及对《总则》的任何相应修订
7.3.11 理事会忆及到，在其第六十五次届会上，理事会总体上同意拟议的修订《总则》有关区域协
会 (RA) 作用和职责的文字草案结构，并要求秘书处协助其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WG-SOP) 制定
广泛和灵活的 RA R&R 定义，以便对此在其第六十六次届会上就向 Cg-17 建议修订《总则》的益处
做出决定。
7.3.12

理事会注意到，在 RA 6-16(2013 年 9 月 ) 同意需要更好地确定 RA 作用和职责以及

同意《总则》修订的可能结构之后，在 2014 年 1 月举行的 2014 年区协主席会议 (2014-PRA) 上讨
论了文字草案，并对秘书处起草的初步文字建议提出了若干修改，且对《总则》第 162 条添加修订文字，
见本报告的附录 11。
7.3.13

理事会获悉， WG-SOP 在其第三次会议 (2014 年 2 月 ) 上审议了上述版本的 RA

R&R 以及对《总则》的必要修订。WG-SOP 欢迎 2014-PRA 会议和秘书处对该版本做出的贡献，
建议将其提交 EC 审议。
7.3.14 理事会决定修改总则第 162 条和附件二，见本报告附录 11，并要求秘书长向第十七次大会提
交该建议。
7.3.15 根据《总则》第 2(g) 款，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确保至少在第十七次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就
该事宜及时通知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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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的运行
7.3.16

理事会审议了报告，特别是 WMO 战略与运行规划工作组 (EC WG-SOP) 关于技术

委员会运行方面对《总则》做出可能修订的提议。
7.3.17

理事会注意到对《总则》的任何修订都应根据技术委员会在能力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着眼于优化会员的参与。
7.3.18

理事会认识到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在向大会提交任何提案前将不会提交该问题

供进一步审议，以便及时修订《总则》有关这个问题的方面，并要求其中一个工作组在适当的情况
下进一步制定这个提案。
7.3.19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发信给各位会员，以确定他们在每个技术委员会的会员资格。

7.4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 议题 7.4)
理 事 会 指 定 执 行 理 事 会 代 理 成 员 Fetene TESHOME( 埃 塞 俄 比 亚 ) 先 生 替 换

Mukabana 先 生 ( 肯 尼 亚 )，Daouda KONATE( 科 特 迪 瓦 ) 先 生 替 换 Traore 先 生 ( 尼 日 尔 )，
Noritake NISHIDE( 日本 ) 先生替换 Hatori 先生 ( 日本 )，KO Yunhwa( 韩国 ) 先生替换 Lee 先生 ( 韩
国 )，Miguel Angel LOPEZ GONZALEZ( 西班牙 ) 先生替换 Cano 先生 ( 西班牙 ) 以及 Jean-Marc
LACAVE( 法国 ) 先生替换 Jacq 先生 ( 法国 )。

7.5

筹备第十七次大会 ( 议题 7.5)

7.5.1

理事会回顾了第十六次大会就第十七次大会作出的决定和提供的指导，决定 Cg-17 应

当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 ( 周一 ) 至 6 月 12 日 ( 周五 ) 举行。理事会决定这一会期为审议各项议题
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本财期产生的效率增益将用于此次大会。因此，FINAC 会议将于 2015 年 5 月
23 日 ( 周六 ) 至 5 月 24 日 ( 周日 ) 举行。
7.5.2

理事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12 给出的第十七次大会的临时议程，并委托主席和秘书长

与主席团磋商，完成 “ 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 下的议题。
7.5.3

理事会同意邀请本报告附录 13 中列举的国际组织。

7.5.4

理事会认为在第 17 次大会期间举行的科学讲座，除了第 59 届 IMO 奖获奖者的 IMO

讲座外，可包括如下主题：
(a)

气象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b)

天气和气候服务的社会经济影响；

(c)

2015 年后 UN 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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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秘书长就这些主题安排杰出专家作科学讲座。
7.5.5

经过抽签，理事会同意，参加第十七次大会各代表团的座次按其国名的法文拼写字母

顺序排列，从大厅前排开始，以 H 为起始。
7.5.6

理事会讨论了大会开幕日高级别会议部分的组织并建议邀请各区域的主要部长，如

AMCOMET 主任，向大会致辞。
7.5.7

理事会讨论了可在第十七个财期举办一次大型会议的各项建议。

7.6

对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其他机构的审议 ( 议题 7.6)

7.6.1

根据执行理事会成员的变化，理事会决定对各工作组、专家组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做

如下的替换和变更：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Teshome 先生替换 Mukabana 先生
Nishide 先生替换 Hatori 先生
Lopez 先生替换 Cano 先生
Lacave 先生替换 Jacq 先生
服务提供工作组
Konate 先生替换 Traore 先生
Ko 先生替换 Cho 先生
Lacave 先生替换 Jacq 先生
能力发展工作组
Sakya 先生替换 Harijono 女士
Lopez 先生替换 Cano 先生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J. Ikävalko 先生 ( 芬兰 ) 替换 J. Damski 先生 ( 芬兰 )
S.J. Park 先生 ( 韩国 )、S. Carpentier 先生 ( 澳大利亚 ) 以及 Ch. Fierz 先生 ( 国际
冰冻圈科学协会 ) 加入专家组。

任命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程序
7.6.2

理事会忆及通过其决议 8 (EC-63) 批准了审计委员会 (AC) 目前的权限范围。本次所

做的更改之一是要求执行理事会通过透明的程序任命 AC 成员，其中包括宣布 AC 的空缺职位，供
有资格的个人申请，并供执行理事会审议。理事会进一步忆及在闭会期间根据新的要求通过特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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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实施了第一批 AC 成员的任命，即于 2012 年 3 月任命了 7 名 AC 成员，任期 3 年。截止目前已有
3 名 AC 成员被替换，4 名成员的任期将于 2015 年 3 月 EC-67 召开前结束。
7.6.3

为了按照第 8 号决议 (EC-63) 规范挑选和任命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程序，理事会同意

本报告附件 14 中的步骤和时间表。理事会为 WMO 审计委员会建立了一个遴选委员会，负责审核将
由秘书处提供的申请人名单，并将按照要求向理事会进行人选推荐。
7.6.4

此外，为了使 AC 成员的定期任命与 EC 届会同时进行，理事会同意破例将四名 AC

成员，即 M.L. Bah 先生、J. Hirst 先生、L. Makuleni 女士和 M. Ryan 先生的任期延长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以便他们参与 2015 年 3 月至 5 月举行的 AC 例行会议。

7.7

“WMO 技术规则 ” − 合规文化 ( 议题 7.7)

《WMO 技术规则的编写与颁布指导方针》
7.7.1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WMO 技术规则的编写与颁布指导方针》已经出版 (WMO-

No.1127)。该指导方针被视为是加强技术规则整体质量的基础，尤其是在规范性文件的一致性和同
质性，以及条款的落实、风格和布局的兼容性方面。理事会敦促所有参与技术规则编写与维护的机
构在编写和维护规范性材料过程中充分利用该指导方针。
7.7.2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指导方针也为规则制定过程提供了新的逻辑框架，其中包括：(1)

识别需求；(2) 编写技术提案；(3) 咨询相关群体和利益攸关方；(4) 采纳；以及 (5) 颁布和实施。
由于不同利益攸关方在规则制定过程中相互关系、责任分工十分复杂，因此这一逻辑框架被认为可
以整合各个过程，从而确保最终产品的一致性。
7.7.3

理事会认为，新的指导方针为彻底审查所有现存技术规则提供了必要的指导，从而

可以加强 WMO 的规章框架，并在那些早已存在的规章和那些针对新系统和新项目正在编写的规章
之间架起桥梁。理事会承认技术委员会在技术规则编写中具有主要地位，因此通过决议 26(EC-64)
重申了对技术委员会的要求，即各技术委员会完成各自负责的规则部分的修订，供 Cg-17 审议并在
2016 年出版下一版 WMO−No. 49。

提高会员对技术规则合规程度的措施
7.7.4

理事会回顾到，第六十五次届会提出了加强遵守 WMO 创立的国际规范性框架的文化

这一理念。新的指导方针 ( 第五部分 ) 提供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并且提出了能促进这一工作完成的
建议。这些措施包括：
(a)

系统地通报会员合规情况。也可以通过常规系统和网络绩效监测推导出会员的合规情
况 ( 如现有的 WWW/GOS、WIS、QMS 等 )；

(b)

建立合规状况中央数据库 ( 例如作为 CPDB 的一部分 )；

(c)

建立辨识和解决关键性偏差 ( 缺陷 ) 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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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优化 WMO 技术援助的效率，以便解决和消除已识别的缺陷。

7.7.5

理事会注意到这些措施完全符合《公约》和《总则》的相关条款，也符合《WMO 战略计划》

和附带的各种项目计划策略，因此要求秘书长建立适当的机制，帮助秘书处系统、协调地监测所有
技术计划对技术规则的合规情况。
7.7.6

此外，应当指导会员编制自己的系统性合规状况评价程序，同时敦促其报告合规情况，

以便确定造成无法合规的根本原因。由于注意到议题 7.3 对区协的角色和职责进行了澄清，理事会
因此认为各区协在监测本区域合规情况和识别关键性偏差 ( 缺陷 ) 方面应当扮演重要角色。

8.

新问题 ( 议题 8)

8.1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 ( 议题 8.1)

ICAO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
8.1.1

理事会获悉，ICAO 起草了新版 ( 即第四版 )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 (GANP)，该版已由

ICAO 理事会批准，并由 ICAO 大会第 38 次会议 (2013 年 ) 通过。新版的宗旨是在提高或至少保证
安全性的前提下，增强全球民航系统的能力，并提升其效率。GANP 也涉及 ICAO 的其它战略目标，
包括降低航空业对环境的影响。
8.1.2

GANP 是对航空运输和空中导航系统的核心挑战的回应。从 1977 年以来全球空中交

通的规模每 15 年增加一倍，这种趋势将会继续延续下去。这种增长并未受到经济衰退周期延长的
影响，并进一步证明航空投资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的重要意义。今天，航空运输在推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 5660 万人的就业，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了 2.2 万多亿美元，且每年运输超过 29 亿乘客和价值 5.3 万亿美元的货物。
8.1.3

鉴于航空运输的速度和效率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可以认为没有良好管理的空

中交通增长可能在监管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跟不上航空交通所需支持的情况下增加安全风险。为确保
安全性持续提高和空中导航现代化这两方面的进程能齐头并进，ICAO 已制定了战略方针，以便将
这两个领域的进展联系起来，从而让会员和利益相关方实现安全、持续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并负
起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环境管理责任。
8.1.4

理事会还指出，GANP 是旨在于 2013 年到 2028 年期间用于指导航空运输互补性、

行业性发展的 15 年滚动战略。GANP 基于会员和行业商定的业务目标， 利用现有技术，规划了未
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能帮助 ICAO、会员和行业本身在现代化计划中实现持续发展和协
调发展的愿景。GANP 的补充方案是 ICAO 全球航空安全计划 (GASP)，后者提出了针对核心航空
安全系统和更先进的航空安全系统的持续完善战略。和 GANP 一样，GASP 也已经由 ICAO 理事会
批准，并由 2013 年 ICAO 大会第 38 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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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系统分时段升级 (ASBU) 方法
8.1.5

GANP 探索了地区和国家层面对综合性更强的航空规划的需求，并在通过引入基于共

识的航空系统分时段升级 (ASBU) 方法来提供所需的解决方案。从本质上来说，ASBU( 或经常被
称作的 “ 分时段升级 ”) 为国际空中导航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系统工程现代化战略，包括跨越 4 个性能
改善领域和 4 个时间段的一系列模块。
8.1.6

ASBU 方法将使所有会员在各自具体业务需求的基础上提高空中导航能力。分时段升

级将使民航实现全球协调，增加运力，并提高环境效率，而这些都是现代空中交通发展目前在全球
和所有地区都要求的。
8.1.7

理事会还指出，目前很多地区和会员 ( 欧洲的 SESAR；美国的 NextGen；日本的

CARATS， 巴西的 SIRIUS，以及加拿大，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等其他国家 ) 开展的空中导航
或空中运输改善计划与 ASBU 方法是一致的。这些会员目前正在将各自的计划与相应的升级模块进
行对照，以确保其空中导航解决方案具有近远期全球互可操作性。

ASBU 方法的气象学部分
8.1.8

理事会指出，航空气象学 (AMET) 贯穿了名为 “ 全球性互可操作系统和资料 ” 的整个

性能改善领域。在整个系统的信息管理 (SWIM) 中，气象信息将是实现全球空中交通管理 (ATM)
业务概念的关键促成因素。鉴于声明的航空气象信息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需要确保对服务于航空
的基本基础设施必要的可持续的资金投入。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在时间段 0 中 ( 当前能力 )，气象
模块可描述支持增强业务效率和安全性的气象信息；在时间段 1 中 ( 到 2018 年 )，气象模块通过综
合气象信息 ( 规划和近期服务 ) 可增加支持增强的业务决策的新能力；在时间段 3 中 ( 到 2028 年前 )，
气象模块可进一步增加能力，以在面对危害性气象条件而需要作出立即具有效果的决策时增强 ATM
决策 ( 短期和即时服务 )。
8.1.9

理事会还指出，预期的性能提升将基于科学和技术在监测和预测气象条件方面的巨大

进步，包括危害飞行安全的气象条件。这些方面的发展将是 WMO 和 ICAO 航空气象届会联合会议
( 蒙特利尔， 2014 年 7 月 ) 的一个焦点，并在路线图和运营概念中有清晰的描述，路线图和运营概
念是在与会员、国际组织和利益相关方的密切合作下制定的。这些进展满足了关键用户的以下需求：
提高气象资料和产品的水平和空间分辨率，利用更好的算法、更好的观测系统和基础设施改进灾害
预报；并满足 SWIM 概念中提到的对全球资料共享和数字化资料管理的总体要求。

对会员的预期影响和 WMO 机构的未来行动
8.1.10

随着技术的发展，GANP 设想的流程是能保证所需的支持性程序、监管框架和能力建

设都各就其位。GANP 也强调了在航空业意识到并解决其面临的跨学科挑战的过程中，区域和次区
域方法正变得日益重要，以及与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关系应不断加强。
8.1.11

理事会感谢 CAeM 及其专家组与 ICAO 专家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合作，为保证

参加研发概念和路线图所做的努力，这些目标和线路图反映了气象对 GANP 和 ASBU 目标的贡献。
理事会强烈鼓励 CAeM 继续参与该进程，并确保会员的意见和需求得到充分表达，并在规划实施
ASBU 的气象部分时得到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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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GANP 和 ASBU 方法具有细节性，区域、次区域及国家在方法和能力发展需求

方面具有多样性，空中交通管理和相关气象服务未来变化具有多学科性，理事会鼓励 CAeM 开展一
系列活动，以帮助会员了解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面的未来变化。 这应当包括对不断改变的制度安排
和对 NMHS 和其他国家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潜在影响的评估。尤其应该注意对像 SIGMET 等服务
向区域或多国服务提供模式推动的计划，以形成适当的监管和成本回收机制。
8.1.13

又鉴于 WMO 在发展 ICAO GANP 中所述、可增强航气服务的支柱性科技方面具有领

导作用，理事会敦促 CAeM 与 CAS、CBS 和其他相关机构加强合作关系，以便解决跨学科问题，
并使 WMO 在全球空中导航系统建设过程中作出有效贡献。
8.1.14

理事会了解一些会员表示了担心，其需要对以下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全球、区域和国

家级别空中交通管理在监管框架、商业模式和技术等方面会发生什么样影响长远的变化。尤其是，
在向航空业提供气象服务的目前商业模型的可持续性方面，欧洲对于新的单一欧洲空域规则 ( 即
SES 2 +) 的讨论对 NMHS 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潜在的风险，对 NMHS 维持和确保继续交换支持提供
航空气象服务必要的高质量气象资料存在潜在影响。在这方面，基于前面所提到的 WMO 和 ICAO
联合气象会议的结果，最近的第 16 届六区协会议 (2013 年 9 月 ) 呼吁召开欧洲航空气象会议，以
探索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区域协调办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和以信息或资料为中
心的要求。理事会建议，基于六区协的经验，应当继续组织相似的区域或全球宣传和协调活动，以
方便会员编制适当的国家或区域战略和实施计划。
8.1.15

注意到大量的新需求将不同程度地适用于所有会员，包括 LDC 和 SIDS，理事会敦促

区域协会及其会员与 ICAO 和航空用户协商，采取协调行动，在根据 GANP 和 ASBU 可预见的相关
气象服务变化的实施方面制定区域和国家行动计划和路线图。该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应同时对技术和
变化中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人力资源的考虑提供指导。
8.1.16

考虑到即将召开的 ICAO/WMO 联合会议 (2014) 决定和建议的重要性，理事会同意

就联合会议和 CAeM 第 15 次届会计划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达成共同立场，见本报告的附录 15。理事
会敦促会员使用该材料作为参加联合会议期间参考其立场的指南。理事会要求 CAeM 主席确保附录
15 中的立场在 CAeM-15 的讨论和委员会未来工作计划的制定中得到充分反映。

8.2

WMO 和气候工程 ( 议题 8.2)

8.2.1

理事会注意到人们日益关注气候工程 ( 也称之为地球工程 ) 并建议将其用作潜在限制

气候变化的战略。理事会认为，气候工程涵盖广泛的技术，每项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不确
定性和相关的风险。理事会注意到一些会员有兴趣针对气候工程开展有科学依据的评估、确定科学
认知方面的差距以及促进具体的研究活动以弥补此类差距。
8.2.2

理事会注意到，2013 年 11 月，大气科学委员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的其第十六次

届会 (CAS-16) 上指出，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充分了解与气候工程技术相关的潜在可行性、有
效性和风险。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CAS 同意促进对知识现状、科学能力进行全面评估，对信息差
距进行了解，并确定弥补这些差距所需的相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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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有些科学机构和学术研究所 ( 包括美国气象学会 (AMS) 和英国牛津

大学 ) 已制定了气候工程 / 地球工程声明和其他文件，并且在同行评审文献中出现越来越多关于气
候工程的科学论文。
8.2.4

理事会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随时向理事会和大会通报与 WMO 相关的气候工

程的任何重大进展情况，以有利于就 WMO 参与气候工程的适当水平和本质做出决定。

9.

科学讲座和讨论 ( 议题 9)

9.1

在 EC-65 次届会上，理事会将第五十八届 IMO 奖授予 Tilmann Mohr 博士 ( 德国 )。

Tilmann Mohr 博士应邀出席 EC-66 并做讲座。
9.2

理事会对 Mohr 博士题为 “ 全球气象卫星系统 - WMO 的优秀成功案例之一 ” 的讲座表

示感谢并要求秘书长做好发布该报告的安排。

10.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 议题 10)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在召开第六十六次届会时仍有效的以往的决议，并通过了决议 25(EC-66)- 审议执
行理事会的以往决议。

11.

执行理事会第 67 次和第 68 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 议题 11)

11.1

理事会同意其第 67 次届会将紧接着 2015 年第十七次大会，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至
17 日在 WMO 总部召开。

11.2

理 事 会 第 68 次 届 会 暂 定 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 ( 星 期 三 ) 至 6 月 3 日 ( 星 期 五 ) 在
WMO 总部召开。

12.

会议闭幕 ( 议题 12)

执行理事会第 66 次届会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 16:45 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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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批准的决议
决议 1 (EC-66)

致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讯息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包括世界气象组织在内的 UN 共同制度内各组织的员工薪酬水平是由联合国大会经批准国际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ICSC) 的建议后建立的，且员工薪酬成本是包括世界气象组织在内的各组织预算
中的重大部分，
进一步注意到联合国共同制度内几个组织，包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执行机构最近均通过决议式言语，
指示其本组织长官与联合国大会和 ICSC 接洽，以寻求如何立即缓解员工薪酬成本上涨的压力，
意识到秘书长在特别困难的经济气候中展现的娴熟财务管理技能及为确定各种可用的节约之道所做
的持续努力；
要求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转达世界气象组织会员就员工薪酬成本上涨对本
组织的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所具有的严重关切。秘书长应象联合国大会在其上届会议上一样，要求
ICSC 提出建议，尽快将员工薪酬水平向联大规定水平看齐，以便立即缓解 UN 共同制度内各组织因
员工薪酬成本不断增长而经受的不可持续的预算压力，并为确保 UN 共同制度这个整体的长期可持
续性迈出第一步。

决议 2(EC-66)

区域协会主席例行会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1(EC-60)– 区域协会主席例行会议，
进一步注意到：
(1)

需要更强有力地协调区域协会的工作，并需要更密切的区域间合作，

(2)

区域协会主席短会以非正式的形式安排与世界气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联袂召开证
明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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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区域协会主席非正式会议安排与其它会议联袂召开，一些区域协会主席
的参会为这些会议提供了宝贵的磋商机会，

考虑到：
(1)

区域协会主席，作为执行理事会的当然成员，须向执行理事会的届会和大会的定期会
议提出各自区协的观点，并应酌情简要介绍并讨论休会期间的某些重大问题，这与世
界气象组织《公约》的相关规定相一致，

(2)

区域协会主席需要进行更频繁和更具实质性的互动，旨在为综合规划和实施做出贡献，

决定：
(1)

应组织非正式的区域协会主席会议，以：
(a)

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 WMO 其它组成机构提供咨询，特别是有关共同关心
的区域问题，以及在必要时；

(b)

交流有关各区域协会活动的信息并分享最佳做法；

(c)

在必要时协调各区域协会的发展动向和区域活动的实施，以便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活动，为相互协助作出安排，以及合理使用各种资源；

(d)

评估所有各类区域活动对本组织带来的实用性和各种效益，并就各区域办事
处的作用和运作问题向秘书长提供咨询；

(e)

履行任何其它职能，并或许酌情将提交大会、执行理事会和 WMO 其它组成
机构的会议审议；

(2)

这些会议应由区域协会主席轮流主持；

(3)

这些会议应至少每年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之前组织一次，以及可行时酌情与
WMO 主席团会议结合在一起召开；

要求秘书长根据预先分配的资金到位情况通过秘书处为这些会议提供必要支持。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EC-60)，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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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EC-66)

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2(EC-60)– 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进一步注意到：
(1)

需要加强各区域协会与各技术委员会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和更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旨在
对 WMO 各项计划作出更积极的响应并得到更具前瞻性的实施，尤其是在区域层面，

(2)

在 WMO 主席主持下，与世界气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结合在一起举办非正式的区
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联席短会的做法证明有益于改进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
会之间的总体协调，特别是有关交叉性计划和活动，诸如战略规划和志愿精神，

(3)

最近几年与由组成机构主席参加的其它会议结合在一起组织了为期一天的非正式区域
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为在执行理事会届会和大会休会期间就一些关键
问题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益和宝贵的磋商机会，

(4)

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需要进行更频繁和更具实质性的互动，旨在为综合规
划和实施做出贡献，

认识到秘书处应当在各区域协会与各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这种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作为一致实施各
种相关协调机制的一个纽带，
决定：
(1)

应组织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例行联席会议，旨在：
(a)

为加强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建立各种协调机制，以便在
本组织基于结果的管理框架下改进 WMO 各项计划的实施；

(b)

在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交流有关最佳协调做法的信息和经验；

(c)

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以确保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实施 WMO 各项计划的连续
性和成功，特别是解决有关具体区域和新出现的问题 ( 战略规划、气候变化
适应、减少灾害风险、资源筹措 )，并酌情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 WMO 其
他组成机构提供咨询；

(d)

履行任何其它职能，并可酌情将提交大会、执行理事会和 WMO 其它组成机
构的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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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些会议应由 WMO 主席主持；

(3)

这些会议应至少每年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期间或之前组织一次，并可酌情与区域
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参加的会议联袂召开。

要求秘书长根据预先分配的资金到位情况通过秘书处为这些会议提供必要支持。
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2(EC-60)，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4 (EC-66)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一次届会的成果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决定建立一个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任务组政府间会议的报告，日内瓦，2010 年 1 月 11-12 日
(WMO-No. 1052)，

(3)

提交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将气候知识
付诸于行动：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增强最脆弱者的能力》(WMO-No. 1065)，

(4)

决议 47 (Cg-16) – 响应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任务组，

(5)

决议 48 (Cg-16)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

(6)

决议 1 (Cg-Ext.(2012)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

(7)

决议 2 (Cg-Ext.(2012) –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的建立，

(8)

决议 2 (IBCS-1)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

(9)

决议 8 (IBCS-1) – 资源筹措，

考虑到：
(1)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第二次届会 ( 将于 2014 年 11 月 10-14 日举行 ) 的筹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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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工作正在进行，需要更多的资源以确保实施 GFCS 初始项
目和活动汇编以及实施计划中的活动，

(3)

会员和合作机构的参与对于 GFCS 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4)

IBCS 和 WMO 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可通过更好的工作关系、进一步协同相关计划得
到加强，

敦促会员：
(1)

为 GFCS 信托基金提供资金，以支持 IBCS 第二次届会的筹备工作以及实施 GFCS
活动；

(2)

通过向 GFCS 办公室借调专家的方式支持 GFCS 办公室，以促进有效地支持 GFCS
的实施；

(3)

向 GFCS 办公室按要求报告促进推动 GFCS 发展的活动；

要求秘书长：
(1)

继续努力支持 GFCS；并同时探索与推进 IBCS 与 WMO 相关附属机构之间的工作关
系；

(2)

鼓励会员提供资源，支持 GFCS 活动及其管理；

(3)

鼓励 PAC 的 GFCS 合作伙伴为 GFCS 活动提供资源。

提请秘书长请会员和所有相关组织关注该决议。

决议 5(EC-66)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 (WMO-No. 1129)，

(2)

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会议 (2014 年 3 月，日内瓦 ) 为加快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
实施需要采取的行动提出的各项建议，

(3)

决议 4(EC-65)-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计划，

总摘要
决议

117

考虑到：
(1)		
应当根据有效服务提供的属性和原则，如同在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以下简称服务战
略 ) 及其实施计划中所阐述的属性和原则一样，以一种协调有序的整体方法将这一核
心业务分别融入 WMO 的各项科技计划，
(2)

服务战略的实施应得到具有服务提供作用的 WMO 所有科技计划的参与，主要是通过
采取一种协调有序的方法，并让所有相关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

(3)

应当通过相关的示范项目展示实施服务战略带来的各种效益，

(4)

需要编写与实施服务战略有关的指南和规范材料，以协助各会员履行各自的国家服务
提供方面的职责，

(5)		
现有的最佳服务提供规范 ( 如建立完备的服务于国际航空和海事安全的服务提供规
范 ) 应当进入其它服务提供领域，包括与质量管理以及与服务提供人员能力要求有关
的各项规范，
(6)

服务提供的质量和价值高度倚赖于对科学技术成就的快速吸收，

(7)

有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的服务提供方参与其中，从而使服务提供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竞
争性的领域，

(8)

不同经济行业，尤其是交通运输行业 ( 包括空运、海运和陆运等子行业及其多式联运 )
对服务提供的要求可能成为新兴领域，受益于创新型整体服务提供方法，

要求：
(1)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各相关技术委员会应采取行动，以提高现有和未来有关服务提供
指导材料的水平，使之成为 WMO 总体规范框架的一部分；

(2)

各区域协会研究各自会员对加强其服务提供能力的需求，并制定各自有关服务战略实
施计划的区域行动计划；

(3)

通过与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合作，各区域协会将确定各自区域有关服务提供的潜在示范
项目，特别是有关社会经济效益、基于影响的信息、公共 / 私营合作伙伴、公共警报
协议和社会媒体等问题，并与秘书处合作妥善制定这些示范项目并为其融资；

(4)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将质量管理最佳规范和各项能力资质标准推广
到服务提供的其它领域，将其作为服务提供方应具备的要求；

(5)

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建立各种机制，以确保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各项业务和服务提供；

(6)

相关技术委员会和相应的面向服务提供的工作组，如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调
查旨在满足运输部门当前和新兴需求的创新型整体服务提供方法的潜在效益，并向执
行理事会报告，以做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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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支持在 WMO 各项计划，特别是公共天气服务 (PWS) 和减轻灾害风险 (DRR)
计划中落实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并促进对各种范例的收集工作，并将
其作为最佳规范向各会员推荐。

决议 6(EC-66)

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 第二卷 –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和相关指南材料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批准了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3 关于国
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第 76 号修订，
考虑到 ICAO 附件 3 和《WMO 技术规则》(WMO-No. 49) 第二卷第 1 和 2 部分须保持一致，
进一步考虑到相关出版物《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指南》(WMO No. 1001) 需要与
ICAO 附件 3 第 76 号修订相一致，
批准修订《WMO 技术规则》(WMO-No. 49) 第二卷，这可确保与 ICAO 附件 3 第 76 号修订保持必
要的一致性；
进一步批准《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指南》与第 76 号修订相一致；
要求秘书长安排出版修订后的《技术规则》第二卷和《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系统指南》。

决议 7(EC-66)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134),
决定：
(1)

注意该报告；

(2)

批准决议 1 到决议 4 (CAgM-16)；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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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针对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六次届会的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建议 1(CAgM-16)- 干旱和荒漠化
(a)

批准建议；

(b)

提请秘书长：

			

(i)

在允许的预算资源内酌情与其它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合作，实施关于

				

干旱和荒漠化的联合国对抗荒漠化公约 (UNCCD)；

			

继续与 UNCCD 合作实施东南欧干旱管理中心，并探索在其它区域成

(ii)

				

立类似中心；

			

继续与 UNCCD、联合国粮农组织及水机制十年能力发展方案、联合

(iii)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合作，以支持国家干旱管理政策的区域研讨会；
			

(iv)

继续与 UNCCD 在实施综合干旱管理计划方面开展合作。

建议 2 (CAgM-16) – 农业气象学国家进展报告
批准该建议；
建议 3 (CAgM-16) – 农业气象学培训和教育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

			

(i)

有关农业气象学教育与培训课程和工具的内容以及提供，与区域培训
中心和专业中心紧密联系，从而加强和扩展该学科的培训计划。这是
为了确保充分响应已确定的农业气象学家的培训需求以及对农业气象
学全球卓越中心 (GCREAM) 的潜在作用；

			

(ii)

酌情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促进振兴不活跃的机构，以提高其能力并
加强可能作为 GCREAM 其他中心 ( 如南部非洲发展社区气候服务中
心 ) 的战略机构。

建议 4 (CAgM-16) – 基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以往的建议，审议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批准该建议；
要求秘书长提请相关各方注意上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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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8 (EC-66)

WMO 减轻灾害风险路线图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27 (Cg-15)： WMO 战略计划，在其中减轻灾害风险 (DRR) 是一个战略优先领域；
注意到：
(1)

减轻灾害风险对 WMO 会员的重要意义；

(2)

WMO DRR 活动时以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核心工作为基础并对其起到支持作用；

进一步注意到：
(1)

《2005-2015 兵库行动框架：提高国家和社区的抗灾力》；

(2)

2015 年后的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将在第三次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 (2015 年 3 月
14-18 日，日本仙台 ) 上考虑通过；

考虑到 WMO 会员应该集中精力提供专门知识，以支持权威的风险知情决策，以便：
(1)

进一步开发和实施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支持各国和社区备灾、应灾和抗灾；

(2)

推进对高影响气象、水文和环境事件的认识，以及将科学技术知识快速地转换成
DRR 决策；

(3)

支持向利益相关方有效地传达预警信息；

强调 WMO DRR 计划应有助于推进为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决策支持机制提供权威的预
报和预警信息，通过：
(1)

按照区域协会的建议，适当的情况下按照技术委员会的意见，在 WMO 相关计划和
项目内，连贯和一致地实施 WMO DRR 优先重点；

(2)
(3)

主要考虑加强 NMHS 开展核心活动的能力；
明确确定 NMHS 在 WMO 合作伙伴、UN 机构和外部规划过程 ( 如 2015 年后 DRR
框架 ) 间提供权威、( 在可能的情况下 ) 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

要求秘书长：
(1)

与会员协商，紧急制定 WMO DRR 路线图及其中的达优先级和现实可行的活动和可
交付的服务，同时与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以及 WMO 相关计划和项目的工作计划保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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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
(2)

向第十七次大会提交一份 WMO DRR 路线图草案，供其审议，并在 WMO 战略和运
行计划 2016-2019 中予以反映；

(3)

协调 WMO 全系统参与编写和起草 2015 年后 DRR 框架，同时编写 WMO DRR 路线图；

(4)

定期向会员提供有关 WMO DRR 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包括 WMO 内参与 2015 年
后 DRR 框架和规划第三次世界减轻灾害风险大会相关活动的情况。

决议 9(EC-66)

回顾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计划

执行理事会，
忆及到决议 29(Cg-1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决议 48(Cg-16)-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决议
15(EC-6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以及决议 6(EC-65)- 重建世界气候计划：将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
和适应研究计划作为补充部分纳入其中，
注意到 GCOS 计划评审、综合报告，2014 年 3 月 (GCOS-181)，
认识到：
(1)

在观测和监测支柱方面，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计划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核
心贡献，

(2)

新的发展、系统和框架，例如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成果，以及尤其引起例如像未来地球、
蓝色星球以及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等 GCOS 发起方关注的各项活动，

(3)

需要与 GCOS 计划的所有发起组织协调，落实《综合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

考虑到在 1991 年 10 月 26 日与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UNESCO)，以及在 1992 年 4 月 9 日和 1998 年夏季与 ICSU、IOC/UNESCO 和联合国环境
署签署的 GCOS 谅解备忘录，
决定同意将《综合报告》作为更新 GCOS 调解备忘录和 GCOS 战略计划的良好依据；
要求秘书长：
(1)

与联合发起方合作，酌情落实各项建议；

(2)

向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通报关于各项建议的落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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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0(EC-66)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日程安排

执行理事会 ,
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15)，

(2)

决议 6 (Cg-14) –WMO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

(3)

决议 12(EC-62)-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日程安排

忆及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会同意以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的形式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环境卫
星界之间的讨论提供一个对话机制，
考虑到：
(1)

卫星已成为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同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WMO 应当确保对有关全球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如何同化及使用这些资料的问题保持更多的关注并展开战略讨论，

(2)

WMO 空间计划、气象卫星协调组、对地观测卫星委员会，以及如全球空基相互检定
系统和可持续协调的气候监测环境卫星资料处理等实体之间的关系密切，但参与年度
磋商会议的卫星机构部门主任 / 资深级别代表有所减少，主要是非 WMO 重点关注的
业务和研究环境机构，

(3)

有关卫星的会议增加使得出席年度磋商会议的卫星机构资深官员减少，

(4)

卫星机构资深官员更多的参与有利于提高会议的成效，特别是满足从空间监测地球气
候的需求，

决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并在执行理事会届会或者世界气象大会之前
召开，最好与 WMO 主席团会议联袂举行，或者其它便于 WMO 官员和卫星机构主管参会的适当形式；
进一步决定应当更加重视在 WMO 所有组织机构会议上围绕关键的卫星事宜进行讨论，包括为执行
理事会和大会重新设置一个具体的议题；
要求秘书长实施这些变革。
_________
注：本决议替换决议 12(EC-62)，原决议不再生效。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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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1(EC-66)

THORPEX 之后的活动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12(Cg-14)– THORPEX：全球大气研究计划，

(2)

建议 1(CAS-16)– THORPEX 之后的活动，

(3)

2009-2017 年 WMO 世 界 天 气 研 究 计 划 (WWRP) 实 施 战 略 计 划：(WMO/TD–No.
1505)，

(4)

THORPEX 于 2014 年底结束，包括其信托基金的关闭，

认识到 THORPEX 遗产项目的建立 ( 即极地预报项目 (PPP)、季节内至季节预报项目 (S2S) 和高
影响天气项目 (HIWeather))，
考虑到需要在 WWRP 计划下开展有关资料同化和观测系统、可预报性、动力学和集合预报的活动
和研究工作，
建议：
(1)

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在 2015 年初设立了资料同化和观测系统工作组以及可预报
性、动力学和集合预报工作组，这两个工作组通过常规预算获得资金支持；

(2)

如果参与该计划的区域会员决定继续开展有关活动，那么在 THORPEX 结束之后当
前 THORPEX 各区域委员会开展的活动将在 WWRP 计划下以自行组织和自筹资金的
方式继续开展其活动，主要通过与各区域协会以及与 WWRP 各工作组和项目进行合
作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个 THORPEX 遗产项目 (PPP、S2S 以及 HIWeather)、各研
发项目和预报示范项目；

(3)

THORPEX 遗产项目可共同开展，旨在：(i) 协调各项目在共同感兴趣领域中各自的
作用；以及 (ii) 建立合作以便在各项目之间共享成果、技术和成就；

(4)

CAS 管理组负责监管 THORPEX 各延续项目的信托基金；

要求秘书长支持于 2014 年底宣告 THORPEX 活动结束并关闭其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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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2(EC-66)

高影响天气项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大气科学委员会在其第十六次届会上关于建立高影响天气项目的建议，

(2)

由世界天气研究计划专题组制定的高影响天气研究的实施计划，

考虑到高影响天气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需要改进对各种高影响天气事件的预报并充分
利用这些预报，
同意建立一个高影响天气项目；
要求秘书长为高影响天气项目建立一个信托基金。
敦促会员：
(1)

为该项目的实施自愿为信托基金捐款；

(2)

为该项目提供实物捐助，诸如承办有关该项目的会议 / 研讨会 / 技术大会等；

(3)

承担该项目的国际协调办公室；

要求秘书长批准为高影响天气项目建立一个信托基金。

决议 13(EC-66)

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亚洲、泛美和非洲北部、中东及欧洲的三个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 (SDS-WAS)
区域节点，

(2)

还可能与联合国环境署合作，在西亚再建立一个区域节点，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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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SDS-WAS 科学和实施计划，

考虑到需要为促进这些 SDS-WAS 区域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换建立一种全球协调机制，
建议：
(1)

建立 SDS-WAS 指导委员会，每个区域节点可提名两人；

(2)

指导委员会建立后， 将从成员中选出一名轮执主席，任期两年；

(3)

指导委员会将定期召开会议，以审议研究进展和优先重点，委员会主席将向 WWRP
科学指导委员会年度会议提交 SDS-WAS 相关的活动报告；

(4)

由会员捐助的 SDS-WAS 信托基金资助指导委员会；

要求秘书长支持建立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指导委员会及其信托基金。

决议 14(EC-66)

2016— 2019 年教育和训练计划指南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31 (Cg-16) – 教育和培训计划，
又注意到 2016 年 – 2019 年战略和运营计划草案中列出的高优先性领域
进一步注意到教育和培训计划是 WMO 能力建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认 2016–2019 战略计划草案中确定的对会员未来的期望和挑战，特别是对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
期望和挑战，
决定教育和训练计划需要保持动态、灵活，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允许会员解决以下方面不断变化的要求：
(1)

随着在下列领域的工作要求的变化和服务发展，对人员的持续专业发展和再培训要求，
以确保人员的能力：
(a)

管理；

(b)

用户联系；

(c)

筹资；

(d)

计划的制定与评估；

(e)

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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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人员进行现场教育和培训，尽量减少离开工作场所的时间的要求；

(3)

计划根据国家和国际规则和标准得到认可，人员得到认证的要求；

进一步决定这些方法必须：
(1)

支持国家层面教育和培训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国家；

(2)

无论地理位置、发展现状和语言，最大化所有会员对教育和培训机会和资源的获取；

(3)

学习更广泛的教育和培训界的最佳实践，并接受这方面的指导；

(4)

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

要求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使用本指南更新对 2016– 2019 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说明；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支持有经验的培训人员的培养，并发展教育和培训资源，确保成功引进与 20162019 高优先领域确定的活动相关的新服务。

决议 15(EC-66)

执行理事会认定和再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关于执行理事会认定和再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标准的、执行理事会第 62 次届会
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59) 总摘要 6.16(C) 段及其附录，
进一步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的标准包括在《WMO 技术规则》(WMO 第 49 号，第一卷 ) 附件 E 中，

(2)

在支持无国家能力或国家能力有限的会员满足其对高质量的人员教育和培训需求方
面，RTC 发挥着关键作用

(3)

如果所有 RTC 都全面有效的话，RTC 的现有网络将为满足 WMO 会员的培训需求做
出更大的贡献

(4)

“ISO 29990:2010- 非正式教育培训学习服务 - 服务提供者的基本要求 ” 为没有职业培
训师国家认证机构提供了合适的标准，

(5)

需要澄清各种参与提名、批准、监督和支持 RTC 的伙伴的角色和责任，以确保获得
最佳表现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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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以各种方式支持 RTC，包括：(a) 寻求使用 RTC 的设施和能力举行 WMO 支
持培训活动；(b) 支持 RTC 工作人员职业和培训能力的发展；(c) 向会员推广 RTC 的
教育和培训机会；(d) 促进 RTC 之间的协作以及 RTC 与其他培训伙伴间的合作；(e)
促进 RTC 和区域协会之间的关系，

(7)

一个 WMO 会员只能主办一个 RTC，但一个 RTC 可以包括几个分部，其中每个分部
都要达到被认定或再确认为 RTC 的所有标准，

(8)

理事会根据区协的推荐认定或再确认 RTC 分部，并酌情考虑相关技术委员会、执行
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建议和秘书长的意见，

决定：
(1)

区协的每次例行届会向下届理事会届会做出有关位于其区域的 RTC 地位的建议；

(2)

将作为本决议附件的新材料作为替代材料纳入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技术规则》
(WMO-No 49，卷 1) 的执行理事会标准中；

(3)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举行的区协届会中，这些标准将适用于所有待审议认定或再
确认的 RTC 分部；

要求区域协会主席向主办 RTC 的会员通知新标准和实施的生效日期；
要求主办 RTC 的会员向本国承办 RTC 的机构通知修订后的标准和实施的生效日期；
要求秘书长：
(1)

更新技术规则，并授权秘书长对标准进行编辑性修改，以使其与技术规则保持格式和
样式的一致性；

(2)

在与主办 RTC 的会员起草谅解备忘录时，考虑监督和支持 RTC 的各方的角色和责任；

要求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及时起草供 2015 年 5 月第十七届世界气象大会讨论的识别、再
确认和管理区域培训中心的指南出版物草案。

决议 15 (EC-66) 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认定和再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第1节
补充缩略语
区域培训中心 (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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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WMO 相关区协承认的一国国家级教育和培训机构，或该国的一组机构，其活动包括：
(1)

为 WMO 会员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特别是为 NMHS 工作人员提供这些机会；

(2)

向其他 WMO 会员提供关于教育及培训事宜的咨询和协助；

(3)

在天气、水和气候方面促进 WMO 会员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这些活动的开展是根据 WMO 规则和指南进行的。由多个国家支持的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也可以被
相关区域认定为 RTC。
第 2 节 –WMO 第 49 号文件第 I 卷的替代文本
4.5.1

会员应努力提供国家设施或参与区域设施，以为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

4.5.2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培训设施都被承认为区域培训设施，WMO 第 49 号第一卷附件

E 中提供的标准适用于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指定的每个机构。每个这样的机构被称为一个
RTC 分部。
4.5.3

在认可、再次确认和管理 RTC 分部时，区域协会、东道国的常驻代表、RTC 分部的

主任和 RTC 与多个分部之间的协调人承担以下职责职能。RTC 分部的表现和持续状态取决于每个
当事人履行自己职责职能的情况。一方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将可能危及 RTC 地位的后续再确认。

区域协会
•

优先满足区域协会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并且至少每四年为 RTC 提供这样的教育和培
训；

•

通过 RTC 及其分部提供的年度报告跟进它们的活动和计划；

•

为各 RTC、会员和秘书长提供反馈，报告各 RTC 是否满足了区域协会的需求；

•

协助由执行理事会安排的对各 RTC 进行的每四年一次的评审，以了解各 RTC 满足区
域协会提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的程度；

•

每次评审时，区域协会向 WMO 推荐 RTC，供其对照标准根据表现考虑确认；

•

促进各 RTC 的活动以及区域协会的会员对 RTC 的利用；

•

寻求资金和资源机遇，来支持和扩展 RTC 在满足区域协会教育和培训需求方面的工
作。

东道国的常任代表
•

告知秘书长以及区域协会关于 RTC 协调人以及 RTC 分部主任的联系方式以及任何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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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 包含多个分部时，确保各分部之间的持续沟通和协调，尽可能扩展会员的教育
和培训机遇；

•

促进 RTC 和区域协会之间关于区域的教育和培训需求、资金和资源方面的协调；

•

通过政府及其它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支持，促进向 RTC 提供资源；

•

向区域协会和秘书长提供关于 RTC 在过去 12 个月的活动以及未来 12 个月的计划 ( 包
括未来的前景 )；

•

与主办 RTC 的其他常任代表合作，促进各 RTC 之间的合作；

•

监督并倡导 RTC：(1) 遵守国家和 WMO 的标准和指导方针，(2) 跟上不断发展的科
技和教育发展。

RTC 分部主任
•

根据区域协会提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监督和计划 RTC 分部的活动；

•

对于职业培训活动，在 RTC 分部内部使用符合 ISO 29990:2010 的流程 ( 非正式教
育和培训的学习服务 —— 服务提供商的基本要求 )；

•

监督并通知有关当局关于开发和维护 RTC 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培训知识的要求以及充
足的培训和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维护情况；

•

向常任代表提交关于 RTC 分部在过去 12 个月的活动以及未来 12 个月的计划 ( 包括
未来前景 ) 的年度报告；

•

通过定期沟通促进 RTC 分部向会员提供服务，并为会员提供方便获取 RTC 的教育和
培训计划和联系信息的渠道；

•

与 RTC 各分部合作，(1) 协调活动；(2) 分享满足区域教育和培训需求方面的资源；

•

寻求额外的资金和资源机遇，以扩展 RTC 分部满足区域教育和培训需求的能力。

RTC 与多个分部的协调人
•

按照区域协会提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协调 RTC 分部的整体活动；

•

协调编制关于 RTC 在过去 12 个月活动的年度报告以及未来 12 个月的计划 ( 包括未
来的前景 )，提交给常任代表；

•

协调以下安排：(1) 通过定期沟通，促进并向会员提供关于 RTC 服务方面的信息；(2)
分享各 RTC 分部在满足区域教育和培训需求方面的资源和经验；

•

确保 RTC 各分部互相合作，各分部获悉各自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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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RTC 各分部寻求额外的资金和资源机遇，来扩展 RTC 在满足区域教育和培训需
求方面的能力。

第 3 部分：WMO 第 49 号文件卷一，WMO 技术规则的替换文字
区域培训中心 (RTC) 是被 WMO 相关区协承认的一国国家级教育和培训机构，或该国的一组机构，
其活动包括：
(1)

为 WMO 会员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特别是为 NMHS 工作人员提供这些机会；

(2)

向其他 WMO 会员提供关于教育及培训事宜的咨询和协助；

(3)

在天气、水和气候方面促进 WMO 会员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这些活动的开展是根据 WMO 规则和指南进行的。由多个国家支持的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也可以被
相关区域认定为 RTC。
组成 RTC 的每个机构称之为 RTC 分部。那些提供天气、水资源和气候有关方面的教育和培训的机构，
要想成为 RTC 的分部，要满足以下要求：
(1)

成立 RTC 分部的目的是满足地区协会超过半数会员的需求，这些需求已经被表达，
但目前已有的资源不能够满足；

(2)

设计 RTC 分部是为了满足该地区的需求，这些需求在《节略报告》总摘要决议或陈
述中记录的地区协会决定中已经说明，虽然需要承认有些 RTC 分部有较广的国际活
动；

(3)

RTC 分部应位于特定区域，其位置应由理事会参考该地区协会的推荐意见、相关技
术委员会的意见、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意见、还有秘书长本人的意见决定。

每个 RTC 分部要满足以下条件要求：

明确学习需求：
•

RTC 分部要有一套程序获取该地区有关教育和培训方面的需求。

设计学习服务：
•

RTC 分部选择对学习者适合的学习方法，从而达到课程目标和学习成效的目标和要求；

•

RTC 分部要确保开设的所有指导类课程及其它活动 ( 例如：提供或开发在线学习、
开展课外活动以及提供建议和支持 ) 一定要符合 WMO 的标准和指导材料要求；

•

RTC 分部提供相应的课程及其它资源和活动，以满足该区域提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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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学习服务 ：
•

RTC 分部已经表明，在过去的四年中已经为满足区域协会提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做
出了贡献；

•

RTC 分部提供培训：(1) 在科学和技术能力以及培训的专业知识上，邀请能够胜任其
职的指导者；(2) 在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中提供培训，并具备充足的学习资源、教学楼、
ICT 系统和培训设施等。

评估学习和评估提供的学习服务：
•

RTC 分部评估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以一种适合公认质量管理体系的方式记录这些信息，
并为学生提供成功完成教育和培训的记录；

•

RTC 分部有衡量学习服务有效性和质量的流程，包括获得学习者的反馈。

行政管理和治理所提供的学习服务：
•

在行政管理、治理、计划、人员安排、持续的专业发展、报告和自我评估方面，RTC
分部都进行了充足的安排；

•

如果 RTC 分部没有提供职业培训的国家资质，那么它可以展示自己所提供的培训服
务是严格按照 ISO 29990:2010 的要求进行的；

•

RTC 分部发表一份上一年度的活动年报以及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 包括对未来的展
望 )；

•

RTC 分部：(1) 根据资源的富足情况，对该区域所有国家以及其它区域感兴趣国家的
学生开放；(2) 为支持国际和该区域内的学生，提供适当的服务。

决议 16(EC-66)

建立 WMO 全球校园的可行性研究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19(EC–62)-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特别是第 (7) 和 (8) 条，
进一步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 26 次会议关于审查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的未
来角色和运行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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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工作人员在气象、水文和气候方面需要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3)

RTC 虽然能够为一些国力有限的成员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在培训和教育的宽度、水平和数量方面，仅凭 RTC 一己之力还不能满足所有的
要求，

决定：
(1)

关于成立 WMO 全球校园的计划，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应制定一份可行性研
究报告，报告中也应包括本决议附录中的有关内容；

(2)

编制关于 WMO 全球校园建立和实施计划的详细方案，并提交给 2015 年 5 月召开的
第 17 次世界气象大会；

(3)

对 WMO 全球校园的任何建议绝不能有损 RTC 网络的目的和计划，这些 RTC 由会员
国运行，惠及广泛的气象界。

要求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主席应成立一个小组，担任 WMO 全球校园可行性研究的指导委
员会；该小组的组成应该确保 WMO 教育培训社区的平衡，包括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用户、
RTC 和非 RTC 提供者；
要求秘书长支持指导委员会完成 WMO 全球校园的可行性研究；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要为下届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主席联席会议 ( 名义上计划于 2015 年 1 月召开 )
就 WMO 全球校园的提案提供最新信息。

决议 16(EC-66) 的附录

拟纳入 WMO 全球校园可行性研究的内容

可行性研究应包括以下内容：
•

厘清成立全球校园的理念及其为 WMO 会员带来的潜在利益；

•

调查建立全球校园资源和活动试行登记处的方案，并研究可能的分布模式，同时考虑
会员的基础设施和 IT 能力；

•

为合作伙伴和提供者在登记处列出资源和活动建立基本标准，并开发方法积极寻求和
鼓励相关组织为 WMO 会员提供其资源；

•

检测新的安排和程序，用最低的成本以多种语言提供最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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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能够确保通过全球校园获取资源和活动质量的方式；

•

通过对用户代表的调查，从一些分散的提供方那里，检测课程和学分的接受情况；

•

通过与至少一家新的全球合作活动的合作，提高 WMO 教育和培训活动的能力；

•

寻求支持教育和培训机会的新资源，尤其是在气候服务和水文方面，并提供给 WMO
会员；

•

检验和测试为 RTC 提供培训和支持的观点，这样他们才能够 (1) 在为全球校园提供
资源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尤其是在线学习方面；(2) 从全球校园的资源中获益；

•

在实施全球校园计划过程中，能够发现和找出一些潜在的限制和挑战，有可能的话，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

在全球校园计划开始和维修阶段实施过程中，明确所需的人力和财务资源，还有一些
资源的安排。

决议 17 (EC-66)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19 (EC-62) –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2)

决议 31 (Cg-16) – 教育培训计划，

(3)

执行理事会第 63 次届会带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 -No. 1078)，总摘要第 3.9 (a)
段,

考虑到气象、水文和相关学科的教育培训是 WMO 的一个主要的跨领域活动，对提高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提高提供给用户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都有重大影响，
进一步考虑到教育培训的范围和需求随着一些行动计划的推广而有所扩大，例如气候服务全球框架、
减轻灾害风险等，并且合规要求正逐渐提高，
决定通过如下的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1)

通过提供 WMO 教育培训项目未来方向和活动方面的建议，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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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战略计划流程的意见；

(2)

与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其它相关机构建立并保持信息分享机制，从而明确会员所
需的优先教育培训需求；

(3)

就会员的人员教育培训的标准，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

(4)

就会员的人员教育培训的标准和推荐做法，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

(5)

就监督、提高并强化 WMO 教育培训计划，包括指定适当的培训机构，如 WMO 区域
培训中心等，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

(6)

就基于持续的项目审查和评估，提高奖学金项目的有效性，向执行理事会提供行动建
议；

(7)

支持教育培训计划的其它活动，包括按照需要发展并审核活动和指导材料；

(8)

根据此决议的附件，选择专家组人员和拟负责的数量。

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19(EC-62)，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7 (EC-66) 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成员 :
(i)

专家组主席将是本组织主席或指定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如果主席不能出席专家组会议，
她 / 他将任命一位专家组成员在其缺席时主持会议；

(ii)

除了主席以外，专家组最多由 12 人组成，并以个人身份加入专家组；

(iii)

成员应由执行理事会根据其在教育培训方面的专业资历进行任命，尤其是在气象学、
气候学或水文学方面的资历，并且在考虑最合适的候选人时，要考虑到专家组在技术、
地理和社会性别等方面的适当平衡；

(iv)

除了以个人身份为代表以外，专家组成员需要与区域协会教育培训中心的联络员和技
术委员会定期联系，以推动跨领域的协调和信息交流；

(v)

成员任期为四年，到期后可以再任四年，但任何人的总服务时间不得超过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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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任命 :
专家组成员应由执行理事会通过如下的透明过程进行任命：
(i)

秘书长将致信给所有成员，抄送给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建议他们提名一位
有适当技能的人员，提交给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讨论。该信将在紧随大会后的
执行理事会前至少六个月发出。由相关国家的常任代表或区域协会主席或技术委员会
主席同意的书面提名应在大会前三个月内送达秘书长；

(ii)

秘书长将审核资质，决定他们是否符合最低要求，并向紧随大会后的执行理事会提交
一份候选人优先名单；

(iii)

理事会将从秘书长编制的候选人名单中任命专家组成员。理事会可以选择成立一个遴
选委员会来审核秘书长提交的名单。理事会将授权主席在闭会期间出现职位空缺时，
从执行理事会通过的名单中挑选人员填补职位；

(iv)

根据《总则》第 35 条 (2012 年版 )，专家组主席可以邀请专家协助专家组进行审议。

行政事务：
根据《总则》第 37 条 (2012 年版 )，本组织应为专家组成员出席会议提供财务支持。

决议 18 (EC-66)

BET-DAGAN( 以色列 ) 作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地位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 62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59) 总摘要 6.16(c) 段及其附
录，
进一步注意到：
(1)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作为受到尊重和认可的培训机构网络，依赖于单独的机构
满足区域培训的需求，

(2)

BET-DAGAN 的区域培训中心一直都为教育培训项目的合作成员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
会，

(3)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对 BET-DAGAN 进行了评估，确定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提
高领域，以确保 BET-DAGAN 可以更好地满足六区协 ( 欧洲 ) 和相邻地区的需求，

(4)

BET-DAGAN 已申请被再次确定为 RTC，六区协第 16 次届会对此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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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BET-DAGAN 在采取行动于近期举办几次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相关的培训学习班，
决定再次确认 BET-DAGAN 为区域培训中心，为期 4 年。

决议 19 (EC-66)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研究理事会生物气象研究所作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地位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 62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59) 总摘要 6.16(c) 段及其附
录，
进一步注意到：
(1)

作为受尊重和受信任的培训机构网络，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声誉取决于单个机构满
足区域培训的需求，

(2)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生物气象研究所 (IBIMET) 在 6 年多的时间内没有提供与其作
为 RTC 开展的活动的报告或就此与 WMO 进行联络，

(3)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审核了 IBIMET, 确定了一些 IBIMET 充分发挥 RTC 功能
需要解决的领域，

(4)

IBIMET 已要求被再确认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 , 而且六区协 ( 欧洲 ) 第十六次会议
根据其建议的活动予以支持，

认识到虽然 IBIMET 目前在采取行动于近期举办几次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相关的培训学习班，
决定推迟两年确认 IBIMET 为区域培训中心地位，届时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八次届会上将根据其
对 WMO 教育培训计划的贡献重新评估其地位。

决议 20 (EC-66)

执行理事会颁发 WMO 奖学金的标准

执行理事会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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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关于执行理事会颁发 WMO 奖学金的标准的讨论和决定 ( 执
行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07) 总摘要 3.6.20 段及
其附录 )，

(2)

奖学金计划对 WMO 会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重要性，

决定更新本决议附件中包含的执行理事会颁发 WMO 奖学金的标准，立即执行。

决议 20 (EC-66) 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颁发 WMO 奖学金的标准

颁发 WMO 奖学金的标准
1.

WMO 奖学金方案的目的是支持有资格和合适的候选人进行教育和培训，尤其来自最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尤其鼓励妇女申请。奖学金应当使候选人
个人及其所在的机构 ( 通常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2.

根据奖学金委员会的建议和 ETRP 的重点，WMO 可以授予短期 ( 六个月以内 ) 和长

期 (6 个月或以上 ) 奖学金。
3.

申请 WMO 奖学金的候选人必须填写奖学金提名表，该表必须由受益 WMO 会员的常

任代表认证。常任代表须说明候选人将获得的预期益处 ( 如造就了合格的劳动力 ) 和提名机构将获
得的益处 ( 如根据满足不断变化的服务要求，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支持 NMHS 的组织发展 )。
4. 		要获得奖学金委员会的奖学金审议，候选人必须：

5.

(a)

符合拟议学习课程的基本要求；

(b)

精通或能够学习课程学习语言；

(c)

身体健康，以所填医疗证明确认；

(d)

只申请直接适用于 WMO 计划领域的学习课程。

新任命的 NMHS 主管也有资格接受时间很短的培训计划，内容为 NMHS 的管理和考

察访问。
6.

颁发奖学金时，可优先考虑的候选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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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来自于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易受自然
灾害的国家；

(b)

以成本分担方式资助的候选人；

(c)

申请 RTC 课程或其他区域内培训机构课程的候选人；

(d)

申请短期奖学金或不超过 18 个月长期奖学金；

(e)

预期学习期满后将在本国 NMHS 工作并在合适岗位上做出长期贡献的候选
人；

(f)
(g)
7.

申请前的 4 年中未享受过 WMO 长期奖学金。
来自于近期没有从 WMO 奖学金受益的国家；

在颁发奖学金时将考虑到：
(a)

需要维持区域比例平衡；

(b)

需要实行机会平等政策 ( 见决议 33(Cg-14))- 妇女参与气象和水文工作的平
等机会 )；

(c)

候选人所在国的常任代表是否已经为 WMO 提供了任何关于以前奖学金的所
需报告。

决议 21(EC-66)

国家概况数据库初始运行能力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开发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 (CPDB) 可响应世界气象大会 ( 决议 49(Cg-16)- WMO
能 力 开 发 战 略 ) 和 执 行 理 事 会 ( 决 议 18(EC-64)- WMO 能 力 开 发 战 略 以 及 决 议
16(EC-65)- WMO 能力开发战略实施计划 ) 赋予的职责，以建立一个综合数据库，
内含通过 WMO 秘书处内外渠道获得的有关 WMO 会员的天气、水和气候相关信息，

(2)

本数据库可为会员提供有关其国家制度安排、基础设施、人员配备、国家联络员、项
目、发展状况及其参与 WMO 活动等信息共享机制，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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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CPDB 可减少对会员进行问卷调查的次数和频率，并提供确保及时收集和共享
信息的方法；

(4)

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与运行规划工作组认识到本数据库还有可能促进有关 WMO 战
略规划和能力开发的评估和监督。

进一步注意到：
(1)

CPDB 的原型和后续开发表明了其方法和相关技术的可行性，

(2)

对 WMO 近期收集的调查信息所做的筛选将被纳入到 CPDB 初始运行能力的设计中，

(3)

CPDB 中的数据维护职责由会员和秘书处共同承担，

(4)

CPDB 的效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决定：
国家概况数据库初始运行能力应在 2014 年 8 月底实施。
要求会员：
(1)

审议关于确保有关其国家或地区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数据库，以及他们参加的项目；

(2)

提名能够使用本数据库协助常任代表维护和更新国家信息的一名或多名国家 CPDB
联络员。

要求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和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 ( 或其后续工作组 ) 合
作开发工具，此类工具要能够将本国家概况数据库用于对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进行评估和监督；
要求秘书长支持会员落实该决定。

决议 22 (EC-66)

风险管理的实施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根据第十六财期战略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本组织基于结果的管理的实施，
考虑到秘书处各个内部控制体系的持续改善和本组织内基于结果的管理的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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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风险管理在实现本组织的目标和实施 “ 战略计划 ” 中的重大作用，
进一步认识到本组织需要在机遇大于风险并建有充分控制措施的情况下抓住机遇，
决定批准本决议附录中给出的经修改的本组织的风险管理政策；
要求秘书长继续利用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实施风险管理；
要求执行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在审议可能与战略计划的实施相关的风险
和机遇时，应用此项政策；
要求审计委员会，除了审查风险管理政策是否充分、及其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外，还要不断审查本组
织面临的高风险，并对所需的缓解行动提供指导。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2(EC-63)，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22 (EC-66) 的附录

WMO 风险管理政策

引言
WMO 风险管理政策以本组织常设指令、守则、条例和细则以及相关的现行政策为基础，确定管理
本组织面临风险的过程。其重点是管理与本组织活动相关的风险，以尽量减轻其负面影响。风险管
理是本组织管理过程 ( 包括内部控制系统 ) 的一个组成部分。秘书处将在《WMO 公约》规定的其
职责内管理风险。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将考虑任何与在其职责内做出的决定相关的风险。
风险指与实现本组织目标的事件相关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本组织应给予重视的各类风险包括：
•

战略风险 - 涉及无力实现 WMO 的使命和任务中设定的部分目标；

•

运行风险 - 涉及内部过程的失败；

•

管理风险 - 涉及缺少各级别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

财务风险 - 涉及缺少财务资源及其管理；

•

合规风险 - 涉及能力不足，导致无力按照 WMO 的常设指令、守则、条例和细则以及

联合国的规则开展工作。
认识到各种风险通常是相互关联的，且不受本组织的控制，因而使风险管理过程复杂化。WMO 在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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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低风险状态下实施其计划活动和项目。本组织应对于运行及合规相关的风险持最低的风险偏好，
并对于战略、管理和财务风险持合理偏高的风险偏好。应考虑以下几点：
(a)

若机遇大于风险并建有充分控制措施，接受风险。审慎评估风险和机会，并为之负责。
但秘书处应不断监测风险；

(b)

根据风险的类型，选择不冒险开展计划活动、或改变活动的范围、采购过程、供应商
或者活动顺序等，以避免风险；

(c)

应对风险，以降低影响、可能性或两者和 / 或改进现有控制措施或开发新的控制手段，
从而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d)

转移风险，这样第三方就需要对威胁的一个方面责任；

(e)

分担风险。方法类似于转移风险，但在这种情况下，风险通过转移风险的某些部分得
到分担。

目标
WMO 正致力于实现其使命和任务中设定的目标，通过确定、分析和管理与其活动有关的风险，尽
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并适时抓住机遇。
本组织将：
•

设置一个框架，考虑所有会员和合作伙伴的长远利益；

•

确定可能对实现目标和预期结果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及相关风险；

•

在本组织的风险偏好范围内，确定可被抓住的机遇；

•

确定、监督和报告关键风险指标，以帮助减少风险的危害；

•

制定并持续审查适当的控制措施以减少暴露于风险；

•

通过人力资源的风险管理能力建设，降低脆弱性、提高抵御能力；

•

定期审查本组织面临的风险。

定期报告风险管理进展将是此项政策成功实施的证明。
原则
WMO 风险管理理应以下列原则为指导：
•

综合方法 - 风险管理须作为内部控制系统和基于结果的管理 (RBM) 的组成部分，而
不是单一的过程加以实施；

•

一致性 - 确定、评估、监测、减少和通报风险的方法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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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方 - 各级风险承受方须熟悉影响其促进实现本组织目标的风险以及相应的评估、
监测和减缓风险的程序；

•

责任 - 各级风险承受方须对各自采取的风险管理行动负责；

•

权威性 - 各级风险承受方有权在各自的责任区内决定并实施应对风险的相关行动；

•

风险意识 - 各级应加强风险意识，使员工能够确定和分析与其行动相关的风险以及缓
解风险的方法；

•

沟通 - 须以可促进有效评估、监测和报告风险的方式来设计信息系统。

实施
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管理组、以及秘书处将定期确定、评估、记录和缓解各自的风险。
定期风险审议将着重于战略、运行、财务、管理和合规风险。审议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
•

定期回顾和更新风险登记册；

•

规划缓解高风险的行动；

•

监测风险指标，以确定新出现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缓解行动。

秘书长已建立了一个秘书处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制定、审议和监测风险管理框架和政策；监测
WMO 风险管理政策的实施和遵守情况；并向秘书长提供建议，特别是在高风险领域。
根据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执行理事会将继续审查本组织的高风险，并为必要的缓解行动提供指导。
这一政策已得到执行理事会批准。

决议 23(EC-66)

2013 年度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报表

执行理事会 ,
忆及决议 21 (EC-62)- 审议 2009 年度世界气象组织帐户，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4 和 15 条，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当年该组织财务报表的财务报告及外部审计员提交理事
会的报告，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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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批准世界气象组织经过审计的 2013 年度财务报表；
请求秘书长将此财务报表连同其报告及外部审计员的报告转给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会员；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会员所欠的比额会费数量很大，
敦促这些会员早日结清其欠费。

决议 24 (EC-66)

对决议 31(Cg-13)- 短期借款仅的拟议修订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决议 31 (Cg-13) – 短期借款权，
决定向第 17 届大会建议扩大秘书长的短期借款权，使其包括自愿捐款，并立刻生效。

决议 25(EC-66)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23(EC-65)-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2)

《总则》第 156 条第 (9) 款 (2012 年版 ) 有关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的规定，

(3)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有关相同主题的规定，

审核了其仍有效的以往决议，
决定：
(1)

保持下列各项决议继续有效：
EC-4 2
EC-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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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5 12
EC-34 13
EC-35 21
EC-36 6
EC-40 4
EC-42 19
EC-44 15
EC-45 13
EC-48 3，4，12
EC-51 5
EC-56 9，18
EC-57 5，17，18
EC-58 15
EC-59 6，16，17，19，26，27
EC-60 4，6，18
EC-61 4，8，14，15
EC-62 6，7，10，15，
EC-63 2，3，4，5*，6*，7*，8*,11，13
EC-64 1，2，3，4，5，6，8，10，11，12，13，14，15*，16，17，18，19，
20*，22，23，24*， 26
EC-65 2，3，4，5，6，7，8，9，10，11，12，16，18，19，20，22

(2)

在第六十六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将不再生效；

要求秘书长公布仍有效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那些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新一期决议 (WMO-No. 508)
中增加勘误表的决议，提请所有有关各方关注该出版物。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3(EC-65)，后者不再生效。
* 表示这些决议所提的有些决议目前已不再生效 ( 见本决议的附录 )。

决议 25(EC-66) 的附录

下列决议的脚注
1.

决议 5(EC-63)- 执行理事会 极地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决议 11(EC-62) 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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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议 6(EC-63)-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决议 5(EC-60) 不再生效

3.

决议 7(EC-63)- 执行理事会关于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决议 2(EC-59) 不再生效

4.

决议 8(EC-63)-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人员组成
决议 10(EC-58) 不再生效

5.

决议 15(EC-6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决议 13(EC-62) 不再生效

6.

决议 20(EC-64)- WMO 计划支持成本政策
决议 19(EC-56) 不再生效

7.

决议 24(EC-64)- WMO 出版物规划和制作指南
决议 13 (EC-56) 不再生效
决议 20(EC-62) 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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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总摘要第 2.6.16 段的附录

拟提交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审议的决议
决议草案 X . 1 (CG-17)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 第二卷，区域方面 - 南极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x.4 (Cg-17) – WMO 极地活动，

(2)

决议 56 (Cg-16)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修订案 (WMO-No.544) 第二卷，区域方面
- 南极，

(3)

WMO 战略计划 ( 2016–2019 年 )，因其与世界天气监视网和南极相关，

决定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544) 第二卷，区域方面 - 南极，在本决议附录中给出；
要求秘书长：
(1)

提出相应的修订意见，见本决议的附录；

(2)

提请会员注意本决议。

_______________
附录：1 个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6(Cg-16)，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草案 x.1 (Cg-17) 的附录
7.

南极

7.1

南极地区地面和高空观测站的观测网络

7.1.1

南极观测网络的组成

7.1.1.1

南极观测网 (AntON) 是由地面和高空台站组成，足以满足会员的需求，是会员履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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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WMO《公约》第二条的最为重要义务之一。
7.1.1.2

AntON 由执行理事会一个专门的附属机构进行审查，并由执行理事会或者 WMO 大

会通过决议而通过。大会或执行理事会批准的决议附录给出了构成 AntON 的台站清单。WMO 秘书
处每月发布的 “ 业务通讯 ” 给出了一些修改之处 ( 参见下面第 7.1.6 段 )。
7.1.1.3

AntON 中所包括的人工地面站应符合本手册第一卷关于地面站的规定。

7.1.2

地面天气观测

AntON 中所包括的所有人工地面站的 地 面 观 测 应 按 照 四 个 主 要 的 标 准 观 测 时 次 进 行， 即
0000、0600、1200 和 1800 UTC。只要可能，观测时次也应按照部分或全部四个中间标准观测时次，
即 0300、0900、1500 和 2100 UTC。 按主要标准观测时次开展的观测应给予第一优先。
自动气象站 (AWS) 应至少每小时测量一次气压、温度、风速和风向。应尽可能制作其他的测量。
7.1.3

高空天气观测

AntON 中包括的所有高空台站所开展的无线电探空仪观测和 / 或无线电测风观测，时间应为
0000 和 1200 UTC。如果考虑其它因素的话，那些无法进行完整高空观测计划的台站应优先重点放
在可以维持历史记录的观测上。台站间相隔距离如果不超过大约 600 公里，不妨考虑作出双边安排，
据此由一方进行其中一次放飞，使两者之间完成所需的完整观测。
7.1.4

气候观测

7.1.4.1

所有 AntON 地面站应尽可能报告 CLIMAT 电报，以便更好地监测气候。

7.1.4.2

根据第 40 号决议 (Cg-12) 的精神 - 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

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AntON 台站的 CLIMAT 报告应视为基本资料。
7.1.5

业务程序

敦促会员完全遵守全球编码程序和资料收集标准，即开展 AntON 台站业务时，遵循 《WMO
技术规则》(WMO-No. 49)、《电码手册》(WMO-No. 306) 和《全球通信系统手册》(WMO-No.
386) 和《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 中规定的程序。
7.1.6

南极观测网络的升级和修订安排与程序

对 AntON 中地面站和高空站作出某些细微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变动不能对整个南极地
区的资料需求造成影响。为了给会员提供一套简单而快速的改动办法，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a)

按照有关会员的要求，根据执行理事会专门附属机构主席的建议并与秘书长进行磋商，
WMO 主席可以批准对 AntON 作出细微变动。对 AntON 组成提出的任何重大变化仍
需获得运行 AntON 各组成部分会员的正式同意；

(b)

秘书长须通过业务通讯或通函的形式，将由 WMO 主席批准的变化情况向所有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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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通报。

7.2

通过考察团队报告天气
鼓励在南极有观测台站的会员指示所有考察团队在环境允许情况下，在距离大本营超过 200 公

里时进行地面观测。 应尽可能在标准观测时次内开展观测，且至少每天传输一次。

7.3

南极自动气象站
鼓励会员将自动气象站作为 AntON 的一部分使用，并充分利用极轨卫星的资料采集能力，某些

情况下使用地球静止气象卫星。

7.4

在南极海域运行的船舶

7.4.1

会员应确保在南极运行的所有的研究船、补给船只和游轮在重要的和居间的天气观测

时间内开展定时的地面天气观测，并实时传输观测资料。 当这些资料不能实时传输时，他们应该以
延时方式提交资料或作为历史资料提供。
7.4.2

会员还应确保各种船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高空观测，并实时传输相关观测资料。

7.5

海面漂流浮标
鼓励会员加强海面漂流浮标的部署和维护，并在这些浮标上至少应安装气压和海表温度传感器，

以便进行资料的实时传输。还鼓励会员进一步开发浮标技术，以便加强冰层上和附近的业务实时报
告。

7.6

飞机报告
鼓励会员为抵达 / 离开南极洲的航班及南极洲范围内的航班制作、记录并实时分发观测报告。

7.7

其他的观测和扩展的观测
鼓励会员制作、记录并实时分发南极船舶和台站扩大和增加的观测。应在 GAW 台站信息系统

(GAWSIS) 中记录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 的观测清单。

7.8

元数据
观测台站 / 平台的会员 / 运行方应根据《WIGOS 手册》(WMO-No. xy [ 序号将于 Cg-17 时补充 ])

中的规范，向 WMO 提供观测和发现元数据。
_______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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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x.2 (Cg-17)

南极观测系统 (AntON)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55 (Cg-16) – 南极观测系统 (AntON)，

(2)

《世界气象组织 (WMO) 技术规则》第 (B.1) 3.1.1.2 条，

(3)

WMO 战略计划，因其与南极观测相关，

(4)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1.3 和 2.1.4 段，

(5)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修订案 (WMO-No. 544) 第二卷，南极，

考虑到：
(1)

建立和维护南极地面和高空观测站网 (AntON) 以满足会员需求，这是 WMO《公约》
第 2 条下最重要的会员义务之一，

(2)

目前南极地面和高空观测站网 (AntON) 的密度远低于理想状态，距离真实描述南极
天气和气候的特征相去甚远，

(3)

为了提供南极气候的良好代表性，没有必要区分天气网和气候网，

(4)

南极的观测台站极大地促进了 WMO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5)

南极人工站也有助于全球大气监测 (GAW) 重要的臭氧观测和其它观测，

(6)

需要根据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的规范，进一步整合南极观测系统，

(7)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 所表达的研究团体的需求，

决定本决议由附录中所列的台站和观测计划组成南极观测网络 (AntON)；
敦促会员：
(1)

不遗余力确保全面实施本决议附录中所列台站和观测计划的网络，特别是那些有助于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的网络；

(2)

寻求维护，并尽可能恢复南极的无线电探空站；

(3)

根据其选择标准，考虑将其观测台站纳入核心 GCW Cry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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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其他会员合作的可能性，分担重新开放和运行不发报站以及在关键的地点开设
新台站的费用；

(5)

全面遵守《WMO 技术条例》以及《GOS 手册》、《电码手册》、《全球通信系统 (GTS)
手册》和《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手册》制定的观测标准时间、编码程
序和资料收集标准；在切实可行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实时数据；

(6)

利用现代测绘技术要求的分辨率，验证《气象报告》(WMO-No. 9)A 卷给出的台站位
置和高度，并将这些测量结果传达给 WMO 秘书处；

(7)

依照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质量管理认证，确保为仪器提供可溯源的标定证书；

(8)

持续为所有台站提供最新的观测元数据；提供相应的发现元数据并通过 WIS 向他们
提供所有的观测数据集；

(9)

出于气候目的，向相应的南极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 (DCPC) 提供历史研究和常规资
料用于存档，其侧重点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10)

将现有的研究和新的设备纳入 AntON ；

(11)

当 NWP 检测到资料或传输出现问题时，确保向有关台站反馈。

要求 WMO 秘书长提请 WMO 会员注意南极观测网的任何变化。
_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5(Cg-16)，后者不再生效。
( 注：本决议的附录将包括一个 AntON 台站的清单，将与各自会员协商后在 Cg-17 举行前 3 个月更新 )

_ _ _ _ _ _ _

决议草案 x.3 (Cg-17)

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36 (Cg-15) – 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2)

决议 57 (Cg-16) – 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

(3)

决议 17 (EC-64) – 极地预测项目，

考虑到：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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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纬度地区不断扩大的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幅度的关切，且许多国家政府越来越多
地关注极地区域，这些都需要更好地认知天气、气候、水和有关的环境变率和变化，
从而提前几个季节、几十年和几个世纪做出可靠的定量预测，

(2)

极地区域经济和运输活动的不断增加，需要对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进行长期、持续
的综合观测和预测，从而支持决策，

(3)

在以下领域存在重大的空白：
(a)

科学界在认知极区的各种过程和相互作用方面存在重大空白，包括稳定的边
界层、极地云和降水、海冰 / 海洋动力学、水文、多年冻土和冰盖动力学，

(4)

(b)

对于极地地区和低纬度地区天气、气候和冰变化之间的联系的科学认识，

(c)

持续开展并优化极地区域的现场观测和卫星观测，包括基准观测，

(d)

极地地区可用产品和服务，

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 给全球带来了效益，不仅能提供极区的服务和观测
战略，而且还解决了天气、气候、水和有关的环境变率和变化方面关键的不确定性，
从而改进全球的预测，对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所有高优先重点做出贡献，尤其是促
进减少灾害风险 (DRR) 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5)

仅靠 WMO 本身不能完成该项任务，所以需要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和世界天
气研究计划 (WCRP)、其它的 WMO 计划和外部伙伴来开展合作研究和开发，

尤其认识到会员的国家研究计划对监测和资料的实时提供、过程研究及目前专门针对极区预测系统
做出的贡献，
决定：
(1)

继续开展 GIPPS 十年工作，作为国际极地年 (IPY) 的遗产造福全球社会；

(2)

GIPPS 应提供信息，以满足从几小时到几百年的时间尺度上的决策需求；

(3)

通过极地预测项目 (PPP)( 几小时至季节时间尺度 ) 和 WCRP 极地气候可预测性倡
议 (IPPI)( 季节至代际时间尺度 ) 之间密切合作的活动，GIPPS 的基础研究将得以开
展；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提供广泛的监督、指导并监测各项进展；

(2)

确保那些希望促进 GIPPS 发展的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参与并与之进行广泛磋商；

(3)

向第十八次大会提交一份综合报告，更新 GIPPS 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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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通过开发和实施 GIPPS 并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研究，来支持执行理事会
的工作，并对未来的管理结构提出建议；
提请有关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 ( 例如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在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 主
持下开展的研究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UNESCO-IOCIOC)、国际北极科学
委员会 (IASC)、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 (IACS) 和 WMO 联合发起的及 WMO 牵头的各项计划 ( 比如
WCRP 和 GCOS)) 加入这项历时多年的行动，从而实现 GIPPS 的业务化；
要求会员：
(1)

支持各项活动，以便解决在科学上认识极地区域的地球系统、环境过程和相互作用方
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2)

为这项活动促进和 / 或建立国家和国际研究计划；

(3)

提供充足的自愿资金来支持 GIPPS 的发展，包括为相关的信托基金提供捐款；

(4)

特别支持计划于 2017 年中期至 2019 年中期开展的极地预测年 (YOPP)。

要求秘书长：
(1)

在现有的预算资源范围内，支持发展 GIPPS；

(2)

在推进这项工作中加强与相关国际伙伴组织和计划的协调和紧密合作；

(3)

进一步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实施这些决定；

(4)

提请所有各方关注该项决议。

_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7(Cg-16)，后者不再生效。

_ _ _ _ _ _ _

决议草案 x.4(Cg-17)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55(Cg-16)- 南极观测网络 (AntON)，

(2)

决议 56(Cg-16)-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GOS)(WMO-No.544) 第二卷：区域方面 南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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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议 57(Cg-16)- 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统 (GIPPS)，

(4)

决议 58(Cg-16)-WMO 极地活动，

(5)

决议 59(Cg-16)- 国际极地十年倡议 (IPD)，

(6)

决议 60(Cg-16)-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7)

决议 17(EC-64)- 极地预测项目 (PPP)，

(8)

世界气象组织 (WMO) 战略计划 (2016-2019)，

(9)

决议 40(Cg-12)-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与商业气象活
动的关系准则。

考虑到：
(1)

基于极地和高山区的持续观测与研究的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促使第十六次大会促进
GIPPS 和 GCW 的开发，

(2)

在科学地认识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特别包括边界层活动、极地云和降水、海冰 / 海
洋动力学、水文、多年冻土和冰盖动力学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及其对地球系统的影
响等方面仍然有重大空白，

(3)

对气候变化和变率在极地和高山地区的扩增已有共识，但这些地区仍是地球系统中的
欠采样领域，

(4)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IPY) 的成功实施为加强极地观测系统和极地环境研究遗留下
了丰富资源，

(5)

确保 IPY 的遗留资源增强观测网络的安排是互为交叉的，应与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 (WIGOS) 的实施进行密切协调，旨在以最有效的方式提高会员提供更广泛的业务
服务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计划需求的能力，

(6)

继续开展长期水文气象和相关环境观测对于环境变化的探测非常关键，

(7)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来自公共资助研究活动的水文气象及相关环境资料和产品应广泛
提供，此外，将适当的气象研究资料用于预报和气候目的具有共同利益，
(8)

需要不断协调 WMO 与其他活跃于极地地区的国际组织的活动，

(9)

极地地区 ( 包括 AntON) 以及整个冰冻圈 (GCW 的观测部分 ) 的业务和研究观测网
络应融入 WIGOS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的框架，并不断得到加强以纳入与冰冻
圈有关的各变量，

(10)

EC-PORS 在确保与其他活跃于极地和高山地区的国际组织协调、参与 WMO 技术委
员会、区域协会和专家组工作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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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需要采用综合办法，了解极地和高山地区变化的全球影响，使所需的服务可以提供给
用户，并使政府可以获得适应和减缓方面的建议；

(2)

包括 AntON、GCW 的观测部分以及极地和高山地区的其他活动的业务和研究观测网
络应整合到 WIGOS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的框架内；

(3)

继续协同努力，使 WMO 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以及相关的研究和国际组
织与机构参与进来，通过提高数小时到数百年时间尺度的观测和预测能力，提高高纬
度和高海拔地区的服务；

邀请会员，特别是在极性地区有业务活动的会员：
(1)

确保其极地地区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项目的连续性；

(2)

确保适当的来自公共资助研究活动的水文气象和相关环境资料能实时提供给这些业务
机构；

(3)

通过利用人工和自动水文气象站、大气探测、以及其他陆地地球物理观测站，通过增
设志愿观测船只，通过装配有适当记录和分发观测资料手段的飞机，并通过部署自动
海上海下和冰上冰下观测平台，提供额外极地地区观测，以满足数值天气预报 (NWP)、
水文服务和气候科研计划的需求；

(4)

加强其卫星计划，提供极地地区所需的、适当的卫星观测系统基础设施和产品与服务；

(5)

考虑与其他会员合作，以共享以往功能台站的重开和运行成本、扩充现有台站或部署
新的观测和通信系统的可能性；

(6)

通过提供人力和财力资源，支持 WMO 极地活动，以加强极地地区的观测、研究和服务；

鼓励会员与可能在极性地区有业务活动的所有国内团组联络；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加强极地地区各种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活动的协调；

(2)

确保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国际北极科学委
员会 (IASC)、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 (IACS) 和 IUGG 的其他相关协会、北极理事会、
国家南极计划管理理事会 (COMNAP)、北极研究运营者论坛 (FARO)、国际山地综
合发展中心 (ICIMOD) 和 UNESCO 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等相关国际组织密
切合作；

(3)

确保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对 WMO 2016-2019 及以后的战略计划的支持；

要求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支持 WMO 的极性和高山活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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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提请各相关方关注本决议。
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58(Cg-16)，后者不再生效。
_ _ _ _ _ _ _

决议草案 x.5(Cg-17)

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IPPI)
大会，
注意到：
(1)

指导组就国际极地倡议的长期合作草拟的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IPPI) 概念文件，

(2)

指导组提议赞同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参与 IPPI，

(3)

决议 59(Cg-16)- 国际极地十年倡议，

(4)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第五次会议 (2014 年 2 月 25–
28 日，新西兰惠灵顿 ) 的报告，

考虑到：
(1)

极地地区在包括极端事件在内的全球天气、气候和水文，不断变化的碳循环和海平面
上升的区域不均匀性，以及气候变化的 “ 极地放大 ”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

两极地区正在开展的活动以及北极对全球经济 “ 开放 ” 的特殊意义，

(3)

极地地区需要有效的环境管理，涵盖环境风险管理、筹备预防和应对污染以及开展搜
救作业、并对土著社区等当地居民提供支持，

(4)

极地环境实地调研和观测成本上升，阻碍了全面和持续的区域观测系统的开发，并导
致对基本过程的认识不足、环境信息的精度降低，包括极地地区的预测以及与全球其
他地区的交互等信息，

(5)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IASC)、科学南极研究委员会 (SCAR) 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主办
的大型科研规划活动，极地预报年 (YOPP) 的规划，世界天气研究计划极地预报项目
(WWRCP-PP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极地气候可预报性计划 (WCRP-PCPI)、全球冰
冻圈监视网 (GCW) 的持续发展、以及 WMO 其它计划的极地活动等活动，

(6)

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在极地地区开展的北极和南极活动、研究、观测和服务之间的多重
协同效应以及极地、第三极和高山地区之间的类似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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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在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IPY) 期间及之后对极地科研和基础设施的大量投

(7)

资，以及在地球系统预测的新型观测技术与分析以及改进模型等方面的积极成果，
(8)

国际极地长期合作倡议指导组得出的结论：当前，主要极地问题并没有按要求予以有
效应对；不能有效应对极地问题有可能对子孙后代产生重大影响，

认识到：
(1)

一些国际组织表达了他们对 IPPI 的提议和概念文件的支持，

(2)

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GIPPS)、GCW、南极观测网络 (AntON) 等 WMO 的倡议以
及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极地活动将为 IPPI 作出实质性贡
献，并将从伙伴组织的贡献、加强与他们活动的协调中获取重大利益，
IPPI 提出的加强合作、增进协调、共享资源可以通过一个开发极地地区观测系统、研

(3)

究、服务、教育与宣传、以及知识应用的共同实施计划予以实现；
同意根据本决议附录中所附的概念文件参与 IPPI；
要求执行理事会通过其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1)

定义并巩固 WMO 在相关 IPPI 治理结构中的代表性；

(2)

与 IPPI 成员合作，确保并赞同 WMO 的参与能带来实质性支持，以达成 WMO 极地
目标并为 WMO 极地倡议作出贡献；
协调 WMO 参与 IPPI 框架下将开展的相关活动；

(3)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相关方关注本决议。
________
附录：1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9(Cg-16)，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草案 x.5(Cg-17) 的附录

概念文件：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IPPI)
为什么需要 IPP(I) ？
人们总是对极地地区着迷。他们常常认为在遥远、冰雪覆盖的荒漠，只有一些强壮之人、探险
家和科学家在那里冒险。然而，这种看法正在变化，也正是极地科学在引领这种改变。极地环境以
多种形式影响着地球系统及其气候，影响着全球天气形态和极端事件。两极地区正在经历经济开发，
而北极的 “ 开放 ” 将进一步加大其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发挥的显著作用。尽管已在环境研究中取得了重

附录

157

大进展，但科学家仍然需要面对发生在两极地区多重复杂的物理和生物化学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与
全球其它地区的联系。因为互为联系的物理过程、人类活动和遥相关，不言而喻：极地发生的现象
不会只停留在极地。
尽管目前对极地问题的重要性已有认识广泛，但目前的理解仍不完整，特别是有关人类和自然
影响之间的关系。的确，我们应当将两极作为一个完全衔接的人类 - 自然系统来看待。变化超出了
我们对北极和南极的理解，也超出了我们为极地相关活动的决策提供知识的能力。
IPP(I) 将应对什么问题？
IPP(I) 将：
•

集合并协调关于极地问题的工作，以确定协同效应并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应对共同
关注的重要问题，

•

促进针对多个时间尺度上人类和生物物理系统之间的互动的研究，

•

对开发对与全球人类的未来直接相关的人类和极地自然过程的深刻理解。
考虑到这些目标，IPP(I) 富有前景的方向是进一步提倡提供准确的极地知识、使所有利益相关

者参与、与社会问题相关、最重要的是能从极地活动的协作和协调中受益的活动，比如：
•

建立并维护极地观测、评估、预测和服务系统，

•

促进多学科 / 多平台资料收集、交换和可互操作性，

•

极地科学家和从业人员的能力建设，

•

在当地居民、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及从业人员间搭建共同语言和合作协同关系。

我们对关键问题的应对是否充分？如果不是，将有什么后果？
极地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料空白地区。目前几乎所有观测系统都依靠短期研究资金，而对极
地预测系统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原型阶段。在北极，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极地信息服务缺乏充足的观测。
在南极，观测系统的缺失导致对一些重要的过程缺乏认识。
目前并没有足够有效地应对主要的极地问题。极地环境问题的全球重要性急需引起决策者的重
视和普通大众的关注，需要以协调、持续、有计划、及时和有资源保障的方式加以处理，并需要加
速从研究向业务的过渡。如不能有效地得到应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要更加强烈、频繁地感受各种
极地问题。
我们做好应对现有极地地区挑战的准备了吗？如果是，如何应对？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前所未有地为极地拍了张 “ 快照 ”，使我们对极地的理解大大增加，但提
供答案的同时往往也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当前，科学和技术使得可靠和综合的极地监测成为可能，
并进一步加深了对主要过程和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解，以便支持明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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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的财务考虑要求提高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力争高投资回报，并注重研究成果的实

际应用及少花钱多办事的能力。因此，合作、协调和资源共享应该是开发极地活动的主要策略。因
为 IPP(I) 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倡议，它将能够不断确保对未来极地研究人员的培训。要切实提高几个
组织联合活动的效率，需要开发一个集极地地区观测系统、研究、服务、教育与宣传、以及知识应
用于一体的共同实施计划。此计划应有助于今后在具有社会意识、与当地居民真正合作的形式下，
开展极地活动。
IPP(I) 拟应对以可能取得的成功有：
•

极地地区的观测和数据同化系统，拟能支持一系列时间尺度下纯熟的环境预测、有效
的环境评估、预警系统、搜索和救援、以及污染防治行动，

•

其他实例。

IPP(I) 的范围
IPP(I) 所源自的信念是：在两极发生的变化幅度及其与地球系统中其他部分交互作用的强度要
求有全方位的极地和环境科学、观测、资料、分析、建模、预测和服务。需要采用学科交叉和系统
方法，同时应对自然和人类系统及其相互作用。IPP(I) 不是要确定重大研究问题，而是要将此任务
交予合格的参与者。通过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的第三届国际北极研究规划会议 (ICARP-III)，IPP(I)
的潜在参加者已在开展这项工作，采用的是 “ 众包 ” 技术，如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的地平线扫描，以
及国际北极社会科学协会的北极人类发展报告二。这些 “ 自下而上 ” 的过程所依赖的是广大科研团体
的知识专长和热情。
IPP(I) 认识到了极地和高山地区之间的显著相似性。和极地地区一样，高山地区的观测系统通
常不如其他地区发达。重叠交叉的极端环境能够容纳相关的物理、生态、或人类系统。高纬度和高
海拔环境之间的联系对于 IPP(I) 很重要，将被纳入各方需要大量协同的规划文件。
南北各方的宣传、教育、指导、年轻科学家和专家的培训是该倡议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
对搭建未来几十年工作队伍的投资。此外，应确保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当地居民的真正参与，并配备
相应的资源。
IPP(I) 的参与者有哪些？
为应对极地挑战，主要国家和国际机构及组织必须开展广泛的个体和合作活动。考虑到利益相
关者的主要目的、目标、资源和现有知识专长，并将其与我们面对的挑战的规模进行比较，从而得
出明确结论：没有有效的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资源共享，任何利益相关者都不能有效实现其在极地
地区的目标。
本 IPP(I) 概念文件纳入了以下组织的代表的意见：
•

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 ( 北极理事会的一个工作组 )，

•

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

附录
•

阿伦达尔中心 (UNEP)，

•

UNESCO 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

国际南极科学委员会，

•

国际北极社会科学协会，

•

国际科学理事会，

•

国际水文组织，

•

山区研究倡议，

•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

UNESCO，

•

北极大学，

•

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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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I) 意欲成为汇集对本概念文件所述的目标和专题感兴趣的组织 ( 国家、国际、政府间、学术、
工业等 ) 的平台。由于 IPP(I) 旨在将各方团体召集在一起，注重协作的价值而非新建计划本身，其
设计思路是可以仅通过一个微型秘书处运行 ( 兼职人员？ )，以促进参加者之间的密切频繁沟通。
虽然讨论问题、寻找共同方法和解决方案的论坛由国际组织提供，但这些联合活动的最终受益
者和主要行动者是各个国家。计划协调所需的小额资金最初将来自国际机构和计划，但科研和开发
活动、野外作业、建设和开发所需的主体资源将来自感兴趣的国家。
__________

决议草案 x.6(Cg-17)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60(Cg-16)-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

(2)

第十六次大会决定建立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将之作为 IPY 的遗产，目标是实现业务化
的 GCW，

(3)

GCW 的工作结构业已初步形成，并已朝着业务化 GCW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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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主持制定了 GCW 实施计划，

考虑到：
(1)

冰冻圈具有全球性，除南极大陆外，它还跨越所有纬度，以多种形式存在于约 100 个
国家中。

(2)

冰冻圈是气候系统内部的集成元素，提供了一个及其有用的气候变化指标，但却不无
争议地成为地球系统中采样最少的领域。

(3)

与冰冻圈相关的气候变化放大作用的反馈在对全球天气、气候和水文造成了影响，

(4)

冰冻圈及其变化和影响不仅近年来日益受到科学严查，如今还得到了决策者的持续关
注和媒体的报道，造成了对世界冰雪资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状态的权威信息的空前
需求，

(5)

GCW 是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的重
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促进互操作性和基准观测、近实时资料和信息交换方面，

(6)

GCW 对开发和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内的冰冻圈观测和服务作出了重大贡
献，

(7)

GCW 只有通过与 WMO 会员和关注冰冻圈的其他组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8)

在 Cg-16 配备的有限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支持下，GCW 的建设已取得了进展，

赞赏：
(1)

会员、国际伙伴组织和计划为致力于 GCW 的开发作出的重要贡献，

(2)

会员、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就第十六次大会发起的 GCW 倡议的发展和实施开展的相关工作，

(3)

会员为支持 GCW 的发展对 PORS 信托基金的捐款，

决定将 GCW 在 WMO 计划中作为交叉活动予以主流化并加以实施；
进一步决定在下个财期作为本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开展实施活动，目标是于 2020 年将 GCW 投入运
行；
邀请各伙伴组织：
(1)

就 GCW 的实施与 WMO 开展合作；

(2)

通过提供人力和财力资源，支持 GCW 的实施；

要求执行理事会：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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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一个活动指导和监测机制，实现最广泛的协作与合作；

(2)

确保主要相关机构的积极参与和代表性，以及技术专家和开展冰冻圈相关观测与研究
机构活动的机构代表的酌情参与；

要求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将此活动纳入其工作计划，以充分体现 GCW 的跨计划特性；
敦促会员：
(1)

发展其观测系统，以支持 GCW 的观测部分；

(2)

将 GCW 的实施与其 WIGOS 和 WIS 的实施活动相协调；

(3)

派专家参加 EC-PORS 和技术委员会的 GCW 相关工作；

(4)

提供人力和财力资源，协助支持 GCW 的实施；

(5)

支持区域和全球的 GCW 实施活动；

(6)

随时向秘书处通报其 GCW 实施活动；

(7)

在实施 GCW 的过程中，分享有关经验，开展相互合作，包括向具有特殊 GCW 实施
需求的会员提供援助；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 GCW 实施的管理，并对其提供支持；

(2)

设立一个 GCW 协调办公室；

(3)

与联合国系统内组织和其它相关国际组织与计划协调并合作开展 GCW 活动；

____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60(Cg-16)，原决议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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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总摘要第 3.2.4 段的附录
关于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的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的价值定位

1995 年 WMO 第 12 次大会 (Cg-12) 通过了决议 40，当时普遍认为在全球层面的气象资料交换
对于通过资料同化并将资料输入各种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的方式改进天气预报是绝对必要的，而且通
过预报准确率的提高和预报提前量的延长，WMO 所有会员均已受益于这一决定。这充分体现了全
球资料交换的价值。
同样，1999 年 Cg-13 通过的决议 25 有助于国家间的水文资料交换，特别是在共享的 ( 跨界的 )
河流流域尤为如此。这类资料交换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水资源的共同和可持续管理，而且在面临
洪水威胁时提高了各国提供更多所需洪水预报和警报服务的能力。这体现出在邻国之间交换资料所
带来的多种效益。
目前在 21 世纪，已证明气候变化是存在的现实，而且我们再次面临需要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就重
要的国际资料交换方面达成共识的局面。气候变率的变化对于许多部门 / 行业具有重要性，而且这
种变化具有多种时空尺度。与此伴随出现的还有一种普遍认识，即当资料用于制作服务并用于支持
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决策时，资料才能体现其自身的价值。的确，免费和无限制获取资料能够并
确实有助于创新和发现新的资料使用途径和用途。图 1 向我们提示了资料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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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断增值 :

资料 >>> 信息 >>> 深入了解

另外，21 世纪已出现一些格言，如 “ 你无法管理你测量不到的东西 ” 以及 “ 得到使用，资料才有价 ”
等。若要体现资料价值，必须提供和获取资料。
经与社会经济信息相结合，气候资料和产品带来的效益会大大增强。将自然和社会科学信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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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将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增强决策支持。这些工具和能力的价值可直接溯源到自由和开放的
资料和产品交换的做法。可用和共享的资料越多，这些工具和能力的利用和精度就越大，这对社会
而言支持抗灾备灾、积极响应的社区。
然而，离开免费和无限制获取的做法 ( 如在决议 40 和决议 25 中所提倡 )，这给那些已推行与
资料收集活动有关的成本回收政策的国家提出了挑战。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对用公共资金进行投
资的一种回报并成为 NMHS 收入的一部分，并用于运行和维持观测网络。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即如何从资料销售中获得的成本回收转向从含真实价值的资料中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回收。
这需要各 NMHS 或各国自身做出定位，据此其可从资料收集投资中得到回报，回报方式有二，
要么对产品和服务本身收费，要么从那些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私营机构的成本回收中获得收益。因此，
在产品和服务研发和提供方面的能力是保障气候资料交换政策得到落实的一项关键要求，在最不发
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GFCS 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需要一种
为开展与增值产品相关的成本回收的网络提供融资和资金支持的新途径，这是对社会效益和为公 私伙伴关系等投资的回报，并需要就应如何执行这一新途径问题提供指导。
这还可能要求会员建立财务机制，包括新投资，用于维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所需的台站和传感
器网络，以及维护和运行资料准备和管理系统，这对于支持实施免费和无限制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
产品政策必不可少。
EC 气候资料政策任务组确定了可通过免费和无限制获取气候资料中获得的以下效益：
(1)

质量更好和种类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在全球和区域方面；

(2)

改进许多其它基于气候资料和信息的预报服务；

(3)

加强国家和国际气候研究并增进对气候系统的认知，这有助于完善造福于社会的    
决策 ；

(4)

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这些资料的重要性，而且这将可能吸引对观测系统的更多支持；

(5)

开发完善的区域产品，其质量和准确率在整个区域内具有相同水平；

(6)

鼓励开展与气候有关的局地和区域研究；

(7)

促进气候领域的教育，更深入地掌握气候规律，其中包括对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认
知；

(8)

促进并加强气候资料和产品的提供方与用户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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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总摘要第 3.2.5 段的附录
拟提请第十七次大会审议的决议
支持 GFCS 实施的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40(Cg-12)– WMO 关于气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和规范，包括关于在商
业化气象活动中处理各种关系的指南；

(2)

决议 25(Cg-13)–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3)

决议 16(Cg-16)– 气候资料要求；

(4)

决议 48(Cg-16)– GFCS 的实施；

(5)

决议 1( 特别大会 (2012))– GFCS 的实施；

(6)

决议 2( 特别大会 (2012))-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的建立；

(7)

决议 6(IOC-22)– IOC 海洋资料的交换政策；

(8)

EC-65 总摘要第 3.2.4 段的附录 -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与运
作的声明，

忆及：
(1)

特别大会 (2012) 通过了 GFCS 的实施计划，并将由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 (IBCS) 进
一步审议；

(2)

GFCS 的愿景是使社会有能力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特
别是对于那些对气候相关灾害最脆弱的社会；

(3)

实施 GFCS 的所有八项原则，尤其是第 2、5 和 6 项原则，这些原则规定：
(a)

首要目标是确保更多地提供、获取和利用面向所有国家并得到改进的气候服
务；

(b)

气候信息主要是由各国政府提供的一种国际公益，各国政府将在本框架下开
展的气候信息管理方面起到核心作用；

(c)

促进气候相关资料、工具和科学方法的免费和公开交换，同时尊重国家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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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策；
(4)

WMO( 及其各组成机构 ) 在建立和维持快速交换气象和相关信息的系统中发挥作用，

考虑到：
(1)

本决议将仅适用于支持 GFCS 实施所需的气象、水文、环境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以
下简称为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

(2)

免费和无限制 1 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根本性重要意义在于可使社会更好地管理
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气候相关灾害最脆弱的社
会；

(3)

为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提供气候服务以及为促进 GFCS 的实施而在 WMO 会
员之间免费和无限制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具有持久重要性；

(4)

正如在 GFCS 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中所明确的那样，世界资料中心 (WDC)、
全球长期预报产品中心 (GPC)、区域气候服务中心 (RCC) 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
各自在提供全球和区域综合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方面发挥作用；

(5)

WMO 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针对的是 WMO 会员的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在提供国家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方面的作用，以及推进气象应用于所有人
类活动；

(6)

GFCS 其他伙伴组织所作贡献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组织在支持 GFCS 各项目标和宗旨
的实现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7)

正如在 GFCS 实施计划各附件中所明确的那样，实施 GFCS 的最初四个优先重点领域，
即健康、降低灾害风险、农业与粮食安全、水资源以及这些优先重点领域对气候相关
资料的需求；

认识到：
(1)

需要扩大对所有各类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获取；

(2)

获取可靠、贴切和及时的资料和产品在支持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应变能力和加强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正如在各种国际论坛上所信守的那样，如里约 +20 大会在 “ 我
们希望的未来 ” 主题下，以及在 UNFCCC 缔约方大会 (COP) 会议上所倡议的那样；

(3)

扩大气候相关资料的可提供性和可获取性，特别是在资料稀疏地区，可有助于提高资
料的质量，并将创立更多种类产品和服务；

(4)

扩大利用可靠的气候产品以及在产品的提供方与用户之间开展更强有力的合作可有助
于完善针对气候方面的明智决策，包括那些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决策；

1
“免费和无限制” 意指非歧视而且不收费 [ 决议 40(Cg-12)–WMO 气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
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在本决议中意指不超过复制和提供所产生的成本，而不征收资料和产品本身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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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将受益于气候产品，而这些产品是通过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利用其资料反演
出来的；

(6)

考虑到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国家政策及法规，各会员有权选择在国内提供或供国际
交换其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方式和范围；

(7)

重要的是尊重由资料和产品始发国所确定的使用条件，诸如资料和产品的归属等，以
促进资料和产品的获取；

(8)

各会员在制定并实施决议 40(Cg-12) 和决议 25(Cg-13) 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经验，

决定：
(1)

通过决议 40(Cg-12) 和决议 25(Cg-13) 关于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政策和规范，
以便能够实现 GFCS 的各项目标和宗旨；

(2)

各会员须免费和无限制地提供本决议附录 1 中描述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以使各国
社会能够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气候
相关灾害最脆弱的国家；

(3)

各会员还应提供为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支持并维持 GFCS 和 WMO 计划所需的
其它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并在相互商定的基础上协助其他会员加强对气候相关资料
的获取并在这些会员的国内提供气候产品。应免费提供这类其它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
但可对这些资料和产品的使用附加相关的条件，诸如对商业化用途加以限制、明确相
关资料和产品的归属或颁发使用许可证等，

敦促会员：
(1)

加强其对免费和无限制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

增加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可获取量，以满足实施 GFCS 的需要和 GFCS 合作伙伴
的需求；

(3)

充分利用 WMO 信息系统在各会员之间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

(4)

提供 WMO 信息系统 (WIS) 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所定义的相关元数
据；

(5)

加强其已向 WMO WDC 和 ICSU 的世界资料系统 (WDS) 做出的为其免费和无限制收
集并提供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承诺；

(6)

落实有关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的规范，如前面决定 (1) 至 (3) 所述；

(7)

向所有第三方通告与附加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 ( 包括其相关的元数据 ) 有关的使用条
款和条件，诸如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和归属等；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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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最大努力确保用户和后续用户了解附加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使用条件，特别是在
资料和产品的转发方面；

鼓励会员：建立财务机制，包括新投资，用于维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所需的台站和传感器网络，以
及维护和运行资料准备和管理系统，这对于支持实施免费和无限制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政策必
不可少，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提请气候学委员会 (CCl) 主席通过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合作，尤其是与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合作，就本决议的落实提供技术方面的咨询和协助，并确保制定、实施和
维持各项相关标准；

(2)

酌情将以下任务赋予相关的技术委员会：负责定期检查并更新由全球和区域气候中心
提供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旨在增加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获取和提供；

(3)

考虑 IBCS 对在落实本决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4)

加强以下方面的倡议：
(a)

加强会员，特别是加强最不发达国家 (LDC) 和发展中国家会员提供、交付并
增强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获取能力，以充分满足用户的各种需要并能够把
资料和产品用于所有社会部门的决策中；

(b)

支持会员落实本决议，特别是那些对气候相关灾害最为脆弱的会员；

要求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
(1)

将本决议应用于 GFCS 的实施；

(2)

与 GFCS 的 合 作 伙 伴 ( 包 括 FAO、WFP、WHO、UNISDR、UNESCO、UNDP、
IOC 和其他国际组织 ) 保持有效的协调，并鼓励其为支持 GFCS 而采取类似的免费和
无限制交换其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政策和规范；

(3)

审议在落实本决议时对第三方资料和产品的可能处理方式方法，并就此向大会提出建
议；

要求秘书长：
(1)

帮助 NMHS 向其政府申明建立财务机制，包括新投资，用于维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所需的台站和传感器网络，以及维护和运行资料准备和管理系统，这对于支持实施免
费和无限制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政策必不可少。

(2)

提请 WMO 会员、ICSU WDS、WDC、RCC、GPC、GFCS 的合作伙伴和其他参与
其中的国际组织注意到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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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让所有会员掌握那些已附加使用条件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

(4)

实施对本决议规定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的可获取性和交换情况的监测流程；

进一步决定在第 18 次大会上审议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决议草案 xxx(Cg-17) 的附录

免费交换和无条件使用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
目的
建立这一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清单的目的是确定一套最基本的资料和产品，以使各国社会能够
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气候相关灾害最脆弱的社会，
而且会员须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这套最基本的资料和产品。
基本的气候相关资料和产品一般包括来自各区域基本气候网 (RBCN) 和 GCOS 地面网络的资料
和尽可能多的资料 ，从而将有助于至少每天在 200 公里水平尺度上确定气候的状况。
内容
除了根据决议 40(Cg-12) 的附录 1 提供的气候资料和产品，还有下列资料和产品，包括那些涉
及 GCOS 基本气候变量 (ECV)( 大气、海洋和陆地 ) 的资料和产品 :
(1)

所提供资料的全部已有元数据，并符合 WIS/WIGOS 元数据标准；

(2)

来自 RBCN 和 GCOS 地面网络的全部已有 1 并具有计算气候统计值所需时间分辨率的
历史 2 气候 3 时间序列，其中包括气候趋势和极值；

(3)

全部已有的气候相关海洋上层资料 (0-700 米 )，特别是海冰、温度和盐度；

(4)

全部已有的气候相关沿海界面资料，特别是海平面、海浪和风暴潮方面的；

(5)

全部已有的辐射强迫温室气体和气溶胶资料；

(6)

全部已有的气候相关卫星资料和产品；

(7)

全部已有的流量和湖泊水位资料，包括水体的水位和流量等；

(8)

全部已有的气候相关冰冻圈资料，特别是积雪、雪深、冰川监测、多年冻土、湖冰和
河冰等；

(9)

由 各 ICSU WDS、WDC、GPC、RCC 和 RCOF 分 发 的 所 有 气 候 产 品， 以 履 行 由
GFCS 的 CSIS 确定的各自的 WMO 职责；

1   “全部已有的”是指资料制作方可根据本决议提供。
2
“历史资料”的定义是已有的长期收集的观测结果。
3
“气候资料”的定义是时间超过 24 小时的气象观测结果。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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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FCS 实施计划的各附件中确定的 GFCS 目前和未来优先重点所需的全部已有气
候资料和产品。

附录 4
总摘要第 3.2.8 段的附录
关于未来可能建立的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相关事宜工作组职责草案的建议
(1)

鉴于适用于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要对 WMO 战略计划进行定期评审并提
出意见，并与 EC 及相应 EC 附属机构协调拟定该计划；

(2)

就气候和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宜向 WCP、GAW、WWRP、HWRP 和 AMP 提供指
导，旨在加强与 WMO 组织机构及其他组织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协调；

(3)

在 WCP、GFCS 及其他气候相关活动背景下，就与联合发起计划的合作提供战略指导；

(4)

评审其他国际组织和 UN 公约关于 WMO 所有气候相关计划的职能和活动的决定，并
评估各种影响及建议采取相应行动；

(5)

落实主要国际会议涉及气候相关事宜的成果，同时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需求并提出相应的行动建议；

(6)

与执行理事会能力开发工作组合作，并就资源筹措提供咨询，以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的气候服务和相关的气候变化适应需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7)

与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合作开展气候服务。

附录 5
总摘要第 4.4.6 段的附录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框架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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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
2.9 版
(2014 年 3 月 1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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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版本控制记录
版本

提供者

日期

修改

1.0

EC-64

2012 年 6 月 27 日

经 EC-64 批准

1.0.1

WIGOS-PO

2013 年 1 月 9 日

与WIR 和R-WIP(RRR, WIR) 保持一致

1.0.2

WIGOS-PO

2013 年 2 月 20 日

表2 中资料 ( 来自OBS 任务行动计划 )

1.0.3

WIGOS-PO

2013 年 3 月 4 日

表2 中资料的 估计成本 (2012-2015 年 )

1.0.4

ICG-WIGOS 主席

2013 年 3 月 14 日

细微的修正，调整

1.0.5

WIGOS PM

2013 年 3 月 20 日

ICG-WIGOS-2 的建议

2.0

EC-65

2013 年 5 月 17 日

经 EC-65 批准

2.1

WIGOS-PO

2013 年 5 月 20 日

在 EC-65 上 JCOMM 提出的建议 (2.3 和 2.8
段)

2.2

WIGOS-PO

2013 年 9 月 30 日

经 ICG-WIGOS 主席审议后由 IPET-WIFI-1
提出的建议

2.3

WIGOS-PO

2013 年 10 月 30

应 WIGOS POB-2 的要求，提供了更详细

日

的有关资源的信息 ( 表 2)

2.4

WIGOS-PO

2014 年 1 月 31 日

由 WIGOS-PO 编辑

2.5

ICG-WIGOS 主席

2014 年 2 月 2 日

编辑和澄清 ( 主要是 2.1, 2.2, 2.3 和 2.8 段 )

2.6

WIGOS-PO

2014 年 2 月 3 日

由 WIGOS-PO 编辑

2.7

WIGOS-PO

2014 年 2 月 13 日

ICG-WIGOS-3 提出的建议

2.8

WIGOS-PO

2014 年 2 月 18 日

由 WIGOS-PO 编辑

2.9

WIGOS-PO

2014 年 3 月 19 日

ICG-WIGOS 主席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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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1.		 引言与背景
1.1		

WIGOS 的目的和WIGOS 实施计划 (WIP) 框架的范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为 WMO 各观测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包括为 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做出了贡献。重要的是要认识到，WIGOS 不是取代现有的观测系统，而是为
这些系统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而这些系统将继续由各种组织和计划拥有并经营。WIGOS
将根据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配备的资源，把重点放在旗下各观测系统的治理与管理职能、机制
和活动的整合上。
本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 所应对的，是按照 WMO 大会指定的方向，在 2012-2015 期末
前建立一个业务化的 WIGOS 所必需的活动。然而在 2015 年以后，WIGOS 将继续通过本计划的执
行而建立起的治理和管理机制，不断演进和提高。
WIP 还要涉及一些额外的、将能大大提高 WIGOS 2012-2015 年后业务实施能力的活动；但这
WIGOS 仍然可被视为是业务化的。
些活动要依赖经常性预算之外的资源。
如果这些活动没有完成，
然而，
这样生成的系统将不能高效地实现其目标，各会员的利益也将受损或延迟。
本计划分几个章节，分别确定和描述各种需应对的活动。每个领域的具体活动见表 2( 见第 4 节 )，
该表明确了在全球、区域或国家各层面上的可交付成果、时限、责任、传播与风险，及可适用性。
类似的活动分类列在第2 节下各相应分节的标题下。
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指导下，WIGOS 制作和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文件，详细介绍了 WIGOS
的理念、架构、愿景和宣传册，使 WIGOS 的试点和示范项目大有裨益。这些文件可从以下链接获   
得 ：WIGOS 基本文件和宣传文件

1.2		

WIGOS 的愿景和大会就 WIGOS 实施的指南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加强 WMO 观测系统的整合应是 WMO 的战略目标，并将其作为
WMO 战略计划的一项主要预期成果1。
WIGOS 的愿景呼吁建立一个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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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包括为 WMO 共同发起系统作出贡献。该系统将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一起，促进持续、可靠地获取一系列扩展的环境资料和产品以及相关的元数据，
从而增加知识，并加强涵盖所有WMO 计划的服务。
在第16 财政期间，要积极稳妥地开展WIGOS 的实施，并 在WMO 的协调下，着重建设改善治理、
管理、整合和优化多个观测系统的框架，以实现平稳转型，并不遗余力地促使 WIGOS 在 2016 年
投入业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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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about/documents/106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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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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 WIGOS 时，必须对目前的管理、治理和支持活动进行审查，并使其与 WMO 重点工
作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将促进在技术、业务和管理层面的合作与协调。
大会重申了作为一个重要、独特的天气、气候和环境监测的观测数据源，综合卫星系统十分重
要。它强调，应进一步促进仪器的相互校准、数据交换、数据规范化管理、用户信息和培训，以
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背景下，充分利用空基能力的优势。
大会强调，WIGOS 将对 WMO 的重点项目活动至关重要，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航空气象服务、减少灾害风险、和能力发展。它也将确保协调 WMO 的活动，对其共同发起的
GCOS、GOOS、GTOS 和全球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做出更好的贡献。

2.

WIGOS 实施的关键活动领域
WIGOS 内观测系统包括全球观测系统 (GOS)、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WMO 水文循环观测

系统 ( 包 括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WHYCOS)) 和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包括地基和空基部分。
上述组成系统包括所有 WMO 对联合发起系统的贡献，即 GCOS、GOOS、GTOS，以及 WMO 对
GFCS 和 GEOSS 的贡献。
要将现有的观测系统转移到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单一系统即 WIGOS 中，需要把重点放在以下关
键领域上 ( 以下章节有详细描述 )：
(a)

WIGOS 实施管理；

(b)

与 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以及国际合作组织和计划之间的合作；

(c)

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d)

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e)

质量管理；

(f)

标准化、系统互可操作性；

(g)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h)

数据发现与提供 ( 资料和元数据 )；

(i)

能力发展；

(j)

沟通与宣传。

2.1

W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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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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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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技术委员会制定的规范和程序以及根据 WMO《WIGOS 规范材料》，会员将单独或通过其
所在的区域协会实施和管理 WIGOS。因此，WMO《WIGOS 规范材料》的编写是实施 WIGOS 框
架至关重要的一步。.
执行理事会
WMO 执行理事会将继续监督、指导、评估和支持 WIGOS 的实施。在 Cg-16 的指导下，EC63 建立了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 (ICG-WIGOS)，为 WIGOS 内观测系统的规划、实施和进一
步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WIGOS 的实施进展情况将报告给以后各届 EC 会议。理事会指定
CBS 的主席为ICG-WIGOS 的主任。
技术委员会
鉴于 ICG-WIGOS 需要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大量积极合作和良好协调，特别是那些负责 WIGOS
内观测系统，ICG-WIGOS 应确保 WIGOS 实施的技术方面能够纳入 WMO 各有关技术委员会的工
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区域协会
区域协会将在WIGOS 的实施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协会通过其WIGOS 区域工作机构( 工
作组或任务组 )，将协调WIGOS 区域层面的规划和实施，同时考虑到WMO 的各种未来工作重点，如
GFCS 和DRR。在ICG-WIGOS 的指导下，区域级工作机构将负责：
(a)

WIGOS 区域实施计划的制定；

(b)

将WIGOS 区域网络组成部分整合为诸如区域基本观测网络类的概念；

(c)

根据全球观测系统(EGOS-IP) 演进的实施计划 ( EGOS-IP)2，确定区域网络的演进 1。
区域WIGOS 实施计划还将讨论区域方面的要求、标准化、观测系统的互可操作性、数据兼容性、

数据管理、质量管理体系 (QMS) 的程序，包括性能监控和数据质量监控，以及观测网络 / 系统的
改善建议。区协的一项重要作用应是评估和持续监测区域的要求，界定地区间差距，并确定能力发展
项目，以应对这些差距。
WMO 会员
根据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P) 和区域 WIGOS 实施计划 (R-WIP)，以 WMO 技术规则及
其 WIGOS 手册中规定的标准和最佳做法为基础，要求会员制定自己的国家 WIGOS 实施计划
(N-WIP) 以协助他们规划、实施、运行和维护国家网络和观测计划。应鼓励他们在其网络中采取
复合网络法，获取来自 NMHS 和其它国家机构、商业部门和公众等外部资源的数据，并向外传输。
2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vision.html#ego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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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会员针对WIGOS 的一个特定重点区域应是进一步重视站点保护和无线电频率保护。
还应当制定计划，与负责监督 WIGOS 内观测系统的不同所有者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合作。
具体而言，气象、水文、海洋 / 海洋学与学术 / 科研机构 / 部门在国家层面是互不交叉的，而开展这
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加强这些部门间的合作。
关于无线电频率保护，会员应与其国家通信部门保持密切协调，注册其频率以获得充分地保护，
同时保护地球气象、气候和地球观测所用频率，包括积极影响各国代表团参与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 (WRC)。
WMO 秘书处
(
在WMO 组织机构和WIGOS 项目督查委员会 POB/WIGOS)
的指导下，WIGOS 项目办公室(POB/
WIGOS)31 将开展WIGOS 实施工作的总体协调和支持活动，而WIGOS 项目督查委员会负责秘书处内
的协调机制。WIGOS 项目办公室还将与WIGOS 实施相关的合作组织定期接触。

2.2

与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以及国际合作组织和计划之间的合作
WIGOS 将成为一个综合、全面、协调的系统，主要包括GOS、GAW、GCW 和WMO 水文观测系统

( 包 括WHYCOS) 的地基和空基观测部分，加上WMO 对GCOS、GOOS 和GTOS 的所有参与部分。
应当指出，相对于主要 NMHS 自有的构建 WWW 的观测系统，拟建的 WIGOS 组件观测系统由各
种研究和业务组织拥有和运行。因此，各界之间的互动对于 WIGOS 的实施非常重要。加强研究界
和业务观测界之间的互动对于维持与演进符合科技新成果的观测系统和做法尤为重要。WIGOS
是 GFCS 的一个主要观测组成部分，还将为GEOSS 提供不可或缺的贡献。
合作组织和计划
加强协调和合作，需要得到更高层面、经 WMO-UNESCO/IOC-UNEP-FAO-ICSU 谅解备忘录
确定的协调机制的支持，从而解决可能出现的数据政策、产品交付和其它治理问题。这些跨部门、
跨观测系统的协调机制，需要通过 NMHS 间类似的合作和协调安排，并通过国家层面上 GFCS、
GCOS、 GOOS、GTOS 和GEOSS 的实施机制，加以补充和支持。
大会同意，气候空间监测的架构应确定为端到端的系统，涵盖各利益相关方，包括业务卫星
运营商和研发空间机构、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CGMS)、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 (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和地球观测组织 (GEO)。在 WMO 的背景下， 这
一架构应是 WIGOS 的空基组份的一部分。因此，要在上述现有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对
WIGOS 的协调支持上。

2.3

WIGOS 系统内观测系统的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WMO 对全球观测系统的2025 年发展愿景 42 表示赞同，该愿景为未来几十年全球观测系统的演

进设定了高层次的指导目标。为了补充和回应这一愿景，CBS-15(2012 年9 月 ) 批准一份全球观测
系统演进实施计划 (EGOS-IP)，并提交 EC-65(2013 年 5 月 )。EGOS-IP 的重点将是 WIGOS 内观
测系统的长期演进，而 WIGOS-IP 将把重点放在整合这些组成观测系统。2015 年以后，这些计划
3
4

根据决议 50(Cg-16) 建立。
详见 WMO 网站：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gos-vi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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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会员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南，确定那些可激励观测系统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演进的行动，并采
取综合的方式，回应所有WMO 计划和其联合发起计划中有关部分的要求。
关于WIGOS 的地基子系统，目前的观测站网络主要是独立的，包括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站点，例如：
(a)

地面天气站 ( 陆地和海洋站 )；

(b)

高空天气站 ( 陆地和海洋站 )；

(c)

飞机气象站；

(d)

航空气象站；

(e)

研究和特殊用途船舶站；

(f)

气候站；

(g)

GCOS 地面网 (GSN)；

(h)

GCOS 高空网 (GUAN)；

(i)

GCOS 基准高空网 (GUAN)；

(j)

农业气象站；

(k)

水文站；以及

(l)

特殊台站，包括：

(m)

天气雷达站；

(n)

辐射站；

(o)

风廓线仪站；

(p)

大气监测站 ( 闪电探测站网 )；

(q)

微气候通量站；

(r)

植物物候观测站；

(s)

气象火箭站；

(t)

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 站；

(u)

全球冰冻圈观测站，包括 CryoNet 站；

(v)

星际边界层站；

(w)

资料浮标 ( 漂浮和系泊 ) 和海面滑翔机；

(x)

海洋剖面浮标和水下滑翔机；

(y)

舰载观测 ( 海面、海洋学、高空 )；

(z)

验潮站；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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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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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子系统，为满足某些目的，可能会考虑发展成一个单一的综合观测系统 ( 固定或移动 ) 站点 / 平
台。区域协会在协调 WIGOS 地基子系统 ( 从以往的天气和气候网络概念演变而来 ) 的相关要素的实
施方面将起到更广泛的作用。
同样，WIGOS 的空基子系统由许多不同的平台和各种卫星组成。由于已建立了一个 WMO 和
CGMS 共同维持的全球协调计划，所以已经实现了部分整合，并考虑到了一些应用领域的需求。不过，
还应进一步开发和扩展，以更好地支持那些目前未从空基观测的全部潜力中受益的应用领域，例如，
GAW 和 WMO 水文观测系统中的其它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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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积极作用。

滚动需求评审 (RRR)51
各级协调战略规划都将建立在RRR 流程的基础上，并将得到WIGOS 监管材料的支持。
RRR 流程涉及对已界定的 WMO 应用领域和所有所需变量 ( 见表 1) 的观测资料需求的定期    
审查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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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台提供各种变量资料的详细情况 7 3。收集的全球综合需求和能力信息以定量的形式记录在
一个资料库中，目前可从WMO 网站获取，最终将可通过WIGOS 信息资源 (WIR，见下文第 2.7 节 )
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 (OSCAR84) 获取。有关地基网络和仪器仪表的详细信息目前记录
在 WMO 第 9 号出版物A 卷中，但将会附加元数据，并最终通过 OSCAR 工具予以提供。空基的能
力也会予以记录并通过 OSCAR 工具予以提供。OSCAR 允许进行差距分析，以明确现有观测计划
的弱点。
上述步骤代表了 RRR 的分析阶段， 这是一个尽可能客观的阶段。下一步是 RRR 的优先与规划
阶段，即来自各应用领域的专家解读找出的差距、得出结论、确定关键问题和优先行动。这一步
的内容由各个应用领域的指导声明 (SoG) 组成。各技术委员会通过制定新的全球观测系统要求、
并编制协助会员应对新要求的监管和指导类出版物，以此对 SoG 做出回应。此外，CBS 和其他技
术委员会可利用这些SoG 为WIGOS 的进一步发展制定愿景和实施计划。

5

目前，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544) 中有详细说明 , 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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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号出版物 A 卷，或其演变。
8

目前可通过 WMO 网站查询以下组成部分：用户需求：: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OSY/RRR-DB.html；
    空间能力：http://www.wmo.int/pages/prog/sat/gos-dossier_en.php. 地基能力数据库目前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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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WMO 认可的12 个应用领域
编号

应用

编号

应用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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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它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的技术委员会的技术指导行事，以在各
区域形成各个观测系统并加以实施。
还应鼓励区域协会审查全球数据需求并报回 CBS，同时考虑到地区和国际流域管理机构的特殊
要求。这一流程本质上将涉及全球数据在区域数据需求的筹备过程中的使用，继而用于规划区域
层 面上WIGOS 内观测系统，随后鼓励区域内的会员在进一步酌情审查国家或次国家级的基础上，
对这些组件予以实施。
区域协会还将协调和确定会员有关数据和产品利用方面的需求，特别是落实 EGOS-IP 和本计划
的行动和指导意见，有关结果将作全球通报，以期对全球的执行情况和活动施加影响，包括RRR。

国家层面或次区域层面
WMO 会员将按照 EGOS-IP 和其它观测系统实施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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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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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可能更适宜采取次区域级，而非国家级 WIGOS
基础观测设施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会员国有必要密切合作，筹备次区域级需求审查，作
为次区域级详细规划的基础。

2.4

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观测系统的拥有者或保管者负责该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并负责达到 WMO 的观测系统及共建观

测系统的规定要求。系统拥有者一般是 WMO 会员国内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或者其他组织，有时是
其他实体。
9

仅含水文信息；目前不包括水质监测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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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OS 涉及各观测系统之间共享运作经验、理念和最佳做法、专业知识、汇集资源开展联

合活动的流程，正如 EUMETNET10 内的运作。这样做的益处是实现协同效应、提高效率。这些互动
可以是同一个组织 ( 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 内不同的团队，抑或是不同组织间的活动，其可以受益
于相关技术委员会的技术指导，虽然其大多产生于国家层面，但也会出现在区域或全球层面上。例如：
(a)

维护巡查：气象、水文及其它网络通常需要其技术人员去巡查类似的地理区域，以维
护观测设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它可将维护巡查作为一项联合活动，从而达到效果；

(b)

频率管理：对国内的影响更大，纳入国际电信联盟；

(c)

校准和可溯源性：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共同努力，来提高观测资料效能及
其质量的潜力；

(d)

采购：观测系统的采购过程通常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联合
采购能够取得显著效能；

(e)

避免天气雷达受到风力涡轮干扰：规划不周的共同风险和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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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
满足用户的质量要求和预期对于 WIGOS 的成功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对 WMO 观测计划、已提

WIGOS 质量管理体系 (QMS)
出的具体任务需求以及现有技术机会所使用现有规范进行深入的检验。
实施战略应详细阐述 WIGOS 观测部分的所有过程，包括此部分的有效管理指南。
WIGOS 质 量 管 理 方 法 旨 在 将 WMO 质 量 管 理 框 架 (QMF) 用 于 WIGOS 内 观 测 部 分 ( 见
WMO 技术规则 (WMO-No.49)，卷 4)。WIGOS 质量管理将努力使 WIGOS 的各部分均符合国际
标准，例如 ISO 9001/9004 和 ISO 17025 标准 ( 即关于仪器校准和资料的可溯源性 )。除了 WMO
QMF 文件之外，将利用规章材料 ( 例如，WIGOS 手册和指南 ) 中所阐述的各类标准和最佳规范，
向各会员提供进一步的 WIGOS 质量管理指南。国家观测系统的质量管理应用和实施可参照此类强
制性和优良规范指南。为此，WIGOS 将侧重于：
(a)

审查WMO 观测计划当前所使用的质量管理规范；

(b)

在资料加工的所有阶段记录观测质量；

(c)

尽可能确保对国际单位制 (SI) 的可溯源性。
WIGOS 质量管理中特别值得提及的一个部分是空基部分。CGMS 与 WMO 协调合作，支

10

由 29 个欧洲国家气象部门组成的集团，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成员之间在基本气象活动的各个领域组织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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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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系统互可操作性 11

2.6

在 WIGOS 实施中，WIS 对于资料交换和发现以及为资料管理提供有效的标准和规范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WIGOS 和WIS 实施活动进行紧密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科学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能够继续为进一步提高观测的能力、可靠性、质量和成本效益
奠定基础， WIGOS 必须使用国际标准和WMO 及其伙伴组织制定的最佳规范。
标准化的必要关键领域有：
(a)

各观测部分的仪器和观测方法，包括地基和空基要素 ( 观测及其元数据 )；

(b)

WIS 信息交换以及发现、调用和检索 (DAR) 服务；

(c)

资料管理 ( 资料加工、质量控制、监督和存档 )。
WIGOS 各观测部分的互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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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系统互可操作性和资料兼容性是将观测转化为有效资料 / 产品，从而满足不同用户实际需求的关
键。
所有标准规范都将通过《WIGOS 手册》及其它相关手册列入《WMO 技术规则》。根据各自技
术委员会的职责，推荐的规范将被列入指南及其它技术文件。

2.7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WIGOS 信息资源可通过集中点 ( 门户网站 ) 获取，该信息资源将提供有关 WIGOS 的所有业

务信息，包括用户观测需求、协作观测网 ( 仪器 / 台站 / 平台元数据 ) 的描述及其能力、WIGOS 框
架中使用的标准以及推荐的规范和程序一览表、适用的资料政策以及关于如何调用资料的信息。
它还将提供关于 WIGOS 对会员的效益及影响的一般性信息。它将是滚动需求评审中关键性评审的
11

互可操作性是一种特性，是指不同系统协同工作 ( 互可操作 )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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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具，并协助各会员和区域协会酌情进行观测网络设计研究。它还将根据 WIGOS 的要求，就
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发能力提供指南，并在必要时为他们提供一个在国家范围内使用的工具箱。收
集的信息特别是为了确定观测网络存在的不足、确定现有观测系统可使用的领域，或在有限成本
内可拓展的范围以满足更多应用领域的需求。提供的关于标准以及推荐的规范和程序信息将支持制
作更为均一的数据集，并进行可溯源和保质的观测。
WIR 还将包括关于计划的观测网络信息以及现有观测系统计划的发展，从而树立未来全球、
区域和国家促进 WMO 网络及其如何满足用户需求的远景。如图 1 所示，这将依靠并获取关键的
WIGOS 支持工具。根据各会员和信息资源用户的反馈，一旦得以实施，ICG-WIGOS 将考虑对获取
信息资源中其它功能和 / 或信息源的需求。
WIR 关键支持工具有：
1.

门户：提供一般信息及其他组成部分信息的门户；

2.

观测参考工具的 WIGOS 标准化 (SORT)：链接 WIGOS 标准与推荐的规范和程序 的工具；

3.

观测系统的能力分析和评审工具 (OSCAR)：一种工具，开展滚动需求评审 (RRR) 过 程、 网

络 设 计 和 规 划、提 供 观 测 用 户 要 求 和 观 测 系 统 能 力 的 信 息，包 括 描 述 WIGOS 内观测系统 ( 即
观测元数据 ) 以及链接至现有的数据库 ( 例如，当适用时为 WMO 国家基本情况数据库 )。
有关进一步详情，请参看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WIR) 的功能要求，可查询：www.wmo.int/wigos ( 原
则文件 )。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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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WIR) 及其关键支持工具

2.8

数据发现与提供 ( 资料和元数据 )
WIGOS 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 WIGOS( 释用 )12 元数据，并确保所有会员采用 WIGOS 标

准和推荐规范，并提供资料和元数据。将编写相关规范和指南，并通过 WIGOS 提供相关的规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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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IGOS 框架内，WMO 信息系统 (WIS)132 提供了资料和 ( 在有限的范围内 ) 判读元数据的交
换方式，及相关发现元数据的管理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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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将通过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ISC)、资料收集中心和产品制作中
心 (DCPC) 以及国家中心支持和鼓励 WIS 的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发现、获取和检索 (DAR) 本身属于 WIS 的范畴，这高度倚赖资料档案。
资料档案不是在 WIS 或 WIGOS 框架下所涉及的方面，但却在 WWW/《GDPFS 手册》中作了描述。
EC 赋予 WIGOS 的任务是收集来自非 NMHS 或第三方机构 ( 如 CTBTO 的研究实验室等 ) 运行
的高质量台站的观测资料，旨在共享资料并通过 WMO 信息系统 ( 如 GTS 和 WIS 等 ) 发现数据。对
于许多 WIGOS 观测分系统 ( 如 GAW、GCW 和海洋观测系统等 )，从伙伴机构获取这类观测对于履
12
13
14

判读元数据就是判读数据所需的信息
http://www.wmo.int/wis
发现元数据就是描述数据集的信息，通常使用ISO-19115 标准，在WIS 情况下使用WMO 核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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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职责至关重要。虽然许多这类机构非常愿意分享其观测资料，但有些机构在以下两个方面正面
临很大困难：(a) 获得 WMO 的站号，以及 (b) 通过 GTS/WIS 获取资料，以开展下游高质量监测，
作为资料始发者的正常职责。这些问题已存在多时，而且尚未得到充分解决，并将继续影响 WIGOS
的有效运行和上传下达的使命，除非解决这些问题。

2.9

能力发展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协调能力发展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这对于最不发达国

家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 NMHS 尤其如此，因为可以使它们能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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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创新、技术转让、技术援助和决策支持工具。
GOS 发展实施计划中还涉及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卫星应用的能力发

展 ( 见 WMO/TD-No.1267)。虚拟实验室 (VL) 将继续发展，并帮助 WMO 所有会员实现卫星数据的
效益。

2.10

交流与宣传

WIGOS 将通过 WMO 会员、计划、区域协会 (RA) 和技术委员会 (TC) 及共同发起方的努力， 来
制定其沟通和宣传战略。该战略将首先阐述其宗旨、目标受众及向那些受众传达的关键讯息。
该战略将提供下列详细信息：WIGOS 效益、日增的效力和效率、对 WMO 会员各项活动的影响，
以及 WIGOS 资料的社会经济效益。该战略将利用 WMO 及其伙伴组织制定的，且当前有效运用的
宣传计划。支持WIGOS 的宣传材料推荐一览表参见附录一。
WIGOS 门户可便捷登录，获取沟通、宣传和能力发展方面的相关信息，旨在补充而非重复
其它方面的工作。为了使各会员、资助机构、决策者和公众了解 WIGOS 对社会的重要性，将编写
各类宣传材料。这些材料包括针对小学和中学的海报及其它教育材料、WIGOS 手册、半年或年度通讯、
在线照片和视频库、观测系统现状的信息。

3.

项目管理

3.1

项目框架

借助WIGOS 项目办公室的支持，WIGOS 框架的实施将继续开展以下项目监督安排：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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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63 建立了 ICG-WIGOS，为 WIGOS 框架的规划、实施和进一步发展提供技术指
导和支持，并指定了CBS 主席作为ICG-WIGOS 的主席；

(b)

WMO 秘书处内部的行政结构。通过 WIGOS 项目监察委员会 (POB/WIGOS) 以及
WIGOS 相关计划和部门 (OBS、RES、CLW、WDS 和 DRA)，WMO 秘书处向 ICGWIGOS 及其工作组以及其它相关的工作机构提供全面的支持。

3.2

项目监督、评审和报告机制

(a)

执行理事会将监督、指导和支持 WIGOS 的全面实施情况；

(b)

ICG-WIGOS 将向执行理事会的后续届会报告 WIGOS 的实施进展；

(c)

在 WMO 组织机构的指导下，通过秘书处的内部协调和监督机制，WIGOS 项目办公
室将在实施阶段负责定期地向 WMO 所有的组织机构和会员报告，以便说明和记录
WIGOS 实施的进展以及他们的密切积极参与。

3.3

项目评估
评估方法的制定将根据 WIGOS 实施活动表，即，活动、可提供的服务、时间表、职责和预算分配。

这包括监督和评估活动以及相关职责一览表。还计划开展中期评估、中期进展报告和实施后评审，
作为提供有效进展早期反馈的一种手段，以及作为满足整个实施阶段问责和透明度要求的一种手段。
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 NMHS 将按 WIGOS 项目办公室的要求提供进展报告。

4.

实施

4.1

活动、可提供的服务、进度、成本和风险
在 Cg-16 确定了一个目标，即WIGOS 在 2016 年投入业务。表 2 列明了 2012-2015 年时间段内

WIGOS 实施所需的关键实施活动。该表的设置对应第 2 节所列出的活动领域。在该表中，各项实
施活动附带列出了其相关可提供的服务、时间表、职责、成本和相关风险。
在 WIGOS 项目办公室的支持下和 ICG-WIGOS 的指导下，负责机构或实体将针对表 2 中的各
项活动制定详细的活动计划。该项目办公室负责跟踪这些活动及该计划本身的实施情况。

18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六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表 2 WIGOS 实施活动
黑体字的各项活动被认为是 WIGOS 最为重要的活动，将于 2015 年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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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 2 节中
各小节编号 是全球 (1)、区域 (2) 或国家 (3) 活动 是相互区分各项活动的序号。RQ：所需的资源。
ARB = 现 有常规预算。RB = 常规预算。
( 评估进展情况：完成；实施中；逾期的完成目标日期 ” 一栏标明。)
估计成本
编号

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

(2012-2015

完成目标日
期

职责

潜在风险

年 ) 千瑞郎
欠
RQ RB
缺

依赖性

1. WIGOS 实施管理
1) 制 定 / 修 订
/ 更 新 WMO
监管材料纳入
WIGOS 规则。
2) 编 制 WIGOS
指南
3) 建 立 WIGOS
功能结构 (FA)

1) 更 新 的 WMO 技 术
规 则 (WMO-No.49)，
以 及 新 的 WIGOS 手
册提交 Cg-17 批准
2) WIGOS 指南 15
3) WIGOS 功能结构

1) C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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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 新的工
作结构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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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跨机构协调机制

1) 2014 年

1) RA；TC

2) 2014 年

2) ICGWIGOS

1.1.3
G

向执行理事会
和 大 会 提 交
WIGOS
实施进展年度报
告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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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17

1.2.1
R

制 定 区 域
WIGOS 实 施 计
划
(R-WIP)

制定区域 WIGOS 实施
计划

1.3.1
N

制 定 国 家
WIGOS 实 施 计
划
(N-WIP)

制定国家 WIGOS 实施
计划

1.1.1
G

1.1.2
G

ICG-WIGOS
400

2) 2015 年
3) 2016 年

高 16
3.1.1；4.1.1
5.1.1, 5.1.2
6.1.1；7.1.1
8.1.1

0

低

ICG-WIGOS

0

低

2015 年

区域协会

100

低

1. 2015 年
2. 2019 年

会员

100

中等 17

0

中等

2. 与 WMO 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 18 以及国际合作组织和计划之间的合作
2.1.1
G

15
16
17
18

针对与伙伴组织
的衔接协调与合
作制定指南、机
制和程序 ( 在所
有 全 球、 区 域
和国家层面上使
用)

1) 公布与合作伙伴合作
战略并在门户网站提供

1) 2014 年

ICG-WIGOS

7.1.1

2) 与有兴趣的合作伙伴
签署谅解备忘录
2) 2014 年

合作伙伴

将提交 Cg-18 审议的《WIGOS 指南》
高度协调一致并涉及 WMO 所有科技计划和现有的专业知识
推迟到 Cg-17 之后（具体而言是在欠发达国家 )（ICG-WIGO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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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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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估计成本
编号

2.1.2
G

2.2.1
R

2.3.1
N

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

(2012-2015

完成目标日
期

开发建立空间
气候监测结构
(ACMS) 的 协 调
框架

1) 合 作 伙 伴 批 准 的
ACMS 战 略

1) 2013 年

2) 制定 3.1.2 协作框架

2) 2014 年

( 注： 对 于
ACMS 自身的发
展，请参见新的
3.1.2)

3) 合 作 伙 伴 批 准 的
ACMS 治理方案

3) 2015 年

审查和推荐那些
通过更密切的区
域合作和协调能
够带来益处的领
域

拟 纳 入 区 域 WIP 的建
议

2015 年

在国家层面上，
NMHS 与其它政
府机构及潜在外
部数据提供方建
立更密切合作

1) 建立国家协作框架的
指南；

1) 2015 年

2) 建立国家协作框架

2) 2015 年

职责

CGMS,

潜在风险

年 ) 千瑞郎
欠
RQ RB
缺

依赖性

35

中等

RA

0

低

ICG-WIGOS,

0

中等

CBS
B
S
其它 TC

50

高
3.1.3
3.2.1, 3.2.2
3.3.1, 3.3.2
7.1.1

CEOS SAT,
CBS

会员、RA

3. 设计、规划和优化演进 WIGOS 及其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组成观测系统
完成用于所有系
统及公认应用领
域的 RRR 规范、
程序、职责和机
制

1) 纳入 WIGOS 监管
材 料 的 RRR； 与 其 它
WMO 监管材料保持一
致；
2) 相应机构承担其职责
范围内确定的 RRR 职
责

1) 2014 年

3.1.2
G

围绕 GFCS 的四
个优先重点建立
空间气候监测结
构 (ACMS)

1) ACMS 逻辑模式
2) ACMS 物理规划
3) ACMS 实施状态

1) 2013 年
2) 2014 年
3) 2015 年

CG M S , CE
O S , CBS,
SAT

50

低
2.1.2

3.1.3
G

使 用 RRR 过 程
及利用会员的相
关经验，制定关
于观测网络设计
原则的指南

提供给会员的关于网络
设计的指导文件

2015 年

IPET -OSDE,
ICG-WIGOS,
TC

50

高
3.1.1
3.2.1, 3.2.2
3.3.1, 3.3.2
7.1.1

3.1.4
G

开发各区协应用
的区域基本观测
网 络 (RBON) 的
概念

描述各区域应用的
RBON 概念

2015 年起

ICG-WIGOS,
RA

0

低
1.1.1

3.2.1
R

根 据 EGOS-IP
和其它观测系统
实施计划所述的
技术委员会技术
指南，发展和实
施区域的观测系
统

1) 向 IPET-OSDE 报告
EGOS-IP 中 详 述 的 行
动
2) 在 区 域 内 启 动
EGOS-IP

1) 2014 年

RA

80

高
3.1.1, 3.1.3
3.2.2
3.3.1, 3.3.2
7.1.1

更 新 全 球 RRR
数据库，同时考
虑到区域用户的
需求

细 化 的 RRR 数 据 库
(OSCAR)

2015 年

RA；IPET-OSDE

0

中等

3.1.1
G

3.2.2
R

2) 2015 年

2)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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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成本

编号

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

完成目标日
期

(2012-2015
职责

年 ) 千瑞郎
欠
RQ RB
缺

潜在风险
依赖性

3.2.3
R

从当前的 RBSN/
RBCN 向整合的
RBON 过渡

各区域协会通过的
RBON

2015 年起

RA、会员

0

低
1.1. 1
3.1.4

3.3.1
N

按 照 EGOS-IP
和其它观测系统
实施计划，协助
区域级生成和实
施观测系统的集
体努力

1) 向 IPET-OSDE 报告
EGOS-IP 中 详 述 的 行
动
2) 在 国 家 层 面 上 启 动
EGOS-IP

1) 2014 年

会员

0

高
3.1.1, 3.1.3
3.2.1, 3.2.2
3.3.2
7.1.1

为进一步整合观
测资料和产品，
制定指南、机制
和程序

1) 纳入 WIGOS 指南的
指导意见

1) 2015 年

ICG-WIGOS

0

高
1.1.1；
3.1.1；
4.1.2；
6.1.1；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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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活动的指南

纳入 WIGOS 指南的指
导意见

ICG-WIGOS

90

中等

2) 2015 年

4. 观测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4.1.1
G

4.1.2
G

2) 针对某些具体产品整
合活动开展工作

2) 2015 年
起

2015 年

4.1.1

5. 质量管理 (QM)
5.1.1
G

制 定 WIGOS 质
量管理指南、机
制、规范和程序

1) 将 WIGOS QM 纳入
WIGOS 监管材料
2) 相应机构承担其职责
范围内确定的 RRR 职
责

5.1.2
G

审查 WMO 观测
计划当前所使用
的
质量管理规范

1) 2015 年

ICG-WIGOS
相关的 TC

280

5.1.2
8.1.1

2) 2015 年

报告用于确定需要改进
的领域的 QM 规范

2014 年

1) 制 定 WIGOS
标准指南

1) 制定 WIGOS 标准化
指南

1) 2015 年

2) 记 录 实 施 标
准， 仪 器、 观 测
方法、 资料产品
等的最佳规范和
程序

2) 酌情记录并在门户网
站 提 供 实 施 标 准、 推
荐规范和程序

高 19 ( 资源 )

ICG-WIGOS

200

高 ( 资源 )
5.1.1

6. 标准化和互可操作性
6.1.1
G

2) 2015 年
起

相关的 TC
TT-WRM
WIGOS PO

3) 2015 年
起

3) 最新编写的标准和推
荐 的 规 范， 并 记 录 于
WIGOS 监管材料
7. WIGOS 信息资源 (WIR)

19

高度协调一致；WIGOS 的所有部分观测系统和现有专业技术均为此做出贡献

100

低
1.1.1；
7.1.1；
7.1.3；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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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成本
编号

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

(2012-2015

完成目标日
期

职责

潜在风险

年 ) 千瑞郎
欠
RQ RB
缺

依赖性

设 计 和 开 发
WIGOS 业 务 信
息资源
(W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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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1.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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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性

记录对该数据库的需求

2013 年

SAT, CBS

0

低

7.1.3
G

对 WMO
会
员能够为支持
WIGOS 业 务 信
息资源的开发和
运行提供何种帮
助展开资源调查

发布调查结果和最终决
定

2013 年

WIGOS-PO

50

低
7.1.1

7.3.1N

提 供 WIR 所 需
的信息

提供并维持 WIR 所需
的信息

2013 年起

会员

0

中等
7.1.1
7.1.3

1) 批准 WIGOS 元数据
标 准、 规 范 和 程 序 并
纳入 WIGOS 监管材料

1) 2015 年

TC

100

高
7.1.1
5.1.1

2) 通过 WIR 初始调用
WIGOS 元数据
3) WIGOS 手册和指南
中确定的规范

2) 2014 年

7.1.1G

秘书处与会
员合 作

2) 2014 年

330
&
HR
2Y20

高
3.1.1, 3.1.3
3.2.1, 3.2.2
3.3.1, 3.3.2

8. 数据管理与提供 ( 资料和元数据 )
8.1.1
G

制 定 WIGOS 元
数据标准、规范
和
程序

4) 建 立 维 护 MD 标 准
的机制
8.1.2
G

建立一个机制，
以协助会员实施
和 利 用 WIGOS
元数据标准、规
范和程序

ICG-WIGOS

3) 2015 年
4) 2015 年

1) 制定机制

2014 年

ICG-WIGOS

0

低
4.1.1,
8.1.1
10.1.1

1) 制定 WCD 战略并在
WIR 提供
2) 开展 WCD 各项活动

1) 2013 年

ICG-WIGOS
教育培训计
划 、 区域协
会

0

中等
1.1.1, 1.2.1
2.3.1,3.1.3,
3.2.1, 4.1.1,
4.1.2, 5.1.1；
6.1.1, 7.1.1；
8.1.1, 9.1.3,
9.3.1, 9.3.2

9. 能力发展
9.1.1
G

20

制 定 WIGOS 能
力 发 展 (WCD)
战
略，包括教育和
培训

HR: 人力资源（以年数为单位 )

2)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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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成本

编号

活动

可提供的服务

(2012-2015

完成目标日
期

职责

潜在风险

年 ) 千瑞郎
欠
RQ RB
缺

依赖性

9.1.2
G

为会员提供关于
WIGOS 实 施 的
协
助

为会员提供援助发展
N-WIP

2015 年

WMO 秘书
处、会员

200

中等
3.1.1；4.1.1
5.1.1, 5.1.2
6.1.1；7.1.1
8.1.1

9.1.3
G

编 写 有 关
WIGOS 的 指 南
和培训材
料及其它相关文
件

编制培训材料和指导意
见

2015 年

WIGOS-PO
TC

100

中等
1.1.1;
7.1.1；7.1.3;
6.1.1；8.1.1;

9.3.1
N

为 WIGOS 实 施
筹集资金

为 NMHS 实施 WIGOS
提供更 多的资金

2015 年

WMO 会员，
借助 WMO
秘书处的援
助

0

中等

9.3.2
N

协助会员使用
WIR 以设计和管
理国
家 WIGOS 网络

采取的初步措施改进国
家网络的设计

2015 年

WMO 会员

120

中等
7.1.1

9.3.3
N

协 助 会 员
WIGOS 元数据

提供工具以协助会员提
供 WIGOS 元数据

2014 年

WMO 秘书
处、会员

250

中等
8.1.1

10. 沟通和宣传
10.1.1
G

制定一项有效地
WIGOS 沟 通 和
宣传战略

已制定 WIGOS 沟通和
宣传战略

2013 年

ICG-WIGOS

0

低

10.1.2
G

编写沟通和宣传
材料 ( 建议请参
见附录 1)

沟通和宣传材料在
WIGOS 门户网站上提
供

2015 年

WIGOS-PO

125

低
7.1.1

5.

资源
能否在第 16 财务期内及时完成 WIGOS 的实施直接取决于现有的资源。大会将高优先重点放在

对 WIGOS 活动的概算分配。大会还敦促会员继续提供资金帮助支持 WIGOS 的实施。大会认识到，
技术委员会要在 WIGOS 实施中发挥关键作用就需要有额外资金，因此，进一步敦促会员还需提供
资金作为其自愿捐助的一部分，以使能够充分发挥这一作用。
通过从各NMHS 借调专家能够基本满足满员配置的要求。为此，大会敦促各会员在 WIGOS 实
施期间向秘书处提供借调服务，以确保其成功完成。
投入资金全面实施 WIGOS 应当是会员开发和实施计划中的高优先重点。此外，需要通过
WMO 秘书处为职工和非职工成本提供额外资金，用于秘书处正常计划活动以外的实施和协调工作。
为确保WIGOS 实施所需的资金，应考虑提供下列资源：
(a)

用于WIGOS 实施支持活动的WMO 常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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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补充WMO 常规预算的WIGOS 信托基金；

(c)

实物捐赠；

(d)

工作人员借调；

(e)

用于WIGOS 相关技术合作及能力发展活动的自愿合作计划基金；

(f)

支持WIGOS 的区域资金筹措活动；

(g)

信息系统的业务承办方。

必须主要通过借调专家，包括来自会员的初级专业官员 (JPO)，才能满足对协助两名正式职 员完
成项目办公室下列关键工作的强烈要求：
(a)

协助正式员工管理和协调WIGOS 项目 (JPO、需 20 万瑞郎预算外资金 )；

(b)

)
设计、开发和维护WIGOS 业务信息资源(WMO 临时人员、需40 万瑞郎预算外资金 ；

(c)

协助编写WIGOS 技术文件 ( 借调，需15 万瑞郎预算外资金 )；

(d)

协助WIGOS 全球和区域活动 ( 借调 )，并协调WIGOS 业务信息资源的内容管理。

下文表 3 中提供了 WIGOS 框架实施的人员需求的总结。

表 3：WIGOS 项目办公室 2013 -2015 年所需增加人员的资金
编号
4.

职位
WIGOS 项目官员 (P.3)

所需的额外资金
需要 40 万瑞郎

与捐款方进行初步的
磋商

需要 15 万瑞郎

与会员进行初步的磋
商

需要 15 万瑞郎

与会员进行初步的磋
商

( 负责WIGOS 业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实施)
5.

初级专业官员

注释

( 负责协调WIGOS 区域和国家计划以及相
关的项目，包括能力发展项目)
6.

借调的专家
( 负责编写WIGOS 法规材料)

70 万瑞郎

总计：

6.

风险评估/ 管理
各项实施活动 / 项目都将制定风险管理计划 (RMP)，包括减低风险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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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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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所有利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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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方的部分利益未汇集于既定目标；

(f)

相互依存的项目协调；

(g)

在服务用户和观测系统运行机构之间建立有效衔接；

(h)

项目实施的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和职责；

(i)

实施管理缺乏透明度；

(j)

如果缺乏人力资源，就不可能充分地实施。

7.

展望
本文件描述了 2012-2015 年将开展的关键活动。如 Cg-16 所确定，目标是 WIGOS 到 2016 年

投入业务。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 WIGOS 概念阶段的测试中获得的经验明确表明，仅用四年时
间不可能完成对所有全球、区域和国家级观测系统的整合。尽管 WIGOS 的运行应在 2016 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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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给予连续性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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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议的 WIGOS 沟通和宣传材料
目标受众
门户网站

WMO 会 员、区
协、技术委员会、
空间机构、伙伴
组织、公众

文件的类型和
篇幅
与其它材料链
接的网页

活
动

时段

WIGOS 项目办公室监督
门户网站的开发

2012-

状态
待实施

2013 年

WIGOS 当 务
之急

WMO 会员

10 页文件(pdf)

WIGOS 项目办公室更新
文件

2012 年

已完成

WIGOS 小册子

公众

2页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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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有材料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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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办 公 室 起
草标 准 的 介 绍， 分 发 给
ICG- WIGOS 和 相 关 的
专 家， 更 新 和 提 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2012 年

有材料

WIGOS 标 准
的宣传海报 ( 将
用 于 各 类 活 动，
并在需要时作
出调整 )

特别会议

海报

WIGOS 项 目 办 公 室 制
作 海 报 草 案， 分 发 给
ICG- WIGOS 和 相 关 的
专 家， 更 新 和 提 请 ICGWIGOS 主席的批准

2012 年

有材料

WIGOS 原理

WMO 会员、空
间结构、合作组
织

1 页文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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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有材料

WIGOS 在 观
测系统实施的
效率 和效力方
面益处

WMO 会员、空
间结构、合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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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页文件(pdf)

WIGOS 实 施
对WMO 会员 的
影响

WMO 会员

5-10 页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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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批准

(A2, pdf)

(pdf)

将作为
新文件
制定

2012 年

2 01 2 2013 年

将作为
新文件
制定

将作为
新文件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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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参考文件
WMO 组织机构的报告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026)

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7)

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07)

4.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27)

5.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32)

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42)

7.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59)

8.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三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8)

9.

《CBS-14 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40)

10.

《CBS- 特别 (2010) 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70)

11.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最终报告 (2007 年 12 月 )

12.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最终报告 (2009 年 5 月 )

13.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最终报告 (2010 年 3 月 )

14.

EC WIGOS-WIS 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最终报告 (2011 年 2 月 )

15.

EC WIGOS-WIS 工作组 WIGOS 小组第一次会议最终报告 (2008 年 11 月 )

16.

EC WIGOS-WIS 工作组 WIGOS 小组第二次会议最终报告 (2009 年 10 月 )

17.

EC WIGOS-WIS 工作组 WIGOS 小组第三次会议最终报告 (2010 年 10 月 )

18.

ICG-WIGOS 第一次会议最终报告 (2011 年 9 月 )

其它相关文件
19.

GOS 2025 年远景 (CBS-14，2009)

20.

WIS 项目和实施计划 (v. 1.2，2010 年 2 月 )

21.

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 (GCOS-138，WMO/TD-NO.1523)

22.

WMO 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 战略计划：2008-2015(WMO/TD-NO.1384)

23.

全球观测系统空基和地基子系统发展实施计划 (WMO/TD-No.1267)

24.

WCRP 2010-2015 年实施计划 (WMO/TD-No.1503)

25.

首个美国海洋综合观测系统 (IOOS) 开发计划，2006 年 1 月，华盛顿特区

26.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10 年实施计划 (GEO 1000，2005 年 2 月 )

27.

EUCOS 计划管理文件 EUCOS

28.

THORPEX 国际研究实施计划 (WMO/TD-No.1258)

29.

建立一个支持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的持续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 JCOMM 观测系统实施目标

(2009)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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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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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缩略语表
CEOS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GMS

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CONOPS

业务理念

DAR

发现、获取和检索

DB

数据库

DCPC

WIS 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DRR

减轻灾害风险

ET

(WMO 技术委员会 ) 专家组

EUMETNET

欧洲气象服务网

FAO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GAW

全球大气监视网

GC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W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EO

地球观测组织

GEOSS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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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OS

国家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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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s

观测系统试验

OSSEs

观测系统模拟试验

QA

质量保证

QC

质量控制

QMF

质量管理框架

QMS

质量管理系统

RA

区域协会

RCC

区域气候中心

RIC

区域仪器中心

RMIC

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RRR

滚动需求评审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oG

指导声明

SORT

(WIGOS) 基准观测工具标准化

SLA

服务层面协议

TC

技术委员会

TOR

职责范围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WC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IGOS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P

WIGOS 框架实施计划

WIR

WIGOS 业务信息资源 (WIR)

WIS

WMO 信息系统

WHYCOS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WWW

世界天气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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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总摘要第 4.4.91 段的附录
空间天气服务

1.

本文件的目的

本文件总结了对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并建议了一系列在 WMO 内部应开展的活动，旨在实现能力
方面的突破，从而满足这些需求。

2.

对空间天气服务的社会需求
由于对受空间天气影响的技术依赖性提高，对空间天气服务的需要也在增加。例如，对暴露在

空间天气事件下的极地航线的使用大大增加，使得空中交通导航对全球空间天气信息提出了要求。
星基导航和授时的更多使用，以及电网运行的优化也增加了对空间天气事件和灾害的暴露度。行业
和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对风险的评估和对减缓战略的制定。应急管理机构正在制定管理严重空间天
气事件风险的程序，将其作为其整体风险管理策略的一部分。目前一些国家的商业航空公司、卫星
产业、钻井和测量公司、以及星基导航系统的用户会定期使用空间天气服务。据预测，随着人们对
空间天气事件影响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需求将会明显上升。
在国际范围内，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正在确定对空间天气服务的需求。在联合国大会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COPUOS) 内，这种需求被表示为要加强空间环境监测的国际协调，以支持空
间资产和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空间研究委员会 (COSPAR) 正在制定一个
路线图，以确定在理解空间天气过程方面的主要科学挑战和观测挑战。WMO 预见到这些重要倡议
之间需要业务协调，但这种协调目前还不存在。
要改进全球空间天气服务的提供，就需要国际协调与合作，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共享性的星基观
测系统，以确保关键的全球和区域观测资料的可用性，并确保终端产品的全球一致性。

3.

ICTSW 的活动
自 2010 年 5 月成立以来，WMO 空间天气计划间协调组 (ICTSW) 展示了为响应上述需求而

开展的早期活动的相关性和益处。WMO 注重的是业务服务，并已经建立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
中其会员正在共同努力推动空间天气观测、产品和服务，并利用其能力造福全球。WMO 的这些工
作是通过与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 (ISES)、ICAO、国际电信联盟 (ITU)、COPUOS、COSPAR 和
CGMS 的紧密合作完成的，同时取长补短，考虑到并利用了这些组织的能力和兴趣。

4.

WMO 计划和活动中的空间天气
WMO 的许多计划和项目中已经纳入了初步的空间天气活动。
在 WIGOS 方面，这些成就包括建立了空间天气产品门户网站、确定了空间天气观测需求、评

估了记录在空间天气观测指引声明中观测系统的目前空白。空间天气已完全纳入了滚动需求评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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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全球观测系统发展实施计划。
目前正在实施一项将 WMO 信息系统用于空间天气预报产品交换的试点项目 ( 地磁活动、太阳
耀斑和太阳高能粒子 )。
在航空气象计划内，WMO 已经在与 ICAO 合作确定用于全球空中交通导航的空间天气服务。
ICTSW 评审了 ICAO 与空间天气相关的运营概念，并就未来组织有效开展业务化空间天气服务提供
了指导意见。WMO 将负责协调对这些 ICAO 要求的响应。ICAO 承认 ICTSW 是 WMO 负责提供空
间天气事务建议的技术机构。WMO 的积极参与将至关重要，因为《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附件 3 预
计将要求为民用航空提供这样的空间天气服务。

5.

为空间天气活动提出的目标

WMO 能够为新兴的空间天气服务提供一个全球框架，并通过以下方式帮助会员：
(a)

评估观测、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空间天气用户需求；

(b)

协调对关键空间天气现象及其前体的地面和空基观测，并确保其互可操作性；

(c)

促进和推动资料交换和标准化；

(d)

发展观测、记录、分析、预报、预警和向用户传达结果信息的最佳实践；

(e)

培训和能力建设，推动从研究向业务过渡，以及后续的用户理解；

(f)

确保对空间天气形势有基于科学的、权威的声音。
由于所要从事的活动领域广阔，建议 WMO 首先关注一定数量的试点项目，具体数量将根据会

员准备分担的用于支持这些活动的资源和这些活动的益处来确定。

6.

扩展空间天气架构的需要
WMO 的许多核心计划领域已经启动了空间天气活动。然而，光靠像 ICTSW 这样的一个团队没

有能力或集中的专业知识来全面发展各领域所需要的能力。因此，我们提议通过考虑如何在以下领
域吸收适当的专家意见，审议为应对会员不断变化的需求建立最佳机制。
WIGOS：
-

维护观测要求、指导声明 ( 差距分析 ) 和 OSCAR 资料库的内容；

-

协调测量规范并支持观测的互可操作性和整合；

-

确定每个区域可以列入全球观测系统的观测资产；

-

促进星基和地基观测资产的高水平协调，以确保高优先级的空白能通过各方的能力以高成本
效益的方式得到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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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
-

通过 WIS 规范并加强空间天气产品和信息的提供；

-

通过空间天气产品门户网站保持并扩展可用产品；

-

与主要用户群体协商后统一产品和服务的定义；

-

确定每个区域内可以参与资料收集、服务生产和传播的 NMHS。

应用 ：
-

向主要应用计划和活动，如航空气象、减轻灾害风险、服务、能源和电信等部门建议空间天
气服务能力并推荐服务提供方式；

-

建立基于用户要求的质量保证指导方针和应急预警程序；

-

建立实时沟通机制，以共享紧急信息，并在极端事件发生时保持信息的一致性；

-

进行事件后分析，以完善能力并提高文档信息的可靠性。

能力发展 ：
-

确定每个区域内可用服务的现有水平；

-

提供培训和知识共享，以使所有会员使用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并鼓励参与区域服务提供；

-

借助先进的天气和气候预测能力，促进业务性模式、资料同化模式和预测模式的发展。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

对空间天气观测要求与天气与气候监测架构进行协调。
为了保证这些专家小组的活动充分有效，将需要秘书处提供更多支持、会员大力参与。空间天

气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工作，我们必须强调如何以有效并符合 WMO 结构的方式满足会员需求。

7.

小结
本财期所获得的初步结果说明了 WMO 参与空间天气后可能受益活动的广阔领域，并展示了

WMO 有效促进该领域突破的能力。鉴于航空和其他行业对空间气象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建议
WMO 以更大规模可持续地进行参与，从而增强全球的空间天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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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总摘要第 4.6.22 段的附录
WMO 区域培训中心名单及其状态

主办机构

WMO 会员

状态及被 EC 或大会确认 /
再确认的最后年度

区域一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埃及
肯尼亚

水文气象培训与研究所 (IHFR)，奥兰
气象研究所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INAMET)，
罗安达

2006 年再确认，待 2014 年审核。
2009 年再确认

埃及气象局 (EMA) ，开罗

2010 年再确认

1. 气象培训和研究所 (IMTR)，内罗毕

2010 年再确认

2. 内罗毕大学 (UONBI)，内罗毕

2010 年再确认

1. 塔那那利佛国立教育学院航空气象系 (ENE- 2011 年再确认
AM) - 马达加斯加 RTC
马达加斯加
2. 塔那那利佛高等技术学院 (ESPA)，塔那那

尼日尔

利佛

2011 年再确认

1. 非洲气象及民航学校 (EAMAC)，尼亚美

2002 年再确认，待 2014 年审核

2. 区域农气中心 (AGRHYMET) ，尼亚美

2002 年再确认，待 2014 年审核

1．联邦技术大学 (FUT) ， 阿库里

2006 年再确认，待 2015 年审核

2. 气象研究与培训所 (MRTI)， 拉各斯 *

2006 年再确认，待 2015 年审核

南非气象局 (SAWS)，比勒陀利亚 NMTC

2011 年确认

尼日利亚
南非
区域二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NUIST) ，南京
中国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CMATC)，
北京

2012 年再确认
2012 年再确认

1. 印度气象局培训中心 (IMD)，新德里及浦那
*

2012 年再确认

印度
2012 年确认
2. 国家水利学院 (NWA)
伊朗伊斯兰共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气象局 (IRIMO)，德黑兰

2009 年再确认，待 2015 年审核

伊拉克

伊拉克气象局 (IMO)， 巴格达

1976 年确认，尚无审核计划

卡塔尔

卡塔尔航空学院 (QAC)， 多哈

2010 年确认

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水文气象学院 (THMPC)， 塔什干

2012 年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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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会员

状态及被 EC 或大会确认 /
再确认的最后年度

区域三
1.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UBA) ，布宜诺斯艾
阿根廷

2010 年再确认

利斯
2. 国家气象局 (SMN) ，布宜诺斯艾利斯

2010 年再确认
PR 建议 EC-65 撤消任命贝伦作为

巴西

帕拉联邦大学 (UFPA)， 贝伦

单一的 RTC，同时与一些大学合作
建立虚拟 RTC。

秘鲁

Agraria La Molina 国立大学 (UNALM)， 利马 2011 年确认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 (UCV)，加拉加斯

2006 年再确认，待 2014 年审核

巴巴多斯

加勒比气象和水文研究所 (CIMH)， 布里奇敦

2010 年再确认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大学 (UCR) ，圣何塞

2010 年再确认

区域四

区域五
1. 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 (BMKG)

2012 年确认

印度尼西亚
2. 水资源研究中心 (RCWR)，万隆
1. 菲律宾大气、 地球物理和天文局 (PAGA菲律宾

SA)， 奎松市
2. 菲律宾大学 (UP)，奎松城

2012 年确认
2011 年再确认
2011 年再确认

区域六
以色列
意大利

应用气象学研究生培训中心 (PTCAM)，贝特
达甘
生物气象研究所 (CNR IBIMET) ，佛罗伦萨

建议 2014 年再确认
建议将确认推迟至 2016 年 6 月

1. 俄罗斯国立水文气象大学 (RSHU)， 圣彼得
堡
2012 年再确认
俄罗斯联邦

2. 俄罗斯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先进培训机
构，莫斯科

2012 年再确认
2012 年再确认

3. 莫斯科水文气象技术学校 (ATI) *
土耳其

土耳其国家气象局 (TSMS)

* 该机构可运营多个实体培训设施

2012 年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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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总摘要第 4.6.29 段的附录
WMO 项目纲要明细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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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总摘要第 4.6.38 段的附录
2014 年自愿合作计划信托基金

2014 年 1 月 1 日余额

330,000

2014 年预计捐款

200,000

2014 年预计到账款

530,000

名义
拨款
美元
2014 年

重点领域
零备件 / 运输

20,000

专家服务

50,000

( 短期 ) 奖学金和培训活动

120,000

区域开发项目的项目开发活动
GTS 的改进

30,000

各观测系统的改进

30,000

GDPS 的改进

30,000

农业气象活动

30,000

支持 CDMS 和气候活动

30,000

业务水文活动

30,000

卫星接收的改进

30,000

宣传 / 媒体

30,000

小计

430,000

备用金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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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总摘要第 5.2.5.1 段、第 5.2.5.2 段和第 5.2.5.3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以来专业类及以上人员的任命、晋升、提名和转岗
表 1 任命
EC-65 以来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
通过竞聘获得任命的专业类及以上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域

F. GELLÉ 女士

六区协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翻译 / 编辑 (P.3) 2013 年 6 月 16

( 法国 )
A. ROLLI 先生

上任日期

日
六区协

资源管理司司长 (D.2)

2013 年 9 月 1 日

二区协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司长 (D.2)

2013 年 9 月 1 日

三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美洲区域办公室国家 2013 年 9 月 1 日

( 意大利 )
汤绪先生
( 中国 )
C. ESCOBAR JARITON 先

官员 (NOC)( 岗位设在亚松森 )

生
( 巴拉圭 )
F. GOMEZ DELGADO 先生 四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美洲区域办公室国家

( 哥斯达黎加 )

官员 (NOC)( 岗位设在圣何塞 )

J. PEÑA FERNANDEZ 先生 六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美洲区域办公室项目

( 西班牙 )

经理 (P.4)( 岗位设在海地 )

G. CAPELLAS ESPUNY 女 六区协

语言、会议和出版服务司翻译 / 编辑 (P.4) 2013 年 9 月 10

士

2013 年 9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8 日

日

( 西班牙 )
K. HILL 女士

五区协

( 澳大利亚 )
L. ANTUNES DA CRUZ

六区协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秘

2013 年 11 月 1

书处项目官员 – OOPC(P.3)

日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WMO 全球综合观测 2013 年 11 月 3

NUNES 先生

系统 (WIGOS) 分司 WIGOS 科学官员

( 葡萄牙 )

(P.4)

J. MUKABANA 先生
( 肯尼亚 )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
办公室主任 (D.1)

日

2014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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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区域
六区协

( 俄罗斯 )
A. H OVSEPYAN 女士

六区协

2014 年 1 月 6 日

气候和水司气候预测与适应分司科学官

2014 年 1 月 6 日

员 (P.4)
二区协

( 巴基斯坦 )
L. RIISHØJGAARD 先生

科研司大气研究和环境分司科学官员

上任日期

(P.4)

( 亚美尼亚 )
A. HUSSAIN 先生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六区协

( 丹麦 )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资料加工和预报处项

2014 年 1 月 12

目协调官员 (P.3)

日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WMO 全球综合观测 2014 年 1 月 14
系统 (WIGOS) 分司 WIGOS 项目经理

日

(P.5)
M. BUCH 先生

六区协

( 德国 )
H. RALIJEMISA 女士

资源管理司人力资源处权益与合同管理
科科长 (P.4)

一区协

内部监察室高级内部审计员 (P.5)

( 马达加斯加 )
M. FUHR 先生

四区协

四区协

四区协

( 加拿大 )
C. TANCREDI 先生

六区协

气候和水司水文与水资源分司水文预报

2014 年 3 月 23

和水资源处处长 (P.5)

日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资料加工和预报处处

2014 年 4 月 1 日

资源管理司信息技术和公共服务处设施

2014 年 5 月 1 日

管理工程师 (P.3)
四区协

( 美国 )
T. PRÖSCHOLDT 先生

2014 年 3 月 9 日

长 (P.5)

( 法国 )
M. DILLEY 先生

资源管理司信息技术和公共服务处处长
(P.5)

( 加拿大 )

Abdoulaye HAROU 先生

2014 年 2 月 12
日

( 美国 )
P. PILON 先生

2014 年 2 月 1 日

气候和水司气候预测与适应分司司长

2014 年 5 月 1 日

(D.1)
六区协

( 德国 )

观测和信息系统司 WMO 全球综合观测 2014 年 5 月 18
系统 (WIGOS) 分司 WIGOS 业务信息资 日
源 (WIR) 开发官员 (P.3)

B. GOMEZ 先生

一区协

( 冈比亚 )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

2014 年 6 月 1 日

办公室 WMO 北非、中非和西非代表 (P.4)
( 岗位设在阿布贾 )

D. CARLSON 先生
( 美国 )

四区协

科研司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主任 (D.2)

2014 年 6 月 16
日

207

附录
EC-65 以来不经竞聘获得任命的专业类及以上人员名单
WMO

姓名和国籍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区域

B. LEE 先生
( 韩国 )

二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
域办公室借调专家 (P.4)

2014 年 4 月 7 日

EC-65 以来任命的初级专业官员名单
WMO

姓名和国籍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上任日期

区域

L. SJAAVIK 女士
( 挪威 )

六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筹资与发展伙伴关系
办公室初级专业官员 (P.2)

2013 年 9 月 1 日

S. SANDSTRÖM 女士
( 芬兰 )

六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筹资与发展伙伴关系
办公室初级专业官员 (P.2)

2013 年 9 月 15 日

J. LUTHER 先生
( 德国 )

六区协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减灾处初级专业官员
(P.2)

2013 年 11 月 4 日

表 2 EC-65 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任期延长的人员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生效日期

区域

P. CHEN 先生
( 加拿大 )

四区协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资料加工和预报处处
长 (P.5)

6 个月，延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表 3 EC-65 以来的晋升、提名和转岗名单
姓名和国籍

WMO
区域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生效日期

K. PARATIAN 女士
( 毛里求斯 )

2013 年 6 月 1 日
一区协 资源管理司财务处财务官员 ( 会计 )
(P.2)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晋
升提名 )

K. SHIDA 先生
( 日本 )

2013 年 7 月 1 日
二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区域协调高级项目
经理 (P.5)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晋
升提名 )

G. KAHAMA 女士
( 坦桑尼亚 )

一区协 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私人助理 (P.3)
( 根据岗位空缺，提名该岗位级别 )

2013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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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国籍

WMO
区域

职务、级别和组织部门

生效日期

K. PARATIAN 女士
( 毛里求斯 )

2013 年 6 月 1 日
一区协 资源管理司财务处财务官员 ( 会计 )
(P.2)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晋
升提名 )

C. AVELLAN 女士
( 德国 )

六区协 气候和水司初级专业官员 (P.2)
( 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平级调动 )

彭涛涌先生
( 中国 )

2014 年 1 月 1 日
二区协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热带气旋计划处处
长 (P.5)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晋
升提名 )

N. TAMRAKAR 先生
( 尼泊尔 )

二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 2014 年 1 月 1 日
域办公室项目官员 (P.2)
( 从气候和水司平级调动 )

F. LUCIO 先生
( 莫桑比克 )

2014 年 1 月 15 日
一区协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主任 (D.1)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晋
升提名 )

D. IVANOV 先生
( 保加利亚 )

2014 年 2 月 1 日
六区协 天气和减灾服务司航空气象处处长
(P.5)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提
名)

F. HOUNTON 先生
( 贝宁 )

一区协 发展和区域活动司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 2014 年 3 月 1 日
办公室高级计划经理 (P.5)
( 发布职位空缺通知后通过竞聘获得晋
升提名 )

2013 年 10 月 1 日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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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总摘要第 7.3.12 段和 7.3.14 段的附录
对世界气象组织总则的修订

对第 162 条的修订 ( 添加带下划线的文字 )
本组织区域协会及其总体职责是指本总则附件二中所规定的区域协会及其总体职责。各协会应按附
件二中规定的区域，负责履行公约第十八条 (d) 款列举的职能。
附件二的修订 ( 在地域描述前载入下列文字 )
总体职责
为了在本附件中所确定的规定地理区域内履行公约第十八条 (d) 款列举的职能，在大会和执行理事
会的总体指导下，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各区域协会应与其他相关机构密切协调与合作：
(a)

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就商定的计划、战略和活动的规划、实施和评估，协调和组织其
会员开展各项活动；

(b)

研究其会员和次区域对于其技术和制度能力的需求，并确定有碍于及时实施拟定的计
划和活动的不足；必要时与会员、技术委员会及其他机构合作弥补重大不足；

(c)

与相关技术委员会密切协调，根据已确定的区域需求，通过建立区域网络和设施促进
合作及提高效率；监测区域网络和设施的绩效，且在必要时需要有补救措施；

(d)

制定区域运行计划及其他实施计划，必要时从区域的角度致力于商定的战略优先重点，
并确保会员参与旨在实现 WMO 战略计划预期结果的重点活动；

(e)

安排其针对区域优先重点领域的工作，并使其会员的现有专业知识能够根据区域的需
求提供指导和帮助；

(f)

建立并促进与相关区域组织的合作及伙伴关系，包括 UN 区域经济委员会、其他 UN
机构、次区域组织、开发伙伴、NGO 和专业协会；

(g)

确保 WMO 在其各自区域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以及参与有关本组织战略优先重点的区域
活动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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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
总摘要第 7.5.2 段的附录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临时解释性议程
1.		 会议组织
1.1		

会议开幕

1.2		

建立证书委员会

1.3		

批准议程

1.4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5		

建立委员会

1.6		

工作计划

1.7		

批准会议记录

2.		 高级别会议和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2		

秘书长的报告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2.4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2.6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主席的报告

3.		 改进服务的质量和提供
3.1		

提供服务

提高会员的能力，使其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高质量的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预报、信息、
警报和服务，以及改进其对上述信息的获取，使这些信息能用于所有相关部门 / 行业的决策 (ER 1)
•		 服务提供战略
•		 航空气象 – 重点
•		 公共天气服务
•		 热带气旋计划
•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
•		 农业气象
•		 水管理
3.2		

减轻灾害风险 (DRR)–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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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2)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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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进科学研究和应用以及技术开发和实施
4.1		

资料处理和预报：天气、气候和水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信息，预测和预警的能力，尤其为减轻灾害风险、
气候影响和为配合适应战略而更好地提供支持 (ER 3)
•		 天气
•		 气候，其中包括 GFCS 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和用户界面平台
•		 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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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会员根据 WMO 制定的国际标准，调用、开发、实施并利用综合、可互操作的地基和空基
观测系统，获取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资料以及有关环境和空间天气观测资料的能力 (ER 4)
•		 WIGOS
•		 WIGOS 的组成系统：WWW 的观测部分、GAW、GCW 和水文观测
•		 卫星计划
•		 GCOS
•		 WIS
•		 气候资料管理和应用
4.3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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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技开发的能力 (ER 5)
•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		 全球大气研究计划
•		 全球极地综合预测系统 (GIPPS)，包括极地预测项目和极地气候可预测性倡议

5.		 加强能力开发
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NMHS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ER 6)— 重点
•		 能力开发战略
•		 教育和培训计划
•		 技术合作计划
•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		 区域计划，包括与区域机构的合作
•		 筹集资源和发展合作伙伴

6.		 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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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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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
•		 IPCC 主席的报告
•		 WMO 和 GEOSS – 互帮互助
•		 未来地球
•		 国际极地伙伴关系倡议 (IPPI)
•		 GFCS 伙伴关系
•		 其它伙伴关系

7.		 加强善治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ER 8)
7.1		

本组织的监察

•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		 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年度问责报告
•		 联合检查组
7.2		

监测与评估

7.3 		

风险管理

7.4		

会议服务

7.5		

语言

7.6		

出版物

7.7		

信息技术支持

7.8		

WMO 流程和实践的持续改进

7.9		

性别主流化

8.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9.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		 WMO 开放资料政策及其对 WMO 的影响
•		 第三次世界减轻灾害风险大会 (2015 年 3 月，日本仙台 ) — 大会成果及其对 WMO
		的影响
•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
•		 2015 年以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		 服务提供的整体方法 - 概念文件

附录
•		 建设新的伙伴关系
•		 私营部门在气象领域的未来作用
•		 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向政府和社会的通报。

10		

WMO 战略计划和预算

10.1		

WMO 战略计划 (2016-2019)

10.2		

第十七个财期 (2016-2019 年 ) 的预算

10.3		

2016-2019 年期间的重大会议

10.4		

编制战略计划 (2020-2023)

11.		

资源管理

11.1		

财务事宜

11.2		

会员的比例会费

11.3		

人事事宜

11.4		

秘书长的合同

12.		

沟通和公共事务

13.		

总务和法律问题

13.1		

有关公约的问题

13.2		

本组织的会员资格

13.3		

总则的修订

13.4		

技术规则的修订 – 汇总报告

13.5		

财务条例

13.6		

审议大会以往的决议

14.		

选举和任命

14.1		

任命秘书长

14.2		

选举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

14.3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15.		

科学讲座和讨论

16.		

第十八次大会的日期和地点

17.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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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3
总摘要第 7.5.3 段的附录
拟邀请参加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国际组织清单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 *
国际民航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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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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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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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培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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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大学
联合国 *
联合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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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版 ) 要求向联合国发出邀请。标有星号 (*) 的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
与 WMO 签有协议或工作安排，有互派代表与会的规定。故通常应邀请这些组织出席大会。

附录
与 WMO 签有互派代表与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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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及科学组织 (ALECSO)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 (AOD)
讲法语国际公务员大会 (AFFOI)
私人气象部门协会 (PRI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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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CEMAC)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CTBTO) 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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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国家气象服务网 (EUMETNET)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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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 (IFRC)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国际海洋研究所
国际移民组织 (IOM)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国际地震学中心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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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开放地理空间联盟 (OGC)
地中海议会大会 (PAM)
萨赫勒地区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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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农民组织 (WFO)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 (WFEO)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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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磋商地位的组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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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国际宇航联合会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国际灌溉和排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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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生物气象学会
国际土壤科学学会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ETC 侵蚀、技术和集聚行动团体组织
世界能源理事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其它组织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ACMAD)
非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减灾中心 (ADRC)
东南亚国家联盟
南极条约执行秘书 (ATCM)
北极理事会主席秘书处 (AC)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国际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 (CIIFEN)
东 / 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
中美洲水文资源区域委员会 (CRRH)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CEEAC)
气象卫星协调组 (CGMS)
欧洲理事会
气候暨环境变化事务局 (CRIA)
经济合作组织 (ECO)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欧洲委员会
欧洲科技研究领域合作组织
欧洲气象学会 (EMS)
全球水事伙伴关系
地球观测组织 (GEO)
泛美开发银行
泛美农业合作协会 (IIC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航运协会
国际莱茵河流域水文委员会
国际飞机机主与飞行员协会理事会 (IAOPA)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
1

根据第 26(b) 条和决议 2(EC-4)，磋商地位 ( 决议 2(EC-4)) 是赋予非政府国际组织派观察员参加组织机构届会的权利，
但无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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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能源组织
国际法语国家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
水资源区域委员会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国际水稻研究所
世界航空航天教育组织
世界水资源理事会
决议 39(Cg-7) 决定的邀请
巴勒斯坦国 1
对非会员国的邀请
根据总则第 19 条，鉴于下列非会员国家具有联合国成员或观察员地位，故向其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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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马力诺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除此之外，无其它提请秘书长注意、需 WMO 会员事先批准的独立国家名称。

[ 根据总则第 20 条规定 (2012 年版 )，非 WMO 会员但属联合国成员的国家，和既非 WMO 会员亦
非联合国成员但已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的国家，须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出席大会，只要这些国家有
气象或水文气象机构。]

1

根据 EC-41 的决定 ( 总摘要第 13.3 段 )，使用 “ 巴勒斯坦国 ” 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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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4
总摘要第 7.6.3 段的附录
遴选和任命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程序和时间表

活动
1

截止时间
2015 年度周期

最终截止时间
3 年周期

秘书长询问完成第一个任期的审计委员会 (AC) 成 2014 年 4 月

AC 届会

员是否愿意再工作一个任期。愿意再工作一个任

第2年4月

期的成员将被加入候选人名单，并被建议不必进
2

行申请。
EC 任命一个临时 AC 遴选委员会

3

在 WMO 网站上发布广告， 向 PR 发送通报和通 2014 年 7 月

2014 年 5 月至 6 月

第 2 年 EC 届会
第2年8月

函 ( 根据 AC TOR)
4

回复的截止日期

2014 年 8 月

第2年9月

5

秘书处根据资格和最低要求审议申请，并起草一 2015 年 1 月

第3年1月

份候选人名单。
6

7

秘书处在 EC 选举后向 AC 遴选委员会提交一份

2015 年 6 月 举 行 第 3 年 EC 届会初

名单 ( 以保密形式 )，并组织遴选委员会会议。

EC67 前几天

秘书处向执理会提交一份 AC 遴选委员会推荐的

EC-67 会议初

第 3 年 EC 届会初

EC-67 届会期间

第 3 年 EC 届会期间

EC 审议 AC 遴选委员会的推荐名单，并任命 AC EC-67 届会期间

第 3 年 EC 届会期间

候选人名单 ( 以保密形式 )
8

EC AC 遴选委员会主席向 EC 做出任命推荐和 3
年内在必要时进行替换的后备人选推荐。

9

成员 ( 并说明后备人选 )
10

向 AC 成员告知得到任命

EC-67 之后

第 3 年 EC 届会后

视情况而定

视情况而定

( 再任命 )
11

如果在闭会期间 AC 成员辞职，代表 EC 行使职
权的主席可根据第 8 号决议 (EC-LXIII) 从后备人
选中进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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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5
总摘要第 8.1.16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六次届会上发表的
关于 ICAO/WMO 联合气象会议有关议题的立场
1．

理事会将 ICAO 全球空中导航计划 (GANP) 与相关航空系统模块升级 (ASBU) 方法学作为未

来数十年会造成巨大挑战的一项关键发展任务，还会给会员对航空服务进行现代化与合理化提供机
遇。理事会欢迎将气象信息作为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通过将其纳入到全范围信息管理 (SWIM) 以实
现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的理念。理事会认为所有 WMO 会员都应以持续实施 GANP 与 ASBU 的气象组
成部分，并强调需要制定一个相关的能力发展战略。理事会同意 EC 会员在其 66 次届会上 (2014 年
6 月 ) 提出的下述一些关注点应作为一项优先重点，由 WMO 与 ICAO 一起合作应对。

成本回收和区域化
2．

正如 EC-66/ 文件 4.1(2) 所反映，尽管一些会员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 过去几年制定了现行的

机制与指南，但并未建立提供航空气象服务的成本回收机制。在这方面应注意到建议这种机制是基
于国家级服务提供方与相关机构的协议。理事会要求 WMO 继续和加强为这些会员提供的协助，通
过制定进一步的指导与推广最佳做法与实例以便制定合适的国家级成本回收机制。然而，委员会认
识到这些行动的成功与否高度依赖于国家民航局与交通部 ( 或相应部门 ) 的承诺，即通过拟定的机制
并在实践中实施。在这方面，理事会认为在区域一级承诺实行 AMCOMET 这样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3．

实施 GANP 与 ASBU 将意味着更多的区域与全球服务提供。理事会强调这种多国服务提供

方式应在实施时遵照统一指导原则并考虑区域特征与差异。理事会注意到在这方面，区域与全球服
务已经在一些航空气象服务中广泛开展，如 WAFS,VAAC 与 TCAC，以及斐济为 SW 太平洋国家提
供的预报服务等。技术以及一些区域的机构发展 ( 如欧洲功能空域区 (FAB) 的引入 )，将促使未来基
于会员间多国协议的区域化。理事会强调需要对这些趋势及其对会员、NMHS 与气象基础设施的潜
在影响开展风险分析。特别是，制定指导方针与分享投资和责任的安排应由 WMO 和 ICAO 共同承担。
4．

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ICAO/WMO 联合会议 (2014 年 ) 将讨论两大提议，均为区域服

务模式，包括：(1) 空间天气服务，有望通过两个全球中心与数个区域 ( 由 WMO ICTSW 开发并
与 ICAO 协商一致 ) 实现；(2) 提议成立新的区域灾害性天气咨询中心 (RHWAC)，类似于现在的
VAAC，旨在解决一些区域长期存在的与 SIGMET 相关的缺陷。这些提案旨在提高关键的安全服务，
并需要各自区域的会员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应注意到 RHWAC 的设立将基于区域协议，如，在第
一阶段 (2014-2017 年 )，它不是对所有区域的强制要求，而只针对那些 SIGMET 国家能力不足的区
域。各自的工作机制、规章和成本回收框架有待 ICAO 和 WMO 建立。对此非常重要的是要确保所
有的区域协会确立统一的区域立场，也要鼓励各区协与各自的 ICAO 规划和实施区域组 (PIRG) 建立
密切的合作。
5．

可以预见，在多国或区域服务提供的情况下建立相应的成本回收机制是一项重要任务。理事

会注意到，联合会议 (2014 年 ) 建议 ICAO 和 WMO 作为一项优先任务对《ICAO 空中导航服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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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文件 9161) 做必要的评审和更新，以确保它们在涉及以多区域、区域或次区域 ( 多会员 ) 为
基础的航空气象服务提供中恰当地反映公平、一致和平等的成本回收做法。理事会要求 CAeM 和秘
书处确保就以上建议的后续工作与会员和区域协会进行广泛磋商。理事会进一步要求 CAeM 起草指
南文件，详述区域成本回收模式的具体方式或评审现行的成本回收模式，以确保为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提供最基本的充足资金，以保持继续交换必要的高质量气象资料，支持航空气象服务的基本提供。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此类文件还应包括关于建立总体区域管理结构的指南和指导原则。
相比私营部门 NMHS 的作用以及对基本基础设施的支持
6.

有关由 NMHS 之外的实体 ( 在某些情况下，私人 / 商业实体 ) 提供国际航空气象服务的指

派工作，理事会注意到一些会员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这个问题对于很多 NMHS 来说是不利的，因为
损失了来自航空部门的收入并且会对其活力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理事会注意到航空气象服务提
供转移至私营部门可能会对可持续性和基本基础设施的维护造成严重的威胁，而这些正是提供这些
服务的基础。理事会同意有必要起草一份有关 NMHS 在航空服务提供中作用的 WMO 声明，侧重于
基本基础设施、研究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提供航空服务并将在规划改进 AGNP 和 ASBU 服务
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理事会要求会员参与 ICAO / WMO 联合会议，在相关讨论时表达这样的立场。
理事会还要求 CAeM 通过其管理专家组并与 EC 服务提供任务组合作，起草一份 NMHS 在未来全球
空中导航系统中作用的声明，并提交 Cg-17 审议。这份声明应遵守 WMO 和 ICAO 公约的精神和规定，
允许会员在提供航空气象服务方面继续行使平等机会，并指出会员在确定为国际航空与空中交通密
度及其能力相称的气象服务方面享有特权。
7.

此外，计划通过 NMHS 局长级别区域大会并与区域航空利益有关方协作来提高会员的认识，

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并建议在 ICAO/WMO 联合会议后尽快组织这些会议，同时充分考虑所有的
体制和管理问题从而促进 GANP 的区域和国家降尺度。
技术发展和资料政策
8.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对于全系统信息管理 (SWIM) 资料管理应该强调准确性、可信性和符

合目标的原则，并指出会员在确定其各自国家内获取航空气象信息方面享有特权。理事会鼓励会员
借助 R&D 的必要支持，随时准备响应提供技术支持航空气象服务 ( 例如，高分辨率区域 NWP、临
近预报、遥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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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 仅以英文提供 )
1.

Officers of the session
David GRIMES
Antonio Divino MOURA
Mieczyslaw OSTOJSKI
Abdalah MOKSSIT

President
First Vice-President
Second Vice-President
Third Vice-President

2.

Ex officio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Mamadou Lamine BAH
Ahmed ABDULLA MOHAMMED
Julián BÁEZ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Andi Eka SAKYA
Ivan CA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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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lecte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Gerhard ADRIAN
Anthony ANUFOROM
Juan Manuel CABALLERO GONZÁLEZ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Luigi DE LEONIBUS
Alexander FROLOV
Laura FURGIONE (MS)
ZHENG Guoguang
John HIRST
Che Gayah ISMAIL (MS)
Agnes KIJAZI (MS)
Yunhwa KO
Daouda KONATE
Jean-Marc LACAVE
Miguel-Angel LOPEZ GONZALEZ
Camille LOUMOUAMOU
Linda MAKULENI (MS)
Saad Mohamad MOHALFI
Carlos NARANJO JÁCOME
Noritake NISHIDE
Jacob NKOMOKI
Laxman Singh RATHORE
Tyrone SUTHERLAND
Petteri TAALAS
Fetene TESHOME
Robert VERTESSY
Alipate WAQAICELUA

4.

Alternates and Advisers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Ahmed ABDULLA MOHAMMED
Abdulla AL MANNAI
Monikumar RAMAKRISHNAN
Gerhard ADRIAN

Adviser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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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lev FRÖMMING
Jochen DIBBERN
Thomas FITSCHEN
Wolfgang GRABS
Björn ORIWOHL
Axel THOMALLA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nthony ANUFOROM
Ernest A. AFIESIMAMA

Adviser

Mamadou Lamine BAH
Amos MAKARAU

Adviser

Juan Manuel CABALLERO GONZÁLEZ
Francisco VILLALPANDO
José Antonio HERNÁNDEZ VEGA

Alternate
Adviser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Mónica Beatriz MARINO
Juan Manuel HÖRLER

Alternate
Adviser

Luigi DE LEONIBUS
Paolo ROSCI
Leone M. MICHAUD

Alternate
Adviser

Alexander FROLOV
Alexander NURULLAEV
Vladimir EREMIN
Alexander GUSEV
Dmitry KIKTEV
Marina PETROVA (MS)
E. SARUKHANIAN
Yuryi TSATUROV
R. VILFAND

Alternate (23–27 June 2014)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Laura FURGIONE
Courtney DRAGGON (MS)
Caroline CORVINGTON (MS)
Justin FAIR
David KENNY
Marvin LEBLANC
Mark PAESE
James PERONTO
David REIDMILLER
Kelly SPONBERG
Susan WEST (MS)
Charles WOOLDRIDGE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David GRIMES
Michael CROWE
Bruce ANGLE
Al PIETRONIRO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John HIRST
Jane WARDLE (MS)
Ian LISK
Holly SEALEY (MS)
Fiona TOVEY (MS)
Bruce TRUSCOTT
Rob VARLEY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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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 Gayah ISMAIL (Ms)
Edvin ALDRIAN
2014)

Alternate (23 June (p.m.) to 27 June

Agnès KIJAZI (Ms)
Hamza Athumani KABELWA
Augustine Daniel KANEMB
George LUGOMELA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Yunhwa KO
Sewon KIM
Jengeun LEE (MS)
Seungkyun PARK
Jaegwang WON

Alternate (23–27 June 2014)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Daouda KONATE
Joël BAMBA

Alternate

Jean-Marc LACAVE
Bernard STRAUSS
Patrick BÉNICHOU
Quoc-Phi DUONG
Philippe RAMET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Miguel Angel LOPEZ GONZALEZ
Carmen RUS JIMENEZ (MS)
Francisco ESPEJO GIL
Julio GONZALEZ BREÑA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Camille LOUMOUAMOU
Paul DINGA

Adviser

Saad MOHALFI
Mohammed BABIDHAN

Alternate

Antonio Divino MOURA
José Antonio ARAVEQUIA
Emma Giada MATSCHINSKE (MS)

Adviser
Adviser

Noritake NISHIDE
Tatsuya KIMURA
Jitsuko HASEGAWA (MS)
Yoshiaki HIRANO
Kohei MATSUDA
Hiroyuki SUMINO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Jacob NKOMOKI
Joseph Katongo KANYANGA
Loveness Nikisi SHABALENGU (MS)

Alternate
Adviser

Mieczyslaw OSTOJSKI
Janusz FILIPIAK
Edyta WOZNIAK-DUDZINSKA (MS)
Janusz ZALESKI
Laxman Singh RATHORE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S.D. ATTRI
Shailesh NAYAK

Adviser

Andi Eka SAKYA
Che Gayah ISMAIL (MS)
Edvin ALDRIAN

Adviser (23 June (p.m.) to 27 June 2014)
Adviser (until 24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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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umil Achyar DEWANTORO SITUMEANG
Aries ERWANTO
Anni Arumsari FITRIANY (MS)
Asteria Satyaning HANDAYANI (MS)
Helminah HERAWATI (MS)
Dian NURATRI (MS)
NURHAYATI (MS)
Mulyono Rahadi PRABOWO
Suko PRAYITINO
Ardhasena SOPAHELUWAKAN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Tyrone SUTHERLAND
David FARRELL
Glendell DE SOUZA

Alternate
Adviser

Petteri TAALAS
Maria HURTOLA (MS)
Joanna SAARINEN (MS)

Alternate
Adviser

Robert VERTESSY
Jon GILL
Sue BARRELL (MS)
Jeffie KAINE (MS)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lipate WAQAICELUA
Misaeli FUNAKI

Adviser

Guoguang ZHENG
XIAONONG SHEN
XIANGHUA XU
JUN YANG
HENG ZHOU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5.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Fred BRANSKI
Bertrand CALPINI
Oystein HOV
Byong-lyol LEE
Harry LINS
Thomas PETERSON
Nadia PINARDI (MS)
Chi-ming SHUN Johan STANDER

6.

Regional Hydrological Advisers
Dominique BÉROD
Dora GONIADZKI (MS)
Frigui HASSEN LOTFI
Edouardo PLANOS

7.

Representatives of Members of WMO
Mikhail KHVOSTOV
Vitali KORNEU
Konstantin ANDREEV
Georgi KORTCHEV
Ali Abdulnabi ALMUTAWAA
Mohammed Karam GOHAR ALI
Peter LENNOX

Belarus
Belarus
Bulgaria
Bulgaria
Kuwait
Kuwait
New Zealand

(23–27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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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ARANA VIZCAYA (MS)
Salman BAL
Peter BINDER
Gabriela SEIZ
Stefan SIGRIST
Gerhard ULMANN
Bryson KOEHLER
8.

Nicaragua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presentatives of Itn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y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Brian DAY
Andy MCDONALD
Ashish RAVAL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CMO)
Tyrone W. SUTHERLAND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Alan J. THORP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Paul COUNET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GEO)
Barbara J. RYAN (M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G. BROCK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
Steven WILSON
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 (IOI)
Awni BEHNAM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Arthur ASKEW
The World Bank Group
Daniel KULL
David ROGERS

9.

Invited experts
Stephen BRIGGS
Antonio J. BUSALACCHI
Committee
Eric Serge JEANNET
Wolfgang KUSCH
Tillmann MOHR
Gian-Kasper PLATNER
Neville SMITH

Chairperson, GCOS Steering Committee
Chairperson, WCRP Joint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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