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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 (WMO) 于 2012 年 10 月 29-31 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 召开了大会特
别届会，世界气象组织主席 D. Grimes 先生主持会议。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附件。

会议组织
开幕式
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 09:30 在 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 开幕。
WMO 主席 D. Grimes 先生向大会全体与会人员表示欢迎，他尤其对图瓦卢成为 WMO 第 190
个会员表示欢迎。
主席回顾了筹备大会特别届会的整个过程，尤其是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呼吁制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高级别专题组起草题为 “ 付诸行动的气候知识：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的报告并以此作为 GFCS 的基础，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三次届会建立的 GFCS 任
务组制定了实施计划草案和政府间委员会及其次结构的议事规则草案，以及最终在本次大会前召开
的气候服务用户和提供方对话会。他提及与各国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和专家进行的磋商，旨在探
索有关 GFCS 的优先重点以及气候服务的制作、提供和应用方面的问题，以及审查文件草案和征求
意见。他还提及 WMO 为提高对 GFCS 的意识所开展的宣传工作：在各类政府间会议上做报告，为
日内瓦常驻团举行吹风会以及建立一个互动网站。
主席强调，要取得 GFCS 的成功，需要各国和各组织做出承诺，提高共同监测、认识和预报各
类天气的能力，以便造福全人类。此举尤其需要打造在各国政府、组织、机构、私营部门和社团间
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设计以用户为主导的决策气候服务中打造服务提供方和最终用户间的合作关系。
他提及地球观测组织等个例，自 2005 年以来，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培育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发展，
以便通过协调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改进可持续和综合的地球系统观测。他们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吸
收用户参与和制定开放的资料政策将对 GFCS 的优先重点工作做出了贡献。
他强调 GFCS 的一条龙特性，它从监测到科研再到服务，最终使对气候服务的投入以及在许多
社会经济和气候敏感部门对气候服务的应用产生相当的效益。与天气服务采用的世界天气监视网相
似，气候服务业务化将对适应季节、年度和数十年度气候变化提供强大动力。目前仍有机会利用和
加强现有的机制、系统和程序，以避免工作重复和优化新投资的产出。对此，主席提出 GFCS 的实
施需要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支持和资金承诺。
WMO 秘书长 M. Jarraud 先生对与会人员表示欢迎并强调 GFCS 作为一项重大举措的重要性，
他认为，建立一个全球、高效和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和区域的气候服务，以及提供的
服务有助于各国人民适应和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是衡量 GFCS 取得成功的标志。他回顾了 10
月 26-27 日召开的 “ 气候服务用户和提供方对话会 ” 对确定 GFCS 各组成部分做出的贡献，即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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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视；研究、模拟和预报、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用户界面平台；和能力建设。
秘书长强调在大会前做出的有关管理机制、实施计划和 GFCS 的财务和资金需求方面的决定十
分重要，他回顾到，现有的工作文件已经吸收了各会员和合作伙伴的意见。他表示相信，大会将重
点突出在协商、谅解和取得一致精神下尚需考虑的问题 。他注意到大会有关 GFCS 资金需求的决定
是对制定下一财期启动预算建议的一个重要指示。
瑞士内政部长 Alain Berset 先生代表瑞士联邦政府对与会人员表示欢迎。他认为 WMO 在六十
年来开展的工作是国际合作的典范，它为各国政府保护人民提供了高质量的气象和预报工具。他强
调 GFCS 在开展合作方面的特点，其中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合作，共同
开发气候服务，使社会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对此他回顾到，瑞士政府已
承诺，到 2015 年的下次大会前，每年捐赠 100,000 瑞士法郎。
Berset 先生强调 GFCS 的目的是向决策者提供他们所需的科学信息作为适应和减缓措施的基础。
他谈及对气候和健康关系的看法，他回顾到 2003 年袭卷欧洲的热浪以及全世界每年 130 万人死于
空气污染。他强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实施 GFCS 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当今许多缺乏气候服务基
础能力的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正面临的挑战。对此他强调能力建设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并
通报了瑞士通过与秘鲁的 GFCS 一帮一项目和出资 320 万瑞士法郎为期 3 年的 “CLIMANDES” 项目
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提供的支持。

1.		 建立证书委员会 ( 议题 1)
1.1		

根据总则第 22 和 23 条，大会建立了由以下会员的首席代表组成的证书委员会：

		第一区域协会 -

乍得、埃及、利比里亚、毛里求斯和莫桑比克

		第二区域协会 -

日本和巴基斯坦

		第三区域协会 -

秘鲁

		第四区域协会 -

英属加勒比地区、库拉索和圣马丁岛

		

第五区域协会 -

		第六区域协会 -

菲律宾
立陶宛、荷兰、葡萄牙和塞尔维亚

		G. Navarro 博士 ( 智利 ) 当选证书委员会主席

2.		 建立其他委员会 ( 议题 2)
		建立了以下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
2.1		

建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开展详细讨论和具体协调特定的议题：

(a)		

管理工作委员会

		主席：A. Mokssit 先生，第三副主席和 R.Vertessy 先生（澳大利亚）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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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作委员会
主席：G. Adrian 先生 ( 德国 )

协调委员会
2.2		

建立了由 WMO 主席和副主席、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和不包括证书委员会在内的各委

员会主席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将得到秘书长的协助。

3.		 审议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 议题 3)
证书委员会提交了三份有关会员、非成员、联合国系统组织、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其他组织代表的证
书报告。大会批准了这三份报告。

4.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 议题 4)
4.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 ( 议题 4.1)

		正式发言
以下人士就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做了正式发言：
•

陈冯富珍博士 ,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干事 ;

•

Margareta Wahlstrom 女士 , 秘书长减轻灾害风险特别代表 ( 视频 );

•

José Graziano da Silva 先生 , FAO 总干事 ( 视频 );

•

Irina Bokova 女士 , UNESCO 总干事 ( 视频 );

•

Michel Jarraud 先生 , UN- 水主席 ;

•

名誉大使 Nicholas Tasunungurwa Goche, M.P, 津巴布韦共和国运输、通讯和基础设

		施发展部部长和气象部长大会 (AMCOMET) 主席 ;
•

Charles Tibeza 名誉博士 , M.P. 坦桑尼亚共和国运输部副部长。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这些引导性声明，并同意在 GFCS 网站上刊载这些声明稿和视频。大会还赞赏地
注意到许多政府代表，政府、非政府和其他组织代表的支持性声明，并同意在大会决定中体现这些
声明的内容和意向。
4.1.1		

大会回顾了其第 47 号决议（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回复），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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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WMO 执行理事会在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其它机构）的参与下编写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的实施计划草案并根据实施计划草案制定了政府间委员会及其子结构的职责草案以及议事规则。
4.1.2		

大会感谢来自联合国机构、国家政府和其他相关的利益攸关方的 100 多位专家为编

写实施计划草案及其附件贡献了时间和智慧并提供了有关范例，大会还感谢有关组织、WMO 会员、
国家政府、个人和机构等为编写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草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4.1.3		

大会还感谢秘书长通过建立全球气候服务办公室为执行理事会及其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专题组提供了支持并为协助支持 “ 框架 ” 实施计划草案的编写过程而筹集资源所付出的努力。大会还
感谢为启动各试点项目，公布 “ 框架 ” 并通过讲习班、研讨会以及与伙伴机构合作出版各种出版物等
方式广泛宣传 “ 框架 ” 以确保尽早实现 “ 框架 ” 所提供的咨询和所做的各种努力。
4.1.4		

大会感谢中国、中国香港、印度、挪威和瑞士政府为 GFCS 信托基金捐款，并感谢

加拿大和英国政府已承诺为该信托基金捐献资金。另外，大会还感谢一些会员提供了实物捐助，特
别感谢巴西和葡萄牙为把与 GFCS 相关的材料翻译成葡萄牙语所做出的贡献，感谢德国向 GFCS 办
公室支援了一位年轻的专业官员，并感谢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支援了写作人员，从事 GFCS 实施
计划草案及其附录和有关范例的编写工作。
4.1.5		

关于交换气候和相关资料，大会回顾到，第十六次大会已决定责成执行理事会（EC）

审议决议 40（Cg-12）– WMO 关于交换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动
中各种关系的指导意见，的附录 1 – 免费和使用不受限制的资料和产品的交换，旨在确保其中包含
GFCS 气候服务所需的气候资料和产品。大会获悉，对此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4 （EC-64）- 执行
理事会 WMO 气候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政策任务组，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该任务组的职责见
决议 4 的附录 1。注意到已要求该任务组向 EC-65 汇报有关情况，大会认为该任务组的工作结果将
为政府间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有关实施 GFCS 的资料要求和政策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并以此作为这项
审议工作的起点。
4.1.6		

大会对在汇编实施计划草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并注意到在该计划草案所做

出的努力是开放和透明的，其中包括开展了几轮磋商、评审和修订。本次特别届会呼吁立即采取行动，
从而已开展的工作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活动，这些活动将尤其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4.1.7		

大会注意到，需要由政府间委员会审议各项活动计划，以增进我们对冰冻圈的认识，

鉴于冰冻圈所有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正在加快。大会注意到，WMO 通过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和全球
综合极地预报系统对此问题的贡献取得了初步成功，但还有待满足更多的需求，以提高我们的认识
水平，才能够提供 世界两极地区的气候服务和产品。
4.1.8		

大会讨论了与 GFCS 实施计划有关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实施计划草案中已对高级

别专题组提出的八项原则作了修改 。大会认为，这些修改违背了第 47 号决议。 大会注意到，对上
述原则作了如下修改，以及修改原则的背景：

总摘要

5

		原则 1 ：“ 对气候脆弱 ” 这个短语改为 “ 对气候变化和变率的影响最为脆弱的发展中
			 国家 ”。这一修改是对一些评审人员意见作出的响应，他们的意见是：“ 对
			 气候脆弱 ” 词义含糊，失去特指发展中国家的本意。EC 任务组对此修改作
		

了广泛的讨论，并在第二稿中采用了此提法。

		原则 2：“ 首要目标 ” 改为 “ 一项主要目标 ”，以避免与框架的五项新目标出现明显的
			 矛盾。
		原则 3：无修改。
		原则 4：无修改。
		原则 5：“ 通过该框架 ” 改为 “ 在该框架下 ”。
		原则 6：已对该项原则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拓展，以包括各种 “ 工具和基于科学的方
			法 “。这一修改是对一些评审人员意见作出的响应，他们的意见是：“ 仅提资
			料范围太窄，并认为需要促进各种模式的交换，如降尺度工具等。EC 任务组
			对此修改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并在第二稿中采用了这一提法。
		原则 7：无修改。
		原则 8：无修改。
4.1.9		

大会审议了本实施计划草案，同时注意到已通过公开和透明的评审过程提供了对草案

中文字发表意见的机会，并确定了随着实施计划提交给政府间委员会，对该文件需作补充的某些方面。
大会一致认为，将把这一补充意见（见本段的附录）的清单记录在案，并作为补充材料连同本实施
计划草案一并提交政府间委员会审议。
4.1.10		

大会讨论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草案并通过了决议 1。

4.1.11		

大会建议会员审核本实施计划，并找出它们能够做出贡献的方面或在国家层面针对

GFCS 的各项宗旨、目标、可提供的服务、优先重点和差距已经做出贡献的方面。
4.2		

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议题 4.2）

4.2.1		

根据决议 47（Cg-16）大会审议了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责并通过了决议 2

（Cg-Ext.(2012)）。
4.2.2		

大会审议了各项财务需求，用于为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秘书处，以及实施各项活

动和 ... 提供体制上的支持，并强调，作为 GFCS 的一大支柱领域，能力建设在 GFCS 中应该享有
主要的预算优先权，且 GFCS 的活动，尤其在其实施初期，将特别关注能力建设，以支持那些基本
气候服务欠缺的国家和地区建设气候服务。
4.2.3		

大会通过了决议 3（Cg-Ex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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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闭幕
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与 2012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5 点 15 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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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1（Cg-EXT.(201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关于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决定，

(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政府间会议的报告》（WMO-No. 1052），会议于2010
年1月11-12日在日内瓦召开，

(3)

提交第十六次大会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将气候知识付诸于行动：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增强最脆弱者的能力》（WMO-No. 1065），

(4)

第47号决议（Cg-16）–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回复，

(5)

第48号决议（Cg-16）–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

(6)

第1号决议（EC-63）– 建立执行理事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任务组，

(7)

第3号决议（EC-64）-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与天气、水和环境有关问题工作组的职责，

(8)

第4号决议（EC-64）– 执行理事会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的WMO气候资料和产品国
际交换政策任务组，

回顾到：
(1)

第十六次大会决定在各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机构）的参与下责成执行理事会负
责为编写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实施计划草案提出有关建议，

(2)

第十六次大会决定鼓励采用专题组在其建议2中提出的8项原则，作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
施过程中的决策指南，

(3)

第十六次大会决定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加快落实有关项目，有可能包括但不仅限于高级
别专题组报告中提出的“快速通道项目”，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同时
确保这类拟议的能力开发项目作为高优先重点项目并满足各项清晰确定的各项要求，

重申根据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高级别宣言，GFCS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的
制作、提供和应用。
还重申 GFCS 的目的是：
(1)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服务，特别是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发展，减少社会对气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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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脆弱性，

(2)

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气候服务基础设施，增进协调，以及根据需要加强和建设这些设施，

(3)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服务，促进全球关键发展目标的实现，

(4)

促进更好地利用气候服务以及对气候服务应用的认识和意识，

(5)

加强气候服务的提供方和各用户的参与，包括通过在技术和决策层面建立气候服务的提供
方与各用户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草案，
决定：
(1)

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计划草案（本决议的附录）供气候服务政府间委员会以后审
议；

(2)

授权气候服务政府间委员会在各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其它联合国机构）的参与下，负责
监督落实实施计划草案第四章中规定的各项优先重点活动的实施；

(3)

授权气候服务政府间委员会定期审查GFCS实施计划草案，并就所有的修改通报随后的各
次大会。

要求气候服务政府间委员会：
(1)

考虑把实施计划的附件作为进一步发展其次级机构的指导；

(2)

考虑将各优先重点领域的相关范例作为妥善吸收联合国牵头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参与既定
的优先重点领域的指导；

(3)

进一步制定明确的目标和优先重点并对此取得一致。

敦促各国政府：
(1)

在实施GFCS期间继续提供其专业知识和专家；

(2)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国家机构和能力，包括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3)

加强国家、区域和全球能力，收集、拯救和交换资料和产品，生成气候信息和产品，并提
供各种气候服务，旨在通过在国家层面实施气候服务框架提高决策水平；

(4)

促进在各自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协作，包括那些在气候信息提供方与气候服务用户之
间保持密切联系的中间机构，以便通过相关的法律和体制安排制作并使用气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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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为实施框架，针对资料差距、资料可获性、所有权、资料保护、保密、交换、应用和使
用等问题制定新的资料政策，同时注意到国际既定的资料交换政策，如WMO第40号决议
（Cg-12）、第25号决议（Cg-13） 和地球观测组织的政策[注意WMO在附件A第4.1.5段
提供的情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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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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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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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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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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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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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通过双边或多边实施框架直接和间接地向国家或区域提供支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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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
(1)

联合国系统实体，以及所有相关区域和国家组织和实体（无论是政府间的，还是非政府间
的）通过参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工作机制并未其各项计划、项目和活动做出贡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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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大力支持“框架”的实施；

(2)

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WHO）、国际减灾战略（ISD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和联合国-水计划及其合作伙伴对落实计划初步设定的重点气候服务提供指
导，提供的指导应与GFCS政府间委员会可能制定的指导和方式相一致；

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引起所有各方的关注。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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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Cg-Ext.(2012)）的附录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实施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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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提高社会对有关气候灾害的应变能力
社会面临的挑战
与气候变率和变化共存，并适应之，这是每天的现实。社会总要应对气候变率，包括极端天气
和气候事件，虽然有人假设过去的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可用于表示当前和未来的条件，但这一假设
目前不一定有效。由于人口的流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土地用途的改变而引起的气候变化以及不断
增加的对灾害性条件的脆弱性和暴露度均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
目前越来越需要提高我们对气候、气候预测和气候信息利用的认知水平，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开发气候服务能力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对此，气候服务被视为是以协助个人和组
织机构作决策的方式提供气候信息。服务部分涉及妥善的参与、有效的获取服务机制和积极响应用
户的需求。
有效的气候服务将有助于作出明智的气候决策，例如，这些决策将减少有关气候灾害的影响，
提高粮食安全和健康状况，并加强水资源管理。
虽然气候服务的许多基本能力和基础设施业已存在或正在建立之中，但是针对触及气候服务各
个方面的诸多计划和机构的协调却普遍薄弱。这些服务部分通常单独运作，而且其成功程度各不相同。
2009 年在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上以及在会后开展的广泛磋商已确定了五大挑战。这些挑战如下：
•

所有国家均需要建立和 / 或改进其气候服务的获取；

•

许多国家缺乏应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能力；

•

世界许多地区可提供的气候资料及其质量均不足；

•

用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需要更好地开展互动；

•

气候服务的质量需要改进，以更好地适合用户的各种需求。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以下简称 “ 框架 ”）将加强并协调现有的各种活动，并将根据需要建立

新的基础设施，以应对上述挑战。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目标与效益
“ 框架 ” 的愿景是使社会能够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特别是对气候
相关灾害最脆弱的人群。实现这一愿景将主要通过开发以科学为依据的气候信息和预测并将其融入
规划、政策和实践。“ 框架 ” 有意长期存在下去，而当前的实施计划仅仅是朝着实现这一长期愿景迈
出的第一步。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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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 ” 有五大总体目标：
1.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信息，减少社会对气候相关灾害的脆弱性；

2.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信息，逐步促进全球关键发展目标的实现；

3.

使气候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利用成为主流；

4.

加强气候服务的提供方和用户的参与；

5.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气候服务基础设施。
“ 框架 ” 的长期高层成果和效益是：用户群体作出明智的气候决策；有效地分发气候信息，并以

使信息本身更容易采取实际行动的方式分发。虽然具有长期性，但需要在初期阶段努力拿出这些成果，
以向决策者、提供方和潜在资助者展示 “ 框架 ” 的有用性。气候服务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对于许多经济
和社会部门的决策将具有巨大的价值，而提供方和用户尚未充分挖掘这一价值。
“ 框架 ” 包括下列八项原则，旨在引导成功地实现其八大总体目标：
1.

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但须优先考虑对气候变化影响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2.

“ 框架 ” 的首要目标将是确保所有国家加大对增强的气候服务的提供、获取和使用；

3.

各项活动将针对三个地域：全球、地区和国家；

4.

业务气候服务将是 “ 框架 ” 的核心内容；

5.

气候信息主要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国际公益服务，它将在其管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6.

促进免费和公开交换与气候相关的观测资料、工具和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同时尊重国家和国
际政策；

7.

“ 框架 ” 的作用在于促进并加强，而不是重复建设；

8.

建立 “ 框架 ” 将通过包括所有利益攸关方用户与提供方之间的伙伴关系。
在原则 6 中提到的 “ 气候相关资料 ” 这个术语突出强调：除了气候资料外，许多气候服务还需

要社会经济数据和环境数据。但是，免费和公开交换气候相关资料的原则需要尊重国家和国际政策。
例如，如果有损于国家安全、公民安全或国家竞争力，出于国家利益，一些资料也许需要受到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也许仅允许气候服务提供方在其境内调用这类资料。

当前存在的不足
在我们认知气候、气候变化及相关影响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加上政府对气候基础设施的各
种投资，这已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知识和各类系统，在此基础上能够建设 “ 框架 ”。
气候相关资料、气候研究、气候及其影响模拟和预测的质量、覆盖范围和获取性均已并不断得
到提高。但是，需要完成的工作仍很多，特别是考虑到用户需求并满足其需求，以及为满足这些需
求开发服务。在全球，这一局面的差异很大， 一些国家已获取发达的服务，而其他一些国家只有很
少或几乎没有这类服务。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提供了信息，但用户却不知情或没有获得所需的信息。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受到能力不足的影响，应把他们的需求置于较高的优先地位。
为进一步开发用户和专业人员的能力以及为更好地跟踪和评价气候服务在决策过程中的使用情
况和成效，仍有余地。“ 框架 ” 受用户驱动的重点需要用户参与气候服务制作、提供和使用等所有方
面的程度更高。在气候服务领域，这一方面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但在其它学科却有良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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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借鉴。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结构
将在以下五个组成部分或支柱基础上建立 “ 框架 ”：
•

用户界面平台：用户、气候研究人员和气候服务提供方在所有层面开展互动的一种结构化手
段；

•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将日常收集、存储和处理有关（过去、现在和未
来）气候的信息，以制作产品和服务，通常这为各种气候敏感活动和企业作出复杂决策提供
了相关的信息；

•

观测和监测： 旨在确保收集，管理并分发为满足终端用户需求所需的气候观测资料和其它资
料，并以相关的元数据作为辅助支持；

•

研究、模拟和预测：促进气候信息的科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提供气候变化和变率影响的
证据并提供关于利用气候信息取得成本效益的依据；

•

能力开发：满足其它支柱所确定的特定能力开发需求，更广义而言，满足扶持与 “ 框架 ” 有
关的任何活动的基本需求。
用户界面平台是最新颖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各用户的参与有助于建立各种需求，

开发相关的产品，确定能力开发的需求，并影响对观测和研究的投资方向，因此用户的参与对于实
现 “ 框架 ” 的各项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 框架 ” 将支持并促进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利益攸关方开展有效合作和共同努力。在全球层面，“ 框
架 ” 将着力于确定为成功实施 “ 框架 ” 所需的各项全球目标、需求和大规模活动。在区域层面，“ 框架 ”
将与各种多边努力形成合力，以满足各种区域需求，例如通过知识交流和资料交换、基础设施的开发、
研究和培训，以及通过在区域范围内提供服务的方式满足各种需求。在国家层面，每个国家政府和
关键的国家组织将开发并协调 “ 框架 ”，以确保所有参与方都能够表达其为服务于本国人民而成功落
实气候服务的各种需求和要求。

将要做什么 ?
在最初阶段，至少在最初两年期间，“ 框架 ” 的优先重点将是围绕四个重点领域开发并提供服务，
这四个重点领域涉及人类条件的基本问题，并为给人类安全和福祉带来效益提供最直接的机会。这
些重点领域是农业和粮食安全、减少灾害风险、卫生、水资源。随着 “ 框架 ” 的不断发展，将逐步满
足其它行业的用户需求。“ 框架 ” 还将把优先重点放在对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上。但这
并不意味着将忽视发达国家的需求，因为能力开发适用于所有国家。
“ 框架 ” 的优先重点领域与千年发展目标、兵库行动框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它公约
提出的需求和目标最为紧密一致。在这些优先重点领域内，能够确定成功实施 “ 框架 ” 所带来特定效
益。对于农业和粮食安全部门，这些效益包括在更大程度上利用改进的，更好的和协调有序的气候
服务（含季节预报），使粮食增产，并减少对气候灾害的脆弱性。对于减少灾害风险，除其它效益外，
加大利用气候服务将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资产和完善应对气候相关灾害的规划。在卫生领域，加深对
各种灾害与气候因子之间关系的认知将为疾病控制作出更好的规划。水资源管理将受益于更完善的

总摘要
决议

17

基础设施规划和更好的水资源分配。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建立与各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对于 “ 框架 ” 的成功将是至关重要的。
“ 框架 ” 将需要确保联合国机构、其它国际组织、现有的与气候服务有关的各项计划、用户、提供方、
捐助方、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组织以及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大力参与，其中许多组织机构具有
很强的天气服务范围，但缺乏一个很强的气候服务范围。
认识到基本原则是 “ 框架 ” 应建立在现有活动的基础之上而不搞重复建设，与合作伙伴机构和
其它机构（如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已有的各项计划和活动共同发挥协同作用方面还存在许多机遇。
将通过协调和促进那些有助于实现其各项总体目标的方式实施 “ 框架 ”。虽然许多这些活动将继
续开展许多国家已在全球做出的努力，但是目前将使这些努力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调一致的
框架。

活动与项目
本实施计划确定了一系列高优先重点项目，这些项目是通过磋商形成的，将针对各优先重点领
域并将为实现 “ 框架 ” 的目标取得显著进展。开展这些项目将向服务提供方、用户和捐助方展示 “ 框
架 ” 的价值并确保得到他们持续支持的承诺，与此同时将给社会带来显著的效益。
在最初两年期间可交付的关键成果是落实必要的治理、管理和报告机制；执行初始项目；开发
区域和国家能力；以及用户群体的参与。
在前六年内，“ 框架 ” 的目标是促进全球在最初优先重点领域获取改进的气候服务，并启动其它
领域的活动。10 年后，“ 框架 ” 的目标是促进全球在所有气候敏感领域内获取改进的气候服务。
根据符合各项原则的指导意见，将选定最初优先重点领域内的首批项目，并将弥补已发现的各
种差距。这些项目还将有助于开发一种或多种国家或区域能力，加强对观测资料的获取或开展科研
能力建设。将采取的一般方式是与现有的实体合作，以正在开展的各项活动为契基，确定关键的组
织机构并与之接洽。这些最初项目的一个重要成果将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稳步朝着形成可持
续和有价值的服务方向迈进。
“ 框架 ” 将需要一个适合的治理架构，从而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支持 “ 框架 ” 的工作，成功地落
实上述各项活动，并最终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这一治理架构将有政府的高级别代表，同时又把相
关领域和部门的专家会聚在其子架构内。现提议设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负责监管架构的实施，而 “ 框
架 ” 的秘书处将提供行政支持。该委员会和秘书处可监管 “ 框架 ” 的各项活动（包括首批项目），但
这不应排除设计和实施其它活动和项目的参加者参与其中，这些活动和项目可弥补差距并涉及 “ 框架 ”
的优先重点。
为了推进 “ 框架 ”，并向各利益攸关方通报有关其活动的情况，将建立一项有效的沟通战略。公
布早期成功的事例将是这项战略的一个特定重点。
虽然继续为气候服务的各个方面投资将在致力于 “ 框架 ” 的所有资源中占有最大的部分，为帮
助发展中国家还将需要额外的投资。将需要制定国家预算外融资的目标。融资渠道包括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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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气候基金（如适应气候变化基金、气候投资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等）、联合国
各机构、各国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区域经济体、国家计划和私营部门。让政府认识到气候服务具
有相当可观的价值并值得支持，这将是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在发达国家，将需要提高气候服务对
经济发展有价值的意识，从而鼓励进一步为国家设施投资，并还需要展示为全球服务投资在国家层
面创造的价值。

结论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目的是使社会具有更好地管理因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遇的
能力，特别是那些对这类风险最脆弱的社会。
“ 框架 ” 将大力突出强调用户的参与和能力开发，同时让所有合作伙伴参与这一协调一致的努力，
其目的是让所有用户的受益实现最大化。虽然最初的重点将放在四个重点领域上，但最终的目标是
让所有对气候敏感的行业和部门从中受益。
这些最初的高优先重点项目将推动 “ 框架 ” 的发展。这些项目的成果将大大推进 “ 框架 ” 各项目
标的实现并建立 “ 框架 ” 的信誉。
提供气候服务并非新生事物，但 “ 框架 ” 却代表着一个重大的，步调一致的和协调有序的全球
努力，旨在提高对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脆弱的社会中所有人的福祉。已有一些机制和机构提供气候
服务，但协调方式有欠缺，还有一些针对气候问题的其它活动和发展计划，诸如千年发展目标和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将与这些活动保持一致，“ 框架 ” 将从中受益，反之亦然，
但 “ 框架 ” 将超出这些活动，之所以超出主要是为提供受需求驱动的全球气候服务需要建立一些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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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与气候变率和变化共存，并适应之，这是每天的现实。社会总要应对气候变率，包括极端天气

和气候事件，虽然有人假设过去的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可代表当前和未来的条件，但这一假设目前
不一定有效。由于人口的流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土地用途的改变而引起的气候变化以及不断增加
的对灾害性条件的脆弱性和暴露度均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
许多国家正通过开发气候服务（文框 1）努力应对这些挑战。要成为有用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包括：
•

各类产品 – 确定，制作并提供一套贴切用户需要的和方便用户使用的有关气候变率和变化		

的产品，产品包括这些现象对社会有哪些影响的信息；
•

支持保障 – 为释用这些产品提供帮助，并通过与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合作的方式协助确定一		

套合理的决策选择方案；以及
•

反馈意见 – 在各用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不断保持沟通，从而能够持续不断地确定要改进		

的产品和支持方式。
行之有效的气候服务将有助于作出明智的气候决策，例如这些决策将减少与气候有关灾害的影
响，提高粮食安全和健康成效，并加强水资源管理。
虽然气候服务的许多基本能力和基础设施业已存在或正在建立之中，但是针对已触及气候服务
各方面的诸多计划和机构的协调工作却普遍薄弱。这些服务部分通常单独运作，而且成功程度各不
相同。经与专家们广泛协商，现已确定了以下面临的主要挑战（见图 1.1，图中显示了与专家和各界
的协商进程及其评审观点）：
•

可获取性：许多国家不具备任何气候服务，而所有国家都有改进这类服务的余地；

•

能力：许多国家缺乏提前预测和管理与气候有关风险和机遇的能力；

•

资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当前可提供高质量气候观测和影响数据的能力不足；

•

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气候服务用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互动的机制始终尚未得到充分建立，而
且用户需求并非总能得到充分认识和解决；

•

质量：业务化气候服务落后于气候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进步，信息的时空分辨率通常不足以满
足用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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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述了如何通过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以下简称 “ 框架 ”），加强和协调现有活动，同时

在缺乏基础设施之地，发展新的设施，特别是相对薄弱的用户界面平台（如下文所述），从而能够
克服上述挑战。“ 框架 ” 将为开展以下工作提供一个契机：评估对气候服务各方面的重大投资；汲取
经验教训；确定最有前景的社会应用领域和方法，以及确定必要的成功条件。这将需要代表全世界，
以确保为管理气候风险形成一个全面和渐进的方式。

文框1：本实施计划中使用的一些基本定义
气候资料：涵盖历史和未来时期的历史和实时气候观测资料，连同直接模式输出。所有气
候资料应伴随有关观测资料和模式输出是如何产生的信息（
“元数据”）。
气候产品：气候资料的反演合成。气候资料与气候知识相结合实现增值的产品。
气候信息：气候资料、气候产品和/或气候知识。
气候服务：以协助个人和组织决策的方式提供气候信息。服务需要有关各方妥善参与，具
备有效的获取机制，并必须响应用户的需求。
其它定义详见高级别专题组报告中的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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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向世界气象特别届会（2012 年 10 月）提交实施计划的进程。

“ 框架 ” 不是被授权提供气候服务的新型实体。它是一种扶持机制，其价值体现在需要时协调、
促进和开发业务化气候服务。它将缩小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的差距，确保过去和未来的投资
和活动得到充分开发。“ 框架 ” 将首先着眼于为四个优先重点领域，以取得更大效益：减少灾害风险、
提高粮食安全、提高健康水平和促进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这些领域成为关注重点的理由是它们提
供了最直接的机会，有利于各级的决策，并对人类的安全和福祉有相应的影响。随着 “ 框架 ” 的实
施进展，也可能确定并谋求能源等其他部门的效益。
虽然所有国家都支持从参与 “ 框架 ” 中获益，但应当首先调动支持力量，满足那些对气候相关
灾害影响最脆弱人群的需求。将优先考虑提高目前没有能力提供气候服务的脆弱国家的能力开发，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
1.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建立
“ 框架 ” 的开发进程是由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部长在 2009 年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图 1.2）

上正式启动的，随后，一个高级别专题组在 2011 年 2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了这一概念。实
施计划的制定是实现 “ 框架 ” 的下一个步骤。
本实施计划总结并列举了过去一年国际社会提出的优先重点活动。该计划是通过一个包容性协
商会议的过程所取得的，会议涵盖了 “ 框架 ” 所有功能组成部分，由 300 多位世界各地的专家参与，
收集了 60 多个国家的案例研究（http://www.wmo.int/pages/gfcs / consultations_en.php）。这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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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智慧被提炼成 5 个 “ 附件 ”，各代表一个功能组成部分（“ 支柱 ”），加上四个 “ 范例 ”，各代表一
个优先重点领域。这些 “ 附件 ” 描述了当前全球环境下为实现 “ 框架 ” 设定的目标而必须满足的需求，
并阐述了为带来这些效益应开展的优先重点活动。“ 范例 ” 给各优先重点领域的牵头机构提供了机会，
以便就兑现 “ 框架 ” 承诺的必要部分提出各自的观点。
在 “ 实施计划 ” 的每个部分中确定和描述的关键需求和活动成为目前 “ 实施计划 ” 的内容。

图 1.2：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历史演变
1.2

“ 框架 ” 的愿景和目标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愿景是：促进社会更好地管理因气候变率和变化引起的各种风险和
机遇，尤其是那些对气候相关灾害最脆弱的人群。

“ 框架 ” 支持这一愿景的目标如下：
(1)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服务，减少社会对气候相关灾害的脆弱性；

(2)

通过更好地提供气候服务，促进全球关键发展目标的实现；

(3)

将气候信息纳入决策。促进更好地采纳、理解和认识气候信息和气候服务的需求；展示气候
服务在社会、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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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气候服务提供方和用户的参与。在技术和决策层面建立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的关系；

(5)

使现有气候服务基础设施的效用最大化。完善协调，并在需要的地方加强和建设此类基础设
施。		
“ 框架 ” 将促进气候服务的社会效益，使其产出能为决策者更好地采纳。使用历史气候信息和有

关气候变化的预测信息能更好地支持近期（几周到几个月）的业务决策。有关适应和减缓未来气候
变化的较长期决策，也可通过利用气候变化影响预估而得到加强。在各种情况下，气候服务均可用
于确保做出明智的投资并得到明智的使用。基于高质量气候信息的服务因而具有作出更可靠决策的
巨大潜力，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价值。尽管如此，需要通过开展重要研究的方式展示气候服务的价值，
而 “ 框架 ” 的实施将推动此类研究。
提高提供给用户的气候信息的科学含量、可获取性和相关性是 “ 框架 ” 的基本内容。但是，“ 框
架 ” 需要超越提供方仅仅提供产品的服务概念，必须与用户充分合作，为实现他们的目标着想。此外，
改善提供方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不仅对确保气候信息满足用户需求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还为气候科
学家、预报员、模式开发人员提供了一个反馈机制，用于改进产品和工具。
“ 框架 ” 为各国通过促进发展、减少灾害风险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继而提高国民福祉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机遇。若没有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持之以恒的能力开发和实力开发，这种进展则是
无法实现的。
所有优先重点领域的核心诉求是气候服务，包括规划、运作和影响评估。虽然有效利用气候信
息的范例层出不穷，但它们往往局限在某一地点或部门，得不到广泛可用服务的支持，这正是 “ 框架 ”
通过其实施而填补的空白。
1.3

“ 框架 ” 的目标

现在实施 “ 框架 ” 的时机已到。其理由和动机如下：
•

许多社会经济部门均对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高度敏感。这些部门的决策者没有做好充分准
备，尚不能有效地利用气候信息管理当前和未来的气候风险以及相关的生态系统面临的风
险。因此，不仅迫切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以开发准确、及时的气候信息，还同样迫切需要在
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交换此类信息；

•

科学和技术的最新进步使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的质量有进一步提高的前景。服务提供方和用
户在设计所有社会经济部门的气候产品和服务范围、时间选择、质量和内容方面开展有效的
双向对话，这将有助于确保有关气候风险管理的决策有更充分的依据、更有效、更具针对
性。

“ 框架 ” 的长期、高层成果需要从初期阶段得以论证，这些成果是：
•

各界用户能够作出明智的气候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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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信息以更易于采取实际行动的方式得到有效传播。
“ 框架 ” 将通过活动和项目得以实施，而这些活动和项目将通过动员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资源得

到扶持。“ 框架 ” 设定了 2 年、6 年和 10 年期目标，以有助于世界气象大会的会议（从 2015 年的大
会开始）审议，体现大会将在 “ 框架 ” 监管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在 “ 框架 ” 实施的最初两年，实施
者将着力于四个优先重点领域的服务开发和提供。随着实施活动的成熟，“ 框架 ” 的目标将逐步显现
并取得初步成功，但六年后，预计这些优先重点领域的气候服务的改进程度将是可衡量的，随着新
的优先重点领域的出现，其它领域的活动也将随之启动。十年后，世界各地、所有对气候敏感部门
都将获取改进的气候服务。
1.4

“框架”实施的原则

高级别专题组编制了一份 “ 原则 ” 清单，建议在执行 “ 框架 ” 的过程中予以恪守。第十六次世界气象
大会还鼓励将这些 “ 原则 ” 作为实施过程中决策的指导。以下原则主要基于上述建议：
原则 1：

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但须优先考虑对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原则 2：

“ 框架 ” 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所有国家加大气候信息的提供、获取和使用。

		“ 框架 ” 是为满足所有用户需求而设计的，无论其地理位置、社会能力或实力如何。
原则 3：

“ 框架 ” 活动将针对三个地理区域：全球、地区和国家。

		通过开发所需的国际基础设施，“ 框架 ” 的实施者将促进气候服务的可获取性。尽管
		如此，大多数示范项目可能在地方层面实施。
原则 4：

业务化气候服务是 “ 框架 ” 的核心内容。

		为确保高质量管理框架的应用，应制定和遵守业务化气候服务的资格证书和良好规
		范。其中一些原则业已建立，但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见原则 7）。
原则 5：

气候信息主要是各国政府提供的国际公益产品。因而各国政府将对 “ 框架 ” 下的管理

		发挥核心作用。
		鉴于在各领域所获得的效益远远超过了气候信息的成本，其中还有重要的公共利益，
		因此气候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公共资源资助。由于这种利益强大，各国政府需要在
		管理和治理 “ 框架 ” 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原则 6：

“ 框架 ” 将促进免费和公开地交换气候相关资料、工具和科学方法，同时尊重国家和

		国际资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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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相关资料包括气候观测资料（见文框 1），加上对公共气候服务有益的经济和环
		境资料（原则 5）。诸如为安全和边境监测而收集的资料，以及其它敏感资料不属于
		“ 框架 ” 涉及之列。促进公共领域的气候相关资料的交换，并促进其它气候相关资料
		的提供，这为开发强化的气候服务共同构成一个重要的扶持机制。然而，如果资料的
		获取也许受到国家安全、公民安全或国家竞争力等国家利益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政策也许仅允许在本国境内的气候服务提供方获取这些资料。可以认为随后这些
		资料将不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外分发。
原则 7：

“ 框架 ” 的作用将在于促进和加强，而不是重复建设。

		为开发许多有效的气候服务的组成部分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 框架 ” 不仅要充分利
		用这些投资，而且还要通过加强和协调提高投资的效果 .
原则 8：

将在包括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内的用户 - 提供方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实施 “ 框架 ”。

		气候信息的用户和提供方必将参与气候服务的设计，以确保这些服务既有用又有信誉。
所有八项原则的目的是推广实施业务气候服务的良好做法。“ 框架 ” 的实施将通过制定标准、确
定优先重点、开发能力、大力提倡以及通过促进并协调各项活动等方式，践行这些原则。鉴于此项
任务的范围宽泛，高级别专题组提出了 “ 框架 ” 的结构化概念，详见第 1.5 节。
1.5

“ 框架 ” 的功能组成部分或支柱
“ 框架 ” 的结构基于制作并提供有效气候服务所需的五大基本组成部分或支柱（图 1.3）。这些

支柱主要指一个概念模型，在实践中，职能和责任上有某些重叠，需要认真协调。本实施计划的五
个附件分别进一步详细讨论了每一个支柱。每个优先重点领域分别有一个文件或范例，针对具体部
门的用户界面平台实施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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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 框架 ” 的五大支柱及其与各类用户群体关联性的示意图。

用户界面平台
用户界面平台是 “ 框架 ” 的一个支柱，为用户、气候研究人员和气候资料与信息的提供方提供
了一种结构化手段，以在所有层面开展互动。用户界面平台的目的是通过确保在正确的时间和确切
的数量提供、理解和使用正确的信息，推进有关气候方面的有效决策。“ 平台 ” 利用各种方法运行，
以增进相互了解，包括正式成立的委员会、工作组、实习计划、一对一讨论、研讨会、会议和机构
间任务组等。沟通、宣传和培训手段也同样广泛，包括电台广播、社交媒体和公共服务公告，同时
利用诸如地图界面、门户网站和信息服务器等技术。这项工作在许多领域有机会在已构建或正在显
现成效的基础上建立对话，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灾害管理部门的社区联络工作组和国家卫生工作
组等。
建议强化用户与提供方之间的互动，目的是调解可靠气候信息的提供与用户的信息需求之间的
问题，以支持他们的决策。这种相互理解继而能够形成端到端的气候服务，可能涉及有用产品的开
发。开发这类产品也许取决于进一步的研究或新的观测，因此通过促进这种相互理解，“ 平台 ” 将向
其它每个支柱通报有关优先重点的情况。例如，“ 平台 ” 能够突显有关提供和支持这些气候服务产品
的能力需求。因此，“ 平台 ” 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作为一个联络体发挥职能，通过联络，“ 框架 ”
的其它支柱可制作并提供对气候敏感的决策所需的信息。
为确保成功，用户界面平台以期实现以下目标：
•

对话：在气候服务用户与负责 “ 框架 ” 的观测、研究和信息系统支柱的机构之间建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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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与沟通：通过一系列的公众教育活动和在线培训课程，提高用户群体的气候知识；

•

反馈：确定获得用户群体反馈意见的各种最佳方法；

•

监测和评价：制定监测和评价标准，以根据用户和服务提供方协议衡量在提高气候服务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是定期收集、存储和处理气候（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以生成产品和服务
的主要机制，旨在为决策过程提供信息，而决策通常是复杂的涉及各种气候敏感活动和企业。该系
统是研究成果和技术发展转化为改进的业务气候信息的工具。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包括机构的有形基础设施、计算机能力、工具和业务规范。结合专业人力资源，
该系统开发、生成并分发一系列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供在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使用。该系统
需要在能够促进气候资料无限制流动的政策环境下运行，同时尊重国家和国际资料政策。
实践中，许多将形成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的现有中心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了这些功
能，但需要扩大，协调和规范其业务和产品。基础设施有待加强，以支持并发展当前有能力仅提供
最基本气候服务的国家的气候信息提供方。

观测和监测
观测和监测支柱有助于确保为满足最终用户需求所需的气候观测资料能够得以生成、管理和分
发，并有相关元数据的支持。高质量历史和实时观测和资料不仅是整个气候系统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而且还是相关的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变量，从而能评估和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诸如从高
质量的气候观测得出的极端值统计等监测产品对于规划决策是最为重要的，如通过建设具有适当承
受能力的基础设施以减少灾害风险。
现有的气候观测和资料交换的能力，为改进全球气候服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方面，“ 框架 ”
将得益于现有的地面和卫星观测系统，它们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包括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全球
地球综合观测系统。这一支柱的具体作用是重新集中并加强这些系统，以支持气候服务业务。该支
柱要弥补气候观测中的重要空白，包括着手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最脆弱、最易发生风
险和偏远地区观测网络存在的不足。该支柱还要克服将面向研究的观测转化为实际业务所遇到的困
难，促进遥感和实地观测的一体化，并促进气候相关观测资料的免费和公开交换，同时尊重产权以
及国家和国际政策。该支柱还要促进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数据与气候资料之间的互可操作性。

研究、模拟和预测
研究、模拟和预测支柱是为了促进研究，使之朝着不断提高气候信息的科学含量，为确定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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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变率的影响和利用气候信息评估成本效益提供证据基础的方向发展。该支柱支持相关工具和
方法的开发和完善，这将有助于把研究转化为气候业务服务提供，并促成气候信息的实际应用。为
支持其它支柱的活动，该支柱将开发高质量的和可靠的观测资料和有针对性的动力模式输出。
在气候领域以及在气候变化的某些领域已经制定了良好的研究战略和计划，例如世界气候研究
计划和热带疾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计划。研究、模拟和预测部分将评估并促进这类研究议程对气候服
务开发和实施的需求。

能力开发
“ 框架 ” 是按整体方式提出的，使国家、企业和个人受益于已经并将继续在其它四大支柱内进行
全球投资。在本实施计划中确定的能力开发方法和行动主要针对其它支柱所确定的各项要求，以及
从更广义而言，能够使与 “ 框架 ” 有关的任何活动持续提出基本要求。
在许多国家，气候服务的主要提供方缺乏与用户互动的必要使命，也缺乏高效、准确、及时地
提供全方位气候服务的能力。同样，许多气候服务的用户需要提高他们利用现有资料、产品和信息，
并参与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发现缺乏这种能力的情况实际上大都是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
国家，而在这些国家对气候服务的需求最大。这类国家通常：机制不健全，不能使国家气候服务的
提供方与用户开展互动；观测网络不完善，不能满足气候信息的要求；缺乏生成气候产品和展望的
专业知识；设施不够，不能便捷地按所需的格式向各用户群体分发信息；缺乏开展针对性研究和接
收用户反馈以提高产品质量的能力。在规划和实施与 “ 框架 ” 有关项目的同时，“ 框架 ” 的实施者不
得不去判定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有这些基本架构。
“ 框架 ” 下的能力开发是要协助加强现有的能力，使所有国家都能有效地管理气候风险。所涉及
的领域包括治理、管理、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和培训、领导能力、创建伙伴关系、科学普及、服务
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在最需要的国家，这些领域的一些基本能力和基础设施已经存在或正在建立，
但他们需要协调，需要把更大的关注点放在用户需求上。
1.6

实施计划概要
本实施计划制定了路线图和方法，这将有助于实现强化的气候服务的效益。本计划还提出了成

功实施的必要条件，确定了利益攸关方及其各自的作用，列出了优先顺序，并叙述了一些初步活动，
同时着手解决监测、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本计划还提出了有关治理、宣传沟通战略和融资方法的
各种选择。为了 “ 框架 ” 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感兴趣各方开展具有前瞻性的合作：调动各个层面筹集
额外的资源亦将是十分重要的。在 “ 框架 ” 秘书处和其它机构指导下，受益国需要确定作为潜在支持
来源的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攸关方。本执行计划试图回答这些利益攸关方提出的诸多问题，特别
是长期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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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效益

2.1

“ 框架 ” 满足气候知情决策需求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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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服务涉及生成并向用户提供有关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其影响的一套历史、实时和前景信息产
品。在解读这些产品以及在确定一套合理决择的过程中，这些产品还有相关的帮助部分与之配套，
与此同时促进相互反馈意见，以便以现行做法为契机能够确定不断改进服务的方法。
在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时，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考虑到，气候信息和气候服务的成本和
效益是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动因之一。会上有报告指出：“ 气候信息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正变得越来
越清晰：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减缓和适应战略的潜在成本，以及不作为所要付出的代价，能够更果断
地揭示决策中的潜在偏差。但是，要这样做，则需要认真地把局地尺度的气候资料和社会经济数据
和模式联系起来 —— 努力使气候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合作富有成效。”（Ruth，M；气候信息的
经济社会效益：评估不作为的代价；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会上还通报了一个具体的示例：据称，
“ENSO 预测的 “ 中 ” 和 “ 高 ” 技巧评分的价值分别为每年 2.4 亿和 2.66 亿美元（1995 年的价值）”。
（Solow，A.R. 等人（1999 年），改进厄尔尼诺预报：潜在的经济效益，R. F. Weiher，NOAA，
华盛顿 DC，Gunasekera，D 引用：澳大利亚 CSIRO 海洋与大气研究所复杂系统科学中心）。
受英国政府委托，“ 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 ” （2005 年）得出如下结论：

“ 尽早采取针对气候变化的有力行动，其益处大于成本。”
虽然斯特恩报告设想的行动是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该声明也与气候服
务相关，正如报告接下来所述：“ 高质量的气候信息和风险管理工具将有助于推动高效的市场。改进
的区域气候预测将是关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降雨和风暴形势 ”。
对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敏感的部门有很多，包括农业和粮食安全、文化遗产保护、减少灾害风险、
生态系统和环境、能源、林业、卫生、特大城市、海洋和海岸带、旅游、交通运输和水资源。
常见的气候服务用途的示例有：

•

能够为国家社会经济规划和发展（包括减少贫困战略）以及自然资本核算可参考有关气候变
率和气候变化的信息；

•

影响公民民生和经济福祉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注定通过使用详细的气候信息方可得以实施，
以确保取得安全和可持续的成果。这方面的示例包括新建水库以及扩大居住地的计划和基础
设施。针对气候敏感社区和企业的行业经济政策也必须考虑详细的气候信息；

•

气候信息用于管理干旱风险，主要是通过设计新的和翻新的灌溉水渠和贮水设施。通过收集
积水，这些灌溉渠为社区提供了暴雨缓冲区，并通过利用所蓄的水资源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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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信息用于定期管理当地的作物种植、畜牧业和渔业活动。这也需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作
出有关粮食安全的决策。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为决策提供的气候信息产品包括农业气象
公报、警报、气候预测月报和季报、作物长势和粮食危机预警；

•

气候敏感行业的风险管理是气候信息起关键作用的一个领域。保险赔付有助于应对个别企业
无力自行应付的更极端的气候风险（和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而保险需要坚实的天气和气
候服务作为支撑，以可靠地估算造成最大损害的罕见极端条件的相关风险，特别是风险强
度；

•

能源部门利用气候预测估算需求并根据需求提供能源。气候信息还用于估算风能和太阳能潜
力，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

•

在世界一些地区，各国通过定期举办的区域气候展望论坛，以达成共识的方式合作制定季节
气候展望。在这些论坛上，气候专家和农业、食品安全、卫生和水资源管理等部门的代表济
济一堂，共同审议气候预测信息，形成基于共识的气候展望，提高对新出现的或潜在的区域
影响的意识。借助这一方式，他们协助确保了具有相似气候和社会经济特征的相关国家获取
并释用气候信息具有一致性；

•

许多领域的研究人员在寻求理解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时，使用多样化和丰富的气候信息以及
其它类型的资料。生态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各部门的应用科学家等，经常为特定社区或行业
提供具体地点的详细气候信息；

•

通过与上一年同期气候信息以及长期平均值进行对比的方式跟踪当前的气候，这有助于为天
气和季节预报提供初始状态信息，因而使管理气候敏感活动的人员做好准备，以便考虑管理
直接和季节性风险和机遇的选择方案。

如第 1 章所述，“ 框架 ” 初期选定了四个优先重点领域。它们是农业和粮食安全（包括渔业和水
产养殖）、减少灾害风险、卫生以及水。尽管我们承认各行各业均可受益于 “ 框架 ” 所预期的气候服
务的改进，但也认识到，它不可能一次涵盖所有领域。目前，这四个选定的领域最有机会直接有益
于各级决策。在对气候变化和变率最脆弱的人群是那些生活严重依赖雨养农业和季节性水资源的人
群。这些人经常染上虫媒、水媒和空气媒传染病（对牲畜健康也有类似影响）以及受到当地空气和
水污染源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获得信息和健康服务最少，几乎被置于公众卫生规定之外。还有
人可从这四个优先重点领域中有针对性的气候服务获得最大利益，因为这些服务会减少他们的脆弱
性。

此外，这四个领域中一些主要政府间和国际政策方面的努力都受到气候的显著影响。这四个优
先重点领域的气候服务与千年发展目标（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兵库行动框架、（任何后续框架）和其它公约的需求和目标有最密切的联系。例如，“ 框架 ” 的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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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将通过加强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直接向 “ 兵库行动框架 ” 提供直接支持。
随着 “ 框架 ” 相关活动的自然演进，其它行业也将成为重点。例如，作为很可能被视为下一个
优先重点领域之一的行业，能源行业是公认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适应与减缓的重要行业。这个行业
对天气和气候尤为敏感，因此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气候信息用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
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化将影响能源供给和需求，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该行业对气候的敏感性以及
对更好地管理气候变化所需的数据和工具的关注。事实上，2012 年是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
同时认识到 “ 发展中国家获得用得起的现代能源服务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气候服务的效果和效益取决于如何利用气候服务。关于每个重点领域通过参与 “ 框架 ” 预计可
获得什么实际效益，见第 2.2 节。虽然这些示例并不明确，也不详尽，但这是通过机构间磋商所收
集到的示例，展示了 “ 框架 ” 在气候信息用于决策可能产生的结果。
扶持气候服务用户和提供方更好地确定气候服务的效益是 “ 框架 ” 实施的一个正在开展的部分。
在最初重点行业及其它行业适时实现效益将是衡量 “ 框架 ” 成功与否的一个指标。
2.2

为农业和粮食安全带来的效益

在农业和粮食安全（包括渔业）这一重点领域，决策可大大受益于气候服务。气候服务涉及成
百上千万人，从农民、管理者、农业产业和地方主管部门到国家政策制定部门，气候服务触及农业
和粮食安全的大多数方面 – 从生产、储存、市场、运输和规划到粮食援助供应和交付。

现有的，可获取的和实用的信息能有助于农业决策者提高其对农业发展和粮食系统的气候影响
机制的认识水平，并对面临粮食安全风险的人口状况作出估测（风险区划）。这种信息能够有助于
他们认识气候变化对牲畜健康、对作物物候所产生的影响，并可使其更好地计算出进行干预和投资
的必要时机。这种信息能够有助于其监控和预测生产力的年际变化，以便启动农业和粮食安全预警
系统，并发现潜在影响的长期趋势。

及时提供气候信息和产品并在不同农业生态系统加以正确运用，这还可拯救饥荒地区的人民生
命。农业界利用气候服务能够强化水和养分的管理，从而有利于保护环境。气候信息有助于以畜牧
业为主的农业企业和牧民作出改变牲畜放牧区的决策，有助于作出存栏数的决策，作为风险管理工
作的一部分。同样，通过气候信息可为根据温度、湿度和风况估测林火风险提前提供有关详细情况，
从而协助保护土著人群及以林为生社区的资产。为了作出有充分依据的决策，农业部门依赖有关时
空尺度的相关和及时的环境、气候和物候信息。现在有机会将气候服务纳入有关规范和政策，为农
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决策服务。

32

世界气象特别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农业和粮食安全
全球框架成功实施可带来的效益
••
农业决策者的范围广泛，包括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农民、科研
机构和大学、农业综合企业、农作物保险业、农场管理集团等，通过利用气候信息
他们能够作出更有充分依据的的决策。因此，该行业和社会将因提高对气候极端事
件的应变能力而受益，并将因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可靠性而受益。
••

提高对气候信息的利用水平，以不断审视粮食供需情况，发布有关农作长势和粮食
供应形势的展望，并对即将发生的粮食危机发布预警。

••

提高对更可靠的季节气候预测的利用水平，这可减少农村社区和产业对作物歉收和
物流误导的敏感性。对面向农民的概率预报中采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有助于提高产
量。

••

农业决策的关键气候变量（降雨量、土壤水分、太阳辐射、湿度和风速）并与最佳
农业决策选择方案相配套，让农业和农村社区更易获得，更易懂，这有助于提高产
量和改善民生。

••

由于提供资料产品的渠道越来越多，这些需求过去是靠特定的安排予以满足，而现
在的服务和信息是以更加常态化和通过协调的方式予以满足，同时可避免重复劳
动，降低成本。

••

可通过农业用户已知和信任的渠道（农民协会、非政府组织、村长）传达经改进的
决策信息。

2.3

减少灾害风险带来的效益
气候服务有益于为灾害风险管理提供保障，根据兵库行动框架，灾害风险管理包减少风险，作

为国家和地方的一项优先重点。风险管理还包括风险识别和监测、安全和应变文化建设、减少基本
风险因子以及加强备灾工作。行之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是基于对自然灾害风险的量化和认识。气候
信息对于分析灾害形势和趋势是至关重要的。该信息应辅以其它内容（如社会经济数据和分析），
用于开展脆弱性评估。有了这类知识，各国政府能够通过以下方式管理风险，即通过预警系统、备
灾、行业规划、保险和融资机制。需要收集损失数据（由有关机构提供），用于成本效益分析，例如，
衡量各早期预警系统的增加值，从而为投资提供经济上的理由。
气候服务能够有助于为应变能力建设创建资产，也有助于就有关问题作出妥善的规划和决策，
诸如关键基础设施（如医院、桥梁等）的选址，在发生灾害时必须保持进出这些设施的道路通畅；
确定在灾害中可能污染土壤和水的企业的位置；保护脆弱人群，如在校儿童、贫民窟居民，以及保
护如山坡地这类脆弱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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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灾害风险
全球框架成功实施带来的效益
••
中期和长期灾害来临前发布警报（加上业务化断气天气预报）能够通过防御和延长
应对时间提前量的方式保护人民生命和民生；
••

根据气候信息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以减少风险，这有助于保护弱势人群和生态系统，
主要是通过谨慎地选择关键基础设施的地点，通过在灾害发生时可能污染土壤和水
的产业远离人群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并通过防止在高风险地区（如不稳定的山坡和
洪水易发地区）开发居民区；

••

通过根据短、中、长期灾害预报制定规划，使民生对灾害有更高的应变能力。这种
规划能够使收入来源多样化，如通过创造不依赖于天气的季节性就业机会，使资产
免受极端天气和气候的影响，种植耐旱作物等；

••

极端天气事件和形势以及气候事件（如干旱、洪水、热浪、极端风等的发生频率和
分布）的资料和观测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足以支持灾害风险融资（包括基于天气指
数的保险），可让更多的对气候敏感的行业（如农业）用户实现更高的民生安全水
平；

••

气候预报和预测对于保护或恢复可减缓灾害的生态系统（如坡地林和沿海地区的红
树林等）具有价值。

2.4 为健康带来的效益
在健康优先重点领域，基于气候信息的卫生体系和服务不仅能挽救生命，而且还能通过利用改
进的预报预测而更高效地运作，并针对与气候有关的健康风险更好地防御灾害。气候信息还能够更
好地分配资源，以保护最脆弱人群和卫生系统。
通过提高正式卫生部门和决定健康的部门（诸如水资源、农业、灾害风险管理部门等）对气候
的应变能力，有机会改进健康保护。为了抓住这一机遇，迫切需要加速增强气候服务及其应用，以
支持发展，必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必要步骤满足上述迫切需要。
“ 框架 ” 为改进卫生工作和风险监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为可持续发展推广一种更加一体化
的方法。气候条件对传染病造成的某些最大社会负担具有影响，尤其是相对贫困人口。这些社会负
担尤其与腹泻、疟疾和其它病媒传播和水传播的疾病有关。另外，气候的间接影响是大多数与气候
有关疾病的主因。这是因为温度和降水的变化会影响环境条件，而环境条件决定病媒传播、啮齿动
物传播、水传播、食物传播疾病的地域范围和发病率，以及对空气污染和吸入性过敏源有关的疾病
产生影响。更根本的是，气候条件影响自然和人工管理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农业生产和淡水供应），
而这些服务是公共健康的基础。这些因素决定粮食安全和饮用水安全，还对庇护所有影响。在 “ 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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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与气候科学家和气候服务提供方合作，卫生界能够自身组织起来，系统性地把气候信息应
用于卫生工作。
健康
全球框架的成功实施可带来的效益
••
卫生部门的合作伙伴在相应气候信息和服务的支持下，有助于他们在应对气候对健
康带来的风险过程中完成其优先重点工作，诸如由世界卫生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确定的优先重点。
••

对许多疾病的当前形势和社会负担，及其与环境和气候的联系已形成了更深入的认
识；这种认识能够融入各早期预警系统，以提高防御水平。

••

来自不同部门的高质量资料（跨学科数据集）能够应用于复杂的环境与健康关系问
题，以相应的格式、尺度和有助于解决隐私和所有权问题的方式提供上述资料，为
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全面贡献。

••

提高的能力和意识，与广泛分发的和易懂的季节预报相结合，当预计的气候和天气
条件对健康带来风险时，有助于提高卫生部门更有效地制定规划的能力。

••

加强伙伴关系，以开展行之有效的合作并采取联合行动，支持现有卫生工作的优先
重点、目标和技术议程，如千年发展目标、兵库行动框架和国际卫生条例等。

••

开发既适用又通用的气候信息，以用于提高下列各项活动的绩效和管理水平：健康
风险评估、流行病综合监测和环境监测、卫生应急风险管理和卫生服务提供等。

2.5

为水行业带来的效益
水行业对气候非常敏感，并与其它优先重点领域联系密切。利用气候信息保护和管理水资源对

提高灌溉地区和雨养农业地区的粮食安全水平至关重要，同时减少水传播病的风险，并改善环境卫生。
由于极端水量事件（洪水和干旱）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同时还造成与其有关的人员死亡和经济
损失，因此水与减少灾害风险息息相关。水安全是一个全球关切的问题，而水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又加剧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切。水资源管理是一项每年开展的日常活动，也是一个长期战略规划
问题。因此，通过提供所有时间尺度的与水行业有关的气候服务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效益。

总摘要
决议

35

水
全球框架成功实施可带来的效益
••
气候信息服务可用来经常为水行业的决策作出贡献，从短期水量分配或使用到长期
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同时确保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水平。
••

能够表明应用气候信息服务可提高整个水行业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效率和效果。

••

改进获取准确、可靠气候信息的渠道，可产生正确和可靠的与水有关的结构设计和
建设，如涵洞、桥梁和水坝，从而保护了大规模投资。

••

气候预测服务支持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和向各类水需求行业的优先分配资源，包括
城市供水、灌溉系统、蓄洪能力等。

••

水行业的气候信息和服务用户充分意识到并了解服务所依据的资料和科学的局限
性，在利用服务时考虑到这一局限性。

••

以能够直接用于与水有关决策的格式和内容，向水行业提供气候信息服务；

••

通过充分地并根据所掌握的知识利用长时间系列的气候资料以支持水文模拟的方
式，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气候变率对可用水资源的影响；

••

水行业的其他各类用户（包括发电、渔业和环保、航行和娱乐）都会受益。

••

气候界与水务界之间的各种沟通渠道是开放的、透明的、获取便捷的。

3.

实施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3.1.

“ 框架 ” 的结构
“ 框架 ” 的结构是基于在第 1.5 节中确定的五大支柱，即用户界面平台、气候服务信息系统、观

测和监测、研究、模拟和预测以及能力开发。“ 框架 ”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的是，每个支柱
都有效地开发并提供气候服务，这些服务应基于用户的需求并有利于提高决策水平。
这些支柱可形成一个连贯完整的系统，具有很强的相互联系功能。实施框架将承认并利用这些
联系，从而能够按用户的需要开发产品和服务，并从高质量科技系统反演而来。
用户界面平台和能力开发两大支柱均是贯穿于 “ 框架 ” 的两大部分，直接与其它支柱衔接。用
户需求用于定义观测、研究和通信，以及为选择特定服务分发方式提供参考信息。通过用户界面平
台得到的用户的反馈还有助于细化其它组成部分。广泛和有效利用气候信息需要在包括政府、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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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社区和企业在内的许多组织与人民之间开展大量互动，而且必须有决策者、气候专家和行业
学科的参与。
为了优化气候服务的效益，“ 框架 ” 各领域的能力必须得到加强，从对行业用户开展有关气候服
务可提供哪些可能性方面的教育，加深气候信息制作方对用户需求的了解，到基本观测、资料管理
系统和科研能力。能力开发还是业务能力的需要，即日常提供贴切用户需求的气候信息的能力，以
及利用服务支持决策的能力。
还存在一些影响四个最初优先重点领域（农业和粮食安全、减少灾害风险、健康和水）的联系
和常见问题。例如，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往往可在其它三个行业提出管理挑战。气候变化和变率可导
致决定健康的环境因素恶化，包括淡水和粮食的可用量和安全，这可导致营养不足、营养不良和疾病。
海平面上升和海面温度升高可造成海岸带含水层盐碱化、海岸侵蚀和土地流失，从而导致水质下降、
饮用水减少，并影响鱼类和海洋食品的安全和供应。因此，所有重点领域的跨学科协调与合作是加
强协同作用，避免重复的关键。
以现有工作和系统为基础，必要时将其扩大和加强，这是 “ 框架 ” 的一个原则。例如，全球气
候观测系统提供有关全球气候观测的现状和需求的总体评估。现行的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将有助于形成更加一体化的全球气候观测能力。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提供了有效的分发这些观
测资料的手段。地球观测组织（GEO）建立了一个协调地球观测系统的框架，从而可在九大社会效
益领域推动资料共享、能力建设和面向受用户驱动的应用和服务开发。其它范例包括许多研究中心
和国家机构目前都在开展气候模拟和预测等工作。“ 框架 ” 将寻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活动，并促进
用户的反馈，以协助各模拟中心把重点放在关键的需求上。
虽然认识到各支柱之间的相互联系固然重要，但也应强调每个支柱必须得到应有重视，以确保
为 “ 框架 ” 的全面落实做出必要的贡献。持续监测和评估产品开发和提供链，并对该链的各个环节进
行细化将是必要的。“ 框架 ” 实施成功与否的判断依据将是其对优先重点领域以及随后对其它部门是
否产生积极的影响。
3.2 当前提供气候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已存在大量的知识和系统，可为建设 “ 框架 ” 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已
知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决策者不总有能帮助他们管理当前和未来
气候风险的信息。另外，有时他们对如何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没有把握，有时甚至不知道其所需
信息实际上是可以提供的。在许多情况下，虽然已存在对他们有帮助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未转化
为他们能够获取和利用的服务，结果是往往些最需要气候服务的人并不能获得服务。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确定当前系统和服务所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而缩小这些差距是实施 “ 框架 ”
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针对四个优先重点领域对用户界面领域的缺点进行了分析，之后对
观测和监测、研究、模拟和预测、气候系统信息系统这三大支柱的科技能力不足之处作了讨论。在
所有案例中，还突出强调了在能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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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四个优先重点部门需求方面存在的差距

通过对当前向各部门提供的气候服务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后，必须承认 “ 差距 ” 因部门的不同
而异。例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日常利用气候信息已有长久经验。但是，此类经验往往是通过科研
项目获得的，如果以能够有利于 “ 框架 ” 的粮食安全重点的方式把这种经验转化为业务服务，目前仍
有较大的差距。卫生等部门刚刚开始认识到气候服务的潜力，虽然在与气候服务提供方合作取得效
益方面已有范例。各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国家也需有很多经验可供展示，而有些国家却
几乎没有。
有些问题是四个部门所共有的，框架的实施可为提高针对这些部门的服务水平带来机遇。这些
机遇包括：
•

开发专业人员和各界评估、管理和监测气候变率和变化风险的能力；

•

开发专业人员和各界正确评估，了解，释用和利用气候信息和产品的能力；

•

与环境和气候信息兼容的部门监测资料得到改进，实现了标准化并经过质量控制；

•

对供各部门决策的气候信息的正确和有效使用情况及其成本效益进行监督和评估；

•

与气候研究界合作，就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对各部门的影响开展研究和预测；

•

开发并推广利用适合某个部门的早期预警系统，及其它互动工具，帮助专业人员和各界获取
与气候有关的信息；

•

持续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

为可制定跨学科政策，建立规范和开展研究而更好地与气候界开展合作。
各部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气候预测和预估的利用明显不足，部分原因是因为气候预测和预估尚

未妥善地转化为行动建议（缺乏用户参与其开发工作并做出贡献）。气候预测的概率性和内在的不
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比日常天气预报通常预计的概率性和不确定性更加显著，因而用户对其认识或
将其纳入决策有一定困难。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预测气候影响和改进技术上，以帮助用户利用
内在不确定性的信息，并帮助气候信息的提供方如何改进向用户通报气候预测的概率性和不确定性。
这将有助于管理方案的制订，有助于制定把气候信息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选择方案，可供用户决策时
考虑。有些部门（如医疗卫生）在利用不确定信息方面积累了经验，其方法可供借鉴。
一般情况下，能力开发是一个在实现气候服务潜力过程中涉及所有方面不足的主题。为使各行
各业从中受益，需要在人员、规范、基础设施、机构和培训等方面投资，从而促进和开发评估和管
理气候风险的能力。全面的能力开发活动将确保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产品的制作和提供，参
与气候信息的咨询和利用，并参与促进与具有各种必要的气候科学专业知识并了解某个部门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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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人士建立伙伴关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满足气候服务需求方面面临相当
大的困难。
当前有一些与气候问题相关的能力开发活动，但这些活动十分分散，重点各异。这些活动的范
围包括从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建设，到提到针对特定部门的服务水平，再到提高特定目
标群体的适应能力。缺乏一项总体战略用于确定气候服务框架的关键差距，并系统地利用资源解决
这些差距。制定解决这类问题的战略将是 “ 框架 ” 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利用五大支柱，特别是用户界
面平台。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其它地方已编制的标准方法或良好规范指南，因为发展中国
家在应对系统风险方面面临日益增长的需求，还需要根据季节预报和气候变化预估整合信息，与此
同时发展中国家还面临数据集不完整问题，在资料释用和使用方面也遇到困难。虽然在一些国家有
既定的国家标准，但却很少得到或根本没有得到国际认同。另外，调整各部门使用的系统以适应未
来可能的气候变化面临着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按照当前趋势和预估结果，可容易地调整现有的某
一方法，但是对于较长时段的规划，几乎没有任何成熟的方法能令人信服地用于长期适应规划。
3.2.2

当前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差距

只有当制作气候资料和产品并将其提供给用户的基础系统足够强大时，才能给各部门带来效益。
气候系统的所有部分都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挑战是评估和缩小资料链条中存在的差距，其次是
加强研究活动，以克服跨学科的挑战。最后，向各部门提供资料和产品的机制需要改进或建立。
观测和监测系统
气候观测包括陆地、海洋和大气的实地测量，并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动观测系统。近几十年来，
卫星资料对气候数据集的贡献非常显着，并成为提供某些全球参数的唯一方式。
这类长期观测（还包括水圈、生物圈和冰冻圈）对于监测气候、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对于评
估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效果，对于气候研究，以及对于为气候预测模式提供初始状况（和检验）均
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为了支持气候服务，气候资料记录应以标准格式汇编，用可调用的电子格式存档，
经过质量管理程序处理，包括质量控制（理想的情况包括均一性测试和均一化）。这类记录应辅有
元数据，即描述观测站点的历史沿革、使用期所使用观测方法和仪器的细节、仪器校准的历史记录
以及站点周围的环境变化。这类元数据需要确保资料尽可能完整、无重大空白、适用、均一并可随
时调用。
虽然一些区域可提供的完整气候数据集是足够的，但观测网络的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这些差
距影响理解和预测区域气候并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监测，因为监测必须是连续、一致和长期的。这些
不足可概括如下：
•

在某些区域观测资料不足，部分重要气候要素缺乏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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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台站发给国家中心和国际中心的报告在质量、频次、可靠性和准确性方面存在重大缺
陷，有一些站甚至“不发报”；

•

在对遥感资料与传统气候数据集进行整合时遇到挑战；

•

没有提供有关仪器（在物理上和程序上）变化和地点变动信息（“元数据”），而这些信息对
于调整气候测值的人为改变（包括城市效应）是非常重要的；

•

某些观测（如陆地、海洋和卫星范围）是靠科研经费资助的一部分，且活动尚未转为一个更
长久的业务环境，或与现有气候服务信息系统连接；

•

空间气候监测尚未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架构，虽然正在为此做出努力；

•

卫星资料有一些局限性，如在降雨量估算方面；

•

深海观测并不令人满意；

•

由于多种因素（如观测的不一致性、记录丢失、记录系统或格式过时、观测系统维护不
足），历史气候观测资料存在空白。通过采用数字化、资料拯救和资料均一性等技术，可在
一定程度上改进这些历史记录；

•

需要提高再分析水平和格点数据集，特别是在资料稀疏地区；

•

为了实现气候服务的最大潜力和效益，气候信息需要与其它科学数据集（如生态、生物和地
理信息数据集）进行整合。还应与社会和经济数据进行整合。
除了收集气候资料外，提供一整套气候服务则需要获取社会和经济数据，从而更好地了解气候

影响和脆弱性以及影响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的趋势。将关注的资料类型包括与人口、健康、农业、
交通、能源、旅游、水资源、海平面和冰川有关的数据。例如，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部门需要大量
的社会经济数据，从而使他们能够把这些数据与气候资料结合起来，以了解和应对极端事件的影响。
最初可通过作为 “ 框架 ” 合作伙伴的各联合国机构获取这类资料和数据。
明确和迫切需要气候科学家与社会经济领域的专家密切合作和协调，以确定所需资料的性质、
质量和来源，并且促进国内所需社会经济信息的提供和质量，同时始终遵守国家资料调用政策。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就
是开展这类活动的范例。资料需要易于跨学科、跨地域交换，这样科研方面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些关系，
使决策具有更充分的信息依据。跨学科交换资料的困难一直是一个障碍。
研究、模拟和预测
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提高了我们对各种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认识水平，
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地球气候系统有影响的因素有多种，在提高对这方面的
认识上也已取得进展，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和太阳活动，以及气候的自然变化，如与厄尔尼诺南方涛
动有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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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气候系统的认识不断提高，在改进天气和气候数值模式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使发

布有用的季节预测成为可能，特别是在热带地区。随着在提供区域气候信息方面取得的进展，模式
的改进还能够尝试制作年代际气候预测和气候变化预估。通过利用再分析技术（也有助于 “ 后报 ” 试
验）提高了模拟水平，还改进了气候监测。当前和未来对科研的投资，与计算技术进步相结合，将
进一步促进我们对气候系统的认知，以及以更高的准确度预测和预估未来区域尺度和更精细空间尺
度的气候系统状况的能力。传统上，气候预测和预估一直是作为研究活动开展的，近些年才致力于
将其业务化，因此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协调。
除了正在研究各种气候过程，了解并预测季节和年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预估气候变化，以及
完善历史数据集之外，还需要通过科研弥补主要的差距，以确保气候服务能够有助于作出更有效的
决策。这些差距包括：
•

提高我们对气候如何影响人们和各部门的认识，并确保将气候科学进步的效益转化为用户所
需的实际效益。迫切需要努力缩小科学潜力与实际使用之间的差距；

•

迫切需要有专业人士、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受气候影响部门的从业人员参与的跨学科研
究；

•

需要改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资料交换，这一直是跨学科研究遇到的一个障碍；

•

目前正在开展的大多数有关气候的研究均在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发展中国家具有研究气候变
率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建设对于促进国内研究工作以及将其它地
方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服务是至关重要的。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究
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增加对拥有研究能力的区域气候中心的投资，这是弥补这一差距的重
要措施之一；

•

特别需要开展年代际气候预测模式的开发研究，鉴于这反映了决策的重要规划时段。年代际
预测是一个相对新的科学发展领域，加强长期、高质量气候时间序列的可提供性和可获取性
将使年代际气候预测大大受益；

•

科学技术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提高信息的时详节，但这种提高具有为有效的决策做出显著
贡献的潜力。
量化并减少预测的不确定性，并提供与决策有关的预测时效指标是一项重大挑战。虽然预测技

巧水平有明显改进，但改进的起点低，并与高不确定性程度有关，致使用概率表述模式的预测结果。
通常不确定的概率信息在本质上难以传达和使用，需要有大量的研究和经验，方可从中提取任何有
价值的信息。因此，还需要开展有关改进向用户和决策者传达概率信息的研究。可吸取用户群体利
用概率短期天气预报方面的经验。
关于全球能力，为了加速在改进气候预测方面取得进展，需要显著提高可供世界天气和气候中
心使用的计算能力。2008 年世界气候预测模拟峰会建议应有气候专用的计算系统，该系统应该至少
比当时已有的计算机系统强大 1000 倍以上，但这种计算能力不足的局面至今尚未得到充分满足。
还需要确保充足的计算机储存和通讯能力，以便于开展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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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一个完全投入业务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所需的诸多元素业已存在，如用于处理资料的中心、运
行预测模式的中心以及制作和提供有益于用户的气候产品中心等。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全球元素相对
发展成熟，而区域元素刚刚开始启动，虽然在国家层面各种能力相差悬殊，有些国家根本没有能力、
有些具备基本能力、有些高度发达。
关于气候资料和产品的交换、沟通和分发机制，用于交换气候资料和信息所需的技术（包括互
联网和移动通信）改进迅速，例如通过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正在得到逐步开发利用。在广泛获取
各类资料、产品和服务方面移动电信和互联网已成为非常有用的工具。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总体不足之处可概括如下：
•

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资料加工、预测模式的运行和/或利用以及制作和提供有益于用户的气候
产品的能力不一。很大一部分国家目前仅能提供基本气候服务，甚至尚无服务。

•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急需气候资料管理、分析和分发的最新方法和工具（硬件和软件）
以及相关的应用培训；需要调整这些方法和工具来适应国家和地方用户的优先重点，而且必
须通过提供方与用户方之间密切合作予以支持；

•

在世界某些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和开发利用资料通讯系统方面尚存在相当多的不
足。需要弥补这些不足。

•

在提供便捷用户使用的和为用户定制的产品和服务方面还存在不足。例如，缺乏各种标准格
式。气候信息的来源有多种，内容涉及同一现象，产品包装方式各部相同，这使用户难以比
较这些信息和自行评估这些重要信息，以便将这些信息纳入他们的决策。

•

传达与气候产品相关的不确定性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气候风险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往往开发
不当。

•

国家和机构的政策限制能够影响到对气候服务所需的许多数据集和产品的获取。
例如，地球观测组织和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已认识到资料政策限制的问题。世界气象组织执

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设立了一个任务组负责审视这个问题。该问题将由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
解决，在尊重国家安全和其它国家主权关切的同时确保气候服务得到所有基本资料和产品，并有效
地支持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福祉。
3.3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联系
“ 框架 ” 的实施将支持全球、区域和国家各利益攸关方和各种努力，并促进他们的有效协作。这

三个层面之间将开展互动和信息交换，如下文所述（国家层面还涵盖国内地区层面）。图 3.1 概括
了各组成部分在这三个层面将如何运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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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 框架 ” 的全球、区域和国家组成部分示意图
在全球层面，“ 框架 ” 的重点将是确定成功实施框架所需的全球目标、需求和大规模活动。“ 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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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各合作伙伴将确定并协调全球气候监测、预测和预估产品以及在各重点领域其它所需的资料的
收集、交换和提供。未来交叉性和跨学科研究方向在这一层面确定。各合作伙伴将进一步协调和支
持相关的资料交换和资料存储以及重大能力开发活动，并将建立和维持有关所有数据集质量和格式
的标准和规程。“ 框架 ” 的各执行方将在每个伙伴现有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分发机制的基础上开展跨
国和跨学科数据集的传输和交换。例如，世界气象组织将领导其全球长期预报产品制作中心接收和
加工各国制作的气候资料。这些中心向区域气候中心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分发气候预报资料和产
品，以便后者能够将上述资料纳入各自的气候预报，从而提供更好的区域和国家气候服务。作为一
种补充方式，世界卫生组织将通过其全球和区域办事处收集，汇编资料并将资料分发给各国的卫生部，
反之亦然。
在区域层面，“ 框架 ” 将开展多边合作以满足各种区域需求，例如通过知识和资料交换、基础设
施建设、研究、培训和提供区域服务，以满足既定的区域要求。这类区域应用的范例包括跨境流域、
边界地区的农业需求、跨境卫生问题、大范围灾害，在这些地区一个国家往往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
通过区域协调作努力予以解决。
新建的和现有的区域气候中心将在提供气候信息和气候服务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区域气候中心
的实际结构将因每个区域的具体兴趣不同而异，同时考虑到各区域的具体情况。可能性包括该区域
的某个统一的和自成体系的多功能实体。作为一种可替代的形式，可以是一个分布式多种功能实体
网络。范围在国家机构目前尚未投入运行地方，凡是在需要这些结构的地方，并应国家气象和水文
服务的要求，区域气候中心可临时提供用于国内分发的气候服务和 / 或产品。如第 2 章所述，一个
有关业已存在的区域活动的具体范例是，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区域气候展望论坛。这些论坛汇集了
各种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为该区域提供季节预报和制作相互达成共识的展望产品。论坛服务的人
群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某些论坛正在开始通过与一些组织（如 “ 饥
荒早期预警系统网络 ”）协作的方式开发季节展望，并正在制作更多与决策相关的信息。
在国家层面，“ 框架 ” 将由各国政府开发和协调，重点是确保所有参与方能够表达各自的需求和
要求，以便成功实施服务于该国人民的气候服务。实施框架需要能够获取资料和知识产品，根据用
户要求定制信息，促进在规划和管理中有效和日常利用这些信息，并在这些方面开发可持续能力。
所提供的服务将尽可能基于该国的权威气候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国家气候信息有多种来源
所造成混乱局面和不一致性问题。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 国家气候中心将自愿支持为本区域的对等机构提供气候服务，在提供服
务时要利用由区域和全球气候中心提供的气候信息，并与其它国家水文、海洋和海事核心服务的提
供方密切互动。“ 框架 ” 的各实施方将支持国家服务的提供方制作国家资料和产品。这些国家服务提
供方将能够提供局地信息，在许多国家的这一局面的改善与他们目前的能力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是在国家和国内层面，将以最清晰地确定用户的各种需求，因此与用户的互动将是 “ 框架 ” 建立其
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本文讨论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建立气候服务框架是可供考虑的一种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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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 “ 框架 ” 的各项目标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一些管理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需要技术专业

知识。为了实现各项目标，“ 框架 ” 的实施将需要用户和各界提供方的各方面技术专家的大力支持，
以维持并推进 “ 框架 ” 的各项活动。
许多政府已经承诺提供大量资源，用于维持和开发气候服务功能，不仅限于在某个国家尺度上，
而且还通过制作全球和区域尺度的气候产品。令人鼓舞的是注意到，各国政府为促进提供有益于其
他国家的这类全球和区域产品，这是出于全球社会的博大利益，而这正是共同关切所在。“ 框架 ” 的
实施作用之一是彰显这些努力的价值，并通过协助开展全球协调的方式进一步增加这些活动价值。
都对 “ 框架 ” 做出一点额外贡献，则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国家效益。根据既定的标准收集资料，为各
类对气候敏感的部门开展区域能力建设并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交换资料和专业知识，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通过政府参与 “ 框架 ” 得以维持和加强的活动。因此，一项工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应是一个可持续
和不间断的计划，该计划能够让所有政府不断参与并支持 “ 框架 ” 的工作。
虽然各国反映出了与气候有关的国情和需求具有多样性，尽管如此，各国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
“ 框架 ” 的实施需要保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进行广泛而全面的考虑，积极为所有国家创
造机会开展互动，并分享信息和经验。

4.

实施的优先重点

4.1

对实施的基本要求

将通过下列行动实施 “ 框架 ”：
1.

建立领导和管理能力，以推进“框架”的实施，包括建立协调“框架”的技术工作和监督其成功
所需的结构；

2.

确定各项宗旨和目标以解决当前在优先重点部门提供气候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

3.

建立并成功交付各类项目，以弥补气候服务提供方面存在的各种重要缺陷，同时确保服务及
时，可靠，有用，传达有方，而且通俗易懂。在“框架”实施的最初两年将把优先重点放在有
一些高影响力的项目（见第4.5节）上，以使所提供的气候服务能够满足对气候脆弱社区的
需求，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初期优先重点项目侧重于对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建设，以创建可持续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

4.

开发国家和区域能力，以能够在新兴领域和重点部门实施和整合各种新举措。

5.

鼓励所有国家和“框架”的合作伙伴采取行动，以弥补本计划及其附件和范例中指出的不足以
及完成所确定各项优先重点活动，并将这些行动纳入一个集中管理的行动目录。这将鼓励尽
早采取行动，同时与国家和部门的优先重点保持一致，并将激励在各参与方分享所吸取的经
验教训。这也确保了在近期内形成一个稳健的“框架”，同时通过协商和进一步拓展从业者网
络完善各项优先重点。

4.2

利益攸关方及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作用
随着 “ 框架 ” 的实施，需要更好的了解各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动机和能力，以便构建有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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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 “ 框架 ”。重要的是发展并维护用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的有效关系，扩大这种关系，以包括中介
机构，诸如各个具体部门的实际从业者、机构和部门等。需要代表用户、服务提供方、资助机构和
中介机构的各界的利益攸关方，所有这些利益攸关方都可与全球、区域和国家的一个或多个层面相关。
用户界和服务提供方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于构建用户界面平台和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将是至关
重要的，因此用户界要与信息提供方进行接洽，以阐明用户的需求，为了让用户了解有哪些可获取
的气候信息，如何正确释用并注意到其基本假设和局限性，需要这种参与。这同样适用于那些旨在
弥补专业知识和有效的实际应用之间空白的中介机构，这有助于气候信息的传播。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其之间都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了建立有效的多学科工作环境，
应当与其它组织集团或多边机制寻求建立伙伴关系。
虽然政府在 “ 框架 ” 的治理方面将发挥核心作用，但是为了 “ 框架 ” 的成功，还需要其它利益攸
关方的参与。
4.2.1

全球层面的利益攸关方

全球利益攸关方代表对气候敏感的部门和用户全体。对于许多国际计划，他们代表那些开发和
提供气候服务各个组成部分（如研究、模拟、预测和观测）的全球社会。这些利益攸关方在实施 “ 框架 ”
方面都将发挥一定的作用，无论是参与还是开发用户界面平台，为全球气候预测产品的开发和制作
以及资料交换提供有关信息，并 / 或参与重大能力开发和制定标准的活动。
在全球层面，利益攸关方可大致分类如下：
•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规划，尤其是与“框架”优先重点领域相关的机构和计划；

•

多边开发银行，它们是支持世界各国政府实现各国优先重点工作以及创建知识库的重要伙
伴；

•

资助和捐资机构，它们通常是全球重要的参与方；

•

参与开发和交付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为气候服务投资的国际和政府间组织；

•

与气候服务以及“框架”优先重点领域有关的国际计划、多机构计划和国际协议；

•

有全球利益的用户，诸如跨国公司、行业代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机构也许作为传递信
息的中介机构。例如向用户传递咨询和预警的灾害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

全球气候服务的提供方。

4.2.2

区域层面的利益攸关方

区域层面在能力开发和能力建设方面将尤为重要，这是举一国之力所不及的。通过设立区域气候中心、
区域培训中心和其它相关中心并与其互动，以及通过开发区域 / 次区域协作能力，世界气象组织的
区域协会应协助实施 “ 框架 ”。它们应协助确定用户需求、寻找参与实施活动和支持实施项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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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服务目前是在国家和国内 / 局地以及超越国家层面的交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其它组织
的能力需要提高，以履行协调和运行的职责。需要通过区域与国家之间密切联系才能实现这一改进，
以便满足用户的要求。
虽然某些利益攸关方可同时属于一种以上的类别，但区域层面的利益攸关方可大致划分如下：
•

包括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在内的区域活动（如第3章和第5章所述）；

•

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它们是支持区域和国家优先重点以及创建知识库的重要伙伴；

•

资助和捐助机构，它们通常是区域机构，在某些情况下是国家和全球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

区域服务的提供方，包括区域气候中心、区域干旱监测中心、区域内的私营组织和科学组
织；

•

具有专业作用的区域协会和区域内的国家集团，包括区域经济团体；

•

区域办事处，包括联合国有关发展的分支机构以及援助机构的区域办事处，它们代表用户和
区域从业人员的重要界面。

4.2.3

国家层面的利益攸关方

国家层面用户能够从全球、区域和国家信息渠道获取信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应发挥核心作用（如
第 4.2.4 节所述），“ 框架 ” 的实施应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一作用。
代表服务提供方和用户群体的利益攸关方在国家层面开发和运行各自气候服务框架方面以及在
于国家政府协调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此类利益攸关方包括：
•

提供气候服务的组织，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其它气象界以外的研究机构，包括水
文、海洋和海事核心服务的提供方；

•

国家减灾平台或其它类似的协调机制和国家其它机构，诸如农业、卫生、海岸带和海事、水
资源、林业、空间、能源和环境等部门；

•

地方政府和与气候有关的国家委员会；

•

在许多国家有可能是气候服务提供方和消费者的私营行业组织；

•

非政府组织、全国协会和社区组织；

•

公众。
国家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区域和全球层面）存在的挑战之一是如何以最佳方式确保向国家决

策者提供一致性和权威的咨询。全球和区域产品能够用于补充国内咨询并为国家咨询提供信息，但
是如果此类产品直接提供给国家用户，国家层面的咨询可能存在不一致性。当根据全球和区域产品
提供服务一致性和权威的咨询时，任何在国家层面运行的网络都会受益于全球和区域产品。在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与国内各气候研究中心（只要存在）建立更牢固的联系方面还面临着其它挑战，但
有了这种联系，则能够把最新的研究进展有效地融入业务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同样，开发和落实用
户界面将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相关的各界从业者以及取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核心作用。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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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气候服务需要与相关的中介组织和部门的专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国家气候展望论坛（如有关能
力开发的附件所述）能有助于形成 “ 达成共识的 ” 预报以及有助于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的用
户和提供方之间开展互动。
政府在 “ 框架 ” 所有层面的治理和实施方面发挥核心作用。鉴于大部分气候信息和服务属于国
际公益性质，而且是靠公共财政支持，因此 “ 框架 ” 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各国政府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
气候服务框架在国家层面应在政府拥有的国家适应计划背景下不断发展，这类计划在许多国家业已
存在。
4.2.4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作用

前面的各章节认识到各种利益攸关方在开发和实施 “ 框架 ” 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在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文信息方面历史悠久，经验丰富，通过妥善支持应能够提供可接受
水准的气候服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收集并分发气象观测资料，向全球电信系统提供用于气象和气
候信息交换的国家接口，承担旨在提高认知天气和气候的各项活动，开展天气和气候监测，提供预报，
向各类用户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以满足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相关需求。
因此，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要在国家、区域层面以及某些情况下在全球层面发挥核心作用。它
们将与不同层面的其它组织接触，只要可行，为建立和运行国家气候服务提供协调能力。
为了在 “ 框架 ” 实施和运行中更明确地体现他们的重要作用，正在审议世界气象组织关于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作用和运行的声明。将会撰写一份关于国家层面气候服务框架的指导文件，其中包
括有关在技术方面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要求的说明。
对世界气象组织会员国的开展的一次调查表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会员国尚不具备提供气候服
务的必要基本能力，正如关于能力开发的附件所述。开发他们的能力将是帮助这些国家气象和水文
部门履行其协调其国内气候服务职能的重要举措，主要是通过加强他们在 “ 框架 ” 支柱中以及在每个
优先重点领域内的能力。应该指出，大多数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都具有必备的基本能力，而有一些
国家具备了提供气候服务的完整能力。
为了开发产品和提供服务，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将建立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其它部门的经
验和制作系统基础上。该系统将利用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作为其首要的基本资料分发系统。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拥有并运行着一个有效且有时庞大的气候观测资料收集和共享系统，且在某些情况
下也是一个气候预报分发系统。通过与这些国家部门，尤其是与那些不具备提供气候服务必要基本
能力的国家部门合作，“ 框架 ” 将在国家、区域和全球所有层面进一步开发监测和观测能力做出贡献。
有些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已在内部，或通过与国内其它研究机构的有效合作，开展了气候研究。在
发展中国家，这些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4.3

每个重点领域的初期优先重点
每一个重点领域有不同的气候服务需求，以适合各自的运行工具和模型，并满足其决策界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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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需要。因此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足以满足用户和供方之间的切入点的架构，同时要有足够灵
活性以响应用户各种需求。
卫生
通过提高正式卫生部门和决定健康的部门（如水资源、农业和减灾部门）对气候的应应变能力，
目前存在改进健康保护的机遇。为此，迫切需要加速开发和应用气候服务，必须满足这一需求，以
支持上述开发；这时适应气候变化而迈出必要的一步。卫生界在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就 “ 框架 ” 如
何响应卫生方面的重点领域提出了五项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呼吁：
•

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公共卫生界的全面参与；

•

通过研究和培训开发能力并为政策和规范的制定提供证据；

•

为公共服务平台投资，以鼓励跨部门的互动并为卫生部门提供咨询服务；

•

通过在所有层面共享数据、信息和能力开发，改进卫生监测跟踪系统，以实现最基本的公共
卫生的适应，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

•

由于“框架”与健康有关，对“框架”的开发建立优先顺序，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并把体制机
制与卫生部门的结果和负责的行动方联系起来。这项任务应通过现有的合作伙伴共同行动来
完成。

因此，卫生部门确定了有待加强的四大优先重点行动领域：
•

沟通与伙伴关系

•

健康与气候研究

•

能力开发

•

将气候信息融入卫生工作。
全球卫生界的总体重点和第一步是利用现有的最佳规范，加强现有的伙伴关系，以及投资研究，

以提高气候影响健康成果的认识水平。
水
水界呼吁初期关注下列重点：
•

根据水行业的需求建立以发展为中心而不是气候为中心的方法；

•

通过现有的各项计划实施，这些计划能够根据要求进行调整；

•

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以增强与水有关活动对气候的应变能力；

•

重点放在与洪涝干旱管理有关的合作计划上；

•

加强合作伙伴关系；

•

开发对于用户界面运行至关重要的国家协调架构；

•

在五大支柱之间建立定义清晰的横向联系。水方面的典范表明，用户界面平台与能力开发这
两大支柱之间的界限尤其需要是无缝隙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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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粮食安全
农业与粮食安全界提出以下重点：
•

需要发展领导力和管理能力，以确保妥善处理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面临的风险和所需的资
源；

•

确定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用户对气候信息的需求；

•

为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门职能的研究、能力开发、沟通和运行提供技术支持；

•

在粮食安全政策、研究和与用户反馈相结合的实践中推广有效利用气候信息的宣传和提倡。

减少灾害风险
减灾界呼吁建立以下优先重点：
•

针对减少灾害风险的能力建设：培训气候信息用户和服务提供方，以改进宣传沟通工作；

•

机构设置/政策制定：确保减少灾害风险的区域和国家框架包括一个气候信息部分；

•

为提供气候服务建立标准并监测气候服务提供的进展，其中包括通过兵库框架监测系统；

•

早期预警和备灾：与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和地方主管部门保持接触；

•

地方层面的参与：通过基于社区组织和包括红十字和红星月会在内的民间社会组织；

•

倡导/媒体：例如，培训媒体；

•

有关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议程的协调，与重要部门、私营部门和其它部门的联系。
上述优先重点将随着 “ 框架 ” 的成熟以及初步取得成功而不断发展。例如，将需要初期加强区

域支持网络和机构能力，以便之后开发国家能力，以便能够在 6 年和 10 年期间扩大初期项目。另外，
经过前几年实施后可逐渐把优先重点放在农业与粮食安全、卫生、减少灾害风险和水务部门以外的
其它领域。
4.3.1

2 年、6 年和 10 年期间交付的成果和实现的目标

“ 框架 ” 将在两年、六年和十年时段内实施，以利于世界气象大会的审议。最初两年是启动期，
旨在建立 “ 框架 ” 的基础设施、启动并推进四个优先重点领域的示范项目。“ 框架 ” 的实施方将强调
加强区域支持网络和机构能力，这些能力是之后开发国家气候服务能力所需要的。
在实施的第二阶段（发展阶段），前两年的示范项目将在全球其它地区推广，从而在第六年这
四个优先重点领域的气候服务将在全世界得到改进。这些项目将提供到第 6 年的有关实现 “ 框架 ”
目标的可测量的进展情况，而这一期间 “ 框架 ” 的中期评估将包括审议这一进展情况。在对新重点领
域达成一致后将把项目扩大到最初四个优先重点以外的部门。在此阶段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的能力
将得到显著加强，因为用于支持国家能力开发的区域基础设施将建成。
十年实施后，经改进的气候服务所产生广泛效益将是明显：经改进的服务将遍及全世界、涉及
所有对气候敏感的部门和全球、区域和国家空间尺度。提供经改进的气候服务将有利于减少社会对
与气候相关灾害的脆弱性并促进全球关键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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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期
在 “ 框架 ” 实施的前两年，至关重要的是：
1.

实施既定的“框架”管理结构，包括建立一个支持其工作的秘书处；

2.

启动一个报告体制，使国家、区域和全球实体能够报告其在实现近期目标以及弥补目前气候
服务能力差距所做出的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汲取获经验教训并且报告体制需要体现出并传达
这些经验教训；

3.

设计并实施一套能证明气候服务价值的项目，主要是在对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以确保捐
助方持续关注并不断扩大关注；

4.

开发国家和区域能力，以能够实施新项目并将最初的活动推广到其它领域和部门；

5.

让全球用户群体参与其中并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展现气候服务的价值。真正的跨学科项目所取
得的成果并参与“框架”的治理，这将是衡量成功参与水平的指标。
实施既定的治理架构对于以方面将是至关重要的：协调和监督项目实施，制定标准，确保制定

有关资料和知识交换的国际协议和机制，国际捐助方融资，以及通过宣传和沟通活动提高意识等。
最初两年内的优先重点项目将侧重于建立和开发伙伴关系，并与用户建立互信，特别是通过开
发用户界面平台。有些项目必须证明是可行的和有用的。有些项目将直接开发并完成国家和区域实
施活动 —— 即整合几个国家间活动的项目，这些项目将体现国际协作并可成为区域活动的范例。确
定气候服务需求并确保这一需求以完善的科学研究为依据，这是保证 “ 框架 ” 得到持续支持的根本。
因此，在最初两年阶段内，将选定所有支柱的活动，以建立并通报气候服务需求并在之后几年内有
助于扩大这些活动。在 “ 框架 ” 实施的最初两年内，这些项目的成功交付将展现实实在在的进展，与
捐助方建立互信，并有助于为未来资助 “ 框架 ” 建立商业案例。对于 “ 框架 ” 实施出现问题，将在后
续阶段供其它优先重点行业考虑。
这些初始项目将指导 6 年和 10 年期的项目开发，并指导制定中长期可交付的成果和目标。
最初两年的重要里程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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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里程碑
2013 年 1 月底				根据世界气象大会特别会议的成果更新实施计划之后，将其分
					发给各利益攸关方。该计划将在政府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审
					议。
2013 年 12 月底			 如在特别届会批准的管理机制中所述，开展组织建设阶段的工
					作，包括建立支持 “ 框架 ” 的秘书处和必要的管理和执行（技
					术）委员会的架构，举行政府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制定计划
					开展立即实施的各项优先重点。
2013 年 6 月底				召开了一系列论坛，就各示范项目的管理达成一致。
2013 年 12 月底			 举行一系列有关在全球和区域层面针对具体支柱的对话（从非
					洲开始），以组织管理这些活动。
2014 年 12 月底			 完成最初两年从优先重点中选定的各项示范项目。
六年期
经过六年的实施，“ 框架 ” 应当已有助于获取全世界在四个关键领域的经改进的气候服务并已在
其它优先重点领域启动了活动。此外，在最初两年实施的一些活动将是持续开展的活动，在六年期
乃至更长时期才开始显现出显著的效益。这些持续的活动对于筹备和扶持那些计划在更长时期开展
的活动是重要的。例如，虽然最初的侧重于开发区域气候中心的能力，为加强国家能力提供支撑环节，
但是 “ 框架 ” 的启动首先必须从国家层面开始。在许多情况下，所有国家需要为实施气候服务开发国
家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机构能力，而这一过程或许将花几年的时间。此外，其它过程也不可能一
蹴而就，因为必须遵循正式的既定程序，才能就有关标准和程序达成国际协议。
高级别专题组制定了一个路线图，指出 “ 框架 ” 应至少有五个联合国机构或计划署密切参与，
应围绕五个组成部分（能力开发；研究、模拟和预测；观测和监测；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用户界面
平台）设立积极的技术委员会，应制定积极的宣传沟通计划以确保有效地提供服务，并应积极投入
至少 1.5 亿美元支持与气候有关的开发项目。计划在第五年年末对 “ 框架 ” 的实施开展中期评审。这
一评审工作的职责将通过一个政府间过程予以制定，其中应包括对照本实施计划规定的各项目标和
可交付的各项成果对 “ 框架 ” 的成功作出评估。
十年期及更长时期
实施十年后，“ 框架 ” 应当已有助于获取全世界经改进的气候服务，而且服务内容涉及所有对气
候敏感的行业。高级别专题组制定了一个十年路线图，指出 “ 框架 ” 应至少有八个联合国机构或计划
署密切参与，并应积极投入至少 2.5 亿美元支持那些经评估证明有助于满足用户需求的与气候有关
的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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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之后的更长时期，项目的资金水平将与国际社会评估气候服务满足需求的程度以及气候

服务所带来的效益成一定的比例。如果 “ 框架 ” 实现了其各项目标，所有各界都将获得基本气候服务，
而且预计这些服务将远优于目前所提供的服务。
对于用户界面平台，已确定了组织和业务功能的两年、六年和十年期的总体目标，而这些目标
适用于所有的优先重点领域（表 4.1）：

表 4.1： 用户界面平台的组织和业务目标
4.4

确定活动 / 项目的指南
如高级别任务组和第一章所述，“ 框架 ” 的 8 项原则应用于指导确定和整个 “ 框架 ” 实施周期内

所有活动和项目。
最初两年实施的优先重点活动和项目应符合以下的补充标准并应：
1.

至少针对四个优先重点领域之一（减少灾害风险、水资源管理、农业与粮食安全、卫生）；

2.

至少可弥补第三章确定的当前科学和技术能力存在的其中一项差距；

3.

至少为高级别专题组确定的其中一项实施优先重点做出贡献，即：
•

建立秘书处；

•

通过建立用户界面平台和/或具备基本气候服务能力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实现升级
的方式，开发国家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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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域能力，以帮助国家具备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

•

确保获得所需的与气候相关的观测资料，例如通过弥补重大不足，维持并开发观测
网络，建立资料管理能力以及改进电信网络；

•

建立研究能力，这要通过建立奖学金计划和/或创新仪器研究计划，以及促进多学科
研究活动；

4.

考虑以下七点：
•

活动在两年内能否完成？

•

项目是否涉及或有助于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或其他
对与气候相关风险脆弱和敏感的地区和国家的活动？

•

项目是否在原有基础上并扩大领域、设在新地点、使其投入业务运行或拓宽其范
围？

•

项目是否在高级别专题组报告最初预算估算范围内？

•

项目是否涉及反馈、对话、评估或用户界面平台的宣传结果？

•

项目是否建立在（而非重复建设）与目前各组织和团体之间既有的伙伴关系基础
上？

•

项目是否符合合作伙伴组织既定的各项目标、议程、工作计划、目标和任务？

在选择实施具体项目的地点过程中，“ 框架 ” 将召集服务提供方、捐助方和迫切要求的用户群体，
就建立各优先重点领域的项目达成一致，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能力。这些项目将需要在两年内
有成功交付的很大可能性，并有可能提供最大效益，以展现 “ 框架 ” 的进展和 “ 框架 ” 的成功实施。
在 6 年和 10 年时段内这些项目能够扩大，并从初始实施活动汲取经验教训中获益。
开始实施 “ 框架 ” 所需要的最初优先项目、领导能力和管理活动在以下章节中讨论。
4.5

最初的优先重点项目
下表和文字概括了选择高优先重点项目的制定情况。这些项目是在编写本实施计划过程中通过

协商过程而制定的。该些项目将确保为实现 “ 框架 ” 各项目标而取得显著早期进展。在附件和范例中
提出了一系列更广泛的活动和项目。随着 “ 框架 ” 的进展和进一步的协商，活动表可能会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活动均不包括参与设计和实施活动和项目的参与者，这些活动和项目将弥补各种差距并涉
及根据第 4.4 节中的指南所确定的优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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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优先重点领域和主

地理范围

牵头组织

国家

WMO

国家、区域

UNISDR, WMO,

要附件
1.

在发展中国

所有领域

CSIS

家建立国家
层面的气候
服务框架
2.

加强减少灾

减少灾害风险 UIP

IFRC, FAO

害风险和早
期预警的能
力
3.

候与农业和

农业和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界

UIP

区域、国家

FAO, IFAD, WMO

区域、国家

G W P, U N E S C O ,

之 间 的 沟
通
4.

建立气候服

水

UIP

WMO, FAO

务与水资源
管理的伙伴
关系
5.

建立国家气

国家

WHO, WMO

所有领域 RMP

全部

WCRP

所有领域 CD

区域

WMO

所有领域 OBS

全部

WMO

卫生

UIP

候与卫生工
作组
6.

改进与气候
有关风险的
决策过程

7.

加强提供气
候服务的区
域系统。

8.

大规模资料
恢复和数字
化

最初两年选择高优先重点项目表。用于每个附件的缩写分别是：
CSIS：气候服务信息系统；UIP：用户界面平台；RMP：研究、模拟和预测；CD：能力开发；
OBS：观测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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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国家层面上的气候服务框架
目标：确定国家一个或多个实体，通常是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负责保持官方气候记录
并负责业务气候信息产品，这组成了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的基本气候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政府机构、
社会经济部门和更广泛的社区是有价值的；确定利益攸关方以及气候资料、产品和服务的关键用户
群体；引入各界的不同做法，让他们认识到并理解他们之间存在的差距；建立共同的基础，确定联
合开展互补工作的领域以及把重合的兴趣作为伙伴关系的基础，并表达进一步开展互动的愿望；缩
小差距，并确定搭建参与者之间桥梁的途径，以进一步由科学家向各界终端用户传播气候信息并获
得反馈意见；通过利用为加强根据气候敏感决策采取行动提供的具体气候服务，为资料收集的端对
端提供链上的用户和提供方制定并划分重要责任；在缺乏国家能力的地方，决定应把哪些功能委托
给区域方和 / 或国际方。
效益：一套明确的指导原则、法律机制和运行程序将能够在国家层面对气候服务的数量、质量、提
供和使用实现结构上和有保障的改进。这些原则、机制和程序将通过用户积极参与的方式进行设计。
那么加强化行动是可能的，但要基于以内部一致、权威和可靠的方式作出以气候信息为依据的决策，
并融入政府政策和社会经济应用。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国家层面的跨学科的工作机制，
并规定了期待从区域和全球提供方获得哪些具体服务；气候信息服务的用户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明确
了基于气候信息开展协调行动的过程；就向特定用户提供一套最基本气候产品的时间、内容和格式
达成一致，并确定沟通和反馈机制，以确保在地方层面具备已增强的各种条件；就发布有关快速和
缓慢出现的灾害的早期预警的程序达成一致。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有一定数量的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会议报告；业务化制作既定的气候信息，
可按产品制作的频率和及时性以及按产品格式变化的证据进行衡量，以响应有文件记录的反馈意见；
已出版的发布早期预警的各项规范以及符合既定标准的已发布的预警事件的范例；已报告的有关气
候信息的使用情况和地方层面得到增强的条件，这些条件将通过定期反馈的方式建立文件档案；通
过地方和国家信息渠道发现的通报成功案例和有待改进问题的数量和质量。

项目 2 – 加强减少灾害风险和早期预警的能力
目标：在气候服务提供方与信息用户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以改进早期预警。这将增进气候服务提
供方对其用户信息要求的了解，有助于用户将期望值与实际服务能力相吻合，推进制定向项目试点
社区传播预报和警报的方案以及制定有关监督实施效果的计划。
效益：在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用户之间建立互信；提高当地 NMHS 提供的气候服务的实用性；促进向
试点社区的高风险人群提供早期预警；向试点社区提供用于决策的预报。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该项目将在五个国家举行五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每次研讨会将制定一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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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试点社区提供一套既定气候服务的战略；并就服务效果的评估标准达成一致。研讨会的结果包
括在国家气象服务与国家灾害风险管理部门之间开通各种沟通渠道，建立一个转发警报的国家系统
并与应急防灾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上述研讨会提供的持续改进业务服务的确凿证据对于新
活动将是必要的素材。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研讨会的与会者将就沟通战略效果的评估标准达成一致。

项目 3 – 改进气候与农业和粮食安全部门之间的沟通
目标：改进为西非地区农村生产者提供并供其采用的相关气象和气候信息，改进的途径是通过：1）
加强并扩大萨赫勒地区有关天气、气候和农民专题的巡回讲习班的模式，以及 2）改进农民、推广代理、
NGO、FAO 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之间的沟通。
效益：通过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所获得知识加强社区和农民组织；通过改进基于网络存储的农业信
息并通过扩大农村社区内的联系，扩大通信工具的使用范围。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WMO、FAO、NGO 和其他伙伴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 NMHS 之间的合作伙
伴关系；已建成的并投入运行的信息传播系统和效益评估系统；组织巡回讲习班和田间宣传日。最
初的目标地区将针对西部非洲，然后扩展到非洲其它地区。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将通过持续对话确定。

项目 4 – 建立气候服务与水资源管理之间的伙伴关系
目标：建立一个协商过程，通过该过程气候界与水界的研究和业务部门能够开展互动，以确定、实
施并评估各种气候信息服务，旨在支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改进水资源管理。
效益：增进对气候变率和变化对面临最大风险领域的可用水资源影响的认识；根据更好的信息作决策，
从而减少了宝贵资源的浪费并提了围绕供应规划的各项活动的可持续性；通过掌握更好的有关气候
变率和变化的信息，增加供水以应对人口的日益增长或更有效地为满足其它需求制定规划；可随时
纳入与蓄水有关的决策过程的高质量季节气候展望。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通过该项目可交付的服务将是一个协商过程，通过该过程气候界和水界的研
究和业务部门能够开展互动，以确定、实施并评估气候信息服务。将在缺水压力最大的地区检验这
一过程，并进行微调以说明在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出现的特殊问题。有两组项目将针对非洲和亚
洲最不发达国家的水资源管理问题。这两组项目包括：在已确定的缺水地区的跨境流域建立五个项目，
纳入连接水文界和气候界的用户界面平台；在已确定的水源极度依赖融雪或冰川融水的流域建立五
个项目，并纳入连接水文界和气候界的用户界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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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一步交付的服务将包括与水资源决策过程紧密相关的气候信息服务以及可由气候界和水界开发、
实施和推广服务的工具。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提供发展成熟的和有针对性的气候服务可为所有时间尺度的与水有关的优先
重点领域带来相当可观的效益。可以说，这一领域是 “ 框架 ” 优先重点领域中对气候最敏感的领域。
但是，与其它领域有紧密的联系。例如，更好的针对水资源的气候服务还将提高灌溉和雨养地区的
粮食安全，减少水传播疾病的风险并改善环境卫生，并在出现极端水量事件（洪水和干旱）中减少
与灾害相关的死亡和破坏。水资源管理是一项每年日常的业务活动，而且还涉及长期战略规划问题。

项目 5 – 建立国家气候和卫生工作组
目标：建立多种国家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气候研究和业务组能够与卫生行动者开展互动，以共同确
定、实施并评估使用气候信息服务的情况，从而支持改进健康保护。这将作为一个推广应用的模式，
并有助于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展该模式建立标准工具和基准。
效益：将通过培训、与国际和区域专家的联系以及通过结构化协作机制开发卫生和 NMHS 合作伙伴
的能力，而这一协作将有助于卫生行动者落实以气候信息为依据的政策、研究和规范。能够通过与
国内合作者建立联系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国家网络的能力，例如通过双边工作组和通过区域和全球论
坛开展区域和国际交流等。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在 3-5 个国家建立工作组；指导建立气候与卫生合作的国家机构机制；西非 /
东非国家工作组之间的联系；在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内建立应用会议，以满足卫生工作的
需求；国家工作组与 RCOF 过程的联系，作为应用活动；提高卫生和气候应用的能力；实现和实施
UNFCCC 进程的国家活动（如国家有关行动、脆弱性和适应评估的适应计划）以及强化气候工作的
国家应急防御和管理计划；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WHO 和卫生合作伙伴的参与。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共享国家工作计划；国家工作组参加 RCOF 并列举从特定活动中获得的效益；
RCOF 上开展卫生活动，以满足国家工作组的需要（应急防御、传染病控制）；已出版的指导文件
；公共卫生防御计划日常使用气候信息。

项目 6 – 改进与气候相关风险的决策过程
目标：通过案例研究分析展示现有的气候信息如何能够改进 “ 框架 ” 优先重点领域的决策。扶持用户
在其决策中更便捷、更有效地利用气候信息，包括内在的不确定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对复杂
气候信息的误解或误用，例如，通过提供方和用户合作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在用户对可付诸
行动的和有价值信息的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的气候能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该项活动将提高用户将
概率气候信息纳入其决策过程的能力，以防御并管理气候相关风险。此项活动将使气候信息用户和
提供方参与开发各种工具和技术用于提取有用的和可付诸于行动信息，据此弥补用户需求与气候服
务能力之间的差距。此项活动将开发新方法和改进的方法，以更有效地利用气候科学正在开发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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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能力。这将协调跨学科研究，以支持受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决策。
效益：用户将能够在其决策中更便捷、更有效地使用气候信息；气候服务和气候科学将更多地用于
社会，应用范围更广泛；展示气候服务的效益将使其更容易地为未来的研究吸引资金，以进一步改
进气候服务；以及将减少因气候信息可能被误用而带来的风险。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展示现有气候信息如何能够提高 “ 框架 ” 优先重点领域中决策水平的案例研究；
开发多学科研究计划（气象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以改进气候信息的流通和使用，为
决策提供信息依据；研究如何把不确定概率信息纳入各辅助决策系统，传达复杂的科学为依据的信息，
并评估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影响。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四项案例研究，每个优先重点领域各有一项案例研究，展示现有的气候信息
如何能够改进决策；创建一项多学科研究项目，“ 框架 ” 实施方批准。

项目 7 – 加强区域气候服务提供系统
目标：通过促进和加强区域层面的基础设施（包括区域气候展望论坛，以及 WMO 各区域气候中心
及其在四个优先重点领域具有区域机制的合作伙伴），扶持在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开发气候服务能
力和获取能力。
效益：目前，在许多脆弱的国家，气候服务很薄弱。虽然在国家层面开发和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正
在得到发展，但是强有力的区域气候中心网络能够在快速支持经改进的国家气候服务开发和提供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区域气候中心能够发挥的作用包括：根据需要为国家气候信息提供方提供与用户
沟通和响应用户需求有关的专业知识；制作并协调区域气候信息产品，如区域气候监测公告、长期
预报和降尺度气候变化情景产品；派代表参加区域研究计划，如脑膜炎环境风险信息技术（MERIT）
倡议；以及为国家服务提供方举办培训研讨会。完善区域气候中心的方法和工具并实现标准化，培
养人员的技术和沟通技能，这将产生更好的和更可靠的产品，并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加强并扩大用
户界面活动（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并改进获取方法（如使用互联网技术）将为用户提供更完善
的联系渠道并与气候服务提供方开展对话。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包括有助于在关键领域启动新区域气候中心业务的示范阶段；快速跟踪候选
区域气候中心达到指定标准的能力；支持并加快了区域气候研究取得成果的进程；技术程序和工具
的标准化；提高了区域气候中心向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提供信息和产品的开发和协调业务的能力；
为优化利用区域气候中心产品提供了指导；根据需求，开展了有关使用区域气候中心产品的培训；
促进了为脆弱地区的区域气候展望论坛提供可持续资助结构；当没有机会举行会议时，为在各时期
维持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的活动提供指导。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提供强制性最基本功能的区域气候中心的数量；区域所有权 / 参与以及持续
为 RCC 业务提供资金的水平；定期举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的国家的数量；各中心发布产品的种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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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展望、监测产品、公报和咨询）；由部门、用户群体和伙伴机构参与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的程度（数
量和频次）；用户团组对论坛过程和产品的满意度，包括用户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产品是为他们定制
的而且是有用；论坛产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用于决策的程度。

项目 8 – 大规模资料恢复和数字化
该项目将支持全球和区域资料拯救和数字化（DARE&D）活动并根据需要开展新活动。目标
活动是使用现代技术、程序和工具恢复并将在全球或区域层面实现原始和最近气候记录的数字化，
以及在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推广使用这些技术。其中包括为 NMHS 或其它从事气候资料收集的
组织举办培训研讨会。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能够获取并使用具有日常时间分辨率的、高质量的长期
气候资料，并重建和评估影响水、农业和卫生的气候极端事件不断变化的规律，提供有关气候灾害
的充足数据库以支持减少灾害风险。注：虽然不是本项目建议的部分，但仍有需要向全球和区域
DARE&D 活动提供支持，以恢复与气候决策有关的非气候记录（如关于疾病爆发以及热浪死亡率的
数据）并实现数字化。
目标：加强 NMHS 和其它气候资料团体的能力，以加速恢复原始的和最近的气候记录并实现数字化；
设立一项经国际协调的有关气候评估和数据集（ICA&D）倡议，为在加强全球 DARE 活动的成果基
础上，建立并提供高质量的气候评估和数据集。
效益：资料拯救和气候记录数字化是该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该项目将把气候数据集输入 CSIS，
并具备所需的数量、质量和覆盖范围，以支持气候服务的提供，尤其是在区域和地方层面。
可交付的服务 / 成果：为气候评估和部门应用提供长期、高分辨率和高质量的气候数据集以及相关
产品。
指标和评估衡量标准：通过资料拯救活动为 ICA&D 做出贡献的 NMHS 和气候研究机构的数量；提
高数字化和均一化气候数据集的可提供性。
4.6

实施方法
近期 “ 框架 ” 实施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正在设计并实施一些针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需要的项目，这些国家目前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最低。为此，实施计划的一项高优先重点是
尽快开展一些具有高影响力的能力建设项目，以能够提供气候服务，同时满足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脆
弱社区的需要。这些快速通道项目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持续地长期提供气候服务，并在
很大程度上通过发展援助资金提供资助。该项目还将向用户、提供方和出资方展示框架实施过程中
所取得的进展。
除了这些有定向目标的活动和项目外，“ 框架 ” 的成功实施将需要并行开展一些过程性活动，即
建立领导和管理能力，以推动实施并确保有效地管理和完成基于 “ 框架 ” 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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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全球、区域还是在国家层面开展的活动，每项活动的实施方法都将受到影响。 实施方

法应鼓励高效率、职责分工明确、在每一层面实现价值最大化。 例如：
•

在全球层面将以最佳方式完成国际标准和产品的开发工作；

•

在区域层面以最佳方式开展信息的获取，区域产品的开发和提供，以及某些方面的培训和能
力开发；

•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发并提供产品、建立制作方与用户的关系，以及在国家层面开展培训和
能力开发工作。

4.6.1

实施框架管理

在实现 “ 框架 ” 的各项近期目标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以下管理问题：
•

需要具备技术专业知识和运用专业知识的技能；

•

联合国的协调能力；

•

政府承诺；

•

监督和评估 “ 框架 ” 的绩效，并随着 “ 框架 ” 的进展修正目标和程序；

•

制定对外沟通和资金筹措战略；

•

建立内部工作方法，特别是关于沟通和决定实施优先重点方面；

•

着手全球实施 “ 框架 ” 并为开发区域和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指南。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可最有效地衡量 “ 框架 ” 的实施是否成功，尤其是在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

为此，在 “ 框架 ” 实施的起始阶段，就将制定国家层面的气候服务框架开发和实施指南，并将用作第
4.5 节所述各项活动和项目的一部分。国家框架将是一个协调机制，有助于开发和提供国家和地方层
面所需的气候服务。此类框架将包括开发并提供国家气候服务，以及通过各机构的协作网来建立和
提供权威、有信誉、有用及可靠的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咨询，而且对政府机构、社会经济行业和
更广泛的社会各界均具有重要价值。国家框架还可有助于确定一个以上正式授权的机构，它们负责
国家气候记录和业务气候信息产品从而对国家气候服务形成基本气候科学支持。根据第七项原则（“ 框
架 ” 的作用将是促进和加强，而非重复建设），在许多国家，正式授权的中心将是或密切联系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它将为各国决定此类授权。
在 “ 框架 ” 实施的初始，还将考虑确定区域气候服务框架，包括区域气候中心以及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4.6.2

实施优先重点项目

优先重点活动和项目的最初实施方法如下，并将符合 “ 框架 ” 的各项原则：
•

与现有机构合作；

•

依托已开展的活动；

•

确定和联系最多参与优先重点活动和项目的组织，以便确定捐助方利益、国家/社会需求以及
初始优先重点活动和项目之间的重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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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始项目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稳步迈向可持续和有价值的服务提供。这些项目应产生实
际成果并证明其效益能够激励捐助团体、服务提供方和用户。

尽管对第 4.5 节所列的优先重点项目进行了说明，但所有伙伴仍需积极参与进一步制定 “ 框架 ” 实施
计划和未来的优先重点活动及项目。
4.7

优先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
高级别专题组注意到，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实施资源将来自服务的日常贡献和政府以及利益攸

关方组织资助专家参与，作为其目前职责和计划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 框架 ” 的实施工作将需
要来自开发机构和银行的支持，尤其是对于拟议的新活动，并且还应得到联合国系统国家计划的支持。
然而，只有具备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框架各项职能的持续能力，“ 框架 ” 方可取得成功。这包括
四项主要支出：治理组及其管理委员会的会议、技术委员会的支持、秘书处的运作以及研究和项目
的启动。有关各方面的管理相关的成本（例如，秘书处和政府间委员会会议）成本已详细列入单独
的管理文件。
高级别专题组注意到，从广义而言，项目启动和设计的相关成本需要每年 25-40 万美元的顾问
费和会议费，2013 年的费用将达 200 万美元，2014 年将增至 300 万美元。此外，第 4.5 节的表中
所列初始高优先重点项目的成本在 “ 框架 ” 前两年的费用总额为 1000-1500 万美元。
表 4.2 概述了高级别专题组报告中对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成本预估。这些成本与目前全球
观测资料收集的支出相比是很少的，例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目前每年收集气候观测资料的支出估算
为 50-70 亿美元。“ 框架 ” 旨在对提升全球能力给予较小的投入，从而显著提升全球、区域和国家改
善气候相关的决策能力。产生这种杠杆效应是因为可以利用现有的能力改善最脆弱社区的气候服务。
能力开发项目合计（单位：百万美元）		 2013-2014

2015-2018

2019-2022

用户界面平台能力建设				1		 21 到 34

21 到 34

国家气候服务能力建设				1 到 2		

53 到 64

50 到 60

气候中心能力建设					1 到 2		

76 到 90

80 到 94

观测能力建设						1 到 2		

80 到 100

28 到 40

研究能力建设						3		 7 到 13

18 到 27

落实一项管理能力					2 到 4		

13 到 17

13 到 16

总计							8 到 13		

229 到 284

189 到 237

表 4.2：高级别专题组估算的实施能力开发以及秘书处支持的总计成本（单位：百万美元）。
4.8

监督和评估各项活动的实施情况

建立衡量 “ 框架 ” 成功与否的标准至关重要，以便为其组织提出切实的目标，并作为衡量进展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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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管理工具。在没有达到预期进展的情况下，应采用这些标准开展评审过程（除了计划内的
中期评审之外），以确定问题所在以及补救方案。
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是必须为工作结构制定规则，并且对实施的监督工作要有明确的职责，同
时必须就顶层职能、活动和产品组合达成一致。
第 4.5 节对最初两年促进 “ 框架 ” 实施的各项初始活动进行了说明，其中有些活动会持续到之后
的若干年。其中的大部分活动均涉及到能力开发，并包含四个优先重点领域。附录中包含这些活动
的详情并规定了对它们的监督和评估，以及活动质量和成功与否的衡量方法。
监督和评估这些活动的实施将使用标准的项目管理工具、报告程序、进展报告等。用户界面平
台已能够监督和评估如何实现 “ 框架 ” 的总体目标，即在优先重点领域内如何使用气候信息资料。多
数情况下，四个优先重点领域都将有用于监督和评估良好规范，“ 框架 ” 应以此为基础。
在更长期而言，衡量 “ 框架 ” 实施成功与否将通过以下方式：
•

政府对它的认可度及其切实的支持力度以及在“框架”内的核心作用，国家计划对其目标的定
位以及“框架”的政府间性质；

•

通过与联合国各机构和计划署、代表用户的利益攸关方、观测和气候信息系统的管理者、研
究和开发组织以及区域和国家气候机构的伙伴关系，获取必要支持的能力；

•

其在促进气候服务总体使用方面是否成功，以及“框架”支持下所提供气候服务对根据用户界
系统调查所确认的特定群体的规划及其决策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

全球和区域收集、存储和交换的气候资料和信息增加；

•

气候研究成果转换为持续的气候服务的效果，按现有服务的范围和质量的提高来衡量，包括
决策支持工具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与关键气候产品相关不确定性的降低；

•

在援助机构及其它捐助方资助下开展项目的能力；

•

吸引必要的资金维持其持续和长期活动的能力。
政府间委员会和 / 或其附属机构必须负责监督及评估 “ 框架 ” 的实施。目前有一些气候专家组（例

如，隶属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其结构与 “ 框架 ” 实施计划高度一致）可以在监督和评估 “ 框
架 ” 实施方面发挥作用。其他的利益攸关方，尤其是用户，也可提出各自的意见。
4.9

框架实施的风险管理

与 “ 框架 ” 实施有关的风险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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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复杂性：“ 框架 ” 实施需要许多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机构参与。复杂的工作是协调这些交
叉利益关系，以便建立一个可持续、有效的业务框架机构。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在 “ 框架 ” 最初实
施时应依靠政府及政府间委员会所确定的其它关键组织发挥的协调作用，针对少量的关键行业，并
根据取得的结果和经验，随时间的推移扩大业务范围。XXXXXXX (that the in the track version???)

最初实施应从依托现有的核心元素开始并逐步扩大业务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还需
要与其它活动进行积极协调以避免重复。围绕资料政策会出现具体的风险，尽管 “ 框架 ” 的第 6 项
原则要求免费和公开地交换气候相关资料，这能够减少此类风险。如果确实出现此类风险，进而限
制了实现 “ 框架 ” 目标的进程，则需要制定一项资料政策，提交审议并批准。
领导与管理：“ 框架 ” 实施的领导、指导和管理必须由政府通过其在政府间委员会的代表负责。“ 框架 ”
还需要一个高水平、恪尽职守的秘书处。自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各国政府及联合国系统对 “ 框
架 ” 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依靠这种支持来建立领导小组，将会最大限度地减少领导不力带来的风险。
此外，联合国系统应为 “ 框架 ” 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融资：“ 框架 ” 发挥其全部潜力的速度将取决于融资水平，包括稳定和持续的资助水平以及知识和技
术转让。支持 “ 框架 ” 实施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将来自由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组织支持的国家和区域捐助，
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额外必要支持。证明社会经济效益将有助于资金筹措。“ 框架 ” 存在的一个风险
是国家层面的参与度低，必须通过强调和证明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效益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区域
机构在能力开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通过针对性的计划来加强和聚拢可促进气候服务的
区域机构，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置身局外的风险。

支持高优先重点项目：“ 框架 ” 实施方应在一些气候服务最不发达和最需要以及成功可能性高的地区
开展一些高优先重点项目。这些将包括用户和提供方参与的能力开发项目，以及利用援助机构的资
金并与目前提供各类气候服务的气候中心的专家合作开展的能力开发项目。与已开展相关工作的组
织和计划署保持联系，对于制定和推广最佳规范、避免重复以及最大限度减少失败风险都至关重要，
并将获得深厚的项目管理能力。如果 “ 框架 ” 要发挥其潜力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则技术转让也是必要
的。用户在上述所有措施中的作用和参与至关重要且不容忽视。

慎重选择高优先重点项目：重要的是应慎重地选择初始实施项目，以确保它们能够实现并能够引起
用户的充分关注。因此用户参与选择项目十分重要。早期的成功经历对于树立对 “ 框架 ” 概念的信心
和信任很有价值，并切记正确界定现有各项活动的归属以及认可各组织的支持和成果。

沟通：“ 框架 ” 将需要气候服务提供方和接受方以及通常不使用相同技术语言的团体全力参与。例如，
气候科学家必须明确一致地传达某些有益于决策者的各主题，例如科学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可信
度等，并帮助他们对决策所依据的科学加以了解。良好的沟通将有助于避免误解。科学家还要注意
切勿夸大其能力，以便他们维护其信誉并成为权威咨询之源。相反，也切勿低估其能力。与用户密
切联系将会减少此类风险，因此，用户界面平台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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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 ” 实施方解决上述问题的能力以及成功促进各方获取气候服务的能力尤其依靠所制定的治

理和管理安排，参见单独的管理文件。

5.

扶持机制

5.1

现有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

“ 框架 ” 第七项原则的管理原则规定，“ 框架 ” 的作用将是促进和加强，而非重复，因此，应充
分利用已有的有关计划和活动。然而，仅有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用于协调和促进制作气候信息。此类
基础设施支持收集和交换观测资料、研究、开发产品和信息传送工具，并支持能力开发以促进气候
信息的可提供性。实际上，其不完整性是因为它只是部分就位，各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
且它主要是围绕制作气候信息，而非气候信息的使用和采纳。因此，在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
区域团体、大学和科研院所和政府之间的协调将是至关重要的。

基础设施存在的差距务必要加以解决，但已开发的技术系统、目前提供的服务以及在协调和用
户互动方面取得的经验均极有价值，且必须加以利用。优先重点活动是与相关机构合作，确定各组
成系统与 “ 框架 ” 之间所需的互动。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与世界气候计划密切合作，获取并使用气候信息和知识，支持可持
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WMO 气候学委员会是目前与 “ 框架 ” 保持极为密切关系的机构范例。
主要的全球或区域活动，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欧盟全球环境和安全监测（GMES）
的环境应用，以及地球观测组织（GEO），显然都是与 “ 框架 ” 实施保持协作关系的候选机构。
“ 框架 ” 与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之间明显是并行的。此外，GEOSS 为各项服务
的准备提供了框架，例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所针对的服务。由于 “ 框架 ” 确定的四个优先重点领域
已成为 GEOSS 的社会利益领域（即农业和粮食安全、水、卫生和减少灾害风险），因此，“ 框架 ”
有机会能够与这些持续的活动合作。此外，对于各社会利益领域，GEOSS 促进了实践团体的发展，
它们能够极大地促进用户界面平台。GEOSS 还与用户团体合作开发了应用和服务，以便更充分地
共享，从而促进 “ 框架 ” 的实施。此外，GEOSS 的各组成部分能够促进实现 “ 框架 ” 目标（即促进
发掘并获取气候信息、推广资料共享原则、最终用户的参与、能力建设协调）。

各类气候相关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重叠，由于它们之间缺乏协调，会产生显著的管理费用和困难。
例如，目前已有明确的共识，要针对兵库框架、UNFCCC、千年发展目标以及 WMO 减少灾害风险
计划等各项计划中包含的减少灾害风险、气候变化和发展等方面采取行动。GFCS 能够促进协调天
气和气候相关灾害的信息并提供给这些活动，但设法对期待许多参与机构履行的报告要求和信息要
求加以合理化和简化。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 WMO 气候学委员会都与 “ 框架 ” 的下列各项支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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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密切合作：观测和监测、研究、模拟和预测以及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然而它们又偏离 “ 框架 ” 的
主旨：鉴于这些非常关注细节和透彻性的现有实体重点关注提供（主要是）大气和海洋全面历史信息、
监测和预测 / 预估信息，因而 “ 框架 ” 实施方必须关注这些观测、研究和产品如何有效地满足用户需
求。他们必须以更广的视角来考虑各项支柱，即使无需同样全面。WMO 通过其执行理事会或大会，
能够对侧重于帮助实施 “ 框架 ” 的这些支持计划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 框架 ” 实施方要确保广泛的协作、合作、统筹与协调，从而在观测和监测领域充分利用现有合
作机构，例如 GEO。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确定了气候监测所需的基本气候变量，以支持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在 “ 框架 ” 实施过程中，整套的必要观测资料会超出目前 GCOS 的基本
气候变量。GCOS 实施计划应加以使用，它提供了成本估算，同时要认识到，实施计划没有单独为
所需观测提供路线图来支持 “ 框架 ” 的实施。“ 框架 ” 的实施方还可利用世界气象组织滚动需求评审
等现有的活动和世界气候计划内的各项活动，例如资料拯救和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虽然这些活动无
法为 “ 框架 ” 的全面实施提供各种必要的观测信息，但在建设可持续提供信息的观测系统过程中积累
的专业知识，可用于其它基于行业的不断增长的观测需求。例如，支持 “ 框架 ” 的社会经济数据需求
可寻求联合国其它机构的资源，包括联合国统计司，它会对全球各国家或区域机构定期收集的相关
社会经济数据进行核对。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涵盖了与 “ 框架 ” 的研究、模拟和预测支柱相关的极为广泛的活动，例如：
•

协调的区域气候降尺度试验

•

耦合模式互比项目

其它重要的协调机构和计划包括：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国际科学理事会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水文学计划

庞大的世界气象组织通信网络；全球气候监测、预测和预估资料和制作中心将形成一个气候服
务信息系统全球部分的强有力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学委员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支持下开发的全球产
品将作为开发各类区域和国家重点产品的基线。这些产品需要通过用户界面平台持续发布，以确保
提供标准化且有针对性的产品。

世界气象组织还在开发区域气候中心系统，这将有助于满足 “ 框架 ” 对区域化服务及支持国家
工作的需求。在国家层面，世界气象组织将促进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内部有系统地协调业务气候

66

世界气象特别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服务信息系统活动（资料、监测、预报、预测等），或由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负责协调。世界气象
组织信息系统（WIS），作为全球电信系统的演进且目前正在开发中，预计会为 “ 框架 ” 提供资料收
集和分发服务。总之，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包括全部三个层面的形式化结构和机制，制定资料、产品
和交换的标准和协议。

如第一章所述，用户界面平台是 “ 框架 ” 最薄弱的一个支柱。然而，特别是全球气象和气候信
息领域有一些完善的系统和规范，可以鼓励提供方与用户之间合作开发各项服务并在其业务提供方
面持续对话，以及用户参与产品开发和反馈响应。例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和国家气候展望论坛。未
来可利用此类论坛，继续与气候预测界以外用户保持联系。例如，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以及许多其它与用户关系密切联合国组织和非政府机构也可提供指南。
关于伙伴关系、互动和联系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案例研究应当编写成文，其中的信息应包括它们取得
成功或阻碍其成功的因素。

在优先重点行业中可能是最需要国际协调。世界卫生组织受其会员委托负责在全球协调气候和
卫生问题。因此，它必定是促进气候 - 卫生互动的一个关键伙伴。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保
持着长期的合作，可追溯到 1952 年签署的机构间谅解备忘录。在国家层面，涉及气候和卫生关系
的活动实例是气候和卫生工作组，它得到了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气候和卫生机构的
支持。此外，在东非和南部非洲，疟疾区域展望论坛与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同时举行，以促进对疟疾
发病率的预测。另一个涉及气候和卫生关系的国家实例是，美国政府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跨机构交
叉组。

在水资源方面，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和计划署在发挥着作用，它们通过 UN 机构间水机制来协调
其各项活动。全球水伙伴关系是一个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提供咨询的重要网络和渠道。区域经济体
也在气候和水资源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框架 ” 的实施方应寻求与它们合作并协调其各项活动。

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农业和农村合作技术中心以及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与联合国各机构有着积极的伙伴关系，并且保持着高度合作，能够有益于 “ 框架 ” 的实施并
从中受益。

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推动了许多活动，它担任联合国系统
负责减灾协调的联络机构。“ 框架 ” 的实施将为 WMO 和 UNISDR 提供一个广泛的基础背景，促进
天气和气候相关灾害信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包括其区域组织以及在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
的各项活动。与其它组织开展合作将非常有利，例如，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IFRC）以
及其它一些同样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相关组织。

值得一提的项目之一是 IFRC 和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建立的地图室。这是一个在线工具，以
用户友好形式定制有关极端天气和气候信息，促进适当的行动。WMO 减低灾害风险计划还与有关
灾害管理的大型再保险公司、援助机构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关于金融风险转移
机制，例如大灾保险 / 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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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开发是联合国及其它机构，包括 NGO、民间团体和学术界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的一项事务。
在 “ 框架 ” 内确定的能力开发需求将予以审查，以确定目前的援助工作是否能对它们发挥作用。世界
银行、区域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制定极为积极的计划，包括在气候相关领域的能力开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气候风险管理计划旨在评估与目前和未来风险模式有关的，源于短期气候变率
和长期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脆弱性。它力图将相应的风险管理战略纳入其开发政策、计划和项目。

WMO 的核心作用
作为确保在提供方之间进行协调的一个关键促进者，世界气象组织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发展
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将是全球和区域气候服务提供的核心。在国家层面，NMHS 通常是提供气候服
务的机构。除了上述的各项活动之外，世界气象组织还开展了许多核心活动，能够为 “ 框架 ” 提供宝
贵的支持。这些活动包括各项计划，例如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和世界气候计划，以及一些关键的发
展，如 WMO 信息系统。重要的是，还可利用它们帮助 “ 框架 ” 的实施。鉴于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
执行理事会将发挥核心作用，与 “ 框架 ” 的政府间委员会保持联系，以便将世界气象组织核心业务的
这些元素与 “ 框架 ” 实施业务相结合。
大会认为，气候学委员会将在 “ 框架 ” 的实施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在该委员会之下许多推动
进展的活动已在前文提及。其它技术委员会也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基本系统委员会，从事日
常业务服务提供、观测系统、信息系统和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
合技术委员会，从事海洋观测、海洋气候资料管理以及为海洋业提供服务；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在开发新型及改进型气候相关资料收集仪器方面提供建议和支持；大气科学委员会，负责协调全球
大气监视网和改进气候服务研究；水文学委员会和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在水和农业领域与用户进行
全面互动。

重要的是应铭记，正是 WMO 的会员协调合作，支持这些计划和技术委员会。各技术委员会应
当在 “ 框架 ” 实施过程中，不断审议它们的工作计划，以便它们能够有效支持此项活动，同时也要利
用它带来的机会。

“ 框架 ” 的实施是以区域层面作为合作的主要侧重点。WMO 各区域协会可以在这一层面发挥主
导作用，尤其是在代表提供方的观点、在确定差距、指出各区域特别脆弱的社区以及申请高优先重
点项目等方面。区域协会能够促进 RCC 和有需求的会员之间开展区域合作、对区域 “ 框架 ” 实施情
况提供一定程度的监督和成果评估、促进区域的资金筹措。区域协会对于区域气候中心和区域培训
中心的成效至关重要，并将对它们给予支持，例如，通过确定建立区域 / 次区域合作能力的必要条件；
帮助核对用户需求；推荐专家实施各项活动；以及共同支持具体的实施项目。

世界气象组织与 “ 框架 ” 实施有密切联系的一项活动是制定和批准 WMO 服务提供战略。该战
略四个阶段的服务提供模式已获批准：用户参与、服务设计和开发、提供、评估和改进。该战略的
实施计划正在制定中，侧重于帮助 WMO 会员提高其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提供能力。特别是用户
界面平台需要与此项活动进行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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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有一些直接涉及或支持 “ 框架 ” 的工作组、专家组和委员会。例如：
•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尤其侧重于全面的服务提供；

•

执行理事会气候及相关天气、水和环境事务工作组；

•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

气候学委员会、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和水文学委员会有关气候、水、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负
责监督和协调各组的活动；

•

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负责确定该系统的益处并向相关国际伙伴
组织通报。

参与组织间的协调

WMO 及其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以及会员国 NMHS 大部分是重要气候信息的主要提供
方，即气候系统过去、目前的状况及未来可能状况的信息。然而，“ 框架 ” 同样关注在各种背景下应
用重要气候信息所产生的价值，这就需要更多信息提供方的参与。例如，IPCC 是一个关键的活动，
旨在提供权威的气候变化信息，包括科学、影响和减缓。此类气候变化信息如何与包括对极端事件
的预测、确定和归因在内的气候变率信息加以整合？第 4.2 节讨论了如何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
开展互动。关于四个优先重点领域，前文已提供了一些既有的气候相关活动的范例。“ 框架 ” 成功实
施的一项关键指标是提供方与使用方之间更好的协调，从而确保把最可靠和最具针对性的气候信息
传递给用户并被用户采纳。

在全球层面，起初 “ 框架 ” 的实施将通过开通合作伙伴间的对话线路开始提供这种协调。当前
与气候有关的计划（如气候变化适应、减少灾害风险、水和健康）中存在重叠。为了提高意识和在
各计划有更好的相互沟通，联合国机构应当促进协调并减少重叠的可能性。上述联合国机构的参与
“ 框架 ” 的实施将相互对与气候有关的目标和计划的意识。针对重要新合作伙伴的原则是：对各种观
点的整合和合成是重要的，这应当通过避免重复而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气候计划资源能。这些合作伙
伴还建议共同建立一个由各主要捐助组织代表参加的论坛，以提出建议和意见。这种论坛将使用户
群体相互了解各自的兴趣所在，并激发对潜在合作领域的考虑。很有可能这种活动将有效和高效地
催生跨学科的新活动。

通过为那些寻求获得有关 “ 框架 ” 活动和关注点信息的相关合作伙伴提供一个掌握详细信息的
联络点，“ 框架 ” 的秘书处作为一个信息提供和协调点将发挥重要作用。秘书处还将制作一个有关气
候活动的目录，而国家和合作伙伴组织能够自愿为这些活动做出贡献，秘书处还将在大纲中列出政
府间委员会所要求的优先重点活动清单。这些功能将提供有关目前规划的和正在执行中的一系列项
目和计划的宝贵知识，其它机构将能够据此推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机制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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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重叠，而且还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5.2

在每个支柱中和所有部门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全球、区域、国家和当地每个层面都有成功开展互动的范例，在一些不同部门之间也建立了合
作伙伴关系。“ 框架 ” 所关注的是将这些用户与提供方之间的成功互动和伙伴关系成为主流。第 4.2
节概括了各组织需要提供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运作的方式。‘ 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 ’ 的行动计划
呼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建立伙伴，以应对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一向依靠成功利用气候
信息的各实体发出的跨学科呼吁很好地展示 “ 框架 ” 的原则如何能够得到推广应用。

国家层面的互动通常是特定性质的。有一些更加正式的互动范例，其中包括国家气候展望论坛
和试图与其用户群体保持接触的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但是，还有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开展这种互动。
形成一种更具组织化的用户与提供方开展合作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国家协调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一
个国内气候服务框架也许有助于在各相关机构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旨在提供更有效的气候服务。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将可能在这个国家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通常在一个国家还有其它机构在
提供气候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每个机构所发挥的具体因国家的不同而异，但理想的环境应具有
包容性。这种协调 “ 框架 ” 的形式和围绕它的治理工作应当在国家层面确定，与此同时需要考虑每个
国家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国家需求。是否应制定国家实施计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这同样应由
每个国家自行决定。

5.3

资料政策实施战略

对获取数据集的限制会阻碍气候服务的发展，造成用户损失效益。免费的资料交换将会增加并
加强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气候研究，并将为增强业务性任务和应用做出贡献。保证全面公开获
取气候资料（包括历史纪录）是有效实施 “ 框架 ” 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同时要尊重国家和国际资料政策。
这些要求体现在 “ 框架 ” 的原则 5 和原则 6 中（第一章）。
这两项原则指出：实施 “ 框架 ” 的气候资料政策应建立在对气候相关产品和资料交换达成政府
间共识的基础上，而这些产品和资料已在国家层面生成和管理，以实现各项公益目标，同时要承认
某些国内资料具有敏感性。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第 40 号决议已经实施，以确保资料分享，
支持为挽救生命提供天气预报和预警。WMO 已经建立了一个执行理事会任务组负责审议有关第 40
号决议在历史气候数据集方面是否充分的情况，并向 2015 年召开的大会提出任何有关补充政策的
建议。在制定气候资料分享补充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 GEOSS 已经采用的资料分享原则将是有
助益的。

世界气象组织的使命仅限于符合其公约的各项科技计划所涵盖的事宜。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
功地制定一项有关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的工作政策，WMO 可在联合国系统内推广这项政策，以鼓
励其联合国合作伙伴采纳各项资料补充政策。政府间委员会能够成为制定这类政策的倡导者，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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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通过更好地交换气候资料带来的各种效益。

5.4 实施方案的治理、管理和监督
为了成功实施 “ 框架 ” 的实施计划，需要作出各项治理安排，这将以持续的方式支持并推动这
一进程。正如高级别任务组所建议的那样，治理安排应当有各方的广泛参与，尽可能达成共识，而
且应当是负责的、透明的、响应及时的、有效的、高效的、公平和包容的。这些治理安排将包括（?????）
负责监督 “ 框架 ” 实施的政府间委员会和提供行政支持的秘书处。委员会和秘书处将监督 “ 框架 ” 的
活动，包括初期项目，但这不应排除参与设计和实施可弥补差距和解决 “ 框架 ” 优先重点的其它活动
和项目。

“ 框架 ” 的政府间委员会将对世界气象大会负责，而各管理委员会架构可对政府间委员会负责，
这些构架将为 “ 框架 ” 的发展和实施提供全面的管理，并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提供协调。
“ 框架 ” 的秘书处建在 WMO 秘书处内，以为政府间委员会和 “ 框架 ” 的实施提供支持。“ 框架 ”
的秘书处将向 WMO 秘书长负责。秘书处的作用和责任将包括为政府间委员会及其下设机构提供行
政、管理、财务、文件和公关支持。如果资源允许，秘书处另一项工作是为会员制定国家和区域实
施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并协助为融资机构对各项活动的资金支持准备提案。

5.5 宣传沟通战略
宣传沟通战略将随着 “ 框架 ” 的实施发展，并考虑 2012 年 10 月特别世界气象大会的进展情况。
该战略也将与其它重要联合国机构的沟通战略保持一致。

以下的目的、目标受众、信息发布和工具阐明了 “ 框架 ” 实施初期阶段的宣传沟通战略的最初
方面。应不断对其进行评审并在在明确早期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挑战后再作修订。

目标
宣传沟通战略的目标如下：
•

唤起并提高对气候服务需求和效益的意识，气候服务有助于整个社会适应气候变率和气候变
化；

•

通过宣传“框架”的显著益处并通过阐述 如何实现效益的方式，吸引所有利益攸关方支持“框
架”，包括用户群体、服务开发方和提供方、政府和捐助方。

•

特别关注用户群体，以提高其意识并使其参与这一进程，应当鼓励积极参与用户协商互动和
服务开发过程；

•

使现有的和潜在的利益攸关方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为气候服务投资将带来交叉性横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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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初是体现在提高粮食安全、水管理，和更有效地减少灾害风险并改善卫生状况。
•

加强对“框架”的品牌认同感。形成连锁效应，通过各利益攸关方和行为人以积极活跃和相互
交流的方式传播“框架”的宣传信息，这种方式发展下去可养成自觉的习惯；

•

通过对话可培养利益攸关方的主人翁意识，以确保“框架”取得长期变通和成功；

目标受众

“ 框架 ” 宣传的受众广泛，涵盖了第 4.2 节中列出的利益攸关方群体，包括：
•

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

•

政府咨询部门，如有关跨学科问题的部门；

•

捐助团体，包括慈善组织；

•

私营部门和商业协会；

•

气候服务开发方和提供方，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

学术和研究机构；

•

联合国机构；

•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

•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其它服务提供方网络传播信息的民间团体和主流
媒体。

信息传播

面向目标受众的信息需要清晰地阐述以科学为根据的气候信息是如何为决策提供信息依据的，
而决策本身可受到未来几个月、几个季节乃至几十年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信息需要展
现此类信息的经济和 / 或社会效益，并应当与当前关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政治谈判和主要发展目标联
系起来。
应当突出强调，宣传和利用早期的成功和案例研究，以唤起对 “ 框架 ” 潜力的念头、热情和信心。
传播信息的目的应是把科学或技术信息变成受众通俗易懂的语言、个人经验和文化体验。在所
有宣传中应借助适当的媒体，以兼顾各类用户群体的需要和偏好以及文化上的差异等。虽然传统方
法也将有用，但应充分利用普遍流行的新渠道，如社交网络等。
虽然 “ 框架 ” 重点关注决策者，但宣传活动应考虑把气候及其长远影响的信息纳入学校课程和
科普教育。
传播信息不应当仅侧重气候变化的悲观情景方面，而应当侧重于为不同用户展现气候服务的积极和
实际影响方面，用户包括以田为生的农民、海岸带社区、城镇规划者和建筑工程师等。天气预报的
准确度和实用性的进展已获得了很大的经济社会红利，气候预报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的到回报可能
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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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将使用各种传统工具和新工具，如：
•

网站：网页（http://www.wmo.int/gfcs/）将作为分发有关事件（过去和未来）信息的一个
平台，它能够在发生多种事件时提供在线材料，并允许任何人评论“框架”的表现、目标和成
果；

•

移动平台：通过便携式无线设备获取网络信息，这一获取信息的方式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超过
台式计算机。所以，与传统上一直通过网络分发的信息相比，移动获取将是一条重要的渠
道。

•

将开展接触活动，诸如用户协商研究会、一对一见面会、提供会议发言机会等；

•

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也是获得用户群体反馈意见的一种有用的工具。虽然由于各国的文化
和能力的不同，社交媒体的渗透率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但社群媒体比网站互动性更强、
更具前瞻性，可接触到新的受众，对于非常重要的TGIF（Twitter、Google、Internet和
Facebook）一代人尤为如此；

•

一些重要利益攸关方（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水资源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红十字
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已有强有力的社交媒体政策，应当用相关的内容支持这一政策。许多
国家的气象和水文部门也有很强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与国内受众建立了独特的关系，能够用
相关的内容和认可感支持建立这种关系；

•

将利用报纸文章、言论专栏、读者来信和博客提高公众对气候服务潜力和“框架”作用的意
识。

行动
•

有关“框架”的宣传将是2012年至2015年世界气象组织的主要活动（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的一个核心主题。“框架”也将是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和纽约举行
的联合国宣传组会议、联合国水机制和联合国执行首长委员会会议上传播基本信息的核心内
容。

•

在世界各地的联合国信息中心宣传“框架”将确保“框架”融入气候相关问题以及粮食安全、
水、减少灾害风险和卫生的战略宣传。这将包括在联合国的各种主题日和主题年中承认“框
架”，以扩大宣传活动的影响；

•

加强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各国驻联合国办事处的联络员的联系，这将确保在国家的宣传
活动中体现“框架”的特点。为这些活动提供材料并将鼓励国家联络员反馈有关可能在当地利
用气候服务的信息。将鼓励利益攸关方提供可用于宣传“框架”以人为本的音视频材料。

•

将向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工商界协会和商会以及需要气候服务并能够为筹资提供支持的
大型国际和国家公司主动宣传。

•

与电视和电台天气播报员网络加强联系，包括向他们传授有关天气预报与气候预报有哪些不
同的知识，并将概括这类预报各自的技巧水平和实用性。这些播音员通常是受到在大量受众
尊重的重要宣传者。

•

更多地利用利益攸关方提供的视频、图片和其它媒介，以展示气候服务的实际效益，侧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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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视角生动地展现“框架”的贴切性和重要性；
•

提高媒体对气候服务的实际重要性的意识，并与媒体协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协会达
成伙伴关系。

6.

融资

6.1

引言
在各自国内政府为提供气候服务和气候基础设施继续投资，加上各利益攸关方组织在其现行职

责内的各项计划，将是与 “ 框架 ” 相关的资金主要来源。但发展中国家实施 “ 框架 ” 的任务将需要额
外的资金，以支持：
•

解决其现有系统中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如第3章所述），特别是为了在世界部分地区产生显
著的早期积极影响，而这些地区在气候基础设施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
投资将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

将气候知识转变为在重点部门（其后在其它部门）对有效决策的支持；

•

加强世界上最脆弱的地区对气候的应变能力，并促进有关气候适应的决策。
因此，实施 “ 框架 ” 将需要政府和开发机构的承诺，充分利用各种国家和国际发展融资机制，

并通过借助相关的金融和技术倡议和伙伴关系。私营部门的参与也将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资
金来源必须促进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的合作且必须是可持续的。使用融资机制加强合作也是关键
之举，通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知识交流可强化这种合作。
在当前的融资环境下，关键在于在为 “ 框架 ” 寻找支持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宽泛的国家和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必须明确地强调 “ 框架 ” 活动将为气候变化适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其它在
国际上达成共识的发展目标以及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必须强调 “ 框架 ” 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发展计划和行动计划的有益影响。
6.2 发达国家
在发达国家，“ 框架 ” 将旨在取得社会对国家系统内气候服务链上所有要素进行投资这一关键必
要性的承认，以促进对气候具有应变能力的经济发展决策并为保护人民生命、民生和财产而投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出重大努力，以提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投资气候服务必要性的意识，
用户将在这些努力中起到主导作用。国家气候服务取得效果则需要一个充分的全球系统（特别是对
于气候观测和监测），这种认识应当促使政府考虑那些为在这一系统中苦苦努力发挥其作用的国家
提供援助。这种认识将需要负责气候问题的关键国家机构的共同努力并需要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开发
伙伴的合作机构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便在国家预算编制过程中为气候服务投资创造有利的条件。
特别是关于研究要素，对此最大的投资将通过正常财政渠道由国家政府承担，以便为国家科学、
研究和学术机构提供预算支持，还将需要私营部门的投资。传统的国际融资机制倾向于支持业务系
统而并非研究，但通过区域性政府间机构为研究融资可许也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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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发展中国家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框架 ” 将需要建立在大都已有的机制和机构的基
础上。在大多发展中国家，气候服务的提供方大都是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业已存在的气候服务是
从天气服务到气候预估的一种无缝隙的连续方式，而且或许是最佳的服务提供方式。
因此，为 “ 框架 ” 提供资源将需要重点确保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有足够的资源，使他们能够通
过提供有助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环境的气候服务而有效地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能够
动员用户并协助取得气候服务效益的组织也需要资源。
这方面的挑战将在与充分利用直接和间接资金的所有潜在来源，包括直接融资、技术转让和专
业知识的共享。还将有必要利用那些与气候服务没有直接联系的相关计划。如果发现通过为气候服
务投资这些计划的目标能更好地实现，那么这些计划则仍可使 “ 框架 ” 受益。
在这一背景下，融资意味着首先利用开发小中型项目的特殊机会，以响应各种用户群体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制定一个并行的战略性活动计划，旨在确保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服务提供持
续的资金来源。例如，这种努力可与区域和国家战略融为一体。
为了加强国内外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服务的支持，当务之急是大力宣传气候服务对于国家发展活
动的重要性和价值。在这方面，“ 框架 ” 将是国家机构为国家机构构建一个平台，致力于向其政府领
导人展示气候产品和服务带来的社会经济价值和效益，同时概括在实现发展目标过程中以及在确保
对服务于国家需求的基本国家活动作出资金支持承诺的过程中气候产品和服务所发挥的作用。
有许多投资机制能够作为获得其它投资的渠道，以加强气候服务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或借助相
关部门的投资，这些投资机制包括：
•

国家预算编制过程；

•

联合国系统计划；

•

开发银行的投资；

•

各经济集团的发展援助计划，诸如欧洲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合作
组织（西亚）、非洲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

•

各国政府的海外开发援助计划；

•

海外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国内预算；

•

各类气候投资基金；

•

全球环境基金。
通过与捐助方（如 “ 框架 ” 的合作伙伴）积极联系，将发现各种融资机制的既定优先重点与 “ 框

架 ” 有关的区域和国家计划确定的优先重点之间存在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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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资金来源
可供 “ 框架 ” 考虑的与其活动有关的筹资机会如下：
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
提供的资金一般是与各受援国的外交部和（或）财政部直接谈判的，可采用多种途径（赠款、软贷
款和贷款等）。关键在于这些开发融资机构和使用资金的政府认识到气候服务的价值并对 “ 框架 ” 的
各项原则和目标作出强有力的承诺，并在最高层面实现这些原则和目标。双方表示支持在该国层面
支持建立气候服务框架就是对这一承诺的展现。
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各项计划近年来已共同把相当大的融资重点投向水文气象部门的现
代化，包括气候方面。东南欧和中亚已有强有力的资助计划，既有区域项目，也有国家项目。同样，
正在考虑在非洲资助一些活动。
气候基金
各国政府承诺每年向专项资金投入几十亿美元，这开创了一个为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的新时代。
仅在 10 年前，只有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的少数几个大基金管理气候基金，当今，虽然这
种融资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公共、私营、双边和多边资金已呈
现出急剧增加的态势，这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满足发展需求提供了新机遇。以下是一些与气候变
化有关的基金，可供国家政府申请，用于支持 “ 框架 ”：
•

适应基金：该基金是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建立的，旨在为京都
议定书缔约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适应项目和计划融资。该基金的2%是由为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发放的经认证的减排资金和其它资金来源融资。许多已获批准的项目包括一个气候发展
或支持部分。

•

气候投资基金：气候投资基金承认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金的需要，以帮助他们适应和管
理气候变化的挑战。这类基金通过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
开发银行和世行集团的渠道融资。其中一项基金即战略气候基金，该基金涉及对气候有应变
能力的发展，并在该基金支持下，曾为对气候有应变能力的试点计划安排了资金。该计划的
目标是尝试并展示可把气候风险和应变能力融入核心发展规划和实施的方法，这一目标与
“框架”完全一致。在该计划组合中超过60%的项目有很强的气象（包括气候）部分。

•

绿色气候基金：绿色气候基金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范围内建立的一种机制，旨在从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该基金的目的
是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主要多边融资机制。该基金将是一个法律上独立的机构，
单独拥有自己的秘书处，世界银行为临时托管人，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的指导下运作并向缔约方大会负责。绿色气候基金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保证有足够的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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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

•

全球环境基金（GEF）：全球环境基金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它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国家提供赠款，以用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际水项目、土地退化、臭氧层以及长时间
有机污染物。这些项目通过把地方、国家和全球环境挑战联系起来并推广可持续的民生，使
全球环境受益。GEF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向低碳发展
道路转型。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融资机制的运行实体，GEF为合格的气候减缓和气
候适应项目及相关的支持活动提供资金。GEF信托基金支持减缓和扶持活动，包括履行《公
约》的义务。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是在《气候公约》下建立的，并由GEF管理。该基金协助为
国家适应计划融资，并因此重点关注减少对于发展和民生至关重要的部门和资源的脆弱性，
如水、农业和粮食安全、健康、灾害风险管理、基础设施和脆弱生态系统。气候变化特别基
金（也由《气候公约》建立）支持水资源管理、土地管理、农业、卫生、基础设施发展、脆
弱生态系统和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适应和技术转让及长期和短期的适应活动。
虽然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基金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但是也越来越复杂。不同基金的要求、程序

和报告可能不同，因此各国面临的挑战是找到金适合自己的基金，决定如何收集资源，找出如何整
合这些资源的途径，协调这些基金支持的各项活动，以及建立如何监督和评价结果的方法。鉴于基
金的多样性，重要的是各国应以现有的机构和计划为契机，在国家层面管理支持国家目标的资源。
联合国系统
直接参与国家援助和融资的联合国机构和相关合作伙伴发起的计划包括以下机构的计划：
•

粮农组织；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世界粮食计划；

•

世界卫生组织；

•

世界气象组织。
这些联合国机构将有可能在 “ 框架 ” 各项治理机制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并鼓励这些机构将 “ 框

架 ” 融入各自的国家计划中。应当考虑通过这些机构的自愿捐资计划对 “ 框架 ” 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或
建立特别信托基金（邀请会员国捐资）的各种选择。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气候服务框
架信托基金，该基金已经吸引了一些国家的捐资。该基金帮助为一些初始项目提供资金并用于行政
成本支出。筹集并管理支持 “ 框架 ” 目标的信托基金的理念可继续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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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 框架 ” 融入联合国系统机构的发展计划将是通过直接融资和利用相关活动为实施 “ 框架 ” 筹
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开发援助
海外开发援助计划把很大一部分重点放在水、环境和卫生上，所有这些方面与 “ 框架 ” 高度相关。
这些计划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和天气在阻碍或减慢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潜在作用，反之能支持
对气候有应变能力的发展，因此，已意识到需要更好的气候和天气服务。另外，一些国家对 “ 框架 ”
和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应项目提供了支持，这表明这些国家对加强气候服务有某种直接兴趣和投资意
向。
“ 框架 ” 融资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增加气候服务提供方的数量，包括与本国外交部和相关海外
开发援助计划建立联系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引导他们为与气候服务相关的能力开发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
在国家层面，上述融资机制大多是受国家驱动的，投资是以国家政府的既定优先重点为导向，
而且是国家政府直接与融资机构通过直接谈判所确定的，这些投资一般是双边性质的，或（在气候
投资基金情况下）只有国家而不是区域或国际机构能够直接获得。因此，从事气候领域工作的国家
机构通过确保在政府与所有潜在的融资和支持机制的互动过程中考虑到 “ 框架 ” 的利益，能够在为 “ 框
架 ” 的实施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与 “ 框架 ” 有关项目所
需资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对于竖立对 “ 框架 ” 的信心和确保 “ 框架 ” 的最终成功也是重要的。
私营部门
虽然促进满足最贫穷最脆弱国家需求的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但商界在防御
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和建设全球绿色经济方面将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晰。由
于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社区面临的各种挑战（诸如更频繁和更强的风暴、水资源匮乏、
农业生产力下降以及卫生状况差等）也为商界带来了严重挑战。
社区的风险就是商界的风险。地方和全球公司依靠社区成员作为其供货方、客户和雇员。当这
些公司还依赖当地的资源、服务和设施才能运营。很难将社区福祉与公司的生存和整体经济增长分开。
气候服务的经济价值既适用于私营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广大的社区。私营行业可为制定和实施气候
变化适应方案做出很多贡献，包括具体行业的专业知识、技术、可观的融资水平、效率和开拓精神。
一些公司严格评估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并实施可形成长期应变能力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这样的公司
将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为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绿色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 框架 ” 可作为一个平台考虑新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气候服务，以克服对可持续发展和气
候应变能力提出的最复杂的挑战。关键是要找到相关地理尺度的利益共同点，使商业激励措施与社
区的适应需求保持一致。联合国全球契约关注气候倡议是一个有 400 多家致力于推进气候行动的企
业参与的共建的全球契约平台，为把 “ 框架 ” 带到私营行业，以及为参与有关私营部门如何能够提供
支持的对话提供了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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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联合国系统和开发伙伴的作用
作为 “ 框架 ” 合作伙伴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可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帮助确定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发展需求；

•

使开发伙伴和国家政府认识到气候服务的价值以及更强的能力建设可为各类用户带来的效
益；

•

宣传气候监测、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重要性；

•

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合作；

•

协助参与提供气候服务的国家机构通过提高其政府和公众形象利用在国家系统内的融资机
会；

•

支持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宣传计划；

•

在利用案例研究展示服务和产品价值过程中，支持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通过有针对性的社会
营销机制向其政府和社区通报有关这一主题的信息；

•

建立一个有很强的部门基础的案例研究组合，展示天气和气候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通过
增强这些服务在避免损失（生命、财产、民生）方面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收益（农业、交通、
旅游、卫生等）；

•

在专业知识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

使评估和展示上述社会经济效益的方法实现标准化并建立最佳做法指南；

•

协助国家气候服务提供方与私营部门建立互利互惠的关系，保持接触，并建立适当的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在与气候服务融资有关的公私部门开展互动方面可能具有潜力。

6.6 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遇到的挑战
用形成 “ 框架 ” 结构的这三个地理尺度总结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融资遇到的挑战是有用的。在
全球层面，任务是提高潜在的全球合作伙伴（如联合国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捐助者）的意识，并
鼓励这些伙伴将气候服务项目做为其能力开发活动的适合候选内容。应当向融资机构（如开发银行）
大力宣传。
在地区层面，将出现为地区活动融资的机会，很可能涉及区域经济团体，如非洲、亚太和欧洲。
虽然开发计划通常是在国家层面组织的，但也有得到支持的区域活动的范例，如欧盟支持的非洲环
境监测促进可持续发展项目就是一个范例。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气候服务的价值将会向政府和其它国家融资机构宣传，从而使 “ 框架 ” 的
活动可通过国家预算过程和其它手段吸引资金。国家向开发银行提出为气候服务提供开发资金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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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且其它的融资选择方案也需要国家层面累做出努力，以积蓄强有力的援助范例。为支持发展
中国家能力开发和弥补在 “ 框架 ” 各组成部分中发现的区域，国家和全球差距，国家为此做出的贡献
将通过创造一个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世界而造福所有人民。
汇编一个与框架有关的活动 / 项目的目录并定期更新会是一项有用之举。该目录可于提供实施
框架的最初活动的说明并有助于获得支持。通过提供投资产生实际结果的证据，展示 “ 框架 ” 的价值，
这对于确保增加对框架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

7.

结论和后续行动
气候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性质是前所未有的，并且要求根据问题程度

做出相对应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把气候知识和现有气候基础设施所产生
的效益用于帮助应对挑战，减轻人类的痛苦，与此同时为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 框架 ” 能够使社会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特别是代表那些对这些风险
最脆弱的群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开发并将科学气候信息融入计划、政策和实践。同时努力提
高我们对气候的认知和预测水平，更重要的是利用气候信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
“ 框架 ” 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融资，协调活动，并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架构，这些架构对于有
效满足社会对基于气候信息的服务需求是需要的。“ 框架 ” 将长期存在，而本实施计划只是为朝着实
现这一长期愿景迈出的第一步。
涉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建立伙伴关系对于 “ 框架 ” 的成功是至关重
要的，“ 框架 ” 将需要联合国机构、其他国际组织、现有气候服务计划、用户、提供方、捐助方、政
府、私营行业组织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强有力的参与，他们当中大部分拥有很强的天气服务能力，
但却没有足够强的气候服务能力。“ 框架 ” 的治理准则是应建立在现有的系统和计划基础上，应利用
现有的知识和良好的规范，并应充分发挥所有现有相关活动的协同作用。
已经概括描述了一个有助于取得上述效益的结构，该结构的关键要素是气候服务应基于用户需
要基础上；因此 “ 框架 ” 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用户界面平台）将确保与气候服务用户的对话和反馈
是整个过程的核心，以便确定他们的需求并引导服务的制作和交付。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气候服务信
息系统，通过这个主要机制，气候信息将进行日常收集，储存并加工，以制作产品和服务，这有助
于为各类对气候敏感的活动和企业作出通常复杂的决策而提供信息依据。作为系统的运行部分，需
要审视与管理气候资料提供政策有关的问题，以便为开发和交付服务最大限度地提供并使用资料。
“ 框架 ” 结构的其它组成部分包括基本观测和监测，以及为气候服务奠定基础的研究、模拟和预测。
气候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所有方面的能力开发需求和重要性在整个结构中得到认可。
在实施 “ 框架 ” 过程中，将针对气候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这一方
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确定当前在气候服务制作、质量和利用各部分中存在的缺陷足。这些分析将有
助于为采取各项行动奠定基础，这将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气候服务。

80

世界气象特别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将通过各项活动和项目实施 “ 框架 ”，将通过用相关资金筹集必要资源的方式扶持这些活动和项

目。在初始阶段（至少在前两年），“ 框架 ” 将为开发和提供服务建立优先轻重缓急顺序，以确保提
高粮食安全，加强水管理，更有效地减少灾害风险并改善卫生状况。之所以侧重这些领域是因为它
们为有利于所有层面的决策提供了最直接的机会，并为人类安全和福祉产生重要积极影响。随着 “ 框
架 ” 的发展，将考虑其它业用户的需求。“ 框架 ” 将把重点放在对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发达国家的需求，因为能力开发适用于所有国家。本实施计划确定了一系列初
期活动，这些活动将迅速解决优先重点领域中的问题，主要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效益并开发他们的
能力。此举将彰显 “ 框架 ” 为其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方、用户和捐助方）带来的价值，确保为 “ 框
架 ” 提供持续的和不断加大的支持和承诺，并最终给社会的更多部分带来更大的效益。
在批准实施计划之后，相关机构将推进本计划中概括各项活动，与此同时为一系列初期活动制
定更详细的项目计划。本实施计划的其它方面也将需要采取行动，例如治理结构、宣传沟通战略和
融资策略。虽然本实施计划的重点放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上，但在许多区域和许多国家在区域和国
家层面在开发并实施各种气候服务框架理念过程中将会有优势。这些理念正在开始出现，至少在国
家尺度上，虽然也许并没有一个统一的 “ 框架 ” 实施方法，但可从那些已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国家学习
有用的经验。
最后，虽然气候服务不新生事物，但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代表了为提高对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
脆弱的社会所有人群的福祉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步调一致和协调有序的全球努力。目前已存在提供
气候服务的机制和机构（缺乏协调），还有其它活动和发展计划（如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虽然 “ 框架 ” 将与这类活动保持一致，并将从中受益，反之亦然，但 “ 框架 ” 将通过
协调为在全球提供受需求驱动的气候服务所需的各个结构而超越这些活动。

决议 2（Cg-Ext.（2012））

建立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47（Cg-16）－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回应，

(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77），第 11.1.17 至 11.1.41 段，

(3)

决议 1（Cg-Ext.（2012））－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计划，

(4)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WMO-No. 15），

(5)

《世界气象组织总则》（WMO-N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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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到：
第十六次大会决定继续采用 GFCS 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第十章建议 5 的选项 A，实施修订后的
GFCS，修订后的框架体现框架的政府间委员会将对世界气象大会负责，管理委员会（对政府间委
员会负责）的结构将在实施计划草案完成后确定；
考虑到：
(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计划草案；

(2)

提议的政府间委员会职责与议事规则草案；

重申 GFCS 管理的主要原则与目标应确保：
(1)

一个透明、响应敏捷且高效、并具有明确和独立责任范围的管理体制，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大
会直接对各国政府负责，以及各国技术专家潜在的积极参与；

(2)

各级政府发挥核心作用并直接参与；

(3)

2012 至 2015 年期间及以后有效地实施 GFCS；

(4)

气候服务的业务性质，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其他由政府指定提供气候服务的国家机构的
核心作用；

(5)

WMO 的领导作用，及根据 WMO 公约第 26 条与相关联合国系统组织、其他政府间和非政
府组织适当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6)

框架的管理应当强烈体现用户利益。

决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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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意到委员会应至少在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之前召开两次会议，批准委员会的职责，见本
决议附录 1；

(3)

批准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见本决议附录 2，在必要或适当时间，委员会可根据《WMO 公		
约》、《WMO 总则》以及委员会职责的授权修改议事规则；

(4)

批准秘书处对 GFCS 的具体支持职能，见本决议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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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本决议批准的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责和议事规则纳入世界气象组织第 1 号基本
文件（WMO No.-15）

邀请会员根据委员会职责任命委员会成员，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有效履行委员会的职责；
要求委员会：
(1)

向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报告 GFCS 的实施情况，就如何加强 2016-2019 年及以后的业务
实施提出建议；

(2)

向执行理事会通报情况，就所有涉及 WMO 计划和组织机构的事宜提出建议；

(3)

进一步制定明确规定的目标、目的和优先事项，并达成一致意见。

进一步重申 :
(1)

合作组织的参与对 GFCS 成功与否十分重要，这种参与最终会将用户和提供方联成一体，以
便通过对终端用户的服务，确保气候信息产生最大价值；

(2)

高级别专题组建议 5 (a) 呼吁委员会为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利益攸关者参与工作建立正式的机
制；

考虑到 :
(1)

为了履行其职责，委员会需建立机制鼓励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该机制应符合 WMO 的法律框
架和惯例，并符合联合国现有的规范和惯例；

(2)

它们的参与需确保下属原则：
(a)

能整合不同合作组织的意见 ;

(b)

能最大程度和最佳地利用气候活动的有限资金及确保避免重复 ;

(c)

利益攸关单位的计划和优先与 GFCS 活动的协调 ;

(d)

合作组织间的良好协调，因为 GFCS 涉及与其他组织管理的诸多业务系统的交叉，

		要保证它们的互操作性、标准和高效 ;
(e)

合作组织专家在技术上的参与，以便分享技术和最佳规范及取长补短，因此需确保它

		们对委员会的参与；
(f)

加快 GFCS 的技术进展和业务实施；

敦促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建立利益有关方的参与鼓励机制，该机制应符合 WMO 的法律框架和
惯例及联合国现有的规范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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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所有联合国系统组织以及所有相关的无论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通过酌情参与委员会的工作机制，
为 GFCS 计划、项目与活动贡献专业技术与资源，以及用 GFCS 的实施主导其各项计划，为 GFCS
的实施提供大力支持；
要求秘书长 :
(1)

为建立委员会做好必要安排，并在确定成员后尽快召开第一次届会。与 WMO 主席磋商确定
第一次届会的日期和地点。在委员会选出其主席前，WMO 主席将主持第一次会议，其余会
议均有委员会主席主持；

(2)

在分配给委员会的资源范围内，为委员会及其会议提供支持；

(3)

向会员通报有关 GFCS 实施及发展的进程；

(4)

提请所有相关各方关注本决议。

决议 2（Cg-Ext.（2012））的附录 1

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责
以下职责详细说明了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职能与责任、人员组成、运作方式和融资。
I.

委员会的使命

1.

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为 “ 委员会 ”）应在 WMO 授权范围内，根据世界气象大

会的授权和指导运作，并向世界气象大会负责。世界气象大会负责决定委员会的政策、原则、总体
战略和主要预算数。委员会负责监管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开发与实施，提供整体管理及
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协调。
II.

委员会的职能

2.

委员会应通过以下具体职能履行其使命：

(a)

实施大会有关 GFCS 的决议和决定；

(b)

适当考虑合作组织有关参与 GFCS 项目的决定和建议；

(c)

根据相关谅解备忘录或 WMO 与合作组织的工作安排，向 WMO 的组织机构及合作组织就		
GFCS 相关事务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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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气候信息的制定和服务提供的方法、程序和技术，制定国际标准、推荐规范和指南，供
大会审议；

(e)

指导和监督和评估 GFCS 实施进程；

(f)

根据《WMO 公约》第 25 和 26 条，孕育、促进和制定有关正式机制的提议，以便框架下的
利益有关方积极参与框架并做出贡献，同时做好协调工作：联合国系统组织、国际政府间机
构与非政府机构、地区组织和融资机构；

(g)

维持和提供一份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与实施计划保持一致，由委员会批准的 GFCS 基
金及其他双边基金出资的高优先项目和倡议活动的总目录，并为通过单边、双边和其他途径
开展的这些项目和活动建立一个志愿报告机制。得到确认的差距和优先重点会有助于有效融
资和对 GFCS 实施的全盘会计核算；上述内容应针对 GFCS 实施计划中确定的差距和优先
重点，这将有利于 GFCS 进程中的全盘会计核算，并确保在全球实施过程中应用战略方法。

(h)

定期审查 GFCS 战略和目标，执行计划和相关预算，并向大会提交审查结果与建议；

(i)

监督由 GFCS 信托基金分配给框架的资金和体制资源，同时还要注意合作组织预算中的可用
资金和由直接参与双边活动的会员提供的预算资金；

(j)

向世界气象大会报告委员会通过的所有决定和建议，特别是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需要 WMO 会
员提供财务支持或采取实施行动的建议，要求其他 WMO 机构采取行动以及根据《WMO 公
约》第 26 条的规定与其他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提议；

(k)

履行大会赋予委员会的与 GFCS 有关的其他职能。

(l)

通过建立审批机制，确保 GFCS 气候信息、气候服务和产品归国家所有，该机制应确保国家
联系人全面参与和批准其它 GFCS 产品使用其会员国的数据和报告。

3.

委员会应成立次级机构，特别是针对能力建设，并明确次级机构的职责，在遵循公平地域分

配原则和特别注意性别平衡的基础上，从 WMO 会员提名的专家中任命附属机构的主席，并选定其
成员。
4．

委员会应在第一次会议上成立管理委员会，以便在休会期间处理委员会决定和要求。管理委

员会在地理合理分布和轮换原则及充分考虑男女比例和所需专业背景的基础上，由主席、副主席和
WMO 各区协会员代表组成。
III.

成员

5.

每个 WMO 会员都有权指定一人或多人担任委员会成员，并指定一人为首席成员，该成员通

常来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同时，应作为有关委员会事宜的主要联系人。为确保委员会在履行职
能和决策过程中能得到最广泛的 GFCS 相关知识与专业知识，政府在指定成员人选时应慎重考虑。
由会员的合法政府机构或该机构代表签署并提交秘书长的信函应视为信函上的人员参加委员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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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有效证书。
IV.

主席与副主席

6.

委员会应通过正常届会在代表有表决权的会员的成员中选出主席与副主席 1，同时考虑公平

的地理分布原则，并特别注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衡以及性别平衡。委员会主席和副主
席的任期至下次正常届会结束。他们有权再次当选下一个任期，条件是他们的任职不足 4 年。在履
行职务时，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不作为某一会员的代表。副主席应支持主
席履行职责。
7.

委员会主席的职责包括：

(a)

主持委员会会议；

(b)

指导并协调委员会及其次级机构的活动，次级机构经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委员会休会期间开
展委员会的活动；

(c)

执行大会及委员会决定中规定的各项具体职责；

(d)

确保委员会的活动、建议和决定符合委员会的职责、《WMO 公约》的规定、大会的决定和
本组织的相关规则；

(e)

向大会正常届会报告委员会的活动；

(f)

在大会要求的其他 WMO 机构的会议上提出委员会的意见。

8.

如果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不再是委员会成员，他或她则应终止担任其职务。如果委员会主席

不能或无资格继续履行主席职能，则应由副主席在主席剩余任期内担任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有权当
选下一任主席。代理主席拥有与主席同样的权力与职责。如果委员会副主席不能或无资格履行其职能，
而且此时离委员会下次正常届会召开至少还有 130 天，委员会可通过通讯选举一名新的副主席。在
选举产生代理主席前，WMO 主席将承担委员会的责任。
V.

届会

9.

委员会正常届会通常应不超过四年举行一次，并须考虑到向大会报告。委员会可根据委员会

的决定召开委员会特别届会，以处理具体问题。
10.

委员会各次届会的日期与地点应由委员会决定。如果收到在 WMO 秘书处所在地以外地区举

行委员会届会的邀请，则应根据《WMO 总则》第 18 和第 188 条（2011 版）的规定审议此类邀请，
并需适当考虑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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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员会中有表决权会员之简单多数出席委员会会议方构成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2。

12.

每个会员均需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代表团，并指明其中一人为首席代表。由会员相关政府机

构或代表此政府机构签署的信件应在委员会届会前送交秘书长，或在会议期间交给他 / 她的代表，
此信件将视为信函上人员出席会议的有效资格证书 3。
13.

联合国会员或已获得联合国观察员资格的非 WMO 会员可应邀派观察员参加委员会届会。观

察员认证流程与上文所述 WMO 会员一致 4。
14.

委员会应邀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根据《WMO 公约》与 WMO 签有正式协议的国际组织以

及邀请参加 GFCS 的其它组织派观察员出席委员会的届会。机构观察员的证书应由该组织的合法机
构签署。
15.

委员会的文件及会议记录应符合《WMO 总则》（2011 版）第 110 条至 117 条的规定。委员

会的工作语言应为 WMO 的官方语言 5。
16.

将根据 WMO 总则第 124 条（2011 版）以及决议 33（Cg-15）的精神召开委员会会议。

VI.

届会资金

17.

委员会届会的行政工作费用，包括翻译、口译和会议服务费用，应由 GFCS 信托基金根据

WMO 采用的规定与费用标准以及联合国系统的规范划拨。
18.

参加委员会届会的会员代表的费用应由会员政府承担。视可用资金的情况，根据请求，最不

发达国家的一名代表的参会费用（优先）以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一名代表的参会费用可获
得 GFCS 信托基金的支持。
19.

参加委员会届会的观察员、代理成员以及顾问的会议费用，及其参加委员会次级机构会议的

会议费用，应由相应政府或组织承担。
20.

委员会工作机构成员参加这些机构会议所产生的费用一般应由成员所属的会员或组织承担。

不过，委员会工作机构的会议也可得到 GFCS 信托基金的资助，前提条件是此类会议解决的问题极
为重要，而且需要精心选择专家提供服务，选择的要求是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或所代表的地域或
部门领域的利益，而不是按国家选择代表；同时还要确保发展中国家专家的广泛参与 6。

2

《WMO 公约》第 12 条与《总则》第 177 和 194 条（2011 版）
《总则》第 21（2011 版）
4
《总则》第 20 条（2011 版）
5
《总则》第 118 条（2011 版）
6
总则第 37 条（2011 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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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Cg-Ext.（2012））的附录 2

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I.

概述
第1条
议事规则由世界气象大会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8（d）条通过。议事规则与政府间气候

服务委员会（简称委员会）的职责一起通过。如果议事规则的任何规定与《WMO 公约》、《WMO
总则》或委员会职责的任何规定冲突，则应以《WMO 公约》的条文为准，以后依次为《总则》和
委员会职责为准。经必要修改后，WMO 总则适用本议事规则未予规定的程序。
II.

届会
第2条

(a)

政府间委员会届会的临时议程应由委员会主席与WMO秘书长协商确定；

(b)

世界气象组织会员和根据与世界气象组织谅解备忘录或工作安排有资格提交问题的其它国际

组织可在正常届会临时议程中建议增加新问题，并最好在届会开幕前至少30天提交。有关其它问题
的解释性备忘录应当与该建议一起，由秘书处向政府间委员会的会员分发；
(c)

政府间委员会成员、 根据与世界气象组织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工作安排有资格提交问题的联

合国组织或其它国际组织可就临时性议程中的相关问题提交工作文件，该工作文件需尽快提交秘书
处，最好在届会开幕前至少60天提交，上述文件也应由秘书处分发。
(d)

政府间委员会正常届会的临时议程通常包括以下主题：
(1)

审议证书报告

(2)

政府间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3)

政府间委员会次级机构主席的报告；

(4)

审议政府间委员会以往决定；

(5)

世界气象大会有关政府间委员会的事项；

(6)

审议世界气象大会关于政府间委员会的决议；

(7)

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政府间委员会成员、联合国或与世界气象组织建立安排
或协议的其它政府间组织提交的问题；

(8)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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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人数 7 与决定 8
第3条
根据职责的规定，委员会中有表决权会员之简单多数出席委员会会议方构成委员会会议的法定

人数。如果会议未达到法定人数，则应通过信件将临时决定（选举除外）通知委员会全体会员。只
有在通知会员后 90 天内获得所有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简单多数票数批准，该临时决定方能视为委员会
的正式决定 9。
第4条
委员会的决定采用协商一致方式。如果通过协商未能取得一致，须得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会
员所有赞成和反对票数总数的简单多数 10 做出决定。其条件是一个会员一个表决权。
第5条
如果一个 WMO 会员的首席代表反对除代表以外的人士参加会议，在委员会审查此事件并做出
决定之前，此人士应照常享有其合法权利出席会议。
第6条
经至少两名出席会议的首席代表要求，所有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如同时提出无记名投
票表决和唱名表决两种要求，无记名投票优于唱名表决 11。
第7条
所有无记名投票表决均须在出席会议的首席代表中指定两名唱票员计算票数。
第8条
GFCS 办公室主任应担任委员会及其次级机构会议的秘书。
第9条
委员会主席或其代表可就任何考虑事项向委员会及其次级机构发表口头或书面声明。
IV.

届会表决
第 10 条
经必要修改后 12，适用《WMO 总则》第 57 至 65 条 13。

7

《WMO 公约》，《总则》第 177 和 194 条（2011 版）
《WMO 公约》，《总则》第 57 至 65 条（2011 版）
9
《总则》第 178 条（2011 版）
10
《总则》第 64 条（2011 版）
11
《总则》第 61 条（2011 版）
12
Mutatis mutandis 在此议事规则中指所有适用于 WMO 选举机构（除执行理事会之外）的所有规定。
13
WMO 《总则》可由大会修订。所参考《总则》（2011 版） 由 WMO 大会在 2011 年修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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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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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召开期间和休会期间的通信表决和选举
第 11 条
经必要修改后，适用《WMO 总则》第 66 至 90 条。
第 12 条
经必要修改后，适用《WMO 总则》第 91 至 94 条。

VI.

委员会工作的开展
第 13 条
经必要修改后，适用《WMO 总则》第 95 至 109 条。

VII.

语言
第 14 条
经必要修改后，适用《WMO 总则》第 118 至 123 条。

VIII.

记录与文件
第 15 条
委员会应尽可能举行无纸化会议。委员会会议非机密文件（文档、工作文件以及会议纪要）印

刷版本的分发量应减至最少，且仅根据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发放。所有会前和会中非机密文件均应通
过公共网站发布。
第 16 条
在委员会届会中，各议题的讨论要点和所达成的决定均应记录在届会工作总摘要中。对全体会
议应录音并保存，以作备案。仅在全体会议提出具体要求时，才应准备反映委员会全会讨论情况的
会议摘要记录。会议摘要记录应在会议期间尽快发放给全体代表，或通过信件发放给全体代表，代
表可以书面形式向会议秘书处提交修改建议。所有关于修订建议的争议均应由会议主持官员在与相
关人士协商后决定。会议摘要记录由全体会议通过，或以通信方式通过 14。
IX.

决定记录与委员会以往决定审查
第 17 条

(a)

所有要求 WMO 全体会员、WMO 组织机构或本组织以外机构提供财务支持或采取实施行动
的委员会决定均应记录在案，作为向世界气象大会提交的建议；

(b)

仅要求委员会会员实施的任何委员会决定，或只与委员会内部活动有关的决定，如未来工作
计划、 次级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责的制定，或指定报告员，均应以决议形式记录，前提是此类

14

Mutatis mutandis （经必要修改后）《总则》第 112 条（20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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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不与本组织公约和总则的规定冲突。委员会向次级机构、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发出指令
的决定应记入届会最终节略报告的总摘要；

(c)

所有意在传达信息或观点的委员会决定，包括与 WMO 及合作组织的通信，或向次级机构		
（不包括其职责）、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被指定承担委员会任务的个人下达的指令，应
记入届会最终节略报告的总摘要；

(d)

委员会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应有 WMO 出版物编号和 ISDN 号，并在网站上
发布；

(e)

所有委员会的决议均应汇总造册，并在历次委员会届会上更新。
第 18 条

(a)

主席应起草政府间委员会每次届会的报告，并提交下一次大会。

(b)

以上报告包含届会的总摘要，以及政府间委员会通过的所有决定和建议，其中包括需要会员
执行的财务支持措施，或者需要本组织其它机构参与的建议，或者根据 WMO 公约第 26 条
规定牵涉到与其它组织的正式关系。
第 19 条

委员会每次届会都将审查委员会仍然有效的决定。
(a)

所有通过委员会以往决定建立的次级机构，至委员会的下次届会结束自动解散，除非委员会
专门做出决定，延长对该次级机构的授权；

(b)

同一主题的任何后续决定均应尽可能包含以往的决定。由此已涵盖的以往决定将不再有效。
对部分失效的决定应作文字修订，仅保留仍然有效的部分，并替代原有决定。

X.

修订
第 20 条

委员会可例外地采纳附加议事规则，供内部使用，前提是这些规则不违背《公约》和委员会的职责。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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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Cg-Ext.（2012））的附录 3

GFCS 的秘书处支持
1.

GFCS 办公室是 WMO 秘书处整体的一部分。根据《WMO 公约》第 21 条，GFCS 办公室

主任由 WMO 秘书长任命，并向 WMO 秘书长负责。
2.

根据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WMO 承诺通过 WMO 正常预算（2012-2015）资助

一名全职专业人员和一名总务人员以支持 GFCS 办公室。GFCS 办公室需要的其他专业人员通过
GFCS 信托基金资助。GFCS 办公室的编制和费用支出将根据其功能及其次级机构的大小和活动确
定。政府及合作组织的借调人员或机构间借贷有助于提升秘书处的能力。GFCS 办公室的专业人员
应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以支持委员会及其次级机构的活动。GFCS 办公室的所有人员，包括借调
或通过借贷得到的人员必须符合 WMO 人事条例和规则及遵守 WMO 道德守则。
3.

除《WMO 总则》（2011 版）第 202 条规定的秘书处一般职能外，GFCS 办公室将拥有下列

具体职能，包括：
(a)

向委员会及其次级机构提供行政、管理和通讯支持，包括组织会议、准备文件和报告；

(b)

协助会员制定委员会要求的多年滚动战略草案，更新实施计划、年度工作计划、进展报告、
年度工作和支出报告，供委员会审查；

(c)

维护项目和活动纲要；

(d)

根据委员会的指导和《WMO 财务条例》的规定管理 GFCS 信托基金，并向会员提供财务报告；

(e)

对委员会决定所指定的 GFCS 相关事务以及取得成功的 GFCS 项目的案例研究开展评审和
编写报告提供支持；

(f)

维护并提供通过国家、双边或其它渠道开展的项目和活动的数据库，在提供方自愿的基础上
共享；

(g)

促进向会员提供技术支持；

(h)

实施委员会和秘书长指定的其他 GFCS 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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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Cg-Ext.（2012））

为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秘书处和 GFCS 的实施计划提供资金
大会，
注意到：
(1)

第 1 号决议（Cg-Ext.（2012））– 全球气候服务实施计划，

(2)

第 2 号决议（Cg-Ext.（2012））– 设立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

考虑到：
(1)

为政府间委员会机构提供体制上和秘书处支持需要资金；

(2)

GFCS 的实施项目和活动需要资金；

要求秘书长：
(1)

在制定 2014-2015 两年预算案时，考虑 GFCS 需求，

(2)

将 GFCS 管理和实施作为其第十七财期预算案的一部分供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进行
考虑，将 GFCS 的活动作为其第十七届世界气象大会预算案的一部分从而确保 GFCS 活动
的可持续性。

敦促各会员：
自愿向 GFCS 信托基金捐款，以满足委员会为提供体制和秘书处支持所需的资金需求；
呼吁：
(1)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为有关项目、计划和活动提供资金，并为 GFCS 办公室提供实物支持；

(2)

多边资助机构将有关 GFCS 的活动、已列入计划的项目纳入其供资计划和优先重点；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有关方面注意到此项决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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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总摘要第 4.1.9 段的附录

关于实施计划草案收到的意见
注：本附录里引用的页码是指特别届会议题 4.1 所讨论的文件页码。
收集到的意见：
意大利
原则 3: 各项活动将涉及三个地域： 全球、区域和国家
框架的实施方将通过开发所需的国际基础设施促进气候服务的可获取性，尤其考虑区域和跨区域气
候热点地区的各种需求，如 “ 对气候变化反应最大的地区 ”，尽管如此，大多数示范项目可能在地方
层面实施。
3.2.2

观测和监测系统

补充 “ 为了确保气候用途所需观测的可靠性、准确性和时间一致性，建议对各种自动观测系统的要
求应包括符合各项国际质量标准的资料收集、传输和获取，如 ICT ( 信息通信技术 ) 系统。除了保障
要求（即维护）以确保有一定的设备使用期（10-20 年）外，还必须在此项规定中包括满足具体气
候服务对时间一致性的需要。 其后的段落 “ 为了实现气候服务的所有潜力和效益，气候信息需要与
其它科学数据集实现整合，诸如生态、生物和地球空间科学数据。它还应与社会和经济数据整合 ”。
3.3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各种联系 (P. 39)

在区域层面，‘ 框架 ’ 将与各种多边努力相配合，以满足各种区域需求，以及相关气候热点地区的跨
区域需求， 例如通过知识和资料交换、基础设施开发、研究、培训，以及在区域内提供各种服务，
以满足既定的各项要求。有关这类区域应用的示例包括跨界流域、边境地区农业需求、跨界卫生问
题和大尺度灾害等，在这些方面通常一个国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协调有序的区域行动则能够解
决上述问题。
4.2.2

在区域层面上的各利益攸关方 (P. 42)

在区域层，各利益攸关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虽然某些利益攸关方属于不止其中一类：
•

区域活动计划包括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如第3章大和第5章所述）.

•

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他们是支持区域和国家优先重点工作和创建知识库方面的重要合作伙
伴。

•

资助机构和捐助机构，他们通常也是区域活动的参与方，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国家和全球
活动的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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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以及跨区域服务的提供方包括区域气候中心、区域干旱监测中心和区域内私营部门机构
以及区域内科学组织。

•

具有专业职能的区域协会和区域内国家团体，包括区域经济团体。

•

区域办事处，包括联合国的开发机构以及援助机构的区域办事处，他们是与用户和区域从业
者的重要衔接界面。

墨西哥
( 文件 4.1 第 1 稿附录 B 第 76 页 ( 墨西哥代表团 )
代表团的建议
绿色气候基金 :
将 : 将资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替换为 : 这将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足够和可预见的资金，并将促进气候融资，包括
国际和国家层面的财政融资和民间融资。
波兰
一个重点是适当选择的措施及其实施会提高对气候服务有助于各国适应气候变化从而产生益处
的认识，并吸引所有利益相关方支持框架。
所以，我们认为《计划》应该强调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科学的能力和局限有关。我们需要（就
像《实施计划》所强调的）使用户参与产品开发过程，从而更好地反映用户的要求，这样供方就可
以尽可能准确地定制产品。但是这也需要首先对用户进行教育，以使用户能够评价哪些产品是实用的、
可行的，并能正确地理解产品。第二需要对供方进行教育，从而使供方能够学会怎样提供用户友好
型的产品。
有时候科学家研发的产品含专业用语，用户很难理解这种产品。这可能会使用户对产品失去兴趣，
不管这种产品多么重要、多么有效。所以实施任何倡议前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有效准确定位产品
及其用户的过程。这将是气候用户交互平台的任务，这也是该系统最大的优点。
南非
有些国家有数个资料服务提供方可以为国家气象部门提供资料，其中一些可能不符合 WMO 的
标准和实践。南非建议在观测和监测章节纳入以下内容：
"NMHS 应当对来自 NMHS 外部的数据集进行协调和数据质量控制，以便符合 WMO 的要求和
标准 "。
在 NMS 中可能会产生资金成本（人力、技术等），必须考虑这些成本。其它资料提供方的资
料的质量控制过程已经由 NMS 完成了，另外还有资料所有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国家资料政
策范围内解决。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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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第 50 页， 尽管《实施计划》附带提到了 NMS 中天气和气候的协同作用，但却没有足够地强调这种
联系对于框架的重要性。
所以，应当插入一个新的第二段。
“ 框架重点领域的伙伴经常不会区分天气和气候，无缝地提供服务会有明显的益处和协同作用。
气候服务需要与天气服务有力结合。此外，NMS 和天气服务重点领域通常已经建立了有效的伙伴关
系，所以也应当进一步为气候培养这种关系 ”。
76 页 – 缺少 “ 不能成功吸收合作伙伴参与的风险 ”
插入新的文字 :
" 高级别专题组明确指出，有必要让其他联合国伙伴伙伴参与，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关键的贡献
方也会积极参与框架。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伙伴参与初期阶段，并协助推动框架的发展。期望它们
将愿意参与一项它们没有协助设计的活动项目的风险是，它们的参与水平将非常低。需要认识到这
个风险，因为 GFCS 未来的成功正是取决于合作伙伴的参与。"
芬兰
关于全会对实施计划的意见，芬兰提出了可以在优先领域 “ 水 ” 之下涵盖冰冻圈事宜的重要性。
确切的措辞最好由秘书处来决定，以确定最好将它加在何处。
加拿大
这是对以前版本的审查，我相信并且也希望按照将与 IGB 共享的摘要附录中的参考文献对其进
行修订。
第 83 页提到了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而在 82 页提到了一些计划包括
GAW、WWW 等。
我记得芬兰的发言，我们需要重视极地地区的变化，包括冰川、第三极以及不断加速的变化。
GFCS 需要与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计划联系起来，我记得以前的实施计划版本也提到了
这一点，但是似乎这已不复存在。
事实上，GCW 可以被认定为初步的胜利，因为我们通过拟议的 GCW“ 雪监视 ” 计划开发了它
的潜力，该计划可能有助于 GFCS 的优先领域，尤其是水领域。
GCW“ 雪监视 ” 计划是一个范例，它能在 2 年的时间内实现实施计划的 GFCS 目标。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将促进研究和模拟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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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南非建议修改实施计划第 38 页中的文字：
“ 各合作伙伴将进一步协调和支持相关的资料交换和资料存储以及重大能力开发活动，并将建立
和维持有关所有数据集质量和格式的标准和规程 ” 到：
改为：
“WMO 各机构将进一步协调和支持相关的资料交换和资料存储以及重大能力开发活动，并将建
立和维持有关所有数据集质量和格式的标准和规程 ”。
这也将解决伊朗的担忧。合作伙伴可以是私营部门，我们需要明确这方面。
中国香港
1.

实施计划草案，第 1 章，第 12 页，最后一点关于 “ 质量 ”：

在 “ 时间分辨率 ” 之后添加 “ 可靠性和精确度 ”。
2.

实施计划草案，第 1 章，第 14 页，第一段：

在 “ 其他部门的利益如能源部门 ” 后增加 “ 运输部门 ”。
3.

实施计划草案，第 1.4 章，第 18 页，“ 原则 6” 中的文字：

用 “ 在这种情况下，会员国限制在本国境内获取这些资料的特权应得到尊重。” 替代最后两句话。
4.

实施计划草案，第 3.2.2 章，第 36 页，第 1 段：

在本段最后增加一句 “ 在吸引用户时，应牢记用户期望管理以及支持不确定性信息的重要性。”
5.

实施计划草案，第 3.2.2 章，第 37 页，第 1 段：
在本段最后增加 “ 另一个例子是，目前从气候中心下载气候模式模拟的资料因数据量大需要大

量的时间、通信和计算资源。简化和加快对此类模式资料的获取应作为一项优先事项，以满足会员
开展当地气候变化预测和影响评估的需求。”
英国
关于社会经济资料的意见
英国认为除非获准获取社会经济资料，否则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风险和影响评估。因此，我们要
求在实施计划中保留社会经济资料的提法，虽然总体原则是适用本国资料政策。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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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1.

文件 4.1 第 21 页，第 1.5 项（观测和监测支柱的功能），关于观测和监测的第 2 段后增

加：用低成本卫星资料接收系统弥补空基观测系统，比如有必要向 LDC 国家提供 GeoNetCast、
EumetCast 和 CMACast 产品。
说明 :
关于第 21 页第二段第 2-3 行的 “ 观测和监测 ” 支柱，该段基本上用于解释现有地基和星基观测
系统的效益。我们都理解，并非所有的国家，尤其是 LDC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在经费上承担地
面卫星接收系统（GSRC）。发展中国家尤其可能缺乏能力，它们的需求应给于高度优先。
2.

第 26 页，2.2 项（农业和粮食安全效益 – 方框内）在末尾新增一点如下：

通过应用某些气候条件的植保和虫害爆发能力发展计划可提高对作物病虫害及其爆发时间的认识。
说明 :
关于 GFCS 用于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效益，如果我们看一下有关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效益绿色方框，
共有以下 6 点，它分别与 GFCS 的各个支柱挂钩：
1.

第 1 点介绍有关 UIP（用户界面计划）组成部分 / 支柱问题

2.

第 2 点介绍有关 CSIS 组成部分 / 支柱问题

3.

第 3 点有关科研和模拟组成部分 / 支柱

4.

第 4 点有关观测和监测组成部分 / 支柱

5.

第 5 点有关观测和监测组成部分 / 支柱

6.

最后一点有关 UIP 组成部分 / 支柱

在 GFCS 支柱的农业和粮食安全效益方面，“ 能力发展 ” 支柱未与提及。
因此我要用一句话强调能力发展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或能力发展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效益。
3.

在第 27 页，地 2.3 项，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效益，在末尾新增一点如下：
•

通过能力发展制定长达3个月的洪水潜发图，它将有助于地方政府减缓和减少洪水风险。

说明 :
有关 GFCS 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效益，文件 4.1，附件 B，第 27 页，如果我们看一下第 27
页的对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效益方框，在 GFCS 的 5 个组成部分中未能重点突出能力发展。为此我
要用一句话强调能力建设对减轻灾害风险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最后一点写入。
印度
1.

在 2.1 节中所有不是来自 HLT 或 WMO 的文字均不应考虑。因此诸如严谨报告一类的案例不

应纳入。同样在第 29 页，有关 “ 框架活动的自然发展 ” 过早判断框架的未来行动，因为我们尚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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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施框架。
2.

鉴于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关于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服务的可获性宣言，印度建议删除第

3.2.2 节中以 “ 除了收集气候资料以外 ...” 开始的段落，（该段涉及获取社会经济数据，从而提高对
气候影响和脆弱性，以及会影响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的趋势的认识）。
3.

在第 4.4 节的最后一段末尾另增一句话，以适当体现尚未对附录和案例进行磋商这一实事。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代表团表示支持印度代表团在昨晚联络小组会议上提出的修改意见。
特别是，任何社会经济资料的提法应改为以科学为基础的资料。
CBS 主席
关于实施计划第 4.5 段中的初始重点项目的内容，我注意到重点 8 是唯一一个与观测系统有关
的重点，而且仅限于 “ 大规模恢复和数字化 ”
第 2.2 段中添加的内容
改善海洋气候信息的使用，从而使渔业的供给 / 需求状况得到不断的复查，并发布关于鱼类数
量的展望报告，且通知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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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
H.E. Ms Alya Ahmed Saif AL-THANI
Mr Ahmed Abdulla MOHAMMED
Mr Fahad Faisal Abdul Aziz AKBAR HAJI
Mr Abdulla AL MANNAI
Mr Hashem AL-HASHEMI
Mr Ahmed ALI
Mr R. MONIKUMAR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韩国
Mr Seok-joon CHO
Mr Chung-Kyu PARK
Ms Kyung-sook CHO
Mr Dae-bum CHOI
Ms Yeun-sook CHOI
Mr Se-won KIM
Mr Chang Heum LEE
Mr Yong-seob LE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摩尔多瓦
H.E. Mr Victor MORARU
Mr Alexei IATCO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罗马尼亚
Mr Ion SANDU
Mr Gheorghe CAUNEI-FLORESCU
Ms Teodora POPA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俄罗斯
H. E. Mr Alexander I. BEDRITSKIY
Mr Alexander FROLOV
Mr Victor BLINOV
Ms Olga BULYGINA
Ms Tatyana DMITRIEVA
Mr Sergey EFIMOV
Mr Konstantin FEDOTOV
Mr Vladimir KATSOV
Mr Alexander KUCHKOV
Mr Alexander NURULLAEV
Ms Natalia ORESHENKOVA
Ms Anna ROMANOVSKAYA
Ms Oksana TROFIMOVA
Mr Evgeny VAKULENKO
Ms Eva VASILEVSKAYA
Mr Alexander ZAITSEV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Mr João Vicente Domingos VAZ LIMA

Principal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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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
Mr Saad Mohamad MOHALFI
Mr Mohammed Alawi BABIDHAN
Mr Ayman Salem GHULAM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塞内加尔
Mr Papa Atoumane FALL
Mr Abdoul W. AIDARA
Mr Abdoulaye BATHILY
Mr Mactar NDIAY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塞尔维亚
Mr Milan DACIC
Ms Vesna FILIPOVIC-NIKOLIC
Ms Danica SPASOVA
H.E. Mr Ugljesa ZVEKIC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新加坡
H.E. Ms TAN YEE WOAN
Mr Steven PANG CHEE WEE
Ms Cheryl LEE SHUI LEN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斯洛伐克
Mr Martin BENKO
Mr Pavol NEJEDLIK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斯洛文尼亚
Mr Grega KUMER

Principal Delegate

所罗门群岛
Mr Lloyd TAHANI
Mr Mong-Ming LU
Ms Faye MOSE
H.E. Mr Moses K. MOS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南非
H.E. Mr Abdul Samad MINTY
Ms Linda MAKULENI
Mr L.L. NDIMENI
Mr Themba DUBE
Mr Mark MAJODINA
Ms Zoleka MANONA
Mr M. MATROOS
Mr Mnikeli NDABAMBI
Ms Nosipho NGCABA
Mr Nhlonipho NHLABATSI
Ms Thandiwe NKOSI
Ms N.L. POTELWA
Ms T. RAVHANDALALA
Ms Sibongiseni SANGQU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西班牙
Mr Daniel CANO VILLAVERDE
Mr Xavier BELLMONT ROLDÁN
Mr Francisco ESPEJO GIL
Mr Fernando PASTOR ARGÜELLO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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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Mr Abdalla Khyar ABDALLA
Mr Ahmed Mohammed ABDELKAREEM
Ms Omaima ALSHARIEF
H.E. Mr Abdelrahman DHIRAR
Mr Osman MOHAMMED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斯威士兰
Mr Emmanuel D. DLAMINI

Principal Delegate

瑞典
Ms Lena HÄLL ERIKSSON
Mr Ilmar KARRO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瑞士
H. E. Mr Alain BERSET
Mr Christian PLÜSS
H.E. Mr Alexandre FASEL
Mr Sebastian KONIG
Mr Christof APPENZELLER
Mr Salman BAL
Ms Nicole HECHEL
Mr José ROMERO
Mr Andrea ROSSA
Mr Alex RUBLI
Ms Gabriela SEIZ
Ms Michelle STALDER
Mr Gerhard ULMANN
Ms Andrea VAN DER ELST

Federal Councillo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Other

泰国
Mr Preecha THANITTIRAPORN
H.E. Mr Thani THONGPHAKDI
Ms Kornrawee SITTHICHIVAPAK
Ms Platima ATTHAKOR
Mr Natapanu NOPAKUN
Mr Krerkpan ROEKCHAMNONG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Mr Vanco DIMITRIEV
Mr Vlado SPIRIDONOV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汤加
Mr Awadi Abi EGBARE
Ms Mounto AGBA
Mr Gnatoulouma KPABEBA
Mr Sébadé TOBA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突尼斯
Mr Abdelwaheb NMIRI
Mr Chedly BEN MHAMED
Mr Hichem FEHRI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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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H.E. Mr Oğuz DEMIRALP
Ms Ebru EKEMAN
Ms Ayça SARITEKIN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乌克兰
Mr Yergen LISUCHENKO

Delegate

阿联酋
Mr Abdullah Ahmed AL MANDOOS
Mr Adel Saeed Abdullah ALGASARI
Mr Yousef Naser Misbh ALKALBANI
Mr Omar Ahmed Abdullah ALYAZIDI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英国
Mr John HIRST
Mr Mike GRAY
Mr Simon GILBERT
Mr Ian LISK
Ms Karen PIERCE
Mr Mark RUSH
Mr Philip TISSOT
Mr Selby WEEKS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坦桑尼亚
Hon. Dr Charles TIBEZA, M.P.
Mr Lucas SARONGA
Mr Augustine KANEMBA
Mr Ismail KASSIM
Ms Agnes L. KIJAZI
Mr John MNGODO

Principal Delegate (Deputy Minister for Transport)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美国
Ms Laura FURGIONE
Ms Courtney DRAGGON
Ms Ko BARRETT
Mr Bart COBBS
Mr Justin LOISEAU
Mr Joseph MURPHY
Ms Jessica OLPERE
Mr Daniel REIDMILLER
Mr Martin STEINSON
Ms Renée TATUSKO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乌拉圭
Ms Estela QUEIROLO
Ms Lía BERGARA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乌兹别克斯坦
H. E. Mr Viktor CHUB
Mr Nurmata NADI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委内瑞拉
Mr Fabio D. DI CERA PATERNOSTRO
Mr Luis A. FERNÁNDEZ HERNÁNDEZ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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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afael Á. HERNÁNDEZ
Mr José G. SOTTOLANO GONZÁLEZ

Delegate
Delegate

越南
H.E. Mr Ha TRAN HONG
Mr Thanh LE CONG
Mr Minh NGUYEN THANH
Mr Tan PHAM VAN
Mr Tuan VU DUY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也门
Mr Abdo A. ALMAKALEH
Mr Abdullatif M. AL-HADAA
Mr Mahmood SHIDIWAH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赞比亚
Mr Jacob NKOMOKI
Mr Joseph K. KANYANGA
Ms Florence CHAWELWA
Mr Dick S. CHELLAH
Mr Christopher CHILESHE
Ms Micah NAMUKOKO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津巴布韦
Hon. Mr Nicholas Tasunungurwa GOCHE
Principal Delegate
(Minister ofTransport, Communications and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Mr James MANZOU
Alternate
Ms Emilia BUNDO
Delegate
Mr Martin CHAMARA
Delegate
Mr C. CHISHIRI
Delegate
Mr Amos MAKARAU
Delegate
Mr A.Z. MATIZA
Delegate
Mr Chameso MUCHEKA
Delegate
Ms Sylvia NKOSI
Delegate
Mr Valentine SINEMANI
Delegate
3.

观察员
Holy See
Ms Silva POSSENTI
H.E. Archevêque Silvano M. TOMASI
巴基斯坦
Mr Youssef Abo ASSAD Mr Kamal GHANNAM
Mr Imad ZUHAIRI
南苏丹
Mr Martin Hakim SAMUEL

4.

技术委员会主席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CAeM)
Mr Chi-ming SHUN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CAgM)
Mr Byong-Lyol LE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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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委员会 (CHy)
Mr Julius WELLENS-MENSAH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Mr Fredrick BRANSKI
气候学委员会 (CCI)
Mr Thomas PETERSON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Mr Bertrand CALPINI
WMO/IOC 海 洋 和 海 洋 气 象 学 联 合 技 术 委 员 会 (JCOMM)
Ms Nadia PINARDI Mr Johan STANDER

5.

联合国系统机构和组织代表
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Mr Renato CUMANI
Mr Ramasamy SELVARAJU
国际电信联盟 (ITU)
Mr Vadim NOZDRIN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
Mr Maxx DILLEY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NESCO)
Mr Albert FISCHER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UNEP)
Mr Ashbindu SINGH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Ms Rocio LICHTE
联合国减灾办公室 (UNISDR)
Mr Youcef AIT-CHELLOUCHE
Mr John HARDING
Ms Elizabeth LONGWORTH
Mr Neil MCFARLANE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Mr Carlo SCARAMELLA
世界卫生组织 (WHO)
Dr Margaret CHAN
Director-General
Dr Maria NEIRA
Director
Mr Jonathan ABRAHAMS
Dr Diarmid CAMPBELL-LENDRUM Mr Arthur CHEUNG
Ms Marina MAEIRO
Ms Mariam OTMANI DEL BAR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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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Ms Yesim BAYKAL
Mr Juneho JANG
Ms Irene KITSARA
6.

政府间组织代表
非盟
Mr Georges Remi NAMEKONG
非洲、加勒比和大洋洲国家联盟 (ACP)
H.E. Mr Marwa Joel KISIRI
Ms Elida K. MAKENGE
Mr Felix MAONERA
Mr Ronny G. MUTETHIA
非 洲 和 马 达 加 斯 加 航 空 安 全 机 构 (ASECNA)
Ms Aimée Claire ANDRIAMALAZA
Mr Siméon ZOUMARA
东非共同体维多利亚湖区委员会秘书处 (LVBC)
Ms Ndabereye JOSIANE
Mr Canisius Kabungo KANANGIRE
Mr Ally-Saidi MATANO
东 非 共 同 体 秘 书 处 (EAC)
Mr John MUNGAI
欧 洲 委 员 会 (EC)
Mr Franz IMMLER
欧 洲 气 象 卫 星 利 用 组 织 (EUMETSAT)
Mr Paul COUNET Mr Alain RATIER
欧 洲 核 研 究 所 (CERN)
Mr Maurizio BONA
政 府 间 发 展 机 构 (IGAD)
Mr Laban OGALLO
乍 得 湖 区 委 员 会 (LCBC)
Mr Sanusi Imran ABDULLAHI
Mr Michel DIMBELE-KOMBE
阿拉伯国家联盟
Mr Hafedh TOUNSI
地 中 海 议 会 大 会 (PAM)
Mr Gerhard J.-W. PUTMAN-CRAMER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共 同 体 (SADC)
Mr Remigious MAKUMBE

115

116

世界气象特别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世界银行 (WB)
Mr Daniel KULL

7.

其它组织代表
ACMAD
Mr Adama Alhassane DIALLO
Al-Resala Bilingula School
Mr Reem ABU-BAKRA
加 勒 比 气 象 组 织 (CMO)
Mr Tyrone SUTHERLAND
查普曼大学 , CEESMO
Mr David STACK
欧 洲 地 中 海 气 候 变 化 中 心 (CMCC)
Mr Silvio GUALDI
Mr Antonio NAVARRA
Ms Sara VENTURINI
欧 洲 气 象 服 务 网 络 (EUMETNET)
Mr Sergio PASQUINI
全 球 水 、 环 境 和 卫 生 研 究 所 (GIWEH)
Mr Stephan DESTRAZ
Mr Graham JUNG-KILBREATH
Mr Nidal SALIM
地 球 观 测 组 织 (GEO)
Ms Barbara J. RYAN
Espen VOLDEN
控制科学研究所
Mr Igor VORONTSOV
国际工程和技术科学院理事会 (CAETS)
Mr René DÄNDLIKER
国 际 红 十 字 和 红 星 会 联 合 会 (IFRC)
Mr Jagan CHAPAGAIN
Ms Angelika MUELLER
Ms Joy MULLER
Ms Marjorie SOTOFRANCO
国际厄尔尼诺研究中心 (CIIFEN)
Mr Rodney Martínez GÜINGLA
国 际 气 候 与 社 会 研 究 所 (IRI)
Mr Haresh BHOJWANI
Ms Catherine VAUGHAN
Mr Stephen ZEB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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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稻 米 研 究 所 (IRRI)
Ms Helen Grace CENTENO
国 际 大 地 测 量 和 地 球 物 理 联 盟 (IUGG)
Mr Arthur ASKEW
Mr Gustav GROB
Ms Barbora GULEJOVA
ISEO
Mr Gustav GROB
Ms Barbora GULEJOVA
科威特科学研究院
Mr Ashraf RAMADAN
保护人类水权研究发展所
Mr Sergio BRANDANO
中 非 货 币 和 经 济 共 同 体 (CEMAC)
Mr Isidore EMBOLA
国 家 大 气 研 究 中 心 (NCAR)
Mr Brant FOOTE
Mr Paul KUCERA
Mr Wamli WU
南北 21 世纪组织
Mr Curtis DOEBBLER
萨赫勒地区抗旱跨国常设委员会
Mr Brahima KONE
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 (SPREP)
Mr Neville KOOP
南部中心
Mr Andi HA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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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世界气象组织
电话.: +41 (0) 22 730 83 14/15 – 传真: +41 (0) 22 730 80 27
电子邮件: cpa@wmo.int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 P.O. Box 2300 – CH 1211 Geneva 2 – Switzerland
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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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及公共事务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