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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届会工作的背景信息(本报告的第二部分)

届会工作总摘要
1.
WMO 主席 D. Grimes 先生宣布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
30 在日内瓦 WMO 总部开幕。主席欢迎理事会和其他与会者。他对第二副主席 Celeste Saulo 教授表示
欢迎。Saulo 教授是首位当选为副主席的女性，在 Rob Varley 先生离任后，她还担任代理第一副主席。
他还对离任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以及新当选的主席做了确认。主席强调了各种天气、气候和水事
件，这些事件影响到了 WMO 行动和会议期间将涉及的主要专题领域，包括战略规划、治理审查、水和水
文（有个特别对话会）、与私营部门等的伙伴关系、观测和资料交换、减少灾害风险和提供服务、气候、
极地问题、能力发展和性别。秘书长塔拉斯教授欢迎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并请会员关注本组织面临的主要
全球挑战：适应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和水资源管理，并指出对 WMO 知识专长的需求正在增加，为了
更有效地提供，跨领域和全面方法更为有利，而不是分部门的方法，此外还有对资料的需求。秘书长强调，
治理审查提供了一个机会，籍此可以更好地满足 WMO 会员的需求、优化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使用、促进更
大范围的专家参与 WMO 活动、采用整体的地球系统方法提供服务、观测和研究、以协调的方式令私营部
门参与到 WMO 活动中来、以及确保 WMO 战略与组成机构、计划和秘书处的实施保持一致。
2.

议程见附件 1。

3.

届会通过了 39 个决议(见附件 2）、66 个决定(见附件 3）和 28 个建议(见附件 4）。

4.

与会人员名单见(见附件 5）。在 284 个与会者中，78 个是女性，占 27％。

5.
理事会赞同于 2019 年 6 月 17-19 日，继将于 2019 年 6 月 3-15 日召开的第十八次世界气象
大会后，在 WMO 总部召开第七十一次届会。财务咨询委员会（FINAC）会议将于 2019 年 6 月 1 和 2 日
举行。
6.
理事会进一步暂定于 2020 年 6 月 10-19 日在 WMO 总部召开第七十二次届会，之前的 2020
年 6 月 8 和 9 日召开 FINAC 会议。
7.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4:54 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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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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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会议开幕

1.2

批准议程

1.3

建立委员会

1.4

届会的工作计划

1.5

批准会议记录

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2

秘书长的报告

2.3

2018 年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联合会议（PRA-PTC-2018）的报告

2.4

2018 年区域协会主席会议(PRA-2018)的报告及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5

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减少、抗御并预防灾害风险
3.1

WMO 对实施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贡献

3.2

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

气候服务、支持气候行动和气候抗御
4.1

WMO 对 UNFCCC 和相关联合国进程的贡献

4.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4.3

综合卫生与城市服务

4.4

全球综合温室气体信息系统(IG3IS)

4.5

气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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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预测中的研究与业务联系

天气服务、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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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

5.2

航空气象服务

5.3

海洋和沿海作业气象服务

5.4

农业气象服务

5.5

人员的资质和能力

6.

水文服务

7.

观测和资料交换
7.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7.2

WMO 信息系统（WIS）

7.3

新现资料问题

7.4

观测系统的实施、演进和设计

8.

资料加工、模拟和预报

9.

极地和高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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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0.1 WMO 未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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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
11.1 教育与培训
11.2 自愿合作计划

12.

伙伴关系
12.1 与联合国系统的合作
12.2 公共-私营部门的参与
12.3 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0-2030）
12.4 与国际组织的协议
12.5 发展伙伴关系

13.

出版物与发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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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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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治理审查
16.4 大会的筹备

17.

财务、工作人员和行政事务
17.1 财务事项
17.2 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负债的偿付计划
17.3 工作人员事项
17.4 WMO 总部大楼基础设施
17.5 采购活动

18.

总务和法律事宜
18.1 国际气象组织（IMO）奖及其他奖项
18.2 组织和规章事宜
18.3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18.4 审查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附属机构和其他机构

19.

科学讲座和讨论

20.

审议以往决议

21.

执行理事会下一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22.

会议闭幕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 (EC-70)
灾害性天气预报的综合方法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13 (Cg-17)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关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以及应急响应
活动的报告（批准 CBS 特别届会（2014）建议 23 – 根据通过基本系统委员会所汲取的经验教训
提出的加强业务中心的机制），包括命名灾害性天气预报计划，以强调开发持续的业务能力，

(2)

决定 9 (EC-68) –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批准关于将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纳
入全球可持续业务服务的重要要素，

(3)

在西非开发 SWFDP 是 2015 年 11 月在达喀尔举行的关于灾害性天气预报和公共天气服务的技术
培训研讨会以及 2016 年 9 月在阿比让举行的技术规划研讨会提出的；

注意到 2006 年启动了 SWFDP，当时仅有非洲东南部五个国家参与，目前已扩展到涵盖八个次区域，包
括一区协、二区协、四区协和五区协的非洲南部、南太平洋、非洲东部、东南亚、孟加拉湾、中亚、西非
和东加勒比的 75 个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因此加大了培训需求，且需要更多
资金，
还注意到有意在大洋洲（五区协）、南美洲（三区协）、中美洲（四区协）和非洲（一区协）其它地区实
施 SWFDP，
满意地注意到 SWFDP 一直在通过级联预报过程促进参与项目的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改进预报和灾害性
天气预警信息的提供从而推动提升公共安全及减少灾害风险，并注意到该项目与非洲南部及其它次区域的
山洪指导系统（FFGS）的协作将进一步惠及会员，使其能够为多灾种早期预警服务提供业务支持，
确认对 SWFDP 区域子项目的资助主要通过预算外资金，而且为现行区域子项目及其与 FFGS 等相关项目
和活动协作筹措资金一直都是一项挑战，
考虑到：
(1)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管理组（2018 年 3 月）决定对 SWFDP 进行 12 年总体评审，以便评估
在促进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方面对参与项目的发展中国家、LDC 和 SIDS 带来的益处，以及通报
SWFDP 未来战略的制定和战略，包括第四阶段项目监督方案并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报告，

(2)

决议 6(CHy-15)- 洪水预报倡议和水文委员会对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的贡献，和决定 17(JCOMM
5)-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的未来，都呼吁对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进行独立评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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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建立治理结构和 CIFDP 过渡到更可持续平台的程序，以便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来应对
沿海地区洪水（见决定 10–12 (EC-70)和决议 16 (EC-70))，
(3)

山洪预报倡议咨询组（FFI-AG）（2017 年 12 月）建议，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和水文委员会（CHy）应对 CIFDP 和 FFGS 进行独立评审，并建议 CBS 也应对
SWFDP 进行独立评审，以及建议 FFI-AG 通过其主席向大会报告评审结果 (见决议 16 (EC-70))，

决定根据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的建议：
(1)

对 SWFDP、FFGS 和 CIFDP 开展联合独立评审，它们均是减少灾害风险辅助项目，重点是这些项
目如何对其服务的社区生活发挥作用以及项目的培训需求和可持续性，以及国家声音对预警信息分
发的重要性；

(2)

根据对这些项目的评审结果，CBS 主席、CHy 主席和 JCOMM 主席应联合制定综合方法，以确保
SWFDP、CIFDP 和 FFGS 可提供与危险天气、水和气候有关的高效及可持续的服务；

(3)

CHy 主席，FFI-AG 组长应向大会报告评审结果及综合方法；

要求秘书长促进本决议的有效实施；
提请会员为 SWFDP 信托基金捐款支持灾害性天气计划办公室，同时扶持各项活动并开发新的 SWFDP 项
目，以便将该计划扩大至全球范围。

决议 2 (EC-70)
WMO 气候科学相关高级别政策进程综合方法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1 (EC-68) – WMO 支持《巴黎协定》，

(2)

决定 7 (EC-69) – WMO 支持《巴黎协定》的实施，

认识到《巴黎协定》呼吁“加强关于气候的科学知识，包括研究、对气候系统和早期预警系统的系统观测，
以便为气候服务提供参考，并支持决策（第七条第 7 (c)段）”，
另认识到需要确保就关键气候相关过程开展全球性协作（诸如区域和国家气候论坛），交换资料和产品，
将研究结果转化为业务，并为政策相关产品和服务发展和提供资料，
注意到 2017 年 11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与 WMO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中
包括以下战略合作项目：
(1)

关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年度报告和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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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适应规划和实施的气候服务，

(3)

基于观测的工具，用于改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

(4)

支持适应和减缓行动的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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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 WMO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进程的相关性和影响有所加强，近期成功
向第二十二次和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提交《WMO 温室气体公报》以及《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正体现
了这一点，
另注意到：
(1)

UNFCCC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四十七次届会对 WMO 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计划正在
制定气候状况标题指标表示关注，同时还关注 GCOS 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进展情况，

(2)

UNFCCC 附属履行机构（SBI）第四十八次届会邀请 WMO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以便分析
气候资料以及开发气候变化情景并将其应用于脆弱性和风险评估，

(3)

为了响应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的呼吁“加强气候信息的制作并用于决策”（GCF 委员会决定
GCF/B.07/04 (b)）和开发“加强 GCF 所支持活动的气候合理性的措施”，绿色气候基金（GCF）
秘书处与 WMO 就为所有 GCF 资助的活动（GCF 委员会决定 GCF/B.19/06）提供 WMO 专家服
务以开发气候合理性概念、方法学和实施方法开展了高级讨论（另见 EC-70/INF. 12.5），

(4)

用于气候投资决策的、基于证据的科学产品与信息的相关性，

进一步注意到：
(1)

在的支持下，气候风险转移方案对气候相关损失和损害管理的相关性，以及 WMO 为制定和实施此
类方案的活动所生成资料的价值，

(2)

充分挖掘 WMO 推动此类方案的潜力需要进一步开发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的技术能力以
及加大 NMHS 参与的业务开发模式，

审议了：
(1)

下一个财期的 WMO 战略运行计划草案中出现的新方向，包括通过扩大和拓宽在所有层面上提供政
策和决策支持型气候信息和服务，从而侧重于可促进气候抗御型发展的气候服务，

(2)

WMO 气候科学产品与 UNFCCC 和其他高级别政策框架和进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仙台减少灾害
风险框架、巴黎协定全球盘点机制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相关性，

决定采取综合办法为高级别政策进程提供气候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1)

为会员提供针对方法和工具的指导意见，以编写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气候的分析，从而评估《巴黎
协定》下气候行动的共同进展，并支持《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适应通报、在更透明框架下的
两年期报告、国家适应计划和气候防护投资；

(2)

继续将此类分析纳入 WMO 旗舰出版物，如关于全球气候状况年度声明和区域气候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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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一步调整 WMO 支持的涉及 IPCC 科学评估的气候分析；

(4)

持续和系统性的能力发展，以及向 NMHS 提供上述和相关领域的技术援助，尽可能利用预算外资源
并通过战略伙伴关系利用这些资源；

(5)

与伙伴和各项活动一道探索 WMO 对基于指数的气候风险转移机制的贡献；

要求 WMO 会员、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各计划（包括联合发起计划）开展协作并推进开展上述各项活
动；
要求会员提供资源捐助来提高 WMO 对支持气候风险转移工作的能力；
邀请 IPCC 秘书处和 UNFCCC 秘书处进一步开展对话；
要求秘书长：
(1)

按照上述方针继续筹备支持高级气候相关的科学政策进程，并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报告进展；

(2)

通过 NMHS 能力发展，进一步协助会员加强和维持国家气候系统观测，并提供相关气候信息作为其
政府提交的国家适应计划、国家自主贡献和气候融资项目的资料；

(3)

促进与 UNFCCC 秘书处及其运行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等相关机构的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在全球、
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实现本决议的内容；

(4)

在现有用于此类支持的专项资金的情况下，协助会员进一步参与支持气候风险转移工作。

决议 3 (EC-70)
综合卫生服务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1 (Cg-Ext.(201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

(2)

决议 47 (Cg-17) – 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3)

决议 68 (Cg-17) – 建立一个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

(4)

决定 15 (EC-68) – 实施 WMO 交叉性城市重点，

(5)

决定 62 (EC-68) – 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2016-2023 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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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水文气象和环境现象以各种方式影响人类健康结果，包括受温度升高、空气和水质下降的影响；粮
食和营养不安全；水、食物和媒介传播的疾病；紫外线辐射和环境运输化学品；并通过干旱、洪水、风暴、
高温和寒潮等高影响事件，
注意到随着全球城市地区新出现的健康风险以及中低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特殊脆弱性，空
气质量较差和极端高温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另注意到，为建立可提供综合卫生服务所需的有效机制和资源，有必要加强协调一致的方法和协调正在开
展的活动，以支持会员参与 WMO 相关计划和倡议，包括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全球大气监视计划的空
气质量工作、WMO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工作以及其他相关计划提供的活动，
进一步注意到卫生部门和气象部门之间开发、提供、获取和使用气候和相关环境信息的当前能力、经验和
合作仍未得到充分发展，一些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需要 WMO 的支持以便进一步与卫生部门合
作并分享有效做法，
铭记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并确定促进实施的适当机制：
(1)

促进相关政策的协调一致，提高对环境和天气、水和气候相关风险和解决方案的认识，以保护人类
健康，

(2)

促进科学证据的产生和应用，

(3)

建立适当的技术机制和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开发、提供、获取和使用有关天气、水和气候以及环
境对健康危害方面的资料和定制的信息产品，

(4)

编写和分发技术性和规范性指导材料、科学出版物和工具，并开展其他可支持能力发展的行动，

(5)

监测获取和使用可靠和相关的天气、气候和环境信息的进展情况，

决定：
(1)

通过更好地整合与卫生相关的天气、水、气候和环境方面的工作，加强 WMO 在全球卫生应用领域
方面的研究和服务提供工作，

(2)

通过 WMO 治理结构的持续审查产生的任何新的结构和过程，对 WMO 综合支持气候、水、环境和
气候相关健康结果的工作加以解决和促进；

要求在实施 WMO 服务提供战略时，气候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委员会（或其未来的同等结
构）侧重于加强 NMHS 的能力，以便与卫生界合作以收集和分享与卫生有关的资料，通过基于影响的预报
为卫生部门服务，并提供指导材料供 NMHS 用于改善卫生领域的服务提供；
要求秘书长：
(1)

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并在会员和 WMO 相关计划的充分投入和协调下，编写一份无缝，
全面气候、环境和卫生方面的的五年计划，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审议，包括 WMO 和
WHO 气候、环境和卫生框架合作协议（2018 年 5 月）商定的事实综合卫生服务的拟议机制和手段；

(2)

根据治理评估的结果，与 WHO 合作组建一个联合专家组，使两个组织的专家能够共同参与开发所
有会员可有效支持公共健康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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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开发 NMHS 向卫生部门提供服务的能力，为他们提供业务提供与卫生相关服务、以及向目标用
户群体提供具体的健康相关天气信息的沟通渠道和传播方法等方面的指导材料；

敦促会员：
(1)

通过分享当前提供综合卫生服务的能力、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制定综合卫生服务联合工作计划做出
贡献；

(2)

加强卫生、气象、水文和环境界在国家层面上的合作；

邀请 WHO 和相关利益相关方（包括供资机构）为制定和执行联合工作计划做出贡献，并促进必要的合作，
使会员能够充分受益于 WMO 和卫生界的能力。

决议 4 (EC-70)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中期评审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1 (Cg-Ext.(2012))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2)

决议 2 (Cg-Ext.(2012)) –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

(3)

决议 2 (IBCS-1)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

认识到：
(1)

由在领导力、治理、科学和政策等领域的杰出人员组成的独立顾问高级别任务组制定了全球气候服
务框架（GFCS）的远景，旨在建立端到端系统来提供气候服务并将其用于社会各层面的决策，此项
工作需要政治、职能和学科之间空前的跨界合作，

(2)

有效实现 GFCS 远景需要与伙伴组织及利益相关方根据其职责建立更有力的合作及伙伴关系，

注意到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管理委员会（IBCS-MC）在其第三次届会（2015 年 10 月）上建议在
GFCS 实施的第二阶段（2015 – 2018）伊始，对 GFCS 进行审议，
还注意到：
(1)

特别是通过与所有相关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磋商后，选定亚利桑那大学开展此次评审工作，

(2)

亚利桑那大学制作了中期评审报告，并提交 IBCS-MC 第五次届会（2017 年 10 月 19-20 日）进
行了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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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
(1)

IBCS-MC 讨论了中期评审报告，做出的答复是建立两个任务组：（1）审议 GFCS 的治理、管理和
财务，（2）主导旨在促进落实 GFCS 优先重点的战略；以及建立四个工作组：（1）确定气候服务
标准的需求，（2）审议并提供旨在强化 GFCS 沟通战略的指南，（3）阐明 GFCS 与主要政策议程
的关系，（4）集思广益并明确用户界面平台的概念，

(2)

任务组和工作组将制定具体的建议提交将于 2018 年 10 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 IBCS-MC 第六次
届会审议，

铭记 IBCS 管理组将根据其在 2017 年 10 月第五次届会所建立的任务组和工作组的报告来制定建议，供
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审议，
认同 IBCS 管理组启动的中期评审过程；
提请 IBCS 管理组考虑现行的有助于 GFCS 实施的 WMO 治理评审工作，并与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规划
工作组协调制定其建议，提交大会；
要求秘书长促进 GFCS 治理、管理和财务评审与 WMO 治理评审之间的信息交换，以确保这两个过程互通
情况；
要求 IBCS 主席根据 IBCS-MC 第六次届会的结论以及关于任务组和工作组就 GFCS 中期评审结果的建议，
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 GFCS 后续实施步骤的具体建议进行审议。

决议 5 (EC-70)
气候委员会在其第十七次届会上的建议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气候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1216），
决定批准该报告并就其中的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1)

建议 1 (CCl-17)-审议涉及气候委员会的执行理事会决议和决定
当讨论本届会议题 20 时考虑该建议；

(2)

建议 2(CCl-17)-加强整合及协调 WMO 促进提供可支持政策和决策的气候信息及服务
批准此建议并纳入建议 3 (EC-70)；

(3)

建议 3(CCl-17)-继续并加强气候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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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考虑在现行 WMO 治理评审中气候委员会（CCl）正在进行的工作和拟可提供的服务，并同意确保将其
连续性充分纳入到治理评审结果；
(4)

(5)

(6)

(7)

(8)

建议 4 (CCl-17)-气候服务信息系统技术参考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及其它与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职能及运行有关的机构支
持 CCl 制定 CSIS 技术参考；

(c)

要求 CBS 与 CCl 合作确定将在《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明确的与
CSIS 职能有关的各项活动，以向会员提供权威且充分协调的全球信息源；

(d)

要求秘书长支持在国家层面部署气候服务工具包，并促进将其它气候信息提供方的意见纳入
CSIS，包括研究机构、学术界、多边组织以及私营部门；

建议 5 (CCl-17)-每日气候观测资料国际交换的试验阶段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各会员积极支持试验阶段；

(c)

要求 CBS 与 CCl 磋商协助进行每日气候观测资料国际交换试验阶段的业务实施，包括提供关
于报告规范的手册；

(d)

要求秘书长向会员通报关于建议的每日气候资料国际交换的实施详情，并与相关技术委员会
密切磋商，开发将此方式扩展到海洋观测等其他类型观测上的可能性；

建议 6 (CCl-17)-区域和国家尺度气候变化预估的使用和释用的良好规范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 WMO 区域气候中心（RCC）和 RCC 网络承担起强烈建议的区域气候变化预估职能，
以便促进良好规范；

(c)

要求秘书长支持在所有区域实施良好规范指南；

建议 7 (CCl-17)-利用 WMO 标准基础设施和监管框架强化业务气候监测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 CBS 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并支持 CCl，以确保 WMO 标准基础设施和监管框架可用于提
供 WMO 气候资料、信息和产品；

建议 8(CCl-17)-全球季节气候最新报告业务化
(a)

批准该建议；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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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求 CBS 通过 CBS/CCl 次季节到更长时间尺度业务预测跨计划专家组，支持全球季节性气
候最新信息（GSCU）的进一步开发和业务协调；

(c)

要求由韩国气象厅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联合协调的 WMO 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
中心（LC-LRFMME）将 GSCU 制作及分发纳入到 LC-LRFMME 业务安排中；

建议 9(CCl-17)-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综合能力开发过程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尤其是 CBS、水文委员会（CHy）和农业气象委员会（CAgM）以及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以及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与 CCl 就 CSIS 实施的能力开发事宜积极合作，包括宣传在内；

(c) 要求秘书长通过 WMO 国家概况资料库，利用 WMO 气候服务清单，监督气候服务能力改进；
(10) 建议 10(CCl-17)-通过落实气候服务提供能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 WMO 区域培训中心（RTC）促进开发和提供气候服务基本教学包；

(c)

邀请 RCC 与 RTC 协调其培训职能；

(d)

要求秘书长：

（i）协助那些提供培训计划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结对以支持各会员对开发其气候技术人员能力的
需求，
（ii）推广使用混合培训法（远程和面对面学习），
（iii）促进关于开发具更高水准教育计划和技术培训的国际合作；
(11) 建议 11 (CCl-17)-批准《气候规范指南》（WMO-No. 100）第三版的更新版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向各会员提供该指南的更新版，并促进将其译成其它 WMO 官方语言；

(c)

要求与 JCOMM 联络，更新下一版《气候规范指南》；

(12) 建议 12(CCl-17)-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国家联络人
(a)

批准该建议；

(b)

批准本决议的附录所述的 CSIS 国家联络人的职责；

(c)

敦促各会员建立 CSIS 国家联络人，并促进其在履行其职责方面的工作；

14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d)

要求秘书长与 CCl 和 GFCS 密切协调，支持为 CSIS 国家联络人提供必要的指导、工具和培
训。

决议 5 (EC-70)的附录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国家联络员
职责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的国家联络员与国家层面上气候服务实施的技术方面密切合作。指定 CSIS 国
家联络员并不取代负责其他技术方面工作的技术联络员。
其主要职能包括：
(1)

(2)

促进运行 WMO 推进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机制，其活动包括：
(a)

促进寻求获得实施气候服务支持的伙伴组织的参与，

(b)

实施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 WMO 推动 GFCS 的各种活动和成果目标 1（为针对气候敏感型
国家优先重点的气候服务规划、实施和结果监测调动体制、技术、财务及人力资源），

(c)

筹备制作与气候相关的高级政策进程和联合国系统联合行动有关的产品，例如追踪高影响事
件相关损失和损害的目录、制定国家适应计划和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以及国家气候监测
产品等，

(d)

持续审查国家层面上实施 GFCS 框架内的 CSIS 新特点，并通过更新气候服务清单和 WMO
国家概况数据集包含的 WMO 调查表，定期报告现状和优先需求，

(e)

筹备制定国家层面上实施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的短期和长期行动计划，

(f)

监测 CSIS 业务运行的能力需求，确定和协调获取相关的能力发展资源以满足这些需求，包
括通过员工培训、与先进的服务和专家进行结对安排、国家部署气候服务工具包、以及参与
区域气候中心（RCC）和区域气候论坛（RCF），

作为与参与支持国家层面上实施气候服务的 WMO 实体（如 WMO 和联合发起计划、技术委员会联
络人、区域协会各工作组、气候和 GFCS 联络员、RCC 和全球制作中心（GPC））进行联络的主要
联络员，并促进这些实体的贡献符合应对国家气候服务相关技术优先重点和需求。

决议 6 (EC-70)
WMO 对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
执行理事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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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1)

决定 40 (EC-68) – WMO 对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机制，

(2)

决定 8 (EC-69) – 对 WMO 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

(3)

WMO 长期观测台站认证机制以及其候选清单和已认证的台站（通过 WMO 区域协会,详见
https://public.wmo.int/en/our-mandate/what-we-do/observations/centennialobserving-stations），

认识到保护长期观测台站（包括百年台站）是会员的政府维护不可替代的气候遗产来满足当代及子孙后代
对长期高质量气候记录需求的责任，
满意地注意到：
(1)

2017 年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九次届会上批准了一批代表 WMO 所有区域协会的 60 个台站；这是
WMO 对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机制的开端。有些会员借此机会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庆祝此项 WMO 认
证，

(2)

会员提供了补充信息用于重新评估在 2017 年未提交认证的 26 个候选台站，

(3)

代表五个区域协会的 25 个会员提交了 72 个候选台站，以响应 2017 年底 WMO 第二轮候选征集活
动，

(4)

负责长期观测站认证的咨询委员会审议了 98 个候选台站，其中 57 个被评估为可被执行理事会在其
第七十次届会上认可，其余的则需与会员合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还注意到上述候选台站的评估由特设咨询委员会负责，成员来自气候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仪器和观
测方法委员会以及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计划，
进一步注意到会员已提交并要求进一步分析的候选台站仍在咨询委员会的评估中，或提交供未来认证或向
会员做进一步反馈，
认同关于认证 57 个百年观测台站作为本决议附录中所列长期观测台站的建议；
邀请会员进一步努力，以获取可持续、高质量的长期观测资料，继续与 WMO 认证机制开展合作，并酌情
在最高的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层面加以促进；
要求秘书长进一步促进 WMO 对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改进认证机制的做法，以便更及时地向会员提供有
关其提名状况的及时反馈，并在 2019 年再发布一轮候选台站的提名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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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 (EC-70)的附录
WMO 对长期观测台站的认证
咨询委员会评审摘要

推荐认证的百年观测台站一览表（57 个台站）
区
协

1

国家
摩洛哥
南非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
津巴布韦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2
泰国
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

3

阿根廷

智利

墨西哥
4
美利坚合众国

奥地利

6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捷克
芬兰

台站，WMO 编号（若适用）

观测起始年

Casablanca, 60155
Zuurbekom, 68351
Bukoba, -Songea, -Bulawayo Goetz, 67964

1911
1899
1893
1908
1897

Akkol, 35085
Aral tenizi, 35746
Mikhailovka, 29802
Khudjant, 38599
Murgab, 38878
Chiang Mai, 48327
Kanchana Buri, 48450
Ubon Ratchatai, 48407
Fergana, 38618
Tashkent, 38457
Phu Lien, 48826

1909
1884
1907
1866
1894
1911
1911
1911
1880
1867
1906

Base Orcadas (Antarctica), 88968
Ceres, 87257
La Quiaca Observatorio, 87007
Malargüe, 87506
Pilar Observatorio, 87349
Juan Fernandez, 85585

1904
1896
1902
1914
1907
1901

Central Tacubaya, 76680
Merida Aeropuesto Intl, 76644
Zakatecas (La Bufa), 76525
Buffalo Bill Dam, -Purdum, -Saint Johnsbury, -University Experiment Station
(Alaska), --

1877
1898
1877
1905
1902
1894

Graz University, -Innsbruck University, -Stift Zwettl, -Kneja, 15520
Obrazcov Chflik, -Sliven, 15640
Zagreb-Gric, 14236
Prague-Klementinum, 11515
Helsinki, 02978
Kuusamo Airport, 02869

1894
1877
1883
1910
1890
1889
1861
1775
1844
1909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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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协

国家
冰岛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西班牙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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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WMO 编号（若适用）

观测起始年

Stykkisholmur, -Teigarhorn, -Moncalieri- Collegio Carlo Alberto, -Osservatorio Valerio, -Osservatorio Ximeniano, -Roma Collegio Romano
Urbino – Osservatorio Alessandro
Serpieri, -Vigna di Valle, 16224
Mersrags, 26324
Priekuli, 26335
Panevezys, 26529
Barcelona (Observatorio Fabra), -Armagh, -Llysdinam, -Morpeth, Cockle Park, -Odesa, 33837
Poltava, 33506
Uman, 33587

1846
1881
1859
1871
1813
1787
1850
1910
1895
1912
1894
1913
1836
1882
1897
1866
1886
1886

决议 7 (EC-70)
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第 78 次修订”（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3）由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ICAO）理事会于 2018 年 3 月 7 日通过，除载有适用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或 2020 年 11
月 5 日的预设适用日期的条文外，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生效并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起适用，
另注意到对该公约附件 3 的第 78 次修订已与 WMO 充分协调，
进一步注意到已建立的程序应确保该公约附件 3 和《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保持一致，
批准对《技术规则》第二卷的修订，确保与该公约附件 3 第 78 次修订（详见本决议的附录）保持必要的
一致；
要求秘书长：
(1)

安排迅速出版经修订的《技术规则》（WMO-No.49）第二卷。

(2)

在航空气象委员会(CAeM)主席的协助下，审议并酌情发表对相关 WMO 指导材料的更新，以确保
与《技术规则》第二卷的修订版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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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秘书长在 CAeM 主席的协助下，并与 ICAO 协调，寻求机会，通过排除 WMO 和 ICAO 与国际空中导
航气象服务相关的监管和指导材料的重复或冗余来提高效率。

决议 7 (EC-70)的附录
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此次修订是为与 ICAO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3 的第 78 次修订（2018 年 3 月 7 日通过）保持一致；
下文取自 ICAO 附件 3 第 78 次修订，作为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的基础。
经执行理事会批准后，加入了第 78 次修订的《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将由 WMO 以 2018 年
版发布。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二卷–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的修订

决议 8(EC-70)
航空气象科学研究和发展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定 44（EC-68）- 跨委员会航空研究项目，其特别批准了拟组织有研究界、业务界和用户界广泛
参与的 WMO 科学活动，旨在确定需求以及规划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全球空中导航计划（GANP）航
空系统组块升级（ASBU）方法的组块 1 和组块 2 期间的研究活动，
满意地注意到 2017 年 11 月 6-10 日在法国图卢兹组织的 WMO 航空气象科学大会，以及可提供的会议
记录出版物（《2017 年 WMO 航空气象科学大会文件汇编》（AeroMetSci-2017）（AeM SERIES No.
2）和大会网址，通过它们可查阅所有相关的技术资料以及会议成果，
审查了本决议附录所列 AeroMetSci-2017 的建议，这些建议根据国际民航不断增长的需求和预期以及对
气候变化和变率对目前及未来的航空业务潜在影响的更高认识，为未来科学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了共同远
景，
关切地注意到 AeroMetSci-2017 的一系列建议都涉及需要将研究结果快速转化为业务，
另注意到航空业仍然是几乎所有 WMO 会员的优先客户和活动，此外，向航空用户提供气象服务的方式正
在发生重大变化，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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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批准 AeroMetSci-2017 的建议；

(2)

航空气象委员会（CAeM）、大气科学委员会（CAS）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应制定有效的机
制，以便将研究成果及时地转化为业务，从而确保航空业务服务的持续改进；

(3)

CAeM 应与其它相关委员会合作，探索如何有效地将航空气象信息转化为空中交通管理行为，以便
能够在战略计划中将航空用户的战术前和战术决策需求进行全面整合。

要求 CAeM 主席、CAS 主席和 CBS 主席确保各技术委员会能充分交流 AeroMetSci-2017 的成果，并将
其用于指导未来的科技发展，以支持不断变化的航空需求；
要求各区域协会主席考虑会员如何在区域或次区域层面将 AeroMetSci-2017 成果充分服务于航空用户的
气象需求；
呼吁各会员评审并采用 AeroMetSci-2017 成果，以便加快从研究向业务的转化，尤其是可通过业界伙伴
关系对此加以推动，而这种关系有的已在国家和/或多国层面上存在，有的应该予以建立，这样可尽量让公
共和私营部门参与进来，
要求秘书长：
(1)

根据不断发展的 GANP 和 ASBU 方法以及 WMO 与 ICAO 之间的工作安排，确保 ICAO 及其它航
空利益相关方随时掌握关于气象科技发展方面的进展；

(2)

根据航空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技术发展情况，包括跨委员会（CAeM、CAS 和 CBS）航空研究
示范项目的成果，提供必要的资金，维持一定的支持水平以应对会员在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领域
的需求，包括未来组织类似航空气象科学大会的资源。

决议 8(EC-70)的附录
2017 年 WMO 航空气象科学大会的建议和声明
下列内容以建议和声明的形式列出 2017 年 11 月 6-10 日在法国图卢兹召开的 2017 年 WMO 航空气象
科学大会（AeroMetSci-2017）的各项成果：
建议 1
在以科学支撑航空气象（MET）观测、预报、咨询和预警的背景下，大会建议：
(1)

研究活动需要改进对资料的获取，尤其是空基观测资料，以支持将检验、验证和校准作为促进持续
改善的部分推动因素；

(2)

应与用户合作开展研究工作，以确保满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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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一经验证后应加快其向业务转化的进程并进行充分沟通；

(4)

需要通报不确定性以便为风险管理提供依据，但这仍是一项挑战，需进一步研究和指导；

(5)

应当更明确地确定并阐释 MET 灾害及其对航空的影响。

建议 2
在整合、用户案例、适用性和服务提供的背景下，大会建议：
(1)
(2)

应积极鼓励在 MET 和空中交通管理（ATM）界内部及之间开展密切合作，将其作为开展影响评估的
前提以及未来全球实现互可操作及协调的抓手；
确定 ATM 用户需求应当是定制适用 MET 解决方案的前提；

(3)

MET 信息必须转为 ATM 行为，以便在战略规划中将战术前和战术决策阶段进行全面整合；

(4)

有适当验证和校准的概率方法应当用于向用户更好地传达存在哪些固有的预报不确定性及其程度；

(5)

应当通过可带来质量更高且更适用于预报的集合方法，进一步混合 MET 参数，但承认可能会掩盖极
端事件；

(6)

在 ‘大数据’时代，可以推行人工智能等机器学习，以优化 MET 对 ATM 的支持；

(7)

设计可向飞行员及其它利益相关方提供协调的 MET 信息的系统时应进一步考虑标准化及协同决策
（CDM）的必要性；

(8)

日益自动化的 ATM 业务环境将需要支持面向最终用户的 MET 教育计划；

(9)

对于成熟的优先 MET 产品和服务，应加快研究向业务的转化过程。

建议 3
在气候变化和变率对航空的影响及相关科学需求的背景下，大会建议：
(1)

气候变化和变率对降至局地尺度的地面及空中航空业务的潜在影响必须要加以充分研究和通报；

(2)

减缓极端天气事件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则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共同努力。
此外，气象学和航空领域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开展合作，包括通过 WMO 和 ICAO，以便就健全
及可持续的全球解决方案建立共识；

(3) 应对气候变率则需要航空用户方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虽然高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率预计将会增加，
但与常态相比频率不高。随着对空域容量需求的增加，在气候变化情景中，可预见的全球航空持续
增长会带来新的挑战；
(4)

更多提供和获取高质量实地气象参数观测资料（包括水汽）是改进气候预测模式能力的关键助力。
此类资料的保存对于验证和校准气候预测至关重要；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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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情景会使当今机场、空域和机身设计及操作的某些标准在未来数年或数十年显出不足。鉴
于世界气候变化（变暖）的（目前）速率，仅以过去的气候记录作为机场的未来气候指标可能是不
够的。

声明
大会声明：
(1)

目前在航空气象（MET）领域进行着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应利用这种协作式的科学优势，以便能够
建立未来的全球空中交通管理（ATM）系统；

(2)

航空远景是未来建立更安全、更高效和更环保的全球互可操作及协调的 ATM 系统，而作为这一远景
的关键助力，MET 只有以航空用户的需求、新建和改善业界伙伴关系、信任、透明和开放为基础，
通过将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更快地转化为业务，才能发挥其作用；

(3)

鉴于对气候变化和变率对航空业务的潜在影响可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研究界应继续推进相关的
科学，并以用户可充分了解的方式加以传播。

决议 9 (EC-70)
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全球和区域概貌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定 42（EC-69）– 航空气象服务的未来，它尤其涉及到 EC-69 关于航空气象服务的未来特别对
话成果以及相关后续行动，
满意地注意到 WMO 出版了《2016-2017 年航空气象服务提供全球调查报告成果》（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AeM SERIES No. 1），内有关于全球和区域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概貌的具体结果以及一般结
果、趋势和建议，
审查了本决议附录中所列 CAeM 全球调查的主要结果，
决定各区域协会主席经与 CAeM 主席协调，应：
(1)

制定一项机制，从而可将全球调查结果（必要时可降至区域或次区域层面）用于为那些最需要协助
才可提供航空气象服务的会员建立具优先性、具针对性和具适当资助的能力开发活动；

(2)

从区域层面审议全球调查的结果，并协助各自区域的会员向 CAeM 提供国家现行规范的定期更新信
息，

要求 CAeM 主席确保 CAeM 能够对全球调查结果（包括确定会员在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面的挑战以及差距）
进行充分通报，并用于指导 WMO 航空气象计划的未来优先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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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尤其是在国家法律/监管框架及成本回收等问题的背景下分析 CAeM 全球调查结果，以便确定在航
空气象服务提供方面确认的趋势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影响以及确定通用规范，并敦促会员从 2020 年
初步并在之后定期向 CAeM 提供国家现行规范的更新信息；
要求秘书长提供必要资金以支持会员解决在 CAeM 全球调查中所确定的问题，尤其是与航空气象服务提供
有关的挑战和差距，并收集会员关于国家现行规范的定期更新信息。

决议 9(EC-70)的附录
2016-2017 年航空气象委员会航空气象服务提供全球调查的主要发现
MWO、AMO 和 AMS 职能
调查的主要重点之一是 ICAO/WMO 气象监视台（MWO）、机场气象台（AMO）和航空气象站（AMS）
的服务提供职能。
在全球范围，目前有大约 230 个 MWO 和至少 600 个 AMO 以及 1250 个 AMS 服务于国际民航 1。此外，
为全球大约 2500 个国内机场提供航空气象服务。
各国和地区内部及之间以及各区域之间针对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面有各种安排和条件。WMO 会员间航空
气象服务提供方（AMSP）的成熟度差异显著。
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近 60%），MWO、AMO 和 AMS 职能均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提
供。空中交通服务（ATS）部门是第二大提供方（在 15-25%之间），行使 MWO 职能的占 25%，而军
事机构、机场当局和商业气象服务提供商也属于 AMSP 群体。承担 ICAO/WMO 职能的绝大部分各类实体
已得到通知可以开展 AMS 服务提供。在 20%的国家和地区中，AMS 服务提供是由这些实体共同负责。
25%的会员并不负责保持对飞行情报区的持续气象监视，因此没设置 MWO。在那些负责保持对某个（多
个）飞行情报区进行持续气象监视的会员中，64%的会员负责一个 MWO，5%的会员负责两个 MWO。
总之，有超过 80%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到五个 MWO。然而，有三个国家拥有五十多个 AMO，总计建立了
约 600 个 AMO。
虽然过去存在的 AMO 数量的准确资料不易得到，但是认为，目前的 AMO 数量近年来有所减少，原因在于
越来越多的 AMO 职能都是通过区域化或中央化来履行。换言之，AMO 不再总是有形设置在机场。
四分之三的会员有 1-5 个 AMS，而 12%的会员有 6-10 个 AMS。其余会员有 21-50 个 AMS 不等。值
得注意的是，三个会员分别负责提供 67、71 和 153 个 AMS。
近 50%的会员表示计划向全自动机场观测转换，而 3%的会员已经开展此项工作。近 40%的会员表示，
它们并未计划向全自动机场观测转换。各区域协会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巨大。
在各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各区域之间，不向全自动机场观测转换的理由差异巨大，其中包括担心质量问题、
缺乏资金或存在负面商业案例以及有选择混合方法的国家和地区。

1

AMO 和 AMS 的数量不含未做出答复的 18 个会员的气象台和气象站。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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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70%）的国家和地区中，AMS 的气象观测资料可免费提供给 NMHS。在 6%的案例中，有
一项收费涉及到 NMHS，在 5%的国家和地区中，观测资料根本不提供给 NMHS。有十七个会员（9%）
表示，在其国家或地区中存在着关于气象观测资料共享和提供方面的问题。

监管框架
在国家和地区的全国性法律/监管框架中明确体现出 ICAO 和 WMO 的监管规定。在近 80%的会员中，
MWO、AMO 和 AMS 的职能分配是通过正式指定服务提供方。
所有做出答复的国家和地区并未统一使用‘气象管理部门’的概念。许多 AMSP 不再履行监管机构的职责，
对于许多承担 AMSP 的 NMHS 而言，这种情况在以往非常普遍。在 70%以上的会员中，已经实行监管、
服务提供和监督等职能分立。
25%的会员认为，提供监督的实体不具备航空气象领域充分的专业知识。有些会员确定了各种监督不足之
处：从完全没有监督到需要更多指导和帮助等。

质量管理体系（QMS）的实施

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AMSP 已全部（68%）或部分（14%）实施了 QMS。与往年相比，这是显著
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30%以上的会员面临着监管风险，原因在于缺少 QMS 或仅部分实施了 QMS。
对此类不达标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缺少资金和/或人力资源，抑或政府不够重视。
在完全实施 QMS 的 AMSP 中，每八个当中仅有一个经过 ISO 9001:2015 QMS 标准的认证。鉴于到
2018 年 9 月需要从 ISO 9001:2008 过渡到 ISO 9001:2015，又鉴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缺乏实施 QMS，
因此认为，各会员仍需付出显著努力以实施 QMS 和/或转换到 ISO 9001:2015 标准。

航空气象人员的能力和资质
WMO 采用了航空气象人员能力评估标准（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适用）以及航空气象预报员资质标准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适用）。近 70%的国家和地区已建立起国家航空气象人员能力计划。能力评估
（再评估）的频率通常在 1-5 年之间。
在近 50%的国家和地区中，AMSP 完全遵守 WMO 关于航空气象观测员和预报员能力评估要求以及航空气
象预报员资质标准。30%的会员表示正在进行中，10%尚未启动，还有 10%因未做出答复，因而不了解
情况。为此，许多会员面临着监管风险，原因在于未符合能力评估和资质标准。

包括成本回收在内的资助机制
在近 40%的国家和地区中，航空气象服务提供完全由政府预算拨款，在 20%的国家和地区中，服务提供
完全是通过成本回收机制获得资金。30%的国家和地区，资助机制包括政府提供资金、成本回收和商业收
入。有半数的国家和地区的航空气象服务提供采用成本回收。
对于许多会员，用于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成本分摊和成本回收是一个问题。最佳做法认为是会员建立了成
本分摊制度和成本回收机制。航空气象服务提供完全是由政府预算或通过航线及航空港收费的成本回收来
提供资金。如需要，可通过核心成本机制，将核心基础设施成本的公平份额划归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成本。

技术能力/水平
近 90%的 MWO AMSP 无论是否结合 SIGMET 类型或 AIRMET，都可提供 WS SIGMET。11%的会员
对此一无所知，或这些会员并没有 MWO 职责，因此，不发布 SIGMET。区域存在着差异，例如有些地区
并不提供 AIRMET，而在其它地区，不发生热带气旋，因此，不提供 WC SIGMET。三分之一的会员针对
SIGMET 制作与邻近 FIR 的 MWO 开展跨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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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80%的 AMO AMSP 在预报过程中利用 NWP 产品和临近预报产品（完全或在某种程度上），包括预警，
而占近 10%的小部分 AMSP 不使用这些产品。
近三分之二的会员针对 TAF、AIRMET、SIGMET 或机场预警开展预报验证，而根据对调查的回复，到
2019 年，预计这一数字将上升到 80%。
在开展调查时，在航空气象预报制作过程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会员使用来自 AMDAR、ADS 和/或 SSR
模式 S 的机载观测资料。

服务提供方面的挑战
会员间面临的新挑战或新兴挑战包括达到新兴技术标准，例如 IWXXM 以及满足 ATM 用户对改进气象资料
和服务的需求。
会员指出的 10 大挑战是：向 XML 转换、AMF 资质、QMS 实施/维护、观测设备维护和校准、机场观测自
动化、满足对先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成本回收实施、能力评估、SIGMET 质量以及用于航站区的先进
MET 信息和服务。
一些会员确定了其它挑战，如在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面有来自其它提供方（私营部门、商业提供商或区域
化）的竞争。尤其是在欧洲，对遵守单一欧洲天空而达到成本削减目标方面存在挑战，同时，对遵守各项
规定以及通过改进空中交通管理气象服务而提高安全性和能力等方面也存在挑战。

决议 10 (EC-70)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届会报告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在其第五次届会上的决定、决议和建议，见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届会含决议、决定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208) (见本决议的附录)，
注意到决议 1-9 的报告（JCOMM-5）；
批准：
(1)

建议 1 (JCOMM-5) –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治理机构的相关决议；

(2)

建议 15 (JCOMM-5) - 更新《海平面测量和释用手册》第五卷：雷达测量仪（IOC 手册和指南第
14 号，第五卷；JCOMM 技术报告第 89 号；2016）；

决定：
(1)

修订《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第一卷 – 全球方面，详见建议 12（JCOMM-5）修订版《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 No-558），第一卷 – 全球方面；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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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详见建议 13（JCOMM-5）- 修订版《海洋气象服
务指南》（WMO-No-471）；

要求秘书长：
(1)

进行任何后续纯编辑修订，确保相关文件的编辑一致性，并以四种 WMO 官方语言（英语、法语、
西班牙语和俄语）出版更新的手册和指南；

(2)

使相关各方关注上述决定。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EC-64），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0 (EC-70)的附录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届会报告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208，WMOIOC/JCOMM-5/3) 可参阅：WMO-No. 1208, 2018。
JCOMM-5 主要成果摘要见 EC-70/INF. 5.3(1)。

决议 11 (EC-70)
对 WMO 会员的海洋和沿海服务支持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对 WMO 提出的旨在强化海洋服务的建议和情景方案，见《海洋服务评估报告》(已于 2017 年三月
提交给 WMO 秘书处，见本决议的附录)，此报告是特设工作组根据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 WMO 要提
升其海洋服务作用的要求而编写，以便评估 WMO 的海洋服务，
另注意到关于促进向 WMO 会员推出海洋服务的摘要建议 (见 EC-70/INF. 5.3(2)以获得更多信息)；
考虑到：
(1)

决定 16（JCOMM-5）- 批准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远景、新结构和治理(见 EC-70/INF.
5.3(1))，

(2)

决议 8（JCOMM-5）- 服务预报系统计划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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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0（JCOMM-5）–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届会工作计划和资源
– 尤其是缺少专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开展支持的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各项服务活动（秘书处支持和财务由 WMO 海洋气象和海洋事务处提供），

认识到根据国际海事组织（IMO）和 WMO 服务条例，提供 IMO/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
（WWMIWS）以及组建由所有 METAREA 协调员组成的委员会，以协调和改进服务提供；
认同 WWMIWS 委员会可发挥作用，统筹协调满足 IMO 极地规则中所述极地水域船舶的气象海洋信息需
求，并进一步考虑遵循以极地地区为重点的服务提供计划；
回顾到决议 6（Cg-17）-海洋天气预报员的能力要求，
考虑到决议 5（JCOMM-5）-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委派 JCOMM 管
理委员会将海洋能力纳入 JCOMM 工作活动，并通过“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的工作和委员会（决定
16(JCOMM-5)-批准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的愿景、新结构和治理，附录 1）为各会员制定指导材料以
开展海洋天气能力评估，
决定：
(1)

支持《海洋服务评估报告》中关于要更多专注于改进 WMO 及 WMO 会员海洋服务的要求；

(2)

通过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秘书处）和财务资源（见决定 40（JCOMM-5）），支持新强化的海上
安全服务未来远景和方向，并支持 WMO 会员内指定国家海洋服务联络人（见决议 8（JCOMM5））；

要求会员：
(1)

如果尚未提名国家海洋服务联络人，请做出提名；

(2)

参与 WMO 秘书处派发的所有服务提供评估和调查，以评估 WMO 会员在海洋服务领域的优势和不
足；

(3)

针对海洋天气预报人员以及有职责发布 WWMIWS 产品的会员制定能力评估计划，确保其预报人员
在 2023 年前有能力胜任；

(4)

考虑向 WMO 海洋气象和海洋事务处提供人员借调并提供额外资金，协助加强会员的海洋和沿海服
务，尤其是在能力和能力开发方面。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WMO）与区域协会主席协商，改善 JCOMM 与区域协会海洋服务工作组之间的
工作关系；
要求秘书长通过其国家海洋服务联络人改进与会员的沟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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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1 (EC-70)的附录
海洋服务评估报告
该报告是 2016 年 2-12 月对海洋服务评估进行的汇编。完整报告详见 EC-70/INF. 5.3(2)。

决议 12 (EC-70)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的未来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其中许多地区易遭受洪水影响，
回顾到：
(1)

决议 6（CHy-15）-洪水预报倡议和水文委员会对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的贡献，要求水文委员会
（CHy）主席在 CHy 咨询工作组相应成员以及 CHy 开放专家组的协助下，与 WMO/IOC 海洋学和
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联合主席共同协调，共同评估 CIFDP 的初始阶段，并根据评
估结果，考虑是否需要建立治理结构和程序将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转化为更可持续的
平台，从而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来应对沿海地区洪水，

(2)

决定 17（JCOMM-5）- 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的未来，批准了 JCOMM 管理委员会与 CHy 的合作
项目，在 WMO 秘书处的支持下，协调对 CIFDP 进行联合独立评估，见决议 6（CHy-15）以获得
更多信息，其目标详见(1)（见 EC-70/INF. 5.3(1)），

(3)

决议 1(EC-70)-灾害性天气预报的综合方法，决定应对三项倡议开展独立评估：CIFDP、山洪指导
系统（FFGS）以及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

注意到拟议评估 CIFDP 的结果，以及对 CIFDP、FFGS 和 SWFDP 综合活动的总体评估和任何建议的未
来治理结构安排均将上报将于 2019 年举行的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进一步注意到需要将对三项倡议（CIFDP、FFGS 和 SWFDP）的独立审议结果提供给洪水预报倡议咨询
组（FFI-AG），以使其成员能够在大会前进行充分审议 (见决议 16(EC-70)-现行水文和水资源倡议指南)，
以便通过其主席上报关于为会员提供洪水预报指南和改进的多灾种预警系统（MHEWS）的可持续和有效
服务的一致性战略，
确认 CIFDP 子项目主要由预算外资金提供资助，以及现行子项目的资金筹措及其可持续性以及与其它相关
项目和活动的协作，如 FFGS 和 SWFDP，始终面临着挑战，既要有合理的资金，又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
进行协调，
认同 FFI-AG 的建议（见决议 16（EC-70）），包括审议 CIFDP 及所建议的其它活动，因为它们将会提
高 WMO 会员的洪水预报能力，因而可促进为各国的 MHEWS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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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为 CIFDP 的评估提供财政支持，以便及时完成评估工作，并在总体 CIFDP、FFGS 和 SWFDP
建议内审议评估结果，并由 FFI-AG 主席向大会报告。

决议 13（EC-70）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WMO/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厄尔尼诺调查合作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3（EC-48）- IOC/WMO/CPPS 厄尔尼诺调查联合工作组及该决议附录所列的职责，
认识到工作组的目标，见决议 3（EC-48）的附录，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次届会上已表示会继续支持该工作组，并呼吁审议其职责（《执行理事会第
六十次届会：带决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32），3.2.3.3），
另注意到工作组是在很久以前的 2007 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第十一次届会），
考虑到 WMO 是在各计划和活动下（包括在气候委员会（CCl）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内的活动）以
及通过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全球
气候观测系统（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与政府间海洋委员
会（IOC）联合开展厄尔尼诺调查、相关信息服务调查以及社会经济影响调查，并考虑到自 2007 以来这
些工作渐渐兴起，
决定：
(1)

工作组在其职责中所述的工作，尤其是关于与 IOC 和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CPPS）的合作，应加
以更新并纳入 JCOMM 的相关活动，

(2)

废止决议 3（EC-48），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与下列机构保持联络：CBS、CCl、GCOS、GFCS、GOOS、WCRP 和致力于促
进厄尔尼诺现象知识和信息及相关能力开发活动的任何所有相关的 WMO 实体和 WMO/IOC 联合实体，
鼓励 CPPS 继续通过 JCOMM 与 WMO 和 IOC 积极合作，以便为厄尔尼诺调查做出相关贡献，
邀请 IOC 作为 IOC/WMO/CPPS 伙伴关系主要秘书处启动关闭联合工作组的过程。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EC-48），后者不再生效。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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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4 (EC-70)
农业气象委员会在其第十七次届会上的建议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农业气象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1217），
决定赞同该报告并就其中的一些建议采取行动，如下：
(1)

建议 1 (CAgM-17) – 干旱和荒漠化
(a)

批准该建议；

(b)

提请会员：
(i).

鼓励在国家和区域各部门和组织之间公开分享农业、气象和水文资料，以改进与干旱
有关的决策并支持开发干旱早期预警系统；

(ii).

支持秘书长进一步执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建议；

(iii). 酌情实施干旱综合管理计划（IDMP）在干旱综合管理三大支柱方面的各项活动：干旱
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干旱脆弱性和影响评估以及干旱防备等；
(c)

要求秘书长：
(i).

继续与 UNCCD 和其他组织合作开展东南欧干旱管理中心的各项实施行动，并探索在
其它地区建立类似的中心；

(ii).

继续与 UNCCD、FAO、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合作实施干旱综合管理计
划；

(iii). 确保与 WMO 干旱活动在 IDMP、FAO 农业水短缺框架、UNCCD 干旱倡议和地球观
测组织全球农业监测计划等方面开展有效的协作；
(d)

(2)

(3)

要求所有相关的技术委员会、计划和区域协会与 CAgM 及 IDMP 专家进行联络，并与 CAgM
及 IDMP 在干旱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干旱脆弱性和影响评估以及干旱防备等方面建立协同
作用，特别是涉及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水文现状与展望系统和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
编目等方面；

建议 2 (CAgM-17) – 农业气象的现状和取得的进展
(a)

批准该建议；

(b)

邀请会员确保其国家概况资料库（CPDB）联络人向 CPDB 提供其关于农业气象和干旱事宜
的最新情况；

建议 3 (CAgM-17) – 农业气象培训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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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就农业气象教育和培训课程及工具的提供及内容与各 WMO 区域培训中心和专业
中心密切联系，以便加强和扩展该学科的培训计划，以确保对已确定的农气工作者的培训要
求做出充足的响应，并了解全球农业气象优秀中心的潜在作用；

建议 4(CAgM-17) – 审议 WMO 治理机构的相关决议
在讨论本届会议题 20 时审议该建议；

(5)

建议 5(CAgM-17) – 继续开展并加强农业气象委员会的工作
同意在正在进行中的 WMO 治理审查过程中要考虑农业气象委员会现行的工作和拟定的可交付成果，
以确保将其连续性纳入治理评审结果中。

决议 15 (EC-70)
修订《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第五部分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4（Cg-17）-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与公共天气服务能力相关技术规则的报告，

(2)

决议 6（Cg-17）-海洋天气预报员的能力，

(3)

决议 32(Cg-17)-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14)有关全球电信系统、资料管理和 WMO 信息系统
相关技术规则的报告，

(4)

建议 10 (CCl-17)- 通过落实气候服务提供能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注意到：
(1)

基本系统委员会管理组在其第十八次会议（2018 年 3 月 29 日，日内瓦）上的决定，认同了公共天
气服务提供高级能力及其关于应将其审议列入世界气象大会议题的建议，

(2)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管理组在其第十五次会议（2018 年 3 月 26-29 日，日内瓦）的决定，认同
了观测、仪器仪表、校准和网络与计划管理等四组能力，并要求 WMO 秘书处将其作为有关能力的
新篇章纳入《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8）并将之提交“教育与培训办公室”，以纳入
《技术规则》，

考虑到高级别能力已修订，连同附录 1 中列出的全面修订后的公共天气服务提供能力框架都符合新出版的
《能力指南》（WMO-No.1205），旨在促进明确测试参与公共天气服务提供的工作人员的能力水平，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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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本决议附录 1 中的 WMO 公共天气预报人员基本能力要求；
批准拟议对《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第五部分的修订，见本决
议附录 2；
要求秘书长安排对《技术规则》第一卷的修订工作，并做出任何必要的编辑修订。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13 (EC-69)，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 15 (EC-70)附录 1
WMO 公共天气预报人员基本能力要求
从事业务预报 1的人员的工作能力要求可分为五类顶级能力，应考虑到下列所示条件（a）至（c）：
(a)

由国家确定的公共天气服务（PWS） 2责任范围；

(b)

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

(c)

气象和水文的社会需求、当地的程序和优先事项。

公共天气服务预报员应能成功完成 BIP-M2（根据经修订的 WMO-No.49 第一卷的规定）。考虑到上述
(a) 到 (c) 三个条件，应能够完成下列五个顶级能力中所述的工作：
(1)

持续分析和监测不断变化的气象和/或水文状况；

(2)

预报气象和水文现象和参数；

(3)

发布灾害性气象和水文现象的预警；

(4)

将气象和水文信息通报给内部和外部用户；

(5)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这些顶层能力的每一项扩展为绩效标准，表达和结构更加清楚，有利于评估程序的清晰运用。这些能力依
托一系列促进技能（如数值天气预报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可转移技能（不是气象专用的工作技能，如问题
解决和人员管理等）。每一项顶级能力还与一系列背景知识和技能相关，这些知识和技能对于履行规定的
职责至关重要。

1
2

从事业务预测的人员可以在各种专业领域工作，包括航空、海洋和公共天气服务。
针对预报员能力，术语“PWS 预报员”是指负责制作和提供公共天气预报和预警的预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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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续分析和监测不断变化的气象和/或水文状况

1.1

能力说明

持续对气象/水文参数和重要气象/水文现象的观测和预报进行分析和监测，以确定是否需要根据记录的阈
值、规程和条例来发布、取消或修订/更新预报和警报。
1.2

绩效标准

(a)

分析、释用和诊断资料和信息，以确定与预测职责范围有关的气象/水文特征；

(b)

监测气象/水文参数和不断变化的重要气象/水文现象，并根据这些参数验证当前的预报和预警；

(c)

根据记录的标准和阈值评估是否需要修改预测和更新预警；

(d)

监测与近期气象和水文事件影响有关的信息。

1.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对气象和水文服务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预报和警报对用户和决策者的影响，特别是对公共安
全的影响的理解；

(b)

对天气学、动力学和物理气象学的关键要素以及核心分析/诊断技能的了解至少达到 BIP-M 水平；

(c)

应用气象和/或水文分析及诊断的理论、方法和规范；

(d)

能够在多个维度（空间，时间）可视化/概念化气象和/或水文信息；

(e)

了解地形、土地覆盖和（如相关）水体和/或雪原对局地气象的影响；

(f)

释用原位和遥感观测及资料；

(g)

了解气象和/或水文传感器及仪器的特征；

(h)

熟悉气象和/或水文资料的获取、加工和同化，包括质量控制；

(i)

了解与观测以及预报及预警产品有关的程序、标准和技术法规。

2.

预报气象和水文现象和参数

2.1

能力说明

根据文件记载的需求、优先重点和截止时间来制作和发布对气象和/或水文参数和现象的预报。
2.2

绩效标准

(a)

根据需要，使用适当的工具来预报气象/水文现象和参数，包括预报的不确定性；

(b)

确保根据关于内容、准确性和及时性的国家或地区做法、相关守则和技术规则制作和发布预报；

(c)

在可行的范围内确保对气象/水文参数和现象的预报在职责范围内（空间和时间上）保持一致；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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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为其他区域发布的预报，并根据需要与邻近地区联络。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核心的诊断和预测预测技能达到 BIP-M 水平；

(b)

了解数值天气预报（NWP）和其他预报应用中使用的方法；

(c)

了解预报室使用的 NWP 模式的优势、局限性和验证结果，以及为适应这些所需进行的预报调整；

(d)

了解适用于气象和水文信息的统计方法；

(e)

了解预报的概率方法，例如通过集合预测系统提供的方法；

(f)

严格比对各类预报模式、释用观测资料和气候资料以及整合该信息，以便合理估算最可能的天气演
变、其他演变及与之相关的不确定性；

(g)

释用不同时间尺度的模式输出；

(h)

判断以确定哪些观测、模型、背景和影响信息最相关，特别是在非常短期的预报中；

(i)

了解气象和水文事件对用户及其决策过程的潜在影响。

3.

发布灾害性气象和水文现象的预警

3.1

能力说明

当预计会发生灾害性气象和/或水文条件，或是预计当参数将达到文件记载阈值或产生重大影响时，根据记
录的预警标准，及时发布预警并更新或取消预警。
3.2

绩效标准

(a)

预报灾害性气象/水文现象，包括空间范围、发生/中止、持续时间、强度和时间变化等；

(b)

确保根据灾害性现象及其影响的国家规程来制作和发布预警；

(c)

在可行的范围内确保对气象/水文现象的预警在职责范围内（空间和时间上）保持一致；

(d)

监测为其他区域发布的预报，并根据需要与邻近地区联络；

(e)

保持对灾害性气象/水文现象影响的认识，这些现象是预警和通告的主题。

3.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预报办公室使用的具体产品制作和分发系统；

(b)

掌握预警制作工具的知识和技巧；

(c)

了解发布预警的政策、程序和标准；

(d)

了解气象和水文事件对用户及其决策过程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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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气象和水文信息通报给内部和外部用户

4.1

能力说明

充分了解用户需求，并通过发布用户可以清楚理解的简洁完整的预报和预警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4.2

绩效标准

(a)

确保通过权威的通信手段和渠道并按照相关的标准操作流程，将所有的预报和预警分发给指定的用
户群体；

(b)

解释气象/水文资料和信息，必要时可包括不确定性信息；

(c)

根据需要提供情况简报并提供咨询以满足特定的用户需求。

4.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向所有相关媒体向公众提供预报和预警信息的标准、程序和传播方法，包括所需的影响信息；

(b)

了解向应急管理合作伙伴提供预警信息的规程，包括有关可能的影响和减缓活动的信息；

(c)

了解用户对气象和/或水文信息的需求和使用情况；

(d)

认识到可将气象学和水文学应用于人类活动和特定用户。

5.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5.1

能力说明

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采用质量管理系统流程，保持气象和水文预报、预警和相关产品的质量。
5.2

绩效标准

(a)

使用本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

(b)

验证气象和水文资料、产品、预报和预警（时效性、完整性、准确性）；

(c)

评估已知误差特征（偏差、可达到的观测准确性和遥感方法）的影响；

(d)

监测业务系统的运转并在必要时采取应急行动；

(e)

根据需要推进案例研究和发表评论，包括吸收用户反馈和影响信息；

(f)

指导初级工作人员并根据需要提供支持和建议。

5.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标准作业程序和应急程序；

(b)

了解预报室常用技术和技术的知识；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c)

了解有关气象和水文预报和预警的核查和验证程序；

(d)

了解用于编写案例研究和反馈的方法，以提高预报和预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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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播报员和发布人员的能力要求
这些能力要求适用于专门从事媒体工作并定期在电台或电视上播报天气信息，为天气网站和/或社交媒体编
写材料，进行媒体联络并积极参与教育/宣传活动的人员。尽管认识到从事这些活动的一些人可能没有预报
背景，但要符合和了解 WMO 对从事业务预报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
从事天气播报和发布的人员的工作能力要求可分为四类顶级能力。考虑到上述 (a) 到 (c) 三个条件：
(a)

地理责任区；

(b)

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

(c)

气象和水文的社会需求、当地的程序和优先事项。

天气播报员和发布人员应该能够执行以下顶级能力中指出的工作：
(a)

随时了解不断变化的气象和/或水文状况、更新的预报和预警/以及预期条件的影响等；

(b)

汇集符合用户对于传播和提供需求的气象和水文信息；

(c)

通过广播和其他媒体宣传气象和水文信息以及潜在的影响；

(d)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这些顶层能力的每一项扩展为绩效标准，表达和结构更加清楚，有利于评估程序的清晰运用。这些能力依
托一系列促进技能（如数值天气预报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可转移技能（不是气象专用的工作技能，如问题
解决和人员管理等）。每一项顶级能力还与一系列背景知识和技能相关，这些知识和技能对于履行规定的
职责至关重要。
1.

随时了解不断变化的气象和/或水文状况、更新的预报和预警/以及预期条件的影响等

1.1

能力说明

不断监测气象/水文参数和重大气象/水文现象的观测、预报、预警和影响，以提供天气广播、分发产品、
简报和其他通信的内容。
1.2

绩效标准

(a)

监测气象/水文参数和不断变化的重大气象/水文现象；

(b)

监测对预报的更正和对预警的更新；

(c)

监测与近期气象和水文事件影响有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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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天气学、动力学和物理气象学的关键要素；

(b)

了解地形、土地覆盖和（如相关）水体和/或雪原对局地气象的影响；

(c)

释用原位和遥感观测及资料；

(d)

了解气象服务提供方的日常预报和预警分发时间表；

(e)

了解与相关 NMHS 发布的天气预警有关的阈值和规程；

(f)

了解灾害性气象和水文现象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2.

汇集符合用户对于传播和提供需求的气象和水文信息

2.1

能力说明

汇总气象/水文参数和重大气象/水文现象的观测、预报、预警和影响，并将其整合为连贯一致的说明和产
品，以便传播给用户。
2.2

绩效标准

(a)

以符合气象/水文情况、用户期望和需求的方式阐明天气事件；

(b)

以适合所使用的通信媒介的方式阐明天气事件；

(c)

编制可视化的图表，以支持气象/水文事件和情况传播；

(d)

应用适合服务提供环境的日常生产协议。

2.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将获取天气信息的用户/观众的范围；

(b)

了解所用传播媒体的优势和劣势；

(c)

适合所使用传播媒介的口语和书面语言的技能；

(d)

对操作天气图形软件或其他 IT 设备的了解及技能，以编制用于传播气象和水文信息的图形和 IT 相
关媒体；

(e)

必要时，了解天气播报中常用的不同技术资源（PC、服务器、混合器、放大器、摄像机等）的功能
及操作。

3.

通过广播和其他媒体宣传气象和水文信息以及潜在的影响

3.1

能力说明

以适合通信媒介和用户需求的方式向用户分发气象/水文参数和重大气象/水文现象的观测、预报、预警和
影响。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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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a)

确定天气事件和/或高影响气象/水文灾害中的关键点，并将其编制成一个连贯一致的叙述或介绍；

(b)

向用户解释和宣传预报和预警的范围和局限性，包括预报不确定性的概念；

(c)

展示气象和水文灾害预警，必要时可包括可能采取的减缓行动的信息；

(d)

在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和其他公共安全信息时，采用“单一权威声音”的概念；

(e)

制定并向外部机构和公众介绍气象和水文主题；

(f)

根据广播安排和/或其他适当的媒体规程提供气象和水文信息；

(g)

根据编辑政策制定和提供展示气象和水文信息的新图示。

3.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即将到来的气象和水文事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判断这些事件相对重要性
的技巧；

(b)

了解预报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

(c)

了解灾害性气象和水文现象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d)

了解发布预警的政策、程序和标准；

(e)

了解与灾害性气象和水文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关的减缓行动；

(f)

了解与灾害性现象有关的气象、水文、影响和减缓信息的权威来源；

(g)

熟练使用演示和可视化软件来支持讲座、研讨会和其他公众参与；

(h)

了解广播安排、截止日期和其他适当的媒体规程。

4.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4.1

能力说明

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应用批准的质量管理流程，保持气象和水文广播和其他通信产品的质量。
4.2

绩效标准

(a)

采用本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

(b)

采用商定的气象广播和其他气象和水文通信的编辑政策；

(c)

尽可能确保所有提供给用户的气象和水文信息是一致的、先行的和最新的；

(d)

通过基于用户的指标，监测和评估传播气象和水文信息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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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根据用户反馈，改进气象和水文信息的传播；

(f)

指导初级工作人员并根据需要提供支持和建议。

4.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标准的操作程序；

(b)

了解系统故障所对应的应急程序；

(c)

了解与气象广播和其他气象和水文通信有关的编辑政策；

(d)

了解传播气象和水文信息常用的技巧和技术；

(e)

了解与评估气象和水文信息传播有效性有关的各种基于用户的指标。
从事气象和水文产品及服务开发和提供的人员的能力要求

这些能力要求主要适用于专门从事气象和水文服务及产品创新、改进和提供的人员。尽管认识到从事这些
活动的一些人可能没有预报背景，但要符合和了解 WMO 对从事业务预报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
从事天气播报和发布的人员的工作能力要求可分为四类顶级能力。考虑到上述(a)到(c)三个条件：
(a)

由国家确定的公共天气服务（PWS） 责任范围；

(b)

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

(c)

气象和水文的社会需求、当地的程序和优先事项。

从事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开发和提供的人员应该有能力执行四个顶级能力中确定的任务，如下：
(1)

随时了解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可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改进以满足用户需求；

(2)

开发符合用户需求的应用程序、产品和服务；

(3)

发展和管理与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提供文件和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培训；

(4)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这些顶层能力的每一项扩展为绩效标准，表达和结构更加清楚，有利于评估程序的清晰运用。这些能力依
托一系列促进技能（如数值天气预报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可转移技能（不是气象专用的工作技能，如问题
解决和人员管理等）。每一项顶级能力还与一系列背景知识和技能相关，这些知识和技能对于履行规定的
职责至关重要。
1.

随时了解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可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改进以满足用户需求

1.1
能力说明
监测用户对基于气象和水文信息的产品的需求，因为现有的技术与产品和服务开发及其传播有关。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1.2

绩效标准

(a)

及时了解用户当前和未来对气象和水文产品及服务的需求；

(b)

及时了解可支持气象和水文产品及服务开发和改进的科技发展；

(c)

及时了解与气象和水文产品及服务的开发和传播相关的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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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天气、动力和物理气象的关键要素；

(b)

了解原位和遥感观测及资料的范围；

(c)

通过数值天气预报、统计成果和其他适当来源，掌握气象和水文信息及其对用户潜在价值；

(d)

了解基于气象和水文信息可用于产品开发的相关技术及其传播。

2.

开发符合用户需求的应用程序、产品和服务

2.1

能力说明

开发和改进基于气象和水文信息的产品及服务，以符合用户的需求以及现有技术的能力。
2.2

绩效标准

(a)

开发、测试和实施应用程序和产品，包括相关的不确定性，以支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

(b)

开发用于气象和水文信息的可视化和显示的应用程序，包括预报不确定性；

(c)

优化用于制作和传播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的系统；

(d)

根据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和/或不断变化的技术，实施对应用程序、产品和服务的更改；

(e)

记录应用程序和产品及其实施过程，以帮助用户并支持和服务的维护和连续性。

2.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将获取气象和水文产品的用户/观众的范围及其要求；

(b)

了解气象和水文信息加工和可视化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和技术；

(c)

了解用于气象和水文信息的可视化和显示系统的特性和功能；

(d)

了解预报产品不确定性的预报和表示（包括特别是图形表示）的概率方法，例如基于集合系统的产
品；

(e)

了解所使用传播媒体的特点和能力；

(f)

了解和掌握 IT 设施的操作技能，以制作用于传播气象和水文信息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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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记录软件应用程序开发的程序。

3.

发展和管理与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提供文件和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培训

3.1

能力说明

建立和维持与用户的关系，以支持随时确定用户需求和要求，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必要时，通过适当的协
议将与用户的关系正式化。
3.2

绩效标准

(a)

与有关专家合作，参与对用户需求的评估；

(b)

与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和保持运行和技术层面上的工作关系；

(c)

与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签署运行和技术层面上的伙伴关系协议；

(d)

编制并提供有关新产品和服务的适当背景文件；

(e)

根据需要制定并向用户和利益相关方提供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培训。

3.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用于理解和确定用户需求的方法；

(b)

了解与气象和水文信息及产品使用者建立伙伴关系、签署谅解备忘录和服务水平协议等的方法；

(c)

了解相关用户的业务系统和工作重点；

(d)

了解适合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培训方法和技术；

(e)

了解各种用户的脆弱性以及这些脆弱性如何可能受到气象和水文事件的影响。

4.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4.1

能力说明

通过酌情采用质量管理系统流程，维护基于气象和水文信息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4.2

绩效标准

(a)

采用本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

(b)

支持自动化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的实施和持续验证；

(c)

支持与气象和水文服务相关的产品和应用的获取、使用和释用方面的培训。

4.3
(a)

背景知识和技能
了解标准的操作程序；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b)

了解应对系统故障的应急程序；

(c)

了解常用于气象和水文信息分发的技术；

(d)

通过产品和应用了解获取和认识与气象和水文信息有关的各种基于用户的指标；

(e)

掌握记录软件应用程序开发的程序；

(f)

了解适合用户培训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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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防灾减灾和其他用户活动的 PWS 顾问的能力要求
这些能力要求适用于在防灾减灾（DPM）领域工作的以及负责与应急管理（EM）社区和其他相关用户（如
健康、交通、能源、粮食安全等相关人员）接触的 PWS 顾问。尽管认识到从事 EM 联络和宣传的一些人可
能没有预报背景，但要符合和了解 WMO 对从事业务预报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在这种情况下，PWS 顾问
需要与业务预报员密切合作，在考虑以下（a）至（c）条件的情况下开发以下各节所述的产品和服务：
(a)

由国家确定的公共天气服务（PWS） 责任范围；

(b)

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

(c)

气象和水文的社会需求、当地的程序和优先事项。

PWS 顾问应能够执行（需要时可与 PWS 预测员密切合作）以下五项顶级能力中的工作：
(1)

持续监测不断变化的气象和/或水文状况、更新的预报和预警、以及预期条件的影响等；

(2)

制定和采用各种程序和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并促进影响评估；

(3)

建立和管理与 DPM 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4)

向内外部用户宣传气象和/或水文信息以及潜在的影响，并参与宣传活动；

(5)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这些顶层能力的每一项扩展为绩效标准，表达和结构更加清楚，有利于评估程序的清晰运用。这些能力依
托一系列促进技能（如数值天气预报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可转移技能（不是气象专用的工作技能，如问题
解决和人员管理等）。每一项顶级能力还与一系列背景知识和技能相关，这些知识和技能对于履行规定的
职责至关重要。
1.

持续监测不断变化的气象和/或水文状况、更新的预报和预警、以及预期条件的影响等。

1.1

能力说明：

持续分析和监测气象/水文参数和重要气象/水文现象的观测和预报，以及对预报和预警的修订/更新，并根
据需要制定和更新预期条件可能影响的评估。
1.2
(a)

绩效标准
监测气象/水文参数和不断变化的重要气象/水文现象，并根据这些参数验证当前的预测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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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有关气象和水文事件影响的信息。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天气学、动力学和物理气象学以及核心分析/诊断技能的关键要素；

(b)

应用气象和/或水文分析和诊断的理论、方法和做法；

(c)

能够在多个维度（空间、时间）可视化/概念化气象和/或水文信息；

(d)

了解地形、土地覆盖和（如果有关的话）水体和/或雪地对当地气象学的影响；

(e)

释用原位和遥感观测和资料；

(f)

了解气象和水文传感器和仪器的特性；

(g)

熟悉气象和水文资料的采集、加工和同化，包括质量控制；

(h)

了解有关观测和预报产品的程序、标准和技术规定；

(i)

了解受气象和水文事件影响的部门具体活动和脆弱性。

2.

制定和采用各种程序和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并促进影响评估。

2.1

能力说明

根据用户的需求，开发和改进可促进基于气象和水文信息的影响评估的程序和服务，并充分利用影响模拟
和其他可用技术。
2.2

绩效标准

(a)

根据需要确定灾害管理和民防社区以及其他用户对气象和/或水文信息要求；

(b)

为应急管理决策者和其他用户定制气象预警服务；

(c)

确保预警分发时间安排和相关服务满足应急管理人员和其他用户的决策需求；

(d)

为制定适合应急管理界的甚短期预报和临近预报服务做出贡献；

(e)

帮助开发针对灾害管理人员和其他用户需求的概率预报产品；

(f)

促进制作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产品；

(g)

应用新技术和科学研究促进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的发展。

2.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可用于支持灾害管理、民防团体和其他用户的气象和水文信息、产品和服务；

(b)

了解有关认识和确定用户需求的方法；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c)

了解风险评估以及如何用于不同的部门；

(d)

了解气象和水文风险如何作为脆弱性和暴露因素的函数而对各部门产生影响；

(e)

掌握将常用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用于灾害管理和其他用户的增值服务的技能；

(f)

了解 NWP 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

(g)

了解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和创新以及这些可能如何应用于基于气象和水文影响服务。

3.

建立和管理与 DPM 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3.1

能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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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维持与应急管理和相关社区的关系，以支持随时确定用户需求和要求，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必要时，
通过适当的协议将与用户的关系正式化。
3.2

绩效标准

(a)

与应急管理界在战略、运行和技术层面建立并保持工作关系；

(b)

在业务和技术层面上与有关机构制定和签订伙伴关系协定；

(c)

建立并保持与媒体的关系，以便在气象和水文高影响事件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促进预警和信息的
传播；

(d)

建立并保持 NMHS 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以改进对气象和水文高影响事件的应急规划、准备和响
应，包括适当的城市需求；

(e)

酌情与有关机构密切协调，协助制定基于灾害潜在影响的响应建议和呼吁行动声明；

(f)

与有关专家合作，参与评估气象和水文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

3.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建立伙伴关系和签订谅解备忘录的方法；

(b)

了解可用于支持灾害管理、民防团体和其他用户的气象和水文信息、产品和服务；

(c)

了解有关机构的优先事项和业务系统；

(d)

了解与编制涉及灾害潜在影响的咨询意见和声明有关的沟通原则；

(e)

了解各部门的脆弱性以及这些脆弱性如何可能受到气象和水文事件的影响。

4.

向内外部用户宣传气象和/或水文信息以及潜在的影响，并参与宣传活动。

4.1

能力说明：

充分了解用户需求，并通过发布简明和相关的气象信息和影响评估，让用户能够清楚理解，从而满足用户
的需求。通过培训和其他宣传活动来完成用户社区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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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标准

(a)

通过利用现有和新兴的通讯技术，促进预警信息的分发；

(b)

向用户，尤其是灾害管理决策者和媒体传播气象和水文信息，包括预报和预警的范围和局限性、预
报不确定性的概念以及潜在影响的信息等；

(c)

促进制定一项沟通战略，以确保气象和水文高影响事件预警的可信性并加以有效应对；

(d)

通过公众教育和宣传，提高社区对气象和水文高影响事件的认识和准备。

4.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向应急管理合作伙伴和媒体提供和传达预警信息的规程，包括有关可能的影响和减缓活动的信
息；

(b)

了解向所有相关媒体的最终用户提供预报和预警信息的标准、程序和分发平台，包括所需的影响信
息；

(c)

了解与灾害性现象有关的气象、水文、影响和减缓信息的权威来源；

(d)

认识将气象学和/或水文学应用于人类活动和特定用户；

(e)

了解用户对气象和/或水文信息的需求和使用；

(f)

了解与传播预警和气象和/或水文信息影响信息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和调查结论；

(g)

了解所采用的传播媒体的优势和劣势。

5.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5.1

能力说明：

在适当情况下，通过应用质量管理系统流程，维持气象和水文预报、预警、影响评估和相关产品的质量。
5.2

绩效标准

(a)

采用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

(b)

通过用户反馈，监测和评估高影响气象和水文事件预警的有效性；

(c)

与灾害管理机构和其他机构合作，加强 NMHS 作为发布高影响气象和水文事件预警的“单一权威声
音”的作用；

(d)

促进开发气象和水文灾害和影响资料记录和归档系统，包括质量保证和资料管理；

(e)

与灾害管理机构和其他机构合作开展高影响气象和水文事件的事后评估；

(f)

促进宣传和培训活动，特别是与 DPM 活动相关的活动。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5.3

背景知识和技能

(a)

了解质量管理系统流程；

(b)

了解创建、提供和评估用户反馈调查问卷的方法；

(c)

了解记录和归档系统的规程；

(d)

了解验证流程；

(e)

了解 NMHS 和相关机构的运行和应急程序；

(f)

了解开展事后评估/案例研究和验证时使用的指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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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决议 13 (EC-69) -修订 WMO《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 -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的做
法中关于公共天气服务条款。

-

基本系统委员会公共天气服务提供开放计划领域组（CBS/OPAG-PWSD）多灾种预测影响和沟通
专家组（ET/IMPACT）和服务和产品创新及改进专家组 (ET-SPII)的联合会议于 2017 年在中国北
京举行。

决议 15 (EC-70)的附录 2
修订《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从事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人员的资格和能力
1.

资格和能力

1.1

通用

1.1.1
从事提供(业务)气象、水文、气候和/或相关服务的人员所需的资格和能力应如下 由会员根据第
1.2-1.51.8 节而定。
注：
1.
2.
1.1.2

具体资格通常一次获得，终身有效。
附加服务领域人员的资格和能力将适时制定，随后纳入本章。
会员须保存所有从事提供(业务)气象、水文、气候和/或相关服务的人员的资格记录。

1.1.3
会员应根据各自的国情决定是否应对某些类别的业务人员制定比下文第 1.2–1.8 节所述更 高或
更具体的资格要求。
1.1.4

会员的人员能力应通过工作业绩予以证明，并酌情通过能力评估程序予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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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能力发展和评估实施程序指南包括在“支持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能力框架的制定与实施能力指南”
中(编制中 WMO-No. 1205)。
1.1.5
会员应针对不同类别的业务人员建立多个能力评估计划程序；能力评估应定期反复开展，时间间
隔由各会员根据质量管理实践决定。
1.1.6

会员应通过适当考虑其地方条件、规定、要求和程序，执行 WMO 全球级人员能力规定。

注：如上所述，《技术规则》仅包含顶级能力，其他指导材料则提供更详细的二级能力。WMO 能力的国
家适应需要仔细考虑二级信息的适用性。
1.1.7

会员应确保其业务人员不断取得专业发展，以保持能力。

1.2

从事提供航空气象服务的人员

1.2.1

资格

1.2.1.1
在考虑责任区和责任空域、气象现象和参数对航空运行的影响、航空用户的需求、国际规则和地
方规程与优先重点的情况下，会员应须确保航空气象预报员圆满完成附件 A 中规定的“气象学家基本专业
课程”的学习。
注： 本规定明确了所需要求，将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成为标准规范。
1.2.1.2

会员应根据各自国情决定是否要求航空气象观测员具备特定资格。

1.2.2

能力

注：更多指导材料请参见https://www.wmo.int/aemp/implementation_areas教育与培训章节，包括二级能力信息。航
空气象人员的能力标准由航空气象委员会负责。

1.2.2.1 航空气象预报员
有鉴于气象现象和参数对航空运行的影响，并为符合航空用户的需求、国际规则和地方规程与优先重点，
会员应确保航空气象预报员能够为其责任区和责任空域：
(a)

连续分析和监测天气形势；

(b)

预报航空气象现象和参数；

(c)

对灾害性现象发出警报；

(d)

确保气象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e)

与内部和外部用户沟通气象信息。

1.2.2.2 航空气象观测员
有鉴于气象现象和参数对航空运行的影响，并为符合航空用户的需求、国际 规则和地方规程与优先重点，
会员应确保航空气象观测员能够为其责任区和责任空域：
(a)

连续监测天气形势；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b)

观测和记录航空气象现象和参数；

(c)

确保系统绩效和气象信息的质量；

(d)

与内部和外部用户沟通气象信息。

1.3

为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从事提供教育与培训的人员

1.3.1

资格

成员应根据各自国情，确定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教育与培训的人员所需的具体资格。
1.3.2

能力

注：
更多指导材料请参见“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员指南” (WMO-No.1114)，包括二级能力信息。 “气象、水
文和气候服务教育与培训提供者能力标准”(2014年3月)由执行理事会教育与培训专家组负责。

成员应确保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教育与培训的机构具备人员和资源，以：
(a)

分析组织环境并管理培训流程；

(b)

确定学习需求并明确学习成果；

(c)

确定学习方案；

(d)

设计和开发学习活动和资源；

(e)

提供培训并管理学习活动；

(f)

评估学习并评价学习过程。

注： 应根据组织的特定情况，定制对能力起支持作用的绩效标准和知识要求。

1.4
1.4.1

支持 WMO 信息系统的人员

资格

会员应根据其国情确定支持WMO信息系统的人员所需的具体资格。
1.4.2

能力

注：
支持WMO信息系统的人员能力框架（包括二级能力信息）可查阅《WMO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附件E以及《WMO信息系统指南》（WMO-No. 1061）。WMO信息系统人员能力标准由基本系
统委员会负责。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或相关部门内提供WIS服务可由各技术熟练人员（包括项目主管、
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信息技术人员）来完成。第三方组织，如大学、国际和区域机构和中心、私人
部门公司及其它提供方也可为WIS服务提供资料、产品和信息。
会员应确保提供WIS服务的机构具备人员和资源，以：
(a)

管理有形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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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管理业务应用

(c)

管理数据流

(d)

管理资料发现

(e)

管理各WIS中心之间的互动

(f)

管理外部用户互动

(g)

管理业务服务

1.5
1.5.1

提供气候服务的人员

资格

会员应根据其国情确定提供气候服务的人员所需的资格。
1.5.2

能力

注：
更多指导材料可见《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评估指南》（编写中），包括二级能力信息。关于气候服务提供的能
力标准由气候委员会负责。

在某个机构中，需要达到的一系列能力以及相关的绩效标准将由其基础设施能力来确定。 气候信息及服务
的质量领域的能力以及向用户传递气候信息方面的能力是交叉性的，所有 提供气候服务的机构至少在基层
要符合这些能力要求。
注: 能力框架受下列方面的影响:
1.

组织的使命、优先重点和利益相关方要求；

2.

内部和外部人员参与气候服务提供的方式；

3.

可用的资源和能力(财力、人力和技术等)；

4.

国家和机构法规、规则、组织结构、政策和程序；

5.

WMO 气候资料及产品的指南、政策和程序；

6.

占主导地位的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和经历的极端事件。

1.5.2.1

能力及相关绩效标准：

能力1: (a) 建立和管理气候资料集
气候资料、元数据和气候资料产品均被收集并存储于资料集中，并进行均一性质量控制 和评估。因此
工作人员应:
(a)

实施气候资料保存和拯救程序；

(b)

根据气候观测基准网络的要求，评估观测站点的位置和特点；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c)

在相关资料集中收集和存储气候资料和元数据；

(d)

对气候资料及最终的时间序列采用质量控制过程；

(e)

评估气候资料均一性，并调整不均一的时间序列；

(f)
(g)

建立、存档和记录气候资料集；
使用空间和时间插值，确保资料连续性。

能力2: (b) 气候资料反演产品
科学用途和用户应用的气候资料产品是来自不同渠道气候资料(例如观测和重建的时间序 列、再分析、
卫星和模拟资料)运用描述时间和空间特点的统计数据推导得出。工作人员 应:
(a)

确定和反演不同渠道气候资料来制作气候产品；

(b)

计算基本气候产品、正常值和平均值，或根据基准期确定的距平；

(c)
(d)
(e)

计算用于监测气候变化、气候变率和气候极端事件的气候指数；
计算具体行业的气候指数及面向其它行业的气候产品；
运用统计和地理统计分析来监测气候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

(f) 根据卫生、农业、水、能源和灾害管理等具体行业的需求，创建附加值产品，例如用于 阐释
气候特点和演变的图表、地图和报告。
能力 3: (c) 建立和/或判读气候预测、气候预估和模式输出
气候资料、气候资料产品和气候模式输出用于建立次季节和季节气候预测及未来气候预估。工作人员应:
(a)
定位、选择和反演区域气候中心、全球制作中心及其它机构制作的气候预测和气候模
式输出；
(b)
建立次季节、季节和更长时间尺度的预报产品；
(c)
利用气候模式，在不同情景和参数化下建立选定范围的未来气候预估；
(d)
运用统计和地理统计分析(包括降尺度)来监测模式输出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
(e)
评估气候模式输出的性能，并量化相关的不确定性；
(f)
建立附加值产品，例如用于向用户通报气候预测和气候模式信息的图表、地图和报告。
能力4: (d) 确保气候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应确定并常规更新气候信息和服务。应遵守最佳规范和/或应建立并常规维护气候信息 《指南》及
《质量管理程序》。应记录气候服务监督过程，并将其用于质量控制活动。因此 机构管理层应:
(a)

建立和使用气候服务的质量管理过程和程序；

(b)

聘用有能力的人员并组织人员以便他们能够开发和提供气候服务；

(c)

确保机构的基础设施能力可符合能力框架，并具备可持续能力战略；

(d)

为人员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满足其工作要求并扩展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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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确定和落实气候资料集、产品和服务目录，以满足国家/区域层面的用户需求；

(f)

监督气候服务的功能，包括对资料、产品和服务的验证；

(g)

通过收集客户意见、建议和投诉，评估对气候服务客户的影响和效益；

(h)

根据评估结果做出改进服务的决定；

(i)

建立科学界与服务提供商和最终用户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改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能力5: (e) 向用户传递气候信息
应将气候科学、资料和产品传递给决策者、利益相关方和公众。机构管理层应:
(a)

根据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性，优先安排传递气候信息；

(b)

与气候服务用户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并建立对外宣传能力，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c)

定期开展客户需求分析并评估其结果；

(d)

根据用户反馈，修改气候服务及其沟通；

(e)

与用户合作规划和提供具体应用领域，以促进了解和使用气候产品及服务；

(f)

遵守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和WMO信息系统的的界面要求。

1.6

提供海洋气象服务的人员 (编制中)

1.6.1 资格
会员应根据其国情，确定对提供气候海洋气象服务的人员所需的具体资格会员应确保海洋气象预报
员成功完成了附件A中规定的气象学家基本专业课程。
1.6.2 能力
注：
欲了解更多指南，可在JCOMM网站参阅WMO海洋天气预报员能力标准框架：
https://www.jcomm.info/index.php?option=com_oe&task=viewDocumentRecord&doc
ID=13093，包括二级能力信息。海洋天气预报员能力标准由WMO-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
术委员会负责。
鉴于气象现象、变量和参数对海洋作业的影响，并根据海洋用户需求、国际规则、地方程序和优先
重点，会员应确保海洋天气预报员能够为给定的责任区：
(a)

持续分析和监测海洋天气形势；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b)

预报海洋天气现象、变量和参数；

(c)

对灾害性海洋气象现象发出预警；

(d)

确保海洋气象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e)

与内部和外部用户沟通海洋气象信息。

1.7

提供公共天气服务的人员

1.7.1 资格
PWS预报员应当已成功完成附件A中所列的气象工作者基本专业课程（BIP-M）。
1.7.2 能力
注：
更多指南见EC-70/INF. 5.1，包括二级能力信息。公共天气服务提供能力标准由基本系
统委员会负责。
1.7.2.1 公共天气预报员
鉴于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根据气象和水文用户的需求、地方程序和优先重点，会员应确保公
共天气预报员能够为国家确定的PWS责任区：
(a)

持续分析和监测不断发展的气象和/或水文形势；

(b)

预报气象和水文现象及参数；

(c)

对灾害性气象和水文现象发出预警；

(d)

与内部和外部用户沟通气象和水文信息；

(e)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1.7.2.2 公共天气播报员和通信员
鉴于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根据气象和水文用户需求、地方程序和优先重点，会员应确保公共
天气播报员和通信员能够为地理责任区：
(a)

保持对不断发展的气象和水文形势、更新的预报和预警以及预计的条件影响等的认识；

(b)

集合气象和水文信息以满足用户对传播和提供的需求；

(c)

通过广播及其它媒体通报气象和水文信息和潜在影响；

(d)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服务的质量。

1.7.2.3 从事开发及提供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的人员
鉴于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并根据气象和水文用户需求、地方程序和优先重点，会员应确保从
事开发及提供气象和水文产品和服务的人员能够为国家确定的责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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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持对科技发展的认识，科技发展可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与改进，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b)

开发可满足用户需求的应用、产品和服务；

(c)
培训；

开发和管理与用户及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尤其是通过提供文件以及提供关于新产品和服务的

(d)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1.7.2.4 支持防灾减灾和其它用户服务的PWS顾问
鉴于气象和水文对社会的影响，并根据气象和水文社会需求、地方程序和优先重点等，会员应确保
支持防灾减灾及其它用户服务的PWS顾问能够为国家确定的PWS责任区：
(a)

持续监测不断发展的气象和/或水文形势、更新的预报和预警以及预计条件的影响；

(b)

制定和采用各项程序和服务来满足用户需求并促进影响评估；

(c)

开发和管理与 DPM 用户及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d)

与内部和外部用户沟通气象和/或水文信息及潜在影响，并参与宣传活动；

(e)

确保气象和水文信息和服务的质量。

1.8 负责仪器、观测和观测计划及网络的人员
1.8.1 资格
会员应根据其国情，确定气象观测、仪器安装、维护和校准以及观测计划和网络管理等人员所需的具体资
格。

注：
更多指导材料见《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卷5第5章，包括二级能力信息。气象观测、仪
器安装和维护仪器校准以及观测计划和网络管理等人员有能力标准由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负责，
如果是最后一项标准，则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协商。
1.8.2.1 气象观测人员
1.8.2.1.1 会员应确保提供气象观测的机构具备人员和资源，以：
(a)

监测气象形势；

(b)

开展地面观测；

(c)

开展气球高空观测；

(d)

利用遥感技术进行观测；

(e)

监测仪器及系统的性能；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f)

维持观测信息的质量；

(g)

维持安全的网络环境。

1.8.2.2 仪器的安装和维护人员
1.8.2.2.1 会员应确保仪器安装和维护机构具备人员和资源，以：
(a)

安装仪器和通信系统；

(b)

维护仪器和系统的性能；

(c)

诊断故障；

(d)

维修故障仪器和系统；

(e)

维持安全的网络环境。

1.8.2.3 仪器校准人员
1.8.2.3.1 会员应确保提供仪器校准服务的机构具备人员和资源，以：
(a)

校准仪器；

(b)

检查仪器性能；

(c)

管理实验室工作计划；

(d)

管理实验室基础设施；

(e)

制定和保持标准运行程序；

(f)

管理资料和记录存档#；

(g)
注：
功能。

保持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实验室安全。
#
本文中“存档”一词是资料和信息存储、保持安全和确保可发现性、可获取性和可溯源性等

1.8.2.4 观测计划和网络的管理人员
1.8.2.4.1 会员应确保观测计划和网络管理机构具备人员和资源，以：
(a)

制定观测计划；

(b)

采购设备；

(c)

选择和获取站址；

(d)

安装网络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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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理网络运行；

(f)

管理观测计划。

决议 16(EC-70)
关于正在开展的水文和水资源倡议的指导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21 (Cg-15) – 关于加强国家气象部门与国家水文部门之间合作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

(2)

决议 15 (Cg-16) – 建立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3)

决定 5 (EC-69) – 洪水预报，

(4)

决定 49 (EC-69)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优先重点行动

另回顾到 WMO 洪水预报倡议（FFI）旨在：“提高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共同为洪水预报和预警提供所
需的及时和更为准确的产品与服务，并与灾害管理部门合作积极参与洪水应急准备和响应”（引自“加强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合作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documents/FFInitiativePlan.pdf），
考虑到：
(1)

FFI 咨询组（FFI-AG）在其 2017 年 12 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如该会议报告中记录：
(a)

注意到近期对洪水管理联合计划进行独立审查的成果，以及水文委员会(CHy)在其第十五次届
会上和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在其第五次届会上商定对沿
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开展一次独立审查（见决议 12 (EC-70)），鉴于此，建议基
本系统委员会（CBS）和 CHy 合作对全球范围的山洪指导系统（FFGS）进行独立审查，

(b)

建议对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进行独立审查，

(c)

建议向 FFI AG 提供所有三份审查结果，以便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前充分考虑，

(2)

CBS 管理组（2018 年 3 月）决定对 SWFDP 进行全面审查（见决议 1 (EC-70)），

(3)

EC 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EC WG DRR）于 2018 年 4 月举行会议并建议（见决议 1 (EC-70)），
(a) 对 FFGS、CIFDP 和 SWFDP 进行全面独立审查，
(b) 在对这些项目进行审查之后，CBS、CHy 和 JCOMM 主席将联合制定一项综合方法，以确保
SWFDP、CIFDP、FFGS 可提供与危险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的高效和可持续的服务，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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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这些项目主要通过预算外资源供资，而资源调集及其可持续性一直是一项挑战，包括有效的资金筹措
以及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进行协调，
注意到 WMO 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HydroSOS）所取得的进展，通过两次规划会议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
划，这将建立一个系统，该系统将能够确定与正常情况有很大差异的当前水文状况和预测的水文情况，可
表明干旱和洪水的可能性，而这些工作将支持编写一份全球气候和水文状况联合报告，
另注意到全球水文测验支持基金（WMO HydroHub）所取得的进展，旨在通过制定可持续和创新的方法
促进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合作伙伴开展高效的水文观测，从而改进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MO 水
文观测系统和其他水文测量相关活动，包括水文资料共享，
认同上文提到的 FFI-AG 的建议，因为它们将提高 WMO 会员的洪水预报能力，从而有助于为各自的多灾
种预警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
要求 CHy 主席：
(1)

与 CBS 和 JCOMM 主席协调对 CIFDP、FFGS 和 SWFDP 进行独立技术审查，包括制定综合方法
以确保提供与危险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高效和可持续的服务，而 FFI AG 通过其主席向大会报告审
查的情况；

(2)

与 CBS 和气候委员会主席以及 WMO 的研究团队协调开发和实施 HydroSOS 以及编写水资源状况
报告；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 SWFDP 和洪水预报活动（包括沿海洪水）尽可能相辅相成；

(2)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提供资金以便对 CIFDP、FFGS 和 SWFDP 进行独立技术审查，以及制定这些审
查的综合方法以确保提供可持续服务；

(3)

采取必要措施调集预算外资源，用于开发和实施 HydoSOS 以及编写水资源状况报告；

邀请会员：
(1)

表达其对水文资料收集、测量技术、资料释用工具以及确定 WMO 水文枢纽可采用的水文信息系统
的需求和差距；

(2)

为 HydroSOS 的开发和实施提供专业知识和财政资源。

决议 17(EC-70)
WMO 水文观测系统第二阶段的实施计划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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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文委员会（CHy）在其第十五次届会上决定实施世界水文观测系统（WHOS）第二阶段并得到执
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九次届会上认可，旨在提供一个完全符合 WMO 信息系统（WIS）要求的、面
向服务的框架，通过水文信息系统将水文资料提供者和用户连接起来，从而实现数据注册、发现和
访问，

(2)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介绍了 WHOS、其运行以及为 WHOS 做出
贡献的那些中心的程序，

(3)

需要向更广泛的 WMO 和合作伙伴群体提供来自 WHOS 的水文资料，

(4)

根据在其第十五次届会上的要求，水文委员会咨询工作组制定了 WHOS 初步实施计划，

(5)

按照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要求，关于全球水文资料中心不断变化作用的报告将考虑 WHOS 的要
求和治理原则，

(6)

WHOS 今后的发展可从 WMO 主持下的世界水资料倡议中获得额外好处(见决议 18(EC-70))，

赞同 WHOS 第二阶段初步实施计划，其目录见本决议附录，包括符合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WIS 和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GDPFS）计划的治理和架构；
决定《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160）中介绍的针对国家中心和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从国家资
料收集中心获取资料的程序和治理适用并足以授权 WHOS 中心通过 WIS 提供其资料；
要求秘书长支持 CHy 开展这项活动及其与 GDPFS、WIGOS 和 WIS 进行协调。

决议 17 的附录
WHOS 第二阶段– 初步实施计划
目录
第 1 部分. 概念与结构
1.
水文资料收集与分发
2.
水文资料和信息共享
3.
水文资料共享的联合方法
4.
WHOS 结构
5.
WHOS 组成部分
5.1
水文资料
5.2
资料格式
5.3
资料服务
5.4
媒介
5.5
代理
5.6
本体
5.7
客户
第 2 部分. 实施
6.
层级
6.1 本地层面

4
4
5
7
8
9
11
12
14
15
17
19
20
21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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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6.2 国家层面
6.3 跨界层面
6.4 区域层面
6.5 全球层面
WHOS 治理
WIS 达标与时间尺度
WMO 全球资料中心
实施步骤
资源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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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8(EC-70)
水事特别对话会的成果
执行理事会，
2018 年 6 月 25 日举行了水事特别对话会；
注意到对话会的成果（摘要见附录 1）鼓励了 WMO 在不断发展的全球水议程中发挥更有力的作用，以便
抓住机遇并惠及会员，
另注意到建议 25（EC-70）中包含的考虑因素，
敦促水文委员会（CHy）主席尽快（2018 年 12 月）在日内瓦召开特别届会，以便就 WMO 水文领域的重
大发展确定前进的道路，并为水文界提交 WMO 战略计划中确定的相关战略目标提出必要的安排建议；
决定建立执行理事会水事任务组，由 A. Snorrason 先生任组长，职责见本决议附录 2；
要求秘书长分配资源并组织届会；
提请会员以自愿捐助支持 CHy 特别届会；
接受澳大利亚政府的提议，将水事高级别专家组（由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银行集团主席召集）下建立的世
界水资料倡议（WWDI）领导权移交 WMO，并感谢澳大利亚政府这一举动所表明对 WMO 的信任；
要求 CHy 主席将 WWDI 纳入 CHy 工作计划；
认同 2018 年 WMO 水文大会“通过水文服务实现繁荣”的声明（5 月 7-9 日，日内瓦）；
要求 CHy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协商，在组织后续工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推进完整的水
文价值链，特别是与业务水文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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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8(EC-70)的附录 1
执行理事会水事任务组
2018 年 6 月 25 日在 EC-70 举行的水事特别对话会分组讨论会上，三个组提出了下列共同建议：
-

实现 WMO 战略计划战略目标 1.3 的主要优先重点是以新技术支持并扩大观测水文网络的运行以提
高会员维持其运行的能力；

-

应加强推广和协助水文资料的交换；

-

有必要在社会科学的协助下理解决策文化，以更好地确定需要哪些水文服务；

-

最佳体制安排的问题应当从地方到全球层面着手解决。在区域层面，需要与区域实体进行协调，并
分析现有或新的 WMO 区域中心应如何处理水文问题。在国家层面，很难找到通用的解决方案，但
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应遵循的一种理念；

-

NHS 与 WMO 的传统联系不应因现行的治理变革而丧失。须努力提高水文工作者在 WMO 治理中的
代表性；

-

WMO 应依托与 WHYCOS、WHOS、FFGS、HydroSoS 等项目跨界合作的成就；

-

WMO 应在联合国水机制框架下加强其现有的伙伴关系。

决议 18(EC-70)的附录 2
执行理事会水事任务组
职责

为了加强水文学在 WMO 的重要作用及其进一步融入地球系统方法，并加强 WMO 在全球水议程中的关键
贡献，专题组应与 EC WG SOP 协调，制定关于以下方面的建议，通过 WMO 主席提交大会：
(1)

考虑到完整的价值链，根据 WMO 水文大会的成果、EC-70 水事特别对话会的成果以及 CHy 特别
届会的讨论结果，按照 WMO 战略计划和业务计划以及全球水议程，WMO 可为水文服务提供作出
的独特贡献；

(2)

未来有效的和适合水文服务提供的愿景和战略；

(3)

与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包括联合国水机制）高级别接触的机制。

水事任务组由 A. Snorrason 博士任组长，成员包括 CAS 主席、CHy 主席、两名从事水文和气象服务提
供的 EC 成员、两名区域水文顾问、两名经与区域水文顾问、NHS 和 CHy 主席协商后由执行理事会成员
指定的水文和水资源重要技术和服务专家。专题组将尽全力开展工作。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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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9(EC-70)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2 (EC-6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 2016–2019 年的计划，

(2)

决议 2 (EC-69)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的初始版本，

(3)

决定 30 (EC-69) – 关于建设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试点阶段的指南，

(4)

决定 31 (EC-69) – 监测国家层面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进展的指标，

赞赏地确认委员会间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协调组根据决议 2（EC-69）进一步编写指导材
料，即，《WIGOS 国家实施指南》、《WIGOS 资料伙伴关系指南》（该文件的执行摘要见本决议的附
录）、《关于建设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试点阶段的指南》以及《WIGOS 区域中心关于 GOS
地基台站的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的技术指南》(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WGM-2018.html；更多信息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tools.html)，
审议了委员会间 WIGOS 协调组提出的指南更新版草案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WGM-2018.html ），
决定通过指南的更新版，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生效，
要求秘书长：
(1)

以 WMO 所有官方语言发布《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更新版，

(2)

确保相关文件的编辑一致性，

要求委员会间 WIGOS 协调组根据决议 2 (EC-68)，进一步编写本指南和通过其他材料加强本指南，
邀请会员：
(1)

在实施相关《技术规则》时使用本指南，

(2)

向秘书长提供关于如何改进本指南后续版本的反馈意见。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2 (EC-69)，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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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9(EC-70)的附录
WIGOS 资料伙伴关系的指南
执行摘要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旨在管理和协调各种实体从各种地基和空基观测系统获取所有相关物
理领域的观测资料。总体目标是提供一套综合的观测系统，以此为基础，为广大用户群体提供与天气、气
候、水和大气环境有关的广泛业务和科学应用领域的产品和服务。
WIGOS 的实施最初侧重于整合现有的 WMO 观测系统，这些系统主要是但并不完全是由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及其成熟的合作伙伴运行。但是，WIGOS 还鼓励并促进整合其他（非 NMHS）合作伙伴（如其他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志愿者网络、私营部门实体和公民个人）的观测结果。
众所周知，地球系统观测对 WMO 社区有潜在价值，这些观测现在已被这些外部实体所收集，但迄今为止，
受到缺乏综合框架和各种技术和规章性壁垒等因素的限制，它们并未被纳入 WMO 观测系统。WIGOS 现
在可提供框架和工具，可以将这些观测整合起来，更有效地促进国家和全球利益。
本文件的目的是就如何将非 NMHS 来源的观测资料纳入 WIGOS 提供指导。本文讨论了资料共享的相互利
益以及与此类整合相关的挑战。文章还突出强调了 NMHS 在鼓励和促进整合过程中的作用和期望。
虽然该文件主要是为了支持 NMHS 在国家层面上实施 WIGOS，但该文件同时适用于 NMHS 和非 NMHS
受众。
第 3 部分和第 4 部分主要针对 WMO 常任代表、NMHS 局长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会充当其会员国或领土
内 WIGOS 的国家级推动者和实施者。这些章节提供了关于与观测系统运行方建立和维护伙伴关系的原则
和总体指导。考虑到与其 NMHS 的资料伙伴关系，这些原则也与非 NMHS 组织有关。
第 5 部分主要针对 NMHS 观测系统的管理人员，因为他们负责在技术方面牵头和促进国家 WIGOS 的实
施。这部分提供了关于如何整合其他来源观测资料以符合《WIGOS 手册》（WMO-No. 1160）的技术指
导。这部分也与非 NMHS 组织的技术管理人员有关，以便了解其与 NMHS 分享观测资料可产生的技术影
响。

决议 20(EC-70)
出版 SATCOM 手册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31 (Cg-17)- 基本系统委员会（2014 年）特别届会有关 WMO 信息系统中心和网络的报告，
建立了 WMO-政府间海洋委员会国际卫星资料通信系统用户论坛（SATCOM 用户论坛）以促进获取卫星
资料通信，
注意到：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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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TCOM 用户论坛编写了一份《卫星资料通信手册》（SATCOM 手册），以协助会员采购和使用
卫星资料通信，

(2)

该手册已提交于 2018 年 3 月 26 至 29 日举行的基本系统委员会技术大会，

决定：
(1)

将《SATCOM 手册》作为《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 1061）的单独附件予以出版
(https://wis.wmo.int/SATCOM-Handbook)；

(2)

指定整本《SATCOM 手册》为技术规范并授权使用快速通道（简单）程序对其进行修订；

(3)

修订本决议附录中《WMO 信息系统指南》的内容；

授权秘书长对《SATCOM 手册》进行编辑性修改并对《WMO 信息系统指南》做相应的编辑性修改；
鼓励会员在考虑使用卫星资料通信时参照《SATCOM 手册》。

决议 20(EC-70)的附录
《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 1061）中涉及《SATCOM 手册》的文字
将下列文字补充到《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 1061）的第一部分中：
1.7.6
在本指南的附件《SATCOM 手册》（WMO-No. xxx；https://wis.wmo.int/SATCOMHandbook）中提供关于使用卫星通信系统的指导意见。

决议 21(EC-70)
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建议 18 (CBS-16)-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386）及其附文的修订，附录 2，说明了
全球电信系统与 WMO 信息系统的连通性，该建议是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九次届会上批准的，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管理组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开会议，并在 2018 年 CBS 技术会议期间
的讨论之后提出了修改文本，
决定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具体见本决议的附录 1 和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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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秘书长对本决议附录 1 和附录 2 中的文字和图表做编辑性修改。

决议 21(EC-70)的附录 1
（仅以英文提供）

Amendment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Regional Telecommunication Hubs of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Amendments to WMO-No. 386 if the procedure to transfer RTH Tashkent to use
GISC Moscow has been completed
1.
Amend Part 1, Attachment I-2 by replacing the existing diagram with the
following diagram (Figure 1 WIS RTH responsibility) as follows
Attachment I-2.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mai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63

WIS Responsibility Roadmap

RTH(DCPC)
12. Nairobi
62: Norrköping
64: Offenbach*
67. Prague*
66: Rome
68: Vienna
69. Sofia*
RTH(DCPC)
63: Toulouse*
16: Algiers*

RTH(DCPC)
11 . Cairo
15. Dakar*
17 . Brazzaville
18. Niamey

DCPC(RTH)
61: Exeter*

GISC
Exeter

RTH(DCPC)
22: Tashkent, 23: Novosibirsk
24: Khabarovsk 65: Moscow*

GISC
Moscow

RTH(DCPC)
28: Beijing*

GISC
Beijing

RTH(DCPC)
25: Tokyo*
26: Bangkok

GISC
Tokyo

GISC
Offenbach

GISC
Seoul

GISC
Toulouse

WIS Core Network

GISC
Jeddah

GISC
Casablanca

GISC
Tehran

GISC
Pretoria

RTH(DCPC)
41: Washington*

RTH(DCPC)
21: Tehran

GISC
New Delhi
GISC
Washington

RTH(DCPC)
14: Pretoria

RTH(DCPC)
29: Jeddah*

GISC
Brasilia

GISC
Melbourne

RTH(DCPC)
31: Brasilia*, 32: Buenos Aires*
33: Maracay

RTH(DCPC)
51: Melbourne*
52: Wellington

RTH(DCPC)
27: New Delhi*

Figure 1: WIS RTH responsibility plan
Note:
2.

data flow does not always follow the same path as the responsibilities.
Amend Part 1, Attachment I-3 as follows

ATTACHMENT I-3. RESPONSIBILITIES OF REGIONAL
TELECOMMUNICATION HUBS CENTRES ON THE MAI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OBSERVATIONAL DATA AND PROCESSED INFORMATION
1.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COLLECTION,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OF OBSERVATIONAL DATA OF WMCs AND RTHs LOCATED
ON THE MAI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 responsibilities are
[Replace the table under 1. with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n in Figure 2 (RTH –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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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H
Region

RTH
Reference
No.

1

11

Cairo* (Egypt)

Casablanca

Toulouse

1

12

Nairobi* (Kenya)

Offenbach

Moscow/Toky
o

1
1

13
14

Lusaka (Zambia)
Pretoria (South
Africa)

Pretoria
Pretoria

Exeter
Exeter

1

15

Dakar* (Senegal)

Casablanca

Toulouse

1

16

Algiers* (Algeria)

Toulouse

Exeter

1

17

Brazzaville (Congo)

Casablanca

Toulouse

1

18

Niamey (Niger)

Casablanca

Toulouse

2

21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ehran

TBD

2

22

Tashkent
(Uzbekistan)

Moscow

TBD

2

23

Novosibirsk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Offenbach/To
ulouse

RTH City (Country)
(*=RTH/MTN)

RTH's
Principal
GISC

RTH's
Backup GISC

RTH’s Area of Responsibility
Egypt, Sudan, Libya,
adjacent sea areas
Kenya, Ethiopia, Burundi,
Djibouti, Uganda, Rwanda,
Somalia, La Réunion,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adjacent ocean areas
Zambia, Zimbabwe, Malawi
South Africa, Angola,
Botswana, Lesotho,
Madagascar, Malawi,
Mozambique, Namibia,
Eswatini, La Réunion,
Zimbabwe, and the following
centres via La Réunion:
Antananarivo, Comoros,
Mauritius, Seychelles,
Amsterdam island,
Kerguelen, adjacent ocean
areas
Senegal, Ascension Island,
Cabo Verde, Canary Islands,
Cote d'Ivoire, Guinea,
Guinea-Bissau, Liberia,
Madeira, Mali, Mauritania,
Morocco, Nigeria, Sierra
Leone, St. Helena, Gambia,
adjacent ocean areas
Algeria, Morocco, Lebanon,
Tunisia, adjacent sea areas
Congo, Cameroon,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Gabon,
Equatorial Guinea,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djacent ocean areas
Benin, Burkina Faso, Chad,
Ghana, Niger, Nigeria, Togo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q, Pakistan, Yemen, other
territories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djacent sea and
ocean areas
Afghanistan,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Mongolia, Russian Federation
(in Regio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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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Khabarovsk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Offenbach/To
ulouse

2

25

Tokyo* (Japan)

Tokyo

Beijing/Offen
bach/Melbour
ne

2

26

Bangkok (Thailand)

Tokyo

Beijing/Offen
bach/Melbour
ne

2

27

New Delhi* (India)

New Delhi

TBD

2

28

Beijing* (China)

Beijing

Tokyo

2

29

Jeddah* (Saudi
Arabia)

Jeddah

TBD

3

31

Brasilia* (Brazil)

Brasilia

Washington/
Pretoria

3

32

Buenos Aires*
(Argentina)

Brasilia

Washington/
Pretoria

3

33

Maracay
(Venezuela)

Brasilia

Washington/
Pretoria

4

4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Brasili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Russian Federation
(in Region II), adjacent sea
and ocean areas
Hong Kong (China), Japan,
Macao (China), Republic of
Korea, adjacent sea and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Cambodia,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Myanmar, Thailand, Viet
Nam, adjacent sea and ocean
areas
Bangladesh, Bhutan, India,
Maldives, Myanmar, Nepal,
Pakistan, Sri Lanka, adjacent
sea and ocean areas
Chin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Viet Nam,
adjacent sea and ocean areas
Bahrain, Kuwait, Oman,
Qatar, Saudi Arabia, United
Arab Emirates, Yemen, other
territories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djacent sea and
ocean areas
Brazil, Colombia, Ecuador,
French Guyana, Guyana,
Suriname,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ships’ and aircraft reports
Argentina,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Chile,
Paraguay, Peru, Uruguay,
ships’ and aircraft reports
Colombia, Ecuador, French
Guyana, Guyana, Suriname,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ships’ and
aircraft reports
Antigua and Barbuda, Aruba,
Bahamas, Barbados, Belize,
British Caribbean Territories,
Canada, Cayman Islands,
Colombia, Costa Rica, Cuba,
Curaçao and Sint Maarten,
Dominica, Dominican
Republic, El Salvador,
Grenada, Guatemala, Haiti,
Honduras, Jamaica, Mexico,
Monserrat, Nevis, Nicaragua,
Panama, Saint Kitts, Saint
Lucia, Trinidad and Tobag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6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5

51

Melbourne*
(Australia)

Melbourne

Tokyo/Seoul

5

52

Wellington (New
Zealand)

Melbourne

Tokyo/Seoul

6

61

Exeter

Toulouse

6

62

Exeter*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Norrköping
(Sweden)

Offenbach

Moscow/Toky
o

6

63

Toulouse* (France)

Toulouse

Exeter

6

64

Offenbach

6

65

Offenbach*
(Germany)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Toky
o
Offenbach/To
ulouse

6

66

Rome (Italy)

Offenbach

6

67

Prague* (Czechia)

Offenbach

6

68

Vienna (Austria)

Offenbach

6

69

Sofia* (Bulgaria)

Offenbach

Moscow

Moscow/Toky
o
Moscow/Toky
o
Moscow/Toky
o
Moscow/Toky
o

Australia and outlying
islands, Brunei Darussalam,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Fiji, French
Polynesia, Indonesia, Kiribati,
Malaysia, New Caledonia,
Papua New Guinea,
Philippines, Samoa,
Singapore, Solomon Islands,
Timor-Leste, Tonga, Tuvalu,
Vanuatu, Wallis and Futuna
New Zealand and outlying
islands, Cook Islands, Niue,
Pitcairn, Tokelau
Gibraltar, Greenland, Iceland,
Ireland,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 ocean weather
stations (OWS)
Denmark, Estonia, Finland,
Latvia, Lithuania, Norway,
Sweden
Belgium, France,
Luxembourg, Monaco,
Portugal, Spain
Germany, Jordan, Israel,
Switzerland
Armenia, Azerbaijan, Belarus,
Georgia, Republic of Moldova,
Russian Federation (in
Region VI), Ukraine
Greece, Italy, Lebanon,
Malta, Turkey
Czechia, Poland
Austria, Croatia, Hungary,
Slovakia, Slovenia
Alban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Bulgaria,
Cyprus, Montenegro,
Romania, Serbia, Syrian Arab
Republic,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Figure 2 RTH –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 denotes RTH on the MTN)

决议 21(EC-70)的附录 2
（仅以英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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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to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func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Regional Telecommunication Hubs of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in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MO-No. 386)
Amend WMO-No. 386 Manual on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as follows.
1.
1.1

Amend Part 1, Section 1, paragraph 1.1 as follows:
Functions

The functions of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GTS) as a key component withi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IS) shall be to facilitate the flow of data and processed
products to meet the WWW requirements in a timely, reliable and cost-effective way,
ensuring that all Members have access to data and products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procedures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agreed WWW system.
Note:
It also gives telecommunication support to other programmes as a part of WIS
and as decided by the WMO Congress or the Executive Council, within the limits of its
primary objectives.
2.

Amend Part 1, Section 1, paragraph 1.2.1 as follows

1.2.1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shall be so organized as to accommodate
the volume of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its transmission within the required time
limits as the core network of WIS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World, Regional Specialized and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WW.
Insert note after paragraph 1.2.2(c) to read
1.2.2

The GTS shall be organized on a three-level basis, namely:

… (c)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
Note:
The components of the MTN connecting the WIS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s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WIS Core Network (See the Manual on the WMO
Information System WMO-No. 1060).
3.

Amend Part 1, Section 3 as follows

3.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S OF TH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3.1

The Mai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MTN)

3.1.1
The MTN shall be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circuits linking together the GISCs on
the WIS Core Network WMCs and designated RTHs. The circuits which directly link WMCs
and/or RTHs situated on the MTN may, at the request of Members concerned, be designated
as circuits of the MTN.
Note:
The names of these centres, together with a diagram indicat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MTN, are given in Attachment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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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The MTN shall be desig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traffic originating from each
centre (WMC, designated RTH) will be routed selectively towards the addressee centre(s).
Each centre on the MTN shall ensure selective relay of the traffic which it receives towards
the circuit(s) which it serves.
3.1.3
The MTN shall have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an efficient, reliable communication
service between the designated centres, in order to ensure:
(a)

Rapid and reliable exchange of observational data required to meet the GDPFS
requirements;

(b)

Exchange of processed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WMCs, including data received from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c)

Transmission of processed information produced by the WMC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SMCs and NMCs;

(d)

Transmission of other observational data and processed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interregional exchange.

Note:
Responsibilities of RTHs, including those centres located on the MTN,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observational data and processed information are given in Attachment I-3.

决议 22(EC-70)

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1060）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的附件 B 记录了那些已经被批准为 WMO 信息系统
（WIS）中心的中心，

(2)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附件 B，同时考虑了基本系统委员会提出的关于 WIS 中心应符合该手册第四部分
规定的技术规范的建议，

注意到 CBS 评估了拟议的 WIS 中心对 WIS 要求的遵守情况，还评估了本决议附录中列出的符合要求的那
些中心，
决定修订《WMO 信息系统手册》，详见本决议的附录；
授权秘书长对本决议附录中的文字做编辑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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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2 (EC-70)的附录
将 WIS 中心纳入《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
根据前两栏的字母顺序，将以下几行补充至 WMO-No. 1060 《WMO 信息系统手册》附件 B 表 2 的适当
位置。

表 2：资料采集或制作中心

WMO 会员或贡

献组织

中心所在区域/城
市

中心名称

职能

技术委员会/
计划

GISC

法国

哥白尼区域空气质量
资料中心

六区协 图卢兹

哥白尼区域空
气质量资料中
心

RA VI

图卢兹

新加坡

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ASMC）

五区协 新加坡

区域跨界烟霾
的监测和警报

CBS

墨尔本

修改 WMO-No. 1060《WMO 信息系统手册》附件 B 表 3 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条目，编辑当
前这一行并增加第二行，如下所示。已删除的文本使用红色删除线指示，并使用绿色虚线下划线表示新添
加文字。
表 3: 国家中心

会员或组织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

中心名称

GTS 职能

主 GISC

组成机构

Kazhydromet 国
家气象水文局（阿
拉木图）

NMC

二区协

阿拉木图

莫斯科

CBS

国家气象水文局
（阿斯塔纳）

NMC

二区协

阿斯塔纳

莫斯科

CBS

Uzhydromet

NMC

二区协

塔什干

首尔

CBS

中心所在区域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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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3(EC-70)
WMO 信息系统 2.0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未来的 WMO 信息系统（WIS）是 1992 年基本系统委员会（CBS）首次设想的，这一概念得到第
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2003）通过并经决议 2（Cg-15）-2008-2011 年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的批
准，

(2)

首批业务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始于 2012 年，

注意到除了建立发现和获取的新功能外，WIS 的发展局限于成为全球电信系统（GTS）的演进，
另注意到：
(1) 目前的 WIS 架构是在 12 年前开发的，很多新技术、架构设计和行业解决方案开始时都还没有，
(2) 会员已在从电信架构转向依托 GISC 的资料核心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3) 一些会员渴望确保 WIS 2.0 的开发没有这些限制，充分利用新信息技术和现有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环境和做法，以便依托会员对 WIS 初步开发和推广的投资，实现会员对整个信息管理周期的需求，
要求 CBS 与私营部门合作，并让那些目前运营 GISC 的会员参与分析对于 WIS 的资料交换需求，以便为
所有用户提供可靠的资料，并考虑新技术、架构和通信技术（包括基于云的解决方案，网络（Web）服务、
应用程序编程界面、现代消息传递协议等）以及他们如何支持或促进向 WIS 2.0 的演进并进行报告，
要求秘书长提供资源支持这项工作，
敦促会员为开发潜在的解决方案和开展可行性研究提供资源。

决议 24(EC-70)
通过 WMO 全球电信系统提供高分辨率无线电探空仪资料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40 (Cg-12)，WMO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的指
南，其中通过了以下规范“会员应免费且不受限制地提供基本资料和产品，满足提供服务的需要，以支持保
护生命财产和保障各国人民福祉，特别是提供本决议附录 1 中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资料和产品，这是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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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描述和预报天气和气候以及支持 WMO 计划所需的”，附录 1 - 资料和产品的免费交换及无条件使用，其
中包括“所有高空探测网络的可用资料”，
另回顾到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观测网设计原则 9，其中规定应设计观测网络，并且应以确
保观测结果以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的形式提供给其他 WMO 会员，并予以及时提供从而满足区域和全球应用
的需求；
进一步回顾到决议 10 (EC-65)-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有关综合观测系统的报告，批准了建议 6
(CBS-15) – 全球观测系统演进的实施计划，以响应 2025 年全球观测系统的愿景以及 WIGOS 的需求，
注意到全球观测系统演进的实施计划包括行动 G14，其中要求会员“确保及时分发垂直高分辨率的无线电探
空仪测量结果、以及连同每份资料的观测位置和时间信息以及其它相关的元数据”，
另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制定并批准了从传统的字母数字代码提供无线电探空仪资料过渡到以高
分辨率 BUFR 提供的程序，
铭记虽然有些会员已经遵守了这一商定的行动，并已通过全球电信系统在提供高分辨率无线电探空仪资料，
但估计仍有 69%的无线电探空站尚未提供这些资料(见 EC-70/INF. 7.4(1) 以获得进一步支持本决议的
信息），
获悉即使目前提供的高分辨率无线电探空仪资料有限，数值天气预报应用已经从预测技术的可用性和这些
资料的使用方面对预报技术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专家们期望通过更广泛地提供这些资料来扩大和提高
这种改进，
决定敦促会员加紧努力落实所需的系统和程序，以便能够提供其无线电探空仪台站的高分辨率无线电探空
仪资料，并符合相关的 CBS 流程和规范；
鼓励会员增加每天无线电探空仪的发射次数；
鼓励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在需要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技术咨询和制定合作解决方案，以协助会员
完成此过程。

决议 25 (EC-70)
修改船舶掩蔽计划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27 (EC-59) - 船东和船主关于 VOS 资料交换的考虑，
注意到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五次届会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208），
包括建议 8 (JCOMM-5)-修改船舶掩蔽计划，以及决定 32 (JCOMM-5)-船舶观测小组标识符计划，

72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另注意到：
(1)

安全问题（海盗）是最初实施船舶标识符掩蔽计划的驱动因素，就今天而言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2)

随着卫星自动识别系统的发展，现在可以在公共网站上进行全球性和连续性船舶跟踪，鉴于使用当
前的船舶标识符掩蔽计划（如“SHIP”）不利于船舶资料的质量监测，并且实际上限制了向一些用户
提供 VOS 资料，

审议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通过决定 32 (JCOMM-5)提议的船舶标
识符新计划（SOT ID），
念及一些会员（如日本）尚未与国家管理当局就从船舶标识符掩蔽向 SOT ID 过渡进行协商，
获悉做出决定 32 (JCOMM-5)的理由，详见建议(JCOMM-5)，
决定不再保留决议 27 (EC-59)生效；
要求会员停止使用现有的船舶标识符掩蔽以及编码/解码计划，并改用拟议的新 SOT-ID 计划；
要求 JCOMM 制定一份过渡计划，说明向新 SOT ID 过渡的时间和程序。
本决议取代 27 (EC-59)，后者不再生效。

注：

决议 26(EC-70)
修订《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
(1)

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16 日有关《WDS-DPFS/GDPFS 手册》2017 修订版的 WMO 通函，要求采
取的行动有：

(a)

“要求目前主办 WMC 和/或 RSMC 的 WMO 会员确认其中心是否符合新的指定条件”，

(b)

“在 CBS-16 届会期间表示有兴趣接受其中心被指定的 WMO 会员完成指定过程”，

(c)

“达到《GDPFS 手册》修订版(WMO-No. 485) 中规定的标准/功能的所有 WMO 会员提交其指定
所需的备选资质”，

(2)

决议 6 (Cg-16)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修订版（WMO-No. 485），世界气象大会认
同该手册修订版是 WMO 会员（包括其指定的中心）所运行的所有业务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技术规
则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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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议 18 (EC-69)-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修订版（WMO-No. 485），批准出版该手册
修订版，包括新增的新型中心。该手册于 2018 年 2 月 16 日正式发布，

(4)

过渡安排，特别是现有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一旦符合新型中心的条件之后“将在 2019 年
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前保持其现状；为了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后保持现状，他们需要在
Cg-18 之前证明其合规性，”

(5)

按照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实施协调组审计任务组制定的工作程序，计划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
前对各中心的全面合规情况进行审计，

回顾到 WMO 手册的修订是由基本系统委员会负责，其标准程序见《总则》，
审查了：
(1)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管理组在其第十八次会议（2018 年 3 月）上的建议：

(a)

将奥芬巴赫（德国）正式指定为世界气象中心，

(b)

正式指定新的 RSMC 并将其纳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第三部分：

(i)

临近预报方面：中国香港的香港天文台，

(ii)

灾害性天气预报方面：惠灵顿（新西兰）和比勒陀利亚（南非），

(iii)

核与非核应急响应方面：分别为奥芬巴赫（德国）；图卢兹（法国），

(c)

正式指定以下新的一年至十年气候预测全球制作中心：奥芬巴赫（德国）、巴塞罗那超级计算中心
（西班牙)、蒙特利尔(加拿大)和埃克塞特(英国)，

(d)

按照本决议附录 1（仅以英文提供），批准《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南》（WMO-No. 305）
的大纲，以确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修订版的必要一致性以及为会
员提供实施该手册的进一步指导，

(e)

根据本决议附录 2（仅以英文提供），修订《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附件 2.2.18 - “获取
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LC-LRFMME）所拥有的全球制作中心资料和可视化产品”，以反
映长期预报全球制作中心同意删除对获取 LC-LRFMME 网站上图形产品而需密码的要求，

(f)

按照本决议附录 3（仅以英文提供），修订《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的附件 2.2.34 - “确
定性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的标准化验证”，以纳入在手册编辑期间遗漏的与评分有关的一些参数和信
息，

(2)

建议 14 (JCOMM-5)-海洋相关 GDPFS 指南贡献的标准和指定（见 EC-70-INF. 8(1)）：

(a)

根据本决议附录 4（仅以英文提供）确定了海洋气象服务和海洋环境应急的 RSMC 的指定标准，以
纳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

(b)

建议正式指定所有 METAREA 发布机构和制作机构分别作为海洋气象服务 RSMC 和参与中心，并纳
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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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议正式指定以下中心为数值海浪预报 RSMC 并纳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的第三部分：
蒙特利尔（加拿大气象中心）；图卢兹（法国气象局）和东京（日本气象厅），
批准了 CBS 管理组和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的上述建议（见本建议附
录 5，仅以英文提供）；
赞赏地注意到按照《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修订版的规定，在感兴趣的会员完成指定过程方面已
取得了重大进展；
提请尚未完成与新型中心对接工作的会员和已完成此项工作但尚未证明合规性的成员，尽快采取行动完成
证明合规性的过程并根据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后的新指定程序保留其身份；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加快《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南》的编写工作，以促进使用修订版《全球资料加
工和预报系统手册》并将指南提交 Cg-18 供其批准；
授权秘书长经与 CBS 和 JCOMM 主席协商后对《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修订版做编辑性修改。

决议 26 (EC-70)的附录 1
（仅以英文提供）

Draft table of contents of revision of the Guide to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305)
PART 1. ORGANIZA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1.1

The vision of the GDPFS (Note: this section will seek to capture the articulated vision
of the seamless GDPFS from relevant discussions and documents, in a way that
assists the promotion of the GDPFS to the wider community)

1.2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GDPFS (Note: the section will articulat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GDPF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explained in the Manual to those less
familiar with the GDPFS)

1.3

Organization of the GDPFS

1.4

Compliance with required GDPFS functions

1.5

Summary of required or recommended competencies for undertaking GDPFS functions

1.6

Alignment with related WIS functions

1.7

Alignment with related WIGOS functions

1.8

Interaction among GDPFS centres

1.9

Implementation of GDPFS, including interactions among technical commissions and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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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Summary of relevant Guidelines (further detail to be given in Part IV).
PART 2. ACTIVITIES SUPPORTED BY THE GDPFS
2.1

General (Note: this section will expand on the concise functional descriptions given in
the Manual but to the extent possible without repeating Manual text. The language
will still be kept simple and concise to ensure ease of translation)

2.2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GDPFS

2.3

Roles in and review of activities supported by the GDPFS
2.3.1 General purpose activities
2.3.2 Specialized activities
2.3.3 Non-real time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2.4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a GDPFS centre (Note: this includes 24/7, connection to
WIS, back-up procedures, etc.)

PART 3. DESIGNATION PROCEDURES FOR GDPFS CENTRES
3.1

General

3.2

Procedure for a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 (Note: To include background, a service
offer by a Member for potential WMC, demonstration of capabilities, designated WMCs)

3.3

Procedure for a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 (Note: To include
background, service offer by a Member for potential RSMC, demonstration of
capabilities, designated RSMCs)

3.4

Rolling review of GDPFS centres (Note: references to detailed procedures will appear
in Part IV)

PART 4. GUIDELINES AND FURTHER READING
4.1

General

4.2

WMO Guidance (Note: this section will draw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other WMO
guidance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seamless GDPF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er whole, including relevant Guides and Guidance notes already extant and as
they are further developed. Subjects covered might include quality control of incoming
observations, data collection and product dissemination, including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procedures and formats for the exchange of data and products aligned
with WI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data-processing, including long-term storage of data
and products, verification, the audit process, training, and reporting.)

4.3

Other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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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6 (EC-70)的附录 2
（仅以英文提供）

Amendment of Appendix 2.2.18 – Access to Global Producing Centre data
and visualization products held by the Lead Centre(s) for Long-range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s
(a)
(b)

Access to GPC data graphical products from the Lead Centre(s) for LRFMME websites
will be password protected.
Digital GPC data will be redistributed only in cases where the GPC data policy allows it.
In other cases, requests for GPC outpu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GPC.

...

决议 26 (EC-70)的附录 3
（仅以英文提供）

Amendment to Appendix 2.2.34 – Standardized verification of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products – Section 5.1 and 5.7 (pp 90 & 92)
of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5.1

Parameters

Extra-tropics:
–

–

Mandatory:
–

MSLP (verification against analysis only)；

–

Geopotential height at 850, 500 and 250 hPa；

–

Temperature at 850, 500 and 250 hPa；

–

Wind at 925, 850, 700, 500 and 250 hPa.

Additional recommended:
–

Geopotential height, temperature, wind at 100 hPa；

–

Relative humidity at 850 and 700 hPa.

Tropics:
–

–

Mandatory:
–

Geopotential height at 850 and 250 hPa；

–

Temperature at 850 and 250 hPa；

–

Wind at 850 and 250 hPa.

Additional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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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humidity at 850 and 700 hPa.
Scores

The following scores are to be calculated for all parameters against both analysis and
(except mean sea-level pressure) observation.
Wind
–

Mandatory
–

rms vector wind error

–

mean error of wind speed

Other parameters:
–

–

Mandatory
–

Mean error

–

Root mean square (rms) error

–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forecast and analysis anomalies (not required for
obs)

–

S1 score (only for MSLP and only against analysis)

Additional recommended
–

mean absolute error

–

rms forecast and analysis anomalies (not required for observations)

–

standard deviation of forecast and analysis fields (not required for observations)

决议 26 (EC-70)的附录 4
（仅以英文提供）

Amendment to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concerning criteria for designat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2.2.2.X.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Notes:
1.

Operations, including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are described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2.

This activity includes a network of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2.2.2.X.1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s (including the Preparatory Services, which are
contributing centres) conducting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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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ssue forecast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b)

Issue warnings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hazards for coastal and offshore areas；

(c)

Coordinate with national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marine matters, including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search and rescue.

2.2.2.X.2 Members holding METAREA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WMO/IMO Worldwide MetOcean Information and Warning Service (WWMIWS), sha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service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Joint IMO/IHO/WMO Manual on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a)

Issue forecast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the high seas；

(b)

Issue warnings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hazards for the high seas；

(c)

Organize the broadcast of marine forecasts and warnings on broadcast systems
compliant with the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d)

Undertake the METAREA Coordinator responsibilities.

Note: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related
to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are specified in the Table below.

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approv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WWMIWS
JCOMM
EC/Congress

CB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approv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
EC/Congress

CB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JCOMM/WWMIWS
CBS

JCOMM

2.2.2.X.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Notes:
1.

Operations, including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are described in the
Manual on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WMO-No. 558)；

2.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be defined by the JCOMM/ET-MEER during the
intersessional period；

3.

The bodies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Manual related to
marin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are specified in the Tabl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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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Changes to activity specification
To be proposed by:
To be approv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ET-MEER
JCOMM
EC/Congress

CBS

Centres designation
To be approved by:
To be decided by:

JCOMM
EC/Congress

CBS
Compliance

To be monitored by:
To be reported to:

JCOMM/ET-MEER
CBS

JCOMM

决议 26 (EC-70)的附录 5
（仅以英文提供）

Designation of centres and inclusion in Part III of the Manual on the Global
Data-processing and Forecasting System (WMO-No. 485)
1.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are located at:
...
–

2.

WMC Offenbach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with geographical specialization are
located at:
...

3.

General purpose activities
Provision of global deterministic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
–

RSMC Offenbach

Provision of limited area deterministic weather prediction:
...
Provision of global ensembl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
–

RSMC Offenbach

Provision of limited area ensemble numerical prediction:
...
Provision of Now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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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SMC Hong-Kong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long-range prediction:
...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for Annual to Decadal Climate Prediction

4.

–

GPC Exeter

–

GPC Barcelona

–

GPC Montreal

–

GPC Offenbach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for specialized activities are the
following: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including marine-related hazards:
...
Provision of atmospheric sandstorm and dust storm forecasts:
...
Provision of atmospheric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modelling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and/or backtracking) – Nuclear :
...
–

RSMC Offenbach

Provision of atmospheric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modelling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 Non-Nuclear；
–

RSMC Offenbach

–

RSMC Toulouse

Provision of Severe Weather Forecasting
–

RSMC Pretoria

–

RSMC Wellington

Provis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RSMC Exeter

RSMC Melbourne

RSMC Toulouse

RSMC Tokyo

RSMC Athens

RSMC Beijing

RSMC Washington DC

RSMC St Petersburg

RSMC Miami

RSMC Vladivostok

RSMC Niteroi

RSMC Wellington

RSMC Buenos Aires

RSMC Valparaiso

RSMC Pretoria

RSMC Call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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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C New Delhi

RSMC Tromsø

RSMC Vacoas

RSMC Edmonton

RSMC Karachi

RSMC Winnipeg

RSMC La Réunion

RSMC Ott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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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of numerical ocean wave prediction
–

RSMC Montreal

–

RSMC Toulouse

–

RSMC Tokyo

Regi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monitoring:
...
5.

The Regional Specialized Meteorological Centres for non-real-time coordination
activities:
...
Lead Centre for coordination of wave forecast verification
–

ECMWF

决议 27(EC-70)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议 16 (EC-69)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2)

决定 45 (EC-69) – 开发和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3)

决定 46 (EC-69) –开发和实施北极极地区域气候中心网络和极地区域展望论坛，

(4)

决定 48 (EC-69) – 极地和高山区域优先活动，

(5)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EC-PHORS）第八次会议（2018 年 3 月 21 日
至 23 日，芬兰列维）的报告，并对 EC-PHORS 的职责提出了修改建议，

(6)

《基本文件第 1 号》(WMO-No.15)；

考虑到：
(1)

根据决议 16 (EC-69)提出的审议意见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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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极地地区特别是北极地区，人类的存在和活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新增或加强与天气、气候、水
和相关环境事宜相关的服务，

(3)

海洋在极地地区变化方面的作用，

(4)

极地预测年（YOPP）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倡议例子，其可将极地研究、服务和业务各界团结起来；

认识到：
(1)

2017 年 WMO 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并且多年来一直作为特邀专家，积极参与南极条约和环境保
护委员会，

(2)

WMO 最近与北极理事会及其工作组进行了高层接触，特别是在 2018 年 3 月 22 日至 23 日在芬兰
列维举行的北极高级官员会议和北极理事会各工作组会议 - 包括北极污染物行动计划、监测和评估
计划以及保护北极海洋环境工作组等召开的会议 - 期间的接触，

(3)

WMO 对北极持续性观测网络的贡献，

(4)

北极理事会在其第十次部长级会议（2017 年 5 月 11 日，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上宣布达成
“关于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的协议，这是在北极理事会主持下谈判达成的第三份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协议，将有助于在发展该地区科学知识方面提高效力和效率，有助于加强北极地区的科学合作，
并鼓励各方在其生效后予以实施”（2017 年费尔班克斯宣言第 33 段），
(5)

EC-PHORS 在其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上认识到有必要改进 EC-PHORS 和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GCW）中成员组成的性别平衡，

(6)

芬兰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为 WMO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促进了四大优先领域之一的气象
合作，而且芬兰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在高级北极官员会议边会主办了北极气象峰会；

决定根据 EC-PHORS 在其第八次会议上提出的职责，修订 EC-PHORS 的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邀请会员：
(1)

在提名专家参加 EC-PHORS 和 GCW 工作结构时考虑到性别平衡政策的重要性，

(2)

确保在 YOPP 核心阶段完成后，继续提供 YOPP 观测和数值天气预报资料，为期 10 年，用于研究
和模式验证。这一时期需要确保从开发和收集数据的投资中获得全部价值(见 EC-70/INF. 9 以获得
详细信息)；

要求秘书长：
(1)

正式邀请北极理事会北极监测评估计划、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和 UNESCO 国
际海洋学委员会作为成员参与 EC-PHORS 的工作，

(2)

为专家组的活动和会议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 GCW 工作结构，并与相关国际组织、计划和机构联
络，

(3)

与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区域专业气象中心、GCW 以及开展业务观测网络设计的组织一起参与 YOPP
的合并阶段，以确保无缝过渡到业务运行。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6 (EC-69)，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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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7(EC-70)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的职责
[秘书处的注释：以下是相对于决议 19（EC-69）中的职责，对 EC-PHORS 职责做出的修改。为了提高
可读性，没有以修订标志形式体现编辑性修改。]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EC-PHORS）应由会员常任代表提名的成员组成，包括
北极理事会（如土著人的利益）、《南极条约》缔约方，和特别是在极地和高山地区有活跃的气象、水
文、海洋学或冰冻圈计划的其他组织代表，
可邀请其他团体的观察员出席专家组会议，
授权专家组在需要时设立次级小组和任务组，特别是包括一个南极工作组、一个高山任务组、一个极地空
间任务组、和一个 GCW 指导组。
专家组应：
(1)

按照《基本文件第 1 号》（WMO-No. 15）附录 1 中的规定，根据区域协会在 WMO 南极洲活动
方面的一般职责开展工作，

(2)

继续推进针对 WMO 极地和高山地区优先活动的以下五个关键倡议：（a）南极观测网络
（AntON），（b）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和极地区域展望论坛，（c）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
（d）高山地区活动，（e）GIPPS，包括极地预测项目和 YOPP 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下的相关
研究活动，

(3)

强调、编纂和维护有关 WMO 极地和高山地区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成本效益方面的信息，特别是
通过宣传活动和吸引这一领域的专家，并参与和调整现有机制，如极地预测项目社会和经济研究与
应用分委员会和 CBS-OPAG/PWSD，

(4)

应探讨让青年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提供成果的机制，包括与极地科技新人协会（APECS）合作；

专家组将开展：

对于极地区域：
(a)

制定和促进一种综合方法来理解极地地区变化的全球影响，向用户提供所需的服务，让政府得到适
应方面的咨询，

(b)

确保将极地地区的业务和研究观测网络（包括 AntON）纳入 WIGOS 和 WIS 的框架，并进行加
强，将与冰冻圈有关的变量纳入进去，

(c)

努力协调让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以及相关研究组织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共同提高极地地
区从数小时到数个世纪时间尺度的预测能力，

(d)

协调 WMO 与其他侧重于极地科学和观测的国际组织的方向，并酌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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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果其他倡议被确定为符合 WMO 目标，进行参与并评估其有效性并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以供进
一步审议，

(f)

与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相关 WMO 及国际项目、组织、机构和实体合作，监督和指导 GCW 的
开展和实施，

(g)

监督和指导极地空间工作组，因其是为空间机构提供协调，促进基本卫星资料集的获取和分发，并
促进或支持针对冰冻圈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具体衍生产品的开发，

(h)

与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相关国际计划、组织和实体合作，指导 GIPPS 的开展，

(i)

提供 WMO 参与执行北极理事会关于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的协议，

(j)

依据 WIGOS 与仪器、资料交换和 WMO 质量管理框架相关的规定，推动获取、交换和存档极地
地区观测资料，支持极地地区所需服务的提供，

(k)

建立讨论相关科学问题的论坛，就极地地区有关的气象、水文、海洋学和冰雪圈研究和业务提出建
议，

(l)

对与极地气象学、水文学、海洋学和冰冻圈相关的问题提供定期投入，支持相关团体或机构的活
动，比如世界气候项目，包括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世界气候研究项目、全球气候服务项
目、全球大气监视网、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项目，

(m)

确保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委员会和项目的密切合作，并为其作出贡献，如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北
极理事会、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其他国际大地测量
与地球物理联合会旗下的相关协会、国家南极项目管理委员会、北极研究业务者论坛、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及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

对于南极：
专家组应酌情与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实体合作：
(a)

推进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在该区域（60°S 至 90ºS）的执行，

(b)

协调南极地面和高空气象观测计划，与有关国际科学组织合作，并与次南极观测相关的区域协会联
络，

(c)

协调 AntON 的设计，由地面和高空站组成，包括 GCOS 地面网、GCOS 高空网、全球大气监视
网和其他相关观测组成部分，

(d)

协调适用于南极的观测、编码、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做法的标准化工作，

(e)

向南极条约系统各缔约方和南极条约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成员提出建议；

对于北极：
(a)

促进 WMO 与北极理事会及其工作组的合作，特别是提供北极地区适当的观测和地球系统模拟框
架、支持气候抗御力和适应政策、推进水文和水资源服务、以及了解海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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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尽管各区域协会已经覆盖了相应的职能，但该专家组仍可以与其联络，界定北极观测系统和服务的
组成部分，

(c)

与水文委员会合作，指导进一步开发北极水文循环观测系统项目，

(d)

在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举办第三期 YOPP 北极特别观测期（SOP），同时考虑第一
个 YOPP SOP 的经验教训，以补充 MOSAiC（北极气候研究多学科漂流观测站）项目，并从北极
冬季的广泛观测中受益；

对于高山区域：
(a)

为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专项计划在高山地区确定水文气象和冰冻圈观测系统和服务的适当组成
部分这项工作做出贡献，

(b)

制定关于 WMO 高山地区重点活动的战略，包括审议下一个财期中类似于 YOPP 的倡议，并提交给
第十八次大会供其审议；

决议 28(EC-70)
WMO 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
执行理事会，
满意地注意到：
（1） 2017 年 WMO 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地位，
（2） 北极理事会已将北极气象合作确认为其优先事项之一，
回顾到 WMO 已通过其现有的工作计划和项目，如全球大气监视网、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执行理事会极地
和高山观测专家组、研究与服务（EC-PHORS）框架、极地预测项目、以及通过建立北极区域气候中心网
络和泛北极气候展望论坛等，在北极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认同 WMO 与北极理事会及其计划间的长期合作；
邀请 EC PHORS、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与北极理事会及其工作组合作，支持有关北极事务的政策决定，
建设维护良好和可长久使用的观测网络，以监测气候、天气、冰冻圈和水资源的变化，用于加强资料和信
息的广泛共享，并满足包括不同科学学科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以及开发与安全和可持续性相关
的服务；
邀请会员积极参与本决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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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确保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持续参与相关的北极理事会计划。

决议 29(EC-70)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地表观测网络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43 (Cg-17)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决定将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纳入 WMO 计划，并作
为一项交叉性活动进行实施，

(2)

决定 50 (EC- 68) – 开发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3)

决定 45 (EC-69) - 开发和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4)

决议 16 (EC-69) –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

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EC PHORS）第八次届会（芬兰利维，2018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报告的建议（见 EC-70/INF. 9），

(2)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的条文，

另注意到：
(1)

监测冰冻圈对于提高对全球气候、水文系统和海平面变化的了解以及对于影响评估和地球系统模拟
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持续需要从原位测量结果中获取长期和更为可靠的历史冰冻圈资料，

进一步注意到 GCW 的成功取决于对源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和非 NMHS 的观测资料的全面持
续整合以及共享，
满意地注意到：
(1)

GCW 已成功吸引 NMHS 和非 NMHS 组织、学术界和独立研究及业务组织的合作，以实现对冰冻圈
所有组成部分（雪、冰川、永冻层、海冰、冰盖、湖冰和河冰、冰山等）开展一致的原位观测，

(2)

主要资料中心、CryoNet 和 GCW 贡献台站的资料中心在扩大 GCW 数据门户和实现互可操作性方
面取得了进展，

(3)

区域积雪追踪器开发方面取得了进展，该仪器可对冰冻圈当前状态进行快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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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地表观测网络”的名称将用于 GCW 的地表观测部分，包括 CryoNet、贡献台
站和 GCW 附属网络台站等，

(2)

本决议附录中所列的台站构成了 GCW 地表观测网络；

要求 EC PHORS 与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伙伴组织协调合作，进一步更新 GCW 实施计划，并侧重于确
保 GCW 在第十八个财期内实现业务运行的那些方面，成为一个端对端和跨领域的计划；
要求技术委员会，特别是基本系统委员会、气候委员会、水文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以及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与 GCW 指导组协调合作，制定技术标准和准则，促进冰
冻圈的持续观测和冰冻圈资料交换；
要求区域协会与 GCW 指导组合作，并鼓励会员参与 GCW 活动并做出贡献；
敦促会员：
(1)

确保通过分配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ID，全面实施本决议附录中所列的台站网络，
使之作为 WIGOS 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将这些台站纳入观测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工具（OSCAR）/地表中，将这些台站与 GCW 地表观测
网络联系起来，并通过其 OSCAR 和 WIGOS 联络者为负责这些台站的组织提供协助，

(3)

维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强这些台站的观测计划，并开展额外的冰冻圈观测，

(4)

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数据稀疏地区的 GCW 观测组成部分，将其作为 WIGOS 的一部分，以支持依
赖冰冻圈信息的应用领域，

(5) 符合《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1160)、
《电码手册》（WMO-No. 306）和《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中规定的各项程序
和资料收集标准，并在需要时和在尽可能可行的情况下实时提供资料，
(6)

为 GCW 数据门户网站或其他适当的数据收集或制作中心提供历史性研究和常规观测数据，然后针
对气候用途进行归档，

(7)

确保将其领土内的 GCW 台站作为 WIGOS 资料质量管理系统框架的一部分进行监测，并在监测系
统检测到资料或其传输问题时给予反馈，

(8)

应优先制定一项战略，以整合 NMHS 以外其他组织运行的台站，

(9)

提供人力和财力资源，帮助支持 GCW 的进一步实施；

提请合作伙伴与 WMO 合作维持和发展 GCW 地表观测网络 GCW；
要求秘书长：
(1)

在可用的预算资源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将 GCW 及其观测网络作为 WIGOS 的一个组成部
分进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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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行动，通过 GCW 让 WMO 与相关组织、机构、团体和研究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欧盟和地球观测组织等）就冰冻圈问题开展和维持合作。

决议 29 (EC-70)的附录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地表观测网络

1.
编号

台站名

CryoNet 台站

GCW 提交 ID

运行台站组织所属

台站所属地理位置

WMO ID

的会员国
1

Dome C Concordia air snow observatory

109

法国；意大利

南极洲

待定

2

Adelie Land

42

法国

南极洲

待定

3

Base Belgrano II

25

阿根廷

南极洲

89034

4

Base Esperanza

30

阿根廷

南极洲

88963

5

Base Jubany (Carlini)

31

阿根廷

南极洲

89053

6

Base Marambio

32

阿根廷

南极洲

89055

7

Base Orcadas

33

阿根廷

南极洲

88968

8

Base San Martin

34

阿根廷

南极洲

89066

9

Davis main AFIN
station

96

澳大利亚

南极洲

89571

10

Dome-C Surface-SnowMeteo

114

意大利

南极洲

待定

11

Halley

197

英国

南极洲

89022

12

Juan Carlos I

122

西班牙

南极洲

89064

13

Rothera

192

英国

南极洲

89062

14

Syowa

63

日本

南极洲

89532

15

Aonikenk

54

阿根廷

阿根廷

待定

16

AWS Pasterze

136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17

AWS-Kleinfleisskees

141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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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oldbergkees

133

奥地利

19

Jamtalferner

148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20

Kleinfleisskees

134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21

Pasterze

136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22

Sonnblick Observatory

138

奥地利

奥地利

11146

23

Zongo Glacier

23

法国；多民族玻利
维亚国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待定

24

Bjelasnica

10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14652

25

Ivan Sedlo

10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14650

26

ALERT CLIMATE

184

加拿大

加拿大

71355

27

Bow Hut

204

加拿大

加拿大

待定

28

CAMBRIDGE BAY GSN

185

加拿大

加拿大

71288

29

CHURCHILL CLIMATE

186

加拿大

加拿大

71696

30

Eureka (MSC)

18

加拿大

加拿大

71913

31

NEIGE-FM

191

加拿大

加拿大

71212

32

INUVIK CLIMATE

187

加拿大

加拿大

71364

33

IQALUIT CLIMATE

188

加拿大

加拿大

71321

34

Peyto Lower Ice

203

加拿大

加拿大

待定

35

Kluane Lake Research
Station (KLRS)

93

加拿大

加拿大

待定

36

Peyto Main

202

加拿大

加拿大

待定

37

Peyto Outlet New

206

加拿大

加拿大

待定

38

RESOLUTE CS

190

加拿大

加拿大

71018

39

Valle Nevado

68

智利

智利

待定

奥地利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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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Haxilegen Galcier No.
51 station

179

中国

中国

待定

41

Jimunai station

180

中国

中国

待定

42

Laohugou station

174

中国

中国

待定

43

Miaoergou Ice Cap
Station

177

中国

中国

待定

44

Muz Taw glacier station

181

中国

中国

待定

45

Qilian

16

中国

中国

待定

46

Suli station

175

中国

中国

待定

47

Tanggula

49

中国

中国

待定

48

Urumqi Glacier No.1
station

176

中国

中国

待定

49

Xidatan

48

中国

中国

待定

50

Glaciar Conejeras

43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待定

51

Anogia-Psiloritis

210

希腊

克里特岛/ 希腊

待定

52

Chania-White
Mountains

209

希腊

克里特岛/ 希腊

待定

53

Antisana 15 alfa

21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

待定

54

Pallas-Kenttarova

131

芬兰

芬兰

5824

55

Sodankyla Intensive
Observation Area (IOA)

126

芬兰

芬兰

待定

56

Sodankyla Sounding
Station

128

芬兰

芬兰

2836

57

Argentiere Glacier

45

法国

法国

待定

58

Col de Lac Blanc

117

法国

法国

待定

59

Col de Porte

70

法国

法国

待定

60

Saint-Sorlin Glacier

44

法国

法国

待定

61

A.P. Olsen Ice Cap

168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62

PROMICE KAN_L

159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63

PROMICE KAN_M

160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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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PROMICE KAN_U

161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65

PROMICE KPC_L

166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66

PROMICE KPC_U

167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67

PROMICE NUK_L

158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68

PROMICE QAS_L

156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69

PROMICE QAS_U

157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0

PROMICE SCO_L

151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1

PROMICE SCO_U

152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2

PROMICE TAS_A

155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3

PROMICE TAS_L

153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4

PROMICE THU_L

164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5

PROMICE THU_U

165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6

PROMICE UPE_L

162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7

PROMICE UPE_U

163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78

SIGMA-A

62

日本

格陵兰

待定

79

SIGMA-B

61

日本

格陵兰

待定

80

Hofsjökull Ice Cap

149

冰岛

冰岛

待定

81

Hveravellir

150

冰岛

冰岛

4156

82

AWS1 FORNI

67

意大利

意大利

待定

83

Snow and Ice Research
Center, NIED

201

日本

日本

待定

84

Tavanbogd

91

蒙古

蒙古

待定

85

Mera

95

尼泊尔；法国

尼泊尔

待定

86

Hellstugubreen

170

挪威

挪威

待定

87

Langfjordjøkelen

193

挪威

挪威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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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Dammay, Bagrot AWS
(Chira glacier)

115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待定

89

Khama Bagrot
AWS(Hinarchi Glacier)

120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待定

90

Quelccaya Ice Cap

35

美国

秘鲁

待定

91

Ice Base Cape Baranova

51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20094

92

Tiksi

50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21824

93

Spasskaya Pad
(Yakutsk)

66

日本

俄罗斯联邦

待定

94

Formigal-Sarrios

72

西班牙

西班牙

待定

95

Davos Laret (LAR)

194

瑞士

瑞士

待定

96

Davos SLF (SLF)

77

瑞士

瑞士

待定

97

Davos SwissMetNet
AWS (DAV)

98

瑞士

瑞士

0-200000-06784

98

Dischma Chaiseren
(DMAC)

195

瑞士

瑞士

待定

99

Dischma Dürrboden
(DMAD)

196

瑞士

瑞士

待定

100

Fluela permafrost
station (FLU)

39

瑞士

瑞士

待定

101

IMIS Parsenn 2
automatic station
(PAR2)

99

瑞士

瑞士

待定

102

Stillberg station (STILL)

79

瑞士

瑞士

待定

103

Weissfluhjoch
Versuchsfeld (WFJV)

74

瑞士

瑞士

待定

104

Kilimanjaro Northern
Icefield

200

美国

坦桑尼亚

待定

105

Barrow Baseline
Observatory

55

美国

美国

70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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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台站名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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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W 贡献台站
GCW 提交
ID

运行台站组织所

台站所属地

属的会员国

理位置

WMO ID

1

Dome C GLACIOCLIM SAMBA stakes
network north

110

法国

南极洲

待定

2

Dome C GLACIOCLIM SAMBA stakes
network south

111

法国

南极洲

待定

3

Traub Glacier ( Quito )

22

厄瓜多尔

南极洲

待定

4

ARA Almirante Irizar

29

阿根廷

南极洲，南
大洋

LOAI

5

ARA Canal de Beagle

28

阿根廷

南极洲，南
大洋

LOCB

6

ARA Puerto Deseado

27

阿根廷

LOPD

7

ARA Suboficial Castillo

26

阿根廷

8

Morenas Coloradas Rockglacier

24

阿根廷

南极洲，南
大洋
南极洲，南
大洋
阿根廷

9

Vuriloches

53

阿根廷

阿根廷

待定

10

AWS Fraganter Scharte

140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11

Kolm Saigurn

135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12

Wintergasse

139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13

Wurtenkees

137

奥地利

奥地利

待定

14

Peyto Middle Ice

207

加拿大

加拿大

待定

15

Peyto Upper Ice

208

加拿大

加拿大

待定

16

Mocho-Choshuenco Volcano

69

智利

智利

待定

17

Fuyun station

183

中国

中国

待定

18

Kanas station

182

中国

中国

待定

19

Lower Station

172

中国

中国

待定

20

Middle Station

173

中国

中国

待定

21

Qingbingtan 72 Glacier station

172

中国

中国

待定

22

Terminus Station

171

中国

中国

待定

23

Sodankyla Lake Orajarvi

129

芬兰

芬兰

待定

24

Sodankyla Peatland

130

芬兰

芬兰

待定

25

Col

147

法国

法国

待定

26

Dome

119

法国

法国

待定

27

Gebroulaz Glacier

47

法国

法国

待定

28

La Muzelle

118

法国

法国

待定

LOCS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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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er de Glace Glacier

46

法国

法国

待定

30

PROMICE TAS_U

154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31

Zackenberg Research Station

169

丹麦

格陵兰

待定

32

Filefjell/Kyrkjestølane

199

挪威

挪威

待定

33

Rabben Station in Ny-Alesund (closed)

19

日本

挪威/ 斯瓦
尔巴

1007

34

Angel Orus

127

西班牙

西班牙

待定

35

Bachimana

125

西班牙

西班牙

待定

36

Goriz

121

西班牙

西班牙

待定

37

LLauset

124

西班牙

西班牙

待定

38

RenclUSA

123

西班牙

西班牙

待定

39

Bueschalp observer station (5DB)

78

瑞士

瑞士

待定

40

Klosters Kraftwerk observer station
(5KK)

105

瑞士

瑞士

待定

41

Klosters RhB observer station (5KR)

104

瑞士

瑞士

待定

42

Matta Frauenkirch observer station
(5MA)

103

瑞士

瑞士

待定

43

NIME station Dischma (DMA)

143

瑞士

瑞士

待定

44

NIME station Monstein (MST)

144

瑞士

瑞士

待定

45

Scaletta Glacier (SCAL)

145

瑞士

瑞士

待定

46

Silvretta Glacier (SILV)

81

瑞士

瑞士

待定

47

Verstancla Glacier (VERST)

146

瑞士

瑞士

待定

48

Weissfluhjoch SwissMetNet AWS
(WFJ)

75

瑞士

瑞士

0-20000-006780

决议 30（EC-70）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2018 年评审
执行理事会，
忆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于 1980 年建立，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 WMO 联合赞助，而
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也成为赞助方之一，并忆及这三个联合赞助方在
1993 年签署的联合协议对 WCRP 财务、治理和制度安排做出了界定，从而能够实现该计划的国际规划与
协调；
赞赏联合发起方成立的评审专家组开展的并于 2018 年初完成的 WCRP 评审工作；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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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自 WCRP 成立以来，其主要优势一直集中在尖端物理气候科学上，其中国际协调使科学进步成为可
能，否则将不会发生，
另认识到 WCRP 和大气科学委员会（CAS）下的其他 WMO 研究计划（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和
全球大气监视网（GAW））利用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之外的大型科学界的能力，这些能力是推进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基础，
注意到研究需要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领域进行更好的整合和更密切的协调，以便为满足日益增长
的对有针对性和社会相关服务的需求，推进必要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并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环境，使
NMHS、学术机构、私营部门和最终用户都能够参与研究、互惠互利，
另注意到 WMO 组成机构的过渡进程将为开发一个更大的、跨技术委员会和 WMO 以及共同发起的研究计
划的地球系统科学综合体创造机会，
审查了评审结果，并审议了评审专家组组长 Julia Slingo 女士的报告，包括关于未来 WCRP 战略、结构、
治理、运行、财务和伙伴关系的建议，以便有效开展 WCRP 来满足对气候科学不断增长的需求，以支持政
策和服务；
铭记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在提供科学领导力、制定科学战略和监督其执行，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科学
家群体等方面的作用，以应对需要国际协调的重大挑战问题，
赞赏在制定 WCRP 战略并使之可用于广泛的社会磋商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还赞赏 CAS 主席和 GAW、WCRP 和 WWRP 的科学领导层已启动了一个磋商进程，以加强其战略伙伴关
系，并启动相关研究计划的协同设计，
决定批准本决议附录中所列的建议；
敦促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主席与 WWRP、GAW、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以及未来地球
开展密切合作，在 WCRP 未来战略和实施计划中重点审议建议 1、3、5、7 和 8；
要求 WMO 第二副主席在秘书长的支持下：
(1)
协助与 WCRP 共同发起机构 ICSU 和 IOC 的官员协商，以编制新的 WCRP 科学战略和实施计
划，供执行理事会批准，并在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的指导下，注意到审查 WCRP 治理、支持和融资的
建议 2、4 和 6；
(2)

就 WCRP 的最有效治理机制，与 WCRP 共同发起机构 ICSU 和 IOC 的官员进行磋商；

要求秘书长与 WCRP 联合赞助方的执行首脑一道为支持该计划积极参与资金筹措活动；
呼吁会员积极支持 WCRP 各项活动，并在国家层面上提升 WCRP 的作用，将其作为首要的全球气候研究
协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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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0（EC-70）的附录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评审建议
含执行摘要及建议的2018年WCRP评审报告全文可参阅：EC-70/INF. 10.2。
建议1：科学战略
必须与赞助方讨论并经广泛协商以及社会认可，尽快制定新的10年WCRP科学战略和相关的5年期实施计
划。
建议2：治理和谅解备忘录（MoU）
评审专家组建议，建立正式的WCRP高级别治理委员会，旨在能够更有效地与联合赞助方沟通，并使它们
能够履行其对该计划的职责。应制定新的MoU，以反映治理、运行和结构等方面的变化。
建议3：科学领导力
评审专家组建议，应重新启用联合科学委员会（JSC），旨在将重点放在提供科学领导力、制定科学战略
并监督其实施，包括建立伙伴关系、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科学家团体，以致力于需要国际协调应对的重大挑
战研究问题。
建议4：运行
评审专家组建议补充澄清WCRP联合规划室（JPS）和主管的职责、结构和职能，以确保JPS可与JSC有效
合作支持其科学活动、促进国际参与及伙伴关系以及管理WCRP的资源。
建议5：结构
经与新建立的治理委员会磋商，JSC应当与科学界合作，为WCRP研究工作建立可充分服务于其新战略并
包括一套简化交付机制的新结构。
建议6：融资
鉴于WCRP目标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对该计划的财务支持不稳定，因此，联合赞助方应加倍努力，加
大扶持资金对WCRP的财务支持，使其能够更有效地运行。
建议7：科学到服务
WCRP应采取行动，确保其知识用于社会服务，尤其是在支持开发气候服务方面。
建议8：伙伴关系
WCRP应力求与WMO研究计划（尤其是WWRP和GAW）、GCOS及未来地球建立战略和强有力的伙伴关
系。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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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1(EC-70)
教育和培训
执行理事会
忆及:
(1)

决议 51 (Cg-17)-教育和培训计划，有关该计划的指导原则，

(2)

决议 52 (Cg-17)-认定和重新确认 WMO 区域培训中心

(3)

决议 8 (EC-68)-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

(4)

决定 64 (EC-68)-重新确认生物气象研究所（意大利佛罗伦萨）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

(5)

决定 56 (EC-69)- WMO 区域培训中心，

关注到西班牙常任代表关于将西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认定为西班牙 WMO 区域培训中心（RTC）的
请求；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EC-PEET）关于将 AEMET 认定为 RTC 的建议（见 EC-70/INF.
11.1）；
另关注到阿根廷常任代表关于认定阿根廷国立利托瑞尔大学（UNL）水工程和科学系（FICH）认定为阿根
廷 WMO RTC 分部的请求；及秘鲁常任代表关于将秘鲁国家气象水文局（SENAMHI）认定为秘鲁 WMO
RTC 分部的请求；
另审议了三区协主席和 EC-PEET 的建议；
决定：
(1)
认定 AEMET 为西班牙 WMO RTC；
(2)
认定 UNL 的 FICH 为阿根廷 WMO RTC 第三分部；
(3)
认定 SENAMHI 为秘鲁 WMO RTC 第二分部；
(4)
根据 EC-PEET 的建议，再次确认阿尔及利亚 RTC；
(5)
推迟再次确认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俄
罗斯联邦、南非和土耳其的 RTC，直至 EC-PEET 当前或下次开展的外部评审得出结论后再在执行理事会
上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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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2(EC-70)
审议气象科学人员基础指导教程及气象技术人员基础指导教程计划
执行理事会，
忆及决议 32 (Cg-16)-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定义，呼吁替换《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培训指南》
(WMO-No.258)第一卷-气象，以及其后 2015 年出版的《气象和水文教育培训标准实施指南》(WMONo. 1083) 第一卷-气象，
注意到 WMO 第十三次教育和培训研讨会（SYMET-13）（201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的多项建议
及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EC-PEET)关于启动对气象科学人员基础指导教程（BIP-M）和气象技术人员基
础指导教程（BIP-MT）现版本的审议工作的建议（见 EC-70/INF. 11.1）；
决定要求秘书长，与 EC-PEET 合作，对 BIP-M 和 BIP-MT 做出审议，其中特别关注科学进步、识别对用
户的影响并与用户沟通的技能、利用上游无缝资料和产品、管理开发、社会经济和其他有关社会问题。

决议 33(EC-70)
公共-私营参与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定 73 (EC-68) - 公共和私营部门在社会效益方面的合作，

(2)

决定 61 (EC-69)-公共-私营参与：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路线图；

确认近期关于公共-私营参与（PPE）和全球气象事业（GWE）讨论的事件和发展情况；
表示支持秘书长分配额外资源以确保对商定的路线图及时采取后续行动，并推动与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方
进行建设性对话；
认同本决议附录中的公共-私营参与政策框架，可作为会员与非国家实体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旨在支持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等；
确认建立由 WMO 支持的全球气象事业、世界银行国际减灾与恢复基金、和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作为
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等各种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平台，以指导各部门间的对话，考虑采取必要的协调
行动来应对 GWE 的增长，并提出建议供有关机构审议，包括 WMO；
同意迫切需要全面制定 GWE 和 PPE 的高级别政策，供第十八次大会审议，以便更新包括“第十三次世界
气象大会日内瓦宣言”（1999 年）和决议 40（Cg-12）附录 2 和 3 在内的现行政策和指导文件；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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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同意应与发展金融机构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密切协调开展与 GWE 和 PPE 相关的活动，并强调重点发
展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 PPE，以实现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能力差距的战略目标，
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1)

协助与 GWE 和 PPE 有关的意识、沟通和宣传活动，以及 RA 和 TC 的届会，

(2)
见，

邀请私营部门的专家广泛参加技术委员会届会、技术大会或区域大会，以确保考虑这些部门的意

要求秘书长：
(1)
考虑到正在与私营部门开展的对话，定期向 EC 和会员提供关于 PPE 的政策简报，包括汲取的
经验和推荐的国家做法等；
(2)
继续分配资源，通过与有关伙伴组织合作的现有或新的工作机制，支持参与正在开展的 GWE 和
PPE 活动。

决议 33(EC-70)的附录
公共-私营参与的政策框架
1.

引言

1.1

全球因素

WMO 作为一个联合国组织，按照全球联合国议程行事。今天，它以 2015 年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及其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工作基础。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要求不同的部门和
行动者通过汇集财政资源、知识和专业知识以统一的方式共同合作。新发展时代加之 17 个相互交织的
SDG 和 169 个相关具体目标可作为实现可持续的“我们梦想的未来”的蓝图，跨部门和创新的多利益相关
方伙伴关系将在 2030 年实现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的内容是“加强实施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该目标认可多利益相关方伙
伴关系是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门知识技术和财政资源的重要手段，以支持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目标 17 进一步致力于在伙伴关系的经验和资源战略的基础上，鼓励公共部门、私营部
门和学术部门以及民间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大多数联合国组织已经调整或正在调整其各自的战略和/或政策以反映 2030 年议程。
1.2

WMO 背景

WMO 大会将“伙伴关系”定义为与国际机构、其它组织、学术界、媒体和私人部门合作，以扩大重要环境信
息和服务的范围、提高其质量以及改进其提供。WMO 的伙伴关系有一些是几十年前建立的，现在仍符合
滚动的 WMO 战略计划，其中有一项战略目标是“加强伙伴关系”，该目标认识到需要加强和建立新的伙伴

100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关系和合作活动，以提高 NMHS 的服务提供水平，展示 WMO 为促进联合国系统、相关区域组织、国际公
约以及各国战略的价值。
WMO 历史上，与非国家实体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是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1995 年）通过了关于
国际交换气象资料和产品的政策和新做法（决议 40（Cg-12））。决议 40 的附录提供了“国家气象或水
文气象部门与商业部门关系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中明确指出目的是“进一步改进 NMS 与商业部门之
间的关系。发展气象和相关信息的交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部门间完善、公平、透明和稳定的关系。”
2014 年 8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WMO 世界天气开放科学大会（WWOSC）特别强调需要在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之间开展广泛对话，并需要学术界和其他相关实体（如学术团体）的大力参与，以应对不断变化的
天气、气候和水文科学与服务格局，这些可被最好地描述为全球气象事业。WWOSC 讨论的结果鼓励开展
一系列多利益相关方后续对话，由 WMO 和伙伴组织提供支持，诸如世界银行国际减灾与恢复基金
（GFDRR）和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2015 年））提出了伙伴关系的新观点，其对越来越多的实体参与天气、
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的事项进行了肯定，这些实体可以认定为属于“私营部门”（私人公司、公民协会和博
客等）。这些私营部门实体整个价值链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活跃性，自观测开始、再到资料获取的工具和
技术、信息的生成和处理技术、最终为产品的分发和服务。因此，大会认识到这部分私营部门已成为在端
到端的服务提供方面一组利益相关方，可以支持 WMO 的愿景、任务和目标。大会强调了各 NMHS、学术
机构、研究和技术机构及私营部门之间有着不同、但有时又互补的作用和职责。大会认为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之间的密切互动会刺激创新并促进相互受益，最终有利于社会。大会注意到 WMO 有大好时机启动这
种互动，并强调不作为可能会限制用户得到的利益。另一方面，此类活动还可促进传播各种性质和质量的
天气和气候信息，这可能会挑战 NMHS 在履行其使命过程中向公众和灾害管理当局以及气象事业的其余机
构传播权威性天气信息和警告的任务。大会还认识到私营部门开展举措为公民提高天气服务的可用性，但
最主要的担心是确保 NMHS 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认识到这些挑战，Cg-17 认可 WMO 关于私营部门参与的指南，将使 NMHS 能够跟上国内和国际上开展
的活动，并使本组织能够提高效率和促进服务的提供，包括在本地和区域层面能够支持观测和通讯基础设
施的发展。
按照 Cg-17 的指示，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目的是提高对公众、私人和学术部门之间的认识和理解。
WMO 执行理事会第 68 次届会（2016 年）举办了首次关于“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从事气象和水文活动的
互补性与合作性”的特别对话会。2017 年，EC-69 通过了“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PPE）的路线图”。本路线图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制定 WMO 关于 PPE 的政策框架，该框架可通过提供一系
列指导原则和强调需要解决的挑战和机遇来帮助所有部门的会员和利益相关者，以便利用合作可能带来的
利益，从而造福社会。
2.

政策框架的目标

公共-私营共同参与的政策框架可指导世界气象组织及其会员开展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行动，以促进公共部
门、私营部门、学术界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积极参与，从而成功地管理和参与全球天气事业。政策
框架中概述了各种原则和准则，旨在促进包容性天气事业方法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该政策框架是根据决议 67 (Cg-17)、决定 73 (EC-68)和决定 61 (EC-69)制定的，其中概述了：
(a) 在全球气象事业背景下，当前公共-私营参与的潜力；
(b) 根据“制定参与政策和原则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决定 73(EC-68)附录 2），公共-私营部门参
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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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作用；
(d) 指导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和方向的方案，以编写 WMO 指南提供给会员。
该框架旨在作为持续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以便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应对这些重点并确定完善的前进之路。
该框架还旨在认识并加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以维持和扩展天气事业并短期和长期在全球范围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该框架旨在加强给会员、其 NMHS 和私营部门带来的机遇，以道德行为为基础确保
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效率和创新，并利用包容性方式为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提供资金。
该框架可支持并依托《WMO 公约》、现有政策以及相关的条例和指导方针。《公约》已确保世界各国开
展合作创造和维持观测和预测天气、气候和水的国际系统；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服务，以支持有效决策；减
少生命财产损失；推进可持续发展；并为了当代和后代人类而保护环境和全球气候。
3.

全球气象事业中的公共-私营参与

WMO 关于 PPE 的政策框架的必要性源于 WMO 公约涵盖的所有业务领域的新结构，这些结构形成了天气、
气候和水文服务的价值链。

沿着这个价值链开展的活动以及其模块之间的相互联系都需要在全球气象事业背景下进一步分析。这将有助
于通过有所有部门参与的伙伴关系安排，确定提高效率和提高质量的潜力，特别是伙伴关系要能够弥合现有
能力差距以及在世界发展中地区获取重要信息和产品。
3.1

历史视角

事业理念和多利益相关方的方法可以追溯到 WMO 及其之前的国际合作举措的根源。第一次会议发送给国
际气象界的邀请函：
“我们鼓起勇气发出通函，邀请气象研究所、气象和其他学术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气象领域的私营科研人员
以及实践观测人员，参加在莱比锡举行的磋商会议 … ”

摘自 1872 年 8 月在莱比锡 1举办的气象大会的邀请函
20 世纪的气象事业主要基于公共部门投资。WMO 会员国在全球协调的世界天气监视网（WWW）下建立
了一个全球基础设施，而 WWW 由三个全球系统组成：全球观测系统（GOS）、全球电信系统（GTS）和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通过一套全球观测、资料加工和服务提供的商定标准，WWW 已经
1

莱比锡会议（1872 年）为在 1873 年维也纳举办第一届国际气象大会奠定了基础，该大会设立了 WMO 的前身 - 国
际气象组织（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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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并全天候运行，这确保了所需的协调性和互可操作性。由 NMS 主办的一些全球和区域中心构成了主要
大气变量预报所需的通信和数值模拟的核心。各国合作、协调和集体投资建设全球观测系统昂贵的卫星部
分。
虽然 WWW 主要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但如果没有来自学术界和私营企业提供的重要科学和技术支持，它将
不会取得成功。在这个阶段，私营部门参与提供服务的情况不多，但有几个国家除外，这里私营公司在向
媒体提供天气服务方面发挥着突出的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 10-15 年里，气象事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这种变化在全球各地都很明显，但在不同地
区和国家其表现差异很大。影响变化的五个主要因素是：
(a)

科技创新；

(b)

商业利益、公众和政府部门对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c)

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d)

公共部门机构和资源限制；

(e)

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和投资、巩固和全球化。

这些因素影响着全球气象事业的流程，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财务周转方面有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在这种变
化中，建立健全的国家和全球气象和水文基础设施，这符合各方的利益，因为这构成了全球气象事业的信息
支柱。这就要求所有国家重申承诺并接受它们在资助和运行国家观测网络和通信手段方面的责任，遵守必要
的相应标准和程序，以维持全球共享必要的质量保证。实质性的国际协调科学研究工作为业务系统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并确保它们随着创新的推进而发展，并通过教育和培训持续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由于大多数私营部门主要从事制造设备和提供媒体服务，近期私营部门的参与在气象和水文服务的所有方面
迅速增长，其中一些公司建立了“端到端”能力，并实现了区域和全球覆盖。这种增长大大扩展了包括
NMHS 在内的所有参与者的机遇和挑战。
3.2

不断发展变化的作用

关于收集、加工和交换气象、水文、气候和其他环境资料的体制安排以及关于制作和提供各自信息和服务的
体制安排是 WMO 会员广泛接受的，而这些变化对这些当前体制安排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世界各地各
种社会内，存在提升预警、预报和其他服务的有效性和可达性的潜力。与此同时，有人担心这些变化可能会
侵蚀通常由 NMHS 管理的核心观测资产，以及它们的地位、资金和运作模式。这种侵蚀将破坏持续的长期
国家观测能力，从而损害国家和全球气候监测。NMHS 作为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和服务其他核心政府目标
的单一国家权威声音，NMHS 的作用存在风险。所有这些都可对气象事业的终端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产
生负面影响。今天在社会各个部分都有很多案例研究和做法以及其他部门的实例可以为有效 PPE 的最佳做
法提供信息，以减轻这些风险。
在天气事业内，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和商业模式差别很大。然而，所有利益相关方可协助推动着该事业
的核心使命，以协助保护生命和财产、可帮助促进经济增长、并可协助提高生活质量。政府、私营部门、
学术界和民间社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 WMO《公约》，WMO 在了解和促进会员国及其气象事业利
益相关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历史上，公共部门一直牵头气象事业核心基础设施的供资和开发。观测网络的开发和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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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已被视为国家政府的义务“公益服务” 2。最近，技术变革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为私营部门提供了新的
机会，以推动提供这些服务来支持公共利益以及满足特定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在气象服务方面，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依赖于全球观测资料。如果不能持续和实时地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资料，
那么没有国家能够向其公民提供甚至基本的服务。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为获取观测资料进行了投资，但只有在
下列情况下才能产生集体利益：（i）足够多的国家决定进行这些投资，（ii）这些国家相互分享获取的资料。
会员们已为公共部门机构提供了投资，因为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已被证明对公民的安全和保障是至关重要
的；这也是政府的基本作用。即使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收集数据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仍然应该是真实的。
与此同时，私营部门也是国家福祉的重要贡献者，并在在价值链的所有要素中积极参与气象事业数十年。
私营部门起到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其是投资来源、技术开发和创新的驱动力、服务开发和提供的
合作伙伴、也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推动力。
4. 参与原则
政策框架的主要作用是制定一套基本原则来提供指导，明确责任和目标。PPE 政策框架对 WMO 作为一个
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目标进行了探讨，并为两项主要任务提供服务：引导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有效参与
GWE，并指导会员的意图和工作，以扩大公共-私营学术伙伴关系，从而确保为政府、企业和公民提供更
好的服务。
这些原则将提供一个框架，以便促进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和实施 WMO 与企业部门之间以及 NMHS 与私营部
门之间的伙伴，同时保障 WMO 的完整性、公正性和独立性，并防止和减轻对核心任务和服务造成不利影
响的潜在风险。
4.1

“以人为本”的原则

认识到 WMO 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提供基本的气象、气候、水文和环境信息支持与拯救生命、财产和经济生
产力有关的地方与全球决策，WMO 坚持采用“以人为本” 3的方法开展公共-私营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予以推动并被广泛接受为实现联合国 SDG 的工具。
“以人为本”的原则明确指出，在所有利益相关方中，“人”应是优先重点和主要受益者。PPE 和 PPP 在
GWE 背景下应把重点放在提高社区的安全和生活质量，特别是那些贫困社区。GWE 伙伴关系应该提供更
多的基本、可负担和适合用途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有助于解决气候和气候影响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从而通
过为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创造新的需求和机会来加强气象事业。
WMO 通过其支持气象和水文服务提供者（包括 NMHS）的计划，提供免费和开放的可用资料和产品，为
“以人为本”的原则做贡献。
4.2

WMO 商业关系准则

商业气象活动在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一直在增长。WMO 面临着如何解决 WMO 和世界气象界面临的关
键问题的挑战：如何维护和改进气象资料和产品的自由交换，同时保护会员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其国家气象
部门。
作为对此的回应，大会通过了一项政策，表明 WMO 正致力于扩大和加强气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的自由和
2

从经济角度而言，公益服务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非竞争性消费 — 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他人可用的数量；
非排他性 — 将拒绝提供成本的个人或组织排除在外、不让获益是不可能的或是极其昂贵的。
这两个特征意味着，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流程也不能提供这类物品或是不能在社会最优的水平上提供。
3
促进以人为本公私伙伴关系（PPP）推进 UN SDG，UNECE，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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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的国际交换。决议 40（Cg-12）中的这项政策也提供了“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服务（NMS）与商
业部门之间关系的指导方针”（决议 40 的附录 3），大家都认识到发展气象和相关信息的交换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公共和“商业” 4部门之间健全、公平、透明和稳定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 20 多年前，但大多
数关于在资料和服务提供领域共存的非商业（或非营利）实体和商业实体之间关系的通用指南仍然适用于
他们试图'敦促'各部门认识到合作互动可能带来的相互依存和互惠互利。但是，也认识到，这些准则的采纳
和应用变化很大。
4.3

互惠互利

成功的 GWE 依托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贡献，每个部门都有助于另一个部门的成功。虽然公共部门更有
可能投资于长期计划和基础核心基础设施，例如提供持续高质量气候记录所需的基础设施，但私营部门可
以更多地对选定的数据差距投资作出响应，以满足特殊需求和新兴技术的应用。公共部门的深入理解和与
其用户界受信任的联系对于通过响应权威性预警来确保社区安全至关重要，而私营部门的能力和技术敏捷
性则可为满足新型和新兴服务需求提供机会。WMO 为科学、资料和全球标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这
些服务的发展提供信息和施加影响，并为最终用户提供质量保证。私营部门依靠公共部门提供的基本科学
和观测基础，并可成为政府持续投资核心公共基础设施和能力的有力倡导者。
鉴于资料可获得性对于 GWE 所有部门都至关重要，因此，共同开发和商定的促进公平公正交换资料和产
品的框架对于在 GWE 所有事务上的成功合作至关重要，并将有助于全面实现其潜力。这一框架将同样适
用于私营和公共部门。这对挽救生命的使命尤其重要，例如减少灾害风险，而且对促进最不发达国家获取
重要信息也至关重要，以建立起从私营部门可持续和负担地获取资料的条件。
4.4

制定一套新的公共-私营参与原则

在推进过程中，公共-私营参与活动应遵循以下一套原则，这些原则源于联合国全球契约 5以及执行理事会
的指导（参考决定 73（EC-68））。
A.

推进 WMO 公约中阐述的首要目标，即：

(a)

保护生命和财产，；

(b)

保护环境；

(c)

推进可持续发展；

(d)

促进对气象、水文和气候资料的长期观测、收集和分享，包括相关的环境资料；

(e)

促进内部能力建设；

(f)

履行国际承诺；

(g)

促进国际合作。

B.
共同价值：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之间的参与应该创造共同的价值，寻求“双赢”的局面，使公
共实体和企业能够认识到创新和增长的机会，在科学的基础上满足社会需求。通过利用私营部门的专门知识
和支持技术转让；根据国情，在适当尊重知识产权的情况下通过免费和无限制的资料共享以及通过加快将技
术研发投入业务，并促进制作新的服务，促进宝贵知识的转化和传播；通过为本地的研究提供投资并通过培
4 决议 40 使用“商业部门”一词，普遍认为准则适用于从事气象活动的商业部门，其中包括从事商业气象活动的政府组
织。
5
解释联合国全球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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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发展人员能力，可实现共同价值，从而支持全球气象事业的可持续性。
C.
可持续性：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应寻求机会参与合作以便在对天气事业可持续性关键的事宜上
发挥领导力，并在需要开展联合行动的领域参与合作，以便增加效率并更好地服务社会。这三个部门应寻求
机会发挥互补作用，尽量减少重叠或竞争，因为这可导致效率低下或是不利于天气事业的可持续性。
D.
共同进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拉大的风险；如果不符合
所要求的服务质量要求，全球服务提供商的可用性可能导致国家机构的边缘化。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
有机会实现跨越，比如通过将创新解决方案明智的用于实施这些 WMO 确定为 NMHS 关键作用的活动中，
即，提供核心观测基础设施和必须认可和保持在公共安全相关服务方面的权威声音。同时，应该促进与私营
和学术部门更好地合作以及投资政策的新方法（国家和通过开发融资），以支持和加强根据需要向所有国家
的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将包括努力通过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公共、私营和学术捐助伙伴关系，
寻求发展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并弥合现有的差距。要坚持的一个关键原
则是，所有国家，不论其发展状况如何，都应该有可能借助支持向前推进。
E.
公平竞争环境：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有很多可用于推进共同目标以支持公益产品和特定利益相关方
的需求。同样，公共和私营部门两界都应该有机会提出合作安排或其他形式的参与，适当时这将促进合作。
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的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应具备明确的质量水平。WMO 和会员的政府机构可以与私营
部门合作，以便开发和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明确地支持和加速实现 WMO 和会员国政府的目标。然而，
在合理范围内，参与不应带有排他性或暗示对特定私营部门实体或其产品或服务的认可或偏好。此外，在过
去十年中，私营部门在气象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投资，包括观测网络和分发机制。 这为包括资料和专业知
识在内的双向协作和共享创造了独特的机会，从而促进实现共同目标并从价值链中为所有相关方获得最大利
益。 为了普遍支持的公平竞争环境，在资料收集和分发活动的公共和私营方面应尽可能避免存在资料所有
权的排它性。
在适当考虑国家立法的情况下，会员应确保 NMHS 商业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司之间平等对待获取有使用限制
的商用资料。对于下设公共和商业机构的 NMHS 而言，在参与资料交换、产品（包括计算机模式输出） 和
/或通过国际交换和 NMHS 制作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等相关活动时应予以区分。具体而言，对于
NMHS 接收或生成资料并按决议 25、40 或 60 不免费和无限制提供给所有用户，包括私营部门，如果该
NMHS 有商业活动，该实体应同等被视作为商业用户。
在适当考虑国家立法的情况下，会员应确保在 NMHS 内的私人机构和私营部门公司之间，平等对待获取具
有使用限制的商业资料。各事业利益相关者，包括 NMHS，都应遵守有关资料提供和避免反竞争行为的相
关国家立法和政策。如果 NMHS 同时经营公共和私营机构，则在从事以下活动时，应将之视为不同的实体：
资料和产品交换（包括计算机模型输出）；和服务提供（包括咨询服务）。此外，如果拥有私营机构的
NMHS 接收或生成的资料或产品并未根据决议 25、40 或 60 完全并无限制地向商业用户分发，则 NMHS
的商业活动应得到与商业用户同等的待遇。
F.
完整性：WMO 及其会员所设立的公共机构应寻求与私营部门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和伙伴型关系，
以造福社会。参与时应保持 WMO 及其会员所设机构的完整性及其信誉、独立性和公正性。
G.
主权：应尊重 WMO 会员在其主权国家内如何安排和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的特权。这包括
以公开和免费原则提供公共资料和产品的国家或区域政策。
H.
透明度：与私营部门合作应该是透明的。关于重大安排的性质和范围的信息应向有关实体和广大
公众提供。
5.

全球、区域和国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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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更好的公共-私营共同参与将要求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持续开展协商和采取行动。这将包括确定
WMO 支持者在与气象事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各自的作用。
5.1

全球层面 –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可促进全球范围内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活动和合作，以造福所有国家和全人类。WMO 支持
有效开展公共-私营共同参与的作用包括：
A.
现代的和明确的标准和推荐做法。WMO 是一个公认的标准制定机构，它制定了标准和推荐做法是
为了实现统一地在全球范围内交换天气、气候、水和环境领域的资料；高度协调的资料加工和预报；以及
向特定的经济部门和公众提供具有可接受的质量水平和标准的服务。正在根据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需求及技
术，开不断地制定各项标准。自建立以来（之前成为国际气象组织（IMO）），WMO 致力于调集全球的
专业知识以支持制定、验证和颁布标准和推荐做法，这些标准和推荐做法一旦得到大会的批准，就可提供
所需水平的标准化、互可操作性和投资共享，从而促进今天非常成功的全球气象事业。由于所有会员国的
所有提供方都应该尊重这些规定，WMO 今后应该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让更多来自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专家
参与进来，包括通过部门的专业协会，如 HMEI 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以共享这些标准的所有权。随着
WMO 在标准和规范设置方面的工作扩大到考虑 PPE，应当注意不要规定具体的解决方案，而应关注预期
结果和绩效。WMO 还应该加强其作用，以帮助确保资料和服务的质量。特别是，应该在气象事业的所有
部门推广遵守标准，并以商定的认证和验证措施为支撑。
B.
鼓励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资料。签署了 WMO《公约》的各国政府已承诺遵守其规定，包括与收集
和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资料和产品有关的标准和做法，以支持决议 25（Cg-13）、决议 40（Cg-12）
和决议 60（Cg-17）以及相关技术规则中介绍的全球基础设施。WMO 将根据需要为 NMHS 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制定和调整有关免费和无限制交换资料的指导，这也适用于当前的环境，私营部门实体可能在资料提供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C.
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开展对话。WMO 应与会员一起制定战略以更好地宣传公共气象和水文服
务的价值。此外，WMO 一直积极建立和参与公共、私营和学术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全球对话，同时与各方
接触并跟踪发展和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当地考虑现有论坛，并促进制定正式的机制以支持定期、持
续地与私营部门和学术界沿价值链各个环节开展对话。此类机制应为探索和解决各种问题提供一个平台，
并应力求为事业成员提供更多公平，以培养合作精神和伙伴关系。其他国际组织的治理结构和经验可能提
供有用的模式。WMO 技术委员会应该积极寻求更好地吸收公共部门、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这
种包罗万象的方法将需要创新技术机构开展业务的方式，以有效利用现代通信和协作技术。
D.
调查新出现的问题和新作用并适当地实施这些作用。随着气象事业的发展，WMO 应监测公共-私
营共同参与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因这些问题可极大地影响其会员或是全球天气事业的可持续性。在这些问
题中，WMO 还应调查是否有可能承担新角色的可行性和有力条件，以帮助确保资料和服务的质量。例如，
在日益拥挤的市场中，迫切需要国际机构客观地验证所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质量，从而帮助用户根据质量保
证选择提供方。WMO 计划和专家机构一直参与制定和实施核查方法，比对活动和质量管理指导。独立第
三方也对私营和公共部门不同提供方的预报进行了验证。今后，应该更好地协调这些质量保证活动，应在
三个事业部门的全面参与下制定标准，以便区分“好服务”和“差服务”。WMO 秘书处还需要继续扩展
“气象业务”的专业知识。
5.2

区域层面 – 区域协会

WMO 区域协会负责与其会员建立联系、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联络，指定和支持各区域中心向会员提供区域
服务。为了支持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各区域协会应积极履行以下职责，包括：
A.

收集和分发信息并给予指导。敦促各区域协会促进变革管理，并倡导包容性磋商（包括知识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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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交流），以便各会员互相学习，并根据需要为公共-私营共同参与提供有效的支持。可通过 WMO 秘书处
将在全球层面上的知识分享到区域和国家层面，并由区域协会直接与会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
B.

提高会员的认识和能力建设。敦促区域协会向机构工作人员和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并在有效地促

进气象服务价值以及公共-私营共同参与所需的做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种能力建设应该根据联合国 SDG
强调公共、私营和学术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并应提供良好的国家实践的实例。
C.

探索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上就服务提供开展进一步合作。 区域协会应牵头向其会员通报全球气象

事业的持续发展情况及其预期增长。要理解和利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服务提供的日益国际化。现代技术实
现了全球和区域提供资料和信息服务，过去这些服务仅由国家实体提供。这种趋势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风
险，区域协会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以帮助其会员适应这种新的环境。特别是区域协会应通过会员之间的双
边或多边合作，研究和推广某些服务区域化的实例，以提高服务的竞争力并降低其成本。这种次区域和区
域办法不应仅限于公共部门，而应探讨通过公共-私营部门跨界合作实现更高的效率，同时不影响国家职责
或质量要求。
5.3

国家层面 – 会员及 NMHS

鉴于私营部门的参与度日益增加，敦促会员及其指定的机构（诸如 NMHS）采取行动，保持和改善与私营
部门的联系以加强天气事业，目的是在短期和长期内向会员提供最大的利益。有效的参与也可提供各种机会，
以加强 NMHS 和参与天气事业的所有实体。作用包括：
A.

与私营部门进行有组织的对话。敦促会员及其指定的机构（诸如 NMHS）积极主动地开展外联，

组织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有组织的对话。定期开展对话将更
有效地增进相互了解和促进关系。在这方面，会员和 NMHS 如果能认识到国家目标与私营部门的目标相融
合可产生的机会，那么他们将会从中受益。
B.

鼓励适当的立法，商业模式，进行变革管理，发挥核心优势。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部门将继续参

与气象和水文服务，在这种环境下，NMHS 应着重考虑积累专业知识，发展研发能力，不断提高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并进行分发，以便让他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他们不妨开展各项活动以了解和适应
其业务模式的持续变化，包括开展涉及国家立法的潜在活动，以促进有效的公共-私营参与，从而充分利用
资源并发挥各部门的优势。认识到在许多国家公共预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反过来也使 NMHS 更加重视保
持和发展其基础设施的能力和服务能力，国家立法可促进有效和公平的公共-私营合作，创造了“双赢”的解
决方案，可更好地造福社会以及增强 NMHS 的权威作用，这种做法是恰当的。
C.

促进采用 WMO 标准和指导。敦促各会员政府持续确保具有气象或水文职能的所有国内各方都

遵守 WMO 技术规则（标准和推荐做法、程序和规范），这些技术规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资料和产品的全
球标准化和质量。WMO 还将为公共和私营各方之间有效参与天气事业提供指导，以便为会员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提供一些“参与的规则”。还敦促会员增强其他利益相关方对这些标准和指导准则的认识和遵守程度。
D.

促进公共和民间社会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随着社会对天气和气候风险

的脆弱性不断增加，强烈建议诸如 NMHS 等指定的会员机构考虑公共部门和民间社会之类天气、气候、水
文、海洋和其他相关服务消费者的需求和资源，并且在这方面存在机会来改进为脆弱终端用户提供的服务，
存在机会以寻求以成本或更低价来提供资料和其他信息。
E.

探索国家层面和跨界性质的新型伙伴关系。预计多利益相关方在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供应方

面将日益多样化，对于某些服务，应该鼓励通过双边多边协定，建立国家机构间的伙伴关系或多国家服务提
供模式。这些模式将可利用资源，提高效率，并可实现跨国界的一致和无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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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私营参与推进能力发展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开展合作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并为国家一级的行动创造了紧迫感。大
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与对天气、气候和水敏感地区有关。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多利益相关方涉及
公共、私营和学术的全球气象事业（GWE）发展和扩大其能力，以帮助减少社会对气候和极端气候的脆弱
性。2030 年议程、仙台框架和《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是调集更多的投资，其效力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
持这些投资的天气、气候和水文信息的质量。
虽然对信息和服务提供的需求呈指数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国家气象和水文气象服务（NMHS）面临
着主要的性能挑战。要缩小这种能力差距就需要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扩大协作范围并利用 WMO 的专业
技能和知识，以提高影响力。
能力发展行动可确保制作和提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高质量天气、水文和气候信息，也将需要所有 GWE 利
益相关方开展合作，还需要调集大量财务资源。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使开发金融机构（DVI）成为 GWE
的另一重要合作伙伴。建设水文气象服务能力的资源不断增加（包括来自绿色气候基金（GCF）、多边发
展银行和双边合作伙伴），这就需要采取更系统和互补的方式进行可持续投资。各项工作需要重点“更多”
投资，也要重视“更好的”投资，以提高 NMHS 作为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角色的能力和相关性。
GWE 在发展商业模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确保充分利用重要的捐助资金，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发展中
国家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证实了企业的两个主要商业案例：运
行全球服务的可持续全球基础设施的商业案例和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当地能力并从全球服务中受益的商
业案例。支持整个 WMO 系统当地能力的能力组成部分现在并将继续与私营部门日益增长的创造就业能力
相关联，特别是随着预算收缩政府部门规模缩减。为此，注重具备 IT 专业知识当地劳动力的增长和科学到
服务的进展将会同步发展和提高私营部门的当地能力，这也将是所有会员维持所设想的能力发展所必需。
开展公共-私营参与的发展项目有可能为国家基础设施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加强国民经济和公
民所需的必要服务的获取和质量。为了实现这种伙伴关系，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必须建立相互信任，
尊重道德准则并努力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应该进一步发展和推动以资源利用，成本和收入分享为基础的
商业模式。学术界也通过创造创新、培训和教育机会在此类合作伙伴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际层面，WMO 应与发展融资机构密切合作，按照以“以人为本”原则，根据优先的国家需求，开发
项目，财务上可行以确保可持续性，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参与通过 WMO 全球系统进行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
的能力 。
附件
专业术语

注：与公共-私营参与相关的术语定义是一项不断进行的工作。因此，以下术语的定义应视为与本政策框架
的背景相关，并不普遍适用。
学术部门：指颁发学位的公立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主要任务是开展研究的公共或私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欧洲委员会使用的定义）

私营部门（商业部门）：营利性和商业企业或公司；或商业协会和联盟（跨行业、多问题团体；跨行业，
针对具体问题的倡议；以行业为重点的倡议）；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慈善基金会。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109

公共-私营参与：NMHS（和/或其他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以各种方式共同参与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
相关环境信息和服务的制作和提供，同时遵守 NMHS 的公益性和任务并注意预算限制。

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是公共（国家）和私人（非国家）部门中各个行为者之间的自愿协作关系，所有参与者
都同意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或承担特定任务。伙伴关系可以服务于各种目的，包括推进事业，实施规范
标准或行为守则，或分享和协调资源和专业知识。它们可能包含一个具体的单一活动，或者可能演变成一
系列行动甚至是一个持久的联盟，与每个合作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建立共识和所有权。虽然差异很大，但
这种伙伴关系通常建立为结构性合作活动，可分担责任以及专业知识、资源和其他利益。

天气事业：用于描述参与制作和提供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环境相关信息与服务的多个系统和实体的
名称，为了简洁起见，该名称中仅使用了“天气”；然而，天气事业包括 WMO 的所有业务领域，包括天气、
气候和水，以及所有核心活动 - 观测、模拟、资料加工和预报、以及其他服务和相关研究。天气事业包括
公共部门实体（NMHS 和其他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实体（如设备制造商、服务提供公司和私营媒体公司）
和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基于业界的实体、非政府组织、国家气象学会、科学协会等）。天气事业有全
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多个层面。

全球气象事业是多国多利益相关方气象事业的全球层面，包括来自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以及学术团体
或民间团体等对地球系统监测、预测和服务提供做出贡献的贡献方。

资料和服务：术语资料和服务被理解为有互补性且经常重叠。其使用和定义预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决议 34（EC-70）
WMO 官员和执行理事会及其委员会成员以及组成机构会议代表的行为准则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2017 和 2018 年外部审计员与 WMO 主席之间关于 WMO 声誉等问题的信函往来，
另注意到主席要求秘书长编写关于本组织官员和执行理事会及其委员会成员以及组成机构会议代表的行为
准则草案，
认同所附的关于本组织官员和执行理事会及其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组成机构会议代表的《行为准则》，见本
决议的附录。
决定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七十一次届会上审议修订该行为准则，特别着重于第 2.3、2.4 和 2.5 段。
要求执行理事会战略和业务运行规划工作组审议并向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提出必要的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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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4（EC-70）的附录
WMO 本组织官员和执行理事会及其委员会成员以及组成机构会议代表的行为准则
1.

目的和范围

1.1
本《行为准则》（简称“准则”）旨在体现世界气象组织（简称“本组织”）竭尽恪守最高标准的道
德操守。
1.2
本组织认识到，其工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取决于公众对本组织的信任和信心。本组织的工作人员
及保障人员的个人行为都会对此产生不利影响。
1.3
本组织官员（简称“官员”）和执行理事会（简称“EC”）以及组成机构会议代表在维护和保持本
组织形象及声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官员、EC 成员（包括主席、三个副主席、当然成员以及当选
/代理成员）以及 EC 所建立的 EC 各委员会的成员及候补成员（统称“EC 和委员会成员”）以及组成机构会
议代表应体现出最高行为标准。这包括遵守本准则（在秘书处供职的工作人员根据《WMO 道德准则》承
诺恪守道德操守）。
1.4
违反本准则应当引起主席的重视，主席将决定如何在保障本组织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加以处理。这
方面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引起相关会员国对此事的重视。
2.

维护本组织的形象和声誉

2.1
官员、EC 和委员会成员以及组成机构会议代表要谨记个人行为对本组织工作的潜在影响，同时
应避免参与任何会对本组织形象及声誉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
2.2
适当考虑到对本组织形象和声誉的潜在影响意味着还应考虑到公众的看法。公共论坛中提出的关
于 EC 和委员会成员以及组成机构会议代表道德操守的问题会产生直接危及本组织利益的影响。这些情况
– 例如，在涉嫌犯罪行为或在公共性质的争议或投诉的情况下出现 – 务必要谨慎处理，在尊重个人权利的
同时还应认识到需要以本组织的利益为重。
2.3
凡出现比较有可能对本组织形象和声誉产生不利影响的个别情况，相关的官员、EC 或委员会成
员或代表须立刻以书面形式通报主席。官员、EC 和委员会成员或代表应尽快引起主席对此类事宜的重视，
最好是在该事宜变成公众讨论的问题之前引起主席重视。
2.4
经与主席、EC 和/或各自委员会相应磋商后，代表、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须：（a）自
愿辞去本组织主席或副主席、EC 或委员会的职务；或（b）避免参与组成机构届会、EC 或相关委员会任何
工作，直至事情得到解决。WMO 主席须决定是否认为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如果认为到下届 EC 会议或在
向主席报告之日起 1（壹）年内（以日期后到者为准）与官员或 EC/委员会成员相关事项未能解决，则官
员、EC 或委员会成员最终须辞职，同时须启动选举/指定新官员、EC 和委员会成员的常规程序。
2.5
凡实际情况尚未发生，但可合理预见到将会发生的，代表、官员、EC 或委员会成员须通报主席，
主席将决定如何处理。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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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EC/委员会成员的利益冲突

3.1
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在履行 WMO 责任过程中，须避免在其个人利益和履行职责之间可
带来实际或潜在的冲突的情况或端倪。
3.2
如果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妨碍到或被认为妨碍到其履行职责，则会出现实际、
潜在或明显的利益冲突。
3.3
实际利益冲突包括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EC 或委员会组成部分）的职责与其个人利益
之间的冲突，这会对履行职责产生不当的影响。如果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的行为或利益使之难以客
观和有效地履职，或如果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的行为有意为该 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其直系家庭
成员或其他人员或实体带来不当利益，则会出现此类利益冲突。
3.4
如果合理地认为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会对其履职造成不当影响，即使实际上
没有，则也会出现潜在或明显的利益冲突。
3.5
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须停止任何会导致或可能带来或出现下
列情况的行为：
(a)

对任何组织或个人给予不适当的优惠或不利待遇；或

(b)

妨碍 EC 或相关委员会决策过程的有效性；或

(c)

丧失行动的独立性或公平性；或

(d)

在 WMO 诚信方面对会员国或公众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

3.6
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如果对 EC 将做出的审议或决定有实际、潜在或明显利益冲突，则
须在相关届会前向主席做出声明。关于官员和 EC 成员，根据良好规范，官员和 EC 或委员会成员应将此事
宜向其所属的会员国政府报告。此外，他/她将不得就此项决定或审议工作与其它 EC 或委员会成员联系、
不得参与 EC 或相关委员会对此项议题的讨论，并须放弃对此项决定的表决权。任何此类回避声明须在会
议记录中做如下记录：“[姓名]本人回避了该议题的审议”。
3.7
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如果对 EC 或相关委员会以书面或默认程序通过的决定有利益冲突，
则不得就此项决定与其它 EC 或委员会成员进行联系，并须放弃对此项决定的表决权。他/她可书面要求主
席记录他/她因利益冲突而弃权。
4.

官员、EC/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

根据《WMO 公约》第 6 条，官员和 EC 成员在履行其职责时，须作为本组织代表，而不作为某会员国的
代表。EC 成员以及 EC 各委员会的成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应遵守独立的原则。
5.

接受礼物

关于接受与 WMO 有合作往来人员的礼物（包括任何有形商品或服务、荣誉、饰品、酬劳、纪念品或经济
利益）、纪念品或招待，代表、官员、EC 成员或委员会成员须处理得体且具有判断力，以使 WMO 免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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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何不当行为或对他们履行其职责产生任何不当影响。

决议 35(EC-70)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定 84 (EC-68) – 治理审议,

(2)

决定 68(EC-69) – WMO 组成机构改革，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关于 WMO 组成机构改革的建议，
强调执行理事会作为本组织执行机构的重要作用，负责本组织计划的协调，并根据世界气象大会决定使用
预算资财，
回顾到《公约》第 14 条规定的执行理事会的主要职能，
考虑到此类主要职能的履行要求执行理事会尤其是要：
(1)

牵头制定 WMO 战略计划，并向大会提供总体政策建议，包括建立伙伴关系的政策建议，

(2)

支持和监督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实施其通过的决定和决议并准备其运行计划，

(3)

就科技和新兴问题向大会提供建议，包括那些需要 WMO 授权范围外专家团体参与的事宜，

(4)

就计划和预算预估、财务事宜和与本组织法律框架的合规情况向大会提供建议，

决定：
(1)

(2)

成立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下列常设机构，相关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a)

政策咨询委员会(PAC)，

(b)

技术协调委员会(TCC) ，

确认下列机构向执行理事会汇报：
(a)

WMO 职工养老金委员会，根据决议 30（EC-21）成立，根据决议 21（EC-35）修订，

(b)

WMO 审计委员会，相关职责见决议 8（EC-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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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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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咨询委员会，相关职责见决议 39(Cg-15)，该委员会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汇报，

(3)

建议大会成立科学咨询小组，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报告，其职责见建议 25（EC-70）附录 4；

(4)

在成立 PAC 和 TCC 后，须重新审议其他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职能；

(5)

按照大会对执行理事会的要求，继续审议下一个财政期间（2020-2023 年）理事会席位数量和席位
分配问题；

(6)

将 PAC 和 TCC 对这一决定第（1）条的执行推迟到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

决议 35(EC-70)的附录
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政策、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
A. 政策咨询委员会

授权职责
政策咨询委员会(PAC)就本组织任何战略和政策相关事宜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上述事宜由执行理事会
向本组织提交，其中尤其关注：
(1)

随时了解可影响会员和本组织的长期远景设定的全球趋势和外部驱动因素，

(2)

改善和捋顺本组织范围内的战略、运行和预算计划流程，包括对战略计划实施的监控，

(3)

持续审议 WMO 关于气象、水文、气候等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实践，

(4)

优化 WMO 治理和计划结构、流程和实践，在质量管理框架内，更聚焦战略，确保资金的有力和高
效使用，

(5)

应对并持续审议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角色和业务的演变，

(6)

精简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确保其与战略和运行计划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7)

指导本组织经营与其他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学术机构和私营机构的伙伴关系，

(8)

促进本组织内部的性别主流化和性别平等，尤其是在治理和决策层面。

成员组成
政策咨询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a)

各区域协会主席，

(b)

理事会按照由 WMO 主席的建议指定了八个执行理事会成员，考虑本委员会职责内重点领域所需的
专业特长，同时考虑区域代表性和性别平等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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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咨询组组长和技术协调委员会主席为当然成员。

工作程序
本委员会应由 WMO 主席主持或是其中一个副主席。
本委员会通常每年应在执行理事会届会前召开一次会议。
本委员会主席可邀请伙伴组织的专家和/或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会议。
在本委员会会议上，成员可由顾问协助。
本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在休会期间为执行具体任务成立有时限的子结构。
B. 技术协调委员会

授权职责
技术协调委员会（TCC）应作为执行理事会与本组织技术机构（各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其他相关机
构）之间的双向接口。它应确保这些机构之间的协调，并提供必要的分析信息，以便通报 EC 在技术事项
上的决定。TCC 将监督技术机构和区域协会之间的协调程度，以确保本组织的技术工作受到会员确定的需
求和优先重点的正确指导。
委员会应向执行理事会报告以下事项：
(1)

所有相关技术机构以一致方式进一步发展 WMO 的技术监管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

(2)

WMO 会员与技术规则合规的现状，包括就已查明的合规障碍提出的咨询意见以及解决这些缺失的
方法；

(3)

对会员所运行系统的新标准和技术的影响与风险评估，包括财务和人力资源影响；

(4)

用户对信息和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并相应调整 WMO 技术机构的计划以满足这些需求；

(5)

技术机构与区域协会之间的协作和协调，以确保将区域重点和要求纳入技术机构规划；

(6)

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大会或执行理事会建立的其他机构之间所需的合作，以通过共同设计、
运行测试和运行群体的反馈，促进研究向运行的过渡；

(7)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和大会或执行理事会建立的其他机构共同关心的影响战略和运
营计划实施进展的问题；

(8)

与其他机构（如 SAP 和 PAC）的协调以及执行理事会可能提及的其他事项。

成员组成
技术协调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a)

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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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区域协会的主席，

(c)

研究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d)

大会或执行理事会建立的其他机构的主席，

(e)

由主席确定的 WMO 主办和联办的其他技术机构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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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程序
由 WMO 副主席担任技术协调委员会主席。
技术协调委员会原则上在每年执行理事会届会前召开一次会议。
技术协调委员会主席可邀请其他伙伴组织的专家和/或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
在本委员会会议上，成员可由顾问协助。
本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在休会期间为执行具体任务成立有时限的子结构。临时的子结构将在每个休会期结束
后终止。

决议 36(EC-70)
WMO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其决定 68 (EC-69)-WMO 组成机构改革，该决定：
(1)

同意“分阶段实施变革，确保 WMO 各组成机构平稳有效地转型”，

(2)

要求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
制定沟通战略，包括与各会员及相关外部机构进行磋商，例如IOC/UNESCO、
(4)
FAO、ICAO；
…
(6)
制定过渡和变革管理过程，

认识到具有过渡计划的关键重要性，它可为成功过渡确立各项目标、优先重点和战略，以及过渡过程不同
阶段的明确时间安排和相关变革管理及风险管理，
审议了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关于过渡过程和沟通战略的建议，
通过附录 1 所述拟议的 WMO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下称过渡计划）以及附录 2 所述相关沟通战略，但
前提是它们将是动态文件，将经过持续审议并在必要时予以更新，以达到既定目标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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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执行理事会 WMO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CBR-TF），成员和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3，以支持并指
导过渡计划的进一步制定和实施。；
要求 CBR-TF 组长尽快启动任务组的工作，并根据过渡计划时间表，确定开展其工作的时间表，
要求各区域协会主席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通过其各自区域/委员会协调的宣传行动，包括通过在 Cg-18 之
前即将举办的 RA 或 TC 届会议程，促进实施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
进一步要求各技术委员会主席与 CBR-TF 密切协调，确保当前技术委员会工作计划中所包含的活动的连续
性以及过渡期间对会员的技术咨询和实施方面的援助；
要求秘书长与 CBR-TF 协调，以
（1）

使用公认的项目管理流程和工具，继续制定 Cg-18 前的过渡计划，确保采取适当的方法以平衡
克服相关风险的进展速度，并确保尽早、可持续地实施高度优先的活动。

（2）

管理过渡进程，争取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使过渡计划与联合变革管理、沟通和风险减缓进程
保持同步。

（3）

必要时与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区域协会主席和其他小组密切合作，确保以按部就班、协调一致的
方式规划并开展过渡和沟通活动。

（4）

安排相关活动并划拨资金支持 CBR-TF 的工作，并确保实施沟通战略中制定的沟通及宣传行动，
包括：
(a)
召开 CBR-TF 会议；
(b)

专门针对 WMO 组成机构改革的网络沟通和宣传空间；

(c)

编写和出版关于 WMO 组成机构改革的宣传材料。

决议 36(EC-70)的附录 1
WMO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
(v02 草案，2018 年 5 月 14 日)
1.

引言

在过去十年间，有些 UN 机构已开展了评审、改组和改革过程。对此有一些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它们均可
被归结为符合 21 世纪的现实、优先重点及动态。
根据 Cg-17（2015）以及随后在 2016 及 2017 年 EC 届会指引的方向，已经开展了 WMO 组成机构改
革（WMO CBR）。所商讨的组成机构变革的尺度是 WMO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EC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WG-SOP）负责商讨、规划和设计改革要素及过程，并针对结构变革、相关工作机制和过渡过程提出协
调成熟的建议，供 2019 年 6 月召开的 Cg-18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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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决定 68 (EC-69)委派 WG-SOP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制定一系列建议供 EC-70 审议，
并提交 Cg-18，其中涉及 WMO CBR 建议中确定的关键问题，包括过渡和变革管理过程。
改革将影响本组织的结构、其战略和优先重点、其工作计划重组、其过程及最终影响秘书处。这也是一种
文化变革。因此，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心制定的变革管理过程以及计划的过渡。与会员、伙伴
组织及用户沟通，阐明改革的理由、预期的改进和益处，并在此过程中获取反馈意见，这是计划结构调整
和重组取得成功的关键。
2.

目标

过渡计划阐述了如何实施结构变革。目标旨在确保计划的方法以及根据该过程指派治理和报告职能。它侧
重于预期、计划提前的变革。
过渡计划是依据 EC-70（2018 年 6 月）的决定/决议（决议 36 (EC-70)）。预计要根据水文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召开的特别届会和 Cg-18（2019 年 6 月）的决定做出修订，确保及时有效地跟进商定的
涉及 CBR 的行动。过渡计划符合 WMO 战略计划（草案）（有待 Cg-18 通过），以便改革过程能够与所
有技术和能力开发领域的计划活动保持同步，并确保实现其战略目标所需工作的连续性。
当然，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求实施行动具有灵活性并可做出调整，同时保持主要目标、进度和具
体目标。因此，过渡计划将是一个动态文件，会经过不断地监督和评审，并有完善的反馈机制和校正行动
的能力。
3.

定义

为确保对新型附属机构的形式和作用有统一的了解，应采用下列工作定义 1：

执行理事会咨询或协调委员会：执行理事会建立的委员会，由理事会成员和/或理事会邀请的其他专家组成，
主要任务旨在从事 WMO 的某个具体工作领域并向 EC 提供建议以便为其决策提供依据。

技术委员会常设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建立并向其报告的一个准常设专家机构，由上级委员会确定其有限的
职权和职责；通常设立 4 年。根据其职责，预计常设委员会主要处理必要的规范性工作，并代表该委员会
向各自上级委员会提交战略建议和意见。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WMO 与一个以上的伙伴组织联合建立的委员会，旨在从事这些组织关注的交叉
领域。机构间委员会的建立应当通过合作组织签订协议，尤其要确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签约方的责任、
工作机制以及签约方各自报告结构的摘要。
4.

过渡过程

过渡过程将考虑“现状”（当前组成机构的结构和工作机制）以及将受改革影响的组织要素当前范围概要。
随后将是明确概述“新形势”（商定的新组成机构的结构和工作机制）。
过渡过程的主要要素将构成“现状”到“新形势”的清晰景象，即如何对任何受影响领域进行必要的变革。过
渡过程中要考虑的变革要素包括：
(a)
(b)
1

组织文化
组织结构

为确保在建立有效子结构方面的灵活性，这些工作定义不列入《WMO 总则》，前提是总则第 33 条至第 45
条适用于组成机构的任何附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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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明确的作用和职责
技能和知识
政策/程序
工作流程和过程

执行理事会将建立 CBR 任务组负责协调、管理和监督过渡过程。
此处所述的变革应用于确定沟通计划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对于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关键问题；以及

风险管理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5.

过渡时间表

注：本时间表概述了过渡进度、阶段和周期性目标以及相关风险；目标日期将由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
（CBR-TF）进一步细化。
5.1

高级时间表（仅为主要进度）如下：

进度 A：

EC WG-SOP (2018 年 4 月)
原则上同意重组建议（EC 各机构、TC、研究委员会、其它向 EC 和大会报告的机
构）并将建议提交 EC-70 审议；
同意 EC 需要建立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CBR-TF）；
建议秘书长制定秘书处变革管理计划；
批准过渡计划草案（纲要）。

进度 B：

EC-70 (2018 年 6 月)
批准 WMO 治理评审最终建议草案，包括下一个财务期建立技术委员会和研究委员
会，并将相关建议提交 Cg-18 审议；
建立有下列主要机构的新 EC 结构：政策咨询委员会（PAC）、科学咨询专家委员会
（SAP） 2和技术协调委员会（TCC）；
建立 CBR-TF，并决定 CBR-TF 组长和成员，同时决定职责；
批准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
决定任何其它规划和实施需求，包括 EC 确定（改革过程）绩效评估等。

进度 C:

Cg-18 (2019 年 6 月)和 EC-71 (2019 年 6 月)
通过 WMO 战略计划（2020-2023）和运行计划；
通过 WMO 治理评审一揽子文件，包括建立新的技术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
批准新的 EC 结构（PAC、SAP、TCC）并提供进一步建议；
通过对《总则》的必要修订；
通过对各区域协会职责的修订；

2

所有与 SAP 有关的规定将在对建立 SAP 的方式做出决定后进行调整 - 由 EC 或大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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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新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更新过渡计划并列出新结构业务化的最终时间表和目标；
与国际伙伴组织建立高层联系，以规划和协调联合活动
EC-71 完成 EC 新构成（PAC、SAP、TCC 充分建立并有相关治理和工作计划）。
进度 D：

EC-72 (2020 年 6 月)
新的 EC 结构（PAC、SAP、TCC）在 2020 年春季举行会议，详细制定 EC-72 的
决定；
新技术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报告其首次届会的主要成果，包括充分建立的新工作结
构、列明进度的工作计划和规划；
CBR-TF 关于完成过渡阶段的最终报告；
绩效考核计划及后续工作。

5.2

周期性安排和目标

阶段 1：A 到 B (WG-SOP 至 EC-70 之间)
•
•
•

目标 A2B-1 ：提交 EC-70 的最终建议草案 (公布的 EC-70 文件)；
目标 A2B-2 ：制定的 CBR-TF 职责提交 EC-70 批准；
目标 A2B-3 ：根据 EC-70 批准的改革建议，建立秘书处变革管理委员会（CMC）以支持

•
•

目标 A2B-4 ：编写完成沟通战略；
目标 A2B-5 : 治理改革网站上线。

CBR-TF 工作；

阶段 2：B 到 C (EC-70 至 Cg-18 之间)
•
•
•
•
•
•
•

目标 B2C-1
目标 B2C-2
目标 B2C-3
目标 B2C-4
目标 B2C-5
目标 B2C-6

：CBR-TF 会议 (时间待定)；
：在三区协、五区协和一区协届会及其它区域活动上讨论 WMO 改革；
：程序手册草案；
：制定《总则》修订建议；
：通报 – 通过网站及其它出版物（FAQ、解释性备忘录、视频等）；
：提交 Cg-18 的最终建议草案，包括新技术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的提案，当前委员会工作初步划分给新结构等（公布的 Cg-18 文件）
目标 B2C-7：CHy 特别届会（2018 年 12 月）-有关水文机构的提议

阶段 3：C 到 D (Cg-18 至 EC-72 之间)
•

目标 C2D-1：CBR-TF 与当前 PTC 和 PRA、PTC 以及当选副主席的扩大会议 – 提出关于建

立新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子结构 – 常设委员会的建议；当前委员会的工作划分给新结构，并
制定过渡时间表；就提名（常设委员会主席、专家等）与会员进行沟通；
• 目标 C2D-2：新技术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结构与区域协会附属机构相匹配，并制定过渡计划；
• 目标 C2D-3：完成并公布《程序手册》；
• 目标 C2D-4：通报 – 通过网站及其它出版物（FAQ、解释性备忘录等）提供改革阶段的最
新情况；确保双向沟通以获取会员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反馈意见；
• 目标 C2D-5：召开新技术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首次届会（如可能-联合召开），以正式建立
新工作结构、制定委员会工作计划并列明预期可提供的服务和进度；EC-71（在大会后）决
定这些届会的时间安排，例如在 EC-72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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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目标 C2D-6：CBR-TF 最终报告供 EC-72 审议。

变革管理

有效的过渡需要在本组织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变革管理。鉴于拟议的 WMO 结构和过程的变革范围及幅度在
本组织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变革管理计划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要素。
通常，变革管理计划（CMP）应包括三个阶段：
 阶段 1：准备变革
 阶段 2：管理变革
 阶段 3：强化变革
为了确保协同方法，上述确定的 CBR-TF 还应作为所有三个阶段的主要变革管理机构。此外，应在秘书处
建立变革管理实体，以确保全面的过程。
下列为 CMP 的一般要素，待审议纳入一系列计划行动：
A.
说明变革的理由。
B.
确定变革的类型和范围。
C.
阐述利益相关方支持。
D.
建立变革管理组。
E.
制定组织管理方法。
F.
为各利益相关方拟定计划。
G.
制定沟通计划。
H.
查清阻力。
I.
破除障碍。
秘书处变革管理委员会主席将由秘书长担任。涵盖上述 A 到 I 要素的变革管理会议/活动的时间表应及时制
定。应当对所有各司的变革管理支持者做出任命并让他们参与到该过程中。
变革管理计划要素的更多详情可见附件 1。
7.

风险管理

风险的确定和减缓应被纳入过渡和变革管理过程。改革可将组织文化和社会相关性提升到新高度，而实施
改革在过渡阶段期间及之后会对满足会员的需求和预期带来风险。除了以既定方法推行变革，还应确保绩
效和质量的连续性。应建立一种机制，使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会员国能够对改革要素的成功以及潜在的绩
效影响做出持续的反馈。
在改革要素的风险评估过程中，应考虑到下列因素（按 WG-SOP 讨论建议）：
(a) 无害 –在向新结构过渡期间和之后，最低限度要保持 WMO 的核心业务；
(b) 使所有 WMO 会员建立对天气、水文和气候灾害后果的抗御力；
(c)通过灵活的结构来提升相关性、有效性及效率，提高 WMO 履行其核心职能及响应变革的能力；
(d) 向无缝地球系统方法演进，同时尽量缩小研究与业务之间的差距；
(e) 使结构与提供水文气象服务的价值链匹配；
(f) 提升组成机构的战略及结构一致性，提高 TC 及其它组成机构、区域专业中心和 RTC 之间的
相互关系以及适应能力；
(g) 通过与其它主要国际、国家和区域组织的整体配合及协作强化用户和客户至上；
(h) 通过吸引和利用所有最优秀专家（包括 NMHS 以外的专家）来优化 WMO 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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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变革管理计划的要素
下列为 CMP 一般要素，待审议纳入一系列计划行动：
A.

说明变革的理由。


B.

列明导致决定变革的因素，例如绩效差距、新技术或组织使命的改变。一种方法旨在描述本组
织的现状以及本计划意图造成的未来状况。

确定变革的类型和范围。

简述改革的预期性质及对变革管理的相关需求。

确定这是否将影响到作用、过程变更、政策变更和/或结构组织。列明将实行变革的司、工
作组、系统或其它组成部分。

C.

阐述利益相关方支持。




D.

建立变革管理组。




E.

对于各利益相关方，包括那些支持变革的利益相关方，要评估相关风险和关切。指派变革管理
组负责解决这些关切。

制定沟通计划。




H.

本组织重要人物的大力支持是变革成功的关键。让各高级职员就变革提供反馈意见，并相互合
作在论证和支持变革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各利益相关方拟定计划。


G.

该组负责与所欲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关切，并确保尽量平稳地实施变革。在本组
织中选择德高望重、具备出色沟通技能的人员。
这应包括高级执行层的变革发起者。
强调这包含推动变革的积极工作，而不仅仅是同意签署该计划。

制定组织管理方法。


F.

列明受该计划影响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例如官员、管理者、赞助方、用户和/或受变革影响的
雇员。确定各利益相关方如何支持变革。
考虑用图表对此做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个可能的模板可列明各利益相关方的认识、支持度和影
响力，分为高/中/低档。
召开会议和/或进行会谈来衡量支持度。

沟通是变革管理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各小组及受影响的个人进行频繁沟通。强化变革背后
的理由以及它将带来的益处。
利益相关方应接受个人双向沟通。面对面的会议至关重要。
沟通应来自高级变革发起人、来自各个雇员的直接主管以及来自利益相关方信任的任何其他发
言人。所有的沟通都应传达一致的信息。

查清阻力。
变革总会遇到阻力。它会发生在个人层面，因此亲自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来找出原因。监控不满
情绪，从而变革管理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关切通常包括：
无变革的动力，或无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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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I.

不了解全局或改革的必要性所在；
缺乏对该过程的支持；
关于职业保障、未来作用或未来工作的要求和技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管理未能达到有关变革实施或沟通的预期。

破除障碍。

(i)
(ii)
(iii)
(iv)

许多不满情绪可通过加大沟通力度来消除，或改变沟通策略来解决具体问题。其它问题需要额
外的方法，这可列入你的计划或必要时留给变革管理组来实施。考虑其中哪个适合贵单位：
对于工作角色或过程发生的任何变化，将员工培训作为最高优先重点。
如果你预计会出现士气低落或过渡的压力大，则可通过公司活动或员工津贴加以缓解。
如果利益相关方没有变革的动力，则提供激励措施。
如果利益相关方感到被忽略，则召开会议来收集反馈意见并考虑修改计划。

决议 36(EC-70)的附录 2
WMO 组成机构改革
沟通和参与战略
综述
2015 年 6 月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期间，讨论了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组织和治理结构是否能够有效
和高效地决策及实施其会员的战略优先重点。此外还认识到，全球的快速变化促使需要进行治理评审，以
确保 WMO 有能力满足对综合天气、水和气候信息与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酌情向第十八次大会下列方面的建议：组成机构的构建，包括技术委员会
（TC）、区域协会（RA）、执行理事会（EC）可能的新结构；组成机构、WMO 官员（主席、副主席、
区域协会主席（PRA）和技术委员会主席（PTC））的规则、程序、过程、工作机制和职责；及其与 WMO
秘书处的关系，以提高本组织的效率和效力并加强善政。
沟通和参与战略的宗旨
本文件将支持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之后至 2019 年 6 月第 18 次世界气象大会为止的沟通和参与活动。
本战略是 WMO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旨在阐述 EC-70 各项决定和建议（待完成）中所
述治理改革的拟议建议的成功原则和益处。可以确认，拟议的改革将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沟通战略”将
继续加以调整和明确，作为总体实施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成功实施治理改革，对改革理由的共识以及对拟议改革的宗旨和预期结果的统一认识对奠定改革成功
的基础，无论是在 WMO 还是在外部受众中。
因此，WMO 沟通和参与战略的总体目标是：清晰简明地向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通报并强调 WMO 组成
机构改革（CBR）的目标和益处；建立支持并证明这些变革会如何加强 WMO 对全球优先重点的贡献；并
确定领导来支持向其他人传达这一改革。
沟通和参与策略在 WMO 之外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中的总体目标是通报和宣传各项计划和战略以及 WMO 在
气候、水和气候等关键领域采取综合方法的意图；强调改革对利益相关者的好处；积极寻找加强 WMO 与
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对话的机会，以促进对全球议程有重要意义的共同目标开展对话和行动。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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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参与战略还应为会员和利益相关方提供机会参与讨论，并在过渡的所有阶段提供反馈意见，从而实
现必要的和及时的纠正行动。

变革的理由
WMO 致力于维护其领导作用并保持符合目的并提供效率和成本效益，以及确保其结构符合本组织的优先
重点。WMO 认识到需要不断适应世界瞬息万变的外力 – 例如环境退化、资源限制、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通报和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关切问题的影响。这一治理改革将为扩大积极的区域参
与提供机会，并加强超越地理边界的综合及横向对话。
目标受众：内部利益相关方
理由和作用

名称
WMO 会员

最终是 WMO 会员国负责做出组成机构改革的决定，因
此需要尽早掌握和参与提案，以获得谅解和认可。 只有
在 WMO 会员认可并支持变革平台并能够积极参与变革
并从中受益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实现变革。

常任代表 (PR)

执行理事会成员

区协 (RA)主席

技术委员会 (TC)主席

专家

WMO 秘书处工作人员

常任代表由会员国指定代表其国家政府担任重要顾问来通
报和影响会员国的立场。 早期和有效的参与以及争取多
数常任代表的认可对于推动变革管理计划至关重要。
执行理事会（EC）成员为提交 2019 年大会的变革提供
指导和初步支持。他们是提高认识、促进沟通和推动其他
会员参与过渡进程的关键渠道。EC 成员作为变革管理计
划的宣传员和支持者发挥着关键作用。
受 RA 治理变革直接影响的当选领导，他们可以作为支持
者就区域层面的变革需求和利益提高区域会员、专家等的
认识并争取认可。
受 TC 的治理变革直接影响的当选领导，他们可以作为倡
导者，就变革需求和利益提高全球技术专家的认识并争取
认可。 技术委员会主席作为 WMO 的科技领导，将在向
未来更加综合及横向治理过渡中确保 WMO 坚实的技术
基础持续的相关性和维持。
那些将受治理变革影响的 WMO 技术委员会、区协及其
他小组和工作组中的许多专家需要参与进来并支持过渡，
以确保 WMO 的持续信誉及其贡献的价值和知名度。
WMO 秘书处结构将进行重组，以更好地符合更新的治
理。 WMO 的工作人员要与 TC、RA 和 EC 以及与会员
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合作。他们在 WMO 治理的基础转型
期的参与和支持将有助于 WMO 众多利益相关方之间对
变革更广泛的了解和支持。

目标受众：外部利益相关方 (仅为示例)
联合国各机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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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键国际组织和机构

科研机构和其它学会

私营部门实体

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国际海事组织 (IMO)
世界银行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IBCS)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EUMETSAT)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国际气象学会论坛 (IFMS)
气象和海洋学会 (例如美国 (AMS)、澳大利亚 (AMOS)、加拿
大(CMOS)等)
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水文气象装备工业协会 (HMEI)

让这些关键外部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总体理由是可积极通报 WMO 的改革建议，就影响进行磋商并通
报益处，并向合作伙伴保证 WMO 的改革将如何加强 WMO 的能力来推动这些利益相关方的更广
泛全球议程和职责。
按目标受众分列的沟通目标摘要
内部受众

外部受众

通报并宣传内容和计划
建立对转型的认可并参与其中
确定进一步参与的内部支持者和通报建议的理由及
益处（分级沟通）

通报并宣传内容和计划
强调改革对利益相关方的益处
确定并创造机会加强 WMO 与外部利益相关方
之间的对话，以便促进有关天气、水和气候的
全球议程的共同目标

总体关键信息
1. 向效率最大化转型同时保持WMO卓越性
WMO 专注于保持其核心业务，并减少在过渡期间及之后对其工作的干扰。鉴于一切重大变革均会对各计
划和活动产生影响，因此，WMO 致力于解决各会员和利益相关方的关切，同时确定和减少风险及一切负
面影响。
2. 变革对会员、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具有诸多益处
WMO 目前的治理结构可加以改进和优化，以更好地满足其会员、外部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以及对本组织
更显著和有效地促进全球议程做出定位。从各自为政的方式转向综合方法应对天气、水和气候问题将使本
组织最大程度地彰显其在促进和扶持会员有效及高效地提供气象和水文信息和服务等方面作用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开展这一治理评审旨在构建与会员目前优先重点相匹配的灵活有效的结构，并对 WMO 更加优化
促进全球议程做出定位。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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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续改进是管理的最佳做法
本着不断改进的精神，目前需要不断探索各种方案来确保获取并解决会员的关切。每次大会都应当审议并
批准组成机构结构和治理。接收并响应会员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关于改革影响的反馈意见将有助于持续的改
进。
关键信息的阐述
针对内部受众
 治理和秘书处结构更好地匹配战略优先重点（形式将服从于职能），并促进拟定和实施大会优先重
点及战略计划。
 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和国家对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及服务的需求。
 精简及更好地整合计划和活动，并有明确的管理职责，
 建立机制加强天气、气候和水机构及伙伴的协调和参与，以便促进对NMHS的支持及NMS与NHS
之间的合作。
 通过综合及横向结构支持WMO的整体地球系统方法，以便能够提供多灾种和基于影响的无缝服
务。
 强化在各次大会上对组成机构评审的职责，以：
o 满足会员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关切；
o 通过届会与WMO四年周期相匹配来提高其效率；
o 对不断变化的优先重点和背景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减少重复。
针对外部受众
 更好地对本组织满足全球议程的需求（例如减少灾害风险、气候、可持续发展、抗御力等）做出定
位，从而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
 使公共、私营、学术及其它相关团体能够更好地参与WMO的讨论，并通报决策过程。
 使关键伙伴参与WMO活动以提高影响力，并确保可持续的资源和知名度（例如世界银行
（WB）、国际民航组织（ICAO）、国际海事组织（IMO）等）。
 建立更全面的地球系统监测和模拟能力，以满足国家、区域和全球服务需求。
 满足全球对天气、气候和水等专业知识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参与方法
1. 参与工具
各类平台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沟通工具及方法都将用于向内部及外部利益相关方通报 WMO 变革管理计划
并使其参与，并用于阐明拟议变革的详情和益处。网址、电子邮件、会议和问卷调查将主要用于内部沟通。
而情况报告、简报、与利益相关方的正式会议、调查、常见问题（FAQ）以及解释性备忘录将用于外部沟
通。支持都分级方法将用于提供信息；信息将从 WMO 领导层传递至 RA 和 TC 领导，他们将把相同的信
息传递给其它团组，例如任务组和工作组。
2. 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定期沟通
有效变革管理的关键成功因素是发布领导层定期提供的易理解和有序的信息。此类宣传工作已经开始，秘
书长和 WMO 高级官员在区协届会及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开展的其它活动上介绍了此次改革的背景和理由。
这种沟通形式将继续开展，随后将根据潜在的新安排提供关于治理改革各要素的最新进展、以及对战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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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优先重点最新评估情况，该战略计划和优先重点将由新治理结构负责落实。同时，双向沟通的有效机
制将为会员和利益相关方提供机会，就改革进程提供建议和提议，以便不断改进。
3. 信息的集中来源
成功的变革管理依赖与利益相关方共享信息。其它组织的有效方法是建立中央网络门户，作为关于转型所
有方面的信息资源。综合的中央信息资源会提升改革过程的透明度，并可减少对拟议变革的关切及潜在阻
力。创建 WMO 改革的专门网页可为会员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建立对过渡过程的情况认知。

图 1：建议的 WMO 战略计划 2020-2023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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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当前的治理结构

决议 36(EC-70)的附录 3
WMO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CBR-TF）
1.

范围和时间跨度
CBR-TF 将对 WMO 组成机构改革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的实施履行监督职能。该任务组的存续期从
2018 年 7 月起至 CBR 过渡完成为止。

2.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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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期审查过渡计划并就其发展向秘书长提供指导和支持；并向 Cg-18 提交最新的过渡计划报告。
B.
通过一系列成功指标监督过渡计划的实施，并在必要时就修正行动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C.
监督 WMO 组成机构改革沟通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关宣传材料和活动的建议，并评估其成果。
D. 向 Cg-18（2019 年 6 月）、EC-71（2019 年 6 月）提供进展报告，并向 EC-72（2020 年 6 月）
提交最终报告。
3.

构成
CBR-TF 将由 Gerhard ADRIAN 教授任组长，成员包括下列 EC 成员：Phil EVANS、 Louis
UCCELLINI、 Toshihiko HASHIDA、 David GRIMES、 Maxim YAKOVENKO、 Albert
MARTIS、 Chin Ling WONG、 Mamadou Lamine BAH、 Guillermo NAVARRO.。CBR-TF
组长可请额外专家支持任务组的工作。

4.

工作机制
CBR-TF 将以视频会议和面对面会议的形式举行定期会议。CBR 的专门网页将用于公布反映任务组
工作的相关材料。CER 司将提供秘书支持。

决议 37(EC-70)
2017 年 WMO 财务报表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4 和 15 条，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本组织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的说明、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
的报告、以及 WMO 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见本报告的第二部分），
另注意到秘书长已迅速采取行动，任命了一名顾问，其职责包括在 2018 年 7 月底前为所有公开外部审计
员的建议编制一个全面的执行计划，并研究薄弱环节，就全面加强内部控制提出适当建议；
正式批准经审计的 WMO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见本报告的第二部分），
要求秘书长：
(1)

将此财务报表连同顾问及外部审计员的报告转发给 WMO 全体会员；

(2)

采取逐步行动以应对外部审计员关于内部控制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全面落实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2019 年 6 月）的建议；

(3)

撰写一个单独的提案，以应对年度运营赤字问题，明确说明这是否以及何时会对本组织产生影响，

(4)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这些事项的进展。

附件 2 届会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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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秘书长审查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内部控制框架，将联合国范围内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纳入 WMO 内部
控制系统；
关切地注意到有些会员尚有大量未缴分摊会费；
敦促会员尽早付清其会费，因为延期结算有使秘书处陷于到期不能履行义务的风险。

决议 38(EC-70）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修订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决议 70/244：联合国共同系统：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联合国共同系
统的服务条件和一揽子补偿办法进行的大规模变动，这是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15 年进行的全面审查
的结果；
回顾到决定 70（EC-69） - 对“条例”和“细则”的修正中，执行理事会：
（1）
（2）

注意到了对“工作人员细则”的修订以及“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合并文件的编制；
要求就强制性离职年龄对“工作人员条例”进行修改。

另回顾到《工作人员条例》12.3 条要求由世界气象大会对《工作人员条例》进行修改，然而，如果修改推
迟到下一次大会不利于本组织的利益，则可由执行理事会进行修改；由执行理事会做出的修改应提交下一
次大会予以批准。
决定经大会批准，对工作人员条例作如下修订：
工作人员条例 9.5 条：
工作人员年龄超过 65 岁时，不应留用。秘书长可从本组织的利益出发，在特殊情况下留用超出
此年龄限制的工作人员。
超过 65 岁的专业类工作人员的留用应获得执行理事会的授权。
工作人员条例 3.4 条：
为了本组织的利益，秘书长应根据为联合国人员提供的补贴、津贴和福利，制定一项支付赡养人员的福利、
教育补贴和其他他/她认为必要的津贴的方案；

注意到“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合并文件中包含：
（1）

先前批准或标注的所有条例和细则；

（2）

上述对“工作人员条例”9.5 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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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大会决议 70/244 引发的综合变更；

（4）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处发布的最新薪金表和其他应享权利比率。

另注意到上文提到的对工作人员条例 3.4 条的修改应包括在合并文件中。

决议 39(EC-70)
审议以往的决议和决定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23 (EC-69) –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2)

决定 76 (EC-6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定，

(3)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有关执行理事会根据《总则》规定的程序审议并在必要时对
决议采取行动的职能，

(4)

《总则》(2015 年版)第 156 条第 9 款- 关于执行理事会决议的审议以及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九次届会上通过的各项决定，
审查了理事会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和决定，
决定：
(1)

以下决议继续有效：
EC-4
EC-12
EC-34
EC-35
EC-36
EC-40
EC-44
EC-45
EC-48
EC-51
EC-56
EC-57
EC-58
EC-59
EC-60
EC-61
EC-63

2
6
13
21
6
4
15
13
4, 12
5
9, 18
5
15
16, 17, 19, 26
4, 6, 18
4, 8, 14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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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66
EC-67
EC-68
EC-6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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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20, 22, 23, 24*
3,12
2, 3, 4, 5, 7, 9, 10, 13, 18, 22
1, 2, 4, 5, 6, 7, 12
1, 2, 3, 5, 6, 7, 8, 9, 11, 12
1, 6, 8, 11,12, 15, 17, 19, 21

在第七十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概不再生效。

另决定：
(1)

以下决议继续有效：
EC-68: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19, 20, 21, 23, 24,27,
28, 30, 33, 36,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51, 52, 53, 55, 56, 57,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82, 83, 84, 85, 86,
93, 94
EC-69: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5, 26,
27,28, 30, 31, 33, 34, 36, 37, 39, 40, 41, 42, 43, 44,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2, 73

(2)

在第七十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概不再生效；

另注意到世界气象大会决议的实施情况，以及根据这些决议，特别是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采取的行
动正在进行中，很多行动已经完成。
要求秘书长出版理事会有效的决议和决定，包括那些在新一期《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议》（WMO-No.
508）中增加勘误表的决定，并提请所有相关方注意该出版物。
_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23 (EC-69)和决定 76 (EC-69)，后者不再生效。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决定 1(EC-70)
届会的组织
执行理事会，
批准了主席提交的临时议程；
通过了建立以下委员会：
(1)

战略及运行规划和预算委员会：
主席：Andrea Celeste Saulo 博士，第二副主席
成员：不限名额

(2)

组成机构改革委员会：
主席：Gerhard Adrian 博士教授
成员：不限名额

同意届会的工作计划：
(1)

会议的工作时间：9:30 - 12:30 和 14:30 - 17:30；

(2)

届会议题的安排和分配；

注意到《总则》第 112 条有关记录的批准。

决定 2(EC-70)
审议报告
执行理事会，
(1)
献；

向主席主持其在任最后一次理事会届会表示感谢，并感谢他任职 25 余年来对本组织作出重要贡

(2)

注意到 WMO 主席、区域协会主席以及秘书长的报告，均强调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本组织及
其组成机构和秘书处各项活动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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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到根据《总则》第 9 条第 7 款和《工作人员条例》第 9.5 条，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主席
代表理事会作出的决定；

(4)

讨论了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特别是去年技术委员会届会在各自议题下的建议；

(5)

审议了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在各自议题下的建议；

(6)

注意到本次届会后这些报告将汇编成单一卷宗。

决定 3(EC-70)
WMO 减少灾害风险路线图的进一步实施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EC WG/DRR，参见 EC-70/INF. 3），即：
(a)

实施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 WMO DRR 路线图，

(b)
根据 WMO 战略计划草案及其关键绩效指标（特别是目标 1），监测其进一步的实施情况，
包括连续审查会员和联合国（UN）及人道主义机构（HA）需求并确定实施如何进一步促进实现其
他国际框架的相关目的和目标，特别是鉴于减少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灾害风险的无缝方法以及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根据国家立法在灾害风险管理各个组成部分正在发挥的作用（包括减少
非水文气象灾害的风险），
(2)

(3)

要求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技术（包括联合发起的）计划在其 DRR 联络人（WMO DRR FP RATC-TP）的协助下：
(a)

确保他们的工作计划符合 DRR 路线图，

(b)

根据 DRR 路线图的目标，衡量相关决议和决定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定量指标监督其实施，

要求区域协会通过下列方式支持 WMO DRR 路线图的区域实施：
(a)

促进加强会员提供的国家和跨界多灾种早期预警服务，得益于区域支持机制，

(b)
建立区域（酌情建立区域间）DRR 工作组，以便更好地消除在能力及具体区域和国家的灾
害方面的区域差异，
(c)
(4)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CBS）DRR 协调机制密切合作，

要求会员：
(a)
继续让其 NMHS 在其国家 DRR 和气候变化适应机制的最高层面参与，并让 NMHS 的代
表加入其区域和全球 DRR 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论坛的国家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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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MHS 在开发和提供服务过程中要述及并考虑国家和地方社会-文化条件的独特性，包括
土著知识、性别方面以及青年后辈和残疾人更多参加 DRR 相关能力开发活动，以便保持抗御力水平，
(c)
考虑推动在 2019 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GP2019）早期预警相关会议之前，计划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4 日举行第二次多灾种早期预警会议（MHEWC-II），这是国际多灾种早期
预警系统网络（IN-MHEWS）伙伴组织的共同努力，也是对 GP2019 的投入，并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举行正式会议 – 通过自愿和/或实物捐助及 NMHS 工作人员的参与，
(d)
按照 EC-68 的要求，继续提名 WMO DRR 联络员（通过他们的 NMHS），并将记录在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CPDB），他们将协助监督 WMO DRR 路线图的实施情况，
(e)
促进 WMO 机制和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活动，以改善人道主义规划和应对（计划于
2018 年第四季度和 2019 年第一季度）；
(f)
(5)

考虑提供实物支持，以便将 WMO DRR 路线图翻译成 WMO 官方语言，

要求秘书长：
(a)
提供 2017 年 4 月 WMO 主席批准的所有官方语言 WMO DRR 路线图；按照新的 WMO
战略计划，及根据与气候抗御能力更强的联系，建议更新愿景和监测框架提交 EC WG/DRR 审议和
批准；并在会员、UN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间进行推广，
(b)
概述：（1）针对 WMO DRR 路线图框架开展的 WMO 活动，（2）治理/实施机制，（3）
会员/NMHS 的能力和主要差距及需求，包括项目吸收能力和资金，
(c)

审查自 Cg-17 以来与 DRR 有关的组成机构决议和决定，并向 Cg-18 提供进展更新，

(d)
计划在 Cg-18 之前开展的优先重点活动，并符合 DRR 路线图（包括可交付成果、时间表、
级别（全球到国家）、职责和所需/可用资源），这是根据推进 DRR 的 WMO 各项活动的计划制定
的；每两年更新一次计划，由 EC/大会批准，并可受益于 GFCS 和气候风险及早期预警系统
（CREWS）文件中的需求、优先重点和资源需求；并通过开发各自决策支持系统将重点放在基于影
响的预报以及实用的基于风险的预警，
(e)
确保区域气候中心（RCC）与 WMO 就 CREWS 等项目达成协议，以便为区域层面的
DRR 和应急管理提供气候服务，
(f)
制定针对 DRR 的能力发展教育培训材料(包括教员培训)，可利用现有机制和文件，分享和
利用会员的有效做法以及风险评估、预防、准备和响应方面的经验教训，并确保 NMHS 工作人员的
相关培训以及 RCC 及其伙伴在具体项目框架下（例如在欧盟和非盟的非洲环境与安全监测（MESA）
计划下的非洲 DRR 气候服务）所制定的方法、开发的工具及产品的转让，
(g)
支持相关技术委员会制定、更新、统一、交叉参考和推广各项技术规则、手册、标准和指
南，以及有效早期预警系统的四个要素–（i）灾害风险知识，（ii）灾害及其潜在后果的检测、监测、
分析和预报，（iii）预警的分发和传播，（iv）备灾和响应能力，包括对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
成的死亡率和经济损失图集（1970-2012）的更新，
(h)
调动早期预警系统的四个有效要素的专业知识，在各项目（诸如 CREWS 组合项目）的支
持下，以支持 NMHS 和 WMO 全球和区域中心，并符合 WMO 计划 GFCS 和 DRR 用户界面机制，
(i)
协调 WMO 会员，包括其 WMO 全球和区域中心在紧急情况下向会员及其 NMHS 以及联
合国/人道主义机构提供专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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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与联合国有关 DRR、气候变化适应以及人道主义和城市问题等跨领域议程保持一致并为其
作出贡献，诸如 UN 提升抗灾能力 DRR 计划。
(请参见 EC-70/INF. 3– EC WG/DRR 的报告)。
做出决定的理由：
EC WG/DRR 强调：
(a)

会员（政府）和 NMHS 之间的 DRR 能力存在明显差别，

(b)

WMO 的 DRR 工作中需要充分和一致的反映气象、气候和水方面，

(c)

这些活动有助于 GFCS 符合 WMO 对 GFCS 贡献的框架和机制，并通过 GFCS DRR 范例和
2016-2018 年优先需求文件中确定的优先事项和需求为其实施提供依据，

(d)

其他活动也得到了利用和促进，例如已经成为一项联合发起的 WMO DRR 关键活动的 CREWS
倡议，或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的预测性融资（FbF）倡议），

Cg-17 和 EC 的相关决定和决议：
(a)

决定 3 (EC-68) –WMO 减少灾害风险治理、用户界面机制和减少灾害风险路线图，该决定确
定了 WMO DRR 治理，要求 WMO 主席批准路线图的最终草案，邀请会员提名 WMO DRR 联
络员，并敦促 WMO 共同发起的计划、联合倡议和合作伙伴组织的代表积极参与 WMO DRR 治
理机构，并呼吁与 GFCS 实施机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b)

决定 16 (EC-68) –为 WMO 推动 GFCS 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c)

决议 5 (EC-67) –EC WG/DRR，该决议确定了 EC WG/DRR 的职责，其中包括提供关于制定
WMO DRR 路线图及后续所需更新的指导，

(d)

决议 6 (EC-67) –关于促进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机制；

(e)

决议 10 (Cg-17) –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 WMO 参与多灾种早期预警系
统国际网络。

(f)

决议 64 (Cg-17) –开发 WMO 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基于结果的框架，该决议要求 EC
依据基于结果的框架，在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及联合发起的计划参与下，实施和监督可促进
WMO 推进 GFCS 的机制，

(g)

决议 52 (Cg-16) – 减少灾害风险计划，其中列出了 WMO DRR 计划的战略优先重点，

本决定考虑了：
(a)

战略计划草案（建议 20 (EC-70)），特别是战略目标 1.1“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并扩
大影响力以促进有效地应对相关风险”，

(b)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2015-2030，涉及所有灾害（包括自然和人为）的风险，其中很多规定
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关系密切（诸如具体目标 E 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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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家、区域和全球 DRR 平台，这是 NMHS 参与多利益相关方论坛的有效机制，而这些论坛可
反映各国政府对促进协调和实施 DRR 活动的承诺，同时可与国际和国家获得相联系，见 Cg-17
最终节略报告 3.2 节-WMO 减少灾害风险服务，

(d)

GFCS 和 CREWS 可为实施 WMO DRR 优先活动提供进一步的框架和资金机制，因为需要确保
无缝提供的天气和气候服务，以支持 DRR，

(e)

由 WMO、世界银行国际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和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合作，
在 EC-68 到 EC6-9 休会期间成立了 WMW 的 CREWS 秘书处和联合办公室，目前有六个捐助
方，

(f)

2017 年，第一次多灾种早期预警大会(MHEWC-I)的成果，这是国际 MHEWS 网络（INMHEWS）的一项关键工作，会议编制了 MHEWS 清单更新版，

(g)

WMO 洪水预报倡议（FFI）对 WMO DRR 的贡献，特别是多灾种早期预警服务，

(h)

HydroConference（水文大会）的成果：水文服务促进全球繁荣大会（2018 年 5 月 7 日至 9
日，日内瓦），与 WMO DRR 优先重点有关。

(i)

私营部门参与及推动 DRR 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防灾/减灾阶段或者尽早并且不仅是在灾害发生
之后，因为仅靠政府资源是不够的，[P/RA V]

(j)

标准化实例，例如基于印度尼西亚经验的社区滑坡早期预警系统标准化（ISO TC 22327），
[P/RA V]。
计划于 2018/19 年举办 DRR 区域平台，NMHS 的代表可参加并积极参与会议和会外活动，其中包括：
(a)

美洲（哥伦比亚卡塔赫纳，2018 年 6 月 20-22 日），

(b)

中亚/高加索（亚美尼亚埃里温，2018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

(c)

亚洲包括太平洋地区 （蒙古乌兰巴托，2018 年 7 月 3 日至 6 日），

(d)

非洲 - 阿拉伯（突尼斯，2018 年 10 月 9-13 日），

(e)

欧洲（意大利，2018 年 11 月 21-23 日）。

全球 DRR 平台将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7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计划在 2018 年第四季度和 2019 年第一季度与人道主义机构进行磋商，包括高层磋商（就提供气象、水
文和气候资料、产品和服务以改善人道主义响应和恢复工作形成框架协议）以及工作级别磋商（专家研讨
会和参与重要的人道主义论坛，以审查人道主义机构对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和产品的要求，并概述可支持
这些机构的可持续机制）。
第二次多灾种早期预警大会（MHEWC-II）将审查自 2015 年在仙台通过仙台 DRR 框架 2015-2030 年
以来以及自第一次多灾种早期预警大会（MHEWC-2017）以来，各个国家的进展情况以及在 MHEWS 方
面的差距和需求。大会将收集和讨论有效做法，并将概述具体措施，以解决会员及其 NMHS 和其他技术机
构在实施基于影响和风险的预警方面的差距和挑战。大会还将探讨区域和全球对国家预警和相关灾害信息
的需求，以及对于 NMHS 和其他技术机构支持人道主义响应和恢复行动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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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EC-70)
开发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要求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EC WG/DRR) GMAS 专家组（EG-GMAS）根据 EC
WG/DRR 编制的计划，并参照 EG-GMAS 在 2017 年 10 月和 2018 年 3 月在秘书处支持下
举行会议时制定的草案，收集更多用户需求（参见 EC-70/INF. 3.2），

(2)

要求 EC WG/ DRR：
(a)

记录会员有关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GMAS 的有效做法， 并评估这些做
法可如何有助于实现已记录的用户需求，

(b)

基于这些需求，为实施 GMAS 制定方案，包括一个满足所有用户需求的全面方案，以
及一个满足一部分重点需求的最低可行产品，供大会审议，

(c)

基于这些确定的方案，评估所需的预算和资金，包括基于 NMHS 的职责 NMHS 的预
算要求，

(d)

根据用户要求调研结果完成 GMAS 概念文件，

(e)

联络现有的服务提供者，如全球灾害警报协调系统（GDACS） -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办公室（OCHA）、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业务卫星应用计划
（UNOSAT）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的一项联合倡议，其已经向全球社
区提供恶劣天气服务，

(f)

对 WMO 信息系统（WIS）提供预警产品的会员进行状态审查，该信息系统将为
GMAS 成本分析以及概念和实施计划提供依据，

(3)

向大会提交 GMAS 概念，以及可能的实施计划的关键要素，包括职责，和收集到的其他要求
以及成本估算，供其批准，

(4)

支持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会员加
强他们为决策者制定、解释、传播和应用 MHEW 信息的能力，

(5)

鼓励各区域协会和会员继续努力发展和参与 MHEWS/GMAS（与各技术委员会合作）并在国
家、次区域、区域以及全球层面上分享其有效做法，如欧洲气象服务网络（EUMETNET）的
Meteoalarm 和俄罗斯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测局（Roshydromet）的 Meteoalert、东南欧多
灾种早期预警咨询系统（SEE-MHEWS-A）和 GMAS 亚洲。

(6)

要求秘书长支持 EC WG/DRR 及其 EG-GMAS 开展上述任务，推进和促进会员分享获得的经
验和有效做法，包括上文提到的多灾种警报平台。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EC WG/DRR-II 的建议 (EC-70/IN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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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C WG/DRR GMAS 专家组（EG-GMAS）制定了 GMAS 概念文件、战略和计划以记录用户需求
(EC-70/INF. 3.2)。

3.

GMAS 既不会取代，也不会重复已经存在以及在 WMO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支持下已开发的内
容。它将与世界气象中心、具有地理专业化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区域气候中心（RCC）
以及《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中规定的其他中心保持高度一致，开展
专业活动和海洋活动、非实时协调的活动以及通用活动。GMAS 也将与已经用于其它项目（比如灾
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和沿海洪水预报示范项目（CIFDP））的做法和原则保持一致。

4.

GMAS 将依托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大数据项目为原型的警报枢纽技术，实现及
时汇总与高影响天气、水、海洋和气候事件有关的、面向地球系统方法的权威性预警和警报。
GMAS 还将利用 WIS 维护一个授权预警、警报和相关信息的存储库，并将这些信息分发给授权用
户。使用 WIS 将保证在实施 GMAS 初始模块时不会对 NMHS 产生任何费用影响。

5.

世界天气信息服务（WWIS）和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SWIC）被确定为 GMAS 的最初核心组成部
分。WWIS 和 SWIC 将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增强型 SWIC/WWIS，为 GMAS 用户提供基于 Web
的用户界面并附带地理信息系统（GIS）地图显示功能，以确保 WMO 和 NMHS 作为预警和警报的
权威来源。香港天文台（HKO）正在开发 GMAS 的这个模块，作为对 GMAS 的实物贡献。此外，
由法国气象局主办的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门户网站已经提供了 GMAS 概
念的许多功能性需求，旨在以简洁、低成本但有效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服务。

6.

EC WG/DRR 在其 2018 年 4 月的第二次届会上，对 EG-GMAS 在编制概念、战略和计划以记录
用户需求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表示赞赏。一致认为在最终确定概念之前，必须收集、验证和分析更
多的需求。在最终确定概念的同时将继续收集更多的用户需求，以便将概念提交 Cg-18 审议。EC
WG/DRR 要求，除了 EC-69 所要求的之外，该概念还应包括成本估算。

7.

EC WG/DRR 同意将记录用户需求的计划提交给 EC-70，供其审议。

决定 5(EC-70)
支持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以便于向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权威信息和专家建议，以便在预计发生水
文气象灾害之前和发生灾害期间或之后响应其即时请求，

(2)

通过参与和利用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中心并得益于相关示范项目，使协调机制的发
展与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概念的发展保持一致，

(3)

要求 EC WG/DRR 就协调机制的发展和实施提供指导，

(4)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协调，为协调机制的发展作出贡献，

(5)

要求区域协会和会员为这一机制作出贡献并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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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
(a)

定期与有关的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就其对权威信息和专家咨询的要求进行磋商

(b)

与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合作，促进建立适当的机制，

(c)

促进会员以及 WMO GDPFS 中心参与该机制，

(d)

支持加强会员为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

做出决定的理由：EC WG/DRR-II 的建议：
1.

决定 13 (EC-68) 呼吁与人道主义机构签订伙伴关系协议，然后采取具体行动，例如制定标准作业
程序，以便让 WMO 应人道主义机构要求协调应对重大灾害。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迫切需要轻松
获取权威信息，包括通过咨询和释读提供附加信息，

2.

EC WG/DRR 认识到让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能够轻松获取权威性信息（包括提供专家建议）的
紧迫性，

3.

EC WG/DRR 认为可以通过咨询和释读向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附加信息，以便将信息的全
部价值转化为其有力和高效的行动。

决定 6(EC-70)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活动的实施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祝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30 周年纪念日，赞赏地注意到 IPCC 主席在其报告中提
供的信息以及 IPCC 在稳定和改善其财务状况方面取得的成功；

(2)

确认 2017 年会员们对 IPCC 的重大贡献，并呼吁会员们维持这个态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向
IPCC 提供捐资来加大对 IPCC 活动的财务支持，以确保 IPCC 信托基金所需的财政资源水平，这对
确保完成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周期内的活动和产品至关重要；

(3)

鼓励 WMO 和会员对信息研究和提供给予支持，并参与涉及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的各项活动，包
括涉及所有特别报告的活动；

(4)

敦促会员积极参与 IPCC 的活动，特别是通过来自 NMHS（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专
家的贡献。若 IPCC 联络员并非来自 NMHS，敦促保持 NMHS 与 IPCC 联络员的紧密合作；

要求秘书长：
(1)

促进 WMO 各技术、科学以及共同发起的计划积极参与到拟定的 IPCC AR6 产品开发活动中，

(2)

协助 IPCC 正在进行的推广工作，包括通过共同冠名和联合推广 IPCC 的工作流程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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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的理由：2016 年前，会员国对 IPCC 信托基金的自愿捐款有所减少，与此同时，第六次评估报告
周期的工作计划非常繁重。同时注意到 IPCC 主席和秘书处开展的资源调集战略正在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并建议有必要继续努力，以确保成功完成三个特别报告、一个方法论报告、三个工作组对第六次评估报告
（AR6）的报告以及 AR6 综合报告。（见 EC-70/INF. 4.2 以获得更多信息）。

决定 7(EC-70)
城市综合服务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决定批准建设城市综合服务的方法，编写作为《城市天气、环境和气候综合服务指南》草案的第一
部分（摘要见附录 1）以及《开发综合业务平台以满足城市服务提供需求的准则》的大纲（附录 2），
该大纲是在大气科学委员会（CAS）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的领导下由一个计划间工作组编写；

(2)

要求会员就拟议的草案提供反馈意见，并提供完成指南和准则的进一步指示，供 Cg-18 审议；

(3)

鼓励会员向《指南》第二部分提供有效做法，并开展试点项目，并在 Cg-18 之前与城市水文气象/
气候/环境综合服务跨计划工作组分享其反馈意见；

(4)

要求秘书长在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支持城市水文气象/气候/环境综合服务跨计划工作组的工作。

做出决定的理由：
•

决定 41 (EC-69) 要求加快编写《城市水文气象/气候/环境综合服务指南》的工作，基于 WMO
GAW 城市气象与环境研究（GURME）的专业知识，引导从研究到业务的转化，提交 Cg-18 批准。
进一步要求 CBS 和 CAS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磋商，根据会员综合业务平台的最佳做法，制定准则，
支持城市服务提供需求；

•

城市水文气象/气候/环境综合服务工作组正在编写该指南，由 CAS/RES 负责组织，其中包括 CBS、
CHy、WCRP、CIMO、GFCS、CCl 和用户群体（亚洲清洁空气中心，ICLEI 和 IPCC）的代表。
CBS OPAG/PWSD 正在负责编写准则。这些文件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了从服务部门（第一
部分）、有效做法（第二部分）和业务服务提供（准则）的工作链；

•

CBS 管理组（CBS-MG 2018）建议 EC 根据 CBS TECO 2018（日内瓦，2018 年 3 月 26 - 29
日）结果批准准则纲要。

还可参见 EC-70/INF. 10.1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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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7(EC-70)的附录 1
城市天气、环境和气候综合服务的指南

摘要
人口向城市迁移造成人口稠密的环境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从而导致人们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脆弱性和暴露
度不断增加。联合国已将“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确定为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
本指南阐述了支持这一目标的愿景。高分辨率（空间和时间）观测和预测的进展使得城市水文气象、气候、
海洋气象和环境预测综合服务能够满足城市的需求和要求。虽然城市综合服务在发展和能力方面仍处于早
期阶段，但它们包括针对城市设计、规划和分区等方面的多灾种早期预警（如灾害性天气、洪水、空气质
量、卫生、风暴潮以及海平面上升），这需要提供城市街区尺度的微气候信息。
从灾害风险的角度来看，由于基础设施出现问题而导致初期极端事件可影响人口稠密地区，城市可能会出
现一连串的影响（“多米诺骨牌效应”）。 城市服务属于城市政府的职责范围。提供和应用水文气象、气
候、海洋气象和环境城市服务属于世界气象组织会员的能力范围。由于共同依赖，提供有效和高效的城市
服务需要不同学科、不同城市职业、各级政府、公众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整合、合作和协作。
两次调查的结果表明，有几个会员已经开始实施城市综合服务。城市服务需求是因城市而异的，并受许多
当地因素驱动，包括：自然和人为环境、科学、应用、基础设施、组织结构、职责和社会经济状况。事实
上，调查发现会员的现有能力可以提供城市服务，但往往缺乏相互认识。缺乏互动，缺乏对服务的认识以
及对提供方和服务用户能力的认识。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任务、角色与责任的挑战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需
要多学科和多机构的方法。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在实施城市综合服务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成熟度。一种方法
不能适合所有的情况。
建议包括：
(1)

会员协助决策者和最终用户提升能力和服务；重要的是不要等待灾难发生时才采取行动。有一些运
行良好的城市服务的例子，可以用作特定情况下的开发和实施的模板；

(2)

鼓励会员为发展协调和促进城市综合服务，包括知识转让做出贡献；

(3)

确保与那些会员的任务、作用和职责十分明确的城市建立的伙伴关系已落实法律和体制框架，，以
促进、创建和维护城市综合服务；

(4)

从一开始就与相关利益相关者（机构、大学、公众、其他会员、市政府、私营部门）进行接触，包
括提高意识并获得反馈；

(5)

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发展城市综合服务能力；

(6)

鼓励会员通过影响所有权问题和技术支持促进更广泛的获取资料，以实现城市综合服务；

(7)

鼓励 WMO 会员展示示范项目，以促进和推进城市综合服务的发展和实施。

本指南（第一部分，概念和方法）可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gaw/documents/UrbanIntegratedServicesPart1aConc
eptandMethodologyEC-70.pdf。

142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定 7(EC-70)的附录 2
《开发综合业务平台以满足城市服务提供需求的准则》的大纲
1.

引言

本准则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城市天气、环境、海洋气象和气候综合服务指南》规划业务和提供方面，并为
WMO 会员提供关于服务提供实际考虑因素方面的建议，以满足城市社区的需求，包括增值服务，作为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工作的一部分。
一个综合业务平台需要借助通过 WIGOS 和 WIS 提供的技术进步，以确保其完全符合高密度、高分辨率城
市环境信息的“智慧城市”概念。
在编写准则时，与其他 WMO 活动，特别是 GFCS 以及相关 TC 和 RA 等进行协调将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认
识到，在国家一级，除 NMHS 之外，还有许多机构从事城市服务的开发和提供，例如空气质量等，而该准
则必须反映这种多机构的现实并要能够吸引除 NMHS 之外的服务提供方。准则还应足够的灵活，以实现
《城市天气、环境、海洋气象和气候综合服务指南》中阐述的综合方面。关于提供高分辨率、多尺度预测
以支持城市需求方面，这项要求将需要通过持续发展无缝 GDPFS 来解决。
虽然指南将全面涵盖城市环境的气候、水文、海洋和环境方面，但综合业务平台应能够促进轻松获得城市
内基于影响的指标气候学，以促进城市地区高影响天气发生期间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并认识到基础设施
失效及其后果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内容
本准则目前包括以下部分：
•
执行摘要
•
背景
•
WMO 框架
o
组成机构的决定和建议
o
NMHS 的作用
•
制定城市服务战略
•
伙伴关系和用户参与
•
城市服务和产品
o
总体考虑
o
可提供服务和产品的类型

水管理（包括洪水）

环境服务（包括卫生）

陆地运输部门

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和沿海洪涝等）

气候
o
资料
•
业务方面
•
服务提供方面包括分发和沟通
•
试点研究
•
能力发展和培训
•
教育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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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会员的有效做法和案例研究编写该准则。将纳入有效做法作为实例，以文框的形式介绍。还将考虑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WMO-No. 1129）以及《WMO 多灾种影响预报和预警服务指南》
（WMO-No. 1150）。
2.

时间表

本准则的最终版本预计将于 2019 年 1 月发布，并将于 2019 年提交 WMO 第 18 次大会。

决定 8(EC-70)

IG3IS 科学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决定批准大气科学委员会已认同的 IG3IS 科学实施计划，其执行摘要见本决定的附录；
要求秘书长为 IG3IS 活动提供支持并通过融资机构协助促进 IG3IS，并与特别是计划开展 IG3IS 项目的发
展中国家的会员开展合作，一起努力筹集预算外资源以开展该计划；
敦促会员开展试点和示范项目，以推动落实 IG3IS 实施计划；
要求会员与区域协会合作任命实施 IG3IS 的联络员，并各区域推广现有的区域知识转让活动以及关于
IG3IS 实施的能力建设；
要求会员促进将大气成分观测纳入国家气象观测系统；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与相应技术委员会协调，特别是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协调，以便确保 IG3IS 科学工具转
化为业务服务以及推动 WIGOS 和 GDPFS；
同意 IG3IS 的治理应考虑到 WMO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之间的框架谅解备忘录。
请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46 (Cg-17)强调了建立全球综合温室气体信息系统（IG3IS）所需的主要目标和关键活动，
决定 19 (EC-68) 批准了 IG3IS 概念文件，并呼吁在 EC-70 之前编写 IG3IS 实施计划，
决定 7 (EC-69)概述了 IG3IS 试点项目，作为 WMO 支持实施《巴黎协定》的途径之一，
决定 51 (EC-69)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CAS）监督 IG3IS 实施计划的编写工作，于 EC-70 前提交，
根据 WMO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之间签署的框架谅解备忘录（2018 年），开展了合作项目
“基于观测的工具，以改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估算”，其旨在开展若干个 IG3IS 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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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SBSTA）在其第四十七次届会报告中提到了 IG3IS 通过原位及卫星观测，系统
性监测温室气体浓度和排放的能力日益增强，还提到了其支持《巴黎协定》的相关性。
瑞士为设立 IG3IS 办公室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其他国家给予的支持，将对 IG3IS 按照 IG3IS 科学实施计划
中的有效做法大纲进行实施至关重要。

决定 8(EC-70)的附录

IG3IS 科学实施计划
执行摘要
IG3IS 旨在为用户（决策者）提供服务，使其能够采取行动，减少会造成空气质量下降的温室气体和污染
物的排放。该服务依托现有的成功方法和使用案例，其中的科技技能已得到证明。最终的成功标准是，
IG3IS 信息被“使用”并可指导有价值的和额外的减排行动，提升对大气成分测量作用的信任（及技能），
其可作为气候变化减缓环境修复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IG3IS 采用协作程度高的“转换大气科学”方法向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用户提供基于科学的服务。没有与用
户的亲密对话，将不能启动和开发应用程序。通过这种方式，科研人员能够了解预想的信息产品的价值，
并向用户介绍以前未知的功能，这些功能可能会使他们以新的方式应对挑战。当这些讨论建立起与投资水
平相当的价值观点时，则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项目定义。该计划介绍了 IG3IS 的主要概念、实施原则和
技术解决方案。
IG3IS 实施计划（完整版）。

决定 9(EC-70)
促进使用并解释区域和国家尺度的气候变化预测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建议 6 (CCl-17) – 区域和国家尺度气候变化预估的使用和释用的良好规范；

(2)

WMO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一个支持适应和减缓
行动的区域合作项目；

进一步注意到：
(1)

会员主要通过降尺度全球模式模拟，广泛使用区域气候变化预测，以评估多部门影响和对适应规划
的影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研究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需要对区域尺度内的各种方法进行比
较和对比，并确定制作这些预测的有效做法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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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方面，对于有相同气候担忧的地区的国家来说，分享他们的经验将是有益的，旨在制定有效做
法准则；

(3)

因为气候预测的不确定性很大，确定如何表示下游影响的不确定性的有效做法对于确保质量和一致
性至关重要；

(4) 制作气候变化预测的机会大大增加，这致使可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模式模拟的数量和可获得性增加，
这些模拟为制定国家和其他适应计划提供了资料，但也带来相关误用和误解风险；
赞赏地注意到：
(1)

WMO 全球 RCOF 审查（2017 年 9 月，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建议扩大 RCOF 产品的范围以涵盖气
候变化；

(2)

WMO 主办了气候变化预测及其在东盟国家应用的有效做法研讨会（2018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
新加坡），该研讨会成功地修改了 ASEANCOF 格式以协助讨论并赞同有关东南亚区域的气候变化
科学问题；

决定：
(1)

鼓励开展区域协作，包括通过采用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格式，作为一种手段，以分发分享共
同气候特性的次区域会员集团关于解释和利用有关计划和合作伙伴（尤其包括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提供的区域气候变化预测的一致方法方面的专家共识并促进讨论；

(2)

支持气候学委员会（CCl）的倡议，确定在区域尺度制定气候变化预测方面的要求和有效做法，并通
过强烈推荐的区域气候中心（RCC）功能，以促进这些有效做法和一致的方法，从而在区域和国家
尺度上制作、解释和使用高分辨率气候变化预测；

(3)

邀请水文界（包括区域协会和水文学委员会的相关附属机构以及冰冻圈界）与 CCl 和 WCRP 密切合
作，以确保提议的方法和实施可很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可用性和质量的影响，特别是在耐候
型粮食、能源和 DRR 相关系统方面；

(4)

邀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参与有效做法的制作，并确保与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气
候变化评估保持一致；

(5)

要求 WCRP 促进获取和使用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的气候变化预测的高分辨率资料，包括耦合模式比
对项目（CMIP）和协调区域气候降尺度实验（CORDEX）的成果；

(6)

敦促 WCRP 与 CCl 合作，寻求与 RCOF 和区域气候中心（RCC）的更密切接触，并通过建立研究
到业务的联合平台来解决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业务开展区域优化的研究需求；

(7)

敦促 RCOF 密切合作并产生共同的气候影响，以密切协调和统一其运作，使相关成员能够从现有的
区域气候变化信息中获得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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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支持 WCRP 在制定、提供和获取区域气候预测方面的工作，并支持 CCl 制定使用区域气
候预测有效做法的工作并组织相应的联合研讨会和培训活动。

决定 10(EC-70)
《服务提供总体指南》
执行理事会决定赞同本决定附录中的《服务提供总体指南》的大纲，该指南将由职责中涉及服务提供的
WMO 所有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参与编写，并提交 Cg-18 审议。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
•

决定 39 (EC-69)指出“应根据正在开展的《公共天气服务规范指南》更新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包括服
务提供的 WMO 各计划和技术委员会编写的其他现有指南来编写《服务提供总体指南》，以便为会
员提供涉及天气、气候、水、农业、卫生、海洋等主要应用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统筹服务提供指导意
见”；

•

CBS 管理组（CBS-MG，2018 年）建议 EC-70 批准大纲草案。

•

2014 年，随着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WMO-No. 1129）的发布，服务提供的概念被
纳入了 WMO 各个活动领域。近年来，随着气候信息和气候预测对社会规划和决策越来越有价值，
气候服务作为一项关键活动得到了长足发展。考虑到这一切，EC-69 要求 CBS 牵头并与其他技术
委员会密切合作编写一份《WMO 服务提供总体指南》。

决定 10(EC-70)的附录
《服务提供总体指南》大纲
1.

引言
《服务提供总体指南》基本组成部分（简要说明和相关性）
(a)
WMO 服务提供战略及其实施计划（WMO-No. 1129）
(b)
《PWS 规范指南》（WMO-No. 834）
(c)
《航空气象部门规范指南》（WMO-No.732）
(d)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834)
(e)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
(f)
《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的步骤指南》（WMO-No. 1206）
(g)
《水文学规范指南》第二卷（WMO-No. 168）
(h)
《评价天气和气候：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经济评估》（WMO/世界银行/USAID）
(i)
《WMO 多灾种基于影响预报和预警服务指南》（WMO-No. 1150）
(j)
全球天气事业 – NMHS 之外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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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2.

私营部门的服务提供

标准设定、监管和认证
公共-私营参与（PPE）
服务提供中权威声音的概念

3.

沟通
沟通基础
良好沟通的重要性和价值
发展和培养良好的沟通做法
人员方面

4.

技术基础
技术专业知识和专长
完善且具抗御力的系统
高效地制作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

5.

服务提供的渠道
服务要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保持一致
服务要灵活应对通信技术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应用。
机到机能力及其在服务提供中的作用。

6.

客户、顾客、用户和合作伙伴
定义、说明。
用户参与的重要性
了解用户的需求
管理用户的期望

7.

用户反馈
正式和非正式的反馈
收集用户反馈的战略和技巧
在设计改进产品和服务时采用用户的反馈意见

8.

培训和发展
预报员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作用不断变化和发展
培训用户和利益相关者
培训前线服务提供
培训服务管理人员
管理培训

9.

推广和营销
对服务质量的看法
建立用户和利益相关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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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用户满意度
10.

监测和评估
设定有用的绩效指标
基于用户的服务交付标准评估
根据 WMO 指南对公共和私营部门进行协调评估

11.

针对特定部门的服务提供
公共天气服务
航空天气服务
海洋天气服务
陆地运输服务
农业气象服务
水文服务
气候服务
应急管理服务
媒体服务
支持新兴领域的服务：
• 城市和沿海地区，
• 环境/空气质量，
• 持续的运输，
• 天气/气候和卫生，
• 能源等。

12.

服务提供行动计划

13.

参考书目和进一步阅读

决定 11(EC-70)
开发服务提供通用界面的概念文件
执行理事会：
（1）

感谢 CBS 编制本决定附件所载的关于开发服务提供通用界面（CISD）的概念文件；

（2）
确认随着 WIGOS、WIS 2.0 和无缝 GDPFS 的实施，新的基于网络的服务涌现，将这些服务
统合以提供一致的界面很可能会对“全球天气事业”产生影响；
（3）
要求建立用于获取公共服务提供资料与服务的标准界面（如协议或 API），正如 CISD 概念文
件所述，并收集由 CBS 作为实施无缝 GDPFS 的一部分开展的相关用户需求；
（4）

进一步要求会员分享其开发和实施用于获取天气与气候信息的网络服务界面的最佳做法；

（5）

进一步要求 CBS 整理会员的反馈意见并提供指导，并供秘书长提供支持此活动所需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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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的理由：
•

决定 40 (EC-69) - EC 委任 CBS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协调建立一项机制以编写服务提供通用界面的
概念文件。要求 CBS 将概念文件提交给 EC-70，供其审议和批准；

•

CBS 管理组（CBS-MG 2018）建议 EC-70 批准概念文件的草案。

•

用户需要获取跨越地理和政治边界，以无缝方式提供的“尽可能完善的”天气和气候汇总信息。为了
满足这一需求，服务提供通用界面将力求满足各种用户的需求，并提供一个技术系统，收集和汇总
各种来源以及不同级别技术复杂度的天气信息。这是通用界面可支持 NMHS 作为服务提供方属性
的一个基本条件，并且谨记“不落下任何会员”的原则。

决定 11(EC-70)的附录
开发服务提供通用界面的概念文件
引言
WMO 执行理事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编写关于开发服务提供通用界面（CISD）的概念说明“这是受
NMHS 资料和新兴来源资料的驱动，以使用户能够无缝隙地获取天气和气候信息，从而确保 NMHS 作
为服务提供方的属性”。
为什么需要服务提供通用界面？
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旅行、全球新闻和“永远在线”的互联网信息访问世界中，会员需要用户以统一和
一致的方式找到高质量的天气和气候服务提供方，这些服务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缝的，这就肯定了这
些信息的来源和权威性。全球一些主要的信息汇总方已经可提供这种无缝的天气信息服务，但通常来讲，
这不是基于许多国家通过其 NMHS 提供的高质量信息。
虽然 NMHS 本质上具有国家职责范围，但需要针对权威天气和气候信息提供单一的国际一站式服务；
将通过每个 NMHS 独立网站的高质量与提供给 PC、平板电脑和手机的全球综合信息的无缝服务的便利
性结合起来。现在已有 NMHS 跨国服务提供预报和预警信息的例子。中国香港通过 WWIS 和 SWIC
项目提供了汇总城市预报信息和 NMHS 天气预警的手段。GMAS 项目旨在扩大和发展 SWIC 概念，以
实现通过地图架构综合展示所有 NMHS 的预警。在区域方面，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合作开发了比荷
卢地区的天气应用程序。预计 CISD 将与这些活动开展合作并以此为基础，为广泛的用户提供更丰富的
天气资料。这将包括现在可以从越来越多的集合系统获得的概率信息，并且可能包括影响信息。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获得 EC 和大会的进一步建议和指导，以确保在包含 GMAS、WIS2.0 和其他现有和
拟议项目的更广泛框架内开发 CISD 概念。
虽然侧重于 NMHS 提供的天气和气候信息的权威性，但还需要承认许多私营部门提供商也可提供高质
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加强和补充 NMHS 提供的信息，尤其是提供与特定用户组相关的深度细节信
息 。因此，CISD 应该就合并来自一些信誉良好来源的气象信息制定规定，并以多种不同的数据格式和
协议提供，并将这些信息综合成统一的天气和气候信息流，以便在互联网连接的设备上显示和可视化。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通过 CISD 提供的信息应完全符合 WMO 标准，并且提供方要具有适当的权威性，
无论是来自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
在确定 CISD 的范围时，首要的任务是收集用户需求。主要用户将包括诸如 Apple（苹果公司）、IBM、
阿里巴巴、亚马逊、Google（谷歌公司）等私营部门全球数据集合商以及将要开发的其他集合商和数
据平台，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道主义机构。需要确定这些关键用户的需求，因为已经
有相当比例的天气信息是直接从 NMHS 以外的其他来源提供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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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来看，开发 CISD 的任务与开发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
（WIS）时开展的任务相似。CISD 将尝试在服务提供领域实现相同的全球协调。CISD 必须依托商定
的技术协议和标准，但如果要得到广泛的接收，则需要与用户密切协商后制定这些协议和标准。
在接受挑战着手开发 CISD 时，WMO 必须意识到需要支持和加强会员在提供有关灾害性天气及其影响
的预警和其他信息方面的权威声音，并且还必须谨记不落下一个会员的原则。要开发一个可以接收
WMO 会员广泛技术能力的信息的界面，并且提供可与全球一些最先进信息和通信信息相兼容的统一输
出结果，这将是一项重大挑战。
还应该清楚地确定 CISD 不会尝试去做的事情。许多 NMHS 与用户密切合作，开发了用于向其客户群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界面。CISD 不会尝试复制或改进这些界面。相反，它将为气象服务提供方提供
一条新途径，将其产品和服务与其他提供方的产品和服务一起提供给国际用户群。重要的一点是确保会
员之间的技术不平衡不会阻碍所有 NMHS 与 CISD 的全面合作，作为其产品的平台。
设想为 CISD 的界面必须满足数字世界中互可操作性的需求。通过全国性网站的图像和文字提供的气
象服务已不能再满足进入数字时代的世界平稳无缝运行的要求。为了在数字世界中实现气象服务和其他
信息通信系统之间的互可操作性，将需要标准规程。
这引入了服务提供通用界面（CISD）的概念；可为全球气象事业（GWE）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以统一和精简的方式在 GWE 内为不同要素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一种机制。
CISD 的宗旨
•
•
•

开放式服务交付系统，旨在无缝、便利地向用户提供资料和产品，特别是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建立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界面（规程），用于向公众提供资料和产品，包括基于影响的信息；
建立一种机制，将用户需求与在 CISD 注册的气象服务提供方联系起来。

•

建立 WMO 会员和合作伙伴（包括私营部门）PWS 产品的一站式服务。

图 1. 全球每个地点都有超过 100 个 NWP 模式/模式成员可用。如何将这些合理整合为一项服务？

定义
规程：首先，CISD 将作为 WMO 定义的统一规程，旨在将被业界和联合国附属机构广泛接受，并将
涵盖现有标准如通用警报规程（CAP），以促进提供气象信息服务。
代理：CISD 将充当 WMO 代理，汇总和发布来自官方 NMHS（警报和预警、高影响天气预报和常规预
报）或私营部门（高影响天气和常规预报）的全球天气信息，并附有来源标签。此处的代理也意味着
WMO 会员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提供方：CISD 将充当 WMO 服务提供方，理想情况下根据对不同来源产品的验证和评估提供“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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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最佳”的预报，但天气警报和预警除外，天气警报和预警完全来自 NMHS。
CISD 的用户
•

接收全球气象服务并为 CISD 做出贡献的 WMO 会员；

• 从 CISD 接收权威产品、并按照 CISD 标准通过服务链接贡献其产品的其他气象服务提供方；
•

需要综合、权威的天气和气候信息的联合国附属机构；

•

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济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

认证/注册部门或数据整合商，如 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

•

其他组织或个人；CISD 应该成为许多级别用户的工具，可根据需求和资料政策考虑，提供不同级
别的访问权。

CISD 与其他 CBS 项目的关系
CISD 本身不会制作产品，但是可以作为服务提供的渠道，或者根据用户要求指导其获取适当的产品服务。
因此，现有的在线资源如 GDACS/GMAS/WWIS/SWIC 可以成为 CISD 的重要投入。
WIS 2.0 是一个基于云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料交换平台，可支持 CISD 未来基于 WMO 的功能。WIS 和
CISD 之间的关系将类似于 OS（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之间的关系。此外，WIS 2.0 无法托管所有内容，
尤其是来自私营部门提供方的内容。CISD 的基本概念和标准也可以在其他基于公共云的系统中实施，例
如亚马逊云、谷歌云、阿里云等。
实施服务提供通用界面的原则
NMHS 为先，互惠互利：CISD 将支持 NMHS 的权威声音，并且不落下一个会员。CISD 还将监控和测
试正在使用的产品，而产品供应方/所有者可以决定是否收取他们所提供产品的使用费。这意味着 CISD
首先最重要的是设置一个平台标准，可以在 WMO/WIS 2.0 上或其他部门实施。
基于云：CISD 将作为一项在线服务运行，该服务将基于 WMO 信息系统（WIS 2.0） - 这是一种处
理海量并发数据访问的云基础设施。
非集中化：CISD 将通过互联网连接至 WIS 的各节点（WMC、RSMC、NMHS）和私营部门的节点。
但是 CISD 不会长期存储来自不同来源的产品，而是会缓存它们以实现实时访问，并提高资料服务的
效率。
综合性：来自 NMHS 的警报和预警将直接通过 CISD 提供，以提高 WMO 会员 NMHS 的权威性声音。
其他气象服务提供方的信息将保存在 CISD 上，并附上来源标签供用户选择。借助无缝 GDPFS 通用平
台，在通过 CISD 分发之前，可对产品进行评估并整合成为“最好”或“最佳产品”。
面向用户：如果 CISD 被广泛接受，那么对用户需求、用户应用和用户情景进行彻底调查将是必不可少
的。CISD 应该有一个用户友好型的网络应用程序 UI，以促进按照位置和按需提供气象服务。CISD 还
应包括一组 API，以协助收集用户反馈。这意味着 CISD 注册用户比普通用户有更多权限，获取更有价
值的资料、产品和反馈。
组成部分
CISD 的实施将通过一些互联网节点的联盟来实现，并要遵循 CISD 的规程和标准； WMO 节点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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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IS2.0 架构和云基础设施的起点。（图 3）
(1)
o

WMO CISD 节点：
通用界面服务：与 NMHS（网络服务）、GDPFS 中心（GDPFS 共用平台）、WMO 项目
（例如 MHEWS）和其他部门的服务相关联，通过在线界面向用户提供资料和产品。其他在
线产品也可以登记为 WMO 通用界面的一项服务。

o

WEBGIS UI：基于后端服务，建立一个 WEBGIS 系统，以促进 WMO 组织的 PWSD 产
品（如基于影响的预报、GMAS 警告等）的开发和在线分析（时间和空间分析）。WEBGIS
UI 可以成为联合国附属机构决策者的支持工具。

图 2.用以开发 PWSD 产品的 WEBGIS

o

缓存数据：WMO 节点不保留长期存储，但为了实现提供的效率而缓存产品。

o

注册：想要加入联盟的其他部门的产品需要进行注册，并提供与其服务和产品相关
的相关元数据。

(2)

其他 CISD 节点：

鼓励其他部门加入 CISD 联盟。
o

服务提供通用界面：严格遵守 WMO 通用界面规程的标准；

o

实体资料中心（可选）

WEBGIS UI（可选）通用界面的挑战
o

o

第一个挑战是解决权威声音的问题。不要在通过 CISD 促进私营部门提供服务的同时损害 NMHS
的权威，而是要加强其权威性。正式确定“权威声音”的概念及其被广泛接受将是建立和运行
CISD 的基本先决条件。
并非所有会员都具备技术能力能够提供符合 CISD 标准的产品。因此，通过数字手段提高提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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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服务的技术能力，并在 NMHS 之间就使用标准规程达成协议将是另一个挑战。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与国际行业协会和智能手机（耗材）制造商密切合作，以确保他们接受
CISD 标准和规程，并推广通过 CISD 提供的天气和气候信息。
肯定需要研讨会和试点/示范项目，以便在其开发 CISD 的各个阶段全面测试 CISD 概念。

图 3 通用界面的概念图

WMO 会员、数据整合方和私营部门在 CISD 中的角色既可以是用户，也可以是 CISD 的贡献者。

决定 12(EC-70)
收集会员有关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的经验的研讨会
执行理事会决定 2019 年为会员举办一次研讨会，交流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IBFWS）方面的经验，
并收集会员有关 IBFWS 的经验。执行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为此次研讨会提供必要的支持，还要求会
员提供资源。
做出决定的理由：
•

CBS 管理组（CBS-MG）的建议；

•

决定 4 (EC-69)高度重视与实施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务相关的培训需求，并要求秘书长促进资源
调集以支持此类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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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 2019 年底举办 IBFWS 会议/研讨会。此次活动的重点是收集已开发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服
务的会员的经验以及其用户的经验，旨在收集有效做法的实例，并将其作为出版物 WMO-No. 1150
的附件发布。该活动将主要由预算外资源提供资金。

决定 13(EC-70)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三卷的审查计划
执行理事会决定赞同 CHy 技术规则审查任务组通过的《技术规则》第三卷 - 水文学（WMO-No. 49）审
查时间表，这也符合决定 93 (EC-68) - 加强 WMO 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并进一步鼓励 CHy 继续开展
工作，对其能力规章性材料进行修订和统一，同时继续与 CIMO、CBS 和 ISO 等其他国际标准化机构开展
合作。
做出决定的理由：CHy-15 决定参与对《技术规则》（WMO-No.49）第三卷以及与其任务和职责相关的
有关规章性出版物的审查和更新工作。已建立了一个专家任务组，负责审查和评估规章性材料，制定更新
这些材料的详细计划，并编写《技术规则》第三卷的修订文本。该任务组还将审议 CHy 规章性材料的分级
和命名与 WMO 一般做法相一致可带来的好处和风险。
根据 2017 年 9 月 ISO/TC 113 通过的一项决定 - 印度诺伊达的水文测量，WMO 和 ISO 建立了一个工
作组负责审查《WMO 流量测定手册》，旨在使其适合作为一份 ISO TR （技术报告）。WMO 还定期为
ISO 提供关于制定水文测量领域新标准的资料，以便使它们与 WMO 规章性材料保持一致，并为会员提供
一致的规章性框架。
专家任务组通过了开展审查工作的时间表，如下：
•

2018 年 4 月底：完成第一份草案，其中整合会员对《技术规则》第三卷拟议修改的建议

•

2018 年 6 月中旬：任务组成员完成对综合文件的审查，特别侧重于强制性和非强制性规定（必须与
应当）

•

2018 年 8 月底：任务组成员就建议修改措辞的部分提供初步意见，对附录进行审查并确定其他需要
审查的规章性材料文件

•

2018 年 9 月底：完成第二份综合草案，包括修订文本。

•

2018 年 10 月底：专题组召开会议通过经修订的《技术规则》第三卷（不包括附录）最终草案， 并
商定时间表和截止日期，以便在 Cg-18 之前根据其工作结果完成对规章性材料的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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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4(EC-70)
建立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要求所有区域协会管理组及其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大力支持在
各自区域和南极建立试点模式的 WIGOS 区域中心（RWC），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2)

要求会员在适用的情况下与其他 RWC 合作，积极参与在其区域实施 RWC；

(3)

要求秘书长为在 WMO 建立 RWC 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秘书处支持。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2 (EC-6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预运行阶段 2016-2019 年的计划；决定 30
(EC-6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区域中心；决定 30 (EC-69) - 建立区域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中
心试点阶段的指南。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的开发、实施和业务活动，主要是区域 WIGOS 性能监测和事件管理，以及支
持会员提高资料可用性和质量等，这些都非常依赖于建立 WIGOS 区域中心（RWC），从 2018 年开始将
启动试点模式。《WIGOS 区域中心关于 GOS 地基台站的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的技术指南》中提
供了 RWC 将要开展活动的详细内容(更多信息可参见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tools.html)。
六区协通过在 EUMETNET 观测计划管理部门下运行的 EUCOS 观测监测设施（目前位于奥芬巴赫的德国
气象局）成功建立了一个试点 RWC。该试点项目负责运行基于网络的自动化质量监测门户，可显示
EUMETNET 会员的资料质量监测统计资料，可供六区协所有会员使用。
中国和日本向二区协主席提交了其正式提案，且二区协管理组已同意了这些提案；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
表示有兴趣为部分六区协和二区协地区开展 RWC 试点；同样，在五区协，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斐济
和新加坡也表示其有兴趣主办 RWC；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正在考虑为四区协英语国家承担 RWC 的主要业务，
暂定与加勒比气象组织合作。

决定 15(EC-70)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台站标识符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更新《WIGOS 手册》（WMO-No. 1160）第 2 部分关于 WIGOS 台站标识符（WSI）的条款，
以明确秘书长发布 WSI（见本决定附录 1）的情况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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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本决定附录 2 中的 WSI 过渡计划草案。

做出决定的理由：
允许秘书长发布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程序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规定了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WSI）的程序；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则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要求会员在运行其职责范
围内的所有观测台站/平台时遵守这些程序，包括由伙伴组织拥有和/或运行的台站/平台。目前有几个经批
准的观测站在观测计划和倡议下开展工作，反过来这些观测计划和倡议又得到 WMO 大会批准（如 GAW，
GCOS，GCW），但由于缺乏 PR 的回应而无法获得 WSI。
CBS-TECO-2018 和 CBS 管理组审查了本决定附录 1 中的草案，并建议在《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
册》（WMO-No. 1160）修订版中体现这一草案。
WIGOS 极其依赖准确和健全的地点元数据。
此外，有些会员对于对业务观测资料收集和加工系统所用软件的潜在影响表示关切。
WSI 过渡计划
向业务使用新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过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认真规划以及观测提供方和用户代表的
参与；还需要为会员提供详细的指导。
CBS-TECO-2018 和 CBS 管理组审查了本决定附录 2 中的草案，并建议予以通过。

决定 15(EC-70)的附录 1

WIGOS 台站标识符（WSI）
I.

台站运行方申请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程序

本文件旨在指导观测设施的运营方通过为该设施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过程。也适用于开展资料拯救
活动的用户，这些用户需要为他们用于发现资料的观测设施（出于本文件的目的，他们正在“运行”该设施）
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
1.

验证是否需要 WIGOS 台站标识符

1.1

检查该观测设施尚未被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

1.1.1
如果观测设施以前曾在 WMO 或共同发起的计划下提供观测资料，并已为其颁发了传统台站标
识符，那么这个早期的标识符将自动为它分配一个 WIGOS 台站标识符。
1.1.2
检查已经记录在 OSCAR/地表中的观测设施，这些设施接近正在寻求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设
施的位置（https://oscar.wmo.int/surface），以查看该设施是否已经有 WIGOS 站标识符。
2.

提供证据证明观测设施符合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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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颁发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机构将需要以下证据：

2.1.1

观测设施的运行方承诺为该设施提供和维护 WIGOS 元数据；

2.1.2

观测设施的运行符合与该设施观测所支持的有关该计划的《技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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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该设施提供的观测旨在进行共享以支持 WMO 或共同发起的计划（即使该计划尚未确认该设施
的参与）；
《WIGOS 手册》要求被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观测设施的运行方致力于提供和维护该设施的
WIGOS 元数据，并使该设施的运行符合 WMO《技术规则》。颁发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机构需要可以
证明这一承诺的证据。
3.

申请 WIGOS 台站标识符

3.1
联系观测设施所在国家（或者，台站运行方注册的移动台站）的 OSCAR/地表联络员，要求为
该设施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联络员将解释在该国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过程所需的信息。
3.1.1
在颁发 WIGOS 台站标识符时，OSCAR/地表联络员将告知观测设施的运行方如何维护该观测
设施的 WIGOS 元数据（可以是一项国家通知程序或直接将信息输入 OSCAR/地表）。
3.2
如果在 https://www.wmo.int/cpdb/workgroups/view/cbs_FP_OSCAR-surface 上，该
国家没有 OSCAR/地表联络员，那么请联系 WMO 秘书处（wigos-help@wmo.int），由秘书处将申请
直接递交给相关常任代表。
3.3
如果观测设施不在 WMO 会员的国界内，并且该设施的运行方不受 WMO 会员的管辖，则该申
请应直接递呈给秘书长（wigos-help@wmo.int）。
4.

启动升级程序

4.1
OSCAR/地表联络员应安排在合理时间内分配 WIGOS 台站标识符。在升级之前，用户应尝试
联系 OSCAR/地表联络员，以确认是否已收到申请并正在准备予以回应。如果在两个月内未收到回复，用
户不妨启动升级程序。
4.2
如果 OSCAR/地表联络员并未颁发 WIGOS 台站标识符，并且用户认为反馈的原因不合适，那
么用户不妨启动升级程序。
II.

秘书长签发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程序

本程序适用于有必要记录某个观测设施的元数据，但没有会员认为自己能够为该设施颁发 WIGOS 台站标
识符的情况。
1.

启动程序

1.1
当观测设施的运行方或气候学委员会的资料救援活动的贡献方向秘书长申请 WIGOS 台站标识
符时，便可启动该程序。
2.

验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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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秘书处向请求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组织确认：

2.1.1 该组织已联系该观测设施所在境内的 OSCAR/地表联络员，并且没有获得 WIGOS 台站标识符，
同时拒绝颁布 WIGOS 台站标识符没有有效的理由；
2.1.2
该组织致力于为 OSCAR/地表中的观测设施创建和维护适合观测设施的元数据（对于已不再存
在的观测设施，对于完整元数据的期望值较低）；
2.1.3

观测设施（如果它仍然存在）将按照《技术规则》中关于其所支持的有关该计划的标准进行运行；

2.1.4

观测设施的观测资料旨在与其他组织分享。

2.2
秘书处确认观测设施尚未记录在 OSCAR/地表部分中。 如果事实如此，申请组织应该被告知这
一事项，本程序终止。
2.3
秘书处向该观测设施所在国境内的 OSCAR/地表联络员确认收到了要求获得 WIGOS 台站标识
符的申请，并且申请结果如申请人所述。
2.3.1
如果没有收到申请，或者结果不符合申请人的描述，秘书处将协助申请人与 OSCAR/地表联络
员进行沟通。
2.4
如果观测设施不位于任何会员的领土内，则由秘书长使用分配给秘书长的“标识符颁发者”的身份
向其颁发 WIGOS 台站标识符，随后程序终止。
3.

申请的升级

3.1

如果在秘书处与 OSCAR/地表联络员联系之日起 30 天内，没有获颁 WIGOS 台站标识符，并

且 OSCAR/地表联络员未提供未发出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有效理由，则申请将升级。
3.1.2 组成机构批准的观测设施贡献
3.1.2
如果观测设施已获得经批准的 WMO 或 WMO 共同发起计划的管理机构的官方认可，那么负责
WIGOS 活动的 WMO 司长将使用该计划的标识符发布人的身份 （如果已经向台站分配该计划的标识符）
或分配给秘书长的标识符发布人的身份临时向该设施分配一个 WIGOS 台站标识符，并同时以书面形式通
知观测设施所在国家或地区的 PR 这一步骤，给他或她 30 天的时间正式反对这一决定。
3.1.3 组成机构尚未批准的观测设施贡献
3.1.3.1

如果观测设施尚未获得组成机构批准为 WMO 或共同发起的计划的贡献方，那么负责 WIGOS

活动的 WMO 司长会正式向该观测设施所在国家的常驻代表致函。通常情况下，将给予常驻代表 30 天的
期限，以待其作出回应，或者发布 WIGOS 台站标识或者提供不发布标识符的合理理由。
3.1.3.2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常驻代表不发布 WIGOS 台站标识符，或没有提供不发布标识符的有效
理由，秘书长将使用分配给秘书长的“标识符颁发者”的身份签发 WIGOS 台站标识符，并同时将这一步骤
以书面形式通知观测设施所在国家或地区的 PR，给予其 30 天的时间正式反对该决定。
4.

通过资料拯救活动确定其元数据已恢复的观测设施

4.1
通过资料拯救活动确定的观测设施的元数据可能不如继续运行的设施可靠。OSCAR/地表元数
据记录是由执行资料拯救活动的组织维护的，而不是由台站运行方维护的，应通过将其与“资料拯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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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来识别。如果维护元数据的责任随后传递给最初运行该设施的组织（或其后继者），那么与“资料拯
救”计划的关联应该被移除。

决定 15(EC-70)的附录 2

WSI 过渡计划
1. 背景

第十七次大会（Cg-17）（2015 年）批准了 WIGOS 台站标识符（WSI）的整体概念和实际结构，作为
WIGOS 规章性材料的一部分（《技术规则》，第一卷，第一部分 - 《WIGOS》，WMO-No.49 和
《WIGOS 手册》 ，WMO-1160）。最初的《WIGOS 指南》也包含 WSI 相关的材料。
在 2017 年期间，实施 WSI 的工作包括对 WSI 结构和分配 WSI 程序的培训，例如在 OSCAR/地表培训
活动背景下为会员提供的区域层面上的培训（2017 年 5 月，德国奥芬巴赫；2017 年 9 月，秘鲁利马），
学员就 WSI 的实施和业务使用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要求就此问题提供其他指导。
与此同时，几个全球 NWP 中心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也就是对于收集和加工观测资料的操作系统中所使
用软件的潜在影响，部分原因是因为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WDQMS）的开发活动中出现了这个问
题。
与此同时，EUMETNET、GAW 和 JCOMM 等机构内部正在进行讨论，试图找到分配和实施 WSI 的最佳
方法，特别是针对非气象部门组织运行的台站。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实施 WSI 与 BUFR 迁移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TAC 报告与新的 WSI 不兼容。
2. 具体目标

从上面 A 部分列出的问题来看，非常明确的是需要缜密的规划和详细的指导。ICG-WIGOS-7 讨论了这个
问题，会议同意建立一个专门的任务组来负责制定 WSI 过渡计划（TT-WSI）。
因此，本计划（草案）的目标是确定必要的措施，以确保所有相关方、NWP 和世界资料中心以及会员和伙
伴组织在完成最终过渡到在业务运行中使用 WSI 之前，为向 WSI 过渡做好准备，以避免/限制出现任何负
面影响，例如，资料丢失等。
引入 WSI 的过渡计划的关键内容已经确定为四个主题，并得到 ICG-WIGOS 的认可：
(a)

确定需要会员解决的问题，

(b)

为会员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咨询和工具，

(c)

测试环境，

(d)

通过信息交换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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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时间表

考虑到 WIGOS 预运行阶段计划运行到 2019 年底，理想情况下，WSI 过渡计划的时间表应该是“现在”
（即立即开始或在 2018 年第一个季度尽快开始），直到 2019 年底，即在 2020 年 WIGOS 运行阶段开
始之前大约 2 年。
根据以下通用时间表，过渡计划的安排应与上述提到的四个主题保持一致：
2018 年第二季度：
(a)

确定需要解决的高度优先问题（第 1 期）

(b)

实施通过信息交换解决问题的程序（采纳 TT-UABUFR 的建议）；

2018 年第三季度：
(a)

为会员提供建议和工具以解决高度优先事项（第 1 期）问题

(b)

确定下一级需要解决的优先问题（第 2 期）

2018 年第四季度：
(a)

针对第 1 期问题实施测试环境

(b)

为会员提供建议和工具以解决第 2 期的问题

(c)

确定下一级需要解决的优先问题（第 3 期）

2019 年第一季度：
(a)

针对第 2 期问题实施测试环境

(b)

为会员提供建议和工具以解决第 3 期的问题

(c)

确定下一级需要解决的优先问题（第 4 期）

(d)

监控第一期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施情况，并在需要时修改解决方案

2019 年第二季度：
按照上面的模式。
4. 方法

下面详细介绍每个专题下的主题和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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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需要会员解决的问题

管理程序
(a)

授权颁发标识符

(b)

确保维护 OSCAR/地表

(c)

决定标识符和确保标识符是唯一的内部程序

观测系统
(a)

对制作观测报告提供给外部使其使用 WIGOS 台站标识符的系统软件进行更新

(b)

对收集内部（专用）格式观测信息并分发给外部各界的软件（包括数据库）进行更新

(c)

就将用于该站每类报告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做出决定（例如，天气报告可能使用与 GAW 报告不
同的 WIGOS 标识符，以帮助用户迁移）

资料存储库
(a)

确保存储库可以将 WIGOS 站点标识符存储为该站点的（其中一个）标识符

(b)

确定并实施接受报告的方法，其中包括 WIGOS 和传统台站标识符的任意组合

(c)

确定并实施从存储库中提取观测结果的方法，其格式允许它们被用于下游处理。

(d)

确定并实施方法，以确保即使报告本身包含不同的 WIGOS 站点标识符，也能识别出来自同一站点
的所有报告。

应用软件
(a)

确定并实施如何在应用程序中处理没有传统站点标识符的观测资料。

(b)

确保应用程序可以处理该组织收到的 BUFR 格式的观测结果。

(c)

确定并实施方法，以确保即使报告本身包含不同的 WIGOS 站点标识符，也能识别出来自同一站点
的所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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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为会员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咨询和工具

所有通信中都可以参考的中央存储库
收集各中心如何使用旧系统处理 WIGOS 站标识符的示例
附上提供软件的链接
HMEI 成员的参与
针对 HMEI 成员的问题简介会
OSCAR/地表工具可下载与台站相关的所有 WIGOS 台站标识符（针对单个站或一列台站）
OSCAR/地表工具可协助为新台站生成 WIGOS ID
关于如何确定哪种 WIGOS 台站标识符用于哪种报告的核心指导，例如：
(a)

对于现有台站 - 与该类型报告的传统台站相对应的 WIGOS 台站 ID；

(b)

对于新台站 –仅分配单一的 WIGOS 站点标识符（如果不可能，则分配可能的最小标识符数量）：

(c)

4.3.

o

如果外部计划或机构（例如 ICAO）要求传统的字母数字代码用于制作报告，请使用与该代
码形式相关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例如，新机场将使用格式为 0-20006-0-ABCD 的
WIGOS 标识符）；

o

如果没有外部限制，请使用授权给运行国家范围内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

使用单个标识符汇总报告的任何时间表（这取决于将所有系统迁移到使用能够明确记录 WIGOS 站
标识符的报告格式）。
测试环境

采用传统标识符和 WIGOS 台站标识符不同组合的 BUFR 报告样本（包括突出显示处理过程中不正确假设的报
告）
4.4.

通过信息交换来解决问题

用户通过以下方式报告和解决问题的机制：
(a)

观测报告中记录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

(b)

台站报告中的信息与该台站的 OSCAR/地表信息之间的不一致，包括：
o

使用错误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

o

不正确的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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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不正确的 OSCAR/地表内容；

o

不在 OSCAR/地表中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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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获得与观测报告关联的 WIGOS 台站标识符。

任务、活动和责任

TT-WSI 将审查专题和主题清单，并将相应制定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并附有必要的任务和活动，以处理
该过渡计划的每个主题/子主题；这些可能包括调查、研讨会、访问和 TT-WSI 会议。
秘书处的支持最初包括以下观测和信息系统司的单位：
(a)

WIS 分部

(b)

WIGOS 项目办公室；

(c)

根据需要确定其他司/处；

6.

沟通和宣传

通信和外联活动将由秘书处与 TT-WSI 主席合作开发，采用可用的 WIGOS 和 WIS 工具，如网页、WIKI
页面、WIGOS 通讯和 WWW 业务信息服务（OIS）通讯等。
7.

项目管理和风险

将使用基于网络的项目管理应用程序来管理和跟踪此过渡计划的活动。
风险大多与未/不适当使用“项目管理”工具有关，例如，如果不更新和分享进度和/或任何意外问题/延误，
并且由于临时决策而不遵守计划等。

决定 16(EC-70)
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地表的用户界面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认同开发所有 WMO 语言版本的 OSCAR/地表用户界面，并要求秘书长分配所需资源；

(2)

敦促会员向 WIGOS 信托基金提供财务资源，以便将 OSCAR/地表用户界面翻译成其他 WMO 语
言。

做出决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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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所有 WMO 语言版本的 OSCAR/地表对于所有会员业务采用这一关键的 WIGOS 工具是至关重要的。
OSCAR/地表是关于所有观测系统和平台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并且正在采用进行国际交换观测资料所需的
WIGOS 元数据进行填充和更新。
在 WIGOS 研讨会、培训活动和其他会议活动中，一再提出以下要求：（i）提供 WMO 所有语言版本的
OSCAR/地表用户界面；（ii）在 WMO 语言最具相关性的特定地区提供 OSCAR/地表实地培训；（iii）开
发所有 WMO 语言版本的电子学习工具；（iv）开发独立版本的 OSCAR，可在各国安装，以便于在国家层
面上管理台站信息。

决定 17(EC-70)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和 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 1061)的审查计划
执行理事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完成了对本决定附录中技术规则的修订工作并与会员协商编写拟
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Cg-18）的建议，执行理事会还决定将这些修订纳入 Cg-18 的议程。
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做出决定的理由：CBS 管理组根据 2018 年 CBS 技术大会的讨论内容，建议 Cg-18 讨论这些修订。

决定 17(EC-70)的附录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和 WMO 信息系统指南(WMO-No. 1061)的审查计划

拟纳入 Cg-18 议程的议题应包括：
1.
修订 WMO-No. 1060《WMO 信息系统手册》和 WMO-No. 1061《WMO 信息系统指南》，
内容涉及：
(a)

通用现场审计流程可适用于对 WMO 计划的专业中心符合该计划要求情况的审计，详见 CBS
TECO 2018 文件 CBS-TECO-2018-Doc-5(3)-Annex1-Audit_draft1；

(b)

通过引入网络安全事件响应程序来管理 WMO 信息系统网络安全事件的风险，详见 CBS TECO
2018 文件 CBS-TECO-2018-Doc-5(3)-Annex2-SecurityProcedure_draft1；

(c)

将按照 CBS TECO 2018 文件问题 5(3)/4 的规定，实施对 WIS 基础设施的业务监测，将其作
为“GISC 监视网”CBS-TECO-2018-Doc-5(3)-WIS-Operations_draft1；

(d)

解决升级程序不能由有关各方达成的相互协议来决定的业务问题，如 CBS TECO 2018 文件问
题 5(3)/5 所述 CBS-TECO-2018-Doc-5(3)-WIS-Operations_draf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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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ISC 活动的协调，如 CBS TECO 2018 文件问题 5(3)/3 所述
CBS-TECO-2018-Doc-5(3)-WIS-Operations_draft1；

(f)

引入关于支持 WMO 各计划的中心的信息管理的标准和指导（“WIS C 部分”），如 CBS
TECO 2018 信息文件所述 CBS-TECO-2018-Inf-5(4)-WIS-Information-Management；

(g)

引入关于信息业务和通信技术的标准和指导以支持 WMO 各计划的活动，如 CBS TECO 2018
信息文件所述 CBS-TECO-2018-Inf-5(2)-WIS-ICT-Operations_draft1；

(h)

计划取消 WMO-No. 386《全球电信系统手册》，并将其中仍有用的内容转移至 WMO-No.
1060《WMO 信息系统手册》或 WMO-No. 1061《WMO 信息系统指南》。

2.
修订 WMO-No. 306《电码手册》第 I.3 卷 D 部分 –来自资料模式的表示方法，以实施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元数据的 XML 表示，包括对决定 8 (CBS-16)草案的重大改进。

决定 18(EC-70)
WMO 信息系统 2.0 实施方法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WMO 信息系统 2.0 战略，并认同决议 8 (EC-69)和 WMO 信息系统 2.0 实施方法草案，
如提交给基本系统委员会（CBS）2018 年技术大会（TECO）的文件所述
（CBS-TECO-2018-Inf-5(1)-WIS2-Implentation-approach_draft1），
进一步注意到 CBS 管理组建议 EC-70 考虑将其转而提交给大会，
要求 CBS：
1.

与会员就进一步制定战略和实施方法以及具体设计要求所需的修改进行磋商；

2.

向大会提供最新的战略和实施方法以及记录具体设计要求的计划；

3.

向会员提供更多关于支持 WIS 2.0 的技术基础设施的信息，以及原始 WIS 和 WIS 2.0 功能架构的
比较；

鼓励会员向 CBS 提供关于进一步制定战略和实施方法所需修订的反馈意见；
同意在 Cg-18 其间审查 WIS 2.0 的状况以期予以实施；
决定请求大会授权 EC 在 CBS 提交包括设计要求在内的更新文件后做出予以实施的决定。
做出决定的理由：CBS 管理组根据 2018 年 CBS TECO 的讨论内容，建议 Cg-18 讨论 WI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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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9(EC-70)
共享服务的提供机制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应只负责协调而不是运行业务系统，
进一步注意到可能需要由秘书长管理由会员和合作组织共同使用的服务的采购和合同，
要求秘书长探讨针对提供此类服务的财务和监管机制并向大会报告
做出决定的理由：WIGOS、WIS 和 DPFS 的战略是依托对于会员更多地分享服务提供的期望而制定的。
WIS 在使用电信系统商业提供商来提供主电信网络方面的经验是，由于国家的不同限制，要求会员和合作
伙伴组织都与提供商建立合同关系是不可能的。基本系统委员会提出了一种办法，由秘书长采购服务，由
会员和伙伴组织供资，其合同由秘书长管理，但由会员和伙伴组织使用和监测服务。

决定 20(EC-70)
关于全球信息系统中心间交换信息和元数据的试点项目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在开发和建立信息交换所的原型方面开展的工作，以便在运行
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的会员之间快速交换信息和发现元数据，
进一步注意到将由一个会员或合作伙伴组织负责主办和管理一个试点项目，
要求所有运行 GISC 的会员参与该试点项目，
要求秘书长探索建立财务机制，以便未来建立和长期提供这种共享服务。
做出决定的理由：为期三年试点为 GSIC 之间进行信息和发现元数据交换提供了业务交换所，并预计可为运
行 GISC 的会员带来以下直接效益：
•

减少每个 GISC 需要操作的通信连接数量；

•

在物理或政治方面出现直接通信连接困难的情况下，在 GISC 之间传输信息；

•

能够调整技术以适应需求水平；

•

减少高优先级预警消息的端到端交付时间。

将在采购长期业务服务时，可采纳本试点中汲取的经验。
WIS 2.0（决定 18（EC-70）将依赖会员间共享的各种系统并广泛使用云技术。云技术本身在 IT 市场中
很常见，越来越多的会员使用在其内部业务中使用云技术。但是，WIS 2.0 要求如果不同国家对采购和信
息技术政策有不同的限制而会员可以分担服务成本和业务管理职责时，应用这些技术。除了业务效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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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缓存项目中的第一阶段旨在展示业务化使用会员可共享的云服务在技术、财务和采购方面的实用性。该
项目在 2018 年基本系统委员会（CBS）技术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在 2018 年 3 月 29 日举行的 CBS 管
理组会议上得到了认可。更多的背景材料在 CBS 通信技术和系统专家组关于该主题的报告中提供。

决定 21(EC-70)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资料和信息系统
执行理事会决定批准建议 2 (JCOMM-5) –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数据和信息系统（ODIS）（关于协
助编制 ODIS 概念文件）并要求 CBS 与 JCOMM（通过 WIS 跨委员会任务组（ITT WIS））合作确保
WIS 2.0 的编写将补充 ODIS 的开发。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2 (JCOMM-5)。

决定 22(EC-70)

海洋资料标准和最佳做法
执行理事会决定批准建议 3 (JCOMM-5) - 海洋资料标准和有效做法；
执行理事会要求 JCOMM 与 UNESCO IOC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IODE）合作，促进审查各项
标准并向海洋资料标准和有效做法项目提交，并向 IODE 海洋有效做法资料库和 WIGOS 信息资源（WIR）
提交有效做法的文件。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3 (JCOMM-5)。

决定 23(EC-70)
在新的海洋气候数据系统内建立资料采集中心、全球资料汇集中心和海洋气象及海洋气候资料中心
执行理事会决定批准建议 4 (JCOMM-5) –在新的海洋气候数据系统（MCDS）内建立资料采集中心
（DAC）、全球资料汇集中心（GDAC）和海洋气象及海洋气候资料中心（CMOC）；
执行理事会决定，经 IOC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一次届会议同时批准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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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NOAA 国家环境信息中心（NOAA-NCEI）的世界海洋资料库（WOD）为依托设在 MCDS 下的
CMOC；

(2)

将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DFO）的海洋环境资料部门（MEDS）和法国 IFREMER（法国海洋开发
研究所）科里奥利资料中心设立为 MCDS 下的 GDAC。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4 (JCOMM-5)。
应该指出的是：
(i)

WMO-No. 558 修订版本的附件 VII.1（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10(EC-70)通过）包括一份已建
立的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中心（CMOC）的清单。特别是，清单中包括中国运行的天津
CMOC。美国 NOAA 的世界海洋数据集将被纳入该清单。

(ii)

WMO-No. 471 修订版本的附件 8.1 的第 3.2 段（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10(EC-70)通过）包
括一份已建立的海洋气候资料系统（MCDS）全球资料汇集中心（GDAC）的清单。特别是，
德国和英国的全球收集中心（GCC）作为延迟模式 VOS 资料的专业 GDAC 现在已被纳入
MCDC，并已列入 WMO-No. 471。由加拿大和法国运行的新 GDAC 将被添加到清单中。

决定 24(EC-70)

卫星资料电信资费谈判
执行理事会决定批准 JCOMM 建议 11 (JCOMM-5) - 卫星资料电信资费谈判。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11 (JCOMM-5)。大会通过决议 31（Cg-17）建立了 Satcom 论坛。根据其职责
范围，Satcom 论坛的目标是满足遥感资料通信对于自动环境观测系统的要求，包括所需的资费谈判。自
1984 年以来，JTA 提供了一个国际机制，寻求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定位和加工通过 Argos 系统收集到的
资料。Satcom 提供商可向环境监测应用领域提供更多的、固定价格的卫星资料通信资费，这为 Argos 之
外的其他系统提供了谈判税费的机会。通过其建议 11（JCOMM-5），JCOMM 建议执行理事会（i）批准
纳入 Argos 联合资费协议（JTA），将其作为 Satcom 论坛的次级方案；（ii）授权 JTA 主席代表 WMO
和 IOC 批准 JTA Argos 全球资费协议，这是在 JTA 框架内每年开展一次谈判的结果。JCOMM 还根据
2017 年 Satcom 问卷调查的结果，邀请 Satcom 论坛与 Satcom 提供方就“WMO-IOC 为品牌的灾害
警报资费”展开谈判。

决定 25(EC-70)
新出现的资料问题
执行理事会:
要求 CBS 与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就 CBS 牵头的新出现资料问题评审报告草案进行磋商，以便
将内容社会化并获得意见以协助细化和定稿评审报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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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战略与运行规划工作组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并与 PRA 和 PTC 协商，完成报告中的建议提交大会审议；
并决定将该报告的讨论和建议列入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议程。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65（Cg-17）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其它各技术委员会协调，特别是与水文学委员会协调，对新出现
的资料问题进行审议。CBS 牵头的审议组编写了一份报告草案并得到 CBS 管理组讨论，经 2018 年基本
系统委员会技术大会讨论后，建议将此报告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讨论。完整报告草案详见 EC70/INF.7.3(1)。下文为 CBS 牵头审议新出现资料问题的报告草案执行摘要。
该报告是应 WMO 第十七次大会（Cg-17）的要求，旨在为会员阐明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资料和资料技术
领域，尤其旨在就资料及其使用的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做出深入剖析。虽然该报告必然涉及资料的技术方
面，但其重点是新出现的资料问题对 WMO 及其会员的影响（正面和负面），以及它们如何在全球、区域
和/或国家层面共同及单独做出响应。
CBS 牵头的新出现资料问题审议借助了各类源资料和专家，包括各技术委员会应 WMO 主席的要求汇编的
材料以及大会、执行理事会、CBS 以及与 WIGOS、WIS、GDPFS 和 PWSD 相关的工作机构正在进行的
讨论。讨论和反馈大会的潜在建议的拟定涵盖从演进到变革的广泛范围，包括需要通过强化 WWW 的重要
作用来加强 NMHS 和 WMO 的‘不可缩减的核心’；‘不使一个会员掉队’以及‘不让会员孤立无助’的
愿望；需要参与、要包容以及建立联盟；要通过资料创造和利用机会；要挑战传统路径，同时认识到人这
一重要持续作用，尽管其作用可能在不断变化。
重点是发挥通过 WMO 对资料和技术的响应，尤其是通过 WIGOS、WIS/WIS2.0、GDPFS/S-GDPFS
和 SDS 所带来的出色工作；为会员配备基本工具以及提供适应、采用和响应这些机会的建议；以及在服务
于社会方面，动员 WMO 这个以全球业界标准化、协调与促进为重点的品牌。
审议工作围绕资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一重要的提示。只有通过其合理用于与用户的沟通以
及用于开发和掌握满足社会需求的各项服务及相关成果，资料才能发挥其全部价值，无论是需要经过长期
的历史气候的深入理解及影响管理，还是需要中期的有效水和自然资源管理以及备灾，抑或是经过短期的
预警和支持响应即将发生的灾害性天气事件和灾害。审议工作提供了响应框架，包括围绕放眼全球、立足
本土和开拓进取的具体行动。
资料和资料技术的新趋势为整个 WMO 及会员提供了机遇，能够重新设想怎样才是有效、高效及相关的服
务和服务提供以及如何提供真正的价值。

决定 26(EC-70)
观测系统设计和演变的影响评估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同意应优先考虑应对已确定的科学问题的研究，见本决定的附录，而这就需要开展对观测系统设计
和演进的数值天气预报（NWP）影响评估，预计可包括对更长期预报和非 NWP 应用领域的观测影
响评估；

(2)

要求 CBS 于 2020 年在韩国举办第七次 WMP 各种观测系统对 NWP 影响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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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会员：
(a)

继续开发和研究基于共生和集合的观测影响评估工具，作为对传统OSE的补充；

(b)

开发OSE以优化区域复合网络；

(c)

解决本决定的附录中所列出的科学问题，并让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在2018-2020年期间开展所
需的影响研究（如观测系统实验（OSE）和观测系统模拟实验（OSSE）），让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和NWP中心积极参与第七次WMP各种观测系统对NWP影响研讨会（韩国，2020年）；

[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注：

本决定取代决定 24 (EC-69)，后者不再生效。

做出决定的理由：根据 2018 年 CBS TECO（日内瓦，2018 年 3 月 26-29 日）期间专家提出的建议，
CBS 管理组（日内瓦，2018 年 3 月 29 日）同意需要评估各种观测系统对 NWP 的影响。观测影响研究
可提供大量与全球观测系统演进相关的信息，而传统观测系统实验（OSE）和观测系统模拟实验（OSSE）
技术可辅以新的基于共生和集合的方法，可有助于通报网络设计活动和投资情况。

决定 26(EC-70)的附录
需要 NWP 受观测系统设计和演进的影响评估的科学问题

简称：全名

科学问题

基于地表
S1 AMDAR：AMDAR 的
覆盖范围

鼓励研究资料稀疏地区的 AMDAR 和 MODE-S 影响评估。例子包括：
（1）陆地上的其他垂直廓线与海洋上的航路资料之间的贸易空间研
究；（2）增加极地地区与热带地区的测量。为 AMDAR 延期优先事项
提供一般性指导。

S2 Radar：雷达观测

当前雷达观测（特别是雷达极化）以及风廓线、径向风和反射率的影响
如何？

S3 PBL: 面向区域性的高
分辨率 NWP 的 PBL 观测

为支持区域性的高分辨 NWP 而做的行星边界层（PBL）观测，其改进
重点是什么？需使用何种变量和时空分辨率？

S4 HighElev: 高海拔地面
观测站

估算高山区域的高海拔气象资料对相应环境模式的实际和潜在影响，例
如使用 OSSE、OSE 或 F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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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基
S5 SatLand：陆地和冰雪
的卫星探测

陆地、雪和海冰辐射资料同化的新发展有何影响？

S6 Sounders：多种卫星
探测器的影响

当可获取来自互补轨道卫星上多个无源探测器的资料时，会有什么益
处？

S7 AMVs：大气运动矢量

对于下一代卫星（例如对地静止卫星）来讲哪些 AMV 特征（空间分辨
率、高度等）需要增强？

概述
S8 UA：区域高空网络设计 如欧洲组成观测系统（EUCOS）已开展的那些高空网络设计研究，在
研究
其他区域也需要开展这些研究，特别是在缺乏基本网络的一区协。评估
网络的近期变化，包括每天一次或在非天气时间发射无线电探空仪的影
响。
S9 Sfc and Sat: 卫星观
测能力对基于地表观测系统
设计的影响

S10 AdjEns：共生和集成
方法的应用

空间观测系统能力日益增长对于地面观测系统设计和演进的影响如何？
特别强调网络设计对地基网络稀疏地区的影响。例子包括（1）对于海
洋观测系统：为了补充卫星高密度表面风观测需要多大密度的海面气压
观测？（2）对于高空观测：为了补充当前卫星观测（包括无线电掩
星）在平流层需要什么样的实地廓线观测？鼓励开展针对热带地区的评
估。
从专门针对灾害性天气、航空和能源等应用的基于共生和集成影响的措
施中能够获取哪些启示？具体的影响指标或许是必要的。

S11 Ocean: 海洋耦合同化 哪些海洋观测对于 NWP 特别重要？研究海洋观测（特别是系泊浮标阵
的影响
列提供的剖面观测资料）在耦合大气-海洋资料同化中的作用，重点放
在 7-14 天范围内。
S12 Land：陆地耦合同化
的影响

在所有预报时间尺度上哪些大陆表面观测对于 NWP 特别重要？研究大
陆表面观测在耦合大气-陆地资料同化中的作用，重点放在 7-14 天范
围内。

S13 资料频率/及时性

评估观测频率和/或及时性/延迟增加的影响。需考虑面向区域性和全球
性 NWP 的 AMDAR、无线电探空仪、GEO 卫星 AMV 和地基的遥感观
测（如多普勒雷达、风廓线仪、地基 GNSS 接收器）。

S14 大气成分

研究观测在大气成分和空气质量应用方面的影响以及大气成分观测（例
如气溶胶）对 NWP 的影响。

S15 OSSE

为支持制定卫星系统设计标准，如 GNSS-RO 卫星的轨道优化，或者
针对新兴技术传感器（如基于 Geo 的超光谱 IR 或 MW 探测器，小卫
星/立方体卫星等），鼓励开展观测系统模拟实验。

S16 针对季节性和气候应用 鼓励针对扩展范围的预测系统开展观测影响研究，特别是使用耦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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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评估

式。这些结果可以用来研究优化气候观测系统网络设计的方法。

S17 地基 GNSS

促进开展影响研究，以评估地基 GNSS 对 NWP 的影响。这将有助于
衡量国际间交换数据的潜在需求。除区域影响外，还鼓励研究全球影响
或至少是全区域影响。

决定 27(EC-70)
继续保留 VLab 技术支持官员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要求会员考虑为 WMO 气象卫星协调组（GCMS）卫星气象培训教育虚拟实验室（VLab）信托基
金提供财务捐助。

做出决定的理由：GCMS 中的卫星提供方每年提供财务捐助可保持该基金运作，然而会员提供更广泛多样
的捐助方可加强该基金，使其更稳健，并有助于支持更广泛的 WMO 应用领域（例如，气候、海洋气象等）
的培训活动。基本系统委员会管理组（2018 年 3 月 29 日，日内瓦）根据 2018 年 CBS 技术会议（日内
瓦，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29 日）提供的专家意见，同意加强对 WMO-CGMS 卫星气象培训教育虚拟实
验室（VLab）技术支持官员的财务支持基础，以及：（1）为此目的设立的 WMO VLab 信托基金每年可
从 CGMS 卫星运营方（EUMETSAT，韩国气象厅（KMA）和 NOAA 国家气象局（NWS））收到总计约
8 万瑞士法郎的资金；（2）会员提供更广泛多样的捐助方可加强该基金，使其更稳健，并有助于 VLab 支
持更广泛的 WMO 应用领域的培训活动。
[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决定 28(EC-70)
针对资料浮标人为破坏的教育宣传战略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 JCOMM 建议 5 (JCOMM-5) - 针对资料浮标人为破坏的教育宣传战略，

(2)

要求会员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 JCOMM 的工作，以收集与国家或区域减轻资料浮标人为破坏相关
的现有教育和宣传材料；

注：

本决定取代决定 29 (EC-69)，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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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5 (JCOMM-5)
[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决定 29(EC-70)
管理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原位观测计划支持中心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建议 6 (JCOMM-5) – 管理 JCOMM 原位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

(2)

要求会员调查如何可加强对 JCOMMOPS 的支持，并如何可协助提供资金使得 JCOMMOPS 更加稳
定和可持续，

(3)

要求秘书长监测 JCOMMOPS 的审查情况并为此次审查做出贡献。

_______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6 (JCOMM-6)
[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决定 30(EC-70)
长期船舶观测站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建议 7(JCOMM-5) – 长期观测站以及制定出一个评估机制，以确定可长期开展海洋观测的船
舶，

(2)

要求 JCOMM 制定出一个评估机制，以确定可长期开展海洋观测的船舶，并建立一个进程以便向那
些已长期提供海洋观测的船舶颁发证书。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7 (JCOMM-5)。
[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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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1(EC-70)
减少自愿观测船分类的数量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建议 9 (JCOMM-5) – 减少自愿观测船（VOS）分类的数量，

(2)

要求 JCOMM：
(a) 完整确定新的分类，建议对 VOS 元数据格式、对 PMO 报告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并就未来如
何管理和支持第三方新船舶提出建议；
(b) 针对《全球观测系统手册》第一卷 - 全球方面（WMO-No. 544）、《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WMO-No. 488）和《WMO 电码手册》（WMO-No. 306）所需的修改进行编写并提出建
议；

(3)

批准：
(a)

建议对 WMO-No. 544 和 WMO-No. 488 中的 VOS 分类进行修改，并根据 WIGOS 预运行
阶段的实施情况酌情过渡到《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WMO-No. 1165），

(b)

利用决议 12（EC-68）的“简易（快速通道）程序”适当地修改《电码手册》卷 I.2
（WMO-No. 306）的电码表。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9 (JCOMM-5)。
[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决定 32(EC-70)
自愿观测船元数据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建议 10 (JCOMM-5) - 冻结特选、补充和辅助船舶国际名单（WMO-No. 47）并向 WMO 全
球综合观测系统元数据结构过渡，

(2)

批准：
(a)

冻结并归档出版物 WMO-No. 47 版本 4.2，

(b)

会员直接通过 JCOMM 原位观测计划支持中心（JCOMMOPS）提交船舶元数据，

(c)

批准将出版物 WMO-No. 47 完全纳入 WIGOS 元数据标准，并通过 JCOMMOPS 将 WMONo. 47 数据库转移至 OSCAR/地表（https://oscar.wmo.int/surface/）。

做出决定的理由：建议 10 (JCOM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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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决定 33(EC-70)
推进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战略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推进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2030 年战略的实施；

(2)

鼓励 IOC-WMO-UNEP-ICSU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指导委员会（GSC）与 WIGOS 进一
步就确定与 WMO 目标相关的要求和观测系统评估进行对话；

(3)

要求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ICG-WIGOS）指导 CBS 和 JCOMM 如何促进开展此类对话；

(4)

要求 CBS 和 JCOMM 根据 ICG-WIGOS 的指导与 GSC 开展合作。

做出决定的理由：1991 年，WMO 和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一起成为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的联合发起方，同时 WMO 认识到海洋观测对于天气和气候的重要性。JCOMM-5 正式认可
JCOMM 针对 GOOS 观测协调组（OCG）发挥的作用，并通过了决定（JCOMM-5）- JCOMM OCG 联合
主办 GOOS。WMO 认可 GOOS 提出的与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有关的观测要求及其对于了解气候影响和做出
适当响应的重要性。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2030 年战略草案（IOC/EC-LI/2 附录 8）将提交给 IOC 执行理
事会第五十一次届会（2018 年 7 月 3-6 日）供其批准，可查询以下网址：http://www.iocunesco.org/index.php?option=com_oe&task=viewDocumentRecord&docID=21552。
[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决定 34(EC-70)
指定新的区域仪器中心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CIMO 负责评估区域仪器中心（RIC）候选中心的能力，CIMO 还有权和负责就候选中心履行 RIC
职能的能力向区域协会提供建议，

(2)

只有在 CIMO 对执行 RIC 职能的能力做出肯定的评估后，区域协会才能正式指定 RIC，

(3)

要求 CIMO 记录评估候选 RIC 能力的过程。

做出决定的理由：RIC 的职责是由 CIMO 制定，并经 EC 批准，而区域协会则负责指定各自区域的 RIC。
评估候选中心的能力需要 CIMO 的专门技术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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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1)]。

决定 35(EC-70)
空间气候监测的架构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注意本决定附录中的概念文件；

(2)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 CEOS-CGMS 工作组协商，根据新的 CGMS 基准和 WIGOS 2040 愿景，
审查概念文件的附加值，并就制定 WIGOS 2040 愿景的实施计划向 ICG-WIGOS 提供咨询意见；。

(3) 要求秘书长邀请 CEOS-CGMS 气候问题联合工作组在第 18 次大会上介绍展示空间气候监测的架构。
(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7.4(2))。
做出决定的理由：WMO 决议 19 (Cg-16) 呼吁开发空间气候监测架构，以便为持续协调从空间监测地球
气候提供一个框架。

决定35(EC-70)的附录
空间气候监测架构物理视图的概念
“气候星群”的物理视图应是一个虚拟星群，由一些虚拟的次级星群组成，可提供观测资料以导出单个
ECV或一组ECV。次级星群将属于CEOS成员或CGMS成员或两者的结合。目前，已经有一套CEOS虚
拟次级星群，涉及一套ECV并向CEOS SIT（战略实施组）报告。CGMS应该建立自己的虚拟次级星
群，覆盖与大气相关的ECV，将成为整个系统的次级星群。未来，随着新的ECV和GFCS观测需求的出
现，可能需要新的虚拟次级星群。每个虚拟次级星群都将负责生成基础气候资料记录[FCDR]（及适当
时生成专题气候资料记录[TCDR]）。CEOS和CGMS次级星群应向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报告
有关科学、协调和技术等问题。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将负责“跟进”气候资料记录（CDR）的制
作，从而能够管理那些使用卫星资料的CDR。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还将负责：继续开展针对每
个ECV的分析，以纳入新的数据集；响应各次级星群的报告；并由参与CDR制作的任何空间机构或组织
通报情况并建议适当的行动。
空间气候监测架构物理视图的概念
1

引言

气候监测架构由两部分组成：一个通用（与ECV无关）逻辑视图，代表假定需求基线（基于GCOS文件）
的功能组成部分（称为“支柱”）以及一个配套物理视图，用于获取逐个ECV的当前和规划的物理实施安
排，还将包括未来的GFCS观测需求。，已经就实现空间气候监测架构2013年战略中所述的总体逻辑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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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了共识。逻辑视图包括以下四大支柱：支柱1：空间遥感观测地球环境；支柱2：气候记录的创建和介
绍；支柱3：应用；支柱4：决策。到目前为止，过去几年的主要重点是支柱2，主要侧重于编制由空间机构
持有的现有气候资料记录清单。物理视图尚未定义。本文的目的是在概念上提出支柱1和支柱2中的物理视
图（在本文中称为“物理视图”），并寻求CGMS的批准。目前将物理视图的概念仅限于支柱1和支柱2的原
因是这些支柱是由空间机构负责的。支柱3和支柱4的物理视图概念必须由负责应用的实体来确定，例如
GFCS和决策行业以及政府。
“气候星群”的物理视图应是由一些虚拟次级星群组成的一个虚拟星群，可提供观测资料以导出单个ECV
或一组ECV。次级星群将属于CEOS成员或CGMS成员或两者的结合。目前，已经有一套CEOS虚拟次级星
群，涉及一套ECV并向CEOS SIT（战略实施组）报告。CGMS应该建立自己的虚拟次级星群，覆盖与大
气相关的ECV，将成为整个系统的次级星群。未来，随着新的ECV和GFCS观测需求的出现，可能需要新的虚
拟次级星群。每个虚拟次级星群都将负责生成基础气候资料记录[FCDR]（及适当时生成专题气候资料记录
[TCDR]）。CEOS和CGMS次级星群应向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报告有关科学、协调和技术等问题。
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将负责“跟进”气候资料记录（CDR）的制作，从而能够管理那些使用卫星资料
的CDR。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还将负责：继续开展针对每个ECV的分析，以纳入新的数据集；响应
各次级星群的报告；并由参与CDR制作的任何空间机构或组织通报情况并建议适当的行动。
2

背景

实现空间气候监测架构2013年战略（以下简称“2013年战略”）侧重于空间卫星气候监测，以及需要建
立一个国际体系结构，以确保提供用于分析地球气候系统所需时间框架上的观测资料以及提供气候服务开
展所需的数据集。然而，这一战略本身并不充分，因此也提出了一个逻辑架构，可代表开发物理架构的第
一步，即一个端到端系统，能够为空间气候监测提供必要的观测资料。
拟议的架构呼吁形成一个研究和业务卫星星群、广泛和开放的资料共享政策以及应急规划。包括其中的有
至关重要的协议，其可使气候观测具有相同连续性，就像我们今天的天气观测所具有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然而，气候监测的任务需要必须超越一次性研究型卫星和目前存在的业务卫星系统的能力。
3

气候星群、次级星群和虚拟星群

由于每个ECV将是一个单一的气候变量或一组气候变量，因此物理架构应该基于逐个基本气候变量（ECV）
来获取当前和计划的实施战略。例如，标题为“海表温度”的ECV是单个ECV，而标题为“云特性”的
ECV包括六个不同的ECV产品（云量、云顶温度、云顶气压、云光学深度、云水路径和云有效颗粒半径）。
因此，从结合逻辑和物理架构的角度来看，对于每个ECV或几组ECV以及各个地面系统，最优的“宏观尺
度”空间系统配置及其组成部分将呈现次级星群形式（2013年战略，第35页）。
CEOS 开发了“虚拟星群”的概念，旨在促进伙伴关系，解决关于特定主题的重要观测和科学差距，并为
日常收集关键观测资料做好准备。CEOS 虚拟星座是一组空间和地面部分能力，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共同运
行，实际上是一个覆盖范围有重叠的虚拟系统，以便满足一套组合和共同的地球观测要求。单个卫星和地
面部分可以属于单个所有者或多个所有者。星群的概念依托或用于重新调整已有项目和活动的重点。星群
的工作可提供一个独特的论坛，以实现政治知名度并提高空间和其他环境部门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有 7
个 CEOS 虚拟星群（给出了建议的虚拟星群缩写）：
1.

大气成分虚拟星群– (AC-VC)

2.

海表地形虚拟星群 – (OST-VC)

3.

降水虚拟星群 –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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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地表面成像虚拟星群 – (LSI-VC)

5.

海洋色彩辐射测量虚拟星群 – (OCR-VC)

6.

海表矢量风虚拟星群 – (OSVW-VC)

7.

海表温度虚拟星群 – (SST-VC)

上述 7 个 CEOS 虚拟星座应该能够提供近 70%的 ECV。因此，虚拟星群方法被认为是次级星群最合适的
方法，即次级星群应该是虚拟的，而气候星群将由虚拟次级星群组成。
在过去的 40 年中，CGMS 建立了五个工作组，在常规 CGMS 全体会议上进行报告。五个工作组是（并给
出了建议的虚拟星群缩写）：
1.
国际 TOVS 工作组 –垂直温度虚拟星群 – (VTP-VC)
2.

国际无线电掩星工作组 –无线电掩星虚拟星群 – (RO-VC)

3.

国际降水工作组– 降水虚拟星群 – (P-VC)

4.

国际风工作组 –大气运动矢量虚拟星群 – (AMV-VC)

5.

国际云工作组 – 云虚拟星群 – (C-VC)

上述五个工作组的活动应扩大，纳入特定 ECV 的制作。如果五个工作组也建立如所示的虚拟次级星座，则
可以覆盖几乎 20%的其余 ECV。可能需要将 CEOS 降水量虚拟星群与 CGMS 国际降水工作组的活动结合
开展。
因此，由 CEOS 和 CGMS 虚拟次级星群组成的气候星群将可覆盖几乎 90%的 ECV。尚未覆盖的剩余
ECV 可以通过其他的虚拟次级星群提供，并能够让 CEOS 和 CGMS 为 100%需要卫星观测的 ECV 提供
观测资料。
4

治理

善治的核心是明确阐明作用和责任，包括决策和资源承诺，以及对结果的问责结构。对于长期治理，强烈
建议首先使用和加强现有的协调机制，并避免创建一个重复的新机制或机构（2013 年战略，第 33/34
页）。幸运的是，虚拟次级星群方法允许使用 CEOS 和 CGMS 虚拟星群结构来负责创建基础气候数据记
录（FCDR）。创建 FCDR 最好由运行特定传感器的空间机构执行。
制作高级气候信息记录（诸如气候指数）通常需要结合来自空基和地基系统的 FCDR 以及模拟组成部分。
因此，最好在一个结合了信息的组织里开展制作 CDR 的活动，诸如再分析中心、气候服务中心或环境机
构。因此，空间机构内不太可能制作 CDR，但是应该有一个治理机制将个别 FCDR 制作方与 CDR 制作方
联系起来。这种链接机制应该由 CEOS 和 CGMS 负责，并且应该提供界面。CEOS-CGMS 气候联合工作
组已证明其在分析数据集和开展差距分析方面具备充分的专业知识。利用这个现有的机制将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CEOS-CGMS 气候联合工作组应总体负责和协调所有的虚拟次级星群，并负责“跟进”气候资料
记录（CDR）的制作，从而能够管理那些使用卫星资料的 CDR。CEOS-CGMS 气候联合工作组还应负责：
继续开展针对每个 ECV 的分析，以纳入新的数据集；响应各次级星群的报告；并由参与 CDR 制作的任何
空间机构或组织通报情况并建议适当的行动。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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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 - 校准（CEOS WGCV、GSICS 和 QA4EO）

对于气候监测最小不确定性的需求，加之对于结合使用不同来源（空间和原位）资料的需求，以及对于新
兴资料同化产品的需求，这就使得“可溯源性”及其量化成为议程的重点。相互校准可以实现卫星测量之
间的一致性。如果不能追溯到稳定的参考标准，那么相互校准会面临随时间而漂移的风险，这种漂移可能
会遮蔽数十年时间的气候趋势。因此，正在制定战略以提高对 SI 单位的可追溯性，并以较高的准确度评估
偏差，以便能够适当和可靠地将时间序列数据集联系起来。
5.1

CEOS 校准和验证工作组（WGCV）的活动

WGCV 的使命是确保对 EO 资料和产品的准确性和质量的长期信任，并为信息交流、协调以及校准和/或验
证合作活动提供论坛。它有助于在 EO 资料用户和卫星衍生产品客户之间建立通用的技术语言。WGCV 负
责协调并支持开展联合试验以及共享设施、专业知识和资源。该小组还讨论需要实现合并不同来源资料方
法的标准化，以确保有效使用现有和未来 EO 系统所需的互可操作性。因此，WGCV 及其专题小组有助于
提高所有地球观测计划的绩效。
5.2

全球天基相互校准系统（GSICS）的活动

2005 年，WMO 和 CGMS 联合发起全球空基相互校准系统（GSICS），其目标是确保对参与全球观测系
统（GOS）的不同仪器和卫星测量结果进行一致的校准，并使测量结果采用 SI 单位。GSICS 已经制定并
实施了业务在轨卫星仪器的相互校准程序。当两个仪器同时从相同的视角观测相同的场景时，就可将一个
仪器的测量结果与参考仪器的测量结果相关联，而且可以达到规定的不确定性。对于档案中的卫星数据时
间序列，只要考虑到诸如昼夜周期等多种影响，就可以比较两个卫星仪器的重叠记录。地球或天体目标也
用作补充。GSICS 相互校准可消除卫星测量中的偏差。十五个运行或研发（R＆D）空间机构正在为
GSICS 做出贡献。
5.3

QA4EO –地球观测质量保证（QA4EO）

地球观测质量保证框架（QA4EO）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 EO 资料和衍生产品都与已记录的、完全可追溯
的质量指标（QI）相关联”。QA4EO 力求确保在所有 EO 中以一致的方式实施这个普遍适用的原则。
框架文件提供了关于支持 QA4EO 理念的原则和概念信息。该文件辅之以一系列关键指导原则，可支持采
用 QA4EO 精神开展业务工作。众多针对社区的准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工作，因其有助于在工作层面上实
际实施 QA4EO。
有了拟议的架构物理视图，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为 CEOS 所有还是为 CGMS 所有，都可将所有上述
三个实体的校准活动扩展到所有虚拟次级星群。所有三种校准活动的综合影响将改善每个 FCDR，从而也
可改善 CDR。
6

用户群体

在其补充部分“基于卫星的气候产品系统性观测要求”（GCOS-154）内，GCOS 向 GCOS 实施计划
（GCOS-138）(GCOS2016 实施计划 (GCOS-200)对其进行了更新)。提供了最相关和最全面的一组特
定用户要求，其适用于气候变化和长期变率监测。GCOS 的要求是针对一套基本气候变量（ECV）而提出
的，其中已经证明了开展卫星测量的可行性。CEOS-CGMS 气候联合工作组已经利用现有的空间机构数据
集与此类 GCOS ECV 进行比较，开展了第一次差距分析，其第一次报告应该在 2017 年下半年提供。因
此，第一份报告应该初步说明 CEOS 和 CGMS 制作 FCDR 的能力，即这些 FCDR 可以作为气候变化和长
期变率监测的 CDR 以及可以作为气候信息服务的内容。第一份报告还应该可以确定构成初始气候星群的卫
星和仪器。

180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GFCS 给各项要求新增了另一个方面，即与用户应用直接相关。GFCS 将气候服务定义为制作和提供气候
信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GFCS 认为对于气候信息的需求包括多个应用领域，其中涵盖减少灾害风险、农业
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卫健和能源等应用，还特别强调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从广泛的应用领域来看，很
明显决策者的需求会非常多样化。因此，实施 GFCS 肯定会产生对定制服务的需求，包括观测和预测部
分。GFCS 进一步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无法获取有用的信息。
7

供 CGMS 全会审议的行动和/或建议

CGMS 批准拟议的气候星群的物理视图。
“气候星群”的物理视图应是一个虚拟星群，由一些虚拟的次级星群组成，可提供观测资料以导出单个
ECV或一组ECV。次级星群将属于CEOS成员或CGMS成员或两者的结合。目前，已经有一套CEOS虚拟次
级星群，涉及一套ECV并向CEOS SIT（战略实施组）报告。CGMS应该建立自己的虚拟次级星群，覆盖
与大气相关的ECV，将成为整个系统的次级星群。未来，随着新的ECV和GFCS观测需求的出现，可能需要新
的虚拟次级星群。每个虚拟次级星群都将负责生成基础气候资料记录[FCDR]（及适当时生成专题气候资料
记录[TCDR]）。CEOS和CGMS次级星群应向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报告有关科学、协调和技术等
问题。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将负责“跟进”气候资料记录（CDR）的制作，从而能够管理那些使用卫
星资料的CDR。CEOS-CGMS气候联合工作组还将负责：继续开展针对每个ECV的分析，以纳入新的数据集；
响应各次级星群的报告；并由参与CDR制作的任何空间机构或组织通报情况并建议适当的行动。

决议 36(EC-70)
空基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监测示范项目的开发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
审查东亚和西太平洋区域的SEMDP实施计划，目标是在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前对其更新，以
反映会员在示范阶段的反馈意见，

(2)

审议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决定的以下相关事项：
(a)

SEMDP 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运行阶段的实施，

(b)

SEMDP 在其他地区的实施。

做出决定的理由：EC-69 决定在资源到位的情况下，支持在 WMO 各区域开展空基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监
测示范项目（SEMDP），并要求气候学委员会（CCl）和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在其他技术委员会和区
协的支持下，建立空基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监测示范项目（SEMDP），并决定重点的 WMO 区域，从
2018 年开始，为期两年。
（参见 EC-70/INF.7.4(3)，以获更多信息）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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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7(EC-70)
飞机观测系统计划间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授权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主席协商，建立一个飞机观测系统计划间专家组，
其职责见本决定的附录；

(2)

要求 CBS 与 CIMO 合作选定计划间专家组主席和成员并制定工作计划；

(3)

呼吁所有技术委员会酌情确保该计划间专家组了解其在飞机观测系统要求方面的优先重点。

做出决定的理由：CBS 和 CIMO 的 WMO 工作结构目前包括（1）CBS 飞机观测系统专家组，（2）
CIMO 飞机观测专家组。经过 CBS 和 CIMO 管理组之间的讨论，相信两个专家组之间存在充分的潜在协
同作用，建议将它们合并为一个新的计划间专家组。CBS 和 CIMO 主席经与 CBS 和 CIMO 管理组以及相
关 OPAG 协商后，同意并提出了本决定草案附录中的职责。考虑到目前的重点是协调和扩大飞机观测系统，
包括与 IATA 合作（另见建议 9 (EC-70)），建议 IPET 隶属 CBS 的领导。

决定 37(EC-70)的附录
飞机观测系统计划间专家组（IPET-ABO）的职责
在 WIGOS 框架内，在 WMO 飞机观测系统计划（ABO）的主持下，在 CBS 的管理和 CBS 和 CIMO 的
联合指导下，担任 WMO 负责飞机系统和观测的主要工作组，其职责如下：
1.

监督和协调飞机观测系统（包括 AMDAR、Mode-S、ADS 和其他商业系统）以及基于飞机的观
测仪器和观测方法的计划、科学和技术开发和运行；

2.

根据其职责，负责制定并管理专家组的工作计划和相关活动，包括 AMDAR 信托基金的相关支出
预算；

3.

协调对飞机观测系统以及无人驾驶飞行器（UAV）的现有观测方法和新的观测方法（包括湿度、
湍流和飞行结冰）的开发、科学测试、验证和相互比对；

4.

根据用户要求，组织并开展与飞机观测相关的技术标准以及规范的制定、维护和提供；

5.

与航空业（如航空公司和 IATA）、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如国际民航组织）就相关事宜开展合作，
并监督飞机观测资料管理的国际和地区方面；

6.

促进发展和维护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的飞机观测部分；

7.

审查相关 CIMO 试验台和/或牵头中心的成果，并协调将指导材料纳入 IOM 报告和仪器和观测方
法指南（WMO-No. 8）；

8.

汇编和审查关于飞机观测和观测系统的更新材料和新加材料，特别是维护 WMO-No. 8、WMONo. 1160、WMO-No. 1165 和 WMO-No. 1200 等出版物中的规章性和指导性材料；

9.

开展 WMO 的培训和宣传活动并提供支持，以支持开发飞机观测系统和使用飞机观测结果；

10.

酌情并在必要时与其他小组和 WMO 就上述活动开展协作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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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CBS 和 CIMO 以及如果需要也向 CAeM 报告各项问题、活动和进展情况。

决定 38(EC-70)
编写 WMO 关于关键卫星资料的立场文件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关键卫星资料立场文件，详见附件，要求 CBS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协商，兼顾卫星
事项高级别政策协商会议第十四届会议的讨论，最终定稿该立场文件，以向 EC-71 提交拟采取进一步行动
的建议。
做出决定的理由：卫星应用和产品计划间专家组（IPET-SUP）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1 日举行第
四次届会，会议最后确定了关于 WMO 应用的关键卫星资料的立场文件，以及可能对 WMO 决议 40 附录
1 进行修订的影响。
该立场文件是 IPET-SUP 对若干原则讨论的一个关键成果，即基本卫星系统私营部门运行方的发展引发对
全球 WMO 应用领域资料访问和可用性问题的重新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应有原则可管理全球卫星资料交
换，尤其是近实时的应用领域。立场文件制定了八项卫星资料提供者应该履行的原则，以满足气象界的关
键需求并确定关键的卫星资料。
立场文件提交给 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29 日举行的基本系统委员会（CBS）技术会议，供其讨论。随后，
CBS 管理组（CBS-MG）同意提交向 WMO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EC-70）提交一份决定草案，以便
将关键卫星资料立场文件转换为 WMO 指导材料，并将其作为 WMO 空间计划技术出版物发布。
更多信息请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决定 38(EC-70)的附录
关键卫星资料立场文件
（WMO 空间计划，最终稿，2018 年 2 月 28 日）

本文件的摘要和目的

基本卫星系统私营部门运行方的发展引发对全球 WMO 应用领域资料访问和可用性问题
的重新关注，特别是近实时应用领域。2015 年，IPET-SUP 决定从卫星用户的角度出发
编写一份立场文件，说明哪些类型的卫星资料应被认为对于保护生命财产是至关重要的。
立场文件制定了八项卫星资料提供者应该履行的原则，以满足气象界的关键需求并确定
了关键的卫星资料。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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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卫星资料立场文件
引言
基本卫星系统私营部门运行方的发展引发对 WMO 应用领域资料访问和可用性问题的重新关注，特别是近
实时应用领域，如临近预报和数值天气预报。注意到 WMO 决议 40 的有效性，该决议中针对的卫星具体
规定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卫星数据的主要用途是临近预报图像）的技术和政治格局，需要重
新审视。
气象界对气象卫星资料商业提供者未来的作用表示担忧。基本资料的商业化可能会导致资料分发和交换模
式与现行的有效做法相差甚远，可能会破坏对于各种应用领域至关重要的国际资料交换模式，从而危及气
象事业的持续发展。
IPET-SUP 决定从卫星用户的角度出发编写一份卫星资料标准的立场文件，因这类资料对于保护生命财产是
非常重要的。
IPET-SUP 强调，对于用户来说，除了满足应用的及时性要求外，资料生成中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是使用
资料的关键标准，包括卫星资料在内。立场文件应该有助于会员确定关于使用由商业实体制作的基本卫星
观测资料的高级别有效做法。
本文使用术语“关键卫星资料”（其意思是对于保护生命和财产至关重要），以避免与 WMO 决议 40 中定义
的“基本”术语混淆。
本文件的目的
从卫星资料用户的角度来看，这类原则应适用于关键卫星资料的制作和分发，即对保护生命和财产至关重要
的资料。它旨在指导负责提供用于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应用领域的卫星资料的公共机构，以及地球观
测卫星系统的商业运行方。
背景
对于气象和相关系统而言，迄今为止卫星行业通常作为向政府客户提供系统的承包商角色，政府一直拥有该
资料并将其分发给用户群体。空间行业的快速变化的原因是空间活动的商业化以及对天气和气候信息的高需
求：例如商业部门除提供系统外还提供观测资料；通过以不同的方式分担财务和技术风险，例如通过公共私营伙伴关系；通过在纯商业基础上实施卫星任务并分发资料。这些方法可能为加强观测系统提供机会，但
是，对于 WMO 和用户群体而言，也存在与行业角色转变相关的风险，对此应在以下领域进行预测和谨慎处理：
(a)

由于商业化导致的资料交换限制，致使总体的资料可用性降低；

(b)

缺乏关于系统详细技术规格的公开信息，导致资料背后的科学溯源性、可靠性和可信度的丧失。这
可能会影响用户的使用和准备；

(c)

风险是为了短期潜在利益而采取的商业举措可能会损害决策过程、筹资机制和国家或地区长期计划
的可持续性，而这些对于满足国家、区域或全球要求都是至关重要。

考虑到机遇和风险，重要的是要确定商业举措能够为全球空基观测系统成功做出贡献的条件，以便符合
WMO 的要求。
会员间近实时并在发射后尽快进行观测资料的国际交换对于气象、气候和相关科学领域过去几十年来的杰出
成就至关重要，从而提高了全球预测模式的技能并改进了预警。天气预报和预警的成功取决于近实时提供全
球资料，因为它们是使用数值模式进行天气预报的先决条件。全球制作中心和 NMHS 在提供和交换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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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产品方面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性。许多关于观测效益的研究 - 特别是卫星观测 - 已经证明了现代社会
可从高质量天气预报和持续的天气意识中获得很多效益，例如，对于减轻风险和对于规划许多依赖天气的业
务。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得益于全球合作，并适当考虑了该学科的全球性。WMO 决议 40（Cg-12）为
国际资料交换提供了政策框架。全球资料交换仍将是为全球和区域应用领域提供信息的关键要求，而卫星资
料提供方的资料政策应是促进此类交换。
在没有假设要去协调商业部门倡议的情况下，WMO 可以通过设定总体原则和优先重点、强调资料质量和互
可操作标准的重要性，并宣传资料背后科学的知名度，从而对商业运营商提供的观测资料产生有益的影响。
后者是验证资料和产品质量的基本要素。
WMO 当前的活动

关于 WIGOS 资料伙伴关系的指导
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委员会间协调组（ICG-WIGOS）的主持下，编制了关于 WIGOS 资料伙伴关系
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提供了有关将非 NMHS 来源资料纳入 WIGOS 框架并将其分享的专门指导（侧重于
地面观测资料）。文件强调了外部提供方资料的潜在利益和挑战，并阐明了 NMHS 在整合外部资料方面的
作用和期望，并要遵守 WIGOS 技术规则。
文件指出“私营资料提供方越来越多地向 NMHS 提供其观测结果（通常是基于地面、GPS 无线电掩星和飞机
资料），以用于制作产品和服务。许可条款通常比上述类别更具限制性，并且可能不允许接续共享和交换。
鼓励会员尽可能采用允许公开或最广泛地交换资料的许可条款。”

执行理事会
在 EC 主持下工作的一个专题组正在探索 WMO 关于公共-私营部门参与所有服务领域的立场。该专题组由
WMO 主席 David Grimes（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领导。
关键卫星资料的基本原则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以下原则应适用于关键卫星资料（有助于用户就绪所需的详细信息，可参阅《WMO 关
于实现新型气象卫星用户就绪的有效做法指南》WMO-No.1187（参见例如第 15/16 页。关于气候数据集
制作的详细指导见 GCOS-143；GCOS 气候监测原则见 GCOS-200（48 页）：
原则 1：WMO 会员之间可免费和不受限制地开展关键卫星资料的近实时国际交换
理由：气象和相关资料的国际交换一直是气象事业发展的动力，例如改进全球预报。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
收集其推动模式预报所需的所有观测资料。
原则 2：仪器特性和处理步骤的透明度
理由：了解基本观测数据对于确保其在应用领域的正确使用和做出积极贡献至关重要。为此目的，需要关
于仪器属性的信息以及关于它们随时间而变化的事先通知（例如由于退化），以便能够从可观察到的变化
中辨别对观测系统的影响，并量化不确定性。有关资料处理的细节（例如校准系数）同样重要。
原则 3：记录用户参与和对应用领域的潜在影响
理由：关键卫星资料提供方应在卫星系统定义阶段直接处理和响应用户的需求，并确保在应用中发挥潜在
的积极影响。
原则 4：记录算法和信息以支持验证（成熟度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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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要正确应用资料和产品，并验证不确定性，关于算法和验证程序的信息至关重要。
原则 5：有关资料延迟、资料格式、可用处理工具的信息
理由：用户需要知道何时需要数据，即采集和向用户提供资料之间的时间延迟，以及正确解释资料所必需
的资料格式和元数据。许多用户受益于与数据一起提供的处理工具，尤其是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处理和分
析系统的话。
原则 6：及时向用户提供预先验证的资料
理由：为了加速和简化将新的或升级的空基系统的资料纳入应用领域，用户需要预览各种形式的初步资料。
这些包括合成资料、模拟资料、代理资料和运行前资料。
原则 7：无限制地提供存档资料（WMO 决议 60 确定了气候资料方面的 WMO 资料政策。）
理由：卫星资料提供方应无限制地提供归档资料，实现非实时应用，并生成气候资料记录。元数据的完整
记录应与数据一起保存，以做出正确的解释。质量保证流程、版本控制和资料定期重新处理应该是规范。
原则 8：持续资料提供的计划
理由：WMO 业务应用领域通常需要长期提供资料：气候应用领域需要多年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通常基
于可比较的观测技术的连续性；如果可提供长期的资料（至少五年），NWP 中心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才
具有成本效益。
表 1：关键的卫星资料
卫星资料的类型和来源

1

驱动时空要求的主要应用领域 2

来自对地静止轨道卫星的资料
GEO 成像

临近预报，NWP

GEO 探测通道
GEO 闪电

临近预报，NWP

GEO 空间环境和天气资料

临近预报
空间天气

来自低地球轨道卫星的资料
业务 LEO
VIS-IR 成像

临近预报、海洋应用、农业气象

LEO IR 探测

全球 NWP

LEO MW 探测

全球 NWP

LEO MW 成像

全球 NWP、临近预报、海洋应用

散射测量
雷达测高法测量的海洋表面地形
无线电掩星探测
用于地球辐射平衡的宽带 VIS/IR 辐射测量
太阳总辐照度

海洋应用、全球 NWP
海洋应用
全球 NWP
全球 NWP

大气成分
用于海洋颜色、植被、气溶胶的窄带 VIS/NIR 成
像

全球 NWP
城市和居住区的大气成分服务；预报大气成分
海洋应用；农业气象学；航空气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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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多光谱 VIS/IR 图像
用于 SST 的红外双角度视图成像
粒子探测和/或电子密度
磁场

农业气象学；水文学
海洋应用，次季节到更长尺度的预测
空间天气
空间天气

太阳活动

空间天气

注：
1.

根据《WIGOS 手册》附件 4.1，第 123 页（WMO-No. 1160）对 GOS 业务贡献的 GCMS 基线中的任务类型。

2. WMO 滚动需求审查流程负责维护 WMO 应用领域的观测要求(http://www.wmo-sat.info/oscar/applicationareas)。
观测地球物理变量的量化要求为定义关键数据集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提供了指导。

决定 39(EC-70)
第十四次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的成果

执行理事会决定：
•

认同主席根据第十四次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议提供的简要声明，见本决定的附录；

•

要求所有会员积极与其国家空间机构和/或国际空间机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全面开放地
向所有全球加工中心提供相关卫星观测资料；

•

请秘书长安排今后的磋商会，以便不与 EC 和/或大会冲突，以确保（i）WMO 和空间机构的相关
代表出席会议（ii）磋商会提出的建议可以纳入 WMO 理事机构的决定。

做出决定的理由：
2018 年 6 月 23 日，第十四次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议(CM-14)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WMO 举行。
大约 60 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分别来自空间机构、WMO 执行理事会代表团、特邀专家以及 WMO 秘书处
人员等。
卫星事务高级别政策磋商会议的作用是支持卫星运行放与 WMO 代表之间的高级别对话，包括 WMO 主
席、副主席、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主席、秘书长以及各司司长等（决议 6（Cg-14））。根据执行理
事会的决定，CM 会议通常每两年举行一次（决议 10，EC-66）。
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确保 WMO 与各机构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与空基观测系统有关的所有问题。预期的
可交付成果包括（i）为 WMO 空间计划提供指导（ii）向 WMO 组成机构和/或空间机构提供建议。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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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39(EC-70)的附录
CM-14 主席的简要声明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由于其对支撑大多数气象产品的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影响，空基观测显然正在且
仍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帮助所有 WMO 会员向其所属地区提供重要服务，以协助挽救生命、保护财产并
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极为重要的是应全面开放 WMO 会员所有全球处理中心的所有相关卫星资料的获
取。
私营部门实体要在获取和提供空基观测资料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得到了充分认识。确认私营部门的知识
专长和适应性，只要它不损害对上述观测资料的全面获取，这一发展应受到欢迎。
在认识到空基观测系统日益重大的作用和重要性的同时，必须铭记它与地基观测的协同作用和依赖性。为
符合 WIGOS 作为包括空基和地基资产在内的综合系统的总体理念，WMO 必须继续努力研究这两方面各
自的影响和贡献，并拟就指导材料，明确阐述空基和地基观测的具体作用和相关性。
关于今后的磋商会，会议建议：为确保 WMO 和空间机构代表的最佳出席率，并为磋商会产生的建议留出
足够时间，使其能够纳入执行理事会的工作流程，磋商会拟不在执行理事会期间安排，但应考虑利用适当
的技术委员会届会。会议进一步建议未来会议的议程应反映磋商会清晰、独特的作用，而非重复 CEOS 和/
或 CGMS 已经做出的审议。

决定 40(EC-70)
进一步制定无缝全球资料加工与预报系统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由 CBS 和 CAS 主席共同主持的执行理事会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导小组将：
a.

继续开展磋商进程以便向大会提交完善的实施计划，

b.

确定进一步的潜在试点项目并为那些已经较为成熟的提案制定项目计划，

c.

为未来 GDPFS 更名，使之不但要朗朗上口，而且要传达出该系统的信息，类似于其 WWW
姊妹计划，是从 GTS 发展成为 WIS 以及从 GOS 发展成为 WIGOS 的计划。

(2)

认同 CBS 管理组关于举办涉及业务和研究的世界气象中心（WMC）研讨会的建议，以确保各中心
之间的协作并制定可支持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新倡议。EC 还确认中国提
出的于 2019 年在中国北京举办首届 WMC 研讨会的提议。

(3)

要求秘书长：
a.

将实施计划草案分发给会员以征求其意见；

b.

提供资源以支持继续制定实施计划草案，从而加强科学与服务之间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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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
a.

就实施计划草案提出意见并协助确定未来的试点项目，

b.

为信托基金捐款，并支持借调人员，以便促进制定实施计划草案和建立试点项目。

要求 CBS 和 CAS 主席：
a.

审查指导小组的成员组成，以确保提供完成实施计划草案所需的专门知识，

b.

向大会提议与 WMO 未来结构和治理保持一致的协调机制，以确保研究和业务部门继续共同
负责实施未来的无缝 GDPFS。

做出决定的理由：
未来 DPFS 的实施是极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GDPFS 制作中心、NMHS、学术
界及其它伙伴之间开展持续磋商，紧跟科技发展的脚步，以定期细化和修改实施计划和活动，其中要标明
对专用资金的明确需求，以确保及时和有效的实施。
GDPFS 需要发展，这类似于其在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中的姊妹计划，即分别从全球电信系统
（GTS）发展成为 WMO 信息系统（WIS）以及从全球观测系统（GOS）发展成为 WMO 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决定 41(EC-70)
空间天气与 WMO 战略计划的联系
执行理事会决定：CBS 与 CAeM 协调制定一份新的“WMO 空间天气活动协调四年计划”，以提交 Cg18（2019）批准。
做出决定的理由：
决议 38（Cg-17）要求最终确定“WMO 空间天气活动协调四年计划（20162019 年）”，该计划已通过决定 33（EC-68）批准，还要求秘书长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Cg-18）
提交一份成果报告以及此领域未来活动的建议。新的 WMO 战略计划已经编制，并有更新当前的空间天气
计划以与之一致的要求。
注：参见 EC-70/INF.8.4，以获更多信息。

决定 42(EC-70)
WMO 2019 年高山峰会
执行理事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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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 2 月举办 WMO 高山峰会，目标是制定下一个财期的 WMO 高山议程，并根据 EC-PHORS
的建议向大会提交建议，

(2)

要求 EC-PHORS 推动本决定的执行，与 CCl、CHy、CBS、区域协会和伙伴组织就高山地区活动进
行接触，并向大会和 EC-71 提交有关制定下一个财期 WMO 高山议程方面的建议。

[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9。]
做出决定的理由：高山地区，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天气、水、气候和冰冻圈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发生变
化。在此背景下，重要的是 WMO 要能够了解和预测这些地区及以外地区的变化，以便本组织能够提供和
加强服务，从而应对这些变化对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对气候风险和抗御力的影响。尽管认识到高
山地区的观测、研究和服务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但开展此类活动的目标是促进高山地区各国政府的长期支
持，以期改善提供的社会经济效益，重点关注水资源和气候风险及抗御力。

决定 43(EC-70)
关于将 2020 年宣布为联合国国际冰雪年的提案
执行理事会决定支持冰岛提出的倡议，即联合国将 2020 年指定为联合国（UN）国际冰雪年，将之作为一
个协调机制，以加大人们对冰雪在气候系统中的重要性以及地球冰冻圈即将发生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的关注并牢固其认识和理解；
邀请 EC PHORS、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利用联合国国际冰雪年的机会，就与 WMO 战略目标相一致的具
体和相关行动展开合作；
邀请会员支持活动和目标的进一步发展与改进，并为这一举措做出贡献；
要求秘书长与冰岛、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和其他有关方面合作，协助开展磋商，以便及时向联合国大
会提交关于宣布 2020 年为国际冰雪年的建议。
做出决定的理由：
WMO 已确认，地球冰冻圈前所未有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有冰雪的地区，对水资源和生态系统
造成了严重威胁，并在许多情况下改变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合理设计和运行假设。因此，WMO 通过其现有
的工作计划和项目，在召集运行和科学界关注北极和高山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并获得了北极
理事会的观察员地位。
国际冰雪年将提供一种机制，在 WMO 战略计划下，继续支持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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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44(EC-70)
WMO 与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和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执行理事会决定要求秘书长寻求签订 WMO、SCAR 和 IASC 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在极地地区的一
些科学、观测、服务和政策相关活动方面的合作。
[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9。]
做出决定的理由：这是为了认可 WMO 已经就若干问题与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和国际北极科学
委员会（IASC）开展合作（参见 EC-70/INF. 9 中的例子）。SCAR、IASC 和 WMO/IOCUNESCO/ICSU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之间以往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最后，WMO、SCAR 和 IASC 之
间可能在科学、观测、服务和政策性活动等一些方面加强合作，例如极地区域气候中心的设计和实施、全
球冰冻圈监视网、联合设计未来的科学活动、并在极地政策论坛方面进一步合作，特别是北极理事会和南
极条约协商会议等。

决定 45(EC-70)
极地空间任务组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赞同对地球系统观测关键参数的可用性和需求进行差距分析，将其作为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
务专家组（EC PHORS）的一个优先重点，以监测极地和高山地区、以及其他相关的冰冻圈生态系
统（如湖冰和河冰），包括原位和遥感观测，由极地空间任务组（PSTG）、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和各
技术委员会（特别是 CBS 和 JCOMM）合作开展这项工作，

(2)

要求 EC PHORS 由 PSTG 对极地和高山地区当前可用空间冰冻圈产品进行评估，旨在扩大其任务范
围和成员组成（例如其他空间机构），以弥补差距，特别是在高山地区，

(3)

根据这些分析，由 EC PHORS 审查并更新 PSTG 的职责及其成员组成，供 Cg-18 审议。

[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9。]
做出决定的理由：极地空间任务组（PSTG）的任务是负责协调各空间机构的工作，以促进基本卫星资料集
的获取和分发，并促进或支持针对极地冰冻圈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具体衍生产品的开发（决议 16（EC69））。近期，高山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产品需求。
决定 48 (EC-69) 将高山地区定义为“存在季节性或多年生冰冻圈的山区，对水短缺和灾害恢复能力构成
潜在和严重的社会风险”；
考虑到高山冰、雪、冰川的社会重要性，建议扩大 PSTG 的任务范围。由于高山地区存在观测能力空白，
所以这仍然是一个关键挑战。需要积极从事高山地区工作的各机构的全面参与，并做出卫星资源的具体承
诺，以解决明确的目标。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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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的 PSTG 的任务将补充其他极地和高山活动（如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任务，以实现极地和高山地
区的战略性观测和服务目标，重点放在冰冻圈。

决定 46(EC-70)
南极观测网络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将本决定附录所列的台站纳入现有的南极观测网络（AntON），

(2)

要求秘书长确保在分配的预算范围内为执行本决定提供足够的支持。

[更多信息请参见 EC-70/INF. 9。]
做出决定的理由：
•

决定 47 (EC-69)，南极观测网络

•

决议 41 (CG-17) – 南极观测网络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与服务专家组（EC-PHORS）（2018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芬兰列维）
第八次届会报告关于南极观测网络的建议。

决定 46(EC-70)的附录
南极观测网络
这些台站是根据决议 41（Cg-17）建立的，2018 年被纳入南极观测网络（AntON）。
WMO ID

台站

运行方

隶属计划

87938

Ushuaia Aero

阿根廷

GOS, CLIMAT(C), RBCN,
RBSC(S)

87925

Rio Gallegos Aero

阿根廷

GOS, GSN, CLIMAT(C),
RBCN, RBSC(S)

87934

Rio Grande B.A.

阿根廷

GOS, CLIMAT(C)

0-20000-0-85934

Punta Arenas

智利

CTBTO, GOS, GSN, GUAN,
CLIMAT(C), RBCN,
RBSN(ST)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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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BTO：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GAW：全球大气监视网
GOS：WMO 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观测系统
GUAN：GCOS 高空网络
LALINET：拉丁美洲激光雷达网
NDACC：大气成分变化探测网
RBCN：区域基本气候网络
RBSN(ST)：区域基本天气网络

决定 47(EC-70)
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批准北极区域气候中心网络（ArcRCC-网络）的实施计划，

(2)

关注于 2018 年 5 月开始的 ArcRCC-网络示范阶段，并邀请会员支持其运行、使用其服务并提供反
馈意见，

(3)

赞赏地注意到 2018 年 5 月在加拿大渥太华成功举办的第一次泛北极区域气候展望论坛（PARCOF1）及其成果，并鼓励 ArcRCC-网络定期领导和维持 PARCOF 业务，

(4)

根据三个节点（即，中国牵头的北部节点、印度牵头的南部节点以及巴基斯坦牵头的西部节点）的
地理分布及其职责，批准第三极 RCC-网络（TPRCC-网络）的结构，并提请第二区域协会的主席在
EC-PHORS、CCl 和 CBS 的指导下，推进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并启动示范阶段，

(5)

赞同通过调查和规划过程开发南极 RCC 网络（AntRCC-网络）的倡议，并提请有关会员和其他相关
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例如南极条约及其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支持，

(6)

要求 CCl 和 CBS 在审查和更新 RCC 功能、产品和标准时充分考虑极地 RCC 的要求，并与 ECPHORS、GCW 和 JCOMM 磋商。

做出决定的理由：作为决定 46（EC-69）- 开发和实施北极极地区域气候中心网络和极地区域气候展望论
坛的后续行动，EC-PHORS 经与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协商已经完成了北极 RCC-网络实施计划，并且就南极
和第三极地区实施 RCC-网络的路线图达成了一致。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举办了 PARCOF 首届会议，届时启动了 ArcRCC-网络的示范阶段。2018 年 3 月 27 日
至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规划会议，第三极地区会员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地理责任分布就 TPRCC 网络的结构达成一致，中国将作为总体协调节点。EC-PHORS 在 2018 年 3 月举
行的第八次届会议上同意开展一项调查，以确定在南极实施 RCC 的需求和能力，然后举办一次规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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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 AntRCC-Network 的适当结构。CCl 在 2018 年 4 月举办的第十七次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
WMO 区域气候中心业务的决议 5.1/1（CCl-17），重新审议 RCC 职能并提出适当的更新和修订建议。

决定 48(EC-70)
WMO 全球校园倡议
执行理事会决定认同通过 WMO 全球校园倡议在 WMO 区域培训中心（RTC）和 WMO 其他培训伙伴构成
的现有网络基础上，在培训机构间建立协同合作网络，共同致力于满足 WMO 会员日益增长的教育和培训
需求。
做出决定的理由：
考虑到 EC-70/INF. 11.1 文件中的可行性研究表明相关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2017 年教育和培训研讨会
（SYMET-13）表示了强烈支持及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提出了建议。
参见 EC-70/INF. 11.1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 28 次会议报告。
参见 EC-70/INF. 11.1 WMO 全球校园可行性研究状况报告及 WMO 学习门户网站
（http://learn.wmo.int）。

决定 49(EC-70)
教育和培训的治理
执行理事会决定向大会建议，充分考虑 EC 教育和培训专及能力发展两个专家组的现有职责及此前所做的
工作，在 WMO 改革过程中对包含教育和培训在内的能力发展治理予以充分重视。
鉴于此，EC 同时要求秘书长加强本组织对奖学金和继续教育及对整体的能力发展工作的支持，以便为会员
加强能力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其中尤其关注领导和管理能力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
做出决定的理由：
WMO 区域协会关注到大量的能力发展优先领域，并进行了反馈。同时参见 EC-70/INF. 11.1 -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 28 次会议报告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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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0(EC-70)
2018 年自愿合作计划信托基金的名义分配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2018 年 VCP 报告被纳入了 VCP 非正式规划会议的报告，可查询：http://wwwnewdev.wmo.int/pages/prog/dra/vcp/eventsandmeetings.php。
决定批准本决定附录中规定的 2018 年 VCP 信托基金临时分配提案。
做出决定的理由：2017 年是自愿合作计划开展 50 周年，执行理事会感谢 VCP 捐助成员通过 VCP 为支持
会员作出的宝贵努力，显然 VCP 仍然是向会员提供能力开发支持的重要机制。根据“自愿合作计划的规则”，
应当提出该基金的优先领域和名义分配建议提交执行理事会批准。

决定 50(EC-70)的附录
2018 年 VCP 信托基金
名义分配
2018 年 VCP 信托基金

(美元)
2018

18 年 1 月 1 日结余

190,000

2018 年预期捐款

100,000

2018 年预计可用额

290,000*

优先重点领域
1

备件/航运

5,000

2

专家服务

50,000

3

(短期) 奖学金和培训活动

20,000

4

改进观测系统

25,000

5

农业气象活动

20,000

6

对 CDMS 和气候活动的支持

20,000

7

制度强化（法律和战略计划）

50,000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10

小计

11

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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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
100,000

* 另由 XB 项目补充

决定 51(EC-70)
起草公共-私营参与政策法案小组供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审议
执行理事会，
建立起草小组，根据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中概述的全
球发展状况，负责编写反映 WMO 关于全球气象事业和公共-私营参与的立场、政策和指导方面的高级别政
策文件（宣言或决议），供第十八次大会审议，
指定 Michael STAUDINGER 博士为起草小组的组长以及 Celeste SAULO、 Phil EVANS、Louis
UCCELLINI、Jean-Marc LACAVE、Kanduri RAMESH、Toshihiko HASHIDA、David GRIMES 为核
心成员，并授权在必要时组长邀请其他专家协助该小组的工作，包括指定区域公共-私营参与联络员以及一
名通过 HMEI 联系的私营部门代表，
要求组长尽快启动起草小组的工作，并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前，根据附件中提供的大纲，与 EC
WG/SOP 协商，提交第一份初稿，分发给 EC 成员审查和提出意见，然后编写一份 EC 认可的草案供会员
磋商，
确认需要在第十八次大会前就高级别政策法案达成全球共识，因此
同意 EC 认可的草案应应不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分发给所有会员进行磋商，
委任起草小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对磋商过程中收到的意见进行处理并及时编写最终草案，以提交给第 18 次
大会，
要求秘书长向起草小组提供支持，并确保该流程对所有 GWE 参与者完全透明。
做出决定的理由：决定 61 (EC-69)的后续行动，公共-私营参与：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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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1(EC-70)的附录
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宣言
世界气象组织（WMO）191 个会员国和会员地区的代表于 2019 年 6 月 XX 日至 XX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十
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发出宣言如下：
我们注意到[全球议程驱动因素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仙台框架、巴黎协议及其呼吁与私营部门、学术

界和社会接触，以及 WMO 和 NMHS 在实现全球议程目标方面的作用]；
我们进一步注意到 [其他驱动因素 - 科学技术、公共资金压力，企业对决策支持服务的需求增长等。]；
我们认识到[地球系统方法和不断发展的 WMO 旗舰计划等。]；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确认全球气象事业作为多利益相关方的结合，正在快速增长]；
我们确认[在 GWE 背景下通过伙伴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和机会]；
我们重申 [国家气象和水文气象部门在观测和了解天气和气候以及在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以支持国家需求

方面任务的至关重要性]；
我们欢迎[在 GWE 背景下，通过与私营部门、学术界和社区参与者建立伙伴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可

能性和机会]；
我们确认需要[在 GWE 利益相关方之间制定适当的原则、治理和持续对话以确保其发展和可持续性，同时

保持 NMHS 的关键作用]；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 [确保本国的现行国家做法符合商定的气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政策、做法和准

则]；
我们认识到[国家和区域差异以及国家法律框架的优先地位，同时要求进一步交流有效做法和协调统一]；
我们敦促[无论国家气象和水文气象部门采取何种形式或模式，都需要提供政府财政支持，以运行和维护所

需的国家和全球公共利益相关基础设施、监测和服务，并在必要时加强此类支持，包括通过有效的 PPP]；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适当考虑本宣言中的声明。我们认为这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支持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

并且这大大有助于减少自然灾害和其他灾难事件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且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保护环境
和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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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2(EC-70)
通过与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的工作安排并提供给国际气象学会的咨询地位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HMEI 在第五十四次届会（2002 年）之前获得了咨询地位，自那时以来，这两个组织开展了富有
成效和互惠互利的合作；
考虑到越来越需要开展公共-私营参与，这需要与代表该行业的组织进行更具体的工作安排；
赞赏地注意到 HMEI 理事会在 2018 年 5 月 9 日的会议上批准了 HMEI 和 WMO 之间的工作安排，承认
WMO 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
批准本决定附录中提供的工作安排；
要求秘书长将此决定通知 HMEI，并安排对 WMO 第 3 号基本文件-与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工作安排（WMONo.60）做相应修订；
进一步注意到国际气象学会论坛（IFMS）要求给予 WMO 咨询地位；
确认 IFMS 的目标和活动范围旨在建立专业协会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和鼓励知识、想法和资源的沟通和
交流，这些活动符合合作的既定共同基础，以便与对 WMO 活动感兴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
授予 IFMS 在 WMO 的咨询地位，根据是 WMO 第 3 号基本文件-与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工作安排（WMONo. 60）第六章；
要求秘书长将此决定通知 HMEI，并安排对 WMO 第 3 号基本文件-与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工作安排（WMONo.60）做相应修订。
做出决定的理由：参见本决定的附录。

决定 52(EC-70)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WMO）与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之间的工作安排
引言
2018 年 6 月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代表 WMO 代表 WMO 以及 2018 年 5 月 9 日 HMEI 主席代表
HMEI 根据 HMEI 理事会决定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WMO）与国际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之间
的工作协议。
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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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1
自从 2002 年 WMO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五十四次届会上授予 HMEI 咨询地位以来，国际水文气
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和世界气象组织（WMO）一直开展密切合作。
1.2
WMO 和 HMEI 之间的工作安排旨在加强两个组织在水文气象测量设备和系统技术、服务提供
和交付、制定相关标准和推荐流程以及实施指导方面的合作。该安排还包括在学术界的支持下，在促进公
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方面进行合作，旨在提高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提供的资料，信
息和服务的可持续性、质量和效率。
2.

咨询和协作

2.1
两个组织为了促进以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式实现其各自宪法规定的目标，将密切合作并定期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并且每个组织将向对方组织通报任何其他组织目前或预计可能感兴趣的活动的发
展情况。
2.2
根据各自的规则和程序，并在其责任和可用资源范围内，WMO 和 HMEI 将相互分享有关其各
自工作计划的相关信息，这些计划涉及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观系统、信息产品和服务。
2.3
每个组织可邀请对方组织的一名或多名代表参加其组织机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届会或会议，而
当一方组织对对方组织的议题感兴趣时，如有必要，根据初步磋商的情况，每个组织科将另一个组织提出
的议题纳入议程。
2.4.

适当时并经双方同意，可以建立两个组织的联合工作组来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

3.

适用范围

3.1

制定标准和促进合规

3.1.1
WMO 和 HMEI 将合作制定标准草案和推荐做法，由 WMO 在技术规范中颁布。将鼓励 HMEI
提名专家参与和推进 WMO 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及其负责制定和维护 WMO 技术法规的专家机构的工作。
3.1.2
HMEI 将促进其行业成员遵守相关的 WMO 技术标准。它还将提供关于适用性、相关性和其他
实施方面的行业观点和反馈，以帮助持续改进 WMO 颁布的标准和规定。
3.2

技术规范和项目设计指南

3.2.1
WMO 和 HMEI 将协调与开发和现代化项目相关的标准化技术规格说明的制定，计划由 WMO
会员国实施并通过发展和其他金融机构资助。
3.2.2
WMO 和 HMEI 将推动面向服务的项目设计，保证投资可持续地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并有助于
提高 WMO 会员提供服务的能力。
3.3

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3.3.1
WMO 和 HMEI 将通过各自的会员合作，促进和鼓励利用互惠互利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安排，
旨在协助 WMO 会员国制作并提供适合用途的高质量资料和服务，以支持可持续发展为此，两个组织都将
高度重视制定可持续和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灾后条件国
家的能力需求。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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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WMO 和 HMEI 将在可用资源范围内合作开发关于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方式的教育和宣传材料，
为其实施提供实际指导并强调相关的社会经济效益。
3.3.3
WMO 和 HMEI 将协同制定一套符合联合国有关伙伴关系原则和指导（如全球契约）的道德守
则，为气象事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放提供服务，并将通过各自的会员推动其颁布。
4.

一般规定

4.1
当双方就解释或适用本工作安排发生任何争端且不能友好解决时，应任何一方的请求，则可根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的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
4.2

本工作安排可随时由双方修改。任何此类修改应经双方同意并将受交换信件的影响。

4.3
该工作安排可以由双方之间的其他安排作为补充。这些额外安排将以书面形式并充分尊重本工作
安排的规定。
4.4
每一方都将任命一位代表，负责协调与另一方的关系，包括双方的技术专家之间的关系，并向其
组织的负责人通报情况。代表发生任何变更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4.5
四年。

本工作安排将于双方签署后的日期生效，有效期为四年。以后可能会以书面形式更新，每次为期

4.6
尽管有上述第 4.5 条的规定，任何一方可以在任何时候至少提前六（6）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
方，终止本工作安排。
4.7

本工作安排中的任何内容均不视为放弃 WMO 享有的任何特权或豁免。

工作安排用英文写成，一式两份。

代表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HMEI）签署

代表世界气象组织（WMO）签署

Brian Day 先生
主席

佩特里·塔拉斯教授
秘书长

签署于日内瓦，（日期）

签署于日内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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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3(EC-70)
WMO 参与全球和区域私营部门倡议
执行理事会决定如果是与私营公司拟定的全球和区域倡议合作伙伴关系，例如谷歌洪水倡议，则在考虑
WMO 参与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所有决定都应基于有待 Cg-18 审议的关于公共-私营参与（PPE）的高级政策以及与资料共享和
交换有关的决议 40(Cg-12)、25(Cg-13)和 60(Cg-17)等相关现行政策；

(2)

应与有关区域协会协调，对 WMO 会员或区域会员制定的各类其他类似倡议加以审议，以便探讨
可能的协同作用和潜在的冲突；

(3)

WMO 的相关技术机构应从技术和科学的角度审议和评估提案，并就其可行性和潜在影响提供建
议；

(4)

应特别注意自我保护措施，以降低 WMO 组织身份的名誉风险和滥用；

(5)

执行理事会将根据对上述 1）至 4）的分析，对 WMO 的参与程度作出最终决定。如果时间表需
要在 EC 会议闭会期间作出决定，主席可根据《总则》第 9（5）条代表执行理事会作出该决定。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规划 PPE 宣言的背景下进一步促进这一决策过程，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做出决定的理由：
谷歌推出了谷歌洪水预报倡议，旨在开发可扩展的高空间分辨率和高精度洪水预报系统。该系统将基于
Google 机器学习能力。谷歌计划免费公开提供其预报产品。
谷歌已经在利用遥感（数据生成）以及水文和水动力模拟进行河道流量估算。
谷歌愿意与各政府合作来改善相关区域的洪水预报服务，并正在寻求 WMO 支持技术交流和现有水文气象
资料共享，以惠及 WMO 会员。谷歌的水文技术有限，但显然其有巨大的 IT 资源和财务资源，因此建议推
动这一过程而不是应对独立发展。
可能的合作领域有：
•

确定对降低死亡率和洪水相关损失有最大影响并对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对洪水最有用的项目目标、
产品和服务。

•

确定水文模式的资料需求并获取现有的近实时和历史水文资料。

•

改进水文模拟。

•

与政府以及地方机构合作。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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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4(EC-70)
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感谢 IOC 主席 Peter Haugan 教授出色地介绍了“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的情况；

(2)

确保 WMO，在现有结构和可用资源条件下，对这项活动的贡献，因为这将有利于所有依赖海洋和
海洋经济或易受沿海和海洋灾害的所有会员，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会员岛屿领地以及沿海最
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3)

赞同 WMO 在 2017 年海洋大会上作出的自愿承诺，将其作为 WMO 对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
贡献 -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a)

国际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网络（IN‐MHEWS）和全球多灾种警报系统，注意到需要
加强 IOC 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等政府间协调组与 WMO 应对沿海灾害措施之间的协调；

(b)

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改善国际协调以改进早期预警；

(c)

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 SIDS 的天气和气候服务；

(d)

极地预测年；

(4)

强调科学在极地和热带海域的重要性，以更好地理解全球海洋和大气现象的动态，注意到“海洋大
陆年”等观测活动的贡献；

(5)

培育一个连贯的研究-运行-服务价值链，以支持无缝地球系统预测，邀请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学
术界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包括加强在 CBS 和 CAS 以及其他技术委员会支持下的 WMO 和 IOC 之间
的科学互动；

(6)

认同《海洋和 WMO：可促进 WMO 战略计划的海洋问题、机会和优先重点》立场文件（EC70/INF 12.3），将其作为 WMO 在服务、观测、研究和能力发展等领域对“十年”活动的规划工作
的初步贡献；

(7)

要求秘书长安排 WMO 的专家参与十年规划小组，并根据战略计划的长期目标和战略目标，特别通
过 JCOMM 和共同发起的 WCRP、GCOS 和 GOOS 计划为其共同设计和实施做出贡献；

(8)

确认 WMO 就海洋事务开展机构间协调与合作所作的承诺，包括通过 UN-Oceans；

(9)

鼓励会员根据其国家海洋优先重点参与十年计划的磋商和实施工作；

(10) 建议将关于 WMO 海洋活动的专门对话纳入第十七次大会的议程，包括对十年计划和对预计于
2020 年召开的下一次海洋大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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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5(EC-70)
WMO 性别平等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实施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审议 WMO 性别平等政策和 WMO 性别行动计划，旨在评估其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提出必要的更
新建议，供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Cg-18）通过；

(2)

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任命其管理组中的一名成员担任组成机构届会的“性别管理人”，其具体
任务是：(a) 筛选议程和文件；(b) 确定性别和多样性方面的相关切入点；(c)确保其审议和讨论；
(d) 与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的主席以及秘书处保持持续的联系；

(3)

通过区域协会的积极作用，加速 WMO 性别行动计划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实施；

(4)

继续收集会员在以下方面的做法：(a)吸引更多女孩和女性参与科学，(b)将性别问题纳入组织政策
和做法的主流，(c) 使 WMO 专门网页 上发布的天气、水文和气候服务更具有性别敏感性。

(5)

邀请会员将其国家和/或 NMHS 性别政策和行动计划发送给秘书处，以便发布在 WMO 性别网页上，
并将作为审议 WMO 性别政策和行动计划的资源。

做出决定的理由：在实施四年后，WMO 性别行动计划需要根据所取得的进展和确定的差距进行更新。秘
书处、各组成机构和 EC 实施行动计划专家咨询小组之间需要开展更好的协调。必须审查 WMO 性别平等
政策，以确保达到联合国全系统行动计划（UN-SWAP）关于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的标准。最后，尽管性
别问题一直被纳入组成机构的议程，但没有充分纳入讨论和技术文件之中。

决定 56(EC-70)
2019 和 2020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
执行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
(1)

2019 和 2020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为：
2019： “太阳、地球和天气”；
2020： “气候与水”，与 2020 年世界水日的主题一致，重点在气候变化和水；

(2)

邀请会员采用上述主题，开展 2019 和 2020 年世界气象日庆祝活动；

(3)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21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的初步提议为“海洋、我们的气候和天气”，同时启动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4)

请秘书长向国家级 WMO 信息和公共事务联络员确认上述提议，以便在与理事会磋商后提交主席批
准并通告会员。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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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的理由：决定 63(EC-69)–2019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
1961 年以来的世界气象日主题见 WMO 网站：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 WMD 主题：
https://public.wmo.int/en/resources/world-meteorological-day/previous-worldmeteorological-days。

决定 57(EC-70)
监察机构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就议题 16.3 和 17.1[INF.16.1(1)]下的财务和预算事务做出决定时，关注财务咨询委员会
（FINAC）的报告并认同其建议；

(2)

审议相关事务时，关注 WMO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并认同其建议[INF.16.1(2)]；

(3)

根据财务条例第 15.10 款，在审议议题 17.1 下[INF.16.1(3)]的财务报表时，关注外部审计员的
报告并审议其建议；

(4)

根据财务条例第 13.10 条，关注内部监察办公室的年度问责报告[INF.16.1(4)]；

(5)

认同经 WMO 审计委员会审查的联合检查组（JIU）向 WMO 立法机构提出的建议的拟议回应，并
注意到 JIU 的建议已由秘书长妥善处理[INF.16.1(5)]；

(6)

关注道德办公室的报告[INF.16.1(6)]。

注：督察机构的报告将由各办公室的主席/主任向理事会介绍。报告中的建议将在理事会涉及相关议题时讨
论。

决定 58(EC-70)

WMO-IOC JCOMM 改革协商组
执行理事会决定：
建议 WMO-IOC 海洋学和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的各工作组和专家组由 WMO 一方的观测、
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以及应用和服务委员会，以及由 IOC 一方的相关结构共同主办，
提议设立一个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JCOM），作为 WMO 和 IOC 主要相关机构更广泛参与
的高层协调与整合机制，期职责见决议草案 XX/3（Cg-18）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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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 IOC 治理机构与 WMO 合作，组建一个联合咨询小组（其职责见本决定的附录），目的是为第 18 次
世界气象大会（2019 年）和第 30 次 IOC 大会（2019 年）编写平行决议。

决定 58(EC-70)的附录

WMO-IOC JCOMM 改革协商组
职责
(a)

审查设立 JCOM 的建议，

(b)

咨询 WMO 会员和 IOC 会员国，

(c)

就 JCOMM 的最终职权范围提出建议，

(d)

确定 JCOMM 目前所有机构的工作安排和赞助、现有联合发起的计划（GCOS、GOOS、
WCRP）与 JCOM 之间的关系以及任何其他共同开展的工作，

(e)

编制一份为期 6 个月的过渡计划，于 2019 年下半年实施，

(f)

在 2019 年 3 月之前为第 18 次世界气象大会和第 30 次 IOC 大会编写平行决议。

成员组成
(a)

(b)

(c)

对于 WMO：
(i)

由主席任命的会员代表，

(ii)

JCOMM（海洋气象）和 CBS 的代表；

对于 IOC：
(i)

IOC 主席任命的会员国代表，

(ii)

JCOMM（海洋学）、IODE 和 TOWS-WG 的代表；

联合发起计划（GCOS、GOOS、WCRP）的代表。

工作流程
预计该小组主要通过电子手段工作。
该小组将选举两名联合主席，分别代表气象学界和海洋学界。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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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席在与小组磋商后，会邀请其他专家参加小组的工作。

决定 59(EC-70)
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筹备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第十八次大会将于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6 月 15 日预留）举行，随后将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举行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一次届会；并在此之前的 2019 年 6 月 1-2 日举行财
务咨询委员会届会，
第十八次大会的临时议程应参见本决定附录 1，
大会应邀请联合国、国际组织以及附录 2 中的非会员国，
敦促会员将水文部门局长纳入国家代表团，
须邀请第六十三届 IMO 奖获得者做 IMO 报告，
应当组织并行活动，并推动大会审议：水文大会和公-私对话（与在 Palexpo 举行的世界气象
博览会同期），
围绕战略和政策事宜组织高级别会议，
参加第十八次大会的代表团应按照法文拼写的国家字母顺序安排座席，从大厅前面开始，首先
是 “Q”，
委托主席和秘书长对方案定稿并对大会做出安排。

(2)
(3)
(4)
(5)
(6)
(7)
(8)
(9)

决定 59(EC-70)的附录 1
第十八次大会的临时议程
1.

会议的议程和组织

1.1
1.2
1.3
1.4
1.5

会议开幕
批准议程
建立委员会
工作计划
批准会议记录

2.

报告

2.1
2.2
2.3
2.4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3.

战略计划和预算

4.

治理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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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气、气候、水文及相关环境服务

5.1
5.2
5.3
5.4
5.5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气候信息和服务
可持续水管理的水文服务和支持
天气信息和服务
天气、气候、水文及环境综合服务

6.

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

6.1
6.2
6.3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MO信息系统
WMO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7.

地球系统研究

7.1
7.2
7.3

地球系统科学知识
科学用于服务和预测能力
科学用于政策

8.

能力开发

8.1
8.2
8.3

提供和利用基本服务的能力
核心竞争力和专业知识
投资开发伙伴关系

9.

政策和法律事宜

9.1
9.2
9.3
9.4
9.5
9.6

关于《公约》的问题
本组织会员资格
修订《总则》、《技术规则》、《财务条例》和《工作人员条例》
政策事宜
性别平等
审议大会以往的决议

10.

选举和任命

10.1
10.2
10.3

任命秘书长
选举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11.

下次大会的日期和地点

12.

会议闭幕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207

决定 59(EC-70) 的附录 2
将被邀请出席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国际组织一览表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
西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SCWA)
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
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UNESCO)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国际民航组织*(ICAO)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
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海事组织*(IM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国际移民组织(IOM)
国际电信联盟*(ITU)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IU)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HCH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CB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联合国人居计划署(UN-Habitat)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UN OCHA)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联合国大学(UNU)
联合国*(UN)
联合国妇女署
万国邮政联盟*(UPU)
世界银行*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总则第 131 条第 1 款 (2015 版) 要求要向联合国发邀请。联合国系统内带星号（*）的组织与 WMO 有
协议或工作安排，它们可互派代表参会。因此，大会通常应邀请它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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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世界旅游组织*(UNWTO)
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与 WMO 签有互派代表参会协议或工作安排的组织
阿卜杜勒·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
非洲联盟(AU)
非洲及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管理局(ASECNA)
阿拉伯旱区和干地研究中心(ACSAD)
阿拉伯联盟教科文组织(ALECSO)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AOAD)
法语国际公务员大会(AFFOI)
水文气象装备工业协会(HMEI)
私营气象服务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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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
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EMAC)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 筹备委员会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
多瑙河委员会
东非共同体(EAC)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
欧盟委员会(EC)
欧洲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经济利益集团 (ECOMET)
欧洲国家气象部门(EUMETNET)
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EUMETSAT)
欧洲空间局(ESA)
绿色气候基金(GCF)
印度洋委员会(IOC)
独联体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 (ICH CIS)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国际城市气候协会(IAUC)
国际度量衡委员会(CIPM)
国际建筑与建设研究创新理事会(CIB)
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ICES)
国际能源署(IEA)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IHO)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IMSO)
国际海洋学院(IOI)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
国际科学理事会（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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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震中心（ISC）
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ISES)
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IUCN)
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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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NBA)
开放地理空间信息联盟(OGC)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OIF)

太平洋共同体(SPC)
地中海议会大会(PAM)
萨赫勒地区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CILSS)
尼罗河流域常设联合技术委员会(PJTC)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CPPS)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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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E)
** 2018 年 7 月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科学理事会合并后的新名称。
具有磋商地位的组织
根据《公约》第 26 条第 2 款和决议 2（EC-4），磋商地位(决议 2(EC-4)) 给予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在组织
机构届会无投票权观察员的身份参会的权利。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IABM)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协会(OGP)
国际宇航联合会(IAF)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
国际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联合会(IFALPA)
国际气象学会论坛(IFMS)
国际海上无线电委员会(CIRM)
国际生物气象学会(ISB)
国际土壤科学学会(ISSS)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ETC 组-侵蚀技术和汇聚行动组织(ETC 组)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WFUNA)
其他组织
非洲气象应用促进发展中心 (ACMAD)
非洲开发银行(AfDB)
亚洲开发银行(ADB)
亚洲减灾中心(A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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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北极理事会(ACS)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
国际厄尔尼诺研究中心 (CIIFEN)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OMESA)
中美洲地峡水力资源区域委员会(CRRH)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EAC)
国际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
欧洲理事会(CE)
经济合作组织(ECO)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EPP)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
欧洲科技领域研究合作组织(COST)
欧洲气象学会(EMS)
全球水伙伴组织(GWP)
地球观测组织(GEO)
美洲开发银行(IADB)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IICA)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
国际海运商会 (ICS)
国际莱茵河流域水文委员会(CHR)
国际飞机拥有者和飞行员协会理事会(IAOPA)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ICRISAT)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RI)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OLADI)
美洲国家组织(OAS)
南极条约执行秘书处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世界航空航天教育组织(WAEO)
世界水理事会(WWC)
根据决议 39(Cg-7)决定邀请
巴勒斯坦国
对非会员国的邀请
根据《总则》第 20 条，设有气象局或水文气象局的国家，不是 WMO 会员但是联合国成员的国家以及既
不是 WMO 会员也非联合国成员但已被联合国授予观察员地位的国家，须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
鉴于下列非会员国家的联合国成员或观察员地位，故应向它们发出邀请：
安道尔
赤道几内亚
格林纳达
梵蒂冈
列支敦士登
马绍尔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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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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其他需 WMO 会员事先批准，并需提请秘书长注意的独立国家名称。

决定 60(EC-70)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偿付计划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定 69 (EC-69) –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偿付计划；
注意到自 2017 年 2 月以来，联合国系统的 ASHI 工作组没有发布新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 2017 年期间 ASHI 负债有所增长；
决定保留决定 69 (EC-69) 有效；
要求秘书长：
(1)
(2)

紧急制定与 ASHI 有关的成本控制措施，无需考虑联合国系统 ASHI 工作组最终报告的时间安排；
向大会提出有关回应联合国 ASHI 工作组报告的建议。

做出决定的理由：
FINAC-37 建议 2（EC-70/INF. 16.1(1)）
EC-70/INF. 17.2–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偿付计划
EC-70/INF. 16.1(1)–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的报告

决定 61(EC-70)
不定级官员的修订工资
执行理事会决定设定 WMO 不定级官员的净基本工资，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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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规定 (美元)

新规定 (美元)

秘书长

169,296

170,937

副秘书长

155,398

156,905

助理秘书长

142,764

144,148

做出决定的理由：
2017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共同系统专业类及以上级别职员的基本工资新标准，并于 2018
年 1 月正式生效。这一标准通过增加基薪和相应减少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而实施 0.97%的调整，但
实得工资净额不变；
根据《人事条例》第 3.1 条，秘书处已执行 P.1 至 D.2 级职员修改后的工资标准；
第十七次大会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如果在第十七财期内联合国同等职员的工资增加，在必要情况下对秘
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作出调整；
同等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电信联盟和万国邮政联盟，已相应地调整了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决定 62(EC-70)
不定级官员的修订应计养恤金薪酬
执行理事会决定设立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年养恤金薪酬标准，从 2017 年 2 月 1 日和 2018 年 2 月 1 日起追
溯生效，如下：
现行规定

新规定
(美元)

(美元)

2017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2018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秘书长

336,941

363,912

369,221

副秘书长

311,400

336,326

341,233

助理秘书长

288,180

311,248

315,789

做出决定的理由：
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1（b）条的规定，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应计养恤金
薪酬标准调整的日期须与纽约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净薪酬数额调整的日期相同，并要采用统一比例，
相当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的净薪酬数额的加权平均百分比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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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颁布了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修订标准，于 2017 年 2 月 1
日和 2018 年 2 月 1 日生效；
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25（a）条的规定，WMO 为每名工作人员提供 15.8%的应
计养恤金薪酬。进一步考虑到实施于 2017 年 2 月 1 日和 2018 年 2 月 1 日生效的修订标准每年所需的额
外费用分别为 11845 美元和 2332 美元；
同等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电信联盟和万国邮政联盟，已相应地调整了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养恤金
薪酬。

决定 63(EC-70)
国际气象组织奖和其他奖项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将第六十三届 IMO 奖授予 Antonio Divino Moura 博士（巴西）；

(2)

邀请 Moura 博士在第十八次大会上做科学讲座；

(3)

将 2018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 Chang-Eui Park（韩国）、Su-Jong Jeong、Manoj
Joshi、Timothy J. Osborn、Chang-Hoi Ho、Shilong Piao、Deliang Chen、Junguo Liu、
Hong Yang、Hoonyoung Park、Baek-Min Kim 和 Song Feng，其论文题为“将全球升温保持
在 1.5 摄氏度以内可限制干旱化的出现”，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上，8 (2018): 70–74,
doi.org/10.1038/s41558-017-0034-4；

(4)

将第二十六届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仪器和观测方法优秀研究论文奖授予 Asko Huuskonen、
Mikko Kurri、Harri Hohti（芬兰） 和 Iwan Holleman（荷兰），其论文题为“改进对太阳信号
的分析以便开展差分反射率监测”，发表在《大气测量技术期刊》，31 (2016): 3183-3192,
doi.org/10.5194/amt-9-3183-2016；

(5)

将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发展中国家仪器和观测方法开发和实施奖授予 Fan Yang、XingHua
Yang、Wen Huo、Mamtimin Ali、 XinQian Zheng、ChengLong Zhou 和 Qing He （中国），
其论文题为“持续悬浮、高频沙坑：风洞和现场评估”，发表在《国际地貌学杂志》，293（2017
年 4 月）: 84-92, doi.org/10.1016/j.geomorph.2017.04.008。

决定 64(EC-70)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执行理事会决定 指定下列人员为执行理事会的代理成员 ，由 Sani Abubakar MASHI 教授(尼日利亚)填
补 Daouda Konate 先生（科特迪瓦）的席位，其已成为第一区域协会的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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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iah LENGOASA 先生 (南非.)，替换 Linda Makuleni 博士 (南非)，
Jaecheol NAM 博士(韩国)，替换 KO Yunhwa 先生 (韩国)，
Francisco DE ASSIS DINIZ 先生 (巴西)， 填补 A. Celeste Saulo 教授的席位，其已被选为 WMO 的
第二副主席兼本组织的代理第一副主席，
Ken TAKAHASHI GUEVARA 博士(秘鲁) ，填补 Guillermo E. Navarro 博士 (智利)的席位， 其已被选
为三区协主席，
Arlene LAING 博士（女性）(英属加勒比地区)，填补 Tyrone Sutherland 先生的席位(英属加勒比地
区)，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起生效，
Maxim YAKOVENKO 先生 (俄罗斯)， 替换 Alexander Frol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Phil EVANS 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替换 Robert Varley 先生(英国)，其在离开本国国
家气象局之前已被选为本组织的第一副主席。
根据《公约》第 4（b）条和《总则》第 9（2）、9（4）、9（5）和 17 条的规定，本组织主席经与各区
域协会主席和各执行理事会成员协商后决定，为符合本组织的最佳利益，以特例的情况分别指定下列人员
为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Árni SNORRASON 博士（冰岛），填补本组织第一副主席的席位，
Franz UIRAB 先生（纳米比亚），填补本组织第三副主席的席位。

决定 65(EC-70)
审议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附属机构和其它机构
执行理事会决定：

审计委员会
(1)

根据 WMO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决议 8（EC-63））：
(a)

(b)

任命下列七（7）名成员，任期 3 年：
Tuncay Efendioglu 先生（土耳其）-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Elvira Lazzati 女士（阿根廷）-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Graham Miller先生（英国）-从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Fetene Teshome先生（埃塞俄比亚）-从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Setsuko Yamazaki女士（日本）-从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Kamlesh Vikamsey 先生（印度）-从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Caroline Najm 女士（加拿大）- 从 2019 年 6 月 13 日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
以下列人员作为备选以备届会休会期间出现意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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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Graham Joscelyne先生（ 南非
/美国） 、 Margaret KireetaMwanja女士（乌干达）、John (Jack) Hayes先生（ 美国） 、 Albert
Martis先生（库拉索和圣马丁）、Irena Petruskeviciene女士（ 立陶宛）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
(2) 根据 WCRP（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关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协议）
联合科学委员会的职责：
(a)

批准 JSC 应由 15 名成员组成；

(b)

以下六（6）名符合条件的 JSC 成员再延长两年任期，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Jens Christensen 先生（丹麦）、Helen Cleugh 女士（澳大利
亚）、Masahide Kimoto 先生 （日本）、Amanda Lynch 女士（美国）、
Thomas Peter 先生（德国）和 Martin Visbeck 先生（德国）；

(c)

批准任命以下九（9）位首选候选人作为 JSC 新成员，任期四年，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Lisa Alexander 女士（澳大利亚）、Tercio Ambrizzi
先生（巴西）、Pascale Braconnot 女士（法国）、Susanna Corti 女士（意大利）、
Pierre Friedlingstein 先生（英国）、James Hurrell 先生（美国）、Pedro
Monteiro 先生（南非）、Krishnan Raghavan 先生（印度）、Huijun Wang 先生
（中国）；

(d)

如果 JSC 保持为 18 名成员，批准以下三（3）位首选候选人：Pandora Hope 女士
（澳大利亚）、Igor Shkolnik 先生（俄罗斯）、Rowan Sutton 先生（英国）；

(e)

认可以下三位科学家作为替补，以备后两年内需要替换：Venkatachalam
Ramaswamy 先生（美国）、Detlef Stammer 先生（德国）、Ken Takahashi 先
生（秘鲁）；

(f)

委托秘书长与 IOC 和 ICSU 协商，确定任命新成员的最终名单。

(3) 对 EC 附属机构的组成进行如下替换和变更：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
J. Lengoasa 替换 L. Makuleni
P. Evans 替换 R. Varley
M. Yakovenko （新成员）
K. Takahashi (新成员)
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
S. Mashi（尼日利亚）替换 D. Konate
P. Evans 替换 R. Va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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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e Assis 替换 C. Saulo
资料政策和新兴问题任务组
F. Uirab (新成员)
极地和高山活动专家组
M. Yakovenko 替换 A. Frolov
G. Navarro (新成员)
IOC 专家(待提名)
能力开发专家组
J. Nam 替换 Y. KO
A. Laing 替换 T. Sutherland
F. De Assis (新成员)
ICG WIGOS 联络人
A. Laing 替换 T. Sutherland
性别主流化问题联络人
S. Barrell、 F. Branski、P. Evans、C. Saulo、J. Smith、M. Jean (CBS 主席)
组成机构改革任务组(决议 36 (EC-70))
G. Adrian (组长)、M.L. Bah、 P. Evans、 D. Grimes、 T. Hashida、 A. Martis、 G.
Navarro 、 C.L. Wong、 L. Uccellini、 M. Yakovenko
公共-私营参与政策法案起草组 (决定 51(EC-70))
M. Staudinger (组长)、 C. Saulo、 P. Evans、 D. Grimes、 A. Johnson、 T. Hashida、 J.
Lacave、 K. Ramesh、 L. Uccellini
水事任务组 (决议 18 (EC-70))
Á. Snorrason (冰岛) (组长)、 K. Takahashi (秘鲁)、 K. Ramesh (印度)、 J. Zuniga (哥斯
达黎加)、 J. Fenwick (新西兰)、 A. Jenkins (英国)、 S. Otunga Koding (南苏丹)、
CHy 主席、 CAS 主席
(4)

指定下列 EC 各委员会成员：

附件 3 届会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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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成员资格选举委员会
J.-M. Lacave (主席)、C.L. Wong、 G. Navarro、A. Ghulam
JSC/WCRP 成员资格选举委员会
C. Saulo (主席)、J. Nam、 L. Uccellini,、A. Johnson
IMO 奖遴选委员会
G. Adrian (主席)、Y. Liu、 A. Kijazi、 K. Takahashi
青年科学家奖遴选委员会
A. Martis (主席)、 A. Lopez、 R. Philippe、 K.J. Ramesh
维萨拉奖遴选委员会
T. Sutherland (主席)、 S. Cau、 K.J. Ramesh、CIMO 副主席
WMO 职员养恤基金委员会
G. Navarro（组长）、L. Bah、J. Lengoasa
做出决定的理由：
1.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决定 64（EC-70）)

2.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决议 8 (EC-63)

3.

WMO-IOC-ICSU 关于 WCRP 的谅解备忘录

决定 66(EC-70)
科学讲座
执行理事会决定：
(1) 感谢第六十二届 IMO 奖得主 McBean 先生题为“综合环境预测 – 致力于 2030 年全球议程”的演讲；
(2)

要求秘书长为该演讲报告的出版做出安排。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建议 1 (EC-70)
高影响事件编目的方法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9（Cg-17）-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编目标识符，大会据此决定实行天气、水、气候、空
间天气及其它相关环境灾害及风险信息的标准化，并为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的编目制定标识符，

(2)

决定 4（EC-68）-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系统描述和编目以及各自灾害信息的标准化，它建立
了 WMO 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编目跨计划任务组，

满意地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与气候委员会（CCl）合作主办了国际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信息编目
和管理研讨会，会议提出了高影响事件编目方法，即为高影响事件分配通用唯一标识符。研讨会还批准了
事件类型的动态一览表，
还注意到欧洲区域协会（六区协）决定由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及区域气候中心（RCC）
与本区域其它利益相关方合作，对拟议的方法进行测试，
进一步注意到在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第五次届会期间建立了减少灾害风险专家
组（ET-DRR），
铭记测试阶段对于为会员制定该方法实施指南及记录其可行性的重要性，包括对资料收集、加工和分发的
要求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以确保从测试向业务阶段快速转换，
审查了关于所拟方法的科技基础，
审议了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的建议，以便批准编目方法并审议测试阶段的结论，在必要时进一
步细化，
要求秘书长为开展测试阶段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并在将于 2018-2019 年开展的测试阶段促进专家的
工作，
要求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
(1)

评估六区协的测试阶段结果，并就方法微调以及了解其对协调与业务化的影响提出结论和建议，

(2)

制定最终建议提交大会审议，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3)

促进并支持其它区域协会实施这些活动，

(4)

酌情征求新成立的 JCOMM 减少灾害风险专家组等技术委员会专家组的建议并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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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其它区域协会测试该概念文件，并将结果的反馈意见提交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
要求 CBS、CCl 和 JCOMM 为执行理事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制定针对未来业务及服务的路线图，
另要求 CBS 和 CCl：
(a)

考虑为审议更新高影响事件类型及其定义所提供的任何反馈意见，为“高影响事件“的构成因素确定
标准；

(b)

对事件是否应仅根据气象标准或影响方面进行分类提供指导；

(c)

就如何应对多灾种事件提供指导；

敦促会员与世界气象中心、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区域气候中心以及各 NMHS 的国家气象中心合作，自愿推
动测试阶段，
建议根据测试阶段结论和经验教训，对本建议附录所述的高影响事件编目方法的建议做必要的细化，供第
十八次大会审议和通过。

建议 1 (EC-70)的附录
高影响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编目方法

1.

方法概述

1.1
该方法主要是对事件做唯一标识，同时还能够对水文气象相关事件进行归类。该方案包括为各事
件分配一个通用唯一识别符（UUID）号码，并将事件的 UUID 和关键属性纳入资料记录（图 1）。UUID
是相关国家、区域或全球权威机构生成的 ISO-标准随机号码。资料记录中的关键属性包括可阐明事件的信
息，例如事件的起始和结束时间、空间范围以及事件类型。其它属性可提供背景情况，例如描述、地方标
识符（例如局地或区域风暴名称）以及与其它事件的关联（如大雨与热带气旋的关联），从而能够将各事
件（如与其它事件有关联的事件）聚类成更大尺度（天气）的现象。各事件的补充信息可存储在单独的数
据库，也附带 UUID，用于存储相关水文气象参数（风速、降水量、水文气象指数值等）。重要的是，负
责对损失和损害信息进行评估和编目的主管部门能够用相同的 UUID 将此类非水文气象信息与事件相联系。
1.2
该方案还可解决有相互关联的事件问题，如导致大雨、风暴潮洪水和滑坡的气旋。各事件和次生
事件均有其各自的 UUID，而将相关事件的 UUID 纳入任一给定事件记录则可使整个链条中的事件以及任
何相关资料相互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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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事件记录，包括 UUID 和关键事件属性（红色标示的属性是强制性条目）

2.

记录过程和分析

2.1
预计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可对将各事件连结成从天气到中尺度和局地尺度分级聚类加以记录并
进行后分析。与损失和损害数据库及社交媒体（例如众包）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将有助于验证和完成
事件信息（例如空间区域和/或彼此事件记录中相互参照的事件之间的关系）。

3.

事件类型

3.1
根 据 权 威 的 WMO 参 考 资 料 和 辅 助 材 料 ， 已 编 纂 完 成 类 型 学 草 案 （ 参 考 资 料 ： EC70/INF.3.1(3)），它列明了事件类型及影响。该类型学包括事件类型的初步一览表，并可能附带损失和
损害信息。该类型学将是标准的动态一览表，各国和地区可通过相应的 WMO 治理机制（如 GDPFS）对其
加以修改。

建议 2(EC-70)
气候资料现代化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1)

决议 34 (Cg-17) –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标准的定义及其在 WMO 信息系统中的参考，

(2)

决议 60 (Cg-17) – WMO 关于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政策，

(3)

决定 15 (EC-69) – 加强区域和全球尺度气候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4)

决议 4 (CCl-17) - 气候资料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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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回顾到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已要求气候委员会（CCl）与其它委员会及计划开展密切合作，推
进将高质量全球资料管理框架从概念转为定义（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五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WMONo.1118），总摘要，4.4.70），
满意地注意到 CCl 在气候资料方面对会员的指导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在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规范（CDMS）
（见《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规范》（WMO-No. 1131））和 CDMS 战略概念，
进一步注意到 CCl 正在开展的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工作等方面，详见决议 4 (CCl-17)-气候资料
现代化，
获悉了《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手册》草案方面的进展（见 EC-70/INF. 4.5(2)），
注意到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与 CCl 合作制定关于天气雷达以及闪电资料用于气候应用的指南，这些应用在
《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手册》中被称为气候资料管理的新兴领域，
确信此类手册在气候资料管理的标准和推荐做法等方面对会员的指导至关重要，包括在术语、定义、资料
集成熟度评估、资料管理业务、发现和交换等方面的指导；还确信在 WMO 技术规则中应适当对这些方面
加以阐述，
向大会建议决议草案 XX/1 (Cg-18) — 《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手册》，见本建议的附录；
敦促 CCl 主席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合作，安排完成该手册的最终草案，以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审议；
要求秘书长：
(1)

经 CCl 主席批准后，安排收集会员对《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手册》内容的反馈意见；

(2) 考虑了会员的反馈意见后，协助 CCl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合作完成并提交《高质量全球气候资
料管理框架手册》草案，以便大会在其第十八次大会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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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1 (Cg-18)
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手册
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 60 (Cg-17) - WMO 关于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政策，

(2)

决议 34 (Cg-17)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标准的定义及其在 WMO 信息系统中的参考，

(3)

决定 15 (EC-69) -加强区域和全球尺度气候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4)

决议 4 (CCl-17) - 气候资料现代化，

(5)

建议 2(EC-70) –气候资料现代化，

铭记会员更加重视气候资料，包括其质量和管理，气候委员会在其第15次届会上有过表述，当时CCl再次
强调了所有会员的重要和必要的合作，以确保所有可能来源的高质量、及时和可获取的气候资料，并建议
开发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HQ-GDMFC），
认识到：
(1)

气候资料管理标准的定义应当成为气候资料及相关管理做法和系统的长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

(2)

能力开发需求的重要性以及提供指导可使会员能够履行其管理和交换开展气候服务所需气候资料的
职责，

进一步认识到日益需要为所有现有来源的气候资料推荐管理做法提供标准和建议，包括实地、遥感、海洋、
水文和大气资料，并要确保其质量标准，以支持开发气候知识，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做出有依据的
决策，
注意到 CCl 在气候资料方面对会员的指导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在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规范（WMO-No
1131）、CDMS 战略概念、以及 CCl 正在开展的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HQ-GDMFC）工作等方
面的指导取得的进展，
欢迎决议4(CCl-17) – 气候资料现代化，同意应完成HQ-GDMFC参考手册，
确信此类手册在气候资料管理的标准和推荐做法等方面对会员的指导至关重要，包括在术语、定义、资料
集成熟度评估、资料管理业务、发现和交换等方面的指导；且在 WMO 技术规则中应适当对这些方面加以
阐述，
赞赏 CCl 的努力及其与其他委员会和计划的合作，以完成 HQ-GDMFC 参考手册草案，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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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将本决议附录中提供的《高质量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HQ-GDMFC）参考手册草案载入 WMO 技
术规则中；
要求秘书长在确保符合 WMO 编辑标准和规范后，安排出版 HQ-GDMFC 参考手册，并就其正式发布向会
员通报；
要求气候委员会监督《HQ-GDMFC 参考手册》的更新；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在其它相关的技术规则中参照《HQ-GDMFC 参考手册》中所涵盖的标准，例如
WIGOS、WIS 和 GDPFS，以确保与气候资料的术语、概念和定义及其管理保持一致。

建议 3(EC-70)
加强 WMO 促进气候信息及服务提供以支持政策制定和决策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4 (EC-XLI)-全球气候变化，

(2)

决议 15 (Cg-17)-世界气候计划，

(3)

决议 60 (Cg-17)-WMO 关于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政策，

(4)

决议 62 (Cg-17)-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与 WMO 各组成机构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5)

决议 64 (Cg-17)-开发 WMO 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基于结果的框架，

(6)

决定 16 (EC-68)-为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7)

决定 17 (EC-68)-WMO 支持实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8)

决定 7 (EC-69)-WMO 支持实施《巴黎协定》，

(9)

决定 11 (EC-69)-实施为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建立的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审议了气候委员会（CCl）第十七次届会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216），尤其是建议 2 (CCl-17) –
加强整合及协调 WMO 促进提供可支持政策和决策的气候信息及服务，以及建议 3 (CCl-17) – 继续并加
强气候委员会的工作，
注意到 WMO 气候科学产品与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相关性，以及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和高级气候相关政策进程的相关性，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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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 WMO 气候产品，如《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报告、《温室气体
公报》及其它正在开发的产品，如《全球季节气候最新报告》形成权威的信息源，用以支持制定有依据的
政策和决策以及补充 IPCC 评估报告，
认识到：
(1)

世界气候计划（WCP）所有四个组成部分（包括世界气候服务计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计划、世界
气候研究计划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

(2)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业务职责和构成 WMO 基础设施的区域及全球中心的业务职责，以及旨在使
这些及其它利益攸关方汇聚一堂并协调其各项工作的区域和国家层面气候论坛的关键作用，

(3)

下列组织的特殊作用：
(a) GFCS，确保国际伙伴组织的参与，以支持改进国家层面气候相关发展成果，
(b) IPCC，组织科学界的活动，以便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和其他高级别气候
相关政策过程提供科学评估信息，
(c)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促进分析和预测气候系统变率和变化，用于与社会直接相关、对社会有益和有
价值的日益广泛的实际应用中，

(4)

WMO 区域协会及技术委员会的诸多贡献，

进一步认识到继续需要：
(1)

强化并协调 WMO 业务中心的工作，包括区域气候中心和全球制作中心，以支持会员在国家层面提
供服务，

(2)

确保全球协调关键的气候相关过程，例如区域和国家气候论坛、资料和产品交换、研究结果转化为
业务以及为政策相关产品和服务提出和收集意见，

(3)

关于指导和支持会员及其它 WMO 实体在这方面工作的技术和科学意见，

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建议决议草案 XX/2 (Cg-18) — WMO 促进气候信息及服务提供以支持政策制定

和决策，见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 3(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2 (Cg-18)
WMO 促进气候信息及服务的提供以支持政策制定和决策
大会，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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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1)

决议 4 (EC-XLI)-全球气候变化，

(2)

决议 15 (Cg-17)-世界气候计划 (WCP)，

(3)

决议 60 (Cg-17)-WMO 关于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政策，

(4)

决议 62 (Cg-17)-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与 WMO 各组成机构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5)

决议 64 (Cg-17)-开发 WMO 支持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基于结果的框架，

(6)

决定 16 (EC-68)-为 WMO 推动 GFCS 而建立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7)

决定 17 (EC-68)-WMO 支持实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各项活动，

(8)

决定 7 (EC-69)-WMO 支持实施《巴黎协定》，

(9)

决定 11 (EC-69)-实施为 WMO 推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而建立的聚焦国家基于结果的框架和机制，

注意到 WMO 气候科学产品与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相关性，以及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和高级气候相关政策进程的相关性，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持续发展目标以
及《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审议了《气候委员会（CCl）第十七次届会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216），
决定为 WMO 促进提供可支持政策和决策的气候信息及服务建立正式的总体协调，尤其是确保：
(1)

扩大范围，除了支持会员提供国家级服务之外，还包括为高级气候相关政策过程提供服务，同时考
虑当前 WMO 促进 GFCS 的机制，并确保侧重于为商定的 WMO 战略计划和优先重点提供服务；

(2)

正式确定旨在确保负责世界气候计划（WCP）实施的各机构间有效协调的作用和职责；

(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治理结构的代表；

(4)

WMO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业务实体参与，包括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和 NMHS、及其它需
与之合作及协作的相关组织、计划和倡议，以加强 WMO 促进提供支持政策和决策的气候信息及服
务；

(5)

继续开展气候委员会在其第十七次届会上批准的当前工作和计划可提供的服务；

要求秘书长召集技术委员会主席、区域协会主席和 WCP 实体、IPCC 及 GFCS 的主席及关键联络人召开会
议，以确定相应的安排；
要求主席就本决议的实施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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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4(EC-70)
WMO 对提供农业气象信息和服务的贡献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43 (Cg-16)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审议了农业气象委员会（CAgM）第十七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 -No. 1217），
特别是决议 3(CAgM-17) – 审议农业气象委员会以往的决议和建议，决议 4(CAgM-17) - 农业气象委员
会的优先重点（2018-2022 年），以及建议 5(CAgM-17) –继续开展并加强农业气象委员会的工作，
认识到需要让农业气象专家不断参与 WMO 的活动，并确保他们的贡献得到认可并在未来继续做出贡献，
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出决议草案 XX/1 (Cg-18) - WMO 对提供农业气象信息和服务的贡献，详见
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 4(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1 (Cg-18)
WMO 对提供农业气象信息和服务的贡献
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 22 (Cg-16) – 农业气象计划，

(2)

决议 43 (Cg-16)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3)

决议 17 (Cg-17) – 干旱综合管理计划，

(4)

决定 44 (EC-69) – 加强国家和区域干旱监测系统，

审议了农业气象委员会（CAgM）第十七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XXXX），
注意到 WMO 在协助会员提供广泛的可交付成果以支持国家农业气象服务（包括国家和区域干旱监测和早
期预警系统以及国家干旱政策和计划）方面取得的成就，
认识到：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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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气象服务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包括：1 - 消除贫穷，2 - 消除饥饿，5 - 性别平等，
6 - 清洁饮水，7 - 清洁能源，13 - 气候行动，15 - 陆地生物， 和 17 -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2)

粮食安全对于各会员的至关重要性以及为各会员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以促进粮食生产 和降低极端天
气和气候事件以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和稳定性的影响，

(3)

继续开展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工作，重点放在农业、粮食安全以及减少灾害风险等优先领
域上，

(4)

干旱综合管理计划（IDMP）正在与超过 34 个伙伴组织合作开展的工作，

在正在进行的 WMO 治理结构改革的背景下，决定：
(1)

将农业气象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批准的现行工作和规划的可交付成果充分纳入治理审查结果，

(2)

考虑 CAgM 优先领域（2018-2022 年）和决议 43（Cg-16）- 技术委员会职责中规定的农业气象
委员会的职责，作为重点应对农业气象的新结构的基础（如治理审查中可能提出的）。

建议 5(EC-70)
全球基本观测网络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2 (EC-68)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预运行阶段 2016-2019 年的计划，

（2）

决定 21 (EC-69) – 区域基本观测网络，

赞赏地确认编写下一版《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包括整合当前《全球观测
系统手册》（WMO-No.544）中的所有相关材料，以及与区域基本观测网络以及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WIGOS）资料质量监测相关的新规定，
审议了全球应用领域（诸如数值天气预报(NWP)和气候分析）的重要作用，其可作为所有会员为其用户提
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支柱，在区域和地方层面上也是如此，
另审议了仍然需要利用地面观测系统提供全面的观测资料为这些全球应用领域服务，以及 WMO 在促进和
协调这类观测的采集和国际交换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审议了 WIGOS 资料质量监测系统 NWP 试点项目的初步报告显示，全球许多地区的观测资料覆盖
面仍然很差，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228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

为全球基本观测网络制定总体设计，以满足“滚动需求评审“制定的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和全球气候监测
（分析）的基本要求，同时考虑 WIGOS 空基和地基组成部分的各自贡献，

(2)

与所有区域协会以及全球冰冻圈监视网指导小组开展合作设计、建立和监测其区域基本观测网络以
符合全球基本观测网络的总体设计，提供具有所需准确性、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和及时性的实时观测
资料用于国际交换，

要求委员会间 WIGOS 协调组编写《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关于实施全球基
本观测网络的相关条款，并于 2019 年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要求会员向秘书长提供关于《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草案（WMO-No.1160）的反馈意见。

建议 6(EC-70)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2040 年愿景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2 (EC-68) – WIGOS 预运行阶段 2016-2019 年的计划，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六次届会（2014 年）上要求 CBS 牵头编写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2040 年愿景，其中包括将提交 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WIGOS 组成部分观测系
统 2040 年愿景“，
进一步注意到该愿景反映了如何向会员提供空基和地基观测系统的新技术和更有效的技术，该愿景还提供
了高级别目标来帮助指导 WIGOS 未来的顺利发展，
满意地注意到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联合主席牵头编写愿景草案的综合完整版，并且让地面和空基贡献
部分的主要作者持续参与其中，目前该草案已经快完成，
决定批准 EC-70/INF. 7.1(3)中提供的 WIGOS 2040 年愿景的现有草案，
建议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提交的 WIGOS 2040 年愿景的最终草案，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完成愿景草案，在提交给 2019 年第十八次大会之前，提交给会员、WMO 技
术委员会、区域协会、联合国其他机构、其他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代表供其审查，
要求技术委员会根据需要帮助完成愿景草案，
邀请国际伙伴组织根据需要提供反馈意见。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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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7(EC-70)
2020 年以后 WMO 计划结构中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观测资料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可作为 WMO 会员向其用户提供天气、气候、水等领域所有产品和服
务的基础，
进一步回顾到由于世界天气监视网将观测、资料交换和定量预测系统结合起来，以支持制作和提供监视、
预警和其他预报产品，这使它取得了 60 多年的成功，
注意到 WMO 战略计划草案明确设立其目标 2 为“加强地球系统观测与预测：加强未来的技术基础”，
进一步注意到各学科与涉及 WMO 各项活动的应用领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两方面都涉及模拟和观测，
满意地注意到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实施阶段和 WIGOS 预运行阶段取得的进展，将
WMO 涉及的所有应用领域的地基和空基观测计划整合为一个单一系统，
审查了本建议附录中提供的委员会间 WIGOS 协调组第七次届会（2018 年 1 月）提出的建议，
审议了建议 25 (EC-70) – WMO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特别是涉及建立新的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
统委员会，
决定批准本建议附录中提供的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的建议，
建议第 18 次世界气象大会将 WIGOS 指定为重要的 WMO 基本基础设施，其作用是为所有 WMO 计划和
应用领域提供观测基础，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借鉴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的经验编写关于给予与 WMO 信息系统（WIS）和全球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同样地位的建议，以便作为支持所有 WMO 计划和应用领域的重要基础设
施共同管理这三个系统，以世界天气监视网作为一个典范。

建议 7(EC-70)的附录
WIGOS 委员会间协调组第七次会议提出的建议
(a)

WIGOS 必须继续作为一项可支持所有 WMO 计划和应用领域的 WMO 核心活动，并且必须继续覆
盖所有地区以及技术和科学领域；

(b)

必须给予 WIGOS 一个明确和永久的地位，并在 WMO 组成机构结构内建立一个坚定可靠的治理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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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与其将 WIGOS 与现有计划相关联或是创建一个新计划，不如将 WIGOS 视为“WMO 基本观测基
础设施”；因此它应包括并充分整合所有现有的和新出现的 WMO 计划的观测组成部分，以支持
WMO 的所有活动；

(d)

已经明确的是，WMO 信息系统（WIS）以及最终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也具有类
似的作用，可与 WIGOS 一起被视为这种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

(e)

必须继续努力消除不同用户群体、计划领域和科学学科（包括 WMO 和共同发起的观测系统）之间
合作的障碍；在没有预先取得治理改革讨论的任何特定结果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必须在重组时直接
处理；

(f)

为了进一步提高 WIGOS 各个组成部分的整合水平，并最大限度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有效性，鼓励秘
书长按照反映治理改革最终结果的情况，安排秘书处对 WIGOS 的支持。

建议 8(EC-70)
WMO 和政府间海洋委员会关于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的联合战略（2018-2021）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决定 19（JCOMM-5）- 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委员会关于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的联合战
略（2018-2021）（下称“战略”），它授权 WMO/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的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联合主席建议有待 WMO
和 IOC 执行机构通过的更新战略草案，

(2)

更新的战略草案，见 EC-70/INF.7.2(2)，

(3)

JCOMM 联合主席建议，该最新战略草案经 IOC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委员会进一步
审议和同意后，可以提交大会通过，

考虑到本建议附录中所述的理由，
同意该战略草案，见 EC-70/INF.7.2(2)；
建议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本战略建议草案附录中的决议草案 XX/1(Cg-18)- 世界气象组织和政府间
海洋委员会关于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的联合战略（2018-2021），详见本建议的附录；
邀请 IOC 将该战略草案提交 IODE 审议，以便将其提交 2019 年的 IOC-30 大会；
要求 JCOMM：
(1)

与 IODE 合作，在 2019 年 2 月举行 IODE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之前完成该战略的制定，

(2)

与各附属机构及 IODE 磋商，制定响应该战略的实施计划，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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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基本系统开发 WMO 信息系统（WIS）信息管理部分、参与实施 WIS 2.0，并力求以兼容
WIS 2.0 的方式实施该战略。

建议 8(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WMO 和政府间海洋委员会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2018-2021）
世界气象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 69 (Cg-17) WMO 战略计划(2016-2019)，

(2)

建议 8(EC-70) – WMO 和 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2018-2021），

(3)

决定 18(EC-70) –实施 WMO 信息系统（WIS）2.0 战略 WIS2.0 的总体方法，

注意到：
(1)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中期战略（2014-2021），以及 IOC 资料和信息管理战略
计划（2017-2021），

(2)

JCOMM 的目标之一旨在实施和维持整个海洋气象和海洋界充分整合的端到端资料管理系统，

(3)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在决议 33（Cg-17）中决定开发 WMO 信息系统（WIS）“C 部分“，以便为
信息管理提供指南和标准，为此，开发的第一步是在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举办了 WMO 信息管理
研讨会，

(4)

满意地注意到 JCOMM 与其附属机构及 UNESCO IOC 合作在制定 WMO/IOC 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
管理联合战略（2018-2021）（下称战略）方面的工作，

(5)

JCOMM 制定的响应战略的实施计划草案，

考虑到：
(1)

需要在 WMO 和 IOC 框架内，包括所有计划领域和 IODE，对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采取整体战
略方法，

(2)

此类战略方法应当符合目前 2016-2019 年和未来的 WMO 战略计划以及 2014-2021 年 IOC 中期
战略，尤其是 WMO 信息系统 2.0 战略以及 IOC 资料和信息管理战略计划（2017-2021），

(3)

在资料管理、信息系统和新兴资料问题（例如大数据）等领域需要能够响应快速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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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JCOMM 和 IODE 将能够提供专业知识来协助其它团组（例如海洋气候观测组）阐明并落实其自身的
资料管理需求，总体目标旨在将其资料管理纳入总体端到端资料管理系统，
认识到根据现有资源，该战略的实施会受到限制，
经 IOC 大会并行批准后，通过本决议附录所述的战略草案，
要求：
(1)

JCOMM 与附属机构和 UNESCO IOC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IODE）委员会磋商，完成响应该
战略的实施计划草案；

(2)

JCOMM 协助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开发 WIS 信息管理部分、参与实施 WIS 2.0，并力求以兼
容 WIS 2.0 的方式实施该战略；

提请：
(1)

IOC 大会批准该战略，并合作实施该战略；

(2)

IOC 大会与 IOC 成员国一道推动该战略及其实施；

鼓励会员/会员国及该战略中确定的所有其它参与方，与 JCOMM 合作以便实现战略的预期成果；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相关各方关注本决议。

决议草案 XX (Cg-18) 的附录
WMO 和政府间海洋委员会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管理联合战略（2018-2021）
该战略的最终版将被及时纳入本决议草案 XX/1(Cg-18) 的附录。该战略的当前版本可见 EC-70/INF.
7.2(2)。

建议 9(EC-70)
国际航空运输协调和 WMO 合作运行和开发 WMO 飞机气象资料中继计划的建立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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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定 60 (EC-69) - WMO 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未来在 WMO 飞机气象资料中继计划的运行和发展上
的潜在合作，其中赞同制定一个 WMO 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之间的“工作安排”，两个组
织将在此基础上就 WMO 飞机气象资料中继计划（AMDAR）的未来合作共同确定职责范围和运行概
念，
（2）决定 19 (EC-70) – 提供共享服务的机制，关于秘书长采购供会员和伙伴组织共同使用服务和合同
管理的原则，
注意到 2017 年 7 月 IATA 与 WMO 签订了一份工作安排，就从飞机平台自动测量和传输气象资料的问题
开展合作，目前这些工作是由 AMDAR 计划开展，并被认为是 WMO 全球观测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另注意到决定 60 (EC-69)要求秘书长经与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主席协调，和 IATA 一起最终确定
WMO 和 IATA 之间的“工作安排”，随后就二个组织未来可能在 AMDAR 计划的运行和发展上开展的合
作制定运行概念，
进一步注意到决议 10 (六区协-17)中六区协批准了开发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计划，并决定，待
按照 2019 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IATA 和 WMO 正式开展 AMDAR 合作后，六区协将在
2018 年 7 月之前编制其对 AMDAR 观测的要求，以在 2019 年 1 月开始在 IATA-WMO 合作协议下开发
WMO 六区协 AMDAR 计划，并有可能于 2020 年 1 月开始运行该计划；
获悉继续开展制定拟议的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运行概念和职责的工作，
进一步获悉 IATA 将发挥重要作用，确保通过促进和协调其会员航空公司和更广泛的航空业，有效和经济
地提供商定的 AMDAR 必要观测资料，
确信合作将有利于 WMO AMDAR 观测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和增强，从而为气象应用带来更多和进一
步的好处，并可改进预报技能和航空服务；
赞同继续开展 IATA-WMO 关于 AMDAR 的合作；
决定重新建立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以前通过的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任务组，其职责见本建
议的附录 1，该任务组直接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授权 WMO 主席根据 CBS 管理组的建议任命该任务组，其
中一项任务是向航空气象委员会（CAeM）主席通报这项活动；
进一步决定秘书长与 CBS 和 CAeM 主席协商后，将推荐工作安排，支持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
任务组（TT-IWCA）制定协议和 CONOPS 向大会提交；
建议大会考虑批准签署 WMO 与 IATA 之间的工作安排和支持协议，以实施和运行 AMDAR 计划，但要待
TT-IWCA 顺利完成拟议的运行概念、拟议的合作职责以及建立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计划的实
施计划草案，这将可能于 2020 年 1 月开始运行；
要求秘书长和基本系统委员会继续与执行理事会协调有关计划的信息，在所有区协中通报和争取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运行概念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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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9(EC-70)的附录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任务组的职责
任务组须：
1)

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合作，调查和解决与建立 IATA-WMO 关于 WMO 飞机气象资料中
继（AMDAR）合作计划相关的潜在法律和其他问题；

2)

审查和完成运行概念和其他相关和必要的文件，以支持 EC 和 Cg 的决策过程；

3)

根据决定 19（EC-70）- 秘书长采购供会员和伙伴组织共同使用服务和合同管理的原则，提出建
议；

4)

监督相关建议的制定，并提交给 EC-70 和 Cg-18；

5)

监督 IATA-WMO 关于 AMDAR 合作计划（IWCAP）的最终建立、其治理和运行结构以及相关
协议；

6)

按照指示或必要时向 WMO 主席报告进展情况和问题。

建议 10(EC-70)
在未来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实施计划背景下会员推进实施全球观测系统演进实施计划的行动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10 (EC-65) -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有关综合观测系统的报告，它批准了建议 6
(CBS-15) – 全球观测系统演进的实施计划，
注意到：
(1)

全球观测系统演进实施计划（EGOS-IP），WIGOS 技术报告 No. 2013-4，

(2)

基本系统委员会管理组第十八次届会的最终报告，2018 年 3 月 29 日在日内瓦举行，

审议了：
(1)

需要从会员实施 EGOS-IP 行动的效益方面提高常任代表的认识和承诺，从而促进会员实施这些行
动，

(2)

基本系统委员会通过对 EGOS-IP 行动状态的监测，找出进展缓慢或进展有限的地方(见 EC70/INF.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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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实施计划将对应新的 WIGOS 2040 年愿景进行编写，
其将由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基于 EGOS-IP 进行审议通过，

(4)

持续需要确保全球观测系统得到适当的发展，以便 WMO 能够应对应用领域的重大差距，

建议大会要求会员和已确定的执行机构采取措施，更好地实施本建议附录中所列的一些具体的 EGOS-IP
行动。

建议 10(EC-70)的附录
会员开展的全球观测系统演进实施计划关键行动
鼓励会员重点关注下表中列出的 EGOS-IP 关键行动，并就如何在国家层面实施这些行动提供反馈意见。
但是，其他的行动也很重要，需要已确定的 EGOS-IP 的参与者加以实施。

行动
编号

行动

绩效指标

C3
C4

WIS 标准– 确保所有运行方制作符合 WIS 标准的观测资料。
用户咨询 –在采用新的（或改变现有）观测系统之前需要认真准
备。需要通过此前和目前与资料用户以及更广泛的用户团体协商来
评估影响。此外，还需要为资料用户提供关于资料接收/获取、加
工和分析基础设施的指导、代用资料以及教育和培训计划。
“气候管理“程序 –根据用户要求，并通过适当的变更管理程序，确
保观测系统关键部分及其资料记录的时间连续性和重叠。
资料共享原则–对于 WMO 和联合发起的观测系统，确保不论资料
来源都继续遵守 WMO 资料共享原则，包括商业实体提供的资料。
无线电频率 –确保持续监测 WIGOS 不同组成部分所需的无线电频
率，以确保它们可用并达到要求的保护级别。
逐时资料交换 –尽可能确保在全球应用程序中使用的全球逐时资料
交换，并进行优化以便按照技术和财务限制来平衡用户需求。
WIGOS 标准–确保根据 WIGOS 标准交换大气、海洋、陆地观测
系统的观测资料。如需要，组织不同级别的预处理观测资料，以便
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资料稀疏地区的无线电探空仪 –在一、二和三区协资料稀疏、资料
覆盖率最低的地区扩大无线电探空站或激活不发报的无线电探空哑
站。尽全力避免关闭在这些资料稀疏地区的现有台站，在这些地区
即使极少数的无线电探空站也能为所有用户提供最基本的效益。.
无线电探空仪资料的来报率–确定那些能够定期进行测量但无法进
行实时资料传输的无线电探空站（包括仅在试验活动期间运行的无
线电探空仪）。采取行动以提供资料。

对 WIS 标准的应用程度。
对用户界关切的了解程度。

C7
C8
C12
G2
G4

G7

G13

G14

HR 无线电探空仪资料 –确保垂直高分辨率的无线电探空观测资料
的及时分发，连同每份资料的观测位置和时间信息以及其它相关元
数据。

资料记录的连续性和一致
性。
持续向所有 WMO 会员提供
所有基本观测资料。
达到要求的保护级别的观测
频段可用/不可用。
全球 NWP 中使用的标准监
测指标。
提供给每个应用程序的资料
统计结果。
NWP 中使用的标准监测指
标。

上述一些可为 GTS 提供资
料的无线电探空站，以及有
关无线电探空资料来报率和
时效的标准监测指标。
提供高分辨廓线的无线电探
空台站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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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编号

行动
区域遥感廓线站 – 开发区域层面上的遥感廓线站网，以便补充无

G17

线电探空和飞机观测系统，主要考虑区域、国家和局地用户的需求
（虽然部分测量资料将供全球使用）。
加工和交换廓线仪资料 – 尽可能确保按要求加工和交换供局地、
区域和全球使用的廓线资料。当制作廓线仪资料的频次为 1 小时以
内，按照 WIS 原则，只有包括小时观测资料的数据集可供全球交
换。
专用台站的元数据与代表性 –尽可能确保实时交换观测资料和有关
元数据，包括地基台站为特定应用领域（公路运输、航空、农业气
象、城市气象等）提供的代表性单位。
双偏振雷达 –在受益的地区增加双偏振雷达的部署、校准和使用。

G18

G40

G45

发展中国家的天气雷达与 DRR –对于易受风暴和洪水灾害影响的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必须特别努力建立和维护天气雷达站。

G47

绩效指标
为 WIS/GTS 实时提供经质
量认证的资料的廓线站数
量。
可供全球交换的廓线站的数
量。

上述可进行区域和全球实时
交换的台站的观测资料比
例。
此类雷达在每个地区的资料
覆盖范围。
上述地区投入运行的天气雷
达站的数量。

建议 11(EC-70)
使用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地表收集和记录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元数据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以及会员有义务提交关于其运行的观测
系统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元数据，

(2)

建议28 (CBS-16) -会员将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元数据提交给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平
台并予以维护，

(3)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管理组第十八次届会（2018年3月29日，日内瓦）的最终报告，

考虑到开发机对机界面用于在现有数据库（包括国家数据库）与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OSCAR)之
间交换元数据对于上传和管理 WIGOS 元数据、以避免重复工作以及提升 OSCAR 里 WIGOS 元数据的可
靠性和质量均至关重要，
认识到：
(1)

全球大气监视网（GAW）与 GAW 信息系统（GAWSIS）、由政府间海洋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国际科学理事会发起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与 JCOMM 原位观测计划
支持中心（JCOMMOPS）、全球观测系统（GOS）与 WMO 天气雷达数据库（WRD）等这些观测
系统已经开发了针对 WIGOS 元数据的自有信息系统，

(2)

应继续使用上述提到的信息系统并与 OSCAR/地表相连接，以便将地基观测系统的所有 WIGOS 元
数据集中到 OSCAR/地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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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也已开发了记录 WIGOS 元数据的国家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最好通过机对机界面与 OSCAR/地
表部分建立连接，以减少 OSCAR/地表部分国家联络员的工作量以及减少在使用人机界面时出现排
版错误的风险，

通过建议28 (CBS-16)- 会员提交并维护观测系统能力分析与评审工具的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元数据；
要求秘书处和 OSCAR/地表部分项目委员会确保到 2018 年底前开发和业务实施通过机对机界面与
OSCAR/地表部分相联系的应用计划界面（API）；
建议大会要求：
(1)

会员向 OSCAR 提交所需的所有观测台站的 WIGOS 元数据，描述如下：
(a)

他们运行的所有相关 WIGOS 观测系统，也包括以下明确列出的各项（1）最好尽快通过机
对机界面，或（2）使用人机界面直接向 OSCAR 提交，

(b)

通过 GAW 信息系统(GAWSIS）运行的任何 GAW 观测台站，

(c)

通过 WRD 运行的任何天气雷达，

(d)

通过 JCOMMOPS 运行的任何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观测系统；

(2)

那些运行自有 WIGOS 元数据数据库的会员制定和实施关于使用与 OSCAR 连接的机对机界面的
程序；

(3)

会员考虑与 CBS 合作并促进其工作，努力开发用于保存国家 WIGOS 元数据的 WMO 独立式国家
实施元数据管理工具；

(4)

尚未提名 OSCAR/地表部分国家联络员的会员尽快提名，以确保 OSCAR/地表部分中的 WIGOS
元数据可维持在商定的标准；

(5)

JCOMM 确保 JCOMMOPS 完全符合 WIGOS 元数据标准，并促进将相关的 WIGOS 元数据纳入
其数据库，同时提供与 OSCAR 的地表观测系统部分（OSCAR/地表部分）完全兼容的机对机界面。

建议 12(EC-70)
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无线电频率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29 (Cg-17)-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率，以及本建议附录中列出的执行理事会后来做
出的决定，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管理组第十八次届会（2018 年 3 月 29 日，日内瓦）的最终报告，
考虑到本建议附录中详细说明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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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会通过本建议附录中给出决议草案 XX (Cg-18) –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率。

建议 12(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无线电频率
世界气象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 29 (Cg-17) - 有关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率，

(2) 决定 33 (EC-69) - 在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保留用于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谱，
(3) 决定 22 (CBS-16) - 在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保留用于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谱，
考虑到：
(1)

灾害探测和早期预警、自然灾害和技术（人为）灾害的防备和减缓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研究和科研等均需要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而对此提供具体无线电通信服务至关重要，

(2)

地球探测系统，包括为一系列经济活动（如农业、运输、建筑、旅游等）服务的气象系统所提供的
信息十分重要，

(3)

给地基气象观测系统（尤其包括无线电探空仪、天气雷达和风廓线仪雷达）的业务分配合适的无线
电频段极为重要，

(4)

为气象和研发卫星（包括遥感、数据采集和分发用的通信）业务分配合适的无线电频段极为重要，

强调鉴于一些无线电频段具有能对大气和地球表面进行空间被动遥感的特有的属性和自然辐射，这些频段
已成为独特的自然资源，因而地球探测卫星业务（被动类）应得到足够的无线电频段，而且这些频段应得
到绝对的保护，不受干扰；
由于其他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发展而使分配给气象辅助设备、气象卫星、地球探测卫星以及无线电定位（天
气和风廓线雷达）业务的数个频段连续受到威胁，对此表示严重关注；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继续对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活动中有关无线电频率的法规和技术性事务进行审
议，并与其他技术委员会进行协调，尤其是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以便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准备指南和信
息，加强与其他相关国际机构的联系，特别是与气象卫星协调组的联系；
要求区域协会在区域层面上协调气象专家对相关区域电信组织的工作和对 ITU-R 工作做出贡献，特别是
ITU-R 关于陆地的第 5 工作组（包括无线电定位）和关于科学服务第 7 工作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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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区域协会建立 RFC 问题的联络员。
敦促所有会员尽最大努力确保获取并保护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所需的适用的无线电频段，特别是：
(1)

要保证其国家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能够完全认识到气象和相关活动对无线电频率的需求和无线电频
率对气象和相关活动的重要性，要在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和无线电通信分组活动中寻求支
持；

(2)

要积极地参与有关无线电通信法规问题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活动，特别是让其部门的专家参与相关
的区域无线电通信组织以及 ITU-R 的工作，特别是 ITU-R 关于陆地的第 5 工作组（包括无线电定
位）和有关科学服务的 ITU-R 第 7 研究工作组；

(3)

要向其国家无线电通信职能管理部门悉数登记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无线
电通信站；

呼吁国际电联及其会员管理机构：
(1)

确保对无线电频段的获取和绝对保护，它们因其特殊的物理特性而对于大气和地球表面的空间被动
遥感是独特的自然资源，对于天气、水和气候研究及业务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对 WMO 有关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以及研究用无线电频率分配和法规条款方面的需求给与应有的重
视；

(3)

根据上面“呼吁”（1）和（2）的内容，特别关注 WMO 针对 WRC 议程所提出的立场；

要求秘书长：
(1)

提请有关各方（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关注本决议；

(2)

对于秘书处在无线电频率事务中发挥协调作用的问题高度重视，特别是与 ITU-R 的协调，包括
WMO 参与 ITU-R 无线电通信研究工作组、大会的筹备会议、以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3)

通过提供有关的信息和文件来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其国家无线电通信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特
别是在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筹备方面；

(4)

协助基本系统委员会实施本决议。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29 (Cg-17)。

建议 13(EC-70)
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2020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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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决定28 (EC-69) -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2020，其中给出了WMO支持本决定建立的热带太平洋观测
系统（TPOS）2020并将其作为WIGOS预运行阶段的试点项目的理由，并确认TPOS 2020项目第一份报
告包括针对维持骨干观测系统的建议以及确定试点项目和进程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未来设计和定向解决预
报模式的系统性误差，其中包括关键措施，
注意到决定 27 (JCOMM-5) - 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的过渡和实施，通过 TPOS 2020 JCOMM 过渡和实
施交叉性任务组支持该系统的实施，
另注意到 TPOS 2020 努力编写第二份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实施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的建议，这份报告最
迟应于 2019 年初发布，
建议大会审查第二份报告，并考虑支持其中的建议，同时向会员和组成机构提供相关的指导意见。

建议 14(EC-70)
确保沿海和近海地区充分的海洋气象观测和资料覆盖以保证航海安全和保护生命财产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条规定会员：“1. 促进设置站网方面的国际合作，以进行气象、水文以
及与气象有关的地球物理观测，……”，和“2. 促进建立和维持气象和有关信息快速交换系统，”

(2)

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3)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3-1982年）第三委员会的报告（保护海洋环境、科学研究、开发和
转让技术），表达了主席无争议的意见，即《海洋法公约》（UNCLOS）第十三部分关于海洋科学
研究的规定不会产生任何困难或障碍，不会妨碍在现有业务活动和国际研究方案框架内，包括专属
经济区内的地区由各个船只实现海洋地区充分的气象覆盖，这对于发布及时和准确的风暴预警是必
不可少的，以保证航行安全及保护沿海和近海地区的生命财产，因为这类业务和研究活动已被视为
常规观测和数据收集，虽然谈判案文第十三部分未涉及这部分内容，但它们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
益，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4)

决议9 (Cg-9) -联合国海洋法大会，其中要求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a）与海洋气象委员会（现称为
WMO-IOC联合海洋学和海洋气象技术委员会）主席密切协商，安排继续审查公约的法律规定对
WMO海洋活动的影响，以便酌情通知联合国和WMO的会员；（b）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确保 WMO与
海洋有关的业务活动和科学活动都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

(5)

决议40(Cg-12) - WMO交换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其中确认了海洋气象观测为重要资料，

(6)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1974年修订版）；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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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一部分，

(2)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

(3)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第一卷第一部分，根据国际商定程序，确定了WMO会员
发布公海和沿海水域预警的责任；

认识到目前，WMO负责规划和协调海洋上的两类活动：
(1)

业务活动，例如在世界天气监视网和海洋气象计划框架内开展并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下监管的活动，

(2)

受UNCLOS监管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可由WMO和伙伴组织在其研究计划和共同发起的计划（由政
府间海洋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国际科学理事会发起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框架内开展或协调；

考虑到：
(1)

实现海洋地区（包括专属经济区内的地区）充分的气象资料覆盖，这对于发布及时和准确的风暴预
警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类预警是用以保证海上生命安全及保护沿海和近海地区的生命财产，

(2)

SOLAS公约第五章“航行安全“第5条规定缔约国政府承诺鼓励海上船舶收集气象资料，并发布大风、
风暴和热带风暴预警，

(3)

根据国际商定的程序，WMO会员有责任为公海和沿海水域发布预警，

(4)

由WMO协调的研究计划需来自世界海洋的广泛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集，包括来自专属经济区的，

(5)

可日常提供卫星海上（包括EEZ）气象观测资料，用于业务运行，

(6)

数值模式中包含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有助于提高各个时间尺度的预测技巧；

(7)

诸如自愿观测船、资料浮标、无人艇、Argo廓线浮标和水下滑翔机等海洋观测平台能够提供主要海
洋资料稀疏区域的气象观测资料；

认识到：
(1)

自决议9（Cg-9）通过以来，WMO业务应用领域（包括全球和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次季节到更
长期预测以及气候服务）的观测用户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越来越依赖海洋气象和海洋
观测，

(2)

作为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为了支持与海洋模式相结合的地球系统预测，WMO未来的方向将极大地依
赖于日常提供给WMO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

(3)

出于校准和验证目的，海洋原位观测是对卫星资料的补充，而且目前空间测量并不能充分获得一些
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资料（如海平面气压、次海表温度和盐度廓线等），

(4)

技术进步使得现在可以提供来自世界海洋（包括专属经济区）的更高质量、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的所
需原位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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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收集海洋气象和海洋测量资料，以支持WMO的业务应用领域，同时
IOC大会关于在Argo计划框架内部署公海剖面浮标的决议XX-6（IOC决议EC-XLI.4）执行指南得
到了有效运作；

建议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一项关于开展海上（包括专属经济区）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的决议，以取
代决议 (Cg-9)；
要求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和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包括参与
会员，联合起草一份关于收集专属经济区业务气象测量结果的决议草案，供大会批准，特别包括以下目标：
(1)

明确从专属经济区获得业务气象观测的状况，并就此提出新的技术规则，

(2)

敦促会员继续促进在海上开展海洋气象和相关的海洋观测和研究计划，以实现业务应用，

(3)

确定一项机制，用于继续审查SOLAS法律条款对WMO海洋相关活动的影响，以便酌情向联合国和
WMO会员提供信息，

(4)

建议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WMO与海洋有关的业务和研究活动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是旨在
支持航行安全和保护生命和财产，

(5)

邀请会员支持在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决议中提及本组织大会的此项决
议。

建议 15(EC-70)
无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11（Cg-17） – 推进未来更为综合的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a)

决定根据首届世界天气开放科学大会（2014 年 8 月，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结论，启动关于
逐步建立更为综合的无缝 WMO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进程，

(b)

要求执行理事会制定该进程的职责以及该系统应制作的系列产品的说明，提交第十八次世界
气象大会审议，

(2)

决定 55（EC-68） – 实施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即批准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愿景，并
建立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导组，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并提出实施计划供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
九次届会审议，

(3)

决议 17（EC-69） – 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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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决定由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和大气科学委员会（CAS）主席共同主持的执行理事会无缝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导小组，

(b)

要求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导组通过与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协商，制定详细的实施
计划，同时要符合现在正在开展的 WMO 信息系统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并提交执行
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审议；

c)

还要求秘书长为实施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而建立信托基金做出安排，

决定 50 (EC-69) – 综合的研究开发方法，其中批准了填补研究和业务之间差距的原则，并强调需
要与用户界继续进行研究和业务方面的共同磋商，重点在建立与基于影响的预报以及基于风险的预
警系统的业务支持有关的研究指南；

考虑到下个财务期的 WMO 战略计划草案战略目标 2.3（见建议 20（EC-70）-预报和预测所述：“能够
从 WMO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获取和使用所有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数值分析和预报产品”以及战略目标
3“强化科学至服务价值链，确保科学和技术进步提高预测能力”，
进一步考虑到战略目标 2.3 的其中一个重点领域旨在“促进 GDPFS 更多重视概率预报和耦合地球系统模
拟，以改进从长期气候变率到季节/次季节再到短期天气事件等时间尺度的预测”，
注意到未来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的实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各区域协会、技术委
员会、GDPFS 制作中心、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学术界和其他合作伙伴持续磋商，以便随时了
解不断演变的科学和技术，从而定期改进和调整实施计划和活动，明确专用资源需求，以确保及时和有效
的实施，
进一步注意到 GDPFS 需要不断发展，就像同在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内的几个姊妹计划，它们
分别从全球电信系统（GTS）发展为 WMO 信息系统（WIS）、从全球观测系统（GOS）发展为 WMO 全
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满意地注意到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指导组在制定 S/GDPFS 实施计划草案方面的工作（见 EC70/INF.8(2)），
认识到正在与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世界气象中心、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和其他相关机构进行磋商，这将
致使执行计划在明年得以改进，
认同执行理事会无缝 GDPFS 指导组关于实施未来无缝 GDPFS 的总体方法，见提交 CBS 技术大会
（TECO）和 CBS 管理组会议（2018 年 3 月）和 CAS 管理组（2018 年 4 月）的 EC-70/INF. 8(2)。
执行摘要见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将无缝 GDPFS 实施计划草案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
敦促会员：
(1)

就实施计划草案提出意见并协助确定未来的试点项目，

(2)

为信托基金提供捐款并支持借调，以协助推动“实施计划”并建立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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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提供所需资源，以利用加强科学与服务间协同作用的手段，支持“实施计划”的继续发展；

建议 15(EC-70)的附录
未来无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实施计划
执行摘要
权威的天气、海洋、水、气候及其它相关环境信息对于自然灾害防备和响应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确保每日
社会经济活动的安全和高效以及可持续的长期规划和决策也至关重要。当此类信息与社会经济及脆弱性等
资料相结合，则可有助于了解环境状况的影响，并可用于提高公民和经济体的安全、保障和竞争力。
随着气候变化、人口迁移至超大城市、对基础设施和连通性的依赖增加且对粮食生产、供水保护和总体生
活质量变得至关重要，因而环境条件对社会的影响日趋增长。最新科技进展为环境信息的提供带来了新机
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从根本上影响着全球气象和水文的开展及提供方式，并且也在迫使
WMO 会员重新思考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的业务模式以及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WWW）。
鉴于科技的进步以及社会需求不断变化，WWW 的三个组成部分也在演进。由于全球观测系统（GOS）演
变为 WMO 综合 GOS（WIGOS）以及全球电信系统演变为 WMO 信息系统（WIS），因此，GDPFS 需
要发展成为未来无缝 GDPFS（S/GDPFS），但前提是：需要超越 WWW 以满足社会对相关的、一致的和
权威的天气、水、气候及其它环境信息的需求；推进地球系统模拟为所有需要此类信息的行业和应用领域
提供所有时间尺度的产品；把握机会利用在计算能力可用性以及在各时间和空间尺度数值预报准确度及预
报提前量方面最近的空前提高；需要考虑私营部门在全球天气事业中不断提升的作用以及重新思考与各伙
伴的合作；需要更有力和高效地努力实现 WMO 核心目标。
在 S/GDPFS 背景下，无缝不仅是指地球系统的各个部分，而且还包括天气-气候-水-环境价值循环（监测
和观测、模式、预报、分发和传播、理解和判读、决策、最终用户产品）的所有学科，以提供数分钟到数
百年以及局地到全球尺度定制的天气、气候、水和环境信息。
GDPFS 是一项国际机制，负责协调会员为所有会员准备和提供气象分析和预报产品的能力。《GDPFS 手
册》（WMO-No. 485）列明了技术规则的总体框架，并包含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业务中心的指定标准。
GDPFS 已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机制，它能够为尚不具备模拟和预测能力的国家提供此项能力，从而使它们能
够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气象服务。然而，私营部门正在全球愈发积极地参与提供有附加值的气象服务。
GDPFS 的发展需要利用这一形势，以便提高其效用并维持与会员的契合性。
EC-68 批准了未来无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S/GDPFS）远景，其特点如下：
(a)

未来 S/GDPFS 将是由各独立中心组成的一个灵活的且有适应力的生态系统，它将扩大和加强环境
预测，使基于影响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易于获取，从而使各会员和伙伴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b)

S/GDPFS 将促进辖区、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在全球和区域的伙伴关系及合作，以获取和提供涉及
WMO 职责的地球系统各时间尺度和领域的相关信息；

(c)

S/GDPFS 将尽可能地以可行及可持续的方式免费及公开地共享权威的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资
料、产品及服务，确保没有会员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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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计划是基于当前 GDPFS 结构这一坚实基础，其被视为一个基线。它标明了必须采取行动的范围，
以便开发 S/GDPFS 系统、提供必要的研究和创新、以及提高信息的可获性。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一系列
总体挑战。此外，强调了需要一种与科学和服务相联系的新型互动模式。将设计试点项目和基准来推进所
有行动范围，以及为业务化的“试行“和切实目标日期设定相应时间。实际上，目前正在开展许多与 GDPFS
发展有直接关联的倡议。
根据 EC-70 的决定，将与 WMC 和 RSMC 密切磋商，并根据所有相关 WMO 计划、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
会以及外部伙伴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本实施计划以备提交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
总体问题
《GDPFS 手册》将阐明业务模式，并将设定流程和机制，以确保灵活性、可持续性和长期相关性。
治理机制将加以改进，以便确定和弥补内部的能力不足、将覆盖范围扩大到涵盖地球系统各部分，同时避
免中心的激增和避免重复工作，并强化 WMO 指定过程。
未来 S/GDPFS 平台的所有设施将遵循质量管理体系，并将对是否达到指定标准进行定期审计。将建立有
产品质量报告和跟踪的验证程序。将建立机制来确定最终用户和获取其反馈意见以及启动旨在提供必要改
进的各项活动。
将实施旨在培养有技能、训练有素、有知识、富于创新及多元化员工队伍的战略。将落实培训方法来提高
在 NMHS 内部使用 S/GDPFS 平台、信息和工具的能力。
将确定天气事业的各关键部门，并设计可使所有相关参与方能够进行顺利互动的界面。将具备各类知识和
解决问题方法的人员结成网络来促进地球系统科学的创新，并在 WMO 活动与相关现有倡议之间建立更好
的关系。
共同设计涉及所有参与方的未来活动，这种文化将会促进实现某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可有助于获取来自
于那些正在形成用户有效参与的社会部门或国际资助机构提供的财务资源。
系统和服务行动领域

综合与定制
通过该行动领域，WMO 将利用质量管理体系（QMS）的成果和结果来评估和促进无缝服务的开发，QMS
将评估服务的科技质量，包括对会员和用户的价值。

互可操作性
未来 S/GDPFS 将能够交换和使用各种来源的资料，包括脆弱性和暴露度资料，以促进不同学科基于影响
的预报和基于风险的预警。

协调和监管
未来 S/GDPFS 将受益于内部更好的协调、与 WMO 其它系统以及与外部机构和组织更好的协调。
研究和创新行动领域

科学用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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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创新将强化地球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科学联系，从而促成所有时空尺度创新产品的开发，适应新兴技
术以及在天气事业价值循环内推动社会经济研究。关键要素将是模块化、面向业务的模拟和资料工具开发
以及开放源战略。将建立滚动评审以了解所有社会经济部门的用户需求，并成为对研究的关键支撑以支持
开发基于影响的服务。

无缝预测
通过无缝预测将会促进地球系统的各个部分以及天气事业价值循环的各学科。所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将促进
提供定制的从数分钟到数十年以及从全球到局地尺度的环境信息。
可获性和网络平台行动领域

可用性和知名度
该系统将以用户友好的方式提供对资料、模式和产品的获取，确保与其它系统、地理空间参考资料、元数
据和高级标准和文件的互可操作性及整合。联合节点和带宽问题等技术方面将加以考虑，并与 WIS 的开发
挂钩。整个 S/GDPFS 基础设施将为人所知并易于确定。

可用性：监测软件和面向用户的工具
软件基础设施将根据核心需求制作用于处理资料和创建按需产品的网络工具；将与 WIS-WIGOS 合作明确
对元数据和基础设施的维护。考虑到来源的可靠性、获取的质量及成本效益等方面，未来 S/GDPFS 的可
用性将有显著提升。重点领域是提供关于如何综合/判读多个数据集的工具/文件、提供无缝产品指南（咨
询服务）、开发定制信息的综合网络工具、确保地方所有权以及开发后续统计资料。
开发将科学与服务相联系的交互式模式
科学与服务相结合的新交互式模式将提高研究变业务这一知识转化的有效性，为会员提供改进的天气、气
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并将包括研究界与业务界之间为满足用户、利益攸关方和决策者需求进行的多种
互动。
实施未来 S/GDPFS 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确定和施行基准、试点项目和测试场。这些可以在研究或准业务环
境下测试一些更具挑战的方面。目前已围绕下列方面确定了一些潜在的活动：
•

开发和强化区域伙伴关系，例如围绕日本从事临近预报的新建 RSMC 和现有的 SWFDP 共同设计各
项活动、开发互惠产品并合作开展验证；

•

在天气-气候界面的无缝预测，例如通过利用极地预测项目来参与和确定利益攸关方需求，从而确定
未来各时空尺度的需求会如何发展；

•

从几分钟到几小时的无缝预测：实现在一个概率框架内从临近预报到数值天气预报的无缝过渡；如
围绕在奥芬巴赫（德国）开展临近预报、有限区域确定性天气预报和有限区域集合数值预报的
RSMC，和 WWRP；

•

发展公共-私营伙伴关系，例如利用在加拿大和美国与 IBM 等一道在大数据和分析领域正在开展的
试点项目来证明这些私营部门应用领域的潜力；

•

多个地理尺度的无缝预测，例如在全球大气监视网支持下，开发泛非洲到城市尺度的非洲综合空气
质量监测、预测和预报系统，以便向人们通报预计的严重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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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概率产品，例如旨在将 CHAMP 项目与 GLOFAS 相联系的试点项目，以便开发实验性水文产品，
例如集合河道流量预报、洪水预警以及流域净供水量，并使其为人所知和为人所用；

•

评估未来多尺度需求，例如牵头中心针对长期预报和季节到次季节预测项目的联合活动，以提高牵
头中心的知名度、促进获取资料并量化其使用率、并根据选定应用领域的价值循环确定和实施科学
到服务的交互式方法。

未来 S/GDPFS 将惠及各用户界，包括：
•

负责预防高影响事件的利益攸关方；

•

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的行业（如能源、农业）；

•

卫生行业；

•

城市利益攸关方和城市规划者。

益处包括：
•

使会员能够行使环境预测的权力；

•

更完善的信息可用于做出更快和更好的决策；

•

NMHS 更好地获取信息和资料可节省时间和资源，使其能够对服务增添更多价值；

•

会员将具备工具和技能来处理不断增加且复杂的资料和信息；

•

通过日常工作的进一步自动化，NMHS 将有更多时间运用技能和专长；

•

新型观测、新科学和新技术均被纳入业务服务；

•

到 2025 年，根据 WIS2 实施计划进度，S/GDPFS 的进一步开发将对发展中国家 NMHS 带来显著
益处。

虽然本实施计划可被视为“路线图“，但这绝不是具体工作计划，还需确定具体可提供服务、其相互依存性、
所需资源以及确定这些工作实施责任人或工作组等内容。本实施计划对于指导组尽快将具体实施计划的制
定工作委派给各组成机构及其工作结构很重要。指导组必须在整体政策关切方面保持警觉，并经常审议及
尽可能寻求大会/EC 的指导，例如关于治理、资料政策、私营部门的作用等。
设计和开发阶段将至少持续到 2019 年底，以便联合项目参与方和参与的利益攸关方。实施计划在经第十
八次世界气象大会（2019 年）批准后，初步实施活动将于 2019 年中期启动，并于 2025 年前，
S/GDPFS 运行所需的核心服务将全面业务化。
根据 SWFDP 的经验，将在秘书处建立项目办公室，配备全职计划管理者，以便协调落实和支持所有实施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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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6(EC-70)
WMO 下一个财期（2020-2023 年）内极地和高山议程的主要方向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40 (Cg-17) –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2)

决定 45 (EC-69) – 开发和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3)

决定 48 (EC-69) –极地和高山地区优先活动，

(4)

决议 16 (EC-69) –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的职责，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第六次、第七次和第八次届会（2015 年、2017 年
和 2018 年）的报告，
审议了：
(1)

需要在战略计划草案中规划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2)

WMO 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也是南极条约的受邀专家，需要就极地政策事宜向北极理事会和南极
条约提供资料。

建议考虑将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作为 WMO 2020-2023 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并向大会提出本建议附录
中的决议草案 XX (Cg-18)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要求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持续审查拟议的活动清单并向大会提出最终的提案
（即对本建议附录进行修改，并附上每项规划活动的详细内容）

建议 16(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世界气象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 40 (Cg-17)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2)

决议 41 (Cg-17) – 南极观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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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议 48 (Cg-17) – 全球极地预测综合系统，

(4)

决议 49 (Cg-17) – 极地预测年，

(5)

决议 43 (Cg-17)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6)

WMO 战略计划 2020–2023，

(7)

决议 40 (Cg-12) – WMO 针对气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的交换政策和规范，包括关于商业气象活动
的关系指南，

注意到《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WMO-No. 1160）以及对南极观测网络（AntON）的监管，
审议了：
(1)

决议 40（Cg-17）关于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理由方面的第 1 至 11 项审查意见仍然有效，

(2)

对于极地和高山地区天气、水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社会需求，以及与高山地区水资源短缺和抗灾能力
有关的社会风险，

(3)

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HORS）在确保与积极从事极地和高山地区
活动的其他国际组织协调开展业务活动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在促进 WMO 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
会参与该专家组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

(4)

WMO 作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和南极条约的受邀专家的作用；

决定：
(1)

基于对极地和高山地区的变化造成全球影响的了解，需要继续采用综合性方法提供用户所需服务，
并对政府适应和减缓提供建议。由于极地气候的变化将影响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天气和气候，遥相关
影响研究将作为该综合性方法的一部分，

(2)

新订战略计划中 WMO 极地和高山地区活动未来的优先事项应该是本决议附录中提供的优先事项，

(3)

包括 AntON、GCW 的观测部分、海洋观测及极地和高山地区其它活动在内的业务和研究观测网络
应整合到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 WMO 信息系统(WIS)的框架内，

(4)

继续协调努力，使会员、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以及世界天气和气候研究计划及其它相关研究机
构和国际机构参与其中，通过提升从小时到世纪时间尺度的观测和预测能力，从而改进在高纬度和
高山地区的服务；

邀请会员，尤其是那些在极地和高山地区开展业务活动的会员：
(1)

确保其在极地和高山地区的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活动的连续性，

(2)

确保公共资助的研究工作所产生的相应水文气象和相关环境资料可实时或近实时地提供给业务机
构，

(3)

通过利用人工和自动水文气象台站、大气探测、遥感系统以及陆地其他地球物理观测台，通过招募
更多自愿观测船，通过为飞机配备相应观测资料记录和分发工具，通过在海上海下和冰上冰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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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观测平台，从而提供更多的极地和高山地区观测资料，以便满足数值天气预报(NWP)、水文服
务、气候科研计划的需求，尤其满足 2017 年中期到 2019 年中期极地预测年特别观测期（SOP）
的需求，
(4)

在为极地和高山地区提供必要的相应卫星观测系统基础设施和产品及服务方面加强其卫星计划，

(5)

考虑是否有可能与其他会员合作分担关于以前正常运转的台站的重启和运行费用、扩充现有台站或
部署新的观测和通信系统，

(6)

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以加强对极地和高山地区的观测、研究和服
务；

鼓励会员与其国内可能在极地和高山地区有业务活动的所有团体保持联系；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促进协调极地和高山地区的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活动并推进本决议的执行，

(2)

确保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例如南极条约磋商会议、北极理事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地球观测组织（GEO）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及其相关
机构（例如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及国际大地测量和
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家南极计划管理者委员会、北极研究业者论坛、第三极环境、和国际山地综
合发展中心等其他相关协会，

(3)

确保本决议附录中所述的 WMO 极地和高山优先活动与 WMO 战略计划保持一致；

要求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支持 WMO 极地和高山活动；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相关方关注本决议。
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40 (Cg-17)，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草案 XX (Cg-18)的附录

将下一个财期的极地和高山地区优先活动纳入 WMO 战略计划
下面是拟议的下一个财期的极地和高山地区优先活动，拟纳入 WMO 战略计划：

编号
1
2
3
4
5
6

活动
地面和空间观测
极地预测和服务，包括气候服务
GCW 预运行阶段
高山活动
从研究向业务和服务过渡
资源和伙伴关系

战略目标
2、3
1和2
1、2 和 4
1、2、3、4 和 5
2、3 和 5
2、3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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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注释：上述活动在文件 EC-70/INF.9 中详细说明；EC-PHORS 的任务是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些活
动，旨在提出一份本附录的新版本，并附上每项活动的详细内容]

建议 17(EC-70)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43 (Cg-17)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2)

决议 27(EC-70)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地表观测网络，

(3)

决议 29(EC-70) – 极地和高山地区，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极地和高山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第八次届会的建议，
审议了：
(1) 作为 WMO 计划内一项交叉性、端对端活动，开发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方面的总体进展情况，
(2)

与研究和业务组织合作建立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地表观测网络（包括其监管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

(3)

GCW 与北极和第三极区域气候中心（在建）共同努力确定相关的冰冻圈具体气候产品，

(4)

在区域层面上参与 GCW 的情况，

向大会提出关于全球冰冻圈监视网预运行阶段的决议草案 XX (Cg-18)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预运行阶段，
见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 17(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的预运行阶段

世界气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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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

决议 43 (Cg-17)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3)

决议 27(EC- 70) - 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地表观测网络，

(4)

决议 29(EC-70) – 极地和高山地区，

(5)

决定 21 (RA II-16) -开发全球冰冻圈监视网亚洲高山观测网络，

(6)

决定 20 (RA IV-17) – 在第四区域协会的极地和高山地区开发和实施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7)

决定 RA VI -17/18 – 第六区域协会参与全球冰冻圈监视网，

(8)

决议 1 (CHy-15) –委员会对大会有关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面决定的响应，

(9)

决议 8 (JCOMM-5) -服务和预测系统计划领域，以及决议 8（JCOMM-5）的附录，

(10) 决定 6 (JCOMM-5) –与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开展协作，
进一步注意到：
(1)

GCW 实施计划，在执行理事会的主持下进行更新，

(2)

GCW 是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重要贡献者，

满意地注意到：
(1)

在与研究和业务组织合作建立 GCW 地表观测网络和开发 GCW 资料门户网站（作为一个资料收集和
制作中心）方面所取得进展情况，

(2)

GCW 与北极和第三极区域气候中心合作努力对相关冰冻圈特定气候产品的确定和使用，

(3)

就观测标准化、资料交换和冰冻圈状况通报与北极、南极和高山科学界进行接触；

另注意到有了第十七次大会分配的资源并在预算外资源的支持下，GCW 的发展取得了进展，
关注 WMO 高山峰会的成果，
赞赏会员、伙伴组织和各计划为实施 GCW 做出了重要贡献，而 GCW 可成为提供世界冰雪资源状况权威
信息的机制，
铭记：
(1)

冰冻圈是全球性的，以不同形式存在，横跨各个纬度，除南极地区之外，还存在于近一百个国家，

(2)

因冰冻圈相关反馈而放大的气候变化效应可对全球天气、气候和水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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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将在十八个财期的 GCW 预运行阶段继续发展 GCW，旨在向会员证明从 2024 年起作为一项交叉性
活动，全面业务运行、端对端的 GCW 可提供效益；
进一步决定：
(1)

(2)

GCW 预运行阶段的优先重点包括：
(a)

支持会员制定针对建设冰冻圈端到端监测和服务伙伴关系的国家框架，

(b)

开发和发布与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安全（如运输）、理解自然灾害和风险、能源生产等相
关的增值冰雪圈产品，

(c)

建立 GCW 资料门户，将其作为 WMO 信息系统（WIS）的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DCPC），
从而改进对当前和过去的冰雪圈资料、信息和产品的获取及质量管理，

(d)

制定和发布 GCW 监管和指导材料，包括用于支持能力发展；

应特别优先考虑那些有助于会员处理冰冻圈相关国家优先重点（如水资源管理、减少灾害风险）的
活动，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批准 GCW 预运行阶段的计划草案；

(2)

监控 GCW 预运行阶段的情况；

(3)

重新组建 GCW 指导小组，加强区域代表性，指导 GCW 的进一步实施；

(4)

在第十八个财期结束前，制定 GCW 在 WMO 工作结构内的过渡计划；

(5)

确保从事冰冻圈相关活动的机构的代表性；

要求区域协会：
(1)

根据可用资源的情况，就 GCW 实施计划框架内与冰雪圈有关的具体优先重点为会员提供支持；

(2)

就与会员有关的冰冻圈产品开发、能力发展和宣传活动与 GCW 开展合作；

要求技术委员会与 GCW 合作制定适合冰冻圈服务的技术标准、准则和产品；
敦促会员：
(1)

进一步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内维持 GCW 观测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数据稀疏地区，以支持依
赖冰冻圈信息的应用领域；

(2)

制定国家冰冻圈相关实施计划，以应对气候、水、自然灾害等方面的新问题；

(3)

通过 GCW 资料门户网站或其他适当的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提供历史性研究和常规冰冻圈资料，并
将其归档以用于气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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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 GCW 台站纳入 WIGOS 资料质量管理系统的框架内；

(5)

按照实施计划的规定，为 GCW 信托基金提供捐助，以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发展；

邀请伙伴组织：
(1) 参与 GCW 预运行阶段的相关活动；
(2) 通过提供人力和财力资源，支持 GCW 的实施；
要求秘书长：
(1) 尽可能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确保为 GCW 预运行阶段提供相应的支持；
(2) 采取必要行动，通过 GCW，让 WMO 与有关组织、机构、团体和研究机构在冰冻圈事务方面进一步
发展合作并予以维持。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43 (Cg-17)，后者不再生效。

建议 18(EC-70)
WMO 未来的研究和支持性活动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的建议，见该届会的最终节略报告，
赞赏大气科学委员会开展的工作以及在委员会第十七次届会之前举行的科学峰会的成果，
向大会提议：
(1)

决议草案 XX/1 (Cg-18) –WMO 服务社会的综合协调研究，见本建议的附录 1；

(2)

决议草案 XX/2 (Cg-18) –WMO 以无缝为导向的研究结构，见本建议的附录 2；

(3)

决议草案 XX/3 (Cg-18) –无缝区域水资源研究，见本建议的附录 3；

(4)

决定草案 XX (Cg-18) –营造创新环境及为其配置最佳资源，见本建议的附录 4；

考虑到需要推动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研究、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中期审查的结果（见 EC70/INF.10.1），
进一步考虑到降尺度大气化学成分预报取得的进展以及非洲空气质量预报会议的成果（见 EC70/INF.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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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的第二阶段；
要求会员支持空气质量监测、分析和预测项目，将其作为一区协的优先活动；
关注到大气科学委员会（CAS）第十七次届会要求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科学指导委员会制定关于使用低成
本传感器进行空气质量观测的建议，
赞赏地关注到 CAS 题为“大气成分测量的低成本传感器：主题与未来应用概述”的声明（见 EC70/INF.10.1）；
要求 CAS 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合作，继续制定关于新兴测量技术特性和利用的有效做法指南，其中包
括低成本传感器和基准仪器；
建议考虑由 CAS 管理组中区域协会的代表担任与 WMO 研究计划联系的重要联络人，委任区域代表倡导该
区域商定的优先重点，并促进区域协会与 WMO 研究计划的互动，以促进互利互惠。
要求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有关机构合作，为海洋研究提供支持，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和小岛屿国家。

建议 18(EC-70)的附录 1
决议草案 XX/1 (Cg-18)
WMO 服务社会的综合协调研究
世界气象大会，
回顾到：
(1)

决定 50 (EC-69) – 综合的研究和开发方法，其中包括主要的原则以弥合研究和业务之间的差距，

(2)

决定 41 (EC-69) – 开发综合业务平台以满足城市服务提供方面需求的指南，其要求“使用 WMO
GAW（全球大气监视网）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GURME）”项目的专业知识，加快编写《城市综
合水文气象/气候/环境服务的指南》的工作，这可改进研究与业务运行之间的联系，

认识到：
(1) 集成了不同时间尺度和隔间的地球系统预测的进展，以及用户群体对更精细服务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2)

更好地整合科学和服务需要从线性模式（即目前仅有零星研究结果转换为业务）转变为互动模式，
这样利益相关方就可以评估和表达其未来的需求，研究人员可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以确定和实
施适当的研究计划，研究结果也可按照适当的间隔转化为业务运行，而且可以详细确定利益相关方
的需求和研究计划，同时考虑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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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大气科学委员会的计划（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和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利用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之外更广泛科学界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推进 WMO 服务提供
战略的基础，
(4)

WMO 研究活动在促进不同服务应用的创新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而其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为 WMO
提高其国际形象方面增加价值，

注意到在不同应用领域开发具体服务需要科学界参与生产链的各个阶段，
决定 WMO 的研究需要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领域更好地整合、更紧密地协调，以提供必要的科学
和技术进步，从而满足日益增长的、有针对性的、与社会相关的服务需求，并创造有吸引力的环境，使
NMHS、学术机构、私营部门和最终用户参与到互利的研究活动中，
要求 WMO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
(1)

在设计依赖于研究的业务项目时，要提前与 WMO 研究计划共同设计全方位的各项活动，这对于通
过生产的不同阶段将概念变为新的或改进的服务或是支持性系统是必需的；

(2)

通过共同确定基于区域气象和环境服务优先重点的研究需求，促进开发综合研究试点项目，以推进
价值链方法；

敦促会员加强 NMHS 与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在国家层面上的联系，以确保研究可满足开发新服务的需求，并
将研究的进展适当地纳入业务；
要求秘书长：
(1)

在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确保强化 WMO 协调和综合研究的功能，从而支持
基于科学的服务，以推进全组织的创新；

(2)

在研究部门领导下，在秘书处内部确保协调机制，以便根据综合的研究和开发方法而商定的原则，
确定和协调 WMO 的各项活动，旨在开发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领域内新的服务和支持系统或
改进现有的服务和支持系统；

(3)

通过促进能力建设，促进对科学工作者的培训和交流，并根据需要在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提供指导
和咨询，协助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研究，将其作为开发新服务和加强现有服务的一部分；

(4)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在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研究有关的问题上，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有
关组织、机构、团体、研究所合作，发起、发展和维护 WMO 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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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8(EC-70)的附录 2
决议草案 XX/2 (Cg-18)
WMO 无缝研究结构
世界气象大会，
注意到：
(1)

在地球系统各部分及其相互作用中固有的广泛时空尺度上，利用预报技能可使会员改进其服务，

(2)

根据决议 17（EC-69）- 无缝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DPFS）将成为未来
WMO 服务提供战略的支柱，

(3)

决定 50（EC-69）– 综合研究和开发方法，它认同对会员给予更好的综合研究和开发支持的原则，

(4)

决定 49（EC-69）–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优先重点行动，以支持水文学委员会的宏大工
作计划，

回顾到决定 61（EC-68）–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实施计划（2016–2023 年）以及决定 62（EC-68）- 全
球大气监视网实施计划（2016–2023 年）分别赞同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实施计划和全球大气监
视网（GAW）计划实施计划，呼吁开发综合模拟产品和服务，
考虑到：
(1)

决定 65（EC-69）– 编写 WMO 战略计划已将促进对地球系统的科学了解视为该计划的一项战略目
标（战略目标 3.1），

(2)

GAW、WWRP 与其他伙伴间的合作对于推进 WMO 新兴战略领域中的研究工作极为重要，尤其是
在模式开发、水循环及城市发展等方面，

(3)

正在开展的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S2S 项目）（决议 16（EC-64）- 次季节至季节预测项目）、
极地预测项目（决议 17（EC-64）- 极地预测项目）、高影响天气项目（决议 12（EC-66）- 高影
响天气项目）、GAW 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项目、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决定 51（EC-69）全球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系统实施计划）相互补充，从而构建无缝式研究结构，

同意：
(1)

研究可在开发未来无缝预报系统以及在支持关于开发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观测系统的决定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2)

数值实验工作组应发挥核心作用，协调 GAW、WWR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开发无缝研究
部分，包括与基本系统委员会（CBS）和水文学委员会（CHy）从事数值实验工作的附属机构进行
互动和建立联系，并就海洋研究与 JCOMM 进行互动和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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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WCRP 联合指导委员会和 WWRP 科学指导委员会及 GAW 为大气科学委员会管理组就如何进一步加
强与上一段中提到的计划之间的合作提供建议，以支持 DPFS 创新；
要求 WWRP 科学指导委员会和 WCRP 联合指导委员会鼓励 CHy 和农业气象委员会进一步促进 S2S 项目
资料库产品的使用，并加强 WMO 多学科研究活动间的互动反馈；
要求秘书长酌情统合 WMO 中的研究活动和资源，最有效地支持开发和强化 DPFS 及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要求会员积极参与无缝预报系统的研究活动，为上述计划的信托基金捐款并为其各国实施项目活动提供有
力支持；
决定：
(1)

GAW、WWRP 和 WCRP 须与 CBS、CHy 及 JCOMM 的相关附属机构合作，发挥重要作用，互动
式推进跨时空尺度和跨环境领域研究建立统一、综合的地球系统模拟方法，确保将研究概念、工具
和技术转化为用户所提出的业务

(2) 通过举办非常全面的地球系统开放科学大会（可能于 2022 年举办），促进这一综合及交互式方法。

建议 18(EC-70)的附录 3
决议草案 XX/3 (Cg-18)
无缝区域水资源研究
世界气象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12 (EC-66) – 高影响天气项目，据此建立了该项目，

(2)

决定 5 (EC-69) – 洪水预报，该决定要求相关技术委员会确保未来的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成为一个业务系统，并有直接进入山洪指导系统等应用的界面，

(3)

决定 49 (EC-69) –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优先重点行动，该决定表达了对水文学委员会
（CHy）宏大工作计划的支持，

进一步注意到：
(1)

可持续发展需要对水资源进行从全球到区域和地方尺度的系统性评估，

(2)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共同关注地下水监测
和资料分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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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在极端事件和降水过程（如定量降水预报和城市洪水）方面增进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WWRP
和全球能量与水循环实验之间的联系，

(4)

水汽作为气候驱动因素和大气化学组分的作用，

强调：
(1)

需要加强关于了解和评估耦合水循环的 WMO 区域活动，以避免天气、气候、水及环境等计划的冗
余重复，

(2)

需要根据地中海实验水文循环实例，建立综合试点项目，此类项目应与关键伙伴以及利益相关方和
用户合作开发，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特别是 CHy 和基本系统委员会，与 WMO 研究计划合作，共同设计研究活动，重点是
地球系统中与水相关各部分间的交换过程；
要求秘书长与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加强或建立与水相关事务上的合作。

建议 18(EC-70)的附录 4
决定草案 XX/1 (Cg-18)
营造创新环境及为其配置最佳资源
世界气象大会，
回顾到：
(1)

决定 73 (EC-68) – 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展合作，造福社会，其可推进实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与私营部门之间卓有成效的协作框架，从而造福社会，

(2)

决定 50 (EC-69) – 综合的研究开发方法，批准了促进更好地综合研发的原则，其中强调用户与利
益相关方之间共同设计和持续磋商的作用，

(3)

决定 69 (EC-68) – 资源调集，该决定批准了 WMO 资源调集战略，强调在各种潜在的机制中，与
私营部门建立适当的伙伴关系并更加重视研究资助机制

(4)

决议 17 (EC-69) – 无缝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要求无缝隙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DPFS）指导组
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CAS）利用即将举行的科学峰会及第十七次届会作为
平台，在基本系统委员会、CAS 和其他技术委员会及区域协会代表之间进行互动，以确定实现未来
无缝隙 DPFS 所需的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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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回顾到决定 65 (EC-69) – 编制 WMO 战略计划 2020-2030 年，该决定批准了该时期 WMO 战略计划
的交叉性优先重点，其中包括有针对性推进研究的目标，即提高对地球系统及其对天气、气候、水和相关
环境问题影响的认识，以通过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在无缝隙背景下提高预测的能力，
注意到：
(1)

会员要求开发城市环境综合服务，并得到技术委员会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支持，而开发此类服务
则需要科学进步和创新来分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进程，

(2)

研究和业务需要与用户需求配合，目标是推进无缝隙 DPFS，

(3)

研究活动是任何创新的基础，需要充分的投资，还需要通过共享设施和虚拟伙伴关系让大量的专家
参与其中，此外还需要一种认可和重视精益求精的文化，

铭记不合理利用研究资源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开展重复工作可导致创新潜力的枯竭，
对私营部门和基金会通过公开招标和竞争的方式创造创新机会的事实表示满意，
认识到研究需要一种平衡的方法，需要结合长期活动，这样才能支持持续改进和短期创新，才能应对有针
对性的挑战，
同意：
(1)

需要联合 NMHS、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力量，以推进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伙伴
关系；

(2)

需要让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参与共同设计 WMO 研究活动，需要特别重视无缝隙 DPFS 以及特别重
视交叉性领域；

(3)

为了实现 WMO 战略计划和长期目标，需要让重要的国际利益相关方正式参与 WMO 研究议程的制
定，以及承诺为研究实施和管理提供具体的投入；

敦促会员：
(1)

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为 WMO 研究方面的协调活动做出贡献，以大大提升预测技能，改进无缝隙
DPFS 服务；

(2)

为长期研究活动持续提供资金，并为支持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研究提供资金，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
研究活动；

(3)

与资助机构和其他资源筹措机制紧密合作，确保将 WMO 战略计划和长期目标确定的科学优先重点
统一纳入其议程；

鼓励 NMHS 更积极地参与私营部门支持的创新召标；
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致力于建立卓越中心和虚拟网络，以宏大的科学目标为原动力，促进创新，如
以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为契机，通过研究和运行机构间的联合设计，促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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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会员确保支持通信系统，以便分散式地访问卓越中心和虚拟网络，并就研究方面的挑战开展有效的合
作；
要求秘书长：
(1)

在现有预算资源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鼓励本组织全面形成创新和研究文化；

(2)

协助会员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建立和利用分散式的卓越中心；

(3)

通过面向研究的资助机制协助会员进行资源调集；

(4)

在 WMO 内重视与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开展研究和创新的价值，并认可卓越
团体的贡献；

(5)

确保通过适当的奖励计划认可科学杰出成就；

(6)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发起、建立和维持 WMO 与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相关组织、机构、团体、研
究所就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事宜展开的合作。

建议 19 (EC-70)
第十八财期的 WMO 法定出版物和分发政策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议 58 (Cg-17) – 第十七财期的出版物，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第十七财期出版物制作的报告以及各组成机构提出的相关建议；
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 XX (Cg-18) — 第十八财期的 WMO 法定出版物和分发政策，见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 19 (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第十八财期的 WMO 法定出版物和分发政策
大会，
回顾到决议 58 (Cg-17) – 第十七财期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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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向会员的业务、科研、教育和其他有关机构免费和无限制地分发 WMO 出版物，可促进重视和广泛使
用 WMO 的标准、指南和其他产品，
进一步重申：
(1)

出版物计划的管理，特别是出版物的复制样式和方法，以及对现有出版物基金最为经济的使用，包
括出版物的销售收入，应在世界气象大会设定的框架内并结合执行理事会的指导意见由秘书长负责；

(2)

根据所需资金情况，第十八财期期间可以增加出版物的制作；

铭记现在倾向网上分发，而非发放硬拷贝版本，只有例外情况下才保留硬拷贝，
通过执行理事会提议的将在第十八财期制作的 WMO 法定出版物清单，并将其列入常规预算，见本决议附
录 1；
批准本决议附录 2 中的 WMO 出版物分发政策；
要求秘书长向执行理事会提供适当机制和资源，以便对出版物计划定期进行审议，并在现有预算内划拨资
金，采取必要的措施，翻译和出版会员所要求的更多的技术性出版物；
邀请会员通过向 WMO 法定出版物信托基金提供捐款，为翻译和出版活动提供实物支持，从而可以 WMO
所有官方和工作语言版本提供更多技术性出版物。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8 (Cg-17)，后者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有效。

决议草案 XX (Cg-18)的附录 1
拟议于第十八财期期间制作的 WMO 法定出版物并列入预算建议的清单
出版物

编号

语言

负责机构

1. 管理和技术出版物
A, C, E, F, R, S

CER

含决议案的大会节略报告

A, C, E, F, R, S

ASGO

执行理事会含决议案的节略报告

A, C, E, F, R, S

ASGO

区域协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节略报告

与届会文件相同

DRA

技术委员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节略报告

A, C, E, F, R, S

技术司

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含决议案的节略报告

A, C, E, F, R, S

GFCS 办公室

IBCS 管理委员会的节略报告

E

GFCS 办公室

E

CER

A, C, E, F, R, S

CER

基本文件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WMO 战略计划

WMO-No. 15

WMO-No.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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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WMO 运行计划 2020–2023

语言

负责机构

A, C, E, F, R, S

CER

技术规则，第一卷

WMO-No. 49

A, C, E, F, R, S

技术委员会、技术
司

技术规则，第二卷

WMO-No. 49

A, C, E, F, R, S

CAeM, WDS

技术规则，第三卷

WMO-No. 49

A, C, E, F, R, S

Chy, CLW

技术规则，附录：
附录 1 – 国际云图集；
第一卷 – 云和其它气象现象观测手册

WMO –No. 407

A, C, E, F, R, S

CIMO, OBS

附录 2 – 电码手册，第一卷.1 (A 部分–阿
尔法数字电码)；第一卷.2 (B 部分–二进制
电码，C 部分–二进制和阿尔法数字电码的
共同特征)，第一卷.3 (D 部分–源自资料模
式的表示)

WMO-No. 306

E, F, R, S

CBS, OBS

附录 3 –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

WMO-No. 386

E, F, R, S

CBS, OBS

附录 4 –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

E, F, R, S

CBS, OBS

附录 5 –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第一卷
附录 6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一卷

WMO-No. 544
WMO-No. 558

E, F, R, S
E, F, R, S

CBS, OBS
JCOMM, OBS 和
WDS

附录 7 – WMO 信息系统手册

WMO-No. 1060 A, C, E, F, R, S

CBS, OBS

附录 8–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1160 A, C, E, F, R, S

CBS, OBS

洪水风险测绘手册

WMO-No.

E

CHy, CLW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 8

C, E, F, R, S

CIMO, OBS

气候规范指南

WMO-No. 100

A, C, E, F, R, S

CCl, CLW

水文规范指南，第一、二卷

WMO-No. 168

E, F, R, S

CHy, CLW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 471

E, F, R, S

JCOMM, OBS

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WMO-No. 488

C, E, F, R, S

CBS, OBS

航空服务气象台室规范指南

WMO-No. 732

E, F, R, S

CaeM, WDS

公共天气服务规范指南

WMO-No. 834

E, F, R, S

CBS, WDS

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指南：原则和指导

WMO-No. 904

E, F, R, S

CaeM, WDS

关于 NHS 作用、运行和管理的指南

WMO-No. 1003 A, C, E, F, R, S

CHy, CLW

WMO 信息系统指南

WMO-No. 1061 A, C, E, F, R, S

CBS, OBS

IT 安全指南

WMO-No. 1115 E

CBS, OBS

参与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南

WMO-No. 1159 A, C, E, F, R, S

CBS, OBS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

WMO-No. 1165 A, C, E, F, R, S

CBS, OBS

气象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天气、水和气候监
测及预测

WMO-No. 1197 A, C, E, F, R, S

CBS, OBS

飞机观测指南

WMO-No. 1200 A, C, E, F, R, S

CBS, OBS

WIGOS 元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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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编号
WMO-No.
WMO-No.
WMO-No.

语言

负责机构

A, C, E, F, R, S
A, C, E, F, R, S
A, C, E, F, R, S

CBS, WDS
CBS, OBS
CBS, OBS

A, C, E, F, R, S

CCl, CLW

所有语种

CER

E, F, R, S

CER

MeteoWorld

E, F

CER

世界气象日系列材料

E, F, R, S

CER

WMO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A, C, E, F, R, S

CLPA/CLW

WMO 温室气体公报

A, C, E, F, R, S

ARE

GFCS 成功案例

A, C, E, F, R, S

GFCS 办公室

总体服务提供指南
信息管理指南
卫星资料通信手册
全球气候资料管理框架技术参考
2. 一般信息出版物
WMO 年度报告
WMO 公报

WMO-No.

决议草案 XX (Cg-18)的附录 2
WMO 出版物的分发政策
1.

分发给会员和 NMHS 的专家

1.1
为了进一步实现本组织及其会员的目标，秘书处在大会确定的框架内，在考虑执行理事会提供的
指导和 WMO 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WMO 出版物销售和发行政策，包括定价。
1.2
秘书处应在网上免费提供出版物，每次发布出版物应通知各会员国和 NMHS 的专家。向会员和
NMHS 专家无限制和免费分发 WMO 出版物（包括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通过电子手段实现。仅对最不
发达国家会员提供方便，满足它们对此类免费分发范畴中的出版物提出的各种硬拷贝需求，但须采用最经
济有效的方式，例如电子文档打印件。
1.3
某些出版物（如 WMO 公报、年度报告、为特别活动制作的信息手册和工具包等技术性资料和
公共信息资料）可能均以硬拷贝格式和电子方式分发。在这种情况下，以本组织最大利益为准并经秘书长
批准，按照接受者名单，免费分发印刷本。
2.

向非会员和公共用户分发

免费向非会员和所有网络公众用户提供低分辨率的电子拷贝，而高分辨率和/或印刷拷贝将通过 WMO 书店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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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0(EC-70)
WMO 战略计划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定 65 (EC-69) – 编制 WMO 战略计划，

(2)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的建议，

确认按照上述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和该工作组的建议，编写了 WMO 战略计划草案的最终版本，
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出决议草案 XX(Cg-18) –WMO 战略计划的建议，见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 20(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WMO 战略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69 (Cg-17) – WMO 战略计划（2016-2019 年），

(2)

决议 71 (Cg-17) –编制战略运行计划 2020–2023 年，

(3)

决定 65 (EC-69) –编制 WMO 战略计划 2020–2023 年，

(4)

建议 20(EC-70) – WMO 战略计划，

进一步注意到 WMO 及以后的战略规划过程是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组成部分，即：
(1)

WMO 战略计划为 WMO 未来方向提供了高级别愿景和总体优先重点，并在长期目标和战略目标中
阐述了财期的重点实施领域和相关监测指标，

(2)

WMO 运行计划中介绍了以效益形式提供给会员的成果、产出、活动和相关绩效指标，以满足全球社
会需求并实现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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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基于结果的预算，用于确定实施战略计划的资源，包括各组成机构、秘书处和活动的运作，

根据 WMO 公约条款 8(a)、(b)和(c)，通过本决议附录中的 WMO 战略计划；
敦促会员考虑将 WMO 战略计划纳入其国家发展、减少灾害风险、气候服务等相关战略以及与气象、水文
和有关学科相关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考虑参与本组织的各项计划活动；
要求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长坚持战略计划中确定的愿景、总体优先重点、长期目标
和战略目标，并组织开展各项计划活动，从而达到预期结果；
要求执行理事会使用战略计划，辅之以 WMO 运行计划，作为基准，监测本组织在实施各项计划和活动以
实现预期结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及开展情况，并向第十九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要求秘书长安排战略计划的出版，并酌情分发给 WMO 所有会员和组成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和其它伙伴组
织。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 69（Cg-17），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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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XX (Cg-18)的附录
WMO 战略计划

世界气象组织

战略计划
草案

前言
执行摘要

（将在发布阶段添加）
（将作为一份单独出版物进行外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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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到 2030 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这样的世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最脆弱的国家，更有能力抗御极端天气、
气候、水及其它环境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 1通过提供尽可能最佳的陆地、海上或空中服务加强其可持续发
展。
我们的使命
《WMO 公约》第 2 条中规定的使命是通过交换信息和服务、标准化、应用、研究和培训以促进监测和预
测天气、气候、水和其他环境条件变化方面的全球合作。

（文框）
WMO 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权威机构。
WMO 会员国和会员地区拥有并运行所需的科学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其国家气象和水
文组织可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方面的服务。
WMO 推进其会员国和会员地区具备开展和提供监测、预报和预警服务的能力，通过
提供全球、区域尺度上的可靠信息、报告和评估可牵头开展全球议程并为其提供材
料，从而最好地为其利益服务，将其科学专业知识用于解决气候变化等新兴问题，并
促进有效和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形成。

一个多世纪以来，WMO 一直提供必要的全球领导和协调，以支持各国履行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
境服务的职责，从而保护生命、财产和生计。天气、水和气候现象的跨界性质需要所有 WMO 会员国和会
员地区之间开展密切协调，以建立监测、分析和预测方面高度标准化的系统。WMO 通过其各机构和计划
已建立并推动开展前所未有的全球科学和业务合作，包括会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学术和研
究机构、业务合作伙伴、社区及个人。
WMO 的作用将是继续支持其会员国的活动，针对大气状况、水圈、和地球其他重要要素了解其过去的状
况、监测其现在的状况并预测未来的状况及相互联系，从而针对相关的自然极端事件能够做出充分有效的
准备、适应和应对。这将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的和互可操作的资料收集和加工网络和系统，需要通过先进
的科学和计算技术改进预测技能，还需要高度创新的服务提供方法，以确保及时向其用户提供准确的、适
合用途的信息，供用户做出针对天气和气候方面的明智决策。

1

在本战略计划中，“天气”一词是指大气及其现象或影响的短期变化，包括风、云、雨、雪、雾、寒潮、热浪、干旱、

沙尘暴和大气成分以及热带和温带气旋、风暴、大风、海洋状况（如风浪）、海冰、沿海风暴潮等。“气候”一词是指
大气-海洋-陆地表面系统的长期方面。“水”包括地球陆地表面以上和以下的淡水，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生、流通和
分布情况。相关的“环境”问题是指影响人类和生物资源的周边条件，如空气、土壤和水的质量。“空间天气”一词是指
包括太阳在内的自然空间环境的物理和现象状态，以及行星际和行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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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价值
WMO 认识到，首先在履行其任务时，努力确保“不应落下任何会员国或会员地区“的原则，并维持公众对科
学基础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对本组织及其会员权威地位的信任和信心。随着 WMO 努力将其愿景转化为成果，
本组织将遵循以下价值观：
(1)

结果问责制及透明性。为了成为其工作领域的权威声音和全球领导者，WMO 的决策和行动必须始
终遵守最高的科学技术标准、诚信、专业性、执行能力和有效性。WMO 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并承担
实现高质量结果的职责。为此，WMO 时刻铭记着质量管理和成本效益的需求：

(2)

协作和伙伴关系。协作是 WMO 执行任务的基础。WMO 认识到，会员、多边和双边发展合作伙伴
和其他相关行动方（包括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其他非国家参与方）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
便利用投资、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和绩效，并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成果。 WMO 希望任何
此类合作伙伴都坚持最高标准的道德行为；

(3)

包容性和多样性。WMO 致力于支持所有的会员，并通过维持政府的支持、国际合作并推进投资和
有针对性的援助，缩小会员在提供服务方面的能力差距。根据其区域机构确定的优先重点，WMO
将确保其计划、战略和活动的协调和实施，并促进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知识转移，以更好地满足其
会员的需求。WMO 还将追求性别平等和男女有效参与治理、科学合作和决策，以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 5、WMO 性别平等政策和 UN 标准。

WMO 核心价值观还可指导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行为。作为本组织形象和声誉的管理者，秘书处工作人员应
该坚持《WMO 道德规范》和《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中规定的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
关键区域因素

全球议程可带来对于可付诸于行动、易理解和权威科学信息前所未有的需求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
架》是国家和国际决策及行动的核心内容。因此，实施这些框架将需要更多可付诸
行动、易理解和权威的有关整个地球系统变化状态的信息和服务。 2

（文框/信息图表）
通过会员国机构提供的气象水文信息和服务对于实现有关贫穷、农业和粮食安全、卫
生、水、气候变化、海洋、能源、居住区、消费和生产以及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是至关重要。
随着各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调整其发展活动以符合这些框架，WMO 尤其是 NMHS 在支持实施方面发挥
着巨大作用。各级相关决定仍继续取决于更好地认识自然灾害、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以及气候变化造
成的不断变化的威胁水平。WMO 在这些领域的测量结果和报告目前是地球系统监测和预测服务方面的支
柱。全球地球系统的观测将依托统一的模拟方法，奠定基础，以满足提高天气到气候尺度无缝预测能力的
需求。

2

在这种情况下，地球被视为大气圈、海洋、冰冻圈、水圈、生物圈和地圈的综合系统；决定地球过去、当前和未来
状况的是物理、化学、生物和人类的相互作用，而根据对这种作用更深入的了解可使上述系统为政策和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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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测量形式的出现以及这些测量的新用途变得越来越发达，通过其会员对 WMO 权威信息的依赖只
会增加。此外，推进全球观测和数值模拟系统将奠定基础，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影响型决策需求，所涉及的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从公共安全、农业、能源、卫生和水资源管理，并与气候变化相关。
这意味着这些决策的质量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 WMO 是否有能力正确地测量和报告气候上的变化，评估
和传播与天气、气候、水相关的空气质量风险以及提供有效的多灾种、延伸期预报和早期预警。各政府、
组织和国际机构将越来越依赖 WMO 和 NMHS 的信息，因为其所努力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陆地、海
上和空中。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为经济部门提供气候服务，以支持能源、水、卫生和粮食安全，对于建设低碳
和气候抗御型经济是至关重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为支持国际政策和行动、国家适应计划和为实
现国家自主贡献的进展提供了基础。
为了满足对于可付诸于行动的科学信息日益增加的需求，会员的 NMHS 将需要有针对性的投资、科学技术
发展以及战略性伙伴关系。

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和气候可促进抗御、减缓和适应行动
高影响天气、水和气候极端事件对人员安全、国家经济、城
市和农村环境以及粮食及水安全具有破坏性后果。目前，全
世界 80%的自然灾害都是极端水文气象事件 3。根据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随着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
预计这些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将升高。海平面上升也与气
候变化有关，而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其
将面临更高的威胁。

（文框/图表）
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将天气极端事件、自然灾
害、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失败以及水危机确定为全球
最高风险。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称，2017 年自然灾
害的成本上涨到 3300 亿美元，其中只有不到的灾损
有保险，包括有史以来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飓风季节
（2150 亿美元）以及南亚因洪水而发生的重大人道
主义灾害。

由于以下原因，社会对这些灾害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将进一步恶化：人口增长，到 2050 年人口将超过 90
亿；人类居住区的发展、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全世界特大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洪泛平原和沿海地区；人为
环境和重要基础设施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显著扩张，；以及弱势群体的搬迁。为了影响各级政府、国际机构、
经济决策者和公民制定智能减缓和适应政策以及决策，对于日益有用、易理解和权威气象水文信息的需求
正在增长。

为了支持减灾和气候适应的国家议程，WMO 可促进制作和提供易理解的和权威的气象水文信息和服务。
这些信息对于加强对高影响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影响的抗御能力至关重要。这为支持制定和实施《巴
黎协定》下的《国家适应计划》以及联合国系统在人道主义和危机管理方面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能力差距加大威胁着全球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所有 WMO 会员国共同为全球气象和水文基础设施和设施做着贡献。虽然这个全球联合系统是一种惠及所
有人的公益事业，但是会员间的贡献和服务表现仍然不均衡。在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和服
务以满足国家、地区和全球需求方面，许多 NMHS 面临着巨大发展需求和能力差距。典型挑战的中心是维
护可持续性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以及受益于科技进展的能力。

这些不足往往出现在那些特别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这些可能会危及对生命和财产的有效保护，并会
延缓社会经济恢复。此外，全球化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相互依赖性可能进一步加大 NMHS 和相关机构之间的
3

水文气象灾害源自大气、水文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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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距。考虑到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通过维持政府支持、国际合作、
促进投资和有针对性援助来缩小能力差距就显得更加重要。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资料和服务提供的格局变化急需建立创新型伙伴关系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幅改进服务并使其更易于获取提供了机会。先进的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有助于
进行及时有效的规划和决策，从而可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加速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业务化周期，
可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的贡献。
这给 WMO 带来了挑战，因为 21 世纪的监测、预测和服务系统最为复杂，可处理日益庞大的数据集和先
进的数值模式。因此，WMO 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现代知识和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
其能够受益于新的信息时代。
日益富有经验和能力的用户对于更多多元化服务的需求在日益增加，这使得世界各地的服务交付和商业模
式迅速发生变化。“大数据“、“众包“和“开放系统“等相关趋势；商业观测网络、资料和服务提供商的出现；
数字技术的可负担能力，人工智能和认知计算的出现可快速从“大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这些都是改变
游戏规则的元素。对于加速采用技术革新并协助会员国提供更有效的、更具吸引力和更易获取的服务以支
持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私营部门以及学术界和其他参与者可做出贡献。通过整合各网络、计算能力和利用
社会媒体来提供服务可带来很多优化和增效的机会。
会员国必须支持其 NMHS 更好地、更容易地适应这种动态变化的环境，而 WMO 必须精心制定各种方法，
以加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之间的合作、互促和互补。非常重要的是倡导 NMHS 在提供关键基础设施、能
力和权威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便为政府在保护生命财产方面发挥基本公益功能提供服务。
总体优先重点
战略计划可制定到 2030 年的长期目标和战略目标，其重点是说明本组织 2020-2023 年规划周期内最紧
迫的发展和需求。该计划阐述了各项预期结果，并表达了对会员的明确效益。当我们将这些总体目标和具
体目标转化为详细的计划时，我们将根据三个总体优先重点来集中分配资源：
(1)
(2)
(3)

加强防备，并减少水文气象极端事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支持气候智能式决策以建设抗御和适应气候风险的能力；
加强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

完成这些关键优先重点，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多学科专家参与，以应对社会面临的当前和未来挑战，
这是全球天气、气候和水状况不断变化造成的。为了实现效率，WMO 促进着各项协作机制以更好地调整
利益，建立社区并促进利益相关方和专家参与天气、气候和水等领域。
长期目标和具体战略目标
目标 1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提供权威的、易理解的、面向用户和适合目的的信息和服务

长期成果：加强会员国开发、获取和利用准确、可靠和适合

（文框/图解）

目的、基于影响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的能力，
WMO 的权威旗舰产品
以最好地支持决策和行动，从而实施可持续发展并减轻天气、 补充 IPCC 评估报告的年度全球气候状况
温室气体公报
气候和水相关的风险。
臭氧公报
厄尔尼诺 - 拉尼娜最新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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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1.1 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警报系统并扩大影响力以促进有效地应对相关风险
认识到在联合国全球议程下，有关天气、气候、水和其他环境极端事件的预警对于生命和生计的安全是
至关重要的，并且是所有政府 NMHS 任务的基础。在很多国家，缺乏提供预警的能力并应加以解决，
特别是通过在最脆弱的最不发达国家采取集中的行动。
2020-2023 年的重点：
•
•
•

加强基于影响和基于风险的延伸预报和预警产品和服务，以促进更好防备和应对水文和气象事件。
加强多灾种早期预警的国家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加强获取官方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预报和预警，以支持区域和全球需求。

具体目标 1.2 扩大提供支持政策和决策的气候信息和服务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为指导和支持气候服务价值链中各项活动提供了一个独特平台，其有助于
适应、减轻和减小损失和损害。将扩展这些产品的可用性和获取，以使所有会员受益。
2020-2023 年的重点：
•
•
•

通过改进对有关过去、当前和未来气候信息的加工、交换和加强，以推进气候服务信息系统，从而
促进所有的会员获取最佳的现有全球和区域气候信息产品和方法并进行增值。
支持会员制作和提供 GFCS 优先领域的权威国家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以适应和响应气候变率和
变化，包括通过参与国家适应计划，以及避免损失和损害并优化与气候有关的机会效益。
改进 WMO 产品（包括关键气候指标、季节性展望以及对极端事件和相关影响信息的改进描述），
因为这些产品被认为是国际气候相关政策实施和联合国系统行动的主要依据。

具体目标 1.3 进一步开发支持可持续水管理的服务
为了减轻相关风险和后续损失，更好地获取有关当前水资源现状和未来状况的、可靠的全球和区域信息
是至关重要的，但利益相关方对此信息没有一个统一的渠道来源。WMO 将建立一个系统，以便于获取
基本的水资源信息，以支持基于当前和预期水文条件的知情决策。
2020-2023 年的重点：
•
•
•

促进更好地获取改进的水文服务、预报和预警，以便开展水资源、干旱和洪水风险管理和规划。
通过全球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促进跨界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提高对当前和未来水资源的了解。
定期报告全球水资源状况。

具体目标 1.4 强化价值和创新性提供决策支持性天气信息和服务
为各种运输形式（航空、海洋、陆地）、能源、农业、卫生、旅游业、城市及其它行业以天气为依据的
决策将提升至新高度，带来显著的生产率提高和积极的环境影响。服务提供法将进行创新，从而建立起
会员提供现代化、契合用途的高质量服务能力。
2020-2023 年重点：
•
•
•

现代化技术融入服务提供和质量管理原则从而加强和提高天气服务。
针对大城市及其它城市地区的具体需求制定和实施新的天气和水预测服务。
进一步指导和协助 NMHS 评估和强化其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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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私成功合营的原则和指导，并以合作及互助为基础推进参与方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对话
依据国家最佳做法，针对所有服务领域全面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质量控制机制及推荐规范。

目标 2

加强地球系统观测和预测：强化未来技术基础

长期结果：综合地球系统观测网络日益自动化和优化，以确保有效的全球覆盖率。高质量契合用途的测量
将增进以资料管理和资料加工机制为依托的持续全球资料交换。
（文框/图解）
WMO 核心全球公共系统

具体目标 2.1 通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优化地球系统观测资料的获取

WIGOS 及其组成网络
WIS 示意图
GDPFS 全球和专业中心

WMO 所有实地和空基观测计划都将并入单一的综合系统-WIGOS，它将于 2020 年投入运行。WMO

各项标准、原则和工具在全球的实行将使会员能够优化其观测网络。这将有助于会员利用各相关政府机
构、研究实体、非盈利组织及私营公司等运行的观测系统，也包括非传统资料获取工具，例如众包和物
联网。
2020-2023 年重点：
•

•

•

通过协调全球和区域计划，尤其是进一步开发和业务实施用于各观测平台的全球基本观测网络
（GBON）和电子元数据清单，以及用于监测其资料提供和资料质量的定量工具，快速促进
WIGOS 的实施。
增进遵守各项条例和标准，同时确定观测资料覆盖率方面存在的关键差距，并通过对观测网络的综
合设计加以解决。
制定补充监管和指导材料以促进在 WIGOS 框架下整合外部来源的观测资料。

具体目标 2.2 通过 WMO 信息系统促进和增加对当前和过去的地球系统观测资料及反演产品的
获取、交换和管理
通过 WIS 获取的观测资料的有效适用期是无限制的。所有时间的大气成分、气候、水文和海洋观测资
料都需要持续提供和获取，用于研究、气候监测、再分析及其它用途。因此， WMO 将简化和协调
WMO 所有资料管理系统。
2020-2023 年重点：
•
•
•

促进 WIS 的持续成长和发展，兼顾和发挥会员的不同技术能力，并使所有会员能够不断获取在
WIGOS 下所获得的所有观测资料以及在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下制作的所有资料。
进一步制定关于管理资料国际交换的监管和指导材料，以及强化对合规性的监督。
通过 WIS 整合并进一步开发 WMO 资料管理系统和做法，以帮助确保能够妥善存档所有观测资料
和关键产品。

具体目标 2.3 能够从 WMO 无缝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获取和使用所有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数
值分析和地球系统预报产品
主要天气形势通常可提前一周以上作出预测；热带气旋登陆可提前几天准确预测；甚至小尺度、有高局
地影响的灾害性天气通常也可做出预报，其时间提前量足以减缓其影响。WMO 将进一步促进地球系统

274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预测的开发，推进使用由全球各中心运行并通过 WMO 协调的数值模式 4级联无缝系统，以提升所有会
员的国家预报能力。
2020-2023 年重点：
•
•
•

促进 GDPFS 更多关注概率预报和耦合地球系统模拟，以改进各时间尺度预测以及气候模拟，包括
长期气候变率、季节性/次季节性和短期天气事件。
进一步制定关于管理 GDPFS 有效运转的监管和指导材料。
强化 GDPFS 以使所有会员能够开发和/或提高其自身的国家预测能力，而这又得益于基于定量模
式以及基于影响的预报产品的进展。

目标 3 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利用科学领导地位为增进服务而促进对地球系统的了解

长期结果：借助全球研究界的力量从而根本性地促进对地球系统的了解，同时完善与政策相关的咨询和所
有时间尺度的无缝预测技能。这将会强化所有会员的预报和预警绩效，因为研究和业务相结合可将最佳科
学应用于服务价值链的各个部分。

具体目标 3.1 增进对地球系统的科学认知
WMO 在应对涉及地球系统根本科学问题的挑战和机遇方面具有独特地位，并将以 NMHS、学术界和
研究机构的最佳专业知识为依托引领全球研究工作。
2020-2023 年重点：
•

•
•

应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模拟、分析和观测等方面关于大气成分、海洋/大气/陆地耦合、冰冻圈、
云和环流、水利用率和洪水、区域海平面和海岸影响、高影响天气以及气候变率和变化等主题的总
体挑战。
优先考虑科研实施计划并动员广大科学界帮助借助全球研究潜力形成对地球系统及相关天气、水和
气候联系的进一步认知和了解。
支持推进 WMO 协调的优先重点科学评估和服务。

具体目标 3.2 强化科学转化至服务价值链，确保科学和技术进步可提高预测能力
WMO 可证明将科学转化为业务服务具有价值，可提高其提供水平，具有社会效益。考虑到用户和利益
相关方在提高预测能力和社会经济相关性方面的预期呈指数增长，WMO 将通过加速将研究转化为业务

应用，努力确保有效的科学至服务的转化。
2020-2023 年重点：
•

4

提高对高影响天气预报、季节到次季节到年代预测、极地预测、城市和环境预测以及水循环预测的
预测能力。

“在 WMO 的背景下，无缝预测不仅考虑地球系统的所有部分，还考虑天气 - 气候 - 水 - 环境价值链的所有学科
（监测和观测、模式、预报、发布和沟通、感知和解释 、决策、终端用户产品），以提供量身定制的天气、气候、水
和环境信息，涵盖几分钟到几个世纪以及从当地到全球的尺度”（WMO/WWRP，催化天气科学创新：WWRP 20162023 实施计划，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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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更广泛采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以及更密切开展自然科学团体与社会科学团体之间的合作，加强
产品和服务的相关性及效用。

具体目标 3.3 推进与政策相关的科学
在未来十年中，预计科学将可为实施国家和国际政策及行动提供适用的工具和解决方案。在与其伙伴的
密切合作下，WMO 的关键研究倡议将促进科学评估和气候预估、权威的全球温室气体报告及其它大气
组分报告以及新技术，从而更好地量化碳、能源和水循环。
2020-2023 年重点：
•
•
•

实施全球综合温室气体信息系统，以使会员能够提高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质量和信度。
促进 IPCC 及其它全球科学报告所评估的科学知识主体。
通过提高特别是在次季节至季节尺度上的能力，改进对水资源管理决策的认识基础。

目标 4 弥补在天气、气候、水文及相关环境服务方面的能力差距：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服务提供能力，确保
为政府、经济行业和公民提供所需的基本信息及服务

长期结果：促进利用区域和全球监测及预测系统及使用可为发展中国家会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及会员岛屿领地带来切实益处的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及服务。此项目标的实现将以战略投资、
技术转让、知识和经验共享为手段，并适当考虑社会包容及性别因素。

具体目标 4.1 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使其能够提供和使用基本的天气、气候、水文及相关环境
服务
许多社会和经济体对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日益脆弱以及 NMHS 在提供充分服务的能力方面所存在
的不足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会员岛屿领地的能力不足 – 都需
要 WMO 加强其能力开发工作，依托 NMHS 的现有能力，利用发达国家 NMHS 在结对及其它安排方
面的能力，同时利用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发展伙伴对本目标的投资。
2020-2023 年重点：
•
•
•

更多了解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制度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具体能力需求，使其能提供充分的天气、
气候、水文及相关环境服务，尤其是针对保护生命、财产和经济生产力。
筹措涉及发展伙伴和国家政府的战略资源，并帮助 NMHS 制定长期战略和业务计划，以满足确定
的能力需求。
通过证明、推进和宣传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观测、研究及
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从而提高其 NMHS 的知名度和可持续性。

具体目标 4.2 发展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及专业知识
许多国家和地区接受过充分教育和培训的员工在天气、气候、水文及相关环境服务提供方面的必要能力
和人员数量存在日益的不足。此外，科学创新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快速进展都要求对 NMHS 人员进行相
应的持续培训。WMO 将增加其培训和长期教育活动，以帮助会员获取并保持所需的能力。
2020-2023 年重点：
•

支持会员通过以 WMO 标准和建议为重点的相应教育和培训计划，获取有效服务提供所需的资质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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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发展中国家会员与发达国家会员之间的合作以及对 WMO 区域培训中心的充分利用。

具体目标 4.3 逐步扩大有效的伙伴关系以投资可持续和有成本效益的基础设施及服务提供
促进全方位的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提供，以支持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并保证粮食生产、能源和水资
源的安全。逐步扩大合作投资，旨在使网络成本最小化、机会最大化，尽可能使网络持续时间远超捐助
方所资助项目的寿命。
2020-2023 年重点：
•

加强所有会员之间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以共享知识、技术和专业知识，尤其注重利用结对安排。

•

与关键的相关联合国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及学术界结成战略、功能性和互惠发展
型伙伴关系和联盟。

•

在推动全球气象的基础性原则方面，在强调权威声音、通用标准、资料和产品共享等方面提供领导
力。

目标 5 WMO 结构和计划的战略重组以有效制定及实施各项政策和决策
长期结果：通过使各结构和过程更为符合本组织的战略目标，提高组成机构的相关性、效力和效率以及更
好地实施本战略计划。

具体目标 5.1 优化 WMO 组成机构结构以实现更有效的决策
通过 WMO 行动中更具战略性的重点以及适合于实施战略计划的组成机构结构和过程，确保有力和高
效地利用资源（包括会员的资源）。
2020-2023 年重点：
•

落实大会关于优化 WMO 组成机构和机关的结构、过程和职责的决定，以提高本组织的效率和效能
并加强善政。

具体目标 5.2 精简 WMO 计划
WMO 的科学和技术计划需要由大会定期评审，以确保其与本组织战略计划的相关性以及服务提供的有

效性和效率。开展此项工作要依据质量管理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特约专家和秘书处给予最佳支持原
则。
2020-2023 年重点：
•

精简 WMO 科学、技术和服务计划，使本组织能够更好地实现战略计划中设定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
标，同时确保战略框架、计划框架和财政框架之间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具体目标 5.3 促进平等、有效和包容地参与治理、科学合作及决策
尊重多样性和重视性别平等的组织能够表明其是管理更好、绩效更高且创造力更强的组织。性别平等和
赋权女性对于科学的卓越发展更为关键，对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的挑战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尤其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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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3 年重点：
•
•
•

促进本组织的性别平等，尤其是在治理和决策以及在落实 SDG5 及 WMO 性别平等政策等方面。
使女性和男性可平等获取、判读及使用信息和服务。
通过树立模范和投资人力资本，从而吸引更多的女性和女孩在 NMHS 从事科学工作和就业。

战略计划的实施
本战略计划将指导 WMO 在推动实现其 2030 年远景方面所作出的各项决定和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并将作
为未来财务期（2020–2023）的重点而给为会员带来最大效益。
本战略计划考虑了关键驱动因素中所述的在战略、业务、财务、合规性和信誉等方面对本组织及其会员的
风险。
WMO 综合运行计划（2020-2023）提出了有时限的计划活动和项目、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及成功指标
（见附录中的说明性指标）。运行计划成为资源分配的依据，并确定了风险和绩效衡量标准，可据此通过
WMO 监测和评估系统评估关于实现预期成果取得的进展。

附录
监测指标
战略目标
1.1 加强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警报
系统并扩大影响力以促进有效地应
对相关风险

监测指标
1.1.1 参与全球预警系统的会员数量
1.1.2 将 MHEWS 纳入国家 DRR 管理系统的会员数量
（待定）利用 WMO 标准唯一标识符对高影响天气、天气和气
候事件进行分类的国家数量

1.2 扩大提供支持政策和决策的气
候信息和服务

1.2.1 具备基本气候服务系统的会员数量
1.2.2 具备更强 CSIS 能力的会员数量
1.2.3 可在 GFCS 优先重点领域内提供定制产品的会员数量
1.2.4 可利用 RCC 和/或 RCOF 的会员数量
1.2.5 用户/利益相关方对 WMO 旗舰产品（例如，全球气候
声明、厄尔尼诺展望等）的相关性、有效性和时效性的评估

1.3 进一步开发支持可持续水管理
的服务

1.3.1 参与 WMO 现状和展望体系的会员数量
1.3.2 具有洪水业务预报的会员数量
1.3.3 具有干旱业务预警系统的会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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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1.4 强化价值和创新性提供决策支
持性天气信息和服务

监测指标
1.4.1 某些选定服务（航空、海洋、EWS）具备 QMS 的会员
数量
1.4.2 在过去 X 年中开展过社会经济效益分析的会员数量
1.4.3 NMHS 与私营部门/学术机构就（a）服务提供和（b）
网络维护签订过协议的会员数量
1.4.4 在服务提供领域使用（a）网络应用程序和（b）社交媒
体的会员数量

2.1 通过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优化对地球系统观测资
料的获取

2.1.1 观测所覆盖的地球系统百分比（尤其是水文圈、冰冻
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1.2 遵守 WMO 观测标准的会员数量
2.1.3 实施 WIGOS 国家观测系统的会员数量

2.2 通过 WMO 信息系统促进和增
加对当前和过去地球系统观测资料
及反演产品的获取、交换和管理

2.2.1 建有国家网络监测和资料管理系统的会员数量

2.3 能够从 WMO 无缝全球资料加
工和预报系统获取和使用所有时间
和空间尺度的数值分析和地球系统
预测和预报产品

2.3.1 （a）获取和（b）使用定量数值模式场支持国家产品制
作和服务提供的会员数量

3.1 增进对地球系统的科学认知

3.1.1 评定 WMO 牵头的研究对会员及联合国全球议程的价值
（以完成的出色性、相关性和影响为衡量）

3.2 强化科学转化至服务价值链，
确保科学和技术进步提高预测能力

3.2.1 次季节至季节预测（S2S）数据库的下载量（兆兆字
节）

3.3 推进与政策相关的科学

3.3.1 具有支持气候行动的国家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的会员数量

2.2.2 根据决议 40、25 和 60 实施资料交换政策的会员数量

2.3.2 为制作中心提供验证资料的会员数量

3.3.2 具备年代预测能力的会员数量
4.1 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使其能
够提供和使用基本的天气、气候、
水文及相关环境服务

4.1.1 具有战略计划及其执行的法律依据的 NMHS 数量
4.1.2 对(a) NAP 和 (b) NDC 有书面支持的 NMHS 数量
4.1.3 具备更强能力提供一系列服务（基于 CPDB 自评估）的
NMHS 数量

4.2 发展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及专业
知识

4.2.1 在 WMO 各培训中心受训和/或得到奖学金的 NMHS 员
工数量
4.2.2 员工具备足够（有待明确）核心竞争力履行国家职责的
NMHS 数量

4.3 逐步扩大有效的伙伴关系以投
资可持续和有成本效益的基础设施

4.3.1 通过 WMO 技术顾问作用和/或伙伴关系获得国际能力
开发援助的 NMHS 数量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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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

及服务提供
4.3.2 受益于 WMO 推动的开发项目的会员数量
4.3.3 通过 WMO 推动的开发项目的金额（瑞郎）
4.3.4 公私伙伴关系具有法律依据的会员数量
5.1 优化 WMO 组成机构结构以实
现更有效的决策

5.1.1 根据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反映出的会员观点（例如，关
于 WMO 组成机构的结构、运行效力及模式）- 见 2016 年问
卷调查第 3 节

5.2 精简 WMO 计划

5.2.1 根据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反映出的会员观点（例如，
WMO 计划对会员所提供业务服务的价值）- 见 2016 年问卷
调查第 4 节

5.3 促进平等、有效和包容地参与
治理、科学合作及决策

5.3.1 WMO 组成机构会议的男性和女性代表比例
5.3.2 组成机构工作结构（工作组、专家组）男性和女性成员
的比例

建议 21(EC-70)
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的最大支出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23 条，

(2)

本组织《财务条例》第 3 条和第 4 条，

(2)

建议 20-WMO 战略计划，

审议了秘书长根据战略计划草案和运行计划草案(见 EC-70/INF. 16.2 (3))，提出的关于第十八财期的预
算建议（2020-2023 年）(见 EC-70/INF. 16.2 (2))，包括名义零增长情景和追加资金；
进一步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的相关建议(见 EC-70/INF. 16.2 (1))，以及战略和运行规
划工作组 2018 年首次会议的相关建议(见 EC-70/INF. 16)
注意到秘书长的提案符合决定 66 (EC-69) – 运行计划和预算（2020-2023 年）的大纲。
进一步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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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十八财务期的财务需求须由至少在名义零增长分摊的会费和自愿捐款提供资金，

(2)

秘书长关于向会员自愿捐款筹资方式的提案，它们在大会上坚决承诺资助额外活动和 WMO 的其他
活动，

(3)

预算建议中已考虑了治理改革和过渡进程，

提请 WMO 会员通过这一新资助方式为额外活动和 WMO 其他活动提供资金，
要求秘书长确保运行计划：
(1)

在计划中标示出对可预见的各项活动的资助来源（分摊的会费和有/无标示承诺自愿捐款）；

(2)

澄清资源的预期用途以及名义零增长提案和额外活动对会员的附加值；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根据 WMO 监测和评估系统，监测运行计划在成果和产品层面的执行情况，特别是在预
算资源的使用方面。
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 XX (Cg-18) – 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的最大支出，见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 21(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第十八财期（2020-2023 年）的最大支出
世界气象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23 条，

(2)

本组织《财务条例》第 4 条，

考虑到 WMO 战略计划（决议 XX (Cg-18)）中制定的长期宗旨和战略目标，
授权执行理事会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第十八财期：
(1)

支出 266,220,000 瑞士法郎的最大支出 (…待大会决定)，通过分摊的会费提供资金；

(2)

按照调拨部分分配常规预算资金，见本决议附录 1；

(3)

在这些限额内批准 2020-2021 两年期拨款和 2022-2023 年两年期拨款。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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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会员承诺资助旨在加速、扩大和/或推广实施附录 2 所示战略目标的额外活动；
进一步授权执行理事会从自愿资源中支付其他支出，以促进根据战略计划加强各项计划活动的实施，包括
共同发起的计划和倡议。

决议草案 XX (Cg-18)的附录 1
按调拨部分列出的 2020-2023 年最大支出
（瑞士法郎）

调拨部分

2020–2023 预算

1.

第一部分 长期目标 1

58,285,300

2.

第二部分 长期目标 2

47,925,000

3.

第三部分 长期目标 3

26,138,500

4.

第四部分 长期目标 4

52,891,600

5.

第五部分 长期目标 5

2,982,900

6.

第六部分 政策制定机构、执行管理和监督

39,150,400

7.

第七部分 语言服务

38,846,400

最大总支出：
（待大会决定）
（秘书长可在最终预算建议中进行微调）。

266,220, 100

282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草案 XX（Cg-18）的附录 2
承诺为 2020-2023 年额外活动提供资金的自愿捐款
(单位：瑞郎)

战略目标

SO 1.1

按长期目标分列的额外活动
LTG.1

对国际组织的早期预警服务

SO 1.2

气候区域论坛

SO 1.3

水区域论坛

SO 1.3

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

SO 1.4

城市服务：空气质量、灾害、气候适应

SO 2.1
SO 2.2
SO 3.3
SO 4.1

捐助方：WMO
会员

LTG.2

WMO 水文观测系统成员支持能力建设
利用资料革命（WIGOS 和 WIS）
LTG.3

全球综合温室气体信息系统(IG3IS)
LTG.4

国家概况资料库业务

SO 4.1

非洲、南美、中亚区域 MHEWS 咨询系统(GMAS)

SO 4.2

WMO 区域化/加强 NMHS 天气、水、气候服务的国家制
度体系

SO 4.2

支持和协调 SIDS 和 MIT

SO 4.3

私营部门参与协调

（秘书长可与会员协商后细化本列表）。

建议 22 (EC-70)
本组织的官员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了选举本组织几个副主席职位的过程，这些职位在大会闭会期间出现了空缺；

按捐助方分列
的总额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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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会提出决议 XX(Cg-18)- 任命大会两次届会之间的代理副主席。

建议 22 (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1(Cg-18)
任命大会两次届会之间的代理副主席
大会，
审查了建议 22(EC-70)- 本组织的官员，
确信需要确保副主席职位的连续性；
决定若第三副主席一职在大会两次届会之间出现空缺，执行理事会应根据 WMO《公约》第十三条，从执
行理事会的当选成员中指定一名担任代理第三副主席。代理第三副主席的任期不应超过其取代的原副主席
的剩余任期。因此，《总则》第十五条应作如下修订：

如果本组织第三副主席的职位在大会两次届会之间出现空缺，执行理事会应根据 WMO《公约》第十三条
的规定，从执行理事会的当选成员中指定一名担任代理第三副主席。代理第三副主席的任期不应超过其所
代替官员的剩余任期；
决定进一步澄清《总则》第十三和第十四条，以表明如果第二或第三副主席分别担任代理第一或第二副主
席，他/她还应留任其原职位。因此，《总则》第十三和第十四条应作如下修订：

《总则》第十三条
如果本组织的第一副主席辞职或失去资格或不论何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本组织的第二副主席还应担任本
组织的代理第一副主席，其任期不得超过其取代的原第一副主席的剩余任期。
《总则》第十四条
如果本组织的第二副主席辞职或失去资格或不论何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本组织的第三副主席还应担任本
组织的代理第二副主席，其任期不得超过其取代的原第二副主席的剩余任期。
决定修改《总则》第十六条第 3 款，以反映先前在第十五条中详述的如下选举过程：

第十六条第 3 款
如果该空缺在相关机构的下届常规届会前至少 130 天通知了秘书长，则该区协或委员会的当选主席应安排
选举该机构的副主席。此副主席当选后的任期应不超过他所代替官员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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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3(EC-70)
WMO 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
通过了决议 35 (EC-70)—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
建议将决议草案 XX (Cg-18) — WMO 执行理事会 - 即本建议的附录提交大会。

建议 23(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Cg-18)
WMO 执行理事会
大会，
忆及：
(1)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就组成机构的组建向第十八次大会提交建议，

(2)

决定 84 (EC-68) – 治理审议及决定 68 (EC-69) – WMO 组成机构改革，

鸣谢执行理事会针对本组织治理审议和构想所做的工作；
审查了建议 23(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
重申公约确立的执行理事会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第 14 条规定的主要职能。
认同决议 35(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根据该决议，除审计委员会、财务咨询委员会和职工
养老金委员会外，执行理事会已决心将向其汇报的机构精简为分别负责政策、战略、技术和科学问题的两
个核心机构以及科学咨询组。

建议 24(EC-70)
审查 WMO 区域协会
执行理事会，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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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1)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已要求执行理事会就组成机构的构建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供建议，

(2)

决定 84 (EC-68) – 治理审查，

(3)

决定 68 (EC-69) – WMO 组成机构的改革；

审议了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关于区域协会构建和职责的建议；

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 XX/1 (Cg-18) — WMO 区域协会，见本建议的附录。

建议 24(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Cg-18)
WMO 区域协会
大会，
回顾到：
(1)

第十七次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就组成机构的构建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供建议，

(2)

决定 84 (EC-68) – 治理审查以及决定 68 (EC-69) – WMO 组成机构的改革；

对执行理事会就审查 WMO 区域协会所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
进一步感谢区域协会主席和在第十八财期期间与之前服务于区域协会附属机构的专家，感谢他们的
领导、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及对本组织工作的贡献；
审查了建议 24(EC-70) —WMO 区域协会的审查；
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学活动和提供服务等活动都是由会员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的，即使通过全球或
区域捐助并可为所有会员带来好处的活动也是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的；
回顾到《公约》第十八条中规定的区域协会的核心职责。
[第18 (d)条规定：区域协会的职责是：
(i)

促进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议在本区协内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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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审议执行理事会提请注意的事项；

(iii)

讨论具有广泛利益的事项，协调本区域内气象及有关活动；

(iv)

就本组织宗旨范围内的事项，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

(v)

履行大会授予的其它职能； ]

认识到区域协会就本组织宗旨内的事项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1)

评估新出现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为全组织范围的战略和运行规划过程提供信息，并确定为实现
WMO 战略计划概述的本组织各区域的宗旨和目标所需的活动和里程碑，

(2)

确定会员的能力发展需求，以支持实现其 NMHS 的国家任务并符合 WMO 通过的政策、技术规则和
指导方针等，

(3)

根据会员的集体需求，确定系统和服务现代化的区域要求；

进一步认识到区域协会的要求和专门知识应该更好地用来确定技术委员会和本组织其他机构的任务和计划；
确认：
(1)

区域协会的关键作用之一是鼓励其会员开展合作和协作活动，从而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区域间和次
区域伙伴关系，

(2)

在现有区域协会的各地理、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内或之间建立了许多次区域集团，这些集团根据各种
共同点（语言、技术水平、政府间协议等）在次全球和次区域层面上建立了更密切的协作和合作，

(3)

应当大力鼓励这种合作和协作办法，并应在当前 WMO 区域协会的地理框架内，包括通过跨区域合
作，更有效地利用这种办法；

考虑到需要改进工作机制，特别是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在制定和实施全球、区域和国家系统和服务中的
互补作用，包括能力发展、监测和评估活动；
进一步考虑到区域协会活动的有效性及其对 WMO 战略目标的贡献取决于现有的秘书处支持，要有充足的
资源并且 WMO 区域办事处和外勤（次区域办事处）要设立在地理位置适当的地方；
决定：
(1)

第十九财期期间将继续进行审查第 162 条规则中规定的区域协会的当前地理范围，目的是优化其效
率和绩效，

(2)

修订《总则》附录二中关于区域协会的总体职责，见附录，

(3)

区域协会应按需要召开会议，应继续按照 4 年的周期举办全体会议，以更好地符合并支持 WMO 的
大会会议和规划周期，全会应为会员提供更多富有成效的和更有用的信息，旨在推进区域优先重点
和产生以行动导向的明确成果，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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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鼓励区域协会发挥作用并全面符合技术委员会的相关结构及 WMO 战略计划的战略目标。此外，
在所有区域协会之间建立协调一致的结构将可促进采用共同的方法和开展更好的跨区域合作；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对继续审查区域协会进行监督，目的是向第十九次大会就其形式和职能提出建议，

(2)

在第十九次大会上报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要求区域协会的主席在各管理组的支持下，主持对各自协会的活动和工作机制进行全面审查，并向
执行理事会报告关于改进各项进程和机制的建议，以加强区域和区域间合作及伙伴关系，调
动资源和解决现有能力差距和缺陷的计划；

进一步要求区域协会主席：
(1)

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就会员提名专家的问题进行协调，以确保与各区域机构的协同作用，并更好地利
用资源并沟通区域的要求，

(2)

与其他相关机构和秘书处合作，努力建立和运行有效的绩效监测和评估流程，对每个会员的能力和
绩效进行客观评估，并强调需要紧急处理的重大缺陷，

(3)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应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处密切协调，传达区域优先事项和要求，以便在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中加以考虑，并对为会员提供服务的区域中心和设施进行预定的绩效监测和评估，

(4)

加强与区域发展机构的资源调集工作，以及在会员国政府方面加强其宣传作用，使其提供所需的财
务支持，支持 NMHS 作为关键气象、气候、水文及其他相关环境信息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邀请本组织的会员积极支持和参与建设个人和集体能力的区域合作活动，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包括通过
双边和多边协议实现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提供、分享经验及知识和专门技能转让；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提供充分的资源，保证区域协会在第十九财期有效运作。

决议草案 XX (Cg-18)的附录
修订区域协会的总体职责
（《总则》附录二）
为了在本附件中所确定的规定地理区域内履行《公约》第十八条第4款列举的职能，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
总体指导下并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各区域协会经与其他相关机构密切协调与合作，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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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2.

确保 WMO 在其区域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并让各利益相关方参与与本组织的战略优先重点相关
的区域活动和项目；提高其会员及次区域的知名度和体制能力建设，并通过制定国家气象服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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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计划，确定并应对长期可持续现代气象服务的关键不足之处；协助开展关于气象服务的社会经
济效益的最佳宣传方法的交流；
3.

确定会员和区域机构的要求，并将其传达给技术委员会，并确定影响到及时实施拟定计划和活动
的障碍；必要时与会员、技术委员会及其他机构开展合作，以支持、监测和定期审查 WMO 机
构建立的所有区域中心，从而确保向区域内会员提供表现优异、可持续运行和有效的服务；与技
术委员会协商确定共同专家，以协助分享区域重点和要求，实施技术重点和相关的能力建设活动；
确定技术差距并促进培训以培养未来的专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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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以及资料和技术专长的公开分享，并酌情要求采取纠正措
施；

5.

酌情参与制定 WMO 运行计划及其他实施计划，以从区域的角度反映议定的战略优先重点，并
确保会员参与旨在实现 WMO 战略计划中的预期结果的重点活动；

6.

调整其工作结构以应对区域优先重点领域，并根据区域的需求，将其会员的知识专长充分用于提
供指导和支持；

7.

建立并促进与相关区域组织的合作及伙伴关系，包括联合国区域经济委员会、其他联合国机构、
次区域组织、开发伙伴、非政府组织和专业协会；

8.

通过主席，与区域政治和经济实体以及会员一起，倡导会员能力提高所需的政治和财务支持，以
确保其提供和获取重要的气象、气候、水文和其他相关环境信息和服务。

建议 25(EC-70)
WMO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已要求执行理事会就组成机构的构建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供建议，

(2)

决定 84 (EC-68) – 治理审查，

(3)

决定 68 (EC-69) – WMO 组成机构的改革，

审议了：
(1)

WMO《公约》第 19 条和 WMO《总则》第 180-196 条规定的技术委员会职能，

(2)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2018 年首次会议关于技术委员会构建的建议（见 EC-70/INF.16），

(3)

技术委员会修订系统的概念，见本建议的附录 1；

(4)

建立有效机制，为提供更好的天气、气候和相关环境服务而加强科学进步的重要性，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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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从针对全球社会趋势和挑战的独立、高级别科学建议中获益的重要性；

进一步审议了：
(1)

第十四次伊比利亚美洲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会议（CIMHET）倡议三个服务和应用委员会的备选提
案，

(2)

开放科学大会的成功，

(3)

2018 年 5 月 7-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通过水文服务实现繁荣”全球大会和执行理事会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举行的水特别对话会的成果，鼓励 WMO 为了抓住机会和会员的利益，在不断涌现的全球
水事议程中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

(4)

水文气象委员会特别届会（2018 年 12 月）已被要求（决议 18（EC-70））让水文界参与（a）建
议 WMO 有效参与全球水事议程的最佳方案，（b）向大会提供关于如何将水文活动纳入 WMO 新
结构的建议，

(5)

国家水文部门目前的具体运行条件和 WMO 将为加强其水文规范而采取的新方向，可能需要特定的
组织结构和/或工作机制，以能够有效促进和整合业务水文活动，并为 WMO 在新战略计划中采用的
综合地球系统方法做出有效贡献并从中受益；

向大会提出：
(a)

决议草案 XX/1 (Cg 18) — 建立 WMO 第十九财期期间的技术委员会，见本建议的附录 1；

(b)

决议草案 XX/2 (Cg-18) – 研究理事会，见本建议的附录 2；

(c)

决议草案 XX/3(Cg-18) –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见本建议的附录 3；

(d)

决议草案 XX/4 (Cg-18) –科学咨询组，见本建议的附录 4。

建议 25(EC-70)的附录 1

决议草案 XX/1 (Cg-18)
建立第十九财期期间的 WMO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大会，
回顾到：
(1)

第十七次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就组成机构的构建向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供建议，

(2)

决定 84 (EC-68) – 治理审查以及决定 68 (EC-69) – WMO 组成机构的改革，

(3)

决议 43 (Cg-16)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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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行理事会及其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就技术委员会的构建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
审查了建议 25 (EC-70) —WMO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认识到：
(1)

根据《公约》，大会建立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并不时进行审查，旨在就本组织目标范围内的问
题进行研究并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

(2)

技术委员会根据其总体职责（《总则》附录 3）负责：
(a)
研究和审议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会员随时掌握情况并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他组成机构
就这些进展及其影响提供咨询，
(b)
制定供执行理事会和大会审议的气象和业务水文学方法、程序、技术和做法等拟议的国际
标准，特别包括《技术规则》的相关部分、指南和手册；

(3)

(4)

大会已将技术委员会分为两类：
(a)

基本委员会 – 从事基本业务和设施，以及大气科学研究；

(b)

应用委员会 – 从事应用于经济和社会活动，

技术委员会在将会员共同的专业知识用于协调设计和开发全球统一的系统及会员开展的服务、制定
相关标准和指导材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为实现本组织的宗旨做出贡献，并为会员带来效益，

进一步认识到：
(1)

技术和体制环境瞬息万变，对于 WMO 所有业务领域中信息和服务的社会需求不断增长，这就需要
在服务提供价值链上采取全面综合的方法，

(2)

通过整合和精简主要组织领域的专门知识和规范工作，可以实现这种整体方法，其中包括：（a）进
行地球系统观测、信息管理、预测和产品制作的综合基础设施和方法，（b）应用和服务的开发，以
及向政府、公民和经济部门提供服务的相关方法，和（c）重点科学研究和能力发展；

(3)

技术委员会的重组旨在支持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支持开发：
(a) 地球系统科学从气候尺度到中尺度的无缝预测方法，它是依托天气、水、海洋和气候联系
的概念，
(b) 天气、水、海洋和气候联系的综合方法，它支持会员努力使用完全耦合的地球系统模式方
法最终统一业务预报系统， 考虑到所有时间尺度上对大气和地球系统其他元素有直接影响的海
洋变化，
(c) 服务和应用的综合跨学科方法，强烈关注用户和使用案例，推动基于影响的方法，并支持
为通用服务类（如质量、能力、适用性，可获性）共同制定标准和方法，以及服务提供创新
（例如通过社交媒体），

(4)

鉴于会员的能力开发需求，技术委员会改组产生的效率和节省将重新调整，以支持旨在提高会员能
力的活动；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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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需要维护和加强本组织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方面的领导力；
进一步考虑到 EC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WG/SOP）对水文委员会特别届会（CHy-Ext）的审议
和建议；
认识到鉴于此次重组规模为 WMO 历史上前所未有，从现有结构向新结构的过渡应通过透明和管理良好的
流程来实现，包括特别侧重于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区域协会及其成员）进行积极主动的变革管理；
决定：
(1)

根据《公约》第八条第 9 款的规定，在第十九财期建立下列技术委员会：
(a)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COIIS），其职责见附录 A，

(b)

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CSA），其职责见附录 B。

(2)

新委员会的基本工作原则须具备 WMO 组织宗旨所涵盖的天气、气候、水和其他相关环境领域的包
容性；

(3)

鉴于新委员会的多学科性质以及工作量增多，应详细阐述新委员会的构成和工作安排，以确保有关
学科的均衡代表性、积极平衡的区域参与以及性别考虑

(4)

根据决议 36 (EC-70) - WMO 组成机构改革的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两个技术委员会应根据过渡
计划尽早开始开展工作；

(5)

根据“公约“第 8 条的最后一段，每个新委员会的主席及其副主席将由大会从现任技术委员会主席和
副主席中选出，作为旨在加快向技术委员会新结构过渡的一次性措施，

(6)

过渡期结束后，在第十八财期内开展活动的现有技术委员会将予以解散，具体如下：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
水文委员会（CHy）（取决于 CHy 特别届会的建议），
大气科学委员会（CAS），
航空气象委员会（CAeM），
农业气象委员会（CAgM），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气候委员会(CCl)；

对在第十八次财期期间与之前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和专家的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领导、兢兢业业的
工作以及对本组织工作的贡献；

292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选举…[姓名]为…的主席，选举[三人姓名]为副主席；
通过对《总则》中涉及技术委员会工作和具体职责的部分做出的修订，见本决议的附录；
要求执行理事会负责监督向新技术委员会的过渡，并在第十九次大会上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要求新技术委员会主席确保建立所需的的最佳附属结构，以便最有效和最高效地实施战略计划，
进一步要求新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
(1)

通过与有关内部和外部机构（包括联合机构和/或机构间组织以及相关的全球和区域伙伴关系）酌情
建立牢固的联系，努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协同效应，

(2)

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2020 年）上报告两个委员会的附属结构和工作计划；

(3)

建立工作机制和流程，以响应会员制定的优先重点和要求，通过与各区域协会协商制定技术解决方
案，以确保解决方案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具备可行性、可负担以及可实施性；

要求会员支持建立可为技术委员会提供支撑的坚实的专业知识群体，通过提名相关技术领域的知识渊博、
经验丰富和积极进取的专业人士，并支持他们在委员会的工作，包括给予充足的工作时间和做出财务承诺
等，以确保各委员会在制定全球标准、采用创新成果和建设国家、区域和全球技术能力方面的领导作用，
从而实现本组织的宗旨；
要求各区域协会主席与其会员积极工作，以确保被提名的专家能够代表地理、性别和技术多样化，以促进
区域协会主席与其会员积极合作，确保提名的专家能够代表地理，性别和技术多样性，以促进对区域需求
和问题的全面投入，并促进不断演进的技术系统、标准和法规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实施和应用；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按照过渡计划顺利过渡到技术委员会的新安排。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43 (Cg-16)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决议 4 (EC-60) —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的作用和职责，决议 3 (EC-66) —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决议 14 (Cg-13)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后面这些决议不再生效。

决议草案 XX/1 (Cg-18)的附录 1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注：

《总则》附录三中规定在技术委员会总体职责将保持不变。

A.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COIIS）

总体权限
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COIIS）的总体范围和具体职责应符合《公约》第 2 条中规定的本组
织的宗旨，特别是（a）至（c）和(e)项条款以及《总则》第 180 至 196 条及附录 3（经本决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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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应面向 WMO 所有计划及其相关应用和服务领域协助：开发和实施可获取、加工、传输和分发地球
系统观测资料及相关标准的全球协调系统；协调标准化分析和模式预报领域的制作和使用；并形成和实施
完善的资料和信息管理做法。
委员会的工作应涉及滚动需求评审中列出的所有经批准的 WMO 应用领域，以及更新的及新兴的观测、信
息和基础设施要求。
委员会应尽可能促进综合系统的开发，以涵盖所有应用领域，并确保这些系统：
(a)

是以用户为驱动，并可向会员提供地球系统观测资料、经加工的资料以及相关的服务产品和信息，

(b)

是适用于所有 WMO 会员，可为其所获取并可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c)

是尽可能以模块和可扩展原则为基础，

(d)

充分利用现有的 WMO 及其它相关标准和条例，

(e)

在有利的情况下利用和促进公共-私营携手关系，

(f)

结合最先进的最佳和适用技术，

(g)

是以与 CSA 和研究理事会合作确定的用户需求为基础；

(h)

是依托现有的伙伴关系和在服务区内实践团体间网络，这有利于 WMO 会员。

委员会的活动应以 WMO 战略计划为指导。

具体职责
(a)

(b)

根据《WMO 技术规则》的规定，开发和维护与综合观测系统、资料传输和分发系统、资料管理
系统、以及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相关的 WMO 规范性材料 - 委员会应：
(i)

在其涵盖的应用领域内协调开发新的系统并编制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规章性材料，

(ii)

促进和尝试整合现有的规章性材料，

(iii)

必要时通过定期修订程序，更新规章性材料，

(iv)

确保所有应用领域中新的和经修改的规章性材料的一致性，

(v)

考虑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以确保规章性材料的传播，

(vi)

新的和经修订的规章性材料在建议时辅以相关的影响、成本效益和风险分析；

公共基础设施和系统的属性 – 委员会应：
(i)

在所有会员中促进形成遵守各项标准和相关规章性材料的文化，

(ii)

进一步开发和推广使用“滚动需求评审“（RRR）来评估用户需求，评估现有能力以及制
定差距减缓战略，以进一步提高 WMO 的整体系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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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开发统一的资料管理方法并在所有学科和 WMO 应用领域推广，

(iv)

在所有应用领域开发可确保观测和其他资料产品质量的通用方法，

(v)

积极寻求与所有相关政府实体、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地球系统观测资料提供方
接触合作。

协助会员提高系统能力并实现有效的实施和合规 - 委员会应：
(i)

与区域协会和会员协商，确定改进观测、资料传输和资料管理能力服务的需求，并制定所
需的实施战略，

(ii)

与区域协会协商确定可以参加技术委员会小组的专家，促进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实施和采用
不断发展的技术系统、标准和规定；

(iii)

通过制定符合新的和经修订的规章性材料的指导材料，促进区域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实
施这些系统，

(iv)

与区域协会磋商后，确定需求，协助会员提高能力，并提供相关指导和能力建设，包括培
训，

(v)

在必要时提出试点和示范项目，

(vi)

通过支持相关活动并通过沟通和宣传活动促进知识转让；

(vii) 针对表示水量、水质和沉积物的变量，提供基本测量的标准和规定；（取决于 CHy 特别
届会的建议），
(viii) 支持“水文状况和展望系统“的技术方面以及水情报告的现状；（取决于 CHy 特别届会的
建议），
(d)

合作和伙伴关系 – 委员会应：
(i) 与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CSA）和有关国际组织在气象、水文、
气候和其他环境观测、信息和基础设施领域建立密切协调和高效的工作机制，
(ii)

与 WMO 共同发起的系统和计划以及其他主要国际观测计划和倡议建立并保持密切协作
与协调，

(iii)

与研究理事会合作设立与相关科学和业务用户组织（例如 ECMWF、EUMETSAT、
EUMETNET、UNFCCC、FAO）的磋商机制，以获取关于系统能力的反馈和建议，

(iv) 通过建立涉及系统开发共同领域的联合（包括机构间）机构和项目，考虑利用资源的机会；

组成
委员会的组成应根据《总则》第 183 条[新，见 EC-70/文件 18.2(2)]。
会员须确保地球系统观测、信息管理和预测方面的主要技术专家参与职责所涵盖的气象、水文、气候、海
洋、大气环境及其它领域。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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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则》第 184 条[新，见 EC-70/文件 18.2(2)]可邀请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合作伙伴、WMO 的私人
合作伙伴提名其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工作程序
委员会应在委员会的专家中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委员会应建立有力和高效的工作机制以及相关必要的、有时限的附属机构：
(a)

根据全组织的战略和运行计划，制定一个工作计划，确定具体的可交付成果及时间表，并每年监测
进展情况，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报告，

(b)

有效地使用电子形式的协调和协作，

(c)

酌情与其他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JCOM 和其它相关机构，特别是通过执行理事会技术协调委
员会开展有效协调，

(d)

组织沟通和宣传，向 WMO 通报正在开展的工作、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机遇等，

(e)

实行成果认定制度，推动创新，纳入年轻专业人员，

(f)

确保其所有结构和工作计划中的区域和性别平衡和包容性，

(g)

确保充分的代表性及与服务区内实践团体的协商，

B.

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CSA）

总体权限
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服务与应用委员会（CSA）的总体范围和具体职责应符合《公约》第 2 条中规
定的本组织的宗旨，特别是（d）和（e）项条款；《总则》第 180 至 196 条及附录 3（经本决议修订）。
委员会应协助开发和实施全球统一的天气、气候、水、海洋及环境相关服务和应用，以便所有用户群体和
整个社会能够做出知情决策并实现社会经济效益。
委员会应涵盖各应用领域，并根据实施战略计划的需要设立子结构，包括但不限于：
(a)

受规管的和现有的气象服务（《WMO 技术规则》（WMO-No. 49）涵盖，根据总体职责 2）：
(i)

航空气象服务；

(ii)

海洋和海洋气象服务；

(iii)

农业气象服务；

(iv)

公共天气服务；

(v)

气候服务；

(vi)

水文服务；（取决于 CHy 特别届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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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新兴服务（目前针对有可能纳入受规管服务的研究主题和评估，根据总体职责 1）：
(i)

城市服务；

(ii)

环境服务；

(iii)

多灾种预警服务；

(iv)

极地和山区服务；

(v)

卫生；

(vi)

能源；

(vii)

水资源管理；（取决于 CHy 特别届会的建议）

(viii)

陆地交通；[Bah]

(ix)

其它，必要时。

(c)

水文服务的潜在目录；（取决于 CHy 特别届会的建议）

委员会应促进采用整体服务和服务提供的方法，并协助会员实施：
(a)

基于风险的决策以支持灾害风险的防备和减少；

(b)

服务型文化；

(c)

强烈地以用户为核心，“定制型“服务；

(d)

服务提供的质量管理；

(e)

人员能力和资质标准；

(f)

互惠互利的公共-私营合作，为社会提供优化的服务和附加价值；

(g)

加速采用提供服务的先进技术；

(h)

对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系统评估和其他相关面向市场的评估。

委员会的活动应以 WMO 战略计划和 WMO 服务提供战略为指导。

具体职责
(a)

根据《WMO 技术规则》第一卷及其相关附录的规定，编制和维护与服务提供相关的 WMO 规范
性材料，委员会应：
(i)

根据确定的会员需求，在其范围内的所有应用领域中，协调开发新的面向服务的规章性材
料；

(ii)

必要时通过定期修订程序，更新服务相关的规章性材料；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iii)

确保所有应用领域中新的和经修改的规章性材料的一致性；

(iv)

加强预测和服务提供的能力；

(v)

考虑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以确保规章性材料的传播；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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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OIIS 和研究理事会合作，相互协调并将科学、基础设施和服务联系起来；

(vii) 新的和经修订的规章性材料在建议时辅以相关的影响、成本效益和风险分析。
(b)

公共服务提供的属性 – 委员会应：
(i)

在所有相关应用领域推广以服务为导向的文化，包括以客户为中心、质量管理、对价值和
社会经济效益的理解；

(ii)

共享最佳做法并制定用户参与的协调方法，包括确定需求，并建立持续改进服务所需用户
反馈的机制；

(iii)

在所有应用领域开发基于影响的产品和服务的方法、创新的服务提供方法和综合平台；

(iv)

确保对于参与提供服务的人员的能力和资格要求保持一致；

(v)

作为质量管理的一部分，开发用于验证信息和服务提供的通用方法；

(vi)

通过开展适当的研究和项目，更好地认识服务提供的经济性、成本回收机制和商业和市场
要素，并为会员提供相应的指导意见；

(vii) 积极寻求与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中服务提供者的合作；
(viii) 促进全球和区域伙伴关系，包括依托现有的伙伴关系和服务领域中实践团体之间的网络，
这有益于 WMO 会员。
(c)

(d)

协助会员提高服务提供的能力并实现有效的实施和合规 - 委员会应：
(i)

与区域协会和会员协商，确定对新服务和改进服务的需求并分析相关能力和最佳做法；

(ii)

与区域协会协商确定可以参加技术委员会小组的专家，促进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实施和采用
不断发展的服务和应用、标准和规定；

(iii)

通过根据所发布的新的和经修订的规章性材料制定指导材料，以促进其实施；

(iv)

与区域协会磋商后，确定为会员提供援助的需求，并提供相关指导和能力建设活动，包括
培训；

(v)

在必要时提出试点和示范项目；

(vi)

通过支持相关活动以及通过沟通和宣传活动促进知识和最佳做法的转让。

合作和伙伴关系 – 委员会应：
(i) 与 ICAO、IMO、FAO 等相关国际组织在提供服务领域建立密切协调和高效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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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与用户组织建立咨询机制，以获得关于服务的反馈和建议；

(iii)

通过建立涉及服务提供共同领域的联合（包括机构间）机构和项目，考虑利用资源的机
会；

组成
委员会的组成应根据《总则》第 183 条[新，见 EC-70/文件 18.2(2)]。
会员须确保服务和应用领域的主要技术专家参与这些职责所涵盖的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及其它领域。
根据《总则》第 184 条[新，见 EC-70/文件 18.2(2)]，可邀请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合作伙伴、WMO 的私
营部门合作伙伴提名其专业领域的技术专家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工作程序
委员会应：
从委员会专家中选举一名主席和三名副主席。
委员会须建立有效和高效的工作机制及相关必要的有时限的附属机构：
(a)

通过设立适当数量的附属机构建立有力和高效的工作机制；

(b)

有效利用包括会员集体专业知识在内的广泛实践社区，包括私营部门和学术界；

(c)

根据全组织的战略和运行计划，制定一个工作计划，确定具体的可交付成果及时间表，并根据相
应的绩效指标和目标定期监测进展情况；

(d)

有效地使用电子形式的协调和协作；

(e)

酌情与其他技术委员会、研究理事会、JCOM 和其他有关机构开展有效协调，特别是通过执行
理事会 TCC；

(f)

组织有效的沟通和宣传，向 WMO 通报正在开展的工作、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机遇等；

(g)

实行成果认定制度，推动创新，纳入年轻专业人员；

(h)

确保其所有结构和工作计划中的区域和性别平衡和包容性；

(i)

确保充分的代表性及与服务区内实践团体的协商。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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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5(EC-70)的附录 2

决议草案 XX/2 (Cg-18)
研究理事会
大会，

回顾到：
(1)

决定 50 (EC-69) –综合的研究和开发方法，其中包括主要的原则以弥合研究和业务之间的差距并
更好地整合 WMO 各项活动中的科学知识，

(2)

决定 51 (EC-69) –科研新人参与 WMO 活动，其中要求所有会员促进并支持科研新人活动，并使
其本国及全球的青年研究人员从中受益及参与其中，

(3)

建议 1 (CAS-17) –科学在服务社会中的作用，其中要求执行理事会战略和业务规划工作组考虑加
强 WMO 在科学研究领域领导力的需求，并加强研究在“科学促进服务“背景下的综合作用，

(4)

建议 2 (CAS-17) –无缝预测系统，其中建议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以促
进 WMO 无缝预报研究议程，并促进 WMO 各技术计划和活动的创新，以确保共同设计最新和改进
的服务及产品；

考虑到将研究成果有效地纳入业务系统将极大地推进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的实施，而政治决策需要坚实
的科学基础；
进一步考虑到需要在科学咨询组（根据决议 35(EC-70)建立）提供指导的协助下，制定一项机制，以协调
本组织研究计划的实施，从而实现战略计划的长期目标和战略目标；
决定根据《公约》第八条第 8 款，建立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研究理事会，其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注：
该决议取代决议 43 (Cg-16)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决议 4 (EC-60) —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的作用和职责，决议 3 (EC-66) —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决议草案 XX/2 (Cg-18)的附录
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研究理事会的职责

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研究理事会
权限
研究理事会将 WMO 的战略目标和理事会及大会的决定转化为总体研究重点，并根据《公约》第 2(6)条中
的本组织宗旨，确保各项研究计划的实施和协调，以实现这些优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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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应协调 WMO 研究计划的实施和融资问题，并考虑执行理事会科学咨询组（SAP）的建议。委员会
应酌情根据执行理事会和任何共同发起管理机构批准的 WMO 研究计划和活动的科学及实施计划，满足会
员的需求并支持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

具体职责
委员会应具体负责：
(a)

酌情促进 WMO 内外各个研究计划之间的融合和整合；

(b)

通过 WMO 和共同发起的研究计划（WCRP、GCOS、GOOS、WWRP、GAW 和未来可能建
立的研究计划），启动、协调和促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方面的研究活动，并考虑到
SAP 提供的建议以及考虑会员间的不同需求，

(c)

指导 WMO 研究计划的实施，并成为 WMO 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相关环境研究方面的主要
联络点，

(d)

确保 WMO 研究计划之间的密切协调与合作，并根除各种结构与机构之间的重复，

(e)

保持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研究倡议之间的最佳平衡，并促进这些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

(f)

确保按照商定的实施计划开展研究计划，并且确保这些计划是最新的，

(g)

促进共同设计研究活动，旨在加强用户需求与研究项目设计之间以及研究与业务之间通过“科学
转化为服务“而实现联系，让会员从服务提供中受益；

(h)

推动旨在加强有关领域科学发展活动以惠及所有会员，特别是惠及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

(i)

确保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密切协调，

(j)

将科学推广到服务和应用，

(k)

酌情与技术委员会、JCOM 及其他相关机构建立有效协调，

(l)

组织有效的沟通和宣传，以便向社区宣传现行的工作、成就和机会，

(m)

实行成就认可制度，推动创新以及年轻专业人员在参与。

组成
委员会应由活跃于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相关环境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佳数量的领先研究科学家和研究
经费管理人员组成，并考虑地域平衡以及体现 WMO 性别平等政策，其中包括：
(a)

WMO 研究计划（WCRP、WWRP、GAW）科学监督/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作为当然成员，

(b)

根据研究理事会主席和 SAP 的建议，纳入 IOC、ICSC 以及全球和区域主要研究融资组织的代
表。

(c)

根据其与区域科学机构和活动的联系能力，每个区域协会一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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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期限为四年，可以续约四年；对于当然成员，其聘用期限应以其任期长短为准。

工作程序
委员会将设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由大会任命。成员将由 EC 任命。
根据 IOC、ICSU、其他相关国际研究倡议、和 SAP 的建议，研究理事会主席将提出三个研究计划
（WWRP、GAW 和 WCRP）主席的人选建议，并由执行理事会任命。如果是共同发起的研究计划，其主
席应由共同发起组织共同协商选定。
研究理事会主席有责任确保协调研究理事会与 TC 和 RA 主席之间的工作，TC 和 RA 主席同样也应协调与
研究理事会主席的工作。
原则上，委员会应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委员会可在休会期间根据具体任务建立有时限的子结构。这种临时子结构应在每个休会期结束时中止。
委员会须确保其所有结构和工作计划中的区域和性别平衡和包容性。

建议 25(EC-70)的附录３

决议草案 XX/3 (Cg-18)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

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 14 (Cg-XIII) —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2)

IOC 决议 XX-12 —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考虑到本决议决定的对技术委员会系统的修改；
另考虑到 WMO 与 UNESCO IOC 之间在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领域的合作已扩展，包括了服务、观测和信
息管理、研究和能力建设等；
进一步考虑到 WMO 与 IOC 之间协调机制的需求不断变化，以支持此类合作活动；
考虑到根据决定 58(EC-70)建立的 WMO-IOC 联合咨询组关于 JCOMM 改革的工作，
根据《公约》第八条第 8 款，决定：

302

执行理事会第七十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1)

将 JCOMM 中关于观测、资料管理和加工及预报系统的组成部分纳入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
员会，同时认可 IOC 对相关结构的共同主办资格，

(2)

将 JCOMM 中关于服务的组成部分纳入服务与应用委员会，同时认可 IOC 对相关结构的共同主办资
格，

(3)

建立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将其作为 WMO 和 IOC 主要相关机构更广泛参与的高层
协调机制，其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邀请 IOC 大会在其决定中反映本决议的内容，因为其也适用于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
会；
指导秘书长与 IOC 执行秘书磋商进一步确定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及其子结构的工作安排，
并在执行理事会第七十二次届会上报告实施情况。
注：
该决议取代决议 43 (Cg-16) —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决议 4 (EC-60) —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的作用和职责，决议 3 (EC-66) —区域协会与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决议(Cg-13)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后者不再生效。

决议草案 XX/3 (Cg-18)的附录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的职责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
WMO-IOC 海洋与气象联合委员会（JCOM）的职责应是：

权限
(a)

(b)

为 WMO 和 IOC 附属机构协调或合作开发、综合和实施有关海洋学、气象、水文和气候观测、
资料和信息管理以及服务和预报系统等活动以及所开展的研究提供指导：
(i)

对于 WMO，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服务与应用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

(ii)

对于 IOC，国际海洋学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IODE）、海啸及其他与海平面相关的灾
害预警和减灾系统工作组（TOWS-WG）和政府间有害藻华专家组（IPHAB），

(iii)

联合发起的实体：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世界气
候研究计划（WCRP）；

向 WMO 和 IOC 治理机构报告这些活动的情况，根据需要提议新的行动并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
(i)

指导相关的附属机构，

(ii)

需要与相关政府间和国际利益相关者进行任何联络或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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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组成
(a)

JCOM 的成员组成应包括：

(a)

WMO 和 IOC 附属机构的代表：
(i) 对于 WMO，观测、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涉及观测、资料和信息管理、
以及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等方面），服务与应用委员会的二名成员（涉及服务方面），由
各自主席任命，以及研究理事会的一名成员，由其主席任命。
(ii)

(b)

(c)

对于 IOC，IODE 委员会、TOWS-WG 和 IPHAB 的主席；

WMO 和 IOC 联合发起实体的指导委员会主席 1：
(i)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ii)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ii)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MO 和 IOC 治理机构的成员：
(i)

WMO 执行理事会的三名成员，由主席任命，并考虑地理分布和性别平衡，

(ii)

IOC 执行理事会的三名成员，由其主席任命，并考虑地理分布和性别平衡；

(d)

国际海事组织的一名代表；

(e)

由联合主席任命的专家不超过四名。

工作程序
委员会应从其成员中选举出两名联合主席，一名为海洋学方面的专家，一名为气象学方面的专家。
联合主席的任期时间应为一个休会期，有可能连任第二个任期。
WMO 和 IOC 治理机构、附属机构和联合发起计划中当选的成员，其任期时间应以其在所属机构中的任期
长短为准；专家的任期时间为一个休会期，有可能重新确认连任第二个任期。
联合主席应代表委员会参加 WMO 和 IOC 治理和附属机构的届会。
原则上，委员会应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与 WMO 和 IOC 治理机构届会同时举行，交替与 WMO 大会和
IOC 大会同时进行。休会期间的工作应通过信函或虚拟方式进行。
委员会可在休会期间根据具体任务建立有时限的子结构，但不能对上级机构产生费用影响。这种临时子结
构应在每个休会期结束时中止。
在本决议通过后的第一个休会期间，委员会由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现任联合主
席共同主持。
1

第(a) (ii)条应该涵盖了 GOO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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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席可根据议程需要邀请其他相关的 WMO 和 IOC 工作组、专门组和专家组的主席出席委员会的会议。
可在适当的情况下邀请其他联合国或国际组织的代表作为委员会成员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WMO 秘书长和 IOC 执行秘书应评估委员会对于财务和秘书处支持的需求，并在其向各自治理机构提交的
预算建议中做出充分的安排。
注：

《公约》第二十六条提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总则》第 38-45 条提及原则上一个休会期间的联合工作组。
《总则》第 181 条提及联合技术委员会。

建议 25(EC-70)的附录 4
决议草案 XX/4 (Cg-18)
科学咨询组
大会，
回顾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带来的全球社会挑
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多学科科学远见的需求；
考虑到从独立的科学建议中受益将加强 WMO 从科学和技术突破中获益的能力，以便引领天气、气候、水
和相关环境领域的进步，从而应对上述挑战；
根据“公约“第八条第 8 款，决定设立科学咨询组，其职权范围见本决议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4 (Cg-18)的附录
科学咨询组的职责

科学咨询组
权限
科学咨询组(SAP)应是本组织的科学咨询机构，就 WMO 研究战略和最佳科学方向等事宜为大会和执行理
事会草拟意见和建议，以支持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科学及社会领域的职责演变。咨询组应就新兴
的挑战和机遇提出前瞻性的战略建议，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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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在新技术和科学进步将向与 WMO 核心活动相关的新应用开放的领域提供咨
询，

(2)

促进 WMO 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科学领域在联合国及其他范围内作为首要科学组织的全球
地位和知名度，并加强 WMO 在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环境科学领域促进所有参与者开展国际合
作的作用，

(3)

促进 WMO 及其会员的科学视野及其下游趋势，将其作为创新、理解和开发新型和改进型天气、气
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和专门知识的主要驱动者，

成员组成
科学咨询组最多由 15 位天气、气候、水、海洋和相关环境及社会科学领域独立的国际顶尖知名专家组成。
科学咨询组成员空缺信息应广而告之，以便个人毛遂自荐。本咨询组成员应由执行理事会指定，同时考虑
区域和性别平衡以及学术界、研究机构、私营部门和用户群体的代表性，反映出 WMO 研究计划的广泛参
与性。秘书处应在征求研究理事会主席后，将遴选人员名单提交执行理事会，并由执行理事会最终指定。
成员任期为四年一届，可续任一届。
WMO 一位副主席应担任执行理事会科学咨询组联系人，以确保沟通顺畅。
研究理事会主席和秘书处的一位代表应参加科学咨询组会议。

工作程序
咨询组应选出一名组长和一名副组长。
咨询组原则上在每年执行理事会届会前召开一次会议。
研究理事会主席与秘书处应支持咨询组组长安排并召开会议。咨询组组长可邀请伙伴组织的专家和/或代表
作为观察员参加咨询组会议。

建议 26 (EC-70)
2021 年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
(1)

决议 35 (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的结构，

(2)

决议 36 (EC-70) – WMO 组成机构改革的过渡计划和沟通战略，

(3)

建议 22 (EC-70) – 本组织的官员，

(4)

建议 23 (EC-70) – WMO 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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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 24 (EC-70) – 审查 WMO 的区域协会，

(6)

建议 25 (EC-70) – WMO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考虑到高度期望 WMO 会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其公共、私营和学术部门各国际和国家伙伴为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确定的全球目标、《巴黎协定》和《仙台框架》提供重要支持，并考虑到这些期望要
求会员之间的动态磋商与协调达到新高度，
强调需要提高和加强制度安排，以履行 WMO 关于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职责；
注意到科学技术的快速进展不断带来提升服务质量的机会，惠及社会；
认识到需要同样确保快速领会本组织观测资料及预测资料收集和交换以及服务提供等主要系统演进方面的
创新，这就必须要迅速修订《WMO 技术规则》框架及制定指南和能力开发活动；
建议在 2021 年 6 月召开大会特别届会（会期 5 天），旨在（a）梳理和指导改革过程，（b）加强 WMO
履行关于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提供信息与服务职责的制度安排，以及（c）确定和保持高度相关的《技术规
则》框架；
进一步建议考虑可否四年召开两次大会，而更频繁召开会员大会（会期更短）有益于会员的有效和包容性
治理及更多参与促进本组织的技术进步和政策制定。四年一周期的第一次大会可专门讨论战略、政策/预算
/结构和选举；第二次大会（特别届会）可专门讨论规范和监管事宜、战略目标及能力开发的进展，以及必
要时其他选定的主题。
注：
本建议涉及《公约》第 10 条第 2 款“执行理事会可决定召开特别大会”以及《总则》第 129
和 137 条。

建议 27 (EC-70)
对《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的修订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8(d)条，
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第十八财期运行计划和预算的建议，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对本组织《财务条例》所做的修订（更多信息见 EC-70/INF. 17.1(2)），
向大会提出应对《财务条例》第 3 条（该财期的最大支出）、第 6 条（两年期预算）和第 7 条（调拨）进
行修订，如本建议附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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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7 (EC-70)的附录
决议草案 XX (Cg-18)
对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的修订
世界气象大会，
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8(d)条授权大会确定本组织各机构工作流程的规则，特别是《财务条例》，
考虑到《财务条例》第 3 条（该财期的最大支出）、第 6 条（两年期预算）和第 7 条（调拨）需要进行修
订，
决定本决议附录中所列的《财务条例》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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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XX (Cg-18)的附录
对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的修订
《财务条

目前文本

例》
3.3

6.3

7.7

修订文本

估值应以基于成果的预算格式
编制，并附有大会或代表大会
的机构可能要求的信息性附录
和解释性说明以及秘书长认为
必要的和有用的其他附件或说
明。
两年期预算估值应以基于成果
的格式编制，并附有执行理事
会或代表执行理事会的机构可
能要求的信息性附录和解释性
说明以及秘书长可能认为必要
和有用的其他附件或说明。
秘书长可以在执行理事会的确
认下，在基于成果预算格式的
各调拨部分之间进行调整。

估值应基于长期宗旨，按照调拨部分
分配并基于成果的以基于长期宗旨基
于结果的的预算格式编制，并附有大
会或代表大会的机构可能要求的信息
性附录和解释性说明以及秘书长认为
必要的和有用的其他附件或说明。
两年期预算估值应以基于成果的基于
长期宗旨、在战略目标层面以基于结
果的的格式编制，并附有执行理事会
或代表执行理事会的机构可能要求的
信息性附录和解释性说明以及秘书长
可能认为必要和有用的其他附件或说
明。
秘书长可以在执行理事会的确认下，
在基于成果预算格式的各调拨部分之
间进行调整。

修订理由

以反映第 18 财期
拟议预算的格式。

以反映第 18 财期
拟议预算的格式。
绩效应在战略层面
加以管理。

以反映第 18 财期
拟议预算的格式。

建议 28 (EC-70)
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
执行理事会，
回顾到决定 93 (EC-68) – 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
关注到实施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的进展情况，见本建议的附录 1；
建议大会通过本建议附录 2 中的决议草案 XX (Cg-18) –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
注：

本建议取代建议 93 (EC-68)，后者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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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8 (EC-70)的附录 1
审查和更新治理出版物的时间表
主要负责机构
WMONo.

卷 I 的附录

技术规则各卷

49，
第一卷
49，
第二卷
49，
第三卷
49，
第四卷
49,

标题

CAeM
CAgM
CAS
CBS
CCl
CHy
CIMO
JCOMM
ETR/P

类型

出版物

最新版本/更新

下一版本
/更新

通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

x x x x x x x x x

2015/2017

2019

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

x

2016

2018

2006

2019

x

水文学
质量管理

2015 年版引入了一部分的新
结构；
2019 年版 - 完成了新结
构；
气候服务部分
ICAO 修改周期由 3 年改为
2年
进展中

负责的司

OBS, WDS,
CLW, RES

AEM
CLW

2011

停止使用；由第一卷中的一
个章节替代

2016 电子版本

已发布了英文版的新版本；
正在翻译成其他 WMO 官方
语言

OBS

这些详细技术文件出版物的
未来发布形式。规范是必要
的。

OBS

需要计划未来与附录 7
（WIS）合并；可能 Cg-19
之前仍然需要

OBS

407, 附
录1

国际云图； 第一卷 – 云和其它气象
现象观测手册（部分）

306, 附
录2

电码手册，
第一卷.1(A 部分 – 阿尔法数字电
码)；
第一卷.2 (B 部分 – 二进制电码，C
部分 – 二进制和阿尔法数字电码的
共同特征))
第一卷.3（D 部分 – 源自资料模式
的表示）

x

386, 附
录 3

全球通信系统手册

x

2015/2017

485, 附
录 4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x

2017

x

备注

I.1:2011/2017
I.2:2015/2016

每年更新
每年更新
每年更新

I.3:2015/2017

W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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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机构
WMONo.
544, 附
录 5
558, 附
录 6
1060, 附
录 7

x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x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第一卷
WMO 信息服务手册

1083
1160, 附
录 8

气象和水文教育培训标准实施手册

8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CIMO 指
南）

100

气候学规范指南

134

农业气象规范指南（GAMP）

x
x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x x x x x x x
x
x
x

最新版本/更新

下一版本
/更新

备注

负责的司

2015/2017

---

将于 2020 年初终止（与附
录 8 合并）

OBS

2012

2018

WDS

2015/2017

2019

OBS

2012

2016

2015/2017

2019

2014/2017

2018

2011

2018
20202023

2010/2012

305

水文规范指南，
第一卷；水文学 - 从测量到水文信
息；
第二卷 管理水资源和应用水文规范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指南(GDPS)

471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488

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x

2010/2017

636

资料处理中心自动化指南

x

1998

702

波浪分析和预报指南

731

航空气象服务气象观测和信息发布系
统指南
航空服务气象人员规范指南

168

指南

标题

CAeM
CAgM
CAS
CBS
CCl
CHy
CIMO
JCOMM
ETR/P

类型

出版物

732

x
x
x

x

2008

2018

2009

2018

1993

2018

2001

2018

1998

x

2003

2018
20202023

788
834

WWW 资料管理指南

x

公共天气服务规范指南

x

x

1994
1993
1999

OBS
CLW
CLW

CLW
即将更新

WDS
WDS

2019
2019

x

对 CIMO 指南的结构进行重
组
(CIMO-17；2018)

Cg-18 时停用

2014

海洋气象学应用指南

OBS

OBS

x

781

转换为指南 No. 1083

WDS
停用；内容与 WMO-No.
732 合并

WDS, OBS
WDS
WDS

Cg-18 时停用
2018

OBS

OBS
WDS

附件 4 届会通过的建议

主要负责机构
WMONo.

标题

904

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指南

1001
1044

国际航空气象服务提供质量管理体系
指南
质量监测手册（OHR）

1061

WMO 信息系统指南

1165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指南

1076

风暴潮预报指南

1083

实施气象和水文教育和培训标准指
南，第一卷 - 气象
实施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质量管理体系
指南
能力指南

1100
1205
680
948

质量监测手册（业务水文报告 OHR）
泥沙管理和测量手册（OHR）

最新版本/更新

下一版本
/更新

x

2007

20202023

x

2011/2014

CAeM
CAgM
CAS
CBS
CCl
CHy
CIMO
JCOMM
ETR/P

类型

出版物

311

x

2010

x

备注

WDS
停用； WMO-No.1100 提
供指导

2018

CLW

2015/2017

x x x x x x x
x

2017/2018
2011

OBS
2018
20202023

OBS
WDS

2015
2017

ETR
发布了英文版

2018
x
x

1988
2003

负责的司

负责 QMF 的
官员
ETR, WDS

WMO-No. 49 第三卷新版本
发布后，删除
WMO-No. 49 第三卷新版本
发布后，删除

CLW
C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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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8 (EC-70)的附录 2

决议草案 XX(Cg-18)
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

世界气象组织，
回顾到：
(1)

决定 93 (EC-68) – 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的路线图，

(2)

建议 28(EC-70) – 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

赞赏地注意到在执行理事会的指导下，在加强 WMO《技术规则》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进一步注意到技术委员会在审查和更新 WMO 技术规则及其相关手册和指南方面的主要作用，
认识到 WMO 在制定国际标准和推荐做法方面的作用，辅以提供了相关实施指导，在多部门多利益相关方
全球气象事业的背景下 WMO 的这一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
确认加强 WMO 开展的规范性工作是组成机构改革的主要理由之一，并可对 WMO 技术规则的整体质量和
相关性产生预期的积极影响，包括为来自私营和学术界的利益相关者更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要求技术委员会密切合作，确保规范工作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包括在向新的组成机构结构过渡期间的连续
性和一致性；
要求执行理事会确保技术规则框架的可持续性和连续性；
要求秘书长在秘书处建立必要的支持程序和机制，以确保在下一个财政期间进一步落实该框架。

附件 5 与会人员名单
（仅以英文提供）
1.

Officers of the session
David GRIMES
Andrea Celeste SAULO (Ms)

2.

Ex officio members
Daouda KONATE
Abdullah A. ALMANDOUS
Guillermo NAVARRO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Andi Eka SAKYA
Michael STAUDINGER

3.

Acting president of RA I
President of RA II
President of RA III
President of RA IV
President of RA V
President of RA VI

Elected members
Ahmed ABDELAAL
Gerhard ADRIAN
Mamadou Lamine BAH
Silvio CAU
Francisco DE ASSIS DINIZ
Phil EVANS
Ayman Salem GHULAM
Ismail GUNES
Agnes KIJAZI (Ms)
Ravind KUMAR
Jean-Marc LACAVE
Arlene LAING (Ms)
Jerry LENGOASA
Yaming LIU (Ms)
Albert MARTIS
Sani Abubakar M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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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duri Jayaram RA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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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UCCELLINI
Chin Ling WONG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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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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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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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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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ng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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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s and advi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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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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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DONG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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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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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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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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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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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hin Ling
Sok Huang TAN (Ms)

Adviser

YAKOVENKO Maxim
Alexander NURULLAEV
Ilia DEMIDOV
Tatiana DMITRIEVA (Ms)
Alexander GUSEV
Vladimir KATTSOV
Dmitry KIKTEV
Ivan NOVIKOV
Marina PETROVA (Ms)
Denis POPOV
Yury SPIRIN
Sergey VASILIEV
Roman VILF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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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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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ola BRUNET (Ms)
Bertrand CALP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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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JEAN
Harry LINS
Chi Ming S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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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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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f
of
of
of
of

CCl
C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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