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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WMO)第十五次大会在世界气象组织主席A.I. Bedritsky先生的
主持下于2007年5月7-25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的
附件。

1.

会议的组织 (议题1)

1.1

会议开幕   (议题1.1)

1.1.1
世界气象组织第十五次大会于2007年5月7日上午10点在日内瓦国际会
议中心由主席A.I. Bedritsky先生宣布开幕。
1.1.2
为悼念2007年3月3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逝世的世界气象组织前秘书长
(1984-2003)、名誉秘书长G.O.P. Obasi教授，和2007年5月6日在菲律宾逝世的本组
织前主席R.L. Kintanar先生(1979-1987)，以及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逝世的其他前
任职员们默哀一分钟。
1.1.3
主席向大会所有与会人员表示欢迎，大会是世界水文气象界生活的一
件大事，是以WMO为主体开展合作的典范。本组织与各国政府共同努力以限制
天气和气候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由世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各代老科学家
所发扬的合作精神十分重要。
他相信，大会为评估过去四年来的进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它所做的
各项决定能更好地确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职能并加强国际合作，这对它们的进
一步发展，为人类服务十分重要。此外，有必要对WMO公约的修改进行讨论。
WMO扩大并加强了其自身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参加了2005
年世界峰会-联大第60次届会的高层全会。因此，WMO认识到将早期预警纳入其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的重要性。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中的业务水文活动应进一
步扩展。
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国际基金组织的合作，以增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
潜力，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为此建立了发展合作与区域活动司。 此外，应继
续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培训。
WMO在气候研究和气候变化方面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本组织的计
划，特别是世界气候计划，大大增进了公众和政府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复
杂问题的认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将讨论WMO
在该领域的业绩。
第十四次大会后启动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目的是将现有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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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为一个协调、可持续的系统以满足用户需要。自那以来开展了大量工作，以
增强对整合综合观测系统的认识，但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进展。
根据秘书长的建议，自2004年以来在秘书处引入了许多结构和组织方
面的改革，以通过建立新的内部审计系统来提高诚信度；通过提交关键的决策信
息来提高透明度；以及通过引入节省成本的运行方式来提高效率。基于WMO传
统价值观念的新的WMO道德守则对秘书长的工作提供了支持。主席敦促会员通
过该守则并积极支持守则的执行。
本组织面临影响其作用和运行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欺诈案。它对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提供气象水文服务也产生了影响。但是，本组织在过去四年期间有
效地发挥了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已做好准备以明确的战略愿景应对第15
财务期的各种挑战。
1.1.4
日内瓦共和州和日内瓦州理事会副主席Laurent Moutinot先生说，在提
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以及为帮助保护空气这一宝贵资源而推进相关战略方
面，第15次大会将迈出重要的一步。自然灾害、海啸、干旱和前所未有的气候剧
变使地球的生存成为人们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本次大会在拟定本组织战略计划方
面所做的工作将吸引全球媒体的报道，并使那些关注未来地球人士的希望得到提
升。
1.1.5
瑞士联邦外交部国务秘书M. Ambühl 先生阁下代表瑞士当局说，气
候变化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但瑞士也强烈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多数
自然灾害是由水文气象现象引发的，所以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使公众和决策者更
加意识到天气、水和气候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最近的报告发表以来。WMO对IPCC报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
由于WMO的各项计划、众多的气象中心、全球观测系统和国家气象水文服务网
络，WMO所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为科研和气候变化预估奠定基础。如果没有
WMO，将不可能满足对水文气象资料日益增多的需求，也不可能预防或至少是
减缓各种气候事件造成的自然灾害。因此，一个致力于基本使命的强大的WMO
是绝对必要的。
实际上，WMO近年来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在第14次大会之后的几
个星期发现的盗用资金案严重损害了WMO。瑞士是若干国际组织的主办国和会
员国，并坚决谴责在那些组织(包括WMO)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四年来，对
该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瑞士政府认为，加强内部监察、最近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制定新的道德守则是预防今后发生此类错误的有效措施。
会员国在大会休会期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执行理事会及其负责重要管
理事宜的各附属机构可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此外，它们应能够方便地得到那些机
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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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将向WMO继续提供科技合作，尤其是强调全球大气监测网计
划。联邦委员会决定不仅要维持位于达沃斯的世界辐射中心，而且要增加资金支
持。担任六区协(欧洲)主席且任期至2009年的WMO瑞士常任代表D.K. Keuerleber
Burk先生也将优先考虑加强与欠发达会员国之间的协调。
1.1.6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在他的致词中强调，本次大会是在天气、
气候和水的重要性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受到公众空前关注的背景下召开。
WMO通过其精良的全球观测网络和通信网络促进基本信息的及时国际交换。该
能力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当气候变化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关注的
时候，WMO在提高对全球气候的科学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观点，目前地球的确在变暖，其影响已十分明显，很明显
它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社会
适应这一变化。
WMO应继续努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天气和气候信息的
应用，以及改进对天气气候灾害的预测和早期预警。有关的官员应提供必要的
支持，包括预算支持。WMO其它的重要工作包括：联合国-水下属的国际洪水计
划、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1.1.7
主席转达了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M. Fradkov 先生阁下的贺信，他代表
俄罗斯联邦政府向第15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全体与会人员表示祝贺。WMO是联合
国一个独特的专门机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机构之一，它为当今世界探索应对面
临的各项挑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显然，WMO在召集各个国家，以解决与淡水、洁净空气和气候有关
的全球问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俄罗斯联邦积极参与了创建和发展WMO及其
前身，即国际气象组织(IMO)。俄罗斯的代表两次(1879-1896年和2003-2007)当
选该组织主席。
1.1.8
部长，UZHYDROMET局长、WMO乌兹别克斯坦常任代表、Victor
Chub先生阁下宣读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理Sh. Mirzieev先生阁下的文电。WMO是
一个推进现代气象科技成就应用以造福全人类并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通过
WMO，乌兹别克斯坦正在与国际社会建立新的联系。乌兹别克斯坦对乌兹别克
斯坦和WMO之间开展的高层次合作，以及该组织对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整个中亚
地区的水文气象部门的发展所给与的关注表示感谢。
1.1.9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和大使，沙祖
康先生阁下宣读了中国副总理回良玉先生阁下的贺信。WMO在促进国际气象水
文界的合作，积极开展全球天气气候监测、研究、影响评估和气候变化的适应方
面至关重要。为实现可持续发展，WMO对气象水文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气
象水文工作在防灾减灾、开发和利用气候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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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气象、安全气象和资源气象”的理念。  
中国始终积极参与WMO各项计划与活动。WMO及其会员应继续实施
有关免费和无限制交换资料和产品的政策，以确保气象水文业务及研究活动的正
常开展。中国政府将继续参与并支持WMO各项计划和活动，并期待WMO在支持
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1.10
斯里兰卡名誉议员、灾害管理和人权部部长Mahinda Samarasinghe阁
下说，作为斯里兰卡主管气象的部长，他深知世界气象组织为在气象、水文和灾
害管理方面造福会员国所开展的大量工作。
WMO和其它国际机构在2004年12月海啸之后的响应规模值得称赞。
斯里兰卡气象局从世界气象组织获得了通信升级、人力资源培训和技术方面的援
助。目前正在斯里兰卡实施其它若干个提升能力的项目，如采购一部多普勒雷达
系统、更新高空观测系统和推进气象观测网络的自动化。
最近斯里兰卡制定了灾害管理法，这为在该国建立灾害风险管理系统
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案规定设立国家灾害管理理事会，这是一个由总统担任主
席的高层部际机构，其目的是指导斯里兰卡的灾害风险管理，灾害管理中心是国
家灾害管理理事会的牵头机构。正在制定一个为期10年的灾害风险管理路线图－
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斯里兰卡，并通过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方式来促进多个利益
攸关方的努力。
1.1.11
黑山旅游和环境保护部部长Predrag Nenezić先生阁下指出，其政府在
各级别全面致力于国际整合。尽管作为最年轻的国家和本组织的新会员，自从成
立之日起黑山一直支持WMO计划和目标，其水文气象局在执行WMO公约方面一
直与WMO进行合作。他敦促WMO支持黑山国家水文气象局的现代化进程，以便
它能够加入区域和全球系统，它还期望与WMO以及与六区协(欧洲)的国家加强
合作。
1.1.12   
沙特阿拉伯气象和环境部部长以及气象和环境局局长Turki bin Nasser
bin Abdelaziz 王子殿下表示，其国家在气象事业方面一直与国际团体保持合作。
沙特阿拉伯继续在区域层次上承担自己的职责，它已启动了通信、地面观测、卫
星和多普勒雷达系统的大规模升级并开始运行有限区域ETA 模式以便提高数值预
报能力。
为实现WMO和国际社会的目标，沙特政府决定与有关各方密切合
作。沙特气象和环境局建立了一个干旱和荒漠化监测中心。与WMO合作还启动
了第二阶段的播云项目，它还参加了AMDAR计划。此外，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培
训中心将升级为应用和理论气象专业中心，WMO培训计划和吉达的阿卜杜拉国
王大学将对这个中心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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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已开展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气象和环境意识运动以及一个名为“我
的环境”的气象和环境专业卫星频道。最后沙特阿拉伯正寻求代表二区协(亚洲)成
为执行理事会成员。希望所有的会员都支持其候选资格。
1.1.13
加纳名誉议员、通信部部长Mike Oquaye 先生阁下指出，召开第十五
次大会之年恰逢加纳独立五十周年。大会应该鼓励会员实施各项系统和服务，旨
在减轻贫困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负担—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作为发展中世界食物和
饮用水的主要提供者，需要在每个环节对妇女予以鼓励，以便她们承担起职责，
作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则需向她们提供耕种和收获时的天气信息。普通大众也要
求WMO 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有关天气和气候灾害早期预警信息，以便减轻
这些事件对社会的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机会不均，并缺乏资源。WMO 的努力是值得
称颂的，因为WMO 将决策者、研究人员以及行业人员组织在一起讨论降低温室
气体排放以及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加纳政府将继续支持WMO 的工作，为达
到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的、有用的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服务。
1.1.14
基里巴斯信息、通信、运输、旅游和气象部部长Natan Teewe 先生阁
下指出，他的国家正经历天气格局的变化。WMO在提供指导、培训和所需仪器
以加强基里巴斯能力建设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望大会将加强国际合作，与会人员将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共同致力
于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问题。
1.1.15
利比里亚运输部部长Jeremiah C. Sulunteh 阁下指出，该国正面临巨
大的战后挑战。利比里亚因为丧失了基础设施和培训人员方面的大量资源，国家
很难提供足够的气象和水文服务。为支持社会和经济事业，如加强农业和水资源
管理的活动，气象服务服务仍然是一个挑战。自然灾害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因
此，利比里亚总统任命了由副总统领导的总统灾害委员会 。Jeremiah C. Sulunteh
阁下感谢WMO、会员和欧盟为其国家在发展气象和水文方面提供支持。.  
1.1.16 波兰环境部部长Jan Szyszko 先生阁下强调其国家自加入WMO以来在本组
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政府为减轻特别自然现象产生的不良影响而开展的活动。
气象和水管理研究所尽最大努力改善和使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强自身能力，以便
有效地为波兰有关气象、水文和环境各领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WMO参与世界气候大会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意见。本组织应着重于
支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业务活动，从而为加强对危险现象的早期预警系统作贡
献。WMO秘书处应该提高对WMO会员的透明度，鉴于水方面的压力和匮乏，水
文和水资源计划应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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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气象和水文局在2000-2005年期间进行了升格，它愿意与WMO
会员共享其发展并愿意提供培训课程来帮助其他气象部门。邀请WMO 会员国
出席将于2008年12月8日在波兹南(波兰)召开的第14次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
(COP-14)。
1.1.17
汤加运输和气象部部长Paul Karalus 阁下指出，作为WMO 的会员，其
国家的重要任务是参与认识正经历重大变化的大气和气候格局的全球努力。他感
谢WMO 、澳大利亚政府、新西兰政府以及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协
助在最近建立了一个基本预报中心。然而，他的国家需要能力建设援助，特别是
多技能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汤加正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日益多变的恶劣气候产生的
影响。汤加对作为适应气候变化和变率一种途径的碳信贷贸易甚感兴趣。
1.1.18
赞比亚通讯和交通部长兼议员Sarah Sayifwanda女士向WMO表示感
谢，感谢自1964年赞比亚加入本组织以来WMO向她的国家所提供的帮助，尤其
是通过其技术合作计划。更有效的利用气候信息和服务将使很多对气候敏感的领
域，如农业、能源和水资源以及卫生，能够更好地应对自然气候变率，并适应气
候变化。
赞比亚政府已下定决心考核气象部门的业绩。赞比亚对WMO秘书处
正在进行的，旨在增强内部控制和监管，重建廉正并提高透明度和效率的改革表
示满意。应加强WMO非洲办事处，以适应日益增加的工作量。
1.1.19
南非环境事务和旅游部副部长Rejoice Mabudafhasi女士阁下强调，很
多现有的环境难题与天气、气候和水密切相关。自然灾害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由
水文气象现象引发的自然灾害。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通过由WMO支持的，会员
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和与其他区域中心之间的合作，来帮助脆弱的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改进预报工具，并建立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队伍。政府对最新的气象基
础设施的投入是可观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尤其是最不发
达国家，仍旧存在挑战，需要具体的解决措施。
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国际会议：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
益，于2007年3月19-2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该会议展示了气象在各个关键社
会经济领域中潜在的和已实现的效益，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其政府、投资机
构和各个关键行业所起到的重要咨询作用。
1.1.20
摩洛哥水事务大臣M. A. Zahoud 阁下概述了摩洛哥气象现代化的进
程，这引发了人们对气象在经济发展和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关注。因
而摩洛哥被视作欧洲和非洲之间在气象发展方面的媒介，与相关WMO职能司合
作，主办国际活动，在一些例如人工影响天气和数值天气预报领域为非洲国家提
供帮助，在区域和国际组织中承担义务。同时摩洛哥已成为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
心的准会员和欧洲-地中海合作伙伴。世界人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水、干旱、

总摘要



荒漠化、环境恶化以及有时会产生灾害性影响的气候和气象波动。所有的国家以
及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应共同努力，集中资源和技术，在摩洛哥毫无保留所支持
的WMO领导下，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所需的协作优势，以确保人类和地球的康
宁。
1.1.21
阿尔及利亚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常任代表I. Jazairy
先生阁下对第14次大会以来所完成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
划的设立无疑是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极大支持，但防灾需要更强的国际和区域
合作，尤其是关于在地中海设立类似于太平洋的早期海啸预警系统。在与其他国
际组织的合作中，WMO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公约的实施，特别是关于荒漠化、生
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密切相关，以便
正确理解气象和水文数据及产品，并有益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就其本身
而言，阿尔及利亚继续在其WMO区域培训中心为非洲气象学家提供培训和奖学
金，主办区域通讯枢纽，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区域辐射中心和区域仪器中心，所
有中心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造。
欢迎秘书长为改善内部监督管理所付出的努力，对WMO基本文件的
修订草案应反映出这些努力，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的关注点。
1.1.22 美国商务部负责海洋和大气的副部长兼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局
长Conrad C. Lautenbacher海军上将(美国海军，已退役) 阐述了自第14次大会以
来，向社会提供的地球观测结果。注意到WMO在业务、会员之间联动关系的建
立以及支持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方面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强大的天气
和气候观测及通讯基础设施，以及为增强协同工作能力、数据收集和信息交换所
进行的系统整合具有很高的价值。关于近期在区域方面的努力，例如印度洋海啸
预警系统、美国对GOES-10 卫星所进行的重新定位、非洲有关公共卫生的地球
观测能力、北美干旱监控以及扩展GEONETCast 覆盖范围，都已产生了真正的产
品。在全球范围内，观测和模式带来了气候科学的最高发展水平。通过有责任的
各国间的伙伴关系、国际组织(如WMO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辅助和协作、
以及私营部门和公众的参与，系统得以最佳运行并发挥出最佳可持续性。WMO
及其会员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成就，是由于它们持续关注基础观测系统和能力建
设。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可以支持全球通讯系统/WMO信息系统的升级，对
极端天气、山洪和气候变率模式的投入将具有普遍意义。气象界是综合观测系统
的总代表，它可以超越现有的网络获得跨经济领域和国界的成果。WMO会员应
向其部长们通报地球观测计划在保护生命财产和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成为地球观测组(GEO)成员的国家可以通过调用各个组织和计划提供的有价值的
数据组和信息产品充分受益。因此鼓励参与2007年11月在南非举办的GEOSS部长
级峰会。
1.1.23

布基纳法索交通部长Gilbert G. Noël Ouedraogo先生阁下指出，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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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别是非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减少贫困、加强民主进程、稳定体制和管理。
非洲具有极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但另一方
面，非洲大陆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和蝗灾，它们给布基纳
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尔和其他国家带来饥荒和荒凉。因此，非洲国家的决策
者们近年来在他们减少贫困的计划里高度重视气候变异和变化。在这方面，气象
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它为监控天气和气候的变化做出重大贡献，从而促进可持续
发展。在布基纳法索和WMO之间已建立起值得欢迎的伙伴关系，Saaga增雨计划
说明了这一点，该计划非常有助于粮食安全，并将扩展到整个次区域。然而，
WMO应当在三个主要领域加强科学技术合作：业务观测、资料处理和资料分发
网络的实施；改进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以及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建设。
1.1.24
尼日尔交通和民航部长Souleymane Kane先生阁下代表他的政府对
WMO的重要活动和秘书长及其员工的出色努力表示支持，尽管还存在诸多制约
因素，特别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和不足，需要创新和和低成
本的解决方案，包括某些国家的能力建设。正如2007年2月14-23日在瓦加杜古召
开的第一区域协会第十四次届会讨论的那样，在制定区域活动方面还需要开展合
作，这特别是因为灾害性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影响已危及到一些政府为确保粮食
安全所进行的努力，这些事件如干旱、热浪、蝗灾、沙尘暴、海啸和气旋。因
此，大会应当评估国家和区域对这些现象的早期预警能力，并就减轻其对经济、
社会、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提出建议，因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萨赫勒
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尼亚美主持着许多专门机构的尼日尔已开始实施一项尼
日尔总统的特别计划，内容涉及通过农田水利工程使土地退化得以恢复、生态再
生以及水资源管理的方法。大会应当为WMO计划的实施创造必要的最佳协同关
系，并为执行理事会提供必要的手段，努力把工作做好，使气象和水文服务于可
持续发展。
1.1.25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执行秘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助理总干事Patricio Bernal先生转达了海洋学界和UNESCO总干事对WMO的祝贺，
并指出过去四年里WMO与IOC间的合作已得到稳步提高。IOC与WMO官员最近
一次磋商会议对由WMO和UNESCO的IOC联合开展的各种活动进行了审议，如海
啸事件的后续行动、JCOMM、WCRP和海洋科学、GEO、GOS/GOOS/GCOS，并
且为国际极地年2007-2008和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准备。这些活动已取得
进展，将在IOC与WMO间继续开展密切的合作。
1.1.26
非洲及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局(ASECNA)局长Y. Mahamat先生简要
介绍了ASECNA、它的起源、目前的状况、任务，以及在气象、航空气象和气象
培训领域开展的活动。ASECNA同WMO、ICAO、EUMETSAT和欧洲联盟，以
及同其会员国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保持着良好关系。该机构计划实现气象服务
工作的现代化，2007年预期会有大量投资，以满足优先需求。这些计划涉及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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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领域：世界区域预报系统的实施、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实施、培训活动，以及
合作。其结果是，为航空提供的服务质量将得到改进，特别是通过加强气象观测
站、信息系统和能力建设，以及设在达喀尔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的能力建设使服
务质量得到提高。同样，在培训中心，特别是设在尼亚美的非洲气象与民航学校
将引进现代化的培训手段，并正考虑在WMO秘书处内设立一个联络处。
1.1.27   
大会沉痛地注意到WMO前秘书长和名誉秘书长G.O.P. Obasi教授逝
世，他在2003年12月31日卸任前连续20年担任秘书长。
1.1.28
一区协(非洲)主席M.L. Bah先生对业已去世的常任代表和与WMO有
关的知名人士表示哀悼，他们包括技术合作司前司长H.Diallo先生、WMO前秘书
长和名誉秘书长G.O.P.奥巴西教授，以及WMO前主席R.L. Kintanar 先生。他代表
非洲和整个世界对奥巴西教授的重大成就表示敬意，强调奥巴西教授对气象未来
的展望，他为组织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1992年6月3-14日，巴西里约热内
卢)做出的贡献，以及实施各种与环境有关的联合国公约是很好的证明。奥巴西教
授作为培养大气科学专家的许多优秀区域中心的奠基人，以及他为实现本组织目
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将留在今后几代气象人的记忆中。
1.1.29
二区协(亚洲)主席A.M. H. Isa先生向Obasi教授的家属表示同情和最深
切的哀悼。 Obasi 教授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气象事业中表现最为努力，在提高最
不发达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形象和知名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促进国际
合作和全球性地解决WMO范畴内的各类科学问题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  
1.1.30
三区协(南美洲)主席Viñas Garcia先生指出，Obasi教授的一生中有20
多年奉献给了对气象活动的推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作为三区协主席，
并代表区域的会员他向Obasi教授的家属、朋友和WMO会员表示哀悼。
1.1.31
四区协(北美﹑中美和加勒比)主席C. Fuller先生说，在国际舞台发生
动荡性变革的时期，Obasi 教授确保了本组织及其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保持在所
有气象和水文问题上的权威。作为一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十分重视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对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在奖学金和技术保障方面支持发展中国
家的事业，以确保它们气象部门的可持续性和未来发展。在他的任期内区域气象
培训中心的数量有所增加，它们的计划质量有所提高。在他的监督下，全球观测
计划和资料交换得到了加强，预报和警报系统得到显著提高。  
1.1.32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主席A. Ngari先生向Obasi夫人和她的家属表示哀
悼。由于Obasi教授生前尤其坚信学术追求，他的精神将继续活跃在他们的区域，
由此，发展中国家的气象水文事业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过去8年，五区协WMO
会员的增加见证了Obasi教授的这一远见。
1.1.33

六区协(欧洲)主席 D.K. Keuerleber-Burk先生向Obasi教授的家属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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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表示哀悼。Obasi教授担任本组织的领导人20多年。他使本组织为面对21世纪
做好准备，他预见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他建立新的计划并建起了新的大
楼，所有的会员都为此感到自豪。  
1.1.34
中国代表团的秦大河先生说，Obasi教授将毕生精力致力于推动气象
水文和地球物理领域的国际合作。自1984年到2003年，他作为WMO秘书长领导
了国际努力解决诸多的环境问题。他还是一系列有关联合国环境公约和计划的
伟大推动者，包括UNFCCC， UNCCD，IPCC和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在这方
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得到缩小。他还就R.L. Kintanar先生的逝世向他
的家属表示哀悼。这位WMO前主席为WMO和气象界做出的奉献赢得了高度的尊
敬。  
1.1.35
克罗地亚代表团的I.Cacic 先生代表东南欧气象局长非正式会议就
G.O.P. Obasi 教授的逝世表示深深的惋惜，并对他20年成果累累的秘书长生涯表示
感谢。在他的参与下，2001年组织了 第一次东南欧气象局长非正式会议，并演变
成定期召开的会议。以后在WMO、世界银行和ISDR的旗帜下参加了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的现状和需求研究。在建立东南欧次区域干旱管理中心中也可看到Obasi教
授的影响。 Obasi教授在争取世界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和保护臭氧层方面始终站在最
前列，在制定有关UN公约的谈判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36
阿曼代表团的A.R. Al-Harami先生向Obasi教授家属表示哀悼，Obasi教
授在20年中为WMO的发展奉献了全部的精力，他建议以他的名字命名WMO大楼
内的一个会议厅。
1.1.37
大会注意到已故G.O.P. Obasi教授的卓越工作，以及他在支持本组织
的活动和他为推进气象学和业务水文学而发起的各种举措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研究悼念G.O.P. Obasi教授的方式方法。

1.2

建立证书委员会(议题1.2)

1.2.1
根据总则第22和23条的规定，主席建议建立证书委员会，建议与上次
大会一样，所有区协都有代表参加。批准了由以下会员的首席代表组成的该委员
会：
                第一区域协会 - 喀麦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纳米比
亚
第二区域协会 - 蒙古、沙特阿拉伯和斯里兰卡
第三区域协会 - 厄瓜多尔
第四区域协会 - 巴巴多斯和牙买加
第五区域协会 - 汤加
第六区域协会 - 意大利、约旦、波兰和西班牙
                

F. Uirab先生(纳米比亚)当选为证书委员会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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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批准议程(议题 1.3)
大会批准了Cg-15/文件1.3,修正件1列出的建议的解释性议程。

1.4        

建立委员会(议题 1.4)

建立了以下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1.4.1
成：

根据总则第24和25条的规定，该委员会由以下12个会员的首席代表组
第一区域协会
第二区域协会
第三区域协会
第四区域协会
第五区域协会
第六区域协会

                

-

几内亚(一区协主席)、布基纳法索和赞比亚
巴林(二区协主席)和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三区协主席)
伯利兹(四区协主席)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和阿鲁巴
库克群岛(五区协主席)
瑞士(六区协主席)、比利时和匈牙利

A. Majeed H. Isa 先生(巴林)当选为提名委员会主席。

工作委员会
1.4.2

建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以审议各项议题，具体如下：

(a)

A工作委员会

                     联合主席                Ali Mohammad Noori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M.M. Rosengaus Moshinsky(墨西哥)。
                     该委员会就下列议题向大会报告：
3.1、3.2、 3.3、 3.4、 3.9、 6、 7.1、 7.2、 7.3、 7.5、 9.1和9.3
(b)

B工作委员会

                

联合主席              Sutherland(英属加勒比海地区)和

                                                    C.Y. Lam(中国香港)
                     该委员会就下列议题向大会报告：
                2.1、 2.2、 2.4、 3.5、 3.6、 3.7、 3.8、 3.10、 4、 5、 7.4、 8、                      
9.2、10、 11.1、 11.2 和11.3。
1.4.3

为了深入讨论和对特殊议题进行详细审议，建立了以下向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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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分委员会：

-

1.5

修改公约，主席为A. Eliassen(挪威)；
修改总则、技术和财务条例，主席为J.R. Mukabana(肯尼亚)；
水文和水资源，主席为I. Obrusnik(捷克共和国)；
战略和工作计划，主席为D. Grimes(加拿大) ；
预算和比额会费，主席为W. Kusch(德国)；
财务事宜，主席为J. Lumsden(新西兰)。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议题 1.5)

证书委员会提交了五份关于会员、非会员及国际组织代表证书的报
告。大会批准了那些报告。

1.6             会议纪录 (议题1.6)
1.6.1
大会决定，除对特殊议题另有决定外，大会届会的全会将不做会议记
录。但应继续制作全会的录音，并应保留作为记录。
1.6.2
大会决定对以下议题做会议记录：2.1、2.2、12.1、12.2、12.3和15。
会议期间批准了第二、三、四、八和九次全会的记录，第十和十九次全会的纪录
将通过通讯批准。
1.6.3
大会还决定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止总则109条，并一致同意在全会讨论
前8小时分发文件。

2.

报告 (议题2)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议题 2.1)
2.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主席的报告，包括对本组织、其组织机构和秘书处
自第14次大会结束以来活动的总结。  
2.1.2
主席强调WMO在大会休会期间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并对为本组织的
成就和成功作出贡献的人员表示赞赏。最近随着黑山成为WMO的最新会员，本
组织的会员已增加到188个。除了Rabiolo先生不再担任WMO阿根廷常任代表，
使第三副主席职位空缺以外，第14次大会选出的官员继续承担着各自的工作。同
样，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秘书
处发现的欺诈案给本组织第14次大会以来的工作蒙上了阴影。已采取措施最大程
度地缩小由它造成的破坏，并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案件已转交瑞士当局。
2.1.3
在今后4年本组织将不可避免地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它包括有必要制
定战略计划以便对本组织的活动作出更有效的响应；努力争取认可WMO作为灾
害性气象和水文现象统计资料主要提供源的作用；需要制定自然灾害对经济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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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风险指数；需要拓展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进一步制定气象水文
安全理念；评估气象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为2007-2008国际极地年做出贡
献；积极参加筹备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促进教育和培
训新技术的应用；解决防灾减灾的重大问题；建立适用的WMO国际合作协调机
制； 以及整合融资以实现WMO的战略目标。
2.1.4
大会审议了主席报告总结的各类影响本组织目前运行和未来发展的问
题，并对在此方面及其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供第15次大会审议表示满意。大会进
一步满意地注意到自理事会2003年5月的第55次届会以来主席代表理事会所采取的
各项行动。
2.1.5

2.2
2.2.1

主席报告中要求大会采取特别行动的问题在相关议题下讨论。

         秘书长的报告 (议题 2.2)
大会注意到提交大会各项议题的文件涵盖了各类问题。  

2.2.2
秘书长注意到一些部长和高层官员出席了开幕式，并欢迎WMO的最
新会员黑山参加大会。他忆及在他任命为秘书长后的几个月中，他集中精力准备
承担他未来的职责。但是在第十四次大会后不久发现了一个涉及滥用WMO奖学
金资金的重大欺诈案，由此启动了内部调查。虽然在UN系统此类先例甚少，但仍
决定将此案件提交备受尊崇的瑞士司法当局，该当局已从被盗用的350万美元中追
回30万美元。自2004年1月任职以来，秘书长通过一项结合内外专家(包括WMO
外部审计员、联合国审计员和联合检查组)意见的行动计划，赋予整体改革工作为
最高优先和最紧迫事项，同时定期向执行理事会、常任代表和会员在日内瓦的代
表团通报情况。他强调由执行理事会第56次届会(2004年6月)设立的审计委员会至
关重要，并通报审计委员会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将提供关于其最近与负责调查
的法官的会谈情况，尤其是法官的报告与秘书长提供的信息一致。秘书长在收到
要求后，立即停止了该WMO人员的豁免权。秘书长指出，自2004年以来，外部
审计员已经就WMO的帐目发表3项连续的无保留意见。秘书长审议了在奖学金和
财务控制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聘用秘书处人员的措施，这些工作人员都已经
过有关发现欺诈的严格培训和新WMO道德准则培训。他指出从财期开始时动荡
的状况，到目前WMO变得更加强大并且更加透明中吸取了重大的教训。最后秘
书长表达了他对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的感谢，感谢他们的贡献以及为重建本组织
所付出的集体努力。
2.2.3
大会注意到为秘书处改革所采取的措施，以增加对会员的支持，增
强WMO包括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贡献以及知名度，并促进与相关的业
务、科学、学术、能力建设和政策制定机构与组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
双赢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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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主席和秘书长在防范欺诈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例
如建立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监察办公室和奖学金委员会以进一步提高内
部控制和监管，恢复廉正，增强透明度，提高效率，并随时向会员通报此事的进
展。在这方面大会提请主席和秘书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和行动增强透明度，并增
强会员的参与度。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2.3)

大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它赞赏地注意到本报告附录I所
载的该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大会在各相关议题下作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2.4       

技术规则修正案汇总报告 (议题 2.4)

2.4.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执行理事会根据各自的职
责不断审议各项技术规则。
2.4.2
大会注意到，根据第十四次大会的授权，执行理事会批准了对技术规
则所作的相当数量的修订，包括根据基本系统委员会的提议对技术规则第一卷附
录2、3、4和5 (WMO-No. 49) 的修订，根据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
会的提议对附录6的修订，以及根据水文学委员会 的提议对第三卷的修订。
2.4.3
大会确认了公约第14(c)和总则9(5) 规定的有效性，当新的或修订的规
则须在下次大会前付诸实施时，它们使执行理事会和主席能迅速采取行动。大会
重申授权执行理事会批准对技术规则的修订。该决定见决议1(Cg-15)–世界气象组
织技术规则。

3          

科学和技术计划 (议题3)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议题3.1)

3.1.0

WWW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CBS主席的报告 (议题 3.1.0)

3.1.0.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主席关于该委员会自第十四
次大会以来各项活动的报告，欢迎CBS对世界天气监视网(WWW)各基本系统的
实施和利用所做的贡献，该系统由地基和空基观测、通信、资料加工和预报系
统、以及资料管理技术组成，旨在提供更好的灾害性天气预警和预报、环境监测
和预测产品，其中包括长期预报和气候预测，尤其是用于帮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减轻和应对自然灾害。大会还对CBS为公共天气服务计划(见议题3.4.1)的发展所
作的贡献表示欢迎。同时，大会对CBS在交叉性计划和活动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和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欣喜，其中包括防灾减灾、WMO信息系统(WIS)和质量管
理框架。大会满意地注意到CBS加强了与CAS在WWRP方面(尤其是THORPEX和
PWS事务)的协作，与CCl在季节 - 年际气候预测以及资料管理和全球气候观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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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事务的协作，与CIMO在自动气象站和无线电探空仪系统的协作，与CAeM在航
空电码和AMDAR方面的协作，以及与JCOMM有关海洋实地观测系统，包括VOS
和资料管理及WIS的开发。大会注意到CBS主席在代表委员会出席其它技术委员
会和区域协会届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执行理事会资料与产品国际交换咨询
组会以及卫星事务高层政策协商会上所发挥的作用。
3.1.0.2
大会注意到CBS于2005年2月23日至3月3日在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召开
了第十三次届会，于2006年11月9-16日在大韩民国首尔召开了特别届会。第十三
次届会之前召开了公共天气服务技术大会(2005年2月21-22日)，其重点是为改进
服务、减灾防灾和PWS的社会经济效益开展创新和采用新技术。特别届会之前召
开了WMO信息系统技术大会(2006年11月6-8日)，会上介绍了技术解决方案和模
型，并提出了关于WIS计划、目标以及改善对WMO所有计划服务的建议。大会认
可在CBS届会召开前继续组织技术大会这种做法的价值。
3.1.0.3
大会满意地回顾到，CBS开放计划领域组的下属专家组目前有160多
名专家，这些小组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自2004年以来就该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
事宜或者与WWW相关的事宜召开了50多次小组会、研讨会和专题会。大会赞
赏CBS管理组在协调CBS总体活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向若
干专家组赋予了发挥跨计划的协调作用，旨在确保在解决交叉性要求的时候与
WMO其它计划展开协调与协作。大会注意到在相关议题下，尤其在3.1.1至3.1.4
和3.4.1下详细审议了CBS的活动和成果。
3.1.0.4       大会赞赏地认识到CBS大力推动与区域协会的配合。配合的方式包括支
持六个WWW区域工作组组长参加委员会的届会，相关的区域协调人或者报告员
参与CBS专家组，以及由CBS牵头专家推动的各地区内一系列专家会和研讨会。
这在过去几年中改进了各区域WWW的实施工作，确保更好掌握针对各地区情况
开展CBS的工作。大会还鼓励其它技术委员会和计划的代表更多参加CBS届会，
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各计划间的协调和配合。对此大会强调区域WWW规划和实施
工作组(WG-PIW)在开发和协调WWW 和相关系统的区域实施方面的重要作用，
包括旨在加强基本系统的战略计划，向表驱动码格式转换的实施计划，WIS开发
和实施的计划以及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等。大会强调应在可用资金限度内为区域
WG-PIW活动划拨足够的预算资金，以便有效地开展重要活动，实现预期目标。
3.1.0.5
大会还鼓励其他技术委员会和计划更多地派代表参加CBS的的届会，
此举将推动跨计划的协调和合作。它注意到二区协在建立区域气候中心方面取得
的进展。二区协建议东京气候中心和北京气候中心都作为区域气候中心网的组成
部分。大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气候学委员会合作促进区域气候中心的建立。
3.1.0.6
大会注意到在建立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见议题7.4)方面开展了大量的
活动。它敦促CBS各开放计划领域组和秘书处各自的工作与这一举措密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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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最大的效益和效率。
3.1.0.7
大会认识到WWW继续充当WMO所有计划以及其它专门机构众多的
国际计划的 “核心” 业务设施。大会重申，WWW仍将是WMO的支柱计划，它不
仅要通过会员间的协调工作完成其目标，还要为交叉性活动做出积极贡献，尤其
是WMO信息系统和综合观测系统理念的技术开发。GDPFS继续作为重要的资料
综合组成部分以支持日益增多的气象应用，包括紧急响应，早期预警系统和加强
社会经济效益。大会还认为，需要通过加强公众对WMO的WWW这个独一无二的
计划的认识来加强WWW的知名度，该计划致力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它确认，WWW特有的组成部分应该为GEOSS做出即使不属核心的，但也应
该是显著的贡献，而这种协作关系相应会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改进WWW。大会
还强调需要寻求更多资金，加强WWW的各组成部份，尤其是涉及发展中国家的
内容。
3.1.0.8
大会注意到WWW计划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实质内容，以及WMO战略
计划已体现相关的CBS活动。它还确认WWW要继续为气象和业务水文服务的业
务以及大部分的WMO计划在利用科技成果方面提供一个有效机制。大会强调需
要确保WWW计划的预算能够体现该计划最优先的重点，而且足以保障该计划重
要活动的开展，以便完成本组织的核心活动。大会通过了决议2(Cg-15)–世界天气
监视网计划2008–2011。
3.1.1

全球观测系统 (议题 3.1.1)

3.1.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会员协调一致的努力，全球观测系统(GOS)
继续提供独有和可持续的观测资料和有关地球及其大气状态的信息，以满足各种
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大会强调指出，随着卫星资料和服务的不断扩展，尤其是
通过R&D卫星，在获取GOS其他组成部分制作的资料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改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洋资料和AMDAR资料。大会尤其注意到NOAA将GOES-10
移至西经60度，以扩大对南北美洲的覆盖率，EUMETSAT决定继续通过该区域
EUMETSETCast分发Meteosat-8的图像，以及西班牙对用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获取接收设备的WMO信托基金的捐助。通过显著地改进卫星对强风
暴、洪水、干旱、山体滑坡和野火等自然灾害的探测，这些举措将有助于保护北
美、中美和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大会还欢迎EUMETSAT作出
的决定，即把Meteosat-7卫星重新定位，以便在2008年之前继续承担覆盖印度洋资
料的使命。另外，它还提供了对支持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的浮标的DCP服务，这
是气象卫星协调小组于2006年11月2-7日在中国上海再开的第34次届会同意的。
3.1.1.2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CBS在观测领域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GOS的不断发展、卫星系统事宜的协调与咨询、卫星应用和产品、AWS
资料的要求和表示格式、OSE和OSSE的科学评价、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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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AMDAR融入WWW业务、GOS规则的修订和更新等。由于会员和秘书处于
2004-2007年单独及共同开展的活动，全球在主干通信网上获取的报告数量日趋稳
定，其中包括如下资料：
•

地面资料: 来报率为79% (在此期间有2%的波动);

•

高空资料: 来报率为71% (与2003年的63%相比呈上升趋势);

•

      BUOY报告的数量由11000份增至34000份;

•

      AIREP报告的数量在3400到5200份之间波动;

•

      AMDAR 报告的数量由15000份增加至42000份。

大会关切地注意到参加自愿观测船(VOS)计划的船舶数量在减少，它
重申作为GOS一部分的VOS以及作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海运业联系纽带的港口
气象官的重要性。它因此敦促CBS继续与JCOMM和海运业一起扭转这一趋势，并
加强在全球电信系统上海洋气象资料的全球覆盖。在这方面，大会注意到WMOIMO磋商会议(2007年2月12—13日，日内瓦)的报告，以及船东对从外部网站实时
获取船舶天气报告所引发的船舶安全问题的关注。大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59
次届会将讨论这个问题。大会认识到有必要继续与国际民航组织和航空业密切合
作，以确保不断扩充基本的AMDAR计划。认识到目前监测统计的局限性，大会
要求CBS考虑评估GOS效率的新方法。
3.1.1.3
大会赞赏并支持CBS最近根据未来的综合GOS业务与发展提出的建
议，旨在显著减少地面和高空资料覆盖率的不足。大会再次确认GOS应通过会员
的协调努力，继续其基本的使命，即提供及时、可靠和一致的气象资料以满足国
家、区域和全球的需要。鉴于GOS的业务日趋重要，大会通过了决议3 (Cg-15) –
全球观测系统。
3.1.2

WWW信息系统和服务，包括全球电信系统和资料管理 (议题3.1.2)

全球电信系统
3.1.2.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全球电信系统(GTS)的实施取得了重大进展。改
进型主干通信网项目接近完成，并促进了高效、可靠的数据通信网络服务的逐步
且快速的实施，这是一种围绕GTS核心服务的网络服务。大会对有关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卓有成效的合作努力深表赞赏，通过这种合作努力促进了GTS的全面升级
以及为WIS打下了有用的基础。所有区域气象通信网络的GTS链接均得到了重大
改进，虽然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某些区域仍存在严重问题。围绕WWW中心 GTS/
GDPS功能的计算机系统的实施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手段是向若干发展中国家引
入了具有成本效益的PC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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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大会感到高兴的是CBS在继续编写和更新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推荐
规范和指南，帮助会员和区域协会尽早从新机遇中受益，并实现一个更具成本效
益的GTS。大会强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就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服务提供并
分享信息、经验和咨询具有重要意义，并要求在未来进一步加强此类活动。大会
鼓励会员和区域协会在CBS的技术支持下，为实现对GTS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升级
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同时要特别注意那些GTS比较弱、有缺陷的具体地区，特
别是发展中区域和条件较差的地区。在这方面，大会呼吁果断开展合作，支持发
展中国家实现NMC和RTH系统的国家资料收集的现代化，以便克服国家和区域在
资料收集方面长期存在的缺点，特别是在一区协的部分地区，应给与那些尚未与
GTS相连的NMC最高的优先级。
3.1.2.3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区域的RMTN正在通过不断实施先进的资料传
输网络服务而加以改进，结果证明既经济有效，又安全可靠，服务质量有保障，
而且连接和升级均容易。大会注意到新型并有想象力的管理和财务安排及伙伴关
系可满足分享并充分利用这类新型资料传输网络服务，大会要求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根据各自国家的政策尽可能灵活应对。
3.1.2.4
大会强调使用有关国际行业标准和技术十分重要，这样可以提供更好
的机会，从而大大提高信息系统和服务的能力、多功能性和成本效益。使用国际
标准还有助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合作援助。大会还赞赏地注意到由CBS编
写的因特网使用程序和实施方案指南将会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业
务和安全的风险。大会赞赏地注意到CBS开展的工作，并要求继续对有关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推荐规范和指南进行审议、更新，并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3.1.2.5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卫星多点电信系统得到广泛实施和重大技术升级，
这些系统是GTS的综合性组成部分，用于大量信息的分发，用以补充专用连接。
每个WMO区域均被至少一个卫星资料分发系统完全覆盖，有些系统已在国家或
次区域层面上加以实施。使用数字视频广播或数字音频广播技术的卫星系统可以
十分经济有效的方式分发大量的资料，这些系统已在一个区域得到实施或已有明
确的规划。大会对所有这些承办会员和机构表示感谢，它们所运行的这些卫星气
象资料分发系统有益于所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3.1.2.6
大会高兴的是CBS继续进一步加强操作程序，以便有效地交换资料、
产品和有关的元数据，包括高度优先的信息，诸如预警。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已做
出了业务安排，以便有效支持海啸预警系统，迅速分发预警，收集和交换海平
面、深海海啸探测和地震等资料。大会要求CBS进一步审议在GTS上进行电报和
文档交换及路由机制问题，期间需考虑到WIS，以及考虑到要提高重点资料和产
品的交换，以支持在WIS-GTS内建设一个实质上包括各类灾害的网络。

WMO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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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
大会回顾了第十四次大会作出的决定，建设一个总体的WMO信息系
统(WIS)，用于收集和分享信息，面向所有WMO计划和相关国际计划。大会认为
在展示WIS的技术解决方案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开展了试点和项目，推出了
系统原型，但是也注意到许多工作仍有待完成，之后才能实现WIS的业务版本。
大会强调需要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来开发WIS以及在业务中引进WIS，以补充
一些会员做出的巨大努力并作为对这些努力的后续。对此，大会对设立WIS信托
基金表示满意，此举有利于会员和机构的财务捐赠，促进WIS的关键部分的技术
开发和实施。
3.1.2.8

大会同意WIS应提供以下三种基本类型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a)

日常采集和分发服务，针对时间性和业务性要求很高的资料和产品：     
这项服务是基于实时 “推” 机制，包括多路播放和广播；其实施基本
上是通过专用通信手段，这样可保证服务质量；

(b)

资料发现、调用和检索服务：这项服务是基于申请/答复 “拉” 机制，     
具备有关资料管理功能；其实施基本上是通过因特网；

(c)

资料和产品的及时交付服务：这项服务是基于延时状态 “推” 机制；
其实施是通过专用通信手段的组合和公共资料通信网络,特别是因特
网。

大会认识到WIS全部三个有关服务部分的重要性。大会认识到，常规
的采集、分发和及时的提供服务不仅是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基本业务的支持，而
且对WIS的体系结构也很关键，所以对其进行改进应属于最高的优先。
3.1.2.9
大会强调WIS的实施应以WMO现有的信息系统为基础，应是一个平
稳、不断发展的过程。大会同意WIS的实施计划分两部分，应并行推进：
(a)

A部分：继续整合和进一步改进GTS，面向时间性和业务性要求高         
的资料，包括对其扩展，以满足世界天气监视网以及WMO各计划的       
业务需求(包括改进服务管理)；

(b)

B 部分：扩展信息服务，方法是给授权用户以灵活的资料发现、调       
用和检索服务，还有灵活的及时交付服务。

大会强调在实施WIS实施计划的A部分时，对克服目前GTS实施方面
长期存在的问题应给与最高的优先。
3.1.2.10      大会还注意到WMO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是WIS的一个组成部分,作
为一个系统，WIS是空间观测资料和产品的交换方案，是面向WMO各个计划的
(还可参见议题3.10)。
3.1.2.11
大会强调所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包括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支持和参
与WIS的开发是一个关键因素，可确保对该系统的成功实施和共同拥有。WIS的

20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有助于经济有效地调用和接收WMO各项计划为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制作的资料和产品。大会强调需要一个协调的行
动计划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使其能够参与WIS，并强调让发展中国家的专
家参与WIS的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与
WIS的实际能力、机遇和局限性。大会强调继续提高WIS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潜在用户群体的服务意识十分重要，包括借助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参与的示范项目。
3.1.2.12
大会确认CBS在进一步开发WIS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并满意地注
意到已经设立了几个CBS信息系统和服务专家组，以直接为WIS的开发作贡献。
大会重申WIS是为所有WMO的计划服务的，并确认跨委员会WMO信息系统协调
组(ICG-WIS)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协调机制贯穿WMO的各个计划和技术委员
会，并贯穿全球和区域。大会强调WMO所有计划和各区域需要进一步开展重大
工作，并且应以共同努力的形式，确保WIS得以成功开发和实施。大会一致认为
应通过每个计划的贡献来支持WIS的活动，贡献数量应与各自预算资金数量相匹
配。大会认识到WWW规划和实施区域工作组在开发和规划区域WIS方面应发挥
领导作用。  
3.1.2.13
鉴于WIS是所有WMO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会强调需要编
写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推荐性作做法和程序，如WMO信息系统手册以及实
施计划和指导材料，以便推动会员国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实施。大会责成
CBS与ICG-WIS合作，以初步的组织、功能和业务设计验证报告为基础分阶段编
写规范性文件。大会赞赏地注意到CBS根据ICG-WIS的建议，就全球信息系统中
心(GISC)和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DCPC)的指定程序达成了一致，这些程序与那
些已成功用于WWW计划框架下供RSMC使用的程序相类似。大会原则批准了这
些程序，并鼓励会员坚持这些程序，直到将其最终纳入有关WIS的规范性文件。
大会注意到DCPC的指定主要是基于中心的功能和业务能力，且还将考虑地理分
布和有关的责任区，所以还应与有关区域协会进行协调。
3.1.2.14

大会注意到并支持下列主要的WIS开发和实施的活动及时限，并
要求所有会员和秘书长明确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资金：
(a)

合并有关WIS开发、管理和实施的各项计划：2007-2008；

(b)

编写WIS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材料：2007-2008；

(c)

实施第一个业务GISC：2008；

(d)

实施其它业务GISC：2009–2011；

(e)

实施DCPC，即WIS在各项WMO计划中心的界面：2008-2011。

3.1.2.15

大会强调WIS作为基本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服务系统，应在GEOSS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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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核心作用，反映WMO在天气、水和气候资料和产品方面的基础性贡献。
就此，大会要求GEO将WIS 视作是WMO对GEOSS的核心贡献。
WWW资料管理
3.1.2.16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许多WWW中心正在参与对WWW业务的年度全球
监测工作。MTN特别监测工作正在按季度提供补充结果，以便能够进行更为详细
的分析。大会感到高兴的是CBS在继续改进监测程序并正在实施综合监测计划；
大会同意应继续努力进行各类(包括二进制格式)资料和产品的监测。大会对德国
免费向WMO会员提供综合的基于PC的监测软件表示感谢。
3.1.2.17
大会感到高兴的是CBS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协调开发了ISO元数据标准
的WMO核心元数据标准1.0版并就此达成一致，这样便可明确无误地区分WMO所
有计划所交换的资料。大会注意到确保在WMO计划之间和与WMO以外各界信息
系统的互可操作性十分重要，因而要求所有WMO计划应与CBS携手努力，进一步
开发WMO元数据，同时利用好国际标准，特别是19100 ISO系列地理信息标准，
以便界定、描述、交换和管理WIS中的信息。大会欢迎与ISO的互动，扩展当前的
元数据标准，以满足WMO计划的需求，例如时间信息。大会强调需要协助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实施元数据的生成和交换，并要求CBS制定推荐规范、操作程序和
指南，包括培训。大会还注意到为实现空间信息的表示和交换的标准化而采取的
举措，它将气象资料(如欧盟的INSPIRE)嵌入。大会强调，要确保这些举措符合
WMO计划的各项要求和有关的WMO系统和标准。
3.1.2.18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WMO在继续制订编码和编码表，特别是表驱动电
码格式FM 92 GRIB 第 2版，FM 94 BUFR和FM 95 CREX，以满足新的和不断变
化的需求，诸如针对海啸预警系统的海平面资料交换，以及航空气象方面新的需
求。
3.1.2.19
大会注意到始于2005年11月2日的向TDCF的过渡实施缓慢。大会支持
CBS采取的行动，旨在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对这一过渡所产生的效益的意识。
大会敦促所有WMO会员和区域协会在CBS的指导下，尽快制订并实施过渡计划，
满足快速发展的科技需求，包括新型观测系统的能力。大会强调需要对发展中国
家在实施过渡方面提供协助，给予指导，提供编码-解码软件，开展培训和开展试
点项目。大会对ECMWF和部分WMO会员为WMO会员免费提供编码/解码软件表
示感谢，包括某些远程协助。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已开展的培训活动，并认为区域
气象培训中心应参与这一工作。
3.1.2.20

大会注意到WMO用户提出的关于使用现代行业标准表示资料的
要求，如XML。大会支持CBS的行动，与WMO其它技术委员会协调，评估
不同的资料表示系统，例如BUFR、CREX、XML、NetCDF和HDF的利弊和
影响，其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进行实时国际业务交换方面的使用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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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以外用户传输信息方面的使用情况。航空气象界出现
的新需求则由CBS、CAeM和ICAO通过合作予以研处。
气象活动的无线电频率
3.1.2.2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当前无线电频率的分配情况以及ITU无线电条例有
关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对无线电通讯具体需求(气象辅助设备、气象卫星、地球探
测-卫星- 包括被动遥感 – 和天气和风廓线雷达的无线电定位)的规定条款。大会注
意到于2003年6月9日-7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03(WRC-03)
在这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大会对WMO(包括CBS、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气象卫
星机构和WMO秘书处)的积极准备和参与表示赞赏，还对ITU及其会员机构表示
感谢，它们十分重视气象和有关环境活动方面的无线电频率分配，以满足生命和
财产安全保障、防灾减灾、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需求。大会还对ITU/
WMO联合出版气象无线电频谱使用手册以及举办WMO气象无线电频率研讨会
(2006年3月20-21日，日内瓦)表示满意。
3.1.2.22
尽管如此，大会强调分配给气象和有关环境系统的整个无线电频率波
段所受到的威胁仍然存在，因为新兴商用无线电通信系统正在日益发展和扩张。
大会注意到WRC-07会议日程包括了若干项对气象十分重要的议题，分别涉及气
象卫星、气象雷达、和空载被动式遥感。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已向有关的ITU筹备
组提交WMO有关 WRC-07的立场文件，并同时分发给WMO会员和有关国际组
织，以便各国有效地制定对WMO相关问题有利的WRC-07立场。大会重申适用的
无线电频率波段对下述各类观测十分重要：地基气象观测系统，特别包括无线电
探空仪、天气雷达、风廓线雷达，以及气象和研发卫星，包括遥感、资料收集和
资料分发链接。最为重要的是确保对分配给空载被动式传感的特殊波段的绝对保
护，这是对大气和地球表面进行测量的唯一自然资源，对于天气、水和气候业务
(预报、预警)和科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1.2.23
大会强烈要求会员积极参与无线电频率活动，特别是参与需国内电信
主管部门，区域无线电通信组织(欧洲邮电部门大会，亚太地区的亚太电信会议，
美洲的美洲国家间电信委员会，非洲的非洲电信联盟，和中东的阿拉伯联盟)和
ITU的有关WRC的活动，大会敦促会员派气象部门的专家参与ITU-R的工作，尤
其是关于科学服务的ITU-R 7研究组和大会筹备工作。大会要求CBS继续审议无线
电频率方面的法规和技术事宜，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制定指南和信息材料，并要
求秘书长确保秘书处的积极作用，继续将此事作为高度优先的问题，协调并支持
有关无线电频率方面的活动。大会重申无线电频率问题对气象和有关环境业务和
科研十分重要，并通过了决议4(Cg-15)–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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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包括紧急响应活动 (议题 3.1.3)

3.1.3

3.1.3.1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是WWW系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
分，它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开展实时和非实时系统运行及服务，制作各种气象分
析和预报。由各业务气象中心组成的网络是全球气象和环境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
一部分。
3.1.3.2
为了使数值天气预报(NWP)系统的发展以及用于追踪和预报灾害的
综合实时观测资料产生更大的效益，大会要求CBS更加重视NWP系统的应用，特
别是甚短时预报(12小时以内)的应用。大会进一步强调会员应当继续对资料加工
加以投入并将NWP产品应用作为天气预报必不可少的工具，直接为WMO防灾减
灾计划服务。
3.1.3.3   
大会注意到Roshydromet(俄罗斯联邦)开发了一系列有关制作和提供
短期天气预报的标准。大会要求CBS考虑这些标准，并视情制定关于短期预报的
指南。

强天气预报
3.1.3.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强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从概念阶段到第一
个SWFDP的区域子项目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和进展，该项目于2006年在非洲东南部
实施，重点是强降雨和大风预报，参加的单位有3个全球制作中心(ECMWF、英
国气象局和NCEP(美国)、3个区域中心(RSMC比勒陀利亚、RSMC La Reunion和
ACMAD)和5个国家中心(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和津巴布韦)。
3.1.3.5

参与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认可并感谢来自全球和区域中心的支持。

3.1.3.6
大会注意到准确及时的强天气预警对于各会员的重要性，如果
SWFDP在非洲东南部取得成功，大会决定这一概念应当在一区协和WMO其它区
域推广实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对此，大会要求CBS考虑在非洲和南太平洋
岛国实施类似项目的可能性。
3.1.3.7    
大会同意必须根据对项目实施现状的定期审议以及用户的实际受益对
目前的SWFDP进行评价。对此，大会敦促参与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定期及时提供
反馈，这样，展示阶段(2007年11月) 一旦结束即可开展全面的评价，以确定展示
阶段的那些方面需作为该区域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业务强天气预报计划的一部分予
以继续以及如何继续。
3.1.3.8   
大会通过参与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获悉，SWFCDP在警报的准确性和
时效上十分有益于天气预报和天气警报计划，以及通过更多和更有效地利用全球
和区域GEDPFS中心现有的产品十分有益于这些国家。此外，该项目也推动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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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预报员的培训。会议对该项目普遍表示支持，尤其对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和LDC国家，共同努力实现WMO的目标表示认可。
3.1.3.9   
大会还注意到，通过更好地认识和使用NWP和EPS产品，该项目十
分具体地促进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建设，该项目也为改进与灾害管理和民
事部门的互动提供了机会，由此，也为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知名度作出了贡
献。此外，它还认识到GDPFS为加强WMO对观测和通讯系统投入的回报发挥了
作用。
3.1.3.10
大会获悉EUMETNET的“Meteoalarm”服务，它们将许多欧洲国家当前
的天气警报整合成Web信息，放在http://www.meteoalarm.eu上。它强调，通过更有
效地利用所有的支持性资料和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使警报得到了改进，同时警
报信息的国际交换尤其是邻近国家的交换提高了人们的安全性。

发展中国家的数值天气预报战略
3.1.3.11
大会认为这样一个NWP战略的总体前景应是：“通过加强NWP产品的
利用并通过提供及时、权威的预报和早期预警，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能够开展并维持可靠而有效的日常预报，从而为减轻自然灾害风险做出应有的贡
献。”
3.1.3.12
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大会强调评估作为一个端-到-端过程的
预报制作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以确保能够着手解决所有影响预期结果的缺陷并进
行补救。例如，此举可包括确保有足够的通信条件支持关键观测资料和预报信息
的及时传输，确保有足够的本地资料加工和显示能力，以支持预报和预警过程。
此外，需开展培训加强发展中国家和LDC国家的能力建设和进一步采用先进的技
术。
3.1.3.13
大会建议负责运行全球NWP模式的中心帮助NMS获得它们所需的边
界条件，使它们能运行有限区域模式以满足它们的业务需求。大会还强调指出，
NWP中心，如RSMC，有必要向其模式范围所覆盖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分发
其产品，并通过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协商进一步开发NWP系统并使邻近区域受
益。
3.1.3.14
大会赞同一个由各参与中心组成的 “集团” 概念；各会员应系统考虑
利用这个途径共享专业技术、知识和资源，建立一个共同的区域NWP模式，以便
从长远角度加速模式改进及其产品利用的进程。

长期预报
3.1.3.15
注意到Cg-14认为，一个可靠的全球业务长期预报(LRF)系统应当包
括三种类型的中心：全球制作中心 (GPC)、区域气候中心 (RCC) 和国家气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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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C)，2006年11月9-16日在大韩民国首尔召开的CBS-2006特别届会确认了9个
满足GPC要求(包括公认的最起码的全球LRF产品清单)的正式的GPC(墨尔本、蒙
特利尔、北京、图卢兹、东京、首尔、埃克斯特、华盛顿和ECMWF)，大会对此
表示赞赏。为使RCC和NMC能够履行其职责，大会要求应当尽可能向更多的RCC
和NMC提供这些产品。大会鼓励其它制作全球LRF的中心努力达到指定GPC的标
准。
3.1.3.16
大会要求CBS和CCI合作制定一套RCC所要求的最低职责和服务规
定，以使它们名副其实，并载入“GDPFS手册”(全球方面，第一卷)。同时需要开
展协调，以确保GPC的业务产品满足RCC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季节预报服务的要
求。
3.1.3.17
如果使用多模式集合方法的LRF技巧得到预期改进，大会同意一些制
作LRF的GPC可担当全球LRF资料的收集机构以建立多模式集合，并要求研究制
定多模式集合产品的标准。大会注意到ECMWF已经根据英国气象局，法国气象
局和ECMWF的LRF模式输出(EURO SIP)分发多模式集合产品，以及首尔GPC和
华盛顿GPC已经同意为LRF开发多模式集合的应用。
3.1.3.18

大会注意到一些RCC或NMC在培训用户(或其它培训者)方面需
要帮助，并要求GPC指定有关GPC LRF产品的释用、应用和检验技术方面的
专家(如：RCC制作的产品在当地检验和应用)。
概率预报和集合预测系统
3.1.3.19
大会要求继续开发EPS产品的应用，包括有关应用的培训和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的能力建设，以及提出用户对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中有关不确定性信息
的需求，为偶尔发生的气象条件作决策提供支持。
3.1.3.20
大会进一步鼓励EPS产品中心向会员尽可能多地提供其与强天气预
报有关的EPS产品，如气象参数的概率图、EPS产品 - “EPS表”(时间序列)，或
ECMWF开发的 “极端预报指数”等指数。大会对ECMWF向WMO会员提供特定地
点产品，如EPSgrams，表示感谢，并注意到目前一些会员运行分辨率甚高的嵌套
网格EPS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反映局地强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大会鼓励会员使用
这些产品，并要求它们向产品制作中心反馈意见。
3.1.3.21
大会强调，为取得效益，在许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仍需要继续开展有
关EPS产品和概率预报使用的培训和采取能力建设措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环境紧急响应活动
3.1.3.22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 GDPFS的8个RSMC(北京、奥勃宁斯克、东京、
蒙特利尔、 华盛顿、墨尔本、埃克塞特、图卢兹)建立了大气输送和扩散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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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紧急响应中的专业应用，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响应核事件提供支持。大会支持将响应计划扩大至非核事件和灾
害，如化学事故、大火产生的烟雾、火山爆发产生的气体和火山灰，或其它通过
空气传播的灾害。
3.1.3.23
大会强调定期演习对于维持有效的应急反应的重要性，尤其要由
RSMC牵头，相关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与。
3.1.3.24
大会注意到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或正在探索恢复恢复核能项目的可能
性，因此对于WMO和NHMS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做好准备为核电站规划、选址和
运行提供气象和水文方面的指导。大会注意到题为“核电站选址和运行的气象和水
文问题”(WMO第170号技术说明)的技术说明是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发生前完成的，它已经过时且不完善。大会指出这需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
作，并要求秘书长与该机构联系。大会还指出一些技术委员会可以参与该技术文
件的更新。
3.1.3.25
认识到对此开展必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鉴于此举有助于减轻灾
害风险，大会强调有必要增加秘书处的资源以便及时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
3.1.3.26
为向环境紧急响应有效地提供气象保障，大会建议CBS继续与主要负
责协调和管理空气或水传播有害物质相关的公共安全的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如
负责放射性有害物质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3.1.3.27
大会感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代表所作的关于两个组
织间成功合作的报告，并着重强调已经进行的信息交换和科技成果共享。大会赞
同这样的合作，并注意到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应用于支持广泛
的社会福祉的高品质气象数据和观测的交换方面。
3.1.3.28
大会注意到，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在大气输送模拟方面的合作
均已进入成熟阶段，无论是在实施CTBTO要求的CTBTO-WMO “反向跟踪”(检测
到的空气传播物质源的定位)响应系统方面，还是在具备相同能力的RSMC已做好
随时按要求向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紧急反向跟踪的准备方面，均已成熟。

培训和能力建设
3.1.3.29
大会强调要利用远程培训设施和机会，与诸如美国的COMET 计划，
EUMETCal课程和WMO空间计划的虚拟实验室的高知名度培训活动合作开发课
件。大会建议培训教材必须包含与世界不同区域会员的多种需求有关的材料和个
例研究，而且在会员的协助下提供此类教材不同的语言版本。
3.1.3.30
大会还认识到，虽然最近一段时期GDPFS取得了重大技术进展，但是
有必要对WMO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指南(WMO-No. 305)作全面审核，并应当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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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专家和／或合适的顾问协助下开展这项审核工作。
3.1.3.31
大会鼓励秘书处在基本系统委员会的协助下组织各类数值天气预报培
训和能力建设的倡议，以融入WMO的协调战略。应尽可能把秘书处组织或联合
发起的活动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尤其是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或其它机构直接提出
的倡议协调一致，而后者倡议的活动应当或能够向其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尤其
是邻近国家的国家气象中心开放。
3.1.4

WWW系统支持活动，包括业务信息服务和WWW监测活动
(议题3.1.4)

3.1.4.1
大会强调，解决已发现的WWW存在的缺陷能够改进有关安全、气候
监测、减灾和消除贫困方面的气象服务。大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继
续找出实施和运行WWW方面存在的差距，确定在支持实施WWW系统和服务中
划分优先重点的指导原则。大会要求秘书长与会员和资助机构合作，将高优先重
点放在融资方面，以支持WWW的实施和运行，尤其是减少已发现的缺陷。
3.1.4.2
CBS软件注册表通过WMO网络服务器为会员提供了关于会员提供的
软件包的信息。由于世界天气监视网的运行依靠计算机解决方案，因此大会提请
各WWW中心考虑提供气象应用软件，供会员间免费交换，并为CBS软件注册表
提供相关的更新内容。大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购买软件包时遇到的困难，包括
授权和维护。大会同意这一问题应在捐助国的提议中加以考虑，特别是有关开发
共同“标准”软件包的可能性，如自动气象站和/或可视化系统的软件包。
3.1.4.3   
大会回顾到，OIS的目标是收集和分发有关WMO会员和WWW中心
设施、服务和WWW日常业务提供的产品的详细和最新信息。大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服务器提供了更新的业务信息。大会注意到天气报告(WMO-No. 9)，A卷-观
测站和C1卷-气象公报目录中的某些部分，特别是与一区协有关的部分，尚未由会
员完成或者及时更新。这一问题影响了管理，包括对WWW的运行进行监控。大
会敦促会员审议并更新业务信息。大会还重申，重要目标是要通过交互式在线访
问的方式，促进信息的获取。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业务信息书面分发的形式已逐步
淘汰。
3.1.4.4
为了便于获取WWW业务所需要的参考信息，大会重申按照出版物
计划中商定的方案分发的电码手册(WMO-No. 306) 和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也应该用出版物计划中确定的语言张贴在WMO服务器上(参阅决议
26(Cg-15)–第15财期出版物计划)。
3.1.5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CIMO主席的报告 (议题3.1.5)

3.1.5.1
大会认为，标准化工作是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活动的一个
关键领域，应该继续保持目前为会员编制技术咨询的势头。大会注意到，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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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7-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14次届会通过了气象仪器
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 第七版，并认为，该指南是观测网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保持国家观测网络的标准化，进而保障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给用户的产品
和服务的质量的独一无二的信息渠道。大会要求秘书长在WMO网站利用所有相
关语言出版CIMO指南的电子版本，供广泛读取。大会认识到需要进一步指导遥
感观测系统的使用和标准化，如风廓线仪、激光雷达和微波辐射计，以及它们与
实地观测系统的整合，并要求CIMO继续建设CIMO测试装置以解决该问题。
3.1.5.2
大会认识到测量资料对系统国际(SI)标准的可追溯性对于资料的质
量和全球范围的兼容性十分重要。大会要求秘书长与国际计量局在这方面开展协
作，同时进一步在会员间推广SI追溯性理念。
3.1.5.3
大会认识到用可追朔的理念进行外场仪器定期标定的重要性，并注
意到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即它们尚未建立自己的标定实验室。因
此，要求秘书长适当地协助这些会员，并与相关区域的/国家的以及联合国的权威
机构进行合作，以促进标定设备在其他国家的临时性进出口。
3.1.5.4
大会认为也许可以通过加强区域仪器中心(RIC)和区域辐射中心
(RRC)的方式来克服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工作标准和国际标准之间联系困难的问
题。大会积极鼓励大力加强这些中心，以便向会员提供所需服务，同时要求秘书
长帮助找到资金渠道，解决这些中心的需求。注意到由一区协第14次届会(布基纳
法索瓦加杜古, 2007年2月14-23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新建立的RIC，以及最近升
级的埃及开罗RIC具有完全的能力和功能，大会要求区协与CIMO合作，定期评估
各自的RIC和RCC的能力和功能，并适当采取补救措施，以确保各区域间的地区
平衡。
3.1.5.5
大会再次重申继续开展仪器比对，保证资料的全球兼容性和均一性的
承诺。这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产品和服务的最根本需求。大会注意到仪器和观测
方法委员会第14次届会批准了初步的最急需开展的仪器比对清单，同时认为比对
所需资金是一个久拖未决的问题，秘书长应按照于2005年召开的执行理事会第57
次届会的要求予以解决，即至少此项重要活动的部分资金通过WMO常规预算予
以解决。
3.1.5.6
认识到已被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14次届会纳入WMO初步比对清
单的水文计量器比对的重要性，大会要求水文学委员会协助开展该活动。大会还
要求CIMO在所有WMO区域组织各种气候条件下的仪器比对。这将大大提高比对
结果在全球范围的实用性，并促进会员和制造商有协调地参与。
3.1.5.7
注意到(a)WMO降水强度计(RI)实验室比对(荷兰、意大利、法国；
2004年9月-2005年9月)的结果；(b)WMO高质量无线电探空系统比对(毛里求斯瓦
科阿，2005年2月2-25日)的结果；(c)第十届国际绝对日射表比对以及联合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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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绝对日射表比对(瑞士达沃斯，2005年9月26日-10月14日)的结果，以及它们
对GOS质量的潜在影响，大会要求CIMO协助会员执行比对结果并推广以上的比
对。
3.1.5.8
大会注意到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动天气系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可
能会潜在地导致与传统观测方式的观测结果的不一致性，它要求CIMO通过标准
化活动和仪器比对解决这一问题。它还要求CIMO帮助会员使用自动天气系统，
包括用以确保自动天气系统数据所需质量的质量控制程序，并要求CIMO为会员
重建废弃的或被战争损毁的网络提供咨询。
3.1.5.9
大会注意到会员在使用含水银的仪器时对环境的担心，要求CIMO研
发替代产品。
3.1.5.10
大会同意继续保持目前在IMOP方面对会员开展能力建设的趋势。大
会注意到，CIMO确定了急需在下列领域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业务操作进行培
训： (a)  高空观测(实地和遥感)；以及(b)计量和标定。
3.1.5.1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将于2008年11月27-29日在圣彼得堡举
办气象和环境仪器及观测方法技术会议(TECO-2008)，以及气象仪器、相关设备
和服务展(METEOREX-2008)，并要求秘书长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能力建设
活动。
3.1.5.12

大会通过了决议5(Cg-15)–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3.1.6

热带气旋计划 (议题3.1.6)

3.1.6.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热带气旋计划(TCP)，尤其结
合国际减灾战略，在总体和区域部分取得的成绩和进展。
3.1.6.2
大会强调指出TCP应继续把重点放在能力建设上，这对于持续加强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的热带气旋警报服务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热带气旋地区
的发展中小岛屿国家和对热带气旋同样十分脆弱的最不发达国家。对此，大会对
继续由WMO联合发起的以下活动予以高度的评价，即：NOAA每年一次在迈阿密
RSMC组织的四区协飓风预报和警报研讨会；澳大利亚气象局每两年组织一次的
南半球热带气旋培训班和法国气象局每两年一次在留尼汪的RSMC组织的一区协
热带气旋培训班。
3.1.6.3
大会注意到业务规范的显著效果，并强调需在气旋季节加强业务预报
员在TC RSMC和热带气旋警报中心的岗位培训以及风暴潮专家在印度理工学院及
在印度其他院所举行的岗位培训。因此，大会要求秘书长加强与这些中心的协调
以促进此类活动。在这方面，大会对毛里求斯提出与留尼旺RSMC合作开展挂职
培训表示欢迎，尤其是面向英语国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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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TCP与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在开展培训研讨班方面
加强合作，其共同的目标是为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障。大会强调应就现代热带气
旋预报和警报技术以及与媒体沟通的技巧等继续举办培训研讨班，重点关注业务
预报员在热带气旋事件期间的职责。
3.1.6.5
大会坚决支持TCP和海洋气象与海洋学计划通过JCOMM在一系列区
域研讨会中就风暴潮和海浪预报所开展的合作，这是WMO和IOC增强会员在防灾
减灾方面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大会对那些向研讨会提供实质支持的有关会员表
示感谢。大会高兴地注意到该研讨会在 “动手” 培训方面取得了成功，其目的是有
效地转让业务海浪和风暴潮预报技术并以免费软件的形式转让风暴潮和海浪模拟
及预报技术。大会同意未来应继续开展并进一步加强这些活动。关于这一点，大
会赞赏地注意到正在通过水文学委员会与水文界进行的合作，考虑在这些研讨会
中纳入洪水模拟的内容。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首届JCOMM风暴潮科技研讨会将于
2007年10月在大韩民国首尔举行，并鼓励热带气旋专家参与该研讨会。
3.1.6.6
大会注意到6个相关的TC RSMC和TCWC之间需开展更密切的联络并
加强协调。为此，大会同意在6个相关的TC RSMC和TCWC中继续举行一系列技
术协调会议，会议涉及它们的作用、功能和职责以及共同感兴趣的技术问题。大
会批准在2009年组织第六次TC RSMC/TCWC技术协调会议。在这方面，大会赞
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同意出资建立雅加达TCWC并将于2007年11月投入运
行。
3.1.6.7
大会注意到在五个区域热带气旋机构框架下对进一步加强预警系统的
要求，以及要求加强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热带气旋和相关风暴潮、洪水和滑坡造
成的灾害，并强调从多种灾害预警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把这些活动中三个主要
组分(即业务气象、水文和减少灾害风险(DRR))联系起来以建立合作的重要性。
为此，大会认为亟待需要鼓励水文学家和DRR专家积极主动地参加五个热带气
旋区域机构的例行会议，以确定那些可通过合作和伙伴关系加以解决的差距和要
求，从而支持海岸和海洋风险管理决策过程。
3.1.6.8
大会强调TCP对WMO防灾减灾计划作出的重要贡献，并赞赏地注意
到正在为协调TCP、水文和水资源计划及防灾减灾计划活动所付出的努力。
3.1.6.9
大会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相关院所积极研究全球变暖对热带气旋
的影响。这对很多国家来说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小岛国和沿海低洼国家。
3.1.6.10
大会要求TCP加强对热带气旋强度分类的研究，从而制作通用的热带
气旋分类目录。
3.1.6.11
考虑到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IWTC)所带来的重大益处，大会要求秘
书长酌情考虑IWTC第六届会议的提议，并同意支持第七届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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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TC-7)。在这方面，大会注意到法国提出于2010年在留尼旺主办IWTC-7。
3.1.6.12
大会敦促秘书长保证秘书处TCP办公室有足够的资金，以确保继续为
项目开展基础性工作，并为防灾减灾做出重要贡献。
3.1.6.13
注 意 到 E U M E T S AT 对 受 热 带 气 旋 影 响 国 家 的 资 料 政 策 ， 以 及
M E T E O S AT 7 的 使 命 可 能 于 2 0 0 8 年 终 止 ， 大 会 要 求 E U M E T S AT 考 虑 延 长
METEOSAT 7任务的可能性，直至拥有覆盖印度洋资料的业务卫星 。
3.1.6.14

大会支持在2008-2011年期间继续推进以下TCP的子项目：

(a)

TCP第23号子项目：风暴潮/风浪和江河洪水在低洼地区的综合影响；

(b)

TCP第25号子项目：研究热带气旋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c)

TCP第26号子项目：评估各热带气旋警报系统(其效果和缺陷)。

3.1.6.15

大会通过决议6 (Cg-15) – 热带气旋计划。

3.1.7

WMO南极活动 (议题 3.1.7)

3.1.7.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通过南极气象工作组在协调南极气象活
动方面所做的工作。大会特别赞赏，虽然环境条件严酷和后勤方面的问题，但是
WWW基本系统和其他的应用计划一直以高度持续的方式实施，这要归功于会员
国单独和集体的努力。随着南极浮标数量和投放浮标次数的增加、资料收集及处
理和南极大陆海平面测量的加强，自动天气站的加入使南极基本天气站网和南极
基本气候站网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3.1.7.2
大会重申南极资料对于全球气候和环境研究的重要性，并敦促相关会
员国继续开展南极的综合气象和地球物理观测活动。在国际极地年2007-2008 的
背景下，大会满意地看到WMO会员有关该活动的计划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大会
特别鼓励运行南极站的会员维护并增强它们对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贡献，支持气
候变化的探测和归因，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南极研究目标。大会还满意地注意
到，IPY资料交换政策符合WMO的相关决议，并鼓励会员国通过GTS近实时地交
换在IPY计划下获得的观测资料，以支持WMO相关的应用计划。大会要求执行理
事会对IPY南极活动和大气科学的活动进行协调。
3.1.7.3
大会重申WMO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重要性，重要的合作伙伴包
括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联合科学委
员会、国家南极计划管理人理事会和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
会。这些合作一直富有成果，合作应该继续，以使在南极进行的科技合作计划得
到统一和高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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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4
大会批准秘书长关于WMO南极活动的计划和预算提案，并通过将包
括在 WMO 战略计划2008-2011的相关部分。
3.1.7.5          大会通过了决议7 (Cg-15) – WMO南极活动。

3.2

世界气候计划 (议题3.2)

3.2.0

世界气候计划；CCl 主席的报告 (议题3.2.0)

气候学委员会
3.2.0.1
大会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CCl) 主席关于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的活动
报告。“气候作为一种资源”的技术会议和该委员会第14次届会于2005年11月3-10
日在中国北京先后成功召开，大会对此表示满意。
3.2.0.2
大会注意到CCl-14修订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结构，目前它包括一个管理
组(MG)、一个实施协调组(ICT)和直接向MG报告的(关于气候相关灾害、气候规
范指南、GEOSS和男女平等问题联络员)的若干报告员、由12个专家组和三位报
告员组成的四个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
3.2.0.3
大会注意到CCl-14审议了将气候应用于关键的社会经济部门(包括
水、农业、健康、可再生能源、旅游和城市事宜)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并支持在
各个层面发展伙伴关系以有效地提供端-到-端的气候产品和服务。其它优先重点
包括：认识并有效地宣传有关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知识、资料管理和元数据事
宜、制定CCl 推动的气候观测标准、气候几率检测以及将卫星和海洋事宜纳入气
候系统监测。
3.2.0.4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CCl-14将该委员会的愿景修订如下：即 “CCl的愿
景是激励、认识、牵头并协调国际技术活动，为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
境保护而研究和应用气候信息和知识”。
3.2.0.5
大会进一步批准在CCl-15之前举行的技术会议的主题：即 “不断变化
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3.2.0.6
大会注意到WMO战略计划2008-2011所体现的世界气候计划及其相关
的CCl活动的重要作用和实质内容。

3.2.1

气候议程内的协调活动 (议题3.2.1)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第8次会议的报告
3.2.1.1
大会获悉，执行理事会在2003年5月的第五十五次届会重新设立了咨
询组以便就以下事宜提出建议：WMO参与和引领气候与环境事宜，国际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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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气候公约对WMO产生的政策影响，气候活动对支持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
国家/国际活动的有效性，促进WMO技术委员会、区域机构及各会员之间的合作
并为气候协调活动确定更有效的机构间合作机制。
3.2.1.2
大会认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可考虑加强天气－气候和最终用户之间的
联系以及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适应，以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新的社会需求。大会向
会员强调，应对各自的气候活动和可提供的服务作出分类，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及开发各项计划和服务有关，从而加强新的跨学科之间的合作。大会注
意到决策者可从科学中获益，但气候科学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改进。进一步
努力加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这种联系会产生效益。
3.2.1.3
大会注意到，在1993年举行的政府间会议上提出的气候议程包含了
世界气候计划(WCP)下的四个部分并附许多要素、跨机构的问题和气候规范，
该议程仍然有效并构成了全球气候活动的核心科学部分。大会注意到2007年1月
17-1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咨询组第8次会议上审议了国际气候协调活动取得的进展
和变化，并认为需在职责、术语、程序和未来气候活动的协调方向方面更新决议7
(Cg-12)。为此，大会通过了决议8 (Cg-15) –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
3.2.1.4
大会认为，鉴于确保WMO在气候和环境活动的技术方面发挥有效的
牵头作用十分重要，执行理事会应考虑重建气候问题咨询组，并修订其职责。  
3.2.1.5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2006年第61届联大的各项决议。联大在这些决议
中认可并支持WMO在推进与气候有关的活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它们包括实施
2001-2010年的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在自然灾害领域开展的有关人道主义援助
的国际合作，在印度洋海啸灾难后加强紧急救援、修建、重建和防御，第四次世
界妇女大会的后续行动，实施 “21世纪议程”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的成果，进一
步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和实施，开
展国际合作以减少厄尔尼诺、自然灾害和脆弱性的影响、为当代及子孙后代保护
全球气候，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尤其在非洲)，WMO参与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工作以及联合国消除贫困第一个十年的实施。WMO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在上述领域加倍努力以确保在科技领域发挥牵头作用并开展有效的合作。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3.2.1.6
大会回顾到有关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的设想自第13次大会和
第14次大会以来就已成型，该会议将极大地有助于WMO重建其在气候领域的科
学牵头地位。大会进一步回顾到，2004年的执行理事会第56次届会要求秘书长设
立一个特设调研委员会以确定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资金来源、要求、会议地点
和科学计划。大会注意到，2005年的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会对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及以下建议表示欢迎，即WMO认为气候大会的中心主题应是季节预报、年际预
报甚至十年预报的科学进展，WCC-3的筹备因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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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
大会注意到决策者对适应从季到数十年的所有时间尺度的变化有实际
需求，因此部分会员建议，今后拟召开的气候大会应包括从季到数十年的所有时
间尺度。所有的会员在大会上同意WCC-3应产生真实和实际的成果。
3.2.1.8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根据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会提出的建议，组建
了一个由15个成员组成的临时组织委员会(POC)，旨在为WCC-3拟定一项会议计
划，包括会议涉及的范围、科学计划、高层会议的内容、时间和预算。该委员会
在2005和2006年举行了3次会议并向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会和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
会提交了报告。大会获悉秘书长为拟定WCC-3建议及发展潜在的合作伙伴与有关
的国际组织开展了协商，包括有关国际机构参加2006年11月27日和28日在日内瓦
举行的POC会议。大会注意到POC为高层会议拟定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科学议程和
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问题。尤其是，POC拟订了“对高层会议的期望”，其中包括供
WCC-3高层会议审议的具体行动。大会进一步注意到POC第三次会议为WCC-3拟
定了修订后的费用概算，并制定了一项资金筹措计划。
3.2.1.9
许多会员表示支持再次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全体同意WCC-3成果的意
义无论如何须不亚于以前的大会，以此引起部长们的重视并证明其财物和人力上
的投入是值得的。有些会员还注意到气候大会的召开对提高其政府重视气候问题
十分重要。
3.2.1.10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POC拟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科学分主题：(a)气候预
测科学； (b)尽可能扩大气候预测产品的全球交换、共享和应用；(c) 气候预测的
应用和社会经济效益；以及(d)在决策中应用气候预测。大会注意到，通过促进减
轻灾害风险和帮助实现MDG，这种会议可带来近期的效益；并有助于WMO缩小
科学和最终用户之间的差距。大会建议举办一次名为“为不断变化的世界预测天气
和气候”的会议，最终的会议名称将在会议筹备期间确定。
3.2.1.11      由于气候预测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连续的，高质量气候观测，
大会支持在分主题a或b中增加有关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建立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0
年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进展和规划的主题会议。
3.2.1.12
大会注意到POC分析了WCC-3会议在四个可能情景下的成本估算，并
得出以下结论：由于WCC-3会议对WMO很重要且人们对把气候预测应用于许多
社会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WMO应为该次大型会议做好规划。会议将历时5个工
作日，其中科学会议三天半，高层会议一天半并可能发表部长宣言。大会注意到
并支持POC的建议，即科学会议的组织方式是并行召开有关四个分主题的分组会
议，以便让代表能更多地参与会议并提高报告的科学深度。瑞士代表团表示有兴
趣承办WCC-3，并通过瑞士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在瑞士的国际组织代表
团为WWC-3在日内瓦预定了2009年10月12－16日的国际会议中心会议厅(可容纳
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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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3
大会认为组织和举办WCC-3的所有费用必须从预算外资金支出，并强
调须采取有效的机制来筹集资金。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对维持气候大会召开前有关
会议的筹划、协调和组织工作连续性的关切，并敦促秘书长建立一个由预算外资
金支持的WCC-3国际组委会，以保障WCC-3的连续性。
3.2.1.14
大会注意到为筹备WCC-3提供指导和监督十分重要，并注意到执行理
事会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3.2.1.15

大会通过了决议9 (Cg-15) – 世界气候计划 –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3.2.2

支持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包括IPCC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
防治荒漠化公约 (议题3.2.2)

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秘书处和世界气候
研究计划的合作
3.2.2.1
大会注意到WMO出席了IPCC全会和工作组会议，并进一步鼓励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积极参与并支持IPCC的工作。大会也注意到WMO参加了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会议和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会议。大会认识到这些计划活
动和发起方(包括业务机构、气候应用界和媒体)的其它有关计划下的活动之间有
必要开展更密切的协调和合作。大会欢迎这些计划之间开展新的合作，并鼓励建
立更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资料拯救方面，这将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研究和应
用建立所需的完整的数据库。
3.2.2.2
大会敦促秘书长支持建立一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能力建设计划，以制
定和解释未来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的气候情景，从而更好地支持社区、国家决策者
及与有关机构协调。此外，大会敦促所有会员为广泛宣传和解释IPCC第四次评估
报告及其关键的结论作出贡献。
3.2.2.3
大会要求IPCC考虑将第一工作组(第一工作组)为IPCC第五次评估报
告的准备工作与第二、三工作组(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的准备工作及时分开，以便
确保在评估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措施(第二工作组)时更全面利用最新的气候变化
模式预估(第一工作组)。大会对IPCC目前为分发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所
作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并特别注意到有必要加快其他语种的翻译。
3.2.2.4       大会通过了决议10 (Cg-15)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3.2.2.5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次大会以
来，WMO更多地参与了公约的工作并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大会就WMO在公约
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对秘书长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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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方第十二次大会通过了 “关于气候变化影
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的内罗毕工作计划”，正式认可了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在该计划中的作用。为此，大会敦促会员在规划有关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国
家和区域计划方面发挥前瞻性作用，并要求秘书长基于WMO概念文件中确定的
方式和可提供的服务，促进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与内罗毕工作计划的实
施。
3.2.2.7
大会注意到许多会员要求秘书长组织有关气候变化影响和脆弱性的技
术研讨会，以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响应政府需求的能力并帮助它们在国家适应
实践方面有效地发挥作用。大会注意到该研讨会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源，并要求秘
书长为实施该倡议采取适当措施。
3.2.2.8
大会进一步高兴地注意到，关于 “研究和系统观测” 问题，缔约方第
十二次大会再次强调实地观测网络和高质量观测资料的重要性以及有关持续观测
基础设施活动的重要性，它还尤其鼓励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开展合作。
3.2.2.9
大会注意到，WMO与诸如WCRP、GCOS、IPCC、国际气候和社会
研究所机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等其它伙伴一道，在UNFCCC 缔约方大会和科
技咨询附属机构会议期间成功地举行了一些边会。大会满意地注意到，这类联合
行动强调了WMO计划的作用，并增进了各代表团对这些改进后的气候观测、监
测、预测和服务的会议的认识。 大会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诸如摩洛哥国家气象局
等许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WMO和IPCC共同举办了区域气候变化会议。大会还
对将于2007年6月26日在摩洛哥举行的一个IPCC信息会议表示赞赏。
3.2.2.10
大会赞赏秘书长将缔约方大会的主要决定和成果通报各会员的举措，
并称赞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代表以其国家代表的身份积极参加UNFCCC 的缔约方
大会和科技咨询附属机构会议。大会对取得的这些发展表示欢迎，这是在公约工
作范围内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系的积极方式。
3.2.2.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2007年4月26-27日由宗座正义与和平宗座科学院
的主办下，在梵蒂冈召开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来自20个国家的80多
名科学家和专家以及来自科学和政府部门的权威报告员出席了会议。此举说明宗
座对气象和相关地球物理科学的长期支持。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3.2.2.12
大会赞赏秘书长在WMO各项计划和活动范围内采取的旨在支持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广泛行动，比如：在UNCCD框架内举行的巴尔干
防治干旱技术研讨会(2004年10月25－26日，罗马尼亚，保亚娜布拉索夫)；关于
结合UNCCD建立东南欧次区域干旱中心的第二次技术研讨会(2006年4月26－28
日，保加利亚，索非亚)；以及WMO积极参与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不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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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3
大会祝贺秘书处采取的旨在与UNCCD秘书处积极合作以建立东南欧
干旱管理中心的举措。大会注意到由东南欧国家气象水文部门、UNCCD联络员和
指定的干旱研究人员参与的会议于2007年4月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举行，以讨
论该中心的项目建议草案。大会注意到为东南欧国家建立该中心以有效地应对今
后干旱对该区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敦促秘书长继续与认捐方积极合作，为该
中心的建立和平稳运行寻求资金。
3.2.2.14
作为一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区域机构成功合作的伙伴，大会注意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气象局建立了一个干旱监测中心，用于向中亚、西亚的经济合
作组织会员提供技术支持。
3.2.2.15
大会注意到WMO积极参加了(2005年10月17－28日)在肯尼亚内罗毕
举行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大会注意到WMO取得的一项主要成果是第七次缔约
方大会作出的一项决定，即在公约科技委员会未来的工作计划中，根据气候变化
对土地退化过程的影响建立轻重缓急。同时，提请WMO在2006年举办一次气候
和土地退化国际研讨会。
3.2.2.16
大会回顾了联合国大会宣布2006年为国际沙漠和荒漠化年，而且
WMO根据国际沙漠和荒漠化年的实施精神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3.2.2.17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MO和UNCCD于2006年12月11－15日在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的阿鲁沙举行了气候和土地荒漠化国际研讨会。该研讨会由石油输出
国组织国际开发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大会注
意到研讨会报告将提交给2007年9月在西班牙举行的UNCCD 第八次缔约方大会，
并鼓励各会员的国家代表团积极参加第八次缔约方大会。
3.2.2.18
大会对利用该公约现有的资金融通渠道开展干旱和荒漠化领域的培训
表示坚决支持。大会赞赏地注意到WMO采取的举措，于2004年4月21－29日在安
提瓜岛的圣约翰举办的有关在防止干旱和可持续农业管理中应用气候资料的培训
班。

生物多样性公约
3.2.2.19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MO是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建立的生物多样性
和气候变化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成员，并参与了CBD技术报告的工作。
3.2.2.20
大会注意到WMO对以下CBD的活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即公约缔约
方大会任命的专家组；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CBD技术报告；为
加强各项活动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而拟定建议或指南来研究国家、区域和国际层
面的气候变化问题；包括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各项活动及有关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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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1
考虑到实施和监督那些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及荒漠化
问题相互联系起来的活动十分重要，因此大会鼓励WMO继续积极参与科学和技
术咨询附属机构和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技术专家组的工作。
3.2.2.22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CBD日益关注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一些天气和气
候相关事宜。大会鼓励会员与有关的农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分析所在国生物
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和开展案例研究的机会。

区域气候中心
3.2.2.23
大会获悉区域气候中心(RCC)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2003年11月，
WMO制定了有关组织和实施RCC的指南。自那以来，各区域通过各自的气候相
关事宜工作组审议了RCC或RCC网络的建立问题。二区协建议第十五次大会将北
京气候中心和东京气候中心作为其RCC网络的组成部分，并指出这将有益于该区
域的气候预测、相关服务和气候变化活动，有助于会员对UNFCCC作出贡献。此
外大会注意到，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独联体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
第18次届会(塔吉克斯坦杜尚别，2007年4月4-5日)上表示打算建立一个分布式亚
欧北部区域气候中心。在一区协，气候问题工作组强调在RCC的实施仍处于十分
初级阶段的区域一个用于补充气候问题工作组的特别专题组会有益处。大会鼓励
所有区域尤其是具有适当潜力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加快进程，继续建立RCC的努
力，以便为各自区域提供服务。
3.2.2.24
大会注意到CCL实施/协调组是进一步讨论建立和实施WMO RCC的正
式机制，该组的成员包括气候问题工作组的组长(如果有的话)，或由区协主席提
名的有关专家。大会进一步注意到CCl ICT 将于2007年10月2-4日开会讨论RCC问
题，包括与CBS和所有有关技术委员会就RCC功能问题进行协调。为加快RCC的
实施，大会要求秘书处：
(a)

鼓励RCC开展有关气候服务对社会经济部门影响的评估工作和区域
气候影响研究，并针对气候风险工作改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沟通能
力；

(b)

就建立和实施RCC的指南举行后续的技术会议，以促进WMO各区域
交流经验；

(c)

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RCC方式与总体整合的WMO信息系统的理念之
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便全面调用气候信息和预测；

(d)

发起一个CCl-CBS联合进程，以评估各区域提出的正式指定
WMORCC的要求，并优先考虑修订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第一卷(全球方面)，目的是除了已商定的RCC的作用
和职责及其最起码的功能和服务，还须纳入一个清晰的RCC定义以及
关于指定RCC的机制，以供WMO 在指定RCC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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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气候规范指南(WMO-NO.100)第三版的情况
大会注意到，气候规范指南(WMO-No. 100)专家组根据专家对
剩余工作的评估意见，在2006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修订了工作计划，并确定
了新的交付时间。如果拥有足够的资金，该项目可在2007年晚些时候交付
WMO批准并出版。大会要求秘书长优先考虑此项工作，尽快推进指南第三
版的定稿和翻译成WMO所有官方语言并予以分发。此外，大会高兴地注意
到该指南的最终草案已于Cg-15召开前不久贴在CCl网站上。
3.2.2.25

3.2.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议题3.2.3)

3.2.3.1
大会欢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指导委员会主席John Zillman先
生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进展的报告。大会对委员会前任主席 Paul Mason先
生在任期内的出色贡献表示特别感谢。大会也非常感谢指导委员会及其小组以及
在其中工作的诸位专家，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组织机构和联合赞助机构，还有
GCOS主任和秘书处，感谢他们在过去四年致力于GCOS的实施以及所取得的成
就。
3.2.3.2
大会赞同指导委员会提出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未来进一步发展的
总体战略”，包括重点强调由负责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子系统的各WMO技术委员
会和其它政府间机构在WMO 范围内对UNFCCC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计划
(CGOS-92，WMO/TD-No. 1219)做出协调一致的响应。大会高兴地注意到GCOS
对WMO战略计划的3项顶层目标均可做出贡献。
3.2.3.3
大会欢迎GCOS 区域研讨会计划和十个旨在改进发展中国家气候观测
系统的区域行动计划的完成。大会呼吁通过对相关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其他实施
机构的资助，加大对区域行动计划和实施计划活动的支持力度，尤其注意到需要
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制作和提供气候产品及服务的支持。大会赞赏 “非洲气候促进
发展计划”(‘ClimDev Africa’)的制定，并得到非盟委员会、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非洲开发银行、英国国际开发署、8国集团国家以及其他机构对该计划的首
肯。大会强力支持启动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并同意非洲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应该在国家层面，在其观测和服务机构的运行中起领导作用。
3.2.3.4
大会对世界许多地区在充分维持气候观测网络方面所持续面临的困
难，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对在未来十年一些 “基本气候变量”的重要卫星记
录资料可能出现的空白，包括关键的海洋学方面的项目，如精密高度计，表示严
重关切。同时，大会高兴地注意到，GSN和GUAN基准观测网络在实施和改进方
面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包括一些站点的重新启用。大会非常感谢会员国对气候观
测系统基金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合作机制提供的自愿捐助，并注意到这些捐助发
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一些特例。然而大会强调在继续提高GSN和GUAN网络的资
料收集和资料质量方面急需额外的支持，尤其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消耗器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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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以及分发观测资料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会赞赏澳大利亚、智
利、德国、伊朗、摩洛哥、莫桑比克和英国同意与日本和美国一道成为GCOS资
料CBS区域牵头中心。
3.2.3.5
认识到需要更好地使NMS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目标工作，更好地
确定要求以支持其他倡议，如GEOSS和UNFCCC的要求，以及如何在WMO观测
系统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更好地优化所付出的努力，大会敦促秘书长和会员尽可
能地支持观测系统和数据的影响研究，以期能够研发出一些软件工具，供NMS优
化未来观测网络的空间和时间格局。
3.2.3.6
大会高兴地认识到通过WMO/ 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会的
协调，海洋观测系统在不断加强，注意到在上一个休会期要求得到满足的比例
从45%增加到56%。同时，大会认识到运行和维护海洋观测系统所固有的特殊问
题，包括收集海洋数据所需的单位成本高，以及为确保海洋部分的观测系统的可
持续性需付出的特别努力，目前这部分工作通过研究基金得到支持。大会感谢对
海洋观测系统已提供资助的会员，并敦促其他会员尽可能地资助这项工作。
3.2.3.7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WMO各计划和技术委员会对气候观测做出的承
诺不断增加，特别是，通过实施计划它们所承担的行动。大会强调采取这些行动
需要各技术委员会与负责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计划的相关部门协作努力。对此，大
会赞赏地注意到CIMO举办的培训研讨班得到了联合支持，以及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和CBS在许多GSN和GUAN重建活动方面的合作。
3.2.3. 8
大会对卫星气候观测制定的详细的要求表示欢迎，详见《卫星气候
观测产品的系统观测要求》报告(GCOS-107，WMO/TD-No. 1338)。大会强调运
行这一系统的重要性，它将满足对准确性和稳定性的迫切需求，并注意到在许
多情况下，这需要额外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大会赞扬通过对地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和WMO空间计划正在开展的与空间机构的协
作，这些协作旨在建立空间气候资料记录并确保其连续性。
3.2.3.9  大会强调设立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国家委员会和国家协调员的重要性，此举
旨在改善各国的国家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满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需
要并实现其目的。大会敦促会员建立这样的机制，并赞赏地注意到已有很多会员
完成了这项工作。
3.2.3.10
大会高兴地看到，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已被接纳为GEOSS的气候部
分。大会鼓励各会员和负责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子系统的相关国际组织密切协作，
确保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有效地满足GEOSS 的 “气候”社会效益领域的需求，以及满
足GEOSS 其它社会效益领域对气候资料的需求。
3.2.3. 11

大会欢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为支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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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研究和系统观测需求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大会邀请公约缔约方大会成为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赞助机构，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筹集必要的资源，确保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按照实施计划制定的时间框架和战略得到全面实施。大会注意
到，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第23次会议要求得到一份实施计划的综合实施进展
报告，供2009年的第30次会议审议，大会赞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和秘
书处关于起草该报告的各项计划。
3.2.3.12
大会注意到，按照第十四次大会的要求和2004年实施计划的建议，现
正在建立一个关于编写陆地气候观测系统的指导材料、标准和报告指南的框架。
大会重申通过WMO、其他GCOS赞助机构和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赞助机构建立
该框架的重要性，并要求准备一份有关该举措最新进展的情况，提交执行理事会
第60次届会审议。
3.2.3.13
GCOS、WCRP和IPCC的管理机构和秘书处正在为安排2007年下半年
召开的一次研讨会开展合作，研讨会旨在确保GCOS和WCRP的未来规划能有机地
吸收通过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得到的经验教训，大会对此表示欢迎。
3.2.3. 14
大会认识到，在促进和支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以及WMO
和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以便全面和成功地推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秘书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会赞扬秘书处在过去四年的工
作，但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要确保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能成功实现其各项目标以及
兑现会员很高的期望，秘书处还需要在计划、协调、沟通和实施等方面付出巨大
的努力。大会非常感谢迄今为止会员和国际组织对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提供的重要
的预算外资金支持，但同时迫切地呼吁各会员、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资助机构
和其他与气候相关的国际组织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大力加强对联合秘书处的支
持。德国援派一名短期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到秘书处协助工作，大会鼓励其他会员
能够采取同样的做法。
3.2.3.15        大会通过决议11(Cg-15)–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3.2.4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议题 3.2.4)

3.2.4.1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在气候的观测要求和标准、气候
分析和监测、资料拯救和资料管理方面强调的主要挑战和重点都取得了重大的进
展。在此方面，大会重申其上次大会的呼吁，希望区域协会在确定气象观测站点
的网络以及资料交换、资料管理和资料拯救的要求时，认真考虑WCDMP计划制
定的指南材料、文件和出版物，以支持WMO计划的实施。这些指南材料的硬拷
贝已经提供，也可以通过WMO和/或CCl的网站获得电子版的材料。

气候观测要求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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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WCDMP的系列出版物，包括气候观测网络和系统
指南(WCDMP第 52号, WMO/TD - No.1185号)、观测计划变化管理指南(WCDMP
第 62号, WMO/TD - No.1378号)以及有关不断变化的气候中的气候平均值的作用
指南(WCDMP第61号, WMO/TD - No.1377号)。已拟定有关植物物候观测的指导文
件以及关于“扩展标记语言(XML)：气候学家之必须”的摘要文件在CCl网站上上发
布。这些指南材料旨在向会员提供观测网络和系统的重要信息，包括相关的变化
管理，以及涉及元数据采集的科技要求以及如何进行均一性调整。最终目标是确
保资料能够充分满足气候服务、应用和研究的需要。
3.2.4.3
大会强调，WCDMP在确保观测站点的元数据，包括仪器和观测过程
能够得到维护和肯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CCl的专家编写的气候元数据和
均一性指南材料(WCDMP No.53，WMO/TD-No.1186)。
3.2.4.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开发CLIMAT和CLIMAT TEMP报加密和解密
的气候报告软件(CLIREP)过程中，WCDMP、GCOS和WWW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合作，并高兴地看到，合作也促成举办了关于CLIMAT和CLIMAT TEMP的讲习
班，此类讲习班已经在二/六区协(莫斯科，2004年11月)、一区协(摩洛哥，2005
年12月)、和三区协(布宜诺斯艾利斯，2006年10月)举办，大会建议继续举办这类
讲习班，以推广到其他区域。
3.2.4.5
大会注意到自动气候观测站在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的重要性，并满意
地注意到CCl专家通过WCDMP所作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制定自动与人工地面气象
观测指南，该指南已经在CCl网站上发表，以及在自动观测站方面已经同CBS专家
组建立了联系。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WMO参与“国际自动天气站大会”，尤其
是方便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出席会议。
3.2.4.6
大会强调CCl专家在WCDMP计划下参与相关CBS活动的重要性，特
别是同元数据、WMO元数据核心标准、WMO信息系统以及自动观测站相关的活
动。并敦促CCl和CBS继续这一合作。

气候分析和监测技术，包括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标
3.2.4.7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CCl/CLIVAR联合行动已经在气候变化检测和指
标的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建立了CCl/CLIVAR气候变化检测和
指标专家组(ETCCDI)以及在若干个区域组织了一些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标的研讨
会。大会感谢美国国务院向研讨会提供的资金支持，并要求WMO秘书处以及会
员继续支持这些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帮助了发展中国家参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的编写，并促进了数据均质化和气候变化指标软件的开发，这些软件可以通过参
与培训已及登录http://cccma.seos.uvic.ca/ETCCDMI/software.shtml网站获得。
3.2.4.8

大会欢迎扩大专家组，吸纳JCOMM的成员，这样在未来的活动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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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包括海洋指标。
3.2.4.9
大会重申，如果不能提供必要的高质量气候记录资料，这些活动就无
法持续。因此，大会重申呼吁会员继续提供所有的CLIMAT和CLIMAT TEMP站的
日资料记录，在提供用于计算指数的历史资料方面和编撰 “世界天气记录” 数据集
方面开展合作，以便形成完整的WWR1991-2000系列。

气候系统监测和气候监测
3.2.4.10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自从2005年以来，“WMO全球气候状况报告” 已
经以所有的WMO正式语言出版。大会同意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建议，
即用每年发表在《美国气象学会公报》上的 “气候状况” 的文章代替 “全球气候系
统回顾”(引自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996),  总摘要，5.5.4段)。
3.2.4.11
大会赞赏WCDMP通过CCl专家编写的气候监测指南(WCDMP-No.
58/WMO/TD-No. 1269)。该指南对如何组织和开展气候监测提供信息和帮助。因
此，大会要求秘书长支持就这个问题组织区域讲习班，重点帮助发展中国家、最
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气候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资料拯救项目
3.2.4.12
大会注意到WCDMP在从CLICOM向现代化的气候数据库管理系统
(CDMS)转化中取得的重要进展， 68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已经安装了CDMS系统
(包括设备、安装和培训)以及出版了气候数据管理指南(WCDMP -60, WMO/TDNo. 1376)。大会高度赞赏一些会员通过VCP以及双边渠道提供的捐赠，特别是
英国气象局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安装CLIMSOFT，津
巴布韦气象局提供了技术支持。澳大利亚也在协助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执行CLIMSOFT。大会高兴地注意到CLIMSOFT是一个会员间开展合作的成功
案例，大会不仅对捐助国，而且还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WMO秘书处在这个项目
中的积极作用表示赞扬。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英国气象局、英国里丁大学和
WMO的合作，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设计巧妙的CDMS(CLIMSOFT)远程教育网
页的门户网站，网址为http://www.met-elearning.org。大会同时感谢捷克共和国在
一区、四区和六区协的气象水文部门安装CLIDATA软件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以及
承办的管理人员CLIDATA论坛。大会也满意地注意到会员之间在此方面的双边
合作，例如法国气象局CLISYS和俄罗斯联邦CLIWARE软件的安装。但是，大会
也注意到仍然有一些气象水文部门需要获得新的CDMS，以及在新软件的运行和
维护方面得到帮助。因此，大会要求会员和秘书处继续支持相关的活动和监测由
CLICOM向CDMS过渡的状况，并协助解决在过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会员
也认为需要推进各个CDMS的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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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3
大会再一次强调资料拯救项目(DARE)的重要性，特别对发展中
国家，这样才能确保用户和研究人员能够使用气候记录资料，大会同时强调
WCDMP在DARE项目的规划和协调中应该发挥中心作用。大会满意地注意到
DARE项目的各项活动，以及WCDMP资料拯救指南(WCDMP-No.55，WMO/TDNo. 1210)的出版，该指南为拯救和保存气候记录资料提供了有关基本程序的诸多
方法、知识和建议。大会同时高兴地注意到会员在这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非常
重要，包括美国在非洲地区的高空资料拯救项目，澳大利亚气象局在五区协的项
目以及在四区协的小岛发展中国家-加勒比海项目。大会鼓励会员继续开展这些活
动，并敦促秘书处继续支持这些活动，包括支持恢复由DARE项目生产的旧缩微
胶片，该项目在一区协的实施得到比利时的支持。
3.2.4.14       大会通过了决议12(Cg-15)–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3.2.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项目 (议题3.2.5)

3.2.5.1
大会注意到CCl-14所指出的WCASP/CLIPS的结构和重点已做了调
整。注意到大会以前曾对CLIPS的资金紧张表示过关切，故认为新的重点和交叉
性活动可能需要预算外资金来补充2008-2011年计划和预算。

CLIPS与气候应用和服务的整合
3.2.5.2
大会通过了决议13(Cg-1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项
目，以便在该计划下将CLIPS与应用和服务进一步整合。

气候与发展
3.2.5.3
大会强调各会员积极参与气候与发展方面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大会
敦促秘书长做工作，在秘书处与会员之间建立关键性的伙伴关系，便于开展有关
气候和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活动，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科技咨询附属机
构内罗毕五年工作纲要 – 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 – 的相关内容。大会注
意到强化与用户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以在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的活动中有效地应
用气候信息。

WMO关于气候变率和变化大会：认识不确定性，风险管理
3.2.5.4
根据Cg-14的要求(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960)总摘要，第3.2.5.7段)，WMO关于气候变率和变化大会：认识不确
定性，风险管理于2006年7月17至21日在芬兰埃斯波举行。大会对秘书长、联合发
起机构、其他赞助机构和科技组委会及当地组委会为活动的成功所做的努力表示
赞扬。大会赞同埃斯波声明，特别注意到现实世界的决策需要发展气候服务，需
要多学科合作和跨学科信息交流，以全面发展与气候相关的风险管理。大会还注
意到埃斯波声明和最终报告草案所确定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功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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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内部提高这方面的本地能力十分重要，并认识到在区域范
围内类似的会议具有潜在的实用性。

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3.2.5.5
大会敦促各会员、各类机构，包括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和专家继续
提供大力支持，并强调区域气候中心在WCASP/CLIPS的建模、产品开发、培训和
能力建设等方面有可能在未来做出的贡献。大会进一步敦促这些中心将其气候资
料和产品及时、稳定地提供给所有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3.2.5.6
大会认为培训仍然是会员在提供最新气候服务方面的重大需求。大会
注意到CLIPS培训计划已在若干个次区域得到循环实施。然而，大会对下述情况
表示关切：因资金紧张未能满足会员对培训班内容更新的需求，故强烈敦促具备
能力的会员和有关机构提供财务和技术上的支持，协助加快培训周期。大会同意
当前CLIPS大纲的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开发，形成完整、自成一体的模块，与常
规培训活动结合在一起，并建议WCASP/CLIPS与ETR一道共同为此做工作。
3.2.5.7
大会认识到对用户和公众教育和宣传计划的需求。从以往各种能力建
设活动中接受的教训清晰地说明，由于用户和中介机构缺乏认识和意识，未能充
分发挥气候产品和服务的预期效益。大会敦促秘书长在WCASP的活动中开展面向
用户的培训并增强关注度，包括通过发行彩页和小册子强调气候服务的社会经济
效益。

CLIPS联络员的协调和报告
3.2.5.8
大会敦促会员提名/更新各自的CLIPS国家联络员，以便继续开展
CLIPS方面的活动。大会同意任命区域报告员，并支持关于协调CLIPS和DPM联
络员网的倡议。  

区域气候展望及其可持续性
3.2.5.9
大会认为区域气候展望论坛显示了其对能力建设、网络组建和用户以
及最终用户联络方面具有巨大裨益，但是也注意到如何保证启动和延续所需资金
的到位也是许多会员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大会敦促
会员不断增加对区域气候展望的支持，通过采用成本效益法和向用户展示其产品
和服务的价值优化资金。

气候预测方面的科研、业务和沟通需求
3.2.5.10
大会认为在业务气候预测中经常应用科研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并敦促
秘书长鼓励扩大WCP和CCl与WCRP的合作。大会对热情参与的机构和专家表示
感谢，他们协助开展了对科研新成果的应用和技术转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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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敦促会员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其科研能力。
3.2.5.11
大会注意到利用通用格式和程序(如验证、参照时段、概率或确定性
表示)提供气候预测产品十分重要，并敦促会员、全球制作中心、气候学委员会和
基本系统委员会一道努力，确定并实施这些格式和程序。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情况更新
3.2.5.12
鉴于在全世界ENSO对气候变率的重要性，各会员对WMO发表全球
认识一致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状况更新表示赞赏，并敦促继续此举。这些更新主
要集中于厄尔尼诺的状态，而各相关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职责是提供关于其影响
的信息，如果有的话。会员同意支持WMO编辑与ENSO有关的定义、事件和影
响方面的材料。注意到有必要扩大WCP中WMO的部分(WCDMP和WCASP)与联
合国环境署(UNEP)部分(世界气候影响和响应计划，WCIRP)的联系，大会要求
秘书长邀请 UNEP/WCIRP参与编写该情况更新并参与WCP/CCl/DPM厄尔尼诺和
拉尼娜影响项目。另外，大会建议考虑未来升级其他具有区域性影响的大尺度指
数，如印度洋偶极子。

CLIPS今后的步骤
3.2.5.13
大会注意到CLIPS项目是1995年根据决议8(Cg-12)– 气候信息和预测
服务(CLIPS)而设立的。大会赞赏CLIPS取得的成就及它为世界范围气候服务的
发展做出的贡献，并认识到埃斯波会议(见第3.2.5.4段)的成果，大会敦促秘书长
与CCl一道，对CLIPS关于在多学科背景下为现实决策提供气候服务的目标和目的
重新进行研究；就CLIPS活动的未来进展草拟实施计划；在实施计划内为交叉性
CLIPS指导机制提出设想，包括WCRP、ETR、DPM、LDC和其他有关计划。大
会要求秘书长向CCl第15次届会(CCl-15)提交实施计划草案供其审议，并向第16
次大会(2011)提出适当建议。

针对卫生、能源、旅游和城市等领域的气候应用和服务
3.2.5.14
大会赞赏由中国气象局协助WMO组织的，题为“将气候作为一种资
源”的技术会议(中国北京，2005年11月1-2日)所作的决定，推动在关键社会经济
领域评估和使用气候资源的活动，包括在建筑、能源、卫生和旅游领域。大会敦
促会员参与有关气候资源潜力评估的项目。
3.2.5.15
大会赞赏在气候应用于卫生方面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长期
保持的伙伴关系。大会注意到WMO/WHO高温-健康预警系统导则这一出版物，
并敦促秘书处，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出版并向所有会员散发该导则。大会敦促秘
书长促进WCP/CCl/DPM的热浪-健康警报项目，促进有关的培训以及在凶险的热
浪多发地区实施这些系统，并采取步骤在非洲推广AREP/THORPEX和GCOS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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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活动，以及在其他脆弱地区推广含气候和健康应用的多灾早期警报系统。
3.2.5.16
注意到气候信息对于规划、设计和运营可持续的、对气候无害的、
可再生的和常规能源产业具有价值，大会敦促秘书长促进有关伙伴之间的有效合
作，包括WCASP/CLIPS、CCl、DPM、UNEP、世界银行、学术界和私营部门，
并利用气候反演产品制订风险管理策略。
3.2.5. 17
考虑到旅游业对全球经济十分重要，大会敦促秘书长促进气候和旅游
的跨部门和跨机构协调，包括WCASP/CLIPS、CCl、PWS、CPA、DPM、LDC、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和其他有关机构如私营部门之间。大会注意到
WMO近期要发起组织一次气候与旅游的研讨会，并敦促秘书长在现有预算内优
先支持该活动。
3.2.5.18
大会认为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在卫生健康和
生存生活方面将面临严重后果，将面临城市气候灾害影响带来的风险，故需要制
定建筑法规，以减少高危地区的脆弱性。大会敦促秘书长促进WCP/CCl/DPM项
目：将水文气象风险评估纳入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并促进WCASP/CLIPS、气
候学委员会、水文学委员会、教育和培训计划、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大气
研究和环境计划的GAW城市气象研究和环境项目、联合国人居计划、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环境署、世界银行、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
3.2.6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议题3.2.6)

3.2.6.1
大会注意到UNEP提交的关于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的各项活
动的报告。大会注意到UNEP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各项活动，并特别注意到将
气候影响评估和脆弱性风险纳入适应性战略的工作。对此，大会要求秘书长在区
域和各国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减少脆弱性的行动方面促进与UNEP的互动与合作，
特别是在UNFCCC关于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内罗毕工作计划的框架下
进行。大会进一步注意到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收集到的系统观测资料和数据对于
支持UNEP的评估活动至关重要，包括GCOS 网络。大会要求UNEP支持WMO和
GCOS的努力，以加强气候系统化观测所需基础设施建设。
3.2.6.2
大会敦促CCl 寻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代表UNEP 的国家机构开展联
合项目的机会，并进一步敦促WMO 和UNEP 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完全参与到项
目的深入研究中来，而不仅仅是提供数据。
3.2.6.3
大会注意到UNEP下属的Risøe能源、气候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目前正在
牵头开展 “发展与气候项目”，以深入地开展有关发展、能源和气候的国家研究。
由于能源活动与减缓和资金相关，且能源活动的发展通常具有与能源可持续发展
相关的更广阔的目标，大会要求秘书长鼓励WMO与UNEP 和GEO之间开展合作，
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大会敦促CCl气候和能源专家组在气候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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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再生能源的各种应用方面尽可能地加强合作关系。
3.2.6.4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UNEP和WMO在支持IPCC方面继续加强合作，特
别是在IPCC秘书处的管理以及向IPCC信托基金捐款方面。其目的在于鼓励发展中
国家的专家参与IPCC评估报告、特别报告、技术报告和方法论报告的策划与编写
工作。
3.2.7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议题3.2.7)

3.2.7.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WCRP自WMO第十四次大会以来取得的成果，尤
其是在该计划的两个目标下取得的进展，即改进气候预测和提高对人类与气候互
动的认识。这些成果包括：通过可靠的集合预报技术提高了季节预报技巧水平、
提高了量化评估技巧并应用于热带疾病、森林火灾和洪水的爆发；改进了再分
析，具体讲日本的25年再分析项目于2006年已经完成、欧洲再分析得到多方改
进、海洋再分析已启动、以及将降水与气候系统其他部分耦合的再处理；气候变
化预估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所采用，包括创建耦合模式
比对项目(CMIP3，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档案(气候模式诊断和比对计划)和用户
分析(在马-普研究所)；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预估中的技巧评分，例如海平面上
升和碳吸收方面的不确定性；对2006 WMO/UNEP臭氧耗减科学评估报告的关键
性贡献，特别是通过模式技巧评价和改进；为制定国际极地年2007-2008研究任务
和资料及观测系统的后续做出贡献。通过印度气候研究计划的各项国家级外场活
动对提高印度洋北部海气相互作用对印度洋夏季季风的支持作用的认识做出了贡
献。
3.2.7.2  
大会注意到IAHS/WMO的WCRP GEWEX工作组在过去一些年所做的
有价值的工作，并鼓励WCRP旗下的气候学界和IAHS的水文学界相互合作，确保
水文科学对WCRP的有效支持。
3.2.7.3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CRP打算实施新的战略框架，这需要WMO会
员更密切的参与，它的具体目标旨在更好地对各会员的需求做出响应。大会注
意到，WCRP 计划为WMO预期结果2和通过THORPREX为预期结果1做出贡献。
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将是评估气候模式在季节预报中的技巧水平，各大预报中心
将参与于2007年6月在西班牙巴塞罗纳举行的重点评估活动；通过CLIVAR/CCl/
JCOMM气候变化探测、监测和指数专家组(ETCCDMI)与世界气候计划一道共同
创建气候指数；设立气候预测工具用户网上论坛，并促进 “对教师的培训”，使他
们能更好地利用该工具；通过由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于2007年11月承
办最不发达国家能力建设研讨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并与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一道共同参加主题为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的经验教训国际会议；通过2008年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WCRP第三次再分析会议促
进再分析资料的应用；与防灾减灾计划和世界气候计划一道设定具体的提供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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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事件早期警报的气候重点；许多区域活动包括印度气候研究计划的季风季节
南亚大陆水文圈研究；旨在提高对非洲气候变率的认识以支持早期预警和农业的
非洲附近大洋(尤其是印度洋)的研究；以及更多的活动旨在解决资料缺乏和提高
对赤道气候过程的认识。大会欢迎JSC的这些优先重点并支持这些拟于2008-2011
年开展的气候科研活动。
3.2.7.4
大会注意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MO/ICSU/IOC联合科学委员会(JSC)
主要成果的简要报告，第28届JSC会议于2007年3月26-30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的桑给巴尔召开，JSC届会的重点是实施WCRP战略框架2005-2015的方法，并审
议了所需行动的建议，以确保WCRP未来活动的经费。会议肯定了WCRP 项目在
开展计划方面的重要作用。联合科学委员会审议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科
学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JSC/IGBP理事会联合工作组的建议，该建议旨在研究共同
的科学问题及未来开展这项工作的最佳方法。大会对WMO/ICSU/IOC联合科学委
员会(JSC)在制定计划的总体科学目标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大会还获
悉ICSU在即将开展的对WCRP的审议中可能会考虑需求的变化和气候变化涉及越
来越多学科的特点，WMO将参与审议。
3.2.7.5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联合科学委员会在桑给巴尔第28次届会上认为，在
应对发展中国家在气候研究和应用方面的需求、兴趣和能力建设时，WCRP应充
分发挥WCRP的主要发起单位WMO的潜在作用，包括其世界气候计划的区域计划
以及START，并注意到WCRP将把区域气候预测及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预测能力作
为优先重点。大会注意到联合科学委员会将下述交叉性领域作为优先重点：人为
气候变化(ACC)、大气化学和气候、季节预测、十年可预测性、季风、气候及其
极端事件和国际极地年2007-2008。WCRP将与IGBP密切合作将ACC作为重大的联
合交叉活动来开展， 其他交叉活动则由各WCRP项目付诸实施。
3.2.7.6
大会对WCRP采取的面向WMO会员的方式表示高兴，并认识到将气
候和地球系统科学相整合对WMO预期结果2和7确定的使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能为
终端用户提供效益十分重要。 WCRP将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一起改进气候预测及
其应用。WCRP还将提供对人类影响气候的最新认识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如制定
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3.2.7.7    
UNESCO的IOC代表向大会忆及IOC与WMO和国际科联一起于1993
年共同发起WCRP，并于2005年6月的IOC第23次大会上再次确认继续共同举办
WCRP及其通过正常计划基金对它至少每年125，000美元的支持。IOC认识到
WCRP是一个世界性的气候科学家团体，它代表了物理气候系统及其可预测性
的最高水平。IOC会员国依靠WCRP对气候科学的领导和协调，改进对气候变率
和变化的预测，以及WCRP项目对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重要贡献。对此，WCRP
CLIVAR 和 CliC项目仍然十分重要。IOC相信WCRP应该像以往出色的表现一
样，继续将重点放在有关气候系统可预测性和人类对气候影响的高质量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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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C会员国还表示对在其政策圈子内认识气候科学，以及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
十分重要。IOC对WCRP在下述方面已采取及即将采取举措表示赞赏：改进气候
服务，探索与IGBP和通过地球系统科学联盟与其他国际气候研究计划的合作途
径，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认识区域气候预估以便开发适应策略。IOC感谢WMO对
WCRP秘书处和计划活动持续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希望在如何最佳地支持WCRP的
活动方面继续开展对话。
3.2.7.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世界海洋环流试验的水文计划图集系列已于2005
年出版了第一卷：南半球海洋图集。非洲气候图集增加了新的章节。WCRP海平
面上升专题组于2006年6月在法国巴黎组织了WCRP研讨会：认识海平面上升和变
率。来自29个国家的163人参加了该研讨会，就针对海平面上升及其变率不确定性
方面的科研和观测需求提出了建议，会议文集将于2008年出版。世界气候研究计
划联合科学委员会主席John Church先生作了2006年Roger Revelle纪念讲座，题为
“全球海平面：过去、现在和将来”，并在第39次IOC执行理事会(2006年6月21-28
日，巴黎)上获得了Roger Revelle奖章。
3.2.7.9   
大会认识到WCRP的工作在推动WCRP战略框架2005-2015方面的重
要性，并对WCRP为促进气候研究的国际协调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大会对
WCRP缺少资金继续协调和帮助基础气候研究表示严重的关切，尤其考虑到WMO
作为WCRP的主要主办单位这一角色，强烈敦促会员找出方法以增加对WCRP的
支持。
3.2.7.10     大会根据决议9(Cg-1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批准继续WMO，ICSU和
IOC间有关开展WCRP的协议，并敦促WMO继续大力支持WCRP和提供指导。

3.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议题3.3)

3.3.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CAS主席的报告 (议题3.3.1)

3.3.1.1
大会对大气科学委员会(CAS)主席Michel Béland先生提交的报告表示
感谢，该报告着重于研究计划取得的重大成果。大会认为，CAS和大气研究和环
境计划的活动与WMO第6个长期计划和大会及执行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相一致。
3.3.1.2
AREP管辖的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的不断成功，反映出那些受到鼓
励继续支持该奖项的WMO会员的兴趣。
3.3.1.3
大会对AREP计划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该委员会于2006年2月16-24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了第14次届会，大会对这次届会报告中提及，后经2006年的
理事会第58次届会修订的CAS的改革表示赞同。大会向在CAS-14时卸任的CAS前
主席Anton Eliassen先生所做的长期领导工作表示感谢，并对担任组长和小组成员
的全球各地的专家表示感谢。CAS下设两个支持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GAW)、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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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的开放计划领域组(OPAG)，大会支持CAS-14和执行理
事会第58次届会通过的CAS新运行系统，该系统包括THORPEX及其它的研究活
动。大会通过了决议14(Cg-1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3.1.4
大会同意主席看法，即CAS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EPAC)OPAG下的
GAW计划正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它管理健全，重要服务和产品日益增加。大会赞
同通过GAW战略计划进行实施的程序，该战略计划得到了CAS管理组的批准并由
CAS OPAG-EPAC负责监督。大会注意到，根据CAS-14的建议并得到执行理事会
第58次届会的批准，第3个GAW战略计划： 2008-2015年，将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
测(IGACO)战略(见WMO/TD-No.1235)的基本原理与实施相结合。大会赞同主席
关于GAW计划和CAS在开发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建议。
3.3.1.5
由于天气预报研究是WMO通过减灾降低风险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以及由于WWRP和THORPEX活动有许多共同点，因此，大会坚定地赞同
CAS-14及其管理工作组的决定，在WWRP开放计划领域组的领导下，为新的世
界天气研究计划制定和实施一项战略计划，将WMO会员在THORPEX、热带气
象学、中尺度天气预报、临近预报、检验及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活动与从事全
球预报研究和地球观测的合作伙伴开展的活动相结合。大会认为，在此计划中，
必须要保持和加强与GAW、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及WMO其它计划的传统稳固的关
系。
3.3.1.6
大会对CAS充分响应CAS-14(大气科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含决议和建
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02)总摘要第8.1.2段)要求审议对“WMO人工影
响天气声明(包括执行摘要)” 和 “WMO人工影响天气活动计划指南”提出的更新意
见表示满意。大会接受CAS提出的在2008年向执行理事会第60次届会提交其决定
的建议。
3.3.1.7
大会对CAS响应Cg-14的要求(第14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
节略报告(WMO-No.960)总摘要第3.3.5.4段)表示满意，并对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
解决气溶胶污染(包括生物燃烧)对降水的影响表示满意。大会注意到，CAS已指
定AREP指导WMO与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盟(IUGG)合作，建立了WMO/
IUGG国际气溶胶沉降科学评估组，并编写了同行评审报告，名为“气溶胶污染对
降水的影响：科学评审”。大会接受主席提出并得到IUGG代表支持的建议，即
WMO和IUGG将该报告作为一个联合出版物出版，并建议执行理事会第60次届
会根据这些建议酌情采取行动。大会对IUGG、合编者Z. Levin先生和W. Cotton先
生、同行评审领导G. Isaac先生以及向许多投稿人和评审员表示感谢。
3.3.2

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包括对有关环境公约的支持 (议题3.3.2)

3.3.2.1
大会注意到CAS批准了全球大气监测网(GAW)战略计划：2008-2015
年。大会认为，GAW着重于利用大气模式整合所有形式(地基、飞机、卫星)的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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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UV辐射、温室气体、气溶胶以及选定的活性气体观测，并整合全球综合大气
化学观测战略的诸多要素。这为GAW整合观测提供了相应框架，并加强与用户的
联系。为此，大会称赞GAW对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作出的重要贡献，并要求CAS就
如何促进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大气组分的实施问题继续指导AREP。由于认识到各
国对GAW基础设施的支持至关重要，因而鼓励会员继续开展其国家的有关GAW
的活动；支持信托基金在发展中地区建立能力以及寻求机会弥补仍缺乏能力地区
的差距。大会注意到，在观测方面存在差距，特别是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3.3.2.2
大会对GAW已开始每年发表WMO温室气体公报表示满意。第二份公
报恰在2006年UNFCCC缔约方大会召开会议时。大会建议，开发将GAW活动与用
户相联系的其它服务和产品，包括分析和预报与空气污染事件、来自大气的生态
系统化学浓度、UV辐射照射以及烟、尘造成的低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差有关的短期
和长期灾害。
3.3.2.3
关于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及其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
书，大会强调，在未来几十年，会员必须支持臭氧及臭氧耗损物质的监测，以确
保探测臭氧层状况。大会鼓励会员支持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研究和系统观测信
托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地区的能力建设。大会通过了决议15(Cg-15)– 平流层臭氧
观测。大会注意到，2006年开始发布的传统WMO南极臭氧公报和北极臭氧公报
对统一科学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并成为重要的信息。
3.3.2.4
大会对GAW与区域大气化学监测和模拟计划建立的紧密伙伴关系表
示欢迎。大会建议，继续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就长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密
切合作，特别在公约所开展活动的范围扩大至半球时。WMO-GAW是公约的欧洲
污染物长距离输送监测和评估合作计划的测量和模拟特别工作组的联合组长，并
参加其空气污染半球输送特别工作组的工作。
3.3.2.5
大会支持GAW将优先重点放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培训和教育需求
上，并对德国支持GAW培训和教育中心及举办一年两次的课程表示感谢。此外，
大会对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日本、南非、西班牙、瑞士和
美国为培训做出的特别努力表示感谢。大会敦促会员继续开展这些活动。GAW城
市气象环境研究(GURME)空气质量预报培训课程的设立对于增强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应对城市空气质量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鼓励会员协助在WMO的各区域开
办此课程。
3.3.2.6
在日内瓦举行的GAW 2005年研讨会上，召开了第2届四年一次的
GAW领导人及合作伙伴会议。GAW所有部分的与会代表有：CAS环境污染和大
气化学开放计划领域组(前工作组)成员；GAW标定、质量保证、资料管理机构的
领导；站点管理者；模拟工作者；GAW产品用户；合作伙伴组织及秘书处。大会
建议继续举办这一重要的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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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7
全球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正在将其气象监测和预报的传统作用扩大
到预测对公众健康和福利有实质性影响的环境现象(如UV辐射、生物质燃烧产生
的烟云、尘暴及空气质量)。城市空气质量预报的出现(GURME)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大气化学输送模拟的最新进展表明，从城市到全球各尺度的空气污染问题具
有更为有效的关联。大会欢迎GAW继续举办研讨会并实施各项目，包括GURME
并与WWRP合作。
3.3.2.8
GURME试点项目展示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可如何将它们的活动成功
地拓展到城市环境领域。大会认为那些试点项目,特别是上海GURME项目能够对
灾害防止、管理和多灾害预警系统(MHEWS)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3.3.3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包括THORPEX和热带气象学 (议题3.3.3)

3.3.3.1
大会向参与开展THORPEX及其进行中的各项活动的科学家们表示感
谢。大会特别注意到加拿大、中国、法国、日本、大韩民国、挪威、英国和美国
不断地提供财政支持，尤其注意到中国借调专家到国际计划办公室工作。大会注
意到紧迫的预算问题，因而敦促有能力的会员向THORPEX信托基金提供更多的
支持，并确保所有会员通过该计划获益。
3.3.3.2
大会对开发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TIGGE)所取得的进展表示
十分满意，它是多模式集合预报系统的原型，可指导开发可能的全球交互式预
报系统。在第一阶段，TIGGE可向WMO所有会员提供用于研究的近实时集合预
报产品。它也支持THORPEX太平洋亚洲区域行动，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研究活
动，该活动将帮助认识太平洋地区的天气并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
3.3.3.3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a)二、四和六区协的THORPEX区域组织以及
在南半球一、三和五区协各国迅速建立了THORPEX合作关系；(b) THORPEX将
重点放在社会和经济效益上的重要性；(c)大力发展THORPEX、WCRP、GEO和
IPY间的合作；(d)2006年在德国的兰茨胡特举行的第二次THORPEX国际科学研
讨会取得了巨大成功，预示着产生一项切实有用的计划；(e)WWRP-THORPEX
着手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满足一区协国家的具体需求。为确保取得本计划的所
有效益，大会强调，THORPEX必须要继续解决科技转让问题，并使其活动与
WWRP、GAW、WMO其它计划及国际研究和应用计划相协调。
3.3.3.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过去4年期间，成功完成了WWRP 悉尼2000年
预报示范项目、中尺度阿尔卑斯山计划、生成地中海高影响天气的地中海飓风试
验第一阶段和飞机飞行中积冰项目。大会向WMO的有关会员及所有参与者做出
的杰出贡献和出色的合作表示祝贺，他们的工作确保了这些WWRP项目的成功。
3.3.3.5
大会欢迎建立北京2008年预报和展示项目/研究和开发项目、中尺度
阿尔卑斯山计划的阿尔卑斯地区洪水事件的概率水文和大气模拟展示项目、沙尘

54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暴研究和开发项目及对流和地形引发降水研究科研和开发项目，并满意地注意
到，这些WWRP项目的实施取得了重大进展。
3.3.3.6
大会支持WWRP和GAW联合活动，以建立WMO沙尘暴预警系统，旨
在协调沙尘暴的观测和预报模拟研究，同时与用户，包括业务预报员，建立密切
联系。大会欢迎西班牙对主办沙尘暴预警系统的欧洲/非洲/中东站点提供的强有
力的支持以及在执行中发挥的领导作用。
3.3.3.7
大会注意到建立了一种新的称为 “发展中国家预报示范项目”的
WWRP研究活动，参与人员有相关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区域气象中心和有关的发
达国家的科学家。大会特别鼓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加积极地参
与WWRP活动。由于这些项目已与强调预报应用的THORPEX示范项目相联系，
因而有可能不断改进发展中国家的预报产品。
3.3.3.8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由美国NOAA建立的WWRP降水预报国际水文
气象试验场将会促进研究和预报示范活动之间的联系，并促进从研究向业务的转
换。
3.3.3.9
大会同意CAS的观点，4个优先重点研究领域(即热带气旋跟踪预报、
定量降水预报、结构/强度变化和风暴潮)对于改进热带气旋早期预警系统至关重
要。大会敦促WWRP热带气象研究活动继续开发热带气旋概率预报技术，并与
THORPEX、WCRP和气象应用计划合作，量化热带气旋和热带气旋预报的社会和
经济影响。
3.3.3.10
大会强调季风研究的重要性，此项研究的部分工作可能有助于改善强
降雨、洪水和干旱预报，大会敦促WWRP与WCRP及THORPEX合作，继续进行
季风研究项目和外场试验。
3.3.4

人工影响天气活动 (议题3.3.4)

3.3.4.1
大会注意到，许多会员开展的人工影响天气活动旨在促进经济(如增
加农业供水)或减轻与高影响天气有关的风险(如霜、雾、雹等)。大会强烈建议，
此类由研究和模拟支持的活动提供：(a)更深入地了解云人工影响对云/降水发展
的影响，(b)科学上可接受的人工影响天气活动评估。大会还鼓励会员在开展人工
影响天气活动时，须考虑经济、社会、生态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3.3.4.2
大会敦促秘书处设立一个信托基金，用以支持每四年召开一次的
WMO人工影响天气科学会议和WMO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该专家组支持开展培
训并指导人工影响天气和业务方面的科学规范。大会敦促参与人工影响天气的会
员和其它各方向信托基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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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议题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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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根据WMO第六个长期计划指出的方向和第
十四次大会的决定成功地实施了公共天气服务计划(PWSP)。
3.4.1.2大会强调，公共天气服务是公开的门面，也是政府对气象基础设施和

技术全部投资回报全社会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主要渠道。它注意到公共天气
服务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促进人民生命安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和环
境质量保护的国家目标方面处于最前沿。由于认识到公共天气服务为气候和
水领域信息的有效分发和传播做出了贡献，大会对一些会员在追求这些目标
的过程中将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的范围拓展到有关气候和水领域的服务提供表
示认可。
3.4.1.3
大会强调指出公共天气服务作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一个关键功能，
通过每天定时提供和传播高质量的、有用的、有针对性和及时的天气和相关信
息，使用户作出明智的决策，它由此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大会强调一个运行良好
和有信誉的PWS有助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确保赢得公众的长期信任，这对于提高
发生次数不多的灾害性天气预警的效果至关重要。为认可PWS计划对实现这些目
标作出的贡献，大会要求根据决议35(Cg-15)-第十五财期(2008-2011)最大支出-预
期结果7给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划拨足够的资金。

公共天气服务战略
3.4.1.4
大会注意到为了确保PWSP的工作能够与WMO战略计划步调一致,
PWSP确定了有助于指导该计划今后四年工作的战略。大会注意到CBS和执行理事
会已经批准了PWSP战略方法。大会因此通过了以下的PWSP战略，同时要求秘书
长为实施工作提供支持：
(a)

改进早期预警服务和产品及其表示方式，这是PWS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b)

参与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

(c)

改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

(d)

推动气象科学、气候学、水文学和相关技术的应用以改进产品和服
务；参与示范项目；

(e)

酌情开展协调活动；

(f)

建立和推广最佳做法；

(g)

研究和提供有关天气服务的社会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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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公布PWS专家组的工作成果；

(i)

参与调查和评估；

(j)

提高和加强WMO的品牌形象。

3.4.1.5

大会通过了以下经CBS确定的国家PWSP核心内容的定义：

(a)

为帮助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基本的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观测和预
报，酌情向其他政府机构提供为履行其保护人民生命、生活和财产的
使命所需的高影响天气和极端气候的警报和信息；

(b)

参与教育、提高意识和预防灾害的活动，旨在帮助人们最好地利用预
报和预警信息，理解高影响天气和极端气候的潜在威胁，并具备相关
的缓解灾害行动的意识。

能力建设和培训
3.4.1.6
大会注意到PWS有助于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形象和信誉并帮助
它们赢得利益攸关方的信任。大会继续要求秘书长高度重视协助会员通过能力建
设和知识转让加强各自国家的PWSP计划。虽然资金有限，但十四次大会以来举
办了十一次培训活动，大会对此表示满意，进而敦促秘书长在兼顾区域平衡的基
础上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大会强调有关提供服务的培训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人员培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将PWS科目纳入WMO区域培训中心的课
程。大会还要求PWSP继续监测和报告培训活动对国家PWS产生的积极影响。大
会对主办培训活动并提供设施的会员表示感谢。它还感谢英国对媒体培训给与的
不断帮助。

公共天气服务在社会和经济中的应用
3.4.1.7
大会强调环境信息的提供方和用户之间需要更多的合作与沟通，促进
这些信息在决策时更具针对性、更实用。它完全支持公共天气服务计划通过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对社会、环境和经济所作的贡献，从而有益于用户部门。 就此，大
会对设立 公共天气服务社会经济应用专题组表示欢迎。大会坚决支持专题组具体
帮助会员开展评估并向用户展示公共天气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大会要求专题
组继续开展解决提供方-用户之间关键问题的工作。大会欢迎PWSP和THORPEX
社会经济研究与应用工作组之间的密切协作。
3.4.1.8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和专题组全面参与了由WMO组织的 “安全和可
持续的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国际会议”(马德里，2007年3
月)，会议得到了国际广播气象协会的帮助，大会对此表示满意。注意到正在制定
一项基于马德里行动计划的实施计划，大会要求PWSP和专题组积极参与会议成
果的推广活动。大会要求秘书长在评估气象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方面向国家

总摘要

57

气象水文部门提供帮助和指导。

公众教育和宣传
3.4.1.9
大会同意PWSP帮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公共教育和宣传。大会欢迎
依靠PWSP设立的专家组与ETR计划合作出版公共教育和宣传指南，并要求予以支
持以继续开展此项工作。
与媒体的关系
3.4.1.10
大会支持通过PWSP继续举办类似于2006年在日内瓦组织的有关与媒
体沟通技巧的培训研讨会。在上述会议之后制作了一个题为“气象播报的十个步
骤”的DVD并分发给会员，以帮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实施媒体培训计划，大会对
此表示欢迎。大会同意PWSP继续与国际广播气象协会开展有益的合作，并要求
PWSP与国际媒体继续加强合作，尤其是确保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适当归属。大
会要求秘书长支持专业气象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网络，例如大非洲之角气候新闻
工作者网络、欧洲气候广播员网络以及旨在促进天气、水和气候问题报告的质量
和频次的南部非洲媒体气候网络。

与私营部门的关系
3.4.1.11
以往的大会曾经探讨过搭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私营部门对话机制作
为增进对各自作用理解的一种有用途径。过去与媒体组织建立富有成效的对话和
伙伴关系的经验是成功的。大会注意到在许多国家私人部门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工作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十年，出现了诸多强有力的公共-私人部
门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已给一些会员带来明显的效益。私营公司可以提供增
值服务和产品，也可以成为有用的数据补充来源(例如闪电探测、密集的中尺度
网、道路天气网、飞机气象数据、摄像网)。大会注意到私营部门可以为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拓展产品和服务领域提供创新、高效并具有成本效益的机会。
3.4.1.12 大会要求秘书长采取具体步骤推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对话，
并建议可将目前成功的合作关系和最佳做法写成文件。

通过互联网的公共预报和预警的国际交换
3.4.1.13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中国香港继续开发和管理两个用于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官方预报和预警国际交换的网站。自2001年建立以来，强天气信息中心除了
发布热带气旋信息还一直发布暴雨、大雪和雷暴天气信息。大会欢迎该中心和
METEOALARM (即通过EUMETNET开发的一个天气警报网站)建立合作。该项
目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开展合作，制作面向公众的更好的天气服务的良好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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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4
共计115个WMO会员向世界天气信息服务(WWIS)提供了全球1189座
城市的官方天气预报，159个会员提供了1167座城市的气候信息。该网站提供阿
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内容。该网站分别由阿曼、
中国、中国香港、法国、西班牙和中国澳门承办。但葡萄牙不久将接管承办葡语
版网站。WWIS和SWIS的用户指南为如何使用网站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大会称赞
中国香港继续承办、开发和管理该网站，并要求秘书长为继续运行这些网站提供
必要的支持。英国提出与PWSP和会员合作探索发展中国家和LDC能力建设的途
径，以全面地参与WWIS网站，大会对此表示欢迎。大会鼓励会员在媒体中尽可
能促进使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官方信息。  
3.4.1.15 大会支持继续开发利用互联网提供资料和产品，并用它作为在国家和国际
层面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与公众、国家管理部门和媒体进行沟通的工具。大会鼓
励利用互联网分发警报和有关信息。

对减轻自然灾害的支持
3.4.1.16 大会强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通过媒体发布预警时具有唯一官方的

权威性。PWSP开展的调查结果表明预警信息能否成功改变人们的行为，教
育是关键，尤其是通过媒体开展的教育。大会强调指出有关向民间保护和应
急机构、决策者和公众宣传到位，以提高它们对预警信息的理解并将其转化
为有效行动的能力的研讨会至关重要。就此，大会同意PWSP和相关计划协
作组织与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有关的研讨会，此举将使与会人员认识正
确传播预警信息的重要性。大会鼓励使用现代技术，尤其是通过媒体传递预
警信息。大会要求秘书长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此领域开展的
培训活动。
3.4.1.17
大会认为对于改进灾害性天气现象的预警，临近预报是一个重要的决
策工具。大会同意将临近预报应用到PWS的活动，并要求秘书长支持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在此领域的能力建设。
3.4.1.18 大会欢迎PWSP参加在南部非洲的强天气预报展示项目，以帮助参与的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公众、决策部门和灾害管理部门的沟通，确保准确地解读和有
效地利用警报。大会要求PWSP在未来继续积极参与类似的项目。
3.4.1.19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在日本、大韩民国和中国香港的参与下二区协有关向
该区域发展中国家提供定点中期预报的项目，它类似于ECMWF向一区协部分国
家提供此类预报。大会鼓励秘书长探索如何将这一概念扩大到其他区域，并注意
到提供此类定点预报可以很容易地衡量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成果。

出版物
3.4.1.20

大会同意PWSP继续出版关于提供服务的指南和手册的工作，国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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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水文部门认为这些材料非常有用。它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进一步出版会员要求
的各种主题的指南。
公共天气服务国际研讨会
3.4.1.21
大会认为，会员认识到PWSP通过的动态方法对挖掘国家PWS计划和
活动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大会要求秘书长尽快组织一次公共天气服务国际研讨
会，其目的是为全面审议以往的成就提供一个论坛，并在审议结果的基础上，为
未来十年的战略计划草拟一份路线图。认识到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需提高适应和应变能力。大会强调PWSP在增加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潜
力，并要求研讨会就PWSP如何最佳地支持WMO战略目标的实施提供指导。

公共天气服务，WMO的一项交叉性活动
3.4.1.22
大会注意到PWSP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工作也与水和气候领域有关。考
虑到这一现实情况， PWSP继续积极参与其它计划和活动，PWSP通过与WMO其
它计划的协作体现其自身是一个典型的交叉性计划，尤其是与世界天气监视网、
世界气候计划、热带气旋计划、教育和培训计划、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预防和
减轻其人灾害计划及沟通和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协作。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这一做
法，旨在节约计划的实施成本，避免重复，提高效率。

会员的重点领域
3.4.1.23  大会同意PWSP与WMO战略计划保持一致的重点领域和在过去四年

对PWS调查结果中得出的各会员确定的重点领域，大会认识到以下的优先
(a)和(b)是最重要的，列出的其它重点领域则保障它们的实现。
(a)

服务提供 – 针对出色的服务，用户需求、总体质量管理、持续改进开
展工作；

(b)

多灾害预警信息的制作和传递–在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过程中与公众
沟通并影响公众；

(c)

分发和介绍 – 预报的及时分发和格式，以及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
信誉并酌情提供预报的出处；

(d)

与媒体强有力的关系 – PWS计划取得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是与
媒体关键的伙伴关系；

(e)

公共教育和意识 – 提高公众积极响应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所提供服务的
意识，尤其是预警并采取恰当的行 动；

(f)

协调和协作 – 与需要天气服务的所有部门和机构保持密切协调和协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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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福祉 – 与社会中天气敏感型部门协调，以此作为
对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h)

区域合作－与区域内其它会员合作，加强产品和服务。

未来方向
3.4.1.24

考虑到会员的重点，大会要求公共天气服务计划未来方向应该瞄准：

(a)

提供关于将新技术和科学研究应用于服务的指导；

(b)

通过对PWS全方位的培训开展能力建设，按照会员要求出版各类主题
的指导材料；

(c)

继续提供有关PWS经济社会应用指导；

(d)

继续提供有关用户服务评估和产品检验指导，并制定问卷样本提供给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以帮助它们开展国家评估；

(e)

提供有关天气信息国际和区域交换指导。

3.4.1.25
大会强调PWSP固有的交叉性，尤其是虽然在计划名称中明显包括
“天气”一词，这并没有将服务和信息的提供限制在某一时间尺度和某个现象上。
大会进一步认识到PWSP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其基础功能是向公众提供广泛的
服务。有些会员表示该计划的名称应更好地反映其广阔的范围和内容。大会要求
CBS和执行理事会继续审议此事，并作为第一步，要求提议的PWS国际研讨会研
处有关PWSP的名称和结构问题，并形成报告供执行理事会审议。
3.4.1.26

大会通过了决议16 (Cg-15) –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3.4.2

农业气象学计划；CAgM主席的报告 (议题 3.4.2)

3.4.2.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 主席有关从2003年的委
员会上一次届会以来农业气象学计划的执行进展报告，根据WMO第六个长期计
划指出的方向和第十四次大会的决定成功地实施了该计划，大会表示满意。
3.4.2.2
大会回顾到农业气象学计划的目的是支持粮食和农业生产及活动以及
畜牧业、林业和渔业。该计划协助会员为农业团体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鉴于普
遍越来越关切农业生产受气候变率、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对改进农业气
象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及应对上述影响的警报和咨询。大会强调对
于提供这类服务，发展改进的支持系统至关重要。
3.4.2.3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农业气象
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14))，此次
届会应印度政府的盛情邀请，于2006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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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委员会通过的主题将成为本委员会在下一个休会期间的活动重
点，即“农业产品、服务和持续农业发展的对策，用于作出有效的短期日常耕作决
策和采取前瞻性长期战略农业规划措施”。
3.4.2.4
大会大力鼓励该委员会为该计划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规划，它以一组
具体、可评价、协商一致、现实、限时的业绩指标(SMART)为支撑，使其将来的
工作与WMO战略计划挂钩。

实施委员会新的体制结构
3.4.2.5
大会注意到，该委员会为提高其工作效率和效果在其第十三次届会上
通过了一个新工作结构，同时注意到由三个开放计划领域组执行本计划的活动：
(a)

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气象服务，重点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业务和研究活
动；

(b)

农业气象服务支持系统，重点围绕网络观测、资料和信息管理和推动
服务的技术开发；

(c)

气候变化/变率和农业中的自然灾害，处理影响农业的重点问题。

3.4.2.6
大会注意到，在休会期间，该委员会在新结构下，所有九个专家组
和三个执行/协调组利用有限的资金都组织召开了会议，并出版了许多专家组的报
告。大会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的会议是与其它的组织和机构共同主办的，这
使很多专家能积极地与会。
3.4.2.7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三个OPAG推荐的试点项目，大会鼓励在下一个休
会期间在区域内实施各试点项目。

委员会新体制结构可提供的服务
3.4.2.8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在委员会新体制结构下开展的活动形成了一些重
要出版物，包括在一些科技刊物发表的特刊，如：气候变化(第70卷)，气候研究
(第33卷)，农业和森林气象(第142卷)，气象应用 和澳大利亚农业研究学报 。由
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灾害和农业极端事件”和“气候预测与农业：进步和挑
战”分别选自减轻自然灾害影响和减少农林渔业中极端事件专家组的会议文集和气
候预测与农业国际研讨会文集，以及农林业气象学报发表的有关 “农业对国家气
候状况的影响” 专集摘自同名的专家组会议的文集，这些都体现了委员会新体制
结构效果的好例子。
3.4.2.9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除了上述情况，还出版了五次研讨会的文集、两个
技术摘要、十三个CAgM 报告和两个宣传册。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出版了刊载AGM
各类会议报告的9个CD光盘 和1个DVD盘 。大会认同在会议后立刻出版CD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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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DVD盘的创新，这使会员能很快获得信息。
3.4.2.10
大会对秘书处提出为发展 “农业自然灾害影响评估” (ANADIA) 项目
设立一个专题组的倡议表示欢迎，该专题组由来自六个区域的专家组成。大会赞
同ANADIA 专题组提出的关于在不同国家开展有关干旱、热带气旋、洪水、野
火、霜和局地强风暴的个例研究的建议。 大会要求在这一方面与其他技术委员会
适当协调。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3.4.2.11
大会注意到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WAMIS- www.wamis.org) 拥有来
自超过29个国家的产品并且提供工具和资源来帮助各国改进其公报和服务。考虑
到WAMIS 对会员的益处，大会敦促会员参与并向全球团体推广它们的产品，而
通过提供实时和历史的两种公报，这些产品有助于自然灾害评估。

农业气象规范指南 (WMO-No. 134)
3.4.2.12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关于农业气象规范指南修订版(WMO-No. 134)的进
展。指南第一稿将在2007年完成并将公布在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和国际农业气象协
会的网页上。大会同意在2008年出版最终版。

培训和能力建设
3.4.2.13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农业气象计划开展的大量培训活动，包括六次培
训讲习班、四次国际研讨会、一次地区间研讨会、三次专家组会议以及两次技术
会议，内容涉及有关农业气象的各类主题。结果证明，肯尼亚气象局与英国里丁
大学合作举办的应用气候学统计(SIAC)培训课程有助于制作面向用户群的产品和
服务。大会对在上述培训活动中与一些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的积极合作表示赞
赏。大会尤其对有关出版和分发不同研讨会文集的举措感到高兴。
3.4.2.14
大会对与世界气候计划CLIPS 项目共同在三区协举办了两次有关“气
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CLIPS) 及农业气象应用”区域技术会议表示欢迎。
3.4.2.15
大会对WMO 和各联合发起组织于2006年10月25-27日在印度新德里组
织了题为“农业气象风险管理：挑战与机遇”的研讨会表示感谢，发起组织包括全
球变化研究亚太网，澳大利亚气象局，农业及乡村合作技术中心，联合国粮农组
织，法国气象局，英国气象局和美国农业部。该研讨会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成
员在研讨会之后能出席该委员会的第14次届会。这次研讨会为委员会的第14次届
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3.4.2.16
大会还表示大力支持继续举办巡回讲习班、研讨会和其他培训活动以
及派遣专家团，以支持将气象知识和信息应用于农业。据此，大会重申对农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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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教育和培训应该继续给予优先考虑，包括技术转让、教员培训和用户培训。
因此，大会敦促为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开发农业气象学研究计划提
供支持。在感谢农业气象学计划修订农业气象学研究生课程的同时，大会建议，
应当把发展中国家学术机构的农业气象学教学和培训计划的实施作为高优先活
动。对此，大会支持委员会向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在现有WMO培训基金中增加对
农业气象培训拨款的请求。

2004年抗蝗灾的举措
3.4.2.17
大会十分赞赏AGMP于2004年针对抗沙漠蝗灾所付出的努力，包括为
改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有效监测和控制沙漠蝗虫和在支持业务中所采取的一些
前瞻性措施。大会支持WMO和FAO联合编写并出版一个关于“气象与蝗虫”的宣传
册。

交叉性事宜
3.4.2.18
大会认可AGMP采取的前瞻性举措，以处理与WMO秘书处其他各司
的交叉性事宜，尤其是水文和水资源司 及防灾减灾办公室 。大会鼓励农业气象学
计划在下一个休会期继续开展高度优先的交叉性活动。

与国际和区域组织的联系
3.4.2.19
大会对秘书处在执行农业气象学计划中与一些国际和区域组织建立合
作活动所采取的举措表示赞赏，例如：FAO、全球变化系统分析﹑研究和培训 、
欧洲科学基金会COST718行动、农业气象和业务水文及它们的应用区域培训中心
和非洲气象应用与发展中心。

未来计划
3.4.2.20
大会支持委员会建议的在下一个休会期间开展的活动。新的专家组
将把重点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农民使用的农业气象产品、内容和延伸服务；
可持续农业发展中有关农业气象方面的问题；收集和评估农业气象业务工具和
方法；农业气象产品和服务的宣传；在薄弱领域中的气候风险农业气象监测和
对策；干旱、洪水和极端温度；可持续农业、牧业、林业和渔业的备灾和灾害管
理。关于干旱，大会注意到需要跨越所有相关技术委员会来进行活动的协调，包
括CCl、CHy和CBS。大会建议本委员会同时调查生物险情对农业产量的影响问
题，尤其是突发疫病事件。
3.4.2.21
大会同意该委员会的看法，即其中一个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当前在
提供农业气象产品和咨询方面存在一些制约问题。大会指出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
在向农民提供改进的天气气候信息以及改进的农业气象服务支持系统。大会注意
到最近由AGMP提出的倡议，在世界不同区域组织一系列为期一天的关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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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农民的巡回讲习班，以便让农民重视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将其运用到农业
耕作管理中。
3.4.2.22
大会认同委员会的建议，即：开发农业气象业务产品，以便更好地利
用遥感和GIS这类工具来克服诸如资料匮乏及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低等传统的局限
性，同时要牢记使用这类分析工具的假设条件和局限性。大会还认同增加农业气
象站网密度从而提高空间分辨率和农业气象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3.4.2.23
大会还支持委员会关于制定并执行协调有序的综合国家农业气象政策
的建议，以确保农业和粮食安全业务服务能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并完全满足需求。
大会进一步建议委员会应该在下一个休会期深入审议这个议题并付诸行动。大会
强调，对气候变化引起极端事件可能性增加的预测，需要系统评估会受气候变化
影响的农业气候资源。因此，大会建议委员会考虑制定一些方法方面的建议，以
帮助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评估已观测到的和预期的气候变化对会员国农业和粮食
生产的影响。
3.4.2.24
大会指出目前正在制作非常精细的产品，包括季节预报和气候风险
评估工具，但有限的后续工作不能确保将其应用于耕种。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这
些产品如何制作、分发并提供给用户。为此，大会认为需要更多地了解农民是如
何进行决策的，并认可概率气候信息可以有力地保证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同时
大会还注意到，为充分取得效益可能需要开展继续教育。总之，需要更有效的渠
道向农民提供天气、气候和水预报，这项工作需要该委员会来完成，同时还要留
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吸收和运用这些信息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
3.4.2.25
根据2006年10月25-27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农业气象风险管理：挑
战和机遇”国际研讨会上的讨论，大会注意到在开发更经济和可持续的农业天气保
险产品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大会敦促委员会进一步推动对天气引起的和
类似财务风险管理系统的开发，如多风险粮食保险系统。大会还敦促发展中国家
的会员考虑开发政府支持的小额保险和小额派生产品，以增强农业部门的财政回
复力。
3.4.2.26
注意到沙尘暴在世界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大会同意委员会的建议，
将沙尘沉积量测量列入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标准农业气象站。开展风速和风向的
日常综合分析，并将这些信息分发给用户也十分重要。应该运用这些数据来分析
沙尘暴对农业的影响。还要审核利用空气质量网络帮助收集沙尘暴资料。注意到
最近CAS建立WMO沙尘暴预警系统的举措，大会要求委员会在这一领域与CAS合
作，包括参与WWRP的沙尘暴区域示范项目。
3.4.2.27
大会通过了关于在第十五个财期实施农业气象学计划的决议17
(Cg-15) –农业气象学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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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气象学计划；CAeM主席的报告 (议题3.4.3)

3.4.3.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主席Carr McLeod先生的报告，
报告强调了在执行WMO第六个长期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委员会于2006年11
月23-3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十三次届会通过的新的简化结构，以及2008-2011年
期间航空气象学计划的运行计划。这一计划应包括与WMO 战略计划2008-2011有
关的实际可完成的目标，以对进展和成果进行监督。
3.4.3.2
大会欣慰地获悉，在其要求下提供了用于弥补严重不足的AeMP的额
外资金，利用该项资金举办了一系列培训活动，涉及领域包括质量管理系统，成
本回收和现代航空气象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对会员连续两次的调查可以证
明其效果。大会强调，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秘书处通过在合适的会员国中支持实
施至少一个示范项目来继续努力支持质量管理系统的引进。大会进一步建议，在
对成本回收执行情况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向会员通告有用的信息。
3.4.3.3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像设立培训网站(www.caem.wmo.int)和举办技术
大会这些取得显著进展的领域完全归功于兢兢业业的专家们，他们有机会以小组
的形式会晤，之后通过函电继续合作，而那些未召开面对面会议的小组取得的进
展则十分有限。大会鼓励将现有及新出版的教材翻译成其他WMO语言。
3.4.3.4
关于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成本回收问题，大会强调这一资金来源对发
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并获悉相关政府部门缺乏对空中导航服务和国家气象服务提
供方的协调和明确指导，这妨碍了某些会员实施成本回收机制。因此，大会同意
除培训和指南材料外，WMO秘书处需要以访问和沟通的方式采取针对性行动，
以打破这些国家面临的僵局，航空方面的收入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经济上存亡的
关键。
3.4.3.5
采用新的气象人员两级分类体系(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
南(WMO-No. 258)及其航空增补件1号航空气象人员培训和资格要求)，仍需下大
力气确保航空气象人员完全符合上述新指南的规定。大会注意到英国提供的关于
这个问题的信息。大会鼓励国家和区域培训中心帮助解决这些航空气象人员的专
门培训需求，并且也鼓励其为制定适当的学位课程与大学密切合作。国际民航组
织(ICAO) 观察员对航空气象领域在2008—2011年可以预期的非常有限的培训规
模表示关注，因为根据ICAO和 WMO之间的工作安排，在航空气象领域，国际民
用航空依赖于WMO提供的培训。这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存在的问
题，对此大会预计对资金的需求会增加。
3.4.3.6
对于以客户为中心的问题，大会了解到很多地区空中交通的快速增长
加大了对天气现象预报和警报的依赖，因为这些现象影响机场和繁忙航线的承载
能力。因此，大会鼓励CAeM在开发适用机场更大空域的新型专业预报产品方面
重视与相关的ICAO规划和实施区域小组，以及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机构的代表、航

66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空公司、飞行员、机场紧密合作。这项工作已经委托给了一个新的专家组。大会
建议这一专家组的职责还应包括研究和开发目前用于提供航空信息的全系统的信
息管理原则。
3.4.3.7
大会支持建立有ICAO 工作组参与的CBS和CAeM的联合专家组，专
家组将解决OPMET 资料向新资料表示格式转移的问题， 为此表驱动码格式可能
会限制于NMS内部和其之间交换资料，同时航空用户则将采用现代基于网络的格
式，如XML或GML。
3.4.3.8
大会还注意到，在重组空域和飞行情报区方面，来自用户群、空管机
构和ICAO的压力日益增加，因此负责发布SIGMET和AIRMET报告的各气象监视
台重组为更大的板块，以协调预警并降低成本。大会对这一趋势对小国和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非常关切，并要求各区域协会与该委员会共同制定战略，使相邻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之间开展类似的合作，这将确保所有会员继续参与提供航空气象服
务。大会还在本报告第3.8.2.8段中考虑了这些区域问题。
3.4.3.9
因此，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区域采取的措施，如中国提供的亚洲航
空气象网站，该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会员可通过网站获取模式、卫星和雷达资料的
最新信息，来改进TAF和SIGMET的制作。大会注意到CAeM第13次届会提出的关
于利用公共互联网分发产品的建议，以及ICAO 2007年1月提交的关于利用互联网
交换OPMET和WAFS资料的国家信函，认为需要对此确定规则和条例，要求秘书
长就这一问题采取后续行动，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3.4.3.10
关于飞机观测，大会注意到AMDAR资料目前已为WMO综合观测系
统做出了重要贡献。湿度资料的增加使这些资料成为区域数值天气预报、临近预
报和甚短期预报(包括航空预报)尤为宝贵的资源。它们有可能补充传统的高空观
测，提供可与对流层观测资料相比拟的质量、精度和垂直分辨率。大会注意到
AMDAR专家组的意见，即一旦对其精度和可靠性的测试成功完成，广泛采用这
类传感器所需的投入可以使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在总体上得到节省。就此，一旦
AMDAR从航空气象计划过渡到WMO世界天气监视网，并投入业务，可视为是实
现经济有效的综合观测系统的合理和必然的发展。  
3.4.3.11   关于航空和环境方面，大会注意到尽管目前航空对温室气体CO2的比例
仅占全球排放的2%，但是截至2050年，空中运输的快速有力增长将使该比例大大
增加。有关臭氧前身(如不同程度的一氧化氮)和航空产生的凝结尾与卷云形成对
全球的影响还有待研究，大会希望航空气象学能够通过帮助提高航空运输效率和
避免在有助于形成卷云的超饱和层航行，来减少航空对气候的影响。
3.4.3.12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预估的气候变化对对流现象的强度和频率、温带气
旋路径位置和极端事件(如热浪和沙尘暴)的发生产生的影响会增加航空作业对及
时的预警预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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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讨论，大会通过了决议18(Cg-15)– 航空气象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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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会(JCOMM)
联合主席 P. Dexter先生和 J.-L. Fellous先生关于JCOMM在过去的休会期内所完成
的工作的报告。大会对该委员会在许多对会员非常重要的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
和采取的新举措表示祝贺。大会认识到JCOMM作为第一个联合管理的技术委员
会，它的建立证明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在整合国内和国际海洋气象和海洋学
团体，以及业务海洋活动方面，包括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取得的重大进展。
3.4.4.2
大会强调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重要性，包括像海上安全服务这
类传统活动及在业务海洋学和实施整合的海洋气候综合观测系统方面的新重点，
包括空基系统以及海面和水下测量。大会批准了综合计划，包括该计划对WMO
重点交叉活动的支持。大会敦促会员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使
WMO可以全面协调和促进持续提供覆盖全球和区域的资料、产品和服务，以满
足海洋用户团体对气象-海洋服务和信息的持续和不断扩大的需求。大会提请会员
注意基本观测数据集受到破坏的风险，并敦促会员努力确保测量的连续性，并及
时将基于研究的系统转入业务。
3.4.4.3
大会认为，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以满足海洋用户的需求仍是最高
优先，因为它们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同时正如国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
所认定的那样，它们对保障海上生命安全也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大会同意继
续把重点放在帮助会员进一步开展此类服务。在这方面，大会对正在JCOMM下
规划的未来两年的主要活动表示赞同，特别是第一次JCOMM风暴潮科学技术研
讨会(2007年10月，大韩民国首尔)、第三次国际海洋气候学进展研讨会(2008年5
月，波兰)，以及国际海洋气象海洋服务大会(2008年10月，英国埃克塞特)。大会
赞赏地注意到摩洛哥关于主办即将召开的该委员会第三次届会的提议。
3.4.4.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JCOMM 在过去休会期间的重大成就，这直接对实
现WMO 的目标做出了贡献。包括：
(a)

为风暴潮预报准备一份正式指南；

(b)

为国际极地年2007-2008提供重要的支持，包括海洋观测、海洋服
务、含冰雪信息和预测以及为维护国际极地年2007-2008 的成果做准
备；

(c)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及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网站的发        
展；

(d)

在执行综合海洋观测系统中取得重要进展，至2007年5月已完成了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 需求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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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制定一个JCOMM 端对端海洋数据管理试点项目，这形成WMO                
信息系统下的一个海洋资料     收集和产品中心的 原型；

(f)

主要能力建设活动，包括通过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关于海浪、风暴
潮、数据浮标技术和海平面测量的系列培训研讨会。

3.4.4.5

大会注意到和支持JCOMM 确定的目前的优先领域，包括：

(a)

业务实施一个气象海洋产品和服务系统，包括格式标准化、协议        
书、术语等事项；

(b)

全面执行海洋观测系统及其长期可持续性(特别是有关Argo和海洋卫
星等关键要素)，使商定的精确度标准等得到相应发展；

(c)

将海洋学数据交换和管理整合纳入WIS ，以确保未来WMO 综合全球
观测系统的互通性；

(d)

支持WMO防灾减灾优先领域中的海洋多灾害预警系统；

(e)

协调和整合极地地区的海上安全信息和系统以解决用户的需求，以及
建立北极地区的METAREA。

3.4.4.6
大会认识到这些领域中的很多内容不能仅通过WMO和IOC全面和积
极合作而执行。因此，大会敦促WMO秘书长、IOC执行秘书和JCOMM的联合
主席进一步加强整合WMO和IOC活动，以便制定一个更有效、更具成本效益的
JCOMM工作计划。此外，大会要求WMO秘书长和JCOMM的联合主席与IOC 合
作制定机制以便加强JCOMM 与不同海啸预警和缓解系统的政府间协调组(ICG) 之
间的协调，从而维护由IOC发起的作为综合多用途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一个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协调应该从IOC-ICG的印度洋海啸警报中心开始，因为在那
个地区会员已经明确地表明了对长期维护、数据管理和存档的需求。
3.4.4.7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和支持JCOMM 工作的其他方面，特别是：

(a)

制定一个符合并与WMO 战略计划保持一致的JCOMM 执行计划。这
将作为独立审议JCOMM职责的基础，计划将提交2009年的JCOMM-3
供审议；

(b)

关于观测系统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长期维护和可持续性，以及根        
据用户需求开发海洋服务和产品问题，加强JCOMM与用户和私营部
门的联系。

3.4.4.8
大会强调WMO与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水文组织在全球海难安
全系统(GMDSS)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大会赞赏地注意到，WMO将向IMO就颁布
海事安全信息综合指南提出一项决议建议。大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将实行一个
为开发GMDSS网站(http://weather.gmdss.org)的WMO/IMO/IHO联合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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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秘书长提供在线的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471)，这两本出版物阐述了制作和为海上船只广播海事安全信息的指
南、规则和程序。在海事安全服务方面，大会强调向海员提供气象及相关信息的
无线电传真广播仍非常重要。大会要求JCOMM继续其为海上用户传输图表信息
备选方法的研究工作。
3.4.4.9
大会欢迎国际工程技术科学院理事会(CAETS)对JCOMM实施全球海
洋观测系统和业务海洋学过程中的大力支持。大会还感谢CAETS最近的一个有关
“海洋与未来世界”的声明，特别是其关于在海洋监测和研究、资料交换和建立国
家海洋服务组织方面投资的建议。
3.4.4.10
大会赞扬JCOMM在承担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海洋部分的责任上发挥的
主动性。大会期待通过JCOMM继续WMO-IOC之间为完全实现海洋气候观测系统
的密切合作。
3.4.4.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已经将其两个专家组的职责范围扩
展到包括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专家：(a)CCl/CLIVAR/JCOMM气候变化探测和指
标联合专家组，和(b)包括卫星和海洋资料和产品的气候监测专家组。这一联系使
主要面向大陆领域的气候变化和变率的诊断扩展到了海洋领域。大会赞赏地注意
到正在计划为海洋环境研究新的气候指标。
3.4.4.12
IOC/UNESCO代表强调了IOC为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
术委员会的鼎力和热心支持。作为IOC主要的咨询机构之一，JCOMM为各会员制
定可持续的海洋观测业务，以及利用对海洋认识的提高开发具有社会效益的产品
和服务方面提供了指导。IOC/UNESCO代表指出，IOC和WMO都能通过JCOMM
积累有关部门交叉和多学科合作的建设性经验，根据定义，JCOMM要求海洋界
和气象界为共同的目标相互提携共同努力。JCOMM是IOC会员国的优先之一，它
是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执行机制。IOC和WMO通过JCOMM开展的合作对此非常
重要，同时IOC期待继续与WMO合作，确保业务海洋工作拥有更强健的未来。
3.4.4.13

大会通过了决议19 (Cg-15) –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3.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议题3.5)

3.5.0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3.5.0)

3.5.0.1
大会在水文学委员会(CHy)主席和秘书长共同提交的报告基础上审议
了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该报告记录了水文学委员会(CHy)和秘书处为响
应以下决议所采取的行动：决议17(Cg-14)–水文和水资源计划、决议19(Cg-12)–
非洲水资源监测与评估战略和行动计划、决议20(Cg-12)–世界水文观测系统
(WHYCOS)，以及决议21(Cg-12)–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GRDC)。大会通过了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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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g-1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水文学委员会的活动
3.5.0.2
大会注意到，为了优化资源，于2004年10月20-2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委员会第12次届会仅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即咨询工作组，它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
5名负责领导CHy开放专家组(OPACHE)。鉴于对这一新结构优缺点的评估只能由
CHy-13负责开展(会议计划于2008年下半年举行)，大会注意到委员会主席相信新
结构会越来越重视咨询工作组成员的筛选，以及他们在领导和承担委员会工作方
面的能力与工作效率。大会还注意到，采用开放专家小组的做法在使各类专家能
够更多参与的同时，也把进一步沟通工作和管理工作量加给了咨询工作组成员和
秘书处。尽管使水文学委员会成员有能力和时间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贡献仍然是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但贡献的程度在最近几次休会期间似乎有所增加。
3.5.0.3
大会对CHy开展的有关流量测量仪器的技术性能和技术的评估，尤
其是对含新技术的仪器进行的评估表示满意，这将大大有助于会员水文网的现代
化。大会高兴地得知巴西提出于2008年在马瑙斯市主办并支持水文学国际会议，
并注意到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有兴趣参与组织会议。
3.5.0.4
大会饶有兴趣地获悉在更新和编辑相关指南材料方面所做的努力，如
水文规范指南(WMO-No. 168)、技术规则(WMO-No. 49) 第III卷—水文学、流量测
量指南、洪水预报和警报、水资源评估、设计洪水估算和枯水估算及预测等。大
会鼓励CHy主席确保委员会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对这些不同的指南最终定稿，以便
在2008年的委员会第13次届会上通过。大会注意到一些会员希望获得其他语种的
水文指南资料的需求，它要求水文学委员会研究可能的方案。
3.5.0.5
大会注意到技术规则(WMO-No. 49) 第III卷—水文学的出版，认为它
是WMO质量管理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文件，并建议新版本应同时翻译成所有WMO
官方语言，以推动一套完整技术规则的应用，尤其是在跨边界流域地区。
3.5.0.6
大会注意到，副标题“天气、气候、水”在WMO范围内赋予水文界以
更多的责任，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机遇。大会认识到，由于千年发展
目标中的许多目标同各国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密切相关，因此对于WMO协助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从而实现其愿景而言，水部门就成为它的一个重要客户。大会因
此敦促会员在向CHy提名成员时，应确保这些成员能更广泛地代表所有水管理部
门。大会还建议常任代表，任命的水文顾问应能协调包括其本国水部门在内的各
类机构。
3.5.0.7
大会认识到，鉴于水部门的复杂性，由所有区域协会建立的水文工作
组形成了可以把各区域特定需求具体化的强有力机制。大会注意到，近年来通常
能够提供的财务资金有所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工作组发挥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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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区域，工作组在休会期间甚至无法举行一次所有国家都能参加的全体会议。
大会认识到有必要加强这一机制，并为这些工作组的活动划拨合理的资金。
3.5.0.8
在这方面，大会高兴地注意到CHy已经在HWRP中采取一些具体步
骤，旨在理顺这些工作组提出的区域需求，例如邀请水文工作组的组长组成核心
小组的一部分，他们将与咨询工作组一起制定下个财务期的活动和计划建议。大
会还支持咨询工作组的尝试，努力把这些工作组与委员会的活动相结合。
3.5.0.9
大会关切地注意到，虽然在上个休会期间有关VCP支持水文水资源项
目的申请有所增加，但实际上只有两个项目得到落实。大会鼓励会员为水文和水
资源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旨在提高国家能力的项目。
3.5.0.10
为响应CHy主席的呼吁，为HWRP总体方向和未来优先主题提供指
南，以便供2008年委员会届会审议，大会赞同CHy提出的HWRP的方向。大会强
调CHy需要一个工作计划并支持WMO战略计划。为此大会要求委员会通过一个战
略方案，以应对水文领域的未来发展，包括新兴技术，水文人员的教育培训需求
和区域的需求。
3.5.0.11
大会强调气象与水文服务共同密切协作始终十分重要。因此，大会建
议邀请非洲各负责水资源的部长参加计划举行的负责气象服务的非洲部长会议。
3.5.1

水文基本系统计划 (议题3.5.1)

3.5.1.1
大会注意到CHy积极参与了WMO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
(ICTT)，其咨询工作组正在制定一份概念文件供CHy第13次届会讨论。大会原
则同意CHy所采用的方法，该方法认为QMF应当把重点放在国家水文部门的活动
上，因此除了改进质量管理体系中所包含的行政和管理问题以外，还应当强调标
准与建议规范的制定。
3.5.1.2
大会注意到正在编纂水文信息查询系统(INFOHYDRO)，它对可以从
WMO网站获取汇编信息表示赞赏。大会敦促秘书处和CHy加快完成修订工作，并
呼吁会员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3.5.1.3
大会注意到，在前一次休会期间已经向2005年的理事会第57次届会提
交了一份有关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和HYCOS各分件状况的综合报
告，届会认为该报告是令人满意的。大会还注意到已经编写了有关WHYCOS的制
定、实施与管理方面的指南，以及制作和发布了WHYCOS的专门网页。
3.5.1.4
大会注意到，需求驱动的方法已通过区域伙伴的参与得到体现，这些
伙伴包括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沃尔特流域管理局、湄公河委员会和南太平洋应
用地球科学委员会。与不同技术和融资伙伴的更多互动已见成效，即：为各国争
取到了约1500万欧元的财政资金，用于尼日尔-HYCOS、、Volta-HYCOS、S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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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COS、湄公河-HYCOS及太平洋-HYCOS等分件，它们现正在实施中。通过这
些HYCOS分件的实施，42个会员(其中20个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水文观测和信息制
作能力将得到加强。
3.5.1.5
大会赞赏秘书处在增加预算外资金以实施HYCOS各个组成部分方面
所作的努力。大会还注意到加勒比-HYCOS和咸海-HYCOS的发展进度，并要求
秘书处与项目伙伴合作，为这些项目的迅速实施作出必要的安排。大会注意到在
增加实施IGAD-HYCOS和其他HYCOS组成部分的资金方面做出的努力。大会还
注意到会员在发展尼罗河-HYCOS、东南亚(SEA-HYCOS)和亚马逊河-HYCOS
方面的兴趣。大会要求会员国和区域机构与秘书处合作，确保有必要的资金实施
HYCOS项目。
3.5.1.6
大会对法国政府(通过法国发展署)、荷兰政府、美国国际开发署、欧
洲联盟、非洲水资源融资为HYCOS各分件提供的财政支持表示赞赏。大会还对
技术伙伴和其他伙伴积极参与这些分件的实施表示赞赏，这些伙伴包括法国研发
局、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国际水和环境工程研究所、南非水务和林业部、荷兰
国际地球信息科学和地球观测研究所，以及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3.5.1.7
大会要求秘书处继续努力为其他HYCOS分件争取经费，它还敦促会
员与区域机构密切合作，向金融伙伴提出新的区域/流域HYCOS分件。大会决定
决议20(Cg-12)–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继续有效。
3.5.2

水文预报和应用计划 (议题3.5.2)

3.5.2.1
大会注意到，在洪水预报倡议项目中开展的各项活动十分有助于通
过改进对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以及加强各国NHS和NMS间的合作来完成WMO的目
标。大会注意到，在这一计划下组织的八次区域研讨会使各国的气象学家和水文
学家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并解决洪水预报问题。大会注意到由2006年11月20-23
日召开的WMO洪水预报倡议综合会议制定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并通过了决议21
(Cg-15)—关于加强国家气象与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
3.5.2.2
大会欢迎CHy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关于实施覆盖全球的山洪指导系统的
共同建议，这个建议将作为上述战略和行动计划示范项目下的一个优秀范例。大
会感谢美国国家天气局、水文研究中心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对外灾害援助办公室
在该项目上给予的合作，为中美洲山洪指导系统积累了成功经验。
3.5.2.3
大会对西班牙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表示赞赏，这项财政支持用于组
织两次区域研讨会，以及支持用以监视和预报水文气象现象的伊比利亚-美洲网络
(PROHIMET)。大会还对NOAA和加拿大政府为组织国际山洪预报研讨会提供财
政支持表示赞赏。在这方面，大会获悉得到西班牙和WMO支持的两个在哥伦比
亚和乌拉圭开展的PROHIMET示范项目所取得的进展。后者的重点是改进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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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市的洪水早期预警系统，由于在大会届会期间发生了一次重大洪水事件，因此
可以认为该项目是非常适当的。会议认识到此类合作的重要性，并要求继续保持
下去并扩大到其他区域。大会还对NOAA和加拿大政府为组织召开国际山洪预报
研讨会提供的财务支持表示感谢，该讨论会于2006年3月13-17日在哥斯达黎加圣
何塞召开。
3.5.2.4
大会对洪水管理相关计划下的活动表示赞赏，这些活动有助于实现减
轻灾害风险的目标，并且为各国制定洪水管理政策提供了技术支持。它对建立“求
助台”服务表示欢迎，“求助台”将作为与其他伙伴合作为洪水管理政策问题提供支
持的一个工具。大会对日本及荷兰政府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财政支持表示赞赏。
3.5.2.5
大会注意到，通过洪水预报倡议项目、洪水管理联合计划和其他一些
常规活动，WMO为国际洪水倡议项目提供了良好的投入。国际洪水倡议项目由
UNESCO、联合国大学、国际减灾战略、国际水文科学联合会、国际水力工程和
研究联合会及其他感兴趣的组织联合发起。
3.5.2.6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CP-水活动正在协助缩小气候预测与水管理之
间的隔阂。大会还注意到，WCP-水活动与CHy的活动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委员
会指定了一名咨询工作组成员负责联系WCP-水及其活动。大会敦促秘书处、CHy
和气候学委员会确保与相关计划和组织合作，研究气候变率与变化对包括干旱在
内的水资源和水文极端事件的特殊影响。
3.5.2.7
大会注意到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全球综合水分循环观测主题与全球陆
地网络—水文学间的密切合作，它们将在水专题方面对地球观测组的活动提供帮
助。大会还注意到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的发展和全球径流资料中心坚持的活
动，并对荷兰和德国政府继续提供支持表示赞赏。大会决定决议21(Cg-12)– 全球
径流资料中心继续有效。
3.5.2.8
大会对国际湖泊和水库水文资料中心的建立表示欢迎，该中心由
ROSHYDROMET主办，大会同时注意到国际指导委员会的建立，并计划于2007
年6月开会。
3.5.3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计划 (议题3.5.3)

大会注意到，CHy已建议在下个财务期精简的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结
构框架中停止这项计划，并将其活动重新划分到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其他子计划
中。
3.5.4

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计划 (议题3.5.4)

3.5.4.1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MO的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培训战略得到积极的实
施，尤其是在响应国家水文部门的实际需求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大会鼓励CHy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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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寻求创新的方法，以确保优化这些活动可利用的资源。大会特别建议继续探索
借助计算机辅助远程教育、巡回讲习班，以及“培训教员”的方法的可能性。
3.5.4.2
大会感谢埃及、印度尼西亚和波兰申请建立WMO区域培训中心，它
们的重点是本国的水文和水资源。这些中心将分别满足一区协、五区协和六区协
短期培训课程和高等教育的需要，它们还准备考虑同时支持其它区域。大会欢迎
波兰提出向发展中国家学生参加其培训课程提供联合资助。
3.5.4.3
大会还对通用的方法表示赞赏，在不削弱国家水文部门的核心业务
(有关自动气象站的维护、关系曲线、水文测量和地形的课程)的同时尝试加入一
些较为普遍性的论题(国家水文部门的作用、运作与管理指南中描述的管理技术、
综合洪水管理、综合水资源管理和水务)，以此对各国政府分派给其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的新职责作出响应。
3.5.4.4
大会鼓励水文学委员会和秘书处继续沿用这一方法，并要求会员为这
项基础性的子计划提供全力支持。更具体的建议参见决议20 (Cg-15) –水文和水资
源计划。
3.5.5

水相关问题计划 (议题3.5.5)

3.5.5.1
大会注意到WMO已经通过HWRP与UN-水及各种其他国际上的政府
与非政府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大会鼓励秘书长特别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并
敦促改善WMO HWRP与 UNESCO 国际水文计划之间的协调。大会要求 CHy主席
寻求改进工作机制并在其向理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纳入对协调水平的评估。
3.5.5.2
为了巩固在最近一次休会期内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以支持非洲发展新
伙伴关系计划和非洲部长级水务理事会，大会决定以决议22 (Cg-15) –  支持非洲
水倡议项目，取代决议19(Cg-12)–监测评估非洲水资源战略和行动。

3.6

教育和培训计划 (议题3.6)

3.6.0

概述 (议题3.6.0)

3.6.0.1
大会获悉，教育和培训计划(ETRP)在休会期间向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的人员提供了有关培训和资格要求的指导和咨询服务；组织了有关专业主题的短
期培训活动；为基本培训和专业培训颁发并实施了长期奖学金和短期奖学金；推
进会员之间在信息和培训材料方面的沟通和交流；促进计算机辅助远程教学以及
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学校教育和国民教育，从而以此继续协助WMO会员。
3.6.0.2
大会注意到教育和培训计划为提高自身的效率和效益在过去2－3年期
间开展的改革。具体行动包括：
(a)

设立一个奖学金委员会以确保选择候选人方面的公正和完全透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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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对奖学金获得人员的监督和评估；
(b)

设立一个培训管理组，负责协调WMO组织或联合发起的全部培训活
动中的交叉性计划；

(c)

审议并更新执行理事会有关以下问题的标准： WMO奖学金的授予以
及WMO区域培训中心的认可(2006年6月，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

(d)

制定并出版一份关于WMO奖学金政策和程序的手册；

(e)

根据ICAO的要求，为航空气象人员的培训和资格出版更新后的WMO
指南和课程建议；

(f)

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由100多名负责教育和培训的国家联络员网，以改
进与培训机构和专家之间的业务交流。

3.6.0.3
大会对这些行动表示欢迎，并要求WMO会员全面推进正在实际开展
的ETRP改革。大会强调ETRP特别是培训管理小组，在确定会员培训需求和机会
的优先次序时发挥了促进作用，旨在通过减少重复劳动并扩大与其他组织之间的
联系来实现最低成本的培训安排。
3.6.0.4       大会注意到会员针对业已推迟的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
(WMO-No.258)第4版关于气象人员新二级分类法表现出的关切。大会要求执行理
事会向其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下达任务，要求该小组制定一个实施计划以保证所有
会员能够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完成这些变化。为确保满足国际航空的要求，该项工
作需要与航空气象学委员会进行联系加以完成。大会敦促WMO区域培训中心和
各国家气象培训中心与有关的大学合作，组织联合培训计划，以促进新分类的执
行。
3.6.0.5
大会审议了各项计划活动的建议以及WMO战略计划，并认为本组织
在第15财期应继续给与ETRP高度优先，其目的是支持会员国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
人力资源开发。
3.6.0.6
大会支持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提出的有关把重点放在以下交
叉性活动的意见：
(a)

在规划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方面向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提供更多的援助；

(b)

推进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全世界现有的培训资源，
并支持气象水文领域的计算机辅助远程教学活动；

(c)

增加对教员、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师和管理人员培训的支持，并通过促
进对各培训机构和计划的国家/国际认证以及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人
员的专业认证，鼓励开展高质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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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支持气象水文领域的学校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为提高公众在气候变
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减轻灾害风险、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意识做出贡
献，改进高等教育的气象学和水文学课程，以适应预报方法/技术的
发展、各种新出现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及观测系统设施的新发展。

3.6.0.7

大会通过了决议23(Cg-15)– 教育和培训计划。

3.6.1

人力资源开发 (议题3.6.1)

3.6.1.1
大会获悉ETRP与以下部门开展的合作，即在专业领域开展培训活动
的WMO各项计划；在气象水文领域提供基本和/或专业培训的WMO区域培训中心
(WMO-RTC)和各个教育机构；以及最近设立的由100多名国家教育培训联络员组
成的网络。大会注意到ETRP与其它国际组织(如非洲气象应用和发展中心、非洲
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导航安全局、萨赫勒干旱控制跨国常设委员会、欧洲空气污染
物长距离输送监测和评估合作计划、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
际理论物理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属培
训计划之间正在开展的合作；与业务气象、教育和培训合作计划、 欧洲中期预报
中心、欧洲计算机辅助气象教学、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和欧洲环境教学和观测
计划之间开展的高层次合作，因此建议继续推进并扩大这方面的合作。
3.6.1.2
大会获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奖学金申请证实了WMO于2006年就会
员的培训要求、机会和能力开展的调查所获得的结果。该结果表明一些会员尤其
是LDC仍然需要气象水文基础教育和培训及员工培训方面的援助。其它会员希望
扩大培训主题的范围并增加拟提供给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人员的专业培训量。因
此，大会认为有必要在第15财期吸收更多的资金，以便更有效满足确定的各项培
训需求。
3.6.1.3
大会注意到调查信息的价值和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各个国家
收到答复意见的数量和质量，并强烈敦促所有WMO会员对2010年的调查做出充
分的响应。
3.6.1.4
大会认为需继续关注特殊领域的培训，如项目、质量和机构管理，气
象服务营销，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天气气候和水领域的学校教育和普及教育，天
气播报媒体培训以及对气象水文产品的用户进行培训。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公共天
气服务/教育和培训关于公共教育和宣传专家组拟定了一份发展公共教育和宣传战
略(WMO/TD-No. 1354)，主要以学校、学术机构和公共天气服务的用户为目标。
大会要求秘书长与会员、各项计划、学术机构和气象学会继续合作，以支持公共
教育和宣传活动。
3.6.1.5
大会注意到四区协以气象和水文网络学习为基础组织的提供在线攻读
业务气象硕士学位的举措。该学位用综合学习的方法教授科学和管理课程，将目
标瞄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国家其他伙伴机构的未来领导人。美国支持开展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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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学位计划，并将其作为向WMO自愿合作计划贡献的一部分。该区域的WMO区
域培训中心与其他教育机构都将参与提供2007年12月开始的此项计划的课程。大
会认识到这一创新培训方法有可能在全球推广。
3.6.2

培训活动 (议题3.6.2)

3.6.2.1
2004-2006期间，WMO组织或联合发起了130多个培训班，以研究专
业技术问题如天气预报、航空气象、NWP产品的使用、海洋气象、仪器、计量
学、 自动天气观测系统、卫星和雷达气象、气候变率和变化、气候预测、农业气
象、水文和水资源、做好应对干旱的准备以及防灾减灾。
3.6.2.2
除了专业培训之外，ETRP还组织了一些旨在提高教学过程本身的效
率和效果的培训活动。特别重视培训教员在课程开发方面的能力；在培训的设计
和提供方面注重应用现代教学方法；更新教员的科学基础知识并促进远程教学。  
3.6.2.3
大会向那些为开展培训活动而提供培训设施和/或专家的所有会员表
示感谢，多数学员在回国后感到接受的培训很适合自身的工作，所以对此表示满
意。大会尤其感谢那些主办WMO区域培训中心网络的会员，其中有些会员提供
了一些成本效益较高的培训，包括给WMO学员打折或者甚至免学费。
3.6.2.4
大会认可2006年6月理事会第58次届会批准的经审评的WMO区域培
训中心认证标准，该标准是对以前由1982年的理事会第34次届会批准的标准的
更新，其目的是强调一个完善的现代化培训中心所应该具有的一些额外的质量要
求。大会也认可理事会第58次届会提出的要求，即在目前各中心的持续监控方
面以及在建立新的WMO区域培训中心时，应严格应用修订后的标准。在这一方
面，大会注意到在二区协、五区协和六区协关于建立新的WMO区域培训中心以
开展水文学培训的建议。
3.6.2.5
大会获悉，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及国家气象部门培训机构负
责人常务会议协调委员会坚定鼓励有关机构和用户组使用计算机辅助远程教学并
共享培训资源。大会注意到正在开发一个具体的网站以促进数字化学习活动，并
鼓励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会员用额外的资金进一步帮助ETRP，从而促进全世界培
训资料的在线使用。
3.6.2.6
大会对自愿支持国家气象部门培训机构常设会议活动的会员以及免费
提供培训课件供WMO区域培训中心和其它教育机构使用的组织，尤其是业务气
象教育和培训合作计划和欧洲气象卫星发展组织表示赞赏。
3.6.2.7
大会获悉，WMO第10次教育培训研讨会的主题是“面向防灾减灾的气
象与水文教育和培训”。与会人员强调需开展面向以下人员的具体培训活动，即为
预警和防灾工作提供和使用气象水文信息和产品的人员。大会同意在第15财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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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办一次WMO教育和培训研讨会。

3.6.3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议题3.6.3)

3.6.3.1
大会获悉秘书处为增强奖学金子计划及其有效性和透明度所采取的措
施。正在实施的改革措施包括：与各个会员、同行和培训机构开展更多的交流；
更加及时地处理有关奖学金的申请；对在学习期间及完成学业后的学员进行监督
和评估；审议WMO奖学金的政策和程序。大会注意到，奖学金委员会自2004年1
月设立以来召开了12次正式会议。此外，还在这些会议的休会期间举行了一些特
别磋商以解决一些迫切的要求。
3.6.3.2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各个培训机构在监督和评估那些接受培训的学员方
面所给与的令人满意的合作。但是，相对而言，那些受益国则没有提供足够的其
获赠奖学金的学员在回国后的表现情况，因此大会对此表示担忧。大会支持2006
年6月的理事会第58次届会做出的决定，即在常任代表提交了应提供的奖学金使用
后的反馈报告之前，不再考虑对这些会员发放奖学金，但这不包括签署了信托基
金协议的国家。
3.6.3.3
大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批准的“WMO颁发奖学金修订标
准”强调，提名长期奖学金候选人的常任代表需要明确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人力资
源开发计划与所申请奖学金的预期成果之间的联系。
3.6.3.4
大会欢迎最近出版的WMO奖学金政策和程序手册 (ETR-No. 18,
WMO/TD-No. 1356)，这是一个对奖学金实施进行管理、内部控制和协调的工具。
它敦促会员在申请奖学金、开展团组培训和组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新任命局长考
察访问时将该手册作为指南。
3.6.3.5
大会表示奖学金计划需要更多的资金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它赞赏
地注意到继续支持奖学金计划的VCP认捐国提供的慷慨认捐，并呼吁传统的VCP
认捐会员考虑增加认捐的可能性。它也请求尚未对VCP奖学金基金认捐的其它会
员提供捐助。

3.6.4

支持WMO其他主要计划下的培训活动 (议题3.6.4)

3.6.4.1
大会获悉，2004-2006年期间，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
4,000多人参加了WMO组织或联合举办的短期专业培训活动。
3.6.4.2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许多会员(60多个)对这些培训活动提供的支持，并
认为它对全世界气象水文部门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敦促会员进一步发展其国家培
训活动，并继续组织、实施和评估WMO援助的培训活动。
3.6.4.3

大会获悉，最近根据矩阵管理框架在秘书处内建立了一个常设培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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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负责WMO援助的所有培训活动的交叉性计划协调。该管理组的主要目标
是确保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源和资金，尽可能提高全世界教育机构的能力，从而提
供天气、气候和水方面高质量的专业培训。
3.6.4.4
大会建议会员加强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合作，其目的是
更广泛和更有效地使用有关区域及其它地区的培训资源。

3.7

技术合作计划 (议题3.7)

概述
3.7.1
大会审议了在第14财期实施技术合作计划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秘书
长对其决定所采取的后续行动和执行理事会及与本计划相关的区域协会的行动。
大会认识到，会员仍然受益于在WMO技术合作计划下开展的各项活动，如编制
项目和计划、筹措资金和能力建设。这些活动的实施依靠不同的资金来源，如
WMO自愿合作计划(VCP)、WMO正常预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政府的信托
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欧洲委员会及其它来源。大会
进一步认识到，尽管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的技术援助有所减少，但每年平均向
会员提供的技术援助总计约为2150万美元，与第13财期相比略有增长。
3.7.2
大会重申，技术合作计划是本组织实施WMO科技计划的一项重要、
高优先重点的活动。因此，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有些会员受益于在该计划下开展
的活动，尤其受益于为评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现状、确定需求、制定国家气象
发展计划、提出项目建议以及筹措相关资金而开展的活动。
3.7.3
大会对秘书长为加强向会员提供技术援助和更好的服务所采取的各种
措施表示欢迎和坚决支持，特别是开发合作及区域活动司的重组，以便在区域办
公室和WMO驻地办公室更积极的参与下，增强资金的筹措及项目实施的能力(见
议题3.8)。

自愿合作计划
3.7.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通过VCP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向VCP计划捐款数
额以及2003-2006年参与捐助会员数的增加，它向VCP捐助方表示感谢，感谢它们
为支持VCP计划所做的重要贡献，对捐助会员在VCP非正式计划会议(IPM)上表
示的继续或进一步支持VCP和相关技术合作计划的意愿表示赞赏。大会进一步注
意到会员对实施WMO各计划和倡议持续的和不断增加的要求，因而鼓励会员进
一步促进和更加积极地参与该计划。
3.7.5    大会注意到IPM的成员在联合资助项目和分享信息以及与WMO圈子内外的
其他机构联系上正在共同努力改进内部的联系。筹措资金的机会仍在不断变化，
IPM的成员在对气象和水文专家的需要和他们国内发展机构及非政府组织之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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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种有用的联系。IPM成员倾向于在管理技能培训方面建立和使用由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提议的电子学习材料。
3.7.6
大会对在第14财期开展的VCP活动表示感谢，并认识到， VCP计划
对于用以实施WWW计划和WMO其它科技计划的技术合作计划，以及对于通过提
供奖学金进行人员培训具有重要作用。大会高兴地注意到，自愿合作计划和技术
合作计划的因特网主页得到定期更新和重大改进，用以宣传和筹措资金以及向会
员快速分发相关信息。对此，大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增加在线信息帮助开展VCP项
目。
3.7.7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对2005-2006年所开展项目进行的第六次评
估，VCP计划已取得良好成果，促进了服务的提供，因而请会员继续参与这一重
要活动，以提高VCP计划的效果。
3.7.8
大会认识到，在2003-2006年期间，向受灾(包括战争)会员提供了大
量的紧急援助，用以恢复气象和水文网络。这一援助是在现行的WMO机制框架
下，通过WMO气象和水文部门灾害援助基金(紧急援助基金)、VCP和紧急援助响
应组提供的。大会对有关自然灾害(包括印度洋海啸和巴基斯坦地震)的快速响应
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要求秘书长继续加强对受灾害影响的会员提供及时和
有协调的帮助。在这方面，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一个由WMO、澳大利亚、印度尼
西亚、中国澳门、葡萄牙、两个联合国合作机构，以及IOC/UNESCO和UN-ISDR
的代表和专家组成的小组于2007年1月开展了对东帝汶的实况调查。大会进一步对
会员为紧急援助活动捐款捐物表示感谢。大会鼓励受灾会员和摆脱国内冲突的会
员利用该机制恢复其服务，并敦促会员进一步参与该项计划。
3.7.9
大会注意到，VCP WWW实施支持周转基金已批准用贷款购买零配件
和耗材的方式向WMO会员提供紧急援助，用以运行和维护WWW设施，并鼓励
会员利用该基金。大会高兴地注意到，有些政府偿还了三笔拖欠的贷款，并得到
澳大利亚VCP的支持，因此大会敦促仍未偿还贷款的会员，在24个月偿付期到期
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及时偿还。
3.7.10
大会决定，在第15财期应继续执行VCP下的援助计划，并注意到，
在第14财期制定的VCP计划的实施细则和程序仍然合理有效。大会重申，VCP
是促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一种适当机制。因此，大会通过了决议
24(Cg-15)- WMO自愿合作计划。

正常预算合作活动
计划开发活动
3.7.1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已提出了若干项目建议，特别是政府间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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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干旱监测中心、布基纳法索、玻利维
亚、墨西哥、SIDS-太平洋及亚洲-东欧的项目建议，供潜在捐助方考虑。
3.7.12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世界银行开展的关于欧洲和中亚地区19个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在提供水文气象服务方面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研究。研究旨在加强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在天气和气候预报方面的能力，以满足这些国家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需
要。目前，已完成了7个国家的研究(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
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塞尔维亚)，它们评估了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现代
化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大会敦促秘书长与世界银行密切合作向其他地区的发展
中国家推广这一研究，这将使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现代化项目能提交各自的政府
和认捐方。
3.7.13
考虑到会员在提出和制定项目和计划建议方面要求给予更多的帮助和
咨询，并考虑到有限的资金，大会鼓励会员向WMO信托基金捐款用于计划的开
发活动。

资金筹措
3.7.14
大会回顾了WMO各项计划活动，特别是技术合作活动是利用预算外
资金实施的。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使用和加强现行的资金筹措方法用于技术合作
活动，并确定相应的方法以筹措预算外资金用于本组织的其它计划活动。
3.7.15
对于进一步制定资金筹措的新方法，同时在发展合作地区活动司内
部建立资金筹措办公室，以及进一步将区域办公室和WMO驻地办公室并入整个
WMO的资金筹措和倡议程序，大会表示欢迎。为此，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努
力，确保实施资金筹措的新方法以及加强与捐助国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资助机
构、联合国系统和区域及国际组织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及合作。
3.7.16
为促进WMO的作用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活动
的益处，为加强与资助机构的伙伴关系，大会同意，在第15财期与另一相关的
WMO活动一起联合组织召开国际技术合作会议，正常预算可提供少量经费。
3.7.17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WMO第一次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间和WMO合作
研讨会(2006年9月，北京)的成果，会议由WMO和中国气象局共同发起。出席研
讨会的主要为常任代表对外事务顾问以及常任代表本人。考虑到研讨会的积极成
果，强烈建议在未来组织类似的会议。此外还建议建立和维持一个国际合作顾问
或对外关系联系人网。要求秘书长对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WMO技术合作活动的审议和咨询机制
3.7.18
大会回顾了，执行理事会在2003年的第55次届会上按要求，并根据
其决议1(EC-55)重新设立了第14财期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以更好地应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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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活动中面临的挑战，特别是那些支持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活动中面临
的挑战。大会满意地认识到，2004年和2006年的咨询组第5和第6次会议审议了在
执行技术合作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提高技术合作活
动(包括资源合作计划和WMO 最不发大国家计划)的业绩。大会对咨询组组长T.
Sutherland先生及其成员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
3.7.19
对此，鉴于需要提出有关开发合作的WMO新倡议，包括社会经济效
益研究、资金筹措及与外部利益攸关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为
第15财期重建此类专家组或专门工作组，并拓展范围和相应的职责和人员构成，
以应对将在技术合作计划、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和区域计划框架内开展的开
发合作活动中所面临的挑战。

秘书处支持技术合作计划的预算
3.7.20
大会注意到，第14财期技术合作计划业已实施，根据Cg-14决定的计
划3.7，某些核心功能由正常预算资助，特别是资金筹措和计划协调，而支持本计
划的其它活动的资金由通过实施各项目所得的收入提供，并存入WMO技术合作
基金。
3.7.21
大会注意到，源于联合国系统外部的支持成本率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且取决于项目的性质、所需的行政和技术工作及其它因素，大会还回顾了执
行理事会在2006年的第五十八次届会上同意有必要审议和修订理事会在2004年的
第五十六次届会上制定的WMO支持成本政策，特别是管理成本的水平，以便建
立WMO的直接成本回收政策。为此，大会认为，通过项目实施所得的支持成本
收入要用于项目开发和资金筹措活动。大会要求秘书长建立能够确保实施上述活
动的机制。
3.7.22
在这方面，大会欢迎区域办公室参与发展合作和地区活动司重组方面
的技术合作活动，这样就可使用正常预算资金支持该司的计划管理人员，大会同
意WMO各办公室和区域合作伙伴能够协助实施技术合作项目。

本计划的其它部分
3.7.23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尽管捐款水平下降，但由UNDP资助，本财期已
在巴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尔代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实施了6个
国家及区域项目，以及UNDP/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支持气候变化观测系统能力建
设的项目。这些项目通过提供专家/咨询服务、设备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促进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做出了贡献。
3.7.24
大会还满意地认识到，仍在继续努力开发和实施一些涵盖广泛活动
的信托基金项目，特别是哈拉雷干旱监测中心和ICPAC-内罗毕、萨赫勒国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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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常设跨国委员会、乍得、马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曼、东盟会员国、巴
西、厄瓜多尔厄尔尼诺国际研究中心、墨西哥、和SIDS-加勒比、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拉脱维亚、塞尔维亚和黑山 信托基金项目。这些项目的目标是通过能力
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和维护基础气象设施，以及支持优先重点领域(如防灾减
灾、粮食安全、气候监测和预测、洪水预报以及水资源评估和管理)来增强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的业务能力。
3.7.25
大会进一步认识到，2003—2006年，平均每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托管基金安排的技术援助分别为135万美元和956万美元。注意到托管基金项目对
旨在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能力的技术援助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大会鼓励会员继
续为支持托管基金的项目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3.8            区域计划 (议题3.8)
3.8.1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3.8.1)

第一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3.8.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一区协主席的报告，并对区协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
以有效方式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示满意。该报告提供了对区协主要活动的全面回顾
和评估。
3.8.1.2
大会赞赏一区协前主席M.S. Mhita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实施
有关的决定和建议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积极地代表区协参加大会，执行理事会和
其他区域和跨区域的会议。
3.8.1.3
大会对一区协第十四次届会期间分别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的Lamine
Bah先生(几内亚)和Amos Makarau先生(津巴布韦)为区协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赞
赏，并对各工作组组长和成员以及报告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完成该区域协
会各项活动中的积极合作。
3.8.1.4
大会注意到该区协一些最重要的活动，包括2006年在马里、肯尼亚和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行的关于 “气象和相关社会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 的三
次研讨会；2006年12月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行的 “气候与土地退化国际研讨
会”；2006年8月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黎波里召开的一区协农业气象工作组会
议和国家教员培训研讨会；以及2006年10月在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的非洲第7次
EUMETSAT用户论坛，该论坛建议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项目应确保非洲使用
第二代Meteosat卫星的筹备(PUMA)的可持续性。
3.8.1.5

大会注意到主席强调的一区协的主要挑战，其中包括：

(a)

制定与WMO战略计划和WMO运行计划相一致的一区协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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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WMO合作在区域经济委员会中建立气象办事处的可能性，该办事
处参与制定非洲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所关切的政策和策略；

(c)

为区域内的各中心建立专门的教师培训计划，以使中心不仅在技术和
业务方面能够满足本区域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在
管理方面也能够满足需求；

(d)

人力资源仍然是影响区协的一个问题。鉴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中受
过培训的人员数量不足，提请WMO增加授予该区协会员的奖学金数
额，特别是长期奖学金的数额；

(e)

应把发展和维护区协气象观测、电信和资料处理设施的基本系统作为
最优先的工作重点。在一区协的目标中，应当给予列在PUMA项目之
后的仪器维护战略的实施一定的优先；

(f)

应当指出，已建立的一区协工作组理应拥有在休会期间至少召开一次
会议的必要资金。

(g)

决策者的政策支持对非洲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有效参与各自国家的发展
并提高自身知名度非常重要。为实现这个目的，大会强烈支持2008年
组织召开非洲负责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部长会议。

(h)

大会认为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制定的WMO计划对发展一区协的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来说十分重要，并重点关注该区域和所有与气候变化和自
然灾害管理相关的措施。

3.8.1.6
大会支持WMO的一些科学和技术计划，这些计划强调该区域的特殊
要求和需要，以及新的优先领域，如防灾减灾、气候变化、业务水文和相关的环
境问题，还有培训。大会要求秘书长考虑与一区协未来战略计划有关的区域需
求。
3.8.1.7
大会十分沉痛地注意到前任秘书长和名誉秘书长G.O.P. Obasi教授不
幸去世，他为本组织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将毕生献给了气象事业发展，建议对此表
示敬意以示纪念。大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寻求纪念G.O.P. Obasi教授的途径和方
式。
3.8.1.8

大会还对该区协的会员加强区域合作表示感谢。

第二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3.8.1.9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二区协主席的报告，并对区协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
以有效方式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示满意。该报告提供了对区协主要活动的全面回顾
和评估。
3.8.1.10

大会赞扬二区协主席 A. Majeed H. Isa 先生(巴林)和副主席C.Y. Lam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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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国香港)对区协工作做出的贡献，同时感谢各工作组组长及其成员以及报告
员，他们对该区域开展的区协活动积极提供协作。
3.8.1.11
大会认识到在2004年12月26日发生海啸灾难后，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和
可持续的海啸预警系统成为印度洋沿海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大多数国家，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被指定为海啸预警发布机构。就此，大会要求秘书长帮助会员设
立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 。
3.8.1.12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二区协的试点项目，即 "通过互联网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城市数值天气预报产品" 和 "在航空气象计划中支持发展中国家" 的项目得以
成功实施。大会认识到，这些项目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在本国政府中的形象，从而激励政府保持甚至增加对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的支持。因此, 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这些项目的实施，并探讨在其它区
域启动类似的项目。
3.8.1.13 大会注意到该区域大部分GTS线路是高速线路，但仍有一些是低速GTS
连接。该区域的RMTN，尤其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因为持续实施更好的资料通讯
服务而得以改进，其中包括辅以基于卫星的分发系统(中国的PCVSAT，俄罗斯的
TV-Inform-Meteo)的帧中继服务，以及将互联网(EUMETCast 和SADIS系统)作为
ICAO 世界区域预报中心的一部分。目前大约60%的GTS线路已过渡到 TCP/IP。
改进的RMTN的计划已基本实施。大会注意到若干国家气象中心的GTS链路改进
取得了进展，尤其是WMO对区域海啸早期预警系统做出贡献的部分，大会认识
到仍有一些NMC与区域中心尚无足够的GTS链路或仅有低速GTS线路。因此大会
要求秘书长和会员酌情高度重视该区域的GTS的现代化和升级工作。鉴于气象信
息和资料在社会上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应该重视帮助未设立服务网站的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
3.8.1.14
由于会员仍然对成本回收、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化以及认证/质量管理
持有浓厚的兴趣，大会要求秘书长和会员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以便能够应对该
区域未来的各种挑战。
3.8.1.15 大会认识到需要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制作和发布足够的水服务以及
及时的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警报过程中调用高级产品的能力。
3.8.1.16
大会注意到2006年2月一个新的卫星气象优秀中心在阿曼投入使用，
旨在为努力加强预防与天气有关的潜在自然灾害做出重大贡献，并敦促各会员利
用WMO各区域中心并使某些这类中心实现设施现代化，以便满足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的各种需求。
3.8.1.17
大会注意到二区协主席在二区协建立具有多功能和专业中心的区域气
候中心(RCC)网络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并要求秘书长与有关技术委员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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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区协建立RCC网络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
3.8.1.18
大会认识到继续举办有关社会经济效益的区域讲习班十分重要，并对
韩国愿意承办二区协的研讨会表示欢迎。
3.8.1.19
大会对WMO西亚办事处于2007年3月12日在巴林宣告成立表示欢迎，
其义务和职责包括确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发展需求；参与项目建议/文件的制定
和编制；与筹措资金有关的行动举措和后续行动；以及与联合国组织和区域组织
密切协调。大会要求秘书长为加强WMO西亚办事处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支持。

三区协主席的报告
3.8.1.20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三区协主席的报告，并对区协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
以有效方式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示满意。该报告提供了对区协主要活动的全面回顾
和评估。
3.8.1.21
大会对前任主席Raul Michelini先生(乌拉圭)有效地处理该区协事务而
为该区域的气象和水文做出的贡献表示称赞。大会对在第十四次届会上当选的主
席Ramon Viñas García先生(委内瑞拉)为区协所作的工作也表示感谢，并且大会对
各工作组组长、各位成员和报告员积极协作开展区协活动表示谢意。
3.8.1.22
大会注意到三区协最重要的活动包括：创立了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局长会议和设立由三区协﹑四区协和六区协(葡萄牙和西班牙)共
同参与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气象和水文合作计划；成功实施了巴西国家气象局
项目并于2006年签署了WMO和巴西政府在巴西利亚建立项目办公室的谅解备忘
录；2006年三区协和四区协共同在巴西的巴西利亚召开了天气、气候和水服务
的社会经济效益区域技术大会；2006年在秘鲁举办了由该区域的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民防机构、发展及资助组织共同参加的关于预防和减轻灾害的技术讲习班；
2006年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召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大会，与会单位包括伊比
利亚-美洲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民防机构和气候变化办公室。
3.8.1.23

大会注意到主席强调指出的三区协面临的主要挑战， 包括：

(a)            注重不断增多的气象信息，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最终用户，如公众和
私营行业要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资料和产品。
但是，由于一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人力和物力资源有限，因此无法完
全满足这些需求；
(b)            因此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仍然是该区域关切的问题；尽管付出了努
力，所取得的结果仍有待改进。为了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
有必要加强与教育和培训项目的合作，旨在发展区域内各个国家自力
更生的培训能力。同时仍有必要继续努力为那些国家举办各种培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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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班，尤其是过去未从培训中受益的国家；
(c)            应最优先发展和维持区域的气象观测、通信和资料加工设施的基本系
统；
(d)            区域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更有效地参与可
持续发展活动的战略。在提供各种气象和水文服务的过程中应考虑到
社会经济问题；
(e)            应该指出，所有三区协的工作组和报告员都应有必要的资金以便在休会
期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f)             气候变化和相关环境问题是区域内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政府关切的议
题；
(g)            减少和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应是区域中一项优先的活动，并以合理
方式作为当务之急予以整合；
(h)               研究若干国家联合购买耗材的可能性，以便获得更有利的价格。
3.8.1.24
大会全力支持优先重点项目，尤其是那些与WMO科学和技术项目相
关的项目，重点放在区域特殊需要和需求及新重点领域，如防灾减灾、气候变
化、业务水文和相关环境问题以及培训。大会要求秘书长考虑与三区协未来发展
战略有关的各种需求。
3.8.1.25  
大会感谢区域会员，也感谢西班牙政府为伊比利亚美洲地区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的发展提供的支持，以及美国政府对该区域的支持，特别是移动了
GOES 10卫星，使其能继续供该区域各国使用
3.8.1.26
大会认识到厄尔尼诺国际研究中心对该区域做出的贡献，呼吁会员继
续为该中心提供支持，并对厄瓜多尔和西班牙政府为使该中心实现其目标所提供
的支持表示赞赏。
3.8.1.27
注意到2005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十五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和政府
首脑会议有关实施一项旨在促进对该区域自然灾害做出有效反应的协调机制的宣
言，大会要求秘书长在这方面探索在WMO与伊比利亚首脑会议秘书处间建立伙
伴关系的可能性。
四区协主席的报告
3.8.1.2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四区协主席的报告，并对区协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
以有效方式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示满意。该报告提供了对区协主要活动的全面回顾
和评估。
3.8.1.29

大会赞扬四区协前主席，Arthur Dania先生(荷属安的列斯和阿鲁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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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协工作的有效领导，以及对该区域气象和水文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大会
赞扬在四区协第十四次届会上当选主席的Carlos Fuller先生(伯里兹)对区协工作的
贡献，并表达了对工作组组长和成员以及报告员工作的肯定，他们在开展区协工
作中积极合作。
3.8.1.30
大会注意到该区域已经制定自己的2006-2011年期间的区域战略计划
与目的、目标和阶段目标。该区协的会员正努力实现计划中的阶段目标。
3.8.1.31
大会注意到该区域的重要工作，包括由芬兰资助，并在2004年9月结
束的SIDS-加勒比项目；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局长大会机制以及“伊比
利亚-美洲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气象水文合作项目” 的建立，该项目由三区协和
四区协共同参与；四区协老的区域气象电信网的替换和升级；对飓风委员会年度
会议的支持；在该区域开展的WMO防灾减灾活动；建立四区协区域气候中心的
倡议；在墨西哥成功实施的水资源管理项目(PROMMA)以及WMO和墨西哥政府
达成的新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2006年建立了一个项目办公室。
3.8.1.32
大会注意到在对区域气象通讯网的VSAT/STAR-IV系统升级中，美国
和芬兰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开展了很多活动，用兼容新通信和资料处理技术的工
作站淘汰该区域的STAR-IV工作站。美国还向区域维护项目提供了支持，即进而
向区域的高空网络提供了支持。
3.8.1.33
大会对Max Mayfield先生多年来作为国家飓风中心主任和WMO四区
协飓风委员会主席致力于WMO迈阿密区域专业气象中心的工作表示赞赏。特别
是，大会承认他在保护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方面，以及在世界热带地区开展专业
培训方面为四区协做出的杰出贡献。
3.8.1.34
大会对美国大力支持四区协的高空站网、发展四区协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网站并对相应网站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以及在哥斯达黎加、荷兰和荷属安
的列斯群岛专家的支持下主要通过远程教学发展气象方面的硕士教育表示赞赏。
大会注意到在2007年四区协管理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及区协对开设气象学
电子硕士学位表示赞赏，大会还注意到目前四区协的南部更需要开设气象学电子
学士学位。
3.8.1.35

大会注意到四区协主席强调的主要挑战，具体如下：

(a)

减少和减轻恶劣天气的影响应强调事前行动，而且需要在区域层面上
进行整合和协调。应该进一步强调对飓风委员会年度会议的支持，应
将其作为协调区域减灾活动的机制；应该优先考虑支持组织飓风委员
会的年度会议，作为协调该区域中飓风跟踪、监测、预报和预警的一
种机制，使之成为支持防灾减灾努力的一种手段；

(b)

气候变化和相关的环境问题受到本区域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及政府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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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c)

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仍是该区域关注的问题。虽然进行了一些克服挑
战的工作，但是结果仍然不令人满意。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将妨碍区
域中各国的发展。区协敦促国际组织提供更多的重点支持来解决这个
问题。特别需要的是长期奖学金；

(d)

应该对该区域现有基本观测网络、气象通信和资料处理设施的维护和
进一步提高给予最高的关注。

3.8.1.36
大会要求秘书长探索由法国通过其国家气象中心为海地提供每日天气
预报的可能性，特别是飓风季节为保护该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所需要的天气预
报。大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寻求帮助海地政府发展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以及能
够为其居民提供信息和服务的途径和手段。
3.8.1.37
大会全力支持所确定的重点工作，特别是侧重该区域具体需要和要求
的WMO科技计划，以及减灾防灾、气候变化和相关环境问题等新重点。大会还
强调虽已作出努力但仍存在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现有基本
网络、气象通信和资料加工设施的维护和提高等问题；以及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开发具有区域特点的短时尺度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以便使各会员向政府提供政策
建议。大会提请秘书长考虑有关四区协实施战略计划的区域要求。
3.8.1.38

大会对该区域会员加强区域合作表示赞赏。

五区协主席的报告
3.8.1.39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五区协主席的报告，并对区协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
以有效方式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示满意。该报告提供了对区协主要活动的全面回顾
和评估。
3.8.1.40
大会赞扬了前任主席Woon Shih Lai先生(新加坡)在处理该区协的事务
方面颇有效率。大会还赞扬在五区协第十四次届会上当选主席的Arona Ngari先生
(库克群岛)和副主席Sri Woro B. Harijono女士(印度尼西亚)为该区协的工作做出的
贡献。大会感谢各工作组组长和成员及报告员，感谢他们对该区协活动的开展给
予了合作。
3.8.1.41
大会注意到该区协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包括太平洋区域气象局长年度
会议，该会议作为一个论坛促进了有关气象局发展的信息交流，并为太平洋小岛
屿国家确定了区域重点。
3.8.1.42
大会注意到澳大利亚、中国、法国、日本、新西兰、英国、美国和欧
盟提供了支持，帮助该区域建设气象和水文基础设施并开发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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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43
大会注意到有关挑战，这些挑战已在五区协的区域重点中得到反映。
大会支持这些重点，特别是那些与WMO科技计划有联系的重点，重点放在该区
域的具体需求上。大会还认识到人力资源开发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日益增长的需
求，尽管已作出努力，但这种需求仍在增长。
3.8.1.44      因此，大会注意到，2007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五区协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加强服务提供区域研讨会，通过这次研讨会五区协战略计划制定工作取得了
进展，计划包含了一些诸如能力建设和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国家灾害管理办
公室联络方面的行动计划，以及它们的标准运行计划。大会要求秘书长考虑支持
并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实施五区协战略规划的相关区域需求。
3.8.1.45    大会欢迎太平洋-HYCOS计划的启动，这项由欧盟资助的计划致力于加
强14个太平洋岛国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并发展一个名为“东南亚HYCOS”的新计
划。
3.8.1.46      大会对南迪RSMC的运行状况表示严重关切，该中心目前严重缺乏专
业预报人员，这将很快影响一些至关重要的服务的提供。因此，大会要求秘书长
与五区协的会员合作，紧急考虑为该问题提供可能的帮助，以免使目前由南迪
RSMC提供的太平洋热带气旋预警服务和一般服务，尤其是航空气象服务发生中
断，南迪RSMC还是指定的ICAO热带气旋咨询中心。大会注意到新西兰根据热带
气旋计划的规定仍承诺为南迪RSMC 的热带气旋警报职责提供后备。
六区协主席的报告
3.8.1.47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六区协主席的报告，并对区协自第十四次大会以来
以有效方式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示满意。该报告提供了对区协主要活动的全面回顾
和评估。
3.8.1.48
大会对前主席Petras Korkutis先生(立陶宛)为该区协气象和水文的发
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赏。大会还对在六区协第十四次届会期间当选主席的Daniel
K. Keuerleber-Burk先生(瑞士)为该区协的工作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赏，并对各工作
组、专题组组长和报告员表示感谢，他们为开展该区协的各项活动积极合作。
3.8.1.49
大会注意到六区协最为重要的活动，其中包括决定制定区域战略计
划。六区协战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防灾减灾、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和
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来提高六区协各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的能力。六区协战略计划将与WMO战略计划挂钩， 并在相同的时期内有效。
这需要在WMO第十五次大会期间组织边会将六区协战略计划最终草案提交六区
协主席和管理组。
3.8.1.50

大会注意到六区协主席强调的主要挑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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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为有效的方式促进和优化全球观测、记录和报告天气、水资源、
海洋、气候及相关自然环境的系统，包括观测资料的技术标准化以及
规划区域网络，重点放在：
(i)

区域基本天气站网计划和HYCOS的业务实施；

(ii)

考虑到新的系统及其适用性，促进相应观测技术的采用
和性能评估；

(iii)              全面实施区域气象资料通信网络,以在该区域整个地区提
供高层服务；
(iv)              WWW的运行和性能，特别是资料可提供性和不间断实时
监测质量的开发和实施；
(v)

开发并实施适于实时洪水预报应用和水资源评估的水文
观测系统；

(vi)           

实施传统字符数据表示和交换向二进制数据表示和交换
的过渡；

(vii)             在WWW背景下，妥善实施联合运行、联合筹资和责任共
担的理念，以帮助会员实现最有效地实施和可持续地运
行WWW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
(viii)            继续把六区协全球虚拟信息系统中心项目作为WMO信息
系统的一部分，目标是到2008年可以提供业务服务。该
项目得到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欧洲中期预报中心和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的支持；
(b)

提高对自然灾害，如洪水、强风、干旱、森林火灾、强风暴、雪崩、
污染事件、相对酷热、酷冷周期的分析、预报、警报和风险评估的准
确性及可靠性。其中包括促进季节和长期预报此类灾害事件的时间变
化、严重程度或发生的频率。

(c)

加强能力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能力建设。为
此：
(i)

能力建设应着手满足必要的基本气象设施和辅助设施及
设备(尤其是在电信和高空探测领域)以及职工的教育和
培训的需要；

(ii)

技术合作应确保最佳效益，并考虑受援国的总体情况；

(iii)              可持续的能力建设应不仅致力于一些特殊的表面性措
施；
(iv)              要实现能力建设，应该开拓战略合作领域，包括区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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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合作。
3.8.1.51
大会全力支持优先重点活动，特别是有关WMO科技计划的优先活
动，侧重于区域的具体需要和需求以及新的优先重点领域，如防灾减灾、气候变
化、业务水文和相关环境问题及培训。大会要求秘书长考虑与六区协未来战略发
展计划相关的区域需求。
3.8.1.52 鉴于欧洲区域办公室对六区协会员十分重要，鉴于该办公室除了已在
六区协的管理及其对会员的服务方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外，还将在区域战略
计划的监督与实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大会支持加强该计划。大会认识到欧洲区
域办公室仅有一名专业人员是不够的，而且与其他区域办公室也是不平衡的。
3.8.1.53

大会对该区协会员加强区域合作表示赞赏。

3.8.2

区域活动 (议题3.8.2)

3.8.2.1
大会注意到，为满足会员的需求和要求，WMO所有区域都成功地开展
或主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区域支持和能力建设活动。大会同意在第15财务期应优先
组织与区域重点相关的、类似于区域技术大会、区域讲习班和研讨会这样的活动
以及为其它区域经济共同体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局长组织的其它专门活动。
3.8.2.2
大会感谢秘书长为发展合作和区域活动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和愿景规
划，从而通过为发展活动更多地筹集资金、更好地提供服务、在国家和区域两级
上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更好的支持、区域办公室和WMO在各区域的办事处
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提高会议的有用性、促进区域合作及采用更系统的方法收集
全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信息，为会员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对此，大会要求秘书
长继续努力加强各个WMO办事处，使它们能够发挥作为各自区域内信息中心的
关键作用, 并要求秘书长与合作伙伴和其它相关区域机构建立并加强它们之间的密
切关系。
3.8.2.3
大会注意到非洲、亚洲和西南太平洋、美洲和欧洲的区域办公室设在日
内瓦 ,WMO 在区域的办公室继续履行着秘书处有机组成部分的功能和职责。大
会强调区域办公室和 WMO 办事处在实施各自区域的各项科技计划中为区域协会、
各区协的主席和副主席及附属机构、会员提供了有力支持。
3.8.2.4        大会注意到设在巴林麦纳麦的WMO西亚办事处于2007年3月开始运
行，大会对巴林、哥斯达黎加、肯尼亚、尼日利亚、巴拉圭和萨摩亚承办WMO
办事处向它们的政府表示感谢，对巴西和墨西哥政府承办WMO项目办事处深表
谢意。
3.8.2.5       大会认识到应当向WMO区域办事处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它们及时、
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尤其是在制定和实施技术项目，在诸如防灾减灾、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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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环境问题，以及与合作伙伴联络等优先重点领域向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
支持。
3.8.2.6
大会认识到需要更好地为区域服务，要求秘书长强化区域办事处，尤
其是在可利用的预算中为它们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资金。
3.8.2.7
大会强调WMO区域办事处应按照WMO区域战略计划的规定提高优先
权。大会还鼓励秘书长促进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进行实质性
讨论，探索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建立和维护观测系统。
3.8.2.8      大会注意到，在全球的若干区域，为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在技术和经
济方面正取得各种重大进展。因此大会建议有关区协要特别关注这些事宜，以便
在现有资金范围内为其会员提供区域活动所需的支持，并确保WMO区域计划与
航空气象计划妥善协调。大会还要求执行理事会追踪此类事件，以便提出合适的
方式，促进在区域内协调这些进展。
3.8.2.9       大会热烈欢迎关于建立WMO国家概况数据库的动议，以帮助整个
WMO秘书处掌握会员的最新情况和发展需求。大会敦促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使
该数据库业务化，并整合纳入各WMO计划/职能司收集的信息。WMO国家概况数
据库将优化对会员进行问卷调查的数量。
3.8.2.10     大会在区协主席的报告和其它相关议题下审议了区协活动的其它实施情
况。

3.9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 (议题 3.9)

审议第十四次大会休会期间的活动
3.9.1
大会回顾了通过决议29(Cg-14)设立WMO的重点交叉性计划–预防和
减轻自然灾害计划(DPM)的决定，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在技术委员会的协助下为该
计划的实施提供全面指导和框架。大会对第十四次大会休会期间根据WMO第六
个长期计划和第十四次大会提供的指导所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审议。
3.9.2
大会强调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减轻灾害风险的所有组成部分
做出了贡献，包括防灾、减灾、备灾、响应、恢复，以及重建。大会强调，该计
划的核心重点是通过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提高和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减轻灾
害风险方面的能力及合作，强化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保护生命、生计和财产做出
贡献。大会敦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采取超前的行动，加强与民防和灾害风险管理
当局和部门的合作。
3.9.3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在发展这一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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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所有的计划、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工作组内设立了DPM联络员，联
络员积极参与该计划的实施；

(b)

确定联合活动的潜在伙伴和具体领域，以及于2006年5月23-24日在日
内瓦召开有关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多机构讨论
会，以建立合作关系；

(c)

WMO为2005年1月18-22日在日本神户兵库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
会、2006年3月27-29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三次早期预警国际会议、
以及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开展的全球早期预警调查做出了贡献。

3.9.4
大会还满意地肯定了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难后，秘书处与UNESCO的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及其他伙伴合作采取的各项举措，一些会员提供的慷慨支
持，以及通过ISDR的紧急呼吁筹集到的资金，协调对全球电信系统在业已确定的
8个国家的升级进行评估与实施，包括相关的培训。大会对美国和日本政府分别通
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和日本气象厅向所有环印度洋国家提供临时的海啸警报服
务表示赞赏。大会注意到，在国际上，WMO 的全球电信系统被公认为是支持多
灾害早期预警系统信息交换的支柱，它要求秘书长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协作通
过在其它有风险地区的类似努力来支持加强海啸早期预警系统。
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建立国家和社区的灾害回复力，以及
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新机遇
3.9.5
大会满意地肯定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对世界减灾大会的参与，
并认识到，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建立国家和社区的灾害回复力巩固了
WMO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实施减轻灾害风险的框架。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兵库
行动框架2005—2015把传统的灾后人道主义响应转变为包括预防和准备措施在内
的更全面的方法。
3.9.6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为国际减灾战略系统的重组做出了贡献，并同意
WMO参与ISDR系统和对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的推动。大会注意到参与ISDR
平台以及加强同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的联系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这一领域同其它
机构开展合作的有效机制，并要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具有超前思维地参与国内的
减轻灾害风险委员会和平台的工作。大会要求秘书长在这些论坛和进程中继续开
展与ISDR系统有关的行动。

对会员和区域的能力、需求以及优先事项的评估
3.9.7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完成的主要基本情况调查系
统地分析了会员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能力、需求和优先事项，大会对会员参与
WMO的这些举措表示赞赏。这些评估确定了会员中与管理、组织、技术和培训
方面有关的共同挑战和机遇。大会同意这些评估应继续作为制定WMO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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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行动计划的基础，特别应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
中国家。大会建议DPM计划今后可利用调查来监测实现预期结果的进展。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的愿景、重点和实施方向
3.9.8
大会对执行理事会通过其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咨询组在以下关键问题
上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如：(i) 计划愿景；(ii) 计划的战略目标；(iii) 管理；(iv)
有关预算问题；(v) 区域和国家交叉性项目及相关的实施问题；以及 (vi) 为计划命
名，以更好地反映其范围。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适时审议这些问题，以供采纳和
/或实施。
3.9.9
大会审议了从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中得出的以下DPM 战略目
标。大会在议题6.2下讨论将这些目标纳入WMO 战略计划的决定。
(a)

战略目标 1:  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改进和可持续性，特别是有关科
技基础设施以及与天气、水和气候有关灾害的研究、观测、探测及预
测系统和能力；

(b)

战略目标 2: 系统、方法、工具和现代科技应用的发展、改进和可持
续性，如进行记录、分析和为风险评估提供灾害信息的地理信息系
统，各部门规划和其他已知的决策；

(c)

战略目标 3:  开发和提供及时的，遇险人员易懂的警报、专门预报及
其他产品和服务，开发工作以减轻灾害风险决策和作业需求为导向；

(d)

战略目标 4:  通过加强能力，在减轻灾害风险，继续的公共教育和宣
传方面更好地整合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备灾意识；

(e)

战略目标5: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机制及结构中加强WMO和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以开展减轻灾害风险工作。

3.9.10
大会获悉，根据评估和调查，DPM计划将导致建立一项可持续的综
合能力发展行动计划，该计划依赖于以下重大举措的某些或者全部：(i) 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的现代化和观测网络；(ii) 国家业务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实施；(iii) 加
强危害分析和水文气象风险评估工具；(iv) 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民防和灾害
风险管理机构的合作；以及 (v) 协调的培训和公众宣传计划。大会同意通过具体
的区域和国家项目实施该行动计划，这些项目涉及相关计划、技术委员会、区域
协会、以及外部伙伴组织。在这方面，大会满意地获悉秘书长已着手实施一些国
家和区域的交叉性项目。
3.9.11
大会要求秘书长加强资金筹措，以维持国家和区域减轻灾害风险能力
的持续性。
3.9.12

大会回顾了气候变化引起的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危害日益增加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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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它要求秘书长确保WMO气候相关计划与DPM计划间的有效协调，这一点应
通过具体的国家和区域项目得到体现。
3.9.13
大会回顾了联合国与ＷＭＯ协议第十条关于“统计服务”所述的内
容，即 “收集、分析、出版、标准化、改善和分发气象统计信息及其应用，并向
其他机构提供这些统计信息……”(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工作安排(WMO-No.
60))。大会要求秘书长尽可能地协调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灾害及其影响信息的
收集和分发。
3.9.14
大会鼓励WMO及其成员与其他机构合作提高自己的能力，支持多灾
害早期预警系统，扩大会员的受益。
与减轻地震相关危害的灾害风险有关的其它国际组织的协调
3.9.1.5    大会回顾到，它曾要求执行理事会进一步处理好WMO在地震领域国际协
调方面可能发挥的促进作用。大会进一步回顾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
委员会运行着一个先进的全球地震观测网，它有潜力为探测海啸的威胁做出重大
贡献。根据与UNESCO的磋商，大会注意到，在地震领域还没有正式的政府间协
调框架。鉴于上述情况，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与该筹备委员会合作。
3.9.16

大会通过了决议25 (Cg–15) –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

3.10

WMO空间计划 (议题3.10)

3.10.1
大会回顾到，Cg-14决定启动WMO空间计划作为一项主要的交叉性计
划，以加强卫星系统对WMO各项计划产生的效果和贡献。大会审议了2004-2007
年WMO空间计划有关空基GOS的改进、加强资料和产品的获取以及通过教育和
培训在会员中推广使用此类资料的能力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大会还审议了
WMO空间计划2008-2011年实施计划中的主要举措，包括对优化全球空间项目规
划的支持，认为这些举措将明显改进和提高WMO各会员的能力。大会还注意到
该计划对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作出的重要贡献。
3.10.2
大会还向那些为GOS空基部分做出贡献的会员、EUMETSAT和ESA
深表谢意，该空基部分是气象业务的中枢，并广泛服务于其他应用领域。大会特
别注意到，随着最近MTSAT-1R、MTSAT-2、Meteosat-9、GOES-13、INSAT-3A、
FY-2C和FY-2D地球静止卫星的发射，GOS空基部分变得更加可靠。大会忆及很
快将发射GOES-O、Elektro-L1、INSAT-3D和COMS-1的计划。关于极轨卫星，大
会注意到，发射了NOAA-18和最近发射的带有先进探测设备的Metop-A，以及中
国计划在2007年底发射FY-3A； 俄罗斯联邦计划在2008年发射METEOR-M 1号卫
星。一些新的研发卫星(如ALOS、CloudSat和Calipso、Resurs-DK)对GOS有潜在
的贡献。COSMIC星群的无线电掩星探空资料业已提供。大会获悉有关业务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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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卫星机构同意为GOS做出贡献的最新情况。大会感谢美国把GOES-10转移至60°
W，并注意到该卫星还可以覆盖南美洲，三区协的WMO会员可用它来获取和交
换重要产品。大会获悉有关COMS-1的计划，包括直接广播和用户的准备工作。
大会还获悉EUMETSAT静止轨道卫星、0°位置的Meteosat-9 和-8、印度洋上空的
Meteosat-7 和-6的状况，以及为NWP和气候应用提供高质量资料的极轨MetOp A的
状况。大会还注意到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对于植被和环境监测应用支持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
3.10.3    大会强调了保证对地静止完全覆盖全球的重要性，并强调需要确保印度洋
地区卫星资料的连续性，尤其对该区域容易发生热带气旋的会员而言。此外，大
会认识到这些卫星在自动资料收集平台运行上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支持印度洋
海啸预警系统方面。大会忆及，过去九年里印度洋卫星的覆盖一直由EUMETSAT
运行的Meteosat卫星(起初是Meteosat-5 ，以后是Meteosat-7)通过其印度洋资料覆
盖服务(IODC)提供。IODC向该区域的WMO会员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受到世界各
数值预报中心的感谢。
3.10.4        EUMETSAT提醒大会，IODC不属其核心任务的一部分，对它的支持以
“尽力而为”为基础。EUMETSAT进一步强调，其会员国在执行核心任务的同时还
要承担在印度洋的观测势必面临沉重的负担，因此要继续这项工作必须寻求外部
资金。EUMETSAT指出，该程序业已启动，但是如果印度洋地区有关的WMO会
员未能提供大量资金，2008年后IODC将面临无法继续的风险。
3.10.5          大会感谢EUMETSAT在过去九年提供的IODC服务，并对该区域2008
年底可能发生资料覆盖中断表示非常关切，如果没有其他卫星运营部门保证持续
提供资料的话。资料空白将对WMO会员用于保护生命和财产的业务产生不利影
响。
3.10.6
大会承认WMO空间计划有效促进了业务和研发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增强
全球观测系统空基部分。大会支持开始审议并更新全球观测系统空基部分的基
准，以便为气候监测和其他应用提供相同的观测。大会注意到在WMO空间计划下开
展的对全球任务规划的优化、建立全球空基互校系统、将研发任务向业务转化方
面的全球协调。大会鼓励WMO空间计划对这一方面的活动制定明确的方案，保证这
些活动能对其他国际机构的举措形成补充。大会期望WMO空间计划能有助于确定一
项有关目前无线电掩星探测(COSMIC)试验的业务。大会还获悉国际对地静止卫星
实验室(IGeoLab)所取得的进展，它是作为开发合作关系的框架以展示地静止轨道
新仪器。考虑到IGeoLab专题组的意见，大会对最近在IGeoLab框架内，以俄罗斯
联邦北极项目为基础，开展有关高椭圆轨道(Molniya轨道)合作的举措表示支持。
3.10.7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综合全球资料分发服务(IGDDS)项目通过实施基
于卫星的数字视频广播服务取得的进步，通过该项技术有可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
方式获取多源卫星资料和产品。大会还欢迎通过互联网获取MTSAT资料，这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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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气象厅对IGDDS做出的贡献。大会忆及全球区域ATOVS中继服务(RARS)网的
价值，并期望其覆盖会很快延伸至非洲。
3.10.8          大会以感谢的心情忆及主要由欧盟提供资助、通过EUMETSAT的管
理付诸实施的PUMA项目，这一项目在过去一些年在50多个非洲国家安装了卫星
接收设备。但是，注意到安装的设备已有25%面临维护问题，大会对援助设备的
继续运行表示关切。在表示关切的同时，大会注意到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
(AMESD)为制定接收系统的维护策略提供了机会，它将确保设备的使用时效与
AMESD的时间框架相当。
3.10.9            大会就空间计划为卫星气象培训提供支持对WMO表示赞赏。特别
是，大会对2006年举办的创新的，基于卫星气象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的，高影
响培训活动(HPTE) 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表示认可。大会满意地注意到HPTE在一
段时期内为来自超过120个WMO会员国的2000多名人员提供了有效的培训。这个
培训有助于WMO会员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术以便最大程度地利用卫星数据。大
会建议保留卫星气象培训作为WMO空间计划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建议根
据拥有的资金，在下一休会期间进一步开展HPTE方面的活动。
3.10.10       大会也对WMO空间计划以及EUMETSAT 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秘书处
表示感谢，感谢它们对2006年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举办的EUMETSAT/WMO卫星
数据在气候应用中的应用研讨会提供的支持，这个研讨会是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区
域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大会注意到来自22个欧洲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人员参加了
此次活动，计划于今后两年举办两次类似的活动。
3.10.11       大会鼓励WMO空间计划考虑空间天气领域的活动，因为它对气象卫星
运行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且要特别重视保护电磁频谱以便确保被动遥感和卫星运
行的可持续性。
3.10.12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MO积极参与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 ，并对
CGMS的技术协调作用以及CGMS关于努力满足WMO全球观测系统需求的承诺深
表感谢。大会也感谢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CEOS)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球观测中
起到的协调作用。大会注意到在CGMS响应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对卫星数据和产品
的需求方面WMO空间计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WMO空间计划与CEOS合作
以确保最高水准的协调。大会鼓励WMO空间计划继续与CGMS以及CEOS和其工
作组密切协作。
3.10.13
鉴于在实现WMO空间计划2004-2007年实施规划中提出的各项目标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大会认为许多直接有益于WMO会员的目标业已实现。大会鼓
励所有利益攸关方继续加大努力，以全面实现所有各项目标。大会尤其敦促会员
确保建立和维持适当的机制以便推动全面获得全球观测系统空基组成部分的数据
和产品。大会重申卫星事宜定期高层政策磋商会的重要性，并期望第八次会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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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召开以便讨论第15次大会的成果。

4.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议题4)
4.1

会议 (议题4.1)

4.1.1
大会审议了秘书长提交的有关邀请承办第15财期(2008-2011)组织机
构届会的情况。根据在第15次大会上各国代表团补充的情况制定了这些机构届会
的初步会议计划(见本报告附录II)。要求秘书长续开展磋商，为目前尚未得到邀
请的区协/技术委员会届会寻求承办国，以便确保尽可能多的届会在日内瓦以外的
地方召开。此决定与以往大会的政策相符。大会注意到，根据总则第17条，如果
有关届会在计划召开前300天仍未得到邀请，该届会将在WMO总部召开。
4.1.2
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尽可能多地对组织机构届会做出安排，以确保会
员和秘书处能均匀地安排在第15财期的工作。为此大会决定，除大会和执行理事
会以外，两个届会间的间隔不得少于3个月。对任何组织机构届会的邀请若不符合
这一规定，会议将自动在WMO总部召开。
4.1.3
大会还确认了以往大会制定的有关本组织为在日内瓦以外地方承办届
会提供帮助的政策。
4.1.4

有关第15财期组织机构届会的预算问题在议题8中讨论。

4.1.5
大会考虑到组织机构会议的效率仍有改进空间，例如，缩短大会的会
期以及联合召开技术委员会届会。要求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长研究此类可能
的改进措施，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研究的结果供其审议。

4.2

语言和出版物 (议题4.2)

语言
4.2.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继续努力确保及时制作所有语种的文件。这
项工作是通过采用新技术完成的, 例如通过互联网分发文件和公共信息材料。大会
敦促继续努力为所有WMO官方语言提供同等待遇。
4.2.2
采用新的电子参照和翻译工具提高了秘书处的工作质量、术语的标准
化，以及翻译服务的及时性。大会满意地注意到 “气象术语”(一个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专业术语表)一书的编写，除专业翻译人员外，该书
也供广大读者使用，读者可在WMO网站上调用。大会鼓励秘书处继续对这一术
语表进行扩充，把中文纳入其中。大会还指出更新国际气象词汇(WMO-No. 182)
的重要性，以及应在新版中收入阿拉伯文和中文。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术语和定
义，国际气象词汇对国际合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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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大会注意到以下事实：新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支持WMO的所有官
方语言，从而可以均等地为所有语种提供相关支持。
4.2.4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还将通过语言服务和出版物司，为WMO网站的定
期更新提供全面的语言支持。面对提供高效和及时的多种语言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加，通过进一步开发和更新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这一需求将有可能得到满足。
这些辅助翻译工具业已证实它们在节省时间和提高质量方面的效率。但大会强
调，WMO网站的这种新兴活动不应当损害为组织机构届会提供文件的工作或者
出版物的编制工作。它建议应较为均衡地安排第十五财期内各组织机构的届会，
将其作为有效分发和应对大量翻译工作的措施之一。

出版物计划
4.2.5
大会注意到，指定出版物和计划支持出版物采用了最适合的和最经济
有效的方法、用所需的语言来制作，它对旨在扩大出版物的发行所采取的措施表
示赞赏。大会认识到在第十五财期用所有WMO官方语言编制出版物的重要性，
如果有可能实现的话，将有助于提高WMO的知名度。大会还对应用新的法人鉴
别指南后的WMO新的信函(信纸)及出版物的格式表示赞赏。为了进一步提高
WMO的知名度，以及使WMO所有印刷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的外观和版式保持接
近一致，应继续使用和发展品牌以及更有吸引力的设计。
4.2.6
大会注意到，根据第十四次大会关于增加电子出版物的制作，特别是
以CD-ROM为介质或者通过互联网制作电子出版物的要求，秘书处采取了进一步
措施，以实现WMO出版物的现代化，并通过各种电子媒体进行分发。由于始终
如一地坚持使用WMO的品牌，使之逐步获得广泛识别。自2006年的理事会第58
次届会以来，组织机构届会的最终节略报告仅采用光盘发行。
4.2.7
大会确认本组织出版物计划的主要功能是尽可能广泛地分发为实现其
目标所需要的信息，包括支持全球沟通战略，这一战略旨在通过WMO和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在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活动中所扮演的的重要角色，来提升WMO和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知名度。它要求秘书长鼓励以尽可能多的WMO官方
语言制做有助于支持这一主要功能的信息性和吸引力强的出版物。大会还确认，
应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翻印WMO拥有版权的资料，秘书处对此应予以帮助。
4.2.8
大会注意到2007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报告，它鼓励根据质量管
理原则制作和管理WMO的出版物。该报告建议，作为发行出版物补遗的替代方
法，可以由WMO发行这些出版物的电子更新版本，前提是这种解决方案应具有
成本效益。
4.2.9
大会鼓励秘书长继续扩大电子出版，以推动实现本组织及其会员的目
标，并鼓励开展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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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抓住新兴电子出版技术快速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应修订出版物计
划，以进一步支持其主要功能；

(b)

秘书长应在大会确定的框架内，在考虑执行理事会提供的指导和
WMO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与此相适应的出版物销售和发行政
策，包括定价；

(c)

通常由执行理事会审定的WMO出版物的免费分发，应尽可能采用电
子方法兑现。仅对最不发达国家会员提供方便，满足它们对此类免费
分发范畴中的出版物提出的各种硬拷贝需求，但须采用最经济有效的
方式，例如电子文档打印件；

(d)

一些公共信息材料，如WMO公报、年度报告、信息宣传册，以及为
特殊活动制作的小册子，将继续以硬拷贝格式和电子方式(光盘和互
联网)分发。

出版物
4.2.10
考虑到第十四次大会期间、第十四财期内举行的执行理事会届会期
间，以及技术委员会和跨委员会质量管理框架专题组会议期间会员们提出的要
求，第十五次大会通过了由秘书处建议的WMO指定出版物的修订清单。
4.2.11
大会通过了决议26 (Cg-15) – 第十五财期出版物计划，该决议确定
了第十五财期有关WMO出版物计划的主要政策。决议的附录列出了将要发行的
WMO指定出版物及其语种的清单，

4.3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议题4.3)

4.3.1
大会注意到，新的 “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战略通过提高秘书处对技术
的利用，以及调用相关必要技能来适应不断发展的需求，从而提高秘书处的效果
和效率。注意到用来整合技术/人员管理、基于最佳规范的信息和系统、价值评估
和风险管理，以及已经建立的基准：速度、灵活度、问责制、职责、透明度的框
架减少了成本支出，确保了质量和工作连续性及减轻风险。
4.3.2
大会对用于支持秘书长权力下放，以便更好地监督资金分配并提高透
明度的甲骨文电子商务包表示认可。
4.3.3
大会注意到基础设施支持工作增加了外包量 – 涉及非WMO的专业活
动外包给联合国国际计算机中心 ， 以保证更高的使用率和故障的恢复率。
4.3.4

大会注意到越来越生动和引人入胜的WMO网站。                         

5.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议题5)

全球沟通战略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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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在第14财务期为加强WMO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IPA)而采取的行动，以及为支持科学和技术计划以使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受益而开
展的日渐增多的宣传和组织机构建设活动。更有针对性的宣传政策，WMO秘书
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联合国系统之间更加紧密的互动，这些都逐渐让公众认
识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所提供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重要性，并增
强在这些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意识。
5.2
大会对根据WMO全球沟通战略所开展的许多活动和提供的产品表示
满意。大会回顾了该战略所确定的以下目标：展现一个统一而巩固的WMO和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形象；加强国家和区域层次上的组织机构；传播重要信息，将地
方的呼声注入全球的活动和展望；促进与媒体的战略联盟；并促进整个WMO范
围内的沟通文化。大会敦促会员和秘书长进一步实施该战略，以便让WMO和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发挥各自的优势，并提高本组织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国际合
作和推进会员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知名度。在这方面，大会要求会员加强自身的
信息和公共事务活动，并给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提供支持，尤其是通过国家IPA联
络员和秘书处之间的密切合作进行。它进一步要求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在公共信
息活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5.3
大会呼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国家媒体建立更多的战略关系，以便传
播重要信息和提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所有活动的知名度。它进一步呼吁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加强与联合国办事处之间在该领域的合作，以便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
防灾减灾和其它领域所作的贡献得到更多的认可。
5.4
大会对成功实施的能力建设方案表示赞赏，并重申对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能力建设的支持，特别是通过召开培训讲习班、加强与印刷和广播媒体的合
作改进其演播和沟通技巧，并提高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知名度。通过培训以及
WMO和会员的支持，特别是英国气象局的支持，非洲的天气预报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大会鼓励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和公共天气服务计划之间在组织媒体天气预
报研讨会方面密切合作。大会认识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公众中树立一个可信的
形象非常重要。这种可信度不仅建立在良好技术培训的基础上，还有推介其产品
和报告的足够的沟通能力。为了推动后者，大会要求秘书长与感兴趣的伙伴合作
致力于举办更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人员沟通领域的培训活动，主要(但不唯一)是
与大众媒体和网站网络以及局长们联系。
5.5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媒体对WMO的报道显著增加，这是通过增强的
WMO在线新闻中心实现的，包括颇具吸引力的并提供有用信息的新闻板块；更
广泛和更具针对性地分发有关WMO具体主题的公共信息材料、无数的新闻稿和
信息资料；就以下重大主题举办的积极主动的媒体宣传活动，如厄尔尼诺的发
生、臭氧层耗减、每年发布一次全球气候状况声明以及发布温室气体公报。大会
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向媒体全面介绍涉及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主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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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这方面，为了向公众开展及时的宣传，大会强调有必要即使在禁运情况下
及时将WMO信息材料发给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重要性。如有可能，一旦准备好
之后，将以适当的电子格式尽快传送。它进一步敦促会员将值得报道的信息迅速
通报给作为WMO所有公共信息材料的存放处和交换场所的秘书处。
5.6
大会对更新后的WMO公报和气象世界表示非常满意，这些杂志刊载
的文章简明扼要并具有吸引力，公众对此很感兴趣。为了充分利用WMO公报这
个公共信息工具的潜力，大会要求在有关活动期间以目前附在印刷版中的光盘形
式对公报进行免费散发，并且也可以以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和/或pdf格式进行在
线分发。
5.7
大会高度赞赏那些翻译并分发WMO以下公共信息产品的会员，如世
界气象日资料夹、WMO概览和一本题为共同关爱我们的气候的卡通书。它要求
会员增加这方面的产品，如果可能且有关的话，最好同时在这些材料上添加会员
的徽标，并促进在国家层面分发这些公共信息产品。共同关爱我们的气候最初是
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出版的，后来被WMO会员翻译成16种语言(阿拉伯语、
中文、克罗地亚文、荷兰文、芬兰文、希腊文、立陶宛文、尼泊尔文、葡萄牙
文、罗马尼亚文、乌尔都文、瑞典文、斯瓦希里文、土耳其文、俄文和乌兹别克
斯坦文)。
5.8
大会进一步呼吁开展更加广泛的活动，视情通过公-私伙伴关系，争
取获得赞助以制作贺卡、WMO 2007年日历和题为生活要素(WMO-No. 1021)一
书。大会还强调在起草这类出版物方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投入十分重要。
5.9
大会高度赞扬秘书处协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庆祝世界气象日，这能作
为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知名度的一个重要手段。
5.10
大会认可在WMO倡议下由CNN国际频道播放的WMO公共服务宣言
和以六种WMO官方语言制作的WMO影片所带来的巨大益处，以及其它供电视广
播公司在各种场合使用的摘自世界气象日影片的视频材料(如新闻要点、视频新闻
短片和短节目)所产生的显著效益。
5.11
大会对更新后的有助于扩大WMO宣传效果的网站表示赞赏，并敦
促进一步开发该网站。它呼吁所有会员与WMO网站建立链接，将会员自身作为
WMO系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加以充分利用。建立Afrimet (非洲国家间气
象系统)入口并将其链接到WMO网站有可能提高相关区域的知名度。大会对以下
理念感到高兴，即在WMO网站的首页建立与遭受自然灾害袭击地区的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的链接，其目的是提高意识并给负责救助的组织提供关键的气象信息。
为此，它提请会员向秘书处及时提供有关极端天气事件和其它有报道价值的活动
的信息，以吸引国际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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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探索促进公众支持IPA活动的方式方法。它鼓励
将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制作的高分辨率照片和其它公共信息材料的电子版提供给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使用和复制；丰富IPA的图片库和视频库、完善编辑设施；并鼓
励为公众开发最先进的教育产品，包括面向儿童和青年人的具体素材。为了对青
年人开展水文气象教育并帮助他们认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对其生活做出的重大贡
献，大会还提出建立一个名为气象天地(Meteoland)的在线游戏园。它呼吁会员协
助秘书处建立并维护气象天地。
5.13
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利用重大的国际活动、国际博览会和展览会来提
高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形象，并加强与联合国其它机构之间的合作，尤
其是在联合国宣传小组的框架下。大会要求WMO积极参加2010年在中国上海举
行的世界博览会。它也敦促会员在有关的区域会议和全球性会议中强调WMO和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所发挥的作用。
5.14
大会提请本组织主席和官员在秘书长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配合下，
在他们参加的各种全球和区域论坛上继续宣传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
和活动。大会鼓励各组织机构的官员和所有WMO会员在其能力范围内促进WMO
的工作及其在天气、气候和水领域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5.15
大会强调需要增加对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的支持，并呼吁会员提供实
物支持，以及特别通过IPA信托基金提供更多的预算外资金。
本组织的品牌
5.16
大会赞赏本组织在“品牌”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以下事实，即根据第
14次大会的要求，“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通信和出版物中使用天气、气候、水”副
名称。大会对WMO出版物的现代化表示满意，并呼吁进一步制定编辑政策。为
此，它注意到在非正式信息产品上展示的WMO徽标上的风玫瑰所使用的金色增
强了本组织的视觉冲击力。大会赞同这一创意，它与执行理事会在决议20 (EC-57)
– WMO的会徽和会旗中提出的建议相一致。

6

长期计划 (议题6)

6.1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实施监督报告 (议题6.1)

6.1.1
大会回顾到，执行理事会同意对2004–2011年WMO第六个长期计划实
施的监督与评估应当以第十四财期(2004–2007年)的第一个两年期(2004–2005年)
和第二个两年期的第一年(2006年)为基础。评估应当针对WMO的九项战略和与
之对应的九项关键业绩指标，以此来衡量秘书处在执行计划和预算方面的业绩。
大会欣慰地收到第六个长期计划的实施监督报告。
6.1.2

第十四财期是以在第十五财期中完全过渡到基于结果的战略计划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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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程序这一目标为标志的。大会注意到，由于某些原因，要完成有效和有意义的
评估程序是困难的。还注意到并非总能令人满意地对结果进行衡量。大会特别注
意到需要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的改进：(i) 如何确定和表达业绩指标；(ii) 定义和
术语使用的一致性；(iii) 对已确定的指标进行监督和报告；以及 (iv) 审计和检验
结果的能力。
6.1.3
总而言之，大会已注意到2004–2006年期间总计有997项产出/服务考
虑从正常预算划拨资金，由秘书处负责实施，其中613项已经实施。在同一期间还
实施了610项附加产出，使得产出/服务的全部总和达到了1223项，这一数字大大
超过了最初的计划。如果考虑到由预算外资金资助的活动，实施的产出/服务总数
则上升至1814项，几乎是最初计划数字的两倍。几乎所有的主要计划都反映出实
施水平超过了最初的计划水平。大量的附加活动主要针对交叉性计划 ，不过它们
是在不同的科学/技术计划之下实施的。综合起来，这些科学/技术计划在正常预
算下增加的产出总计为478项，通过预算外资金增加和资助的产出总计为236项。
6.1.4
尽管评估程序存在上述的局限性，大会的结论认为，在所考虑时期
内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值得肯定。大会认可秘书处在应对突发事件和新
需求方面的智慧与能力。正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难过后所证实的那样，秘书处
表明它有能力筹措资金，以及有效地完成更高的计划执行水平。报告还强调某些
计划对预算外资金的依赖，以及它们在实现预期结果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大会强
调，如果期望本组织能继续成功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就必须加强筹资活动。
6.1.5
关于成绩，在资料获取、通信、研究、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与提供方
面，秘书处协助提高了国家和区域的能力，从而展示出其活动令人信服的结果。
取得的成绩也非常有助于促进加强会员的防灾准备措施，特别是诸如热带气旋和
洪水一类的灾害，以及有助于实现会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利用沟通和宣
传的技巧与规范，把秘书处的完成情况迅速地提供给感兴趣的各方，使秘书处的
宣传工作得到积极的改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它的知名度。
6.1.6
秘书处在所考虑时期内的所有工作和成绩都与战略、相关目标及长
期目标相一致，大会对此感到满意。报告的结果与相应的九项战略间的关联性清
晰可见。然而，在战略层面还缺少足够的业绩指标，而现行指标的可测性又很有
限，因此不可能对取得的结果在充分实现战略目标方面的有效程度进行评估。鼓
励秘书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改进。
6.1.7
大会的结论是：一个有效的业绩衡量体系需要职员了解基于结果的管
理概念和要求。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有关基于结果的预算和业绩衡量的培训是必
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应当建立根据结果监测业绩的程序和方法，
以及系统收集衡量目标实现程度所必需的资料与信息的程序和方法。大会认识
到，秘书处的运行计划已经包含了有用的成分，大会要求秘书处进一步制定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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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些规范，以便完成有效的计划实施监督和评估。
6.1.8
大会认识到，有效实施基于结果的预算概念是一项长期的课题，它可
能会因实施过程中所获经验的不断累积随着时间而不断发展。大会强调需要继续
改进基于结果的预算过程，特别是当它关系到细化和保证目标定义的一致性、预
期结果、活动和产出、在战略和计划层面上制定充分和可衡量的业绩指标，以及
引进用于监督计划业绩和评估取得结果的有效体系。大会要求在可利用的资金范
围内，为计划管理人员和涉及计划预算编制的其他人员提供有关基于结果的预算
所有方面足够的培训。

6.2

WMO 战略计划2008-2011年及更长远 (议题6.2)

6.2.1
大会回顾到，执行理事会在2006年6月的第五十八次届会上认为有必
要将WMO长期计划的重点放在实现本组织预期结果的战略上。大会与执行理事
会一致认为，应修改第七个长期计划，并决定将其称为WMO战略计划，它应是
本组织2008-2011年第15财期战略意图的声明。大会还认为应将其中所包含的愿景
和理念适当延伸到下一个财期，但最终的结果仍是第15财期的目标。
6.2.2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在最终确定战略计
划方面所完成的工作及秘书处所提供的支持。大会进一步注意到，战略计划是一
个长期规划的过程，它包括三个部分：WMO战略计划、WMO秘书处运行计划和
WMO基于结果的预算。
6.2.3
大会认为，WMO战略计划为WMO指明了方向，为本组织制定了11项
预期结果和关键的业绩指标。大会进一步认为，WMO秘书处运行计划明确确定
了计划活动和服务，并设立了关键业绩目标。最后，大会认为，基于结果的预算
确定了具体活动，必须完成这些活动才能实现既定的关键业绩目标和获得所需的
资金。
6.2.4
大会注意到国际社会重点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将该问题作为
WMO战略考虑的重要性。大会同意将以下文字加入战略计划第2.2段第1句话之
后：
“与气候变化和极端环境事件相关的风险产生的社会经济压力需要新
的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以确保人员安全并制定适应性经济战略。这一点非常
重要，因为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在增加，如大陆海岸和低洼地带，并且近年来极
端事件发生的强度和频率明显增加。”
6.2.5
大会注意到WMO在防灾减灾和减轻风险方面的资料、产品和服务的
重要性。它进一步注意到WMO支持多种灾害预警的国家和国际伙伴关系扩大了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职责。因此大会要求对战略计划作如下修改，以便突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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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点：
(a)               在第一章第1.1段内增加第六个要点，即：
                  “减轻自然灾害”
(b)               在第二章第2.7段内增加一个要点，即：
                  “在天气、水和气候领域提高减轻灾害风险的能力，并在国家和国际层
面加强相关的机制。与其它国际组织合作，通过提高能力来改进多灾
害预警的有效性，以针对更广泛的环境灾害(包括海啸、核物质的意
外泄漏、火山爆发)和其它环境事件提供预警。其中，关键的国际伙
伴包括：UNESCO/IOC、IAEA、ICAO。”
6.2.6          大会注意到确定重点领域以便重点突出计划和活动十分重要。为此，
它同意在战略计划第2章，题为“有效管理和善治”的章节后加上以下的文字：
                   

“结语：
在本章列出的3个顶层目标和5个战略重点的框架内， WMO将特别关
注以下需提高的领域：预防和减轻灾害，能力建设和其他正在进行的
有关资料和产品质量，服务的提供和组织效率方面的活动。这些重点
需求将在第3章作为最终结果来叙述。”

6.2.7
大会要求秘书长最后在对战略计划进行编辑和出版时，将第15次大会
批准的各个议题下的修正条款和补充内容酌情纳入该计划。
6.2.8
大会支持WMO战略计划的这一新方法，并通过了决议27(Cg-15)–  
WMO战略计划。

一致性、业绩报告和评估
6.2.9
大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赞同WMO计划结构及计划和预算与战略
计划协调一致。大会认为：从第十五次大会之后开始，WMO各项计划应普遍与
WMO战略计划协调一致。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在这过程中发挥牵头作用并向各
技术委员会主席安排任务，要求监督协调一致工作的进展并每年报告一次。
6.2.10
大会注意到，年度业绩报告对实现战略计划顶层目标所取得进展开展
评估。大会要求会员、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对此进程做出具体而协调
一致的贡献。大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就上述进展向执行理事会届会提交报告。
6.2.11           大会欢迎对新的战略和秘书处运行计划所做的改进，并鼓励再接再
厉，改进战略计划中的预期结果与秘书处运行计划中的可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及基
于结果的预算需求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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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 WMO的成果
6.2.12
大会注意到建立WMO 关键业绩指标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挑战，并
对计划草案中给出的内容向执行理事会表示赞赏。考虑到有必要用指标明确表示
WMO的成果，即对会员来说是一套具体的、可衡量的以及有意义的指标，并且
能引导它们制定可达到的目标，大会进一步审议了关键业绩指标。大会注意到在
提交战略计划后制定的一套修订的关键业绩指标，大会认为这为进一步制定关键
业绩指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
(a)                 进一步细化和确定关键业绩指标，并提出适当的衡量方法；
(b)                 用最终确定的一套关键业绩指标来更新WMO战略计划；
目的是在第十五个财期的开始时即敲定关键业绩指标 。

WMO秘书处运行计划2008-2011
6.2.13
大会回顾了2006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届
的决定，对全组织的战略、运行和预算进行规划。该过程产生了三大基础性文
件：
(a)

WMO战略计划，负责提供一份说明未来战略方向和WMO重点工作的
高层报告，以顶层目标和预期结果为形式；

(b)

WMO运行计划，负责将战略方向转化为具体的、可量化的成果，是
有关WMO重点计划和工作的活动汇总，并配有相应的进度表和关键
业绩指标；

(c)

WMO预算，负责将可提供的服务或最终结果与资源加以联系。

运行计划的结构和目的
6.2.14
运行计划介绍了WMO项目计划和其他重点活动(例如计划的保障服
务)是如何为实现本组织的愿景和顶层目标以及WMO战略计划中提出的11项预
期结果做贡献的。运行计划利用WMO项目计划作为主要板块，每项成果均与其
所针对的具体预期结果相联系。时间表给出了实现每项可提供的服务的时期。
WMO预算给出了相应的财务资源。
6.2.15
大会注意到在初始阶段，WMO的运行计划的编写集中于秘书处项目
计划的实施计划和有关活动，因此是WMO秘书处的运行计划。大会同意执行理
事会的意见：在其后阶段扩大秘书处运行计划，使之变成一个针对全组织和整个
WMO的运行计划，将包括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贡献以及WMO联合项目计划
科学指导委员会的贡献。2009年将对秘书处运行计划进行第一次业绩评估审议，
从中获取的经验和结果应予以考虑(参见下文第6.2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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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活动
6.2.16
大会欢迎秘书处运行计划对交叉性问题和活动予以充分重视。注意到
在下一个财务时期，秘书处计划除了两个已经设立的交叉性重点项目计划之外，
即WMO空间计划和WMO预防和减轻自然灾计划，再增加一些交叉性活动。这些
活动包括：WMO与地球观测组的合作，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开发，WMO
信息系统的实施，以及气候和水文事务。另外，秘书处内的灵活管理架构将保证
新出现的交叉性项目和要求以及项目计划之间的关系和依存性得到有效解决。这
种办法应确保所有与关键社会效益有关的活动得到适当的整合。

计划业绩监督和评估
6.2.17
大会强调计划业绩的监督和评估必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为此，大会
认为秘书处运行计划中给出的每项可提供的服务是与一个或几个符合实际的、可
实现的、和清晰无误的关键业绩目标挂钩。在起始阶段，这些关键目标主要是与
活动而非结果相关。大会同意秘书处运行计划应在中期(2009年)时和财务时期结
束(2011)时予以评估。根据具体计划的性质，可以要求增加评估时段。大会注意
到每个项目计划都已确定了必要的方法和机制，为项目计划的评估收集资料和信
息。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研究项目计划中期评估事宜，以结果和结论为基础，为
第二个两年期的项目计划实施作出指导和指示。
6.2.18
最后，大会要求秘书长根据通过的有关结论和决定，将调整意见和
修订之处纳入运行计划。大会要求秘书长在2007年年底之前以印刷版形式公布秘
书处运行计划，并用WMO工作语言在WMO网站上发表。大会同意执行理事会未
来作出的关于修改项目计划实施或秘书处项目计划保障服务的决定应在秘书处运
行计划或未来的WMO 运行计划中分别予以反映，相应的修正案文应予以适时散
发。

6.3

制定WMO战略计划 2012-2015 (议题6.3)

6.3.1
大会重申战略计划过程和WMO战略计划对于在即将来临的财期内妥
善地和步调一致地实施WMO各项计划的重要性。大会认为有必要启动第十六个
财期战略计划的制定工作。
6.3.2

大会认为下一个WMO战略计划应该：

(a)

考虑会员社会需要的不断变化；

(b)

借鉴当前战略计划实施中获得的计划和管理经验；

(c)

提高计划和预算与世界气象组织长期战略目标之间的协调，以提供制
定WMO运行计划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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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核心业绩指标以有效地衡量世界气象组织业绩的累积影响。

6.3.3
大会对清晰、全面和重点突出的WMO 战略规划过程表示赞赏，同
意下一个战略计划的编写工作应采用同样的方法。但须谨慎，以确保充分汲取在
WMO战略计划2008－2011实施过程中和战略规划总体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大会要
求制定第16次大会的战略计划草案的工作在本届大会后迅速启动。新的战略计划
应确定WMO在第16财期(2012-2015)的预期结果。此外，大会要求该计划草案应
在2008年底完成，并用它作为制定同期WMO工作计划的基础。

WMO运行计划2012-2015
6.3.4
大会要求秘书长借鉴为WMO 战略计划2008－2011制定运行计划方
面的经验，并为战略计划2012－2015编写运行计划。对此，应当及时推进战略计
划的编写进程，以使运行计划和预算能够与战略计划中的各项目标和重点保持一
致。大会要求运行计划(2012-2015)草案在2009年底完成，并用它作为制定第16财
期基于结果的预算的基础。
6.3.5
大会敦促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长在制定这两个计划和基于结
果的预算供第16次大会审议和批准时加强必要的交叉联系和协调。
6.3.6
出于上述考虑，大会通过了决议28(Cg-15)– 制定WMO战略计划
2012-2015。

7

WMO面临的具体挑战 (议题7)

7.1

千年发展目标 (议题7.1)

7.1.1
大会回顾了全球达成共识的发展目标，包括那些载入千年宣言的目
标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发展框架。大会认识到，这些目标与WMO直接相关，
WMO完全支持这些目标，所有这些均体现在本组织的愿景及战略规划中。
7.1.2
鉴于WMO 的活动与千年发展目标中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男女平
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与疟疾和其它疾病作斗争以及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促进
发展等目标直接相关，大会认识到WMO 和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仍需付出巨大的努
力以便实实在在地体验到它们的活动对落实相关的目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7.1.3
对此，大会注意到WMO 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针对发展问题的工作鲜
为人知，还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大会强调指出WMO 和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有必要
发挥更前瞻性的作用，不仅在通报信息方面，而且还就影响政策和战略制定的问
题向政府提供咨询，包括所有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服务，包括与目前的气候
和自然灾害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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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大会同意执行理事会的意见，即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应有能力在WMO
的各项主要计划与国家层面的相关部委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应该具备与决策者、
公众和特定用户进行沟通的能力，使它们意识到天气、气候和水服务与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 密切相关。大会进一步认识到把全球层面的重要科学信息与知识转化为
局地的有用和实用的信息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
7.1.5
对此，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已经采取行动，准备出一揽子简化信息以指
南形式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政府官员、资助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
使得它们在国家层面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为制定发展战略和应对日常政治和社
会的现实问题做出贡献。为此大会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采取国家、区域和国际
步骤确保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和服务作为主要内容纳入经济和政治决策过
程。
7.1.6
大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将与千年发展目标相关的WMO的活动和项目纳
入到专题性工作计划，如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预防和减轻自
然灾害计划或教育和培训计划，旨在解决与国家部门、捐助方和财政机构之间的
融资问题。大会认识到最近得到非盟委员会和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赞同的新
建立的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ClimDev非洲)为非洲国家加强气候服务支持千年
发展目标带来的特别机会。
7.1.7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联合国常驻协调员下
的联合国驻国家团组沟通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导致对于诸如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等重
要问题的沟通欠缺，以及有关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应该参与的发展问题方面参
与力度不够。因此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研究一些方法，以便在各发展中国家改进
向联合国驻国家团组提供有关天气、水和气候方面的咨询。

7.2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 (议题 7.2)

落实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的成果
7.2.1
大会重申WMO对 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
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的可持续发展约翰内斯堡宣言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
议实施计划的承诺。
7.2.2
大会注意到WMO对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后续行动战略的重点主
要放在联合国机构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和为会员落实首脑会议成
果提供支持，特别是有关联合国千年宣言、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和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构建国家和社区的灾害回
复力列出的目标。
7.2.3

大会认可WMO 在联合国系统内为执行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和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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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协商一致的发展目标和有时限的目标开展机构间协调的积极作用，例如UN水、UN-海洋和国际减灾战略。大会鼓励秘书长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7.2.4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多年期工作计划的一系列专题和交叉性问题
与WMO 的职责和计划密切相关，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积极参与实施过程。
7.2.5
大会要求秘书长酌情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制定和实
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出贡献。在这方面，需要同其他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
民防机构建立伙伴关，并为年轻一代制定长期培训计划。
进一步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及
其落实
7.2.6
大会对WMO 积极参与于2005年1月10-14日在毛里求斯召开的关于审
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实施情况的国际会议表示赞赏，包括组
织由WMO 发起的活动。
7.2.7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制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战略的行动纲
领，目标是使各国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成为其各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参与
者，尤其是应对环境脆弱性问题及其面临的各种挑战。
7.2.8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WMO 通过其各项科学技术计划和伙伴关系，为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包括全面实施由
芬兰资助的旨在改进加勒比海地区气象服务的SIDS-加勒比海项目，并于2006年制
定一个太平洋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关防御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全球变化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太平洋项目。
7.2.9
大会重申对进一步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宣言和毛里求斯战略的承诺，大会要求各会员和秘书长相应制定和实施业务
化的具体项目和计划。对此，大会敦促秘书长最终确定并实施战略行动计划。
7.2.10
大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为响应联合国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要求，秘
书长已经在秘书处内部指定了一个有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联络员。

7.3

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议题7.3)

7.3.1
大会回顾了各国元首在千年宣言中承诺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
求。这些国家的特点是极端贫穷；整个社会普遍贫穷；贫穷长期阻碍经济的充分
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很低且体制上能力弱。根据联合国系统规定的标准，这
类国家是国际社会最弱小的部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它们本身及国际社会而言
是一项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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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大会进一步回顾了，为促进最不发达国家布鲁塞尔十年(2001-2010
年)行动纲领的实施，2003年5月举行的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建立了WMO 最不
发达国家计划。此举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并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从而对
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及时有效的贡献。
7.3.3
大会获悉已为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设立WMO信托基金，
并感谢那些提供现金和实物的国家。考虑到需要更多资金来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积极参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议程(尤其是布鲁塞尔行动纲领)的能力，因此大会
呼吁会员、双边和多边的融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区域发展银行、NGO和私营
部门)为WMO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7.3.4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认识到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交叉性，并强调
在实施该计划，尤其是在解决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特殊需求/要求以承认其对各自
最不发达国家减贫和经济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时候，需采取一种全面但又针对具
体国家的策略。
7.3.5
大会注意到为该计划制定了一项战略行动计划，并开展许多活动来帮
助5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大会进一步注意到，根据执行理事会
的要求并为了响应联合国系统内各个组织的呼吁，秘书长在秘书处建立了一个适
当的结构，作为负责最不发达国家布鲁塞尔行动纲领的联络点。WMO也积极参
与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区域会议和全球会议。它认识到这些活动将进一步提高本
组织的形象和知名度，并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政府和合作伙伴意识
到WMO的使命以及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相关支持。
7.3.6
大会回顾了，各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在第61届联大举行的全球对最不
发达国家十年(2001-2010年)行动纲领进行全面的中期审议高层会议上通过了一项
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再次表示致力于满足布鲁塞尔行动纲领中提出的最不发达国
家的特殊需求，并呼吁联合国系统及其机构根据全球中期审议得出的结论继续协
助行动纲领的实施。
7.3.7
大会强调，各项科技计划对这些国家问题应继续给予特殊的关注，
除此之外，还要开展具体的增值活动和专项行动，进一步努力增强WMO最不发
达国家计划的效果。在这方面，大会提及2005年制定的战略行动计划的实施工作
以及一些为解决这些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面临的关键问题而进行筹资的创新方
法，并认为这些工作最为重要。
7.3.8
大会强调需要更多的资金(包括自愿合作计划和其他预算外资金)来确
保成功实施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在这方面，大会敦促会员和秘书长在以下
方面协助有关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a)

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发展规划和现代化计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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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与国家发展战略和各项科技计划相一致的项目，对最不发达国家
2001-2010年十年行动纲领和千年宣言中包括的相关承诺产生很大影
响的项目；
(b)

向政府、合作伙伴和各个用户部门展示气象、水文和相关的环境信
息、产品和服务对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展示有关的
社会经济效益对社会的价值，尤其表现在以下领域：减贫、减轻灾害
风险、环保、粮食安全、健康、能源和水资源管理和赋予妇女权力；

(c)

为了从融资机会中受益，寻求机遇与以下部门建立联系和战略伙伴关
系：区域/次区域组织和经济集团、联合国驻国家团组、合作伙伴、
国家开发和基金援助机构、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双边和多边资
金，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属的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适应基
金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区域行动计划和私营部门；

(d)

为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中高层人员组织具有创新的能力
建设活动，包括管理、战略规划、资金筹措、营销和沟通方面的内
容。

(e)

人力资源开发；

(f)

开发项目并调动内外资金，以强化增值服务的提供。

7.3.9
大会进一步要求会员和秘书长酌情在制定并实施一些试点/示范项目
方面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综合援助，这项工作以提供和有效使用天气、气候和水
产品及服务以支持国家和社区工作的最佳规范和成功经验为基础，它将有助于增
强国家和社区的生产能力，减少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保护环境和适应气候变
化。因为这些活动将有助于增强最不发达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发展舞台上的
形象和知名度并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和资金。
7.3.10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了一次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
发展和减灾的天气﹑气候和水的WMO特别活动，作为对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的实施进行全面的中期审议的一部分。大会要求秘书长适当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举办类似的活动以协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使利益攸关方意识到
需要改进并继续向各自国家重要的发展计划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服务，包
括及时的咨询和预警。
7.3.11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认识到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提供了各种机会，
以便在解决国际认可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包含的目标)方面更好地对本组织
进行定位并增强其形象和作用。对此，大会要求秘书长视情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合
作和协调，确保WMO全面参与所有层面的与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实施和审
议相关的活动。
7.3.12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已采取各种行动旨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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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数据库，并敦促会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该项目的
实施做出有效的贡献。
7.3.13
大会重申WMO项目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重要性，并强调需要划拨充
足的资金以保证其有效实施。

7.4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变化和发展 (议题 7.4)

总体意见
7.4.1
大会认识到政府、共众、尤其是不同部门的用户继续需要专业服务和
咨询以便了解和评估天气、气候和水资源服务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在提供有效的有关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信息和服务方面的贡献，有助
于气象和水文产品的用户满足社会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需要。大会强调有必要
继续付出有效的努力，唤起用户群体重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特有的有关
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能力，该能力会提高受天气、气候和水资源影响的社会-经济活
动的效益和可持续性。
7.4.2
为了保持和加强本组织更好地贴切和及时响应社会的各种需求，大会
认为有必要继续审议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作用及变化和发展问题。这应
提高对它们的认可程度和工作效果，使它们在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整体计
划中发挥重要的角色。
7.4.3
大会注意到本议题所涵盖的广泛的重要主题，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对所
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分组，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开展工作。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
面向决策者和局长的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7.4.4
大会对2005年的理事会第57次届会起草并通过的面向决策者的关于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表示欢迎。大会鼓励会员在支持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方面继续利用该声明。为了确保一致性和效果，大会强调有必要确保其
他的宣传材料不违背该声明的内容和精髓。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力制定和发表
一个面向局长的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补充声明，预计补充声明
将特别有助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局长与政府机构和用户行业的合作。大会同意
2006年的理事会第58次届会关于制定理事会的面向局长的声明的方法也能作为与
决策者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大会还要求理事会对此项事宜作进一步的跟踪。为
了在政策层面上推动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
研究召开负责气象的区域部长级会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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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调查问卷
7.4.5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正在设计一个针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关于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现状和趋势的调查问卷和一个通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向用户征求气象和水文服务和信息的补充问卷。大会建议设计调查问卷应该本着
帮助推动本组织的战略目标；协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加强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的
服务和活动对各用户行业的支持。

国家水文部门
7.4.6
大会重申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水文部门在WMO框架中的作用。这
应该包括在气象和水文部门分开的国家(大约90%)推动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
部门 之间更密切的合作。
7.4.7
大会认识到两个部门开展的活动中有很多共同点和相同的方法。大会
建议应该重视这些共同点并将其作为开展活动的基础，这将加强两个部门之间的
工作关系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大会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为了改进洪水预报制定有
关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之间合作的战略行动计划，以此使这种紧密的合作关
系得到认可和支持。  
7.4.8
大会注意到可利用国家层面和国际河流流域的综合水资源管理项目加
强水文和气象部门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两者都参与了综合水资源管理。在国家
层面，对于国家气象部门而言与用户群体发展合作关系是重要之举，例如：水、
农业、发展、交通和灾害。因此，大会鼓励与水行业的用户进行经常沟通并为其
提供有关水和水文问题的咨询。
7.4.9
大会建议WMO 出版的各类指南应该包括鼓励气象和水文部门更密切
合作。指南还应该包括进一步解释WMO 常任代表和水文顾问在有关国家气象部
门和国家水文部门活动中的作用(参阅WMO总则第六条)。
7..4.10
根据对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有关的广泛问题的讨论，以及
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问题应由执行理事会作为重要事项进一步研究，大会通过了
决议29 (Cg-15) –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变化和发展。

加强WMO各观测系统的整合
引言
7.4.11
大会回顾了在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中通过的WMO 空间计划的目标
之一是审议WMO的和WMO 支持的计划中不同观测系统的空基组成部分，旨在发
展一个包括WMO现有所有观测系统的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大会还回顾了执
行理事会决定加强WMO 各观测系统的整合应该作为WMO 的一项战略目标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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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其作为第十五财期 (2008 2011) 十一个主要预期结果之一，还应在WMO 战
略计划、WMO 秘书处运行计划和基于结果预算中体现出来。大会注意到在2006
年的第58次届会上，执行理事会根据决议13(EC-58)设立了执行理事会WMO各观
测系统整合专题组  并向本次大会提交一份关于这个主题的报告。这项报告有助于
大会就整合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如何整合作出决策，而且应该考虑所有相关观测系
统的技术特点、政策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7.4.12
大会欣慰地收到专题组组长M. Capaldo 先生(意大利)的报告。大会高
兴地注意到专题组感谢所有WMO会员做出的卓著贡献，各会员是在非常困难的
情况下实施和维护多个观测系统的运行，而这些观测系统支持着WMO科学技术
计划也是会员和国际社会提供内容广泛的服务和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支柱。  
整合
7.4.13
大会认为WMO 各观测系统的整合应该定义为建立一个综合、协调一
致和可持续的观测系统，以便确保各组成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旨在：
(a)

以WMO 计划要求的一种最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满足会员便于减少财务
负担和实现管理和业务效率最大化的需求；

(b)

确保WMO 各种观测系统(如全球观测系统, 全球大气监测等)以及
WMO 联合发起的系统(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等)提
供所需的信息，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卫星、雷达、风廓线、飞机系统、
地转实时海洋观测阵(ARGO) 和其它新技术系统生成的信息；

(c)

促进WMO和WMO共同赞助计划以及相关国际公约所需要的各种实时
/准实时观测资料的获取，但这些观测须由合作机构、组织和计划实
施和管理的系统进行；

(d)

确保所需的资料符合质量标准并满足所有计划的需求；

(e)

促进存档和技术创新。

7.4.14

大会预计整合过程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宽泛的目标：

(a)

改进管理和治理工作(资源的使用、计划、制度和计划结构以及监
督)；

(b)

提高不同系统间的可相互操作性，特别重视空基和实地观测系统部分
之间的互补性；

(c)

从综合整体系统的角度着手解决有关领域(大气、海洋和陆地包括水
文)的问题；

(d)

确保更广泛的管理框架，如跨机构联合发起的系统和与其它国际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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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如地球观测组，得到尊重、维护和加强。
总体考虑和建议
7.4.15     大会强调加强WMO各观测系统整合的工作应该与WMO信息系统的规划
和实施同步进行。两项工作相结合，能通过综合的WMO 端-对-端系统提高各会员
的能力，以便有效地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并更好地满足研究计划的需求。大会注意
到上述并行的开发工作将对WMO的结构和职能产生影响，它包括以下受影响的
方面：
(a)

WMO 技术规则；

(b)

资料政策；

(c)

技术委员会的作用、职责和工作安排；

(d)

WMO 各项计划的结构；

(e)

WMO秘书处。

7.4.16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主要为天气服务提供观测资料，并构成了目前的
W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观测系统的网络和子系统是未来整合的主要组成对象。此
外，整合还包括很多已建立多年的观测系统，它们最初仅作为研究站或传感器阵
列，用于支持内容广泛的环境和/或研究应用，以后它们日趋成熟，超出了试验范
围并达到了科学和服务所要求的业务运行状态。要将它们变成一个综合观测系统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整合过程应该确保负责这些观测系统的机构(包括世界资料
中心)继续予以合作和参与。
7.4.17
整合将为水文网络的融入提供机会，从而使WMO 能更有效地对需求
做出响应，如通过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等提出的气候方面的需求，以及为
解决有关全球淡水资源的各种环境关切问题做出贡献，大会对此表示赞赏。
7.4.18
大会强调整合应适合不同会员在能力和需求方面的差异。整合倡议的
一个目标是规划丰富的指导材料、培训计划和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项目，以确保
所有会员都能从中受益。
7.4.19
大会注意到对各单独的观测系统的资料进行多学科应用大量增加往往
对仪器和传感器的精度和分辨率有更严格的要求，并且往往需要对观测网络和阵
列的运行加以调整和分享信息。通过整合过程可以综合协调地研处这类资料质量
问题。
7.4.20
几乎所有的应用领域都越来越依赖空基观测资料，这需要强调由多个
卫星运营方提供的资料需确保长期质量、连续性和均一性。研究或实验卫星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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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经常为应用和服务提供所需的关键资料，海洋观测尤为如此。因此大会预期，
WMO各观测系统的整合将为卫星运营方汇集和持续地更新一套连续的综合需求
提供一个机制，并且促使卫星观测和实地观测更加有效地整合。
7.4.21
大会强调WMO 区域协会在实施观测系统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将
各单独的系统整合为一个集中的系统，从而简化全球计划支持结构和活动的复杂
性，对区协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区域协会重要的区域实施作用将成为它们的
职责并将得到加强。

效益和挑战
7.4.22

大会注意到整合对本组织和会员本身的潜在效益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a)               改进服务；
(b)               提高观测的质量和可获取性；
(c)               更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
(d)               更好地为吸收新观测系统做好准备并与非WMO 系统接口。
7.4.23
大会还确定了加强WMO 各观测系统整合附带的各种潜在风险和挑
战，包括：
(a)               整个项目的交叉性质需要所有各方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和协调；
(b)            时间将是一个重要风险因素。需要在早期拟定一份详细、综合的实施计
划和一些有意义的试点  项目；
(c)            与共同主办组织和合作组织开展有效和建设性的协调和合作是一个敏感
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以避免发生误会。

政策和管理
7.4.24
大会同意执行理事会关于评价整合是一项复杂工作的观点，它将包括
政策和技术问题并将持续若干年，成功与否取决于所有会员的全力支持。整合将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陆地
观测系统的科学指导委员会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联合科学委员会的积极参与并
最终就它们的贡献达成共识。进程的各主要阶段需要理事会，最终还需要大会的
批准。
7.4.25
大会同意提请理事会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以指导和监督此项活动并且实
现最广泛的协作与合作。大会建议成立一个执行理事会工作组或类似的机构，成
员包括主要相关机构的代表，并且还有技术专家和共同联合发起观测倡议的机构
的代表适当参加。该机构应该确保此项复杂工作的规划符合其各项目标。这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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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应与规划和监督WIS系统的体制安排密切结合。
7.4.26
大会强调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之间交叉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并同
意采取措施以确保整合的广泛性能适合各项工作计划。
路线图
7.4.27
大会认为整合过程的规划和实施应根据执行理事会年度会议确定的分
阶段进行，以确保监督、检查和指导。预计的进程是：当2011年的第16次大会通
过时， WMO 综合各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的规划和实施将形成高潮，届时
将进一步加强WMO 计划结构和技术委员会系统，它会使各项WMO计划在国家和
国际层面的服务和应用中发挥综合后的效益。
7.4.28
大会还认为整合过程最初的重点是编制一个总体开发和实施计划。该
计划将通过一个 “滚动审查” 机制不断更新。对所有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
它应该成为有关整合的信息源。由执行理事会专题组建议的一些“试点项目”应适
合于测试各种理念、确定有问题的领域并帮助完善计划。可能的候选试点项目包
括：
(a)              整合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观测系统和全球大气监测；
(b)              发起全球水文监测网络，以满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各种需求；
(c)              详细审议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的支撑和交叉作用及职责；
(d)              将飞机气象资料中继纳入WMO 全球观测系统；
(e)              将海洋气象和其它适当的海洋观测纳入WMO 全球观测系统。
7.4.29        总之，大会强调希望加强WMO各观测系统的整合能够为会员、会员
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以及整个组织带来重大的效益。这也将是用交叉方式应对
本组织关注的重要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参照WMO战略计划中预期结果4(整
合观测系统)和5(发展和执行WMO 全球信息系统)，大会同意该项工作简称为
WIGOS(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大会将此项工作置于高优先并通过了决议
30(Cg-15)– 努力加强WMO各观测系统的整合。

WMO质量管理框架
7.4.30
大会赞赏已经为会员制定并提供了有关质量管理和实施质量管理体
系的一系列指导文件。大会向为这些指导文件提供材料并与其他各方交流经验的
会员表示感谢。大会鼓励那些已计划或正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QMS)的会员充分
利用这些文件，以降低其开发成本，并从其他会员汲取的经验中获益。因此，大
会鼓励会员相互合作，共享经验。大会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开展有关质量管理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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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而且可能要利用自愿合作计划。大会还注意到需要
更多的信息以解决关于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中实施QMS的其他问题。大会鼓励那
些已完成QMS实施的会员主办培训讲习班和/或为讲习班提供讲座，并邀请QM学
员访问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以更好地了解如何成功实施QMS。大会欢迎一些会
员为培训活动所提供的支持。
7.4.31
大会认识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会产生效益，包
括使用一些手段，如知识管理和平衡计分卡，因此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实施
QMS。然而，大会还认识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必须正视一系列国家和区域性法
规，而且QMS的实施是以客户为导向，且立足各国的具体情况。大会认识到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可以选择全面或部分QMS认证，也可以选择声明合格的方式，尽管
此举不具备全面的国际认证，国际认证只有通过经授权的第三方认证。为了阐述
对此项问题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决议31(Cg-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实施质量管理
体系。
7.4.32
大会支持执行理事会的观点，即WMO的QMF不仅涉及其会员实施质
量管理体系，而且还为WMO提供一个总体战略，该战略应涵盖与产品、资料和
服务相关的WMO所有相关的技术计划活动。
7.4.33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WMO秘书处在信息技术支持方面不断提高质量管
理方法，并要求今后服务质量的关键指标，如可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响应时间
等，能根据质量管理程序出版。
7.4.34
根据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的建议，即，需将质量管理置于
WMO技术出版物的首位，大会同意需制定技术规则专卷(第四卷“质量管理”)。该
卷应是概括性的，并将WMO的QMF阐述为提供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及相关
环境资料、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统一协调的方式，除其它内容之外，此卷还应包括
WMO质量政策、质量管理原则、WMO组织机构的作用、技术委员会之间协调的
质量管理方式以及能力建设。大会注意到必须有一定的资金用于制定第四卷，需
要指定一个负责的机构，负责更新信息。
7.4.35
大会非常感谢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在制定WMO的总体质量
管理框架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同意专题组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建议，为了确保各
技术委员会和谐发展，特别是为制定技术规则第四卷，需建立类似于质量管理框
架跨委员会专题组的协调机制。
7.4.36
大会注意到已经开展一些活动以便与国际标准组织建立工作安排，包
括ISO代表和WMO秘书处之间的若干次磋商，技术委员会主席关于共同标准的出
版政策和草拟工作安排方面的磋商。大会对该安排未能按照执行理事会上一次届
会要求的那样完成，并递交给第15次大会表示关注。大会要求秘书处将完成工作
安排作为紧急事项，并在议题9.1中记录其关于该安排审批程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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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7
大会强调加强WMO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十分重要，包括WMO的规范性
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被用作参照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
欧洲单一天空和世界其他地方，航空导航服务供应商所必须的认证。
7.4.38

综上所述，大会决定通过决议32(Cg-15)– WMO质量管理框架。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社会经济效益
7.4.39
大会强调研究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重要
性。大会回顾了执行理事会为响应大会提出的要求，决定WMO应举办一次关于
气象水文部门社会经济效益的大会。在这方面，大会对于题为 “安全和可持续的
生活：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社会经济效益” 的会议于2007年3月19-22日在西班牙
马德里召开，并得到西班牙环境部的大力支持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帮助表示满
意。会议得到西班牙索菲亚皇后陛下的恩准。大会赞赏西班牙政府提供的重要支
持以及慷慨承办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      
7.4.40
上述会议的目的是通过评估、展示并从而最终增强天气、气候和水服
务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为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做出贡献。大会注意到马德里会
议尤其设法向使用这些服务的用户征集权威性反馈意见。
7.4.41
上述会议审议了一系列针对行业的决策方法和有关以下内容的个例研
究，即增加使用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从而改进关键社会经济行业团体的
决策和成果。大会同意马德里会议得出的结论，即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和增强各种
技术和方法，以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向所有用户行业提供服务的实用性和社会
经济效益。
7.4.42
大会认识到在确保改进决策和实现社会经济效益过程中发展伙伴关系
的实质，并强调在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提供方和用户之间需更加密切的对话、
伙伴关系和多学科认知水平。对此，大会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
学术界和私营行业联合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
7.4.43
大会强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主要作用仍然是提供信息和服务，使政
府和其它利益攸关方能够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减至最低，保护并加强对天气、
气候和水敏感的经济行业，并为其公民的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做出贡献。该作
用的成功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气象水文观测、通信和资料加工基础设施
的运行。  
7.4.44
大会注意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使用的基础设施现代化问题最好由政府
和捐助方共同承担，前提是改进的基础设施已展露出对服务的提高，进而减轻自
然灾害的风险。由此大会建议为实施马德里行动计划的相关方面应制定适当的指
标。指标可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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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天气和气候相关灾害图；

•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指数和严重性指数以及相关的风险；

•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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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5
大会强调有必要确保采取成功的后续行动，并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通过宣传研讨会和其它方式在国家层面带头与主要的用户群体和其它利益攸关方
建立改进的磋商和伙伴关系。根据决议29 (Cg-15) –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
变化和发展， 并为确保对马德里会议采取必要和持续的后续行动，大会注意到马
德里行动计划的内容，并要求秘书长将其作为制定会议后续实施计划的基础(见本
报告附录III)，并考虑其他区域性举措。大会进一步要求执行理事会就计划的实施
提供指示和咨询。大会注意到秘书处已经采取了有关制定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执行
计划的行动，从而着手活动。大会要求秘书长利用已批准的第十五财期的预算以
及预算外资金为执行马德里行动计划划拨足够的资金。
7.4.46
大会进一步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适当的机制，以便确保有效地执行由
上述会议产生的成果和建议的后续行动。这将确保开展由这些建议提出的活动时
付出足够的努力，以确保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有广泛的伙伴参与。

WMO的变化和发展
WMO在管理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7.4.47
由于各国家的合作，因此能够在提高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预测
及评估的质量、及时性和实用性方面取得进展。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
对天气、气候和水文现象愈加敏感和脆弱。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已作出响应，将
国家发展目标与国家的复兴和发展需求相一致，特别是与那些国际公认的发展目
标相一致。对此，大会重申WMO在协助政府应对目前和未来的各种挑战方面有
必要多做些工作。因此WMO有必要重新定位，使之能够进一步加强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的能力，使它们成为担负着推动社会经济和应对国家和国际挑战任务的各
政府机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臂膀。
7.4.48
在联合国系统中，WMO确实对各项发展倡议做出了贡献，特别是通
过与伙伴组织在相关具体事业发展领域的合作。对此，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该系
统中WMO被公认为是发展活动方面的重要参与者。为了维持和提高在这方面的
地位，WMO应该加强努力通过持续和及时地调配资源来支持多边倡议。还有必
要通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与联合国驻国家团组的活动和相关的多边倡议来确保
在国家层面保持这一局面。
7.4.49
大会认识到，为了提高在这些活动中的效率，WMO 必须加强和扩大
与社会科学家、发展规划者、用户行业以及媒体的合作，从而增强对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提供的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信息的理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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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7.4.50
大会注意到根据WMO 工作的多样性，根据与WMO透明度、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的发展和可持续性以及融资有关的WMO战略目标，加强和重视与战
略伙伴的合作很重要。加强伙伴关系至关重要，特别是努力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服务水平上的差距。大会进一步注意到有必要考虑
会员的各种不同情况，尤其是它们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这尤其与进一步
促进多边财务机构、区域发展银行以及政府间团体和经济一体化团体之间的合作
非常相关。也有必要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以优化国际援助、以及集中人力和
物力资源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
7.4.51
大会要求秘书长深入分析经验、最佳规范以及WMO和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迄今获得的经验教训，并制定针对下一步具体目标、工作计划以及各项应开
展活动的建议。这可能包括选择合作关系中的成功例子并以此作为示范和宣传的
典范，从而促进和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和协作。
沟通和宣传
7.4.52
沟通和宣传对加强和认可WMO 在推动更有效地利用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提供的服务方面至关重要。应该通过把重点放在获得政治层面和大众更强有力
的支持，提高这方面的工作的效果。大会注意到一个清晰的沟通和宣传战略是本
组织总体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4.53
大会表示WMO有必要继续开展有关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沟通和
宣传能力的工作。值得重视的领域包括：宣传活动、提高对新问题和突出问题的
意识、散发用户关注的信息材料、以举办气象主持人培训为形式的加强能力建设
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在公共宣传方面开展协调有序的合作。  

WMO组织机构的职能和联系
7.4.54
大会强调有必要确保本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包括组织机构之间的
职能和联系以充分协调、行之有效、高效率的方式支持本组织的战略计划。对此
大会提到发展和实施WMO 观测系统和WMO 信息系统整合后可能对各组织机构
的工作和计划产生的影响。

WMO主席团
7.4.55
大会回顾到自第二次大会(1955年)以来形成的非正式安排的惯例，
即最初在每次执行理事会届会之前，以及后来在两次理事会届会之间由主席召开
一次简短会议，以组织和协调其工作，审议决定的执行情况，并考虑需迅速引起
重视的问题的进展情况。这些非正式会议定格为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由主席、副
主席以及秘书长组成。大会还忆及第九次大会(1983年)决定不对主席团实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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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席团的作用和组成应该维持同样的方式，其职能是组织和协调大会和执行
理事会的工作。大会进一步忆及第十四次大会(2003年)授权主席根据第九次大会
的决定在第十四财期中利用主席团，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在全面审议组织的结构和
运作中考虑大会关于主席团的作用、组成和运作的意见。
7.4.56
大会承认，通过开展有关理事会的组织、决定和指导方面的的详细
工作，主席团促进和提高了大会和理事会的筹备及召开的效率。大会考虑到执行
理事会第58次届会的建议(2006年)，并同意主席团应继续作为一项非正式磋商机
制，其主要工作重点应侧重于筹备执行理事会和大会的届会，尽管这些并非唯一
的重点。它应以高度透明的方式运作，审议情况应向会员通报。对此，大会赞同
本报告附录IV提出的主席团的职责。

执行理事会的附属机构
7.4.57
大会重申执行理事会成员应该通过其附属机构积极参与理事会的工
作。大会建议更多地利用专题组在更有限时间内负责完成具体任务，以替代理事
会 “常设” 工作组或咨询组，或至少可对后者起到补充作用。大会进一步认为理事
会的附属机构可利用外部的专业知识。
7.4.58
大会要求理事会作为当务之急处理理事会成员的更替问题，包括理事
会本身及其附属机构的人员更替。特别是，理事会应该确保缩短人员更替所需的
时间，以提高理事会的效率。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工作的志愿性
7.4.59
大会同意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的意见，即：在寻求技术委员会和区
域协会附属机构(报告员、工作组、开放计划领域组和专家组)提名时，尤其在组
织机构的届会之前，提名程序应该确保各WMO 常任代表和被提名的专家的承诺
得到正式确认，以及后者具有专业背景(通过一个简短的简历)以帮助确定他们的
具体专长。如果选定了某个专家， 该程序也能确保该专家意识到他/她已被提名并
已承诺愿意承担提供服务的义务。这类本国专家不限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
7.4.60
大会还同意提请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主席提出建议，如何扭转
向各国征求合适的专家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包括如何认可这些国家专家的宝
贵贡献的建议。对此，大会还鼓励他们分析其附属机构的工作表现，以此作为一
种确定关注领域的方法并提出相关建议。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会员的参与力度
7.4.6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由安哥拉、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
哥斯达黎加、捷克、埃及、萨尔瓦多、芬兰、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
宛、墨西哥、挪威、波兰、韩国、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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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乌拉圭提出的有关提高大会休会期间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会员的参与
力度的提议。
7.4.62
大会审议了有关此提议的各个方面，并通过了决议33 (Cg-15) –提高大
会休会期间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会员的参与力度。

7.5

女性享有参与气象和水文事业的同等机会 (议题7.5)

社会性别主流化
7.5.1
在第14次大会(2003年)期间，会员审议了通过2次国际会议(1997年
和2003年)和2项全球调查在促进妇女享有平等机会参与气象和水文工作方面取得
的进展。会员提出了一系列可促进妇女在WMO的机会及职业发展的积极行动建
议，同时注意到迫切需要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分析和措施、继续监督进展以及召
开第3次会议以审议取得的进展。
7.5.2
根据先前两次会议提出的实质性分析和建议，决定举行第3次会议，
有限地邀请各区域专家与会，以制定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和实施计划。
7.5.3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2007年3月26 - 29日在日内瓦WMO总部成功举办
了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会议。大会对43名与会者(其中多数人被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指定为性别联系人)、区域协会或技术委员会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起草了交由
大会批准的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以及实施计划概要。大会注意到，此项政
策对WMO在开发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用于其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方面的工具至关
重要。大会对美国慷慨出资资助此次会议表示感谢。本次会议受益于国际劳工组
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社会
性别主流化专家提供的建议。
7.5.4
大会注意到，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建议通过一个机制，以便在
WMO各级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因此，大会向执行理事会重申，希望建立社会
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并要求秘书长在已批准的预算内在秘书处内部设立社会
性别主流化专家职务，以帮助在秘书处内部，而后逐步在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
域协会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同时监督和评估取得的进展。为此，大会敦促
会员临时委派其各自气象和水文部门合格的专家到WMO秘书处工作，以进一步
协助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
7.5.5
大会重申，坚决支持秘书长呼吁各政府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局长采取
紧急和积极的行动，促进在其各自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大会
注意到，性别问题在会员的所有战略活动中具有重要影响，因而认为，在国家气
象和水文部门所有层面上的招聘、留用和提升以及在环境服务方面的平等机会将
有益于科学、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及社会，以及鼓励女孩和年轻女性在第二、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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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选修科技课程，这可能十分有助于改变目前的不平衡状态。
7.5.6
大会注意到，秘书处已建立社会性别主流化专门网站，因而重申，要
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也同样将其网站的一部分用于社会性别主流化内容，同时促
进联系并强调工作人员的贡献，以便促进气象学和水文学成为一项具有吸引力的
职业。此外，大会呼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领导支持国家性别联络员的活动。
7.5.7
大会鼓励会员在遴选WMO组织机构成员、专家和报告员候选人时要
提供平等机会，以及平等的培训和教育机会。
7.5.8
大会进一步讨论并批准了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并通过了决议
34(Cg-15)– 社会性别主流化。

8

计划和预算(议题 8)

第十五财期(2008—2011) 的预算建议
8.1
大会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第十五财期(2008—2011年)的预算建议。大
会注意到第十五财期的预算建议是基于2006年的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提供的指
导，根据WMO战略计划提出的。会员对新的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以及涉及分
摊会费、其他正常资金和自愿资金的资金综合表示方式表示赞赏。许多会员对因
分摊会费低于实际零增长水平的预算可能对WMO活动各个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
表示关注。其他会员注意到WMO已经能够根据前两个财务期的预算执行列出的
各项活动。
8.2
经讨论，大会批准了269,800,000瑞郎的预算，其中24,980,000瑞朗来
自分摊会费，剩余的20,000,000瑞郎来自其他正常资金，并通过了决议35 (Cg-15)
–  第十五财期 (2008-2011) 的最大支出。在本议题下，大会为各预期结果确定了广
泛的支出水平。有关各项科学和技术计划及其他活动的详细讨论，以及大会为此
做出的决定在相应的议题下记录在案。
8.3

大会决定第十六财期分摊会费预算水平的起点为249,800,000瑞郎。

8.4
大会同意仅在第十五财期内中止执行财务条例9.1，该条例与分配可
能由第十四财期产生的高达12,000,000瑞郎的结余有关，并要求执行理事会成员
将这些节余划拨给决议35 (Cg-15) 附录3所列出的供参考的新增活动，它们应在第
十五财期内以最具成本效益和最有效的方式予以完成。

9．  

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议题 9)

9.1     

与联合国和其它组织的合作(议题 9.1)

9.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本组织参加了许多由联合国召开的峰会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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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联合国世界峰会(2005年，纽约)、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3年，日内瓦；
2005年，突尼斯)、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2005年，兵库)及其成果兵库行动框架
2005-2015：加强国家和社区的灾害回复力、第三次国际早期预警会议(2006年，
波恩)、第四次世界水论坛(2006年，墨西哥)、有关“布鲁塞尔支援最不发达国家
行动纲领十年 2001—2010”中期审查的高级别会议(2006年，纽约)，以及联合国
大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
定期届会。在这方面，大会注意到为上述活动的后续行动作出的安排。大会欢迎
WMO参与这些活动，并要求秘书长尽可能为行动计划，以及为这些峰会和大会
所通过的、与本组织工作有关的决议或决定的实施做出贡献。
9.1.2
大会还注意到，WMO通过联合国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积极参加了有
关计划的机构间协调活动。它同意本组织应继续深入参与该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制
的工作。
9.1.3
下讨论。

大会注意到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合作在有关航空气象学计划的议题3.4.3

联合国针对专门机构的决议
9.1.4       
大会注意到WMO为响应联合国大会与WMO计划直接有关的决议和
建议所采取的行动。它要求秘书长继续在这些领域与联合国合作。大会还注意到
联合国大会针对联合国系统所有团体、组织和机构(包括WMO)的其它决议和建
议。大会要求秘书长考虑那些与本组织的活动有关且适合的决议和决定。
9.1.5
下决议：

大会注意到第六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针对各专门机构(包括WMO)的以
1, 2, 3, 6, 16, 29, 54, 63, 109, 110, 111, 131, 132, 138, 141, 145, 186, 192,
193,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7, 208, 211,
213, 222

9.1.6
大会要求会员和秘书长确保对那些决议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在这
方面，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向会员寄送的通函，通函向它们通报了直接与
WMO有关的联合国大会的主要成果。大会鼓励秘书长向会员通报任何可能把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在相关国家实施行动计划的活动融入主流的补充信息。

2005年世界峰会的后续行动
9.1.7
大会注意到，2005年世界峰会成果所包含的有关气候变化、自然灾
害和其它重要问题的主要决定与本组织的职责密切相关。大会还注意到，为了在
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职责内为峰会成果的落实提供最大的帮助，WMO的
相关计划活动和行动计划应在峰会的成果中得到适当的反映，以便于跟踪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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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行动。
9.1.8
大会认识到，落实峰会成果要取得进展，必须对国家在联合国管理机
构中采取的立场进行协调。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应由会员国负责，但仍提请秘书
长通过不断积极参与机构间的活动，以及通过提高全系统对WMO专业的意识和
知识共享来支持这一进程。
9.1.9
为了提高WMO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会员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为实
施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所做出的贡献，大会要求会员积极参加2005年世界峰会成
果的相关后续行动。

联合国机构间合作
9.1.10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本组织通过联合国环境管理组的协调在环境领域
开展的具有前瞻性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
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次会议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可持续发展
水、能源、工业发展、空气污染/大气和气候变化。大会还满意地注意到WMO为
编制基于互联网的联合国海洋图集，以及为维持对海洋环境状况做出全球报告和
评估的常规程序的活动所做的贡献。
9.1.11
大会注意到WMO已成为联合国发展组的成员，并同意WMO应通过适
当的安排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有关发展的多边协调，这将使联合国对WMO的行
动，以及对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政策和战略以最大限度的支持。关于建立由联合
国驻地协调员领导的、由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计划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国联合国家办
事处的问题，大会要求会员的常任代表，经各自政府的同意，就与WMO工作有
关的问题同在其国家的联合国联合办事处保持联系，以促进在联合国国家计划中
对WMO的优先需求给予应有的考虑。已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
9.1.12
大会对WMO积极参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并为其后续行动提供帮助表
示赞赏。大会注意到2006年4月建立的联合国信息社会组，并同意WMO应参加该
组。通过它，WMO可以宣传对环境信息的免费和无限制的访问，以支持灾害管
理和其它与WMO政策相一致的社会经济发展决策。大会还鼓励秘书长在交换相
关统计资料方面推动与联合国的合作。
9.1.13
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WMO在其权限范围内的各领域发挥
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减轻灾害风险，以及就国际减灾战略和相关问题进行建设性
的接触方面。大会注意到联合国系统的改革进程，以及有关“联合国系统在发展、
人道主义援助和环境领域的一致性问题高级专家组”和“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环
境活动体制框架的非正式磋商进程”的建议。大会尤其欢迎旨在支持WMO努力履
行其职责的改革和更好的协调，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向秘书长提供有关联合国改革
的更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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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组织的合作
9.1.1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在建立与萨赫勒地区常设国
家间抗旱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以及在制定一些与其它组织的谅解备忘录或相
关合作文件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在制定并实施合作文件方面采取的所有举措为支
持WMO的计划和活动做出了贡献。因此，大会鼓励会员积极参加相关区域和国
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大会还注意到为加强与国家气象和水文专业团
体的合作所做的努力，并鼓励秘书长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这些团体并与它们合
作。
9.1.15
大会审议了与其它国际组织的现有关系，包括联合国专门机构、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并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为进一步加强与其它国际组织
的合作，以及授予顾问地位所采取的行动。它欢迎由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
会和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代表表示的继续合作的提议。大会授权执
行理事会适时考虑根据WMO公约第26条的规定在必要时与其它国际组织签订正
式工作安排和授予顾问地位的可行性。
9.1.16     
大会欢迎与其它国际组织不断增加的合作，如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特别注意到世界银行与东欧和东南欧的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现代化项目，以及对它们在国家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的评估进行的合作有重要意义。大会鼓励秘书长及本组织的官员继续同
其它国际组织开展高级别对话，以加强合作，从而使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进一步受益。
9.1.17
大会获悉执行理事会在加强和重建与一些已中断了若干年的组织的
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增进和加强这些工作的实施，以使
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受益。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为审议所有合作协议的状况
所开展的工作，并鼓励秘书长在第十五财期内继续与那些合作仍处于中断状态的
组织重新建立合作。
9.1.1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出席其它国际组织的会议，WMO和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的知名度以及对它们工作的了解得到了改进。大会提请会员继续努
力，确保尽可能在与气象和水文发展有关的活动中，以及与它们在可持续发展
中的应用有关的活动中代表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
力，确保WMO在属于其职责范围的各领域中，以及在与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制定有关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实施千年发展目标、2005年
世界峰会的成果，以及其它相关的区域和全球战略及行动计划。
9.1.19
大会审议了执行理事会的意见，即拟定一项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的工作安排对于WMO及其会员是有益的，在工作安排中，ISO将承认WMO是一
个国际标准化机构。这项安排旨在根据WMO的技术规则、手册和指南制定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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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的联合技术标准，明确WMO文件的权威性，以及提高它们在国际上的认知
度和分发。大会要求秘书长对与ISO的工作协议做最后定稿，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审议。
9.1.20
大会要求秘书长在已批准的第十五财期最大支出内进一步加强和支持
对外关系活动，以巩固同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区域和国家气象/水文专业团
体。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9.1.21
大会要求秘书长根据WMO的程序视情采取措施执行联合检查组(JIU)
报告中有关本组织的建议。采取的行动在有关议题下报告。大会满意地注意到
2002年的执行理事会第54次届会通过的有关JIU报告后续的WMO程序试点方案已
得到实施。大会还鼓励理事会在有限的资金范围内，通过秘书长继续对JIU提供最
大的帮助，尤其是JIU有关WMO的活动。
9.1.22    
大会还注意到JIU在报告中根据2006年的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的要
求提出的 “审议WMO的流动资金基金”的 建议，这些建议在议题10.2下讨论。

9.2

WMO对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的作用 (议题 9.2)

9.2.1
大会获悉有关由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发起的综合、协调一致和持续
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的发展情况，该系统是为了认识和应对全球
环境和经济的挑战。大会注意到GEOSS 的活动是从第十四次大会之后开始的，
大会还注意到应WMO 邀请，一个新的政府间地球观测组(GEO)在WMO大楼设立
了秘书处。大会获悉GEOSS已经制定了一个十年实施计划。GEO 2006-2009年工
作计划已获得批准，目前正在工作以实现GEOSS十年实施计划中概括的各项短、
中、长期目标。大会满意地注意到部分WMO 会员和WMO 秘书处正在有力地参
与GEOSS 各项活动。
9.2.2
大会获悉WMO 执行理事会一直十分关注GEO的活动和WMO的参与
情况。大会认为GEOSS为在全球范围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效益提供了一个重
大机遇，并通过改进的观测和通信系统为广泛的用户群体提供数据。大会还认为
GEOSS是最重要和关键的倡议之一，GEOSS能使WMO应对未来十年的挑战。大
会强调WMO的一些组成部分应该是GEOSS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将会为GEOSS
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些组成部分包括WMO 独有的系统，例如世界天气监
视网全球观测系统和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中心、全球大气监测、全球电信系统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全球陆地水文网、WMO信息系统和WMO与其它机构联
合发起的系统，例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全球陆地观测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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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注意到目前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地球观测组，大会鼓励所有
的WMO 会员成为GEO 的会员。大会获悉加入GEO会员的程序需要政府内阁级
别正式致函GEO秘书处，信函须表示参加地球观测组的意愿，并表示愿参加实施
GEOSS十年实施计划的意愿。因为能力建设是GEO 关键目标之一，加入该组织会
使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获得更广泛的环境数据。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参与GEO的国
家代表团并不包括来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代表，大会强调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积
极参与GEO 的重要性。国家代表团中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代表会为GEO带来新的
科学和技术以及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知名度。大会注意到很多GEO 会员已经
建立了由多个部委代表组成的国家GEO 委员会，以便确定一种多学科的方式参与
GEO。国家GEO委员会将作为国内行动的催化剂，以便更好协调和/或维护国家观
测系统。
9.2.4
大会强调WMO 参与GEO 的基础应该最大程度地加强合作，尽可能地
减少重复，以便实现互惠。参与GEO 将为改进全球观测系统提供一个机遇，特别
是在超越国家管辖范围的方面。这也将有助于全面和公开地交换GEOSS内部共享
的数据、元数据和产品，同时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国家政策及法规。大会
获悉最近WMO和GEO开展协作的一个例子，即美国GOES-10 卫星重新定位，旨
在加强对南美洲的覆盖。
9.2.5
大会重申了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认同GEOSS 及其十年实施计划；为
GEO 的发展进程和最终产生的GEOSS 提供全力支持；在WMO 职责内最大限度
地支持该计划的实施；根据WMO决议40 (Cg-12) – WMO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
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的指南的规定，提供所有必要的基本资
料，通过GEO 可相互操作的安排满足全球社会的各种需求。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
努力鼓励WMO 会员成为GEO 的会员。由此，WMO会员可通过GEO的互操作安
排获取其他的GEO资料和产品 。

9.3     

国际极地年2007–2008 (议题 9.3)

9.3.1 		大会认识到国际极地年2007-2008(IPY)的基本理念在于大力推动对
地球极地地区跨学科，多国合作的科学研究和观测。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作为国际
极地年的主办方，WMO和ICSU根据谅解备忘录在IPY的筹备工作上取得了重大进
展，包括建立了ICSU/WMO联合委员会以监督IPY的准备和执行情况；成立IPY国
际项目办公室；出版IPY框架文件和国际极地年2007-2008的科学范畴(WMO/TDNo. 1364)，它们为IPY提供了科学基础和组织结构；制定了IPY资料管理政策。
大会还满意地注意到WMO 国际极地年2007-2008跨委员会专题组(中国秦大河先
生任组长)为IPY的准备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技术委员会就IPY的执行工
作制定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行动计划。认识到一些技术委员会已经直接积极地
在观测、数据管理和服务方面参与支持IPY，大会要求技术委员会在执行过程中
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极地地区的观测网络，运用在WMO信息系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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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开发的接口，提供标准化观测，提供仪器的溯源性以及能够便捷地获取资
料。
9.3.2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联合委员会赞同的170个科学项目中，有100多个集中
于全面研究极地地区的大气，海洋，冰冻圈，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以及气候变化
对当地人口的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大会高兴地获悉许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这
些项目的筹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准备积极地参与项目的实施。大会认
为IPY项目实施后，将为极地环境的综合观测提供良好的机遇。在这方面，IPY应
该为WMO观测系统整合的适当试点项目做出贡献，并与WMO战略计划主要的预
期结果之一联系起来。
9.3.3    至于IPY期间建立的观测系统的后续使用，大会强调需要建立一个早期评
估机制，对从新的观测中获取的效益进行评估，以便为支持长期加强极地地区网
络建设做好准备。这一机制应该包括IPY的主要合作伙伴，以及国际对地观测组
织，北极理事会和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大会支持2008年组织一次IPY后续问题研
讨会，届时将公布有关国际极地年第一年IPY项目实施情况的详细信息。在此方
面，大会还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正在制定计划，将综合北极海洋观测系统和南部海
洋观测系统作为IPY的 成果。鉴于北极和南大洋的海洋学和海洋气象观测网络可
能取得的重要进展，大会支持JCOMM直接参与这些活动。
9.3.4
大会欢迎加拿大提出的由WMO建立一个全球低温圈观测网的建议，
这将是IPY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会要求WMO跨委员会IPY专题组建立一
个特设专家组，以便探求建立这一全球系统的可能性以及为其发展提出建议。
9.3.5
认识到IPY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国开发知识资源和科学资产以推动极地
知识取得重要进展以及认识极区在全球气候系统中的作用，大会强调其中最重要
的一个成果将是新一代极地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全世界极地居民、中小学生、
普通大众和决策者的极大兴趣和参与。在这方面，大会鼓励学生和年轻科学家积
极参与IPY过程，并增进广大公众对IPY实施的关注。大会认为IPY的成功实施将
为未来集中在其它地理区域的自然区的国际研究和观测活动树立很好的范例。
9.3.6
大会注意到WMO和ICSU已联合建立了IPY托管基金，基金接受WMO
和ICSU会员的自愿捐助以及捐献和认捐，以支持IPY筹划和实施活动，包括IPY
联合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的活动。大会对加拿大，中国，挪威，瑞典，瑞士，荷
兰，英国和美国这些为IPY基金提供财政捐助或者向IPY国际项目办公室援派官员
的国家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对中国，德国，挪威和俄罗斯联邦承办IPY会议
表示感谢。
9.3.7

大会通过了决议36 (Cg-15) – 国际极地年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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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和财务问题 (议题10)

10.1

财务事宜 (议题10.1)

10.1.1
大会审议了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关于修改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
例的报告以及秘书长的报告。大会批准了对财务条例的修改建议，并通过了决议
37(Cg-15)– 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的修改。

根据总则第135(11)条秘书长提交的财务报告
10.1.2
大会审查了本组织第十四财期(2004—2007)的财务状况。大会特别
注意到有关分摊会费、拖欠会费、预算拨款情况、收入和盈余方面的财务状况。
此外，大会注意到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计划支持费用的安排、WMO技术合作
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管理费用暂记帐、出版基金、周转金、信托
基金、WMO/ICSU/IOC联合气候研究基金、WMO/UNEP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信托基金、WMO气候和大气环境活动特别信托基金、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以及职员补偿计划储备基金。
10.1.3
令大会感到满意的是，秘书长遵循财务条例的规定，以及第十四次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管理提供给本组织的各种财务资
金。
10.1.4

大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每年定期审议财务状况。

10.1.5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一些会员缴纳了它们长期拖欠的会费。尽管如此，
大会仍关切地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会员长期推迟结算其分摊会费，使本
组织的现金资源不能满足实施各项计划的需要。
10.1.6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根据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会和执行理事会第58次
届会提供的有关基于结果的预算业绩评估的指导意见，在已批准的2006—2007两
年期预算和业绩基准数据的基础上开展了对2006—2007年两年期计划和预算执行
情况的检查。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10.1.7
大会审议了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关于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
准(IPSAS)的报告以及秘书长的报告。
10.1.8
大会认为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将提高WMO财务报表的质量，
最终有利于改进管理、问责制和透明度。根据这些信息，大会因此原则上批准在
第15财务期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需要400万瑞士法郎的一揽子项目。此外，
大会授权执行理事会在第十五财期中批准对相关财务规则的必要修改，以便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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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IPSAS 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向第十六次大会报告采取的行动。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10.1.9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2004年6月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设立了审计
委员会。它赞扬审计委员会在以下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定期审议外部审计员
和内部审计员的报告；监督秘书长对外部审计员和内部审计员所提建议的答复情
况；定期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建议并向执行理事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报告。
10.1.10
大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主席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五十八次届会提
交的综合报告，包括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及其修改后的职责和成员资格。大会在各
个议题下做决策时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根据这些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10.1.11
大会支持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价值。大会鼓励执行理事会继续支持并
审议审计委员会的工作。在这方面，大会通过了决议 38 (Cg-15) – 审计委员会。
10.1.12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对欺诈案调查进行的监督。大会注意到最
近审计委员会和负责此案的法官之间举行的会议。瑞士法官确认相关的调查工作
正在进行。根据瑞士法律，该调查工作可持续十年。法官对此案件陈述的事实与
秘书长提供的信息是一致的。法官确认WMO对他的调查工作十分合作，以及秘
书长随时配合需要免除WMO工作人员的豁免权。大会代表WMO 188个会员，对
瑞士司法当局挽回的300,000 美元损失以及对他们付出的全部努力表示深切的感
谢。

财务咨询委员会
10.1.13
大会审议了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关于会员对财务咨询委员会的
意见和建议的报告。
10.1.14
大会同意修改财务咨询委员会的目的、职能和人员组成并通过决议
39(Cg-15)– 财务咨询委员会。
10.1.15

大会同意财务咨询委员会向WMO全体会员开放。

内部监察室报告-2006年度述职报告
10.1.16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提交的2006年内部监察室主任的述职报告，以及
秘书长为此所做的评注。大会还注意到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即该年度述职报告应
由秘书长在不加修改但附自己的评注的情况下提交执行理事会，并在大会召开的
年份提交大会。大会审议了监察结果的摘要、建议、以及回应，同时还审议了有
关本组织内控环境的情况报告。大会对2006年内部审计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以
及为实现内部监察室工作计划的目标所采取的填补人员空缺的行动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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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监察室－计划和报告－全面的需求评估
10.1.17
大会注意到秘书处根据执行理事会的要求，就内部监察室主任开展的
综合需求评估而提交的报告。它也注意到该报告还包含了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
的决议。大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认为“内部监察室的职责通常不能外包”，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活动可外包”。大会认为，鉴于内部监察室的工作(尤其是通过
内部审计活动)对WMO的管理进程十分重要，所以提出将这些活动全部外包的任
何建议(或者外包很大一部分)均应征得执行理事会的明确批准。
10.1.18
大会注意到并支持秘书长采取的旨在加强内部监察功能的行动。为了
合理地保证WMO 内部有充分的管理规范和内部控制并能按需开展工作，内部监
察职能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在需求出现时有重新调配和使用资源的灵活性、符合
专业标准、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监察部门进行大量协调。通过合理规划和专业化地
开展审计、检查、评估和/或调查所做的内部监察工作，能够就内部控制的完整性
为秘书长、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员、理事会和WMO 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提
供必要的独立保证。

10.2

会员的比额会费 (议题10.2)

分摊比例
10.2.1
大会回顾了根据决议36(Cg-14)– 第十四财期会员会费分摊比例 – 所
作的决定，由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最新的联合国分摊比例应该作为WMO 计算会费
分摊比例的基础并根据会员数的差别进行适当调整。
10.2.2
大会注意到联合国2007-2009年分摊比例由第六十一次联合国大会在
2006年12月批准，2010-2012的分摊比例则由第六十四次联合国大会批准(预计在
2009年12月召开)。大会认识到WMO 2010年分摊比例只能在该年1月出台。  
10.2.3
0.02%。

大会决定第十五财期仍将保留在第十四财期通过的最低分摊比例

10.2.4
大会授权执行理事会调整WMO 2011年会费分摊比例，以便考虑预期
在2009年12月召开的第六十四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2010年分摊比例的调整
情况。为确保会员分摊的比例均不超过WMO 2010年比例的200%应做适当订正。
10.2.5

大会通过了决议40 (Cg-15) – 第十五财期会员的会费分摊比例。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10.2.6
大会注意到亚美尼亚反映的有关其第十一和十二财期的会费比额影响
其拖欠会费的情况。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根据亚美尼亚提供的信息对这一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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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议，并向第十六次大会报告。
10.2.7
大会审议了决议12(EC-58)–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以及秘书长的有
关报告。根据执行理事会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决议41(Cg-15)–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
费。

周转基金
10.2.8

大会回顾了根据决议37(Cg-14)– 对周转基金的审核 – 所作的决定。

10.2.9
大会决定在收到会费之前继续保留周转基金，为预算拨款提供资金，
必要时预支该资金以抵付现行预算资金无法满足的临时性和非经常性支出。
10.2.10
大会注意到在该议题下介绍的联合检查组的报告(JIU/REP/2007/3)，
并对其出色的工作表示赞赏。
10.2.11

大会通过了决议42 (Cg-15) – 周转基金。

10.2.12
此外，为解决会员未支付和延迟支付会费所带来的现金流动问题，大
会决定在第15财期保持下列决议继续有效：
(a)

决议31(Cg-10)– 提前支付会费的奖励方案；

(b)

决议37 (Cg-11) – 中止未履行财务义务会员的资格；

(c)

决议35(Cg-12) –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10.3

人事事宜 (议题10.3)

10.3.1
经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建议，由于WMO道德守则已启用，因此大
会决定通过对世界气象组织工作人员条例第1.10条规定的修订。第1.10条规定中的
誓词应为：
“我庄严宣誓(承诺、声明、保证)，忠诚、审慎、认真地履行赋予我
作为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公务员的职责，我仅以本组织的利益为重履行这些职能，
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履行职责时，不寻求也不接受来自任何政府或本组织外其它
机构的指示，并始终恪守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和WMO工作人员道德守则。”

职工委员会关于职工工作条件的报告
秘书处的内部事宜
10.3.2
职工委员会主席在向大会提交的有关职工工作条件的报告中感谢有机
会代表WMO职工在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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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大会对尤其在过去一些年经历重大变化情况下，WMO秘书处工作人
员满怀敬业精神，为支持本组织的运行做出持续努力表示赞赏。
10.3.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行政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之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
续改进合作。由于秘书处在运行上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所有工作层面
的监管结构和工作职责之间的必要调整，所以鼓励秘书长继续让职工委员会积极
参与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各种工作流程。
10.3.5
大会注意到，就工作保障和职业发展而言，工作人员仍然十分关注
外包某些工作领域这个日益明显的发展趋势。鼓励秘书长不但要考虑降低运行成
本，还要确保相关的外包政策会兼顾对工作人员及其工作条件造成的影响。
10.3.6
大会还注意到工作人员担心的问题，即与工作压力有关的严重的压抑
病例大大超出了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认为，秘书处最近实
施的新政策、举措和改革后的工作流程增加了技术和支持部门的工作量和责任。
职工通过逐渐增加工作时间来解决这一负担，此举进一步加剧压抑并降低工作效
率。大会敦促秘书长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并让秘书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管理人
员和主管意识到职员的整体福利、健康和激励，从而鼓励他们帮助本组织实现战
略目标。
10.3.7
大会认识到在变化激烈的时期，工作人员士气的调动十分重要。它建
议秘书长开展一次职员调查，用于确定所有必须处理的问题。大会还认识到需要
确保工作人员和管理层之间有效的交流。

10.4

秘书长的合同  (议题10.4)

10.4.1
参考其他具有可比性的机构执行首脑的工资，大会决定秘书长的年工
资为151,064美元，自2007年1月1日起追溯执行。大会还决定，如果在第十五财期
具有可比性的联合国职员工资发生变化，授权执行理事会重新调整工资。
10.4.2

大会进而确定在第十五财期秘书长的代表津贴每年为29,000瑞郎。

10.4.3
大会为此通过了决议43(Cg-15)– 秘书长的合同，该决议附由本组织
主席与秘书长签署的第十五财期合同书。大会注意到将根据通常的做法签署合
同。

其他不定级官员的工资和津贴
10.4.4
大会将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年净工资分别定为138,663美元和
127,389美元，自2007年1月1日起追溯执行。这也是具有可比性的联合国机构副
执行首脑和助理执行首脑适用的工资标准。大会进而决定，在第十五财期，副秘
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代表津贴均为每年14,500瑞郎。为此，大会决定，如果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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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财期具有可比性的联合国职员工资发生增加，授权执行理事会作必要的工资
调整。

不定级官员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
10.4.5
大会进而注意到根据联合国联合职员退休基金条例第54(b)条的规
定，此类别职员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级别调整的生效日期和比例应该与净薪
酬增长的日期和比例相同。大会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委员会宣布了修改后适用于此
类职员级别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比额，并且具有可比性的联合国机构，如
国际电联和万国邮联随后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大会因
此决定执行以下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自2006年9月1日起实行：
秘书长

292,652美元

副秘书长

270,468美元

助理秘书长 250,301美元

11            总务和法律问题
11.1

IMO奖和WMO奖项 (议题11.1)

  
大会注意到IMO奖是WMO颁发的最具声望的奖项，在获奖人所在
国家举行颁奖仪式对相关会员宣传气象与水文，以及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WMO的知名度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11.2

有关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的问题 (议题11.2)

对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可能进行的修改
11.2.1
大会根据决议40(Cg-14)– 有关WMO公约的问题和此后在执行理事会
届会上的讨论情况，审议了德国提出的建议。大会还满意地注意到会员参与了讨
论，秘书长于2005年10月向所有会员寄送了建议并征求意见。此外，此问题还列
上了各区域协会届会的议程，各会员能借此对建议提出进一步的改进。
11.2.2
大会确信有必要对WMO公约做足够的措词修改，并认为提议的修改
文字完全符合大会于1999年一致通过的日内瓦宣言，因此修改前言的建议是妥当
的。
11.2.3
大会确信建议不会给会员带来新的义务，因此修正案可根据28(c)款
予以通过。
11.2.4

大会忆及，要求执行理事会专题组研究和分析可能采用议定书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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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会获悉，法律专家已提请理事会注意一个实际情况，即既使公约中没有相
应的条款，大会目前仍具有通过议定书的可能性。大会注意到感兴趣的会员可以
提出相应的建议供执行理事会讨论，并最终提交下一次大会。
11.2.5
大会同意对公约序言的修改建议，并据此通过了决议44 (Cg-15) – 修
改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序言。

WMO会徽和会旗
11.2.6
根据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会的建议，大会研究了关于审议WMO会标
的建议。该建议旨在将风玫瑰的颜色改为金色，并在会徽下方添加相应官方语
言(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本组织缩写或者是另外两种没有缩写可用的
阿拉伯文和中文的全称。此建议旨在彰显本组织2000年五十周年纪念后所拥有的
资深地位，并提高本组织标识的知名度和独特性。除WMO文具、出版物和网站
外，会旗也将使用新会标。
11.2.7
考虑到要求使用WMO 会徽的情况日益增多，大会还审议了需要加
强保护，防止对WMO名称、会徽和图像的误用和滥用。 根据决议2 (EC-10) – 合
法保护世界气象组织的名称和会徽的要求，在国家一级将主要通过巴黎工业产权
保护公约第六条之三 – 商标：关于国徽、官方检验印章和政府间组织徽记的禁例
来进行保护。因此，除了再次呼吁包括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在内的所有会员确保对
WMO名称和会徽的适当保护外，大会还研究了关于出台名称和徽标使用详细指
南的需要，这类似于1968年由秘书长批准的旗典和条例。
11.2.8
大会同意更改会徽的建议，并因此通过了决议45 (Cg-15) – 世界气象
组织的会徽和会旗。根据该决议，除了采用新的会徽外，大会还提请秘书长在做
必要修改后继续保留WMO旗典和条例有效，并制订有关使用和保护WMO会徽的
详细指南。为了减少由于采用新会徽产生的财务影响，大会决定在非彩色的文件
和出版物中，例如WMO组织机构的工作文件和WMO的技术文件，会徽继续使用
黑白色。

11.3

修改总则 (议题11.3)

以通信方式选举组织机构某些官员所需的时间
11.3.1
根据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的建议，大会审议了以通信方式补选某些
出缺官员岗位所需的时间，即本组织第三副主席、区域协会或技术委员会的主席
或副主席。自Cg-12起设定的这一周期为225天，以便(特别是)让拖欠会费的会员
在通知提名侯选人前清偿资金债务。为此，一旦出现空缺，秘书长会至少在发出
提名侯选人邀请函之前的45天通知拖欠会费的会员。然而，大会注意到在实行这
一做法的11年里没有一个拖欠会费的会员为此缴纳拖欠款。大会因而同意取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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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选举过程中的这一环节，从而使选举所需的全部时间缩短45天。
11.3.2
同样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大会还考虑在通信选举程序中对以后各阶
段预见的所需最短时间作可能的压缩，特别是对总则第91、92和71条分别规定的
候选人提名(45天)、侯选人资格确定和本人表明意愿(30天)及实际表决(90天)的
周期。大会认为利用现代化通信设备可以将这些周期分别缩短至30天、20天和60
天。
11.3.3
为此，大会决定将通信选举总的最低周期从225天改为130天，并因此
通过了决议46 (Cg-15) – 修改总则第15、16、71、91和92条。在批准这些修订之
时，大会还注意到2006年的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通过了决议17(EC-58)– 修改执
行理事会议事规则，以修订其本身的议事规则，以便与总则保持一致，这些修订
将在大会通过了对总则的相应修订后生效。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11.3.4
向大会提出了两项关于修改技术委员会职责的建议：一项是由2006年
的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根据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建议提出的，
另一项关于气候学委员第十四次届会通过的有关其委员会的职责。认识到需要对
这两个委员会所承担职责领域的最新发展做出响应，大会批准了决议47(Cg-15)–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决议包含要列 入总则附录III的这两个委员会修订后的职责。
11.3.5
大会还注意到1999年大会修订了水文学委员会职责，其中有一处各语
言版本不一致。大会同意在适当时候将总则附录III中该委员会的职责的(d)项中的
“业务” 一词删除，以保持各版本的一致性。

设立水文学分委员会
11.3.6
大会审议了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提出的修改总则29 (b)的要
求。根据1987年第十次大会采用的这一规定，每次大会都须建立水文学分委员
会，该分委会由会员代表团中的常任代表的水文顾问和其他水文部门的代表组
成。该委员会认为自动设立水文学分委员会不利于水文部门和气象部门之间的互
动。因此，该委员会建议根据需要及分委员会的议程有选择地设立分委员会。大
会赞同水文学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通过了决议48 (Cg-15)– 修改总则29 (b)。

11.4

审议以往的大会决议 (议题 11.4)

根据总则 135(17)，大会审议了以往的决议以便使不再有用或已被其
他新的决定替代的决议不再保持有效。大会相应地通过了决议 49 (Cg-15) – 审议
以往的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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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本组织会籍 (议题11.5)

11.5.1
大会注意到自2006年6月6日黑山宣布独立以后，塞尔维亚共和国继续
享有前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在WMO的会籍。
11.5.2
大会还赞赏地注意到，黑山共和国于2006年6月28日成为联合国成员
国，并于2006年12月6日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3 (b)条和第33条, 将加入世界气
象组织公约的文书交存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根据公约第35条，黑山共和国于2007
年1月5日，正式成为本组织的会员。
11.5.3
大会祝贺并热烈欢迎黑山共和国成为本组织的新会员，这使WMO的
会员总数达到188个，其中包括182个国家会员和6个地区会员。塞尔维亚共和国代
表团和黑山共和国代表团期盼着从本组织的各项计划和活动中受益并为其做出积
极的贡献。

12.         选举和任命 (议题12)
12.1      

选举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 (议题 12.1)

12.1.1
大会一致再次选举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总局局长Alexander
I. Bedritsky先生为本组织主席。
12.1.2
大会一致再次选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路和运输部副部长暨气象局局
长Ali-Mohammad Noorian先生为本组织第一副主席。
12.1.3
大会一致再次选举加勒比气象局协调局长Tyrone W. Sutherland先生为
第二副主席。
12.1.4
席。

大会选举巴西国家气象局局长Antonio Divino Moura先生为第三副主

12.2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议题12.2)
大会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13(c)条选举以下人员为执行理事会成

员：
Magdy Ahmed ABBAS
Ould Mohamed Laghdaf BECHIR              
Ramesh Chander BHATIA
Pierre-Étienne BISCH              
Sameer Abdullelah BUKHARI      
Yadowsun BOODHOO        
Francisco CADARSO GONZALEZ
Massimo CAPALDO              

(埃及)
(毛里塔尼亚)
(印度)
(法国)
(沙特阿拉伯)
(毛里求斯)
(西班牙)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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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Wilar GAMARRA MOLINA
David GRIMES
Sri Woro B. HARIJONO
Tetsu HIRAKI
John J. KELLY, Jr.
Wolfgang KUSCH
Man-Ki LEE
Geoff B. LOVE
Linda MAKULENI
John MITCHELL
合王国)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Didace MUSONI
Mieczyslaw OSTOJSKI
Pekka PLATHAN
Moisés Michel ROSENGAUS MOSHINSKY
Franz UIRAB             
YAP Kok Seng
郑国光

12.3

(阿根廷)
(秘鲁)
(加拿大)
(女士) (印度尼西亚)
(日本)
(美利坚合众国)
(德国)
(大韩民国)
(澳大利亚)
(女士)(南非)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
(肯尼亚)
(卢旺达)
(波兰)
(芬兰)
(墨西哥)
(纳米比亚)
(马来西亚)
(中国)

任命秘书长 (议题12.3)

大会一致通过任命Michel Jarraud先生为本组织第十五财期的秘书长。

13.

科学讲座和讨论 (议题13)

IMO讲座
13.1
Peter Lemke 先生(德国)在第十五次大会上做了第十一次IMO讲座，
题目为“极地地区和气候”。大会注意到WMO将通过IMO讲座系列出版Lemke 先生
的研究成果。
13.2
大会同意继续以往的惯例，将在第十六次大会期间举办IMO讲座，并
要求执行理事会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选定第十二次IMO讲座演讲人和讲座的主
题。
科学讲座
13.3

根据第十四次大会的决定举办了两个科学讲座。讲座内容如下：

(a)

在当前和变化的气候条件下减轻灾害风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重要
作用(Heather Auld先生，加拿大)；

(b)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科学愿景和未来业务需求(张文建先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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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对所有演讲者出色和信息丰富的报告表示感谢。

13.5
大会注意到WMO将以适当的方式出版这些讲座的文字稿，并要求秘
书长采取适当的行动。
13.6
大会还决定应为第十六次大会安排一个科学讨论计划，要求执行理事
会为此选定主题并作出必要的安排。

14

第十六次大会的日期和地点 (议题14)

14.1
大会决定，若执行理事会无任何更改决定，第16次大会应于2011年5
月16日(周一)至6月3日(周五)在日内瓦举行。
14.2
大会注意到新的技术、工作方法和文件审议流程在届会过程中所体现
的益处。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考虑这些方法，旨在进一步改进电子表决系统的使
用和缩短第十六次大会的会期。

15

会议闭幕 (议题15)
第15次大会于2007年5月25日 上午11：57闭幕。

决议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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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1 (Cg-15)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8(d)条和 14(c)条 ，

(2)

决议1 (Cg-14)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

(3)

决议8 (EC-55)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 (2002) 报告，

(4)

决议2 (EC-57)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报告，

(5)

决议4 (EC-57)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报告，

(6)

决议2 (EC-58) —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指南(WMO-544号)，第一卷—全球方
面，

(7)

决议6 (EC-58)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二次届会
报告，

确认若对技术规则的修订或新的规则需要在下一次大会之前实施，则授权
执行理事会批准；
要求秘书长作出安排，把执行理事会批准的各项修订写入技术规则并且确
保与相关文件在编辑上的一致性。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1 (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2 (Cg-15)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2008 —2011
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2 (Cg-14) —2004-2007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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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议3 (Cg-14) — 用于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无线电频率，

(3)

联合国大会决议3234 (29) –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4)

决议40 (Cg-12) — WMO气象和相关资料与产品交换政策和规范，包括商业
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注意到：
(1)

第十四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60)总摘要议题3.1，

(2)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WMO No.
985)，

(3)

基本系统委员会2006年特别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17)，

(4)

决议27 (Cg-15) —WMO战略计划，

表示：
(1)

对2004-2007期间在进一步改善世界天气监视网(WWW)的运行方面取得的
进展满意，这主要通过：
(a)

地面和高空观测网的全球观测量总体稳定且不断上升，包括飞机、船
舶和浮漂在内的各种平台获取的观测资料大幅增加，将研发卫星纳入
全球观测系统空基子系统加强了全球观测系统总体力量，业务静止和
极轨卫星以及地面接收站的数量增加；

(b)

新观测系统和技术对数值预报的影响.；

(c)

对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越来越多的支持；

(d)

改进全球观测系统对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支持和具体实施的协调；

(e)

提高全球电信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实施先进的通信和资料管理技术和
服务；

(f)

WMO信息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原型的设计和开发；

(g)

快速响应修订电码和资料表示格式，以及扩大使用WMO表驱动电码
格式的新需求，

(h)

成功保护了分配给包括无线电探空仪、雷达、卫星和无源遥感在内的
气象系统的无线电频率；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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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大幅度提高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的精准度，包括增加集合预报系统产品
的制作和提供，更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
产品，更大范围地为逐日预报提供产品，发展中国家新的全球资料处
理和预报中心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j)

按活动和/或地理划分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有效发挥功能，及指定了
集合预报系统检验牵头中心，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长期预报标准
检验牵头中心；

(k)

在生成、分发和检验长期和季节到年际预报的安排方面以及全球制作
中心提供的指定的全球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

(l)

通过与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
办公室、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相关国际
组织的合作关系，改进并拓展了紧急响应活动和相关的安排；

(m)

改进了WWW业务信息服务，对天气报告(WMO-No.9)A 卷和C卷的格
式和规范予以现代化，包括电子格式、Web使用和会员在线调用；

(n)

提高了监测规程的质量和数量；

(2)

关注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施WWW的组成部分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这在部
分地区造成资料空缺；

(3)

需要加强和协调旨在支持WWW实施、运行和维护以及相关交叉活动的工
作，以便达到WMO战略计划的目标，最大程度地造福所有会员；

确认：
(1)

世界天气监视网作为本组织几乎所有计划依赖的基本计划的最高优先重
点，它也是NMHS各项业务的基础；

(2)

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观测系统为各种全球观测系统的开发、实施和运行奠
定了根本基础，这些系统包括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全球大气监测以及涉及
整合各类观测的其它理念；

(3)

包括资料管理在内的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电信系统为WMO信息系统的开
发、实施和运行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该信息系统旨在收集和共享所有WMO
及其相关国际计划的信息；

(4)

世界天气监视网继续为科技在业务中的应用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

(5)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的精神与传统，在充分考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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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情况下世界天气监视网只用于和平目的；
考虑到：
(1)

用于判断和预报大气状况、预警和预报天气和水事件以及监测气候的气象
观测活动至关重要，

(2)

需要在综合观测系统战略框架下开发和加强地基与空基全球观测系统，从
而减少仍然存在的资料空白，尤其是在热带地区、海洋上空和偏远大陆地
区的空白，以及需要一个能够最佳地满足WMO所有计划，尤其是预测和减
轻自然灾害的要求、低投入高产出、灵活的综合系统，

(3)

需要继续开发、升级和加强作为WMO信息系统核心组成部分的全球电信
系统，以便克服目前在实施方面存在的缺点，满足在收集、交换和分发天
气、水、气候和相关观测资料和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其中包括对综合观
测系统的有效支持，

(4)

现代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和技能需要进一步开发，以便提供更可靠和时效
更提前的天气预报指南，供逐日预报、灾害天气预报、长期预报和气候预
测使用，尤其是要帮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应对自然灾害和环境紧急事件，

(5)

需要最大程度地开展合作和协调，以便最佳地实施和运行WWW和WMO信
息系统，满足气象和相关环境监测的要求，

(6)

只有基本系统委员会专家和GEOSS 密切合作，确保将WWW 全球观测系统
和WMO信息系统作为GEOSS的核心系统并得到加强GEOSS才能显出潜在
的效益，

(7)

用于完善WWW系统和WMO信息系统的高级技术特别需要在技术指南的提
供、专项培训和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工作，

决定：
(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的实质内容应该符合在决议27(Cg-15)下通过的WMO战
略计划，其主要贡献集中在下列预期结果：
1.

加强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能力；

4.

整合WMO的各种观测系统；

5.

开发和实施WMO新型信息系统；

6.

加强会员在多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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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承担义务
的能力；

作为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各部分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继续开展世界天
气监视网系统支持活动，其重点是：
(a)

通过发展中国家对WWW的参与，协助它们加强业务能力，满足国家需
求；

(b)

提高实施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以及WWW关键组成部分和
设施的业务效率；

(c)

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同时在必要时酌情辅以相应培训、技术指导和
能力建设；

强调各区域协会在区域层面协调WWW实施、查找不足、明确需求、规划
系统支持项目方面发挥的作用；
提请区域协会促进WWW计划和WMO信息系统在各区域的协调实施，同时
不断审议相关的区域需求；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确保根据WMO战略计划，将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作为最优先的重点进一步
开发和实施；

(2)

协调和促进综合观测系统的开发和使用，特别要重视地基和空基全球观测
系统的作用和贡献，以便获得一个能够最佳地满足WMO所有计划的要求、
低投入高产出、灵活的综合系统；

(3)

协调和促进WMO信息系统的开发、实施和使用，以便为WMO所有的计划
和相关国际计划收集和分享观测资料、产品和相关信息服务，重点满足在
制定综合观测系统战略过程提出的各项要求；

(4)

在发展和实施早期预警系统方面协调和推动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的进
一步改进和使用；

(5)

在必要时调整该计划，特别是要考虑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建议；

(6)

探索可能的方法，帮助会员履行各自在WWW计划下的职责；

(7)

确保足够的资金用于解决在部分地区实施WWW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

(8)

酌情推动建立用于实施、运行和维护WWW系统组成部分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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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在WWW和WMO信息系统中利用新技术方面面临的财务、政策和战略
方面的问题；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根据WMO战略计划, 在充分考虑执行理事会的所有调整意见和指示的基础
上，继续开展技术规划并制定WWW计划，和协调该计划的实施；

(2)

继续牵头WMO空间计划的技术规划和开发工作，旨在支持WMO的所有计
划；

(3)

WMO在GEOSS中继续发挥牵头作用，尤其与GEOSS合作，确保WWW 全
球观测系统的地基和空基组成部分及WMO信息系统在GEOSS中作为核心系
统得到认可和加强；

(4)

在开展综合观测系统的技术开发和规划中发挥牵头作用，旨在促使综合计
划具有成本效益、灵活性，以便最佳地满足WMO所有计划的要求；

(5)

继续牵头开展WMO信息系统的技术规划和开发工作，旨在为WMO所有计
划和相关国际计划信息收集和共享服务；

(6)

与其它计划委员会、区域协会、其它相关国际组织、以及国际计划，尤其
是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及其GSN和GUAN组成部分和GAW保持密切联系，旨
在确保在WWW的规划和实施中以及在对WMO信息系统进行技术规划和开
发时能够考虑它们相关的需求和建议；

(7)

根据需要确保不断更新和进一步制定有关技术规则和附录以及用于向
NMHS开展业务活动提供推荐做法和指导的技术指南，促进国际标准组织
正式接受这些文件为国际标准组织/WMO技术标准；这一进程将使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能在开展质量管理方面取得进展，以支持它们提供用户的所有
产品和服务能得到所需的和持续的改进；

(8)

确定会员和/或会员集团的有关倡议，以便最大程度发挥WWW的效能 并从
中取得效益；

敦促所有会员，尤其是认捐国单独和通过恰当的多国机制积极参与实施和
运行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的合作，尤其是：
(1)

尽其最大所能继续实施、进一步开展、运行和维护全球观测系统地基和空
基子系统，尤其是在世界的资料稀疏地区，同时确保高质量的定期观测；

(2)

实施、升级、运行和维护作为WMO信息系统核心组成部分的全球电信系
统，包括空基和其他现代资料通信能力，以便确保及时、可靠和有成本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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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地收集、分发和传输时间关键和业务关键的资料、产品和其他相关信
息；
(3)

实施、运行和维护WMO信息系统，包括通过进一步实施现代资料通讯和管
理技术和规范来加强信息系统和服务；

(4)

运行和加强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能力，以便依靠现有区域专业气象
中心或者视情成立的有具体分工的此类中心来制作更高质量、新类型的数
值天气预报产品，供业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防灾减灾以及季到年际
预测使用；

(5)    协调和汇聚力量和资金，以便设立切实目标，最大程度地减少实施和运行成
本，尽可能避免   WWW活动出现重叠；
(6)     参与新系统和技术的部署和使用，包括适宜的能力建设活动，以及单独或者
集体地评估它们在WWW的效果和整合；
(7)

就WWW实施的计划和活动及时通报秘书长，

要求秘书长：
(1)

及时通报WWW计划在规划和实施方面的进展；

(2)

继续改进世界天气监视网运行的监测工作，公布监测结果；

(3)

必要时协助会员克服在第十五财期实施WWW计划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4)

帮助区域协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制定战略、项目和工作重点，以加强和进
一步实施WWW关键设施及WMO信息系统，包括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的采购
机制，以及维护观测和通讯系统的机制；

(5)

协调WMO其它计划提出的而且WWW能够满足的系统支持方面的要求；

(6)

协助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实施本决议；

(7)

向有关方面提请注意本决议；

(8)

向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关于该计划在第十五财务时期的实施报告和
继续并进一步发展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建议。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2(Cg-14)，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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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3 (Cg-15)

全球观测系统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条，

(2)

决议27 (Cg-15) - WMO战略计划，

(3)

决议2 (Cg-15) –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2008-2011，

(4)

决议40 (Cg-12)- WMO关于气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商
业化气象活动关系指南，

考虑到：
(1)

全球观测系统是一个独特的国际观测系统，它包含由会员所拥有和运行的
地基部分和空基部分，它提供有关地球及其大气现状的独一无二和持续的
观测资料以满足各类用户日益增多的需求，

(2)

全球观测系统是实施其他WMO观测计划和项目的基础，

(3)

会员对发展全球观测系统的投入确保了用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天气分析、
预报和警报的资料的提供，

(4)

危险天气现象的预报、警报和风险评估在高质量的全球观测系统资料的基
础上将更加准确，

(5)

全球观测系统用于确保持续获取重要的气候变量，以便监测和预报气候变
化，同时可满足其他国际活动，包括地球观测组对观测的需要，

再次确认：
(1)

GOS的可持续运行对提供观测资料，满足天气预报和警报，气候监测和本
组织的其他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享有WMO的最高优先；

(2)

需要加强全球观测系统以满足各类用户日益增加的需求，尤其是为预防和
减轻自然灾害提供及时和可靠的信息；

(3)

通过会员的协调努力，全球观测系统继续其基本的使命，即提供及时、可
靠和一致的气象资料以满足全世界各类用户的需求，并确保它在规划和实
施WMO综合全球观测系统概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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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
(1)

尽可能地支持对全球观测系统具有贡献的国家观测计划的实施；

(2)

确保全球观测系统可持续运行，并加强优化观测要素和开发及部署先进的
综合系统；最高优先应该是：

(3)

(a)

维持区域基本天气网和区域基本气候网，重点是GSN/GUAN 台站，它
们根据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要求向有关全球资料中心提供完整和及时
的数据集；

(b)

恢复关键点的观测站址，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跟不上技术快速发
展的国家；

(c)

维持并尽可能扩大对自愿观测船舶计划的支持；

遵循关于全球观测系统空基和地基子系统发展的实施计划(WMO/TD-No.
1267)所提出的各项指南和建议，各自指定一位国家联络员，负责报告其所
在国家有关该实施计划的进展和计划；

鼓励会员：
(1)

继续支持以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国际极地年2007-2008 和观测系统研究和
可预测性试验 结果为依托的针对观测战略的研究；

(2)

将其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网络台站的历史资料和元数据传至新建立的CBS 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牵头中心；

(3)

根据全球观测系统空基和地基子系统发展实施计划提出的指导意见，尤其
建议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地采用那些较少依赖基础设施、专业技术和资金的
观测系统(卫星、飞机气象资料中继，以及自动气象站)；

(4)

增加高质量和适用于各类气候条件的自动天气观测系统的使用，它有助于
具有成本效益的实时测量和与常规系统的资料兼容；

提请区域协会通过区域基本天气网/区域基本气候网可持续运作，以及不断
地审议有关的区域需求促进全球观测系统在区域有协调的实施 ；
要求执行理事会为了所有会员的利益继续审议全球观测系统的发展并提供
建设性指导；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与一起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密切合作继续在全球观测系
统的技术规划和发展方面发挥牵头作用，以支持WMO和有关的国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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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
(1)

在现有预算范围内帮助会员在第15财期实施全球观测系统计划；

(2)

向会员通报全球观测系统规划和实施方面的进展；

(3)

与会员和私企合作推动软件开发，旨在提高自动观测系统的资料质量；

(4)

就全球观测系统的实施和发展向第16次大会提交一份含对未来活动建议的
报告。

决议4(Cg-15)

气象及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大会，
注意到：
(1)

WMO 战略计划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

决议3 (Cg-14) – 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3)

目前国际电联无线电条例中有关气象辅助设备、气象卫星、地球探测卫星
以及无线电定位(天气和风廓线雷达)业务的无线电频率分配和法规条款，

(4)

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特别是WRC-2000和WRC-03 的成果，

(5)

即将召开的2007年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 07)的议程和在国际
电联筹备过程中提交的WMO相关立场文件，

考虑到：
(1)

预防、探测、预警和减轻自然和技术(人为)灾害，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环
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所需的气象和相关环境活动的特定无线电通信
业务十分重要，

(2)

地球探测系统，包括为一系列经济活动(如农业、运输、建筑、旅游等)服务
的气象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

(3)

给地基气象观测系统(尤其包括无线电探空仪、天气雷达和风廓线仪雷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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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配合适的无线电频段极为重要，
(4)

为气象和研发卫星(包括遥感、数据采集和分发用的通信)业务分配合适的无
线电频段极为重要，

强调鉴于一些无线电频段具有能对大气和地球表面进行空间被动遥感的特
有的属性和自然辐射，这些频段已成为独特的自然资源，因而地球探测卫星业务
(被动)应得到足够的无线电频段，而且这些频段应得到绝对的保护，不受干扰；
由于其他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发展而使分配给气象辅助设备、气象卫星、地
球探测卫星以及无线电定位(天气和风廓线雷达)业务的数个频段连续受到威胁，
对此表示严重关注；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继续对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活动中有关无线电
频率的法规和技术性事务进行审议，并与其他技术委员会进行协调，尤其是仪器
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以便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准备指南和信息，加强与其他相关国
际机构的联系，特别是与气象卫星协调组的联系；
敦促所有会员尽最大努力争取并保护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所需的适
用的无线电频段， 特别是：
(1)

要保证其国家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能够完全认识到气象和相关活动对无线
电频率的需求和无线电频率对气象和相关活动的重要性，要在国际电联世
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和无线电通信分组活动中寻求支持；

(2)

要积极地参与有关无线电通信法规问题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活动，特别是
让其部门的专家参与相关的区域无线电通信组织以及ITU-R的工作，特别是
有关科学服务的ITU-R 第7研究工作组；

(3)

要向其国家无线电通信职能管理部门悉数登记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
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无线电通信站；

呼吁国际电联及其会员职能管理机构：
(1)

确保对无线电频段的获取和绝对保护，它们因其特殊的物理特性而对于大
气和地球表面的空间被动遥感是独特的自然资源；为此，与水汽吸收线相
关的唯一的23.6 - 24 GHz被动频段对于天气、水和气候研究及业务是至关重
要的；

(2)

对WMO有关气象和相关环境业务和研究用无线电频率分配和法规条款方面
的需求给与应有的重视；

(3)

根据上面“呼吁”(1)和(2)的内容，特别关注WMO针对WRC-07议程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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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
要求秘书长：
(1)

提请有关各方(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关注本决议；

(2)

继续让秘书处承担无线电频率事务方面的协调角色，并将它作为优先事
务，特别是与ITU-R的协调，包括WMO参与ITU-R研究工作组、大会的预
备会议以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3)

通过提供有关的信息和文件来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其国家无线电通信
职能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在准备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过
程中；

(4)

帮助基本系统委员会实施本决议。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3 (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5 (Cg-15)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大会，
考虑到：
(1)

需要继续提供高质量、兼容和均一的气象资料，这对于WMO会员的业务和
科研工作十分重要，

(2)

需要不断对仪器和观测方法进行标准化，以及测量资料对国际单位制(SI)标
准的全球可追溯性，

(3)

需要制造更多的可以耐受极端天气环境的自动仪器，测量极端气象、水文
及相关变量，并不断完善气象、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的测量技术和方法，

(4)

采用新技术以高成本效益的方式开展测量和获取观测资料的重要性，

(5)

需要确保观测技术和系统间的互可操作性，旨在不断发展成一个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

(6)

需要继续对仪器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在观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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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操作、维护和标定方面开展培训，
(7)

需要继续开展仪器和观测系统的比对，

(8)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需要继续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尤其是基本系统委员
会、水文学委员会和WMO计划的合作，以便满足它们在测量和观测方面的
要求，

(9)

区域仪器中心和区域辐射中心在推动仪器标定、培训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作
用，

重申WMO在进一步开发和实施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时应继续与国际机构合
作，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计量局、欧洲科技研究合作以及水文气象仪器行
业协会；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CIMO和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帮助下，促进、指导和
协助WMO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的实施；
提请区域协会：
(1)

继续积极支持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区域方面的活动，特别是能力建设；

(2)

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和一个相关的国家/国际专门机构一道至少每五年
对现有区域仪器中心和区域幅射中心进行一次评估，检验其能力和业绩；

(3)

定期在一个区域幅射中心组织开展区域绝对日射表比对以及在现有区域仪
器中开展实验室间的标定测试；

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不断研究和审查涉及到各自专业领域中仪器和观测方
法方面的问题，并且就各自的要求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沟通；
敦促会员：
(1)

积极协助并尽全力支持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的实施；

(2)

继续，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增加开发新观测仪器和系统的活动，重点是互
可操作性和成本效益；

(3)

支持和参与新仪器和观测方法的国际和区域比对，并在观测网络中应用这
些比对成果；

(4)

支持新标准的开发，例如人工、目测、主观观测的自动化标准；

(5)

推动观测质量管理、仪器维护、标定和业务操作规范基本程序的开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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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与有关国家合作，开发和执行它们自己的计划；
(6)

促进计量学，确保其观测结果对SI标准的可追溯性；

(7)

根据需求通过国家和区域培训计划确保仪器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
并在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协助下确保区域培训计划的制定，尤其是在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要求秘书长：
(1)

采取必要行动协助包括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在内的WMO机构协调和实施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2)

采取措施在WMO常规预算中解决仪器比对的部分资金问题；

(3)

酌情协助会员解决在实施仪器和观测计划中出现的问题；

(4)

协助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该委员会贯彻执行本决议；

(5)

向第十六次大会报告取得的进展，同时提交对未来活动的建议。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4(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6 (Cg-15)

热带气旋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2004、2005和2006年出版的第30、31和32期热带气旋计划年度实施情况报
告，

(2)

采取的尤其与国际减灾战略相关的行动，

赞赏会员为热带气旋计划的总体和区域部分的活动做出的贡献及通过WMO
自愿合作计划、欧盟、认捐会员和双边协议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区域部分活动所提
供的支持；
进一步赞赏迄今在实施热带气旋计划中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通过区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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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气旋机构的综合性区域合作计划给业务系统带来的改进及在该计划总体部分下
出版的宝贵的指导材料 ；
重申其深切关注全世界许多地区由于热带气旋及相关的风暴潮、洪水和滑
坡造成的重大生命伤亡和严重破坏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类灾难、经济损失、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倒退和环境破坏；
认识到在热带气旋计划下采取的措施已帮助许多会员改进了防御系统，因
此采取继续和更有力的行动来防止热带气旋的不利影响应是优先考虑的需求。针
对气象预报和非气象因子的有效警报系统能帮助减少人员死亡和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
进一步认识到有关热带气旋的研究可对有效的警报系统作出直接的贡献，
因而鼓励会员进一步支持研究活动，从而改进对诸如风暴潮和洪水的强度、运动
和登陆影响的预报；
考虑到热带气旋计划对减轻热带气旋及相关灾害带来的风险十分有益，因
此应积极参与WMO防灾减灾计划及国际减灾战略的活动，并帮助会员实现可持
续发展；
决定：
(1)

应进一步加强WMO热带气旋计划；

(2)

热带气旋计划活动应遵循在决议27 (Cg 15)下通过的WMO战略计划；该计
划将对如下主要预期结果做出贡献；
1.

加强会员制作更好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

3.

加强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6.

加强会员在多灾害预警和防灾备灾方面的能力；

8.

天气、气候和水资源产品广泛用于会员和伙伴组织的决策和实施；

9.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
的能力；

敦促各会员确保其气象和水文部门与有关当局协调并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
(1)

提高对由于热带气旋和有关灾害所带来风险的意识；

(2)

继续加强其预报和警报能力，尤其是在社区和地区层面上确保其产品的广
泛分发、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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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在热带气旋预报和警报发布之后各级(包括社区一级)采取必要措施，以
挽救人民生命和减少损失；

(4)

通过共享知识、技能、经验和资源的方式，继续在区域层面开展工作，从
而挽救生命并减少灾害损失；

呼吁继续与其他国际组织保持良好的密切合作关系，特别是与联合国亚太
经社会、联合国国际减灾系统战略伙伴、国际民航组织、及区域减灾和防灾机构
的合作关系，并与WMO其它计划和技术委员会(如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
象学委员会)进行合作，从而为实现该计划的人道主义目标而促进采取多学科的方
法；
呼吁自愿合作计划认捐会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银行及其他与WMO
热带气旋计划目标相关的国际组织和赞助机构尽最大可能支持这些活动，为它们
的迅速实施提供至关重要的资金；
要求秘书长：
(1)

提请有关各方注意本决议；

(2)

使有关会员全面了解本计划在规划和实施方面的进展和发展 ；

(3)

在现有预算资金的范围内，通过支持与该计划有关的活动，特别是与提供
精确及时的警报并组织社会做出适当响应有关的活动，帮助会员保护生命
和财产免受热带气旋和有关灾害的危害。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7(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7 (Cg-15)

WMO南极活动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6 (Cg-12) ——WMO南极活动，

(2)

决议10 (EC-51)——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工作组，

(3)

WMO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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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在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实施中，以及对南极的气候变化和臭氧层进行监测
时，仍然需要南极的气象和环境资料，

(2)

南极的气象计划实施仍需协调，

(3)

南极观测网络对WMO/IOC/UNEP/ICSU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目标的重要贡
献；

提请会员，特别是南极条约缔约方：
(1)

继续并拓展在南极的气象计划，尤其是与国际极地年2007-2008相关的活
动，并确保后续活动的延续性；

(2)

参加南极新的观测和通信系统的部署；

(3)

通过使用自动天气观测站和进行陆地地球物理观测，并通过部署更多的自
愿观测船和配备观测仪器的飞机以及通过在海上和冰面上投放浮标，提供
关于南极更多的观测资料；

(4)

在重新启运以前观测站的过程中，与其他会员国合作以分担运行成本；

要求执行理事会促进南极气象活动的协调：
(1)

保留南极气象工作组；

(2)

将工作组的建议通告南极条约缔约方的会员，并征求它们的意见并了解情
况；

(3)

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包括南极条约咨询会议、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国
家南极计划管理人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保持
密切合作；

(4)

确保WMO南极活动遵循在决议27(Cg-15)中通过的WMO 战略计划，其重点
是对以下预期成果作出贡献：
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能力；

2.

提高会员进行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4.

整合WMO观测系统。

要求秘书长保持与南极条约磋商会议的密切联系，在资金许可的范围内确
保南极气象工作组出席南极条约磋商会议和其他相关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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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决议取代决议6 (Cg-12)，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8 (Cg-15)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

大会，
回顾了决议12(Cg-11)和决议7(Cg-12)─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和第十四次世
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60)总摘要第3.2.1段，关于气候议
程中的协调活动，
注意到：
(1)

WMO执行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2)

世界气候计划政府间会议(1993年4月14－16日，日内瓦)的声明和报告，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及其缔约方大会下属各
次届会取得的成果，

(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及其评估报告，

(5)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96)，

(6)

WMO战略计划，

认识到：
(1)

世界气候计划在以下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即：提供有关气候科学和气候
影响的权威性评估，进一步发展气候应用和服务，改进气候和气候监测的
系统观测，

(2)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有关活动仍然十分重要，它有效地促进了“21世纪议
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止
荒漠化公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国际减灾战略的工作，并有助于
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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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到：
(1)

气候议程在更有效地整合和管理国际气候相关计划方面仍然是一个可行的
步骤，从而满足利益攸关方的要求，

(2)

需要：
(a)

重新定义和更新关于实施气候议程的预期效益，并确定优先重点，可
提供的服务和资金要求，

(b)

确定各项计划之间的重叠和空缺部分，

(c)

让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利益攸关方继续参与气候议程，

(d)

加强国家气候活动，尤其是通过国家气候计划的实施来实现，

赞赏地认识到：
(1)

联合国环境署、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及其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之间现有的互动及为气候议
程和世界气候计划做出的贡献，

(2)

第十四次大会要求根据确定的世界气候计划的四个要点，进一步简化职责
和明确战略，

决定：
(1)

采取措施审议并协调气候议程中的各项活动，并监督其实施包括确定优先
重点并协调机制；

(2)

世界气候计划的实质内容应与决议27(Cg-15)的WMO战略计划一致，其主要
贡献集于下列预期结果：
2.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3.

增强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5.

开发和实施新的WMO信息系统；

6.

加强会员的多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7.

加强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和环境应用软件和服务的能力；

8.

更广泛地利用会员和伙伴组织实施的，向决策者提供的天气、气候和
水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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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
的能力；

提请：
(1)

开展气候相关计划或活动的国际组织(尤其是UNEP、UNESCO的IOC、
FAO、WHO 和ICSU)在今后开发气候议程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国际气候计划
(包括世界气候计划)方面，继续推进并加强与WMO之间的伙伴关系；

(2)

联合国环境署继续承担作为世界气候计划重要部分的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
对策战略计划的职责，并建议与该计划的其它三个部分开展合作；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在气候学委员会和WMO其它有关技术委员会(尤其是WMO/IOC 联合海洋和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大气科学委员会和水文学委员会、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指导委员会)的协助
下，促进世界气候计划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

(2)

考虑到世界气候计划在国际气候相关计划总体框架内发挥的主要作用，对
世界气候计划的规划和实施进行年度审核；

(3)

审议气候议程的制定工作，并对其进行更新以包含相关的行动计划；

(4)

重建执行理事会气候问题咨询组并更新其职责；

要求：
(1)

技术委员会优先考虑其能力和职责内的世界气候计划活动的实施，并支持
科学能力建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

(2)

区域协会促进与世界气候计划有关的区域活动，并支持区域气候中心的实
施；

要求秘书长：
(1)

在现有的预算资金范围内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协助WMO的各机构包括气候
学委员会参与世界气候计划和其它气候相关活动；

(2)

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执行首长和即将就任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会议主席继续合作，以确保进一步增强国际气候相关计划的协调；

(3)

支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建立能力建设计划，以便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制作和
解释未来的气候情景，从而更好地支持社区、国家决策者并与有关机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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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4)

确保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承认并支持WMO的气候活动；

(5)

就取得的进展向第十六次大会报告；

敦促会员：
(1)

不遗余力地改进对国家气候活动的协调并加强对它们的支持；

(2)

继续加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能力建设，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及经济转型国家。

_______________

决议9 (Cg-15)

世界气候计划-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大会，
注意到：
(1)

WMO与其它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及国际科学理事会合作，于1979年
一起组办了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

(2)

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影响了许多科学活动，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世界气候计划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设立，

(3)

WMO于1990年举办了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制定气候公约，并最终于
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组建了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4)

过去十年在认识和预测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科学进展，

(5)

日益增多的气候预测需求推动了决策和将气候信息应用于气候风险管理和
适应方面的科学进步，

进一步注意到：
(1)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各种潜在的影响为资源管理、国家和当地的基础设
施及经济既提出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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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受到气候极端事件的严重影响，并依
赖于对气候信息利用的改进以实现其经济社会的目标，

(3)

改进了从卫星、地基和实地观测平台获得的气候和地球观测资料，可将上
述资料合成为有用的资料产品和指标供决策者使用，

认识到：
(1)

WMO建立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特设调研委员会于2005年4月28-29日在日
内瓦召开会议，认为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证明有必要举办WCC-3，并建议将
季节至年际预报甚至十年的预报作为本次大会的中心主题，从而在此基础
上筹备WCC-3，

(2)

执行理事会在第 57次届会上建议设立一个临时组织委员会，并支持特设调
研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3)

临时组织委员会第一、第二次会议(2005年10月和2006年3月)为科学会议和
高层会议提出了有关结构和主题的建议，

(4)

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会确认了特设调研委员会的报告，执行理事会第58次
届会支持临时组织委员会各次届会的报告，并认为通过第三次世界气候大
会广泛宣传季节至年际预报，甚至十年预报方面取得的科学进展十分重
要，

(5)

临时组织委员会与联合国其它机构的代表一道于2006年11月举行了第三次
会议，并推敲了WCC-3会议计划的各个方面，包括高层会议的预期成果，

考虑到：
(1)

WCC-3 应产生对决策者，私营部门和公众直接有关的实际效果，并应加强
科学界和用户之间的联系，

(2)

WCC-3有可能会产生迅速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
的影响，

(3)

WCC-3将对越来越多的活动和计划提供宝贵的建议，这些活动和计划集中
关注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4)

WCC-3将加强各项WMO计划及联合国和国际科学组织的计划之间的协调，
普遍赞同临时组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范围、内容和建议；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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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在2009年底前召开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做出安排，主题为用于决策的气
候预测，重点是季至年际时间尺度，并考虑到数十年的预测；

(2)

WCC-3将包括两个部分：即科学会议和高层会议；

(3)

WCC-3必须由预算外资金支出；

提请WMO秘书处及其技术委员会，尤其是气候学委员会，及开展与气候有
关的计划或活动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
际减灾战略，与欧洲委员会、世界银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世界卫生组织、地球观测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合作，以便为组织第三次世界
气候大会继续做好准备；
敦促会员通过国家和国际活动不遗余力地支持该举措；
要求秘书长：
(1)

根据需要制定措施，以建立一个由预算外资金支持的WCC-3国际组织委员
会，因此大会授权秘书长为此设立一个特别信托基金；

(2)

对WCC-3的各个方面继续进行协调，以确保成功举办高层会议和科学会
议；

(3)

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有关企业和WMO会员继续进行磋商和协调；

(4)

为科学会议的进一步规划和成本概算做好安排，制定一项战略，并为举办
WCC-3探索筹措资金的潜力；

(5)

至少每年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筹备WCC-3所取得的进展和今后将开展的活
动；

(6)

定期向WMO会员通报筹备WCC-3所取得的进展；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就WCC-3国际组织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向秘书长提供指导；

(2)

每年对WCC-3国际组织委员会筹备WCC-3的情况进行审议，以确保会议取
得的成果具有与上次世界气候大会相比同样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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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0 (Cg-15)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大会，
忆及：
(1)

决议 8 (Cg-14)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第14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
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60)总摘要中关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第3.2.2.1 至 3.2.2.6段，

(2)

决议 1 (EC-58)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认识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开展和分发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评
估以支持有关气候变化问题制定国际政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祝贺专门委员会：
(1)

第一，二和三工作组极大成功地完成了对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贡献；

(2)

完成了特别报告“保护臭氧层和全球气候”及“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

(3)

完成了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表示:
(1)

为R.K. Pachauri先生对专门委员会活动高效和富有智慧的领导，对IPCC各
工作组和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门工作组主席团联合主席成功地指导了工作
组和专门工作组的活动表示赞赏和感谢；

(2)

向所有积极地为起草和审议IPCC报告作出贡献的专家表示感谢，尤其是主
要协调作者，主要作者和评审编辑；

(3)

向为IPCC的工作和WMO/联合国环境署 IPCC托管基金作出慷慨贡献的各国
政府和组织机构表示感谢；

(4)

向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政府承办IPCC工作组和专门工作组的技术支持
组表示感谢；

(5)

向联合国环境署继续共同举办专门委员会表示赞赏；

注意到:
(1)

第四次评估报告综述报告的制定按计划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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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积极参与IPCC的工作，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IPCC均
获得了实在的效益，

认识到IPCC的职责包括大会，联合国环境署执行理事会和IPCC本身的决
定，并且这些职责很好地指导了专门委员会开展工作，  
决定：
(1)

鼓励IPCC继续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活动，除非WMO和联合国环境署另有新
的要求；

(2)

鼓励专门委员会继续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密切合作对公约有关科
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评估的需求作出响应，包括通过评估报告，特别报
告，方法报告和技术报告；

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环境署总干事一起维持对IPCC秘书处的财务和组织上
的支持，并帮助出版和分发IPCC报告；
敦促会员：
(1)

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2)

推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活动的成果；;

(3)

并通过对WMO/联合国环境署 IPCC托管基金的贡献，维持和尽可能地增加
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活动的财务支持。

决议11(Cg-15)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大会，
注意到：
(1)

1998年WM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环境署
(UNEP)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签署的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谅解
备忘录，

(2)

GCOS国家协调员的职责(WMO-IOC-UNEP-ICSU GCOS指导委员会第十一
次届会摘要报》，附录12，GCOS-87，WMO/TD –No.1189)，

170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3)

决议9 (Cg-14)─ GCOS气候监测原则，

(4)

决议10 (Cg-1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在第九次以及第十次会议上
所作的决定，决定11/CP.9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决定5/CP.10 ─ 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的实施，

(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支持UNFCCC的实施计划(GCOS-92，WMO/TD –
No.1219)，

(7)

卫星气候观测产品的系统观测要求(GCOS 107，WMO/TD –No.1338)，

(8)

发展对气候信息的需求：非洲行动计划 ─ 报告及设施战略(非洲气候促进发
展计划， GCOS-108，WMO/TD –No.1358)，

(9)

气候变化和非洲发展的决定，非洲联盟大会，大会/AU/Dec.134 (VIII)，
2007年1月，

考虑到：
(1)

各会员和国际组织对全面、持续、可靠的气候和气候相关资料和信息的需
求不断增加，以支持：
(a)

气候系统监测，

(b)

气候变化检测和归因，

(c)

研究以增进对气候系统的理解、改进气候系统模拟和预测，

(d)

季节至年际业务气候预估，

(e)

评估自然气候变率和人为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措施，

(f)

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气候应用和服务，

(g)

UNFCCC以及其他国际公约和协议的要求，

(2)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
划以及Diversitas的具体观测要求；以及需要全面观测以支持IPCC的评估过
程，

(3)

谅解备忘录中所确定的GCOS的目标是全方位支持世界气候计划和其他与气
候有关的全球计划相关方面，并且其在支持全面气候应用以及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和其他机构提供的服务中起到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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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气候观测的数量和来报率的不足，及其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下滑情
况，

(5)

需要实施并在必要时更新通过GCOS区域研讨会计划 制定的各项区域行动
计划，

(6)

需要将气候信息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决策，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支持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重点放在非洲，

认识到：
(1)

在满足用户要求时，GCOS各子系统间的有效协调和相互兼容以及实地和空
基观测的有效整合的重要性，

(2)

WMO、IOC、UNEP和ICSU共同资助GCOS给在大气、海洋和陆地上实现
国家和国际对基本气候变量观测协调提供的大好时机，

(3)

将GCOS系统纳入正在形成的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业务框架为提高国际支
持、加强互操作性和促进系统整合所带来的新机会，

满意地认识到：
(1)

GCOS指导委员会及其小组在向WMO和其他赞助及参与组织在GCOS的计
划、实施和进一步发展中提供的重要的科学和技术指导，

(2)

在协调WMO负责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子系统的实施中，执行理事会、技术
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发挥的关键作用，

(3)

在支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国家和国际目标的实现中，会员国在运行气候
观测系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赞助机构之间以及同指导委员会和秘书处在协调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同其他被联合资助的观测网络，如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全
球陆地观测系统中进行的密切合作，

(5)

在GCOS的计划和运行中，众多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的支持，特别是非
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英国国际发展署、和非洲开发银行对非洲气
候促进发展计划的支持，
重申 WMO对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目标持续的坚定承诺以及对目标实施的支

持；
决定继续保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作为本组织重点计划的地位，并同IOC、
UNEP和ICSU以及其他执行理事会同意的其他国际资助机构保持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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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
(1)

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框架下，加强本国的大气、水文和相关的海洋以及
陆地气候观测系统和网络，以支持用户需求；

(2)

通过切实实施10个GCOS区域行动计划以及帮助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和
在其它地区的类似计划的实施，援助发展中国家会员，加强它们的观测网
络，提高它们获得气候资料的能力，以及提升它们提供气候服务的能力；

(3)

向GCOS地面网档案库提交所有GCOS地面观测网站点每天的历史资料(如尚
未提交)，尽可能用数字形式提供；

(4)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促进全球气候观测系统重要的空基子系统的长期运
行，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需的关于基本气候变量的卫星气候资
料和产品；

(5)

在考虑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联合资助组织，以及其同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
统不断发展的关系的情况下，建立GCOS国家委员会，确立GCOS国家联络
员，以促进气候观测系统方面的协调的国家行动；

(6)

确保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及其分支机构会议的国家政府代
表团充分了解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履行公约的国家义务方面，特别是保证
观测系统的实施和运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例如派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代
表参加本国代表团；

(7)

在准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报告的全球气候系统观测部分的过程
中，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包括确认差距，使用修改
后的、反映2004年实施计划重点和包括基本气候变量报告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报告指南；

(8)

通过短期派遣专家和/或向气候观测系统基金以及其它计划和实施机制提供
资金，加大对GCOS秘书处的支持，以确保秘书处充分履行职能，并建立一
套有效运行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定期审查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并对其未来的实施和发展提供指导和
支持；

(2)

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运行中，向会员、资助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咨
询和帮助；

要求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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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GCOS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和指导，组织其负责的网络的发展和实施；

(2)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五
年工作纲要做出贡献，特别是该计划中与资料和观测相关的内容；

要求区域协会
(1)

通过与GCOS资助组织的区域对口机构保持密切协商，促进区域层面全球气
候观测系统的有效和协调一致的实施；

(2)

努力协助会员，为其在编纂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的有关全球气
候系统系统观测活动的国家报告时提供有效的领导，

要求GCOS指导委员会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和未来发展方面，继续向
所有相关WMO机构提供广泛的战略咨询和指导；
特别要求GCOS指导委员会和各技术委员会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和进一
步发展方面继续交流与合作；
要求秘书长酌情在大会批准的计划和预算范围内采用可能的额外外部资助
机制，以：
(1)

支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未来规划、发展和实施，包括针对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需求和按照 2004年实施计划的建议开展的各项活
动；

(2)

鼓励和帮助会员的常任代表在建立GCOS国家委员会和指定GCOS国家协调
员方面发挥牵头作用；

(3)

在一切可能的适当场合，清楚地反映需要各国更广泛支持实施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的观测和资源要求；

(4)

向GCOS指导委员会及其专家组以及秘书处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

决议12 (Cg-15)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大会，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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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96)，

(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07)，

(3)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60)，议题
3.2，

(4)

第十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02)，议题3.2，

(5)

决议7(Cg-1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6)

决议11(Cg-14)— 世界气候计划服务(包括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和 世界
气候应     用和服务计划)，

(7)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和WMO战略计划，

(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
(1)

气候学委员会和其他WMO技术委员会(特别是基本系统委员会及仪器和观
测方法委员会)，以及WMO发起的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尤其是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继续开展的合作， 气候学委员会和WMO空
间计划以及WMO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等交叉性计划之间已经建立的
联系和协作，

(2)

2003-2007年间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取得的进展，特别是：
(a)

通过援助和能力建设，帮助会员实现从CLICOM到现代化的气候资料管
理系统的过渡，

(b)

帮助会员保护濒危的珍贵气候记录，例如纸张和落后的电子媒介记录
的资料，并协调了若干个资料拯救项目，

(c)

发表年度新闻稿、全球气候报告以及文件，

(d)

组织气候监测系统和气候变化指数培训研讨会，以帮助各国气象水文
部门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国家报告做出有益的贡献，

(e)

编写如何提高气候观测要求和标准、资料管理、元数据以及资料均一
性和资料拯救及气候监测的指南及教材，

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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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会员的不同决策层，各种时空尺度气候系统的监测、评估以及预估正成
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

(2)

高质量的气候观测和数据集对理解和监测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实施气候
应用和提供预测服务至关重要，

(3)

能否获取气候资料同资料的收集和归档同样重要，

(4)

需要鼓励会员向国际社会提供CLIMAT和CLIMAT TEMP报告，

(5)

需要继续努力实现CLICOM向气候资料管理系统的过渡，以有效地满足所
有会员的要求和新安装的气候资料管理系统的升级和维护方面的新需要，
以及通过实施资料拯救项目使资料得到有效保护，

表示：
(1)

(2)

对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在以下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a)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建立了协调一致的气候系统监测；

(b)

在气候变率和变化指标的开发和使用方面同气候模拟界建立了更加紧
密的联系；

(c)

用所有WMO正式语言发表WMO全球气候状况报告；

(d)

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高气候资料的管理；

(e)

举办资料拯救讲习班和项目，增加会员和全球中心数据库的观测数
据；

(f)

同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合作，出版了世界天气记录1981-1990和世
界天气记录1991-2000；

(g)

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WWW合作，组织CLIMAT和CLIMAT TEMP报告讲习
班；

对气候变化等气候系统监测仍然受到资料不足或无法获取资料的困扰，以
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能力持续不足等问题表示关切；

决定继续实施世界气候资料核监测计划，重点放在：                  
(a)

通过实施气候资料管理系统改进气候数据库，并提高数据库的利用；

(b)

开展资料拯救项目，并扩大对其他需要拯救的资料储存介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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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定期出版报告继续气候系统监测，并提高气象水文部门内部对网
络气候系统监测的使用以及以更有效的方式运用遥感数据和产品；

(d)

通过组织讲习班、研讨会、会议以及在条件合适时开发远程教育能
力，将已出版的指南内容转化为知识；

(e)

同WWW、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以及其他WMO计划合作，促进气候监
测，特别在 发展中国家；

敦促所有会员，特别是捐助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积极参与世界气候
资料和监测计划的实施和运行，特别是：
(1)

继续尽可能地实施、维护和提高气候观测网络，以进行国家、区域和全球
的气候分析；

(2)

开展、更新、维护国家气候档案数字化，并提高档案资料的利用率；

(3)

提高生成更高质量和更多类型的产品和服务的气候监测能力；

(4)

参与新气候数据管理系统和技术的安装和使用；

(5)

促进会员之间的资料交换，并通过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以及WWW一起组
织如CLIMAT和CLIMAT TEMP报告之类的讲习班，提高会员的能力；

要求秘书长：
(1)

必要时帮助会员克服实施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计划中遇到的困难，特
别在气候监测系统、气候资料拯救以及资料管理等方面；

(2)

帮助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气候学委员会推动本决议的实施；

(3)

使所有有关各方关注本决议。

决议13(Cg-1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项目
大会，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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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96)，

(2)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60)，议题3.2
和决议11(Cg-14)─世界气候计划的服务(涵盖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及世
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3)

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02)，议题3.2
和决议8(Cg-13)─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项目，

(4)

WMO气候变率和变化：认识不确定性和风险管理大会的报告草案(2006年7
月17-21日，芬兰埃斯波)，

(5)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和WMO战略计划，

(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科技咨询附属机构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
和适应内罗毕五年工作纲要，

(7)

Cg-14对实施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CLIPS) 项目面临资金紧张表示关切，

(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
(1)

气候学委员会、其他WMO技术委员会和WMO关于气候服务交叉性问题的
计划之间继续合作，

(2)

在2003-2007年期间，通过加强伙伴关系，扩大区域气候展望论坛活动，组
建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联络员网络，开办培训班包括开发气候信息和预测
服务大纲，在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WCASP)/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方面
取得进展，

(3)

气候学委员会的新结构有助于确定针对关键应用领域的气候方面风险管理
策略，

考虑到：
(1)

气候信息和预测对社会经济决策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

有效的气候服务必须针对有关决策领域的需要和需求，针对实际决策环境
而开发，

(3)

会员需要利用科研成果和新技术进步，提供可靠的、业务化的气候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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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区域合作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加
强为季节至年际气候预测所提供的气候监测服务，

(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气候专家需要培训，需要最新的课程，并需要获得最
新的科技信息，

(6)

有效地开展国内和区域内气候服务可提高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能力，为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科技咨询附属机构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
适应内罗毕五年工作纲要做出贡献，

赞同气候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通过的开放计划领域 3和开放计划领域 4的新
结构，及列出的工作重点；
决定：
(1)

实施、开展和维持WCASP/CLIPS活动对实现WMO战略规划的目标，对加
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气候服务至关重要；

(2)

因此，应继续实施WCASP/CLIPS，重点放在：
(a)

支持气候学委员会 CLIPS和应用及服务开放计划领域组的工作：
(i)

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密切合作，协助获得气候预测科研方面
的最新进展并投入业务，协助确定气候预测方面的进一步科
研需求；

(ii)

促进与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WWW GOS和与气候学委员会开放计划领域1和2 – 气候应用
和服务的资料需求 – 的联系；

(iii)

确定开发气候服务和产品方面的最佳做法，包括检验方法、
和与用户的联系；

(iv)

针对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评估开发共识性方法；

(v)

促进在关键的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

(b)

促进区域气候展望论坛，组建和协调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联络员网
络，和区域气候中心的气候服务；

(c)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发展跨机构和跨学科的伙伴关系；

(d)

通过定期新况简讯协调对全球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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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与教育和培训司合作，通过培训、制订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培训大
纲，实现能力建设；

(f)

促进发表气候学委员会专家组成果，并与伙伴一道编写宣传材料；

与气候学委员会合作制定包括所有相关WMO项目的执行计划，指导CLIPS
未来的发展并建立交叉性CLIPS指导机制；

强调在所有WCASP/CLIPS努力中，将特别重视：
(1)

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

(2)

所有会员对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气候方面的需求；

(3)

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气候服务在支持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
应内罗毕五年工作纲要方面的作用；

敦促所有会员和区域协会个别地并通过适当的多国和跨机构协议的形式：
(1)

促进并参与酝酿针对区域气候中心、区域气候论坛、培训、用户联络和宣
传等方面的可持续融资机制；

(2)

设立机制，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持续地提供最新的、高质量的气候信息和
预测服务；

(3)

将CLIPS大纲纳入其国家和区域培训活动；

(4)

通过WMO预算外捐款补充资金，满足全球范围进一步酝酿和实施WCASP/
CLIPS活动的需求；

(5)

向秘书长通报有关其CLIPS方面的计划和活动；

要求秘书长：
(1)

利用第十五次大会通过的2008-2011年计划和预算中现有的财务灵活性，支
持WCASP/CLIPS活动的规划、酝酿和实施，特别是：那些针对减轻气候灾
害脆弱性方面的活动；气候风险管理方面的活动；可持续的区域气候论坛
方面的活动；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内罗毕五年工作纲要
方面的活动；

(2)

促进发展合作和区域活动司及自愿合作计划对WCASP/CLIPS活动的支持，
特别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能力建设和培训方面；

(3)

利用预算外资金，诸如气候和大气环境活动信托基金，支持WCASP/C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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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实施；
(4)

确保WCASP/CLIPS的活动与WMO其他有关计划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协调，
特别是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世界天气监视网、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农业气象学计划、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THORPEX、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区域计划、教育和培训计划、预防和减轻
自然灾害计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5)

确保会员和所有相关国际组织重视“WMO气候变率和变化大会：认识和管
理不确定性”的成果，并进一步确保与气候变率和变化相关的交叉和多学科
问题上的合作；

(6)

向气候学委员会第15次届会(2009)提交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执行计划草案供
审议，并向第16次大会(2011)提出适当建议。

(7)

提请所有各方重视此项决议。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8(Cg-13)并部分取代决议11(Cg-14)，后两者不再有效。

决议14(Cg-1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02)，

(2)

决议10(Cg-1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及第14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所采取的
相关行动，

(3)

决议12(Cg-14)- THORPEX：一个全球大气研究计划，

(4)

WMO 战略计划，

(5)

有技巧水平高的高影响天气预报是21世纪最大的科学和社会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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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蒙特利尔耗损臭氧层物质议定书及其修正案、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长距离垮境空气污染公
约及其它有关环境的公约，

考虑到：
(1)

公众普遍对全球、区域和地区的气候、天气及环境问题有了更高的意识和
关注，

(2)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天气预报，尤其是预报那些对社会经
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3)

在联合国系统内，WMO有责任就全球大气、天气和气候状况及特征提出权
威的科学意见，

(4)

大气在环境问题中的核心作用，它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首要问题，并将在
本世纪继续受到关注，如全球温室气体的增加和气溶胶对天气及气候的影
响、平流层臭氧耗损和紫外线辐射的相应增加、污染物长距离输送、空气
质量和污染物沉降的影响，

(5)

数值天气预报研究和业务日益要求增加气溶胶、臭氧及其前兆气体，以提
高预报准确率及促进产品和服务，

(6)

越来越需要朝着环境预报转变，主要通过利用作为核心动力的传统的数值
天气预报系统，与其它模拟子系统相耦合，同时考虑社会经济的影响，这
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仅限于天气的预报，

(7)

WMO全球大气监测网(GAW)计划的实施要结合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测
(IGACO)战略，其任务是：通过维护和应用全球长期大气化学成分和特定
物理特征的观测资料；强调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以及提供适合用户需求
的综合产品和服务，来减少环境对社会的风险，并满足环境公约的需求；
加强气候、天气和空气质量预报的能力；以及促进科学评估以支持环境政
策，

(8)

GAW大气化学综合观测的重点主要是温室气体、臭氧、紫外线辐射、气溶
胶、特定活性气体和降水化学，并为IGACO其它变量的测量提供支持，

(9)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有可能通过其分布广泛的监测系统基础设施和在诸如具
有四维资料同化技术的数值模拟和实时资料提供等领域的专业科技知识，
不断促进综合观测，

(10)

在支持UNFCCC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第二份充分性报告中，指定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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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气溶胶和臭氧为基本气候变量，GAW全球CO2和CH4监测网络是全球
气候观测系统的一个综合网络，
(11)

WMO在环境问题方面所发挥的国际协调作用正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这不
仅由于活动层面的增加，而且还由于在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方面需要
吸收更多的学科领域(气象学、大气化学、水文学、海洋学、生物科学和人
类健康)以及合作伙伴组织，

(12)

第13次大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一致认为，有必要开展GAW城市
气象环境研究活动，此类活动旨在促进空气质量预报、扩大GAW测量、加
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一些重要部门(包括卫生部门)的伙伴关系，

(13)

虽然由于大气观测技术、资料同化方法、新数值模式方程、集合技术的利
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改进，使预报技术得以不断提高，但仅具备预报高影响
天气事件的能力仍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14)

大气科学委员会(CAS)第14次届会及其管理组决定，在CAS世界天气研究
计划(WWRP)开放计划领域组下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WWRP战略计划，将
WMO会员在THORPEX、热带气象学、中尺度天气预报、临近预报、验证
和社会及经济效益方面的活动与合作伙伴在全球预报研究和地球观测方面
的活动相结合，

(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研究方面需要支持，

决定：
(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实质内容应遵循在决议27(Cg-15)下通过的WMO战略
计划，其主要贡献集中于下列预期结果：
1.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能力；

2.

提高会员提供更准确的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3.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的水文预报和评估的能力；

4.

整合WMO观测系统；

6.

提高会员多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的能力；

7.

提高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及服务的能力；

8.

会员和伙伴组织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更广泛地使用天气、气候和水的
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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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
的能力；

(2)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应着重于： WWRP包括THORPEX; GAW包括IGACO
的实施; 如WMO战略计划指出的，会员间适用技术和已验证方法的转让；

(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各个部分应纳入教育和培训工作；

(4)

在实施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过程中，WMO应继续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
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它相关机构开展相应的合作；

要求会员：
(1)

尽一切可能支持实施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将高优先重点放在GAW和
WWRP，包括THORPEX，例如通过向诸如THORPEX信托基金等适当的信
托基金捐款的方式；

(2)

保持GAW在开发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方面的核心作用；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主席：
(1)

利用技术战略计划，安排制定和实施WMO在GAW和WWRP方面的活动，
包括THORPEX；

(2)

鼓励CAS会员参与和促进THORPEX及其信托基金，并促进国际THORPEX
核心指导委员会的活动；

(3)

与WMO其它相关计划，特别是与WCRP和国际组织协调大气研究和环境计
划实施方面的活动；

(4)

确保大气科学委员会通过其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组，继续协助会员进行充分
的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5)

为提供关于教育和培训计划的支持和建议作出安排；

(6)

为了WMO会员的利益，鼓励并协调社会-经济研究和开发活动及研究，以
提高环境预报产品的价值；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根据WMO战略计划，在可用预算资金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全面实
施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2)

支持大气科学委员会及其它有关机构制定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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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

通过大气科学委员会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开放计划领域组及世界天气研
究计划开放计划领域组，继续发挥其与WMO其它有关活动协调GAW和
WWRP的作用；

要求秘书长：
(1)

在可用预算资金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施本计划；

(2)

支持THORPEX国际计划办公室、协助WMO会员在THORPEX方面的国际
协调工作，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会员使用有关THORPEX的预报产品；

(3)

尤其重视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4)

在可用预算资金内，通过促进科学家的培训与交流，并提供所需的建议、
指导和服务，帮助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员参与本计划；

(5)

通过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建立和保持WMO与各机构、
工作组及研究机构(如地球观测组、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国环境署、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及其它机构)的合作，这有助于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基于研究的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且有助于从这些机构和其它国家及国际机构以及会
员处寻求进一步的财政支持。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10(Cg-13)，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15(Cg-15)

平流层臭氧观测
大会，
注意到：
(1)

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及其有关的议定书，

(2)

第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416)，总摘要第
3.2.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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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第27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417)，总摘要第
3.3.7.3段，

考虑到：
(1)

WMO是一个国际组织，有科技能力和经验来协调大气臭氧研究，特别是协
调有关实施和检验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的研究，

(2)

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长期影响臭氧变化，因此有必要将此类变化
与自然发生的变化加以区别，而且有必要评估臭氧变化产生的后果，

(3)

根据维也纳公约及其破坏臭氧层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四年一次的臭氧耗
损科学评估至关重要，

(4)

需要能提供臭氧总量及其垂直分布资料的综合大气臭氧观测系统，以及此
类资料在大气环流研究及其它各空间和时间尺度气象现象研究中的价值，

(5)

GAW全球地基臭氧总量和垂直廓线观测站网需要对臭氧仪器进行区域间和
区域内的仔细标定和标准操作程序，

(6)

趋势、臭氧转变和臭氧恢复的可靠探测以及卫星观测验证主要依靠长期的
高质量臭氧总量观测，

(7)

在未来几十年，继续运行目前的全球大气监测全球臭氧网络，弥补网络的
重大不足对于检验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的卤烃排放控制的有效性至关重
要，

要求会员：
(1)

利用地面仪器、探测气球、飞机和卫星，建立、改进或恢复并保持臭氧观
测(包括在北极和南极的观测)。观测计划应该持续足够长的时期，以便进行
气候研究；

(2)

通过将观测与WMO世界参考标准相结合，按照测量指南，以及通过对臭氧
总量仪器进行国际常规标定，来保持GAW协调的全球臭氧测量的一致性，
并要求会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以使它们能够参加此类标定；

(3)

通过进行辅助观测(如温度、气溶胶消光)和所需的有关研究(如更好的算
法)，来改进资料的修正；

(4)

着手测量与臭氧化学有关的大气微量气体；

(5)

促进研究工作，以便能够对控制臭氧分布和变化的物理、化学、动力、辐
射、生物和人类因素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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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气候适合且拥有高精度、维护良好的臭氧分光光度计的站点，开始或继
续实施有关认真进行“Umkehr” 观测的常规计划；

(7)

在确定有必要的资料稀少地区建立更多的臭氧总量测量站，以建成全球网
络。为此，向其他会员出借调或捐赠闲置的Dobson或Brewer臭氧分光光度
计，包括有关的参考文件和进行适当的培训；

(8)

特别是通过向加拿大多伦多的WMO-GAW世界臭氧和紫外线辐射资料中心
发送资料以及向全球电信系统/WMO信息系统发送近实时资料，在资料存
储和臭氧总量资料更快交换方面进行合作；

(9)

尽可能继续使用臭氧分光光度计进行臭氧总量监测，至少在拥有长期高质
量资料记录的站点进行监测，并确保从一种仪器切换至另一种仪器时能有
充分的监测重叠，以避免资料集出现中断和非均一性；

(10)

促进有助于WMO臭氧公报及WMO/联合国环境署四年一度臭氧耗损科学评
估的观测、分析和研究；

(11)

参加三年一次的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缔约方臭氧研究管理人员会议，并
提供建议改进全球大气监测网臭氧观测系统；

(12)

为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研究和系统观测信托基金作出贡献；

敦促拥有卫星的会员将有效的大气臭氧传感器加载至未来的宇宙飞船上，
并保持尽可能长时间持续臭氧测量，向所有相关用户提供选定的垂直臭氧廓线和
臭氧总量值；
要求区域协会至少指定并维护一个臭氧总量测量仪器作为大气臭氧观测的
区域标准，并确保有关的观测站装有相应的设备；
要求CAS主席继续审议大气臭氧测量和研究计划，并随时对改进计划提出
进一步的建议；
要求秘书长：
(1)

采取必要措施支持这些活动；

(2)

使所有有关方面注意本决议，并在有限可用资源内提供帮助实施本决议。

注： 本决议是决议14(Cg-1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补充，并取代决议7(EC-39)
和决议3(EC-56)，后两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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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6 (Cg-15)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3 (Cg-14) –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2)

决议28 (Cg-14) –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

(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07)，

(4)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06)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17)，

考虑到：
(1)

提供公共天气服务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是社会受益于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工作的一条重要渠道，

(2)

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对准
确、及时和易懂的预警和预报的需求越来越高，

(3)

需要不断增强会员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

(4)

决策者理解并将预警信息转换成有效行动的能力是实现减轻灾害风险的重
要组成部分。

决定通过在决议27(Cg-15)WMO 战略计划中所述的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的实
质内容 ；
敦促会员：
(1)

继续配合和支持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的实施，同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通过
确保提供有效的服务、提高公众意识以及对服务需求作出响应的方式加强
国家公共天气服务工作；

(2)

改进与用户群体和利益攸关方的协调和沟通；

(3)

衡量通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工作，公共天气服务对用户的社会经济效
益，并向政府展示这些效益，以便确保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应有的支持；

要求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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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继续协助会员在其国内实施公共天气服务，尤其要高度重视培训需求；

(2)

确保供共天气服务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和实施，以及该计划能全面地促进
WMO在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3)

协调WMO相关计划，继续有效地促进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各项目标的实现并
促进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13(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17 (Cg-15)

农业气象学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4 (Cg-14) – 农业气象学计划，

(2)

决议11 (EC-55) –农业气象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报告，

(3)

实施该计划的进展(包括干旱和荒漠化)，

(4)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1014号) ，

(5)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6)

WMO战略计划 ，

在防止荒漠化，缓解干旱以及将农业气象学运用到可持续耕作系统发展的
方面，对为帮助会员采取的行动表示满意；
认识到：
(1)

在许多国家粮食生产和粮食自给自足继续是高优先，

(2)

为了维持农业发展，需要农业气象产品、服务和应对战略，用于有效的短
期日常耕作决策和前瞻性长期农业战略规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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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仍然迫切需要改进农业生产和保护其资源基础，减少损失和风险，降低成
本，提高水、能源和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利用率，提高产品质量以及降低农
药和其他可能导致环境恶化制剂的污染，

(4)

由于荒漠化、干旱、洪水和其他极端事件造成的农业减产继续影响着很多
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社会已决定采取措施来防止荒漠化、
干旱、洪水和其他极端事件，并开发可持续的农业体系，
赞同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关于实施农业气象学计划的决定；

敦促所有会员：
(1)

积极合作并为实施农业气象学计划提供所有可能的支持；

(2)

合作研发真正多学科交叉的气候相关风险管理计划，以促进用户相关信息
的交换和互相学习；

(3)

将气候信息应用看作社会提前响应气候风险的重要步骤使其制度化；

(4)

继续推动气象、气候、水文和海洋资料信息在执行农业、畜牧业、林业和
渔业活动和计划中的应用，同时考虑到农业气象学计划，包括荒漠化、干
旱及科学和实践领域中的气象和农业发展问题；

(5)

通过教育和培训计划传播知识和方法，发展本国的农业气象服务；

(6)

促进面向农业生产的农业气象服务，以促进农业生产的业务和研究活动为
重点；

(7)

加强农业气象服务支持系统，重点围绕网络观测、资料和信息管理、以及
推动服务的技术发展；

(8)

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农业的优先问题，例如：水质和供水、气候变化、气
候变率和自然灾害；

(9)

采用有效的农业气象资料和产品交换，以及向农民分发信息和警报的方
法；

(10)

主动向国家蝗虫控制中心提供资料和预报，对它们的控制作业提供帮助；

决定农业气象学计划的实质内容应遵循在决议27(Cg-15)中通过的WMO战略
计划，其主要贡献在于实现以下预期结果：
6.

提高会员在多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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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高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服务的能力；

8.

会员及合作组织更广泛地使用用于决策和实施的天气、气候和水资源
产品；

9.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
的能力；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帮助下，推
动、指导和协助实施农业气象学计划；
要求秘书长，
(1)

利用现有的预算资源，采取必要的行动帮助会员实施农业气象学计划中的
优先活动，正如WMO战略计划中提到的，包括在国家层面帮助会员防止荒
漠化，缓解干旱影响以及将农业气象学运用于可持续农业系统的发展；

(2)

协助各区协和其附属机构实施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农业气象优先活动；

(3)

继续与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合作和协作实施WMO战略计划，特别是在农业
气象教育培训领域，以及编写有关提高农业和林业管理规范指南；

(4)

每年向执行理事会提交进展报告和未来的建议；

(5)

向第十六次大会提交进展报告和未来建议。

决议18 (Cg-15)
航空气象学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5 (Cg-14) —- 航空气象学计划，

(2)

航空气象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18)，

(3)

建议1(CAeM-12) —  航空气象学计划的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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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
节略报告(WMO-N   1007)，总摘要第3.4.3.1段)要求秘书长尽力为该计划增
加资金，

考虑到：
(1)

作为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航空气象在保障安全的同
时需要提高为航空提供服务的效率，

(2)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提供及时、精度不断提高的服务和采用经国际标准组
织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方面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

(3)

此类计划需要稳定的资金基础，这可以通过对直接和适当的政府资金的承
诺来获取，或者通过公认的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原则获取，

(4)

在一些区域的国家和跨国空中交通管理部门正在积极考虑对空域结构进行
审议，因此可能需要依照变化的空域结构为航空提供航空气象服务，

(5)

这种对新情况的适应要求会员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上加强合作，以及与国
际民航组织计划和实施区域组进行合作，

(6)

这种服务提供上的改变可能影响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经济和组织基础，并
需要对很多活动进行协调，包括培训、能力建设、科学发展和基础设施投
资，

(7)

航空气象必须在交叉性活动(如防灾减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给予支持，航空对这些国家
是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决定：
(1)

WMO航空气象学计划应有适当的资金支持，以使它能解决摆在面前的紧迫
的新问题；

(2)

航空气象学计划应构成新的WMO战略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为支持培训、实施成本回收、能力建设和支持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高优先活动提供足够的额外资金；

敦促所有会员为实施航空气象学计划积极合作，使其为专家组工作的人员
奉献出他们的精力和技术；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和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帮助下对
航空气象计划的实施提供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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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区域协会：
(1)

在必要时建立专门小组，以便与航空业、相关的国际民航组织的计划和区
域实施小组密切合作，制定航空气象实施计划，并协助实施这些计划。

(2)

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协助这些组。

要求秘书长：
(1)

协助此类小组的建立，并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上高度重视培训和能力建
设；

(2)

在建立这些小组的过程中与国际民航组织，非洲与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
局，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航驾驶员协会联合会，国际空中交通控制
员协会联盟，区域和国家航空气象监管机构和服务提供机构，以及用户代
表进行合作；

(3)

以交叉方式促进这些区域计划纳入WMO战略计划和WMO秘书处运行计
划；

(4)

提请所有相关机构关注本决议。

决议19(Cg-15)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6(Cg-14)—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活动计划，

(2)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二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
最终节略报告(WMO- No. 995)，

(3)

建议2(JCOMM-2)－JCOMM业务海洋产品和服务的发展，

(4)

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
告(WMO-No.1007)总摘要，第3.4.4.2段)，要求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
象学委员会(JCOMM)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的海
啸预警和减灾系统的各政府间协调组织进行合作，继续开展WMO当前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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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工作，包括海啸监测及减灾系统和服务新领域，
考虑到：
(1)

国家气象部门需要继续与国家海洋部门和机构一起付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使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满足国家、区域和国际的需求，

(2)

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将为国家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对海上生命安全也
十分重要，

(3)

这些目标，以及对全球海洋与气候监测和研究计划的支持需要符合资料处
理、质量控制和存档国际标准的多学科海洋资料管理，

(4)

只有继续并加强与代表用户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实体的合作，如与国际
海事组织、国际航道测量组织、国际油气生产商协会、国际航运商会、国
际干货船东协会和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等，才能实现上述各项目标，

(5)

应通过有活力的培训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能力建设战略的方式实现
上述各项目标，该战略妥善地适用于每个会员，从而产生一整套完全有效
的海洋气象服务，以满足国家、地区和国际的需求，

(6)

通过最佳利用适用技术和机遇，例如实地海洋资料和各种新的遥感平台以
及业务模式，使海洋气象学及海洋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实施取得进展，

(7)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在WMO交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WMO信
息系统、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和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它们的海洋资源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对海洋相关灾害的海岸脆弱性
评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

当前会员为对实施初步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捐助仅占所需数额的58%，
以当前捐助资金的水平尚无法实现海洋系统组成部分的全球覆盖，

决定：
(1)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实质内容应与在决议27(Cg-15)下通过的WMO战略
计划相一致，其主要贡献侧重于以下预期结果：
1．

加强会员制作更好天气预报和警报的能力；

2．

加强会员提供更好气候预测和评估的能力；

4．

WMO观测系统的的整合；

5．

WMO信息系统的研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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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强会员在多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方面的能力；

7．

加强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与服务的能力；

8．

天气、气候和水资源产品广泛用于会员和伙伴组织的决策和实施；

9．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
的能力；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应当根据新的WMO战略计划和上
述的预期结果，并应帮助会员改善服务的提供，包括：
(a)

与用户紧密合作开发新的海洋业务预测和预警系统，

(b)

与相关会员协调，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建立的政府间框架和结构内
建立区域海啸警报系统，

(c)

与相关会员协调，维护和运行这些系统的战略，

(3)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应得到加强和拓展，以解决新的和紧迫的挑战，特
别是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合作，在减轻灾害风险以及海岸管理的相关海
洋灾害范围方面；

(4)

在第15次大会批准的预算框架内以及从预算外资金中为培训领域、能力建
设及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高优先活动寻求额外资助；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WMO/IOC联合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委员会、有关的技术委
员会、区域协会的协助下，推动、指导和帮助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实施，并
为该委员会的秘书处寻求更多的预算外支持。在通过捐助获得活动资金后，执行
理事会应当考虑要求秘书长建立可用于海洋观测系统维护的信托基金或其他适当
机制；
敦促有关会员确保其工作人员奉献出精力和专门知识，以便开展积极合
作，并且通过以下方式为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实施及该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一
切可能的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资源，还是实物支持：
(1)

加强其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包括根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要求为支持
海上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供的基本服务以及面向各类海洋用户群的专业服
务；

(2)

在WMO信息系统的概念和发展框架内，继续和/或扩大其对海洋气象资料
收集和存档的贡献，包括相关的元数据、使用现代化通信设施收集和分发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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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海洋遥感资料的应用拓展到服务提供和全球气候研究方面，并帮助发展
中国家获取和最大程度地使用这些资料；

(4)

帮助发展中国家充分履行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下的责任并从中全面受
益，特别是通过加强专业培训设施及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5)

通过支持并鼓励专家及有关官员参加WMO/IOC联合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委员
会休会期间的各项活动并为此做出贡献，如：参加该委员会专家组及主要
附属机构的工作，或为支持该委员会工作计划而制定或开展的国家活动；

(6)

利用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获得的部分资金开展当地的研究计划和加强
当地的服务；

(7)

支持WMO和IOC提倡的区域示范项目的实施，如作为综合海岸带管理一部
分的海洋海岸带灾害防范，尤其在遇到极端事件的情况下(如风暴潮、高浪
和/或涌浪)、海洋响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分析；

(8)

增加对实施初期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捐款，并与WMO/IOC联合海洋气象和
海洋学委员会合作管理这类捐款，

要求WMO/IOC联合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委员会联合主席：
(1)

确保委员会在海洋气象和海洋学领域中满足会员的技术需求方面发挥牵头
作用，包括通过与专家的合作努力，继续执行关于编写和更新各种海洋气
象和海洋管理指南的政策；

(2)

委员会继续努力加强WMO在海洋气象和海洋学领域的作用；

(3)

妥善安排WMO/IOC联合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委员会为WMO计划做贡献；

要求秘书长：
(1)

协助计划的实施，特别是把重点放在培训和能力建设的需求上；

(2)

根据WMO的战略计划，在WMO的交叉性活动中促进该计划的全面整合；

(3)

与IOC相关计划和国际组织一道为在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下的协调活动作
出安排，特别是通过WMO/IOC联合海洋气象和海洋学委员会对可持续观测
平台和国际海啸警报系统的资料传递业务进行协调，它们构成全球综合海
洋观测系统的整体组成部分；

(4)

与会员和空间机构共同努力，确保相关空基与实地海洋观测系统有更好的
连续性和交叠，并使试验观测系统转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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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协助这些活动的实施；

(6)

寻求进一步加强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与其它WMO计划及技术委员会的合
作；

(7)

必要时寻求预算外资金，以促进本计划的实施和WMO/IOC联合海洋气象和
海洋学委员会的工作；

(8)

提请各有关方注意本决议。

注：该决议取代决议16(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20 (Cg-1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7 (Cg-14) —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2)

决议 20 (Cg-12) —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WHYCOS)，

(3)

决议21 (Cg-12) —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 (GRDC),

(4)

决议25 (Cg-13) —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5)

决议4 (EC-57) —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6)

水文学委员会主席提交Cg-15的报告，

(7)

2006年3月16-22日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四次世界水论坛部长宣言的声明认
识到“一些国内和国际政策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在所有层面上促进和协助能
力建设与合作，以减轻与水有关的灾害，内容涉及灾害的预防、备灾、风
险评估、社会意识、灾后重建和反应能力”，

进一步注意到：
(1)

联合国大会宣布从2005年3月22日起，2005年至2015年为“生命之水”国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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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十年，
(2)

淡水的日益匮乏、水质问题和滥用给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3)

近来，导致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上升的水相关灾害频率的增加威胁到可持
续发展，

(4)

对于为制定水资源综合管理及水效率计划所做的任何重大努力而言，有效
的水资源评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5)

尽管可以获得有用的技术，许多国家仍然无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评估
和管理其淡水资源，以及为免受与水有关的灾害提供保护，以及对气候相
关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作出响应，

(6)

全球变化的挑战，包括气候变率和变化，要求水文学家和负责水资源管理
的专家做出响应，

(7)

由前几次大会确定的在水文、气象和气候团体间开展合作的要求仍然是一
个优先重点，

(8)

为了应对由大多数与水有关的问题提出的各种挑战，跨学科方法以及使当
地社团参与进程显然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
(1)

由国家水文部门提供有关水资源状况的信息，水文系统对所采取的行动做
出响应并监测其影响，这些对于各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至关重
要，

(2)

国家水文部门对于旨在减轻洪水、干旱、荒漠化和热带气旋影响的活动也
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这些现象在水文资料的收集、分析和应用中引发
了一些特殊问题，

(3)

许多国家的国家水文部门资金不足，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近年来政府指派给
它们的更广泛的职责，应当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加强其能力建设，

(4)

最近一段时期，在水文和水资源方面已研发出一些新的技术，因此有必要
对这些领域的教育和培训计划进行大幅度更新，并编写足够的新的指南材
料，以帮助各国采用这些新技术，

(5)

WMO谋求为会员提供帮助，特别应当使国家水文部门能够履行基于上述考
虑而赋予它们的职责，

(6)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为WMO在水文和水资源领域中各项活动的所有科学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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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提供了框架，
决定：
(1)

将WMO战略计划阐述的要点作为水文的实质内容；

(2)

WMO应当在金融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的支持下，继续努力发展并实施作为
该计划组成部分的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

(3)

同意由水文学委员会第12次届会通过并获得执行理事会第57次届会赞同的
WMO教育和培训战略，并鼓励该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该战略得
到有效落实；

(4)

WMO应当继续倡导在国家和国际流域中广泛采用洪水综合管理方法；

(5)

WMO应当继续在UN-水(联合国系统的机构间协调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6)

WMO应当谋求进一步改进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水
文学计划的协调，并谋求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

(7)

WMO应当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与WMO其他计划的合
作；

提请会员：
(1)

通过鼓励各国与水部门有关的其他机构参与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活动，在
国家层面上拓展与水行业的更广泛联系；

(2)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继续全力支持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四个分计划的实
施；

(3)

为水文、水文气象和气象部门做出安排，使它们能够继续在水资源评估和
管理的国家及国际计划的实施中进行合作、参与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的实
施，以及为执行旨在改进国家气象部门与国家水文部门洪水预报合作的战
略和行动计划建议的行动提供支持；

(4)

利用水文学和水资源方面的新技术总体改进测量和水资源评估；

(5)

安排会员国的水文和水文气象部门及其科学机构为实施WMO的“水文和水
资源教育与培训战略”提供帮助；

(6)

为那些涉及区域水文和水资源的WMO区域培训中心的建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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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实施由WMO推动的洪水综合管理等领域的示范项目，加强国家气象部
门与国家水文部门为改进洪水预报的合作，分析气候变率和变化对水资源
的影响；

(8)

在共同享有的江河流域建立或继续水文、水文气象和气象部门与区域和次
区域层面上的其他水相关机构的合作；

(9)

参加水文和水资源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并提供帮助；

(10)

为水文信托基金和自愿合作计划基金提供捐助，以支持水文和水资源能力
建设活动的实施；

要求水文学委员会主席：
(1)

通过与委员会专家的协作努力来编写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指南材料，这项
政策特别应当继续下去，这将确保委员会在满足会员对水文和水资源的技
术需求方面发挥牵头作用；

(2)

确保本委员会提供一项有关其在水文学和水资源方面活动的战略行动方
法，以发展未来的共同和共享前景，并根据发展情况调整行动；

(3)

继续委员会有价值的工作，这些工作将加强WMO在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作
用，以及确保委员会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专长；

(4)

酌情安排该委员会为WMO的其他计划在以下领域做出贡献，如发展全球综
合观测系统、质量管理框架和WMO信息系统，同时视情把水文界的要求提
交给那些计划；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水文学委员会的帮助下开展对水文和水资源计划实施进
展的定期评审，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行动；
要求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视情和在现有预算资金内：
(1)

鉴于越来越需要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更多地参与解决世界水问题，安排水文
和水资源计划的实施；

(2)

根据决定 (1)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为水文学委员会和所有与该计划的实施
有关的机构提供帮助；

(3)

继续提供帮助，以支持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会员在
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培训活动；

(4)

继续为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区域活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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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继续同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17 (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21 (Cg-15)

关于加强国家气象与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
大会，
注意到：
(1)

WMO洪水预报倡议项目综合会议的最终报告，

(2)

由2006年11月20-2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WMO 洪水预报倡议项目综合会议制
定并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家气象与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的
战略和行动计划执行摘要(见本决议的附录)，

进一步注意到：
(1)

从事天气和水文预报的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专家广泛参与了在
WMO洪水预报倡议项目框架内组织的八次区域研讨会，以及出席WMO洪
水预报倡议项目综合会议的代表所展示的高水平专业技术，

(2)

近年来与洪水有关的重大灾害的发生频率有所上升，以及国际上对于把工
作重点从响应政策转变为预防政策的效果普遍表示认同，

考虑到：
(1)

改进气象和水文团体间的合作将使最先进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的洪水预报规范得到改进，

(2)

尽管普遍认为这种合作是必要的，但成功的实例只是一些例外，在某些区
域不具普遍性，

决定同意关于加强国家气象与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的战
略和行动计划；
要求秘书长酌情在现有预算资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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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为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

(2)

促进对一些WMO相关计划的活动的评审，这些活动的贡献十分重要，其活
动领域能够对改进旨在实施该战略的洪水预报规范产生影响；

(3)

支持示范项目，如全球范围山洪指导系统的实施；

(4)

建立适用的协调机制来制定详细活动计划，并研究水文学和气象学覆盖面
问题，但不局限于山洪预报和预警，包括来自水文学委员会、基本系统委
员会、世界天气监视网、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及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
参与人员；

(5)

邀请其他联合国相关组织和国际机构参与战略的实施；
要求水文学委员会主席必要时与其他技术委员会主席协调：

(1)

确保委员会提供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以支持开发新的和改进的洪水预报产
品；

(2)

确保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建立必要的协调关系，以便对战略不断进行审议，
以及制定和执行实施计划；

提请会员：
(1)

采取所有制度、法律和财政方面的措施，为在流域﹑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实
施战略创造必要的有利环境；

(2)

保证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密切协作，为它们的灾害管理机构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持；

(3)

为自愿合作计划和水文信托基金提供捐助，以支持战略的实施。

决议21 (Cg-15)的附录

洪水预报倡议项目

为改进洪水预报开展的国家气象与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
战略和行动计划
执行摘要

202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概要
1.
洪水预报为减少洪水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工具，由此为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做出贡献。资料收集的进步、模式的不断开发、标定和检验等有助于改进
预报的准确率。气象预报的最新进展使得有可能延长洪水预报的时间提前量。及
时和可靠的预报十分有助于对灾害风险管理的响应。然而，这需要多学科(气象、
水文和应急管理)的共同努力。
2.
目前，许多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还没有足够的手段或必要的知识
在洪水危急形势下拓宽预报服务，并与灾害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的沟通。因此，国
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需要一种战略/协调的方法开展密切合作，利用现代化
的预报技术，改进水文预报产品并提供更好的服务。

范围
3.
由于认识到须改进国家气象部门探测洪水紧要形势的能力，以及改进国
家水文部门利用气象预报信息的能力，2003年4月发起了WMO洪水预报倡议项
目。该项目范围内的主要活动包括通过一系列为各区域组织举办的区域研讨会(八
次)，全面分析当前会员国洪水预报系统的强势与不足，共有来自85个国家从事预
报工作的水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以及许多区域组织、江河流域组织、技术机构和
专家出席了会议。
4.
由于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努力将不仅改进各国的洪水预
报服务，而且可以改进其他领域的工作，例如水资源评估，以及在水管理中应用
气候预测产品，因此，这些研讨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气象学家和水文学
家可以对一些研讨会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交流经验和看法。同样，在一些研讨会
上，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缺少财政资金也作为一个主要的关切问题提出
来，尤其涉及到一区协(非洲)的国家。

战略和行动计划
5.
为了实现倡议项目的目标，WMO于2006年11月组织了一次WMO洪水预报
倡议项目综合会议，目的是对区域研讨会期间确定的必须加以解决的关键挑战领
域进行分析。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协商一致的、旨在改进国家和区域洪
水预报能力的战略和行动计划。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重点是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
文部门在洪水预报领域的合作范围，以及前面第4段谈及的在研讨会上提出的其他
问题。
6.
一旦经第15次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在所有与改进全球洪水预报能力有关
的活动中，该战略和行动计划将作为技术委员会和WMO秘书处的工作指南。在
制定行动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发展水平、能力和状况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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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差异；各种可能的用户需求；以及采用先进技术的可能性。
7.
该战略和行动计划确定了以下需要着手解决的活动领域，旨在改进总体水
文预报链：
(a)
加强观测和信息系统；
(b)
促进在国家和国际江河流域层面上的资料交换；
(c)
改进气象预报规范和产品；
(d)
改进水文预报规范和产品；
(e)
加强NMS和NHS间体制上的协调、合作和整合；
(f)
在与洪水预报和警报有关的问题上加强各国的合作与协调；
(g)
推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h)
编写与洪水预报和警报有关的技术文件和指南；
(i)
支持灾害管理；
(j)
借助极端事件处理气候变率和变化；
(k)
展示气象和水文资料、信息及产品(包括预报)的价值。
第 (c) 至 (h) 项中的活动将构成洪水预报倡议项目的核心，其余各项中的活
动则主要在其他计划中解决，或与其他计划合作解决。
8.
战略和行动计划推动国家实施计划的制定。这些计划在逻辑上各不相同，
它们必须适应当前国家/区域的洪水预报能力、特定的需求，以及所对应的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的工作重点。在开发现代洪水预报系统时，信息的获取、预报的可靠
性以及公众的信任度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9.
战略和行动计划建议在各个层面上实施示范项目(特定国家的项目、次区域
和区域项目)。这些项目将确定在扩大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间就洪水预报
开展合作时所遇到的技术和管理困难，并展示这些合作的价值。可以预计，国家
层面的示范项目将有助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通过一组内容广泛的活动来适应它们
在减轻灾害风险中不断变化的作用，这些活动旨在对其洪水预报和警报系统进行
更新、现代化和强化。
10.
战略和行动计划致力于建立一个区域层面的框架，在此框架下，一方面利
用现有的区域和国际安排，另一方面为各会员和各捐助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和开展
发展援助进行协调。将邀请特定区域或江河流域中的国家就所开展的项目/活动进
行合作，以加强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从而改进洪水预报和警
报。
11.
战略和行动还通过研发和应用新技术来满足对一些行之有效的洪水预报和
警报系统作进一步改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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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22 (Cg-15)

支持非洲水倡议项目
大会,
注意到：
(1)

非洲2025年水愿景中确定的挑战，

(2)

非洲水发展报告认识到非洲危急的水形势，

(3)

这一地区水部门面临的问题出自水资源综合管理原则的实施处于低水平，

(4)

有关改进用于制定和管理非洲水项目的水文和水资源资料与信息的要求迅
速增加，

考虑到：
(1)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短期行动计划(STAP)已经确定把综合水资源
管理政策的制定、洪水和干旱的缓解，以及跨边界水资源的管理作为优先
领域，

(2)

2002年4月，通过“阿布贾关于‘水：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的部长宣言”建
立的非洲部长级水务理事会(AMCOW)已经制定出一项战略，

(3)

2003年12月8–12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泛非水实施与伙伴关
系大会的成果和建议，

决定WMO同其他联合国机构，以及与水部门有关的国家、次区域和区域组
织合作，在以下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1)

动员政治和财政支持，以实施NEPAD行动计划和AMCOW战略；

(2)

积极推动和支持NEPAD STAP以及AMCOW战略，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和实现非洲水愿景做出贡献；

敦促国家水文部门以及区域和次区域机构把NEPAD STAP和AMCOW战略纳
入到它们的水相关发展计划与管理计划，并为其实施提供支持；
要求非洲区域协会(RA I)主席：
(1)

确保一区协的水文工作组在制定水资源管理计划的过程中，能够为与
AMCOW次区域委员会、相关经济和政治集团以及国际江河流域管理机构
的密切合作提供支持并履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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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对NEPAD STAP和AMCOW战略的支持纳入一区协的活动；

(3)

通过一区协水文工作组为NEPAD和AMCOW战略，以及非洲水资源综合管
理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

(4)

定期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要求秘书长：
(1)

为 一 区 协 的 水 文 工 作 组 提 供 一 切 必 要 的 支 持 ， 使 之 能 够 与 N E PA D 和
AMCOW一起努力，实施它们的行动计划，以及在各项决定中提及的活
动；

(2)

提请与水资源领域有关的其他机构和外部支持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发展银行、欧盟，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融资机构，
把对NEPAD STAP和AMCOW战略的支持纳入它们在这一区域的计划；

要求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视情在现有预算资金内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协
助第一区域协会与NEPAD和AMCOW密切合作，以实施它们的各项活动。

决议23 (Cg-15)

教育和培训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9 (Cg-14) — 教育和培训计划，

(2)

决议2 (EC-55) —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考虑到：
(1)

气象、水文和相关学科的教育和培训是WMO的一项主要的交叉性活动，
它有可能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专业知识、产品和服务产生重大的积极影
响，

(2)

合格的业务人员对确保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达到所需的效果至关重要，因此
对成功实施各项WMO计划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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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非常需要受过培训的气象水文应用
方面的专家，以支持社会经济取得进步，

(4)

需要教育和培训计划这个工具来加强会员国的能力建设，在人力资源开发
方面帮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满足其教育和培训方面的需求，

决定：
(1)

WMO教育和培训计划的本质仍然是帮助会员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获得完全
合格的人员，使它们能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并应对各种新职责带来的挑
战，同时在有培训和教育机会时考虑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2)

教育和培训计划的活动应遵循在决议27(Cg-15)中通过的WMO战略计划，重
点支持战略计划中概括的所有预期结果，尤其是“预期结果9-加强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

(3)

教育和培训计划为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战略是和国际伙伴、有关的培训机
构、学术界、媒体、公共及私营部门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从而帮助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以最有效的方式满足其培训需求；

(4)

应特别重视促进并支持会员之间交流和共享培训资源和专业知识，尤其是
使用有关的新兴远程教学技术，并鼓励会员接受由认证机构授予的、通过
综合学习计划获得的学位；

敦促会员：
(1)

在开展WMO教育和培训活动方面进行合作并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尤其是
向秘书处提供其所在部门现有的现代培训材料，以利于其它会员；

(2)

提高国家在培训方面实现自给自足的能力，并开发人力资源，包括通过计
算机辅助远程教学方式；

(3)

最大限度地使用WMO区域培训中心、国家培训机构和其他英才中心提供的
各种培训机会来培训它们的员工，并更加努力地帮助这些中心提高效率和
重点满足国家和区域培训需求；

(4)

合作并支持WMO区域培训中心和国家培训机构的共同发展，翻译气象和水
文教材及课程，以促进专业方面的培训，如管理、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及
一般公众对天气、气候和水相关问题的认识；

提请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1)

不断审议有关的教育和培训事宜，以更好地协调个别区域内和有关主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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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正在开展的活动，实现预期的结果；
(2)

研究并协助把会员的区域培训需求和专业培训需求列入优先地位；

(3)

在主办WMO区域培训中心的国家及所在区域协会之间建立政策对话，以便
进一步发展那些中心；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使教育和培训计划满足WMO战略计划中确定的目
标；
(2)         优先考虑以确保对该计划进行有效的总体协调和领导；
(3)         在进一步发展该计划方面继续全面吸收气象和水文教育、培训方面的专家
建议和帮助；
要求秘书长：
(1)

与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密切合作以确保有效实施WMO教育和培训
活动；

(2)

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要求、尤其是关于概率预报和集合
预报系统、航空气象、气候监测和预测，以及适合WMO区域培训中心和发
展中国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国家培训机构使用的培训工具、材料和方法继
续提供帮助和咨询；

(3)

支持WMO各项计划中新的优先领域内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如：向最不发达
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计划提供培训支持；管理和资金筹措；对减轻灾害风险
的教员进行培训；鼓励发展公共天气服务；推进学校教育和普及教育)；

(4)

就远程教学技术的有效使用问题与国家气象部门培训机构领导人常务会议
保持密切联系；

(5)

坚决支持宣传教育和培训领域中新的培训方式、模块和教学方法；并为实
施提供必要的资金；

(6)

支持会员向各个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包括通过多边安排)申请获得气象和水
文领域的教育和培训援助；

(7)

积极筹措各种资金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教育和培训奖学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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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决议取代决议19(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24(Cg-15)

WMO自愿合作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根据决议20(Cg-14)─ WMO自愿合作计划的方针，该计划在第14财期的进
展令人满 意，

(2)

该计划是支持会员实施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以及WMO其它科技计划和提
供奖学金的一个重要部分，

(3)

该计划是促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一种妥善机制，

(4)    近年来，VCP(基金)平均每年收到的捐款总计为22万美元，而设备和服务部
分收到的捐款总计为920万美元，
(5)     第十五次大会通过了WMO战略计划，
赞赏有关会员为该计划取得成功所做的不懈努力；
考虑到在第14财期对实施WMO各项技术计划需提供支持的需求会持续不断
增加，
决定：
(1)

在第15财期继续开展WMO自愿合作计划；

(2)

与第14财期一样，第15财期自愿合作计划所涵盖的合作领域须包括如下方
面：
(a)

实施WWW作为第一优先重点；

(b)

对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支持包括提供短期和长期奖学金；

(c)

支持为从事WWW的工作人员开办培训讲习班和支持自愿合作计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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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活动；
(d)

支持气象应用活动；

(e)

支持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活动；

(f)

设立世界气候计划必要的观测和资料加工，归档和管理机构；

(g)

支持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的活动；

(h)

建立和维护全球大气监测站点；

(i)

支持在环境灾难中有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气象和水文活动；

(3)

第15财期的自愿合作计划应遵循与第14财期同样的总体程序；

(4)

特殊援助应提供给本组织的新会员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其重点是提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知名度；

(5)

自愿合作计划的实质内容应该与根据决议27 (Cg-15) 通过的WMO战略计划
保持一致，并为所有预期结果做出贡献，其重点是预期结果9：“提高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天气
﹑气候和水方面的职责)；

敦促本组织会员在第15财期尽可能为本计划提供财政、设备和服务(包括奖
学金)支持，并尽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启用技术合作机制；
授权执行理事会必要时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决定，审议自愿合作计划目前
的业务细则和程序；
要求秘书长：
(1)

在第15财期继续管理自愿合作计划；

(2)

除分发给会员的自愿合作计划年度报告之外，向第十六次大会提交第15财
期所提供援助的报告。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20(Cg-14)，后者不再有效。

210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25 (Cg-15)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60)总摘要第
7.4.1至7.4.21段和第3.4.1.23段，以及决议29(Cg-14)─ 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
计划，

(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77)总摘要
第11.1至11.13段、决议5(EC 56)─ 执行理事会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咨询组，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88)，附录
IV─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修订后的实施计划2005-2007，

(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88)总摘要
第3.9.1至3.9.13段，决议9(EC-57)─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

(4)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07)总摘
要第3.9.1至3.9.20段，

(5)

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询组第二次会议最终报告，

(6)

世界减灾大会(2005年1月18-22日，日本神户兵库)成果文件，包括兵库宣言
和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构建国家和社区的灾害回复力，

(7)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

进一步注意到：
(1)

灾害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严重威胁，

(2)

国际社会对有关减轻灾害风险问题日益关注，

(3)

天气气候灾害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与气候变率和变化有关的水文气象灾害可能会增加，

(5)

WMO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减轻灾害风险所有组成部分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方面的投资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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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WMO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是跨WMO计划、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
秘书处的一项交叉性计划，

(2)

该计划的成功实施需要明确的计划重点、有效的管理，以及国家和国际层
面上强有力的合作，

(3)

WMO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这一名称可能并未充分反映WMO和国家气
象水文部门在减轻灾害风险中的全部活动范围，

重申保护生命、生计和财产是WMO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认识到经过加强的国际减灾战略系统作为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其它国际和区
域机构及网络的主要合作机制，涉及到减轻灾害风险，
决定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的实施应与在决议27 (Cg-15)下通过的WMO
战略计划保持一致，其主要的贡献对象是以下的预期结果：
6.

加强会员多灾害早期预警和灾害预防能力；

7.

加强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和环境应用软件和服务的能力；

8.

更广泛地利用会员和伙伴组织实施的、向决策者提供的天气、气候和
水的产品；

9.

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责的能
力；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在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协助下，在休会期间进一步加强对实施该计划
的战略指导；

(2)

重建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咨询组，并修改其职责；

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对跨委员会的项目和活动进行协调，以符合WMO在减
轻灾害风险方面的战略目标；
要求区域协会主席确保区域协会的战略计划与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的区
域组成部分相一致，以及与WMO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要求秘书长结合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愿景的声明，战略目标及对会员
的需求和优先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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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可使用的预算资金范围内将该实施计划列为优先；

(2)

确保WMO计划、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会员和外部伙伴在本计划的实施
中有明确的任务和职责，以便更好地调用资源、能力和专长，提高对会员
的效益；

(3)

进一步确定和执行一套优先的与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计划相关的国家和区
域项目；

(4)

通过促进加强会员双边和多边能力建设活动以及通过加强与国际减灾战略
系统伙伴的合作，以及与涉及减轻灾害风险领域的其它相关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的合作，帮助推动在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国际合作；

(5)

制定标准方法，用于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收集有关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
灾害及其影响的信息，如果可能，并协调向这些部门收集此类信息的工
作，以便制作通报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统计报告；

提请国际减灾战略系统伙伴和秘书处继续加强它们与WMO的伙伴关系；
敦促会员：
(1)

在国家层面上实施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

(2)

积极参加减轻灾害风险方面的规划和决策，包括通过对有关的国家委员会
和平台提供支持；

(3)

加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与民防机构和灾害风险管理当局的合作。

决议26 (Cg-15)

第十五财期出版物计划
大会，
考虑到：
(1)

决议22 (Cg-14) — 第十四财期出版物计划，

(2)

准确、及时地制作和分发出版物，以及努力给予所有WMO语言以同等待遇
对于本组织的几乎所有职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项总的政策，应把
优先重点给予出版物计划，

决议
目录

213

(3)

秘书长负责WMO出版物的销售和发行政策，包括定价，同时负责WMO电
子出版物资料的完整性，

(4)

本组织的出版物通常分为两大类：
(a)

由世界气象组织公约、总则或大会通过专门决定确定的指定出版物，
其经费由出版物计划直接提供，

(b)

计划支持出版物，如WMO技术说明、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报告、业务
水文报告、海洋科学事务报告、特别环境报告、WMO蓝皮培训系列丛
书等，由相关的科学和技术计划提供资金，

决定：
(1)

将WMO指定出版物以及这些出版物发行所使用的语种列入本决议的附录；

(2)

出版物计划的管理，特别是出版物再版的形式和方法，以及最经济地使用
现有出版资金，包括出版物销售的收入，都应在大会确定的框架内并考虑
执行理事会提出的指导意见，由秘书长负责；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继续对出版物计划的状况进行定期审议，注意可利用的资金和设备；审议
由新技术的引进以及印刷品替代载体的广泛可用性所引起的持续需求；

(2)

审议各项有关改进服务或其成本效益的建议，并以最佳方式提供指导，以
确保通过出版物计划使信息传递给会员和其他用户；

要求秘书长提供有关现有资金、设施、销售潜力和任何可能的制约因素的
信息，帮助执行理事会及其可能建立的任何旨在监管并确定进一步发展电子出版
所需相应资金的机制开展上述各项审议。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22 (Cg-14)，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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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26 (Cg-15) 的附录

第十五财期将发行的WMO指定出版物及其语种
出版物
编号
WMO-No. 15
1. 基本文件
(a) 基本文件
WMO-No. 49
(b) 技术规则
(c) 技术规则附录
WMO-No. 407
(i) 国际云图集，第I卷
(ii) 电码手册
WMO-No. 306
WMO-No. 386
(iii)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
(iv)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
WMO-No. 485
册
(v)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544
WMO-No. 558
(vi)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2. 业务出版物
WMO-No. 5
(a) WMO的构成
WMO-No. 9
(b) 天气报告
(i) A卷 ─ 观测站
(ii) C1卷 ─ 气象公报目录
(iii) C2卷 ─ 传输时间表
(iv) D卷 ─ 海运信息
WMO-No. 47
(c) 国际精选、备用及补充船舶清单
(d)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
WMO-No. 258
指南
WMO-No. 847
(e) 1961—1990年期间的气候平均值
(CLINO)
3. 正式记录
(a) 大会含决议案的节略报告
(b) 大会文集
(c) 执行理事会含决议案的节略报告
(d) 区域协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节略
报告
(e) 技术委员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节
略报告
(f)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决议
4. WMO 指南
WMO-No. 8
(a)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 100
(b) 气候规范指南

语种
A, C, E, F, R, S

E, F, R, S

双语种 E/F
E*

双语种 E/F
A, E, F, R, S
M

A, C, E, F, R, S
MΩ
A, C, E, F, R, S
同届会文件
A, C, E, F, R, S
E
C, E, F, R, S
A, C, E, F,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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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c)
农业气象规范指南
(d)
水文规范指南
(e)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指南
(f)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
(g)
全球观测系统指南
(h)
资料处理中心自动化指南
(i)
海浪分析和预报指南
(j)
航空气象服务气象观测和信息分发
系统指南
(k)
航空气象服务办公室规范指南
(l)
海洋气候应用指南
(m) 世界天气监视网资料管理指南
(n)
公共天气服务规范指南
5. 术语
国际气象词汇
国际水文词汇
6. WMO年度报告
7. WMO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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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WMO-No. 134
WMO-No. 168
WMO-No. 305
WMO-No. 471
WMO-No. 488
WMO-No. 636
WMO-No. 702
WMO-No. 731

语种
E, F, R, S

WMO-No. 732
WMO-No. 781
WMO-No. 788
WMO-No. 834

C, E, F, R, S
E, F, R, S

WMO-No. 182
WMO-No. 385

M

C, E, F, R, S
E, F, R, S

E, F, R, S
E, F, R, S

注释: A = 阿拉伯文; C = 中文; E = 英文; F = 法文; R = 俄文; S = 西班牙文; M = 多
语种
*
采用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介绍性和解释性文字
Ω
根据需要可提供音频格式文档

每年执行理事会届会后在网站上更新
视资金而定


决议27(Cg-15)

WMO战略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第十四次大会决议25(Cg-14)─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通过WMO第六个长
期计划2004-2011，

(2)

决议26(Cg-14)─ 制定WMO第七个长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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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关于制定WMO战略计划和WMO运行计划的决定，

(4)   执行理事会赞同WMO计划结构与战略计划协调一致，以便更有效地指导
WMO计划和预算的制定工作，
进一步注意到拟定的WMO 2008-2011年长期计划过程是基于并包括三个相
互关联的关键部分，即：
(1)

WMO战略计划，它是有关WMO未来方向和优先重点的高层声明；

(2)

WMO运行计划，它将战略导向转化为具体的、可衡量的结果；

(3)

WMO预算，它将各项结果或最终结果与资源挂钩；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8条(a)、(b)和(c)款，通过WMO战略计划
2008-2011；
敦促会员在制定和实施其气象、水文和相关学科的国家计划以及在参与本
组织计划时，应考虑WMO的战略计划；
要求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长遵循战略计划中规定的
方向和优先重点，并安排各自的计划结构和活动，以便实现顶层目标和预期结
果；
进一步要求执行理事会在WMO运行计划的补充下，以战略计划为基准，监
督本组织各项计划和活动的进展及业绩，并向第十六次大会提交报告；
要求秘书长为出版本计划做出安排，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分发给全体会员和
WMO组织机构以及其它有关国际组织。
      
注： 本决议将在2007年12月31日之后取代决议25(Cg-14)。

决议28(Cg-15)

制定WMO战略计划2012－2015
大会，
注意到决议27(Cg-15)─ WMO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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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WMO战略计划和WMO运行计划为会员及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调整各自的
规划政策、计划和活动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2)

在规划世界气象组织的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主要方向时，仍需要有充足的时
间提前量，

(3)

WMO战略规划过程使本组织能够按照预计的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确定意向
目标和主要的预期结果，

(4)

WMO 战略规划过程提高了本组织的工作效果和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地位，

重申WMO战略规划过程的最终目的是为本组织确立广泛的顶层目标和预期
结果，并为编制WMO的运行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文件提供充分的指导，
确认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在WMO战略计划的编制和协调中
发挥重要作用，
决定应该为第16次大会制定WMO 2012-2015战略计划；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根据以往制定计划的经验，进一步研究未来的计划编制总体方法，旨在改
进WMO战略规划过程；

(2)

为制定WMO 2012－2015战略计划建立必要的协调机制；

要求区域协会：
(1)

为审议战略计划提供平台，尤其是在WMO 2012－2015战略计划的背景下，
根据区域分析和评估，综合提出有关各区域需求和重点的意见；

(2)

必要时，协调国家对战略计划区域方面的贡献；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牵头，分别按各自的职责编写有关WMO各项计划科技部
分和活动的内容，包括提供相关的分析、评估并明确重点；
要求秘书长：
(1)

为战略规划过程提供秘书处支持；

(2)

确保WMO第十六财期的战略计划、运行计划和预算得到全面协调；

(3)

代表执行理事会将WMO 2012－2015战略计划提交十六次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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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决议取代决议26(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29 (Cg-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变化和发展
大会，
回顾了决议30 (Cg-11) –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发展，和决议28 (Cg-14) – 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以及世界气象组织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
日内瓦宣言。
注意到根据决议21 (EC-57) ─ 执行理事会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
变化和发展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决定把执行理事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
咨询组和执行理事会加强WMO 行动组合并成一个新的执行理事会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和WMO的变化和发展工作组，
认识到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设立的WMO科学技术计划之下的很多活动都是与
其它提供资料和服务机构合作下通过本组织会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实施的，
赞同2005年执行理事会面向决策者的关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
作声明中提出的指导意见，
强调建设和重视WMO独特能力和相对优势的重要性，特别是向其会员提供
相关支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强调有必要继续审议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WMO的作用及变化和发展问题，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有效和灵活的工作机制下：
(1)

继续审议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的主题，特别是新问题和突出问
题；

(2)

通过向服务和信息提供方和用户适当发放问卷的方式，继续审议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和WMO的作用及变化和发展问题；

(3)

积极鼓励和促进在所有相关行业和服务提供方之间作出合作安排并建立伙
伴关系，包括具体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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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立一个适当的机制，以确保有效地落实“WMO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天
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国际会议”(2007年3月19-22日，西班牙马
德里)的成果和建议的后续行动；

(5)

确保WMO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包括WMO组织机构的职能和联系能得到有
序的协调并为WMO战略计划提供支持；

要求秘书长为必要的举措给予支持并继续努力帮助会员包括为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发展和加强其作用和运作寻求和提供科学、技术、管理、财务以及其它方
面的支持以及在会员之间分享相关的经验。

注： 本决议将在2007年12月31日后取代决议28 (Cg-14)。

决议30 (Cg-15)

努力加强WMO各观测系统的整合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二条，

(2)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2004-2011 (WMO-962号)，

(3)

WMO战略计划 ，

(4)

WMO第十四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
第五十七次和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编号分别为WMONo.960；WMO- No.977；WMO- No.988和WMO-1007)，

(5)

执行理事会WMO 综合观测系统整合专题组的报告 (2007年1月31日-2月2
日，日内瓦)，

考虑到：
(1)

WMO的组织机构、相关的国际指导委员会和协调组以及许多专家组形成了
一个复杂的协调和协作框架，在该框架下几乎所有国家和伙伴组织的一大
批决策者和专家处理与观测网络相关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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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对观测系统的整合会给各会员及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本组织带来重
大的潜在效益，

(3)

感谢国际伙伴组织和各项计划对地球观测做出的重要贡献，

认识到：
(1)

朝着向强化WMO 各观测系统整合方向努力将是本组织的一项主要工作，
这一努力将与WMO 信息系统 的规划和实施同步进行，这样就形成了WMO
端-对-端的综合系统，其目的是提高会员有效地拓展服务范围并更好地满足
研究项目需求的能力，

(2)

这一努力将影响WMO 的结构和职能，包括WMO 技术规则、资料政策、作
用、职责、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安排、WMO 的计划结构以及WMO 秘书处，

(3)

整合是一项复杂且具有风险的工作，将花费数年时间，需要会员的全力支
持才能取得成功，

决定着手强化WMO 各观测系统的整合；
敦促会员并提请各国际伙伴组织和计划为该倡议的确定和实施给予积极的
协作和力所能及的支持；
要求：
(1)       执行理事会：
(a)

建立一个机制来引导和监督此项活动并且实现最广泛的协作与合作；

(b)

确保有关主要机构、技术专家和共同发起观测倡议的机构的代表积极
参与并出席有关活动；

(c)

确保该机制紧密地与规划和监督WMO信息系统的各项体制安排相协
调；

(d)

向第十六次大会提交一份关于WMO各观测系统整合的综合报告；

(2)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将此项活动纳入其工作计划，以充分体现该项整合
倡议的跨计划性质；

(3)

秘书长：
(a)

在推进这项工作中，加强与相关国际伙伴组织和计划的协调和紧密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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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排足够的资源支持该项整合倡议；

(c)

适当时调整秘书处的结构，从而确保对本倡议提供最佳的管理和支
持。

决议31(Cg-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大会，
意识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有继续加强其业务、服务和产品的愿望，
注意到气象及相关资料、产品和服务的用户/客户越来越需要出台质量管理
体系以有助于提高资料、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可信度，
进一步注意到国际民航组织和WMO建议在向国际航空提供气象服务方面采
用质量管理体系，
认识到：
(1)

实施质量管理系统将满足用户和客户的需求，提供良好的管理规范并最终
提高对资料、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可信度，

(2)

选用和实施质量管理系统是以客户为导向，并且各国有各自具体情况，

(3)

实施有效的质量管理系统需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高级管理层的全面参与和
支持，

(4)

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主要还取决于通过WMO的协调体系进行国际交换的
资料和产品的质量，

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酌情在管理工作中尽可能根据ISO 9001质量管理标
准的最新版本，或其它相应国际公认的标准来实施质量管理系统，如必要，满足
其国家/区域的规定并满足其客户的需求/要求；
进一步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尽可能在其开展的大部分活动中实施质量管
理系统，或至少在它们认为对提供资料、产品和服务至关重要的活动中实施质量
管理系统；
要求会员交流相关经验，并彼此合作，制定质量管理系统，包括就具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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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系统实施需求向会员提供帮助。

决议32(Cg-15)

WMO质量管理框架
大会，
回顾到决议27(Cg-14)- WMO质量管理框架
重申WMO的质量管理框架旨在解决对WMO业务至关重要的广泛的质量管
理问题，包括其会员的需求和WMO计划及活动的实施；
对在制定WMO的质量管理框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根据ISO质量管理标
准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所获得的经验表示满意，特别是对已编写并提供给会员的质
量管理指导材料以及对已实施的能力建设活动(培训研讨会)感到满意；
注意到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资料、产品和服务的用户/客
户正越来越要求出台质量管理系统，以助于对这些资料、产品和服务提供质量保
证，
认识到：
(1)

资料质量是自WMO成立以来各项活动的首要目标，就像WMO技术出版物
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技术出版物提出了许多要求、程序和规范，会员在实
施质量管理体系时可用作参考和指南，

(2)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通过WMO协调体系在国际上交换的资料的质
量，

(3)

实施WMO的质量管理框架必将能够高质量地进行资料和产品的交换并适合
其既定用途，

(4)

作为质量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质量控制主要由会员负责，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跨委员会质量管理框架专题组和秘书长
针对质量管理所开展的相关工作，
决定：
(1)

WMO的质量管理框架是提供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资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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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服务的一种适当的综合方法，它是以质量管理的八项原则为基础(重点
客户,领导,人们的积极参与,过程方法,系统的管理办法,不断改进,基于事实的
决策, 互惠互利的供应商关系)，并可通过结构性质量管理体系予以实施；
(2)

WMO的质量管理框架的目的是确保编写、使用和维护WMO技术文件；支
持质量管理系统用于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的资料、产品和
服务；

(3)

WMO的质量管理框架由下列关键部分组成：
(a)

WMO的质量政策；

(b)

与WMO战略计划相一致的各项目标；

(c)

技术文件及与制定、审议和通过这些文件的相关程序；

还决定批准本决议附录所述的WMO的质量政策；
要求：
(1)

(2)

(3)

执行理事会：
(a)

牵头并指导WMO质量管理框架的进一步建立和实施工作；

(b)

确定WMO和国际标准组织之间关于制定联合技术标准的正式工作安
排；

(c)

为进一步制定WMO技术规则关于质量管理的第四卷提供总体协调；

(d)

保留跨委员会的有关进一步制定WMO的质量管理框架及其实施计划的
协调机制；

(e)

协调(通过跨委员会协调机制)技术委员会与质量相关的活动；

技术委员会：
(a)

不断更新适用于WMO的质量管理框架的所有技术出版物的目录，并根
据质量管理原则审核上述出版物；

(b)

根据执行理事会的指导，为WMO技术规则第四卷提供必要的材料，以
便尽早通过；

(c)

提供与质量有关的技术指南、咨询、审核和评估；

区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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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促进能力建设活动和双边活动，以帮助会员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b)

就此事宜提供咨询和反馈意见；

会员：
(a)

对实地观测进行质量控制并确保各项测量具备与经WMO通过可为会员
使用的国际公认标准的溯源性；

(b)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共享相关的经验并相互合作，包括就实施质量管
理体系的具体需求向会员提供帮助；

(c)

介绍经验以支持建立WMO的质量管理框架；

秘书长：
(a)

为实施相关活动，提供秘书处的支持并采取适当的举措；

(b)

促进与国际标准组织秘书处的磋商，以筹备WMO和该组织之间关于制
定共同技术标准的正式工作安排。

(c)

确保相应的资金，以进一步建立和实施WMO的质量管理框架。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27(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32(Cg-15)的附录

WMO的质量政策
政策声明
WMO致力于确保所有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资料、产品和服
务在可承受的经费范围内最佳的质量，特别是那些支持保护陆地、海上及空中生
命和财产安全、可持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资料、产品和服务。
战略：
WMO将通过不断改进及有效和良好的管理，努力：
•

确保以及时有效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更准确和可靠的有关天气、水和气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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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事件的预警；
•

确定和促进向公众、政府和其他用户/客户提供既定质量的面向用户的天
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服务；

•

通过WMO协调体系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共同的相关技术标准，确保供国际
交换的有关天气、水资源、气候和相关自然环境的观测、记录和报告、业
务预报、预警服务及相关信息均达到既定的质量；

•

满足提高会员能力的需求，以利用最佳的可用技术向用户/客户提供服务并
帮助增进会员间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过程的合作与协作；

•

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和技术转让，开展包括培训在内的综合能力建设活动来
满足提高会员能力的需求。

决议33 (Cg-15)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WMO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会员的参与力度
大会，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数固定为37个，目前的国家会员和地区会员是188
个，
认识到：
(1)

执行理事会成员由大会选出，以个人以及本组织代表的身份行事，

(2)

除了参与区协和技术委员会，本组织的会员有权关注本组织执行理事会和
其它附属机构的工作，

(3)

在联合国众多的专门机构中(包括WMO)，会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某个组织
机构届会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4)

WMO高度重视透明、责任、包容和良好的管理，认为它们是管理好一个国
际组织的基本要素，

(5)

第13次大会的决定为那些不是执行理事会成员的WMO会员常任代表作为执
行理事会成员的顾问参加会议规定了条件，
注意到根据本组织总则第123条，组织机构届会应该公开召开，除非有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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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另有决定，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公开所有的非秘密文件，包括其附属机构的文件；

(2)

确定可让会员参加的有关处理管理事宜、战略计划、计划和预算的附属机
构；

(3)

在不影响其效率的前提下为会员出席会议创造条件，并因此审议其议事规
则；

(4)

在不迟于2009年之前邀请会员自费参加执行理事会及其相关机构的届会；

(5)      评估会员的参与对WMO有关管理机制运行的影响；
(6)

向第16次大会(2011)报告理事会对会员参与的评价，并向大会提出行动建议
供审议。

__________

决议34(Cg-15)

社会性别主流化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33(Cg-14)– 妇女参与气象和水文学的平等机会，

(2)

根据2003年3月24-2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WMO第2届妇女参与气象和水文学
国际会议的建议，一些会员指定了性别问题联络人，

(3)

根据通过的鼓励和支持妇女更多参与WMO所有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
工作的建议和决议，有些区域协会和大部分委员会已指定了性别问题联络
人，

进一步注意到：

(1)

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1995年9月4-15日，北京)及其认识到妇女的重
要性及妇女对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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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MO第2届气象和水文学妇女大会的建议，

(3)

“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4)

WMO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会议(2007年3月26-29日，日内瓦)提出的
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草案，

考虑到：
(1)

会员和秘书处在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估政策和计划方面要立即实行社会
性别主流化，

(2)

在WMO的工作中需要经过培训、合格的及勤奋的，(不分性别)专业人员，

建议会员了解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内容，作为一个工具，使它们能
充分重视确保性别平等；
敦促会员：
(1)

通过和积极实施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

(2)

向Cg-16报告该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

(3)

考虑临时借调专家到WMO秘书处，以协助实施该政策；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已批准的预算内设立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以便
监督WMO在所有层面上就此问题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的实施情况、提出建议并定
期报告；
要求秘书长：
(1)

在已批准的第十五财期(2008—2011年)预算内设立性别专家职务，以帮助在
秘书处内部而后逐步在各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实施社会性别主流
化政策，并监督和评估进展；

(2)

就此重要问题继续努力，并就第十五财期实施本决议的进展向第十六次大
会提交报告。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33(Cg-14)，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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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5 (Cg-15)

第十五财期(2008-2011)的最大支出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3条，

(2)

本组织财务条例第4条，

授权执行理事会在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第十五财务期期间：
(1)

发生的发支出为26,980万瑞郎(269,800,000瑞郎)，其中249,800,000瑞郎
来自分摊会费，它将作为第十六财期分摊会费预算水平的起点；剩余的
20,000,000瑞郎则来自其他正常资金(租金收入、支持成本收入、利息和其
他收入)，并决定将这些支出用于本决议附录1所列出的预期结果；

(2)

批准该限额内的两年期拨款；

(3)

注意本决议附录2列出的截止2007年5月组织机构的支出决定；

(4)

还注意到预期结果对自愿资金的估计金额总计达12,400万瑞郎(124,00,000瑞
郎)；

进一步授权执行理事会在第十五财期：
(1)

在从第十四财期高达12,000,000瑞郎的结余而获得的269,800,000瑞郎的预算
中承担额外支出，用附录3的新增活动清单作为指导；

(2)

附录3中的新增活动清单的优先顺序考虑到以下因素：

(3)

(a)

在新增活动清单范围内应给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的实施以最高优
先级；

(b)

应给予预期结果5、6、7和9下的新增活动以优先地位；

在由第十五次大会批准的职责产生的可提供服务和活动水平上，以及在已
批准的269,800,000瑞郎的预算上限内，批准对预算的调整；

进一步授权执行理事会支出由于下述原因引起的在上述总额之外的任何必
要的额外经费：所有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的增加，和由于联合国的工资和津贴的
调整，秘书处工作人员从2007年5月1日起，每年超过2.0%的工资和津贴的增加，
只要执行理事会确信要合理满足这些支出势必会影响大会已批准的预期结果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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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决议 35 (Cg-15) 的附录1

2008－2011年预期结果的预算
(单位：瑞郎)

预期结果

                2008—2011预算
分摊会费 其他正常资
合计
金
18 830 200
1 109 700
19 939 900

1

加强会员制作更好天气预报和警
报的能力

2

加强会员提供更好气候预测和评
估的能力
加强会员提供更好水文预报和评
估的能力

16 457 500

1 065 700

17 523 200

4 686 300

203 800

4 890 100

4

WMO观测系统的的整合

15 942 400

941 200

16 883 600

5

WMO信息系统的研发与实施

6 622 400

366 400

6 988 800

6

加强会员在多灾害早期预警和防
灾备灾方面的能力

11 513 900

805 900

12 319 800

7

加强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
候、水和环境应用与服务的能力

48 207 800

5 014 600

53 222 400

8

天气、气候和水资源产品广泛用
于会员和伙伴组织的决策和实施

26 068 000

2 550 500

28 618 500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
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
职责的能力
10 组织机构的有效运转

21 240 700

1 197 600

22 438 300

66 395 700

6 057 200

72 452 900

11 有效的管理业绩和对本组织的监
督

13 835 100

687 400

14 522 500

249 800 000

20 000 000

269 800 000

3

9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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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5 (Cg-15) 的附录2

组织机构2008—2011年预算
(单位：瑞郎)
组织机构
决策机构

分摊会费
5 451 300

其他正常资金

合计
5 451 300

2 880 000
8 657 000
2 070 200
3 311 600
16 918 800

2 880 000
8 657 000
2 070 200
3 311 600
16 918 800

5 218 500

5 218 500

副秘书长和支持机构
-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
- 应用计划司
-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司
- 水文和水资源司
- WMO空间计划办公室
- 世界气候计划司
- 防灾减灾计划办公室
小计

2 240 000
20 095 200
15 286 900
13 561 000
11 770 700
3 437 400
16 996 900
3 608 800
86 996 900

2 240 000
20 095 200
15 286 900
13 561 000
11 770 700
3 437 400
16 996 900
3 608 800
86 996 900

助理秘书长和支持机构
- 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促进发展司
- 教育和培训司
- 会议、印刷和分发司
- 语言服务和出版司
小计

2 110 000
24 163 800
14 969 200
9 718 500
29 302 600
80 264 100

2 000 000
1 600 000
4 400 000

2 110 000
24 963 800
14 969 200
11 718 500
30 902 600
84 664 100

资源管理和支持
- 预算办公室和财务处
- 人力资源处
- 信息技术处
- 公共服务、采购和差旅处
小计

1 910 000
8 014 700
6 581 000
8 072 800
15 153 100
39 731 600

2 700 000
1 400 000
2 200 000
5 800 000
12 100 000

1 910 000
10 714 700
7 981 000
10 272 800
20 953 100
51 831 600

3 736 600

3 500 000

7 236 600

秘书长办公室
- 核心管理和对外关系
- 战略规划办公室
- 宣传与公共事务办公室
小计
内部监督办公室和监督保障

获取固定资产和联合成本
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活动的秘书处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秘书处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处
-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小计
总计

800 000

2 156 700
1 731 500
7 594 000
11 482 200
249 800 000

2 156 700
1 731 500
7 594 000
11 482 200
20 000 000

269 800 000

决议
目录

231

决议 35 (Cg-15)的附录3

盈余资金的新增活动
(单位：瑞郎)
预期结果
5

总计
WMO信息系统的研发与实施
- 加快发展WMO信息系统和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的其他主要部分

6

加强会员在多灾害早期预警和防灾备灾方面的能力
-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加强防灾减灾，具体重点放在
灾害风险管理和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

7

9

1 747 700

加强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与服
务的能力
- 加强提供应用程序的服务

8

1 005 000

1 200 000

天气、气候和水资源产品广泛用于会员和伙伴组织的
决策和实施
- 社会性别主流化

500 000

- WMO年度报告

500 900

- 每年的世界气象日

483 600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会员履行其职
责的能力
- 教育，旨在加快对NMHS下一代领导的技能开发

1 945 100

- 协助NMHS在科学和技术进展方面保持不断更新，特
别是把新技术应用于气象和水文服务

1 400 000

- 对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有更好的响应能力，特
别是与气候变化、千年发展目标和最不发达国有关
的问题

1 400 000

- 供NMHS使用的有关质量管理系统的出版物
1至11 (资金 引进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IPSAS)
管理支持的
资金划拨)

500 000
最多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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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6(Cg-15)

国际极地年2007-2008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34 (Cg-14) – 在2007到2008年间举办第三次国际极地年，

(2)

国际科学理事会/WMO联合国际极地年2007-2008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在筹
备国际极地年中取得重大进展，200多个跨学科国际项目涉及极地地区环境
和社会等研究课题，有60多个国家积极参与，

(3)

WMO跨委员会专题组，各技术委员会和大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为国际极地
年2007-2008的筹备工作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考虑到:
(1)

极地地区对全球气候系统意义重大，高纬度地区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诸如
海平面上升，大气和海洋环流的改变对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产生影响，

(2)

国际极地年2007-2008的科学和业务成果能够提供综合数据集和权威的知
识，以确保环境监测和预报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做
出更好的评估，因此对WMO各项计划都有益，

(3)

极地年项目实施后，将对大气和海洋综合观测提供一个良好机遇，

要求各会员：
(1)

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通过国际资助机构，确保为解决这一国际科学挑战提
供足够的资金；

(2)

在国际极地年2007-2008的实施阶段，当需要使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职责内
现有的全球观测系统的某些部分时，支持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工作；当极
地年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需要就保障在极地年期间建立的观测系统发挥
作用时也应对它们的工作给予支持；

(3)

通过全球观测系统免费提供在国际极地年2007-2008期间从特殊观测中获得
的站点、科考船和其他平台的资料；

(4)

尽可能向国际极地年2007-2008信托基金提供捐助，支持联合委员会及其分
委会的进一步活动，以确保极地年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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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
(1)

确保必要的资金继续支持国际极地年2007-2008的实施进程以及基于国际科
学理事会和WMO之间成本分担协议的联合委员会的活动；

(2)

协助所有相关会员通过全球电信系统传输国际极地年2007-2008的观测资
料。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34 (Cg-14)，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37(Cg-15)

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的修改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8(d)条授权大会制定条例以规定本组织各机构的工作程
序，尤其是财务条例，

(2)

大会以前作出的关于制定财务条例的决定，

考虑到财务条例第3条(财期的最大支出)、第6条(两年期预算)、第7条(拨款)、第
8条(基金的规定)、第10条(其它收入)、第13条(内部监控)和第14条(帐目)需要修
改，
决定本决议附录中列出的财务条例须从2008年1月1日起生效；
注意到对财务条例作修改后，秘书长正在对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财务细则作相
关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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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37(Cg-15)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
第一条

适用性
1.1

本条例规定了世界气象组织(下称本组织)的财务管理。只有大会能对此
条例进行修改。若条例中任何条款与公约的任一条款发生抵触，以公约为
准。
第二条

财务时期
2.1

财务时期为四年，从大会后公历年的一月一日开始，至第四年的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2.2

但是，若大会在某一财务时期的最后一年开始之前结束，则新的财务时
期应从此次大会之后的一月一日开始。
第三条

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
3.1

本组织财务时期中可能的最大支出估算应由秘书长做出。

3.2

该估算应总括本财务时期的收入和支出，用瑞士法郎表示。

3.3

该估算须以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编制，并附有大会可能要求的或以大会
名义要求的信息附件和解释性说明，以及秘书长认为必要和有用的其它附件
或说明。

3.4

该估算至迟应在审议此项事务的会议前五周提交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
会将对其进行审查并就此向大会提交报告。

3.5

由秘书长准备的估算至迟应在大会前六个月分给各成员。执行理事会对
估算的报告应与估算本身同时或尽早分发，至迟不晚于大会开幕前三个月。

3.6

下一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应在大会审议了秘书长准备的估算和补充估
算、以及执行理事会为此作出的报告后表决决定。

3.7

在将估算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到大会开会期间，秘书长可向执行理事会提
交该财务时期的补充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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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应按与财务时期估算相应部分相同的形式准备补充估算。
如果时间允许，执行理事会应审查这些补充估算并就此向大会提交报
告；否则，由大会审议。
第四条

财务时期拨款的授权
4.1

由大会表决通过的最大支出应成为对执行理事会批准本财务时期每两年
期的拔款的授权。总拔款额不应超过大会表决通过的总额。

4.2

拨款各部分间的调拨可由执行理事会核准，这种调拔的总额不得超过批
准的该财务时期最大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
第五条

两年期
5.1

第一个两年期从财务时期的起始日开始，第二个两年期于该财务时期的
第三年一月一日开始。
第六条

两年期预算
6.1

两年期预算的估算由秘书长制定。

6.2

该估算应总括本两年期的收入和支出，用瑞士法郎表示。

6.3

两年期概算须以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编制，并附有执行理事会可能要求
的或以执行理事会名义要求的信息附件和解释性说明，以及秘书长认为必要
和有用的其它附件或说明。

6.4

秘书长应向执行理事会例会提交下一个两年期的估算。该估算应至迟在
执行理事会例会前五周提交给执行理事会全体成员。

6.5

下一个两年期的预算应由执行理事会批准。

6.6

秘书长可以在需要时提出补充估算。

6.7

秘书长应按与两年期估算相应部分相同的形式制定补充估算，并应将此
估算提交执行理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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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拨款
7.1
7.2
7.3

7.4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拨款应成为对秘书长承担待付款并按已批准的拨款用
途及数额支付的授权。
两年期内的待付款应有与其相应的拨款。
拨款有效期应保留到两个两年期后十二个月，以便清偿两年期内物资供
应与提供服务的待付款并清算它未清的两年期合法待付款。在第一个两年期
结束时，剩下的余额经执行理事会批准后划拨到第二个两年期预算的相应部
分，用于实施大会批准的计划。拨款的结余应上缴。
上述7.3款中规定的期限结束时，任何拨款的结余都应上缴。

7.5

尽管有7.3和7.4款规定，在有奖学金未清的合法待付款的情况下，其所
需拨款的部分应继续有效，直到奖学金完全付出或者终止。当奖学金终止
时，任何结余都应保留在“总基金”中，仅为今后提供长期和短期奖学金所
用。

7.6

按照7.3和7.4款上缴的款项应保留下来，按9.1款规定为该财务时期大会
通过的目的服务。

7.7

经执行理事会确认，秘书长可对基于结果的预算格式中各部分间的拨款
进行调配。
第八条

基金的规定
会费的评定
8.1		 拨款须从本组织各会员根据大会确定的比例而交纳的会费中支出，该会
费可按8.2款进行调整。在收到会费之前，拨款可从周转基金中支出。
8.2		 对每一个两年期的两年，须在执行理事会为两年期批准的拨款的一半的
基础上评定会员国的会费，对以下方面的评定作调整除外：
(a) 以前未向会员国征收的追加拨款；
        (b) 以前未考虑的两年期预计杂项收入的一半和以前考虑到的对预计收入
的任何调整。
8.3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两年期预算并确定了周转金所需数额之后，秘书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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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a) 将有关文件转发给本组织会员；
              (b) 通知会员其所承担的年度会费和周转基金的预付款；
              (c) 要求它们汇出各自的会费和预付款。
8.4

8.5

会费和预付款应在收到秘书长按8.3款所发的通知后三十天内如期、全
额交纳，或在相应年度的第一天交纳，无论哪个，以后者为准。若到下一年
度的一月一日，未付的会费和预付款应视为拖欠一年。
本组织年度会费和预付的周转基金应以瑞士法郎评定和支付。

8.6

尽管有8.5款规定，并为便于会员支付，秘书长可以其认为实际的程度
接受以瑞郎以外的自由兑换货币支付的会费。适用于本组织总部所在国货币
等价支付的兑换率应是存入世界气象组织银行帐户之日生效的联合国官方兑
换率。

8.7

本组织会员支付的款项应首先存入周转基金，然后按年月顺序扣减其按
评定比例应缴的会费。

8.8

尽管有8.7款规定，但只要向本组织支付了大会就偿付长期拖欠会费建
立的特别安排下的全年分期付款，当年收取的会费就可存入本年份。这些特
别安排可与任何至安排生效之日时已拖欠四年以上的会员缔约。

8.9

秘书长应向执行理事会例会提交有关交纳会费和周转基金预付款的情况
报告。

新会员的会费
8.10  

本组织的新会员应交纳其成为会员后两年期未满部分的会费并向周转基
金交纳其应付的那部分预付款，其比率由执行理事会临时确定，并提交大会
通过。

退出本组织的会员的会费
8.11  

退出本组织的会员应交纳从要退出的两年期开始到(含)其退出之日期间
的会费，同时从周转金帐户中可得到扣除其应交款后的返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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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基金
9.1

应当建立一项总基金以结算本条例7.1、7.2和7.3款所授权的支出。总基
金包括各会员国按本条例8.1、8.10、8.11款交纳的会费和按10.1款确定的杂
项收入。总基金的现金盈余，除了周转基金之外的各项基金所得利息的盈余
部分，应按如下方法在各会员(会费)评定比例的基础上计存：
(a) 对已全部交纳会费的会员，从下一次评定中扣除；
(b) 对在以往所有财务时期都已交纳全额会费、但在与要分配盈余的相关时
期没有交纳全额会费的会员，扣除其拖欠金，之后从下一次评定中扣
除；
(c) 对拖欠会费时间长于要分配盈余的财务时期的会员，它们在盈余金中的
分成将由世界气象组织存入特别帐户，直到符合了9.1(1)或(2)款后再交
付。

9.2

周转基金外的各项基金的利息收入是财务时期现金盈余的一部分。这项
收入应按大会的决定，以大会确定的方式处理，适当考虑收到各会员向本组
织按比例交纳会费的日期。

周转基金
9.3

应建立一项周转基金，数目由大会确定，用途由执行理事会随时确定。
周转基金的款项应由本组织的会员预付，或随大会决定，用基金现金投资赚
的所有利息提供。基金留存的利息应根据现有的余额记入会员的预付款账
户。会员的预付款应由执行理事会按照本组织支出评定的比例计算，并应转
入交纳预付款的会员的帐户。

9.4

两年期内从周转基金向财务拨款提供的预付款应尽快在获得收入时如数
向基金偿还。

9.5

除了这些预付款可由其它经费来源偿还外，从周转金向未预见特别开支
或其它授权项目支付的预付款应通过提交补充估算来偿还。

9.6

周转基金投资获得、并未留于基金来实现基金资本水平增长的收入应计
入杂项收入。

9.7

秘书长可设立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并应报告执行理事会。

9.8

执行理事会应明确确定每项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的用途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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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大会另有规定外，这些基金和帐户应按照本财务条例进行管理。
9.9

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投资获得的收入应按有关这些基金或帐户
的规定或随认捐者的随时要求计存。在其他情况下，则按财务条例第10.1款
执行。
第十条

其它收入
10.1 除了：
(a) 向预算提供的会费；
(b) 两年期内开支的直接退还款；
(c) 各基金和帐户的预付款或存款；
(d) 周转金基金赚的、为扩大周转金基金水平所需的利息；
		 之外，其它所有收入都应归入杂项收入，存入总基金中，除财务条例第
9.9款另有专门规定外。
自愿捐款、礼品或捐赠
10.2

各种自愿捐赠，无论是否是现金，只要捐赠目的与本组织的政策、目标
和活动相一致，秘书长都可以接受。接受这些会直接或间接增加本组织财务
负债的捐赠应征得大会的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征得执行理事会的同意。

10.3

接受捐赠者明确规定用途的款项应按财务条例第9.7和9.8款列入信托 基
金或特别帐户。

10.4

接受无明确用途的款项应列入杂项收入并按“礼金”报入年度帐目。
第十一条

基金的保管
11.1

秘书长应指定一个或数个银行保存本组织的基金。
第十二条

基金的投资
12.1

秘书长可以使用不急需的款项进行短期投资，并定期就投资情况向执行
理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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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关这些基金或帐户另有规定、并已考虑了各种情况对各项基金的
流动性的特殊要求，秘书长可以使用存入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帐户的款
项进行长期投资。
第十三条

内部监控
13.1

秘书长应该：
(a) 制定详细的财务程序，以保证有效的财务管理和节约开支；
(b) 所有付款应辅以能证明已接收到的服务或货物的单据或其他文件，确保
以前未支付过；
(c) 指定官员代表本组织接受款项、承担契约和付款。

13.2
(a) 除下面(b)款授权的支付之外，尽管有上述13.1(2)款规定，当秘书长认为
对本组织有利时，他可以授权分期支付；
(b) 除了对本组织有利的正常商业活动，不应代表本组织签定任何要求在交
货或合同实施前预付款的合同或订货单。
13.3    除非有秘书长授权的书面拨款指令或其它特定的认可，否则不应承担任何
契约。
优惠洽付
13.4

当秘书长认为对本组织有利时，他可以在主席批准后进行优惠洽付，这
种付款说明应同两年期帐目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损失或亏空的注销
13.5

除未付的会费之外，经过全面调查，秘书长可以授权注销现金、储备和
其它资产的损失，注销额总帐应连同两年期帐目一并提交外部审计员。

合同与采购
13.6

设备、物资和其它必需品的招标应通过广告进行，除非秘书长认为不按
此办理更符合本组织的利益。

内部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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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监察大方案下，秘书长应设立一个办公室，对WMO的财务、行
政和业务活动进行独立核查，包括计划评估、监察机制和咨询服务。该办公
室称为内部监察办公室，并须确保：
(a) 本组织的所有基金和其他资金的正常接收、保管和支配；
(b) 支出要与拨款或由大会表决或执行理事会通过的其他财务条例相一致，
或与信托基金和特别帐户的用途及细则相一致；
(c) 所有财务和其他管理活动与既定立法相符；
(d) 财务和其他管理资料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e) 本组织所有资金的有效、经济使用。

13.8   
内部监察办公室还应负责调查所有对造假、浪费、管理不善或行为不当
的指控或推定，并负责对服务和组织单位进行审查。
13.9

秘书长须经与代表执行理事会的WMO主席磋商并获其批准后任命一位
技术上合格的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尽管分别有关于脱离工作岗位、纪律措
施和上诉的工作人员条例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秘书长同样须与代表
执行理事会的WMO主席磋商，并获其批准后，方能让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
脱离工作岗位。主席根据总则第一四五条采取的这些行动应向随后的执行理
事会例行届会报告。

13.10

内部监察办公室根据下列规定行使职责。

(a) 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须直接向秘书长报告；
(b) 如果内部监察办公室认为本组织的所有记录、财产、人员、业务和职责
与检查的内容有关，则内部监察办公室可全面、不受限制和迅即地予以
了解；
(c) 内部监察办公室可直接接受工作人员的个人投诉，或接受有关可能出现
的造假、浪费、管理不善或行为不当的信息。除非明知是假，或故意误
传，否则对提供信息的工作人员不得进行报复；
(d) 内部监察办公室须将工作结果及建议报告秘书长，报告副本抄送负责主
管，以采取行动，并抄送外部审计员。应内部监察办公室主任的要求，
此类报告须连同秘书长的指示意见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e) 内部监察办公室每年向秘书长提交内部监察办公室活动的摘要报告，包
括活动的方向和范围，报告的副本抄送外部审计员。该报告须由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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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其发表的意见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f) 内部监察办公室须监督执行理事会妥善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
第十四条

帐目
14.1

秘书长应提交每个两年期的帐目。除此之外，为便于管理，他应保存一
些必要的会计帐册，并提交与下列项目有关的两年期帐目：
(a) 所有基金的收入和支出；
(b) 本组织的资产和负债。

		

他还应该适时提供信息，说明本组织的财务现状。

14.2   
除第14.1条所示当年账目之外，秘书长须在两年期的第二年提交有关拨
款情况的两年期账目，包括：
(a) 原始预算拨款；
(b) 经各种调配后的拨款；
(c) 非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拨款外的信货(若有)；
(d) 从拨款和/或其信贷支出的款项；
      

他还须提供适当的信息，说明本组织目前的财务现状。

14.3    
本组织的年度和两年期账目须用瑞士法郎表示。然而，会计账册可用秘
书长认为必要的某种或某些货币记录。
14.4    

所有信托基金﹑储备金和特别账户均应单独立帐。

14.5    
秘书长须在当年或两年期结束后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外部审计员提交
年度和两年期帐目。
14.6    

秘书长须在财务期的第一年的帐目内提交上一财务时期的总支出决算。
第十五条

外部审计
任命
15.1    

外部审计员应是某会员国的审计长(或有同等职务的官员)，按执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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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定的方式和期限任命。
任职
15.2    
若外部审计员不再担任其国内审计长职务，其外部审计员职务也应终
止，他的继任审计长应接替他为外部审计员。除由执行理事会外，外部审计
员的职务不得罢免。
审计范围
15.3    
根据本条例附件所列的补充职责，审计应按普遍接受的通用审计标准，
在执行理事会的特别指示下进行。
15.4    
外部审计员可对财务程序、会计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和本组织一般行政
与管理的效率提出意见。
15.5    

外部审计员应完全独立，并只对审计工作负责。

15.6    

执行理事会可要求外部审计员进行特别检查并发布专门的调查报告。

设施
15.7    

秘书长应为外部审计员提供进行审计所需的设施。

15.8    
为了开展一项地方性的或专门的调查，或节约审计费用，外部审计员可
以聘用他认为在技术上合格的任何国家级审计长(或同等职务者)、著名商务
公共审计员或其它个人或公司。
报告
15.9    
外部审计员应对能够反映每个两年期决算情况的财务报表和有关明细帐
的审计提出报告，其中应包括他认为必要的、针对财务条例第15.4款和补充
职责中提及的情况。
15.10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应连同经审计的有关财务报表一并提交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按照大会的指示对其进行审查。
15.11     秘书长应将两年期的财务报表，连同外部审计员的证明分发给本组织各
会员。
第十六条

涉及开支的决定
16.1    

任何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或其它主管机构均不能对大会或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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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的计划做出决定，改变其管理，或涉及其可能的开支，除非它已收到
并考虑了秘书长关于该建议对管理和财务的影响报告。当秘书长认为所提出
的开支不能从目前的拨款中支出时，应在执行理事会提供了必要的拨款后才
能承担，除非秘书长证明可按执行理事会有关不可预见开支的决议提供。
第十七条

一般规定
17.1

在紧急情况下，征得本组织主席批准后，秘书长可向各会员通报超出执
行理事会权限的财务问题，以作出通信决定。

17.2

如果执行理事会决定审议的事项根据其性质应在下次大会召开前决定，
则本条例可以暂停使用，但不得超过下一次大会。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应
将执行理事会关于暂停使用的提议函请全体会员考虑，并按总则通讯表决的
程序进行通信投票。

17.3

如果从向会员分发选票之日起九十天内秘书处收到的赞成和反对票的三
分之二赞成，按照17.1款，应采纳此项建议，在执行17.2款时，暂停使用条
例的决定生效。表决结果应通知全体会员。

17.4

对此财务条例的解释或应用如有疑义，秘书长有权裁决，重要问题由主
席确定。

17.5

本财务条例不适用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赞助的本组织技术合作活动的各
外场项目；秘书长有权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及其署长建立的财务条
例和规定管理这些活动。

附件

外部审计的补充职责
(1)  外部审计员认为必要时应对本组织的帐目，包括所有信托基金和特别帐
户，进行审查以满足如下要求：
(a) 财务报表与本组织的帐簿和记录相符；
(b) 报表中反映的财务往来符合各项条例、预算规定和其它相应指示；
(c) 存入银行的和现存的证券与钱款已按本组织的存款银行直接发出的
证书或按实际清点得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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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信赖程度方面证实内部管理适当；
(e) 外部审计员同意的程序已应用于全部资产、债务、结余和赤字的记
录。
(2)
外部审计员应是对秘书长提供的全部或部分证件和说明的唯一评判
者，他可以随意对所有财务记录，包括有关物资和设备的记录进行具体审查和核
对。
(3)
外部审计员及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自由地查看所有外部审计员认为
审计工作需要的帐簿、记录和其它文件。外部审计员为审计所需的、经秘书长(或
他指派的高级官员)同意的专用材料和机密材料，一旦需要，应予以提供。外部审
计员及其工作人员应尊重掌握的材料所具有的专用性和保密性，除非与审计直接
有关否则不能使用。外部审计员认为审计需要、但却被拒绝使用专项材料时，可
以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
(4)
外部审计员无权删除帐目中的任何科目，而应就他表示怀疑的帐目往
来的合法性和适宜性提请秘书长注意，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帐目检查过程中出
现的这些或其它任何帐目往来中的审计问题都应及时通知秘书长。
(5)
外部审计员应在本组织的财务报表上发表并签署意见。该意见应包括
下列基本要素：
(a) 鉴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b) 秘书长的责任和外部审计员的责任；
(c) 所遵循的审计标准；
(d) 对已开展工作的说明；
(e) 在财务报表上表示意见，说明是否：
(i) 财务报表公正地表现了财期末的财务状况及财期运行结果；
(ii) 财务报表根据所述会计政策编写；
(iii) 会计政策的应用延续了前一财期的会计政策；
(f)

就交易与财务条例和立法权限是否相符发表意见；

(g) 发表意见的日期；
(h) 外部审计员的名字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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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6)

必要的话，提及外部审计员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
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财务时期的财务工作报告应提及：

(a) 其检查的种类和范围；
(b) 影响帐目完整性和准确性的事项，包括：
(i) 正确解释帐目必需的信息；
(ii) 应已收到但未入帐的金额；
(iii) 任何法定成未定债务但在财务报表中未记录或反映的金额；
(iv) 证据不足的开支；
(v) 账簿管理是否得当。若提交的报表中材料性质与普遍接受的会
计原则有偏差，应予以揭露。
(c) 应提请执行理事会注意的其它事项，如：
(i) 作假或假设作假的情况；
(ii) 本组织资金或其它财产的浪费或不正当开支(尽管往来帐目可
能是正确的)；
(iii) 有可能使本组织进一步扩大开支的花费；
(iv) 掌管收入与支出控制或物资与设备控制的总系统或具体条例中
存在的问题；
(v) 扣除了预算中正式授权的转账资金之后，与大会和/或执行理
事会的意图不符的开支；
(vi) 经预算中正式授权的转账修改过的拨款的超支；
(vii) 与授权不符的开支；
(d) 盘存和帐目审查确定的物资和设备记录准确与否；
(e) 如合适，关于已获得进一步信息的前一个两年期统计的往来帐，或
关于执行理事会宜尽早了解的后一个两年期统计的往来帐。
(7)
外部审计员可对审计中的结果发表看法，若他认为合适，可就秘书长
的财务报告向执行理事会或秘书长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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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旦外部审计员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一旦他不能获得足够的证据，
他都应在报告中指出，并在报告中详细说明原因及其对财务状况和已记录在案的
财务交易的影响。
(9)
在未事先给予秘书长以合适机会解释受检事项的情况下，外部审计员
不应在报告中提出批评。
(10)

外部审计员不应提及任何正在进行的、且他认为各方面都不重要的事

项。

决议38 (Cg-15)

审计委员会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15 (EC-56) ─设立审计委员会，

(2)

决议 11 (EC-57)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人员组成，

(3)

决议 10 (EC-58)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4)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77)，总摘
要第18.4.6，

(5)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88)，总摘
要第4.1.1段及第4.1.18-4.1.19段，

(6)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07)，总
摘要第4.1.1-4.1.3段，

进一步注意到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和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考虑到需要一种审议和后续行动机制来监督WMO秘书处的行政职能，
认识到执行理事会给审计委员会提供的指导，
支持审计委员会在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2004年6月)上设立以来所开展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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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审计委员会继续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2)

执行理事会继续审议审计委员会的工作和人员组成。

决议39 (Cg-15)

财务咨询委员会
大会，
回顾了 决议29 (Cg-10) ─ 财物咨询委员会，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的报告和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报
告，
决定保留具有如下职责的财务咨询委员会：

1.

目的

以透明的方式，就以下事宜向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提供会员的咨询：
(a)

基于结果的预算的可承受水平、可持续性和执行情况；

(b)

本组织的财务事宜；

2.      职能
(a)

针对基于结果的预算和WMO 战略计划之间充分的联系提供咨询；

(b)

就正常预算和预算外资金针对预期结果划拨足够的资金提供咨询；

(c)

就财务事宜，如会费比例、财务条例和资金剩余问题提供咨询；

(d)

就总体预算水平提供咨询，同时考虑可承受性和可持续性；

(e)

在开展这些工作时酌情考虑外部审计员、审计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机构的报
告；

3.      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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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MO主席担任(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 ；

(b)

核心成员由WMO主席和WMO区域协会主席组成；

(c)

向所有WMO会员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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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安排
(a)

主席应及时召开会议，并在召开大会和执行理事会之前留出足够的时间准备
报告；

(b)

至少在财务咨询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三周向会员提供相关文件；

(c)

委员会应遵照此类WMO 机构的传统程序，通过协商一致的意见来制定建
议；

(d)

委员会应向所有WMO会员提供其报告。

决议40 (Cg-15)

第十五财期会员的会费分摊比例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4条，

(2)

决议36 (Cg-14) ─ 第十四财期会员的会费分摊比例，

决定：
(1)   由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最新的联合国分摊比例应作为WMO 计算分摊比例的基
础并根据会员数的差异进行适当调整；
(2)    2008、2009和2010年会员会费分摊比例应以第六十一次联合国大会批准的联
合国分摊比例作为基础并按照本决议附录表1的规定对会员数的差异进行调
整；
(3)    一些可能成为会员的非会员应按照本决议附录表2的规定分摊2008、2009和
2010年的会费；

250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授权执行理事会：
(1)

用2009年12月第六十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分摊比例调整2011年分摊
比例，并且根据WMO会员数的差异进行调整，最低比例保持0.02%不变，为
保证会员分摊的比例均不会超过WMO 2007年度比例的200%应做适当调整；

(2)

为非会员成为会员的情况确定临时分摊比例，依据是类似于本决议规定的确
定分摊的原则。

决议40 (Cg-15) 的附录
表1
关于2008、2009 和2010年WMO会费分摊比例的建议

会员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英属加勒比地区
文莱达鲁萨兰
保加利亚

已批准的
2007、2008 2008, 2009和
已批准的
2007年WMO 和2009年联 2010年WMO
会费分摊比 合国会费分 会费分摊比
例
摊比例
例建议
0.02
0.001   
0.02
0.02
0.02
0.006
0.08
0.085
0.08
0.02
0.003
0.02
0.02
0.002
0.02
0.94
0.325  
0.32
0.02
0.002   
0.02
1.57
1.787
1.76  
0.85
0.887
0.87
0.02
0.005
0.02
0.02
0.016
0.02
0.03      
0.033  
0.03      
0.02
0.010
0.02
0.02
0.009
0.02
0.02
0.020
0.02
1.05
1.102
1.08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6   
0.02
0.02   
0.006  
0.02   
0.02   
0.014  
0.02   
0.876
1.50
0.86
0.02
0.02
0.03
0.026   
0.03
0.02   
0.02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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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法属波利尼西亚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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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的
2008, 2009和
2007、2008
已批准的
2007年WMO 和2009年联 2010年WMO
会费分摊比 合国会费分 会费分摊比
例
摊比例
例建议
0.02
0.002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9
0.02
2.77
2.977
2.93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22
0.161
0.16
2.02
2.667
2.62
0.15  
0.105
0.10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2
0.03
0.032
0.03
0.02
0.009
0.02
0.04  
0.050
0.05  
0.04  
0.054
0.05
0.04  
0.044
0.04  
0.18
0.281
0.28
0.02
0.007
0.02
0.02
0.003
0.02
0.71
0.739
0.73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3
0.024
0.02
0.02
0.021
0.02
0.12
0.088
0.09
0.02
0.020
0.02
0.02
0.001
0.02
0.02
0.016
0.02
0.02
0.003
0.02
0.02
0.003
0.02
0.52
0.564
0.55
5.93
6.301
6.19
0.02
0.02
0.02
0.008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3
0.02
8.52
8.577
8.44
0.02
0.004
0.02
0.52
0.596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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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中国香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阿拉伯联盟
立陶宛
卢森堡公国
中国澳门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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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的
已批准的 2008, 2009和
2007年WMO 2007、2008 2010年WMO
会费分摊比 和2009年联 会费分摊比
例
合国会费分
例建议
摊比例
0.03
0.032
0.03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2
0.02
0.02
0.005
0.02
0.02
0.02
0.12
0.244
0.24
0.03
0.037
0.04
0.41
0.450
0.44
0.14
0.161
0.16
0.15
0.180
0.18
0.02
0.015
0.02
0.34
0.445
0.44
0.46
0.419
0.41
4.80
5.079
4.99
0.02
0.010
0.02
19.15
16.624
16.35
0.02
0.012
0.02
0.03
0.029
0.03
0.02
0.010
0.02
0.02
0.02
0.16
0.182
0.18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18
0.02
0.02
0.034
0.03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13
0.062
0.06
0.02
0.031
0.03
0.08
0.085
0.08
0.02
0.02
0.02
0.002
0.02
0.02
0.001
0.02
0.20
0.190
0.19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17
0.02
0.02
0.001
0.02
0.02
0.011
0.02
1.84
2.25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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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
摩尔多瓦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尼亚
尼泊尔
荷兰
荷属安的列斯和阿鲁巴岛
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纽埃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基里巴斯共和国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也门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卢西亚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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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的
2008, 2009和
2007、2008
已批准的
2007年WMO 和2009年联 2010年WMO
会费分摊比 合国会费分 会费分摊比
例
摊比例
例建议
0.02
0.001
0.02
0.02
0.003
0.02
0.02
0.001
0.02
0.001
0.02
0.05
0.042
0.04
0.02
0.001
0.02
0.02
0.005
0.02
0.02
0.006
0.02
0.02
0.003
0.02
1.66
1.873
1.84
0.02
0.02
0.02
0.02
0.22
0.256
0.25
0.02
0.002
0.02
0.02
0.001
0.02
0.04
0.048
0.05
0.02
0.02
0.67
0.782
0.77
0.07
0.073
0.07
0.05
0.059
0.06
0.02
0.023
0.02
0.02
0.002
0.02
0.02
0.005
0.02
0.09
0.078
0.08
0.09
0.078
0.08
0.45
0.501
0.49
0.46
0.527
052
0.06
0.085
0.08
0.02
0.02
1.76
2.173
2.14
0.02
0.001
0.02
0.02
0.007
0.02
0.06
0.070
0.07
1.08
1.200
1.18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70
0.748
0.73
0.02
0.004
0.02
0.02
0.021
0.002
0.02
0.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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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泰国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总计

已批准的
2008, 2009和
2007、2008
已批准的
2007年WMO 和2009年联 2010年WMO
会费分摊比 合国会费分 会费分摊比
例
摊比例
例建议
0.02
0.001
0.02
0.38
0.347
0.34
0.05
0.063
0.06
0.08
0.096
0.09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29
0.290
0.28
2.48
2.968
2.92
0.02
0.016
0.02
0.02
0.010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2
0.02
0.98
1.071
1.05
1.18
1.216
1.20
0.04
0.016
0.02
0.02
0.001
0.02
0.21
0.186
0.18
0.02
0.005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1
0.02
0.02
0.027
0.03
0.03
0.031
0.03
0.37
0.381
0.37
0.02
0.006
0.02
0.02
0.003
0.02
0.04
0.045
0.04
0.23
0.302
0.30
6.03
6.642
6.53
0.02
0.006
0.02
21.64
22.000
21.64
0.05
0.027
0.03
0.02
0.008
0.02
0.02
0.001
0.02
0.17
0.200
0.20
0.02
0.024
0.02
0.02
0.001
0.02
0.02
0.008
0.02
100.00
99.968
100.00

*  根据联合国大会1993年4月8日的决定，在有关其名称的分歧解决前，该国在本
组织内的所有场合临时称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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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非会员成为会员后2008、2009和 2010年临时会费分摊比例

   分摊百分比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非会员
安道尔
赤道几内亚
格林纳达
梵蒂冈
列支敦士登
马绍尔群岛
瑙鲁
帕劳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马力诺
东帝汶
图瓦卢

决议41(Cg-15)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大会，
回顾到决议37(Cg-11)─ 中止未履行财务义务的会员的会籍和决议35(Cg-12)─ 清
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8.8条，
考虑到决议12(EC-58)─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决定：
(1)

WMO应至少在组织机构届会开幕前一周收到会员支付的欠款方可恢复其表
决权；

(2)

未按照偿付协议执行偿付条款的会员在支付过去所有的必要款项后，可重
新履行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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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照偿付协议执行偿付条款的会员只有在得到执行理事会批准后，方可
签订新的偿付协议。

决议42 (Cg-15)

周转基金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37(Cg-14)- 对周转基金的审核，

(2)

财务条例第8和第9条，

(3)

财务条例规定应建立周转基金，资金从会员按比例向本组织普通基金交纳
的会费中预先支付，

决定：
(1)

周转基金将继续用于下列用途：
(a)

在收到会费之前为预算拨款提供资金；

(b)

必要时预付此类资金，以抵付现行预算经费无法满足的临时性和非经
常性支出；

(2)

在第15财期，周转基金的本金确定为750万瑞郎；

(3)

尽管有财务条例9.3的规定，但目前各会员的预付款须限定在第14财期确定
的水平上；

(4)

经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
节略报告(WMO-No.1007)，总摘要第5.2.4段)批准，增加的本金将从2008年
1月1日起予以合并的预算外资金中提供。根据批准的2008-2010年的分摊比
例，新的本金将存入周转基金的各会员的预付款账户；

(5)

2008年1月1日之后加入本组织的新会员的预付款应按照加入本组织当年所
确定的分摊比例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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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43(Cg-15)

秘书长的合同
大会，
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1(a)条，
决定秘书长任职的条件应遵照本决议附录中的合同实行。

决议43(Cg-15)的附录
秘书长的合同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1(a)规定，秘书长应该由大会根据其批准的条件来任
命；
考虑到世界气象组织第十五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批准了本协议中的任职条件；
据此达成协议如下：
以由其主席代表的世界气象组织，以下称本组织，为一方，以世界气象组
织第十五次大会于2007年5月16日召开的会议任命的秘书长Michel J.-P先生为另一
方，
1.

秘书长的任期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

2.

秘书长在接受任命时应宣读以下誓词或声明：

“我庄严宣誓(承诺、声明、保证)，忠诚、审慎、认真地履行赋予我作为世界
气象组织国际公务员的职责，我仅以本组织的利益为重履行这些职能，规范自己
的行为，在履行职责时，不寻求也不接受来自任何政府或本组织外其它机构的指
示，并始终恪守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和WMO工作人员道德守则。”
以上誓词或声明应该由秘书长在主席和一位副主席或执行理事会的另一位成
员在场的情况下宣读。
3.
任职期间，秘书长在履行公务时享有他与本组织签订的有关协议所赋予他的
特权和豁免权；他不应参与任何与其正确行使本组织秘书长职责不相符的活动；
未经执行理事会授权，他应放弃本组织秘书长之外的一切聘任或有偿的活动；未
经执行理事会事前批准，他不应接受本组织外的任何名誉、表彰、恩惠、礼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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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
4.

5.

秘书长的任职根据下述情况终止：
(a)

2011年12月31日本协议终止；或

(b)

由该官员向本组织主席提交书面辞呈，秘书长将在执行理事会接受其
辞呈之日起两个月后停止履行职责；或

(c)

在履行职责和义务方面严重失职，尤其是本协议第(2)和(3)段中列出
的职责和义务；在此情况下，秘书长有权向执行理事会提出申诉；如
果执行理事会决定终止其任职，该决定应在宣布之日起两个月后生效
并且应符合执行理事会决定的条件。在与执行理事会协商后，本组织
主席可在执行理事会调查期间暂停秘书长行使其职责，直至执行理事
会作出决定。

秘书长应从本组织获得：
(a)

每年151,064美元的净工资(职员考评扣减后)，适用其他具可比性的
专门机构的行政首脑采用的职位工资调整，工资和职位调整工资按月
分期支付；和

(b)

每年29,000瑞郎的代表津贴，按月分期支付；和

(c)

包括支付赡养人员补贴、教育补贴、安家补贴、归国补贴、有关的搬
迁费用，旅费和生活补贴等有关补贴，其待遇等同于联合国副秘书
长。

上述所有经费都用秘书处所在国家的货币支付，除非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另
有协议。
从本组织获得的工资和报酬免缴税。
6.
秘书长每年享有30个工作日的休假。为了使秘书长能够每两年回国休假一
次，本组织应该支付秘书长、其配偶及其赡养的子女旅行费用，其待遇等同于联
合国副秘书长。
7.
秘书长应该参加本组织设立的社会保障计划，他的福利待遇应不低于在相同
条件下仅次于其级别的职员从该计划得到的福利。
8.
对援用或解释本协议产生的分歧若无法通过当事双方直接协商解决，可提请
其资格为本组织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裁决，其裁决是最终的。根据联合
国职员退休基金会的规定和条例，秘书长应是该基金会的参加者，当秘书长就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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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该基金会规定问题提出任何上诉时，其退休金案例司法权为本组织认可的联合
国行政法庭视为胜任的仲裁人。

           在                                     签署。

本合同一式两份，于2007年

                                                                                     
(A.I.Bedritsky)                                                                      (M.Jarraud)
世界气象组织主席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
                                                                                                        任命的秘书长
                                                        

决议44(Cg-15)
修改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序言
大会，
考虑到自从1950年成立以来WMO取得的成功和成就，
进一步考虑到需要一个基本文件来体现和清晰地确定本组织的范围和职责以及会
员对本组织的了解，
考虑到WMO是联合国负责气象的专门机构这一事实，
进一步考虑到WMO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计划，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在其各
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水文、气候和环境的相关方面，
注意到由参加1999年5月4-26日举行的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的会员通过的“日内
瓦宣言”(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02)，附录
IV)，
决定：
公约“考虑到”部分的文字，
“为了协调、统一和改进世界气象及有关活动，鼓励各国间有效地交流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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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的信息，用以协助人类各种活动，缔约国同意本公约下列条款；”
用以下新序言替换：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减少自然灾害和其它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
灾难性事件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需要，以及为人类当代和子孙后代保
护环境和全球气候的需要，
认识到一个综合的国际气象、水文和相关资料和产品的观测、收集、加工
和分发系统的重要性，
重申国家气象、水文气象和水文部门在观测和认识天气与气候以及提供气
象、水文和相关服务以支持相关国家需求方面的使命至关重要，该使命应
包括以下领域：
(a)
(b)
(c)
(d)
(e)
(f)
(g)

保护生命与财产，
保护环境，
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促进长期观测和气象、水文和气候资料的收集，包括相关环境资料，
促进内部能力建设，
履行国际义务，
为国际合作做出贡献，

还认识到会员需要共同致力于协调、统一和改进气象、气候、水文和有关
信息的相互交流并鼓励提高这种交流的效率，以助于各项人类活动，
考虑到最好由一个负责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对气象进行协调，
进一步考虑到需要与其他同样致力于水文、气候和环境领域的国际组织密
切合作，
缔约国同意本公约下列条款：”
进一步决定上述未产生新的义务，并根据公约第28(c)条通过的修正案自2007年6
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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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45 (Cg-15)

世界气象组织的会徽和会旗
大会,
考虑到：
(1)

1955年通过的WMO会徽和第五次大会对它的修改，

(2)

决议2(EC-10)– 合法保护世界气象组织名称和会徽，

(3)

第五次大会(议题3.8)通过的本组织会旗包括位于联合国蓝色背景中心位置
的正式会徽，会徽呈白色，

(4)

2005年开展的征求所有会员对WMO会徽做可能修改的意见的结果，

(5)

决议20(EC-57)– WMO会徽和会旗，

认识到：
(1)

最好把叠加在联合国会徽上的风玫瑰改为金色，以彰显本组织已成立50多
年，

(2)

最好还在会徽的底部添加本组织的阿拉伯文和中文的全名以及添加本组织
名称的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缩写，从而提高WMO会徽的知名度
和独特性，

(3)

有必要加强对本组织名称、会徽和会旗的保护，包括通过确切的指南，

决定：
(1)

上述提及的设计作为世界气象组织的会徽和独有标识，并用于本组织的会
旗；

(2)

秘书长应维护有关旗帜的尺寸规格、比例和使用的旗典和条例；

(3)

秘书长应通过关于使用和复制WMO会徽和公章的指南；

(4)

世界气象组织会员应在自身权限内维护适当的必要措施，以防世界气象组
织会徽和名称，以及由词首大写字母组成的名称缩写在未经秘书长授权情
况下的使用，尤其是通过商标或商业标志用于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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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46 (Cg-15)

修改总则第15、16、71、91和92条
大会，
注意到：
(1)

本组织总则第15、16、71、91和92条，

(2)

决议37(Cg-11)– 中止未履行财务义务的会员的会籍，

(3)

第12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827)，总摘要第
11.3.1至11.3.4段，

(4)

决议38(Cg-12)– 审议总则，修订WMO总则，

(5)

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07)，总摘要
第10.2.9段，

考虑到：
(1)

第12次大会将通信选举所需的时间延长为“至少”225天，以便让拖欠会费的
会员满足它以通信方式提名其国民或代表填补某个出缺职位的必要条件，

(2)

其国民或代表不具备提名资格以便通过通信提名填补空缺的会员均未在第
十二次大会采纳的45天期限内偿付拖欠的会费，

(3)

可以将总则第91、92和71条中分别规定的候选人提名、资格确定和表明意
愿及表决的周期加以压缩，

决定：
(1)

取消提前45天的通知时间，该期限是为了方便拖欠会费的会员满足其国民
或代表有资格通过通信提名填补空缺职位的必要条件；

(2)

总则第91、92和71条中规定的候选人提名、资格确定以及表明意愿和表决
的周期分别从45天、30天和90天缩短至30天、20天和60天；

(3)

修订总则第15和16条，将数字“225天”改为“1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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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7 (Cg-15)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大会，
注意到：
(1)

本组织总则第179条及其附录III，

(2)

经大气科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批准并得到执行理事会第58次届会注意的对
职责拟议的修改，

(3)

经气候学委员会第14次届会批准的对其职责的修改，

考虑到确保WMO的科技活动能够满足会员的需求和适应相关领域的发展的重要
性，
决定：
(1)

保留适用所有技术委员会的总职责；

(2)

通过本决议附录中修订后的大气科学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的职责；

(3)

保留未作修改的其它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要求秘书长在总则的附录III中反映上述修改，向所有相关机构通报本决定，同时
继续支持总则规定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决议47 (Cg-15) 的附录

大气科学委员会的职责
大气科学委员会负责促进、协调和推动与大气科学有关的各项活动，其中包
括：天气研究、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在此宽泛
的作用中，该委员会的具体目标是:
(a)

确定WMO会员的需求, 包括对环境和气候公约的支持，并促进关于大气科
学问题的知识和技术转让及咨询；

(b)

开展大气和相关科学研究，提高对更大地球系统内的大气过程的认识和可
预报性，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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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从甚短期到长期时间尺度的预测，包括环境预测的新发展，重点是改
进端到端的预报过程从而改进那些对人口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高影
响天气事件的预报；

(ii) 大气成分和大气污染，包括它们与天气的相互作用；对污染物输送、
变性和沉降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监测；
(iii) 云物理和化学，特别是支持天气预报、大气化学和大气化学成分预
测；
(iv) 人工影响天气，重点突出物理化学过程和制定严谨的评估程序；
(v)

热带气象，包括研究尤其有关低纬度地区的过程和现象以及它们对低
纬度以外地区的影响；

(vi) 气候，注意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对提高认识气候的水平起着核心作
用，委员会将提供科学支持并贡献专业技术, 特别是在大气、环境和
地球系统模拟方面，此举将使委员会对天气的关注延伸到气候尺度；
(c)

通过在全球大气化学观测和空气质量观测中采用综合的方法，继续开展并
改进全球大气监测计划，为科学评估做出贡献并为国际环境和气候公约和
政策提供支持；

(d)

根据WMO 战略计划，与相关的WMO机构协调委员会的活动，并推动与
WMO会员、国际科学组织、环境研究单位和其他科学团体的合作；

(e)

统一适用于大气科学的函数、常数、术语和文献规范；

(f)

就大气科学的进展对政策、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开展研究；

(g)

拟订观测要求以及存储、检索和交换原始资料和/或已加工资料的要求；

(h)

对气象技术规程进行科学评估，包括验证技术。

气候学委员会的职责
该委员会负责促进、支持和推动WMO有关气候的各项活动，及其与人类福
祉、人类活动、自然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包括：
(a)

协调和汇总世界气候计划各组成部分及其相关活动对观测、资料收集、提
供和交换方面的全面需求；

(b)

在拯救、收集、质量控制、存档、获取和进一步管理气候资料方面确定、
描述和鼓励最佳规范，包括近实时资料、代用资料、遥感资料和有关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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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c)

开发用于气候资料分析的统计和其它客观方法；

(d)

编制气候方面的数值分析和预测系统的资料集存档最佳规范；

(e)

为有关访问和获取气候资料、信息和服务提供咨询；

(f)

制定气候资料交换和提供气候信息的方法；

(g)

协调和促进气候及其时空变率和变化的分析和监测，以及用于研究、应用
和影响评估的监测产品的分发;

(h)

开发和审查气候业务信息和预测服务，并推动和支持应用研究；

(i)

编写权威的气候声明；

(j)

能力建设，提高对气候信息、服务和技术转让的意识；

(k)

为准备和展示气候信息以便用于制订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对
策编写指南，以及为展示气候服务的高成本效益比编写指南；

(l)

确定本委员会在WMO交叉活动中的作用，并评估每个开放计划领域组和专
家组的作用。

对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提供咨询和指导，同
时与WMO其它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合作为各项活动提供支持是该委员会的特别职
责，尤其是把农业气象计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
象学委员会、地球系统科学联盟、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和地球观测组作为主要的计
划合作伙伴和赞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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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48 (Cg-15)

修改总则29 (b)
大会，
注意到：
(1)

本组织总则第29条，

(2)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979)， 总摘要第4.4 段和4.5段，

考虑到：
(1)

自动设立水文学分委员会不利于出席大会的会员所代表的水文部门和气象
部门之间的互动，

(2)

要有效利用大会期间的时间和资源，只有在需要时才设立委员会和分委
会，

决定：
总则29 (b)中助动词 “shall”(须) 改为 “may”(可)。

决议49 (Cg-15)

审议以往的大会决议
大会，
考虑到不使以往大会的决议堆积如山，其中部分已显重复，其他的则已为新的决
定替代，
注意到：
(1)

本组织总则第135(17)条有关审议以往的大会决议，

(2)

决议 47 (Cg-14) — 审议以往的大会决议，

审查了仍然有效的以往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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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保留以下决议有效：
第二次大会 (Cg-2)

18

第三次大会(Cg-3)

3， 4， 29

第五次大会(Cg-5)

6， 15， 30

第七次大会(Cg-7)
							

(2)

32， 39 (决定下的期望第一段和附录的第一
段除外)

第八次大会(Cg-8)

33，36，48

第九次大会(Cg-9)

9，30

第十次大会(Cg-10)

9， 31

第十一次大会(Cg-11)

8， 19， 24， 30， 37

第十二次大会(Cg-12)

20， 21，35， 40

第十三次大会(Cg-13)

25，26， 31

第十四次大会(Cg-14)

5， 6， 21， 24，  46

保留以下决议至2007年12月31日：
决议2， 3， 9，10，19，25，26，27，28，29，30，31，35，36， 38
(Cg-14);

(3)

第十五次大会前通过的其他决议一概不再保留有效；

(4)

根据第十五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将仍然有效的决议文字付诸出版。*

注： 本决议替代决议47 (Cg-14)，后者不再有效。
*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WMO-No. 508) 刊载仍然有效的大会和执行理事
会决议的完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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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I

总摘要2.3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向第十五次大会提交的建议

秘书长向第十五次大会提交的财务报告
建议1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向第十五次大会提交的财务报告。
审议秘书长关于第十五财期(2008—2011)的预算建议
建议2

大会：
2.1    考虑了24,980万瑞郎的名义零增长预算，其中考虑到一些高优先服务
需要超出名义零增长的额外资金，这些服务包括预期结果5(发展和实施新
的WMO信息系统)、6(加强会员在多灾害早期预警和灾害预防和准备方面的
能力)、7(加强会员提供和使用天气、气候、水和环境应用与服务的能力)，
以及9(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职
责的能力)。
2.2   结合审议第十五财期的预算建议还考虑了预算建议确定后提出的新活
动的预算影响。
2.3   要求秘书长提交有关计划和预算影响的说明，并将其作为文件封面的
一部分。
会费事宜
分摊比例
建议3

大会：
3.1      批准拟载入大会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见Cg-15/文件10.2 (1) 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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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A。
3.2        通过由秘书长提交的决议40 (Cg-15) – 第十五财期会员的会费分摊比
例。
周转基金水平
建议4
大会：
4.1      批准拟载入大会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见Cg-15/文件10.2 (3) 的附
件A。
4.2        通过由秘书长提交的决议42 (Cg-15) – 周转基金。
4.3        敦促会员根据Cg-15/文件10.2 (4)报告中联合检查组提出的建议支付
它们的分摊会费。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建议5

大会：
5.1      批准拟载入大会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见Cg-15/文件10.2 (2) 的附
件A。
5.2        通过由秘书长提交的决议41 (Cg-15) –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审议其他产生财务和预算影响的大会文件
关于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建议6

大会：
6.1      在审议关于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文件Cg-15/文件10.1(4))时特别考
虑到有关以下要求的建议：
• 明确目的、作用和职责；
• 由一个含核心成员的开放组组成；
• 运作方式能确保财务期内的连续性；
• 精心制定应对新问题的目标(如基于结果的预算、目标和关键业绩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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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会员的参与制定规定；
委员会的名称应反映其目的，它可能超出计划和预算的范畴；
完成工作需要的灵活性和足够的时间。

6.2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确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时注意不要与财务咨
询委员会的职责相重叠。
修订财务条例
建议7

大会：
7.1      批准拟载入大会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见Cg-15/文件10.1 (1) 的附
件A。
7.2        通过由秘书长提交的决议37 (Cg-15) –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财务条例。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建议8
大会：
8.1      批准拟载入大会报告总摘要的文字草案，见Cg-15/文件10.1 (3) 的附
件A，并对有关预算的措词做适当编辑。
8.2        授权执行理事会在第十五财务期内批准对相关财务条例进行必要的
修改，以保证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相一致，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就采取
的行动向第十六次大会报告。

附录II
总摘要4.1.1段的附录
第十五财期(2008—2011)组织机构届会的初步计划
届会

地点

备注

2008
执行理事会 (第60次届会)

日内瓦

二区协(亚洲) (第14次届会)

印度

Cg-15期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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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

地点

基本系统委员会 (第14次届会)

—

水文学委员会 (第13次届会)

?

备注

2009
四区协(北美﹑中美和加勒比)  (第15次届会) 巴哈马
执行理事会 (第61次届会)

日内瓦

六区协(欧洲) (第15次届会)

比利时

邀请信已受到

气候学委员会 (第15次届会)

津巴布韦

还提出承办CAgM-15和
RA l-15

布隆迪

还提出承办CAgM-15

土耳其

已收到申请主办会议的
信函

大气科学委员会 (第15次届会)

—

WMO/IOC 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第3次届会)

—

2010
执行理事会 (第62次届会)

日内瓦

三区协(南美洲) (第15次届会)

—

五区协 (西南太平洋) (第15次届会)

印度尼西亚 Cg-15期间提出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第14次届会)

—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第15次届会)

德国

—

摩尔多瓦

在委员会第14次届会上
曾表示承办意向

菲律宾

—

津巴布韦

还表示愿承办CCl-15和
RA I-15

布隆迪

还表示愿承办CCl-15

巴西

口头申请

基本系统委员会  (特别届会)

—

2011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第15次届会)

—

一区协(非洲) (第15次届会)

肯尼亚

—

津巴布韦

还表示愿承办CCl-15和
CAg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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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

地点

备注

摩洛哥

第15次大会期间提出

阿拉伯利比 第15次大会期间提出
亚民众国
加蓬
第16次世界气象大会

日内瓦

执行理事会   (第63次届会)

日内瓦

第15次大会期间提出

附录III

总摘要7.4.45段的附录
马德里行动计划
本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在5年内明显增加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的社会价
值，以响应由迅速的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环境退化和由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
害和威胁为特征的迅猛变化。
行动1:
作关系。

审议有关气象水文服务的管理制度框架，以便加强与各经济部门的合

行动2:
各领域利益攸关方对及时和尺度适当的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的
需求迅猛增加并不断变化，通过了解这些需求并做出响应，对制作、应用和传递
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的方法需做重大的改进。
行动3:
通过为天气、气候和水信息的提供单位和用户创造教育和培训机会
开展能力建设工作，旨在提高用户对天气、气候和水部门提供的机会的意识，并
帮助服务提供单位更全面地了解用户的需求。
行动4:
增加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认可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及其合作
伙伴为安全和可持续的生活所作的贡献。
行动5:
采用以下步骤以满足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信息及服务方面的日益
增加的需求：
•
•
•

加强观测计划和相关的研究和开发；
开发分辨率为10 km及其以下的下一代气候和地球系统模式，以及
相应的资料同化系统；  
为提高对这些模式的认识和支撑对它们的开发工作，大力加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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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计划；
为使NMHS满足各机构和公众的需求，改进提供和分发系统，包
括早期预警系统；加强现有并适时建立新的区域业务中心以便共
享能力和资源。

行动6:
开发对作为重点生态系统的城市环境的分析，此举需要专项观测、研
究和气象水文服务。  
行动7:
利用国际、区域和国家平台及计划，并通过开发适当的工具和方法促
进和加强天气、气候和水信息及服务的提供单位和用户间的对话和合作。
行动8:
加强现有并开发和实施新的多学科计划，这些计划可用来催生和改进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制作方法和提供手段，以应对国家对发展、社会、经济、
环境和健康问题的关注。
行动9:  
在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提供单位和用户间加强现有并建立新的业务
合作关系，旨在共同承担有效服务和评价业绩的职责。
行动10:
加强和提高NMHS通过各类媒体高效率传递天气服务和产品的能力，
其方式旨在最大程度地发挥气象水文部门的社会效益。
行动11:
鼓励NMHS和社会科学界开发有关NMHS服务在各社会经济部门的效
益的定量评估技术和方法，尤其是：
•
•
•
•

开发新的经济评估技术，包括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的评估技术；
制定WMO经济评估技术业务应用指南；
培训国家工作人员开展和实际操作对NMHS服务的经济效益评
估；
向政府和认捐机构或国际金融机构介绍经济评估的结果，旨在使
NMHS的基础设施得以现代化并加强它们提供服务的能力。

行动12:
鼓励免费和无限制地交换气象水文和相关资料，以支持研究工作和改
善业务服务。
行动13:
工作。

加强WMO以前开展的关于为提供气象服务开发一个综合经济框架的

行动14:

作为一项紧迫事项，为落实上述列出的行动制定一个实施计划。

行动15:
监督并每年向重点合作伙伴报告实施计划的进展情况，5年后组织一
次具有更广泛基础的会议，以评价行动计划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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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V
总摘要7.4.56段的附录

WMO主席团
职责
1.

定义、目的和范围

主席团是一个为本组织主席提供咨询，以及帮助他履行WMO公约和总则规
定的其职责的非正式磋商机制。
主席团由主席、三名副主席和秘书长组成。
其主要作用是规划、组织、协调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工作。它还审议大会
和执行理事会指示的执行情况，以及对内容广泛的问题开展磋商提供支持，包括
交叉性和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需尽快引起重视的问题。
2.

工作的组织和对资金的影响

通常主席团会议每年举行两次，其中一次较短的会议与大会或执行理事会
的定期届会衔接举行。与秘书长商议后，主席可邀请磋商所需的其他人员参加。
根据有关规定(总则第36条和决议19(EC-42)– 非WMO职员享受旅费和生活
补贴的规定细则)，旅差费和生活费由本组织承担。秘书处为会议提供必要的支
持。
3.

议程和结果

主席将在主席团会议前向会员通报议程以听取反馈意见，会后通报商议的
情况和取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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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1.

2.

Officers of the session
President
First Vice-President
Second Vice-President
Territories)
Third Vice-President
Representatives of WMO Members
Afghanistan
K.A. Nasri
N. Tarzi
Albania
S. Qerimaj
M. Sanxhaku
A. Alia
E. Nina
Algeria
I. Jazairy
H. Mehadji (Ms)
B. Mahi
M. Aouali
A. Terchi
A. Saci
A. Lagha
B. Zeddigha
D. Allili
Angola
G. de Honorato João
J.A. Xavier
M. Mabika
M.G. Correia de Azevedo (Ms)
J. Silva
A. Marques da Costa (Ms)
P. Nsanzi
Antigua and Barbuda
K. Meade
Argentina
H.H. Ciappesoni
M. Marino (Ms)
A.J. Dumont
E. Martínez Gondra
M. Valle Fonrouge
G. Jordan
Armenia
L. Vardanyan
Australia
G.B. Love
G.R. Foley
V.K. Tsui

A.I. Bedritsky  (Russian Federation)
A.M. Noori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 Sutherland (British Caribbean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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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Bergin
J. Pahalad (Ms)
M.W. Craig
S. Thom
Austria
F. Neuwirth
C. Kokkinakis (Ms)
E. Rudel
E. Marschang (Ms)
D. Chladek
Azerbaijan
E. Amirbayov
U. Taghiyeva (Ms)
R. Novruzov
Bahrain
A.M.H. Isa
Y.A. Khalaf
A.T. Mohammed
B.S. Al-Asfoor
Bangladesh
S. Karmakar
Barbados
F. Forde
C. Layne
E. Marcus-Burnett (Ms)
N. Burke (Ms)

Belarus

S. Aleinik
A. Tribush
Belgium
H. Malcorps
D. De Muer
G. Demarée
A. Neukermans (Ms)
J. De Preter
J. De Vylder
Belize
C. Fuller
Benin
F. Dide
Bolivia
S.J. Copa Romero (Ms)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 Zoranic
J. Kalmeta (Ms)
E. Sarac
M. Muminovic
A. Kundurovic (Ms)
D. Trkulja
M. Pinjo
Botswana
P. Phag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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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alaote
M. Bonang
Brazil
A.D. Moura
M. Vieira Komniski
S. Tusi Brewer (Ms)
J. Machado
O. de Moraes Cordeiro Netto
C.A.C. Leal Silva
M.R. Matschinske
M.A.F. da Silva Dias (Ms)
L.A. Toledo Machado
British Caribbean Territories
T. Sutherland
F. Sambula
D. Farrell
G. De Souza
Brunei Darussalam
M.H. bin Aji
Hj Y. bin Hj Md Tahir
Hj S. bin Hj Sirabaha
Bulgaria
K. Tsankov
D. Parusheva (Ms)
Burkina Faso
A.A. Diallo
G.G.N. Ouedraogo
A. Kansole Nébié (Ms)
M.B. Nébié
Burundi
N. Nkundwanabake
Cambodia
Phan Peuv
Cameroon
F. Ngantcha
E.G. Ondoua
P.F. Menye Onana (Ms)
Canada
D. Grimes
B. Angle
A. Pietroniro
A. Wallace
A. McMillan (Ms)
K. Puckett
S. Nadon
K. Amegan
D. Wartman
M. Jean
Chad
Moussa Tchitchaou
M. Bamanga Abbas
Chile
M. Araneda (Ms)
E. Garr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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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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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Álvarez
J.E. Eguiguren
China
Zheng Guoguang
Shen Xiaonong
Qin Dahe
Zhou Heng
Guo Yaxi (Ms)
Yu Jixin
Shi Peiliang
Zhang Jianyun
Sun Jian
Song Lianchun
Yu Xinwen
Chen Zhenlin
Jiao Meiyan (Ms)
Zhao Yangling (Ms)
Zhao Jie
Liu Yiping
Wang Yegui
Lin Longfu
Huang Wei
Yang Xingye (Ms)
Tang Xu
Colombia
C. Costa Posada
M. Alarcon (Ms)
Congo
A. Kanga
I. Debengue
Cook Islands
A. Ngari
Costa Rica
P. Manso
L. Thompson (Ms)
A. Segura (Ms)
Côte d’Ivoire
G.A. Gauze
G. Guehi
T. Moriko
D. Guigui
A. Traore
Croatia
I. Cacic
K. Pandzic
B. Ivancan Picek (Ms)
D. Trninic
G. Markotic
M. Adamic (Ms)
D. Klaric (Ms)
Cuba
J.A. Fernández Palacios
T. Gutierrez
J.C. Frómeta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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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ánchez Oliva
Cyprus
N. Nicolaou
J. Droushiotis
M. Soloyianni (Ms)
Czech Republic
I. Obrusník
R. Tolasz
P. Hrncír
J. Kubát
K. Pesata
K. Vancura
J. Nemec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Kye Chun Yong
Kim Yong II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F. Sambassi Khakessa
Denmark
P. Aakjaer
F. Jenle
A. Berling-Rasmussen
Dominican Republic
H.L. Hernandez S.
C. Segura
D. Vera
C. Miranda (Ms)
Ecuador
C. Lugo Freire
J. Holguín
Egypt
M.A. Abbas
M.H. Doss
M.I.R. Sallam
O. El-Dandarawy
A. Metawie
El Salvador
C.E. Castillo-Gallandat (Ms)
Estonia
J. Saar
R. Kärner
K. Kuutma (Ms)
M. Sepp (Ms)
E. Pärn
L. Tiits (Ms)
T. Paljak (Ms)
A. Kallis
Ethiopia
K. Asefa
F. Yimer
A. Shiketa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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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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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lathan
M.L. Ahtiainen (Ms)
M. Alestalo
A. Vuorinen
V. Himanen
K. Soini (Mrs)
J. Helminen
B. Tammelin
M. Hurtola (Ms)
M. Puupponen
S. Mattila
M. Kultamaa (Ms)
K. Forsen
France
P.-E. Bisch
J-M. Ripert
C. Guilhou
C. Blondin
D. Lambergeon
P. Bessemoulin
G. Barrier
E. Farcot
J.-M. Tanguy
A. Castagnon
P. Bénichou
A. de Billy (Ms)
L. Contini
N. Lambert
French Polynesia
P.-E. Bisch
M. Lecorcher (Ms)
A. Castagnon
Gabon
P. Tonda
M. Angone Abena (Ms)
M. Nzigou
Gambia
M.B. Jallow
Georgia
R. Chitanava
Germany
W. Kusch
D. Frömming
G.-R. Hoffmann
J. Dibbern
T. Fuchs
P. Hechler
R. Schröer
C. Richter (Ms)
G. Strigel
R. Kellermann
A. Lamp (Ms)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23 to 25 May)/
Alternate (21 and 22 May)
/Delegate (14–18 May)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Observ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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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na
Z. Minia
J. Wellens Mensah
M. Oquaye
K. Adom-Boakye
D. Okuley
Greece
F. Verros
D. Skourgias
M.-F. Katsimardou-Refene (Ms)
A. Cambitsis
T. Charantonis
I. Basiakos
S. Kyriakou (Ms)
C.-A. Vousvouras
Guatemala
C.R. Martínez Alvarado
I. Martínez Galindo (Ms)
E. Valdés Rank (Ms)
Guinea
M.L. Bah
O. Diakite
Haiti
R. Semelfort
J.-C. Pierre
P.M.G. St-Amour
G. Florestal (Ms)
Honduras
J.D. Urbizo Panting
Y. Elvir Elvir (Ms)
Hong Kong, China
Lam Chiu-ying
Hungary
Z. Dunkel
I. Dobi
P. Bakonyi
Z. Buzás (Ms)
D. Blazsek (Ms)
Iceland
M. Jonsson
F. Arnason
R.G. Kristjansson
India
R.C. Bhatia
B. Mukhopadhyay
T.A. Khan
K. Ilango
S. Basu (Ms)
R.K. Gupta
Indonesia
S.W.B. Harijono (Ms)
A.E. Sakya
M.A. Ra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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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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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snugroho
Y. Khan
R. Boer
D. Gunawan
B. Nurdin
J.A.D. Situmeang
T. Mulyond
J. Rimba
N. Nurhayati
D. Darwahyuniati
I G.A.W. Puja
M. Wibisono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A.M. Noorian
M. Jabbari (Ms)
M. Araghizadeh
S. Sehat (Ms)
P. Pourkiani
Y. Nadalizadeh
A. Vazifeh
J. Al Habib
Iraq
D.Sh. Mahmood
T.H. Hantoush
R.G. Mahmood
N.H. Al-Kade
A. Al-Gailani
A. Al-Nakash
Ireland
D. Murphy
W. Campbell
G. Fleming
J.C. O'Shea
Israel
I. Levanon
H. Berkovich (Ms)
M. Itzchaki
D. Norris (Ms)
Italy
M. Capaldo
S. Pasquini
F. Ferrini
C. de Simone
P. Pagano
D. Scordato
C. Finizio
R. Sorani
A. di Vecchia
S. Meiattini (Ms)
Jamaica
S. McGill (Ms)
A.D. Dubidad-Dixon (Ms)
Japan
T. Hiraki
K. Sakurai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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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kami
T. Hashida
Y. Hikasa
T. Kimura
Y. Tanaka
K. Kera
K. Fukami
Jordan
A.H. Abu Hazim
N. Kafawin
H. Qudah
M. Burayzat
Kazakhstan
T. Zeinullin
M. Sagiyev
Z. Terlikbayeva (Ms)
N. Zhangarayev
Kenya
J.R. Mukabana
W. Nyakwada
M. Nzomo (Ms)
L.M. Nyambu (Ms)
S.W. Kahuha
P.R. Owade
Kiribati
N. Teewe
M. Tibiriano
Kuwait
K.F. Al-Shaiji
K. Shuaibi
H. Abdulrahman
M. Ali
A. Al Motawa
A. Altaho
E. Mohammad
B. Boutaiban
Latvia
A. Leitass
I. Dreimane (Ms)
Lebanon
G. Soufan
I. Barakat Diab
N. Al Akl (Ms)
A. Arafa
Lesotho
B.T. Sekoli
Liberia
J. Sulunteh
Libyan Arab Jamahiriya
A.R. Wlad-Elhaj
N. Al Hajjaji (Ms)
B.A. Alsiebaie
A.M. Elbela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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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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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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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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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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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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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284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最终节略报告
H.O. Abushawshi
N. Al Zaroug
Lithuania
V. Auguliene (Ms)
Luxembourg
L. Wietor
C. Alesch
Macao, China
Fong Soi Kun
A. Viseu
Ku Chi Meng
Madagascar
A. Rambeloson
R. Rakotonarivo
Malawi
D. Kamdonyo
Malaysia
K.S. Yap
Z. Abdullah
A.A. Bakhtiar
Maldives
A. Majeed
Mali
S.L. Sow
D.A. Maïga
S. Kasse
Malta
S. Borg
S. Porter
C. Mercieca
R. Sarsero
Mauritania
M.B. Ould Mohamed Lagdhaf
M. Ouldmagha
A. Ould-Ishaq
Mauritius
Y. Boodhoo
Mexico
M.M. Rosengaus Moshinsky
E. Martinez
J.-M. Sanchez
C.Y. Garcia Guiza (Ms)
Moldova
V. Cazac
V. Moraru
Monaco
R. Fillon
C. Lanteri (Ms)
A. Jahlan
L. Alessandri (Ms)
Mongolia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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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nkhtuvshin
D. Azzaya (Ms)
B. Bolormaa (Ms)
Montenegro
L. Mitrovic
R. Vuckovic
P. Nenezic
J. Sekulovic (Ms)
M. Begovic
Morocco
M. Loulichki
A. Zahoud
M. Geanah
D. Isbayene
A. Mokssit
A. Nassif
O. Ouzzine (Ms)
M. Nbou
Mozambique
F.D.F. Lúcio
Myanmar
T. Lwin
N. Swe
K.O. Hlaing (Ms)
Namibia
F. Uirab
Nepal
M.L. Shrestha
B.R. Paudyal
D.R. Bhandari
Netherlands
F.J.J. Brouwer
P. de Wildt
F. Grooters
J. van der Meulen
L. van Tongeren (Ms)
Netherlands Antilles and Aruba
A.J. Dania
E. Evers
New Caledonia
P-E. Bisch
A. de Billy (Ms)
A. Castagnon
New Zealand
J. Lumsden
R. Stainer
C. Pearson
P. Reid
F. Small
Niger
M. Labo
Kane Souleym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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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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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eria
M.I. Uhomoibhi
J. Chabo
O. Odumosu
A.N. Awanen
E.C. Nwaobiala
Norway
A. Eliassen
W. Strommen
J. Sunde
L. Svendsen (Ms)
O. Hov
M. Johnsrud
G.K. Waage (Ms)
Oman
A.R. Al Harami
A.H. Al Harthi
J.S. Al-Maskari
Y. Al-Zadjali
Pakistan
Q.Z. Chaudhry
T. Janjua (Ms)
A. Khokher
M. Butt
M. Husain
Panama
J.A. Castillero
L. Lescure (Ms)
Papua New Guinea
S. Maiha
T. Gabi
Paraguay
R. Gauto
P. Frutos (Ms)
Peru
W. Gamarra Molina
I. Zevallos Aguilar
C. Chocano Burga
Philippines
M.F. Rellin, Jr.
J.E.G. Garcia
M.V.L. Barnes (Ms)
Poland
J. Szyszko
M. Ostojski
B. Ozga-Zielínski
L. Legutko
I. Marczyk-Stepniewska (Ms)
A. Misztal
Z. Rapacki
M. Ziemianski
Portugal
F. Xavier Esteves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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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Serrão
C. Direitinho Tavares
T. Abrantes (Ms)
L.F. Nunes
J. Guedes de Sousa
F. Coelho (Ms)
A. Ferreira (Ms)
Qatar
A.A. Mohamed Ali
I.H.A. Al-Majed
A.M. Al-Mannai
Republic of Korea
Lee Man-Ki
Park Kwang-Joon
Chung Yun-Ang
Nam Jae-Cheol
Lee Dong-II
Kim Jin-Dong
Ahn Myoung-Hwan
Shin Dong-Chul
Romania
I. Sandu
P. Stanciu
N. Birladianu (Ms)
A.-M. Mihai
Russian Federation
A.I. Bedritsky
A.V. Frolov
V.V. Loshchinin
V.A. Selin
A.V. Lushin
L.N. Karlin
R.M. Vilfand
V.A. Nebenzia
N.V. Lozinskiy
A.A. Dyatlov
A.V. Surovtsev
Y. Izrael
M.V. Petrova (Ms)
A.I. Gusev
V.A. Trenin
I.A. Shiklomanov
V.M. Kattsov
A.S. Zaytsev
A.A. Nurullaev
P.M. Lurie
A.I. Efimov
A.N. Minaev
A.V. Gavrilov
S.G. Tulinov
G.M. Vaysman
Rwanda
D. Musoni
Saudi Arabia
S.A. Buk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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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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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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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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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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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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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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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lmugbel
J.A. Bantan
A.A. Attar
A. Bahitham
Senegal
M. Ndiaye
M.B. Ly
D.M. Sène
F.A. Lô (Ms)
Serbia
J. Andrejevi (Ms)
D. Jovanovic
S. Vukcevic
T. Terzic (Ms)
D. Mijuskovic (Ms)
M. Andjelic
Singapore
C.L. Foong
G.M.P. Ee (Ms)
S.N. Syed Hassim
Slovakia
P. Roncak
A. Pinter
F. Rosocha
J. Kucharcik
Slovenia
K. Bergant
J. Roskar
J. Knez
Z. Mikulic
D. Frelih
B. Cernac
M. Zagar
South Africa
R. Mabudafhasi (Ms)
L. Makuleni (Ms)
J. Mphepya
S. Rensburg (Ms)
P. Maqubela (Ms)
R. Lourens
Z. Manona (Ms)
J. Maimela (Ms)
J. van Wyk
S. Qobo
G. Kanyile (Ms)
P. Moatohe (Ms)
E. Poolman
Z. Maswuma
Spain
F. Cadarso González
J. Patán Torres
C. Rus Jiménez (Ms)
A. Labajo Salazar
F.J. Aparicio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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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Díaz-Pabón Retuerta (Ms)
J.M. Marcos-Espinosa
M. Palomares Calderón
F.P. Pérez
M. Angoloti Benavides (Ms)
L.I. López Cotín
E. Cuevas Agulló
J. García Legaz
A. Rivera Pérez
Y. Galvan Ramirez (Ms)
A.R. Rodriguez Fontal
Sri Lanka
M. Samarasinghe
G.H.P. Dharmaratna
Sudan
M.A. Abdel Gadir
E.R.M. Hamad
S. Idris
I. Elamin (Ms)
O.D. Mohamed
Swaziland
N.P. Dlamini
Sweden
M. Agren (Ms)
T. Kvick
E. Liljas
G. Wennerberg (Ms)
Switzerland
D.K. Keuerleber-Burk
J. Streuli
G. Müller
P. Garnier
M. Spreafico
P. Morscher
P. Rauh
G. Seiz (Ms)
A. Rubli
G. Ulmann
H. Hodel
B. Zierl
N. Hechel (Ms)
C. Rouge (Ms)
N. Archinard (Ms)
Syrian Arab Republic
I.E. Al-Beik
Tajikistan
B. Makhmadaliev
N. Mustaeva (Ms)
V. Novikov
Thailand
S. Tansriratanawong
S. Huntrakul (Ms)
P. Suvanpi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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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12-15 May)/Delegate (7-11
May)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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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hotikajan (Ms)
Delegate
C. Phatoomros (Ms)
Delegate
V. Isarabhakdi
Delegate
S. Tulayasathien
Delegate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G. Kotev
Principal Delegate
Z. Dimitrovski
Delegate
N. Aleksovska (Ms)
Delegate
V. Stojov
Delegate
G. Avramchev
Delegate
K. Salmani (Ms)
Delegate
Togo
A.A. Egbare
Principal Delegate
B. Egbare (Ms)
Delegate
Tonga
P. Karalus
Principal Delegate
O.F. Ofa Fa'anunu
Alternate
Trinidad and Tobago
E. Moolchan
Principal Delegate
D. Gajadhar
Delegate
S.A. Clarke-Hinds (Ms)
Delegate
Tunisia
S. Labidi
Principal Delegate
A. Ben Jemaa
Alternate
H. Landoulsi
Delegate
Turkey
M. Kayhan
Delegate
C. Oktar
Delegate
A. Ügdül (Ms)
Delegate
F. Ulusoy
Delegate
S.Y. Özkaya (Ms)
Delegate
E. Büyükbas
Delegate
Uganda
S.A.K. Magezi
Principal Delegate
N. Wobusobozi
Delegate
Ukraine
V. Lipinskyi
Principal Delegate
S. Ustymenko
Delegate
United Arab Emirates
A.A.A. Al Gifri
Principal Delegate
M. Alotiba
Principal Delegate
A. Dhanhani
Alternate
A.A. Al Mandoos
Delegate
A.I. Al Mahri
Delegate
N. Al Qassimi (Ms)
Delegate
S.A. Al Mazrooei
Delegate
A.A.H. Al Ghafri
Delegate
M.A.J. Shamsan
Delegate
M.N.S. Al Shelaili
Delegate
I.I.K. Al Mandoos
Delegat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J. Mitchell
Alternate
M. Gray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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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vans
T. Butcher
B. Garnier-Schofield (Ms)
I. Lisk
S. Palmer
J. Sharp
A. Price
J. Nash
S. Foreman
G. Pankiewicz
A. Calver (Ms)
C. Johnson (Ms)
M. Guishard
R. Williams
P. Tarif (Ms)
A. Searl
S. Noyes
S. Taylor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M.S. Mhita
M.Y.C. Lumbanga
P.F. Tibaijuka
K.A. Suleiman
A.L. Kijazi (Ms)
B.H. Luvand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J. Kelly, Jr.
R. Masters
C.C. Lautenbacher, Jr.
W.W. Tichenor
C. Ashley
F. Branski
M.J. Browne (Ms)
C.J. Draggon (Ms)
T. Fryberger (Ms)
J.E. Gaynor
M. Kicza (Ms)
C. Koblinsky
H. Lins
V. Nadolski (Ms)
G.E. Roberts (Ms)
K. Turner (Ms)
S. Yoffe
R.O. Baron
W. Dabberdt
R.S. Marshall
J.F.W. Purdom
T. Spangler
Uruguay
A. Perez Rivella
P. Davies (Ms)
Uzbekistan
V. Chub
A. Mursaliy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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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22-25 May)/
Alternate (7-21 May)
Delegate
Delegate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Advise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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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uatu
J. Napat
J.B. Iauma
Venezuela
R.J. Viñas García
G.E. Zambrano García
J.A. Orozco Terán
R.C. Valésquez Araguayán
R. Quintana Gómez
A. Quintero Ramírez
R. Andressen
N. Sanabria Segovia
E. Bitetto Gavilanes
J. Arias
Viet Nam
Nguyen Cong Thanh
Nguyen Khac Hieu
Vu Thien
Hoang Manh Hoa
Pham Hong Nga
Yemen
H.A. Farag
A.A. Almakaleh
E. Al-Mahbashi
Zambia
S. Sayifwanda
P. Tembo
M. Muchinda
S. Sandi
A. Zulu
M. Daka
Zimbabwe
A. Makarau
C. Mucheka
G. Mawere
S. Makwemb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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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presentatives of non-WMO Members
Andorra
X. Trota
R. Copons
M. Jover
Holy See
M. de Gregori
F. Chica Arellano
S. Tomasi
L.M. Michaud
Timor-Leste
F.C. Da Cruz
T. Fernandes Moníz
Observers
Palestine
O. Moham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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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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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Presidents of technical commissions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CAeM)
C. McLeod
Observer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CAgM)
J. Salinger
Observer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CAS)
M. Beland
Observer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Basic Systems (CBS)
A.I. Gusev
Observer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Climatology (CCl)
P. Bessemoulin
Observer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Hydrology (CHy)
B. Stewart
Observer
Co-Presidents of the Joint WMO/IOC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Oceanography andMarine Meteorology (JCOMM)
P. Dexter
Observer
J.L. Fellous
Observer
Invited experts
J. Church
Invited Expert
R. Pachauri
Invited Expert
J. Zillman
Invited Expert
A. Badger
External Auditor
M. Lall
External Auditor
G. Miller
External Auditor
Lecturers
P. Lemke
IMO Lecturer
H. Auld (Ms)
Scientific Lecturer
K. Georgakakos
Scientific Lecturer
C.C. Lautenbacher, Jr.
Scientific Lecturer
B. Metz
Scientific Lecturer
R. Nicholls
Scientific Lecturer
J. Palutikof (Ms)
Scientific Lecturer
R. Wood
Scientific Lecturer
Zhang Wenjian
Scientific Lecturer
Representatives of organ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N. Ndiangui
Observer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M. Dilley
Observer
C.A. Villacis
Observer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L. Arkadiy
Observer
I. Rummel-Bulska (Ms)
Observer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A. Möhner (Ms)
Observer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N-HABITAT)
A. Abbas
Observe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SDR)
R. Basher
Observer
H. Molin Valdes (Ms)
Observer
Y. Ono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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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Joint Inspection Unit (JIU)
V. Mitchell (Ms)
Observer
C. Terzi
Observer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S. Demuth
Observer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UNESCO)
K. Alverson
Observer
C. Toro
Observer
P. Bernal
Observer
C. Clark (Ms)
Observer
A. Fischer
Observer
P. Koltermann
Observer
B. Lee (Ms)
Observer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O. Turpeinen
Observer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frican Centre of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CMAD)
M.-C. Dufresne (Ms)
Observer
A. Kignaman-Soro
Observer
Agency for Air Navigation Safety in Africa and Madagascar (ASECNA)
M. Saloum
Observer
M. Sonko
Observer
M. Youssouf
Observer
S. Zoumara
Observer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CMO)
T. Sutherland
Observer
G. De Souza
Observer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 (CTBTO)
L. Zerbo
Observer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D. Marbouty
Observer
European Commission (EC)
T. Béchet
Observer
C. Dufour
Observer
M. Gorska (Ms)
Observer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P. Counet
Observer
L. Prahm
Observer
H.P. Roesli
Observer
P. Valabrega
Observer
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
E. Oriol-Pibernat (Ms)
Observer
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
S. Alfarargi
Observer
A. Shalaby
Observer
Y. Tiliouant
Observer
Network of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EUMETNET)
J.-P. Chalon
Observer
Permanent Inter-State Committee on Drought Control in the Sahel (CILSS)
F. Gnoumou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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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M. Chiapparino (Ms)
Observer
W. Zakout
Observer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AMS)
W. Dabberdt
Observer
W. Hooke
Observer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C. Charstone (Ms)
Observer
B. Dieterink
Observer
M. Ervasti
Observer
J. Hörhammer
Observer
B. Sumner
Observer
Europe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EMS)
D. Burridge
Observer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cademies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Sciences,
Inc. (CAETS)
J.W. Zillman
Observe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M.O. Mukhier
Observer
A. Spalton
Observer
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 (IOI)
A. Behnam
Observer
I. Oliounine
Observ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IRI)
S. Zebiak
Observer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A. Askew
Observer
R. List
Observer
M.R. van der Valk
Obser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