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5月16日-6月3日
日内瓦

www.wmo.int

WMO-No.1077

第十六次
世界气象大会

天气 • 气候 • 水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

日内瓦
2011年5月16日–6月3日
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77

WMO-No. 1077
©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2011
WMO对用印刷、电子和其他各种形式出版的各语种出版物拥有版权。翻印WMO材料的短幅摘录无
须授权，但须清晰完整地注明出处。有关本出版物的编辑问题及部分或全文出版、翻印或翻译本出
版物问题请联系：
Chairperson, Publications Board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P.O. Box 2300						
CH-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Tel.: +41 (0) 22 730 84 03
Fax: +41 (0) 22 730 80 40
E-mail: publications@wmo.int

ISBN 978-92-63-51077-8
注：
WMO出版物中所用的称号和本出版物中的材料表示方式并不代表WMO秘书处对各国、领土、城市
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划分的观点立场。
WMO出版物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WMO。提及的具体商号或产品与未予提及或未刊登广
告的同类相比并不表示前者得到了WMO的赞许或推荐。
本报告含全会通过的文本，未经正式编辑。报告中使用的缩略语请查询 http://www.wmo.int/pages/
themes/acronyms/index_en.html。

III

目录
总摘要

目录
												

届会工作总摘要

页次

1.

会议的组织 (Cg-XVI/PINK 1, Cg-XVI/PINK 1, ADD. 1)......................................................... 1

1.1

会议开幕............................................................................................................................ 1

1.2

建立证书委员会................................................................................................................ 3

1.3

批准议程 (Cg-XVI/Doc. 1.3(1), REV. 2; Cg-XVI/Doc. 1.3(2), REV. 1).......................................... 3

1.4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3

1.5

建立委员会........................................................................................................................ 4

1.6

工作计划............................................................................................................................ 5

1.7

批准会议记录.................................................................................................................... 5

2.

高级别会议和报告......................................................................................................... 5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Cg-XVI/Doc. 2.1; Cg-XVI/Doc. 2.2;Cg-XVI/PINK 2.1; Cg-XVI/PINK 2.2).... 5

2.2

秘书长的报告 (Cg-XVI/Doc. 2.1; Cg-XVI/Doc. 2.2; Cg-XVI/PINK 2.1; Cg-XVI/PINK 2.2)............ 6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Cg-XVI/Doc. 2.3; Cg-XVI/PINK 2.3)....................................... 8

2.4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Cg-XVI/B/WP 2.4; Cg-XVI/PINK 2.4)................................................. 8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Cg-XVI/A/WP 2.5; Cg-XVI/PINK 2.5)............................................. 18

3.

科技发展和实施............................................................................................................. 24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Cg-XVI/C/WP 3.1; Cg-XVI/C/WP 3.1(1); Cg-XVI/C/WP 3.1(2);
Cg-XVI/Doc. 3.1(3); Cg-XVI/Doc. 3.1(4), REV. 1; Cg-XVI/PINK 3.1;Cg-XVI/PINK 3.1(1);
Cg-XVI/PINK 3.1(2); Cg-XVI/PINK 3.1(3); Cg-XVI/PINK 3.1(4))..................................................

24

3.2

全球大气监测计划 (Cg-XVI/Doc. 3.2; Cg-XVI/PINK 3.2)....................................................... 38

3.3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Cg-XVI/C/WP 3.3; Cg-XVI/PINK 3.3)..................................................... 42

3.4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Cg-XVI/Doc. 3.4; Cg-XVI/C/WP 3.4; Cg-XVI/PINK 3.4)............................ 49

3.5

世界气候计划 (Cg-XVI/Doc 3.5; Cg-XVI/A/WP 3.5; Cg-XVI/PINK 3.5)..................................... 54

3.6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Cg-XVI/A/WP 3.6; Cg-XVI/PINK 3.6)..................................................... 64

3.7

WMO 空间计划 (Cg-XVI/Doc. 3.7; Cg-XVI/C/WP 3.7; Cg-XVI/PINK 3.7)................................. 67

4.

服务提供.......................................................................................................................... 69

4.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Cg-XVI/Doc. 4.1; Cg-XVI/PINK 4.1)....................................................... 69

4.2

农业气象计划 (Cg-XVI/Doc. 4.2; Cg-XVI/PINK 4.2)............................................................... 77

4.3

热带气旋计划 (Cg-XVI/Doc. 4.3; Cg-XVI/PINK 4.3)............................................................... 81

4.4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Cg-XVI/Doc. 4.4; Cg-XVI/A/WP 4.4; Cg-XVI/PINK 4.4).................... 85

4.5

WMO 质量管理框架 (Cg-XVI/Doc. 4.5; Cg-XVI/PINK 4.5).................................................... 88

IV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页次

5.

合作伙伴........................................................................................................................... 92

5.1

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Cg-XVI/C/WP 5.1; Cg-XVI/PINK 5.1)...................... 92

5.2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Cg-XVI/Doc. 5.2; Cg-XVI/PINK 5.2).................................................... 96

5.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Cg-XVI/Doc. 5.3(1); Cg-XVI/Doc. 5.3(2);
Cg-XVI/A/WP 5.3(1), REV. 1; Cg-XVI/PINK 5.3).........................................................................

99

5.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Cg-XVI/A/WP 5.4; Cg-XVI/PINK 5.4)...................................................... 100

5.5

未来研究的优先重点：国际科学理事会的远景展望
(Cg-XVI/Doc. 5.5; Cg-XVI/PINK 5.5).........................................................................................

102

6.

能力建设........................................................................................................................... 102

6.1

技术合作计划 (Cg-XVI/Doc. 6.1; Cg-XVI/INF. 6.1; Cg-XVI/PINK 6.1)....................................... 102

6.2

教育和培训计划 (Cg-XVI/B/WP 6.2; Cg-XVI/PINK 6.2).......................................................... 105

6.3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Cg-XVI/Doc. 6.3; Cg-XVI/PINK 6.3)........................................................ 109

6.4

区域计划 (Cg-XVI/B/WP 6.4; Cg-XVI/PINK 6.4)...................................................................... 112

7.

对计划和组织机构的支持................................................................................................. 114

7.1

会议服务 (Cg-XVI/Doc. 7.1 and 7.2; Cg-XVI/PINK 7.1 and 7.2)................................................... 114

7.2

语言 (Cg-XVI/Doc. 7.1 and 7.2; Cg-XVI/PINK 7.1 and 7.2)........................................................... 115

7.3

出版物 (Cg-XVI/Doc. 7.3; Cg-XVI/PINK 7.3)............................................................................ 115

7.4

改进 WMO 过程和做法 (Cg-XVI/A/WP 7.4; Cg-XVI/PINK 7.4).............................................. 116

8.

战略计划和预算.............................................................................................................. 118

8.1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Cg-XVI/Doc. 8.1, REV. 1; Cg-XVI/PINK 8.1)............................... 118

8.2

WMO 运行计划 (2012–2015) (Cg-XVI/Doc. 8.2; Cg-XVI/Doc. 8.3; Cg-XVI/Doc. 8.5;
Cg-XVI/PINK 8.2)...................................................................................................................

8.3

118

第十六财期 (2012–2015) 的预算 (Cg-XVI/Doc. 8.3; Cg-XVI/Doc. 8.3(2); Cg-XVI/B/WP 8.3;
Cg-XVI/PINK 8.3)..................................................................................................................

119

8.4

监督和评价 (Cg-XVI/B/WP 8.4; Cg-XVI/PINK 8.4).................................................................. 120

8.5

制定战略计划 2016–2019 (Cg-XVI/Doc. 8.5; Cg-XVI/PINK 8.5)............................................. 120

9.

行政和财务事宜.............................................................................................................. 121

9.1

财务事宜 (Cg-XVI/Doc. 9.1(1); Cg-XVI/Doc. 9.1(2); Cg-XVI/Doc. 9.1(3); Cg-XVI/PINK 9.1(1);
Cg-XVI/PINK 9.1(2); Cg-XVI/PINK 9.1(3)).................................................................................

121

9.2

人事事宜 (Cg-XVI/Doc. 9.2(1); Cg-XVI/PINK 9.2(1))................................................................ 123

9.3

监督本组织 (Cg-XVI/Doc. 9.3(1); Cg-XVI/Doc. 9.3(2); Cg-XVI/Doc. 9.3(3); Cg-XVI/Doc. 9.3(4);
Cg-XVI/PINK 9.3(1); Cg-XVI/PINK 9.3(2); Cg-XVI/PINK 9.3(3); Cg-XVI/PINK 9.3(4))....................

9.4

125

秘书长的合同 (Cg-XVI/Doc. 9.4; Cg-XVI/PINK 9.4)................................................................ 126

目录
总摘要

V
页次

9.5

信息技术支持 (Cg-XVI/Doc. 9.5; Cg-XVI/PINK 9.5)............................................................... 127

10.

总务和法律问题............................................................................................................. 127

10.1

有关公约的问题 (Cg-XVI/PINK 10.1).................................................................................. 127

10.2

本组织的会籍 (Cg-XVI/Doc. 10.2; Cg-XVI/A/WP 10.2, REV. 1;
Cg-XVI/PINK 10.2)................................................................................................................

10.3

审议总则 (Cg-XVI/B/WP 10.3; Cg-XVI/Doc. 10.3(2);
Cg-XVI/PINK 10.3; Cg-XVI/PINK 10.3(2))................................................................................

10.4

127
128

修订技术规则 – 综述报告
(Cg-XVI/Doc. 10.4; Cg-XVI/PINK 10.4).....................................................................................

130

10.5

审议以往大会的决议 (Cg-XVI/Doc. 10.5; Cg-XVI/PINK 10.5)................................................ 132

10.6

IMO 奖 (Cg-XVI/Doc. 10.6; Cg-XVI/PINK 10.6)....................................................................... 132

11.

未来的优先重点............................................................................................................. 132

11.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Cg-XVI/A/WP 11.1; Cg-XVI/PINK 11.1).................................................. 132

11.2

WMO 能力开发战略 (Cg-XVI/B/WP 11.2; Cg-XVI/PINK 11.2)............................................... 142

11.3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Cg-XVI/Doc. 11.3; Cg-XVI/PINK 11.3)........................................ 145

11.4

WMO 信息系统 (Cg-XVI/Doc. 11.4; Cg-XVI/PINK 11.4)......................................................... 149

11.5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Cg-XVI/A/WP 11.5; Cg-XVI/PINK 11.5).................................................. 153

11.6

航空气象计划 (Cg-XVI/A/WP 11.6; Cg-XVI/PINK 11.6).......................................................... 158

11.7

WMO 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Cg-XVI/Doc. 11.7; Cg-XVI/PINK 11.7).....................................................................................

161

11.8

WMO 性别主流化 (Cg-XVI/Doc. 11.8; Cg-XVI/PINK 11.8)..................................................... 162

11.9

其他交叉事宜 (Cg-XVI/C/WP 11.9; Cg-XVI/PINK 11.9).......................................................... 163

12.

选举和任命...................................................................................................................... 166

12.1

选举本组织的主席和副主席 (Cg-XVI/PINK 12.1(3)).......................................................... 166

12.2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Cg-XVI/PINK 12.2(2))...................................................................... 167

12.3

任命秘书长 (Cg-XVI/PINK 12.3(2))..................................................................................... 167

13.

科学讲座 (Cg-XVI/Doc.13; Cg-XVI/PINK 13)........................................................................ 168

14.

第十七次大会的日期和地点 (Cg-XVI/PINK 14)............................................................. 168

15.

会议闭幕 (Cg-XVI/PINK 15)............................................................................................... 168

VI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届会通过的决议

页次

最终 		 届会
编号 		 编号
1

3.1/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2012–2015.................................................................. 169

2

3.1/2

基本系统委员会的职责................................................................................. 172

3

3.1.1/1

全球观测系统................................................................................................. 173

4

3.1.2/1

与全球电信系统、资料管理和 WMO 信息系统相关技术规则有关

		

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的报告............................................... 176

5

与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及紧急响应活动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3.1.3/1

		

2010 年特别届会的报告................................................................................ 177

6

3.1.3/2

修订《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 178

7

3.1.4/1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184

8

3.1.4/2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 187

9

3.1.4/3

指定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187

10

3.2/1

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 189

11

3.3/1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192

12

3.4/1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194

13

3.4/2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学................................................................................. 196

14

3.4/3

世界水分循环观测系统................................................................................. 197

15

3.4/4

建立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200

16

3.5/1

对气候资料的需求......................................................................................... 203

17

3.5/2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实施............................................................................. 205

18

3.5/3

世界气候计划................................................................................................. 207

19

3.7/1

开发气候空间监测架构................................................................................. 210

20

4.1/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218

21

4.2/2

所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采用标准降水指数描述气象干旱的特征............. 220

22

4.2/1

农业气象计划................................................................................................. 221

23

4.3/1

热带气旋计划................................................................................................. 222

24

4.4/1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224

25

4.4/2

资料浮标的人为破坏：发生率、影响和应对............................................. 227

26

4.5/1

WMO 质量管理框架...................................................................................... 229

27

5.2/1

信息与公共事务计划..................................................................................... 230

28

5.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31

29

5.4/1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 233

30

6.1/1

自愿合作计划................................................................................................. 237

目录
总摘要

届会通过的决议

VII
页次

最终 		 届会
编号 		 编号
31

6.2/1

教育和培训计划.............................................................................................. 238

32

6.2/2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定义...................................................................... 241

33

6.3/1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285

34

6.4/1

WMO 区域计划............................................................................................. 286

35

7.3/1

第十六财期的出版物...................................................................................... 288

36

8.1/1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291

37

8.3/1

第十六财期 (2012–2015) 的最大支出........................................................... 292

38

8.5/1

制定战略计划 2016–2019............................................................................... 294

39

9.1/1

评定第十六财期会员的比例会费.................................................................. 296

40

9.3/4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 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增加会员的参与............. 302

41

9.4/1

秘书长的合同.................................................................................................. 303

42

10.3/1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总则.................................................................................. 306

43

10.3/2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308

44

10.3/3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总则 – 执行理事会席位分配.......................................... 315

45

10.4/1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 316

46

10/1

审议以往大会的决议...................................................................................... 318

47

11.1/1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回应.......................................... 321

48

11.1/2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323

49

11.2/1

WMO 能力开发战略...................................................................................... 325

50

11.3/1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实施.................................................................. 330

51

11.4/1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333

52

11.5/1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336

53

11.6/1

航空气象计划.................................................................................................. 340

54

11.8/1

WMO 性别主流化.......................................................................................... 343

55

11.9/1

南极观测网...................................................................................................... 344

56

11.9/2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544)，第二卷 – 区域方面 – 南极..... 351

57

11.9/3

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354

58

11.9/4

WMO 极地活动.............................................................................................. 356

59

11.9/5

国际极地十年倡议.......................................................................................... 358

60

11.9/6

全球冰冻圈监测网.......................................................................................... 360

VIII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附录
1

页次
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三十次届会提交第十六次大会的建议
( 总摘要第 2.3.1 段的附录 ).............................................................................................. 362

2

WMO 计划简述
( 总摘要第 3.1.0.1, 3.2.23, 3.3.45, 3.4.1.5, 3.5.8.3, 3.6.13, 3.7.14, 4.1.1, 4.2.5, 4.3.1,
4.4.2, 4.5.1, 5.2.16, 5.4.1, 6.1.8, 6.2.6, 6.3.14, 6.4.1, 11.5.1 和 11.6.2 段的附录 )........... 363

3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的财务安排
( 总摘要第 3.6.13 段的附录 )............................................................................................ 403

4

全球空间天气灾害防备
( 总摘要第 3.7.11 段的附录 )........................................................................................... 404

5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总摘要第 4.1.4 段的附录 )............................................................................................. 405

6

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研究：新的十年研究倡议
( 总摘要第 5.5.2 段的附录 )............................................................................................. 420

7

组织机构届会的临时计划
( 总摘要第 7.1.1 段的附录 )............................................................................................. 426

8

对预期结果的贡献
( 总摘要第 8.1.2 段的附录 )............................................................................................. 427

9

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条例
( 总摘要第 9.1.8 段的附录 )............................................................................................. 428

10

职工协会的报告
( 总摘要第 9.2.4 段的附录 ).............................................................................................. 437

11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 总摘要第 11.7.1 段的附录 )............................................................................................ 439

12

WMO 性别主流化政策
( 总摘要第 11.8.2 段的附录 )............................................................................................ 447

13

概念文件：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 总摘要第 11.9.5 段的附录 )............................................................................................ 451

14

全球冰冻圈监测网：GCW 的实施战略
( 总摘要第 11.9.17 段的附录 ).......................................................................................... 453

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462

总摘要

1

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 (WMO) 于 2011 年 5 月 16- 6 月 3 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
召开第十六次气象大会，会议由世界气象组织主席 A.I. Bedritskiy 博士主持。本报告附件 A
为与会人员名单。
1.

会议的组织 ( 议题 1)

1.1

会议开幕 ( 议题 1.1 )

1.1.1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0:00 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 正式开幕。
1.1.2

主席 A. I. Bedritskiy 博士向出席大会的所有与会人员表示欢迎，特别是新成员东
帝汶民主共和国和取代前荷属安的列斯和阿鲁巴群岛的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
主席强调尽管面临各种挑战，包括财务和会员国面临的其他困难，本组织在过去
四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WMO 将要开始的第十六财期拥有美好的前景、明确的战略以及会
员和秘书处的大力支持。
他指出世界气象组织在全球水文气象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MO 的各项计划和
活动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天气和气候对人
类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加。通过强有力的国际合作，WMO 和世界各地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为保护人的生命、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针对气候变化提供有效和有科学依据的
应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为促进 NMHS 更好的发挥社会经济作用和提高知名度，并
确保不断提高 NMHS 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WMO 2012-2015 战略方向聚焦为五个战略主旨，以及本组织致力于实现其愿景，
即在天气、气候、水文和水资源以及相关环境问题方面发挥引领世界的作用。这将为全世界
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以及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做出贡献。利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的能力，WMO 将其计划和活动的重点放在提供最好的服务，以支持其会员的安全和福祉，
支持其会员努力满足全球社会需求，以及解决环境问题上。
大会的决定旨在通过加强科学基础、水文气象监测和早期预警，以及业务气象、
水文气象和气候服务满足这些需求。这需要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内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将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
1.1.3

本组织秘书长 M.Jarraud 先生对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表示欢迎，并强调高级别会
议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审议基础的三个主要文件：WMO 战略计划、WMO 运行计划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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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财期的预算建议。
秘书长谈及自四年前上次大会后发生的、对全球社会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并
指出，很多极端事件的规模是空前的。他指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活动对解决此类事件的后果
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决定将在未来几年发挥重要
作用。
1.1.4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在向大会的致辞中表示，大会是在天气、气候和水的信
息和服务的作用正越来越多地被公认为是全球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重要因素之
际召开。WMO 工作的科学基础必将继续推动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正改变着地缘政
治，并威胁着全球经济。世界气象组织和其 189 个会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网络，对应对气
候变化十分重要。由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确定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也至关重要。潘基文先
生强调，“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帮助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适应不可避免的影响 ”。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世界气象组织及其成员继续努力，提高对即将发生的天气和气
候灾害的预测和早期预警。这个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在致辞中说，“ 气候变化意味
着更多反常和日益严重的天气事件。同时也证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自然和技术灾害后提
供的信息服务是必要的，应予以支持。”
1.1.5

瑞士联邦总统 Micheline Calmy-Rey 女士阁下在致辞中欢迎所有与会人员来到世

界气象组织所在地瑞士。她表示，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将决定未来几年该
组织的政策和策略，她祝愿这一重要任务能取得巨大成功。
在致辞中，她忆及瑞士为加强气象观测网络投入了大量的财务资金。“ 我们正在
与欧洲伙伴们一起投资建设新一代气象卫星和设计更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天气预报模式。
气象和气候问题无国界。但不幸的是，最贫穷的国家往往受飓风、强降水、干旱甚至是海平
面上升的危害最严重。”
她强调，为确保对气象观测网络的投入能得以持续，需要大家共同为系统提供准
确的资料。但仍有一些区域，甚至整个国家都没有能力负担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开展气象
和水文观测。因此，WMO 促进和组织全球在气象学、气候学和水文学方面的合作这一使命
对瑞士来说非常重要。
瑞士联邦总统指出，由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主要方面，
因此 WMO 的作用更加重要。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给予最高重要性的瑞士确信，这两个
方面必须在国际社会中保持受关注的地位。因此决策者需要确保将从 WMO 和 Nymphs 活动
获得的经验在各个层面与这些战略整合，以使其成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这
就要求优化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合作，以及整体加强管理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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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日内瓦州州长 MarK Muller 先生指出，WMO 制定的计划对全人类的生命、区域、
经济系统和整个国家都会产生影响。WMO 是那种通过预报科学能够提前采取行动的组织之
一。正如大家所熟悉的，在人类活动会对气候产生影响的世界中，它制定指标、分析数据并
预测变化情况。源于气候的自然灾害往往等同于生命源泉遭遇剥夺、家庭遭遇毁灭、工业受
到破坏、粮食供应受损、通讯中断以及学校搬迁。
他表示，预报是一个长期的展望。科学进步可以扩大对未来的展望以及改进预报
的精度。可以相信，你们在政府的领导下工作，政府和社会都应倾听你们的意见并了解你们
的工作会带来的变化。WMO 的使命 – 气象测量标准化、业务水文、探测大气的变化、分析
和国际合作。
他还强调，政府对气象和大气问题的敏感性预示需要政治合作。显然其根源仍在
经济。第一次国际气象大会于 1853 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当时其目的是改善海上贸易安全。
WMO 了解各国都需要认识气候。WMO 工作的真髓是认识这些现象并提出控制的方法。他
最后指出：“ 地球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她需要我们展望其未来，而你们就是这样的展望者。”
并祝大会硕果累累，圆满成功。
1.2

建立证书委员会 ( 议题 1.2 )

根据总则 ( 第 2011 年版 ) 第 23 和 24 条，大会建立了由以下会员首席代表组成的
证书委员会：
第一区协 		

-

刚果、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塔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二区协		

-

印度、中国、科威特

第三区协		

-

厄瓜多尔

第四区协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属加勒比地区

第五区协		

-

新西兰

第六区协 		

-

以色列、西班牙、乌克兰

N.D. Gordon 博士 ( 新西兰 ) 当选委员会主席。
1.3

批准议程 ( 议题 1.3 )
大会批准了 Cg-XVI/Doc. 1.3(2), Rev. 1 中的注释性议程。

1.4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 议题 1.4)

证书委员会提交了 3 份有关会员、非会员、联合国系统组织、其他政府间和其他
国际组织代表证书的报告。大会批准了这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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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委员会 ( 议题 1.5 )
建立了以下的委员会：

题名委员会
1.5.1

根据总则 (2011 年版 ) 第 25 和 26 条建立了题名委员会并由以下 12 个会员的首席
代表组成：
第一区协 		

-

几内亚、莱索托、卢旺达

第二区协		

-

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第三区协		

-

智利

第四区协

-

巴哈马、巴巴多斯

第五区协 		

-

印度尼西亚

第六区协

-

克罗地亚、意大利、瑞典

H.O’Brian Lovell 先生 ( 巴巴多斯 ) 当选题名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就议题 12.1、
12.2 和 12.3 向大会提交了 3 份报告。

工作委员会
1.5.2

建立了 3 个工作委员会审议以下各议题：

(a)

工作委员会 A
主席

WMO 第一副主席 A. M. Noorian 博士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副主席

Yap Kok Seng 先生 ( 马来西亚 )

该委员会就以下议题向大会报告：
3.5、3.6、4、5.3、5.4、5.5、 7、11.1、11.5 和 11.6
(b)

工作委员会 B
主席

WMO 第二副主席 T. Sutherland 先生 ( 英属加勒比地区 )

副主席

J.R. Mukabana 博士 ( 肯尼亚 )

该委员会就以下议题向大会报告：
6、8.3、8.4、8.5、10.3、10.4、10.6、11.2、11.7 和 11.8
(C)

工作委员会 C
主席

WMO 第三副主席 A. D. Moura 博士 ( 巴西 )

副主席

G. Adrian 教授 ( 德国 )

该委员会就以下议题向大会报告：
3.1、3.2、3.3、3.4、3.7、5.1 5.2、9、11.3、11.4 和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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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委员会
1.5.3

协调委员会由组织机构的主席和副主席、秘书长或他的代表、除证书委员会和题
名委员会主席以外的委员会主席组成。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提供协助。
1.5.4

分委员会
为了对具体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详细审议，建立了以下分委员会：
运行计划和预算，I. Čačić 先生 ( 克罗地亚 ) 任主席，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D. Grimes 博士 ( 加拿大 ) 任主席，
修订总则，I. Čačić 先生 ( 克罗地亚 ) 任主席。

1.5.5

大会指定 A. C. Anuforom 博士 ( 尼日利亚 ) 为审议以往大会的决议报告员。报告
员就议题 10.5 向大会报告。
1.6

工作计划 ( 议题 1.6 )

大会决定大会的工作时间为：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 09.30 – 12.30
					下午 02.30 – 05.30
星期六			
上午 09.30 – 12.30
1.7

批准会议记录 ( 议题 1.7)

1.7.1

大会在会议期间中止了总则 (2011 年版 ) 第 112 条，并决定大会全会期间不做会

议记录，除非对特别的议题另有决定。将继续对全会做音频录音，并作为记录保留。
1.7.2

大会还决定在会议期间中止总则 (2011 年版 ) 第 110 条，并同意在全会讨论前 8
小时分发文件。本报告附件 C 为全部大会文件清单。
1.7.3

大会决定就议题 12.1, 12.2 和 12.3 做会议记录。全会第八、第九和第十次会议的
会议记录将通过通讯方式批准。

2.

高级别会议和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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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第十五次大会结束以来本组织及其组织机
构和秘书处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概况。
2.1.2

主席强调了休会期间 WMO 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并感谢所有为本组织的成就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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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做出贡献的人们。在本次大会召开之前，随着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加入以及库拉索岛和圣
马丁岛取代前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和阿鲁巴岛，本组织的会员已增加到 189 个。在第十五次大
会上当选的官员继续履行职责。同样，执行理事会、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以及秘书处也
都有效地开展了各自的工作。
2.1.3

在未来四年中，本组织将不得不面对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促使了 WMO 战略计划
的演变，以便继续有效地应对本组织的各项活动，并拟定了 WMO 战略重点建议，特别是
WMO 为实施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WCC-3) 建立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做出了贡献。
WMO 战略还考虑到需要加强 WMO 作为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权威机构的作用，包括努力
实现对 WMO 作为危险气象和水文现象的权威信息来源的认可；需要制定与自然灾害经济
和人口风险挂钩的指标；需要扩大与联合国及其他组织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水文气象安
全的概念；并评估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此外，预计 WMO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
为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遗产的成果做出更多的贡献；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促进新的教
育和培训技术的引进；解决防灾减灾的关键问题；加强 WMO 国际合作的协调机制；并扩
大资源调动，以实现 WMO 的战略目标。
2.1.4

大会回顾了主席报告中总结的影响本组织当前运行和未来发展的各种问题，并对
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所开展的工作以供第十六次大会审议表示满意。大会还满意地注意到
自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以来，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
主席报告中需要大会采取具体行动的问题将在相关议题下审议。
2.2

秘书长的报告 ( 议题 2.2 )

2.2.1

秘书长提交了报告，指出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许多问题将在相关议题下
进行深入审议。他回顾说，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会高级别会议向政要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表达
其关于 WMO 战略方向包括 GFCS 高级别专题组 (HLT) 报告的意见，并且如果愿意的话，
承诺为 WMO 综合预算自愿捐款。
2.2.2

秘书长强调了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即 WMO 战略计划、运行计划
和第十六财务期预算建议。他使人想起过去四年如何以世界各地众多的自然灾害为标志，并
且他提供了 WMO 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事例，其中包括一些源自地震的灾害，因为恶劣
天气有可能加剧危害后果或阻碍救援行动。此外，他强调说，地方性灾害可能具有全球性影
响，如 2010 年冰岛火山喷发以及最近日本经历的三个连续灾害就是如此。
2.2.3

秘书长回顾说，在他第一个任期开始时，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就是加强内部监控。
这些努力在当前财期继续进行，特别是通过加强道德和财务披露职能、人员培训以及定期向
日内瓦使团通报情况。与此同时，特别重视提高 WMO 秘书处的效率。
2.2.4

秘书长对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员的合作表示赞赏，并对第七次连续收到外部审
计员的无保留意见表示满意，特别是自 2010 年以来在秘书处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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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2.2.5

在这一时期，与联合国系统内外各组织的伙伴关系也得到大大加强。秘书长回顾
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COP 15) 召开之际及以后所
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由国际科学院理事会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程
序进行独立评审，并提出了一些目前正在实施的措施。
2.2.6

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其他关键事件，如首届非洲气象部长级大会，2007-2008
国际极地年，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WCC-3)，数量空前的高层政要、科
学家、决策者和气候敏感部门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回顾说，WCC-3 导致了 HLT 的成立及其
关键报告的出台，并在最近的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CEB) 内罗毕会议上与联合
国秘书长分享了这份报告。
2.2.7

秘书长还感谢中国气象局 (CMA) 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建立了世界气象馆，该
展馆吸引了特别是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几位部长在内的近百万游客。
2.2.8

在结束发言时，秘书长回顾说，在 2008 年底，WMO 所有工作人员分享了联合国
前实习人员和研究员世界协会 (WAFUNIF) 的杰出服务和成就奖，这是该奖首次被集体授予
一个联合国系统组织的工作人员。
高级别会议
2.2.9

高级别会议以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高级别专题组 (HLT) 联合组长 Jan Egeland
先生 ( 挪威 ) 代表另一位联合组长 Mahmoud Abu Zeid 先生 ( 埃及 ) 的报告开始。除其他建议
外，该报告还包含了要延伸到达气候变化最脆弱人群的 “ 最后一步 ” 所需投资的一些建议。
投资的主要目标是能力建设以及科研能力、国家气候服务和用户界面平台的开发。其中的一
项建议包括了八条实施 GFCS 的指导原则，涉及到最大限度地利用气候服务，确保框架的业
务运行，促进免费和公开的资料交换，以及在服务提供方和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Egeland 先生强调说，专题组一致通过了报告，重要的是必须在该报告发布后保持这一势头，
并在本次大会后尽快成立一个特设技术小组，重点是起草一份详细的 GFCS 实施计划。
2.2.10

在该报告之后的发言者一致表达了其国家对 GFCS 以及 WMO 在提供气候领导能
力、知识信息和服务中所发挥作用的强有力支持。一些发言者介绍了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
以及它们如何与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相关。孟加拉国总理论述了其国家特别容易遭受极
具破坏性的洪水和飓风的危害。她呼吁起草一份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约束力的协议。
2.2.11

许多发言人列举了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呼吁采取行动强化减轻灾害风险计
划。一些代表指出，对致力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专家期望颇高，并且随着对气候科学的关注不
断增加，提到应尽一切努力确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一个评估报告的准确性。许多
发言者强调需要在灾害风险管理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并提到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灾害会对
本国和全球人民的生命、生计、生态系统、农业部门、粮食安全、交通和环境保护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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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CS 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工具，可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管理气候风险和机遇逐步实现可
持续发展。
2.2.12

来自非洲国家的一些高级别发言人感谢 WMO 于 2010 年 4 月在内罗毕举办的首
届气象部长级大会，并指出此次会议代表了本组织进行能力开发及建立区域和国际网络的承
诺，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此次会议也是国际社会承认非洲大陆具有独
特条件和需求的一个标志。许多高级别发言者引用了各自国家的技术进展和成绩，同时指出
需要 WMO 和其它国际组织方面的进一步支持和合作。
2.2.13

有效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教育和交流的需求始终是发言者的主题，而一些国家的
代表则呼吁为所有人提供用户定义的优质气候服务。来自美国的发言者提出了 NOAA 正在
实施的新计划，该计划提供海啸早期预警，以协助增强沿海社区应对海啸的能力。
2.2.14

一些发言人提到自然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极端重要性，而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则
强调需要在开发部门特定的信息以应对严重干旱和洪水方面提供援助。许多发言者提到了
WMO 自愿合作计划的重要作用，并表示愿意增加对该计划的资金支持。为此，会员间的国
际协作和合作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应在可能情况下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和提高国家气象、
水文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
2.2.15

一些发言人还认识到，在过去 60 年里，世界气象组织的科学工作已经跨越学科和
国界，并提供了一种国际合作的典范。其工作突出了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来应对诸如气候变
化等全球挑战。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正是指导和协调这种努力的一个工具。该框架要求 WMO

继续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天气资料、气候评估和预报工具，从而能更好地保护他们
国家的人民。许多会员表示愿意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继续支持本组织的各项计划和活动。
2.2.16

第十六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的第二部分将摘要吸收高级别会议上的一

些声明。
2.3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 议题 2.3)

2.3.1

大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1 列出的委员
会的各项建议。大会在各相关议题下做出决定时考虑了上述建议。
2.3.2

作为决议 41(Cg-15 ) 的一个例外，大会批准秘鲁和乍得已履行财务义务从而恢复
它们在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投票权。
2.4
2.4.1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 议题 2.4)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这些报告对第十五次大会以来各协会
的活动及其未来优先重点做了全面的审议和评估。大会赞扬各区协主席和副主席为各自协会
工作所做的贡献，赞扬他们努力加强其区域的气象水文部门。大会对以下新当选的区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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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副主席表示欢迎：
(a)		
在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期间，M. Lamine Bah博士(几内亚)和Amos Makarau博士
(津巴布韦)分别再次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
(b)		
在二区协第十四次届会期间，Victor E. Chub教授(乌兹别克斯坦)和 Qamar-uzZaman Chaudhry博士(巴基斯坦)分别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
(c)		
在三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期间，M. Araneda女士(智利)和Julián Báez Benίtez先生(巴
拉圭)分别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
(d)		
在四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期间，Arthur Rolle先生(巴哈马)当选为主席，Luz Graciela
de Calzadilla女士再次当选为副主席，她后来被Juan Carlos Fallas Sojo先生(哥斯达
黎加)所取代；
(e)		
在五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期间，Sri Woro B. Harijono女士(印度尼西亚)和‘Ofa
Fa’anunu先生(汤加)分别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
(f)		
在六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期间，Ivan Čačić先生(克罗地亚)和Mieczyslaw S. Ostojski
教授(波兰)分别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
2.4.2

大会还赞扬各区协前主席和前副主席为各自协会工作所做的贡献，并对以下人员
表示感谢：
(a)		
二区协前主席A. Majeed H. Isa先生(巴林)和前副主席林超英先生(中国香港)；
(b)		
三区协前主席Ramón Viñas García先生(委内瑞拉玻璃瓦尔共和国)和前副主席C.
Costa先生(哥伦比亚)及其继任者Myrna Araneda女士(智利)；
(c)		
四区协前主席Carlos Fuller先生(伯利兹)；
(d)		
五区协前主席Arona Ngari先生(库克群岛)；
(e)		
六区协前主席Daniel Keuerleber-Burk先生(瑞士)和前副主席A. Leitass先生(拉脱维
亚)。
2.4.3

大会对各工作组和任务组的组长和成员以及报告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其各自
区域积极合作，开展区协活动。
区域协会主席会议
2.4.4
大会赞同 2008 年 EC-60 所作的决定，即将每年的区域协会主席 (PRA) 会议 ( 第
1 号决议 (EC-60)) 以及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PRA-PTC) 联合会议 ( 第 2 号决议
(EC-60)) 正式化，以改善协调机制，并酌情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它 WMO 组织机构以及
秘书长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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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大会认识到，这些会议将导致对各区协工作更强有力的协调和更密切的区域间合
作，以及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和更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从而在本组织以
成果为基础的管理框架下，更加灵活、积极地实施 WMO 各项计划。
2.4.6

考虑到 2011 年区协主席会议的报告，大会注意到在 5 月 15 日区域协会主席会议
期间对一区协提出的在 WMO 区域间正式确定执行理事会席位分配倡议的全力支持，并注
意到议题 10.3 下涉及对这一对总则的修改。
2.4.7

大会敦促各区协主席与秘书处协商，以便在执行预算时反应区域优先重点，并考
虑区协和技术委员会在计划执行层面 ( 包括区域工作组和相关技术委员会附属机构 ) 需要更
多协同。
2.4.8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需要一个动态管理过程，来管理和协调与五个优先项目和交
叉领域相关的努力，并有效管理通过人力和财务资源自愿捐款获得的可利用资源。大会一致
认为，通过加强各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例会的作用，将会推动这种管理过程的建立，作为
规划和实施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可提供服务的协调和咨询机构。
共同的区域问题
2.4.9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所有区协都在 WMO 战略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和通过了区域
战略计划。区域计划有助于缩减 WMO 全球计划倡议的规模，并纳入区域的具体情况、需
求和优先重点。大会欢迎秘书长努力协助这一进程，以确保所有区协及其成员协调一致地同
步实施。大会建议，在新的 WMO 战略计划通过之后，各区协应尽快更新其区域战略计划，
以期制定构成 2012–2015 年整个 WMO 运行计划一部分的区域运行计划。
2.4.10

大会还注意到，所有区协都同意向自愿为区协活动奉献自己时间和专业知识的专
家授予表彰。大会敦促各会员继续通过志愿服务支持区协工作，并一致认为，秘书长应考虑
制定一项共同计划，以便向那些为区协活动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授予表彰。
2.4.11
大会一致认为，秘书长和会员应继续高度重视以协调的方式，通过区域和次区域
GTS 的现代化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的实施所进行的无缝隙资料交换。
2.4.12

注意到许多区域都关注为满足 ICAO 对航空气象人员能力和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
所需的努力，大会一致认为，秘书长应与 WMO 发展伙伴合作，通过培训和奖学金计划以
及其它合作，向会员提供进一步帮助。
2.4.13

考虑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规划和发展，大会要求秘书长和所有利益攸
关方帮助区协和会员，以便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最大限度地实现 GFCS 的潜在效益。大会要求
各区协继续努力开发 GFCS 的区域组成部分，包括建立适当的区域气候中心 (RCC) 和扩大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RC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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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大会敦促各区协继续对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层面提供水文气象产品和服务的
充足能力的建设给予最优先考虑，以支持减轻灾害风险的努力。在这方面，大会鼓励促进
WMO 与联合国机构合作伙伴以及其它国际和区域组织在 DRR 相关活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2.4.15

大会鼓励各区协及其附属机构在其区域的能力建设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大会强
调了各区协在实现 NMHS 机构和技术能力的系统监测中的作用，以便按照各自的授权，提
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制定和实施适当的能力开发响应，以解决其区域已经确定的高影响
差距和缺陷。
一区协主席的报告
2.4.16

大会注意到一区协最重要的活动和成果，包括：

(a)		2010年11月，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批准了一区协加强本区域气象水文部门的战略
计划(2010-2015年)。根据区域共同关注的领域和优先重点，该计划讨论了NMHS
的关键发展领域。由会员与区域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实施的一项行动计划将对
该计划进行补充；
(b)		
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对本协会的工作结构进行了优化，旨在提高区域活动的效率
和效果，新的结构由一个管理组、三个工作组和处理具体任务的各种任务组的灵
活结构组成；
(c)		
成功举行了第一届非洲主管气象事务部长会议(2010年4月12-16日，肯尼亚内罗
毕)。这次会议由WMO与非盟和肯尼亚政府合作举办。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
一项部长宣言，其中，该宣言同意将非洲气象部长会议(AMCOMET)建成为非洲
气象发展及其应用的高级别机制，并决定加强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支持。会议
要求WMO与非盟合作，成为AMCOMET的秘书处；
(d)		
继续通过区域机构举办区域气候论坛，这已成为会员进行能力建设的重要机制，
以便充分利用GPC制作季节预报和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e)		
一区协成员继续参与非洲促进发展环境监测(AMESD)项目的实施，该项目由欧盟
资助，并通过非盟和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进行实施；
(f)		
在UNECA和非盟的赞助下，在非洲气象应用促进发展中心(ACMAD)的协调下，
并通过非洲开发银行的资助，实施了促进非洲发展的气候项目(CLIMDev)；
(g)		
成功实施了东南非洲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SP)，并计划在非洲其它次区
域地区实施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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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MO鼓励与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合作，利用综合方法来进行本区域的气象和水
文发展。在这方面，已经成立了非洲气象学会(MASA)，东非和西非地区的类似
活动正处于进展阶段。西班牙国家气象局(AEMET)实施了西非合作计划，包括针
对所有西非国家的农民培训项目，并启动了一个覆盖佛得角、几内亚、冈比亚、
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海洋气象监测和服务试点项目；
(i)		
肯尼亚、摩洛哥和纳米比亚实施了WIGOS示范项目。
2.4.17

大会对与非盟合作，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非洲主管气象事务部长会议表示满意。大
会一致认为，秘书长应对这次会议成果的实施给予高度重视。
2.4.18

大会注意到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所确定的最高优先领域如下：(1) 必须加强 WMO
外地办事处的能力，以便更有效地服务于会员；(2) 实施部长宣言中所包含的决定；(3) 编制
一区协运行计划；(4) 加强区域一体化的气象和水文发展；(5) 为非洲所有的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建立航空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以及 (6) 满足能够证明航空气象人员符合 EC-62 所同意的资
格要求的 2013 年 11 月最后期限。
二区协主席的报告
2.4.19

大会注意到二区协最重要的成果，包括：

(a)		
成功实施了二区协加强本区域(亚洲)国家气象部门(NMS)的战略计划(2005-2008
年)，以及加强本区域(亚洲)国家水文部门(NHS)的战略(2006-2008年)；
(b)		
通过了加强二区协(亚洲)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战略计划(2008-2011年)，该计划是
按照WMO战略计划(2008-2011年)并在二区协NMS和NHS基础能力的区域调查
(2005-2008)基础上制定的；
(c)		
为了有效地实施二区协战略计划，通过设立管理组和四个工作组(具有不同的小
组和专题)，实现了新的协会工作机制；
(d)		
除了关于城市数值天气预报产品和航空气象计划的两个现有项目外，建立并实施
了三个新的关于观测、数值天气预报和卫星的试点项目；
(e)		
通过WMO/ISDR的信托基金/VCP项目和双边协议，对受印度洋海啸影响的会员
完成了GTS升级项目，这有助于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开发；
(f)		
在建立区域气候中心(RCC)网络方面取得了进展，两个指定的RCC在北京和东
京，四个候选的RCC在印度、伊朗、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举办了区域和次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
(g)		
与世界银行、UNISDR和UNDP合作，开发了提高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

总摘要

13

门开展DRR活动能力的项目；
(h)		
向受灾会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特别是向2007年受气旋“锡德”影响的孟加拉
国、2008年受气旋“纳吉斯”影响的缅甸，以及2010年受洪水影响的巴基斯坦，提
供了区域合作援助；
(i)		
进一步加强了与联合国和区域组织/机构的伙伴关系，包括UNDP、UNISDR、
UNEP、ASEAN、UNESCAP、阿拉伯国家联盟、CASPCOM、湄公河委员会以
及非洲和亚洲区域综合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RIMES)；
(j)		
实施了WMO沙尘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亚洲节点的倡议；
(k)		
韩国实施了WIGOS示范项目。
2.4.20
大 会 注 意 到 二 区 协 的 最 高 优 先 领 域 如 下：(1) 进 一 步 完 善 GTS 和 实 施 WIS/
WIGOS；(2) 进行可持续的能力建设，包括人力资源开发；(3) 通过加强和运行二区协的
RCC 网络，提供更好的气候服务；(4) 建立全区域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5) 提高服务提供
的能力，特别是在航空和海洋气象服务方面；以及 (6) 实施 WMO 洪水预报倡议、水资源评
估以及区域水文资料和信息交换。
2.4.21

大会还注意到对于二区协的特定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成本回收、产品和服务的
商业化、认证 / 质量管理和沙尘暴，以及进一步开发二区协的 RCC 网络活动，从而促进国
家和区域层面的 GFCS，并要求秘书长和会员在本区域的未来战略和运行规划中考虑区域需
求和优先重点。大会还注意到，在二区协的一些会员国家，重建基础设施和提供水文气象服
务仍然受到政治冲突或自然灾害的挑战。
三区协主席的报告
2.4.22

大会注意到该区域最重要的活动，包括：

(a)		
在以前三区协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战略计划(2006-2009年)、WMO秘书处运
行计划(2008-2011年)和来自本区域成员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加强三区协(南美
洲)NMHS的战略计划(2010-2013年)。考虑了可能的趋势、发展和不断变化的需
求，以确定一套可以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以行动为导向，并按照与全套WMO
预期结果相一致的区域预期结果作出阐述；
(b)		
为了本区域的有效管理和良好治理，建立了与WMO战略计划的战略主旨相一致
的新的工作结构。三区协的附属机构由一个管理组、三个工作组和针对具体任务
灵活运作的小组和任务组组成；
(c)		
继续举行三区协和四区协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气象局长会议，会议通过了年度行动
计划，并批准实施伊比利亚美洲气候项目(CLIBER)，该项目由西班牙资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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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璃
瓦尔共和国的支持，包括一些培训活动，本区域新的气象资料管理系统，以及伊
比利亚美洲国家的NMHS局长参与2009年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d)		
实施了新的电信网络(使用通过互联网的VPN技术)，从而提供了一种成本有效的
机制，大量交换来自全球、区域和国家预报中心及气候中心的现有信息，以及所
有地面和高空观测的基本气象信息；
(e)		
在本区域建立了三个试点区域气候中心(RCC)：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国际厄尔尼
诺现象研究中心(CIIFEN)(南美洲西部)、巴西和法属圭亚那的NMHS(南美洲北部)
以及巴西和阿根廷的NMHS(南美洲南部)。在本区域协会、气候学委员会(CCl)和
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主席以及秘书处所提供的指导和支持下，在试点基础上建
立了这些RCC；
(f)		
在莫利纳国立大学(秘鲁利马)建立了区域培训中心，它扩展了本区域人类能力开
发的选择，补充了本地区(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玻璃瓦尔共和
国)的培训机构，并提供学位，以满足中、南美洲的教育需求；
(g)		
巴西实施了WIGOS示范项目。
2.4.23

大会还注意到三区协确定的优先互动和相关的挑战，包括：气象仪器校准和测量
的可溯源性；将 WIGOS 实施活动纳入三区协的战略计划 / 工作计划；需要开展研究，以提
高对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其与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 (ENSO) 变化周期和特点的联系以及其对水
文气象灾害影响的认识；需要一个 GFCS 和 RCC 的协调框架，包括开发各种工具及气候产
品和服务，以应对不同时间尺度的减轻灾害风险；需要向本区域的 NMHS 调动资源和提供
援助。
四区协主席的报告
2.4.24

大会注意到本区域最重要的活动，包括：

(a)		
在以前四区协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战略计划(2006-2009年)的基础上，同时
考虑WMO战略计划、WMO秘书处运行计划(2008-2011年)和来自本区域成员的建
议，制定了加强四区协(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NMHS的战略计划(20102013年)；
(b)		
为了本区域的有效管理和良好治理，建立了一个新的、简化的工作结构，由一个
管理组、飓风委员会和处理区域优先重点的各种特设任务组组成；
(c)		
继续举行三区协和四区协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气象局长会议，会议通过了年度行动
计划，并且除其他活动外批准实施伊比利亚美洲气候项目(CLIBER)，该项目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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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资助，同时得到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玻璃
瓦尔共和国的支持，包括一些培训活动，中美洲气候论坛会议的融资，本区域新
的气象资料管理系统，以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NMHS局长参与第三次世界气候
大会；
(d)		
在加勒比气象组织(CMO)的协调下，为了提供加勒比地区飓风和恶劣天气条件的
预警，2009年实施了雷达网络系统项目，在巴巴多斯、伯利兹、圭亚那和特立尼
达安装了四个新的雷达，该项目得到了欧盟的支持；
(e)		
在WMO的支持下，飓风委员会在其年度会议(分别在美国奥兰多、巴哈马拿骚、
百慕达汉密尔顿和开曼群岛大开曼岛(英属加勒比领地)举行的第30次到第33次年
会)期间成功地修订了技术和运行计划；
(f)		
在2010年1月，设立了一个任务组，旨在协调不同的行动和努力，来帮助受到地
震影响的海地，这提供了立即援助，包括通过VCP资金提供了七个新的GSM自
动气象站，美国提供的两个EMWIN系统和一个山洪指导系统，对当地工作人员
的技术支持和培训，以及法国资助5名工作人员在法国图卢兹进行10个月专业培
训。加拿大、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加勒比气象组织、英国和荷兰的积极参与
是这一努力的决定因素。2008年，由WMO/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赴海地联合特派团
提供的信息侧重于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议，作为该任务组一个有用的参考依据。
WMO还协调与其它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包括近百万美元的紧急呼吁，以支持海
地的气象活动；
(g)		
在向海地提供的紧急援助中，加拿大、加勒比气象组织、多米尼加共和国，法
国、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任务组最初的工作后向海地提供了后勤、技术和业务
支持，并同意继续进行支持到2011年底；
(h)		
美国实施了WIGOS示范项目。
2.4.25

大会还注意到四区协确定的优先活动和相关的挑战包括：

(a)		
增加气象人员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b)		ICAO修订计划，以实施公认的民用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c)		
加强区域和国家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能力以支持灾害风险评估和多灾种
早期预警系统和发展NMHS与社会经济部门中减轻灾害风险的单位的业务合作；
(d)		
与区域政府间组织合作，并利用区域论坛，促进对气象、水文和环境问题的讨
论，提高政策制定者对NMHS和WMO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轻灾害风险中作用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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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协主席的报告
2.4.26

大会对东帝汶从 2009 年 12 月 4 日起成为 WMO 新会员 (WMO 第 189 个会员 ) 表
示热烈欢迎。高兴地注意到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帕劳和图瓦卢共和国已经采取了成为 WMO
会员的必要步骤，大会鼓励这些潜在会员加速成为 WMO 会员的进程。
2.4.27

大会注意到五区协最重要的成果，包括：

(a)		
通过了加强五区协(西南太平洋地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战略计划(2010-2011
年)(《五区协战略计划》)，制定并通过了新的2012-2015年五区协战略运行计划
(SOP)(《五区协SOP 2012-2015》)，该计划在管理组定稿后得到主席的批准；
(b)		
为了有效实施五区协战略计划，通过加强管理组以及南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热带
气旋委员会(TCC)，并通过设立四个工作组和限时完成工作的任务组，建立了一
个新的工作机制；
(c)		
会员和秘书长提供了帮助，以支持纳迪RSMC的TCC业务活动，包括人力资源开
发，这与2007年7月为响应Cg-15要求而进行的WMO实况调查任务的结果和建议
相一致；
(d)		
实施了灾害性天气预报和减轻灾害风险示范项目(SWFDDP)的试点阶段，之后实
施了整个示范阶段，这是SWFDP在五区协的一个区域子项目，业务支持来自惠
灵顿RSMC；
(e)		
实施了由美国支持的提供低速率用户利用站(LRUS)的VCP协调项目，使太平洋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低速率信息传输(LRIT)格式获取气象卫星图像；
(f)		
为一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NMS编写其国家气象部门战略
发展计划和法律框架提供帮助；
(g)		
进一步加强了与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包括UNDP、ASEAN、
UNESCAP、SPREP和SPC-SOPAC：其中，在太平洋岛国(PIC)的国家气象部门
(NMS)实施了质量管理体系，提高了气象的形象和PIC NMS在国家政府和SPREP
发展合作伙伴中的知名度；并与SPC-SOPAC/一起，实施了太平洋HYCOS项目，
建立了洪水早期预警系统；
(h)		
澳大利亚实施了WIGOS示范项目。
2.4.28

大会还注意到，五区协第十五次届会决定高度重视下列本区域优先重点：(1) 完
善端到端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MHEWS)；(2) 改善天气、气候和水的基础设施 ( 资料和信
息服务 )；(3) 更好的气候服务；(4) 可持续的航空服务；以及 (5)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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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对五区协的具体挑战及其需求，其中包括：

(a)		
调动并确保实施五区协SOP(2012-2015年)的资源，并将五区协SOP纳入次区域和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同时使其与GFCS一致；
(b)		NMHS的人力资源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
(c)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RCC)，在那里，预计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将参与机构的能力
建设，以实施GFCS；
(d)		
在五区协建立新的水文学区域培训中心；
(e)		
为太平洋所有的NMHS建立航空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f)		
全面运行SWFDP，扩展其覆盖范围，并在本区域实施风暴潮监视计划；
(g)		
加强太平洋地区NMHS在编制和分发天气信息和产品以及及时预警灾害性天气和
气候极端事件方面获取高端产品的能力，为此，加强气候模拟领域的能力建设计
划；
(h)		
通过共同举办两年一次的区域气象部门局长会议(RMSD)和建议的的太平洋气象
理事会(PMC)以及成立针对PMC的区域气象太平洋讲坛，促进与SPREP的合作；
(i)		
进一步加强水文和水资源活动，包括开发并实施东南亚(SEA)- HYCOS项目。
六区协主席的报告
2.4.30

大会注意到本区域最重要的活动和成果，包括：

(a)		
制定了六区协加强本区域气象水文部门的战略计划(2008–2011年)。六区协战略计
划是在考虑区域具体情况、需求和优先重点的基础上缩减WMO战略计划规模的
首次成功尝试。由会员与区域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实施的一项行动计划对
其进行了补充，该行动计划具有确定的目标、可提供的服务以及目标日期；
(b)		
优化了工作结构，以提高区域活动的效率和效果；新的结构由一个管理组、三个
工作组和必要时管理组为处理特定任务设立的任务组的灵活结构组成；
(c)		2009年，启动了六区协试点区域气候中心网络，作为各中心的网络，它根据各自
的优势，提供了区域服务，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国家级资料和产品。已经建立了
三个节点：资料服务(牵头：荷兰)、气候监测(牵头：德国)和长期预报(牵头：俄
罗斯联邦和法国)。每个节点都得到了本区域NMHS联盟的支持；
(d)		
东南欧气候展望论坛(SEECOF)走向成熟，这使得会员能够更好地利用GPC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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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作季节展望和预报，并促进会员与来自不同经济部门用户的互动；

(e)		
六区协通过指定GISC、DCPC和国家中心，以及进一步发展RMDCN，在实施
WIS方面取得了进展；
(f)		
建立了本区域WIGOS示范项目，包括俄罗斯联邦的综合气象和水文网络，以及由
六区协技术开发和实施工作组牵头的区域基本观测网(RBON)的重新设计；
(g)		
正在通过与欧盟、UNDP、UNISDR、世界银行和其它合作伙伴的合作，实施东
南欧减轻灾害风险区域计划(DRR/SEE)。在2009年4月至2011年4月期间，WMO
是由欧盟资助的DRR/SEE项目(DG扩展项目)的主要执行机构，这有助于提高东南
欧NMHS作为国家和区域层面DRR关键利益攸关方的能力；
(h)		
扩大与区域合作伙伴ECMWF、EUMETSAT和EUMETNET的伙伴关系，从而通过
知识和技术的共享和转让，促进能力建设。
2.4.31

大会注意到，六区协确定将发展 GFCS 区域部分、协调实施 WIS 和 WIGOS、进
一步加强 NMHS 对 DRR 的支持以及欠发达的 NMHS 能力建设作为主要优先活动。大会还
注意到对六区协的具体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对符合欧盟资料政策的要求；加强私营部门
在服务提供中的作用；不断增长的对研究和展示水文气象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以确保可持续
的政府支持和投资的需求；以及需要调动资源并提供援助，以弥补本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技术和体制差距。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 议题 2.5 )

2.5.1

技术委员会主席提出了过去四年各委员会在其职责范围内的具体工作亮点，以及
他们对于下一个财务期工作重点和愿景的观点。关于各委员会工作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详细
审议，在有关技术计划的各自议题下进行讨论。
气候学委员会 (CCI)
2.5.2

大会从 CCl 主席 Thomas Peterson 博士处获悉，CCl 已经成立了四个 CCl 开放专
家组 (OPACE)，重点是开发信息、指南、最佳做法和能力建设，从而帮助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 (NMHS) 提供气候服务，并解决由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系统提出的气候相关问题。专
家组包括：关于气候资料管理的第一专家组；关于气候监测和评估的第二专家组；关于气候
产品和服务及其提供机制的第三专家组；以及关于适应和风险管理气候信息的第四专家组。
不同专家组的工作详情可查阅：http://www.wmo.int/pages/prog/wcp/ccl/index_en.html。
2.5.3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CCl 已完成《气候学规范指南》第三版，并正在建立一个更
新的时间表，以保持当前的指南。CCl 还参与促进气候学质量管理，并正在制定气候服务能
力发展的跨委员会战略。此外，CCl 一致认为，该委员会有助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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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组成部分，这将继续成为 CCl 的首要任务。
2.5.4

大会认识到，有来自 54 个会员的 215 名志愿者支持 CCl 开展其工作，并对他们
的承诺和参与表示欢迎。
水文学委员会 (CHy)
2.5.5

CHy 主席 Julius Wellens-Mensah 先生强调说，大多数 NMHS(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

将会通过其产品和服务对其国家社会、经济和环境改善的促进程度来衡量他们的成功。通过
WMO 的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培训战略，CHy 将重点放在利益攸关者的参与、观测、研究和开
发、服务提供和能力建设等具体专题领域。
2.5.6

大会注意到，水文学质量管理框架提供了使开发和提供水文产品及服务成为可能
的基本依据。从观测的角度来看，CHy 将着眼于新的测量能力、新的参数以及新的传输和
提供机制。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WHYCOS) 和相关的 HYCOS 项目收集水文资料，以及
设定水文资料收集标准，并将逐步实现全球覆盖。CHy 将实施各种过程和程序，以支持评
估 / 评价水文技术在各种不同气候和地形区以及不同资料可用性水平下适用程度的研究进
展。WMO 将与开放地理空间联盟 (OGC) 一起，开发商定的水资料模式国际标准，以便通
过一个系统将水的流量、存储和损失联系起来。
2.5.7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MO 将通过 CHy 提供指南，指导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和
其他新的技术，提供实时的水文信息服务和产品。
2.5.8

WMO 将继续促进加强 NMS 和 NHS 在提供洪水预报和预警服务方面的合作。如

洪水早期预警系统等应用以及如山洪指导系统、全球洪水警报系统、洪水预报倡议和国际洪
水倡议 (IFI) 等相关倡议应继续致力于满足会员的需求和要求。
2.5.9
大会强调，为了能够充分应对会员对于水文和水资源的未来需求，WMO 通过
CHy 应继续开发具有成本效益的、需求驱动的、侧重于优先活动的教育和培训计划。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CAgM)
2.5.10

新当选的 CAgM 主席 Byong-Lyol Lee 先生指出，CAgM 是 WMO 计划和委员会
的工作与包括农民、推广服务和政策制定者的农业团体之间的主要界面。WMO 的优先领域
与 2011-2014 年的 CAgM 战略计划完全一致，特别是在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为农
业用户开发更好的气候服务、能力建设和减轻灾害风险等方面。委员会还通过与相关技术委
员会和会员国的密切合作，为 WIGOS 和 WIS 做出贡献。
2.5.11

大会获悉，CAgM 的四个广泛实施战略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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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GFCS和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WAMIS)，提高会员农业气象服务的质量
和数量，促使区域协会参与区域农业气象试点项目，并通过国家农业气象站网
(NASNET)倡议，将非NMHS的农业气象站网纳入WIGOS和WIS；
(b)		
通过与各区域培训伙伴特别是WMO RMTC的合作，为会员提供更好的农业气象
教育和培训；
(c)		
通过网上国际农业气象学会(INSAM)到全球农业气象学会联合会的下一阶段的开
发，改善与CAgM会员的沟通。除了CAgM-JCOMM天气、气候和渔业联合专家
组外，委员会还将致力于CCl-CHy-CAgM气候、粮食和水联合专家组；
(d)		
加强与相关国际和区域计划/机构如FAO、UNCCD以及农业科研机构的合作。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2.5.12

CIMO 主席 Bertrand Calpini 教授强调了 CIMO 活动如何直接关系到 WMO 的高度

优先事项，并如何对会员产生影响。
2.5.13
大会注意到，CIMO 在其上次会议上修改了它的工作结构，以便更好地支持
WMO 的高度优先事项，特别是 WIGOS、GFCS 和能力建设，侧重于三个方面：(1) 标准化
和比对；(2) 遥感和新技术；以及 (3) 能力建设。
2.5.14

届会高兴地注意到，为了更好地支持气候需求，CIMO 正在大力推进测量结果对
国际单位制 (SI) 的可溯源性，包括通过与 BIPM 合作，以及通过加强区域仪器中心。
2.5.15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CIMO 开发了观测台站的选址分类，它提供了一种工具，以
评估针对特定活动 ( 特别是气候监测 ) 的台站选址是否适当。预计，它将进一步发展成为
WMO-ISO 的共同标准，并将列入维护方面。
2.5.16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由 CIMO 开展的各种仪器比对正在提供有价值的仪器性能信
息，使会员在现代化其网络时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并对降低诸如无线电探空仪的成本产生
直接影响。此外，大会注意到，NMHS 和私营部门为 CIMO 的仪器比对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未来几年，重点将放在固态降水的比对上，以支持气候和全球冰冻圈监测需求，以及天气
雷达算法的比对上，以支持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警。
2.5.17

大会一致认为，在遥感和新技术领域，CIMO 应提供关于现代系统如何能够补充
传统观测的指南，以提高可从这些技术的使用中获得的效益。这将通过利用 CIMO 试验基
地和 CIMO 主要中心现有的专业知识来最好地实现。
2.5.18

大会注意到，就能力建设而言，CIMO 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对《气象仪器和观测方
法指南》(CIMO 指南，WMO-No. 8) 的更新，因为它是网络管理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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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体的培训研讨会，仪器比对也是能力建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此外，与 Meteorex 共
同举办的 CIMO 技术大会吸引了 250-300 名专家。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2.5.19

JCOMM 联合主席 Peter Dexter 先生强调，正如其发起组织 WMO 和 IOC 明确指

出的那样，JCOMM 在汇集气象界和海洋界的专业知识和力量来解决共同关注的许多问题和
优先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5.20

大会高兴的看到休会期间取得的成果，包括实地海洋气候观测系统取得的重大进
步；致力于为 WIS 提供高质量海洋资料的 JCOMM WIGOS 试点项目的圆满完成；以及五个
新的北冰洋海事安全服务预警区域的实施。
2.5.21

大会注意到并支持 JCOMM 下个休会期间的优先工作领域，包括：为多种用途实
施和维持综合实地海洋长期观测系统，同时确保所有的海洋和海洋气象资料通过 WIGOS/
WIS 提供给会员 / 会员国。大会还同意特别给以下活动以优先级：开发海事会员 / 会员国的
能力，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以便为易受海洋相关灾害侵害的沿海社区制作和
提供预警和保护服务；在 GFCS 下提供气候相关的海洋服务；加强和扩大为海员提供的安全
服务；指导新的海洋预报业务系统的开发和实施，以便为政府、NMHS、工业和商业、环境
管理和个人提供及时准确的海上和近海海洋信息。最后，大会支持 JCOMM 加强和扩大与
其他技术委员会在交叉性项目中的合作，从而为 WMO 和 IOC 的所有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
作出贡献。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CAeM)
2.5.22

CAeM 主席 Chi-ming Shun 先生强调了本委员会的高优先级问题，特别是要求会
员实施公认的航空气象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的 ICAO 标准，起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大会鼓励会员利用坦桑尼亚试点项目的文件和建议。对此，大会欢迎秘书处以及澳大利亚、
芬兰、加拿大、俄罗斯联邦、南非、西班牙和美国等会员向其他会员提供支持。此外，大会
还鼓励开展以结对帮扶为基础的合作来支持需要帮助的会员。
2.5.23

大会忆及航空气象学方面的人员能力问题与质量管理密切相关，并且 EC-62 通过
了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 ( 载入 WMO-No. 49 第一卷 )。大会赞扬任务组 (TT-CAT) 对能力评
估工具箱 (CAT) 的迅速和成功开发，以帮助会员实施 AMP 能力标准，该标准考虑了在服务
提供方面的区域和国家差异。会员们将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实施该能力标准，虽然实施起来
有一定挑战，但考虑到为此提供的支持仍是可行的。
2.5.24

大会认识到会员对 EC-62 通过的航空气象预报员 (AMF) 要求的关注，这一主题
将在议题 11.6“ 航空气象学计划 ” 下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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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
大会注意到新的航空气象服务取得的进展，特别是机场区域的新的气象服务
(MSTA)， 将 在 ICAO 和 航 空 用 户 的 支 持 下， 向 拟 于 2014 年 举 行 的 下 一 届 WMO CAeM/
ICAO MET/AIM 机构联合会议上提出建议。这些服务将支持全球空中交通管理 (ATM) 和
ICAO 基于绩效的导航服务 (PBN) 理念，以期帮助减少天气原因造成的延误，同时改善高密
度空域的安全，避免代价高昂的开发活动的重复建设。
2.5.26

在 SIGMET 提供的相关安全领域方面，大会表达了对长期存在的 SIGMET 发布
不足从而导致严重关切和用户抱怨的关注，这正在通过 ICAO 与 WMO 合作制作 SIGMET
咨询信息的试验加以解决，其中涉及到三个选定的区域中心 ( 中国、法国和南非 )。最近的
SIGMET 监测活动显示，在此次试验期间 SIGMET 的发布有了一定改进。
2.5.27
对于影响航行的火山灰问题，大会欢迎最近建立的 WMO-IUGG 火山灰科学咨询
组 (VASAG)，该咨询组在 ICAO 国际火山灰专题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咨询组与 ICAO
和航空业合作，旨在更好地理解火山灰的影响以及与 (1) 航行安全和 (2) 维护 / 适航性考虑
有关的用户需求。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2.5.28

CBS 主席 Fred Branski 先生强调了自 Cg-15 以来这四年的高优先级活动和成果。

2.5.29
大会对克罗地亚和纳米比亚表示赞赏，这两个国家为 2009 年 CBS 第十四次届
会和 2010 年 CBS 特别届会，以及在杜布罗夫尼克举行的 WIGOS 技术会议和在温得和克
举行的端对端服务技术会议提供了支持。大会注意到这两个技术会议在委员会理解和琢磨
WIGOS 理念、建立端对端服务用户关注重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5.30

本次届会注意到 CBS 细化了其职责，以反映在 WIGOS 和 WIS 开发和实施过程
中取得的进展。此外，新的 WIS 手册的审议和通过，以及技术规则和手册 ( 如 DPFS 手册 )
的细化只是支持继续发展 WMO 会员能力的必要决定的一部分。
2.5.31

大会注意到 CBS 的优先活动非常符合各区协和本次大会审议的优先活动。除继
续展示 WIS 和 WIGOS 的实施外，所有的 CBS 活动都支持学科交叉优先活动，如继续开展
解决区域减轻灾害风险需求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多计划多部门合作，并支持预报和预警
服务。这些优先活动包括使发展中国家的 NMHS 通过那些在 SWFDP 试点中证实已使许多
会员受益的基于集合预报系统的概率预报产品的提供，来延长灾害性天气警报的提前时间，
并估算预报的不确定性。
2.5.32

本次届会注意到 CBS 继续审议其工作规范的重要性，以便能更加灵活地将对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这类新倡议的支持纳入到 WIS、WIGOS、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公共气象
服务 (PWS) 提供机制和减轻灾害风险中。大会注意到无缝隙提供各种时间尺度和应用的决
策支持服务的能力是 WMO 成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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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2.5.33

CAS 主席 Michel Béland 博士陈述了 CAS 的总体使命及其实施方法，并提供了委
员会在过去 4 至 6 年的主要成就，包括：(1) 开发了一种气候、天气、水和地球系统预测的
统一方法 (EC-61 批准的 EC RTT 报告 )；(2) 发展了化学天气概念，并建立了与数值天气模
拟中心和技术的紧密联系；(3) 由于温室气体观测在全球本底监测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及其
在未来排放控制和交易以及国际臭氧和有毒物质公约中的潜在作用，加强了温室气体观测计
划；(4) 提高了 WWRP 作为国际上受尊重的研究计划在业务和学术研究界的地位；(5) 实施
了 THORPEX TIGGE 和 YOTC 研究子计划，并参与了众多重要的外场试验计划，以促进解
决天气和气候预测的基本科学问题。
2.5.34

大会收到确定该委员会未来优先项目的解释，并提出了下列问题：驱动对更准确
的和用户友好的环境评估和预测需求的重大社会和环境压力是什么？对此，相继确定了下列
压力：(1)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考虑到城市环境及其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性，它必然会
对 NMHS 提供的服务种类产生重要影响；(2) 在最近几十年观测到的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数量
和影响的持续增加；(3) 气候变化及其日益增加的影响，特别是在极地地区，那里大片浮冰
和冰川的快速融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下个世纪海平面的显著上升 (1 米 )；以及最后 (4) 水的
质量和数量问题。
2.5.35

大会收到了减缓和适应这些压力的六项研究建议，即：

(a)

碳通量测量系统；

(b)

改进次季节到季节预测；

(c)

解决灰色地带 ( 降水 )；

(d)

地球工程；

(e)

大城市：综合环境预测倡议；

(f)

改进极地预报服务。

2.5.36

此外，大会收到这六个项目的简要说明。大会注意到，其中的四个项目是自愿资
金项目建议汇编的一部分，而且大部分项目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 GFCS 议程的贡献，并
将在第十六次大会期间的边会中给予更全面的描述。委员会敦促大会考虑对这些项目的财政
支持，因为他们将为 WMO 及其会员关键服务和科学成就的未来铺平道路。
讨论
2.5.37

一般而言，大会认可技术委员会所做的重要工作，包括推进标准、通过专家参与
培训和技术转让来提高会员能力、引进创新方法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以及加强跨委员会的合作
和与区域协会的合作。此外，认识到技术委员会成立的工作组 / 任务组作为具体领域技术委
员会的联络员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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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表达了下列需求：

(a)		
技术委员会在其管理组和工作中需遵守地域平衡、性别代表性和青年专家的参与
度；
(b)		
技术委员会需加强跨委员会的协调，以应对需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c)		
需对水问题给予特别关注(例如，地表水的供应情况，开发对大型内陆水体的服
务等)；
(d)		
鉴于市场上现有的各种产品，CIMO需为会员提供设备标准供其在购买仪器和设
备时使用；
(e)		CAS需在其工作中考虑生物工程；
(f)		CHy需与UNESCO水计划合作，改进洪水预报和水资源评估，并(与JCOMM合作)
建立机制，以解释流入海洋的淡水通量，特别是在极地流域；
(g)		
鉴于快速城市化，CAS需考虑将城市气象作为一个优先领域。
2.5.39

大会强调，在实施 WMO 的关键优先领域中，需要通过推进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
会的定期联席会议，实现更加动态的管理过程。
2.5.40

大会强调了非洲大陆在观测、监测和预报等方面的弱势，并要求在实施 GFCS 时
解决这些不足之处。此外，对非洲大陆应特别关注：
(a)

2012 年前满足 ICAO 航空 QMS 的实施要求；

(b)

2013 年 12 月前达到航空气象人员的资质标准。

3.

科技发展和实施 ( 议题 3)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 议题 3.1 )

3.1.0.1

大会认识到，WWW 依然是 WMO 所有计划和其它机构许多国际计划的 “ 核心 ”
业务基础设施。大会重申，随着 WWW 计划 ( 见本报告附录 2 ) 的观测、信息、资料加工和
预报组成部分的不断发展，WWW 继续成为 WMO 的骨干计划，它不仅通过会员的协调努
力实现了目标，而且对交叉活动做出基础贡献。大会认为，WWW 应对 WMO 以下所有的
优先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即：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减轻灾害风险、WMO 全球综合
观测系统 (WIGOS)、WMO 信息系统 (WIS)、能力建设和航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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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大会重申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公众对 WMO 这项独特计划的意识，该计划对生命财
产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大会指出，2013 年庆祝 WWW 建立五十周年提供了一个机会，
并提请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并鼓励会员提供必要的资源。大会还强调有必要筹集资金，以
便加强 WWW 的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3.1.0.3

大会确认，WWW 继续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以便将科技发展应用于 NMHS
的各项业务和 WMO 及其联合发起的各项计划之中。大会认识到新的科学技术为 WWW 提
供了各种机遇，并鼓励会员继续与私营部门合作，以便迅速实施那些提高效率和提供新能力
的科学技术。在这方面，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六区协 ( 欧洲 ) 倡议举办与私营部门互动的技术
大会，并要求秘书长确定近期举办该会议所需的资金。大会强调要确保对 WWW 计划提供
支持，这种支持反映了对该计划给予的最高优先，并足以开展其重要的活动，从而开展和支
持该组织的各项核心活动。大会同意 WWW 的作用、范围和主要长期目标，并通过了决议
1 (Cg-16)-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2012-2015。
3.1.0.4

大会注意到，CBS 在执行理事会的指导下审议了具体职责；建议对职责进行修订。
大会通过了提供这些修订后职责的决议 2(Cg-16)- 基本系统委员会的职责。
WWW 系统支持活动 (WWWSSA)
3.1.0.5

大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继续确定 WWW 实施和运行方面存在的差
距，并为划分各种旨在支持 WWW 组分实施的优先重点而确定指导方针，以便让会员向用
户提供所需的服务。对此，大会鼓励建立一种双向沟通机制，以改进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区域
协会之间的战略协调和反馈。大会要求秘书长与会员和融资机构合作，优先筹措资金来支持
WWW 的实施和运行，尤其是弥补观测的不足。
3.1.0.6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在 WWW 系统支持活动框架下以专家考察、指导材料和会
议形式提供的技术咨询服务有助于 WWW 组成部分的开发和改善。大会强调，重要的是要
继续提供有关此类技术的咨询服务。
3.1.0.7

CBS 软件注册表向会员提供了软件包信息，该软件包由会员通过 WMO 网络服务

器予以提供。由于世界天气监测网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计算机的各种应用和
系统，所以大会提请 WWW 各中心考虑提供气象应用软件，以便在会员之间进行免费交换，
并对 2006 年版本的 CBS 软件注册表提供有关的更新内容。
3.1.0.8

大会回顾到，WWW 业务信息服务 (OIS) 的目标是收集并向 WMO 会员和 WWW
中心分发有关 WWW 日常业务提供的最新而详细的设施、服务和产品信息。大会高兴地注
意到 WMO 服务器提供了更新后的业务信息。由于 OIS 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对 NMHS 各类变
更和更新信息的迅速通报，因此大会强调，重要的是所有会员要继续评审业务信息和并根据
需要做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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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观测系统

3.1.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进一步整合全球观测系统 (GOS) 的地基和空基部分，并
通过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初步整合活动，以及会员协调一致的努力，GOS 继
续提供了独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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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认为随着卫星资料和服务的数量越来越多，由其它部分制作的资料在质量
和来报率在全球范围取得了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海洋观测和飞机观测。
3.1.1.2

大会还注意到一区协基本天气和气候网 (RBSN/RBCN) 台站的运行及报告的来报
率仍然处在低水平，大会认为需要国际社会集中努力，帮助一区协会员实施和运行 RBSN/
RBCN 台站。大会进一步注意到来报率下降，尤其是一区协高空资料的减少不仅对一区协，
而且对所有区域的中期预报质量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大会还获悉，五区协 RBSN/RBCN 报
告的来报率也很低，这也导致了对该区域以外地区的影响。提高五区协报告的来报率也需要
加以解决。
3.1.1.3

大会重申了静止和低地球轨道卫星系统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卫星系统是观测资料
的唯一来源，这些系统将被完全纳入 WMO 全球观测系统，同时注意到卫星事宜将在议题 3.7
下讨论。
3.1.1.4

大会认识到对海洋气象观测和相应其它海洋观测的需求增加，要设法达到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 (GFCS) 的要求，并敦促会员为进一步开发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提供资源。大会要
求秘书长促进对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资料的系统调查，以评估各会员国的优势和不足，从而
允许感兴趣的会员向那些有需要的会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考虑到在实施海洋观测系统
和使用收集资料方面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预计将带来的相当可
观的效益，大会要求发达国家考虑为 JCOMM 在 JCOMM 的 GEOSS 应用新概念的伙伴关系
(PANGEA) 框架下举办能力建设研讨会以及其他与海洋观测系统有关的技术能力建设活动提
供支持。
3.1.1.5

全球观测系统的演进可系统地适应用户需求和观测系统的能力，并且与会员协调，
从而能够为投资带来最好的回报价值，大会对此表示欢迎。在此方面，对需求的滚动评审
(RRR) 扩展到新的应用领域和观测系统试验 (OSE)，而且观测系统试验 (OSSE) 着手开展了
有关影响的新研究。在此背景下，大会注意到，会员在设计其国家或区域观测网时，将考虑
各观测系统 ( 特别是无线电探测系统 ) 的成本。将于 2012 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五次关于各种
观测系统对数值天气预报的影响研讨会将协助解决这一问题。
3.1.1.6

大会要求 CBS 考虑在 RRR 中增加新的应用领域，从 WIGOS 和气候角度来看这
是重要的，如极地气象，包括冰冻圈、全球碳循环和空间天气。大会欢迎 CBS 的决定，即
着手解决全球观测系统演进中的问题，并将 GOS 演进专家组重新命名为全球观测系统演进
专家组。对此，大会注意到新的全球观测系统演变实施计划的制定，并强调这一新的计划不
仅有必要考虑最近通过的 2025 年 GOS 愿景，还要考虑 WIGOS、GFCS 以及 GAW 和 G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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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大会注意到 CBS 关于 WMO 用户观测需求和观测系统能力数据库的发展及其未来
承办问题的策略是处理未来发展和维持 RRR 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1.1.7
大会欢迎旨在支持 WMO 极地活动的 CBS 活动，同时指出 WMO 极地活动将在
议题 11.9(1) 下讨论。
3.1.1.8

大会注意到飞机观测对于具成本效益的 GOS 愈加重要，特别是在 AMDAR 传感
器系统中安装了可靠的水汽传感器之后。加上 GPS 无线电掩星技术，这将促进优化高空观
测网。对此，大会感谢 WMO 秘书处接手了 AMDAR 活动技术协调的职责，通过设立一个
工作岗位，目前主要是靠 AMDAR 信托基金提供支持。大会要求会员继续为 AMDAR 信托
基金提供支持，并要求秘书处考虑在未来通过 WMO 常规预算资助该项活动。
3.1.1.9
大会支持建立一个涵盖广大用户的卫星资料通信系统国际用户论坛，并着手满
足 WMO 和伙伴组织 ( 如 IOC 和 FAO) 共同协调的自动环境观测系统边远地区资料的通信需
求，包括所需的收费谈判。大会要求秘书处与合作伙伴进行接触，以及与 Argos 联合收费协
议 (JTA) 进行协调，旨在下一个休会期内创立这样一个论坛。大会强调，这样一个论坛不应
只考虑收费谈判，而应更广泛地考虑现有技术、选择和价格以及通过气象卫星资料收集平台
(DCP) 服务的合作机制。
3.1.1.10

大会对用于海洋观测和海洋科学研究的平台被大量有意或无意损坏表示关切，比
如对于气候监测和风暴潮不可或缺的系泊浮标，以及海啸早期预警所需的海啸测量仪和潮汐
测量仪，并在海洋气象学计划 ( 议题 4.4) 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
3.1.1.11

大会重申 GOS 应通过会员协调一致的努力，继续奉行其基本的使命，即提供及时、
可靠和一致的气象资料，以满足国家、区域和全球的需求。大会强调 GOS 将成为 WIGOS
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而实施 WIGOS 将基于 GOS 并为它增值，以有效和高效的方式，满
足 WMO 及其联合发起计划不断变化的观测需求。鉴于 GOS 业务日趋重要，大会通过了决
议 3(Cg-16)- 全球观测系统。
3.1.2

作为 WMO 信息系统组成部分的全球电信系统和资料管理

全球电信系统 (GTS)
3.1.2.1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在改进的 ‘ 主干电信网络 ’(IMTN)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网络
正在形成两个 IMTN 网云。大会注意到，由于大多数 MTN 中心目前已位于 IMTN 网云，而
且其它中心已有计划加入该网云，因此 IMTN 项目目前正进入完成阶段。大会注意到在各
区域网络中所取得的进展，并注意到向 IP 的过渡几乎完成。然而，一些 WMO 区域存在严
重缺陷，大会对此表示关切。大会强调了继续改进 GTS 区域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以支撑各
会员的气象服务，促进 WIS 和 WIGOS 以及 WMO 的其它新举措，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实施。大会敦促各会员和区协保持其承诺，并付诸于有效的行动，促进国家和区域资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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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系统的现代化，特别是让尽可能多的 NMC 连接到 GTS 上。大会鼓励秘书长在下个财期
内当落实能力建设和减轻灾害风险行动时把重点放在 GTS 的改进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
3.1.2.2

大会回顾到，CBS 已同意由目前连接 GTS 主要 RTH 的 IMTN 组成 WIS 核心网
络将在 GISC 之间形成从任何一端到其它任何一端的连接。大会还回顾到，CBS 已确定将资
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DCPC) 和国家中心 (NC) 连接到 GISC 网络作为 GISC 的地区气象资料通
信网 (AMDCN)。每个 GISC 将在确保其 AMDCN 的效果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从而每个连接
的中心可利用更加可靠、具有成本效益和可持续管理的资料通信网络。大会注意到 GTS 具
有两个层面的网络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全球和区域资料交换的业务安排，特别是提高端对端预
警信息传递的实效。
3.1.2.3

大会要求 CBS 进一步完善 GTS 的新结构，并推进网络和相关应用从目前的点对
点拓扑结构到通过两级管理的资料通信网络服务结构的平稳发展，比如自动信息转换系统。
大会还特别要求 CBS 进一步探索新结构可提供的多路广播和相关服务潜在的可能性。大会
注意到需要共享创新的管理财务安排以及伙伴关系，以便从这些网络服务中充分受益，它邀
请 NMHS 为此与其相关的 GISC 合作，考虑各自国家政策，充分发挥灵活性。
3.1.2.4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基于卫星的资料分发服务仍然是 GTS 分发大量信息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已广泛实施并取得了重大技术升级。此外，大会注意到一些卫星系统还可提供
资料收集服务。大会敦促 NMHS 在设计其新的观测和预警系统时考虑利用该新服务的优势。
会员和组织所运行的基于卫星的气象资料分发和收集系统，使所有 NMHS 从中受益，大会
对此表示赞赏。
3.1.2.5

大会注意到，互联网在获取和发送各种资料和产品中继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作为 GTS 专用电路的补充，这对小的 NMHS 而言尤为重要。大会回顾到，作为对 GTS
专用电路的补充，在互联网上实施的 GTS 电路和互联网本身满足了各种业务和其它需求，
并确保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大会欢迎 CBS 更新技术指南，以便以最低的业务和安全风险
有效地利用互联网所付出的努力。大会强调互联网对 WIS 信息的发现、调用和检索 (DAR)
服务是不可或缺的，CBS 应当编写反映 WIS 功能的互联网指南，并且应包含用户验证和授
权的推荐做法。注意到使用因特网存在的风险，大会要求 CBS 特别关注因特网安全并继续
审查和更新相关的规范、程序和指南。大会批准了 CBS 关于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的
相关建议并通过了决议 4(Cg-16)- 与全球电信系统、资料管理和 WMO 信息系统相关技术规
则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的报告。

WWW 资料管理
3.1.2.6
大会注意到许多会员为了按期完成向表驱码格式 (TDCF) 过渡所做的大量工作，
以及 CBS 专家提供的重要支持。大会回顾到，未能全面实现 2010 年一类资料 (SYNOP、
TEMP、PILOT 和 CLIMAT) 的过渡目标。大会通过了 EC-62 的建议，请 CBS 审议相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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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 WMO 所有会员能继续通过 GTS 获取以适当格式提供的观测资料，并促进和推动从
TAC 向 TDCF 的过渡。大会支持 CBS 的决定，即 2010 年 11 月以后，TAC 和 TDCF 格式的
第一类、第二类 ( 卫星观测 ) 和第四类 ( 海洋观测 ) 资料的并行分发可能会继续下去，但将
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停止，并在 2014 年 11 月前会各自提前通知。大会强调有必要协助一些
发展中国家进行过渡，并对那些提供 TDCF 转换软件或为完成此任务安排相关培训研讨会
会员和组织表示感谢。
3.1.2.7
大 会 注 意 到 由 CBS 牵 头， 相 关 技 术 委 员 会 参 与 的 进 一 步 制 定 符 合 ISO
19115/19139 的 WMO 元数据标准核心配置文件所做的努力。大会回顾到，EC-63 赋予了各
技术委员会主席管理 WMO 元数据的职责，大会提请秘书处，在得到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赞
同后，将其作为 ISO 元数据标准 WMO 核心配置文件的第 1.2 号版本在 WIS 网页 http://wis.
wmo.int/2010/metadata/version_1-2/ 上发布。大会注意到 CBS 确定需要发布 WMO 核心标准
文件的临时版本，以满足其它技术委员会和交叉性计划不断变化的需求。大会同意秘书处发
布临时版本，并应保持与以往版本的兼容性。大会强调需要协助 NMHS 实施元数据的生成
和交换，并决定由 CBS 制定用于业务的建议做法、程序和指南，包括培训。
3.1.2.8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与开放地理空间联盟 (OGC) 于 2009 年 11 月签署了一
项谅解备忘录 (MoU)。该合作伙伴关系对 WIS 的发展和相关国际标准的使用很重要。大会
邀请所有技术委员会为此活动付出努力，特别是要着眼于 WMO 资料表示概念模型的开发，
以及满足 ISO 19100 标准的 WMO 元数据标准核心配置文件的进一步发展。大会特别强调确
保正在使用的，或者计划使用的不同资料表示系统的互可操作性 ( 如 WMO 的 TDCF、基于
XML、NetCDF 和 HDF) 的重要性，以便在 WMO 系统内外交换和调用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
3.1.2.9

大会批准了 CBS 有关修改《电码手册》的建议，并通过了决议 4(Cg-16)- 与全球
电信系统、资料管理和 WMO 信息系统相关技术规则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
会的报告。

气候资料管理
3.1.2.10

大会强调了正由 CCl 和 WCP 开展的确保提供高质量气候资料的工作的重要性，
这些资料用于制作高质量的气候监测产品、气候评估、研究和气候服务。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CCl 参与建立新的现代气候资料管理系统，该系统考虑了 WIS 结构以及 WMO 和 ISO 的资
料和元数据交换的标准。大会要求 CBS 和 CCl 基于会员确定的需求和用户有关改进气候资
料户可操作性的需求，进一步加强此项合作。

与信息系统和服务有关的业务信息服务
3.1.2.11

大会注意到从气象公报 (C1 卷 ) 目录向 WIS 发现、调用和检索 (DAR) 元数据目
录过渡的转换计划。过渡计划指出，RTH 将利用现行程序继续维持 C1 卷，同时提供对 WIS
DAR 元数据目录的更新。到 2015 年之前，C1 卷将作为这一信息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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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2

注意到几个 MTN 中心尚未实施对其 C1 卷部分的维护和 / 或尚未提供对其路由目
录的更新，大会敦促这些中心全面实施维护 C1 卷的标准程序以及更新路由目录的推荐做法。
3.1.2.13

注意到在更新和表现 C2 卷 (WMO-No. 9)– 传输计划方面的不足，大会要求 WMO
会员评审 C2 卷的内容，并把需要的修订发送至 WMO 秘书处。大会强调，未能坚持已达成
一致的 GTS 规范会对其他 NMHS 带来负面影响，造成对业务工作十分重要的资料和产品丢
失。

无线电频率协调
3.1.2.14

大会赞赏会员、CBS 和秘书处为保护分配给气象系统和环境卫星的无线电频段所
付出的实质性努力。大会敦促所有会员确保与其国家无线电通信部门保持协调，并积极参加
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涉及气象和有关活动无线电通信监管问题的活动。大会鼓励所有会员
使用新近联合公布的《国际电联 (ITU)/WMO 气象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天气、水和气候监测
及预测手册》，该手册在网上：http://www.itu.int/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spx?lang=en&medi
a=electronic&parent=R-HDB-45-2008 用所有 WMO 官方语言免费提供。
3.1.2.15

大会强烈敦促各会员在国家层面启动积极参加 2012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前
期准备工作，包括参加由区域无线电通信组织举办的活动。
3.1.2.16

大会注意到第六区协主席代表 WMO 30 个会员提出的声明，对用于气象的部分无
线电频谱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表示关注。大会回顾到决议 4(Cg-15)，并同意保护气象无线电
频率直接关系到国际气象界，而且十分至关重要，大会重申完全支持无线电频率方面的活动。
大会进一步同意，所有会员以及相关的 WMO 机构，包括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
能明确、强有力和有见识地参与对 NMHS 在决议 4(Cg-15) 下已经做出的努力和承诺十分重
要。它敦促有组织地继续这一努力，继续审查与气象业务和研究及相关环境活动有关的无线
电频率的规章和技术问题。大会要求秘书长对该问题给予必要的优先、加强秘书处的支持
和重新分配核心预算，以确保在 2012-2015 年的国际无线电频率管理过程中 ( 主要为 ITU-R)
会员间的协调和会员与代表 WMO 的机构间的协调。
3.1.2.17

大会注意到，根据 CBS 的建议，秘书长已经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频率协调自愿信
托基金 (RFC 信托基金 )，以便为 WMO 在无线电频率管理过程中的代表权争取更多支持。
为使所有会员收受益，大会鼓励会员向 RFC 信托基金捐款，和 / 或做出实物捐赠、提供借
调人员，以支持 WMO 对无线电频率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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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WIS 技术规则文件
3.1.2.1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CBS 在 WIS 技术开发中的牵头作用，以及 WIS 跨委员会协调
小组 (ICG-WIS) 作为协调机制在 WMO 各个计划、技术委员会之间，以及全球及区域层面
上发挥的关键作用。
3.1.2.19

大会回顾到，曾在 2007 年强调有必要起草相关的技术规范文件，以促进会员国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实施。大会满意地注意到 CBS 和 ICG-WIS 在届会休会期间起草该
技术规范文件所取得的进展，并注意到 CBS 2010 年特别届会 (2010 年 11 月，纳米比亚 ) 已
经审议并通过了《技术规范》(WMO-No. 49)，第一卷 – 一般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第 A.3
部分的修订草案，以及作为《技术规范》(WMO-No. 49) 附件 7 的《WMO 信息系统手册草案》
(WMO-No. 1060)，大会通过了决议 4(Cg-16)- 与全球电信系统、资料管理和 WMO 信息系统
相关技术规则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的报告，以批准上述修订。大会同意
WIS 手册作为法定出版物。
3.1.2.20

大会注意到《WIS 指南》(WMO-No. 1061) 的进展并提请 CBS 继续开展并完成该
任务。大会强调指出，有必要增加包括 “ 元数据最佳管理规范 ” 和相关培训材料在内的内容。
大会注意到，考虑到需使所有会员都从 WIS 中受益，应当用所有正式语言出版本的《WIS
指南》。
3.1.3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包括紧急响应活动 (ERA)

简述和目标
3.1.3.1
大会回顾到，作为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WWW) 一部分的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
统 (GDPFS) 发挥天气和季节气候预报的功能，包括制作天气气候分析、预报、专业预报产
品以及灾害性天气预警、咨询和警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生计的安全。GDPFS 还包
括一个业务气象中心的网络，而该网络运行着作为全球气象和环境灾害早期预警系统一部分
的各类数值天气预报 (NWP) 系统。GDPFS 和 ERA 计划与 WMO 信息系统 (WIS) 和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发展相配合，并且还与热带气旋计划 (TCP)、世界气候计划
(WCP) 以及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在天气、气候和环境预报和应用相配合。
3.1.3.2

大会注意到 GDPFS 的输出产品能够使各会员满足其对各种服务的需求，包括向
应急管理部门提供迅速的气象支持、为公众和空交航务的常规预报和警报、并提供海洋状态
或空气质量等的环境预报、可为会员带来经济效益的预报产品，以及为不同经济部门提供
特制的别预报产品和服务。GDPFS 的目的是提供更贴切需要的、更可靠、质量更有保证的
NWP 产品，并且预报尺度从即时到长期，从局地到全球不等。大会注意到尽管 NWP 取得
了重大进步，但 NWP 在热带地区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仍需要相当大的改进，特别是处理热带
海洋上空的对流方面。注意到 NWP 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关键取决于用于 NWP 资料同化和预
报产品检验的观测资料和其它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大会要求秘书长和 CBS 制定战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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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会员实施改进后的高分辨率区域 NWP，包括资料同化。
3.1.3.3

大会重申 GDPFS 通过以下方式为 WMO 的许多高优先重点活动做出了贡献：(1)
通过连接各中心的网络，这些中心开展的季节预报对于未来气候预测服务的发展是重要的；
(2) 通过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并利用集合预报系统 (EPS) 为降低灾害风险做出
贡献；(3) 通过 ERA 把 NWP 用于大气输送和消散模拟而为降低灾害风险做出贡献；以及 (4)
通过给其它社会经济部门提供利益服务做出的贡献，包括航空、农业和海洋安全。
3.1.3.4

大会同意 GDPFS 应当在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的领导之下继续发展，重点是下
面这些重点领域的业务发展：灾害性天气预报系统、甚短期预报系统、概率预报系统和集合
预报系统以及长期预报和 NWP 的检验。此外，大会指出 GDPFS 应当继续参加协调培训和
能力建设活动，还指出 ERA 应当继续对核能和非核能的环境紧急响应给予高质量的气象支
持。
3.1.3.5

大会注意到在 GDPFS 的领导和协调下，近期的灾害展示了已经建立一段时期的
业务系统的可靠性。大会同意 GDPFS 是多尺度 ( 空间和时间 ) 端对端系统 ( 从观测到服务
提供 ) 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该系统是防灾减灾的基础。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3.1.3.6

虽然 GDPFS 的范畴涉及制作日常天预报，但大会认为其重点应放在各种时间尺
度的灾害性天气和高影响天气以及相关天气现象的预报上。
3.1.3.7

回顾到 Cg-15 已经批准一个关于改进发展中国家灾害性天气预报水平的愿景，并
满意地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NMHS 已经受益于他们目前所参与的分别在非洲南部和南
太平洋岛国开展的两个区域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大会预计正在为东南亚和
非洲东部开发的另外两个项目也会带来类似的益处。通过实施 “ 紧密衔接的预测流程 ”，通
过这一途径为预报员提供了改进后的产品获取方式，并使用他们有效地利用先进的 GDPFS
中心所提供的 NWP/EPS 产品，国家预警服务水平已显著提高，不仅增加了预警时间提前量，
而且可靠性更高。
3.1.3.8

因此，大会批准了关于 SWFDP 的发展愿景，作为由 GDPFS 引导的端对端、跨
计划的协作活动，其中这些示范项目的参与者：
(a)		
尽可能地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利用现有的和新开发的产品和设施，包括高分
辨率NWP产品、集合预报产品和各种甚短期预报，包括临近预报工具；
(b)		
针对LDC、SIDS和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和广大社会经济部门的需求，建立可持续的
可靠而有效的早期预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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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保不断改进服务过程，保证服务质量，包括NMHS和最终用户在国家层面形成
高效和响应及时的反馈过程。
3.1.3.9

因此，SWFDP 应当与所有与水文气象灾害实时预报有关的 WMO 技术委员会保
持接触，具体接触方式是通过其各自的技术委员会，从观测到信息交换，到各种服务的提供、
教育和培训门，再到把有前景的相关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
3.1.3.10

SWFDP 已在非洲南部实施，并已扩展到西南太平洋，认识到 SWFDP 带来的显
著效益，大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继续把高优先重点和领导影响力放在 SWFDP 的
落实上，并推广到 WMO 所有区域。大会承认继续从那些提供 NWP 和卫星产品的先进中
心获得项目急需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区域中心作用的重要性，并建议这些中心热情地参与
SWFDP 的区域项目，大力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3.1.3.11

大会还认识到需要大幅度增加资金来源来支持多个同时进行的项目，包括重要的
定期培训、参加培训的中心所承担的义务及秘书处的协调与支持工作。因此，大会承认只有
适当增加预算外捐款才能使 SWFDP 的拓展得以实现，并大力鼓励各会员支持这些项目。大
会支持拓展 SWFDP，以进一步开展应用，见 WMO 预算建议。
3.1.3.12

大会一致认为 SWFDP 应当维持并得到支持，作为提高会员国降低灾害风险能力
和加强服务提供能力的一种重要模式。因此，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继续指导 SWFDP 的跨计
划整合，包括与用户的接触，满足各种区域需求，以及以可持续地方式把 SWFDP 的成果转
化为业务。

甚短期预报
3.1.3.13

认识到要继续发展局地、甚高分辨率 NWP 系统，并认识到实时观测资料对于跟
踪和预报即将来临的灾害性天气或与天气有关的灾害 ( 如：山洪 ) 的重要性，因此，大会要
求 CBS 更重视 NWP 系统在甚短期预报 ( 即 12 小时内预报 ) 中的应用，要与 “ 临近预报 ”
方法相结合 ( 临近预报指对未来几小时预报，很大程度上基于天气雷达和 / 或卫星资料的综
合处理和外推 )。注意到甚短期系统，包括临近预报准确性的提高，需要由有效和及时的预
报和预警的通信来补充，大会要求 CBS 推动 PWS 和 GDPFS 继续展开协作，在该领域使技
术的进步带来最大的社会效益。

概率预报和集合预报系统
3.1.3.14

大会注意到几个会员在集合预报系统 (EPS) 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步，该预报系统
的结果为天气预报概率方法在所有时间尺度，包括短期和甚短期预报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
这些产品结合高分辨率 NWP 确定性预报结果，代表着增强的预报策略，特别是对罕见的灾
害性天气事件的预报，并且预报提前量延长。大会支持会员将重要气象和其它与天气有关的
参数概率预报在影响模式中扩散，如在山洪和海岸带洪水预报中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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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5

大会支持提供恰当的培训，以促使天气预报员和用户 ( 如灾害管理部门 ) 的思路
都发生根本性转变，据此灾害性天气警报会更加从概率性质上表示与灾害性天气和高影响天
气有关的各种风险。大会要求 CBS 和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合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延伸期和长期预报
3.1.3.16

大会注意到，CBS 与 CCl 共同合作指定了全球产品制作中心 (GPC) 和牵头中心 ( 负
责检验和多模式集合预报 ) 和负责长期预报的区域气候中心 (RCC)，大会敦促这些委员会继
续发展 WMO 气候服务网络，包括与 GPC 和区域协会紧密协作，拓大 RCC 和 RCC 网络。
3.1.3.17

大会要求各 GPC 中心和相关的牵头中心在发展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中的气
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部分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帮助编写 WMO 全球季节尺度气候最新
状况 (GSCU)。大会要求 GPC 和相关 LC 通过共享产品 ( 由技术培训支持 )，协助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提高长期预测及其应用能力。
3.1.3.1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12 个 GPC 积极地向由 KMA 和 NOAA/NCEP 联合运行的
LC-LRFMME 提供季节预报资料，而 RCC、RCOF 和 NMHS 都在使用 LC-LRFMME 的产品。
注意到一些 GPC 已经或正在开发业务月预报系统，大会要求 LC-LRFMME 探索可能性，
将其职责扩展至包括交换延伸期预测。为此，邀请所有 GPC 同时提供其月预报系统的数
据，以便 LC-LRFMME 通 过 LC-LRFMME 网 页 提 供 次 季 节 预 报 产 品。 大 会 要求 CBS
与 CCl 合作，制定一套最低要求的预报和检验产品、资料交换协议，并从后预报和地面数
据预报规定着手，修改 LC-LRFMME 的职责和功能，目标是在适当的时候扩展至其它
变量。
3.1.3.19		大会还预计有些 GPC 在提供全球季节尺度至更长时间尺度的气候预测中能够
起到重要作用，并因此要求 CBS 与 CCl 和 WCRP 配合，协调季节以上时间尺度气候预测的
国际合作，评审有关已启动的季节以上时间尺度气候预测的研究工作，并评价各种业务预测
的潜力。大会欢迎英国气象局哈德莱中心提出继续为试验性年代际预报展开协调。

NWP 预报检验
3.1.3.20

大会重申 NWP 预报检验对于 GDPFS 预报结果的质量保证与管理至关重要。
应当确定一些 “ 核心 ” 检验活动，并作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并提供他们的检验结果，供各
业务中心使用。因此，大会要求负责 NWP 检验的各牵头中心，包括检验确定性 NWP 的
ECMWF、检验 EPS 的 JMA( 日本 ) 与联合检验长期预报的 NMOC( 澳大利亚 ) 和 CMC( 加拿大 )
共同协调并推进 “ 核心 ” 检验活动。
3.1.3.21

大会强调需要为推进 NWP 检验要求和最佳规范的实施提供实际指导，包括在
《GDPFS 手册》中规定的那些要求和规范，旨在促进并确保在这些中心之间开展协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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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活动，因此要求所有检验 NWP 的牵头中心在这方面提供协助。

紧急响应活动 – 大气输送和扩散模式 (ATM)
3.1.3.22

大会支持继续与联合国 (UN) 负责核事故和放射性紧急情况的牵头机构国际原子
能机构 (IAEA) 合作，继续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CTBTO) 在条约核查的气
象领域方面合作，继续与其它相关的国际组织在减轻气象灾害方面合作，即减轻与大气扩
散灾害有关的环境紧急状况造成的重大影响，例如与负责火山灰问题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合作，以及与负责保护公众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合作。
3.1.3.23

大会注意到福岛核事故期间，由环境紧急响应 (EER)RSMC 提供的实用的辐射性
大气传输和扩散预测产品得到了妥善协调。大会还注意到有必要对预测提供解释信息，预测
图应当将实际和累积向大气中的排放考虑在内。因此，大会要求 CBS 与 IAEA 和 CTBTO 合作，
增强这些产品的实用性，协助 NMHS 履行各自的国家职责。
3.1.3.24 大 会 认 为 日 本 核 紧 急 情 况 (2011 年 3、4 月 ) 和 欧 洲 火 山 灰 事 件 (2010 年 4、5
月和 2011 年 5 月 ) 这些重要的个例说明可以对与相关国际组织 ( 如 IAEA, WHO, CTBTO,
ICAO, IMO) 的合作进行评估，以便从教训中受益。大会要求秘书长和 CBS，与其它相关技
术委员会 ( 如 CAeM) 合作，利用相关国际组织开展的类似活动，采取适当行动审查现行流程。
此外，注意到在这些活动中，在国家灾害管理的做法方面有些问题涉及向公众提供专业气象
信息，包括适用的信息表示方式。大会要求 CBS 审查 EER 流程，并强化 GDPFS 手册中的
相应部分。
3.1.3.25

大会注意到与 IAEA 在编写新的 IAEA 安全指南方面的成功合作，该指南的标题
为：“ 核设施现场的水文气象灾害评估 ”，这代表朝着 Cg-15 大会要求回顾已过时的 WMO
第 170 号技术说明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该技术说明的表题是：“ 核电厂选址和运
行所需的气象和水文条件 ”。新指南对基本主题领域将提供了重要指导。在基本主题领域中，
技术方法和最佳规范应当在 WMO 的技术说明修订版中予以更新。大会还注意到应有几个
计划和技术委员会参与更新技术说明，并且鼓励各会员考虑提名合适的专家来完成这项工
作。
3.1.3.26 IAEA 的代表感谢与 WMO 的长期友好合作，特别是有关 WWW 紧急响应活动
(ERA) 计划。大会注意到这一合作关系在最近的日本事故中得到了体现，所有 WMO 会员和
IAEA 成员国均从中受益。

修订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
3.1.3.27 大会注意到 CBS 专家们在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及紧急响应活动
(ERA) 方面所做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包括与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合作。为了通过对《GD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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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WMO‑No. 485) 的修订，提出了第 7 号建议 (CBS-Ext.(10))。大会以决议 5(Cg-16)- 与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及紧急响应活动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的报告的
形式通过了 CBS 的建议。
3.1.3.28

注意到《GDPFS 手册》(WMO‑No. 485) 的重要性，它是会员及其指定的气象中
心获得所有有关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技术规定和最佳规范的唯一来源，大会赞同 CBS-14
(2009) 提出关于对该《手册》进行全面修订的要求。大会注意到了随后的修订进展情况，包
括为新《手册》撰写大纲，以按要求需要定期对《手册》进行更新，使其内容保持最新。大
会通过决议 6(Cg-16)- 修订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485)。
3.1.3.29

大会还认为，在基本系统中有一些必要的变动，并认为在对《GDPFS 手册》进
行评审时应当始终想到世界上现有的系统、GDPFS 区域和国家中心，以及 GDPFS 的未来发
展，例如把提供资料加工和预报服务的所有 WMO 的气象业务中心纳入其中 ( 如：预计将指
定的负责沙尘暴预警咨询评估系统的区域中心 )。此外，修订应当考虑 WIGOS 和 WIS 的进展、
SWFDP 的经验教训，以及 WWRP/TIGGE 的 “ 全球交互预报系统 ” 项目的预计结果和各种
业务影响。
3.1.4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3.1.4.1

大会认识到，符合现代规范、标准和国际单位系统 (SI) 可追溯性的高质量观测
对满足所有 WMO 计划的要求，以及使 WMO 计划能向会员提供所需的服务十分重要。认
识到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IMOP) 及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在制定和向会员提供相
关指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会敦促会员建立仪器检定实验室并确保其测量的可追溯
性符合 SI。此外，大会强调区域仪器中心 (RIC) 以及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RMIC) 应向会员提
供有效的支持，以确保仪器标准的可追溯性。大会重申，在利用为此开发的评价系统方面
需定期评估各会员的能力。它要求区域协会与 CIMO 合作，监测这些评价，以确保 RIC 和
RMIC 满足区域的需要。大会还要求 CIMO 和 JCOMM 对进一步加强 RIC 和 NMHS 检定实
验室提供支持，尤其有关技术检定程序，以便计算检定中的不确定性。
3.1.4.2

大会认识到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 8) (CIMO 指南 ) 是会员在仪器性能
标准化和确保观测质量方面主要的信息源。大会对通过 WMO 网站免费提供英文版 CIMO
指南第七版以及 CIMO 建立了指南编审委员会倍感欣慰。大会高兴地注意到 CIMO 已经在
第十五次届会上批准了对 CIMO 指南的修订。大会要求 CIMO 将在 WIGOS 框架内制定标准
以及定期修订 CIMO 指南作为优先重点。大会还要求 CIMO 大力宣传仪器和观测方法 (IOM)
报告，并努力为 CIMO 指南和其它相关的 WMO 规则材料开发一个用户友好、能直接读取
并能进行在线搜索的工具，以帮助会员评估所需的信息并根据 WIGOS 的要求改进它们的网
络及实行标准化。
3.1.4.3

大会注意到尽管向 Cg-15 提出要求并且在有关法定出版物的 Cg-15 决议 26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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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IMO 指南翻译成其它语种，但仍未落实资金。鉴于这是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会员，按照标准和最佳规范开展观测业务十分重要的信息渠道，大会强烈要求
秘书长寻求必要的资金并鼓励会员自愿承担 CIMO 指南的翻译工作以及为此项工作向 CIMO
托管基金或出版基金提供资金。
3.1.4.4

大会欢迎 WMO 与国际计量局 (BIPM) 和国际标准组织 (ISO) 之间不断增强的
合作，这些合作与提高 WIGOS 的资料质量以及为 GFCS 提供有效的支持密切相关。大会对
ISO 有兴趣为 WMO/ISO 通用标准制定观测站站址分类表示赞赏并支持这一倡议，此举对于
评估各类站网提供 WIGOS 的观测数据的质量以及进一步提高质量，加强 WIGOS 各观测网
络资料 ( 包括共同发起和非 WMO 的网络 ) 的互操作性十分重要。大会认为这对监测气候变
率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会员实施新标准可能遇到的成本问题，大会建议在一个标准成
为法定标准之前需要需要仔细审查其科学依据和成本效益。
3.1.4.5

大会注意到 CIMO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一起在 WIGOS 的实施方面发挥主
导作用。大会对 CIMO 指定测试基地和牵头中心表示赞赏，并认为它们对 WIGOS 具有重要
影响，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观测质量和各观测系统的互操作性，尤其是遥感观测系统。大会
要求 CIMO 密切监测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成果，并将这些产品和成果编入相关的 WMO 文件，
以便广泛地分发相关信息。
3.1.4.6

大会对 CIMO 在本休会期为组织 4 次重大比对活动所开展的大量工作表示赞赏。
大会对 CIMO 着手开展对气候监测关系密切的固态降水测量比对以及旨在详细说明雷达产
品质量的天气雷达算法 ( 如降水定量估算 ) 比对表示赞扬 。大会进一步鼓励 CIMO 开展比对
活动，如闪电产品的质量、能见度、云以及更多。大会要求届时广泛分发这两次比对的结果。
3.1.4.7

大会重申需组织有关 IMOP 的会员能力建设活动，如为发展中国家组织专门
的培训研讨会，以及组织能吸引广泛参与和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有益的气象和环境仪
器及观测方法技术大会。
3.1.4.8

大会通过决议 7(Cg-16) –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3.1.4.9

根据第十五次大会关于精心制定 CIMO 在 WIGOS 中的基础 / 交叉作用和责
任的要求，CIMO 第十五次届会通过了决议 2“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职责 ”，对委员会
提出了新的职责。新职责规定了 CIMO 在仪器和观测方法的国际标准化、互可操作性和可
持续性方面如何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开展合作，以支持 WMO 的交叉性活动，如 WIGOS 和
GFCS。
3.1.4.10

大会注意到 CIMO 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并赞赏在仪器和观测方法标准化方面，
在评估仪器能力和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大会高兴
地获悉，CIMO 通过了一个前景声明并审查了工作结构，旨在最佳地满足 WMO 优先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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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会通过了决议 8(Cg-16)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
3.1.4.11
通过 CIMO 参与 WMO-IOC 的 IOC 海洋资料门户网站 (ODP) 联合指导小组以及
JCOMM 的 WIGOS 示范项目，从而使 CIMO 和 JCOMM 在开发 JCOMM 的 WIGOS 项目中
加强了合作，大会对此表示赞赏。通过此项工作提出了关于建立 WMO-IOC 区域海洋仪器
中心 (RMIC) 的建议，该建议已得到建议 1(JCOMM-3) 的同意。大会通过了决议 9(Cg-16)–
指定区域海洋仪器中心，此举有待 IOC 第 26 次大会的相应批准。
3.1.4.12

大会认识到进一步加强 CIMO 和 CBS 之间协调的机会。大会要求 CIMO 和 CBS
的主席密切合作以通过进一步协调和合作确定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3.1.4.13

大会强调 IMOP 对于所有其他的 WMO 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会员提供
指导，以获取所有计划都依赖的高质量观测。大会认识到多年来秘书处一直支持 IMOP 但不
还不够，并提请秘书长考虑增加工作人员来补救这种情况。
3.1.4.14

大会注意到，在二区协试点项目 “ 提高 NMHS 地面、气候和高空观测资料的可
用性并加强对其质量管理的支持 ” 的背景下，影响该区域资料质量的主要不利因素是标定和
维护观测仪器方面的不足。因此大会建议，培训和教育是观测方面的优先重点，并应作为通
过 CIMO 和区域协会合作的后续行动。
3.2

全球大气监测计划 ( 议题 3.2)

GAW – 综述
3.2.1

大会注意到 CAS 批准了 有关 《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 战略计划 : 2008–2015 年》
的补充文件，文件包括了 2012-2015 年期间的各项最新任务。该补充文件反映了 EC 研究任
务组于 2009 年 6 月在其题为 “ 研究所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旨在能够改进气候、天气、
水和环境方面的产品并提供新服务 ” 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此报告已得到 CAS-15 的赞
同。WMO 各会员早就认识到大气化学在天气、气候和空气质量计划和活动中的重要性。自
建立 20 多年来，GAW 已发展成为 WMO 的一项主要计划，正在实施全球综合大气化学观
测 (IGACO) 战略。自 1993 年首次公布以来，GAW 战略计划已为上述计划提出了战略方向。
现提请 WMO 各会员和做出贡献的伙伴机构针对上述补充文件规定的各项任务采取行动，
从而加强 GAW 的实施并取得成功。在第十五次届会上，CBS 还认识到需要加强与 GAW 计
划和 WWRP 之间的互动。大会敦促会员确保各工作组、专家组、以及 GAW 的科学咨询小
组以及 WWRP 适当地协同工作。
GAW 计划领域
3.2.2

大会认识到在 GAW 中加强 3 维大气化学和相关物理观测的重要性。GAW 站网
中依然存在空白地区，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和北方湿地区域。大会要求各会员寻求建立台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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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弥补上述，并欢迎俄罗斯计划寻求于 2010 年 8 月启用的 TIKSI 站为 GAW 全球站。
大会还认识到把观测扩展到垂直廓线、飞机和卫星大气柱测量以及近实时资料提供的重要性。
参照总温室气体柱测量，大会注意到总碳柱观测网络 (TCCON) 作为一个贡献网络已加入了
GAW。大会还注意到，在 2010 年 4-6 月期间的冰岛火山灰事件过程中 GAW 气溶胶激光雷
达观测网络 (GALION) 从单纯的研究作用转变为支持业务作用。大会还建议各会员参与适当
地区域活动以探索把潜在的激光监测和测量火山灰应用扩大到业务观测方式的可能性。大会
进一步鼓励会员通过 IUGG/WMO 火山灰科学咨询小组 (VA-SAG) 与其他会员交流最佳做法
的例子。还需要加强观测，以支持多尺度空气质量预报。
3.2.3

关于大气化学成分和相关物理参数的卫星观测，大会建议 GAW 设立一个特设任
务组，以评审 GAW 对卫星测量的需求以及 IGACO 关于追溯到 2004 年的卫星观测的各项建
议。大会还建议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应与 CBS 卫星系统专家组 (ET-SAT)、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发展专家组 (ET-EGOS)、卫星地球观测委员会 (CEOS) 的大气成分卫星群小组，以及与气象
卫星协调组 (CGMS) 进行协调，同时应考虑 GCOS 的需求以及 2025 年 GOS 远景。大会强
调指出了呼吁将要实施并维持的地球静止和地球低轨观测能力需要达到的覆盖范围、精确度、
时空分辨率。大会要求运行卫星的会员把证实具备能力的大气传感器放置在未来的卫星上，
并尽可能长期维持大气成分的持续测量，同时为所有感兴趣的用户有选择地提供观测资料。
大会认识到当与实地观测结合起来生产全球三位高分辨率和高质量产品，这样的遥感观测都
是非常有意义的。会员的实地观测的重要性并不都是由卫星和飞机观测提供的。
3.2.4

例如，在预报城市空气污染并将其纳入天气预报的过程中，近实时提供环境资料
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会注意到，GAW 已通过以下方式正在此方面开展能力建设，
即通过 WIGOS/WIS 关于近实时提供臭氧和气溶胶资料的一些试点项目，并通过 GAW 近实
时提供化学资料专家组。大会鼓励开展这类活动，以继续并拓展到试点项目之外。
3.2.5

大会欢迎 UNEP 和 WMO 为发表一个 ‘ 黑炭和对流层臭氧综合评估 ’ 报告作付出
的努力 。该报告表明，减少这两种生命周期短的气候强迫因子和常见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能
够明显减缓本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化的速率。这些物质还有害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因此减少这些物质还将改善空气质量。大会强调指出，解决因二氧化碳积累而造成长期变暖
的问题无其它选择，但只能采取既要解决短期变暖问题也要解决长期变暖问题这种两手都要
抓的方法，还要解决给人类健带来不利影响等问题，这方面的努力本身值得高度赞赏。大会
鼓励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并要求各会员建立相应的观测和数值模拟活动，以便能够应对黑碳
和对流层臭氧问题的新方面，监督达标情况，看其应用措施是否有效，并监督所采取行动
是否最终取得成功。GAW 是能够提供这种全球长期服务的唯一计划。

3.2.6
大 会 注 意 到 GAW 与 各 区 域 及 全 球 网 络 开 展 的 重 要 合 作， 特 别 是 与 EMEP、
EANETNOAA 合作空气采样网的合作。WMO 应当领导这种全球伙伴关系，使有关空气污
染物区域 / 洲际远距离输送方面的工作衔接起来。各会员应当加强对空气污染远距离 ( 和超
远距离 ) 输送、后报和情景计算的日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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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关于氮循环，大会要求增加对大气含氮物质的测量，同时注意到 CAS 提出的有
关建议，即各会员应当支持对活性氮循环的分析工作，旨在各会员国之间提供咨询并开展能
力建设，以便把排入水系和大气的活性氮量降至最低。大会还对把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联
合专家组 (GESAMP) 的第 38 工作组的工作期限再延长 3 年的倡议表示欢迎，以便让该工作
组处理有关氮排入海洋以及这对海洋碳吸收产生的效应，进而影响碳循环等问题。
3.2.8

大会对在 GAW 中活性气体观测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感到很高兴，并要求各会员继
续支持加强对 CO、VOC、NOx、NOy 和对流层臭氧测量。大会支持对降水中主要离子的全
球评估，把来自 GAW 的资料、来自区域合作网络的资料以及各模式的输入三者结合起来。
大会注意到，通过沉降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尚未在全球内得到解决，并注意到在各区域之间
这一污染问题的范围存在大的差异。大会建议受这一问题影响的会员考虑增加观测能力。大
会还建议 GAW 考虑观测新的化合物，诸如需要在大气中跟踪测量的新的替代化学物质。
3.2.9

大会认识到对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空气污染在区域内如何双向相互作用问题并结
合全球情况开展技术分析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问题可随时引起全世界的关切，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各个社会，具体影响尚不明确但却能够造成显著影响 ( 空气污染事件、干旱；供水、
食物供应等 )。大会注意到 GAW 能够携手开展区域方面的努力，使之成为全球合作。
3.2.10

大会注意到部分会员提出的有关温室气体资料分析方面的能力建设需求，以便使
它们更好应对环境问题，包括减缓气候变化。
3.2.11

考虑到全球大气本底监测的重要作用，并考虑到温室气体 (GHG) 观测在未来排
放控制和排放交易中的潜在作用，大会认为精确的测量将对于支持碳减缓行动至关重要。大
会认识到 GAW 在鼓励和支持环境资料的溯源性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并鼓励所有会员确保
其测量与国际标准具有可溯源性，附上充分的关于不确定性的阐述，并达到各项有关资料质
量的目标，GAW 界每两年对这些目标作一次评审。
3.2.12

关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大会认识到观测长生命周期和短生命周期气候
强迫因子 ( 包括 GCOS ECV 变量，如 CO2, 臭氧和气溶胶 ) 是气候服务提供信息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3.2.13
大会对会员为建立 GAW 新的核心设施所付出的努力感到高兴，特别是在 20082011 年期间，已取得了显著进展，指定了以下中央标定试验室，即：负责 8 种碳氢化合物
标定工作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负责 CO2 中稳定碳同位素和分子氢标定的德国马普地球
生物化学研究所、负责六氟化硫 (SF6) 标定的美国 NOAA 的地球系统研究试验室 (ESRL)、
设在瑞士达沃斯物理气象观象台 (PMOD) 的 GAW 欧洲区域紫外线标定中心、分别设在瑞士
联邦物质科学技术研究所 CO2 世界标定中心 ( 审计 )、负责氧化亚氮 (NOx) 标定的德国于利
希研究中心、并把气溶胶世界资料中心从位于意大利伊斯普拉的欧洲委员会的联合研究中心
迁至挪威空气研究所。WMO 与国际度量衡局 (BIPM) 签署了一份协议，根据该协议指定参
与 BIPM 组织的重要比对活动的实验室。遗憾的是，依然缺少从事紫外线和体溶胶化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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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世界标定中心，大会敦促在这些领域具备可靠能力的会员考虑承办这类中心。大会认
识到和赞赏 GAW 在紫外线辐射领域付出的不断努力。这些为提高校准、维护设备和整合全
球紫外线辐射数据集的活动是至关重要性，让人们认识臭氧浓度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
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3.2.14

大会对德国 10 年来一直承办 GAW 培训教育中心 (GAWTEC) 表示感谢，在此期
间已为 56 个国家的 240 位人员提供了培训。大会强烈建议继续开展这类活动。仪器比对活
动通常还伴随人员培训内容。大会敦促各会员继续组织仪器比对活动，特别是组织有关总臭
氧柱测量仪器的比对活动，因为这对于开展合格的测量工作而言是重要之举，以便能够正确
地检测到未来臭氧层恢复的开始期。
3.2.15

大会对发布 ‘WMO 温室气体公报 ’ 和 ‘ 南极和北极臭氧公报 ’ 这一重要事件感到
高兴，并敦促各会员为编写 ‘WMO 气溶胶公报 ’ 提供协助。
GURME
3.2.16
大会认识到，GAW 的城市气象和环境研究 (GURME) 通过以下方式已为提高
NMHS 处理空气污染的气象和相关特征的能力做出了贡献，即通过解决空气质量的端对端
方面问题，把 GAW 的观测能力与化学天气预报的需要联系起来，旨在提供高质量的空气质
量服务。大会注意到，在不同机构和组织之间开展国际和国内协作对于这项工作是至关重要
的，并敦促继续开展这种协作。
3.2.17

大会 认为，城市地区空气污染预报是一项重要的服务工作，以使公众开展日常的
防范，并制定减少排放的政策措施，从而能够达到减少污染的目标水平。由于污染尺度正在
出现从城市尺度向区域乃至向全球尺度的变化，因此越来越认识到需要以相互作用的方式考
虑不同的尺度问题。
3.2.18

大会还认为，在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模式中以动力学方式实现中尺度气象过程与
空气污染的化学过程的耦合方面仍面临挑战，并要求 GURME 继续与 ‘ 欧洲 COST 行动 ’ 等
开展合作活动，以迎接上述挑战。另外，气候变化和排放变化可能使未来的空气质量发生变
化，这向模拟界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GURME 需要考虑到这种挑战。
3.2.19

大会要求各会员加强其在空气质量模拟方面的活动和能力。组织 GURME 有关空
气质量模拟和预报方面的培训课程和卫星资料的利用依然是重要之举。2008 年 12 月在印度
浦那举办了一次南亚地区培训活动，于 2009 年 8 月在墨西哥城举办了针对拉丁美洲城市的
另一次培训活动，并于 2011 年 1 月与东亚酸沉降网络 (EANET) 合作在日本新潟招考了一次
研讨会。上述活动提供了空气质量模拟方面的培训，旨在支持包括预报在内的各项研究和应
用活动，并包括利用当代气象和空气污染模式开展的实际动手培训。
3.2.20

大会认为，重要的是 GURME 应当继续建立有关试点项目，如作为上海多灾种早
期预警服务 (MHEWS) 一部分的试点项目和 GURME SAFAR( 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和研究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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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点项目，该项目的重点放在了空气质量预报上，为 2010 年 10 月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英
联邦运动会 (CWG) 提供了保障服务。这是在印度共和国得到广泛演示的首个空气质量预报
(AQF) 系统并在英联邦运动会期间成功地实现了运行，这正在成为由 NMHS 牵头的国家业
务工作。这项工作是继 2008 年培训研讨会的一项后续行动，展现了 GURME 发挥促进作用
的重要性。
3.2.21

大会要求 GURME 与 WWRP 合作组织联合组织一次有关模拟研究，研究在天气
预报模拟中采用气溶胶信息后对预报结果产生哪些影响。大会高兴地注意到，最近已与中国
气象局建立了一个试点项目，其重点是近实时提供 (NRT) 包括气溶胶在内的空气质量与天
气耦合预报。大会还要求 GURME 与其它相关的 WMO 计划合作，重新审视森林火灾问题，
有可能共同开展其它方面的研究并将把研究和业务方面纳入其中。
3.2.22

大会要求 GURME 与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和其它相关的 WMO 计划共同应对人口达
到或超过 1000 万的超大城市以及大型城市综合体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
超大城市通常地处沿海或大江大河地区和三角洲地区，这些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因经济
高度发展，而且人口和建筑密度高而慢淋着诸多挑战。超大城市需要气候、天气和环境服务，
以便能够适应并承受环境危害。它们需要气候信息和服务开展规划和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天气和环境信息和服务是为了响应人口在应对灾害性和高影响事件方面的各种需求。所开
展的活动应当面向：(i) 为超大城市应对各种天气、气候和环境问题以及为改进相关的服务
制定有关对策；(ii) 加强环境监测和模拟能力；以及 (iii) 建立个例研究，以更好地认识在不

同超大城市中空气污染、健康和气候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
3.2.23

大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 2 给出的对 GAW 计划的简述，并通过了决议 10(Cg-16)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它反映了以前属 AREP，但现已纳入 GAW 的部分工作。

3.3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 议题 3.3)

3.3.1
大会赞赏实施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的首个战略计划 (2009-2017 年 )(WMO/
TD-No. 1505) 的完成，并认识到这是努力实现 WMO 战略计划预期结果的一个里程碑和一
项重大贡献。WWRP 战略计划将 WMO 会员在 THORPEX、热带气象、中尺度天气预报、
临近预报、检验以及社会和经济应用等方面所开展的活动纳入全球及区域预报研究和地球观
测领域合作伙伴的活动。该计划保持并加强与 GAW、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以及其它
WMO 活动的传统密切联系。
3.3.2

大会敦促应继续进行首个战略计划所概述的实施活动，以便开展与提供天气和气
候服务相关的天气 - 气候研究及研究 - 业务界面的交叉性活动，尤其是集合天气预报系统、
热带对流、极地预报和次季节到季节预报。
3.3.3
大会注意到，CAS-15 决定成立 WWRP 联合科学委员会 (WWRP/JSC)，以监督
WWRP 的科学进展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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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大会注意到过去在降低水文气象、气候和环境灾害造成的死亡和最大限度减少财
产损失方面所取得成功的基础，包括在提高预报技巧方面的成就。大会认识到 WWRP( 包括
THORPEX) 和 WCRP 将带来更多的益处，它们将进一步提升对天气、水、气候和环境灾害
的预报技巧。大会敦促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设计及其可提供的服务应反映出研究对于提升预
报技巧和利用灾害预报信息的贡献，正如在 EC-61 研究专题组 (EC-RTT) 报告 “ 气候和天气
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 中所概述的那样。
3.3.5

大会确认了 WWRP 的研究成果，认识到 WWRP 包括 THORPEX 的范围不断扩大，
并要求 CAS 和秘书长根据 WMO 的总体工作重点优先安排活动。大会敦促会员支持和协助
向潜在的研究和发展合作伙伴以及其它受益于 WWRP 活动重要成果的机构寻找资金。
临近预报研究
3.3.6

大会注意到 MAP D-Phase( 瑞士 ) 和北京 2008( 夏季奥运会 ) 的预报示范项目 (FDP)
及研究发展项目 (RDP) 以及 SNOW V10 RDP(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冬季奥运会 ) 项目，在实
现其目标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际研究和业务科学家团队的工作。大
会对这些项目从研究到业务的成功转化表示高兴，并敦促秘书长确保对过去成果的认知度以
及未来 WWRP FDP 项目的潜在价值得到广泛分享与传播。
3.3.7

大会对俄罗斯联邦决定为下届索契冬季奥运会 (2014 年 ) 开发 FDP 项目表示高兴，
该项目将建立在 SNOW V10 项目成功的基础上。大会鼓励会员和伙伴组织如 ECMWF、
EUMETNET 和 EUMETSAT 分享产品与专长，以便使 FDP 项目充分利用现有的能力。
3.3.8

大会建议应考虑在东非维多利亚湖流域建立一个 WWRP 项目，项目将包括一个
外场试验基地来收集资料进行研究，以便了解该湖的动力学，从而减少水龙卷、海浪和大
风等灾害，这些灾害影响到湖泊运输和依赖该湖生存的渔民。大会还注意到与拟议的东非
SWFDP 项目的潜在联系，并敦促有关的技术委员会和一区协主席在进一步发展该项目建议
时考虑这些因素。
3.3.9

大会注意到，CAS 和 EC 的早期指导呼吁尽可能把 OPERA 雷达资料交换的概念
拓展到六区协之外的其它区域，因此要求 CAS、CIMO 和 CBS 成立一个跨委员会的专题组，
旨在开发可行的行动选择方案。大会欢迎 CAS-15 的决定，即与联合临近预报应用与服务
(JONAS) 工作组一起，编写一份关于扩大雷达资料交换的联合报告。
中尺度预报研究
3.3.10

大会感到高兴的是，WWRP 战略引进了中尺度综合研究环境 (IMRE)，通过利用
各测试台和以往大型外场试验建立的各类资料集来检验并改进模拟和同化技术，这是一种非
常有效的完成改进预报系统这项艰巨任务的途径。大会进一步敦促从事改进物理参数化和同
化工作的会员参与实施 WWRP IMRE 的各项活动，如 2007 年欧洲协调的试验，包括对由对
流和地形导致的降雨的研究 (COPS)。大会还鼓励更快地将科研成果用于业务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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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大会欢迎在南美拉普拉塔河流域开发一项新的 RDP 项目。大会注意到，由于对
面临风险人口不断增多的城市地区和洪泛区、沿海地区和山地流域的高分辨率预报的需求不
断增长，具备由这些需求推动的区域模拟能力的会员数量也不断增加，因而敦促 WWRP( 包
括 THORPEX) 支持这一规划，因为这将有利于南美区域的五个会员，并可被视为区域灾害
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的一个潜在组成部分。
热带气象研究
3.3.12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气候变化对热带气旋影响专家组发布的有关气候变化对热
带气旋活动影响的最新声明 (2010 年 2 月 ) 已提交于 2010 年 11 月在法国拉雷乌尼翁举行的
WMO 第七次国际热带气旋研讨会讨论。专家组得出结论，如果 21 世纪如所预计的那样发
生变暖，那么从全球平均来说，热带气旋的最大风速可能会增加 2%-11%，风暴中心 100 公
里范围内的降雨率增加约 20%。专家组还得出结论，全球范围的热带气旋总数量可能减少
或者保持不变。回想起许多会员曾要求组织气候变化影响与脆弱性技术研讨会，大会感兴趣
地注意到拟于 2011 年年末至 2012 年年初计划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印度洋热带气旋与气候变化
大会 ( 第一届会议于 2009 年 3 月在阿曼苏丹国马斯喀特举行 )。
3.3.13

大会注意到设在美国科罗拉多柯林斯堡的季风外场试验遗留数据集中心与设在中
国北京的亚洲极端事件监测中心的及时揭幕。美国中心将确保在热带外场试验中获得有价值
的观测资料归档并供研究人员使用。中国中心将继续监测并归档亚洲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
3.3.14

大会注意到国际热带气旋外场试验 (T-PARC 和热带气旋结构 (TCS)-08) 于 2008
年在太平洋取得的成功，以及试图从有限持续时间 / 案例的针对性试验中得出结论所面临的
挑战。
3.3.15

大会注意到台风登陆预报示范项目和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集合预报项目，这两个
项目与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有关，并由热带气旋计划 (TCP) 与 WWRP 联合组织，目前
正在进行之中。由于这些项目旨在向预报员提供业务指导，大会注意到在 2010 年上海世博
会期间，这些项目对中国东部的天气中心很有帮助。
社会和经济研究应用 (SERA)
3.3.16
大会对最近全面成立了 WWRP 社会和经济研究应用 (SERA) 工作组表示欢迎，并
赞同 CAS 提出与多方发起的国际灾害风险综合研究 (IRDR) 计划建立伙伴关系的建议。大会
还对 CBS 和 CAS 的决定表示欢迎，即就 WWRP SERA 工作组与 WMO 公共气象服务 (PWS)：
天气、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应用和效益论坛之间共同感兴趣的主题继续开展合作。
3.3.17

大会强调了实现气象、水文与相关服务提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因此，
高兴地注意到 SERA“ 了解气象预警系统的社会和经济方面 ” 研究与发展项目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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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检验研究
3.3.18

大会对 WWRP/WGNE 预报检验研究 (JWGFVR) 联合工作组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和感谢，特别是包括出版了根据业务 NWP 模式进行定量降水预报 (QPF) 和概率定量降水预
报 (PQPF) 的检验与比对的建议，成功完成了空间检验比对项目的降水比对阶段，分发了关
于新的比对方法的信息，并为预报员举行了相关培训。
3.3.19

大会注意到该工作组在北京 2008 与 SNOW V10 RDP 检验部分的规划和实施中所
做的工作。大会也欢迎该工作组参与 2014 年索契冬季奥运会项目。
3.3.20

大会欢迎围绕热带气旋预报所规划的评估项目，该项目阐释了用户对预警信息的
需求，以及有关预警及预报准确性和有效性的研究问题。
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3.3.21

大会欢迎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国际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中心 (ICWMR) 的计
划。大会对 CAS 的计划表示感谢，即为了感兴趣会员的利益，帮助该中心推动并开展国际
公认的人工影响天气各个方面及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
3.3.22
大会注意到致力于支持人工影响天气研究活动的信托基金的建立。大会还鼓励
CAS 在信托基金支持下，就编制人工影响天气的相关科学信息及其与其它新兴问题如气候
变化和地球工程的联系开展活动。大会敦促参与人工影响天气的会员和组织向信托基金捐款。
沙尘暴预警、咨询与评估系统 (SDS-WAS)
3.3.23

大会对 SDS-WAS 在引领大众更好地了解大气沙尘过程及其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以及提供观测资料和预报产品方面所开展的活动表示满意。已经建立了两个 SDS-WAS 节点
( 亚洲，以及北非、中东和欧洲 )，以便通过区域门户网站，提供有效的区域合作和产品交换。
大会赞赏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AEMET) 的资金捐助，以致力于在北非开展三项沙尘测量。
3.3.24

大会支持 CAS 和 CBS 的努力，即明确提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数值沙尘预报研
究转化成业务活动的最佳概念。大会还鼓励 SDS-WAS 通过向 “ 脑膜炎环境风险信息技
术 ”(MERIT) 合作伙伴提供有关沙尘天气条件的信息，来参与跨学科项目 MERIT，这是因
为沙尘天气条件被认为与萨赫勒发生的脑膜炎流行病有关。
THORPEX
3.3.25

大会对五个 THORPEX 区域委员会所开展的活动表示欢迎，并对每个区域委员会
制定广泛的研究和实施计划感到高兴。由于 THORPEX 区域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促进了对
许多 THORPEX 活动的资金支持、后勤保障以及其它形式的支持、规划、协调和实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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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鼓励各会员、秘书长和各区域协会致力于这些区域计划的实施。
3.3.26

大会注意到，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挪威、英国和美国通
过不断向 THORPEX 信托基金提供财政捐款而在 THORPEX 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对此，
大会敦促更多的会员以及国家和国际出资机构作出支持 THORPEX 信托基金的承诺，并向
THORPEX 国家和区域研究计划提供资金或实物支持。
3.3.27

大会认识到 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 (TIGGE) 资料库的成功建立是一项重大
成就，并认为这是资料提供方，包括 9 个业务中心 ( 澳大利亚、中国、加拿大、巴西、日本、
韩国、法国、英国、美国 ) 和 ECMWF 与 3 个档案中心 ( 中国、美国和 ECMWF) 做出的重
要贡献。
3.3.28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来自 TIGG 档案的预报资料可用作开发新预报产品的基础。
THORPEX 正在开发 “ 全球交互预报系统 ”(GIFS)，以便为诸如热带气旋这样的高影响天气
事件提供提前预警。使用 TIGG 档案的全球集合预报，能够获得更好的热带气旋路径定量
预报的指导。大会高兴地注意到，THORPEX 这些产品，包括热带气旋成因预报的开发是与
非洲南部正在进行的 SWFDP 和南太平洋上开展的极端天气预报和减灾示范项目 (SWFDDP)
密切协调进行的。这一合作将扩展成为一个新规划的东南亚 SWFDP 项目。大会注意到基于
TIGG 数据库的 GIFS 概率预报将给预报员和决策者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3.3.29
大会注意到，THORPEX 与由法国气象局牵头的 HyMeX( 地中海地区水文循环
试验 ) 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其中包括重点研究极端天气事件 ( 强降水和山洪、大风和
长涌浪、干旱等 )，这些事件经常影响地中海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大会还鼓励
WWRP( 包括 THORPEX) 为 HyMeX 捐款做出贡献，并敦促会员 ( 包括北非的会员 ) 参与这
项工作。
3.3.30

大会注意到 WWRP( 包括 THORPEX) 广泛参与非洲天气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
化为业务的各项计划 ( 例如，THORPEX 非洲项目和高影响天气信息门户网站、HyMeX、
SDS-WAS、AMMA 和为 SWFDP 南非项目开发 GIFS-TIGGE 产品 )，对那些为 THORPEX
非洲科学和实施计划提供意见并为其 NMHS 参与计划而提名联络员的非洲会员表示感谢，
并敦促其他非洲会员支持这些活动。大会敦促非洲内外的会员和出资机构支持 THORPEX
非洲计划的实施。注意到 AMMA 过去在改进西非观测系统、提高预报技巧和研究能力方面
所取得的成功，大会还敦促在 WMO 战略计划中应考虑这些研究活动将发挥的作用。
3.3.31

大会注意到，WWRP THORPEX 资料同化和观测系统 (DAOS) 工作组在通过观测
系统试验与外场试验分析如 ATREC、T-PARC、USA WSR 飞行来评审目标资料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尽管有数据显示，温带目标资料的价值大约是相同数量随机部署
的观测资料价值的 2-3 倍，其效益还需要进一步定量化。旨在改进热带气旋路径预报的针对
性观测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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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PEX 极地预报项目
3.3.32
大会感谢国际极地年 (IPY)THORPEX 集群项目中十个项目所取得的成功，并支
持 CAS 关于建立 THORPEX 极地研究项目的建议，作为 IPY 的延续，以便更好地了解极地
过程对极地天气的影响，改善极地地区的资料同化，并改进极地地区高影响天气的预报。大
会还强调极地地区需要足够的观测和通讯网络，以便为该地区提供相关的高影响天气服务。
3.3.33
注意到 WWRP-THORPEX 和 WCRP 联合举办的首届研讨会 (2010 年 10 月，奥斯陆 )
编制 CAS 建议的成果，并注意到在极地预报方面进行有效合作的需求，大会强烈敦促所有
有关各方确保成立这样一个极地预报研究项目，以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等活动。此外，世
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于 2010 年 10 月在
霍巴特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同意一个为期十年的建立极地预报系统 ( 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
统 -GIPPS) 的重大倡议的概念。大会认识到有效协调在各种倡议中的重要性，并提请各会员
酌情做出贡献。
数值试验工作组 (WGNE)
3.3.34

大会建议，WGNE 今后的活动应根据执行理事会和 CAS 的建议将重点放在加强
天气、气候、水和环境预报研究之间的合作上。大会指出，WGNE 日益重视在地球系统数
值模式中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有关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的参数化再现，这是非常及时的。
大会赞同 CAS 和执行理事会的意见，即需要更加重视改进气候和天气模式中大气过程 ( 如
对流、边界层、云、降水和大气化学 ) 的传统参数化，并需要在模拟过程中采取 “ 无缝隙 ”
的方法。
3.3.35

大会注意到 WGNE 参与评审再分析和资料同化项目的重要性，这些项目为多种
追溯性研究和地球系统分析提供了资料，大会还注意到 WGNE 参与记录数值模式系统误差
的重要性。大会敦促会员支持和评估作为众多天气和气候调查基础的再分析产品，并敦促各
出资机构高度重视此类活动。
天气 - 气候界面的协作
3.3.36

大会注意到，CAS 同意采用 “ 无缝隙 ” 方法来协调对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的模
拟研究。大会注意到 EC-61 建议：
(a)		
制定适用于多学科天气、气候、水和环境预报研究的统一方法，逐步增加对高性
能计算的投资，以适应各种模式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细节，并加快预报模式的开
发、检验和应用；
(b)		
实施一项旨在对各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责进行评审并加以合理化的进程，以提
高技术委员会在帮助WMO会员提高研究、观测、预报和服务能力方面的效能。

48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3.3.37
大会注意到在建立由 WWRP-THORPEX 和 WCRP 全力支持下开展的热带对流年
(YOTC) 项目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 WGNE 给予的指导。大会感谢美国设立了 YOTC
办公室，并为开发数据分析工具提供了资金，感谢主要模式中心所做的工作，感谢有关空间
遥感机构向 YOTC 参与方提供它们的现有资料集。注意到科研档案已开始得到很好地利用，
大会鼓励出资机构为有关科研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帮助缩小天气和气候相关研究与预报之
间的差距。
WWRP-THORPEX/WCRP 次季节到季节预报联合项目
3.3.38

大会注意到 WWRP 的联合科学委员会与 WWRP THORPEX ICSC 的联合科学委
员会建立了一种适当的合作架构，来开展一项从次季节到季节预报的国际研究活动。这项活
动应当与 CBS 负责长期预报的机构、未来的气候服务发展以及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密切协作。
3.3.39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WRP-THORPEX/WCRP“ 次季节 - 季节预报 ” 研讨会 (2010
年 12 月，埃克塞特 ) 建议成立一个次季节预报研究和应用小组 / 项目，该小组成员来自于
WWRP-THORPEX、WCRP、CBS、CCl、JCOMM、CHy、CAS 和 CAgM 以 及 它 们 相 关 的
计划机构。大会建议计划开展的活动应包括在开展次季节预报的业务中心之间建立合作和协
调关系，以及一些区域示范项目。
WWRP 的未来发展
3.3.40

大会忆及 CAS-15 要求 THORPEX IPO 对 THORPEX 计划进行中期评估。大会重
申了这一评估的重要性并要求立刻得到评估的结果。注意到 THORPEX 十年计划 (2005-2014
年 ) 目前是 WWRP 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并认识到 THORPEX 活动与 WGNE 活动一起涵
盖了广泛的全球天气预报研究，大会认识到 THORPEX 已成为 WWRP 全球尺度上一个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 WWRP 开始为 THORPEX 信托基金制定十年期计划，WWRP 应满
足今后两年的 THORPEX 高优先研究活动。
3.3.41

大会认识到 WWRP 团体需要参与制定国际地球系统预报预测研究计划，以加速
天气、气候和地球系统预测的进展。2010 年 10 月的《美国气象学会公报》(BAMS) 论文汇编，
以及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国
际地圈 - 生物圈计划 (IGBP)、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以及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专家编制
的《贝尔蒙报告》，都介绍了该计划的内容。该计划将建立在 EC-61 认可的 WMO EC RTT
报告建议的基础上，即《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获得气候、天气、水和环境方面的改
进产品和新的服务》，并与地球观测组织 (GEO) 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国际
科学联盟理事会 (ICSU) 以及各国业务和研究机构合作制订、实施和协调各方在天气、气候、
地球系统、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学科方面的工作。
3.3.42

大会注意到为加快在地球系统监测、预测和服务方面的进展，开展全球协作是
不可避免的。为取得成功而开展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各 NMHS 已经共同协作，
来改进全球观测系统、天气预报、气候预测、通信网络、环境监测、应急防范和响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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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 现在必须扩大这种合作的范围，以涵盖整个地球系统，并将气象科学应用于社会经
济和环境的未来前沿工作。WWRP 工作的重点是制定涵盖几分钟到次季节时间尺度的预报
计划。把超过次季节时间尺度的工作留给气候界，而 2010 年 10 月《美国气象学会公报》论
文集已指出了这种合作机会。
3.3.43

大会认识到提出的预测计划必须与 WWRP 和 THORPEX 已发起的次季节和季节
预报以及极地研究项目或类似 HYMEX 等项目协调并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目前已讨论了
该预测计划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1) 地球系统跨学科暑期课程：首先让下一代了解研究成
果和机遇以及面向社会前沿的多方面成果；及 (2) 第一次 WWRP 地球系统开放科学大会。
3.3.44

大会注意到，这一地球系统倡议的概念，被确定为下一个建立在 THORPEX 遗产
基础上的可能的 WWRP 重大倡议。
3.3.45

大会同意本报告附录 2 给出的对 WWRP 的简述，并通过了决议 11(Cg-16)- 世界
天气研究计划，它反映了以前属 AREP，但现已纳入 WWRP 的部分工作。
3.4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 议题 3.4)

3.4.0.1

在主席和秘书长提交的报告的基础上，大会审议了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此外，还
记录了水文学委员会 (CHy) 和秘书处所采取的行动，以响应第 20 号决议 (Cg-15)– 水文和水
资源计划，第 21 号决议 (Cg-15)– 为改进洪水预报加强国家气象部门与国家水文部门合作战
略，第 22 号决议 (Cg-15)– 支持非洲关于水的倡议，以及第 30 号决议 (Cg-15)– 致力于加强
WMO 各观测系统的整合。
3.4.1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水文学委员会
3.4.1.1

大会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 (CHy) 决定批准以下四个主题作为当前休会期的优先
重点领域 ( 主题领域 )：
1.
水文质量管理框架 (QMF – 水文部分 )；
2.
水资源评价；
3.
水文预报和预测；
4.
水、气候和风险管理。
3.4.1.2

大会获悉，水文委为每个主题领域开发了相应的系列活动以及预期产出和成果，
并且这些领域得到了水文委开放专家组 (OPACHE) 的支持。
3.4.1.3
另外，大会获悉，委员会还确定了这些主题领域相互交叉的五个问题：跨界江河
流域 / 含水层问题、资料稀少地区方法的重要性、WHYCOS 的需求与宣传、能力建设需求
以及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并确保在开发主题领域活动的同时，将适当考虑这些交叉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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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大会赞赏水文学委员会在开展其活动时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媒体。大会高兴地获
悉，该委员会已经建立了一个电子论坛 (http://www.whycos.org/chy13) 和电子布告栏，目的
是讨论重要问题，针对正在开展的水文委活动进行辩论，传播委员会制作的信息，并允许那
些无法实际参加委员会届会或其它会议的专家能够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贡献。大会还注意到，
这种办法增加了受众，限制了实际参加活动的需求，并提请水文委继续和扩大采用这些过程。
3.4.1.5

大会通过了决议 12(Cg-16)-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以及本报告附录 2 给出的计划简

述。
3.4.2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学

3.4.2.1

大会获悉，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批准了其出版物的一个新分类，并批准了
修订后的这些出版物的同行评审过程，作为水文质量管理框架 (QMF-H)。大会注意到在第
十五财期内发行的下列出版物：《水文规范指南》第六版、《流量测定手册》第二版、《低
流量估算和预测手册》以及《可能最大降水 (PMP) 估算手册》。大会还注意到，已经出版
了 UNESCO/WMO《国际水文学词汇》第三版。
3.4.2.2

大会注意到，在上一个财政期间，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的合作得到加强，特
别是在水资源资料传输格式和多普勒声纳海流廓线仪等领域，它鼓励在未来进一步加强合作。
大会还赞赏在实施流量测量设备性能评估项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初步成果，以及在流量测
量和计算的不确定性表示等主题方面所开展的活动。
3.4.2.3

大会欢迎编写各种形式的 QMF‑H 指导材料，并要求，为了确保水文产品和服务
的质量，应以所有 WMO 语言提供这一指导材料，不仅要广泛和有效地分发给国家水文部门，
还要分发给其它国家级水资源部门的专业人员。大会要求，应向国家水文部门的专业人员就
手册和指导材料的使用开展适当的培训。因此，大会通过了决议 13(Cg‑16)- 质量管理框架 水文学。
3.4.3

水文基本系统

3.4.3.1

大会重申，必须在 HWRP 的框架下，继续开展水资源评估活动，作为通过国家
水文部门支持各会员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以应对与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与社会经济发
展有关的挑战。大会注意到，通过 INFOHYDRO 所开展的水文资料拯救和水文网络的调查
结果并不那么令人鼓舞。大会重申了继续努力满足会员保护其历史资料记录并满足其基本水
文网络需求的重要性。
3.4.3.2
大 会 高 兴 地 注 意 到 在 各 地 区 正 在 实 施 和 筹 备 的 HYCOS 项 目 数 量 ( 加 勒
比 HYCOS、 刚 果 HYCOS、 兴 都 库 什 — 喜 马 拉 雅 HYCOS、 伊 加 特 HYCOS、 湄 公 河
HYCOS、尼日尔 HYCOS 第二阶段、太平洋 HYCO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HYCOS 第二和
第三阶段、东南亚 HYCOS、塞内加尔 HYCOS 和沃尔特 HYCOS 项目 )。大会注意到，所有
这些项目都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有助于加强水相关事务的区域合作。大会特别赞扬了沃尔特
HYCOS 项目，指出该组成部分的实施促进了新的国际河流流域管理局的成立。大会感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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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和其他合作伙伴为 HYCOS 组成部分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大会对在某些情
况下由于与捐助方以及国家和地区相应机构的协调问题而在实施中遭遇到的一些拖延表示关
切。
3.4.3.3

大会注意到作为国际极地年的后续行动，加拿大已提出于 2011 年下半年主办下一
次北极 -HYCOS 会议。北极 -HYCOS 是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委员会工作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会敦促会员参与北极 -HYCOS 会议。
3.4.3.4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已经开始实施加勒比 -HYCOS 以及刚果 -HYCOS 也即将开始，
大会还注意到这将为改进该区域的水资源管理和能力建设做出贡献，特别是减少灾害风险方
面。大会感谢各捐助者和其他合作伙伴为 HYCOS 组成部分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然而，
大会对由于与捐助方以及国家和地区相应机构的协调问题而在实施中遭遇到的一些拖延表示
关切。
3.4.3.5
大会要求秘书处继续努力维持对会员国水文网络现状的评审，特别是有关协助发
展 HYCOS 各组成部分方面。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为实施新的组成部分提供资金，
并邀请受益国和机构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项目成果的长期可持续性。在了解到 WHYCOS
对 HWRP 实施做出了贡献，大会重申了秘书处在为各组成部分的实施提供技术和科学支持
及咨询方面，以及 WHYCOS 国际咨询组 (WIAG) 通过与所有合作伙伴 ( 受益国、捐助者、
区域和流域机构等 ) 合作，确保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大会通
过了决议 14(Cg-16)- 世界水分循环观测系统。
3.4.3.6

大会关切地注意到尽管中亚地区正在面临的水危机 , 并再次表示本地区 NMHS 关
注这一情况 , 咸海 -HYCOS 项目仍然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因此，大会敦促中亚地区的会员
继续努力，争取捐助方的支持，使该项目得以实施，并且还向会员们保证 WMO 秘书处会继
努力推动该项目。
3.4.3.7
大会欢迎水文学委员会通过了第 6 号决议 (CHy-13) –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欢迎将 SADC-HYCOS 与南部非洲地区山洪指导系统 (SARFFG) 进行整合，
成为 WIGOS/WIS 下的试点项目，对其在水文领域信息流和输出方面的效益进行示范，包括
有关元数据。
3.4.4

水文预报和洪水管理

3.4.4.1
大会对洪水预报项目 (FFI) 实施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上次会议上，大会通
过第 21 号决议 (Cg-15) 通过了战略和行动计划，并为其实施拟订了提案，大会也对此予以
赞扬。大会了解到正在实施的区域项目是 WMO/NOAA/USAID/HRC“ 覆盖全球的山洪指导
系统 ” 项目的一部分，如在南部非洲区域的 ( 是与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MP) 密
切合作开展的 )、在黑海和中东地区的、在中美洲的、在湄公河地区的、在墨西哥和海地的
项目。
3.4.4.2

在 FFI 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大会对此表示赞赏。大会注意到 PROHI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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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为 FFI 做出了贡献，因为在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实施了试点项目，包括两国在内的大多
数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气象工作者和水文工作者正在贡献其专业知识。大会还注意到 CHy
和 JCOMM 之间开展了密切合作，海岸带洪水预报项目取得了进展。
3.4.4.3

第十五次大会通过决议 21(Cg-15) 认为洪水预报需要气象专家、水文专家和海洋
专家开展密切合作。决议 3(CHy-13) 呼吁设立相应机制，以便在技术上协调此类活动，因此，
为落实这项决议，大会通过了决议 15(Cg-16)- 建立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3.4.4.4

大会注意到水文委关于河水流量和水位预报的科学基础和局限性声明。该声明已
放 到 网 站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chy/documents/CHy_Statement_101008_en.pdf)
上，声明介绍了水文预报的现状，还对影响预报准确性和提前量的各种因素作了概述和总结。
大会建议利用所有相关机会对该声明加以宣传。
3.4.4.5

大会对联合洪水管理计划下开展的各种活动表示满意，特别是一系列培训班 ( 包
括师资培训 ) 以及对提高地方洪水管理能力项目的实施，如在马里、毛里塔尼亚和赞比亚的。
日本政府、意大利政府和瑞士政府对该提供了支持，西班牙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对有关活动提
供了支持，大会对其表示感谢。
3.4.4.6

大会欢迎洪水综合管理咨询台 (HelpDesk) 的推出，该咨询台能够将洪水管理方面
对知识和技能传授给管理人员和决策者，大会对其所起的这一机制作用表示赞赏。通过 ‘ 支
持伙伴 ’ 方式，可联合各种力量，为上述活动提供保障，大会对这种可以获得多学科支持的
方法表示赞赏，并要求秘书处继续努力以便增加合作伙伴的数量和种类。大会要求 WMO 秘
书处继续广泛宣传 HelpDesk，以扩大会员对咨询台的利用。
3.4.5

能力建设

3.4.5.1
大会批准了水文水资源教育培训战略修改稿，该战略已经水文委员会第 5 号决议
(CHy-13) 通过，大会认为该战略构成了一个框架，以便更好地满足会员在能力建设方面的
需求。大会请秘书处继续采取行动，按照水文委员会确定的指导方针开展培训工作，特别是
要进一步开发远程和复合型学习培训课程 。
3.4.5.2

大会注意到在报告时期举办了一些培训班，涉及到内容广泛的课题，并受众面很
广。大会对第一期 WMO/NOAA/COMET 远程教育培训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特别予以赞赏
，这期培训班利用现代电子媒体，面向不同国家众多的受训人员，与传统培训班相比，非常
具有经济性，因此鼓励秘书处进一步让有关 WMO 区域培训中心开发并利用这种培训模式。
水文学委员会按照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部分的手册和导则，为 NHS 和其他专业人士开展系
统培训，大会对这一作法也表示了支持。
3.4.6

与水有关问题的合作

3.4.6.1

大会注意到通过联合国水计划，联合国机构有关水的活动得到有效协调，大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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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地获悉 WMO 在协调水与气候变化专题重点领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大会注意到 WMO
在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水计划 / 非洲的活动，并与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部长级水资源
理事会 (AMCOW) 一道开展工作，特别是参与并协助筹备组织非洲水周活动。大会注意到
根据第 22 号决议 (Cg-15)，WMO 继续与 AMCOW 合作，成功地启动了非洲水基金，为会
员国的水文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3.4.6.2

大会还注意到本组织与教科文组织的行动具有互补性，UNESCO/WMO 联络委员
会发挥了协调作用；关于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两组织之间签署的现有协调进行更新一事，大会
对这一必要性给予大力支持。为直接应对在巴基斯坦发生的特大洪灾，在向该国提供技术援
助方面，WMO 和 UNESCO 之间开展了卓有成效和富有成果的合作，大会对此表示十分欢迎。
3.4.6.3

大会还注意到与 IAHS、IAHR、ISO、ICID、GWP 等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不断扩大，并注意到这一合作为实现 HWRP 的目标提供了有益机制，也为满足供水部门
对气候服务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平台。
3.4.6.4

大会注意到，HWRP 继续通过其正常的计划活动为地球观测组织 (GEO) 的 ‘ 全球
综合水分循环观测 (IGWCO) 的实践团体 ’ 做出贡献。大会对向 GEO 社会效益领域 —— 水
部分的活动所做的这些贡献表示欢迎，特别是对其中有关 ‘ 水任务 ’ 所给予的支持。
3.4.7

水、气候和风险管理

3.4.7.1

大会回顾到水资源将受到潜在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因此认为 HWRP 可在协助
会员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管理以及对诸如旱涝等极端水文事件有关的风险管理的影
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制定订充分的应对措施和减缓措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大
会欢迎旨在加强水文界与气候界的合作、制定国家适应战略并加强自然灾害管理能力的各项
行动。大会还请秘书处和 CHy 继续在该领域立项并付诸于实施。
3.4.7.2

大会表示需要继续为全球研究加强对水文观测资料的调用，特别是调用降尺度气
候信息用于用水管理，并认为 GTN-H 通过全球径流中心 (GRDC)、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
心 (IGRAC)、和国际湖泊和水库水文中心 (HYDROLARE) 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其在制
作反演产品和支持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大会感谢德国、荷兰和俄罗斯联邦等
国政府分别承办并资助了这些中心。大会决定保留第 21 号决议 (Cg-12) –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
3.4.8

区域活动

3.4.8.1

大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为解决各自区域有关水文和水资源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机
构安排。大会在赞赏利用各类方法诸如建立联合气候与水工作组可更好地响应区域需求的同
时强调了区域水文工作组带来的效益，即为水文工作者讨论同一区域内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
了一个平台。
3.4.8.2

大会获悉，水文学委员会 (CHy) 为了将区域的需求融入其当前的工作计划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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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 曾广泛征求了区域水文顾问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出席了水文委咨询工作组会议。
大会注意到，这种做法有助于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得到了更好得整合和协调，因此
建议水文委继续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3.5

世界气候计划 ( 议题 3.5)

3.5.0.1

大会注意到，WCP 的活动主要为预期成果 2( 提高会员提供更好气候预测和评估
的能力 ) 做出了贡献，并且这些活动得到了一些 WMO 组织机构和共同发起机构 ( 特别是气
候学委员会 (CCl)、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以及执行理事会气候与天气、水和环境相关事务
工作组 ) 的指导。进一步注意到 WCP 工作的各个方面还与预期结果 6 到 9 有关，并且注意
到 WCP 与其它联合国机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国际机构在气候问题上密切合作，大会赞赏加
强全球、区域以及国家有关计划、机构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动和协调。
3.5.1

气候学委员会 (CCl)

3.5.1.1

大会注意到，CCl 在其于 2010 年 2 月 19-24 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的第十五次
届会上，通过了一项新的结构，包括一个管理组和四个 CCl 专题开放专家组 (OPACE)，并
制定了解决 GFCS 主要优先重点的工作计划，这在有关的计划和活动中得到反映。大会注意
到，CCl-15 已经通过了一项新的愿景和任务声明，并推荐了一套经过修订的职责。
3.5.1.2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CCl 已经完成了《气候学规范指南》(WMO-No. 100) 第三版
的定稿；认识到该指南对于所有会员的重要性，大会要求秘书长加快以 WMO 官方语言出
版和翻译该指南。大会将其对所有贡献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感谢记录在案。
3.5.2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WCC-3) 及其成果：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3.5.2.1

大会非常满意地注意到，WMO 与其它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私营
部门合作，于 2009 年 8 于 31 日至 9 月 4 日在瑞士日内瓦成功地举办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WCC-3)。会员们高度赞赏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高级政府官员
以及大约 2500 名科学家、行业专家和决策者的参与。
3.5.2.2
大 会 注 意 到，WCC-3 高 层 会 议 通 过 的 会 议 宣 言 决 定 建 立 全 球 气 候 服 务 框 架
(GFCS)，旨在加强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预测和服务的制作、获取、提供和应用。大会还注意到，
作为 WCC-3 会议宣言的一部分，决定通过政府间进程，设立一个由高级独立顾问组成的专
题组，对拟议的 GFCS 组成部分提出建议。
3.5.2.3

大会注意到以六种语言出版了 WCC-3“ 携手共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的报告以及
会议文集光盘，并对在 WCC-3 专家会议上发表的那些论文的出版表示赞赏，这些论文可供
大家公开获取专家们做出的宝贵贡献。
3.5.2.4

大会感谢 WCC-3 国际组委会 (WIOC) 及其各分委会的所有成员对大会组织的指
导，感谢所有参加 WCC-3 并促使其成功的专家的贡献。特别是，大会对 WIOC 主席即来自
加拿大的 D. MacIver 博士以及随后来自澳大利亚的 John Zillman 博士的领导表示感谢。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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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赞赏合作伙伴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DP)、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世界卫生组
织 (WHO)、国际减灾战略 (ISDR)、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国际海事组织 (IMO)、
国际电信联盟 (ITU)、联合国人居署 (UN-habitat)、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UNFCCC) 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在组织和举办 WCC-3 中所起的
积极作用。
3.5.2.5

大会对 WCC-3 的所有赞助者，特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芬兰、法国、德国、
印度、日本、肯尼亚、挪威、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西班牙、瑞士、英国和美国政府以
及欧洲委员会表示深深的谢意。大会还感谢丹麦、FAO、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纳米比亚、
巴基斯坦、UNEP 和欧洲航天局的财政和实物捐助，并感谢所有支持其代表参与 WCC-3 组
织工作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3.5.2.6

会员们满意地注意到，作为 WCC-3 的后续行动，WMO 组织了一次会员国的政
府间会议 (IGM-GFCS)，批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 (HLT-GFCS) 的职责，并同意
由秘书长提出的组成人选。大会注意到 HLT-GFCS 的设立，审议了在议题 11.1 下的专题组
报告。
3.5.3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气候资料

气候资料拯救 (DARE)
3.5.3.1

大会重申了维护、数字化、提供纸质历史气候档案以及使过时电子档案 ( 如那些
以旧的磁盘和软盘提供的档案 ) 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些活动支撑着 NMHS 开发气候服务，
并支持实现 WMO 资料拯救 (DARE) 项目的目标。大会欢迎会员和秘书处通过 VCP 努力在
DARE 方面取得进展。大会强调需要根据以最佳做法和 WMO 标准为基础的指南规定进一步
帮助拯救旧的气候记录。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加勒比地区已做好准备与 WMO 一起在该地区
发展 DARE 项目以及向国际科研圈子提供该地区的资料。大会敦促会员继续努力，加快旧
气候记录的数字化进程。
3.5.3.2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区域资料拯救研讨会的组织情况。非洲 4 个：2006 年尼日尔、
2007 年刚果、2009 年毛里求斯和 2010 年肯尼亚；东南亚 2 个：2008 年越南和 2009 年印度
尼西亚；欧洲 2 个：2007 年西班牙和 2010 年塞浦路斯。大会对这些研讨会的高价值表示首肯，
它们涉及资料拯救，气候极端值和指标的分析，以及对资料差距的更好评估和制作有用的气
候信息。大会敦促会员和秘书处采用这种端到端的方法，并在所有地区组织类似的研讨会。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有关资料拯救和气候历史记录数字化方面展开的国际合作，比如 WMO 地
中海资料拯救活动 (MEDARE) 的展开，还注意到对国际地球大气环流重建 (ACRE) 项目给
予的支持。大会敦促会员展开合作，进一步支持这些活动和计划，以及有关 DARE 的类似
的活动。

气候资料管理系统 (C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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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3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在从过时的气候资料管理系统向更强大的基于现代技术的系统
过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大会注意到越来越强调气候资料管理的现代化。大会赞赏地注意
到，会员通过 WMO-VCP 或通过双边机制加强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气候资料管理系统的
现代化。大会要求 CCl 进一步协助会员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 充分受益于新
的 CDMS 的实施，并敦促秘书长进一步鼓励为这一活动募集资源。
3.5.3.4

大会对 2010 年在马拉喀什召开的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批准的关于 ACMAD 非洲
气候资料的新倡议表示欢迎，并一致认为，这项倡议提供了一种成本有效的解决有关气候资
料和元数据以及相关管理系统若干问题的业务平台。大会敦促会员支持这项倡议，并在其它
WMO 区域提出类似的倡议。

气候平均值和世界天气记录
3.5.3.5
大会注意到成立了一个 CCl 任务组，以评审计算气候平均值的现有方法。大会要
求 CCl 加快在这一气候资料重要方面的工作，并为修订《气候学规范指南》(WMO-No. 100)
和《WMO 技术规则》(WMO‑No. 49) 提供建议。
3.5.3.6

大会重申了不断更新世界天气记录 (WWR) 资料集的重要性，WWR 资料集的汇
编始于 1920 年，它在全球气候监测和评估中非常有用。大会要求秘书长和世界气象资料中
心 (NOAA-NCDC) 加快收集 2001-2010 年 WWR 资料集的进程，完成 1991-2000 年 WWR 资
料集，并且考虑到技术进步和利用现代 CDMS，促进世界天气记录的年度更新系统的发展。

海洋气候报表方案 (MCSS)
3.5.3.7

大会同意 JCOMM 使海洋气候报表方案 (MCSS) 现代化的计划，并要求 JCOMM
提出建议，改进海洋和海洋气候资料与 WIS 进行互可操作的资料管理基础设施，并根据国
际综合海洋大气资料集 (ICOADS) 构建海洋气候报表方案 (MCSS)。大会强调，预期效益将
包括促进对历史资料的公开交换，并保证公认的国际档案将支持 GFCS 的实施。

对气候资料的需求
3.5.3.8

大会认识到，有必要解决新的和不断发展的气候资料需求，以改进气候监测产品
和服务，支持对气候极端事件的分析和评估、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适应以及发布早期
预警和开展气候监视。大会一致认为，需要评估差距、机遇以及新的和不断发展的气候资料
需求。大会注意到地面温度倡议取得的进展，这是一个跨学科的举措，旨在形成一个综合的
全球陆面温度数据库。该举措得到 WCRP、CCl 和 GCOS 的赞同，大会对此表示满意，并
要求通过 CCl 将举措取得的进展正式报告 WMO。大会鼓励会员主要通过分享资料以促进该
举措，并注意到可利用 data.submission@surfacetemperatures.org 为此开展讨论。对此大会通
过了决议 16(Cg-15)– 对气候资料的需求。

气候系统监测 (CSM)
WMO 气候声明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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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9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会员之间持续合作，提供意见和专家，为 WMO 全球气候状况
年度声明予以评审，该出版物始于 1993，定期发布。大会还认为在 UNFCCC-COP 大会期
间宣传这类声明颇有价值，可使与会代表有机会获取全球气候状况的最新权威信息；近期
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召开的 COP 大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出席人数众多，媒体的
后续报道力度也很大，这都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3.5.3.10

大会欢迎 CCl 在第十五次届会期间所作的决定：改进 WMO 气候系统监测，包括
有关方法以及监测报告的分发，使大规模和社会经济影响大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消息得以
及时发布，例如 2009/2010 年北半球北方冬季 (WMO/TD-No. 1550)。
3.5.3.11

大会敦促会员积极为这些努力做贡献，定期提供天气和气候事件的月度、季度和
年度报表总结。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为 WMO 气候声明的发布提供支持，并推动为全球气
候系统监测建设相应平台，如拟议的全球季节气候最新状况的监测部分。

对气候极值和指数的分析 /ETCCDI
3.5.3.12 大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CCl/CLIVAR/JCOMM 气 候 变 化 检 测 和 指 数 联 合 专 家 组
(ETCCDI) 取得了进展。其成果包括发布了 WMO 关于在气候变化情况下分析极端值的指导
性文件，为适应方面的决策提供了基础，十分有益 (WCDMP-No. 72 - WMO/TD-No. 1500)，
还在各个区域举办了数场气候指数研讨会。大会还对世界银行、英国、法国和荷兰表示感谢，
这些组织和国家为在非洲之角、中部非洲、和东南亚、南印度洋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分别
举办 ETCCDI 研讨会提供了资助。大会敦促会员进一步支持这类活动，要求秘书长继续提
供支持，并促进 ETCCDI 的工作，并为这类活动的开展而推动国际合作。

气候监视系统 (CWS)
3.5.3.13

大会赞赏在三区协 (2008 年 )、二区协 (2009 年 ) 和六区协 (2010 年 ) 举办的三场
区域研讨会，此举有助于将 WMO 气候监视指导原则 (WCDMP-No. 58) 与区域需求和需要
相适应；根据 Cg-15 的决定，各国将实施气候监视系统，此举就是后续推动。大会要求秘书
长继续支持这一活动，积极筹措资金，协助举办更多此类区域研讨会，特别是要针对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测量 - 气候变化监测方面的挑战
3.5.3.14

大会认为 WMO 和国际度量衡局 (BIPM) 采取步骤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 -4 月 1 在
日内瓦联合举办关于 “ 测量 - 全球观测系统气候变化监测所遇到的挑战：可溯源性、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 ” 研讨会很有意义 (WMO/TD-No. 1557 和 BIPM 报告 No. 2010/08)。大会还同意
WMO-BIPM 在气候观测和气候监测方面的合作应该继续，使双方互利，并要求秘书长为此
采取进一步的步骤。
3.5.4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C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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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1

大会肯定了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CLIPS) 项目为推动气候服务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各区域和各国的工作，还为突出采取面向用户的方针需要发挥了重大作用。大会通过
了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 (CCl-15) 提出的建议案：努力完成 CLIPS 项目，并一致认为
CLIPS 的实施计划未来调整时应侧重于将其活动与新兴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GFCS 的
一个组成部分相结合，包括与气候用户界面平台 (CUIP) 部分建立相关联系。
3.5.4.2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 CCl 计划编写关于标准办法、工具、方法、一致性、产品通用
外观手感设计等方面的指导意见，推动 CLIPS 顺利过渡为 GFCS 的有关组成部分。大会赞
赏 CCl 气候学质量管理专家组的成立，这将使以上努力作为 CCl 质量管理框架的一部分而
得到推进。大会敦促会员在国内与气候敏感型用户行业机构及其他侧重气候的组织建立有效
的伙伴关系，并继续与这些合作伙伴密切联络确立 CLIPS 活动并持久开展，使其成为 GFCS
实施中的一部分。
3.5.4.3
大 会 注 意 到 WCP 和 CCl 以 及 其 它 计 划 和 技 术 委 员 会 预 计 会 在 支 持 WMO 为
GFCS 做出贡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主要是提高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尺度内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一致性，提高用户对气候的认识，愿意使用气候信息造福社会。
3.5.4.4

大会注意到在气候服务的开发和提供方面，各国在方式方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
异。但是，大会强调 NMHS 的关键作用和责任是所有各国在提供气候服务时所共有的。在
这种情况下，大会鼓励 NMHS 考虑并推动各国设立机制，对其在基本气候资料、诊断、气
候系统监测、以及长期预报 (LRF) 方面的活动予以协调，协助理顺 GPC 和 RCC/RCC- 网的
核心产品和服务。大会强调在所有这些领域，NMHS 最有可能是真实信息、产品和服务的
渠道，因此，认为结合 GFCS 对其在气候服务方面的作用予以支持将是 WCP 的主要优先重点。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3.5.4.5

大会认为 WMO 在建设业务机制，提供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在七实施方面承担着首要责任。大会认为 NMHS、区域气候中心 (RCC)、WMO 指定的
长期预报全球制作中心 (GPC) 及其它机制在全球范围从事着基本气候资料和气候系统监测
工作，将构成气候服务开发、制作和提供的基础，成为所提出的 GFCS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大会强调 CSIS 将需要与气候服务用户建立密切关系，结合 GFCS 气候用户界面平
台 (CUIP) 部分促进沟通和反馈过程。考虑到世界各地对业务气候服务的要求，WMO 将在
确保提供各级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业务机制建设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因此，大会通过了
决议 17(Cg-16)-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实施。

区域气候中心 (RCC)
3.5.4.6

大会重申 RCC 作为 CSIS/GFCS 的主要部分十分重要，特别是其有助于参与其中
的会员国改进气候活动，提供多种多样的气候信息，还强调有必要将 RCC 发展成为英才中心，
遵守标准和准则，确保产品达到最高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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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7

大会注意到《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手册》第一卷 ( 全球部分 ) 修正
案已经 EC-61 批准，为 WMO RCC 的正式指定设立了标准。大会还注意到关于设立区域气
候中心的第 4 号决议 (EC-61) 已得到通过，为 RCC 的实施和运行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为
有关实体的作用和责任予以了明确。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指定标准能充分满足一个全球标准化
的 RCC 结构，由此通过 RCC 网络理念实现区域能力和优先。大会赞赏 CCl、CBS 和区域协
会共同为此所作的努力，对 RCC 和 RCC 试点项目取得的初步进展表示满意。
3.5.4.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北京气候中心 (BCC) 和东京气候中心 (TCC) 在 2009 年 7 月正
式指定为第二区协的 WMO RCC 后已开始运行，并已有效和成功地承担起法定职责，包括
气候监测、长期预报和资料的业务提供以及能力建设工作。大会注意到 TCC 网站根据 RCC
的法定功能提供了各种产品，并可以此作为一个良好的模式供其他 RCC 参照执行。

3.5.4.9
大会对区域协会在 RCC 实施方面超前的参与表示赞赏。大会尤其对六区协的
RCC 网、NEACC( 第二区协 ) 及 ACMAD 和 ICPAC( 第一区协 ) 分别于 2009、2010 和 2011
年开始试点阶段表示欢迎。大会热情赞赏一些区协最近做出的启动试点阶段的决定，它们是：
第一区协的 RCC( 北非和 ECOWAS RCC 网、SADC RCC 和 CEMAC RCC)、第二区协 (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 ) 和第三区协 (CIIFEN、南美北部 RCC 网和南美南部 RCC
网 )。大会敦促有关区协抓紧准备尽早开始试点阶段。
3.5.4.10

在这方面，大会敦促会员和秘书长迅速扩大 RCC 的覆盖范围，特别是要把重点
放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气候需求上。大会感谢韩国国际协力团 (KOICA) 为提高
非洲现有区域机构的能力，协助其达到作为 WMO RCC 的要求所给予的支持，并敦促秘书
长创造此类机会，为 RCC 的发展寻求自愿资助。
3.5.4.11
大会注意到 “WMO 区域气候中心 (RCC) 的设立和管理 ”(WCASP No. 80，WMO/
TD-No. 1534，有英 / 法 / 西文 ) 这份文件对设立和实施 RCC 和 RCC- 网的程序予以流程清，
也对 RCC 和 RCC 试点的设立和运行给予了相关指导，并要求秘书长做工作，让所有申请成
为 RCC 的各方应用这些程序。大会认为有必要设立标准化流程规范 RCC 产品的开发，包括
LRF、其演示 / 风格 ( 外观、格式等 )，以及向 NMHS( 包括通过网页 ) 及本区域其他有关气
候机构的交付及对其的检验评估。
3.5.4.12

大会还注意到有些面积较大地区，涉及数个区域协会的数个领域，对气候信息
有着共同需求 ( 如极地地区、地中海地区、东南亚地区 )。因此，大会鼓励建设此类跨区域
RCC 的行为。特别是，大会注意到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提出的建议案，
即确定北极和南极 RCC 的范围，同时指出这类中心会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气候产品的质量。
3.5.4.13

大会注意到 CCl 与 CBS 之间有必要就设立、实施、指定和运行 RCC/RCC 网继续
合作，赞赏设立了 CCl-CBS RCC 专家组，重点是为了协助扩大和加强 RCC 在世界各地的
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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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展望论坛 (COF)
3.5.4.14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区域气候展望论 (RCOF) 在非洲、亚洲、南美洲和南太平洋岛
屿等世界各地设立了起来，现在是定期举办，对于会员在东南欧、南亚、东南亚、欧亚北部、
加勒比和极地地区长期设立新 RCOF 的尝试表示欢迎。大会敦促会员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扩大 RCOF 的范围，使之成为与各行各业气候信息用户联系的坚强纽带，成为宣传 NMHS
活动的场所。在这方面，大会还认为国家气候展望论坛 (NCOF) 是 RCOF 的逻辑延伸，对
于 NMHS 与国内用户打交道十分重要，并鼓励会员制定有效机制，与国内用户界一道举办
NCOF。
3.5.4.15

大会注意到 EC-PORS 服务专题组 (STT) 最近就极地地区天气、水况、和气候产
品和服务的提供作了一次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区提供的气候产品和服务极为有限，大会认
为设立极地气候展望论坛 (PCOF) 可能有助于弥补这一差距，并鼓励协调一致地努力设立这
样的论坛。

全球季节天气最新状况
3.5.4.16

WMO 及其合作伙伴持续地公布了达成共识的 WMO 厄尔尼诺 / 拉尼娜信息最新

状况，大会对此表示满意。大会认识到，普遍感受到需要更广泛地开发此类季节性气候产品，
大会欢迎将这些更新信息进行扩展，纳入其它行星际震荡的影响，同时也纳入这种季节预测
所产生的潜在的大尺度气候影响。
3.5.4.17

大会注意到，在 CCI 和 CBS 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范围划定程序，全球季节气
候最新状况 (GSCU) 最近有了新的倡议。这个新产品在试点阶段的发展仔细严谨，大会对此
表示赞赏。大会强调需要结合预测的限制性，通过对季节气候展望进行适当的定性，以确保
GSCU 的可靠性和高效率。大会同意，这种更新的目的是帮助 NMHS、RCC 和 RCOF 解读、
描述和评估季节性气候预测的可靠性。大会同意这个新倡议，并敦促所有 GPC、RCC、
RCOF、NMHS 及其他相关机构提供所需的信息并积极支持 GSCU 的发展。

科研对业务气候服务的支持
3.5.4.18

大会对在技术大会 (2010 年 2 月 ) 期间 CCI-WCRP 的联合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表示
满意，大会强调了保持这种长期联系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可以加速最新研究进展在业务气候
服务中的应用，并能保证 GFCS 业务规范和成果的不断改进。大会鼓励发展一种 CCl-JSC/
WCRP-CAS 间的联合机制，用于最新研究成果的业务化并敦促 WCRP CLIVAR 专家组、
RCC 和 RCOF 加强互动。
3.5.4.19

为此，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WCRP/CLIVAR 亚洲 - 澳大利亚季风专家组 (AAMP) 与
第二区协气候服务、适应和农业气象工作组的气候应用和服务分组合作，为第二区协区域气
候监测、评估和预测论坛 (FOCRAII) 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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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3.5.4.20

大会认识到，为了建立提供气候服务的业务机制，并且保证服务质量，会员需要
共享最佳规范，以便在国家层面上建立适用的气候服务机制。大会注意到在线调查 “NMHS
在 适 应 气 候 变 率 和 变 化 中 的 作 用 ” 的 结 果， 该 结 果 已 印 刷 出 版， 编 号 为 WMO/TD-No.
1562，调查的目的是让会员更清楚地了解当前的状况，并找到 NMHS 在发挥提供有关国家
层面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咨询的作用时的能力差距。
3.5.4.21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CCI 正在制定一种关于在国家层面上提升气候服务质量的能
力建设综合策略，并成立了气候服务能力建设战略专家组。大会建议这种策略应纳入机构职
责、气候基础设施逐步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气候学家的资质和认证等内容。大会还敦促
CCI 将能力建设策略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并要求 CCI 起草一个实施计划，以加强 GFCS
的能力建设部分。
3.5.4.22

大会注意到，已有几个会员以及国际组织在过去几年中为 CLIPS 项目组织的培训
活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大会同意， GFCS 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发 CLIPS
课程的内容，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独立的并且可以融入 WMO RTC 常规培训活动的综合课件。
大会敦促会员及相关方制定一个协调性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大会还敦促 WMO
RTC 开展一个持续性的定期培训活动，保证所有会员都能拥有具备提供气候服务相关资质
和能力的专家。
3.5.4.23 大会认识到，预计 RCC 在能力建设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它赞赏地注意到
TCC 为 NMHS 定期组织培训班，并鼓励 RCC 和候选 RCC 加强气候领域的这类培训活动。

用于适应和风险管理的气候信息
3.5.4.24

大会注意到，出席 WCC-3 的关键领域的代表们支持建立气候用户界面机制，该
机制的重点是为各层面的气候信息提供方和用户提供连接。大会认识到，在服务于这一目标
的 GFCS 的 CUIP 有助于发展在气候科学家、特定领域和多学科的科学家、学术界、特定领
域的机构之间建立功能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它还能保证各方能共享开发面向用户的产
品所需的跨学科资料、信息和知识。大会还意识到，各种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都将按照自己的授权在开发领域起到牵头作用。

3.5.4.25 大会认识到气候展望论坛和具体领域的论坛 ( 例如疟疾展望论坛和水文展望论
坛等 )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们能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提供与气候敏感领域的专家进行紧
密合作的机会，帮助了解用户要求，鼓励会员和 CCI 有效使用这些机制，以便让 NMHS 和
WMO 成为一个整体，在 CUIP 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5.4.26

大会认识到，气候变率和变化加重了粮食和水危机，而在 CAgM 和 CHy 的建议
和指导下，WMO 在处理农业和水领域的问题时表现出了独特优势，因此大会要求执行理事
会设立一个 CCl/CAgM/CHy 三方联合专家组 ( 气候、粮食和水 )。联合专家组应和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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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这样的机构紧密合作，而
且，在粮食和水的问题上，联合专家组要肩负 CUIP 的职责。
3.5.4.27

大会认识到，要对气候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和管理，就要了解气候因素和受影响
领域的脆弱性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大会要求 CCI 考虑和其他技术委员会及联合国
机构一起根据脆弱性的信息开发跨学科的知识，从而支持与气候风险管理及适应相关的工作。
大会进一步鼓励 CCI 制作指导性材料，展示在 HLT 确定的四个优先领域 ( 也就是水、健康、
农业和减轻灾害风险 ) 的决策制定中使用气候信息的效益。大会还鼓励 CCI 制作必需的教育、
培训和提高意识的材料，并向气候信息的提供方和用户提供这些材料，其中包括沟通的各种
形式。
3.5.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3.5.5.1

大会回顾到，世界气候研究项目是世界气候计划的一个核心部分，在 GFCS 领导下，
它将在提供气候服务的工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5.6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WCIRP)

3.5.6.1

大会获悉由 UNEP 协调的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响应战略计划 (WCIRP) 在过去些
年不太活跃，并进一步获悉，UNEP 最近已经发起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
的研究计划 (RPOVIA)，将其视作一个针对脆弱性、影响和适应的国际研究的协作机制。大
会注意到，UNEP 要求将该新计划取代 WCP 中的 WCIRP 部分。大会欢迎该计划的形式，
该计划的目的是加强科学领域向决策制定者提供及时的气候脆弱性、影响和适应方面的信息
的能力。大会注意到，PRO-VIA 和全球气候变化适应网络 (GAN)( 另外一个 UNEP 项目 ) 将
要完成 GFCS 中的气候用户界面平台 (CUIP) 的一些目标。
3.5.7

气候协调

对气候变化相关活动和公约的支持
3.5.7.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第十五次大会休会期间，NMHS 在各自国家的代表团内，
尤其是在 UNFCCC 及其下属机构中的作用和贡献都有显著提升。大会还高兴地注意到，
WMO 驻马里常任代表于 2009 年在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 ( 哥本哈根 ) 上再次当选为附属科技
咨询机构 (SBSTA) 主席，任期两年。大会对秘书长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进一步强化了
WMO 在 UN 系统协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而且他促进了 UNFCCC 的工作进程。大会
要求秘书长继续这些工作，并为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纲领的实施提供
支持。
3.5.7.2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在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 (2010 年，墨西哥，坎昆 ) 上通过的协
议，尤其是适应能力和筹资方面的决定，对 WMO 而言意义重大，并为 WMO 提供了重要
的机遇。大会鼓励 NMHS 抓住这些机遇，并酌情突出在国家层面对 GFCS 实施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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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NMHS 要及时上报给 UNFCCC 各方。大会赞赏 UNFCCC 有关落实坎昆适应框架的呼吁，
这可以通过 WMO 的活动受益，其中包括有关 GFCS 的活动。坎昆适应框架包括呼吁加强
和建立区域中心和网络，这些可以很好地与 WMO 的 RCC 开展合作。大会要求秘书长向坎
昆协议中的相关行动和计划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
3.5.7.3
大会欢迎 “UN 协调一致 ” 活动取得的进步，同时注意到，WMO 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UNESCO) 已经在 “ 气候知识：科学、监测和早期预警 ” 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大会要
求秘书长跟进这个项目，并进一步加强知识和工具的开发能力，以便通报与气候适应能力的
相关决策。
3.5.7.4

大会注意到，WMO 已经积极参与且致力于《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AR5) 的规
划过程。大会还高兴地注意到，来自 CCI、WCRP、NMHS 以及气象界越来越多的专家都成
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作者、撰稿人和主席团成员。因此，大会鼓励 CCI 和
其他 WMO 专家继续对 AR5 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气候议程
3.5.7.5

大会注意到 EC-62 的结论，结论的依据是执行理事会气候和天气、水与环境相关
事宜工作组 (ECWG-CWE) 提出的建议，即 GFCS 已纳入气候议程的目标，而该议程到目前
为止为国际气候相关计划提供了综合性框架。大会赞同 GFCS 及其管理机制将取代气候议程
及其协调机制，大会还向合作机构建议正式结束机构间气候议程委员会 (IACCA) 的工作。
3.5.8

世界气候计划的未来结构

3.5.8.1

大会回顾到，世界气候计划于 1979 年在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之后建立，现在该
计划主要由四个关键计划构成，它们是：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WCDMP)、世界气候应
用与服务计划 (WCASP) 包括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CLIPS) 项目 (WCASP)、世界气候研究计
划 (WCRP) 和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应对战略计划 (WCIRP)，后者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行
协调。大会注意到，WCP 自创始以来在气候科学、气候资料的研究、模拟、观测和管理以
及监测、应用和服务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5.8.2

大会同意 UNEP 关于正式结束 WCP 的 WCIRP 组成部分的要求。大会授权执行
理事会评估 UNEP 关于用 PROVIA 替代 WCIRP 的要求，适当考虑其范围、管理结构、资助
安排和针对 GFCS 的优先问题，并对此采取适当的决定。
3.5.8.3

按照 GFCS 的决定 ( 见议题 11.1)，为了支持 GFCS 各个构成部分的实施和运行，
大会认为有必要对 WCP 进行重组。大会决定，新的 WCP 将包括 GCOS、WCRP 和一个新
的全球气候服务计划 (WCSP)，将现有的 WCDMP、WCASP 及 CLIPS 项目下的活动合并，
见本报告附录 2，并通过决议 18(Cg-16)- 世界气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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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议题 3.6)

3.6.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自第十五次大会以来取得的成就。

该计划两个目标，即改进气候预测及提高对人与气候相互作用的认识，取得的特别进展包
括：通过继续开发利用多模式集合工具、开发最先进的资料同化系统以及更好地理解诸如大
气季节内震荡、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NSO) 和亚洲季风等有可能改进季节预报的关键过程，
从而提高季节预报的质量。WCRP 还积极参与改进气候预测，并发起了气候模式比对项目
(CMIP5)，这为气候变化模拟研究提供了框架并为接下来的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奠定了基
础。
3.6.2

大会还高兴地注意到，作为 CMIP5 的一部分，WCRP 正在探索年代际预测的潜力，

这有可能为制定适应战略提供有用的信息。大会赞赏 WCRP 通过经协调的区域气候降尺度
试验 (CORDEX) 来努力改进区域气候预测，该试验目前为世界上许多地区制作区域气候预
测，非洲作为初步重点。大会还注意到 WCRP 的许多其它区域研究项目，并鼓励会员关注
并参与这些活动，特别是 WCRP 正在与主要区域计划和组织一起举办的关于区域分析、教育、
培训和能力开发的讲习班。
3.6.3

大 会 高 兴 地 注 意 到，WCRP 制 订 了 2005-2015 年 战 略 框 架 的 实 施 计 划 (WCRP

2009，WMO/TD-1503，http://www.wcrp-climate.org/documents/WCRP_IP_2010_2015.PDF)，
该计划研究了 ICSU/WMO/IOC/IGF 对 CRP 独立评审中指出的重点，并概述了 WCRP 如何
将最好的气候变率和变化知识现状提供给决策者，提供方式要与所有时空尺度天气和气候预
测有关的挑战和机遇相一致。该计划介绍了 WCRP 如何将其活动和伙伴关系重点放在如何
满足现有和新出现的社会需求上，其中包括气候 / 天气极端事件、海平面变率和变化、干旱
的可预测性和预报、极地气候的季节至多年代际可预测性等。
3.6.4

大会注意到 WCRP 为落实执行理事会加强气候、天气、水和环境预测研究任务

组 (EC-RTT) 的建议做出贡献 [ 见 Cg-16/ 文件 3.3-WWRP]。大会特别欢迎它与世界天气研究
计划在热带对流年 (YOTC)、极地可预测性、季风、季节内至季节预测、模式改进等方面的
合作，以满足天气和气候界的需求。
3.6.5

大会注意到 WCRP 关于 WMO/ICSU/IOC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联合科学委员会最近

会议主要成果的简要报告，该计划重点是制定 WCRP 的长期战略以及 WCRP 科研工作在全
球气候服务框架和全球可持续研究计划中的作用。大会赞赏地注意到，2010 年 2 月 15-19
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与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衔接召开了联合科学委员会第 31 次会议，
并就在气候研究和服务之间继续合作的必要性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以满足为支持适应和
风险管理而对国家气候信息的迫切需求。大会欢迎 JSC 的决定，即建立一个新的区域气候
科学和信息工作组，它将有助于将气候研究成果转化为业务气候服务，并将作为 WCRP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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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CS 和诸如世界气候服务计划等类似努力的主要界面。该工作组的建立旨在处理共同发起
机构对 WCRP 的评审意见，这对于实现 WCRP 战略框架的目标，加强 WCRP 与 WCP 相关
活动的合作将极为有用。
3.6.6

大会认识到气候研究是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确定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五个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并注意到气候研究对提高气候服务提供的质量至关重要。大会鼓励 WCRP 继
续开展活动以支持 GFCS 的实施，同时尊重该计划的共同发起机构，以及尊重 WCRP 联合
科学委员会的自主性。支持 GFCS 的活动包括：(1) 加强科研观测并融入主流，以作为未来
气候观测系统的原型，并为认识气候系统开展气候观测研究 ;(2) 开发具有季节到几百年提
前时间的无缝隙气候预测系统 ;(3) 确保制作气候适应和风险管理所需的和可靠的高分辨率
产品；(4) 促进跨学科研究，为部门和地区具体应用制作必要的气候信息 ;(5) 通过用户反馈
方式把气候信息用户要求发至科研团体和气候服务部门；(6) 为培训和培养高技能人才做出
贡献，以便开展气候研究、业务预测和通讯，特别是在发展中地区 / 国家。大会要求秘书长
确保维持对气候研究的支持，并鼓励继续与其他研究计划如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GAW) 和
WWRP 以及与 CHy、CCl 和 CBS 进行协调。
3.6.7

WCRP 计划通过促进对季节至百年时间尺度全球模拟结果的区域分析以及对

CORDEX 区域模拟结果的分析来开发能力，大会对此表示赞同。大会还高兴地注意到，
WCRP 打算把继续培训尽可能多的年轻科学家参与其活动，例如，通过为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学生、年轻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提供旅费，使他们能参加 WCRP 的科学研讨会、大会和专
题讨论会。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与 WMO、UNEP、IPCC、START、加纳大学及达累斯
萨拉姆和孟加拉高级研究中心共同努力，WCRP 继续努力促进研究与政策的对话，以便把
气候变化适应内容纳入发展计划。
3.6.8

大会欢迎 WCRP GEWEX 和 WGNE(CAS/WCRP 数值试验联合工作组 ) 共同努力，

把外场试验和卫星观测的新结果与理论和云反演模拟研究和参数开发相结合，从而改进大气
模式中云和水汽过程的再现。大会预计 WCRP 与 WGNE 的密切合作将确保把这些能力及时
转化为业务气象服务，通过拯救生命和财产以及通过有效地管理自然资源的方式使各国和国
际社会的公众受益。
3.6.9

大会鼓励 WCRP 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合作，继续倡导建立基本气候变量

(ECV) 和相关变量的全球数据集，同时大会认识到此类数据集是诊断研究特别是长期趋势研
究、气候变率和变化的检测和归因、气候模式开发和评价的重要基础。WCRP 致力于开发
分析和诊断技术，以建立并再处理与 ECV 有关的资料记录和数据集，从而提高它们对于国
际研究界和气候数据集其他用户的价值。大会认识到，迫切需要制定含类似参数的基本气候
变量档案和日常交叉比对的最佳规范，以提高制作这些变量所用方法的透明度并扩大非专家
团体对这些变量的利用。大会感谢 WCRP 和 GCOS 在此领域联合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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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高兴地注意到，WCRP 正在组织一次以 “ 气候研究服务于社会 ” 为主题的，

由国际气候研究团体积极参与的开放式科学大会 (OSC)，拟于 2011 年 10 月 24-28 日在美国
科罗拉多州丹佛举行，并敦促会员参加。这次会议将基于 WCC-3 的成果和高级别专题组的
报告，重点放在研究作用和支持 GFCS 的研究重点上。
3.6.11

大会回顾到， UNESCO 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已在 1993 年加入 WMO 和

国际科学理事会成为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一个发起机构。大会注意到，在 2009 年 6 月召开
的第 25 次大会上，IOC 已 “ 重申 ( 其 ) 继续作为 WCRP 发起机构的承诺，最好是通过经常
性计划预算，每年赞助 125,000 美元。” 但是，大会表示，希望 IOC 的未来捐款能够增加到
类似于 WMO 的水平。会员国强调了 WCRP 对于 IOC 牵头 UNESCO 部门间气候变化平台
的重要性，以及对于 UNESCO 和 WMO 联合牵头联合国全系统以科学和观测为基础的应对
气候变化 “ 知识库 ” 的重要性。在其 2010 年 6 月召开的第 43 次届会上，IOC 执行理事会鼓
励会员国通过其科学家的参与，支持 WCRP 实施计划 (2010-2015 年 ) 的落实。IOC 注意到
2006 年 6 月 WCRP 和 IOC 组织的研讨会的成果，“ 了解海平面上升和变率 ” 一书已于 2010
年 8 月出版。IOC 欢迎成立 IOC/WCRP 海平面变率和变化联合任务组，该任务组将评估科
学认识的现状，并确定致力于发展海平面变化及其对海岸带社区和生态系统影响的最佳预
估的优先重点。IOC 赞赏许多 WCRP 科学家积极参与 2009 年海洋观测大会，并期待 WCRP
帮助提出对未来海洋观测系统的需求，包括对年代际预测所需的深海海洋观测需求。IOC 还
欢迎 WCRP 加强海洋 - 大气研究，并鼓励该计划继续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以支持切合实
际的区域应用。
3.6.12

大会注意到国际科学理事会远景规划过程的成果，其目的是促使科学团体探索选

择方案，并提出地球系统研究总体战略的实施步骤，该战略将鼓励科技创新和解决政策需求。
确定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 “ 五大挑战 ”，即预报、观测、阈值、响应和创新。这些挑战
涵盖了不同的主题，但共同构成系统方法的要素，来研究耦合社会 - 环境系统正在如何发生
变化 ( 包括人和环境的动态响应 )，以及什么行动和干预可改变环境和社会后果。全球可持
续发展研究计划正在制定之中，大会鼓励 WCRP 做出重大贡献，以实现这一新计划的各项
目标。
3.6.13

大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2 给出的关于 WCRP 功能和结构的最新简述，以及作为

本报告附录 3 给出的 WMO、ICSU 和 IOC 协议原有的且未经修改的财务安排。大会根据决
议 9(Cg-1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批准 WMO、ICSU 和 IOC 关于实施 WCRP 的协议继续有效，
并敦促 WMO 继续大力支持并指导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大会要求秘书长提请另外两个发起
组织注意更新后的对计划的简述，并征求它们的意见，同意在必要时修改最初的备忘录及其
附件。

总摘要
3.7

67

WMO 空间计划 ( 议题 3.7)

空基气象观测系统
3.7.1

大会重申了综合卫星系统作为天气、气候和环境监测的观测资料独特来源的重要
性。大会强调了进一步推进仪器相互标定、资料交换、资料管理标准化、用户信息和培训的
重要性，以便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的背景下充分利用空基能力。
3.7.2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目前由中国 (FY-2D 和 FY-2E)、EUMETSAT(Meteosat-9 和
Meteosat-7)、印度 (Kalpana 和 INSAT-3A)、日本 (MTSAT-2)，韩国 (COMS-1) 和美国 (GOES-11、
GOES-12 和 GOES-13) 来确保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业务覆盖；并由中国 (FY-3A 和 FY-3B)、
EUMETSAT(METOP-A) 和美国 (NOAA-18 和 NOAA-19) 来确保极轨卫星的业务覆盖。其
它卫星是正在运行的来自俄罗斯联邦的极轨卫星 Meteor-M1oted 和地球静止卫星 Elektro-L
N1，或采用备份或辅助运行方式。此外，大会强调了由 EUMETSAT、法国和美国提供的
Jason-2 所进行的海面形态监测。大会还回顾了一些会员包括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
本和美国的研发机构以及欧洲航天局运行的卫星任务所做的宝贵贡献。无论这些任务是旨在
进行技术示范，或是支持科学调查，它们的资料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支持气象业务活动和气候
监测。大会鼓励这些卫星运营方尽可能向会员提供数据。大会强调了散射计风数据产品的价
值，它们对热带气旋监测变得至关重要。
3.7.3

大会获悉，几个卫星运营方将在 2014-2017 年时限内计划实施一系列新的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大会鼓励有关区域协会与卫星运营方合作，为用户群体利用这些增强能力做好
准备，以避免任何业务中断。大会回顾到，CBS 曾建议实施新一代卫星的会员应在当前和
未来的系统之间包含一段适当的重叠期，以便进行资料比对和产品检验，以及向业务的顺利
过渡。
3.7.4
牢记从低地球轨道进行卫星探测对于 NWP 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目前尚无针对
2025 年 GOS 愿景所要求的实施上午轨道 ( 穿越赤道时间大约在 5:30) 探测使命的计划，大
会对此表示切。大会鼓励卫星运营方考虑优化未来卫星使命的轨道分布，以减少这一空白。
3.7.5

大会强调，高椭圆轨道 (HEO) 任务有可能补充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成像和空间天气
监测能力，从而提供了极地地区的准永久性观测，并鼓励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在其计划中展
示这类卫星使命给业务带来的好处。
资料调用与用户培训
3.7.6

大会强调需要改善对卫星资料和产品的调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对 CBS
特别届会 (2010 年 ) 考虑下列优先重点的建议表示欢迎：(a) 组织制定资料要求，在资料用户
和提供方之间开展对话；(b) 实施利用卫星传播系统 ( 如 IGDDS 或 GEONETCast) 的持续区
域数字视频广播 (DVB-S 和 DVB-S2)，从而为每个地区提供对卫星资料和产品的有效调用；(c)
在这种广播服务中整合所有相关的资料类型，包括区域间交换的资料；以及 (d) 认识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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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需求，支持协调未来的直播系统以及通过互联网的补充资料调用和分发服务。大会欢
迎在一、三、四和五区协成立区域专家组，以审核对卫星资料调用的需求，以及旨在加强本
地区卫星资料调用的二区协试点项目。
3.7.7

大会对卫星气象教育培训虚拟实验室 (VLab) 的扩展表示欢迎，该虚拟实验室
包 括 由 卫 星 运 营 方 (CMA、CONAE、EUMETSAT、IMD、INPE、JMA、KMA、NOAA 和
ROSHYDROMET) 资助的 12 个英才中心 ( 位于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巴多斯、巴西、中
国、哥斯达黎加、肯尼亚、尼日尔、阿曼、韩国、俄罗斯联邦和南非 )，从而允许在所有的
WMO 区域以所有的 WMO 官方语言组织开展卫星培训。大会欢迎 VLab 通过与其它有关培
训计划 ( 如美国 COMET 计划 ) 的合作伙伴关系，扩大了其范围和受众。大会回顾了区域大
会 ( 如 EUMETSAT 气象卫星大会、GOES 用户和读取会议和最近的亚洲 — 大洋洲气象卫星
用户大会 ) 的作用，以提高用户对卫星系统及其利用的认识。大会鼓励卫星运营方进一步组
织这类活动，并促进 WMO 会员的参与。大会赞扬了中国、日本和韩国未来共同发起并轮
流主办亚洲 / 大洋洲气象卫星用户大会的决定。
3.7.8

大会对用于气候监测的环境卫星资料可持续协调处理 (SCOPE-CM) 的倡议表示欢
迎，预计这一倡议将很快进入业务阶段，并得到拓展。大会提请空间计划考虑并提出类似
的倡议，以协调提供卫星反演产品，以响应其它应用领域的要求，包括灾害性天气预报、
降水估计或火山灰检测。大会欢迎气候学委员会 (CCl) 采取的进一步整合气候监测卫星产品
的方向，以及加强与空间计划和 SCOPE-CM 倡议之间联系的计划。大会希望这种合作将为
WMO 全球和区域气候监测活动带来许多益处。大会建议利用现有的机制，如 CCl 协调的或
SCOPE-CM 内部研讨会、讲习班或专家会议，来弥补用于 WMO 气候系统监测 (WMO-CSM)
的卫星反演产品方面的空白。
空间气候监测架构
3.7.9

大会注意到 EC-62 提出的要求，同意应确定持续空间气候监测的架构，并付诸于
实施，该架构应以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提出的要求为基础，即面向从空间可以监测到
的基本气候变量 (ECV)。大会欢迎启动工作，为此架构拟定概念，详见决议 19(Cg-16) 的附录，
同时指出此架构应是对过去五十年开发的天气预报监测和预报系统在可能的范围内的一种强
化并以其为样板。大会进一步注意到促进实地和空基观测系统协同性的重要性，并建议在架
构开发中将其考虑在内。特别是有关海洋观测，大会认识到现有的 JCOMM 观测计划支持
中心 (JCOMMOPS) 向以上机制提供协调、并推进协同性的潜在作用。
3.7.10

大会同意此架构应确定为一个端到端系统，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业务卫
星机构和空间研发机构、气象卫星协调组 (CGMS)、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全球气
候观测系统 (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和地球观测组织 (GEO)。在 WMO 系统内，
该架构应属于 WIGOS 的空基组成部分。该端到端系统的其它组成部分将包括全球空基相互
标定系统 (GSICS) 的相互标定活动；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协调开展附加标定和
检验活动；SCOPE-CM 范围内开展的产品生成工作；以及 VLab 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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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此通过了决议 19(Cg-16)- 开发气候空间监测架构。
空间天气
3.7.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空间天气跨计划协调组 (ICTSW) 的参与专家是由 13 个 WMO
会员和六个国际组织提名的，该小组所通过的初步工作计划重点是放在对空间天气观测要求
和资料管理标准化等问题的研究审议上，同时要与 CBS 有关专家组磋商。大会鼓励会员提
供预算外资金和借调工作人员，为协调活动提供支持，这是因为空间天气对观测和通信基础
设施以及对航空安全都具有严重影响，而且空间天气预警与气象服务提供之间具有潜在的协
同作用。大会注意到空间天气边会的成果，见本报告附录 4。大会注意到需要会员相互协调，
满足观测和服务需求，以防止空间天气的全球性危害。大会邀请 WMO 空间计划与空间天
气跨委员会协调小组相协调，并在相关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制定近期和长期行动计划，包
括培训和教育，并与 WMO 区域协会合作实施空间天气协调战略。
无线电频率协调
3.7.12

大会对会员为保护无线电频段所作的大量努力表示赞赏，这些频段是分配给气象
系统和环境卫星的。大会敦促所有会员确保继续与其国内无线电通信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积
极参与国内、区域内和国际上有关无线电通信监管问题的活动，保护气象和环境活动所用的
无线电频段。大会还支持理事会的要求，请秘书长优先考虑这个问题。大会还赞赏地注意到，
在处理空间计划关注的无线电频率问题方面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 (SG-RFC) 有效
的工作，还注意到需要将此项工作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磋商会议
3.7.13

大会注意到卫星事宜高层政策磋商会议 (CM) 在大会召开期间举行，这是根据执
行理事会的建议作出安排，大会充分注意到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大会对 A. I. Bedritskiy
博士过去 8 年来主持 CM 期间所展现的卓越的领导才能表示高度赞赏。大会重申由本组织
最高级别的领导主持 CM 的重要性。大会对德国和日本向空间计划援派人员表示感谢，对
EUMETSAT 和 NASA 向空间计划信托基金捐款表示感谢。
3.7.14

大会同意本报告附录 2 中对空间计划的简述。

4.

服务提供 ( 议题 4)

4.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 议题 4.1)

4.1.1

大会赞扬公共气象服务计划 (PWSP) 根据 WMO 战略计划在第十五个财政期间得
到成功实施。大会强调，通过国家 PWS 计划向公众提供的服务代表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最
显著的工作，也正因如此，对它们的信誉贡献巨大。PWS 计划通过把重点放在用户关注的
重要性，NMHS 的质量管理与能力建设，持续提高向用户团体特别是公众提供气象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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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服务的质量，促进了 WMO 预期结果 (ER)7 的实现。大会认识到 PWS 计划的强化依赖
于制定多部门合作模式，这样，通过合作关系，气象团队的技能可以得到补充。大会要求加
强 PWS 计划，以便充分实现国家 PWS 计划的潜在效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 (LDC)。关于 PWS 计划的完整描述见本报告附录 2。
WMO 服务提供战略
4.1.2

大会支持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即制定 “WMO 服务提供战略 ” 提交大会通过，
旨在评估和指导会员开展服务提供的实践。服务提供是一种连续的、周而复始的不断开发和
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的过程。服务提供进一步定义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用户参
与 — 确定用户，了解其需求，并了解天气、气候和水的有关信息在不同部门中的作用；第
二阶段：服务设计与开发 — 用户、服务提供方、供给方和合作伙伴在建立、设计和开发各
项服务中的互动过程，确保用户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第三阶段：提供服务 — 制作、分发
和传达符合用途并针对用户需求的资料、产品和信息 ( 即服务 )；以及第四阶段：评价与改进 —
收集用户反馈和开展绩效衡量的过程，以不断评价并改进各类产品和服务。该战略基于 EC62(2010 年 6 月，日内瓦 ) 批准的 “WMO 服务提供指导原则 ”。虽然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
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 (EC-WG DRR & SD) 根据该战略起草的方向确定了 PWSP 的任务，并
牵头协调该战略的制定，但是该战略针对整个 WMO，适用于在服务提供中起作用的所有活
动和计划。大会特别注意到，在制定该战略时，已经征求来自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及其附
属机构、EC 附属机构和 WMO 各计划的意见。大会向所有参与制定该战略的人员表示感谢。
大会在批准这项服务提供战略时，强调其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协同，还要求制定
一项实施计划，以指导会员在国家层面的努力。
4.1.3

大会注意到，虽然 WMO 会员在建设基础设施和提高模拟能力以改进产品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但在服务提供方面的发展并不总是与技术能力的提高相匹配。大会充分认可服
务提供作为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中本组织的战略主旨之一。大会强调，该战略的实施应被
NMHS 用于改善其与用户的关系，从而增加 NMHS 产品和服务与决策过程的相关性，并最
终显示 NMHS 在会员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4.1.4

大会强烈支持这一倡议，并通过了 “WMO 服务提供战略 ”，见本报告附录 5。大
会要求区域协会在制定适合其各自区域的具体计划时，应充分利用该战略，并促进区域合作。
大会进一步敦促会员寻求一切机会通过先进的能力建设手段转移知识，并记录最佳做法。大
会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实施该战略。
会员在提供 PWS 方面的重点领域
4.1.5
对于 PWS 计划，大会强调各国的 PWS 计划要妥善开展，做到可靠有信，成为
NMHS 与用户之间联系的重要途径，该计划是气象水文服务于全社会、实现效益的主要渠道。
因此，在协助 NMHS 确保用户界的长期信任方面，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这种长期信任完
全是通过提供由媒体合作伙伴发布的高质量的日常预报服务以及加强公众对 NMHS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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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的。反之，对于发生频率低的灾害性天气事件的预警要见效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4.1.6

大会强调会员是多灾种、多尺度早期预警系统的强大支持者。为了使这些系统有
效，需要把它们嵌入到一个端 - 到 - 端 - 再到端的服务提供业务框架中。大会一致认为，气
象界需要接受这种做法，因为这有助于 NMHS 证明其持续改进 QMS 基础的承诺。
4.1.7

大会赞同国际 PWS 研讨会 (2007 年 12 月，日内瓦 ) 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服务
提供的关键所在，为 PWS 计划的实施提供指导，使 NMHS 能够提高其服务水平，具体如下：
(a)

提高预警服务和产品及其分发水平，成为PWS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b)

开展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

(c)

改进NMHS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范围；

(d)

促进气象、气候、水文等科学及有关技术的应用，改进产品和服务；

(e)

参与示范项目和合作活动；

(f)

确立PWS的最佳作法，并加以推广；

(g)

研究气象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并提供相关信息；

(h)

为了更好的了解用户需求，开展普查和评估工作；

(i)

颁布PWS专家组的工作成果。

4.1.8
大会赞同 PWS 计划的主要关注领域。这些领域遵循 PWS 的战略目标，符合
WMO 的战略计划，以会员通过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特别是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和
区域协会反映的意见为基础，详见如下：
(a)		
端-到-端-再到端的服务提供 – 与用户合作、了解用户需求、全面质量管理、不断
改进工作；
(b)		
加强经济和社会福祉 – 与天气敏感部门合作并对其提供支持，从而促进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
(c)		
教育和培训 – 针对向用户界，尤其是向公众提供所有方面公共气象服务的NMHS
员工开展能力建设和技能培养；
(d)		
对有效制作的多灾种警报进行分发和双向沟通是有效早期预警系统(EWS)关键的
第一步 – 为预报、警报和用户反馈建立有效和及时的分发和通信系统；
(e)		
较强的沟通和媒体技巧 – 发展有效沟通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为特定媒体和用户需
求定制语言的技巧，以及在所有媒体中使用的技巧，包括新兴的媒体，与媒体组
织建立重要的伙伴关系，这是提供成功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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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公共教育和意识 – 加强公众意识，以提高他们对NMHS警报和预报的响应能力，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4.1.9

有鉴于此，大会支持 PWSP 在履行职责方面所采取的方法，以便响应用户优先考
虑的事项，并要求通过如下方式继续推进：
(a)

通过专家工作的知识转让；

(b)

通过培训和制作指导材料来开展能力建设；

(c)

开展边干边学的示范项目。

实施 PWSP 以响应会员的优先重点

知识转让
4.1.10

大会承认，有关专家在 PWS 活动所有领域的工作都是 PWSP 的关键组成部分，
也对取得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大会感谢让专家参与 PWS 专家组的所有会员，并要求在第
十六财期继续使用这种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能力建设
出版物和指南材料
4.1.11

大会赞赏在休会期间出版了七个指南和五个摘要指南，这解决了 PWS 的关键问
题，所有这些指南在全球互联网上都能免费获取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
publications_ en.htm)。大会鼓励会员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出版物，并要求 PWSP 继续编写此
类指导材料。

培训
4.1.12

大会强调，公共气象服务的提供需要 NMHS 具有具体的能力并需要进行有关的
教育培训，并对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与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密切合作，制定这些
资质要求表示满意。大会注意到，PWSP 在休会期间为 WMO 所有区域的 NMHS 举办了 26
次培训班和研讨会，其中许多活动是与热带气旋计划 (TCP) 和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DPFS)
计划合作举行的。大会要求以互补的方式继续优先考虑开展有关其它计划和倡议的能力建设
的公共气象服务培训活动，包括 GFCS。大会感谢承办以上培训活动并提供其专家作为教员
的会员，并敦促发达国家继续向欠发达的 NMHS 员工培训提供协助。此外，考虑到服务提
供战略的重要性，大会强调培训在服务提供中是确保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并要求秘书
长为此领域安排培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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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员网络
4.1.13

大会注意到国家联络员网络在支持会员实施 PWS 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并要求那
些尚未开展此项工作的会员提名国家 PWS 联络员，并让他们掌握足够的技能和资源来承担
PWS 的任务。

示范项目
边干边学 (LTD) 项目
4.1.14

大会支持 PWS 边干边学 (LTD) 的示范项目，该项目通过与各个社会经济部门建
立伙伴关系的方式来重点协助 NMHS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范围。大会认为该方法是对
《2007 年马德里行动计划 (MAP)》和 WMO 有关服务提供战略主旨的直接响应。第十五财
期在东非、西非、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实施了许多项目，大会对此表示欢迎。这些项目针对卫
生、农业、渔业和交通部门，并对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会感谢西班牙
国家气象局 (AEMET) 一贯慷慨地支持西非、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参与 LTD 项目。

4.1.15

在所有项目进行过程中，参与项目的 NMHS 都了解了用户部门的需求，并且设计、
制作和提供了新的或改善的产品来满足具体的需要。同时，用户部门也适当地表达了自己的
需求，他们在 NMHS 的帮助下掌握了分析和解释 NMHS 提供的相关数据的方法，并将这些
信息应用到各自部门。这些项目的成果还包括：创建了多学科团队，这些团队能够和用户进
行有效沟通；加强并扩大了和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气象服务效益的量化工作所需的社会经济
评估技能得到强化；对相关员工和官员进行了交叉培训；提高了服务交付的及时性。大会对
该项具有成本效益的能力建设方法表示认可，并要求秘书长对 LTD 进一步的示范项目的实
施提供必要的支持。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4.1.16
大 会 同 意 PWSP 应 成 为 各 种 SWFDP 的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 包 括 南 太 平 洋
SWFDP)，这将有助于提升参加项目的 NMHS 根据 LTD 方法向灾害管理机构、媒体和公
众提供改进的灾害性天气警报和预报的能力。大会要求 PWS 和 DPFS 计划在今后所有的
SWFDP 项目中都继续采用这种合作方式，并相信这为具有相互关联目标的不同 WMO 计划
( 包括 DRR 计划 ) 的集成树立了一个好的样板。

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项目
4.1.17

大会对 PWSP 在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服务 (MHEWS) 框架中协调 2010 年世博会
短时临近预报服务 (WENS) 示范项目上所担当的角色表示赞赏。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临近预
报应用来展示高影响天气短期预报的进步，促进 WMO 会员对临近预报服务的了解，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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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提高他们的临近预报服务能力。在历时六个多月的世博会期间，该项目得以成功实施。该
项目所取得的经验将通过临近预报服务提供指南和能力建设研讨会的方式与所有会员分享，
以期将临近预报技巧和技术向有需要会员的业务使用转化，正如目前现有的一些系统所展示
的那样。
4.1.18

大会欢迎 PWS 和减灾项目 (DRR) 在实施 WMO 加勒比区域性 MHEWS 项目上
进行的合作。PWSP 的工作重点是协助加勒比地区的 NMHS 提高向灾害风险管理 (DRM) 机
构、媒体、社会经济领域以及公众提供服务的能力。PWSP 将通过牵头开展对 DRM 机构、
NMHS 以及媒体在沟通程序培训以及网站开发和管理的方法来促进活动的实施。
公共预报和警报的国际交换
4.1.19

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进一步加强 NMHS 作为预警和公共天气预报官方权威来
源的知名度并促进公众和其他用户获取官方信息来源。大会认为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WWIS)
网站 (http://worldweather.wmo.int) 拥有每月 1200 万次点击率已经从一个项目发展成会员的
主流活动，它为 1340 多个城市提供官方预报。大会注意到 WWIS 上的图形经升级更便于使用，
并且提供 9 种语言服务 ( 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俄语
和西班牙语 )。大会赞扬所有的网页主办方特别是中国香港协调并领导的活动。大会敦促所
有的会员继续为 WWIS 做出贡献。
4.1.20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由中国香港做的有关 WWIS 挑战和机遇的报告，其中强调了以

下需要：
(a)

可获取的更多城市的官方预报；

(b)

可行的情况下，更长的预报时效；

(c)

可行的情况下，包括更多的预报要素，比如相对湿度、风；

(d)

预报中更高的时间分辨率；

(e)

手机版本。

4.1.21

大会一致认为，WWIS 的以上改进，特别是 WWIS 手机版本的开发，将使公众和
媒体更好地获取由 NMHS 发布的权威气象信息，并将进一步提高 WMO 及其会员的知名度，
因此 PWS 应积极开展以上行动。
4.1.22

大会注意到经执行理事会同意秘书长已批准各组织获取 WWIS 资料，以发展其它

总摘要

75

媒体产品。
4.1.23

大会注意到 WMO 一家私营部门与中国香港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公众和媒
体通过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 (SWIC) 网站 (http://severe.worldweather.wmo.int) 获取官方的热带
气旋预警。大会同意此项工作极大地提高了 SWIC 作为来自会员的官方热带气旋预警门户的
地位。大会还忆及会议期间关于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讨论 ( 议题 11.5)，并支持进行灾害性
天气信息的标准化，尤其是热带气旋咨询和预警，以便改进公众和媒体通过互联网对此类信
息的获取和了解。
4.1.24

大会引用了欧洲多灾种气象意识 (EMMA) 项目以及在该项目下建立的气象警报网
站作为国际合作最佳做法的实例。27 个欧洲国家通过 EMMA 进行合作，以统一的方式提供
警告信息，从而促进将警报更有效地传递给欧洲公民。
4.1.25
大会还通过了 PWS 活动实施网上 “WMO 会员预警机构注册表 ”(http://www-db.
wmo.int/alerting/edit.asp)，并注意到引入 “ 注册表 ” 是实现会员所确定的优先领域，即 “ 传
播天气预警唯一官方声音 ” 的一个重要步骤。大会要求会员继续开展 “ 注册表 ”，以保持随
时更新，并指出 “ 注册表 ” 中的会员当发布国家预警时发挥其权威的作用。
4.1.26

大会欢迎试试共同预警协议 (CAP) 作为一项 PWSP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联合
协作的工作。这将促进所有预警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向公众和所有用户发布。
PWS 的社会和经济应用
4.1.27

大会大力支持 PWS 计划的活动以协助会员评估和展示其向用户群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大会强调了气象和水文服务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对社会的
重要贡献，并要求秘书长继续重视 NMHS 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包括组织培训和能力建设，
以量化社会经济效益。大会要求由秘书长在 PWSP 下建立的帮助实施 MAP 的 WMO 天气、
气候和水服务社会经济效益论坛，以加强与服务提供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工作。在这方面，
大会表示希望举办第二次关于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主题的国际会议，以进一步
推进 2007 年在马德里开始的工作。大会还批准了 PWSP 与 THORPEX 社会经济研究和应用
(SERA) 工作组的紧密合作，并鼓励在第十六财期继续开展这种合作。
4.1.28
注意到会员从通过调查进行的用户满意度评价中获得的利益，大会高兴地得知，
PWS 计划已经制定了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的指南，这些指南连同抽样调查发布在 PWS 的网
站上：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surveys.htm。
4.1.29

大会认识到在那些天气预报和产品已经商业化的区域维持优质 PWS 的挑战，因
而建议会员不要忽视免费提供优质公共气象服务带给社会的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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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媒体的关系
4.1.30
大 会 支 持 PWSP 继 续 有 利 地 参 与 国 际 广 播 气 象 协 会 (IABM) 并 欢 迎 IABM 在
WMO 各种能力建设活动中的作用。大会支持更加关注利用社会媒体作为加强沟通和服务提
供的渠道。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专业天气和气候传播者网路的工作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和向公众传播 PWS 产品的渠道。
4.1.31

大会注意到，需要使用各种媒体渠道，以确保信息有效地传递给不同的用户。认
识到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媒体的发展，大会强调，NMHS 有效地利用这些沟通渠道，对于改
善服务提供和加强与公众的联系非常重要。大会还认识到，作为一种已确立的沟通方法，
RANET 非常成功地把关键的气象信息带给了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农村社区。
特大城市和 WMO
4.1.32
特大城市是指人口达到 1000 万人或以上的城市。到 200 年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一
共有 19 个特大城市。预计到 2025 年将有大约 26 个特大城市。特大城市通常靠近海岸沿线
或主要河流和三角洲，由于地理位置和较大的经济、人口和建筑物密度面临许多挑战。

特大城市所面临的挑战
4.1.33

大会承认，天气、气候、水和环境事件可对卫生、运输、能源和水部门产生巨大
的影响。灾害性天气如与热带气旋相关的洪水、强雷暴或季风、热浪和寒潮、大暴雪的后果；
以及与灾害性天气相关的交通拥挤都是特大城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健康影响通常是与以下
几项联系：(1) 越来越高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以及 (2) 越来越严重的肺、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
这是由于较差的空气质量，热或冷的压力。灾害性天气可成为特大城市中所谓 “ 多米诺效益 ”
的来源。例如，特大城市内和周边发生大暴雪可能会造成供电线路由于冰雪的重量而瘫痪，
城市失去基本能源同时道路和铁路交通混乱造成本来拥挤的交通进一步混乱，这可能会导致
缺乏食物或向城市输送燃料，并可能阻碍应急服务如警察、消防和救护车抵达需要紧急服务
的必要地区。几乎所有特大城市主要面临的是淡水挑战，这是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咸水入
侵含水层、洪水和干旱干扰供水，以及日益增长的需求。

应对挑战
4.1.34

为了抵御环境灾害，大城市需要气候、天气和环境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规
划需要气候信息和服务，而天气信息及服务可以满足当局和民众应对灾害和高影响事件的需
要。大会一致认为，应对上述诸多挑战的首要措施是提高大城市 NMHS 的能力，以便与市
政府公共天气服务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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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

大会强调，对于 NMHS 而言，重要的是提供贴切用户需要的服务，旨在改进沟
通及客户关系。对于气象学家、水文学家以及大气和气候科学家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要与负
责气象预报、洪水预报和防洪等机构合作。这些活动将促使从应对灾害影响转变为预御灾害
影响。如同一个为所有合作伙伴以及大城市的公众分发和传递信息的完善的多渠道系统那样，
使用临近预报系统来提供引发山洪的强雷暴预报是应对环境挑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上
海这个大都市应对因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带来的诸多挑战为例，它的成功是通过在 2009 年
建立起综合公共气象服务业务平台，从而加强中国气象局 (CMA) 上海市气象局 (SMB) 与其
它机构和专业用户之间的整合。这个平台旨在由专业执班人员将 PWS 的提供转变为日常工
作，以及为研究院所、政府、专业用户以及公众提供具有高针对性的服务。在首席服务官员
(CSO) 的指导下，该平台为包括政府部门、紧急响应机构、公众和对天气敏感用户在内的
26 个部门开发了决策产品。

WMO 在各大城市开展的活动
4.1.36

大会注意到，WMO 参与了许多尤其是为应对大城市所面临诸多挑战的项目，包
括世博会临近预报服务 (WENS) 示范项目，以便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应对灾害和高影响天气
灾害。GAW 城市气象和环境研究 (GURME) 项目涉及空气污染的气象及相关特征。GURME
试点项目已在多个大城市开展，包括北京、墨西哥城、莫斯科、新德里、圣地亚哥和上海。
GURME 还涉及 EU MEGAPOLI 和 MACC 项目。WMO 还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及其它组
织一道参与了新近开展的上海健康预报计划，这是一项探索性活动，旨在为上海、伦敦和纽
约等大都市建立针对各类对天气和气候敏感型疾病的早期预警和检测系统。
4.1.37

大会认识到，要想有效地解决与大城市有关的问题，将需要对从研究到服务提供
的一系列广泛活动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以支持各种用户群体。这项工作将借鉴除 PWS 之
外的一些 WMO 计划如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和大气环境研究 (AER) 以及参与
补充努力的其他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知识。大会要求秘书长对当前涉及大城市的工作
进行统筹安排，为紧急应对这一新出现的问题给予必要的支持。大会还要求 CBS 和 CAS 在
这一问题上进行合作领导，以确保有关研究和业务服务提供计划之间的高度有效联系。
4.1.38

大会通过了决议 20(Cg-16) –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4.2

农业气象计划 ( 议题 4.2)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4.2.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自 2007 年第十五次大会以来实施农业气象学计划方面的进
展和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报告 (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
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1062))。该计划按照战略计划的指导和第十五次大会的要求得
以成功实施，大会对此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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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大会注意到，根据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在第十五次届会 (2010 年 7 月 15 日至 21 日，
巴西贝洛奥利藏特 ) 上通过的决议，农业气象学计划活动正在通过三个开放计划领域组予以
实施：
(a)

农业生产的农气服务；

(b)

农业气象服务的支持系统；

(c)

农业领域的气候变化 / 变率和自然灾害。

4.2.3

大会肯定了秘书处在 CAgM 第十五次届会前组织 “ 着手解决农民的生计危机：天
气和气候服务 ” 国际研讨会的工作。大会感谢巴西政府承办该研讨会，同时感谢许多共同发
起该研讨会的组织。
4.2.4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以下方面取得的进展，东南欧干旱管理中心 (DMCSEE) 的设立，
气象、农业和水文干旱确定了达成共识的指数、NMHS 和农业领域的互动加强、农业气象
项目得到更多认捐者的资助、与联合国机构和各类非盈利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
4.2.5

大会还注意到，CAgM 已经制定了休会期间的工作重点：在区域、国家和局地三
个层面支持农业气象培训；为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以及合作伙伴机构开发出更优质
的服务；鼓励开发在预报员 / 科学家、延伸服务以及农业决策者之间的知识共享平台；鼓励
WMO 会员和其他组织共享信息，形成协同作用，支持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这些都为它在
GFCS 用户交互平台组成部分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出版物
4.2.6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AgMP 的活动已经有了几个重要出版物，其中包括一些科学
杂志的专刊，如《农业科学》和匈牙利气象服务季刊《天气》以及施普林格 (Springer) 出版
的《农业中的天气和气候风险管理》、《气候和土地退化》和《南亚的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
大会也赞赏地注意到，CAgM 已经发布了几个研讨会的文集，三个宣传册和八张光盘。大
会确认并鼓励发布光盘，以此帮助会员更快捷地获取信息，并在有限的资金内用尽可能多的
WMO 官方语言发布信息。。
4.2.7

《农业气象规范指南》(WMO-No 134) 已经完成，大会对此非常赞赏，并对所有
提供帮助的个人和机构表示感谢。大会要求在网络上免费提供指南的电子版本，同时广泛分
发光盘。大会要求会员筹集资金，将指南翻译成其它语言。
与干旱有关的活动
4.2.8
大会注意到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召开的干旱早期预警系统跨区域研讨
会 (2009 年 12 月 ) 上通过的 “ 干旱指数林肯宣言 ”，并决定使用标准降水指数 (SPI) 鉴定气
象干旱。大会通过了决议 21(Cg-16)- 所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采用标准降水指数描述气象干旱
的特征。而且，大会注意到并支持 WMO 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ISDR) 关于农业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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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水文干旱指数正在开展的工作，这些指数将为 2011 年联合国降低灾害风险全球评估
报告 (GAR11) 一章提供素材。
4.2.9

大会注意到，虽然频频的旱灾对社会经济各领域都造成了影响，但是干旱政策方
面仍然存在着差距，这需要各方协同努力，进行有关制定并采纳国家干旱政策的讨论，以便
提供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由于缺乏法律框架，很多政府在干旱管理方面的工作缺少前瞻性。
因此大会建议召开一个 “ 国家干旱政策高层会议 ”，并且建议 WMO 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 (UNCCD) 秘书处开展密切合作，还参与了支持 UNCCD 国家行动计划 (NAP) 实施过程背
景下的减缓干旱活动。也应使用预算外资金将他相关组织联系起来。如此高级别会议将有助
于联合国全系统连贯地应对干旱影响。
4.2.10

大会支持秘书处与全球水伙伴组织在制定拟议的干旱综合管理计划方面的工作，
并敦促秘书处为此项提案寻找其他合作伙伴。该项工作的主要方式就是协调全球力量，加强
干旱监测、风险识别、干旱预测、早期预警服务以及建立干旱管理知识库。
国家农业气象站网 (NASNET)
4.2.11

大会对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6 (EC-60) 批准建立 “ 国家农业气象站网 (NASNET)”
表示支持。大会建议 NMHS 和大学或国家、区域以及国际机构参与到农业研究，这些机构
和大学所维护的农业气象站应视为宝贵的国家资源，各 NMHS 的局长还应与上述各方进行
对话，在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协调下，将所有由不同实体运行的台站集中起来，在
一个通用框架下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农业气象站网。
适应气候变化
4.2.12

大会认同南亚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学术研讨会 (2009 年 8 月，孟加拉，达卡 ) 上
提出的建议，即在南亚创建一个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网络 (CCFSSANet) 和一个南亚气候展
望论坛 (SACOF)。鉴于可用的财务资源，大会要求在其他区域组织组织类似的区域讲习班。
4.2.13

大会同意西非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研讨会 (2009 年 4 月 27 日至 30 日，布基纳法
索，瓦加杜古 ) 提出的建议，会议呼吁建立一个西非及中非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网络
(ROCACCSA) 以及一个技术性秘书处，这些将作为 ECOWAS 次区域气候变化活动计划的一
部分，该计划包括西非国家和区域主管机构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构成。

4.2.14
大会注意到，WCC-3 的成果和 GFCS 相关组成部分的将进一步指导 AgMP 和
CAgM 的活动。为了使得气候信息能更好地改进土地管理、农业以及粮食安全 ( 包括风险评
估和信息提供、合作和合作伙伴 ) 的工作，需要适应性策略来增强农业系统的弹性以及减缓
气候变化。大会认为，对于 GFCS 的气候用户界面计划 (CUIP)，CAgM 将是一个主要贡献者。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 CAgM 和 AgMP 应确定一系列与粮食安全、用于可持续农业和 GFCS 的
CUIP 农业风险管理的气候服务相关的优先重点并制定试点项目的方法以实现预期的可交付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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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计划的实施 – 与 WMO 其它计划的互动
4.2.15
大会注意到，WMO 的 GAW/WWRP 和 CAS 已经制定了一个沙尘暴预警和咨询
系统 (SDS-WAS)。农气计划已经在可能的农业应用方面为这个项目提供了投入，大会对此
表示感谢。
4.2.16

大会注意到，世界银行 /WMO 在东非维多利亚湖区域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分析干
旱历史以及开发保障粮食安全和粮食援助的季节内作物产量预报来增强农民及渔民的生计安
全。大会确认，该项目将支持 GFCS，并将与 WMO 和世界银行的其它项目挂钩，这是 CBS
的一项活动 ——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大会敦促暖气计划继续把 NWP 预报
产品及其在农业决策制定中的应用联系起来。
4.2.17

大会鼓励农气委为新的 CCl-CAgM-CHy 气候、粮食和水资源工作组的工作做出

贡献。
农业气象区域活动
4.2.18

大会注意到，区域协会已经建立了有关气候服务、适应和农气新工作组或有关气
候和水文的工作组 ( 具有农业气象分工作组或子任务 )。大会注意到，CAgM 第十五次届会
建议，在所有区域联合会中重新组建农业气象工作组，这个建议已被采纳并实施，但是由于
缺乏资源，只有两个工作组得以开会。大会敦促各会员提供资金支持，确保这些工作组能在
下一休会期内召开会议。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WAMIS)
4.2.19

大会敦促会员通过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WAMIS-www.wamis.org) 积极参与并
向全球社会分发自己的产品，通过该平台，50 多个国家和组织提供了超过 77 个工具和资源
链接，旨在帮助各国改进它们的公报和服务。大会感谢意大利和韩国在提供 WAMIS 镜像
服务器方面的帮助。大会感谢并支持在 WAMIS 上开发一个与 ISO 兼容的搜索引擎，这样
WAMIS 信息就能成为 WIS 的一部分。大会注意到韩国，意大利和美国捐献的自愿捐款对于
开发和维护 WAMIS 是非常重要的。大会支持 CAgM 开发下一阶段 WAMIS 的工作，并敦促
考虑将任何进一步的发展纳入 WIS。
培训和能力建设
4.2.20
在组织农业气象学课程评审专家会议之后，《农业气象学课程指南》(WMO-No
258) 得以出版，大会对此表示赞赏。大会敦促秘书长广泛分发该新指南，并且将其翻译成
尽可能多的正式语言。大会强烈敦促各会员向国家机构广泛分发放这些协调一致的课程安排，
并鼓励他们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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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大会强调，通过组织天气、气候和农民主题的巡回讲习班将天气和气候服务带给
使用者，这种形式非常重要。AgMP 向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斯里兰卡和秘鲁的
NMHS 提供了支持，旨在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召开巡回讲习班，大会对此表示满意。大会
进一步强调需要通过一些互动活动，如乡村集市、高级的教学系统和气候应用学校，向各界
用户提供天气气候信息应用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指南，大会还敦促所有的 NMHS 支持和广泛
地利用这些互动性活动。
4.2.22

大会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西班牙气象局向 METAGRI 项目 ( 用于支持西非 NMHS 在
本国组织巡回讲习班 ) 提供的资金支持。大会敦促会员使用这样的机制在各自区域开展巡回
讲习班。
4.2.23

大会注意到 CAgM 第十五次届会批准了一些主要的优先重点包括各级别的农业气
象培训以及发展科学家 / 预报员、农业扩展服务和农业决策者之间的知识共享。此外，鉴于
CAgM 与农业社会，特别是自给农民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及与能力发展的密切联系，大会敦促
应鼓励教育和培训计划与 AgMP 开展进一步的合作以及资源共享，AgMP 应通过 GFCS 得
到进一步支持。
合作伙伴
4.2.24

大会对于 WMO 和一些国际和区域组织继续开展合作并实施农业气象学计划表示
满意，这些机构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联合国
粮农组织 (FAO)、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欧洲科学基金会 COST 行动、农业气象和水文区
域培训中心及其应用 (AGRHYMET) 和非洲促发展气象应用中心 (ACMAD)。大会注意到，
这些机构之间持续不断的联系对于 GFCS 的气候用户界面计划 (CUIP) 农业部门的发展很有
帮助。
4.2.25

大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2 对计划的简述，并通过了决议 22 (Cg-16) ﹣农业气象

计划。
4.3

热带气旋计划 ( 议题 4.3)

4.3.1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热带气旋计划在第十五财期取得的成果。本报告附录 2 给出了
热带气旋计划简述。
培训和能力发展
4.3.2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热带气旋计划 (TCP) 成功实施了多项培训计划以提高发展中
国家在热带气旋方面的预警能力。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在一、四、五区协由法国气象局、
NOAA 和澳大利亚气象局分别承办的 TCP/PWS 联合培训研讨会在此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培训内容覆盖了业务预报更广的范围，包括提供服务。大会欢迎一、五区协培训研讨会最近
取得的进展，TCP 与 DPFS 合作，与在这些区域实施的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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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联系。大会鼓励 TCP 继续与 CBS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 合作，以便在
发展中国家高效和有效地传播热带气旋预报和预警。
4.3.3

大会注意到并支持 EC-62 要求技术委员会与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合作开发其专
业领域的能力标准。鉴于此，大会认识到，TCP 有必要与这些工作组和基本系统委员会紧
密合作，以建立高级别热带气旋预报能力标准。
4.3.4

大会还注意 RSMC 热带气旋中心实习培训取得的效果，这使得预报员能通过在岗
工作掌握实用技术和知识。大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仍迫切需要为有效的业务能力提升热带气旋预报技巧评分水平和能力。为此，大会建议
WMO 秘书处应继续高度重视热带气旋预报能力建设。
支持业务预报
4.3.5

大会认识到，由于观测资料可获取量的增加、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和产品的进步、
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以及用户对更准确和更提前预报日益提升的需求，热带气旋预报领域正在
迅速发生变化。这些发展给预报员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要提升自己
的预报能力及处理并将大量信息融入预报过程中的能力。在此方面，大会赞同通过 TCP 计
划支持热带气旋预报员的措施，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预报员的措施。
4.3.6

大会注意到，正在更新《热带气旋预报全球指南》(WMO/TD-No.560)，以便从多

灾种的角度对热带气旋预报提供全面的指导。更新后的指南将基于网络，旨在及时更新和方
便获取。此外，还建立了 WMO 热带气旋预报员网站，作为方便获取预报工具和业务预报
所需的分析资料来源。这两种信息来源将与 WMO 主页上的 TCP 网页建立链接，作为一个
综合性的信息 / 材料 / 资料来源，预计这对业务预报员有很大的值。鉴于整个系统的整合和
有用性，大会敦促秘书处与 NMHS 进行充分协商，尽快完成《全球指南》的更新并加强热
带气旋预报员网站的工作。
研究和开发 (R&D) 应用
4.3.7

大会注意到，TCP 和世界天气研究计划联合举办了各种论坛，业务预报员和科研
人员在这些论坛上交流了观点、分享了知识并确定了他们未来合作方向。这些论坛包括一区
协热带气旋研究研讨会 (2008 年 5 月，留尼汪 )、第二次热带气旋登陆过程国际研讨会 (IWTCLP
– II; 2009 年 10 月，中国 )、第三次定量降水估计和定量降水预报国际会议 (2010 年 10 月，
中国南京 ) 和第七次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 (IWTC-7；2010 年 11 月，留尼汪 )。
4.3.8

鉴于集合技术和概率预报的日益重要性，大会注意到 IWTCPL- II 成果，即台风
登陆预报示范项目和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集合预报项目，这些项目与 WWRP 在台风委员会
区域联合实施。大会肯定了通过考虑带气旋预报员的意见和反馈来改善集合预报系统 (EPS)
产品使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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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大会还感兴趣地注意到 TCP 响应 IWTC-VII 的建议，将于 2011 年 4 月在美国夏
威夷举办热带气旋卫星分析研讨会，这次会议与 NOAA 国家气候资料中心举办的第二次气
候工作国际最佳路径档案研讨会 (IBTrACS) 衔接进行。通过与制作全球统一的最佳路径数据
集工作建立联系，研讨会着手推动预报员和科研人员之间在热带气旋卫星分析方面的知识共
享，并有助于促进他们对今后改进的讨论，以满足对均一性热带气旋数据库的新需求。
4.3.10

大会认识到应该对统一不同气象部门开展的卫星分析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 例如通
过验证不同的利用现有最佳观测资料的方法 )，以便在未来可以实现全球统一的最佳跟踪数
据集。作为第一步，应考虑新的和新兴的技术如微波卫星观测，对基于 Dvorak 方法的热带
气旋强度的业务估算进行更新，并在 RSMC，TCWC 和会员间进行统一。
4.3.11

大会还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热带气旋的影响，包括直接和远程影响。

4.3.12

大会鼓励 WMO 秘书处采取措施从全球和区域层面通过各种会议进一步加强业务
预报员和科研人员之间的联系，确保研究和发展成果能转移给预报员从而提升他们的预报能
力。
风暴潮监视计划
4.3.13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建立风暴潮监视计划 (SSWS) 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该计划
是执行理事会第 60 次届会 (EC-60,2008 年 6 月 ) 在孟加拉湾发生的热带气旋 “ 锡德 ” 和 “ 纳
吉斯 ” 引发风暴潮并造成毁坏后提出的建议。EC-60 要求 TCP 与海洋气象和海洋事务计划
合作，通过将该计划纳入热带气旋咨询安排和区域业务计划和手册中，把 SSWS 推广到受
热带气旋影响的所有区域。
4.3.14

大会对各区域响应执行理事会的要求感到鼓舞。大会注意到，2008 年 12 月五
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成立了 SSWS 行动小组并制定了第一份区域 SSWS 计划。大会还注意
到 RSMC 新德里在 2009 年与印度理工学院 (IIT) 合作开展了风暴潮咨询服务。RSMC 东京
2011 年开始提供风暴潮预报图。RSMC 留尼汪开展了把法国气象局风暴潮模式应用到一区
协 SSWS 的研究。
4.3.15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TCP 还积极致力于提高国家级的风暴潮预警能力。TCP 与
JCOMM 合作，于 2008 年 12 月在澳大利亚为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成员组织了第五次风暴
潮研讨会，于 2011 年 2 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为四区协飓风委员会成员组织了第六次研讨会。
TCP 继续为 WMO/ESCAP 热带气旋专家组成员在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提供每年的实习培训。
大会强调，区域和国家途径均是确保在全球建立 SSWS 所必须的。为此，它要求 WMO 秘
书处继续开展在风暴潮预报方面的能力建设，努力覆盖遭受热带气旋影响的每一个会员。
全球协调
4.3.16

大会注意到，第六次热带气旋 RSMC/TCWC 技术协调会议 (TCM-6) 于 200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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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该会议每三年举办 1 次，旨在促进区域预警服务的协调发展和
业务规程的全球标准化。大会高兴地注意到，TCM-6 完成了对不同时间尺度风速之间的适
当转换因子的研究，其成果在 2010 年 10 月作为 WMO 技术文件 (WMO-TD-No.1555) 散发
给五个热带气旋区域的所有成员。正安排在区域热带气旋业务计划 / 手册中纳入一份总结报
告。大会认识到，将转换因子纳入区域 TC 业务计划 / 手册应是制定 TC 最大平均持续风速
国际通用标准的重要的第一步。这被认为对于确保 TC 预报业务和后期分析中的统一做法至
关重要。
4.3.17

TCM-6 还与 IBTrACS 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同意支持该项目，为资料的整合提供

区域最佳路径资料和充分的指导。对航空用户而言，为响应用户的要求，TCM-6 重申将与
ICAO 合作，将热带气旋通告从文本改成图形格式。大会还注意到，需要继续与 ICAO 密切
合作，在 TCAC 职责范围优化热带气旋服务，以确保最高效和有效地提供这些服务。
4.3.18

大会认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促进各个区域之间共享技术和专业知识以及程
序和产品的标准化变得日益重要。在这方面，大会回顾到此次届会期间关于减轻灾害风险计
划的讨论 ( 议题 11.5)，并强调目前迫切需要调查开发一种标准格式的可行性，用于交换由
RSMC 和 TCWC 发布的热带气旋咨询，以便改进公众和媒体对会员发布的信息的获取和了
解。为此，大会强调作为一种重要机制的 TCM 在协调各个 RSMC 和 TCWC 方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以满足全世界用户的需求。
区域热带气旋机构
4.3.19
大 会 认 识 到， 除 SSWS 发 展 之 外， 区 域 热 带 气 旋 机 构 在 相 关 WMO 计 划 ( 如
DRR、DPFS、MMOP、WWRP 和 HWR) 的各个区域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区协飓风委
员会支持开发和实施中美洲早期预警系统 DRR 试点项目和旨在加强加勒比 MHEWS 能力的
DRR 倡议。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 (TCC) 制定了灾害天气预报的基本框架和减轻灾害风险
的示范项目 (SWFDDP)。ESCAP/WMO 台风委员会通过开展联合活动与二区协水文工作组
建立合作，包括对该区域的城市洪水和山洪进行管理。加勒比和北印度洋的沿海洪水预报示
范项目 (CIFDP) 将分别与飓风委员会和 WMO/ESCAP 热带气旋专家组的活动相联系。
4.3.20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区域热带气旋机构在发展与国际机构的伙伴关系方面也很积
极。具有代表性的合作包括：飓风委员会与加勒比和邻近地区海啸和其他沿海灾害警报系统
政府间协调小组 (ICG/CARIBE EWS) 之间的合作；WMO/ESCAP 热带气旋专家组与太平洋
和印度洋海啸警报和减缓系统 (ICG/PTWS 和 ICG/IOTWS) 之间的合作。
4.3.21

大会认识到区域热带气旋机构作为开发各自区域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平台所
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为开展这种新的工作，大会强调需加强三个关键的区域活动 ( 气象、
水文和减轻灾害风险 ) 领域之间的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大会鼓励秘书处采取更多的行动，
促进水文学家和 DRR 专家参与区域热带气旋机构的各项活动，尤其是他们的年会和两年一
次的会议，将这三个领域的合作扩大到最大，并充分满足区域各种不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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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在
上一个休会期内所完成的工作，并祝贺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包括为推动气象和海洋科学技
术进步在许多领域所开展的新举措。大会再次确认了这个联合发起的技术委员会在把气象界
和海洋界聚集起来以及在整合业务海洋活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4.4.2

大会强调了通过 JCOMM 实施的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计划 (MMOP) 的重要性。大
会注意到 MMOP 计划的长期目标，包括针对 ‘ 海事安全服务 ’ 开展的各项传统活动和实施
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及资料管理系统的各项新的优先重点。MMOP 计划在促进解决天
气和气候预测、气候服务和减轻沿海地区灾害风险等问题方面出现了新需求，大会还强调了
满足这些新需求的重要性。本报告附录 2 给出了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计划简述。
4.4.3

大会祝贺该委员会成功地拓展了 ‘ 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MDSS)，旨在把 5 个
新的北极海洋气象观测区域 (METAREA) 纳入其中，从而能够提供天气和海冰安全信息服务。
大会认识到，WMO 通过与国际海事组织 (IMO) 和国际水道测量组织 (IHO) 密切合作，已将
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MDSS) 扩大到北极海域，其中加拿大、俄罗斯联邦和挪威作为
针对上述 5 个新 METAREA 发布服务信息的提供方。
4.4.4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了经修订的 2010 版《IMO/IHO/WMO 海上安全手册》，该手
册与对 GMDSS 的评审结果相一致。大会还注意到 IMO/WMO 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
务 (WWMIWS) 正在不断发展，它与现有的 IMO/IHO 全球导航预警服务 (WWNWS) 形成了
互补。大会再次确认了 颁布经国际协调的气象 - 海洋信息、预报和警报服务的重要性，并
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建立 WWMIWS 服务，而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作为该服务的一个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4.4.5

大会注意到 JCOMM 为在各灾害管理计划下解决重点问题所采取的越来越具有前
瞻性的方法，特别是与关系到海岸带和海洋灾害。大会还强调了在突出区域重点的减轻海岸
带风险方面形成并提高预报和服务提供能力而做出综合努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已完成了《风
暴潮预报指南》的定稿工作，并在 JCOMM、热带气旋计划 (TCP) 区域机构和基本系统委员
会 (CBS) 的努力配合下，《风暴潮监视方案》(SSWS) 正在制定过程中。大会鼓励各委员会
开展协作、联合活动和有关项目，以加快实施。大会支持正在进行的有关 SSWS 能力建设
的 JCOMM-TCP 联合研讨会，并赞赏地注意到 RSMC 在提供培训专家、共享信息以及转让
风暴潮模拟和业务技术方面为热带气旋计划所做的贡献。
4.4.6

大会支持正在进行的 JCOMM-CHy 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联合项目 (CIFDP) 的规划
和实施。大会要求委员会进一步扩大与各有关的 NMHS 密切合作，特别是海岸大陆和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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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区域机构、其它技术委员会和外部计划，诸如 UNESCO/IOC 的综合海岸带地区管理
(ICAM) 以及在各区域海啸预警系统下开展的有关活动。
4.4.7

大会认识到 IOC 海啸计划在协调和指导在所有相关海盆开发、实施和运行海啸预
警系统中的极端重要性，并认识到 JCOMM、CBS 和其他 WMO 机构对该计划做出的重大
贡献。大会赞赏地注意到，IOC 政府间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协调组 (ICG/IOTWS) 最
近通过了印度洋区域海啸监视计划，该计划包括一系列标准运行程序 (SOP)。大会敦促这些
SOP 应尽可能地适应国家和地方的要求、能力和语言 ( 在适当的情况下 )，同时就其应用开
展教育和培训，并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提请有关的 IOC 机构关注这一问题。
4.4.8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经与 WCRP/CLIVAR 协调在全球海浪气候预估方面付出
了持之以恒的努力。大会认同评估海浪气候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至关重要，并鼓励委员会通
过与 WCRP 以及有关研究界协作进一步促进在海岸带影响研究方面为 IPCC《第五次评估报
告》(AR5) 提供评估素材。
4.4.9

大会认识到，极地区域正需要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业务系统的开发、模拟和服务
以及相关研究活动。大会注意到，由于海冰和冰山融化造成越来越多的淡水流入极地区域海
洋，可能大幅度改变洋流和翻转模式，对区域和全球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极地大气、生态系
统和环境都会产生影响。大会一致认为这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要求 JCOMM 通过
CHy 和 CAS 下的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与水文气象界合作，支持必要的科学和技术发
展。大会进一步鼓励会员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积极地为此项工作做出贡献。
4.4.10

大会对正在进行的海洋分析、预报和相关产品传输以及为各种应用和社会效益
领域提供服务的业务能力发展表示支持。注意到现有海洋预报系统范围的迅速增加，以及
JCOMM 内部正在进行的帮助其向业务状态转化的工作，大会认识到需要一种机制来进一步
发展完全耦合的大气 - 海洋模拟，旨在改善海洋预报和 NWP 产品的质量。因此，大会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与 CAS 主席合作，通过其各自的附属机构来发展这一机制。
4.4.11

鉴于为主要满足 GCOS 需要，为了实施 WIGOS 和 GFCS 未来发展所需的各类观
测系统而对海洋观测的需求增加，大会敦促 WMO 会员为初步建成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并实
现该系统的可持续性而作出有关提供额外资金的承诺。大会注意到对海洋观测系统的投资具
有的潜在好处，特别是对气候服务和减轻灾害风险方面，并建议会员考虑确定为全球海洋
观测系统 (GOOS) 组成部分的国家海洋观测系统通过运行资金和持续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
充分考虑 2009 年海洋观测大会 (OceanObs’09) 提出的各项建议以及更新的 GCOS 实施计划
(GCOS-138)。
4.4.12

作为对 WIS 的一个贡献，大会要求委员会不断更新其资料管理计划。大会认识
到海洋观测仪器 / 平台元数据收集和共享的重要性，旨在提高各类观测对各种标准、误差订
正的可溯源性和改进资料的一致性。大会要求各会员确保收集，记录元数据并以实时 ( 针对
所需的子数据集 ) 和延时方式发至 ODAS 元数据服务中心 (ODA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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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大会注意到在西班牙西非合作计划的框架下开展的各项活动，以及海洋气象
(Marinemet) 试点项目监测和服务的启动。大会对该区域正在进行中的海洋气象服务业务能
力建设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并同意未来发展应包括强化该区域中更多国家的沿海海洋气象
观测系统，特别是几内亚湾，这里是对气候变率和变化影响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大会要求秘
书长确保尽快开发完全业务化的区域系统的详细概念，并确保找到额外的支持和捐助方，目
标是为系统的早期实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大会对西班牙气象局 (AEMET) 为这一努力提供
的支持以及美国和摩洛哥对区域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表示赞赏。
4.4.14

大会注意到 JCOMM 和 CAgM 为建立一个满足海洋服务和渔业资料需求的机制
所计划开展的联合行动，旨在为 GFCS 做出直接贡献。虽然认识到人们对 WMO 专业知识
和这一领域现有资源的各种关切，但大会注意到此类新活动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因此，大会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通过一次已计划召开的关于气候与海洋渔业研讨会 (2011 年 10
月，库克群岛的拉罗汤加岛 ) 的方式进一步评估在此方面制定一项新职责的可行性和潜在的
价值。
4.4.15

鉴于已完成的和正在开展的工作，大会注意到并支持 JCOMM 的各项现有的重点
领域，有关内容在各项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以及在其它议题下作了详细说明：
(a)		
通过继续在实地观测和遥感两个方面实施初步的海洋观测系统，加强对WMO全
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支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对这两个方面的观测
作了明确规定，并得到OceanObs09的认同；
(b)		
通过IODE-JCOMM标准化过程，并通过有关手册、指南和目录的更新，制定海洋
界的各项标准/最佳规范，以支持WMO信息系统(WIS)；
(c)		
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海洋服务：(1) 与安全有关的海洋气象服务，其中包括在海
事安全信息(MSI)中提供海况和海冰信息；(2) 海岸风暴潮和洪水预报，用于应对
已加大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种风险；以及 (3) 对业务海洋观测需求作出明确定
义的业务海洋预报；并还建立一系列海事和海洋服务，以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提
供支持；
(d)		
通过教育、培训和技术转让，继续支持能力建设，并通过所有计划领域予以实
施。
4.4.16

大会重申了对 JOCOM 以项目为导向的方法的支持，以进行具体、明确并有时间
限制的活动，例如在 2011 年成功完成的 JCOMM WIGOS 试验项目。大会进一步鼓励与各区
域协会及其它区域框架，例如欧洲委员会的全球环境和安全监测 (GMES)，加强合作并联合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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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7

大会回顾到，JCOMM 第四次届会 (JCOMM-4) 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至 31 日在韩
国丽水市召开。大会对韩国的邀请表示感谢，同时十分关注因此目前的 JCOMM 休会期将
异常短暂，因为需要与 “2012 年生机勃勃的海洋与海岸世界博览会 ” 结合召开，而下一个休
会期将会异常的长。大会认识到委员会因在如此短的休会期内完成其工作而面临着压力，并
支持委员会努力把工作重点放在主要重点领域，以确保在下一次届会上能提交一些具体工作
成果。大会还强调了会员参与委员会活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敦促会员积极参
加 JCOMM-4，以及届会休会期间的活动。
4.4.18

大会同意，必须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便 JCOMM 开展其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满足
新出现的需求。大会请 IOC 增加其捐助以支持联合委员会，并敦促会员提供全面实施所需
的更多实物和自愿资源，以满足海洋和沿海用户团体对气象 — 海洋服务和信息的持续不断
的需求。
4.4.19

大会通过了决议 24(Cg-16)–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4.4.20

大会忆及在议程 3.1( 全球观测系统 )，第 3.1.1.10 段对用于海洋观测和海洋科学
研究的平台被有意或无意损坏的讨论。大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第 64/71 和 64/72 号决议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 决议还呼吁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这
些平台，以及在即将召开的第 26 次 IOC 大会上将要采取的类似行动。大会关切地认识到，
在印度洋的破坏最快，在最近建立的印度洋海啸警报和减灾系统及邻近海域网络的 36 个海
啸测量仪中超过一半在最近 4 年中至少遭遇到一次损坏事件，导致超过 18 个平台 - 年资料
的缺失和在该区域中早期预警覆盖的缺口。大会因此敦促会员帮助提高对这种恶意破坏影响
的认识，它严重破坏了建立国家和区域海洋灾害预警系统的努力，并与有关组织协调采取必
要行动。大会通过了决议 25(Cg-16)- 资料浮标的人为破坏：发生率、影响和应对。
4.5

WMO 质量管理框架 ( 议题 4.5)

有关 EC-62 的决定和建议的后续行动
4.5.1

大会同意 EC-62 的结论 (2010 年 6 月 )，特别是：

(a)		WMO特别强调服务提供，包括气候服务，这就需要进一步努力建立文件记录，
在健全的质量管理(QM)框架(QMF)内实行所有相关过程，不论是从观测资料的物
理测量，还是到向用户和客户团体发布的预报及预警。特别是，航空和海洋用户
群体已经或正在对实施质量管理体系(QMS)提出明确的要求，以便为他们提供服
务。本报告附录2给出对该框架计划的全面简述；
(b)		
支持QMF跨委员会专题组(ICTT)关于为在WMO秘书处制定和实施QMS建立试点
项目的建议。大会认为，落实此项工作会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WMO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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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采用质量管理(QM)方法，同时也会促进秘书处了解和熟悉质量管理的原则和规
范。从这一试点项目中取得的经验可提高秘书处的实践经验，从而直接有助于会
员 NMHS实施QMS；
(c)		
需要一种全面的质量管理办法。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了目前航空气象计划(AMP)的
承诺以及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MMOP)、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在这方面
正在开展的活动，以及将QM纳入WMO信息系统(WIS)和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概念；
(d)		
需要经济有效地使用现有的QMS指南。为此，大会赞赏更新WMO - No. 1001《关
于为国际航空提供气象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指南》，以及在制定通用的《质量管
理方法用于NMHS服务提供指南》方面取得的进展，该服务提供指南适用于所有
WMO计划，内含增加的章节，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i)		

选出一位 QM 顾问 ( 如必要 )；

(ii)		

编制质量手册；

(iii)

选出并培养适合的员工作为内部审计员；

(iv)

制定程序并开展内部审计；

(v)		

选择开展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认证的机构。

4.5.2

大会认识到，包括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 (LDC) 在
内的会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它们的规模和业务复杂性各不相同，因此，实施
QMS 将需要采取合作和互助的方法。大会坚决支持 EC-62 对 ICTT 提出的建议，即，确定
并获得那些运行良好的 QMS 的会员的承诺，与目前正在规划或开发 QMS 的会员形成结对
伙伴关系。大会赞赏地注意到芬兰政府为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的
QMS 培训提供的支持以及为组织南部非洲 SADC 国家的培训提供支持。这些项目可视为实
用和高度成功的 成双结对型合作典范。
4.5.3

大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QMF 网 站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QMF-Web/home.

html) 的更新、现代化以及转化为一种与会员的互动式工具方面取得了进展。这项活动将极

大促进对现有资源材料的交换，如文件实例、模板、质量目标的范例和质量手册的适用内容等。
因此，要求秘书长延用这一做法，向会员及时告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及该网站的使用方法
和益处。大会同意，每个 NMHS 都应努力改进其服务，如通过执行 QMS 的管理循环 (PDCA)。
大会进一步同意会员应努力争取为采用 QMS 做出的投入与为改进它们的产出而付诸实施的
措施相平衡，将 QMS 作为一个工具，确保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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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对出版物《技术规则》(WMO-No. 49) 第四卷：“ 质量管理 ”
的制作与更新已取得了进展，并认为，系列出版物 ( 通用 QMS 指南文件 WMO 第 49 号出
版物《技术规则》第四卷和质量手册范本 ) 应构成 “ 动态文件 ”，内含定期更新的最佳做法
实例和参考文献。大会赞扬了 ICTT-QM 及其它参与编制技术规则第四卷的各方所做出的努
力及其近期的评审工作 (2010 年 12 月 )，大会还认识到这一举措对于支持 WMO-QMF 的重
要性。
针对 WMO 秘书处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QMS) 建立试点项目
4.5.5

大会讨论了针对这种试点项目的一系列方案，这证明本组织不仅决心要支持会员
实施 QMS，还要通过将这类管理体系应用于秘书处日常运转而从中受益。大会强力支持引
入质量管理系统，同时要求应采用简洁和避免官僚的做法来实施这类系统，从而提高秘书处
的效率。
4.5.6

同时，采用《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被视为 “ 黄金标准 ” 和倾向性选
项，大会还讨论了其他的选项，如作为第一步先实施《ISO 9004:2009 组织持续成功的管理 一种质量管理方法》的可能性。ISO 9004:2009 利用基于过程的方法，为持续提高组织总体
绩效提供了指导。它着重于利用长期平衡的方法满足用户及其他有关各方的需求和预期。它
还提供了一个国际公认的总体管理框架，使组织能够建立起有效的企业管理和日常活动。其
他管理方法，如也讨论了基于 ISO9001：2008 的 QMS 与平衡计分卡 (BSC) 管理系统相结合
的方法，考虑到不同的管理理念和对应的管理工具。经过讨论，大会认为，在秘书处实施的
QMS 试点项目务必要：
(a)		
完善和加强现行和新兴管理体系(企业风险管理、基于结果的管理、以及监督和
评估)的有效性，以便构成一个全面、一致，进而资源有效利用的体系；
(b)		
涵盖一些典型的服务提供领域，例如，PWS，但也可以延伸到行政和保障单位；
(c)		
通过业务案例证明其应用可以减少管理费用和提高效率，从而为会员带来净效
益。
4.5.7

因此，大会要求秘书长利用他在秘书处的所属职权，在会员的 QMS 专家帮助下
开展差距分析，并针对 QMS 试点项目的实施向 EC-64 提供业务案例。
建立 “QM 结对伙伴关系 ” 框架
4.5.8

大会认为，此框架能够将那些目前已经过 ISO 9001:2008 认证的会员与那些开始
制定和实施基于 QMS 的服务提供方法的会员联系在一起。大会认为下列战略最有希望促成
会员尽可能实施 QMS：
(a)

在各区域确定那些开始或打算采用QM方法的会员以及乐于接受结对伙伴关系方
法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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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好在区域内确定那些具备发展良好的QMS且准备参与建立结对伙伴关系的适当
会员；

(c)

为合作伙伴的参与制定一项全面的协议；

(d)

制定一套标准，包括为其它会员提供帮助和指导的工作人员的资质；

(e)

在通过与ICAO和会员密切合作开展大量培训基础上，开展初步差距分析。这一分
析可潜在地采用ISO2004：2008“机构取得持续成功的管理方式-质量管理方法”自
我评价工具部分的国际标准或其他基于战略规划和控制的管理框架的目标和现状
比对方法；

(f)

确定预算和相关资源，以实施这项计划，并确保获得资金；

(g)

为“QM结对计划”制定实施时间表并加以实施。

QMF 的其它战略

监测 QMF 的实施和当前的发展
4.5.9

大会注意到，过去五年来，ICTT-QMF 一直在努力制定 WMO-QMF，并在 WMO
范围内强化对 QM 的宣传。大会认识到，对 QMF 未来的发展、监测和评审需要得到富有经
验 QMS 实践方给予有力的支持。因此，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一个适当的机制，其任务
是以尽可能简化和有效的方式促进、监督和指导质量管理框架的进一步实施。

质量管理服务提供方注册表
4.5.10

大会注意到，对于实施 QMS 并达到 ISO 9001:2008 标准，重要的关切之一是相
关成本，其中咨询费占很大比例。因此，大会经过讨论，决定对建立适用于所有会员的 QM
服务提供方注册的动议给予支持。这将按 WMO 区域提供下列方面的全面一览表：
(a)		
质量管理顾问；
(b)		
质量管理培训组织；
(c)		ISO 9001质量管理认证机构，这些机构要遵守ISO/EC 17021:2006《合格评定 - 对
提供管理体系审核和认证的机构的要求》，并且在帮助会员NMHS制定和实施
QMS方面能够证明拥有良好的过往业绩。
这样的注册将通过执行理事会的机制建立，它将以业已通过实施和认证过程的会员的集
体经验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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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WMO QMF 网站
4.5.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气象局 (BoM) 给予的大力支持，BoM 曾为 WMO 秘
书处慷慨提供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源，用于重建新的、互动式、用户友好型 QMF 网站。
大会还鼓励所有会员为更广泛的社会提供其适合于纳入本网站的指南、最佳做法实例和技巧。
该网站将收录 WMO 各计划和技术委员会制定的质量管理方面的内容，并为他们的实施活
动提供有益的指导。
4.5.12

经讨论，大会通过了决议 26(Cg-16)– WMO 质量管理框架。

5.

合作伙伴 ( 议题 5)

5.1

与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 ( 议题 5.1)

5.1.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本组织出席了联合国召开的一些国际峰会和大会的筹备和审
议工作，联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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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
举行的各种会议。在此方面，大会注意到上述会议的后续行动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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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在这方面，大会欢迎正在推进的各项举措，从而加强和发展新的伙伴关系来支持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教育培训计划、最不发达国家计划、WIGOS 和 WIS 的实施、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农业气象学计划和航空气象学计划。
针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决议
5.1.3

大会要求会员和秘书长确保对那些针对 WMO 的决议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在此
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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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世界千年发展目标峰会的后续行动
5.1.4

大会注意到，2010 年世界 MDG 峰会成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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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提请会员积极参与 2010 年世界峰
会成果的有关后续行动，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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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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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大会认识到，落实峰会成果要取得进展，必须对各个联合国组织、基金和计划及
各自的管理机构进行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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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过提高联合国系统对 WMO 专业的意识和知识共享来支持
这一进程。
联合国机构间合作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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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同意执
行理事会的以下观点，即需要促进 WMO 和 UNESCO 在开发 “ 气候知识库 ” 中的领导作用。
大会欢迎所采取的各项行动，以进一步加强 WMO 在联合国系统协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为 UNFCCC 进程做出贡献，以及通过联合国机构间的各种机制和其它国际伙伴关系在气候
知识方面开展合作，包括支持气候敏感部门 / 行业适应气候变化。大会赞赏联合国系统各机
构和其它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WCC-3)，这次气候大会是在 “ 联合国在
气候知识方面协调一致 ” 的名义下召开的，而且他们将继续参与并支持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
发展。
5.1.7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本组织与联合国环境管理组进行协调，在环境领域开展了积极
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从而对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 16、17 和 18 次会议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支持。
会议重点研究农业、农村发展、土地可持续管理、干旱、荒漠化、非洲、运输、化学品、废
弃物管理、采矿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计划的十年框架。
5.1.8

大会指出，作为联合国发展集团实施 “UN 一体化 ” 的一员，WMO 更积极地参与
了联合国有关发展的多边协调，这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联合国系统对 WMO 和国家发展政策
和策略的支持，大会要求 WMO 会员和秘书处未来应开展更多的协调活动，以进一步提高
因这种参与而获得的效益。在建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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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大会获悉，几个会员所在国政府委托其 WMO
常任代表 (PR) 与所在国的联合国联合办事处合作开展 WMO 的工作。大会提请会员并要求
秘书长通过当地 UNDP 办事处告知会员国 PR 的存在，以便 UN 驻地办事处和驻地协调员充
分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促进 PR 参与联合国联合办事处的工作，并适当考虑 WMO 在联合国
国家计划中的优先需求。大会还要求秘书长报告这些会员取得的经验，特别是有关在气象、
水文和适应气候变化国家计划方面使用联合国发展基金的经验，并提出有关建议来支持该进
程。
5.1.9
大会赞赏 WMO 积极参与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和实施，并对
WSIS 论坛做出贡献。大会获悉 WMO 参与了联合国信息社会小组的工作，并高兴地注意到
在免费和无限制地获取环境信息方面取得的进展，从而支持符合 WMO 政策的灾害管理和其
它社会经济发展决策。大会还欢迎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司合作，该司负责联合国资
料计划，并使用那些通过美国商务部国家海洋大气局的国家气候资料中心提供的 WMO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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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会鼓励秘书长通过 WMO 网站和其它有关门户网站更多地提供和获取有关的统计数据。
5.1.10

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 WMO 保持在其权限范围内的各领域发挥主导作
用，尤其是在减轻灾害风险以及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减灾战略和相关问题方面。大会还敦促
秘书长在 WMO 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确认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通
过积极参与 UN- 水计划在水领域、在减轻灾害风险领域以及富有成效地参与国家减灾战略
和相关问题方面继续努力。大会获悉联大就联合国环境活动制度框架非正式磋商进程的发展
情况。大会建议，任何改革都应确保进行更好的协调，从而支持 WMO 履行自身的职责，
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向秘书长提供有关联合国改革的进一步指导。
与其它组织的合作
5.1.1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在建立和实施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与
地中海国家议会 (PAM) 之间工作安排所采取的行动；注意到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之
间签署和实施的协议，以及与欧洲核研究组织 (CERN) 之间签署和实施的合作协议。大会注
意到，继 2010 年举办 BIPM-WMO 监测气候变化的全球观测系统在测量方面的挑战：可溯
源性、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研讨会以及 WMO 与国际计量委员会 (CIPM) 签署互相认可协议之
后，指定了三个实验室代表 WMO 参与 CI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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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大会鼓励制定 WMO/ISO 共同标准，并授权秘书长根据需要与 ISO 就现有工作安
排中规定的程序修改进行磋商。
5.1.13

大会授权执行理事会适时考虑根据世界气象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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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

大会欢迎与其它国际组织不断增加的合作，如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它特别
注意到正在开展的合作的重要性，以支持 DRR 国家和区域倡议，最终目的是推进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的现代化，以及对它们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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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对话，以加强合作，从而使 WMO 和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进一步受益。
5.1.15
大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和 WMO 会员为加强 Cg-15 发布的有关参与地球观测组织
(GEO) 指南而采取的行动。大会指出，对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做出的贡献应当
以互利为基础，从而实现协同作用的最大化和避免重复建设。因此，大会重申赞同 GEOSS
及其十年实施计划。大会获悉参与 GEOSS 的益处包括 ( 但不限于 )：扩大了资料获取和提供，
增加了对国家投资的利用，并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LDC) 以及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 (SIDS) 参与者参加研讨会增加了能力建设。大会进一步鼓励 WMO 会员全面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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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GEO 的协调机制，从而加强 NMHS 在了解国家层面对信息和服务需求中的作用，并加强
NMHS 在天气、气候、水和减少灾害风险领域提供这种服务的责任。
5.1.16
大会还注意到在 EC-62 上关于 WMO 参与 GEOSS 的讨论结果，包括：对 WMO
和 NMHS 参与 GEOSS 的益处存在不同观点，以及将 GEO 授权从观测扩大到信息的事实；
保持与 GEO 进行高级别协调的需要；以及记录 WMO 秘书处与 GEOSS 的纲领性关系及其
对 GEOSS 贡献的需要。
5.1.17

大会赞赏 WMO 与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 之间的密切合作，例如联合发起了世
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和国际极地年 2007-2008(IPY)。通过
这种合作，促进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预测地球气候变率和变化的观测、模拟、分析和研究
方面的进步 (WCRP、GCOS)，也促进了短期和长期时间尺度环境预测的多学科研究法 (IPY)。
大会注意到 ICSU 远景规划进程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 CAS、WWRP/THORPEX、GAW、
WCRP 和 GCOS 科学界参与探索各种方案和为地球系统研究的整体战略提出实施步骤，这
将鼓励科学创新并满足政策需要。GCOS 在此还提出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 和全球陆
地观测系统 (GTOS) 的观点。WMO 各项计划及其联合发起的各项计划均促进了未来环境研
究的发展，尤其是在新出现的全球可持续性研究计划框架下。大会还指出，WMO 计划如
WWRP/THORPEX、GAW、WCRP 和 GCOS 以及其他可能的 WMO 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完
全有能力为实现这一新的计划的目标做出重大贡献，以及从向全球扩展的研究工作中获益，
并鼓励他们这样做。
5.1.18

大会获悉执行理事会在加强和重建与一些组织的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
组织的合作已停顿了几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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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该合作有利于本组织，则鼓励秘书长在第十六财期内继续与那些与之合作仍处于停顿状态的
组织重新建立合作。
5.1.19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通过出席其它国际组织的会议并对这些会议做出贡献，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以及对它们工作的了解有所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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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HS。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 WMO 在属于其权限范围的各领域中，
以及在制定与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实施千年发展目标 (MDG) 的 NGO、2010 年世界峰
会的成果，以及与其它区域和全球相关战略及行动计划有关的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
5.1.20

大会要求秘书长在已批准的第十六财期最大支出内进一步加强和支持符合 WMO
战略重点的对外关系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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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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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 议题 5.2)

全球沟通战略与活动
5.2.1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在第十五财期内，为加强 WMO 宣传与公共事务 (IPA) 计划，
根据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确定的 WMO 全球沟通战略所采取的各项行动。大会还注意到，
为支持科学技术计划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 (NMHS) 的利益而开展的具有成果的宣传和开创
局面的活动日益增多。更有针对性的宣传政策，WMO 秘书处与各国 NMHS 部门和联合国
系统更加密切的互动，不仅提高了公众对天气、气候、水文服务的重要性的意识，也提高了
公众对各国 NMHS 提供的产品和在这些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的意识。在这方面，大
会支持执行理事会关于监督 WMO 全球沟通宣传战略实施的决议。大会敦促秘书长和各会
员进一步支持 WMO 的沟通宣传活动，增加沟通宣传活动的资金，其中包括高质量的沟通
宣传产品和活动所需的预算外资金。
5.2.2

大会对在 WMO 沟通宣传战略下实施的许多活动和产品感到满意。大会重申的战
略目标是：树立 WMO 和 NMHS 是一个统一的总体形象；加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宣传范围；
把反映地方声音的重要信息传遍全球性事业和愿景；扶植与媒体合作的战略联盟；促进整个
WMO 的文化交流。大会要求审查和更新该战略，并且将有针对性和综合的沟通计划放在一
起进一步指导 WMO 的沟通活动。作为国际合作和促进会员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大
会敦促会员和秘书长协助 IPA 的工作和沟通活动，目的是将 WMO 和各 NMHS 置于能够发
挥其独特实力的位置，提高本组织的知名度。在这方面，大会要求会员加强自身的宣传与公
共事务活动，为 IPA 计划提供支持，国家 IPA 协调中心和秘书处的密切互动尤为重要。例如，
共享关于国家和地区效益的专题报道不仅可以丰富 WMO 网站 “ 来自会员的新闻 ” 栏目的内
容，也会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还可交流沟通活动中使用的技术成分信息，如基于网络的项
目等。大会进一步要求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在公共宣传活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大会注意
到西班牙气象局 (AEMET) 于 2010 年在哥斯达黎加成功组织了区域沟通研讨会，2008 年和
2011 年由波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WMO 共同主办，之后 IPA 各大洲的联络人也参与进来，
这促进了参与者之间交流想法、对比沟通程序和做法并为所有的 NMHS 提供了良好的沟通
战略。考虑到成果丰硕，应继续开展此项活动。
5.2.3

大会呼吁各国 NMHS 更多地参与建立与国家媒体合作的战略联盟，旨在传播重
要信息，提高各国 NMHS 所有活动的知名度。大会还呼吁各国 NMHS 与该领域的联合国机
构开展更为密切的互动，从而提高对各国 NMHS 在防灾和减灾等领域中做出贡献的认知度。
5.2.4

大会赞赏实施能力建设的成功举措。大会重申，举办培训班，加强与出版、广播
和网络媒体的合作，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各国 NMHS 的自我宣传和沟通技能，有助于提高
各国 NMHS 的知名度。大会鼓励 IPA 和 PWS 计划密切协作，共同组织媒体研讨会。大会认
识到，各国 NMHS 给公众呈现一个有信誉的形象非常重要。这种诚信不仅应基于扎实的技
术知识，还应基于良好的沟通技能。为了提升沟通技能，大会要求秘书长与相关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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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 WMO 秘书处、各国气象水文工作者、领导和其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人举办更多
的沟通领域方面的培训。大会欢迎名为 “ 风云变化，广而告之 ” 的小册子，小册子为各国气
象水文部门与媒体的沟通提供了基本指导。
5.2.5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媒体对 WMO 的报道明显增加。成绩的取得要归于向媒体的
宣传，以提高人们对气候和气候变化的意识。大会注意到，WMO 在线新闻中心得到加强，
公共信息资料的传播范围更广、针对性强，大量的 WMO 专题新闻发布和信息说明，根据主
题组织的前瞻性媒体宣传活动，如厄尔尼诺事件、臭氧层损耗、年度全球气候状况、温室气
体公报等。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帮助新闻界充分了解包括 WMO 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在
内的重大问题。大会强调，把 WMO 资料信息迅速传给各国 NMHS 并及时向公众发布的重
要性。大会敦促会员向秘书处通报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大会高度赞赏连续在 UNFCCC、
UNCCD 缔约方会议上和在其它峰会之后组织的沟通宣传活动。
5.2.6

大会对《WMO 公报》和《气象世界》这两种刊物再次表示满意。期刊《WMO 公报》，
文字简明、内容吸引人，面向更广泛的受过教育人群；时事通讯《气象世界》对 WMO 及各
会员的工作做定期新闻更新报导。为了更好地开发《WMO 公报》作为公共信息传播工具的
潜力，大会欢迎提供 CD- ROM 格式的电子版公报 ( 供相关活动的免费发放 )，也欢迎 html
和 pdf 格式的电子版公报 ( 用于网络分发 )，大会更欢迎为充实 WMO 在线交换资料所付出
的所有努力。大会还感谢俄罗斯联邦和西班牙以实物持续支持《WMO 公报》在俄罗斯和西
班牙出版发行，感谢法国对《WMO 公报》在法国的出版发行给予的最初支持。
5.2.7

大会还呼吁，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开展更广泛的活动。
借助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WMO 挂历 ” 以及《从问天到现代气象学 – 集邮历程》、
《生命要素》和《气候意识》这些读物的出版得到了全额赞助。
5.2.8

大会感谢秘书处协助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开展世界气象日庆祝活动，并把这次活动
视为提升各国气象水文部门知名度的重大机会。大会欢迎为庆祝 WMO 成立 60 周年出版的
各种读物、开展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名为《WMO 从 60 种方式改变了世界》的宣传册，
以及发给公众的宣传册，如《气候变化中的极端天气事件》。
5.2.9

大会一致认为，WMO 借助视频材料开展对外宣传具有潜在影响；大会呼吁在
整个 WMO 内加强对该领域的开发与合作。大会欢迎主流广播媒体 ( 如 CNN 国际台 ) 根据
WMO 的倡议播出的 “ 公共服务通告 ” 节目。大会欢迎将 WMO 视频资料，如新闻报道，视
频新闻发布以及 B-rolls( 利用 WMO 的影视资料 ) 供电视网络在不同场合使用。
5.2.10

大会认识到，该网站对 WMO 的沟通宣传一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大会敦促
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大会敦促所有会员都要建立一个 WMO 网站链接，要把自己视
为 WMO 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分利用 WMO 网站。大会还要求秘书长组建一个由
WMO 会员和 WMO 秘书处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负责制订和执行旨在加强 WMO 网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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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媒体和移动电话技术在世界宣传中的潜力，尤其是向年轻人和
发展中国家的听众开展宣传的潜力。
5.2.11
大会对 WMO 会员派遣国与 WMO 秘书处配合公共气象服务计划，密切合作共同
建设 worldweather.wmo.int 和 severe.worldweather.wmo.int 网站表示满意。大会感谢香港天文
台 ( 中国香港 ) 主办、维护、开发了这些网站。大会同意对 meteoalarm.eu 和 weather.gmdss.
org 网站进行改造。大会强调，这些网站不仅在促进世界人口安全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展
示各国气象水文部门的活动价值的重要窗口。
5.2.12
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探讨如何为 IPA 活动争取公众支持的方法和手段。大会鼓励
各国 NMHS 复制和利用 IPA 计划推出的电子高分辨率图片和其它宣传材料、充实 IPA 照片
库、视频档案和编辑工具，为大众开发最先进的教育产品，包括供儿童和青少年甚至残疾人
员使用的特殊学习材料。在这方面，大会欢迎在 WMO 网站设立 “ 青少年园地 ” 栏目 (http://
www.wmo.int/youth/)。
5.2.13
大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利用重大国际活动、国际交易会及展览会的机会，提高
WMO 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的形象，加强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尤其要加强在联合国宣
传组框架下的合作。在这方面，大会非常感谢中国气象局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2010 年
5 月 -10 月 ) 在联合组织和运作 WMO-CMA 气象馆 “MeteoWorld” 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在
2010 年 5 月 9 日这个 2010 世博会荣誉日举行了气象馆落成典礼。大会非常赞赏上海多灾种
早期预警项目取得的积极进展。“ 气象馆 ” 和 “ 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项目 ” 为促进 WMO 和
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工作的社会效益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大会还敦促气象组织会员在区域
性和全球性的相关会议上突出强调 WMO 和 NMHS 的作用。
5.2.14

大会提请本组织主席和其他官员，在他们参加的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论坛上，与
秘书长和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联手，共同进一步帮助促进 WMO 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作用
和活动。大会鼓励各组织机构的官员和会员尽其所能，共同努力为促进 WMO 的发展，为
促进 WMO 在天气，气候和水文领域中的作用做出各自的贡献。
WMO 品牌
5.2.15
大会认识到本组织的 “ 品牌 ” 的价值。大会看到副标题 “ 天气、气候、水文 ”( 如
同第 14 次大会所要求的那样 ) 已经明显地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信函、出版物、互联网中占
据重要位置。大会对 WMO 出版工作的现代化建设表示满意，并要求进一步完善编辑政策。
5.2.16

大会赞同本报告附录 2 给出的 IPA 计划简介，并通过了决议 27 (Cg-16) – 信息与
公共事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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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议题 5.3)

5.3.1

大会对 IPCC 主席 R.K. Pachauri 博士对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以及就专门委员会工作
现状所作的报告表示赞赏。
5.3.2

大会还对 IPCC 在编写和分发高质量的评估报告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赞赏，
这些报告为制定国家和国际气候变化政策提供了保障，大会重申 WMO 将决心协助 IPCC 落
实其工作计划，从财务上、行政上以及业务上给予保障。
5.3.3

大会强调，会员需要继续有效地为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和特别报告的内容及质量，
以及作为提高这些活动价值的回报所预期的效益做出贡献。大会敦促会员设法加强 NMHS
的科学家和专家参与 IPCC 的活动。
5.3.4

大会对在规划好编写第五次评估报告 (AR5)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各国政
府和有关组织包括 WMO 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
5.3.5

AR5 作者的选拔考虑了性别和地理因素，大会对此表示赞赏，对新任命的来自众

多会员国的主要作者和主要作者协调人表示祝贺，并鼓励其尽量按最高标准完成其任务。
5.3.6

对于积极参与 IPCC 的 WMO 会员，大会表示赞赏，有的会员是直接提供资金，
或对技术支持小组 (TSU) 予以保障，有的是向 AR5 作者提供资助，并 / 或举办会议等活动，
大会鼓励各会员在第五个评估周期继续支持 IPCC。
5.3.7

大会强调 WMO 会员需要继续为 IPCC 的工作做出有效贡献，继续开展各种气候
活动，具体而言，为 AR5 的内容和质量做贡献，反过来，可以预期因这类活动的价值提高
而使得效益增加。
5.3.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WCP、WCRP 和 GCOS 参与 IPCC 的工作，并鼓励加强 CCL 和
其他技术委员会的参与，为 IPCC 评估报告做出贡献，并与 IPCC 紧密合作制定其计划以及
加强信息分发，同时鼓励 IPCC 在其评估报告中考虑来自 WCP、WCRP 和 GCOS 的科学信息。
5.3.9

大会注意到 IPCC 工作与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相关性，并邀请 IPCC 探
索促进其实施的途径。
5.3.10
大会支持 IPCC 计划为宣传和媒体沟通制定和实施全面的传播战略。大会提请
IPCC 更多地认可 WMO 和 UNEP 在其宣传材料和宣传活动方面的作用，以及利用 WMO 媒
体中心向范围更广的受众提供有关气候变化最新权威科学的最新评估。
5.3.11 大会对 IPCC 关于加强 IPCC 管理和传播方面的协调和监督的决定表示赞同，并决定
维持 WMO 作为创始和共同组织在 IPCC 治理和管理中的作用，包括对关键 IPCC 职位的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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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大会对《可再生能源与气候变化减缓特别报告》(SRREN) 的出台表示欢迎，也对
正在撰写的《极端事件与灾害风险管理，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SREX) 表示欢迎，
这两份报告所提供的重要结论可让会员受益。
5.3.13

大会对 IPCC 利用所收到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部分资金以及争取认捐方的支持在设
立奖学金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第一轮奖学金于 2011 年启动，面向最不发达国家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目的是让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积累知识和培养专长。
5.3.14

大会欢迎 IPCC 对国际科学院理事会对 IPCC 的流程和程序进行审核所采取的响
应行动，这项审核工作由联合国秘书长和 IPCC 主席共同要求提出，并得到 IPCC 的共同发
起组织 WMO 和 UNEP 的支持。
5.3.15

大会敦促秘书长调动资金支持 NMHS 的能力建设活动，以解释区域和国家尺度
上的未来气候情景，从而更好地支持社区和国家决策者。大会敦促所有会员促进 IPCC 评估
报告及其主要成果的广泛分发和解释。
5.3.16
大 会 注 意 到， 在 2010 年， 应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和 IPCC 主 席 的 要 求， 在 WMO 和
UNEP 的支持下，国际科学院理事会 (IAC) 对 IPCC 评估报告的编写过程和程序进行了审查。
IPCC 在其第三十二次和三十三次全会上审议了 IAC 的报告。大会表示支持 IPCC 为实施
IAC 关于程序、治理和管理、利益冲突政策和沟通战略的审查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5.3.17

大会重申 IPCC 应继续其根本使命，即提供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现有事实信息的
客观科学技术评估，并通过了决议 28(Cg-16)-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5.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 议题 5.4)

5.4.1

大会欢迎 GCOS 指导委员会主席亚德里安 · 西蒙斯 (Adrian Simmons) 教授
所作的关于 GCOS 计划实施进展的报告 ( 见本报告附录 2)。大会特别感谢前任主席 John
Zillman 教授在其任期内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5.4.2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进展报告 (2004-2008
年 )，以及 2010 年最新的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大会欢迎 UNFCCC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 (SBSTA) 大力支持 GCOS 的实施和运行，以支持 UNFCCC 的研究和系统
观测需求。
5.4.3

大会注意到，UNFCCC 对报告 GCOS 充足性和进展的持续要求已经导致建立了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改进和评估周期。大会建议加强这一进程，并批准将这一周期作为一项
优先活动。大会还建议研究这一周期如何能够支持除 UNFCCC 之外的气候需求。
5.4.4

大会对在建立充分持续的气候观测网络 (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 方面的持续困难
表示严重关切。但是，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领域以及涉及所有发起组织和合作伙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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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规划和协调活动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5.4.5

大会感谢几个会员对气候观测系统基金和 GCOS 合作机制的自愿捐款，这使得
在实地气象网络运行方面的一些不足得到解决，但强调迫切需要额外的支持，以提高整个
GSN、GUAN 以及其他网络资料的可提供性和质量。
5.4.6

注意到 GCOS 卫星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大会欢迎关于卫星气候产品系统观测需
求的最新报告。大会赞扬通过 WMO 空间计划和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 (CEOS) 以及气象卫星
协调组 (CGMS) 与空间机构持续合作，以期建立并确保获取空基气候资料记录的连续性，以
及提供更高的时空分辨率。
5.4.7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 IOC 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的持续支持，特别是，
2010 年 6 月 IOC 执行理事会第 43 次届会指出了为气候研究和服务以及为沿海地区国家气候
适应战略开展持续海洋观测的必要性。IOC 执行理事会敦促 IOC 会员国处理已确定的优先
事项和差距，并确保基本的实地和空基海洋观测网络的持续长期运行。在 GCOS 指导委员
会第 18 次届会 (GCOS SC-18) 上，IOC 重申，作为根据 IOC 高级目标 2 提出的一项重要的
共同发起计划，将继续支持 GCOS，这涉及到减缓气候变化和变率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
化和变率。关于 UNEP，大会注意到，在 GCOS SC-18 上，UNEP 表示其高度重视 GCOS 的
工作。GCOS 实施计划中的行动与一些 UNEP 活动 ( 包括环境观测以及对新出现的问题和趋
势的监测、科学评估和警报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适应以及早期预警领域 ) 非常相关。大
会还注意到，在 GCOS SC-18 上，ICSU 重申其高度重视 GCOS( 包括其秘书处和指导委员会 )
的工作，并强调，提供长时间序列的实地和卫星气候观测资料对于地球系统科学及其相关学
科的进步至关重要。
5.4.8

大会认为 GCOS 秘书处在推动和支持指导委员会和 WMO 各组成机构的工作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这些机构能够为全面、顺利实施 GCOS 而努力奋斗。大会对秘书处
四年来的工作予以表扬，但也认为需要大大加强努力，为规划、协调、宣传和实施提供更有
力保障，只有这样，GCOS 才能实现目标，不负会员们的厚望。大会一方面对会员和国际组
织迄今所提供的大量自愿资源表示十分感谢，另一方面，也紧急呼吁会员、GCOS 合办方、
IOC/UNESCO、ICSU 和 UNEP 等国际机构考虑所有可用手段，大力加强所有计划活动以及
联合秘书处。
5.4.9

大会认为 GCOS 为推动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的设立发挥了作用，对此表示赞赏。
更概括而言，大会对 GCOS 从事区域活动表示赞赏，包括协助发展中区域制定区域行动计划。
注意到观测对于扩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大会鼓励 GCOS 秘书处继续为提高发展中
地区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气候观测网络水平而努力。
5.4.10
鉴于 GCOS 在 GTOS 中提供有关实地和空基地面观测方面的主导作用，大会建议
WMO 与当前的 GCOS 发起组织协商考虑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 GCOS 的第五个发起组
织的潜在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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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

大会要求秘书长请其它联合发起组织注意 GCOS 范围和目标的更新，并在必要时
修改谅解备忘录。
5.4.12

大会通过了决议 29(Cg-1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5.5

未来研究的优先重点：国际科学理事会的远景展望 (议题5.5)

迈向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十年新倡议
5.5.1

大会注意到，ICSU 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ISSC) 合作，正在引领一个战略远景
展望进程，使科学界得以探索涉及各类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内的地球系统研究整体战略的选择
方案，并使利益攸关方和决策者积极参与其中。
5.5.2

在该进程的第一阶段，根据大量磋商结果最终确定了地球系统全球可持续性学科
面临的五大挑战。第二阶段确定了这样一个看法，即综合研究需要一个新的总体结构，以有
效地应对这些重大挑战。在第三阶段， ICSU、ISSC 和贝尔蒙特论坛召开了一次会议，开始
设计新的倡议。会议就新的全球可持续性研究共同战略的定义 ( 见本报告附录 6) 达成了一
致意见，这一定义建立并包括了当前全球变化状况的结构。该倡议有望把国际生物多样性科
学计划 (DIVERSITAS)、国际地圈和生物圈计划 (IGBP)、国际人文因素计划 (IHDP) 和地球
系统科学伙伴关系 (ESSP) 统一起来，全面参与 ‘ 全球变化分析、研究和培训系统 ’(START)，
并有可能从战略角度出发整合 WCRP 的某些组成部分。
5.5.3

大会赞赏过去在与 ICSU 共同发起科学计划方面有着强有力的历史因缘，并赞赏
其未来将继续并加强这一伙伴关系的持续承诺。大会认识到 ICSU 关于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
新倡议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潜在的重要贡献。
5.5.4

作为一个在研究方面担负重大职责的组织，大会重申了 WMO 对 WCRP 的支持，
并赞赏 WCRP 在气候研究议程上的领导地位，并对其与 WMO 其它计划 ( 如 WWRP) 密切
合作，联合发起 IPCC 和 GCOS 表示赞赏。

6.

能力建设(议题6)

6.1

技术合作计划(议题6.1)

概述
6.1.1

大会审议了在第十五财期实施技术合作计划 (T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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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大会认识到，许多会员继续受益于在 WMO 技术合作计划下开展的各项活动，其
中涵盖了一系列的发展支持，包括评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现状，确定加强能力的需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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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体制发展，基础设施的升级，加强区域网络和制定国家气象发展计划，提出项目建议以及
筹措相关资金。
6.1.3

大会对秘书长为加强技术合作和向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表示欢
迎和坚决支持，特别是通过开发合作与区域活动 (DCR) 司的重组，在司内建立资金筹集办
公室，将教育和培训计划和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纳入 DRA，并提高这些部门和区域办事处以
及 WMO 次区域办事处之间的协调。大会注意到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响应 WMO 战略计划
(2008-2011) 并促进制定更全面的方法进行能力建设 ( 参见议题 11.2)。
6.1.4

大会注意到在第十五财期实施了 TCOP，经 Cg-15 决定其各种职能通过以下方式
资助：常规预算在预期结果 7 和 9 下，自愿合作计划、紧急援助基金、针对区域和国家发展
项目的外部融资以及利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自愿合作计划
6.1.5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自愿合作计划 (VCP) 的成就，特别是注意到在 2007-2010 年期
间 LDC 和发展中国家的 NMHS 的获得支持的数量，在 88 个单独项目中有 58 个会员国获得
了支持，获支持项目占在此间收到请求总数的 83%。简化 VCP 的过程使得 VCP 能够通过信
托基金支持项目并在更短的时限里响应请求。第一和第二区域从 VCP 项目受益最多 ( 分别
为 24 个和 33 个项目 )。
6.1.6

2007-2010 年期间，11 个会员 ( 澳大利亚，中国，爱尔兰，日本，肯尼亚，马尔
代夫，毛里求斯，缅甸，挪威，巴基斯坦，韩国 ) 向 VCP 信托基金 (VCP-F) 提供了现金捐款，
总额达 109.8253 万美元，而 23 认捐会员和 3 家私营公司通过 VCP 设备和服务 (VCP-ES) 提
供了支持，总值大约为 550.1855 万美元。根据执行理事会 (EC-58) 修订的利用 VCP(F) 的准则，
这些捐献主要是支持专家服务、短期奖学金和培训活动、地面观测站、改进电信系统、气候
数据库管理系统、气候活动、业务水文活动，以及紧急援助活动。
6.1.7

大会向 VCP 认捐方会员表示感谢，感谢它们为支持 VCP 计划所付出的宝贵努力，
并感谢作为认捐方的会员表示愿意继续支持 VCP。大会进一步注意到，会员要求这种形式
的支持不断增加，因而鼓励会员通过在 NMHS 之间创建更多联系的方式进一步扩展这一网
络，让更多会员参与支持 VCP 计划，通过更积极地参与该计划的方式加强 WMO 的合作精神。
6.1.8

大会决定，在第十六财期应继续在 VCP 下开展援助计划。注意到自愿合作计
划的描述 ( 见本报告附录 2)，VCP 计划的实施细则和程序仍然合理有效，大会通过了决议
30(Cg-16)– 自愿合作计划。
紧急援助
6.1.9

大会认识到，在 2007-2010 年期间向受灾的会员提供了大量紧急援助用于恢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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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水文网络，通过 WMO 紧急援助基金、VCP 和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来自会员的双边援助。
大会对就自然灾害做出的响应表示满意，包括海地地震和 2010 年引发影响巴基斯坦的洪水、
2009 年太平洋海啸、2008 年孟加拉国、也门和塞舌尔的风暴潮，大会还要求秘书长继续加
强向受灾会员提供及时协调的援助。大会特别注意到秘书处的协调努力和会员向海地提供的
双边支持。
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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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敦促提供支持的会员进一步参与该项机制并为紧
急援助基金做出具体的捐款。
6.1.11

大会获悉，在该财期内对 WMO 周转基金进行了评审，由于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
会员没有利用该基金，因此撤销该基金。结余的基金已转至紧急援助基金。
资金筹措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6.1.12
在执行理事会 (EC-61，第 6.29 段 ) 支持下秘书长设立了资金筹措办公室和 20082011 年资金筹措战略，大会对此表示赞赏。大会欢迎 RMO 和 RM 战略的重点，即支持技
术计划、区域办事处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高国内外，以提高为一些活动提供支持和资金的
水平，旨在发展 NMHS 的服务水平达到能满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粮食安全需要的水平，
其重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 (LDC)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并与区域战略
/ 运行计划和战略发展计划保持一致。
6.1.13

大会进一步认识到，在此期间秘书处通过信托基金用于技术援助 ( 除了 VCP) 的
总融资大约为 2900 万美元，还有来自各种不同来源的融资 ( 各国政府、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
基金会等 )。
6.1.14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WMO 与会员国的 NMHS 以及融资和开发机构在 2007-2010
年期间签署的各项旨在落实区域合作计划的协议。支持 NMHS 区域计划的项目共计 4000
万美元，旨在加强西非、次撒哈拉非洲、东非、东南欧、中亚、太平洋及美洲 40 多个国家
NMHS 的能力和许多单一国家项目。大会还认识到这种能力的加强需要通过与 WMO 会员 ( 包
括韩国、西班牙、芬兰、意大利和美国 ) 和主要合作伙伴合作所取得的，诸如世界银行 (WB)、
欧盟委员会各管理方、会员国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特别是 UNISDR、WFP、UNDP 和洛克
菲勒基金会等 UN 系统合作伙伴。大会还支持秘书处为这些区域交叉性区域项目的管理安排
更好地实现制度化所付出的努力。
6.1.15
大会还注意到，常任代表的区域顾问网络积极参与了 RA I(INTAD-I ( 非洲 )), RA
II(INTAD-II ( 亚洲 )) 和 RA V(INTAD-V ( 西南太平洋 )) 的国际合作和对外联系。认识到特别
是在发展中国家会员 NMHS 合作中 INTAD 网络的作用，大会敦促会员在秘书处的支持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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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支持 INTAD 活动。对此，大会注意到天气和气候南南合作国际研修班 (2010 年 11 月 8-12
日，中国南京 ) 促进了一区协、二区协和五区协积极参与 INTAD。大会进一步鼓励秘书长
确保对进一步加强 INTAD 能力的资金支持。
6.1.16

大会高兴地获悉 2010 年 12 月 WMO 认可的 ‘ 多边实施适应基金实体 ’，为适应
气候变化领域项目提供重要资金支持提供一个良机，以支持 NMHS 并使其参与其中，一旦
该基金的运行机制确定下来，大会支持秘书处为确保该实体享有与 ‘ 全球环境基金 ’ 和可能
出台的 ‘ 绿色基金 ’ 相似地位所采取的方式。大会注意到，WMO 将提出几个区域项目，供
适应基金委员会审议。
6.1.17

大会认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和高级别专题组 (HLT) 的建议为 NMHS 项
目开发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未来融资平台。对此，大会鼓励秘书长利用国家 / 区域项目促进气
候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6.1.18

大会回顾到，执行理事会根据要求在第 59 次届会上按照第 4 号决议 4(EC-59) 在
第十五财期内设立了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EC-CB)，大会还回顾到，理事会通过第
10 号决议 (EC-60) 修订并批准了该工作组的职责，以更好地应对发展合作中所面临的各种挑
战。
6.1.19

大会注意到，EC-CB 协助执行理事会于 2009 年和 2010 年审议了若干能力建设活
动的相关问题，涉及资金筹措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 NMHS 提供服务，与 EC 教育培训
专家组进行互动，互动内容涉及会员的需求、志愿服务、能力开发战略的编写等，旨在为第
十六财期五项优先重点领域提供一个框架 ( 参见议题 11.2) 。
6.1.20

考虑到 EC-CB 的重要工作，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继续以全面的方式处理能力发
展的未来挑战。
6.1.21

在这方面，鉴于 WMO 能力建设筹备的提议，大会同意将 TCOP 和相关活动纳入

战略。
6.1.22

考虑到在正常和紧急情况下，利用志愿者可成为支持要求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一
个工具，大会欢迎与 UN 志愿者和海外开发援助机构的自愿计划署正在开展的讨论，观察
WMO 是否能够与这些部门结为合作伙伴，以确保为发展中国家 NMHS 提供支持。
6.2
概述

教育和培训计划(议题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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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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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HS) 的
人员提供了有关教育、培训、资格和能力要求的指导和咨询服务，特别是那些与航空气象人
员相关的内容。活动包括：组织了有关专业主题的短期培训活动；组织第十一次 WMO 教
育和培训研讨会；为基本培训和专业培训颁发并实施了长期和短期奖学金；推进了会员之间
信息和培训材料方面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远程教学以及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学校教育和
国民教育，从而以此协助 WMO 会员。
6.2.2

大会感谢 EC 教育培训专家组强有力的领导，并鼓励执行理事会在下一个财期继续启
用该专家组。大会还鼓励 EC 专家组重新考虑其会议和教育培训研讨会的时间安排，以便于
为 2016-2019 年财期的预算和规划过程提供有关信息。
6.2.3

大会忆及本次大会关于技术合作计划的讨论 ( 议题 6.1) 并注意到它十分赞赏会员在
自愿合作计划下对教育和培训计划作出的直接和非直接的贡献。大会高兴地注意到这一资助
形式包括南 - 南资助和更为传统的北 - 南资助。虽然尚不清楚全部贡献的数量，但估算直接
资金 ( 会员向秘书处提供的直接用于落实教育和培训活动 ) 以及非直接资金 ( 减免学费、工
资和 / 或住宿方面的资助、保险、书本费、机票、提供短期培训和在教育培训领域对援助机
构的公关 ) 每个财期约 200 万瑞郎。虽然提供的自愿支持的水平令人振奋，但大会认识到在
第十六财期，为帮助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尚需更多的自愿支持，以便
着手开始解决教育和培训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实施有关 5 个高优先领域的活动相联系。
大会呼吁各会员与各自区域的援助机构和其他机构一起共同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
教育和培训计划
6.2.4

大会审议了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和预算中提出各项科学计划活动，并认
为本组织应继续在第 16 财期将 ETRP 作为一项高优先重点，其目的是支持预期结果 6(ER 6)
中会员国 NMHS 的人力资源开发。
6.2.5

大会建议应特别重视以下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将支持为下一个财期确定的每一个
高优先领域：
(a)		
在规划、管理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HRD)活动方面向最不发达国家(LDC)的
NMHS提供更多援助；
(b)		
推进国际合作，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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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教学和电子学习活动；
(c)		
通过促进对各培训机构和计划的国家/国际认证以及对NMHS人员的专业认证，鼓
励开展高质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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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支持气象水文专业的在校教育和普及教育，为提高公众对减轻灾害风险、防灾减
灾的意识做出贡献。
6.2.6

注意到有关教育和培训计划的简述 ( 见本报告附录 2)，大会通过了决议 31(Cg-16)教育和培训计划。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定义
6.2.7

大会回顾了 EC-62 关于气象学家定义和更换 WMO 第 258 号出版物《气象和水文
业务人员教育培训指南》第一卷：气象学与新指南第四版的决定。
6.2.8

大会注意到 EC 教育培训专家组编制的草案将纳入《WMO 技术规则》，该技术
规则定义了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及其相关的基础教学课程；《指南》草案有助于会员实施
修订后的基础教学课程。大会还注意到拟议的《技术规则》和《指南》试图澄清 1998 年执
行理事会第五十次届会批准的气象学家定义中的有关术语 ——“ 学位或同等学历 ” 的含意。
大会注意到，在整个出版物中对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的人员和工作任务作了明确
的分类。分类涉及资格，然而工作任务与能力有关。大会忆及，会员有权决定如何向不同的
分类人员分配具体的任务，但这些人员须具备他们所从事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品质。
6.2.9

大会认为，这些文件，包括决议 32 (Cg-16) 的附件 1 和附件 2, 为会员评估其教
育培训计划是否符合基础教学课程 – 气象学家 (BIP-M) 以及基础教学课程 – 气象技术员
(BIP-M) 规定的学习成果提供了一个客观框架。大会认识到所有会员对气象人员的定义都十
分感兴趣，为了给会员在国内实施中提供一定的灵活性，它必须体现对专业认可的要求。认
识到会员的不同要求，大会修订了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建议的气象人员定义，添加 “ 大学
程度 ” 一词，旨在直接面对一些会员关于体现大学研究程度的要求，同时也体现其他会员关
于承认非官方认可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和培训问题。大会建议可考虑用 “ 核心教学
成果 (CLO)” 替代 “ 基础专业课程 (BIP)”，以便更好地反映修改后的出版物的内容和使用。
大会通过了决议 32(Cg-16)-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定义，并从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使会员有时间更新它们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并与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的引言相一致。大会
向各会员提供了一下咨询建议： WMO 气象学家和 WMO 气象技术员这两个术语分别是气
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同义词，因此今后只应使用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术语。
6.2.10

大会注意到通常须通过成功地修完大学气象课程或气象研究生研究课程 ( 在修完
含数学和物理学基础课的大学程度后，如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或计算科学课程包含的典型
课程 ) 方能达到 BIP-M 的要求。除此以外，教育机构必须表明它们的研究计划达到大学课
程教学水平。常任代表应牵头与有关的国家和区域机构磋商，以确定他们国家的气象人员所
需的学术资格。常任代表还需与国家的教育培训部门一起调整和最终确定对他们的教育和培
训机构的正式认定以及根据质量管理框架的原则认定他们的课程，从而确保气象毕业生达到
BIP-M 的要求。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通过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向会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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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们能展示它们的培训机构和课程达到所需的标准，并视需要，在有限的常规预算和自愿
资金内向区域培训中心及国家培训机构提供帮助。
6.2.11

大会要求水文学委员会 (CHy) 在其下次届会审查水文人员和水文技术人员的定义
以及他们的相关基础课程。
WMO 区域培训中心
6.2.12

大会审议了新提名的印度尼西亚、秘鲁和南非的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 以及
评估印度和菲律宾的 WMO 区域培训中心。根据评估报告和区域协会的区域协会对每个机
构的认可，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认为秘鲁和南非符合执行理事会要求的一个培训机构要成
为 RTC 的标准。大会批准秘鲁和南非成为新的 WMO 区域培训中心并再次确认马达加斯加
和菲律宾作为 WMO 区域培训中心。
6.2.13

大会欢迎卡塔尔加入区域培训中心网络，并感谢所有承办区域培训中心的会员与其
他会员分享教育和培训设施，特别是来自本区域的会员。大会忆及批准各区域中心满足由会
员表达的培训需求，这需要各区协、区域培训中心和会员参与正在进行中的有关高优先的区
域教育和培训需求以及现有的教育和培训机遇的讨论。大会提醒会员有义务向其区域内的
RTC 提供足够的支持，确保其可持续性。一区协的岛国和沿海会员建议大会提供海洋观测
和预报方面的培训需求。大会建议区域协会向其区域培训中心提出问题，有必要的话，寻求
秘书长的协助。大会注意到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还未收到印度 RTC 和印度尼西亚建议成
立的 RTC 的访问评估报告。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希望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访问评估报告
成果提交将于 2012 年 6 月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
能力标准
6.2.14

大会赞赏 ETRP 开展的工作和各技术委员会制定气象学和水文学领域核心工作任
务的能力标准。大会建议所有的技术委员会将此作为高优先活动并将此任务融入各自当前的
工作计划。大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遵循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制定的提供高层能力标准的模式，
这可纳入《WMO 技术规则》。如需要，可制定更多详细的指南，以协助会员根据其国家需
求适应、实施和评估高层能力标准 ( 见 http://www.caem.wmo.int/moodle/)，这些指南也应出
版。要求执行理事会与其教育培训专家组保持接触，以协助各技术委员会制定能力标准，并
与 ETRP 保持联系。
6.2.15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气象局提出的、与其他会员共享有关气象人员能力发
展 ( 特别是航空气象学人员 ) 专门知识和经验的倡议。大会认识到共享最佳规范实例的做法
减少了会员分别开发能力框架的时间，大会鼓励会员利用这一专门知识，并与其他会员分享
自己有关能力发展和评估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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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活动
6.2.16

大会获悉秘书处为加强奖学金计划及其效果和透明度所采取的措施。正在实施的
改革措施包括：与各会员、奖学金获得者和培训机构开展更多交流；更加及时地处理有关奖
学金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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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提名
和遴选的政策和程序。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各培训机构在监督和评估那些接受培训的奖学金获
得者方面开展的令人满意的合作。但是，那些受益国在反馈其获奖学金的学员回国后的表现
情况方面回应率相对较低，因此大会对此表示关切。大会重申支持 2006 年 6 月的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作的决定，即若常任代表 (PR) 未按要求提供有关奖学金使用后的反馈报告，不再
考虑向这些会员发放奖学金。
6.2.17

大会回顾到执行理事会关于评选奖学金的标准，注意到除其他因素它还包括会员
发展现状、人员性别和年龄、NMHS 人力资源发展计划与申请奖学金的预期结果之间的明
确联系以及对费用分摊的许诺如提供机票。鉴于对于奖学金的高需求，鼓励会员寻求一切手
段来为奖学金费用的成本分摊做出贡献，以便努力促进有限资源的进一步延伸。大会赞赏正
在开展 WMO 奖学金手册的审查，并要求执行理事会通过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审议各自国家用对奖学金的支持来资助自己国家人选的方案。根据目前情况，这是不可能的。
6.2.18
大会表示奖学金计划需要更多资金，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VCP 认捐国为奖学金计划提供支持方面所作出的慷慨捐助，并呼吁所有 VCP 认捐会员考虑
增加捐款。
在校和普及教育
6.2.19

大会欢迎美国 GLOBE 计划提出的有关将于 2011 年底至 2013 年开展学生气候
研究活动的建议 (http://globe.gov/scrc)。正如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所建议的 (WMONo.1059，6.16(o) 段 )，大会鼓励所有会员积极参与 GLOBE 计划并与 GLOBE 国家协调员共
同努力作为在校和普及教育活动的一部分，以便气象和气候概念能够充分普及。这将鼓励下
一代年轻科学家迎接大气和环境科学提出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6.3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 议题 6.3)

6.3.1

大会回顾到，最不发达国家 (LDC) 包括那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都是低收入和最脆
弱的国家，普遍认为这些国家正遭受严重的结构性障碍，促使国际社会除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的支持外还通过连续十年的 LDC 行动计划向 LDC 提供特别的支持措施。
6.3.2

大会还回顾到，LDC 布鲁塞尔 2001 -2010 年十年行动纲领的目标和任务与千年
发展目标 (MDG) 密切相关，在该框架下建立了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增
强并提高相关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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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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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大会认识到秘书长和会员在实施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中所付出的努力，并感
谢执行理事会为实施 WMO 2008-2011 年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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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责的能力 ” 下的活动提供了指导。
6.3.4

大会注意到所有的科学技术计划在其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中都把 LDC 包括 SID
列为较高优先，正如在各相关议题下所报告的那样。
6.3.5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开展了一些具体的增值和专门活动，以开发 LDC 的体制和人
力资源能力，通过加强其 NMHS 的基础设施、管理和业务员能力，大会认为这些成果将推进：
(a)		
把NMHS的活动和产品纳入国家和区域层面上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战略和优先
重点，从而提高其形象；
(b)		
在支持LDC关键部门的生产能力方面加强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及服务的有效利
用，特别是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卫生、减少灾害风险、交通、能源、环
境、水资源、旅游以及气候变化的管理。
6.3.6

大会强调在大多数 LDC 和 SID 的 NMHS 还没有能力持续地为决策者和社会提供
气候服务和信息。因此，大会要求根据需求和优先建立一些引人注目和快速通道项目，包括
在 2013 年前满足 ICAO 在航空气象学方面的需求，从而为这些国家形成必要的能力，并符
合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SCS)、其它国际和区域既定的发展目标和活动，其中包括 MDG、第
一次非洲气象主管部长大会宣言以及实施 SID 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毛里求斯战略。
6.3.7

大会对向 LDC 提供援助、向 LDC 的 NMHS 信托基金捐款或宣布向 LDC 提供支
持的会员表示感谢。
6.3.8

大会鼓励秘书处和会员促进并支持 LDC 寻求加强 NMHS 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的
活动，这些私营部门的活动经常受到水文气象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大会认识到这种关系可以
支持私营部门开发能够降低风险的产品和服务、鼓励增长，并最终促进创新，为 NMHS 在
教育和培训的资金筹措、天气、气候和水监测网的可持续性等领域带来潜在好处。
6.3.9

大会注意到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9-13 日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举行，其目的是综合评价布鲁塞尔行动纲领的实施情况，共享最佳做法并吸取的经验
教训，确定新出现的挑战和机会，重申全球承诺以解决 LDC 在主要联合国大会和峰会上提
出的特殊需求，并制定和通过最不发达国家与其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新的伙伴关系。注意到
WMO 积极参与筹备进程和会议的组织，大会认为此次大会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意愿，以继续
支持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集团国际议程的最高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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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大会回顾到，2011-2020 年联合国十年 LDC 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克服 LDC 面
临的结构性挑战，以消除贫困，实现国际认可的发展目标，从而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类别。
6.3.11
对此，大会强调了 2011-2020 年十年 LDC 行动计划的具体目标，旨在使半数
LDC 在 2020 年前达到脱贫的标准，包括以下要求 WMO 和 NMHS 做出贡献并提供支持的
目标：
(a)

在所有部门建立可行的国家生产能力，尤其是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和其它气候
敏感的部门；

(b)

推进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战略，加强对小农户的支持并为消除贫困做出贡
献；

(c)

投资卫生、教育、供水和环境卫生等基本服务；

(d)

通过减轻对经济、自然和环境冲击、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强LDC的恢
复能力，强化其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特别是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

(e)

促进用于和平和发展目的的科学技术，包括根据LDC的国家发展优先活动，适当
强化国家和区域机构；

(f)

加强兼顾LDC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6.3.12

注意到气候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 LDC 的社会经济发展，大会忆及全球自然和气
候变化要求在有效及合适的国际响应中尽可能广泛地展开合作。大会还注意到气候变率和变
化的影响对 LDC 迄今取得的发展成果构成的威胁，其中一些已经被迫将其资源从其它更广
泛的发展目标中转移出来，以克服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
6.3.13

考虑到大部分 LDC 预计将不能实现 MDG 目标，这些国家将需要 UN 系统和其他
发展伙伴提供额外的、充足的技术和财务支持，大会强调了 WMO 有关 LDC 计划的重要性
以及对其继续给予的高优先级。
6.3.14

大会决定继续加强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以解决限制 LDC 的 NMHS 提供相
关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和服务的障碍和制约因素，并适当强化其满足十年 2011-2020 年 LDC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的优先行动的需求和要求的能力 ( 见本报告附录 2 给出的计划简述 )。
6.3.15

对此，大会通过了决议 33 (Cg-16) –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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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计划 ( 议题 6.4)

总体概述
6.4.1

大会审议了在第十五财期区域计划 (RP) 所取得的进展、秘书长针对大会决定所
采取的后续行动以及执行理事会和与该计划相关的各区域协会 (RA) 的行动。大会注意到由
六个区域协会实施并由 WMO 区域办事处和 WMO 驻各区域办事处 ( 以前称为次区域办事处 )
支持的区域计划 ( 见本报告附录 2) 继续落实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相关的决议并协调各自区域
中会员的活动。通过与会员、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和伙伴关系，继续促进 WMO 各
项计划的实施，加强 NHMS 和提高他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继续协助解决已确
定的技术和机构问题。会员受益于举办的一系列区域技术大会、研讨会、讲习班和其他有专
家、NHMS 局长和高层决策者参加的各类论坛。
6.4.2

有关区域协会取得的成果和确定的优先重点和挑战的相关信息在议题 2.4 中提供。

区域活动和区域办事处
6.4.3

大会对秘书长为加强秘书处对区域计划的支持而采取的措施表示欢迎。随着 2008
年月开始实施新的结构，发展和区域活动 (DRA) 司的任务是实施计划活动以实现预期结果 7
和 9(2008-2011)，这包括实施区域计划。在发展和区域活动 (DRA) 司内部，区域活动密切与
原则能力建设计划 (ETRP, VCP, TCOP, LDCP) 和其它资金筹措办公室 (RMO) 协调。
6.4.4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区域办事处 (RO) 作为区域活动信息和协助会员发展其 NMHS
的联络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会赞扬 RO 和 WMO 驻各区域办事处为支持 RA、主
席和附属机构的工作以及为会员实施区域内各种技术和科学计划提供援助所付出的不断努
力。大会强调需要加强 RO 的项目管理并敦促秘书长加强 RO 的项目管理技巧。大会进一步
注意到 DRA 司的重点放在能力建设上促进 RO 加强在支持资金筹措和与各合作伙伴实施项
目中的作用。在这方面，大会同意秘书长应保持和进一步优化内部能力建设的结构，RMO
和 WMO 驻各区域办事处应积极参与。
6.4.5

大会认识到 RO 已成功地发挥了其作为会员与 WMO 计划 / 秘书处之间联络点的
作用。RO 监测次区域和单个会员的需求并促进提供适当的建议和援助通过秘书处相关的
技术部门。大会进一步注意到 RO 与 RMO 密切合作并利用技术援助所有可用的可能性 ( 如
VCP 和技术合作机制 )，已在一些情况下协助解决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削弱 NMHS 根
据其职责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服务的能力。
6.4.6

大会注意到所有 RO 的主要重点是需要推进 NMHS 提高知名度的作用作为国家和
区域发展议题中的关键利益攸关方。RO 已发挥了宣传作用通过访问会员国及有关区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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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大会同意秘书长应加强对会员的协助，特别是促进天气、气候和水相关服务给政府、
经济部门和社会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6.4.7

大会注意到非洲、亚洲、西南太平洋和欧洲区域办事处设在日内瓦，以及 WMO
驻各区域办事处继续履行其职能和职责作为秘书处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会还注意到 2010 年
1 月将美洲区域主任迁至巴拉圭给三区协和四区协带来的一些好处，通过加强与会员以及两
个区域之间的密切协作。
6.4.8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表达了对区域办事处和 WMO 驻各区域办
事处面临的能力挑战表示担忧，并确定了以下几个关键优先重点以及这些办事处的职责：(1)
开展 NMHS 的差距分析；(2) 协助加强 NMHS 的进程；(3) 有效地支持实施区域内的 WMO
计划；(4) 加强 WMO 和 NMHS 在区域内的知名度；(5) 协助会员更新规划的国家概况数据
库中的信息；(6) 与区域经济集团和国际组织保持联系。大会还注意到一区协敦促秘书长寻
求将非洲区域办事处搬迁至区域内，以改善与会员和伙伴组织的沟通，并提高管理和协调区
域活动的成效。
6.4.9

考虑到一区协的担忧和通过将区域主任搬至区域内为三区协和四区协带来的好
处，以及日内瓦区域主任和办事处的位置在与 WMO 秘书处和科学计划进行协调方面具有
优势的意见，大会建议秘书长与相关区协主席协商，考虑对区域办事处的资源和地点进行评
审，并提出增进其效率和成效的措施建议。大会还支持一些区域协会要求其会员考虑加强其
各自的 RO 和 WMO 驻各区域办事处通过国家借调和其它适当的手段。
6.4.10

大会注意到 WMO 区域办事处在各区域的重要作用，它使 WMO 秘书处与各会员
的关系更加密切，尤其是在战略和运行规划以及社会效益评估方面，从而提升了 NMHS 的
形象。大会进一步注意到许多会员担心这些办事处人员不足，因而要求秘书长对此予以加强。
大会还建议了加强 WMO 区域办事处的其他选择，例如通过在各区域实施的各种项目，建
立项目办公室并任命工作人员。
6.4.11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会员间各种形式的次区域合作和协作的成功，例如独立国家联
合体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 (ICH/CIS)，已经在制定次区域会员的共同战略和实施方法中起
到了关键作用。大会支持这样的次区域框架，特别是对那些有着相似气候特征和灾害机制的
地区，以便协调跨境交流与合作。大会注意到东南亚是需要加强二区协和五区协区域间合作
的次区域之一。
6.4.12

大会强调，区域计划应与 WMO 其他能力建设计划一起，侧重于对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在这方面，大会高兴地注意到由中国香港提出并支持的二区协试点项
目的成功实施。大会鼓励其他区域协会应为建设会员的能力推进类似的试点项目，并应进一
步发展区域协会和相关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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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
6.4.13
大会审议了第十五次大会和第六十次执理会届会要求的建立国家综合概况数据库
(CDB) 的进展，并表示赞赏迄今为止的进展，包括所需要的调查和协作软件的购买。理事会
还表示赞赏西班牙政府从气象局 (AEMET) 援派人员从事 CDB 的工作。
6.4.14

认识到加强协调能力的潜力，以及调查和跨计划和地区的知识管理的效率，理事
会同意由执理会能力建设工作组或其继任者和愿意参与的会员国，继续开发国家概况数据库
的重要性。理事会预计 CDB 将成为处理 NMHS 发展和援助要求的一个重要工具，从而更好
地选择开发资金和申请额外的资源。 一个全面的 CDB 将有助于监督和评估区域战略 / 运行
计划，最大限度地减少 WMO 调查的次数，并获得有关会员需求和状况的信息。在这方面，
大会注意到利用 CDB 协作软件编写 WMO 第 5 号出版物的版本取得的进展，这将作为进一
步发展 CDB 的核心。
6.4.15

大会强调该数据库的实用性取决于对会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定期更新。重要的是会
员有权使用该数据库的信息，尤其是有关会员本国和 NMHS 的信息，审议和更新 CBS 信
息和需求的机制要求来自会员的定期反馈。在这方面，大会建议秘书长评估会员的经验和
WMO 第 5 号出版物、板块和调查工具，以提高其有用性并确定未来 CDB 的发展。
第十六财期内的区域计划
6.4.16
大会注意到对区域计划的简述 ( 见本报告附录 2)，并通过了决议 34(Cg-16) –
WMO 区域计划。

7.

对计划和组织机构的支持 ( 议题 7)

7.1

会议服务 ( 议题 7.1)

7.1.1

大会注意到，在第十五财期内，在日内瓦和日内瓦以外的地方共举行了 18 次组
成机构的届会和 1093 次其它会议。大会审议了秘书长提交的信息和有关代表团提供的有关
在第十六个财期 (2012-2015 年 ) 举办组成机构届会的邀请信息。大会回顾了以往大会制定的
政策，即尽可能多地在日内瓦以外的地方举办会议，且第十五次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确保在
一个特定的财期内对组成机构的届会进行平均分配。这将响应那些有时候不能出席几乎背对
背召开的几次组成机构届会的会员所表达的愿望，在 2009 年和 2010 年期间属于这种情况。
为此，大会确定了一个含各组织机构届会具体日期的临时计划，见本报告附录 7。
7.1.2

大会认为，为组成机构届会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将有助于会员更好地评估其在具体
时期内承办会议的能力，且遵守批准的时间表也将有助于秘书处准确地确定何时开始会前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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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作，以确保及时提供文件。然而，根据《总则》第 18 条附录 1(2011 年版 ) 的规定，如
果在预定的届会开幕至少 300 天前还没有收到会议承办会议的邀请，届会将在 WMO 总部
举行。虽然大会认识到在日内瓦举行组成机构届会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也指出，对预定会期
作出最新承诺有助于提高会员和秘书处的工作效率，以控制会议的成本。
7.1.3

大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对可能提高组成机构会议的效率进行了审议。大会对参
加各技术委员会届会的发展中国家会员数量的下降表示关切，这往往造成会议只能勉强达到
法定人数。大会根据议题 7.4 的规定，讨论了一些可能有助于优化组成机构工作的措施。
7.1.4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已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增加视频会议、会前文件的电
子分发、根本减少了对文件和出版物的印刷要求、远离会场的远程翻译、会议期间文件在线
分发，这些措施连同改进后的针对会议决定的文件，减少了一些组成机构届会和其它会议的
会议天数。大会要求能够尽快引入在线分发通信函，这不仅能减少寄送成本，而且也将通信
函立即分发给所有能够轻松地访问互联网的会员。然而，大会回顾到一些会员不能轻松地访
问互联网，可能仍需要更多传统的支持方式如 CD。除预算文件罗列的各项措施外，大会还
鼓励秘书处继续采用类似的环境友好型的增效措施。
7.2

语言 ( 议题 7.2)

大会指出，语言服务 ( 笔译、文件处理和编辑 ) 对 WMO 组成机构届会和其它会议的成
功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本财期的工作量分布不均匀，但还是达到了有关的目标。大会鼓励
会员在届会期间对改进语言和会议服务献计献策，并通过填写届会期间散发的调查表和其它
方式向秘书处提供反馈意见。大会欢迎将六种语言的气象术语数据库张贴在 WMO 网站上，
这对外部用户是一种重要的工具。
7.3

出版物 ( 议题 7.3)

7.3.1

第十六次大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努力简化本组织出版物计划的规划，并管理和实
施该计划。大会同意把计划支持出版物清单和强制性出版物清单合并为一份单一的 WMO 出
版物清单，并同意在这一新的清单上的出版物将取代以前存在的所有系列和类别的出版物，
这些出版物分为两类：
(a)		
管理和技术出版物：在第26号决议(Cg-15)附录所述的基本文件、业务出版物、正
式记录和WMO指南下所列出的出版物，以及在第13号决议(EC-56)附录4“定期的
WMO计划支持出版物”下所列出的出版物，但在B.7条款下提到的那些出版物(小
册子，包括有关世界气象日主题的小册子)除外；
(b)		
一般信息出版物：针对一般公众、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宣传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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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认识到执行理事会所表达的关注，即在某个特定的财政期，发行所有强制性出版
物的经常预算资金持续不足。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提出建议之后，并且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第十六次大会批准了 WMO 出版物清单，该清单只包括 WMO 组织机构已经建议
的那些出版物，并且已经确保了该财期的资金 ( 见决议 35(Cg-16 ) 的附录 )。所有其它出版
物将利用自愿资金制作。
7.3.2

应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的要求，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审查了强制性出版物的
概念，并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强制性出版物的定义，该定义原则上
被批准。然而，在 2011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上，决定在以上 (a) 和 (b) 下所列的出版物种
类已经足够，“ 强制性出版物 ” 这一术语应被废止，以避免可能的混淆。
7.3.3

大会同意执行理事会关于为发展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编制 WMO 出版物的
重要性。对此，大会对秘书长在实施理事会建议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该建议提出 “ 编
制一份有关 ( 早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版的 ) 出版物清单，并探讨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向
会员提供这些出版物的手段 ”。已经编制了 1970 年至 2005 年期间发行的出版物清单，并且
以 70% 的折扣向会员提供这些出版物。
7.3.4

大会对秘书长努力扩大电子出版的范围，并落实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批准
的新分发政策所作的努力予以赞扬，这有助于通过网络免费提供 WMO 出版物，进而推动
本组织及其会员目标的实现。本组织因在线向会员和广大民众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而受到赞
扬，但注意到使用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并使 WMO 网站更易于访问将使这些资源更加有用。
出版物免费分发新方案反映了政策上的变化，现在倾向网上分发，而非发放硬拷贝版本，硬
拷贝只保留用于例外情况。这些情况包括访问高速互联网遇到限制的国家，公共宣传品，以
及部分手册和指南的补充本，因为这些手册和指南尚未修改，因此在新版编写出来之前，只
有纸张形式。
7.3.5

大会通过决议 35(Cg-16)- 第十六财期的出版物。

7.4

改进 WMO 的工作流程和做法 ( 议题 7.4)

7.4.1
大会获悉，执行理事会关于改进 WMO 的工作流程和做法的各项决定，旨在提高
WMO 各组成机构，尤其是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工作效率和成效，同时注意到对一些
问题的关切，如会议的法定人数偏低，在预算减少的形势下，会议的成本上升，以及及第
十五次大会关于未来减少会议次数等措施的建议。大会强调，这些措施不应以降低成本为目
的，而是需要提高本组织的整体效率。此外，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监督这些措施对会员参与
所有区域的组织机构会议产生的效应，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 (SIDS) 的会员。
7.4.2

大会考虑到，不断改进 WMO 的工作流程和做法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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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高WMO的知名度；
(b)		
使各区域协会优先事项体现的用户需求和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之间具有更高的
一致性；
(c)		
使会议确定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拘泥于文件；
(d)		
使WMO更有效地促进项目发展，从而使会员受益。
7.4.3

大会还获悉，各技术委员会，特别是航空气象委员会、基本系统委员会、水文学
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采取了各项措施，其中包括某些会前文件通过网上在线
论坛开展电子讨论、会期缩短，减少需要联合国语言翻译的政府间会议部分的会期，减少
印刷材料量，增加网上在线获取的文件，并联合举行技术会议和组成机构的会议 ( 如 JSC 和
CCl)。大会高兴地注意到 EC 对实施这些旨在提高效率和效果的措施所做出的贡献。
7.4.4

大会注意到 EC-61 的决定 ( 最终节略报告第 8.23-8.26 段 ) 和 EC-62 的决定 ( 最终
节略报告第 8.5.1-8.5.5 段 )，以及 EC WMO 战略和运行规划工作组就改进 WMO 工作流程和
做法具体措施所展开的后续工作。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继续此项工作，特别是实施以下措施：
(a)

简化组成机构届会的文件编制，以改进决策(旨在EC-64届会上尝试)；

(b)

建立一种机制，促进联合实施项目和共同感兴趣的活动，以推进把各区协的优先
工作重点纳入有关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只要可能，吸收那些有经验的，积极
参与区域协会的工作的技术委员会成员，让他们 参与这些联合项目和活动。

7.4.5

大会认为，这个问题应被视为一项长期的活动，在不断改进 WMO 组成机构和秘
书处的工作流程和做法作为指导，并且应当从小的和相对简单的改变着手，使局面得到改观。
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继续携手合作并适当地实施，进一步改进 WMO 的工作流程和做法，
并给下届大会提出具体建议，其中可能包括必要时修改总则和 WMO 公约，重点放在一些
需要改进未来工作的领域努力，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a)		WMO各组成机构的重新审视，它们的战略一致性和它们的工作流程和做法，旨
在不断改进以便更好地实现战略计划的优先工作重点，特别是能力开发的优先工
作重点；
(b)		
区域优先事项和各区域协会的行动清单的确定，以及它们与技术委员会活动的一
致性。这些优先事项应是驱动技术委员会活动的力量；
(c)		WMO通过其潜在合作伙伴，例如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其他区域开发银
行、欧洲委员会、气候适应基金及其他国际和国家基金机构，促进为开发项目筹
措基金的作用；
(d)		
增加WMO在其会员中作为天气、气候和水的专门知识机构知名旗舰的认可的努
力；
(e)		
减少各组成机构届会的政府间会议部分的现实性，把节余用在增加的技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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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f)		
尽可能减少的会议，更加关注行动计划的准备和早期同意的行动的后续活动；
(g)		
进一步优化安排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会议的时间。
8.

战略计划和预算 ( 议题 8)

8.1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议题 8.1)

8.1.1

大会回顾了其关于战略规划的决定 ( 决议 27 和 28(Cg-15))，还注意到 2012-2015
年战略规划代表了 WMO 基于结果管理 (RBM) 战略规划框架的第二阶段，并且是基于前一
个长期规划进程以及 2008-2011 年期间 RBM 的经验和教训，这使其能够应对会员和整个社
会不断变化的需求。
8.1.2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通过其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完成的制定战略计划
的工作，EC 建议大会通过该战略计划。大会还注意到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 (SP) 以
满足三项广泛的全球社会的需要为基础，为此提出五项战略主旨，以便通过相关的关键成果
去实现 8 个预期结果。SP 的战略优先领域体现了本组织惠及会员的主要重点。本报告附录
8 给出 WMO 各项计划为实现这些预期结果做的贡献。
8.1.3
大会对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包括 WMO 联合计划秘书处，参与制定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表示感谢，这确保了文件能反映所有 WMO 组成机构的集体意
见。
8.1.4

大会重申战略计划对 WMO 基于结果的管理的重要性，作为规划活动以及秘书处
在十六个财期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正如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 (OP) 和基于结果的
预算 (RBB) 中反映的。
8.1.5

大会同意尽管主要重点是第十六个 WMO 财期 (2012-2015 年 )，但战略计划考虑
了再该时期之后可能影响视线预期结果的挑战。通过明确的计划、项目和活动以及会员及其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指导和推动活动，战略计划应当确定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
的集体和协调活动。
8.1.6

因此，大会通过了决议 36(Cg-16)–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8.2

WMO 运行计划 2012-2015( 议题 8.2)

8.2.1
大会赞赏理事会通过其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在制定全 WMO 运行计划 (2012–
2015 年 ) 草案方面所开展的工作，该计划是 WMO 基于结果的管理 (RBM) 框架的一个组成
部分。大会注意到全 WMO 运行计划 (2012–2015 年 ) 草案提供了关键成果、可提供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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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有关细节，这些已被用于指导在第十六财务期秘书长预算建议中提出的资金估算和分
配。大会赞赏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以及 EC 工作组和专家组，尤其是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及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为制定 WMO 运行计划 (2012–2015 年 ) 所作的贡献。
8.2.2

大会注意到 WMO 运行计划 (2012–2015 年 ) 草案，要求秘书长考虑第十六次大会
的所有决定，最终确定该计划，并在线提供该计划的最终版本，供所有的管理组、执行理事
会和秘书处用作一种监督工具。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进一步改进运行计划，与大会在议题 8.5
下关于未来战略和运行计划讨论的指导意见相一致。
8.3

第十六财期 (2012-2015) 的预算 ( 议题 8.3)

8.3.1

大会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第十六财务期 (2012-2015 年 ) 的预算建议，在当前议题
下，大会审议了 8 个预期结果的总的支出水平并对此作出决定。各项科学技术计划和其它活
动的详细讨论情况以及大会对此作出的各项决定已分别记录在各相关议题下。
8.3.2

大会注意到，根据执行理事会在其第 62 次届会和以往届会的授权，将第十六财
务期的预 算建议与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年 ) 草案挂钩，并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
次届会 (EC-62) 提供的指导编制预算。
8.3.3

大会欢迎新的综合预算格式，包括常规和自愿资金。大会重申有效地实施以成果
为基础的预算概念应被视为一个连续的优化过程。大会强调需要继续改进在战略和计划层面
进一步开发适当的和可衡量的绩效指标以及引入监督计划绩效和评估所取得成果的有效系
统。大会要求开发一个与成果相联系的强有力的评估系统，并且建立定量基线作为关键绩效
指标。
8.3.4
大会决定以预计费用为 1,200,000 瑞郎的常规预算资助额外的活动。这包括总计
370,000 瑞郎的额外费用用于支持 AMDAR 协调的员工成本，150,000 瑞郎用于增加支持无
线电频率活动，以及 350,000 瑞郎用于预期结果 4 下的全球冰冻圈监测 (GCW)。此外，支
持预期结果 1 下的 GFCS 管理部门的费用增加了 330,000 瑞郎。在预算实施过程中所需的
600,000 瑞郎的额外资金由常规预算支付。此外，通过削减额外成本和提高效率可以从支持
部门的预算中减少 600,000 瑞郎的资金。
8.3.5

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继续寻求提高效率，并密切监督第十六财务期的支
出，特别是利用 IPSAS 会计系统以进一步确定节约领域，并以优先活动为重点。大会进一
步要求产生的结余应重新用于加强实施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
8.3.6

大会在讨论后，决定批准第十六财务期 (2012–2015 年 )276,000,000 瑞郎的常规
预算，并通过了决议 37(Cg-16)- 第十六财期 (2012-2015) 的最大支出，其中包括分摊的会费
261,000,000 瑞郎，以及自愿资金预计为 175,000,000 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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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大会审议了第十六财务期 (2012-2015 年 ) 由自愿资金资助的项目活动汇编。大会
满意地注意到印度、挪威和瑞士承诺支持这些项目和项目活动。
8.4

监督与评价 ( 议题 8.4)

8.4.1

大会注意到在 WMO 监督和评估 (M&E) 体系发展和实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
同意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 (EC-62，第 7.2.12-7.2.15 段 ) 的决定，即 WMO M&E 体系
的发展和实施重点应放在以三个方面：
(a)		WMO的活动和有直接影响的问题；
(b)		NMHS采取的有助于社会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各项活动；
(c)		
一个简单的用于报告计划执行情况的体系，具有清晰的用于衡量成功的各项目
标。
8.4.2

大会强调指出，M&E 体系作为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 (RBM)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评估该组织的工作绩效并为秘书处管理 / 控制提供基本信息。大会注意到，利用 WMO 基
于结果的预算提供的资源，落实 WMO 运行计划中提出的有时限的具体计划活动，以取得
WMO 战略计划确定的各项成果，这是 WMO 监督和评估的重点。大会还注意到，运行计划
将包括纲要中提出的资助活动和项目，以便于监督和评估。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继
续进一步发展和实施 M&E 体系，特别关注以下几点：
(a)		
应精确界定并正确应用M&E系统；
(b)		
应尽可能简化M&E系统，以减轻与其实施有关的工作负担；
(c)		
应将财务信息纳入M&E系统，以确保所消耗的资源与已取得的成果之间的关系对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透明；
(d)		
由于不是所有高级别成果的指标都易于衡量或量化，所以还应考虑具有标准化评
级体系的定性指标。
8.4.3

大会批准从 2012 年起进入 M&E 体系的全面实施阶段，并鼓励各技术委员会和区
域协会继续为该体系的进一步实施和发展做出贡献。大会要求秘书长确保所有的工作人员在
M&E 方法学方面受过良好培训，并拥有 M&E 系统的掌控权。大会要求秘书长促进秘书处
内关于 M&E 系统经验的分享。
8.4.4

大会要求秘书长向会员提供有关 M&E 的目的及其实施过程方面的经验，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便使它们能够有效地为 WMO M&E 系统的开发和实施做出
贡献。
8.5

制定战略计划 2016-2019( 议题 8.5)

8.5.1

大会重申了战略规划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在将要到来的财务期妥善并协调有序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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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WMO 各项科技计划而制定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的重要性。大会认为有必要启动
一个机制，为第十七财期编制战略计划，同时考虑需要制定重点超出规划期的稳定的战略计
划。
8.5.2

大会注意到，WMO 战略计划提供了关于本组织未来方向和优先重点的高层声明，
这些方向和优先重点将通过实施本组织运行计划中的各项活动而实现，这些活动将把各项战
略主旨、预期结果和关键成果转化为有时限的具体计划活动和由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以
及秘书处执行的项目，其中包括在大会休会期间在 EC 监督下向各组成机构提供的支持服务。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作为基于结果的 WMO 预算 (RBB) 的基础，该预算确定了执行运行计
划所需要的经常性资金，并确定了用于加强重点领域的关键成果下的各项重大项目活动所需
的自愿资金。
8.5.3

大会认为，各项全球社会需求 (GSN) 构成了 2012-2015 年期间战略计划的基础。
各项战略主旨 (STS) 和预期结果 (ERS) 代表各相关的问题和方向，它们可能影响 2012-2015
年之后的本组织的着力点并应成为 2016-2019 年 WMO 战略计划的基础。
8.5.4

大会还认为， 2016-2019 年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应当：

(a)		
沿用2012-2015年战略计划(GSN、STS和ERS)的结构和总体规划过程，同时考虑
到各会员的社会经济需求，相关的国际倡议，以及气候变异和变化的挑战；
(b)		
把通过在两个战略规划阶段(2008-2011年和2012年-2015年)的实施过程中，以及
在整个战略规划过程中所积累的有关科技计划和管理的经验作为契机；
(c)		
进一步加强战略计划，运行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之间的联系，以便有效实施
WMO基于结果的管理(RBM)框架；
(d)		
改进关键绩效指标，以便有效地监督和评估实现预期结果的进度。
8.5.5

鉴于上述情况，大会通过决议 38(Cg-16)- 制定战略计划 2016-2019。

9.

行政和财务问题 ( 议题 9)

9.1

财务事宜 ( 议题 9.1)

会员的比例会费 – 会费评定比例
9.1.1

大会回顾了它在第 40 号决议 (Cg-15) 中作出的决定 — 评定第十五财期会员的比
例会费，应把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最新联合国会费比例作为计算 WMO 会费评定比例的基础，
并按会员数差额作适当调整。
9.1.2

大会注意到，2010-2012 年联合国会费评定比例于 2009 年 12 月经第六十四届联
合国大会批准，大会还注意到 2013-2015 年的会费评定比例将在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 (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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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于 2012 年 12 月召开 ) 上批准。 大会认识到，2013 年 WMO 会费的评定比例只能在该年
一月份方可出台。
9.1.3

大会决定正如第十五财期所采用的那样，保持 0.02% 的最低会费评定比例不变，
作为第十六财期的最低比例。

9.1.4
大会授权执行理事会调整 2014-2015 年 WMO 的会费评定比例，可考虑在预计
于 2012 年 12 月召开的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会费评定比例的变化。应对会
费评定比例进行修正，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会员的会费评定比例的增幅将超出 2012-2013 年
WMO 会费比例 200% 的水平。
9.1.5

理事会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此问题的建议。

9.1.6

大会通过了决议 39(cg-16)- 评定第十六财期会员的比例会费。

修订财务条例
9.1.7

大会忆及第十五次大会的决定，授权第十五财期的执行理事会批准对财务条例必
要的修订以确保与 IPSAS 一致，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向第十六次大会报告采取的行动。
9.1.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2009 年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通过决议 13(EC-61) 批准
了本报告附录９给出的对世界气象组织相关财务条例必要的修订，并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
与 IPSAS 的通过同时生效。大会赞同执行理事会为此采取的行动。
9.1.9

大会注意到，在奖学金方面，财务条例第 7.5 条指出，关于奖学金，为履行未执
行的法律义务所需的拨款应予保留，直到奖学金完成或终止。但这一条款不受 IPSAS 有关
服务提供支出要求的影响，因为在确认奖学金计划期间支出的同时已经对奖学金的剩余时间
或奖学金的结束做出了拨款。大会注意到，财务报表不报告此类拨款，但在财务报表的注释
中披露。它与其他到年底契约中的货物或服务尚未收到的情况类似。
9.1.10

大会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

秘书长关于第十五财期 (2008-2011) 的财务报告
9.1.11

大会审查了本组织第十五财期 (2008 - 2011) 的财务状况。大会特别注意到有关会
费的评定和拖欠会费、预算拨款状况，收入和其它基金和储备的财务形势，以及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标准的实施。
9.1.12

令大会感到满意的是，秘书长遵循财务条例的规定，以及第十五次大会和执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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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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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大会赞赏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 (RBB) 格式，但强调不仅需要检查资金是如何花费
的，还应该检查取得了多大成果。
9.1.14

大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财务咨询委员会每年定期审议财务形势。

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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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注意到，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会员长期推迟结算其评定的会费，使本组织的现金资源面临不能满足实
施各项计划需要的风险。
9.1.16

大会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此问题的建议。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IPSAS 实施报告
9.1.17

大会审议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IPSAS) 实施报告。

9.1.1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WMO 秘书处已成功地实施了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IPSAS) 兼容的 2010 年财务报表和外聘审计员无保留意见所论证的项目。大会赞赏该项目
达到预期目标并符合预算。
9.1.19

大会注意到 IPSAS 所带来的利益，包括提高透明度、更高效的财务信息和年同比
一致的处理，并请秘书长充分利用 IPSAS，继续提高效率、效益和改进本组织的财务管理，
并向第十七次大户汇报取得的益处。
9.1.20

大会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此问题的建议。

9.2

人事事宜 ( 议题 9.2)

职工对服务环境的看法
9.2.1

职工协会 (SA) 主席代表职工感谢提供机会在大会上发言。大会欢迎该报告，并
认识到在大会上直接听到工会的声音符合工作人员条例 8.1 条 “ 秘书长应安排员工参与有关
人事事宜政策的讨论 ”。
9.2.2

大会获悉，WMO 职工和管理层就职工服务条件、健康和福利等一系列举措和事
宜继续开展合作。大会注意到，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 第 181.1 条 ) 建立了职工委员会 (SC)，
以便就职工福利和管理问题 ( 包括有关任命、提升和解雇的政策 )、薪金和有关的津贴问题
进行咨询，并有权代表职工向秘书长提出有关此类问题的建议。大会欢迎职工协会的感激之
情。WMO 对职工表示认可，并根据 “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 制定了适当的人事事宜问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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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WMO 秘书处的工作范围内，合作建立和使用了包括联合咨询委员会 (JCC) 在内的各种
机制。
9.2.3

大会强烈赞同执行理事会第 62 次届会 (2010 年 6 月，EC-62) 的观点，即一个有
效而积极的秘书处是旨在满足会员需求的该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且应让职工能够尽
可能开展那些旨在支持预期结果 (ER) 的科技工作。应对 WMO 秘书处的工作量和管理过程
进行审议，以便尽可能提高效率并保护职工的福利。注意到 WMO 正在经历积极的发展演变，
需要灵活性，学习，并对管理层和职工进行一些调整，大会同意 EC-62 的观点，即 WMO
管理层有必要与职工一道定期参与正在进行的一些管理改革，提高职工实施旨在向会员提供
服务的现有计划和各项新计划的能力。
9.2.4

大会获悉，近年来职工提出供讨论的一些问题是 2008 年职工意见调查所确定的，
这是通过职工协会代表大会 (GA)( 包括最近的职工协会代表大会 (2010 年 11 月 30 日，日内
瓦 )) 以及与职工进行个人协商所确定的。有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大会注意到在解决本报
告附录 10 提出的具体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9.2.5

大会赞赏 SA 提供的广泛支持，以便对与修订常设指令中人力资源 (HR) 章节有
关的文字草案进行审议。大会还感谢管理层 - 职工专题组对更新常设指令所做的工作，并注
意到不断开展监督的益处，从而使其始终保持更新并加强职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
9.2.6

大会获悉，除了 SC 开展的许多文化和筹款活动及其它所需的职责 ( 如职工任命
委员会 ) 外，SC 越来越难以找到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与员工福利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并考虑
到在 SC 工作方面花费的时间比常规工作的任务和职责还多。遗憾的是，由于工作职责原因，
这也使得许多人员拒绝接受与人事事宜有关的工作机会。大会获悉，职工协会主席可以从他
/ 她常规工作中抽出 50% 的时间，但在 2008 年、2009 年或 2010 年期间，没有职工协会主
席利用上述机会。大会获悉，如果将职工协会主席的工作下放给承包人或临时职工等，那么
相关的成本必须由该职工所在的职能司承担。
9.2.7

大会指出，根据 EC-62 的建议，职工将向 EC-63 提出有关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其
中，职工的工作重点包括：
(a)		
对职工优先培训以下内容：即管理和监督技能，现有的和新的秘书处流程和工
具；
(b)		
继续编写秘书处流程和工具方面的有关内部手册、信息包和相关的培训计划；
(c)		
为新职工编写和实施介绍方案；
(d)		
使职工更好地参与与职工健康有关问题的评估和管理，包括对诸如联合国医疗服
务等专业机构提供的非机密的权威信息进行联合分析；
(e)		
在职工的继续参与下完成对常设指示的更新，并按例行指示持续开展职工管理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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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参加职工挑选、任命和晋升委员会(SSB和APB)的方式让职工继续参与新职
工的任命，在最终批准和发布空缺通知政策前考虑到职工的建议；
(g)		
不断努力以解决2008年职工意见调查所暴露的问题，并不断解决与职工健康和福
利有关的后续问题，包括制定方法以定期监督和评估职工的满意度和相关问题。
9.2.8

大会认识到在现有资源内实施第 9.2.7 段列出的建议所面临的挑战。大会鼓励秘
书长在现有的和额外的资金范围内尽可能支持对职工建议的实施，并继续推进那些正在实施
的并令职工尤为赞赏的活动，与 SA 一道并通过有关的机制，以便在 WMO 秘书处设计和维
护一个健康、高效、富有成效的工作环境。
9.2.9

大会要求秘书长在下一财期和预算中安排足够的资金以便向新的管理人员提供信
息和简况，以加强他们确保职工健康、福祉和高效的能力。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JCC 与秘书
长的协议，今后在承担管理职责的人员空缺通知中应包括对管理经验的要求，最好是国际组
织的管理经验。大会进一步建议制定一个人员招聘战略，其中包括在合格的候选人中寻求具
有变化 - 管理以及管理经验的人选。
9.2.10

大会要求秘书长在 2012/2013 年开展进一步的人事调查，以后每四年一次，可能
的话借鉴其他可比的国家组织的人事调查。
9.3

对本组织的监督 ( 议题 9.3)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9.3.1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审计委员会持续的出色工作，这为在过去四年里有效监督、实
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 (IPSAS)、企业风险管理以及监督和评估系统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做出了贡献。
9.3.2

大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向 FINAC 和执行理事会第 60、61 和 62 次届会提交的综
合报告，包括根据审计委员会职责就各项事宜提出的建议，以及执行理事会针对审议这些建
议而采取的行动。
9.3.3

大会高度评价了审计委员会的价值。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继续支持和审议审计委
员会的工作。为此，关于审计委员会的决议 38(Cg-15) 继续有效。
内部审计员的报告，2010 年度问责报告
9.3.4

大会审议了内部监察室主任 (D/IOO)2010 年度问责报告，还审议了秘书长就此发
表的意见。大会还考虑了执行理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审议内部监察室报告的报告。
9.3.5

大会审议了监察结论、建议及据此采取的行动等摘要，审议了内部监察室主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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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流程的充分性发表的意见。大会注意到在实施审计建议方面取得
了进展，为解决摘要中提出的问题，秘书处采取了步骤。大会认为在上一个财期内，内部审
计活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联合检查组 (JIU) 建议的落实情况
9.3.6
忆及 2002 年第五十四次执行理事会届会批准的关于 JIU 报告后续行动的 WMO 程
序 ( 决议 11(EC-54))，大会赞赏地注意到与 WMO 相关的 JIU 建议落实情况的报告。大会还
赞赏地认可 JIU 关于联合国全系统问题和 WMO 具体事项的工作和报告。
9.3.7

大会注意到 JIU 报告 (2009/8) 关于 “ 联合国行政首长的遴选及其工作条件 ” 的第
六条建议。该建议指出 “ 如果还没有此类规定，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构应通过规定，
以限制行政首长的任期最多为两个连续的任期，每个任期不超过五年。” 大会认为，作为联
合国系统内在多边舞台上以引领符合最佳做法的结构改革而被称颂的组织，WMO 在考虑进
一步改革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如调整行政首长的任期限制，以符合联合国系统的既定做法。
大会认为从第十七财期开始，调整秘书长任期最多为两届是适宜的，并要求执行理事会进一
步审议此事，并酌情向第十七次大会提交对《总则》进行必要修改的建议。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 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增加会员的参与
9.3.8

大会获悉执行理事会已在第十五财期采取行动，根据决议 33(Cg-15) 的要求，提
高大会休会期间 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并增加会员的参与，包括修改 “ 执行理事会议事
规则 ” 中的相关规定。大会审议了秘书长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要求提交的有关会员在 20092011 年期间出席执理会第 60、61 和 62 次届会以及战略和运行计划、能力建设工作组会议
人数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评估报告。
9.3.9

因此，大会决定继续采取这些有关透明度的措施，并通过了决议 40 (Cg-16) - 提
高大会休会期间 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增加会员的参与。
9.4

秘书长的合同 ( 议题 9.4)

9.4.1
参考其他同等机构行政首长的工资，大会决定秘书长的年净工资为 164,650 美元，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大会还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根据第十六财期内同等联合国
职员工资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本组织职员的工资。
9.4.2
9.4.3

大会进而决定在第十六财期秘书长的开会津贴以瑞士法郎计为每年 29,000 瑞郎。

大会为此通过了决议 41(Cg-16)- 秘书长的合同，决议附待本组织主席和秘书长签
署的 第十六财期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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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定级官员的工资和津贴
9.4.4

大会设定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年净工资分别为每年 151,134 美元和 138,846
美元，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这也是适用于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副行政首长和助
理行政首长的工资标准。大会进而决定在第十六财期，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开会津贴均
为每年 14,500 美元。为此，大会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根据第十六财期内同等联合国职员工
资的增长情况适时调整本组织职员的工资。
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9.4.5

大会进而注意到，根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4(b) 条的规定，
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薪酬标准调整的生效日期和比例须与净薪酬增加的日期和比例相
同。大会注意到，ICSC 公布了修改后适用于专业类及其以上级别职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标准，
并注意到同等联合国机构 (ITU 和 UPU) 随后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大会
注意到 EC-61 决定实行以下应计养恤金的年度薪酬标准，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追溯生效：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321,772 美元
297,381 美元
275,206 美元

9.4.6

大会还决定授权执行理事会根据第十六财务期内同等联合国职员应计养恤金薪酬
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本组织职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9.5

信息技术支持 ( 议题 9.5)

9.5.1

大会获悉秘书处在推进信息技术支持和服务方面开展的重要活动。

9.5.2

大会注意到秘书处在跟踪最新技术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并继续成为联合国全系统
倡议 ( 如云计算 ) 的一部分，这应被视为和评价为具有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灵活性的优势。

10.

总务和法律问题 ( 议题 10)

10.1

有关《公约》的问题 ( 议题 10.1)

大会注意到，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28 条的规定，大会开始前六个月没有收到修改《公约》
的提案。
10.2
10.2.1

本组织的会籍 ( 议题 10.2)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于 2002 年 5 月 20 日成为 21 世纪第一个
新的主权国家的并于 2002 年 9 月 27 日成为联合国的会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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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b) 款和第 33 条，该国于 2009 年 11 月 4 日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份加入本组织《公约》
的文件。根据《公约》第 35 条，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成为本组织的会员。
10.2.2

荷兰王国政府根据 WMO 公约第 34 条 (b) 款，在 2011 年 4 月 7 日致函美国政府告知，
前荷属安的列斯和阿鲁巴群岛将以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团体会员的名义继续其地区会员的资
格。因此，本组织会员仍然为 189 个，包含 183 个国家会员和 6 个地区会员。
10.2.3

大会热烈欢迎东帝汶以及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成为本组织的新会员并表示祝贺。
东帝汶以及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代表团期待着受益于本组织并积极促进本组织的各项科技计
划和活动。
10.3

审议《总则》( 议题 10.3)

紧接大会例行届会后的执行理事会例行届会
10.3.1
根据 2008 年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的建议，大会同意《总则》(2011 年版 )
第 156 条的文字必须承认紧接大会例行会议的执行理事会届会具有的特殊性，并同意将其作
用局限在审议大会未处理的事宜，或者那些需要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的事宜。
全体会议的记录和摘要纪录的批准
10.3.2

根据 2009 年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的建议，大会确认对执行理事会、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全会不作会议记录，除非另有具体要求，并确认第十五次大会关于
届会期间中止使用《总则》(2011 年版 ) 第 112 条的决定。大会指出将继续对全会进行录音，
并留作记录，正式的政府发言将在会议工作总摘要中予以总结归纳。因此，大会同意及时修
订《总则》(2011 年版 ) 第 112 条，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
基本文件中的中性措词和新术语的使用
10.3.3

根据 2009 年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建议，大会认为需要审议《总
则》，对其进行更新，并纳入现行术语。大会认为在本组织基本文件中使用中性语言措词十
分重要，同时认为如对整个基本文件作修订，则会产生技术影响和费用。大会还认为需要将
WMO 区域界线的确定与当前的地理和政治边界保持一致。
10.3.4

大会为此通过了决议 42(Cg-16)-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总则。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10.3.5

关于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大会收到了 8 套修订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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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2010年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共提出五套：由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提出一套，内容关于技术委员会的总职责；有关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JCOMM)一套，由其第三次届会通过；有关大气科学委员会(CAS)一套，由
其第十五次届会通过；有关航空气象学委员会(CAeM)一套，由其第十四次届会
通过；有关气候学委员会(CCl)一套，由其第十五次届会通过；
(b)		
有关农业气象委员会(CAgM)一套，由其第十五次届会通过；
(c)		
有关仪器与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一套，由其第十五次届会通过；
(d)		
有关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一套，由其2010年特别届会通过。
10.3.6

大会认识到各技术委员会的活动需要适应 WMO 战略计划所涉及的问题，并响应
各自负责领域的新发展，为此，大会通过了决议 43(Cg-16)–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包含了上
述四个委员会的总职责和修订后的职责补充案文，这四个委员会在 EC-62 之前举行了届会；
以及直接提交大会的三个委员会的修订后的职责，这些修订将纳入《总则》(2011 年版 ) 的
附件三。
执行理事会的席位分配
10.3.7

大会审议了第一区域协会 ( 非洲 ) 主席 Bah 先生提出的要求，即根据第十四次大
会和第十五次大会确定的分配方案通过各区域非正式协商的方式在 WMO 各区域之间分配
执行理事会席位，这与自第九次大会以来的做法相一致，提名委员会在向大会提交其关于选
举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报告时回顾了上述分配方案的内容。
10.3.8

在作决定时，大会特别考虑了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报告，该会议就与提
出增加理事会成员人数的任何要求有关的执行理事会席位分配问题进行了辩论。上述理事会
注意到没有成员提出这种需经会议讨论并涉及修订《公约》的要求，并因此感谢执行理事会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工作组 (EC WG/SOP) 提出的关于理事会职责的各项建议，该工作组
有机会根据《WMO 公约》第 13 条的规定在保持目前 37 位成员人数不变的情况下详细审议
了这一问题。
10.3.9

大会认为各区域之间席位分配应当建立在各区域之间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大会还
承认在各区域之间制定一套席位分配方案将有利于执行理事会成员的选举工作。
10.3.10

对此，大会决定为在大会期间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时以及之后在理事会上选举代
理成员时得到本组织正式承认，应当在《总则》中写入每个区域的席位数，并应当涵盖在第
一章 – 总论中，即在 “ 组织机构的届会 ” 标题之前在 “ 执行理事会成员 ” 标题下增加一条新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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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

此外，大会审议了《总则》(2011 年版 ) 第 86(b) 条规定的 EC 成员选举程序，并
决定第二轮选举应包括独立选举来填补执行理事会的剩余席位，以便达到上述《总则》(2011
年版 ) 新的第 17 条确定的每个区域的席位数。
10.3.12
大会还批准了随后关于在《总则》中采用这条新规定的修正案，并相应通过了决
议 44(Cg-16)-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总则 - 执行理事会席位分配，该决议立即生效。
10.3.13

大会感谢一区协 ( 非洲 )、二区协 ( 亚洲 ) 和五区协 ( 西南太平洋 ) 主席提出的增
加执行理事会成员数量的建议，使这些区域根据决议 44(Cg-16) 通过的席位分配能获得一席
额外席位。按照 WMO《公约》规定的程序，该建议须提交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审议。大
会要求执行理事会进一步考虑增加执行理事会席位问题，如有必要向大会提出建议以便对
WMO《公约》第 13 条和总则酌情进行修订。
10.4

修订技术规则 - 综述报告 ( 议题 10.4)

10.4.1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技术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为审议各自职责领域的技术规则所开
展的工作。
10.4.2

大会注意到根据第十五次大会的授权，执行理事会批准的以下对技术规则各卷做
的修订，包括对它们的附录和手册的修订：
(a)		
技术规则第一、二和三卷，根据 CCl‑14和 CCl-15的建议；
(b)		
技术规则第二卷，根据国际民航公约，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附录3第74修正
件；
(c)		
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卷，CAeM-14 推荐的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
(d)		
技术规则 (WMO-No. 49) 第一卷，附件D – 选定WMO区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e)		
全球电信手册(WMO-No. 386)，第一卷，第一和第二部分， CBS-Ext.(06)推荐；
(f)		
全球电信手册(WMO-No. 386)，第一卷，第二部分， CBS-14推荐；
(g)		
电码手册(WMO-No. 306)，第I.1卷， CBS-Ext.(06) 和 CBS–14推荐；
(h)		
电码手册(WMO-No. 306)，第I.2卷， CBS-Ext.(06) 和 CBS–14推荐；
(i)		
电码手册(WMO-No. 306)，第I.1和I.2卷引言部分， CBS–14推荐；

总摘要

131

(j)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 第一卷，全球方面，CBS-Ext.(06)推荐；
(k)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 558)和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 471)，
JCOMM–3推荐；
(l)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手册(WMO‑No. 485)：
(i)

长期预报产品全球制作中心 (GPC) 的指定过程，包括指定 9 个 GPC( 北
京、 埃 克 塞 特、 墨 尔 本、 蒙 特 利 尔、 首 尔、 东 京、 图 卢 兹、 华 盛 顿 和
ECMWF)，(CBS-Ext.(06) 推荐 )；

(ii)

在指定的长期预报产品 GPC 名单上增加 2 个 GPC( 莫斯科和比勒陀利亚 )
(CBS-14 推荐 ) 和一个 CPTEC( 巴西 )(CBS 主席推荐 )；

(iii) 长期预报多模式集合牵头中心 (LC-MMELRF) 的指定程序，包括指定首尔 /
华盛顿为 LC，以及区域气候中心 (RCC) 指定程序，包括指定北京和东京为
RCC(CBS-14 推荐 )；
(iv) 澄清现有的有关集合预报系统的文字 (EPS，长期预报 (LRF) 和紧急响应活
动 (ERA)，(CBS-Ext.(06) 推荐 ))；
(v)

重新命名 ERA 活动 RSMC 为 “ 大气输送模拟 ”(ATM) 专业活动 RSMC(CBSExt.(06) 推荐 )；

(vi) 收编有关要求和提供 ATM 回溯的标准和程序，支持 CTBT 的验证，以及在
其他环境事件情况下为 NMHS 和国际组织参加大气输送模拟 RSMC 的活动
提供支持 (CBS-Ext.(06) 推荐 )；
(vii) 有关紧急响应活动 (ERA) 新的指定和新程序的收编 (CBS-14 推荐 )。
10.4.3

大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批准将第四卷 ( 质量管理框架 ) 作为
一个动态文件纳入 WMO 技术规则，如有必要可能增加一个新的章节。
10.4.4

大会同意，为实施 WIGOS 需对 WMO 技术规则进行更新，以便对 WIGOS 业务
的结构和需求做出文字记载，充分反映各观测组成部分的贡献。大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鼓
励 CIMO 继续落实关于制定仪器和观测方法手册的建议。
10.4.5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鉴于根据 ISO 理事会决议 43/2007，WMO 是一个公认的国
际标准机构， WMO 技术规则，包括手册应作为 ISO 内部国际标准查询草案或作为最终草
案提交。它注意到执行理事会通过决议 8(EC-61) 为提议 WMO/ISO 共同技术标准确定了须
遵循的程序。
10.4.6

大会还确认，如果新的或修订后的规则须在大会或执行理事会下次届会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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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执行理事会或主席能采取适当行动，公约 14(c) 条和《总则》(2011 年版 )9(5) 条是适用的。
大会重申，根据决议 45(Cg-16)-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授权执行理事批准对技术规则的修
订。
10.5

审议以往大会的决议 ( 议题 10.5)

根据总则 (2011 年版 ) 第 136(17) 条，大会审议了以往的决议，以便使不再有用或
已被其它新的决定替代的决议不再保持有效。大会为此通过了决议 46(Cg-16)– 审议以往大
会的决议。
10.6

IMO 奖 ( 议题 10.6)

10.6.1

大会回顾到，国际气象组织 (IMO) 奖是本组织为气象和水文领域的杰出工作颁发
的最高荣誉奖项。自 1956 年以来，IMO 奖已被授予 57 位获奖者。大会注意到，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IMO 基金的结余已减至 159,580 瑞士法郎。
10.6.2

大会注意到，在第十六个财政期结束之前，用于奖励和颁奖仪式的 IMO 基金将
可能用完。因此，大会决定 IMO 奖应继续按经常预算支出的方式颁发。大会还同意，年度
颁奖仪式最好在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届会期间或与这些会议一并举行，并同意应在 WMO 公
报和 WMO 网站上公布获奖者的演讲报告。

11.

未来的优先重点 ( 议题 11)

11.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议题 11.1)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相关结果
11.1.1
大会回顾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WCC-3)(2009 年 8 月 31 至 9 月 4 日，瑞士日
内瓦 ) 的讨论结果，以及建立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决定。大会注意到本次会议的
主题是 “ 为决策提供气候预测和信息：重点放在季节至年际时间尺度研究的科学进步上，同
时考虑多年代际预测 ”(http://www.wmo.int/wcc3 /theme_en.php )。大会还注意到上述气候大
会讨论了与气候预报和信息应用有关的问题，包括协助在那些为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的各部门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这些部门包括农业和粮食安全、林业、能源、水、卫生、
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旅游业、野生动植物、贸易和交通运输等。
11.1.2

大会还回顾了本次世界气候大会的焦点，包括与用户需求有关的气候预测和信息
融入决策过程。针对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部门 ( 如农业和食品安全、林业、能源、海域、卫
生、旅游业、灾害风险管理以及交通运输等 ) 并行召开了部门会议。大会注意到，本次会议
的技术会议，大约有 2500 名技术专家参加，尤其是提交了 12 份 “ 白皮书 ”，其内容体现在
气候大会的声明中，之后成为了专题组工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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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大会注意到，紧接 WCC-3 为期三天的专家会议之后，召开了两天的高级别会议。
与会者包括了 13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57 位部长 ( 或同等级别 ) 和 14 位联合国组织或
规划署的首脑，决定建立 “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以加强以科学为依据的气候预测和服务产
品的制作、提供、交付和应用，并要求 WMO 秘书长在宣言通过后四个月内召集一次 WMO
会员国政府间会议，以批准由 WMO 秘书长经适当考虑专业、地域和性别平衡后任命的由
独立顾问组成的高级别专题组的职责并批准该专题组的人员组成。
政府间会议的相关结果
11.1.4

大会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 2010 年 1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
召开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专题组的政府间会议，会议由 WMO 主席 A.I. Bedritsky 博士主持。
11.1.5

大会回顾到，该政府间会议确定了专题组的职责，尤其是要求专题组：

(a)		
提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组成部分，确定其各组成部分的作用、职责以和能力，
明确展示该系统如何将气候信息与服务融入国家规划、方针政策，尤其是诸如水
资源管理与开发、卫生与公共安全、能源生产和分布、农业和粮食安全、土地与
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生态系统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等计划，同时
顾及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最不发达国家(LDC)以及内陆发展中国家
(LLDC)的特殊需求。
(b)		
制定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管理选择方案，确保该系统具有政府间性质，并提供优
先选择方案的理由。
(c)		
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制定一个计划实施计划，包括：
(i)
确保国家政府发挥核心作用；
(ii) 为实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当前行动和长期行动的一系列选择方案；
(iii) 为实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各部分确定可衡量指标，并提出时间进度表；
(iv) 估算各种选择方案的实施成本，明示各项财政资源，加强所需的技术能力
及其可能的来源，以确保在全球有效地实施；
(v) 在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战略，特别是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最不发达国家 (LDC) 以及内陆发展中国家 (LLDC) 的战略。
(d)		
拿出调研结果，针对以下方面提出后续步骤：
(i) 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有关的利益攸关方的作用，以及其贡献机制；
(ii) 对待全球资料政策的方法 ( 解决资料空白、所有权、资料保护、保密、交
换、应用软件和用法等问题 ) 将加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能力，同时考虑 第
40 号决议 (Cg-12) 和第 25 号决议 (Cg-13)；
(iii) 改进系统原位观测，特别是资料稀疏区域内的气候监测，以增加资料的有
效性，包括资料的研究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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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评审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情况的方法；
(v) 能力建设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应与其需求和优先重点工作保持一致，包括
有权调用全球和区域气候模式产品，支撑模式的技术，以及独立开发并提
高国内气候服务的能力；
(vi) 促进全球对 GFCS 达成共识的策略以及协调一致的信息交换和共享策略。

11.1.6

大会还回顾了政府间会议，批准了专题组的人员组成：
1.
Joaquim CHISSANO( 莫桑比克 )
2.
Jan EGELAND( 挪威 )
3.
Angus FRIDAY( 格林纳达 )
4.
Eugenia KALNAY( 女 )( 阿根廷 / 美国 )
5.
Ricardo LAGOS( 智利 )
6.
Julia MARTON-LEFÈVRE( 女 )( 匈牙利 / 法国 / 美国 )
7.
Khotso MOKHELE( 南非 )
8.
Chiaki MUKAI( 女 )( 日本 )
9.
Cristina NARBONA RUIZ( 女 )( 西班牙 )
10. Rajendra Singh PARODA( 印度 )
11. 秦大河 ( 中国 )
12. Emil SALIM( 印度尼西亚 )
13. Mahmoud ABU-ZEID( 埃及 )
14. 土著人高级代表
15.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成员
16. 高级经济学家

11.1.7

大会注意到，政府间会议赋予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负责招募最后三个空缺。结果
南太平洋萨摩亚的 Fiame Naomi Mata’afa 女士同意代表太平洋小岛国加入专题组，而印度尼
西亚的 艾米尔 • 萨利姆博士则提供了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意见，由此专题组成员为 14 人。
GFCS 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
11.1.8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联合主席 Jan Egeland 博士和 Mahmoud Abu-Zeid
博士就专题组的报告在大会上作了简要介绍，并提到以下研究结果：
(a)		
目前气候服务能力远远没有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而且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在的
效益，在发展中国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
(b)		
现有气候服务不完全面向用户需求，供需双方沟通不足。气候服务经常到不了
“最后一公里”，不能满足最需要的人群，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社区层面；
(c)		
为支持气候服务，需要整体气候系统有高质量的观测资料，目前缺乏相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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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量和对持续的高质量观测做出的进一步承诺，需要加强现有的各类网络建
设，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d)		
有效的气候服务，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知识的潜力，取决于新的研发，取
决于在所有相关研究界之间开展强有力的支持，以及加强彼此间的协作；
(e)		
要在全球提供有效的气候服务，只有通过系统地开展能力建设才能取得成功，使
所有国家能够有效地管理气候风险。目前保障气候服务的能力建设活动尚需加大
规模，需要更好地协调。
11.1.9

大会获悉，专题组采用协商的方法并结合 WCC-3 的意见开展工作。此外，他们
还编写了一份由三部分组成的报告提纲：第一部分，从服务提供方的角度提出一个气候服务
的参照基准；第二部分，特别是从用户的角度确定在提供现有气候服务中存在的差距；第三
部分，提出一些管理方案、一个实施计划以及按照他们职责范围未来需采取的措施。
11.1.10

大会注意到，只给提交报告留出一年的时间，从一开始专题组就面临时间紧迫
问题。因此，根据并围绕那些会期已定的与气候相关的会议形成了专题组的协商过程，在
2010 年召开了以下协商会议：
· 肯尼亚，内罗比

4 月 12-16 日

第一次非洲分管气象的部长会议

·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4 月 30 至 5 月 6 日

WMO 五区协第十五次届会

· 瑞士，日内瓦

5 月 18 日

联合国跨机构磋商会

· 瑞士，日内瓦

5 月 25 日

日内瓦外交俱乐部会议

· 瑞士，日内瓦

6月2日

日内瓦常驻代表团情况通报会

· 挪威，奥斯陆

6 月 8-12 日

国际极年大会

· 瑞士，日内瓦

6月9日

WMO 执行委员会会议

· 中国，北京

6 月 17-18 日

政府官员协商会议

· 印度，新德里

6 月 21 日

政府官员协商会议

· 巴西，贝洛哈里桑塔

7 月 1-4 日

第十五届农业气象委员会会议

· 墨西哥，墨西哥城

7 月 5-7 日

关于全球气候框架的 NMHS 局长会议

· 中国，北京

8 月 2-4 日

政府官员协商会议

· 哥伦比亚，波哥大

9 月 22-29 日

WMO 三区协第十五次届会

· 德国 ， 波恩

9 月 26 日

与德国气候专家的协商会议

· 美国 ， 华盛顿

10 月 1 日

与 NOAA 和世界银行的协商会议

· 瑞士，日内瓦

10 月 26 日

日内瓦常驻代表团情况通报会

· 摩洛哥，拉喀什

10 月 28 至 11 月 4 日 WMO 一区协第十五次届会

· 纳米比亚，温特和克

11 月 15-21 日

2010 年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

· 智利，圣地亚哥

11 月 17-19 日

伊比利亚 - 美洲 NMHS 局长会议

· 加勒比，开曼群岛

11 月 9-10 日

NMHS 局长和部长会议

· 墨西哥，坎昆

1 月 29 至 12 月 10 日 UNFCCC 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 (CO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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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日内瓦

12 月 17 日

日内瓦常驻代表团情况通报会

11.1.11

大会获悉，专题组广泛利用英特网和万维网，通过电子邮箱开展了大量工作，并
定期在 WMO 网站提供最新情况和报告。专题组曾五次正式召开会议，以协调和推进工作，
它们分别是：2 月 24-26 日 , 5 月 24-26 日，8 月 2-4 日，10 月 25-27 日和 12 月 13-15 日。
11.1.12

大会注意到，专题组 2010 年 11 月 1 日发布了一份专题组报告的草案副本，以供
各国政府和专家评论。三周的审核期间，共收到约 1700 份意见，以后准备最终报告阶段考
虑了这些意见。现已提供专题组最终报告的印刷版本、CD 版本，并可在 WMO 网站上下载。
高级别专题组制定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愿景
11.1.13

专题组建议，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结构应如 WCC-3 所提出的结构，但是加上能
力建设部分。因此，拟议的框架组成部分如下：
(a)		
气候用户界面：该界面为用户、用户代表、气候研发界、气候服务提供方之间建
开展互动，以实现气候服务效果的最大化，并协助开发新的和改进后的气候信息
应用；
(b)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根据用户需求并根据各国政府和其他资料提供方商定的程序
制作和分发气候资料和信息；
(c)		
观测和监测部分：将确保为满足气候服务而开展必要的气候观测；
(d)		
研究、模拟和预测部分：将评估并促进研究日程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e)		
能力建设部分：将支持必要的机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系统性发展，以提供
有效的气候服务。
11.1.14

专题组注意到，构成框架各组成部分的许多基本能力和基础设施业已存在，或正
在建设之中，但需要协调，侧重用户需求。框架的作用应当是促进并增强气候服务，而不是
重复建设。
11.1.15

大会进一步获悉，专题组提出可普遍获取可靠且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气候服务应当
作为框架的重点。为达到此目标，专题组还提议，气候服务框架应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
运作，以支持上述三个层面的利益攸关方和各种努力，并与他们合作。
(a)		
在全球层面，重点应放在全球气候预测产品的制作上，协调并支持资料交换、主
要能力建设活动，以及确立并维持各种标准和规约；
(b)		
在区域层面，应支持多边满足区域需求的努力，如通过区域政策的制定、知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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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资料交换、基础设施的开发、科研、培训以及区域服务的提供等方式，满足
既定的各种区域需求；
(c)		
在国家层面，应把重点放在确保对资料和知识产品的调用，针对用户需求定制信
息，确保信息有效地用于规划和管理，并在这些方面开发可持续的能力。
高级别专题组的建议
11.1.16

大会注意到，专题组提出 5 项建议

建议 1： 我们 ( 高级别专题组 ) 一致建议国际社会做出承诺，每年投入 7500 万美元用
于确保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建立和维持。这项投入将建立在各国政府对气候观测系统、研究
和信息管理系统的现有投入的基础上，为社会所有部门带来社会效益。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
效益是在减少灾害风险，改进水资源管理，更高产和可持续农业以及在更好的健康结果等方
面给发展中国家最脆弱社区带来效益。
建议 2： 为了确保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为最需要气候服务的人群带来最大效益，我们建
议在框架的实施过程中应坚持以下 8 项原则：
原则 1： 所有国家都受益，但优先重点应放在对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建设上
原则 2： 框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气候服务对所有国家都具有更大程度的可提供
			
性、可调用性和可利用性
原则 3： 框架活动将针对三个地理层次：全球、区域、国家
原则 4： 业务化气候服务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核心内容
原则 5： 气候信息首先是一种由各国政府提供的国际公益产品，各国政府通过
			
该框架在气候信息管理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原则 6： 框架将促进气候相关的观测资料的免费和公开交换，同时尊重国家和国
		
际资料政策
原则 7： 框架的作用在于促进并加强，而不是重复建设
原则 8： 框架以 “ 用户 — 提供方 ” 合作伙伴关系 ( 包括所有利益攸关方 ) 为基
		
础
建议 3： 我们建议，作为当务之急，根据该报告中概括的总体战略，联合国系统应设立
一个特设技术组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在框架实施前，要通过一个政府
间程序，取得政府对该计划的认同。
详细的实施计划应确定若干高优先重点项目，以在一些领域推进气候服务框架，其中包
括帮助减少对气候变化和变率的脆弱性。除了能力建设这样的 “ 快速通道 ” 项目外，实施计
划还应包括一个可持续的计划，以重点加强保持气候服务框架业务能力所需的协调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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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计划应该确定未来十年实现的目标，应更详细地阐述框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作用
与责任，以及支持框架的秘书处的作用与责任，包括风险评估。
建议 4：我们强烈建议各国政府和开发援助机构优先支持国家能力建设，这将使发展中
国家能够加入框架。需要对国家需求作进一步的分析，但同时我们推荐了一些如前所述的 “ 快
速通道 ” 项目。为了确保各国能够有效地调用所有国家的全球气候信息，我们建议制定一个
初步战略，以迅速加强或建立框架区域组成部分。这些区域部分应根据区域协议由各区域的
国家牵头承办，并应在国家层面承担支持信息流动和协助开展国家能力建设的任务。
建议 5：专题组一致推荐以下两种选项，供框架管理考虑：
选项 A 成立气候服务政府间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气候服务框架的领导和指导。
委员会负责向世界气象组织大会报告。委员会对所有成员国开放。委员
会定期举行全体会议或年会。委员会将建立正式的机制，以吸引联合国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与委员会保持接触。委员会将选出一位主席和一个小
规模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委员会会议休会期间的事务，负责指定一
些技术管理委员会对框架实施工作进行监督和促进。这些管理委员会将
开展政府间的工作，如有可能，可依靠现有的相关国际委员会。
选项 B 创建一个由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 ( 机构、组织、规划署、部门、独立基金会 )
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对框架的领导和指导。联合国系统联合委员会
不仅要定期向联合国行政首脑执委会报告工作，而且还要通过联合国主
办机构和规划署的全会向各国政府报告。联合委员会将设立若干技术管
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开展政府间工作，负责框架的实施和管理。通过
用户界面计划并通过参加国家代表团这两种方式形成鼓励非联合国利益
攸关方与委员会保持接触的机制，直至达到政府期望的水平。
专题组建议采用选项 A，并建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2011 年底召开第一次政府间全球
气候服务框架大会。世界气象组织应当领导会议的进程并作出会议安排，确保所有联合国相
关机构和规划署都能参加会议。
对专题组报告及其实施过程的回应
11.1.17

大会对专题组的工作向联合主席和全体成员表示祝贺，并欢迎其报告。

11.1.18

大会支持专题组的总体建议，即国际社会应根据自身能力，对 GFCS 的实施提供
大量投入 ( 建议 1)。
11.1.19

大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建议 2 中提出的 8 项原则，并鼓励在框架实施中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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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

大会感谢到会的国家首脑和其他高级官员所表达的支持专题组工作的强烈意愿，
并感谢他们作出承诺继续支持 GFCS 的实施。
11.1.21

大会决定在 WMO 秘书处建立 GFCS 秘书处。

11.1.22

大会通过了决议 47(Cg-16)-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响应。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核心作用
11.1.23

大会注意到实施 GFCS 的指导原则将建立在许多年来形成的提供气候服务的现有
机制与机构上。注意到 NMHS 收集气象观测，进行旨在提高我们对天气与气候的理解，提
供支持有关国家需求的天气、气候与相关服务，大会强烈敦促 NMHS 在 GFCS 发展与实施
中发挥核心作用。大会敦促执行理事会审议 NMHS 作用和运作的声明以便更加清晰地反映
它们在实施 GFCS 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用户界面平台
11.1.24

大会注意到 NMHS 具有与国家内部一系列用户界和企业在提供天气、气候和水
文信息与产品以改善国家与关键发展部门决策领域紧密合作的悠久历史，并鼓励在国家层面
加强与气候服务用户的这种联系。
11.1.25

大会注意到发展用户专用气候信息的核心是认识到用户社区的需求是多样化且复
杂的。基于 NMHS 的资金、技术与基础设施能力，支持所有申请气候产品用以有效决策的
用户所需的内部专业知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在国家层面处理全面的独立用户具有
资源密集型特点，大会鼓励 NMHS 与有关研究机构、中介组织、专门的部门机构和服务提
供方发展伙伴关系。
11.1.26
注 意 到 季 节 区 域 气 候 展 望 论 坛 (RCOF) 推 动 了 所 谓 的 “ 共 识 ” 预 报 的 发 展、
NMHS 区域联网以及在区域层面与用户的互动，大会强调了继续这些机制的重要性，并通
过适时考虑建立定期的国家气候展望业务论坛与 / 或国家气候用户平台将它们扩展至国家层
面。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11.1.27

大会回顾了若干 NMHS 目前参与并受益于制作全球空间尺度的季度预测与气候
情景的全球建模中心。这些全球产品得到交换，并在某些情况下为满足区域和国家需求而降
低尺度，其中有些产品通过研究机构，包括 NMHS，的协调予以提供。
11.1.28

鉴于上述，大会强调了通过合作机构网络成立的协调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 (CSIS)
应：确保气候信息与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产生 ( 通过一系列全球气候中心 ) 以充分涵盖气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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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全球尺度的各个方面；以更精细化尺度融入区域与本地气候信息 ( 通过 RCC)；确保他们
能都方便国家与地方各级的不同部门用户访问与应用。大会也认识到区域气候中心在将全球
气候产品在可持续业务模式下适应区域需求以及在需要的地方通过双方安排支持 NMHS 国
家要求中的重要作用。大会鼓励各会员支持这些中心并确保气候服务覆盖全球。坚持在已有
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而不是重复搭建现有的机构与努力这一原则，大会希望 WMO 信息系统
(WIS) 在 GFCS 下为关键的传播机制服务。

观测与监测
11.1.29

认识到由 GFCS 提供的气候服务从根本上依赖于 NMHS 收集的气象观测，并注
意到由于所需的测量范围与台站密度，建立与运作国家天气、气候与水观测系统需要大量的
人力与财力资源，大会强调需要维持几十年来的观测与需要不断满足高标准的资料质量要
求。大会强调必须确保 GFCS 的一个主要目标即 NMHS 目前运行的观测网络得到加强与改
进，长期致力于实现最高可能的质量，以满足气候分析与预测的需要。大会呼吁各会员为
NMHS 提供足够的资源加强这些资料网络，以及向发展援助机构提供资源以支持那些存在
较大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观测网络。
11.1.30

大会也注意到用于气候信息与产品发展的全球气候模式与区域气候模式需要跨越
国家、区域与全球界限分享气候资料与信息。认识到决议 40(Cg-12) 支持制作天气预报需要
资料交换，指出有限的气候信息应进行交换，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审议决议附件 1 以确保
GFCS 气候服务所需要的气候资料被包括其中。

气候研究、模拟与预测
11.1.31

大会认识到许多 NMHS 和其它国家机构进行或者参与研究对增进了解气候系
统、发展并改善全球与区域气候模式、发展季度和年度至十年预测方法做出贡献。在许多国
家，NMHS 与大学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积极合作，并在巩固研究工作与提高业务实践上扮演
核心角色。NMHS 的这些努力也为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的工作做出贡献。另外很多
NMHS 也参与应用气候研究以支持国家决策，而这些与其他 NMHS 也支持其他 NMHS 在他
们的区域发展能力，以便能够从全球气候模式解译这些成果并降低至区域与国家或地方尺度。
考虑到在区域和国家范围的研究工作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导致在区域和国家层面气候知识也
存在较大的差距，大会强调对 GFCS 的一个重要作用将是协助发展中国家 NMHS 和其它国
家机构的能力建设以便参与并承担必要的研究，以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气候问题。

能力建设
11.1.32

大会注意到许多 NMHS 充分满足用户对国家气候服务需求的能力目前非常有限，
也注意到 NMHS 需要建立气候预测、模拟与开发、制作、调用、释用并分析全球与区域气
候产品的技巧水平。大会也注意到随着各国气候服务提供投入运行，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降
尺度预计气候变化情景需要一个比现在更精细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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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3

大会强调 GFCS 需要推进 NMHS、大学、气候研究机构、区域与国家培训中心之
间的合作。大会鼓励各会员支持建立气候科学与服务教育与培训可持续性的机制，并为业务
气候提供者制定适当的证书与良好做法，并确保质量管理框架的应用。与传播提供者信息的
中介组织的伙伴关系，如 NMHS 至最终用户以及国家内的不同部门用户，无疑将补充这些
工作。
11.1.34

大会认识到为实施该框架发展气候服务的技巧具有技术与知识广泛型与密集型
特点。大会因此强调需要提高计算能力；需要更新通信以尽量利用 WIS；需要具备用于气
候相关的可靠的高质量观测仪器；系统地归档和气候资料的管理；改进用户通过 WIS 作为
GFCS CSIS 部分的调用服务。
WMO 组织机构的作用
执行理事会
11.1.35

正如本报告先前提及的，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支持和指导 GFCS 的发展。大会还
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适当的机制，为那些将参与实施 GFCS 的 WMO 机构提供监督与指导。

区域协会
11.1.36

大会回顾专题组关于 GFCS 号召在三个空间尺度实施行动的提议：全球、区域与
国家，并且区域尺度在能力建设与超越单一国家资源的能力建设中尤为重要。大会敦促区域
协会通过成立 RCC、 RTC、通过发展区域 / 次区域合作能力成立的合适的区域中心，并给
予他们积极支持，发展用户需求，寻找专家帮助实施活动以及通过对实施项目的支持来协助
实施 GFCS。大会强调气候服务的提供是国家层面、甚至是国家级以下 / 地方性的活动，详
细的实施计划必须由通过改善 NMHS 的能力，并通过为满足用户需求而建立区域到国家之
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履行该业务作用的需求来牵引。

技术委员会
11.1.37

大会认识到气候学委员会在实施 GFCS 中起到核心作用，其他技术委员会也将起
到各自的重要作用：CBS 在服务提供战略、观测系统、信息系统与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领域；
JCOMM 在海洋观测、海洋气候资料管理以及提供海洋部门服务；CIMO 在发展收集气候相
关资料的新的改进工具给予建议与支持；CAS 在改进气候服务研究；CHy 与 CAgM 在与水
和农业部门用户进行全方位的互动；CAeM 与航空部门合作，以便满足气候服务的需求。大
会敦促每个技术委员会协助详细实施计划的制定。大会也敦促技术委员会在实施 GFCS 进程
中评审各自的工作计划，以使他们能够给这项倡议给予有效的支持，并且也能抓住它所提供
的机遇。
WMO 技术计划的作用

14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11.1.38

大会认识到在十个主要计划和四个共同赞助的计划的一系列技术活动直接或间接
地为实现 GFCS 的目标做出贡献：
WMO 的计划：
•
•
•
•
•
•
•
•
•
•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WWW)；
世界气候计划(WCP)；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AREP)；
气象应用计划(AMP)；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
教育和培训计划(ETRP)；
技术合作计划(TCOP)；
区域计划(RP)；
WMO空间计划(SAT)；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DRR)。

共同赞助的计划：
•
•
•
•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由WMO主导；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由IOC主导；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由FAO主导。

11.1.39

大会注意到每个这些计划将在实施 GFCS 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敦促管理者与专家
加入到这些计划的工作，并在实施 GFCS 进程中评审他们的工作计划以便他们能够给这项倡
议给予有效的支持，并且也能利用其提供的机遇。
11.1.40

大会注意到 GFCS 已被视为战略计划下五个优先重点领域的其中之一，被期待能
贡献于已提出的 GFCS 实施计划的一系列活动已经纳入常规预算，而其他活动计划通过预算
外资金进行。大会鼓励各会员从资金上支持这些拟议项目的实施。
11.1.41
大会通过了决议 48(Cg-16)-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以推进整个第十六财期
WMO 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支持 GFCS 的实施。
11.2

WMO 能力开发战略 ( 议题 11.2)

能力开发战略 (CDS)– 背景
11.2.1
认识到 WMO 多项计划 ( 决议 2、5、8、12、13、18、19、20、21、25 和 32(Cg15)) 中能力建设活动的重要性，大会注意到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开发能力，以加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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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处在过渡阶段的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 (LDC)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NMHS 的能力，从而满足不同层面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注意到 LDC 和 SIDS 对气
候变率和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特别脆弱，大会进一步认识到促进这些国家各种开发活动的重
要性，包括早期预警、减轻灾害风险、减少贫困和气候变化适应。大会回顾到，除了技术援
助以外，能力开发活动还包括根据国家优先重点、政策和需求来协助会员提倡国家、区域和
全球领导力、资金筹措工作、管理和机构变革过程，以及教育和培训，并符合国家优先重点、
政策和需求。
11.2.2
大会注意到能力建设是一项交叉性活动，并将为所有预期结果 (ER)，特别是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 6 和战略主旨 3 做出贡献。
11.2.3

大会注意到 2010 年 10 月举行的执行理事会能力建设工作组 (EC-WG/CB) 第三次
会议讨论了能力开发战略 (CDS) 的进展以及在 WMO 内部支持引入 CDS 的可行机制。
11.2.4

大会进一步注意到 WMO 改革任务组的报告，其中强调 WMO 内部与实施能力建
设活动相关的机构应直接面向 WMO 战略计划的战略主旨，并为其提供全面和可持续的支持，
而不是一些未经协调的一次性活动。
11.2.5

大会认为能力开发战略的编制与实施将非常有助于 WMO 协调，并在会员需求的
基础上，从全球高优先领域以及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需求中确定能力开发活动的优先
重点。
总体目标
11.2.6

大会认为 WMO 能力开发的总体目标应促进 NMHS 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持会员
有关战略主旨和预期结果的需求。大会支持决议 49(Cg-16) 附件描述的 “ 能力建设 ” 内容，
这些内容将体现 WMO 的各项目标和未来能力开发工作的方向。
11.2.7

大会赞同 CDS 应解决如何加强 WMO 能力建设的管理和协调的为问题，以确保
向会员提供恰当的战略指导和全面的发展支持。
11.2.8

大会希望，鉴于相邻国家的 NMHS 相互倚赖，以履行各自职责，因此所有会员
都将从 CDS 的成功实施中受益。
总体考虑
11.2.9
大会注意到，CDS 将建立在主要国际计划实施的基础上，并为之做出贡献，包括
MDG， UNLDC 第四次大会、GFCS 和区域计划。大会进一步注意到 CDS 将实现本组织《公
约》第二条 (a, b, d 和 f 款 ) 中列出的本组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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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
大 会 认 识 到 在 各 项 WMO 计 划 下 继 续 付 出 能 力 建 设 努 力 的 重 要 性， 特 别 是
LDCP、TCOP、VCP、ETRP 和各项区域计划，大会注意到 CDS 应推动改进上述各计划间
的协调，进而根据其需求和要求，更好地致力于发展中国家 NMHS 的能力建设和开发，特
别是那些处在转轨阶段的国家、LDC 和 SIDS。
11.2.11

大会还注意到 CDS 应促进更有力的国家政策所有权、相关政策和司法框架的出台，
并通过区域、次区域和国家计划过程的衔接加强可持续性。
11.2.12

大会强调指出，预期结果的成功交付将需要改进内部协作以及本组织内部开发工
作的一致性，包括各区域协会 (RA)、技术委员会 (TC)、WMO 发起的和 WMO 联合发起的计划，
并横跨秘书处所有职能司。大会一致认为 CDS 应提供这样一种框架。
11.2.13

大会注意到在 CDS 制定与随后的实施过程中提供指导和监督的重要性，并同意
执行理事会可行使这一职能。在 EC-WG/CB 工作的基础上，大会要求理事会考虑一些机制，
以监督并进一步协调 WMO 能力建设活动。
11.2.14

大会建议在能力开发战略的制定中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如何评估会员的能力，从而准确地确定现有的差距和未达到WMO标准之处，并
协助长期监督能力开发战略是否成功。大会认为这将作为国家概况数据库的一部
分；

(b)

如何提高WMO标准的达标率，并维持对NMHS发展的政策支持。WMO有关机构
和官员强烈鼓励达标和支持的倡导将成为CDS的重要方面；

(c)

如何确保国家所有权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并只要可行确保NMHS发展计划
与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相一致，并与各WMO区域协会战略/运行计划相符；

(d)

如何确保NMHS特制产品和服务贴切国家决策者、开发机构、民间团体和公众的
需要。大会注意到‘WMO服务提供战略’规定在开发过程中与各利益攸关方的初步
协商是实现国家接受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e)

如何评价项目产出和成果的可持续性和影响；

(f)

如何确保能力开发活动可拓展升级，这将基于会员自愿资金的水平和其它来源的
支持，如援助机构；

(g)

如何在CDS的使用中引入WMO战略重点优先领域，以为资金使用设定优先重点
的决策提供支持。在2012-2015年财期，这些重点优先领域分别是GFCS的发展、
航空气象、WIGOS/WIS 和DRR活动；

(h)

如何认识到RA、TC和WMO联合发起的计划以及区域办事处(RO)通过协调与倡
导活动在整合区域需求、从技术角度提供咨询、实现更有力的区域参与等方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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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重要作用；
(i)

如何在WMO的工作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并鼓励自愿行为和双边合作。

11.2.15

大会认识到战略合作伙伴和分担落实能力开发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应在该战略下
加强本组织的推动作用。大会敦促秘书长在战略计划制定、倡导、试点计划，尤其是资金筹
措方面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因为发展工作需要外部资金。
11.2.16

大会注意到 WMO 应当超越一个能力发展战略，制定一个具有明确目标、时限和
资源需求的计划。这些计划应当考虑区域组织制定的区域运行计划，并由区域协会通过其管
理团队批准。大会进一步注意到需要更加平衡区域或次区域与 WMO 总部可获取的资源，
以便计划和执行项目。大会同意由会员合作在海地进行的预警服务重建所取得的成功应当作
为 CDS 的一个个案进行分析。
11.2.17

大会通过了决议 49(Cg-16)– WMO 能力开发战略。

11.3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 议题 11.3)

11.3.1

大会认识到，由于在研究、数值模拟、观测能力 ( 实地和卫星观测 )、计算机和
通信技术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气象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极大地
提高了服务的质量和多样性。但是，进一步的进展将取决于采用新的综合方法来提升 WMO
观测系统，即 WIGOS。
11.3.2

大会重申，当前 WMO 各观测系统是在过去开发的，并被单独管理，以满足不同
的需求。但是，大会强调，这类为不同 WMO 计划而运行的多重观测系统已经导致不兼容、
观测不足、工作重复以及会员付出更高的整体成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会注意到提
供各种高质量的资料、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正在日益增加，以满足最终用户为了社会、可持续
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多方面需求。大会认识到，加强协同作用，包括系统的互可操作性和兼容
性，将有助于满足会员及其国家和国际合作伙伴的不断变化的需求。
理念发展
11.3.3

大会回顾了在 Cg-15 上作出的关于 WIGOS 理念的决定 ( 决议 30(Cg-15))，并赞
赏地注意到已经完成的关于整合 WMO 观测系统的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对 WIGOS 理念测试
阶段 (2007-2011 年 ) 所取得成果的统一的全面评估。
11.3.4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在 WIGOS 发展和实施计划 (WDIP) 中指定的大多数任务已
被圆满完成。大会赞赏执行理事会及其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 WMO 信息系统工作组、
会员、区域协会 (RA)、技术委员会 (TC)、合作组织和秘书长为测试和发展 WIGOS 理念以
及实现 WIGOS 目标所做的成功的集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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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WIGOS 文件，特别是 WIGOS 运行理念 (CONOPS)，详细说
明了 WIGOS 的基本特征，而 WIGOS 发展和实施战略 (WDIS) 则明确了 WMO( 与伙伴组织
合作 ) 将遵循的步骤。这些文件将提供关于如何改进治理、管理和整合 WMO 观测系统及其
对共同发起系统贡献的指导，从而以协调一致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可持续方式来满足 WMO
会员和伙伴组织不断变化的观测需求。
11.3.6

大会注意到在 WIGOS 试点和示范项目上取得的良好进展。大会赞赏技术委员会
和合作伙伴在实施试点项目中的作用和投入。大会还感谢肯尼亚、摩洛哥和纳米比亚 ( 一区
协 )、韩国 ( 二区协 )、巴西 ( 三区协 )、美国 ( 四区协 )、澳大利亚 ( 五区协 ) 和俄罗斯联邦 ( 六
区协 ) 在实施其 WIGOS 示范项目方面所做的努力。在所有项目中都吸取到相当多的教训，
获得了经验，收到了关于国家和区域层面 WIGOS 实施过程的潜在效益、价值和影响的反馈
和意见。大会请各会员在实施 WIGOS 时考虑上述经验教训和反馈意见。
愿景
11.3.7

大会同意在 WDIS 中详细说明的 WIGOS 愿景，即要求发展一个综合、协调和全
面的观测系统，从而以符合成本效益的可持续方式来满足会员在提供天气、气候、水和有关
环境服务方面不断变化的观测需求。WIGOS 将为了社会的利益加强 WMO 观测系统与伙伴
组织观测系统的协调。此外，WIGOS 将提供一个促成 WMO 观测系统整合和优化发展以及
WMO 为共同发起系统作出贡献的框架。该系统将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一起，促进持续、
可靠地获取一系列扩展的环境资料和产品以及相关的元数据，从而增加知识，并加强涵盖所
有 WMO 计划的服务。
11.3.8

大会认识到，WIGOS 愿景提供了指导将会员运行的 WMO 观测系统有序地演变
成一个综合系统的路线图。为了建立促进 WIGOS 观测组成部分互可操作性的通用标准化过
程，为了实施质量管理程序，需要建立有效的和持续的组织、计划、管理和程序结构。它将
使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种应用领域的用户需求得到满足。
效益
11.3.9

大会确认，WIGOS 将使所有会员和 WMO 计划能为加强和拓展服务提供及时的、
有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详细记录的、兼容的长期观测资料。
11.3.10

大会一致认为，WIGOS 将通过更加协调、合作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来规划和
运行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最大限度地提高会员的管理和业务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会员的观测
能力。此外，它将促使会员，尤其是 LDC、 LLDC 和 SIDS 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改进天气、
水、气候和相关环境监测和预报服务，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这样一来，会员将能应对
不断增加的国家使命，同时实现 NMHS 以及其它环境相关机构的更高的国家知名度。大会
还一致认为，WIGOS 将为改进 NMHS 与有关国家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提供一个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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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

大会还强调，WIGOS 对于作为 WMO 重点工作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航空气象服务、减轻灾害风险和能力建设将至关重要。它还将确保 WMO 为共同发起的
GCOS、GOOS、GTOS 以及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做出协调一致的贡献。
实施
11.3.12

大会决定，将在第十六个财政期间以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实施 WIGOS，重点是
建立改进治理、管理、整合和优化由 WMO 协调的多种观测系统的框架，从而实现平稳过渡，
并应不遗余力地促使 WIGOS 在 2016 年投入业务运行。
11.3.13

大会强调，WIGOS 的实施应立足于现有的 WMO 观测系统，并使其增值，重点
是在发展过程中整合地面观测和空基观测，以满足 WMO 计划以及 WMO 共同发起计划的
需求。大会指出，由于所有的 WMO 计划都将受益，所以每个计划都应该积极参与 WIGOS
的实施，并为此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源。
11.3.14

大会一致认为，在实施 WIGOS 时，必须对目前的管理、治理和支持活动进行审查，
并使其与 WMO 重点工作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将促进在技术、业务和管理层面的合作与协调。
11.3.15

大会认为在 WIGOS 的实施中，WIS 在资料交换和发现以及为资料管理提供有效
的标准和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大会强调对 WIGOS 和 WIS 的实施活动进行协调十分
重要。
11.3.16

大会还认识到，满足用户的质量要求和期望对于 WIGOS 的成功将是至关重要的。
这需要对 WMO 观测计划使用的现行做法、已经形成的具体任务要求和现有的技术机会进行
深入的审查。WIGOS 实施战略将详细说明针对 WIGOS 观测组成部分的质量管理体系 (QMS)
的所有过程，包括有效管理此类组成部分的指导。
11.3.17

考虑到当前技术的迅速进步将为进一步提高观测的能力、可靠性、质量和成本效
益提供基础，WIGOS 必须利用由 WMO 和伙伴组织确定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
11.3.18

作为本组织的优先事项之一，大会要求理事会监督 WIGOS 的实施。认识到在技
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 WMO 合作伙伴之间开展积极合作和加强协调的重要性，大会指出，
有必要在实施期间成立一个跨委员会的 WIGOS 协调小组 (ICG-WIGOS)，并且该小组应包括
区域协会和伙伴组织的代表。
11.3.19
大会进一步要求理事会将确定新的 ICG-WIGOS 的相关职责以及确定理事会对
WIGOS 实施计划 (WIP) 的要求和期望的进度计划列入当前的优先。
11.3.20
大 会 建 议， 应 立 即 阐 述 作 为 WIGOS 功 能 架 构 的 最 新 运 行 理 念， 以 便 成 为
WIGOS 实施计划的主要参考依据。为避免重复，并确保一致性和有效性，需要在更新后的
CONOPS 中以及分别由 WMO 秘书处、区域协会和 NMHS 制定的全球、区域 / 分区域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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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相关实施计划中反映 GFCS 和其它 WMO 重点工作的需求。
11.3.21

大会强调会员的承诺和贡献，尤其是采取的行动，对 WIGOS 的成功至关重要。
大会注意到一个综合的沟通战略十分重要，以便确保向会员、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合作
组织通报它们在 WIGOS 实施中的作用以及实施的进展情况。
11.3.22

大会强调，需要为 2015 年以后的 WIGOS 发展制定实施计划，包括关于如何设计、
开发和实施国家综合观测系统的技术指导，以提供全面的观测资料来满足所有 WMO 会员
和计划的需求。
11.3.23
大会一致认为，必须在修订后的 WMO 技术规则中反映 WIGOS 的实施，记录
WIGOS 运行理念以及所有观测组成部分的贡献。在这方面，大会同意将 WIGOS 手册纳入
强制出版物清单。
11.3.24

大会注意到关于资料交换以及这一领域任何未来发展的有关决议，强调作为关键
的 WIGOS 框架支持工具，有必要发展 CONOPS 指定的 WIGOS 业务和标准化数据库，并有
必要建立和管理 WIGOS 门户网站，以便向利益攸关方提供 WIGOS 相关信息，确保免费访
问其数据库。
资源
11.3.25

大会一致认为，在第十六个财政期 WIGOS 实施的及时完成直接取决于可用的资
源。大会将 WIGOS 活动的拟议预算拨款列为当务之急。大会还敦促会员继续提供资金，帮
助实施 WIGOS。大会认为，技术委员会在 WIGOS 实施中的关键作用需要额外的资金，因此，
进一步敦促会员也作为自愿捐赠提供资金，使这一作用能得到实现。
11.3.26
大会强调，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 WIGOS 实施将需要初始投资。这种投资应该是
各 NMHS WIGOS 实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1.3.27

大会一致认为，通过 WMO 秘书处进行的集中协调对于 WIGOS 的成功实施十分
重要。大会还一致认为，建立具有适当项目管理职能以及充足人员编制和经费的 WIGOS 项
目办公室，对于支持 WIGOS 实施将至关重要。
11.3.28

大会进一步同意，WIGOS 项目办公室将：

(a)

在20102年前制定WIGOS实施计划(WIP)；

(b)

确保WIP具有灵活性，使会员能落实在国家和区域基础上的各组成部分；

(c)

建立一个明确的保障构架，以便就确定那些需要通过WIP落实形成共识；

(d)

与各会员、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协调，以便确定有关提名专家的需要，包括国
家联系人，以及与会员一起共同完成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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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9

大会同意，将主要通过从 NMHS 借调专家来满足充足人员编制的需求。在这方面，
大会敦促会员在 WIGOS 实施期间向秘书处提供借调服务，以确保 WIGOS 实施的顺利完成。
能力建设
11.3.30

大会强调，有效的能力建设战略是 WIGOS 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教育和培
训活动以及改进必要的观测基础设施应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 WIGOS 实施计划中得到反映，
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因此，能力
建设并不仅局限于科学和技术上的考量，还有战略和管理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资源开发、
资源调动以及交流和宣传活动。
合作
11.3.31

大会强调，为了推进满足 WIGOS 要求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需要会员之
间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在各区域内部，有必要通过区域组织或次区域集团加强合作和伙
伴关系，以便监督 WIGOS 的观测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在那些部门分离的国家，要加强气象、
水文和海洋 / 海洋学机构 / 部门之间的合作。
11.3.32

总之，大会一致认为，WIGOS 对会员责任和资源的影响似乎与面对观测技术和
会员需求的普遍演变所需要的发展相对应。大会要求参与 WIGOS 实施的执行理事会、区域
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应特别注意对会员的影响，目的是优化 WIGOS 的整体功能和效率，从而
造福社会。
11.3.33

大会要求秘书长就综合观测系统提供一份有关其效益、效率和成本效益的文件以
及为会员的实施活动制定一份指南，并将它们也提供给资助机构，如世界银行和 UNDP，以
便争取支持。
11.3.34

大会通过了决议 50(Cg-16)—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实施。

11.4

WMO 信息系统 ( 议题 11.4)

WIS 实施进展和 WIS 中心的指定
11.4.1

大会回顾到，第十五次大会确定了 WMO 信息系统 (WIS) 提供的三种基本类型的
服务，并同意 WIS 实施计划包括两个并行开发的部分：A 部分 — 针对时间要求高的和对业
务至关重要的资料，继续巩固和进一步改进 GTS，包括将其扩展，以满足除世界天气监测
网以外的 WMO 各项计划的业务要求；B 部分 — 通过灵活的资料发现、获取和检索 (DAR)
服务将信息服务扩展到授权用户，以及提供灵活、及时的服务。
11.4.2
大会向那些已经宣布其对实施新的 WIS 功能有兴趣的会员表示感谢。大会注意到，
截至 2010 年 12 月，已经确定的候选中心数量为 15 个 GISC 和 111 个 DCPC。大会鼓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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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会员尽最大努力做好实施和筹备工作，以符合 WIS 手册和 WIS 指南所确定的功能和技术
规范，并注重对互可操作性的要求，尤其是在 GISC 之间。大会强调，每个 WIS 候选中心
有必要建立 WIS 的功能，准备投入业务，并向 CBS 展示这些能力，特别是有关元数据采集、
元数据公布、资料发现、支持临时请求、用户认证和获取授权的能力。
11.4.3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会员在实施 WIS 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大会回顾到，18 个
会员 / 组织进入了总共 13 个 GISC 和 56 个 DCPC 的第一轮示范过程。大会对那些已经启用
WIS 功能并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和 2010 年 CBS 特别届会展示这些能力的会员表示
感谢。大会注意到，自 2010 年 5 月以来，一些中心已经处于预运行模式。大会接受了 CBS
关于指定初步 WIS 系列中心的建议，并通过了决议 51(Cg-16) -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大会要求，在初步指定 WIS 中心之后，将由 EC 通过对 WIS 手册的审议来进行进一步指定。
11.4.4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日本和中国成功举办的区域 WIS 培训研讨会向亚洲许多国家
提供了有关新信息系统的实用信息。大会强调有必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多有关 WIS 国家
中心的能力发展项目，并促进 WIS 和 WIGOS 的利用。大会认为，二区协 GISC 的责任区应
在 2012 年计划举行的二区协下一届会上正式确定。但是，为使二区协会员在此之前从新系
统中获益，大会鼓励二区协启动协调和协商，在考虑方案效率、国家中心和 GISC 的成本效益、
各 GISC 资料分发能力和 GTS 目前结构的情况下，协调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使每个国家
中心能够与一个主要 GISC 连接，并连接一个二级 GISC 。
11.4.5

大会注意到 JCOMM 通过设立 IOC 海洋资料门户网站 (ODP) 为 WIS 和 WIGOS
做出了贡献。大会要求会员与海洋研究所开展谈判，因为这些机构掌握与 WMO 应用有关的
海洋资料集，通过谈判可以使这类资料集与 ODP 或 WIS 实现互可操作。大会要求 JCOMM
继续与 IOC 合作，实现 ODP 与 WIS 之间的完全互可操作性。鉴于需要进一步加强资料系统
之间的互可操作性，大会邀请会员积极参加 JCOMM 为海洋资料管理而开展的标准制定工作。
11.4.6

大会注意到秘书处对于 WIS 的实施给予了积极支持，这对于国际协调十分必要，
因为国际协调是支持所有会员开展核心活动的基础，而秘书处的积极支持主要是靠会员的慷
慨支持：实物捐助，人员借调，以及捐资 WIS 信托基金。对于向 WIS 信托基金捐资的会员，
以及承办与 WIS 有关培训活动的会员，大会表示感谢，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向 WIS 项目
办公室派遣了工作人员，大会也向这几个国家表示感谢。大会注意到 WIS 正处于一个关键
的实施和业务阶段，并鼓励会员继续做出贡献，因为这对下一个财期 WIS 的持续、有效实
施至关重要，注意到现在这种形式的项目办公室已不再合适，但秘书处职员仍需要开展实质
性的协调活动。
11.4.7

大会注意到 WIS 已从开发阶段进入了业务阶段。大会注意到 WIS 在 2012-2015
年的活动应是：(1) 完成 WIS 在所有 WMO 中心的实施；(2) 提高能力，确保对所有 WMO
会员的支持；(3) 充分利用 WIS 的优势，促进所有 WMO 计划；以及 (4) 在 WMO 资料管理
的各个方面利用 WIS。

总摘要

151

完成 WIS 在所有 WMO 中心的实施
11.4.8

大会注意到 WIS 的实施现已步入轨道，Cg-16 之后，新的中将陆续投入业务。大
会强调虽然 WIS 的新功能将在几个核心中心实现业务化，但是许多会员仍必须开始实施工
作。因此，所有会员全面实施 WIS 将至少需要整个下一财期的时间。
11.4.9

大会注意到下列主要活动以及实施工作的目标日期，并对此予以支持，还敦促所
有会员以及秘书长为达到目标落实必要的资金：
(a)

通过区域研讨会和信息分会提高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小岛
国从WIS功能中获益的知识水平和能力：2012-2013；

(b)

在所有NMHS的国家中心(NC)实施WIS：2012-2015年；

(c)

实施其余的候选GISC：2012-2013年；

(d)

实施更多的DCPC，即WIS与WMO计划中心的衔接：2012-2015年；

(e)

修改WIS手册，加强WIS中心的业务安排，特别是GISC：2014年。

11.4.10
大会感谢那些提供 WIS 软件的会员并尤其满意地看到，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实
现 WIS 的协同工作要求，包括开源 ( 免费 ) 解决方案以及商业产品。它注意到，包括中国、
德国和日本的会员和由法国、澳大利亚、韩国和英国领导的 OpenWIS 联合会，已经或正在
计划通过基本系统委员会软件注册表提供 WIS 软件，同时也有商业供应商提供软件的支持、
安装和维护。大会还获悉，俄罗斯联邦、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摩洛哥、肯尼
亚和印度尼西亚已同意支持 OpenWIS 战略最为获得 WIS 兼容解决方案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工
具，并认识到 OpenWIS 提供了一个开源平台，使会员能够为 WIS 的部署和执行标准做贡献，
并最终加入 OpenWIS 联合会。
11.4.11

大会注意到 GTS 的结构正在演变成一个有两个层次的网络架构，因此请区域协
会利用由新技术带来的资料交换水平的提高，协调确定每个 GISC 的责任区域，特别是其
责任区气象资料通信网络 (AMDCN)。区域协会在审议 AMDCN 时应与 CBS 磋商，注意对
WIS 其余部分产生的潜在影响。
11.4.12

大会对 ICG-WIS 组长及其参与人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推动 WIS 进入实施阶
段方面不断给予支持和领导。大会强调仍然十分需要对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进行协调，
CBS 将继续是负责 WIS 实施技术方面的主要机构。大会要求 EC 审议设立什么样的机制比
较合适，可确保 WIS 的继续实施，并可以与 WIGOS 以及 GFCS 等方面的需求相协调。为此，
按照新的职责， 应考虑将 ICG-WIS 继续额外的两年。
确保支持 WMO 全体会员的能力建设
11.4.13

大会指出，WIS 的优先重点活动已经从开发转向能力建设，特别是面向发展中国
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大会鼓励已经实施 WIS 功能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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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员对那些将在未来实施这些功能的会员提供帮助。大会还指出，数据和元数据问题对许
多小的气象部门尤为重要，且这些 NMHS 应更加努力，以达到所需的标准化。
11.4.14

大会敦促所有会员和秘书长确定在 2012-2015 年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开
展培训研讨会所需的资金，并协助会员实施 WIS 的组成部分和从 WIS 获益。大会鼓励每个
GISC 中心在 AMDCN 内为各个中心提供培训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注意到 WIS 的持续是一
个长期项目，大会强调利用可行性研究和差距分析等工具进行区域协调的必要性，以确保培
训和能力发展符合区域需求。
利用 WIS 的优势服务于 WMO 的所有计划
11.4.15
大 会 强 调，WIS 是 WMO 许 多 高 优 先 计 划 ( 包 括 减 少 灾 害 风 险、 能 力 建 设、
WIGOS 和 GFCS) 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大会鼓励会员确保新项目要利用 WIS 及其互可
操作性标准，从而提高他们的能力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同时降低制定和实施新计划的成本。
11.4.16

大会注意到 WIS 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并将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到改进。
因此，大会要求 CBS 继续改进 WIS 的组成部分以提高 WIS 的效率和效果，尤其要注意充
分解决与这些新技术有关的任何安全问题。大会鼓励会员与 OGC、ISO、OASIS、IETF、
W3C 及其它负责标准的有关部门开展合作，以保证作为 WIS 互可操作性基础的各项标准能
更好地满足 WMO 界的需求。
11.4.17
大会强调要根据需求继续推动 WIS 的发展。大会敦促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继
续为 WIS 用户需求的细化做出贡献，以确保各委员会和区域计划在 WIS 方面的要求得到考
虑。
11.4.18

大会敦促所有会员和秘书长确定在 2012-2013 年期间为 WMO 各项计划举办培训
研讨会所需的必要资金，以便从 WIS 的实施中获益并对 WIS 的实施做出贡献。
在 WMO 所有的资料管理中利用 WIS
11.4.19

大会指出，WIS 在现代数据管理中采用最佳的原则和规范，尤其是在单独管理
的各个复杂系统中互可操作性是必要的。大会敦促会员、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其它与
WMO 有关的机构在所有的 WMO 资料管理活动中采用这种资料管理原则和规范。
11.4.20

大会强调，由于越来越多的会员致力于实施 WIS，所以应特别注意资料和元数据
的标准化，以确保资料的互可操作性和 WIGOS、GFCS、WMO 其它计划和倡议对资料的获取。
11.4.21

大会认识到，在开发气候资料管理系统 (WDMS) 和促进区域资料计划 ( 比如地
中海资料拯救计划 (MEDARE) 和相关的资料服务门户网站 ) 方面，有必要对正在开展的
WCDMP 工作进行整合。大会要求 CBS 与 WCP 和 CCl 一道制定一个有效和有针对性的工
作机制，以便完成一个现代、可靠和能互可操作的资料管理系统，并探讨将 MEDARE 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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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计划纳入 WIS 架构的可能性，如 DCPC。
11.4.22

大会还一致认为应扩大 CCl 和 CBS 之间的合作，以便与诸如水文、农业、卫生、
环境和社会经济数据库等其它数据库之间建立改进后的界面。
11.5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 议题 11.5)

交叉性 DRR 计划的战略重点、实施和项目管理框架
11.5.1

大会回顾到，第十五次大会批准了基于兵库行动框架 (HFA) 的交叉性 DRR 计划
愿景和战略重点，见本报告附录 2 的 DRR 计划简述，并回顾到要求秘书长制定：(a) 一个持
续和协调的实施框架，涉及各项具体明确的国家 / 区域 DRR 项目，并推动各会员及其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 (NMHS)、WMO 计划、技术委员会 (TC)、区域协会 (RA) 和外部合作伙伴；(b)
一项针对开发和维持国家和区域能力的融资战略。
11.5.2

大会忆及 WMO DRR 计划的长期目标是促进负责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
机构能力的增强，并开展合作，支持灾害风险评估、减轻风险和风险转移，保护生命、生计
和财产，以及促进会员的可持续发展 ( 见以上提及计划简述 )。
11.5.3

大会强调了基于 145 份会员对 2006 年开展的一项有关 WMO DRR 计划的国家层
面调查回复结果的重要性，作为制定国家 / 区域 DRR 能力开发项目的基准，特别是承认：

(a)

干旱、山洪和江河洪水、大风、强风暴、热带气旋、风暴潮、森林火灾/山火、
热浪、山体滑坡、沙尘暴、海洋和航空危害以及冰川的快速融化和对供水的质量
和数量产生的潜在风险是所有会员最关切的几大水文气象灾害；

(b)

近70%的国家要求更新或修订DRR政策、立法、规划和协调机制，重点是防灾减
灾以及明确NMHS的作用；超过65%的NMHS需要加强并实现观测、通信和业务
预报核心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近80%的NMHS需要得到指导，管理和技术培训；
以及超过80%的NMHS需要加强与各灾害风险管理(DRM)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战略
和业务伙伴关系。

汲取的经验教训：DRR 能力开发项目和良好规范指南
11.5.4

大会注意到很多会员在发展其减轻灾害风险能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比如南美
洲，并在第三次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论坛上进行了展示 (2011 年 5 月 10-13 日，瑞士日内瓦 )。
大会高兴地获悉，在 DRR 计划项目管理框架和相关标准范围内制定从经 EC-62 批准的由
WMO 发起的国家 / 区域 DRR 试点项目中汲取的一些经验教训。大会鼓励进一步将这些国
家 / 区域 DRR 能力发展项目扩展至其它区域，同时考虑各国政府的接受能力和加强 DRR、
资金和利用各个项目如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的承诺。大会特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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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效地利用区域和国家DRR平台、政策对话和WMO区域会议如热带气旋委员会
会议和区域气候展望论坛作为多目的、面向多利益攸关方的论坛，以便让会员、
区域协会、区域和国际DRM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开发并资助各机构规划DRR
区域合作活动，制定国家和区域工作计划，整合相关项目并监督和评估项目；

(b)

一些会员正积极修订和指导其国家DRR政策、规划和法律框架，并受益于多部门
协调、综合规划和预算机制；

(c)

NMHS需要一项可持续的系统性能力开发计划，以解决：(1)通过完善的立法支
持其参与国家到地方的DRR协调和规划机制，以作为其发挥作用和开展活动的基
础；(2)加强核心观测、预报、通信和人的能力；(3)一些常用的基本气象、水文
和气候工具用于开发产品和服务；以及(4)和不同部门的DRM利益攸关方建立业
务合作和标准运行程序(SOP) ，以通过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MHEWS) 和部门规
划等方式支持风险评估，并减轻风险，以及通过以天气指数为依据的大灾保险进
行财务风险转移及其它指标、工具和机制；

(d)

协调的和综合项目开发、规划和实施带来的效益，利用WMO区域和技术合作计
划、WMO技术计划、技术委员会(TC)、会员、区域业务中心、NMHS和外部合
作伙伴，以增加对会员的效益；

(e)

通过WMO与国际和区域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实现能力建设，这些机构
影响DRM政策、规划、资金和体制发展，特别注意到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区域政府间DRM机构和经济集团
以及开发银行，同时考虑国家政策、战略、优先领域和当地条件。

11.5.5
大会注意到所公布的关于 MHEWS 国家 ( 孟加拉国、古巴、法国、德国、日本、
上海 / 中国和美国 ) 良好做法的 7 个范例并对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会员表示感谢。大会注意到，
从 MHEWS 国家中产生指南所取得的成功作为举办有关 MHEWS 机构协调的相关研讨会的
基础，从而形成了有效的知识共享并使 NMHS 和 DRM 利益攸关方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伙
伴的执行管理层系统地参与国家 / 区域 DRR 能力开发项目的规划。大会要求以文件形式记
载 MHEWS 的其他方面，尤其注意到以良好做法经验为基础的，支持 NMHS 参与减轻灾害
风险机构和其他部门利益有关者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标准操作程序 (SOP) 工作的指南。大
会还鼓励以文件形式记载并出版其它领域的良好做法，其中包括风险管理、减轻风险和财务
风险转移以及编写和共享相关指南和经验教训，以支持 NMHS 在这些领域的能力开发。
11.5.6

大会强调有效 MHEWS 需要国家到地方各级的 NMHS 和其它机构之间的大力合
作、信息共享和协调，以确保 (1) 有效的监测和预报灾害；(2) 制作和发布基于风险的警报
和预警；(3) 以标准的格式如通用预警协议向政府机关、各部门和公众发布官方预警，并处
理不确定性和出现误报的后续事宜；(4) 积极准备应急准备措施和响应行动，以及 (5) 提供
其它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以支持紧急救援，救灾和恢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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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

大会注意到由于越来越多的政府对于开发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拥有自主权，预警
机构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并且在一些国家预警机构从技术机构向多灾种预警机构转换，
以便纳入制定预警的风险信息 ( 如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卫生机构等 )。在这个新兴的框架内，
NMHS 是以科学为基础的 “ 权威 ” 水文气象灾害分析、预报、警报、预警指导和建议的主要
服务提供方。大会强调需要加强 NMHS 和灾害风险管理机构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以及制定
与警报和预警有关的 NMHS 信息传播战略应符合国家预警协议。
11.5.8
大 会 注 意 到 区 域 和 全 球 网 站， 比 如 WMO 灾 害 性 天 气 信 息 中 心 (http://severe.
worldweather.wmo.int/) 以及 EUMETNET 的 “ 气象警报 ”(MeteoAlarm)，为用户提供了获取
官方国家信息和预警的机会。大会进一步注意到建立公开可访问的网络门户发布相关的观测、
预报、咨询、预警和其它信息是一项重要沟通工具。大会鼓励评估这些门户网站，以确保能
够实现其既定的目的并且受到目标群体的欢迎。 大会还鼓励 NMHS 与对口的国家灾害风险
管理机构积极参与进一步开发此类门户网站。
11.5.9

大会获悉 WMO 秘书处和会员、UN 以及其他发展伙伴和 RA 协调努力，以通过
灾后资助机制实现 NMHS 的能力开发，如 UN 推动的人道主义紧急呼吁、UN/ 世界银行灾
后重建需求评估 (PDNA)，以及会员的双边捐助。大会要求秘书长经与合作伙伴 ( 包括海地
和巴基斯坦政府 ) 协商对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建立文件立档作为适当的后续行动，并进一步加
强灾后资金筹措的工作以支持受灾会员的 NMHS。。
DRR 计划的进一步开发
11.5.10
大会鼓励进一步开发 DRR 能力开发项目，其重点是加强 NMHS、区域专业气象
中心 (RSMC) 和区域气候中心 (RCC) 的机构能力。对此，大会要求 TC 和 RA 的主席以及秘
书长与其他相关合作伙伴协调，以支持各专题、业务能力、协调机制的能力开发需求。大
会注意到支持 DRR 的资金筹措应通过 WMO 更广泛的资金筹措过程进行协调，并利用新的
DRR 资助机会，以支持：
(a)

早期预警系统的开发、改进和可持续性，特别是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设施、各
系统以及与天气、水和气候有关灾害的研究、观测、探测、预报和预警能力；

(b)

标准化的灾害数据库和元数据、系统、方法和工具的开发、改进和可持续性，以
及现代科技的应用，如记录，分析和为风险评估、部门规划和其它有依据的决策
提供灾害信息的地理信息系统；

(c)

开发并提供及时的、易于被处于风险中的人们理解的警报、专业预报以及其它产
品和服务，并由减轻灾害风险决策过程和社会经济部门业务需求牵引；

(d)

通过提高所有社会经济部门(如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更好地融合用于减
轻灾害风险的气象、水文和气候产品及服务的能力，激发灾害恢复和预防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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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并继续开展公共教育和宣传活动；

(e)

加强WMO和NMHS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用户论坛、机制中以及在实施减轻灾害
风险结构中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11.5.11

大会强调 DRR 能力开发项目应支持会员实现以下机会：

(a)

反映NMHS在国家DRR和适应政策、法律框架、规划及协调机制中的作用；

(b)

通过国家、区域和国际DRR和适应基金增加资金以提高NMHS的能力；

(c)

有效地为各经济部门提供服务的示范政策，以支持DRR决策；

(d)

与各部门的DRR利益有关方开发质量管理系统(QMS)和标准运行程序(SOP)；

(e)

利用区域和国家DRR平台、政策对话和其他相关论坛，让DRR利益有关方参与其
中、确定其需求并加强伙伴关系。

11.5.12

大会强调指出需要：(1) 一套综合指南、手册和培训教材，内容涵盖 DRR 技术、业务、
管理和机制等方面；以及 (2) 加强区域培训能力，以支持实施和推广国家 / 区域 DRR 项目。
大会要求秘书长协调此项工作符合 QMS 的原则并制定一项建议，以加强 DRR 培训能力，
通过利用 WMO 计划、TC、会员、其他 DRM、技术、教育和培训合作伙伴，以及区域培训
中心。

11.5.13
大会曾呼吁到第十六个财期末开展第二次全面的 DRR 调查，以协助评估国家
DRR 调查以来发展国家和区域 DRR 能力的进展情况，在第十七次大会上通告讨论情况。大
会注意到这样的调查结果也可作为 WMO 国家概况数据库的重要贡献。
11.5.14

大会获悉，近 90% 的 NMHS 需要开发和 / 或维护标准化的灾害数据库和元数据
的支持和指导，以及灾害分析工具，以系统地报告其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的灾害。对此，
大会：
(a)

赞赏秘书处研究的成果，该研究以文件形式记载了：
(i)

全球灾害数据库；

(ii)

各种灾害及其影响的全球报告；

(iii)

包括加拿大、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在内的 WMO 会员选定的灾害计划的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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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缺点、机遇和挑战，以响应 Cg-15 向秘书长提出要求，即尽可能
协调并分发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灾害及其影响的信息；

重申系统的监测和报告的重要性，并鼓励秘书处：
(i)

于 2011 年发布一份 “ 样本 ” 年度报告，但通过与全球灾害数据库管理方
开展协作，报告的重点是气象、水文和气候先关灾害及其影响；

(ii)

建立一个特别任务组，以指定全球报告的标准大纲，确定 WMO 会员的
良好做法，并推进会员参与的试点项目，并为编写供执行理事会审议的
样本报告做出贡献；

(iii)

推进 WMO 会员和各计划对重要的全球报告的贡献。

正在出现的开发 DRR 气候服务的机遇
11.5.15
大 会 突 出 强 调 了 第 三 次 世 界 气 候 大 会 (WCC-3) 关 于 建 立 全 球 气 候 服 务 框 架
(GFCS) 的成果和高级别专题组的建议，特别注意到需要应用研究并开发无缝隙业务预报及
分析在不同气候时限下不断变化的水文气象灾害的特点 ( 即季节、年际、年代际和更长期的
气候变化 ) 作为 DRR 决策的基本材料。对此，大会强调了把 DRR 计划的实施与发展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 (GFCS) 联系起来的重要性，特别是 DRR 计划对 GFCS 用户界面计划的潜在贡献。
对此，大会要求秘书长利用国家 / 区域 DRR 项目使 WMO 发起和共同发起的各项气候计划、
技术委员会和其它开发气候服务和能力的研究活动参与其中，以支持 DRR 和气候适应。
自第十五次大会以来对重大水文气象灾害的响应
11.5.16
大会强调在休会期间，发生了大量重大的和许多小的灾害。大会特别强调了
WMO 秘书处和会员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应对 2010 年海地地震期间，有效地协调了海地
气象和水文警报和预警。
11.5.17

大会还注意到国际社会对灾害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由于媒体有能力几乎在瞬
间聚集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灾难的图片报道。媒体的报道反过来对 NMHS 在分析和 预测
水文气象灾害方面快速和准确地做出响应，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响应最好与其它
NMHS 提供的信息相一致。
11.5.18

国际范围的重大灾害需要比 WMO 领域日常所应对的更广泛的机构和组织协调进
行响应。这种交流很大一部分需要往往在联合国机构和组织之间展开，并通过 WMO 秘书
处来进行。同时也很明显，灾害的尺度在增加，有效沟通的复杂程度也大幅增加，这部分是
因为各个机构和组织在文化和业务上的差异，还有部分是因为关键决策者之间没有预先建立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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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9

大会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为 RSMC 职责的交流框架提出建议。此外，大
会注意到急需制定交换由 RSMC 和热带气旋预警中心 (TCWC) 发布的热带气旋通告和预警
标准格式，而航空气象部门在为航空业建立标准热带气旋通告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可以作为基
础。该标准格式将使整个气象界以及全球公众和媒体受益。此外，标准的热带气旋通告有助
于相关图形信息在网页上显示，包括私人部门提供的图形信息。
11.5.20

考虑到灾害管理的国家责任和对区域协调和支持的需求，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与
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以及有关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密切合作，立即审查 RSMC 和 NMHS
预警和响应重大灾害现有的业务安排，特别关注具有国际影响的方面。
11.5.21

大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2 有关 DRR 计划简述，并通过了决议 52(Cg-16)- 减轻灾
害风险计划。
11.6

航空气象计划 ( 议题 11.6)

11.6.1

大会高兴地注意到航空气象学计划在第十五财期内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航空气象
学计划的简述见本报告附录 2。
航空气象人员的能力

最高能力和实施准则
11.6.2

大会获悉，WMO 执行理事会 (EC-62，2010 年 6 月 ) 已经批准将航空气象预报和
观测人员的能力标准纳入 WMO 第 49 号出版物《技术规则》第一卷。WMO 航空气象学委
员会 (CAeM) 开发和批准了这些标准，并直接回应了列在 ICAO 附件 3 第 2.1.5 段中的要求，
其中规定 “ 每个缔约国须确保指定的气象权威机构符合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提供国际航空服务
的人员资质和培训的要求 ”。大会因此赞同本文件决议 53(Cg-16) 的相关文字，同时认识到
可以为国家航空气象人员的资格要求设立更高的水平。
11.6.3

大会大力支持在航空气象学领域引进以能力为基础的人员体系，认识到这种体系
一般用于整个航空部门，在那里，各类人才都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以满足他们所参与
活动的能力标准。各会员须提供其人员能力的证据，作为其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因此，
大会对人员能力评估综合工具箱的成功开发和测试表示欢迎，并对 CAeM 在很短时间内完
成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
11.6.4

关于 ICAO 通过 QMS 要求到 2013 年 12 月 1 日之前，航空气象服务人员要达到
资质标准，对此，大会指出部分会员在这一目标日期之前满足要求可能会遇到困难。实施指
导意见中考虑了各地区、各国的差异，并指出现有技术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灵活程度，资质展
示有一定的余地。大会认为这一新的办法旨在使会员更容易达到标准，比纯粹的资质体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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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真务实，可让用户相信对气象人员作了在职评估，而气象人员的工作结果是有案可查的。
11.6.5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打算分发有关采用新的工作人员资质体系的材料，包
括 “ 常见问题 ”(FAQ)，以及它们关于 WMO 出版物 WMO-No.258 增补件 1 的计划。在多次
WMO 会议上，专家与会员代表展开了多次讨论，之后编写出了 FAQ；有关该新体系提出的
问题，此材料均尽可能地加以澄清。大会强调，考虑到会员需要开发和实施教育和培训计划
以及在截止期前证明航空气象人员的资质，提供这类信息至关重要。
11.6.6

大会热烈欢迎若干会员的举措，他们为这项重要的工作提供了专业知识和时间，
并十分鼓励这些会员以及其他具备所需专业知识和资源的会员继续为发展中国家会员提供支
持和咨询。

资质评估工具箱及应用
11.6.7

大会欢迎十分有用的资质评估工具箱，并鼓励会员不仅要善用这一工具，而且还
要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还要求秘书长确保将此类最佳作法范例通过有关途径提供给所有会
员。
11.6.8
大会还要求秘书长继续将资质实施指导意见作为一份常用文件，放到 WMO 网站
(www.caem.wmo.int/moodle)CAeM 网页上，便于查阅，同时应定期审核，反映技术的不断发
展 以及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
航空气象的治理结构与伙伴关系
为国际民用航空提供服务的要求 - 与 ICAO 的链接
11.6.9

大会想到 WMO 与 ICAO 之间达成过工作协议，承认 ICAO 理事会为国际民航
气象服务要求方面的决策机构。此类决定由导航委员会下面的工作组和研究组负责拟定，
列入 ICAO 公约有关附录中予以公布。根据这种安排，要求所有气象服务提供方实施实施
公认的质量管理体系，将其作为标准，适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5 日，还建议要根据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QMS) 取得认证。
11.6.10
Cg-15 要求 WMO 秘书长在至少一个发展中国家或一个最不发达国家内开展实施
QMS 的试点项目。大会高兴地获悉，随着 2010 年 12 月 17 日坦桑尼亚气象局 (TMA) 通过
认证审核，TMA 成功地结束了试点项目。该试点项目不仅得到了咨询公司也得到了 WMO
秘书处的支持。
11.6.11
虽然大会祝贺 TMA 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同样认识到对该项目提供的支持 ( 比
如 在 WMO 网 站 的 AEM 网 页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aemp/index_en.html) 上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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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宝贵经验、最佳做法范例和优秀的文件编制 ) 在现实中不能提供给所有会员，也不能以
同样的方式提供给大量会员。因此，坚决鼓励会员通过对该文档的使用来从该试点项目中获
益。
11.6.12

大会还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利用一些会员向区域 QMS 计划提供的慷慨支持，
从而提供了专业知识、培训和资金。为加强这些工作，大会强烈要求那些拥有开发良好的
QMS 的会员在 “ 结对帮扶 ” 的基础上，尤其是向 LDC、SIDS 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专业知识和
资源。在这方面，大会衷心感谢澳大利亚、芬兰、加拿大、俄罗斯联邦、南非、西班牙和美
国为次区域 ( 比如南部和东部非洲、西南太平洋、东欧、西亚和加勒比 ) 举办和支持各种培
训班，或者为培训班筹集资金和必要的后续。这种安排被认为是在预定日期之前在全球成功
实施 QMS 的最现实的办法。
11.6.13

关于 SIGMET 的提供和发布，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目前由三个选定的会员 ( 中国负
责东亚和东南亚，法国负责西非和中非，南非负责南部非洲 ) 参与的有关提供 SIGMET 咨
询信息的试点项目，该项目旨在更好地遵守 ICAO 规则。这些咨询信息符合已为大家所接受
的热带气旋和火山灰咨询信息的范例。
11.6.14

大会坚决鼓励有关区域的会员尽一切努力利用这个机会，以展示他们向航空部门
提供可靠、准确和及时的灾害天气警报的能力。大会提醒会员，需要为气象服务付费的航空
界利益攸关方要求提高高水平的服务质量。由于少数服务提供方不能提供符合预期标准服务，
这将危及目前国家层面的服务提供模式，所以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被视为确保全球服务
提供达到可接受水平的最现实的办法。
11.6.15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成功地创建了 WMO-IUGG 火山灰科学联合咨询组 (VASAG)
以及该组开展的活动，该组的设立经 2010 年 3 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 5 次国际火山
灰科学研讨会提议，并获得 IUGG 主席以及 2010 年 6 月召开的 EC-62 的同意。该组接替
了 ICAO 国际火山灰专题组的关键作用。大会关切地注意到对欧洲领空提出的不同要求，
因此相关的火山灰咨询中心 (VAAC) 收到了定量火山灰预测的要求，而传统的 “ 有火山灰
/ 无火山灰 ” 警告形式在其他地区已被认为是足够的。因此，大会要求秘书长和 VASAG 与
ICAO、各国和地区民航管理机构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密切合作，以期明确确定何种
火山灰含量水平：(a) 可能影响航空运行安全；以及 (b) 影响航班维持和对飞机和发动机适航
方面的考虑。大会大力鼓励会员尽一切努力，通过建立和协调综合观测系统 ( 地面，实地和
空基 ) 支持这一倡议，这样可以观测火山灰含量并近实时量化火山灰含量，以便用于标定火
山灰消散和输送模式。
开发包括用于空管的新预报服务
11.6.16

虽然空中交通在 2008/2009 的经济危机中暂时放缓，但近期的快速增长对全球空
中交通系统的压力与日俱增，所以需要新的理念来克服航线和机场方面的能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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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7

大会回顾到，新型空中交通管理 (ATM) 的理念是服务基于绩效的导航服务，而它
也要求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机构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低能见度和升限，湍流，积冰以
及其它强对流天气等恶劣天气条件与枢纽周围更广阔的进场和离场面积区联系密切，这是造
成航班延误一个重要因素。大会注意到，在欧洲地区有关重组空域 ( 根据欧盟立法 )，所谓
的功能空域区 (FAB)，需要对服务的提供进行重组以满足 FAB 的需要。这包括若干个国家，
从而对 WMO 成员 /ICAO 缔约国之间的协议产生影响。有关成员有责任签订规范合作的国
家条约，包括主权、责任和成本回收等内容。鼓励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注
意并在有能力时参加对新的 ATM 服务的开发。
11.6.18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2011 年 1 月在日本 Fukuoka 举办的 ICAO/WMO 亚洲 / 太平洋
MET/ATM 空中交通管理培训班，旨在分享经验和知识以及增加对气象服务保障空中交通管
理 (ATM) 的认识。大会还对日本气象厅打算以它们在建立和运行空中交通气象中心的经验
为基础为有关 ATM 的活动作贡献的意向表示欢迎。
11.6.19

大会获悉，由空中交通管理倡议，如 NexGen( 美国 ) 和欧洲单一天空 ATM 研究
(SESAR)( 欧洲 )，对以网络为中心的天气信息交换模式的开发，这些模式以资料格式的工
业化标准为基础，如可扩充的标记语言 (XML) 和地理标记语言 (GML)，并要求 CBS 主席和
CAeM 主席与秘书长一起探索将全系统的信息管理从传统的阿尔法数字 OPMET 资料格式向
这些新的标准过渡 。
11.6.20

大会回顾到，Cg-15 鼓励会员研究如何利用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协定，以便从诸如
研发，培训和基础设施规划和部署等领域的规模经济中受益。大会一致认为，与 ICAO 密切
协调，发展，协调和管制 ATM 的新服务将成为航空气象计划的高优先问题。在这方面的成
功对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机构继续参与航空服务至关重要。大会还注意到南非参加了 2010 年
10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 ICAO 第三十七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南非提交了一份工
作文件，强调南部非洲气象协会 (MASA) 关于区域气象合作支持航空运输安全项目取得的
进展。
11.6.21

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所有经济部门的预期影响，特别是交通运输和航空业，大会鼓
励不同 ICAO 业务和研究团体的 WMO 代表制定建议，符合 GFCS 未来列入对航空气象服务
的需求。
11.6.22

大会通过了决议 53(Cg-16) – 航空气象计划。

11.7

WMO 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 议题 11.7)

11.7.1
大会忆及其第十五次大会的决定，敦促秘书长为各国局长制定和出版一份关于
NMHS 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希望该声明特别有助于 NMHS 的局长与政府各部门和用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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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协同工作。大会赞同执行理事会制定的关于 NMHS 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见本报告附录
11。
11.7.2

大会要求秘书长出版该声明，供 NMHS 局长与政府部门和用户协同工作。大会
鼓励会员促进对声明的使用，以支持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确保协调统一和有效，大会强
调需确保其他宣传材料与本声明的内容和精神保持一致。
11.8

wmo 性别主流化 ( 议题 11.8)

11.8.1
大会回顾到，Cg-15(2007 年 5 月，日内瓦 ) 重申坚决支持秘书长呼吁各政府和
NMHS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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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和提升以及在天气、气候和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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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

大会进一步回顾到，Cg-15 审议了男女平等机会参与气象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并
批准了 WMO 性别主流化政策 ( 本报告附录 12)，将其作为在 WMO 各层面实施性别主流化
的一种机制。为此，第十五次大会向执行理事会重申，希望建立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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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
监督和评估取得的进展。大会还敦促会员临时委派其各自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合格专家到秘书
处，以进一步协助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
11.8.3
大会感到欣慰的是，执行理事会 (EC-59，2007 年 5 月，日内瓦 ) 随后建立了一个
由 Linda Makuleni 博士 ( 南非 ) 领导的 EC 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大会向专家组组长和成
员以及所有为促进此项工作的人士表示感谢。2010 年 2 月，专家组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首
次会议。专家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特别是提出关于成员扩大，让更多男性成员参与，以确
保性别主流化中性别比例的平衡和各区域更积极参与的建议。
11.8.4

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南非气象局 (SAWS) 在 WMO 性别主流化方面的领导作用
及其借调一名性别问题专家协助秘书处推进性别主流化工作。大会以 SAWS 为范例，要求
WMO 其它会员考虑借调专家到秘书处协助实施 WMO 性别主流化政策。但是，如果由于
NMHS 资金有限，无法借调人员，大会要求秘书长考虑在秘书处内做出适当安排，以确保
性别主流活动的继续和适当的实施和监督。
11.8.5

大会注意到，七个技术委员会和一个区域协会已任命了性别联络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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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进一步注意到，37 个会员已提名了国家性别联络员。大会强烈建议那些
尚未加强性别主流化工作的组成机构和会员也应如此。根据秘书处审议的性别统计，大会高
兴地注意到，过去四年里，专业类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从 28% 上升到 32%，同样，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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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级以上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从 20% 上升到 26%。
11.8.6

鉴于女性在农业、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家庭健康以及总体幸福和管理等领域
的重要作用，大会欢迎将性别问题纳入 WMO 战略计划，特别是纳入到服务提供、能力建
设和减灾活动中。
11.8.7

大会鼓励会员根据 WMO 性别主流化政策，并利用 EC 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提
供的指导，通过利用自愿资金，来开展性别主流化活动。它进一步敦促秘书长通过自愿资金
给与足够的拨款，使活动得到实施以支持性别主流问题。
11.8.8

大会通过 了决议 54(Cg-16)– WMO 性别主流化。

11.9

其它交叉性事宜 ( 议题 11.9)

WMO 极地活动
11.9.1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在极区开展业务活动的所有会员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同时认识
到南北极区对天气、气候和水资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大会支持关于建立一个极区观测框架
的需要，包括 “ 第三极 ”( 喜马拉雅和西藏高原 )，该框架使空间观测与各种实地测量实现平衡，
于此同时开发针对一种观测需求的方法，其中包括从研究和服务角度确定重要的极地变量。
大会注意到 IPY 空间任务组 (IPY-STG) 协调科研和业务机构的地球观测资料集的规划、处理
和存档方面获得成功。大会支持继续开展上述努力，并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适当的结构，以
监督这些方面的未来发展。大会认为各极区的业务和研究观测网络应当融入 WMO 综合观
测系统 (WIGOS) 和 WMO 信息系统 ( WIS) 的框架，不断得到加强以纳入与冰冻圈有关的各
变量，并认为通过发展全球冰冻圈监视网，将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11.9.2
大会同意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即最好把所有南极网络整合成为一个南极观测网络
(AntON)，该网络将包括需所有业务台站，这些台站应当编发气候报，并通过了决议 55(Cg16)– 南极观测网。大会还感谢其它组织机构，诸如威斯康星大学，这所大学资助并运行超
过一半以上的自动气象站 (AWS)。大会还欣慰地注意到，EC-PORS 重新修订了《全球观测
系统手册》(WMO-No. 544) 并为此通过了决议 56(Cg-16)-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544)，第二卷 – 区域方面 - 南极。
11.9.3
大会关切地注意到，许多科研机构资助的南极站的资料并没有实时提供，因而一
些 NWP 系统得不到这些观测。大会注意到，利用 ‘ 铱星 ’ 所产生高昂的通信成本也是一个
制约因素。大会要求 EC-PORS 和秘书长与 CBS 和 JCOMM 合作，通过举办一次有关卫星
资料通信系统用户国际论坛的方式，研究旨在降低这类成本的可行方式。大会还表示了这样
一个愿望，即 WIS 可为收集和分发科研观测站资料提供了一个适合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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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

大会认识到 WMO 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 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坚定地鼓
励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就相互职责等问题与 ATCM 开展合作，并代表 WMO 出席 ATCM 未
来的会议。
11.9.5
大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EC-PORS 致力于开发为期十年的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统
(GIPPS) 的倡议，并能够为满足用户需求而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时间尺度从几个小时到几
个世纪不等。大会注意到这类系统在极区促进服务提供和制定观测战略能力方面，以及在处
理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变率和变化的重要不确定性方面所带来的各种全球效益，旨在
改进全球预报预测，并为 WMO 所有高优先重点做出贡献，特别是为减少灾害风险和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 (GFCS) 做出贡献。大会同意启动多年朝着建立 ‘ 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统 ’(GIPPS)
方向的努力进程，作为国际极地年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造福于国际社会。大会还认为，
在建立这一系统过程中，GIPPS 须与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学术研究
团体保持接触。注意到关于 GIPPS 的 概念文件 ( 见本报告附录 13)，大会通过了决议 57 (Cg-16)
- 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11.9.6

大会认为 “ 服务 ” 是推动 WMO 极地活动方面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大会赞赏
执行理事会已完成了一个有关当前在极地区域提供天气、气候、水和冰冻圈服务的初步清单，
并认为将进一步就证实用户需求开展协商。大会敦促执行理事会起草一份关于国际社会对极
地服务需求的综合说明，并阐述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并通过如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和极地气候
展望论坛这类机制为 GFCS 做出贡献，并通过 GIPPS 做出贡献。

11.9.7
大会欣慰地注意到 WMO 极地活动在过去四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大会注意到，
WMO 极地活动迄今是靠 PORS 信托基金资助的，并鼓励会员继续通过该信托基金或通过 ‘ 自
愿资金项目纲要 ’(2012-2015 年 ) 为 WMO 的极地活动提供支持。大会认为，WMO 需要把
重点放在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上，以履行其有关区域和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事
宜的职责，并为此通过了决议 58(Cg-16)– WMO 极地活动。
国际极地十年倡议
11.9.8

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国际极地十年倡议 (IPD) 研讨会 (2011 年 4 月，俄罗斯联
邦，圣彼得堡 ) 上，一些来自重要的国际环境组织和主要极地协会及机构的代表一致支持一
项 IPD 倡议。大会还注意到北极理事会第七次部长级会议 (2011 年 5 月 12 日，格陵兰，努克 )
的努克宣言，委派资深北极官员考虑支持安排国际极地十年倡议的提议。大会认为，IPD 的
规划应当继续保持 IPY 产生的动力，旨在吸收现有的各项计划和资源，并使它们与各项既
定的十年推进目标相一致。
11.9.9

大会同意上述研讨会的结论，即：在 IPD 下的任何科学工作必须与满足宽泛的社
会需求 ( 如 WMO 期望的各项社会成果 ) 协调一致，必须以提供更好的、更可靠的科学信息
为契机，以便为针对各极地区域作出基于风险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所需的信息。据此，
IPD 的气候部分将具 有为落实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做出强有力贡献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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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认为，IPD 的科学重点应包括以下主题：

(a)		
形成改进的极地天气预报、水、冰冻圈和气候预测系统，并用于服务提供和为决
策过程提供支持；
(b)		
更好地认识极地气候的可预测性以及各极区在全球碳循环和海平面变化中的作
用；
(c)		
各极区观测方法、系统和网络的优化和发展；
(d)		
这项 “人民、社会和文化”的倡议旨在把新的科学认识融入实践和文化，改善土著
社区和北部社区的人民生计和健康，并改善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11.9.11
大会向 WMO/ICSU 国际极地年联合委员会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该委员会出版
了 IPY 活动综合概要以及在 “ 认识地球极地各种挑战：2007-2008 年国际极地年 ” 中留下的
遗产 (http://www.icsu.org/publications/reports-and-reviews/ipy-summary/ipy-summary) ，大会指
出上述摘要中描述的 IPY 网络和重大活动中的许多内容可作为 IPD 综合极地观测系统的构
件。大会确认，如果决定发起这项倡议，则尽早建立各项资料管理安排，并制定一项开放和
免费获取资料的政策应成为 IPD 筹备工作的最初步骤之一。继续不断地支持现有的各资料
中心和有关的 IPY 延续活动 ( 如极地信息共同目标 (PIC) 以及 WIS 尽早参与其中，这些方面
对于 IPD 将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将是 IPD 的必要组成部分。
11.9.12

大会认为，IPY 主要是一项自下而上的多种研究活动的集合 ，其资金是根据科学
价值而分配，而它的主题和重点领域因国家和出资机构的不同而不同。与 IPY 不同的是，
IPD 应当具有统一的满足明确需求的计划目标。这些目标应通过利益相关方、出资机构和科
学界之间的相互沟通而确立，并应通过最有能力帮助实现商议目标的出资机构间的协调和合
作而实施。
11.9.13

关于 IPD 的时间安排，大会认识到应当在以下方面实现平衡，既需要保持 IPY 期
间形成的最重要的和最具有前景活动的动力，也要避免当前有价值活动出现中断之间，还需
要妥善设计，规划和支持各项综合 IPD 活动。IPD 的实际时持续间和启动应当作为规划过程
的一部分予以确定，并应当指出 IPD 持续时间不一定恰好十年。
11.9.14

大会认为，为了推进 IPD 的思路将需要一个磋商过程。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一
个有主要利益攸关方代表参加的指导组，以领导上述磋商和起草过程。大会欣慰地注意到并
接受上述研讨会联合主席主动提出的关于担任该指导组最初组长的建议。该指导组应得到一
个小规模秘书处的支持，而秘书处将帮助综合信息并起草 IPD 的概念文件。大会认为 WMO
会员应该进一步发展该概念文件，并欣慰地注意到，挪威研究理事会已友善地主动为此目
的寻求人力资源，而且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也将提供某些类似的帮助。大会认为，WMO 秘
书处将作为上述秘书处的最初联络点。一个关键的里程碑将是 2012 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
IPY“ 从知识到付诸于行动 ” 大会，将在这次会议上审议一个 IPD 概念文件草案，相关各界
将提出有关决定的建议，并表示可能的各项承诺。大会通过了决议 59 (Cg‑16) – 国际极地十
年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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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冰冻圈监测网 (GCW)
11.9.15

大会强调了冰冻圈的重要性，同时注意到冰冻圈具有全球性，除南极大陆外，它
还跨越所有纬度在大约 100 多个国家以多种形式存在。大会注意到对于全世界冰雪资源过去、
当前和未来状况的权威信息前所未有的需求。
11.9.16

大会审议了由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制定的 “ 全球
冰冻圈监视网实施战略 ”。大会注意到来自全部六个区域的国家都表达了参与 WMO 冰冻圈
计划的意愿，并特别注意到那些虽无冰雪但却对冰冻圈变化所引起的天气、气候、水资源和
海平面上升等变化对所在国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的会员对该计划感兴趣。大会赞赏地注意到
挪威气象局建立了用于符合要求的 GCW 门户网站，该网站可与 NMHS 和冰冻圈资料中心
具有互可操作性。
11.9.17

大会同意 GCW 实施战略 ( 见本报告附录 14) 中概括的发展 GCW 的后续步骤。
大会鼓励会员参与 GCW 的开发工作，并敦促会员在共同分担的基础上支持 GCW 的实施，
通过在自愿资金项目纲要 (2012-2015 年 ) 中提出的有关 EC 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活动的第 4.4.1.50 号项目予以实施，从而弥补 WMO 经常预算的不足。大会认为
WMO 需要把重点放在全球冰冻圈问题上，以便能够提供更权威的信息，以使会员履行与区
域和全球范围内天气、气候、水及环境有关的职责，并通过了决议 60(Cg‑16)- 全球冰冻圈监
测网。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对 GCW 的初步开发进行监督，以确保对该计划的优化
管理和支持。大会还注意到 GCW 如果启动，将成为 WMO 未来国际极地十年 (IPD) 倡议的
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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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选举加拿大环境部下属加拿大气象局 (MSC) 副部长助理 David Grimes 先生
任本组织主席。
12.1.2

大会一致选举巴西国家气象局局长 Antonio Divino Moura 博士任第一副主席。

12.1.3

大会一致选举波兰气象与水管理局 (IMGW) 局长 Mieczyslaw S. Ostojski 教授任第
二副主席。
12.1.4
12.1.5

大会一致选举摩洛哥国家气象局局长 Abdalah Mokssit 先生任第三副主席。

大会对 WMO 主席 A. I. Bedritskiy 博士深表谢意，感谢他在领导本组织促进气象
水文以及世界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发展做出的出色贡献。大会非常钦佩 Bedritskiy 博士过去
八年来在巩固和领导 WMO 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和表现出的睿智。大会为此决定授予他 “ 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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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 荣誉称号。
12.1.6

大会还向第一副主席 A. M. Noorian 博士、第二副主席 T. Sutherland 先生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过去几年来对本组织的巨大贡献和坚定不移的支持。
12.2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 议题 12.2)

大会根据公约第 13(c) 条选举以下本组织会员的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的局长为执行
理事会成员。
M.A. ABDEL GADIR 先生 		

苏丹

Gerhard ADRIAN 教授 		

德国

Anthony C. ANUFOROM 博士		
尼日利亚
Gregory Peter AYERS 博士 		

澳大利亚

Alexander I. BEDRITSKIY 博士		
俄罗斯联邦
Seok-Joon CHO 先生

韩国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博士		
阿根廷
Costante DE SIMONE 将军 		

意大利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先生		
哥斯达黎加
Ricardo GARCÍA HERRERA 教授 		

西班牙

Mitsuhiko HATORI 博士 		

日本

John L. HAYES 博士		
美国
John HIRST 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François JACQ 博士		
法国
Camille LOUMOUAMOU 先生		
刚果
Linda MAKULENI 博士 ( 女士 )		
南非
Saad Mohamad S. MOHALFI 博士 		

沙特阿拉伯

Joseph Romanus MUKABANA 博士 		

肯尼亚

Carlos NARANJO JACOME 先生		
厄瓜多尔
Mactar NDIAYE 先生 		

塞内加尔

Jacob NKOMOKI 先生		
赞比亚
Tyrone SUTHERLAND 先生		
英属加勒比地区
Petteri TAALAS 教授		
芬兰
Ajit TYAGI 博士		
印度
Alipate WAQAICELUA 先生		
斐济

12.3

YAP Kok Seng 先生 		

马来西亚

郑国光博士 		

中国

任命秘书长 ( 议题 12.3)
大会任命 Michel Jarraud 先生为本组织第十六财期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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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讲座 ( 议题 13)

IMO 讲座
13.1
Brian Hoskins 教授 ( 英国 ) 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做了第十二次 IMO 讲座，题目为 “ 超
出确定性预报极限的可预报性 ”。大会注意到 WMO 将通过 IMO 讲座系列出版 Hoskins 教授
的研究成果。
13.2
大会同意继续以往的惯例，将在第十七次大会期间举办 IMO 讲座，并要求执行
理事会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为第十三次 IMO 讲座选定演讲人和讲座的主题。
科学讲座
13.3
根据第十三次大会的决定，执行理事会安排了一个科学讨论计划，在大会上作了
以下报告：
(a)

从观测到提供服务，挑战和机遇 ( Adrian Simmons博士， ECMWF)；

(b)

未来的热带天气和气候模拟 ( Taroh Matsuno教授，日本，第五十五届IMO奖获奖
人)。

13.4
大会对 Hoskins 教授、Simmons 博士和 Matsuno 教授为报告付出的时间和做的准
备工作表示感谢，并记录在案。
13.5
大会注意到 WMO 将以适当的方式出版这些讲座的报告稿，并要求秘书长采取适
当的行动。
13.6
大会还决定为第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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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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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次大会将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 ( 周
一 ) 至 6 月 12 日 ( 周五 ) 在日内瓦举行。
14.2
大会注意到在其第十六次届会上包括使用电子表决和广泛使用电子文件所带来的
效率提升，并鼓励执行理事会按照议题 7.4 下关于 WMO 改革的指南，考虑进一步利用电子
表决和电子文件。

15.

会议闭幕 ( 议题 15)

第十六次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下午 6 时 27 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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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1 (Cg-16)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2012-2015
大会，
回顾到
(1)

决议2 (Cg-15) —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2008–2011，

(2)

第64/86号联大决议–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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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总摘要，议题
3.1，

(2)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0)，

(3)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64)，

(4)

《基本系统委员会2010年特别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70)，

表示：
(1)

对2008-2011年期间在进一步改进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的运行方面取得的进展
满意；

(2)

关注实施WWW计划在一些区域仍然存在不足；

(3)

需要加强和协调旨在支持其它WMO计划和高优先重点领域的WWW计划的运行和维
护，以便达到WMO战略计划的目标，最大程度地造福于所有会员；

确认：
(1)

WWW计划作为本组织所有计划依赖的基本计划的最高优先重点，它也是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各项业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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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WW计划继续为科技在业务中的应用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

(3)

WWW计划促进了WMO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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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考虑各国
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情况下WWW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

考虑到：
(1)

天气、气候和水观测对于确定当前大气状况、对于天气预报包括灾害天气预报和预警
服务、对于监测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对于气候预测以及作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根本
基础的绝对重要性，

(2)

用于改进WWW计划技术系统的先进技术需要在提供技术指导、专业培训和能力建设
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

决定 WWW 计划的目的、范围和主要长期目标须符合 WMO 战略计划和 WMO 的高优先重点；
强调各区域协会在区域层面协调 WWW 计划实施、发现不足、确定需求以及规划系统支持
项目方面发挥作用；
提请各区域协会促进 WWW 计划的协调实施，并持续评审相关的区域需求；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确保根据WMO战略计划，作为最高优先重点进一步开发WWW计划；

(2)

特别是根据基本系统委员会和各区域协会提出的建议，对WWW计划做出必要的调
整；

(3)

尽一切可能帮助会员履行其各自在WWW计划中的职责；

(4)

酌情推动建立合作机制，用以实施、运行和维护相关的WWW计划的系统组成部分；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根据WMO战略计划，并在考虑执行理事会的任何调整意见和指示的基础上，继续开展
WWW计划的技术规划和进一步开发；

(2)

与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一起，在作为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关键组成部分
的全球观测系统(GOS)的技术开发和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以最佳方式满足所有WMO
及其共同发起的各项计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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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发挥其在WMO信息系统(WIS)(包括作为其核心网络的全球电信系统(GTS))技术实
施和运行方面的主导作用，旨在收集和共享所有WMO及相关国际计划的信息；

(4)

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提高预报和警报的时间提前量和可靠性来促进实施全球资
料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并继续大力支持向公众和所有相关社会经济领域提供服
务；

(5)

与其它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其它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计划，特别是与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GCOS)保持密切联系，以便确保对它们的相关需求和建议作出适当考虑；

敦促所有会员，特别是捐助国，通过双边和相应的多边安排，积极合作进一步开发和运行世
界天气监视网，特别是：
(1)

尽最大可能继续进一步开发，实施，运行和维护WWW计划的组成系统(观测、信息、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并确保充分满足会员对服务和产品的需求；

(2)

为实施和运行WIGOS、WIS、和GDPFS做出贡献，并参与它们的项目；

(3)

协调和汇集其国家力量和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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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出现重复；

(4)

参与新系统和技术的部署和使用，包括相应的能力建设活动，并单独或集体对它们在
WWW计划中的效果以及整合情况加以评估；

(5)

及时向秘书长通报他们关于实施WWW的各项计划和活动；

要求秘书长：
(1)

及时向会员通告有关WWW计划的规划和实施进展及发展动向；

(2)

继续改进WWW计划运行的监测工作并公布监测结果；

(3)

必要时协助会员克服在第十六财期实施WWW计划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4)

为巩固和进一步发展WWW计划的关键设施提出项目建议和优先重点；

(5)

协助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基本系统委员会实施本决议；

(6)

提请有关各方关注本决议；

(7)

向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关于在第十六财期实施WWW各组成系统的报告以及进
一步发展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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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2(Cg-15)，后者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有效。

决议 2 (Cg-16)
基本系统委员会的职责
大会，
审 议 了《 基 本 系 统 委 员 会 2010 年 特 别 届 会 含 决 议 和 建 议 的 最 终 节 略 报 告》(WMO‑No.
1070)，
注意到：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

(2)

2009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09年2月，日内瓦)和2010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10年
1月，日内瓦)的最终报告，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9)，

(4)

《WMO战略计划》(WMO-No. 1028)，

(5)

建议8 (CBS-Ext.(10)) – 基本系统委员会的职责，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提议纳入《WMO 总则》的关于技术委员会总职责的新序言，
认识到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应与本组织的长期优先重点、WMO 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以及本组
织的总体目标和战略主旨保持一致，
决定根据决议 43(Cg-16)-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的附录 2 修订 CBS 以前的职责；
要求秘书长对《WMO 总则》作必要的修订；
授权秘书长进行任何纯文字编辑上的后续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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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C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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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g-15)– 全球观测系统(GOS)，

(3)

决议36(Cg-16)— WMO战略计划2012-2015，

(4)

决议50(Cg-16)— 实施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5)

决议48(Cg-16)—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6)

决议40 (Cg-12) — WMO关于气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交换的政策与规范包括商业气象活
动关系指南，

(7)

决议1(Cg-16)—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2012-2015，

考虑到：
(1)

全球观测系统(GOS)是一个独特的国际观测系统，它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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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观测资料和信
息，以满足各类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2)

作为世界天气监视网(WWW)计划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GOS是实施其它WMO观测计
划和项目的基础，包括全球冰雪圈观测，

(3)

GOS将成为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并将于2012-2015
年实施，而GOS的发展将与WIGOS的发展密不可分，

(4)

会员为持续运行GOS的投资确保了会员为用户界提供各类基本服务(如：国家、区域和
全球天气分析、预报和警报等)所需的业务资料，

(5)

GOS确保继续获大部分基本气候变量用于气候变化监测与预报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以及其它国际活动，

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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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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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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以满足各类用户日益增加的需求，尤其是为防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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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继续履行其基本的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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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促会员：
(1)

尽可能地支持实施有助于GOS的国家观测计划；

(2)

确保GOS可持续运行，并鼓励开展关于优化观测要素和开发及部署先进的综合系统的
活动，应按下列顺序考虑项目的优先程度：
(a) 旨在恢复和提高区域基本天气站网/区域气候基本站网(RBSN/RBCN)现有和建设
新的高空观测能力的项目，重点放在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地面网络/GCOS高
空网络(GSN/GUAN)台站上，特别是重新启动不发报的高空站和提高资料稀少区
域的覆盖率；
(b) 旨在将飞机气象资料中继(AMDAR)覆盖率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以补充稀疏的高空观测或为无力负担昂贵的高空探测
系统的国家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法；
(c) 与提高RBSN/RBCN地面观测的资料质量、定时发报率和覆盖率有关的项目；
(d) 与引进和/或使用新的观测设备和系统有关的项目，包括且有成本效益的地基遥感
系统(天气雷达和风廓线)、自动气象站、AMDAR、自动船载高空计划(ASAP)和
漂移浮标；

(3)

遵循《关于GOS空基和地基子系统发展的实施计划》(EGOS-IP)(WMO/TD-No. 1267)
所提出的各项指南和建议，各自指定/更新一位国家联络员，负责报告其所在国家关于
EGOS-IP的进展和计划；

(4)

继续向AMDAR信托资金捐款，支持AMDAR有关的技术发展和能力建设；

鼓励会员：
(1)

继续支持旨在检验各观测系统对数值天气预报(NWP)影响的观测系统试验(OSE)和观测
系统模拟试验(OSSE)；

(2)

向CBS GCOS各牵头中心传送GSN/GUAN台站的历史资料和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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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自动天气观测系统的使用，此类系统能提高成本效益，开展实时测量以及与常规
系统资料兼容，此类系统的质量和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适和所有气候条件；

提请各区域协会通过 RBSN/RBCN 的可持续运行，在区域内促进协调实施 GOS，并提请各区
域协会不断评审相关的区域需求；
要求执行理事会为了所有会员的利益继续审议 GOS 的发展并提供建设性指导；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考虑到GOS 2025年远景、WIGOS和GFCS，与区域协会协调为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发
展制定新的实施计划(EGOS-IP)，来指导会员实施各自国家的观测计划；

(2)

与相关技术委员会密切合作，继续在GOS技术规划和发展方面发挥首要作用，支持
WMO所有的及其相关的国际计划和活动；

(3)

帮助会员和区域协会继续发展全球观测系统；

(4)

开发一种评估会员国开展OSE和OSSE绩效的机制，并向其他会员国传递由此产生的效
益；

要求秘书长：
(1)

在现有预算资金内，帮助会员在第十六财期实施GOS计划；

(2)

向会员通报GOS规划和实施方面的进展和发展动向；

(3)

考虑今后从WMO常规预算中为AMDAR活动筹资。

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Cg-15)，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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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Cg-16)
与全球电信系统、资料管理和 WMO 信息系统相关技术规则
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的报告
大会 ,
考虑到 《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70)，
注意到 :
(1)

决议 1(Cg-15) –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

(2)

决议 2(Cg-15) – 2008–2011年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关于建立一个总体WMO信息系统(WIS)的决定，该系统将收集
和共享用于WMO科技计划和相关国际计划的所有信息，

(4)

《技术规则》(WMO-No. 49), 第一卷 – 一般气象标准和推荐的规范，第A.3节，

(5)

建议1(CBS-Ext.(10)) –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第 I.1卷引言部分和建议
2(CBS‑Ext.(10)) –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第I.1卷、 建议3 (CBS-Ext.(10))
- 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第一卷，第二部分、建议5(CBS‑Ext.
(10)) - 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A.3节，以及建议6(CBS-Ext.(10))
- 《WMO信息系统手册》(WIS)(WMO-No.1060)，

回顾到 :
(1)

第十五次大会强调指出，需要编制相关的WMO信息系统(WIS)规范性文件，并把编写
规范文件的任务赋予了基本系统委员会(CBS) ，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强调了编制相关WIS规范和指导文件的重要性，并要求
WMO信息系统跨委员会协调组(ICG-WIS)和CBS编写有关修订WMO-No. 49 - 《技术规
则》和《WMO信息系统手册》中相关章节的文件，以提交第十六次大会审议，

决定针对以下建议采取行动：
建议 1(CBS-Ext.(10)) –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 第 I.1 卷引言部分和第 I.2 卷
建议 2 (CBS-Ext.(10))– 修订《电码手册》(WMO‑No. 306), 第 I.1 卷
(1)

批准上述建议，从以下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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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1年7月1日批准了修订《电码手册》的程序，具体规定详见建议1 (CBS-Ext.
(10))的附录；
(b) 2011年11月2日 批准了修订供业务使用的《电码手册》，具体规定详见建议2
(CBS-Ext.(10))的附录；
(2)

要求秘书长修订《电码手册》，如同上述两项建议的附录所规定的那样；

(3)

授权秘书长作出有关后续文字编辑方面的任何修订；

建议 3 (CBS-Ext.(10)) - 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第一卷，第二部分
(1)

批准该建议，从2011年11月2日起生效；

(2)

要求秘书长修订《全球电信系统手册》，具体修改内容详见本建议的附录；

(3)

授权秘书长作出有关后续纯文字编辑方面的任何修订；

建议 5 (CBS-Ext.(10)) - 修订《技术规则》(WMO‑No. 49), 第一卷，第 A.3 节
建议 6(CBS-Ext.(10))- 《WMO 信息系统手册》(WMO‑No. 1060)
(1)

批准这些建议，从2012年1月1日起生效；

(2)

要求秘书长：
(a) 修订《技术规则》，第一卷 —— 一般气象标准和推荐的规范的第A.3节， 具体修
改内容详见上述两项建议的附录；
(b) 用WMO的所有正式语言出版《WMO信息系统手册》；

(3)

授权秘书长做相关编辑修订。

决议 5(Cg-16)
与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及紧急响应活动
有关的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的报告
大会，
考虑到《基本系统委员会 2010 年特别届会含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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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及紧急响应活动 (ERA) 相关的内容，
注意到建议 7(CBS-Ext.(10))- 对《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修订 (WMO-No. 485)，
决定批准该建议，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要求秘书长把修订部分纳入《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授权秘书长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磋商，对《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做纯文字编辑
方面的修订。

决议 6(Cg-16)
修订《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大会，
注 意 到《 基 本 系 统 委 员 会 2010 年 特 别 届 会 含 决 议 和 建 议 的 最 终 节 略 报 告》(WMO‑No.
1070)，总摘要，议题 4.4，
考虑到：
(1)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是各会员及其指定的气象中心获得
有关全部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的技术规则和最佳规范的唯一来源，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2009)赞同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2009)提出对《全
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进行全面修订的要求，

还注意到：
(1)

与新修订的《手册》编写大纲有关的后续进展情况和CMS专家们为此所做的卓有成效
的工作，

(2)

基本系统中的重要变化，包括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WMO信息系统(WIS)，

同意《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修订有助于按需要经常进行更新，使其内容保持最
新；
决定对《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修订应考虑：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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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有的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世界、区域和国家中心系统，以及GDPFS的未来发展
应当包括WMO运行的提供气象资料加工和预报服务的所有气象中心；

(2)

WIGOS和WIS的发展情况；

(3)

从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中吸取经验教训；

(4)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下的全球交互预报系统项目/观测系统研究和预测试验(THORPEX)交
互全球大集合(WWRP/TIGGE)项目的预期结果和各种业务影响；

(5)

将确保GDPFS的质量保证的和管理措施的质量管理原则，及其作为WMO质量管理框
架(QMF)一部分的可持续性；

(6)

应进一步完善的本决议的附录；

进一步决定：
(1)

应当评审对会员无法规规范效力的《手册》第二卷(区域方面)，其中相关部分，包括
RCC-网的组成及产品清单和指定一个或多个极地区域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的可
能性应纳入修订后的《手册》。

(2)

新修订的《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应当基于本决议附录给出的大纲；

重申对执行理事会的授权：
(1)

如果需要在第十七次大会之前实施新的《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则批准对
《手册》现行版本的修订；

(2)

如果在第十七次大会之前完成对《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修订，则通过新
修订的《手册》，同时须注意到新修订的《手册》不影响GDPFS的运行和发展；

提请会员在新的《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发展和实施过程中开展协作并尽一切可
能提供支持；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与世界天气监视网(WWW)的其它组成部分进行协调，主要指与新兴的WIGOS和
WIS进行协调，以便将与GDPFS有关的观测和资料管理方面纳入相关的规章文件；

(2)

安排WMO各项计划和相关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以确保将WMO运行的提供气象资
料加工和预报服务的所有气象中心纳入《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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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完成修订《GDPFS手册》之前，维持现行的《手册》有效；

(4)

继续安排对《手册》的修订，以尽早完成修订工作，及后续的通过和用WMO所有正式
语言出版。

决议 6(Cg-16) 的附录
修订《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的大纲

第一部分 - WMO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的目的和组织结构
1.

GDPFS 的目标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GDPFS) 是指 WMO 各会员运行的业务中心的全球网络，其作用
是提供与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有关的一系列应用产品。GDPFS 的职能、组织机构和运行
是根据会员的需求及其对该系统的贡献并从该系统中受益而设计的。其宗旨是促进合作和信
息交换，因而也为发展中会员的能力建设做出贡献。
该目标的实现须通过以下方式：
(a)

提供数值天气预报产品(包括概率信息的分析和预报)和气候模拟和预测信息；

(b)

提供为具体应用而特制的专业产品；

(c)

确保为妥善使用上述产品提供必要的附加信息。包括非实时信息，诸如：
•
•

系统和产品说明和特征；
检验并监测结果。

GDPFS 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结构，旨在确保尽快把气象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转
化为业务，使 WMO 会员从中受益。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以确保在其范围内所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达到规定的、在相关层面达成一致的有关产品质量和可靠性的各项要求。
GDPFS 充分利用数值天气预报 (NWP) 最新的研发成果。自从 1992 年本手册全部出版以来，
NWP 有了巨大发展：准确率提升、分辨率提高、提前量延长、相关的应用范围扩大。因此，
气象业务的重点已经转向越来越复杂的不同数值模式及其应用，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各种用户
的需求。
对于 GDPFS 产品交换和提供的主要支持来自 WIS。与 GTS 相比，WIS 的突出特点是可使
连接该系统的中心范围扩大；这一特点将有助于支持 GDPFS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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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FS 的组织结构

GDPFS 由各种致力于具体业务活动的并能够使 WMO 会员从中受益的业务中心组成。这些
业务活动是常规的，或是专业的，用于各类应用、业务协调活动 ( 通常指牵头中心的活动 )
也是 GDPFS 的一部分。《手册》的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各项活动的功能和义务。
- 常规活动：
2.1.1. 全球 NWP
运行确定性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并使通过 WIS 提供预报
2.1.2. 局地 NWP
2.1.3. 全球集合预报
2.1.4. 局地集合预报
2.1.5. 临近预报
观测和数值模式输出产品的后处理
2.1.6. 季节和气候数值预测
GPC 业务
2.1.7
海浪和风暴潮数值预报
- 专业活动：
2.2.1. 高影响天气预报的协调 ( 如负责非洲东南部地区的 SWFDP 中心比勒陀利亚 )
2.2.2. 气候预测和信息
RCC 业务
2.2.3. 生成 LRF MME 产品
2.2.4. 热带气旋预报
2.2.5. 用于航空的火山灰预警与预报
2.2.6. 海洋环境紧急响应
2.2.7. 核环境紧急响应
2.2.8. 非核环境紧急响应
2.2.9. 沙尘暴预警和预报
2.2.10. ...
- 协调活动：
2.3.0. 确定性 NWP 检验的协调
从制作全球 NWP 的 GDPFS 中心收集标准检验统计数据，并提供给各专用网站
2.3.1. EPS 检验结果的协调
2.3.2. LRF 检验结果的协调
2.3.3. 海浪预报检验的协调
2.3.4. GOS 观测监测结果的协调 ( 地面、高空等 )
2.3.5. GCOS 观测监测结果的协调 (GSN 和 GUAN)
2.3.6. ...
某个特定 GDPFS 中心可开展几类 GDPFS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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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种特定活动做出贡献的中心可酌情组织成一个联合网络或子系统。某个特定 GDPFS 能
够为几个子系统做出贡献。

3.

与其它系统或计划协调

在很多情况下，GDPFS 中心开展的活动属于在另一个结构或计划下由 WMO 独立开发或与
其它国际组织共同开发的某个系统的业务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涉及这些活动的规则应
当包括：
-

相关结构规定的具体要求(如负责区域气候中心(RCC)的CCl、负责火山灰咨询中心
(VAAC)的ICAO国际航线火山监视业务组(IAVWOPS-g)和国际火山灰专题组(IVATF)；
以及

-

与业务质量和可靠性、检验、文件记录和达标有关的GDPFS一般标准(参见第 II.1部
分)。

为达到最终效果，对各类活动协调的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在《手册》的第二部分对每项活动
都有具体的规定。

第二部分 –GDPFS 活动说明
1.

总体要求

对始终所需的一般功能的描述 ( 详见第二段 )
1.1.
观测资料的获取
			
i
实时质量控制
			
ii
非实时监测和报告
1.2.
通过 WIS 分发产品
1.3.
产品检验 ( 根据现有的具体规程，如 SVS-LRF)
以用户为中心
1.4.
提供并更新有关系统和产品的文档 ( 最好放在网站上 )
1.5.
报告达标情况 ( 最好保持实施情况有关状况在网上公开 )

2.

具体功能

针对第一部分所列的每项活动 ( 第 2.1.1 段到第 2.3.6 段 )：
- 必要时：制定有关系统或网络 ( 如 GMDSS、VAAC、SDS‑WAS、RCC 网络 )
- 描述所需功能及涵盖的义务或参照相关的文件记录 ( 只要有 )
-		
强制性功能
			
° 合适的地理责任区
-		
强制性产品的分发
-		
强制性检验结果
-		
实施信息的强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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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提及的其它推荐功能和产品

2.1.1 活动的实例，全球 NWP
- 参与第 2.1.1 段规定活动 ( 全球 NWP) 的中心须：
o
准备全球大气结构的三维分析
o
准备基本的和反演的全球大气参数的预报场
o
通过 WIS 提供一系列产品。在最基本的产品清单中包括参数、预报期、
时步、产品时间窗口和频率，详见附件 XXX
o
根据附件 XXX 中规定的标准准备检验统计数据，并把它们提供给参与
确定性 NWP 检验的协调中心
o
在网站上提供全球 NWP 系统特征的更新信息。关于所需提供的最基本
信息，详见附件 XXX
2.3.1 活动的实例，协调确定性 NWP 的检验
- 参与第 2.3.1 段规定活动 ( 确定性 NWP 检验协调 ) 的一个 ( 或若干 ) 中心须被指定		
为确定性 NWP 检验的牵头中心：
- 这些中心须：
o
为制作全球 NWP 的 GDPFS 中心提供设施，使他们能够自动地放置他们
按附件 XXX 定义的标准化检验统计数据，并让所有参与的中心调用这
些检验统计数据
o
维持检验统计数据的档案，以允许生成和显示性能趋势
o
监测所收到的检验统计数据，若资料有遗失或不实，则与相关的参与中
心进行协商
o
提供对需要进行标准检验的标准数据集的调用，包括气候学和观测资料
清单，并根据 CBS 的建议更新内容
o
在网站上提供：
•
来自参与中心的经对收到的统计数据处理后的检验结果最新的一
致性图形显示
•
相关的文件记录，包括调用开展检验所需的标准程序和与 GDPFS
参与中心的网址链接
•
联系用的详细信息，以鼓励 NMHS 与其它 GDPFS 中心就检验信
息的有效性反馈意见
- 这些中心也可调用计算技巧评分信息的标准化软件。

3.

修改程序

对于第一部分所列的每项活动 ( 第 2.1.1 段 到第 2.3.5 段 )
-

如有连带责任，明确负责定义第二段所列的各项要求的机构：明确协调机制 ( 如对于
RCC 中心： CCl-CBS/DPFS 联合任务组；对于 VAAC：???，诸如此类 )

2.1.1 活动的实例，全球 NWP
-

运行全球 NWP 的 GDPFS 中心所需功能须由 CBS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OPAG 的 ICT

184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提出，并以 CBS 的批准和 EC 的决定为准

2.3.1 活动的实例，协调确定性 NWP 检验
-

CBS 确定性 NWP 检验协调所需预报检验的功能建议将由 CBS 协调组提出，以 CBS		
的批准和 EC 的决定为准

-

明确负责监督达标情况的机构

2.1.1 活动的实例，全球 NWP
-

运行全球 NWP 的各 GDPFS 中心的达标情况须由 CBS 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OPAG 的
ICT 负责监督，ICT 将向 CBS 报告

2.3.1 活动的实例，协调确定性 NWP 检验
-

参与确定性 NWP 检验活动的 ( 各 ) 中心的达标情况须由 CBS 预报检验协调组负责监
督，该组将向 CBS 提交报告

第三部分 – GDPFS 实施
1. 对于第一部分列出的每项活动 (2.1.1 to 2.3.6)：
-

中心清单和公布实施信息的相关网址

2. 对于每个为 GDPFS 做贡献的中心 :
-

所开展的活动一览表

决议 7(Cg-16)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 5 (Cg-15) –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2)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第十五次届会批准了对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
8)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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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会员的业务和科研工作而言
是最重要的，

(2)

需要不断对仪器和观测方法进行标准化，以及符合国际单位系统(SI)的世界性测量可追
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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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更多耐用且能耐受强天气事件的仪器，以及测量与之伴随的极端气象、水文及相
关变量的仪器，并不断完善相关的测量技术和方法，

(4)

采用新技术开展具有成本效益的测量和获取观测资料十分重要，

(5)

需要确保观测技术间和系统间的互操作性，旨在有效地实施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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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操作、
维护和检定领域开展培训，

(7)

需要继续开展仪器和观测系统的比对，

(8)

CIMO需要继续与WMO其它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密切合作，以满足它们以及WMO各项
优先重点在测量和观测方面的要求，如WIGOS、减轻灾害风险(DRR)和全球气候服务
框件(GFCS)，

(9)

区域仪器中心、区域海洋仪器中心和区域辐射中心(RIC、RMIC和RRC)在推动仪器检
定、培训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

(10) CIMO测试基地和仪器牵头中心在整合各类地基遥感系统以及在WIGOS框架内开发具
有成本效益的常规和自动观测系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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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组织 (ISO)、国际计量局 (BIPM) 以及欧洲科技研究合作 (COST) 以及水文气象仪器行业
协会 (H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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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促区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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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O、WMO/IOC联合海洋和海洋气象学委员会(JCOMM)或相关的国家/国际专门
机构一道至少每五年对现有RIC、RMIC和RRC进行评估，检验其能力和绩效；

(3)

定期在一个RRC组织开展区域直接日射表比对以及在现有RIC中开展实验室间的检定
测试；

(4)

向CIMO通报各自在制定仪器和观测方法方面的指导材料和有关培训需求的特别要求和
优先重点；

要求各技术委员会主席不断研究和审查涉及各自专业领域的仪器和观测方法方面的问题，并
且就各自的要求与 CIMO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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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
(1)

积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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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互操作性和成本
效益；

(3)

支持和参与仪器和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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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和参与新观测标准的开发，例如人工、目测和主观观测的自动化及雷达和极端条
件的测量标准；

(5)

推动观测质量管理、仪器维护、检定和业务操作规范程序的开发，并根据需要与有关
国家合作，开发和实施它们自己的计划；

(6)

促进计量学，确保观测结果的溯源性符合SI；

(7)

在制定地基遥感和实地观测整合方面的指南以及在制定仪器使用和操作方面的标准程
序方面，支持CIMO测试基地和仪器牵头中心，以便促进全世界仪器的兼容和互操作
性；

(8)

确保持续的仪器专业和技术人员的培训；

要求秘书长，
(1)

采取必要行动协助WMO机构，尤其是CIMO，协调和实施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2)

继续通过WMO常规预算为仪器比对提供资金；

(3)

酌情协助会员克服在实施IMOP计划中出现的困难；

(4)

协助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CIMO贯彻执行本决议；

(5)

向第十七次大会报告取得的进展，同时提交未来活动的建议；

(6)

安排出版CIMO第十五次届会批准的对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的修订。

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5(Cg-15)，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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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8(Cg-16)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的报告
大会，
注意到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64)，
决定：
(1)

注意到该报告；

(2)

注意到决议1-6 (CIMO-15)；

(3)

对各项建议分别采取如下行动：

建议 1 (CIMO-15) – 区域仪器中心的能力和与会员的沟通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提请会员、区域协会和有关的技术委员会注意该建议；
建议 2 (CIMO-15) –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职责
(a) 批准决议43(Cg-16)-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附录2 给出的对职责的修订，及对总则
相应的修订。

决议 9(Cg-16)
指定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大会 ,
注意到：
(1)

决议50(Cg-16)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实施，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9), 以及决议4
(EC‑62) –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三次届会的报告，特别批准
建议 1 (JCOMM-3) - 建立WMO/IOC区域海洋仪器中心 ，

(3)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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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WMO-No. 8)的相关章节，

(5)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 技术报告 No. 53 / WMO/TDNo. 1564，WMO-IOC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网络 ，

回顾到 RMIC 的职责，包括能力，相关职能见 WMO 第 8 号文件第二部分附录 4.A，
进一步注意到：
(1)

美国和中国建议分别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国家资料浮标中心(NDBC)
和中国国家海洋局(SAO)国家海洋标准与计量中心(NCOSM)为一些具体的仪器运行
WMO-IOC区域海洋仪器中心(RMIC)，

(2)

根据WMO总则(2011年版)第77条，由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联合主席代表委员会同意并记录于JCOMM 技术报告 No. 53的RMIC批准程
序，

(3)

根据JCOMM的既定程序和标准，美国NDBC和中国NCOSM成功论证了分别在四区协
和亚洲太平洋地区运行RMIC的能力，包括RMIC能力和相关职能方面的达标声明，

认识到：
(1)

会员需要全世界海洋的高质量的气象和海洋测量，以满足WMO和UNESCO/IOC计划和
共同发起计划的需求，特别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需求，

(2)

RMIC有助于满足这些要求，并帮助提高区域内海洋观测以及仪器和观测方法的高水平
标准的相关元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溯源性，

(3)

中国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具备海洋仪器检定、评估和测试方面的优良设施和长期经
验，

决定在美国密西西比州 NDBC 建立四区协的 WMO-IOC RMIC，并在中国天津 NCOSM 建立
亚太区域的 WMO-IOC RMIC，这有待 IOC 大会第二十六次届会做出相应的批准；
要求秘书长：
(1)

与IOC的执行秘书协调，通过与有能力的会员、联合国系统内相关伙伴机构以及开发
机构融资的方式，促进区域海洋仪器检定、测试和比对中心的全球覆盖，特别是针对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

(2)

对《WMO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第二卷附录4.A做如下更新：
-

第2段中增加下列(c)和 (d)两项：

(c) RMIC的设立由JCOMM提出，指定过程根据JCOMM批准的过程和JCOMM技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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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第53号的规定，由JCOMM和WMO秘书处负责协调；
(d) 在WMO的某一地区内要建立一个以上的RMIC，需要各个中心之间进行协调，以
便最大程度地减少重复性服务；
-

在第3段的表中，将NDBC(美国密西西比州)和NCOSM(中国天津)加入指定的四区
协和亚太地区RMIC名单；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
(1)

根据会员反馈、技术进步和本组织未来发展重点，确保JCOMM定期审查和更新包括指
南文件在内的技术规则中与RMIC有关的内容；

(2)

就与RMIC实施有关的各项事宜，与各区域协会及其相关工作组或各区域负责协调气候
活动的其它实体进行磋商；

敦促所有会员支持 RMIC 的各项活动，使用它们的设施，并就有效性和可能的改进向
JCOMM 提供反馈。

决议 10 (Cg-16)
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0)，

(2)

决议14(Cg-15)- 大气 研究与环境 计划，

(3)

决议15(Cg-15)– 平流层臭氧观测，

(4)

《WMO 战略计划》，

(5)

《WMO 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 战略计划：2008-2015》(GAW报告No.172/TDNo.1384)，

(6)

保护平流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后续修订内
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的空气污
染物远距离跨界公约 (CLRTAP)以及其它有关环境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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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实施计划，

考虑到：
(1)

公众对全球、区域和局地气候、天气和环境问题的意识普遍提高并表示关切，

(2)

WMO在联合国系统内有责任提供有关大气状态和规律的权威科学声音，

(3)

大气在环境问题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过去以来这一作用始终处在社会关切的最前沿
并将在本世纪内继续发挥作用，如：全球温室气体的增加、气溶胶对天气、气候和平
流层臭氧耗损的影响、与之相关的紫外线辐射(UV)的增加、污染物的远距离输送、城
市和区域空气质量以及污染物沉降的影响等，

(4)

数值天气预报(NWP)研究和业务不断需要得到以下方面支持的需求，即加入气溶胶、
臭氧及其气态前期物，以提高预报准确率，并加强产品和服务，

(5)

日益需要朝着环境预报方向迈进，把传统的NWP系统用作为一种核心动力，与其它子
模拟系统实现耦合，并考虑到各种社会经济影响，这与严格传统意义上的仅限天气的
预报有着明显的区别，

(6)

实施WMO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考虑到全球综合大气化学观测(IGACO) 战略：其目的
是减少环境给社会造成的各种风险并满足环境公约的各种需要；加强预报预测气候、
天气和空气质量的能力；为支持环境政策而开展的科学评估做出贡献；通过维持并应
用对化学成分和所选定的大气物理特征的全球长期观测；强调质量保障和质量控制；
为用户提供贴切需要的综合产品和服务，

(7)

GAW综合大气化学和相关物理参数观测的重点主要放在温室气体、臭氧、UV辐射、
气溶胶、所选定的活性气体以及降水化学上，

(8)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具有为综合观测和模拟活动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潜力，因为
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开展观测和研究，包括各类模式的开发，检验/验证和应用，开发业
务模式和与用户衔接，

(9)

温室气体、气溶胶和臭氧已被定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基本气候变量
(ECV)”，为UNFCCC提供支持；GAW的全球CO2、CH4 和N2O监测网络被GCOS视为综
合网络(以及作为基准的子数据集)； 而臭氧网络则被GCOS视为一个基准网络，

(10) WMO 在各种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国际协调作用，而这些问题正变得更加广泛和复
杂，这不仅仅是因为开展活动的层面更高，而且还因为需要囊括更广泛的学科和伙伴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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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空气污染、气候和大气微量成分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的变化(如碳和氮化合物)带来的
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象过程的影响，
(12) 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大会都认为需要开展GAW城市气象和环境研究(GURME)活动，旨
在改进空气质量预报，扩大GAW的测量范围并加强NMHS与包括卫生在内的主要部门
的伙伴关系，
决定 :
GAW 的实质活动须与决议 36(Cg-16)-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通过的 WMO 战略计划保
持一致：
敦促各会员为 GAW 的实施，包括 GURME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并为有关这类活动的信托
基金提供资助；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主席：
(1)

激励并协调研发活动，并开展有关环境预报增值研究，以使WMO会员获益；

(2)

支持CAS环境污染大气化学开放计划领域组的工作；

(3)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主席、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主席及其其他适合的委
员会主席密切合作，以确保将进入业务运行的GAW组成部分整合入WIGOS和WMO信
息系统；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根据GAW 实施计划并按照WMO 战略计划，在现有预算资金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旨在尽最大可能落实GAW计划；

(2)

在发展GAW和GURME方面，支持大气科学委员会和其它有关机构的工作；

要求秘书长：
(1)

在现有预算资金内，为落实GAW计划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2)

支持GURME并协助发展中国家会员开展能力建设，以开展空气质量模拟和预报方面的
活动和提供相关产品；

(3)

根据需要通过促进培训和科学家交流，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的方式，在现有预算资
金内，协助会员(特别是发展国家会员)参与GAW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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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通过GAW在大气化学和相关物理参数方面建立并维持WMO与相关
组织、机构、团体和研究单位(如地球观测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国际全球大气化学(IGAC)项目以及欧洲空气污染物远距离
输送监测与评估合作计划 (EMEP)的协作关系。

决议 11(Cg-16)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15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0)，

(2)

决议14(Cg-14)—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

WMO战略计划，

(4)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WWRP)战略计划，

(5)

熟练地预报高影响天气是21世纪最大的科学和社会挑战之一，

考虑到：
(1)

公众更加关注和担忧全球、区域和当地的气候、天气和一般环境问题，

(2)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天气预报，特别是预报具有很大社会和经
济影响的事件，

(3)

WMO在联合国系统的职责是权威发布我们地球的大气、天气和气候的状况和行为，

(4)

数值天气预报研究和业务日益需要增加气溶胶、臭氧及其气态前体资料，以提高预报
准确率以及改进产品和服务，

(5)

越来越需要向环境预测发展，将把传统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作为核心驱动因素，与其
它模拟子系统耦合，并考虑社会经济影响，这与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单一天气预报不
同，

(6)

NMHS通过其广泛的监测系统设施、诸如采用四维耦合资料同化技术的数值模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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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时资料分发等方面的专门科学知识，拥有可以为综合观测做出重要贡献的潜
力，
(7)

WMO在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协调作用正变得越来越广泛和复杂，这不仅是因为更大的活
动量，而且还因为在解决可持续环境发展问题上需要涵盖更广泛的学科(气象学、大气
化学、水文学、海洋学、生物圈科学与人类健康)以及更多合作伙伴组织的参与，

(8)

尽管通过改进大气观测技术和资料同化方法、建立新的数值模式以及使用集合技术，
预报技巧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总体而言高影响天气事件的预报能力仍低于社会期望，

决定：
(1)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的实质内容须按决议36(Cg-16)通过的WMO战略计划(2012-2015)和
运行计划表述；

(2)

教育和培训内容应纳入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的所有分计划；

要求会员：
(1)

尽一切可能支持WWRP的实施，包括为观测系统研究和预测试验(THORPEX)信托基金
提供自愿捐款；

(2)

鼓励大气科学委员会(CAS)成员参与WWRP项目和THORPEX，并为之做出贡献；

(3)

在教育和培训计划方面安排提供帮助和咨询，包括一个地球系统跨学科暑期学校课
程；

(4)

继续通过CAS的WWRP开放计划领域组与其它WMO技术委员会和活动协调有关
WWRP的事宜；

(5)

促进和协调社会经济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活动和研究，提高环境预报产品的价值，从而
造福WMO会员；

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主席通过适当的伙伴关系安排开展和实施包括THORPEX在内的WMO
WWRP活动；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在可获取的预算资金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其中包括针对次季节到季节预报的行
动、极地研究以及组织第一届WWRP地球系统开放科学大会，从而按照WMO战略计
划最充分地实施WW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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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大气科学委员会及其它有关机构进一步开展WWRP方面的工作；

(3)

通过适当的机制继续在跨计划和跨委员会的新的合作研究领域方面发挥监督作用；

要求秘书长：
(1)

在可获取的预算资金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实施该计划，包括针对次季节到季节
的预报和极地研究；

(2)

支持THORPEX国际项目办公室，以帮助WMO会员对THORPEX进行国际协调，并帮
助发展中国家会员利用WWRP项目的成果和与THORPEX有关的预报产品；

(3)

在可获取的预算资金范围内，通过加强培训和促进科学家交流以及根据要求提供咨
询、指导和服务，协助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员参与该计划；

(4)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通过WWRP建立和维护WMO与有关机构和团体的合作，这种合
作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实施WWRP的项目，并寻求这些机构、其它的国家和国际机构
以及会员的进一步支持。

决议 12(Cg-16)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20(Cg-15)–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2)

决议7(CHy-13)- 水文学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与结构，

(3)

建议1(CHy-13)-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和水文与水资源计划的监测和评估，

(4)

决议5(EC-61)–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5)

WMO战略计划，

(6)

提交第十六次大会的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7)

大会在议题 11.1 中讨论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付诸行动的气候知
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增强最脆弱者的能力，

(8)

决议25 (Cg-13) –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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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有必要开发各种方法以弥合开发气候信息的科学界和水部门的服务提供方和用户间的
隔阂，特别是旨在适应全球变化，以及水资源评估是这些工作良好的业务基础必不可少的前
提，
敦促常任代表适当考虑国内多家机构开展水文活动的情况，任命水文顾问；
赞同 WMO 水文和水资源教育和培训战略 ( 决议 5(CHy-13)- 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附录 1)；
决定通过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2012-2015(HWRP)，见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报告附录 2 ；
要求执行理事会和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1)

安排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实施，并根据上述决定为水文学委员会和所有与其实施有关
的机构提供帮助；

(2)

确保WMO继续在UN-水计划、联合国系统有关水问题的机构间协调机制中发挥积极作
用；

(3)

继续为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区域活动提供支持；

(4)

支持HWRP与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5)

重申决议25(Cg-13)作为努力从科学研究到政策制定和业务实施无缝隙解决气候和水事
宜的重要基石；

要求水文学委员会主席：
(1)

在委员会的责任领域跨技术委员会和跨计划的作；

(2)

鼓励和支持技术委员会和与区域协会间的合作，尤其是它们有关水文和/或水资源管理
的小组；

(3)

全面参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的管理和实施；

(4)

确保委员会积极促进国家水文部门和国家气象部门在GFCS用户界面组成部分的积极作
用，并促进以用户为导向的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的开发和提供以满足水部门对气候变
率和气候适应的需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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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联合国水机构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

196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要求区域协会在决定其附属机构的结构时，考虑作为一个区域内水文学家的平台的水文学区
域工作组的效益，以讨论共同关切的问题；
敦促会员国遵守决议 25(Cg- 13)，从而共同应对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以及全球变
化的后果；
提请各会员参加水文和水资源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并提供帮助，还可通过为水文信托基金
提供捐助，以支持与水有关的活动。
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20(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13(Cg-16)
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学
大会，
回顾了：
(1)

决议32(Cg-15)– WMO质量管理框架，

(2)

决议1(CHy-13)- WMO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部分(QMF-H)，

(3)

决议8(EC-61)– 在提出WMO/ISO共同技术标准时采用的程序，

认识到：
(1)

水文观测、水文资料管理和开发水文产品由各国家内部的各种机构开展，特别是在有
多个水文相关组织的国家，

(2)

国家水文部门(NHS)有责任指导发展和实施其国家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部分，

(3)

水文学委员会为(CHy)国家气象部门和气候服务的水部门用户之间提供了自然形成的联
系，作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用户界面平台的一部分，

决定在整体 WMO 质量管理框架下，建立质量管理框架 – 水文部分，根据水文委的建议覆
盖资料观测和水文产品与服务；
提请国家水文部门寻求在其国家通过质量管理框架 (QMS)，以确保由各国家部门提供的水
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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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CHy 主席与水文顾问：
(1)

根据WMO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任务组( ICTT- QMF)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紧密合作
确定的做法和指导方针，与学术界、专业协会和来自水行业的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
合作伙伴合作，继续发展和促进质量管理框架–水文部分；

(2)

支持在水文委职责范围内就所有质量管理框架–水文部分文件达成国际共识；

(3)

编写质量管理框架–水文部分的综合指南、手册和其它技术材料，支持制定国家气象水
文部门应用的培训计划并促进在区域培训中心使用该材料；

(4)

针对实施质量管理框架所需的资料、标准化、设备和技术的校准和维护、产品和服
务，确定、记录和推动验证、监测、检查和其他质量程序；

要求秘书长：
(1)

利用现有的资金为水文委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并寻求来自外部资源的其它资金用于
该目的；

(2)

支持会员在实施QMS方面与水部门用户建立有效的联系，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

决议 14(Cg-16)
世界水分循环观测系统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20(Cg-12)关于世界水分循环观测系统(WHYCOS)，

(2)

决议25(Cg-13)关于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赞赏：
(1)

共享江河流域和集水区水文资料和信息交换的潜在持续效益，

(2)

通过已实施或目前正在实施的8个区域水分循环观测系统(HYCOS)组成部分，成功实施
WHYCOS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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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兰、法国和芬兰政府、欧盟和非洲水基金提供的大约为2300万瑞士法郎的资金支
持，用于最后在一个财期实施各区域HYCOS组成部分，

(4)

这些合作伙伴继续重视他们持续提供的支持，

(5)

已实施的HYCOS对加强一些国家的国家水文部门(NHS)的技术和机构能力带来的积极
影响，包括改善的跨界和国际江河流域的国际合作，

考虑到：
(1)

WHYCOS是WMO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做出的基本响应之一，以加强全面评估
淡水资源的努力，

(2)

WHYCOS是对全球、区域和国家尺度水资源评估的重要贡献，支持评估气候变率和变
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并协助确定气候变化下的适当减缓和适应措施，

(3)

继续需要加强NHS有关水文和水文气象资料收集和管理以及生产和分发信息产品的能
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4)

WHYCOS能够为加强这些能力做出贡献，

(5)

WHYCOS提供了实施WMO质量管理框架–水文部分(QMF-H)的手段，通过在测量中应
用最佳做法、提高观测的质量和建立水资源信息系统，

(6)

WHYCOS能够为一些计划提供基本资料，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和全球陆地观测网-水文学，

(7)

作为对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强有力促进因子，WHYCOS能够从开发并实
施WIGOS和WMO信息系统(WIS)中受益，

重申 WHYCOS 作为 WMO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的一项优先重点活动的重要性，其主要目标是：
(1)

加强会员国国家水文部门在水文资料收集和管理以及信息产品开发和分发方面的技
术、人员和机构的能力；

(2)

在水文资料共享以及共有水资源的管理方面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

(3)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

总摘要
决议

199

还重申 WMO 对 WHYCOS 及其 HYCOS 各组成部分的所有权，以及作为科技支持提供方，
秘书处为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各部分间的一致性以及资料、工具和专业知识的转让所发挥
的核心作用；
提请会员、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
(1)

继续并加大对实施HYCOS的当前和计划部分的资金支持；

(2)

与WMO秘书处协调实施区域部分，以便从与其它项目的合作、工具和产品转让中获得
最大效益；

(3)

鼓励各区域的其他各国在相关情况下参加HYCOS的组成部分；

敦促参与实施 HYCOS 有关部分的会员和区域机构：
(1)

积极支持项目实施，特别是通过为现场活动、培训课程提供必要的人员支持，确保在
国家层面及时实施项目活动(包括报关和设备安装)，并在项目框架内对收集的资料实
行质量控制和检验；

(2)

为了这些部分的持续运行提供充分的人力和财政支持，确保项目成果的长期稳定性；

要求秘书长：
(1)

对WHYCOS计划开展独立的外部评估，作为2005年评估的后续工作；

(2)

评审WHYCOS国际咨询组的职责、构成和运行机制，使之更好地应对WHYCOS计划
面临的新挑战，尤其要侧重于：
(a) 评审和评估WHYCOS的概念、目标和取得的进展、预期效益/成本和未来的发
展，并为克服潜在不足的必要行动提出战略建议；
(b) 确保WHYCOS与其它相关活动和国际计划建立有效的关系，特别是与WIGOS和
WIS的整合；
(c) 与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国家和区域合作伙伴以及援助方协调HYCOS各部分的实
施，以及WMO的支持；

(3)

提请其它国际组织与WMO合作推动WHYCOS的实施，并使用其产品；

(4)

利用现有资源尽可能地为WHYCOS的发展提供支持，并从外部渠道为此项工作寻求额
外资源；

要求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确保该委员会为 WHYCOS 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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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0(Cg-12)，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15 (Cg-16)
建立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21(Cg-15)- 加强国家气象部门与国家水文部门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

(2)

为支持WMO 洪水预报倡议战略和行动计划，应水文学委员会(Chy)的要求于2009年12
月制定的行动计划，

回顾到：
(1)

决议3(CHy-13)- 水文预报和洪水管理和决议21(Cg-15)呼吁水文学委员会主席建立相应
的管理机制以支持洪水预报倡议(FFI)，

(2)

WMO洪水预报倡议(FFI)旨在：“提高气象和水文部门的能力，共同为洪水预报和警报
提供所需的及时和更为准确的产品与服务，并与灾害管理部门合作积极参与洪水应急
准备和响应”，

考虑到：
(1)

改进的水文预报，包括提供和推进山洪指南、季节流量预测和海岸带风暴潮洪水预报
活动都需要各技术委员会专家之间的紧密合作，

(2)

需要提高洪水早期预警系统的能力，

(3)

需要利用业务制作的并通过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得到加强的季节气候展望，

(4)

综合技术组需要就这些倡议的水文预报要素方面提供指导和咨询，

(5)

此类咨询组将提供广泛的支持，促进气象界和水文界之间的合作来改进洪水预报规
范，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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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确定WMO洪水预报倡议的范围要包括所有水文预报活动，例如，与山洪、河水泛滥有
关的预报活动，包括季节预报和风暴潮引起的海岸带洪水；

(2)

建立WMO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FFI-AG)，职责见本决议的附录；

要求秘书长酌情利用现有的预算资金，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对建立 WMO FFI-AG 及其开展的
活动给予支持；
要求水文学委员会主席就 WMO FFI-AG 的活动进展定期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提请会员：
(1)

积极支持咨询组的工作，包括通过促进专家参加工作组的会议来对工作组给予支持；

(2)

确保国家气象部门和国家水文部门紧密合作，为工作组提供重要支持；

(3)

促进工作组提出的国家建议；

(4)

捐助自愿合作计划基金以及水文和水资源信托基金，以支持实施工作组建议的各项活
动。

决议 15(Cg-16) 的附录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职责和人员组成
背景
2003 年建立了 WMO 洪水预报倡议 (FFI)，它是以当前预报系统薄弱点分析为基础，重点是
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的有效合作能力，以提供改进的洪水预报服务。
2007 年，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同意 “ 加强国家气象部门与水文部门间的合作以改进洪水
预报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水文学委员会 (CHy) 第 13 次届会认识到与 FFI 有关的各类其它
倡议如，山洪指导系统 ( 决议 3(CHy-13)- 水文预报和洪水管理 )。而后，CHy 和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联合发起了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 (CIFDP)。
CHy 和气候学委员会还发起了基于区域气候展望的季节水文流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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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CHy-13)- 水文预报和洪水管理和决议 21(Cg-15)- 加强国家气象部门和水文部门合作
改进洪水预报的战略呼吁水文学委员会主席针对这些倡议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鉴于提供技
术监督所需指导的交叉性，建议设立一个总体的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FFI-AG)，为这些倡
议的水文预报活动提供咨询。
职责
WMO 洪水预报倡议咨询组 (WMO FFI - AG) 须：
1.

审议WMO FFI的概念、目标、预期效益/成本、战略、行动计划和未来发展，并就此提
供咨询；

2.

审议和评估WMO FFI的现状以及为实现目标取得的进展，并为必要的补救行动提供战
略建议；

3.

根据要求审查和评估WMO FFI的具体项目的进展；

4.

就WMO FFI可靠和可持续实施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方法、技巧和技术等)提供咨询；

5.

审议WMO FFI与其它相关国际计划的关系，特别是从协调以及避免重复的角度进行审
议，并就必要行动提供建议；

6.

确定和评价对WMO FFI未来实施和可持续性的局限和潜在风险，并为风险最小化提供
战略建议。风险尤其包括财政、技术、业务、制度/政治性风险；

7.

审议WMO FFI的有效宣传计划(酌情)以及保证其未来可持续性和相应发展的途径和方
法，并提出建议；

8.

促进提高对洪水预报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和价值的认识，包括社区发展方法；

9.

审议其职责和人员组成并提出建议。

人员组成
WMO FFI 咨询组的人员组成如下：
1.

WMO水文学委员会主席(主席)；

2.

水文学委员会的一名有洪水预报经验的代表和需要时，WMO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的代
表；

3.

参与WMO FFI项目的每个积极的财务合作伙伴的一位代表；

观察员
1.

WMO FFI业务项目的特邀代表；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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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WMO相关计划的代表：

3.

区域水文顾问和/或区域协会水文工作组的代表；

4.

可能有助于WMO FFI的潜在的财务合作伙伴的代表；

203

WMO 秘书处气候和水司司长担任 WMO FFI-AG 秘书。

决议 16(Cg-16)
对气候资料的需求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2(Cg-15)-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以及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和随后的执行理事
会届会关于气候资料管理、资料拯救和气候监测作出和通过的决定，

(2)

气候学委员会(CCl)在十五次届会期间将气候资料和气候监测与评估确定为优先重点，

(3)

开发WMO信息系统(WIS)，将为资料发现、检索和交换并未与其它资料系统的互可操
作性提供现代的架构和标准，

(4)

通过一系列涵盖气候观测、气候资料管理、资料拯救和气候指数等的WMO和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GCOS)的出版物和报告，在提供有关最佳规范的指导和指导方针方面却得了
进展，

认识到：
(1)

气候作为一种资源需要有效地得到利用，以最佳使用气候资料为基础，以支持可持续
发展和社会福祉，

(2)

更加需要高质量和及时获取气候资料用于气候监测、研究、应用和气候变化适应，

(3)

对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内高质量气候产品和服务有新的和不断变化的需求，

(4)

需要气候资料的质量保证和可溯源性，以确保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可靠和权威的
气候监测和评估，

(5)

需要利用来自所有可能来源的气候资料包括陆地和海洋资料也包括实地、空基和模式
再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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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重点将：
(1)

加快气候记录的拯救和数字化，并促进全球和区域活动以开展资料拯救(DARE)的合作
和相关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交流；

(2)

促进使用更好的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各种来源的气候资料，包括实地、遥感和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NMHS)的再分析资料，特别是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

(3)

努力开发有用的和友好的气候资料应用作为从DARE、气候资料管理系统(CDMS)
实施中得到增值的方法，以支持WMO气候系统监测(CSM)、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MHEWS)和气候监视系统(CWS)。这包括，例如制定气候图集的工具，气候灾害数据
库以及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频率分析；

(4)

推进气候资料和元数据的质量保证工作，重点放在收集包括与固体沉淀和山区地形观
测相关的气候资料和元数据的标准；

(5)

制作和提供高质量的全球气候资料用于全球气候监测和评估；

(6)

根据更好的方法和准则制作并整编世界天气记录和WMO气候均值，帮助会员计算和分
发；

(7)

实现气候资料管理和相关服务的现代化，包括归档、发现、获取和检索作为继续实施
WMO信息系统(WIS)的一部分，并确保不同项目资料和部门应用资料间的互可操作
性；

(8)

发展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力和技术能力，以履行其在气候资料收集、管理和交
换方面的职责；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 (CCL)、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和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与其他
技术委员会和技术适当地合作，以促进分析与气候资料相关的优势、弱点和机遇，从而提供
一份关于现有差距和不足的最新评估并提出改进气候资料可提供性和交换的解决方法；
要求技术委员会、WMO 计划和共同发起的计划进一步协作，以提高协同作用，包括工作机
制和根据其与气候资料相关的职责协调和 / 或开发科学及技术活动；
要求秘书长：
(1)

继续支持上述的重点工作，并支持相关CCL专家组合任务组的工作；

(2)

促进与国际机构和计划的协作和合作伙伴关系，并筹集预算外资金用于与气候资料相

总摘要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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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现代化，包括DARE和CDMS项目的能力建设活动；
敦促会员、区域协会和 NMHS 进一步推进 DARE 活动，并继续合作以协助发展中和最不发
达国家的 DARECDMS；
敦促会员和区域协会利用技术进步和现代 CDMS 的优势加强提供和分发 CLIMAT 报告的工
作，以及为编纂世界天气记录提供所需资料的工作，世界天气记录应转为年度更新。

决议 17(Cg-16)
气候服务信息系统的实施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3(Cg-13)-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项目，

(2)

决议8(Cg-15)-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项目，

(3)

决议4(CCl-15)-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2)，

(5)

《基本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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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6)

《WMO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7)

《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827),

认识到：
(1)

自1995年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建立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CLIPS)项目以来取得的进展
和区域气候中心(RCC)的建立，以及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的推广，

(2)

许多CLIPS概念已充分反映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发展中，

(3)

WMO在建立GFCS组成部分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中的重要作用，从而确定业务机
制以在不同的级别提供气候信息、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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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加强国家层面上的能力以向用户提供气候信息和预测产品，并促使将该信息和知
识纳入决策，

(5)

需要提供全球尺度到区域和国家尺度的系统性、定期和可靠的气候相关信息和预测，
最终有利于所有对气候敏感部门的研究团体和决策者使用，

(6)

除了WMO在提供灾害风险管理信息方面对气候知识库做出的贡献，合作机构，包括联
合国系统机构对这一业务气候能力的兴趣和贡献，

(7)

WMO信息系统(WIS)和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GDPFS)作为支持CSIS结构的业务基
础设施的作用，

决定：
(1)

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实体一道建立气候服务信息系统(CSIS)，以提供业务气候信息，
其中包括GFCS资料、监测和预测产品；

(2)

赞同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提出的建议，将CLIPS活动纳入GFCS，并最晚在2015
年结束CLIPS项目；

(3)

CSIS业务将遵守《WMO技术规则》并将根据需要制定有关推进业务气候服务的新技
术规则；

(4)

气候学委员会应指导CSIS的实施；

(5)

CSIS核心业务产品在制作、展示、提供和核查方面应实现标准化；

(6)

CSIS将促进基于共识的办法，以通过气候展望论坛推进对不确定性的共同认识和用户
赞赏；

(7)

CSIS应由长期远景为指导，提供全球、区域和国家尺度的气候服务所需的权威气候信
息来源；

要求秘书长：
(1)

本着联合国“协调一致”的精神促进CSIS并给合作组织带来效益，特别是联合国系统机
构，并寻求各个层面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GFCS中的CSIS的各项目标；

(2)

提高相关机构和潜在捐助者对CSIS实施(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需求；

(3)

确保CSIS充分利用有助于改进气候信息和预测的研究进展，以及实现业务化，并确保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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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界建立关于需求和反馈的有效沟通；
要求气候学委员会：
(1)

在实施CSIS中发挥主导作用；

(2)

通过以《WMO技术规则》形式建立各项技术标准的方式，努力确保支撑气候服务的气
候信息的质量；

(3)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密切合作，充分利用WWW的能力优势，确保CSIS 的发展和实施；

敦促所有会员、区域协会和相关技术委员会：
(1)

通过承办并运行英才中心的方式支持CSIS的实施，以提供气候信息；支持所需的教育
培训，聘用并留住合格的气候专家；开发和共享用于制作高质量气候产品和预测的工
具；就CSIS产品标准提出建议；以及促进信息和反馈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流动；

(2)

促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其他相关气候实体使用CSIS提供的产品，以满足国家和地方
层面用户群体对气候相关信息的需求；

(3)

开展跨委员会和区域间的合作，以满足有效的和无缝隙CSIS业务的需求。

决议 18 (Cg-16)
世界气候计划
大会，
回顾到决议 12 (Cg-11) 和决议 7 (Cg-12) –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
注意到：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决议8(Cg-15)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决议12(Cg-15)-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以及决议13(Cg1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项目)，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2, 议题 3.2.5),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9，决议 9(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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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建立WMO机制对建立和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进行监督和响应)，

认识到：
(1)

世界气候计划(WCP)在气候科学、研究和模拟、气候观测、气候信息管理、气候监
测、以及在气候应用和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2)

WCP及其有关活动的持续的重要性，旨在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和国际减灾战略 (ISDR)，以及对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有效的贡献，

(3)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建立以及新的气候活动机构间合作的协调机制，

(4)

需要重新将WCP的重点放在满足GFCS需求和确保其有效实施上，

(5)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UNESCO/IOC )、世界卫生组织
(WH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以及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机构、基金、计划署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有效的长期合
作伙伴以及对WCP的贡献，

决定：
(1)

重新制定世界气候计划，以服务于本组织的各项战略目标；

(2)

正式结束WCP的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WCIRP)，并建议UNEP在新的UNEP气
候变化脆弱性、影响和适应(PRO-VIA)研究计划中吸收相关的WCIRP活动；

(3)

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密切协调，调整WCP，从而涵盖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新的世界气候服务计划(WCSP)，后者将包括世
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WCDMP)、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的现有活动；

(4)

提请WCRP和GCOS的联合发起方支持这一结构；

(5)

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建议的基础上，发表一个关于WCP愿景和目标的声
明，该声明应与WCP，特别是与该计划以及WMO对GFCS的贡献相一致；

(6)

向有关机构建议，结束气候议程以及跨机构气候议程委员会(IACCA)；

(7)

WCP将成为GFCS在提供方面的重点计划；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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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气候学委员会、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和 GCOS 指导委员会确保相互间的密切合作，
以有效实施 WCP 计划；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确保负责执行气候计划的所有机构之间得到有效协调；

(2)

与各组成部分的联合发起单位一起，根据修订后的范围和目标适当评审/更新有关谅解
备忘录；

(3)

对UNEP要求将PROVIA列入WCP的组成部分进行评估并做出决定；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气候计划的统一规划和实施；

(2)

在高层次推进WCP计划，并促进联合国系统与GFCS密切协调，参与实施；

(3)

提请各有关方面关注本决议；

敦促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
(1)

在其能力和责任范围内把WCP活动的实施置于高优先；

(2)

支持所需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3)

通过全球制作中心、区域气候中心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并通过在风险管理方面与越
来越多地使用的气候产品和信息技术的用户开展更多互动的方式，努力支持全球，区
域和国家与气候有关的活动。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8 和 12(Cg- 15)、决议 7(Cg- 12) 和决议 12(Cg- 11)，后者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均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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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9(Cg-16)
开发气候空间监测架构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二条，

(2)

第5号决议(Cg-14)– WMO空间计划，

(3)

第30号决议(Cg-15)– 逐步加强WMO观测系统之间的整合，

(4)

Cg-15最终报告第9.2.5段重申执行理事会决定向地球观测组织(GEO)进程和由此产生的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提供支持并且在WMO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支持其实施，

(5)

决议3(Cg-16)– 全球观测系统，

(6)

决议48(Cg-16)-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考虑到：
(1)

对这个端到端的天气观测、建模、分析和预报系统在规划和运行上采用协调、合作和
经济的方式已取得的效益，

(2)

空基观测在对地球环境进行长期监测方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

为监测和研究天气、水况、气候和有关自然灾害，会员已在地球观测方面投入了大量
资金，

(4)

对地球气候、气候变化和变率为世界人民进行长期、持续和协调的观测具有重要意
义，特别是对于处于最为危险境地的人民，

(5)

在规划和实施气候监测空基观测能力及有关业务处理活动方面，有关各方之间增加协
调可以实现效率、可持续性和成本效益，

(6)

观测将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中发挥支撑性作用，

(7)

地基和空基观测的整合对成功实施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具有重要意义，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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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
(1)

会员、其卫星机构、国际伙伴组织和计划为观测工作以及空间对地观测协调方面所做
的重要贡献，

(2)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所承担的有关下列工作：为了实现对地球气候系统的长期、
持续观测，确定与基本气候变量(ECV)有关的需求，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邀请：提议WMO空间计划在与GCOS协调下，在有关
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与空间机构、气象卫星协调组(CGMS)、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和地球观测组织一道开展工作，以便开发持续型空基气候监测架构，使其成
为未来WIGOS和GFCS的一个组成部分，供大会审议，

(4)

WMO空间计划为酝酿概念，启动有关各方围绕空间气候监测架构开展对话所做的早期
工作，

认识到：
(1)

WMO空间计划为会员提供了一个适当框架，使其能够与CEOS、CGMS、GCOS、
GEO、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其他伙伴组织一道合作推动空间气候监测架构的开
发，

(2)

由会员实施的这个端到端系统是配合天气监测和预报的，包括对观测需求的审议、卫
星观测、相互标定、以及产品生成、培训和用户交往，这个系统可以用于气候监测，

(3)

卫星机构及其协调机制作用和职责不同，但是相互补充，开展的活动包括研究和开发
以及业务任务，

(4)

在该架构中，空基观测必需由地基观测支持，

决定应以本段附录提出的概念为起点开发一个架构，为持续、协调从空间对地球气候进行监
测提供一个框架；
还决定：
(1)

应将作为WIGOS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结构开发工作作为WMO空间计划的一项主要活
动，同时应得到有关技术委员会的支持，应与卫星机构、CEOS、CGMS、GCOS、
GEO和WCRP进行协调；

(2)

结果将提交执行理事会审议并最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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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理事会监测、指导、支持并考虑在第六十四次届会上批准开发气候空间监测架构；
要求技术委员会：
(1)

对开发活动的技术方面予以指导；

(2)

更新WMO法规材料，包括编写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册；

(3)

可通过基本系统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和气候学委员会负责该架构的技术牵
头；

要求会员：
(1)

提供专家参与空间气候监测架构的开发、实施和运作；

(2)

向WMO空间计划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以进一步推动架构的开发工作；

(3)

分享相关经验，相互合作，提高现有的端对端天气监测系统，以满足对气候监测的需
求；

(4)

继续加强和整合国家气候监测能力；

要求区域协会支持和协调会员们发展并最终实施气候监测架构的努力；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对空间气候监测架构开发工作的管理和支持；

(2)

支持审议和更新WMO规章材料，包括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的编写；

提请国际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地球观测组织和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与 WMO 空间计划合作开发空间气候监测架构。

决议 19(Cg-16) 的附录
气候空间监测架构概念文件 ( 版本 1.1)
1.

引言

为了在一个全球协调、高效的框架下监测空间气候，对将要实施或维持的程序和能力以及将
要开展的活动需要进行磋商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本文件旨在为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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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回顾了该架构的动机。
第三节描述了依靠端对端的方法搭建的该架构的关键组件。
第四至第八节描述了各部分的内容
第九节提出了用于引导进程的各种作用和不同的职责。
2.

动机

面对必须知道和理解气候的演变，以便减轻其影响或为其影响做准备这种需求，例如，为了
满足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的需求，监测气候变量是先决条件，此外空基观测在这方面
也是必不可少的。
气象卫星在过去 50 年里已有了极大的改进，目前服务于众多的不同时间尺度的应用，从临
近预报到气候预测，此外还包括在陆地、海洋、大气和环境中的应用。研究卫星的仪器为业
务卫星系统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所产生的环境应用正蓬勃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业务和研究机构都成功运送了特定的气候观测搭载仪器。一些气候监测仪器
加强了业务化的气象卫星使命，如地球辐射收支或臭氧监测等。为了响应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实施计划及其卫星补充计划，国际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 (CEOS) 全面评估了卫星对
若干规定的基本气候变量 (ECV) 的观测能力。然而，持续和 / 或连续有选择地开展卫星使命
和测量，以提供连续和长期的气候记录，在这方面仍面临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通过一种机制确定并实施该架构。该机制在响应连续和持续运行的基本要
求的同时，还考虑了各实体不同的作用和责任。考虑到研发计划对气候观测的重要贡献，以
及业务和研究活动日益增加的融合，未来的空基观测系统必须依托研究和业务实体之间强有
力的伙伴关系。
3.

结构性方法

3.1

功能部分

以 GCOS 表述的要求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额外要求为出发点，以下功能部分被纳入考虑范围：
•

分析用户需求；

•

观测能力；

•

基本气候变量 (ECV)产品的生成和分析；

•

数据管理、调用和分发；

•

用户界面；

•

协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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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确定与实施的管理过程

业务工作规划与落实

卫
星

轨
道

仪
器

标
定

与ECV有关的
气候产品和气
候分析

需求与差距分析
过渡规划

GFCS
需求

WMO气候
系统监测

FCOR

GCOS
需求

气候资料和
产品的管理
与共享

科研/示范工作规划与落实

轨
道

仪
器

标
定

气候预测
和服务

IPCC
报告

FCOR

卫
星

用户采用
与反馈

图 1: 端对端重要组成部分示意图

3.2

交叉性方面的考虑

由于日后将得到细化设计且不断改进，所以目前的概念文件只是关注高层内容。应当从长远
角度确定该架构。该架构应以现有资产为基础，同时考虑到现有的或计划中的能力，从而强
调所需的增加的工作。
在概念中应认可：
•

科学在不断发展，需要确保与科学界的联系；

•

技术在不断发展，因此要避免被目前的技术方法所束缚；

•

科研和业务流程(R&O)应融入不断发展的架构。

该架构应承认并依靠 CEOS、气象卫星协调组 (CGMS)、地球观测组织 (GEO) 和 WMO 空间
计划的领导。在注意尽力和承诺之间的必要平衡情况下，应努力在程序方面达成一致，该程
序将会得到一项实施计划的支持。
开发流程应响应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各系统和流程的可靠性对支持持续采集和成熟的观测
资料和产品处理是必要的。质量保证应是各分支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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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用户群体表达了用户的观测要求，这些需求会根据完备的程序 (GCOS 实施计划
和卫星补充计划，需求滚动评审 (RRR)) 定期评审用户的观测要求。
这些要求针对地球物理变量 ( 如 ECV) 而非增值产品。这些要求也不针对具体仪器；它们大
体上均与技术无关，因此不限于空基观测。这些要求应当明确规定：变量、单位、分辨率 ( 空
间和时间 )、准确性、连续性。它们在 WMO 维护的数据库中汇总，并与 CEOS 的任务、仪
器和测量值 (MIM) 数据库链接
GCOS 实施计划反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的需求。然而，WMO 气候
监测系统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下受减缓和适应为目的气候应用驱动的气候监测产生额外的观
测需求。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的要求也可做出相关贡献。

4.2

需求分析

需要开展一项分析，以挑选一套能够从空间满足的各项要求。该分析把这些要求与现有的 /
计划的观测能力目录作比较，之后再开展差距分析。
5

观测能力部分

一个综合性的架构应包括业务能力和研究或示范能力。除了这些研究和业务能力之外，也应
酌情确定一个促进从科研向业务状态转化的流程，并承认科究和业务活动都是必要的。质量
保证必须是这些要素所固有的。

5.1

业务能力

业务状态是指能够明确、长期、连续的视角，这涉及在原则上作出承诺：将维持能够以可持
续的方式为业务界提供服务的能力或同等能力。
业务使命应覆盖所有基本气候变量，包括大气、海洋、陆地和冰冻圈中达到有成熟观测能力。
这些业务使命应当遵循 GCOS 卫星观测的气候监测原则。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使命的可靠性，
其中包括提供再发射、应急计划，并酌情对连续的卫星使命的重叠覆盖。
GCMS 为业务计划提供技术协调。经 CGMS 同意，目前的基线规定了需对地球同步和近地
轨道承诺的要素。在《WMO 2025 年全球观测系统 (GOS) 愿景》的指导下，CGMS 基准正
在改进，以更好地服务于气候监测。空基观测体系基准可通过实际卫星群 ( 一系列有协调轨
道的卫星 ) 予以描述，或通过虚拟卫星群 ( 分布在不同卫星上但支持类似任务的一系列仪器 )
附带基本气候变量绘图进行描述。未来的 CGMS 基线会详细描述卫星使命、轨道和任务，
最终应是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空基部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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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示范能力

研发卫星使命有两个方面：气候研究使命 ( 大气 / 气候过程研究 ) 和技术示范使命。根据定义，
研发卫星使命不一定具有可靠的连续性。科研卫星使命是响应与气候界协商后制定的某个科
学计划。
空间机构已制定了国家计划或与国际伙伴合作的计划。GEOS 代表空间机构牵头以协调方式
满足气候需求，并已实施了一些虚拟卫星星群，用于绘制特选的气候变量。

5.3

过渡进程

需要注意避免误解 “ 科研向业务转化 ” 的定式。
科研和业务转化对于成功提供与气候有关的测量，两者同等重要。应当考虑后续业务，已从
性能、可靠性、可承受的经济能力、成熟度、用户采用和社会效益的角度成功示范了各种能
力。切勿事先判断各实体之间的任何任务或预算转移，这是某个机构或国家的内部事务。大
力鼓励科研和业务实体联合经营。
目标是最终各方能够作出长期承诺。作出长期承诺的相关层面也许在于各国政府 ( 如通过其
常任代表的 WMO 会员 )，因为某个机构无法作出超出计划周期或预算周期的承诺。

5.4

质量保障：标定 / 相互标定

质量保障方面的考虑适用于所有观测部分 ( 见地球观测质量保障框架 (QA4EO)。其目标是旨
在生成基本气候资料记录 (FCDR)。这应当以下述计划为基础：
•

全球空基相互标定系统(GSICS)涉及CMA、CNES、EUMETSAT、ISRO、JAXA、
JMA、KMA、NASA、NIST、NOAA、ROSHYDROMET；

•

CEOS标定检验工作组 (包括Cal/Val网站)；

•

GCOS基准高空网(GRUAN)以及诸如ARM(美国)、SADE(法国)等的国家活动可支持此
项活动；

•

WMO-BIPM标定计划解决用于气候监测的观测中的测量问题(见第一届WMO-BIPM研
讨会文集，2010年3月30日-4月1日，日内瓦，WMO/TD-No. 1557)。

6.

ECV 产品生成和分析部分

其目标是确保持续地提供经过检验和质量控制的 ECV 变量产品 ( 按主题建立资料记录 )。目
前一些活动为实现该目标做出了贡献，包括：
•

用于气候监测的环境卫星资料可持续协调处理(SCOPE-CM)；

•

欧洲空间局采取的气候变化倡议 (CCI) ；

•

世界资料中心(如GAW DLR气溶胶资料中心)。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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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活动并不能解决所有的 ECV。有必要维持对现有的 / 计划的 ECV 产品制作的描述，
若需要，可增加 “ 额外气候变量 ”(ACV)。
对于已建立的和经同行评审的检验产品，应当确保制作的持续方式和控制质量。应当开放新
产品以填补优先需求的空白，正如成熟度指数所评估的那样，并具有一个产品的状况向持续
方式转变的过程。应当制定后处理的计划。这些产品是气候监测分析的产品，如作为 WMO
全球气候年度声明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评估报告的一部分。
7.

资料管理、调用与分发部分

范围是确保按既定的互可操作性标准调用观测和产品。
元数据、目录界面和格式的标准应符合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 互可操作性标准 ( 如
WMO 信息系统 (WIS) 作为 WMO 会员的标准 )。资料应正确编目并应公开从各数据中心检索。
此外，认识到很多资料用于气候应用和实时服务的两种用途，应根据标准规范和协议考虑动
态资料分布 ( 如直接读取或重播 )。
8.

用户界面部分

应当维持用户界面，以便寻求反馈，监测可提供的内容，并与用户需求进行比较。应保持联
系，特别是与科学界、WMO 气候系统监测、气候评估和气候预测以及 GEOSS 的用户群。
应当作出规定以通过能力建设包括培训的方式支持用户采用资料。WMO 关于全球气候状况
的年度声明是向 WMO 会员、UN 机构和公众提供业务成果的例子。
9.

协调功能

在每个组成部分层面都需要协调。以下是建议的各部分的临时牵头方：
功能

建议的WMO参与方

确定需求

GCOS和WCRP

用户需求分析

(待定，涉及CBS)

观测能力

CGMS、GSICS， 以及CBS和CIMO工作组

ECV产品生成

SCOPE-CM

资料分发和调用

(待定，涉及CBS 和WIS)

用户界面

GCOS、WCRP 和GFCS

需要一个总的治理机制，以便：
•

管理计划的发展并维持一个长期愿景；

•

监督每个贡献方所作出的各项承诺，确保各部分之间的顺利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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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EO/GEOSS保持适当的联系，为对外沟通、宣传和提供支持，并为这种通力协作扩
大认知度。
文件变更记录
版本

日期

纲要草案1

2010年10月14日

更新CBS-Ext.(10)/文件4.2(3) 讨论

纲要草案2

2010年10月15日

为CGMS讨论编写文件作为CGMS WMO-WP-09

纲要草案3

2010年12月6日

更新CEOS讨论

版本1

2010年12月20日

为WMO/GCOS 研讨会讨论编写报告

版本1.1

2011年3月

更新Cg-16/文件Doc. 3.7讨论

决议 20(Cg-16)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第16号决议(Cg- 15)- 公共气象服务计划，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1059)，

考虑到：
(1)

公共气象服务(PWS)构成了连接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与公众、媒体、灾害管理机
构、气象相关灾害的受灾社区、社会和经济用户部门的主要渠道，

(2)

需要不断加强各会员为人民生命和生计安全、财产保护和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
服务的能力，

(3)

对于决策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掌握气象信息并将该信息特别是气象警报转化成有
效的行动，

决定：
(1)

PWS计划的实质内容须按决议36(Cg-16)通过的WMO战略计划2012-2015表述；

(2)

WMO服务提供战略应指导PWS以及其他相关计划的实施；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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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
(1)

根据WMO战略和运行计划，继续支持PWS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规划工作；

(2)

在向公众和社会经济部门提供服务方面，加强对PWS计划的关键支持；

提请区域协会：
(1)

继续积极参与PWS计划；

(2)

经常审查PWS计划；

(3)

根据各会员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提供服务方面的技术发展建立各项要求；

要求执行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指导和促使 PWS 计划并满足会员在服务提供方面的需
求，从而实现 WMO 战略和运行计划 2012-2015 下的各项目标；
敦促会员：
(1)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继续支持PWS计划各组成部分的落实；

(2)

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加强本国的PWS，主要通过确保向用户群体和利益攸关方提供有
效的服务，并通过提高公众对这些服务的意识和对服务作出响应以及创建NMHS的知
名度等方式；

(3)

参与PWS的能力建设活动；

(4)

评估PWS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成效;

(5)

衡量PWS对社会和经济效益所做出的贡献， 主要通过NMHS的工作为用户带来社会经
济效益，并向政府展示这些效益，旨在确保为NMHS提供应有的支持，进一步加强其
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

要求秘书长：
(1)

按照WMO的服务提供战略，必要时，支持各会员在国家层面实施PWS活动方面所付出
的努力；

(2)

与各会员密切合作，以确保进一步发展和实施PWS计划，并建立明确的绩效指标，从
而使该计划能够有助于实现WMO在天气、水和气候领域提供服务的关键战略主旨；

(3)

为PWS关键组成部分的进一步发展提出项目；

(4)

促进PWS计划与其它相关WMO计划之间的配合；

(5)

促进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GFCS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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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与大会所确定的预算领域相符合的WMO服务提供战略的实施计划。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6(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21(Cg-16)
所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采用标准降水指数描述气象干旱的特征
大会，
注意到：
(1)

在中国北京召开的WMO和中国气象局(CMA)共同组织的干旱和极端温度国际研讨会：
为可持续农业、牧场、林业和渔业的准备与管理(2009年2月)以及北京研讨会，会议建
议WMO作出适当安排，确定方法，及时筹集用于农业干旱指数标准开发的资源，

(2)

2009年12月召开的指数、干旱早期预警系统跨区域研讨会(美国，林肯)通过了“干旱指
数林肯宣言”，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通过决议15(EC-62)-所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采用标准降水指
数(SPI)描述气象干旱的特征，

考虑到要对气象、农业及水文这三种干旱类型进行有效监测并实施早期预警系统，标准指数
必不可少，
要求会员确保，除了现有的其它干旱指数外，全球所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采用标准降水指数
(SPI) 描述气象干旱的特征；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综合的SPI用户手册翻译成所有WMO正式语言出版并分发，手册将对指数、计算
方法、指数的当前应用、优势和局限性及区划能力做出解释，并对标准指数的使用方
法做出介绍；

(2)

确保向所有会员分发农业干旱指数工作组和水文干旱指数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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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2(Cg-16)
农业气象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7(Cg-15)—— 农业气象学计划 ，

(2)

决议9(EC-59)——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3)

计划的实施进展，其中包括防治干旱和荒漠化方面的进展，

(4)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62)，

(5)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主席提交第十六次大会的报告，

(6)

WMO战略计划2012-2015，

赞赏在帮助会员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减轻干旱影响，在可持续性农作系统开发中应用农
业气象以及提高能力建设和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所采取的步骤和行动；
采纳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关于实施农业气象计划的建议；
敦促所有会员：
(1)

积极配合农业气象学计划的实施，并且尽可能提供支持，确保保持WMO资料收集和数
据质量的标准；

(2)

在2011至2014年休会期间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和WMO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的关键重点工
作；

(3)

农业资料应当融入WMO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WMO信息系统( WIS)的框架；

(4)

进一步建立和支持与其他自然资源科学现有的合作，以确保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系
统，以便更好的认识、评估和更合理的应用农业气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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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下促进、指导和协助农业
气象学计划的实施；
要求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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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算资源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会员实施WMO战略计划中的农业气象计
划在国家层面的优先重点活动，包括在以下方面对会员提供支持：
(a)

在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b)

减轻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的影响(如干旱和洪水)；

(c)

确保在可持续性农业系统中适当地应用农业气象；

(d)

提高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弹性；

(e)

特别让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参与，以确保该计划
的成果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应用，以便为这些国家制定相关领域的国家长期发
展计划提供建议；

(2)

帮助各区域协会及其下属机构实施它们的次区域和区域方面的农业气象重点活动；

(3)

在实施WMO战略计划中与计划有关的优先重点领域(尤其是农业气象学教育和培训以
及提高农林管理规范指南的编写)过程中，继续打造并加强与其他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
伙伴关系；

(4)

每年向执行理事会报告进展情况并提交今后的行动建议；

(5)

向第十七次大会报告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并提交今后的行动建议。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7(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23(Cg-16)
热带气旋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6 (Cg-15) –热带气旋计划，

(2)

分别于2008、2009和2010年发布的有关实施热带气旋计划的第34、35和36个年度现状
报告，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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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战略计划，

对制定热带气旋计划，改进热带气旋业务预报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对通过 WMO 自愿合
作计划、认捐会员和双边安排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提供的宝贵援助表示赞赏；
考虑到：
(1)

热带气旋计划的基本作用是协助成员建立国家和区域协调一致的警报系统，以确保将
热带气旋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

(2)

各会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提高能力的压力，以满足用
户对提供更准确、及时的热带气旋、相关洪水和风暴潮警报服务的更高要求，特别是
最终用户、灾害管理部门和其他决策者，

(3)

减少热带气旋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的高优先要求是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建立一个有效的
警报系统，

决定：
(1)

进一步加强WMO热带气旋计划，以便会员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应对各种新的挑
战；

(2)

热带气旋计划的主旨应与WMO战略计划保持一致；

(3)

WMO服务提供战略应对热带气旋计划的实施提供指导；

敦促会员确保其气象、水文和减轻灾害风险部门在权限范围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并与有
关当局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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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社区和区域层面确保其产品的广泛分发、理解
和应用；

(3)

确保在热带气旋预报和警报发布之后各层面(包括社区层面)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挽救
人民生命和减少损失；

(4)

通过知识、技能、经验和资源的共享来加强与其他会员以及诸如灾害和应急管理等相
关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拯救人类生命，并减少由热带气旋和其他多灾种洪水事
件，如海啸，引起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5)

利用WMO服务提供战略进一步改进早期预警服务和产品及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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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
(1)

向有关的会员随时通报计划规划和实施方面的进展和发展情况；

(2)

在现有的预算资金内协助会员开展热带气旋计划的各项活动，以便最大程度地保护生
命财产免受热带气旋和有关灾害造成的损失；

(3)

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计划；

(4)

保持和进一步加强热带气旋计划与有关的WMO计划和技术委员会(特别是与热带气旋
预报能力发展有关的)之间的合作；

(5)

继续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与其他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国家组织密切合作，以便推进多学科
和多灾种的研究方法，从而实现该计划的人道主义目标。

__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6 (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24(Cg-16)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9(Cg-15)–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

(2)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第三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议
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9)，

(3)

决议4(EC-62)–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三次届会的报告，

考虑到：
(1)

国家气象部门必须与国家海洋机构以及其它适当机构联合，继续作出协调一致的努
力，以使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满足国家、区域和国际需求，

(2)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MMoP)的范围被确定为应对所有海洋资料和产品用户不断变化

总摘要
决议

225

的需求，并包括一个宣传计划，以提高所有海洋国家提供海洋资料和服务的能力，以
支持海上安全，并开发在沿海地区管理、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服务领域的优先应用，
(3)

这些目标应通过有力的针对性培训和能力建设战略得到支持，从而提高会员的海洋能
力，

(4)

将通过最优利用适当的技术和机会，如实地海洋资料和新兴的遥感平台，在开发和实
施海洋气象和海洋产品和服务方面取得进展，

(5)

WMO/IOC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在其第三次届会上确定的优
先工作领域，

(6)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在支持所有WMO优先领域中的作用，

决定：
(1)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详细规划和实施应成为WMO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应
协助会员安排提供更好的服务，包括与用户密切协调开发的新的海洋预报和预警业务
系统；

(2)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应得到加强和扩大，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和问题，特别是减轻
灾害风险、沿海管理和气候服务；

(3)

寻找额外的资金用于在培训、能力建设以及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领
域的高优先的和新出现的活动；

(4)

WMO服务提供战略应指导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实施；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 JCOMM 和其它有关技术委员会以及区域协会的协助下，促进、指导和
协助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实施；
敦促有关会员积极合作，向其员工提供时间和专业知识，并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 ( 不论是直
接资金还是实物资源 )，通过下列措施支持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的实施以及 JCOMM 的工
作：
(1)

加强其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重点是提供基本服务，以保障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所要求的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包括支持在国际海事组织(IMO)和WMO属下
建立全球气象—海洋信息和预警服务(WWMIWS)，以及在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时
采用质量管理办法；

(2)

继续和/或扩大其对气象—海洋资料，包括相关元数据，收集和存档的贡献，在WMO
信息系统的概念和结构下，利用现代通信设施收集和传播信息，特别是通过向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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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IOC)、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和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共同发起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国家海洋观测系统组成
部分提供业务的或持续的资金；

(3)

协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其在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中的职责，并从中获益，特别是通过
加强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方面的专业培训设施和计划；

(4)

支持多渠道发展和改进在减轻沿海风险方面的预报能力和服务提供，特别是在极端事
件(如风暴潮、高和/或长海浪)的情况下，并酌情通过WMO推广的区域示范项目的实
施，发展和改进海洋对气候变率和变化响应的影响分析；

要求 JCOMM 联合主席：
(1)

确保委员会带头满足会员在海洋气象和海洋学领域的技术需求，包括通过其专家的合
作努力，继续执行其编制和更新海洋气象和海洋学管理各方面指导材料的政策；

(2)

继续委员会在加强WMO在海洋气象和海洋学领域的作用方面所作的努力；

(3)

酌情安排JCOMM为其它WMO计划做出贡献；

要求秘书长：
(1)

协助该计划的实施，特别是优先考虑培训和能力建设的需求；

(2)

根据WMO战略计划，在WMO各项优先活动中促进该计划的总体整合；

(3)

确保与IOC开展JCOMM高效和有效运作所需的基本的高级别合作；

(4)

安排协调MMOP下的各项活动与IOC及其它国际组织有关计划的活动；

(5)

协助开展这些活动；

(6)

寻求进一步加强MMOP与其它WMO计划和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7)

必要时寻求自愿资金和实物资源，以促进该计划的实施和JCOMM的工作；

(8)

提请各有关方面注意本决议。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9(Cg-15)，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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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5(Cg-16)
资料浮标的人为破坏：发生率、影响和应对
大会，
注意到：
(1)

200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64/71-海洋和海洋法(第172段)和决议64/72-通过1995年
《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
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和相关文书等途径实现可持续渔业(第109段)敦促各国，相
关的联合国机构和有关组织采取必要行动并通过措施保护海洋资料浮标系统，并展开
合作处理有意或无意对海洋观测和海洋科学研究平台的破坏，比如系泊浮标和海啸测
量计，

(2)

EC-62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 No.1059)，尤其是关注对海洋观测系统有意或者
无意的严重破坏情况，并敦促会员协助促进对这种损坏影响的了解，它严重破坏了建
立国家和区域海洋灾害预警系统的努力，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IOC)决议XXV-13，有关全球海啸早
期预警和减缓系统协调和其它海平面相关灾害，该决议认识到收集和交换资料和信息
的价值，并要求：
(a) 编制全球海洋观测平台人为破坏问题的清单和评估报告，
(b) 编制破坏的影响评估报告，包括对海啸预警系统功能的影响，
(c) 提供有关会员国每年海洋观测平台破坏花费的信息，
(d) 向IOC和会员国提出行动建议，

(4)

资料浮标合作委员会(DBCP)和国际海啸测量计合作伙伴(ITP)技术文件(TD)第41号，资
料浮标的破坏 – 发生率、影响和应对，

(5)

决议11.3/1(Cg-16)- WMO综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的实施，

确认：
(1)

会员和国际社会越来越依赖一个迅速扩大的海洋观测网络作为关键的基础设施，这对
探测风暴潮和海啸，以及加强对水、气候和生态系统的理解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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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资料浮标网络是一个可持续的、整合的和综合的，并提供多种用途的全球海洋观
测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经证实，对及时和特定地理位置资料用于决策也是
必要的，

(3)

系泊海洋浮标站尤其容易受到人为破坏，导致大规模的故障和资料丢失，往往是在关
键时刻，

认识到对海洋观测网络的人为破坏和损坏有多种形式，包括船舶碰撞、意外损坏、直接利用
系泊浮标作为捕鱼聚集装置、有意破坏和盗窃，
受到以下的鼓舞：
(1)

西部和中部太平洋渔业协会、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和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近期采取
的有关保护系泊海洋观测系统的行动，包括区域和当地的教育和培训，

(2)

建立合作机制保护北部印度洋区域气象海洋资料和海啸浮标区域研讨会(2011年5月)，
此次会议对该议题有关可能的新的法律文书提出了重要建议，

(3)

IOC海啸和海平面预警和减缓系统相关的其它灾害工作组第四次会议(TOWS-WG-IV，
巴黎，2011年3月)，会议特别建议第26次IOC大会通过一个有关海洋资料浮标和海啸测
量计人为破坏主题的决议，

敦促会员并提请相关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1)

和教育工作者及全球媒体合作，制定沟通计划，以便提高对海洋观测关键价值的认
识，并促进有关海洋观测网络衍生的服务和减轻灾害风险的好处的教育和宣传，特别
是休闲和商业渔民，扩大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推进区域和地方的积极参与，并提
高公众素质；

(2)

采取更多策略加强海洋观测网络和系统以及其它防止破坏和减缓措施，包括加强站点
工程和基础设施设计；

(3)

与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机构合作，特别是能够管理高度
洄游渔类的机构，教育并鼓励利益相关者采用具有约束力的措施防止并减少对海洋观
测网络和资料系统的人为破坏；

要求秘书长并提请 UNESCO/IOC 的执行秘书：
(1)

促进更为一致和系统的人为破坏统计，增加海洋观测网络破坏记录和性能指标的获取
和交换，并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评估和风险价值分析，将海洋观测网络和资料系统的
人为破坏和损坏对生命、健康、社会和经济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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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适当的时候鼓励并协助特别区域处理海洋资料平台人为破坏问题的活动和方法的制
定；

(3)

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海洋资料浮标人为破坏- 发生率、影响和应对报告，以期促进通过联
合国的综合方法来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决议 26 (Cg-16)
WMO 质量管理框架
大会，
注意到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对重大社会决策过程有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进一步注意到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对天气、水和气候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可靠性和准确性的日
益关注，
审议了诸如航空或海洋气象等一些应用领域的最新发展，在这些领域，伙伴组织正在对提供
它们的服务强制实施质量管理框架 (QMS)，
认识到 WMO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之间工作协议的高度重要性，包括认可 WMO 作为一
个技术标准化组织，这是一个罕见的不同，全世界只有 3 个组织有此殊荣，
建议将质量管理框架 (QMF) 全面整合到更广泛的 WMO 战略和业务规划过程中，作为涵盖
质量管理、风险管理、基于结果的管理以及监督与评估在内的全面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提请具备发展良好的 QMS 的会员准备与那些目前正在制定或规划此类体系的其它会员分享
经验、专业知识和文件；
同意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组 (ICTT-QMF) 以及执行理事会关于建立结对伙伴关系必要
性的结论；
要求执行理事会建立合适的机制，其任务是推动、监督和指导尽可能简化和高效的质量管理
框架的进一步实施；
要求秘书长与执行理事会合作，根据 QMS，就 WMO 秘书处存在的差距开展深入分析，以
便为实施 QMS 而开展的试点项目提供业务案例；
敦促各技术委员会寻找机会，根据 ISO 与 WMO 之间的工作协议，制定新的通用技术标准；
鼓励会员提供实物和预算外资金帮助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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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 鼓 励 会 员 对 其 QMS 进 行 定 期 监 测 和 评 价， 以 此 确 保 不 断 得 到 提 高， 巩 固 与
ISO9001：2008 保持一致。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2(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27(Cg-16)
信息与公共事务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良好的沟通宣传是WMO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2)

面对气候变化易出现更多的极端天气和气候条件，要求联合国系统(包括WMO)，在提
高人们的意识、认识水平以及在加强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由于所有国家都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表示关切，因此各国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考虑到：
(1)

WMO战略计划最高优先重点的实施战略，特别是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GFCS)，

(2)

WMO及其会员的活动需要得到一个详尽阐述的沟通宣传战略的支持，

决定在 WMO 会员的专家和 WMO 秘书处工作人员组成的项目组的支持下，在第十六财期继
续实施信息与公共事务计划，以加强 WMO 网站融入社会媒体、移动电话技术和其他新型
媒体，以便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接触，并且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敦促各会员积极参与对信息与公共事务计划的资金支持，并尽最大可能给予捐助；
要求：WMO 执行理事会负责监督取得的进展，并且根据对 WMO 的监督结果提供咨询；
要求：秘书长审查和更新 WMO 沟通战略，并向第十七次大会报告该战略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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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8(Cg-16)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大会，
回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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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 3.2.2.1-3.2.2.6段，

(2)

决议10 (Cg-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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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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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国际政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祝贺委员会：
(1)

成功完成了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综述报告；

(2)

与阿诺·戈尔先生一道，于2007年12月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委员会努力“确立并
传播有关人为气候变化的更多知识，并为采取应对这种变化的措施奠定了基础”；

(3)

完成了《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特别报告(SRREN)；

(4)

正在开展的旨在继续评估和发展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和规范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
的工作，这在科学上合理并与所有国家有关；

表示：
(1)

衷心感谢R.K. Pachauri先生对专门委员会活动的领导，感谢IPCC各工作组和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专题组主席团联合主席成功地指导了工作组和专题组的活动，同时感谢IPCC
秘书为上述活动提供支持；

(2)

向所有积极起草和审议IPCC报告做出贡献的专家表示感谢，尤其是主要作者召集人、
主要作者和编审；

(3)

向为IPCC的工作和WMO/联合国环境署(UNEP)的IPCC信托基金做出慷慨贡献的各国政
府和组织机构表示感谢；

(4)

感谢德国、日本、瑞士和美国政府主办IPCC各工作组和专题组的技术支持小组；

(5)

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共同举办专门委员会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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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IPCC为实施国际科学院委员会(IAC)关于程序、治理和管理、利益冲突政策和沟通
战略的审查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注意到：
(1)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编写工作进展顺利，并正在按时间表持续推进，

(2)

将于2011年11月对《极端事件与灾害风险管理，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进行最
终定稿，

(3)

通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积极参与IPCC的工作，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IPCC均取
得了实在的效益，

认识到 IPCC 的职责包括世界气象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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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
(1)

IPCC在其现有职责内继续开展活动，除非WMO和UNEP另有新的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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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 主席继续定期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报告委员会工作的进展；
要求秘书长与 UNEP 总干事一起维持对 IPCC 秘书处的财务和组织上的支持，并协助出版和
分发 IPCC 报告；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与 IPCC 主席磋商，探索加强 IPCC 秘书处科学能力的途径；
要求 IPCC 积极鼓励 NMHS 更积极地参与委员会的活动；
敦促会员：
(1)

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来自NMHS科学家和专家的贡
献；

(2)

推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活动的成果；

(3)

通过对WMO/ UNEP的IPCC信托基金的贡献，维持和尽可能地增加对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活动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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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29(Cg-1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大会，
注意到：
(1)

WM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于1998年签署的有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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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报告》，GCOS-87，WMO/TD –No.1189)，

(3)

第11号决议(Cg-15)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在第九次(2003年12月1-12日，意大
利，米兰)以及第十次会议(2004年12月6-18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分别作出的决定，
第11/CP.9号决定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第5/CP.10号决定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实
施，

(5)

旨在支持UNFCCC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计划(2010年更新版，GCOS-138, WMO/
TD-No. 1523)，

(6)

题为卫星气候观测产品的系统观测要求报告(GCOS‑107, WMO/TD-No. 1338)，

(7)

旨在支持UNFCCC 2004-2008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的进展报告(GCOS-129, WMO/TDNo. 1498)，

(8)

研究和系统观测结论草案，FCCC/SBSTA/L.6和增补件1，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
(SBSTA)第30次会议(2009年6月1-10日，德国，波恩)，

(9)

第9/CP.15号决定 – 系统气候观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第
15次会议(2009年12月7-19日，哥本哈根)，

(10) 研究和系统观测结论草案，FCCC/SBSTA/2010/L.22，SBSTA第33次会议(2010年11月30
日-12月4日，墨西哥，坎昆)，
(11) 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十年实施计划和地球观测组织(GEO)工作计划2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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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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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气候变化检测和归因(对已检测到的气候变化确定其最可能的原因，包括某种已
定义的可信度水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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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它国际公约的要求，

(2)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
计划(IHDP)以及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计划(DIVERSITAS)的具体观测要求；以及需要全
面观测以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过程，

(3)

MOU中所确定的GCOS的目标是全方位支持世界气候计划和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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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和其他机构提供的服务中起到核
心作用，

(4)

系统气候观测的数量和来报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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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可操作性以及实地和空基观测
的有效整合的重要性，

(2)

对气候系统长期观测的迫切要求以确保它们对气候应用的充分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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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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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可操作性和促进系统整合所带来的新机会，

(5)

GCOS对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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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地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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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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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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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OS联合赞助机构之间以及同指导委员会和其他共同主办的观测系统秘书处之间的
密切合作，它们是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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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 WMO 继续对 GCOS 目标作出坚定承诺以及为目标的实施提供支持，以满足用户全方
位的需求；
决定继续保持 GCOS 作为本组织重点计划的地位，并同 IOC、UNEP 和 ICSU 以及执行理事
会同意的其他国际资助机构保持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 GCOS 气候监测原则以便对气候系统进行有效的监测；
敦促会员：
(1)

在GCOS的框架下，加强本国的大气、海洋以及陆地气候观测系统和网络包括水文和
碳循环网络和系统以及冰冻圈，以支持用户需求；

(2)

通过切实实施十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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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其它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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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促进GCOS重要的空基子系统的长期运行，包括UNFCCC、IPCC
和其他气候服务用户所需的关于基本气候变量的卫星气候资料和产品；

(4)

考虑到GCOS是由国际联合发起以及新出现的针对GEOSS的国际安排，要建立起GCOS
国家委员会，并确定GCOS国家协调员，以便在气候观测系统方面促进协调一致的国家
行动；

(5)

确保参加UNFCCC缔约方大会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各代表团充分了解国家气象水文部
门在实施和运行对于履行公约国家义务所必需的各观测系统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例如
通过NMHS派代表参加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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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准备UNFCCC国家报告的全球气候系统观测部分的过程中，鼓励NMHS发挥组织领
导作用，包括确认差距以及使用修改后的UNFCCC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报告指南，该
指南内含2010年更新的GCOS实施计划重点以及关于指南中确定的基本气候变量的报
告；

(7)

通过专家借调和/或为“气候观测系统基金”或专门的计划和实施机制提供捐助，加大对
GCOS秘书处的支持，以确保秘书处能够支持各实施机构开展工作，建立起一个有效
运行的GCOS；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定期审查GCOS的进展，并对其进一步的开发和实施提供支持和指导；

(2)

在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方面，为会员、发起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咨询和帮助；

要求技术委员会：
(1)

按照GCOS指导委员会的建议，组织开发和实施其在GCOS中的负责部分；

(2)

为UNFCCC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五年工作计划做出贡献，特别
是对该计划中与资料和观测相关的内容做出贡献；

要求区域协会通过与 GCOS 的其它发起组织的区域对口机构密切协商，促进在区域层面有效、
协调地实施 GCOS；
要求 GCOS 指导委员会在 GCOS 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方面，继续向所有相关 WMO 机构提供
广泛的战略咨询；
要求秘书长在常规预算划拨范围内并利用可能获得的外部融资机制：
(1)

支持GCOS的进一步规划、开发和实施，包括针对UNFCCC缔约方大会的需求和按照
2010年更新的GO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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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委员会和指定国家协调员方面发挥牵头
作用；

(3)

在一切适当场合，明确提出需要各国对实施GCOS的观测和资源要求给予广泛支持；

(4)

继续对GCOS指导委员会及其专家组的工作给予支持。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1(Cg-15)，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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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0 (Cg-16)
自愿合作计划
大会 ,
注意到 :
(1)

WMO的自愿合作计划(VCP)计划在第十五财期的运作令人高度满意，

(2)

计划在WMO科学和技术计划的实施和提供奖学金方面是一个主要内容，

(3)

计划在促进和支持会员的技术合作方面，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提供援助方面是一个合适的机制，

(4)

决议24(Cg-15)- WMO自愿合作计划，

赞扬会员对该计划的成功所给予的不断支持；
考虑到预计在第十六财期为实施 WMO 各项技术计划仍然需要支持，而且需求还会继续增加，
决定 :
(1)

WMO VCP应在第十六财期继续进行；

(2)

第十六财期VCP所涉及的合作领域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WWW)；
(b) 提供短期和长期奖学金及短期培训班；
(c) 支持气象、气候和水文应用活动；
(d) 建立和加强观测和数据处理设备
(e) 建立和维护GAW观测站；
(f) 支持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气象和水文活动；

(3)

VCP在第十六财期的实施应遵循第十五财期的相同程序；

(4)

在VCP和最不发达国家计划框架下，向组织中的新会员提供特别援助，包括东南欧洲
和中亚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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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组织中会员以财政支持、设备和服务包括奖学金的方式在第十六财期尽最大可能性支持
该计划；
授权执行理事会必要时根据第十六次大会的决定审议现行 WMO VCP 实施程序；
要求秘书长：
(1)

在第十六财期继续管理VCP；

(2)

除了向执行理事会提供的VCP定期报告之外，还向第十七次大会报告第十六财期所提
供的援助情况，并提供给各会员。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4(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31(Cg-16)
教育和培训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23(Cg-15) — 教育和培训计划，

(2)

决议19(EC-62) —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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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经和可能
继续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积极的影响，

(2)

对员工初步和目前开展的高质量教育和培训至关重要，它能够确保NMHS的必要效
能，因此也对WMO各项计划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3)

WMO战略计划2012-2015中所确定的每一个高优先重点领域都有涉及教育和培训的内
容，

(4)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气象和水文应用
方面的专家，以支持千年发展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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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培训计划(ETRP)是WMO能力开发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对NMHS的人力资
源开发给予帮助，并适当关注其发展状况和男女平等问题，

决定：
(1)

WMO教育和培训计划的主旨仍然是帮助会员NMHS获得有能力、有资质的人员，使他
们能有效地履行相关的国家和国际义务并应对各种挑战；

(2)

教育和培训计划实现此项目标的主要战略是与国家和国际伙伴、培训机构、学校、学
术界、媒体、公共和私人行业合作，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帮助NMHS满足其教育和
培训需求；

(3)

应特别重视促进和支持会员之间交流和共享培训资源和专业知识，包括网络教学；

(4)

教育和培训计划应为WMO服务提供战略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做出贡献；

敦促会员：
(1)

在实施WMO教育和培训活动方面开展合作并尽力提供支持，特别是通过与其它会员共
享国家教育和培训机会及资源；

(2)

加强其国家自给自足满足其教育和培训需求、在开发人力资源的能力方面注意性别问
题，包括通过促进利用远程和网络教学；

(3)

尽量利用WMO区域培训中心(WMO-RTC)为员工培训提供的机会，并支持这些中心，
使之变得更为高效并更为注重满足区域教育和培训地需求；

提请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1)

定期审议各自区域或委员会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包括同行监测和评审，以便帮助会员
确定区域和专业培训需求的优先次序；

(2)

确保RTC具有区域眼光，尤其是选择气象和水文教员方面；

(3)

改进区域内和区域间正在开展的活动的协调和相关专题领域间的协调；

(4)

在WMO-RTC、WMO-RTC主办国及其各自区域协会之间建立政策对话，以便在满足会
员在WMO高优先领域的需求的情况下，推动这些中心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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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技术委员会：
(1)

在各技术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内，结合ETRP将制定工作能力标准作为高优先，旨在将会
员的服务需求与技术标准，以及与委员会的建议相联系；

(2)

参照航空气象委员会有关建立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的做法；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根据WMO 2012-2015及更远期战略计划，采取所有必要行动，使教育和培训计划能够
实现其目标；

(2)

将高优先重点工作放在确保本计划的有效总体协调和领导地位，确保WMO的标准得到
维护；

(3)

继续充分利用其专家组在气象和水文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建议和帮助，进一步开发教育
和培训计划；

(4)

进一步详细说明EC教育培训专家组有关形成一个RTC、NMHS和其他机构联合体以开
发公认的、符合气象学家基础教学课程(BIP-M)要求的在线气象课程的建议，来帮助会
员满足其教育和培训需要；

要求秘书长：
(1)

继续与会员紧密合作，并促进会员间的合作，以确保有效实施WMO的各项教育和培训
活动；

(2)

继续就NMHS员工的教育和培训及资质和能力要求提供帮助和咨询，并就适合WMORTC、NMHS国家培训机构，尤其是适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此类机构使用的
培训工具、教材和方法提供帮助和咨询；

(3)

支持WMO高优先领域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4)

在与教育和培训的开发及提供有关的所有领域，特别是在有效利用远程和网络教学技
术方面，与培训机构负责人常设会议(SCHOTI)保持密切联系；

(5)

通过为教育和培训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对教育培训方式和方法的推广；

(6)

支持会员申请获得气象学和水文学领域的教育和培训援助，包括通过多边安排；

(7)

积极筹措预算外资金，以便满足对教育和培训奖学金不断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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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3(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32(Cg -16)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定义
大会，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讨论和决议 18(EC-62)- WMO 气象学家的定义，
进一步注意到：
(1)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编辑专题组对WMO第258号出版物《气象和水文业务人
员教育和培训指南》(WMO-No.258)第4版，第一卷：气象学所作的修订，

(2)

保持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定义之间的一致性所具有的可取性，

(3)

由于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中要加以引用，因此必须要将气象学家基础教学课程
(BIP-M)和气象技术员基础教学课程(BIT-MT)的定义列入《技术规则》，

考虑到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第四版中用 “ 同等学历 ” 术语来阐述对气象学
家的必要资格条件不够明确，
进一步考虑到对 BIP-M 和 BIP-MT 中必修课描述的修改建议，
决定：
(1)

将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定义修改为：
“ 气象学家 – 成功修完气象学家基础教学课程 (BIP-M) 大学程度要求的人员 ”；
“ 气象技术员 – 成功修完气象技术员基础教学课程 (BIP-MT) 要求的人员 ”；
修改后的定义从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2)

通过本决议附录1的文字，作为WMO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B 4章；

242
(3)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通过本决议附录2的文字，取代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第一卷 – 气象学。

敦促会员：
(1)

牵头与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机构磋商，以制定各自国家说需的气象学家学术资格；

(2)

根据质量管理框架原则与各自的国家教育和培训部门一起对它们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以
及它们课程资质的认证进行调整和正式认定；

要求秘书长尽快安排出版这些文件；
授权秘书长对附录作出所有相应的编辑修订。

决议 32(Cg-16) 的附录 1
拟议的 “《WMO 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 B.4 章 ” 的替换内容
技术规则
第一卷
常用气象标准和推荐规范
B.4 章
教育和培训
[B.4.] 1
B.4 章
气象职工的教育和培训
[B.4.] 1.1
为履行本技术规则其他各章叙述的国内和国际责任， WMO 会员均应确保对其职工的教育和
培训达到 WMO 认可的相应岗位标准。对教育和培训的要求适用于最初的录用和以后的专
业进修。它们符合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需求和职责的变化以及当前的进修培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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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1.2
以下列出各项教育标准，具体工作能力则列入相关的技术规则章节。会员应将职工的教育培
训纪录作为质量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予以保存，以便为他们的人力资源发展提供帮助和备查。
WMO 出版物 “ 气象水文教育培训标准实施指南 ” 第一卷：气象学 ( 出版物编号 yyy) 有助于
会员实施这些标准。
[B.4.] 2
人员分类
对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定义如下：

(a)

气象学家 –成功修完气象学家基础教学课程(BIP-M)大学程度要求的人员。

(b)

气象技术员 –成功修完气象技术员基础教学课程(BIP-MT)要求的人员。

[B.4.] 3
气象学家基础教学课程 (BIP-M)
BIP-M 的目标
BIP-M 的总体目标是向学员提供一个扎实且内容丰富的有关大气现象和过程的知识，以及应
用这些知识的技能。
要达到 BIP-M 的要求，学员需取得以下学习成绩：
(a)

掌握有关物理原则和大气相互作用方面的知识，测量和数据分析方法，天气系统的特
点(用概念模式整合当前天气数据)以及大气环流和气候变率。

(b)

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应用知识以解决大气科学方面的问题，参与天气气候对社会影响的
分析、预测和传播通报。

使达到 BIP-M 要求的会学员具有继续深造的知识、技能和信心，并为进一步的专业化打下
基础。希望在天气分析和预报、气候模拟和预测、以及研究和开发领域发展的学员需继续进
修和培训以达到这些领域的专业岗位能力。此外还需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不断的专业进修
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
通常通过顺利修完气象学学士学位或气象学研究生教学课程 ( 获得含数理基础课程的学士学
位后，如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或计算学科通常包含的课程 ) 均可达到 BIP-M 对气象学家
的要求。在其它情况下，教学单位必须证明其教学计划具有学士学位课程特点的教学成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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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达到国家认可的学术资格水平。
要求常任代表牵头与相应的国家和区域机构磋商，以确定各自国家对气象学家学术资格水平
的要求。常任代表还应与国内教育培训机构一起确保气象毕业生达到 BIP-M 水平 ( 即所有
BIP-M 学习成绩均达到学术资格水平 )。

BIP-M 的组成部分
以下为 BIP-M 的主要组成部分。
(a)

基础课 ，目标是确保学员具有基础知识和技能，用以确保有关物理气象学、动力气象
学和数值天气预报、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以及气候学的学习成绩。学员应能：
-

证明自己拥有成功完成BIP-M气象部分所需的数理知识。

-

证明自己拥有其它科学和相关学科方面的知识，用以促进开发BIP-M中所涵盖的
气象技能。

(b)

分析和利用数据，及对外提供信息。

物理气象学 ， 学员应能：
-		
解释大气的结构和成分、影响大气辐射传输和全球能量平衡的过程以及大气光学
现象的成因。
-

将热力学定律应用于大气过程，使用热力图来评估大气的特性和稳定性，确定水
对热力过程的影响，以及解释水滴、云、降水和电学现象形成的过程。

-

利用湍流和地面能量交换的知识来解释大气边界层的结构和特点以及污染物的规
律。

-

对比、对照和解释用于进行大气参数地面和高空测量的常规仪器的物理原理，并
解释误差和不确定性的同源以及使用各项标准和最佳规范的重要性。

-

描述来自遥感系统的各类气象资料，解释如何进行辐射测量以及从这些测量中获
取大气资料的过程，并概述遥感资料的用途和局限性。

(c)

动力气象学 ， 学员应能：
-		
从强迫和参照系方面来解释运动方程的物理基础，利用尺度分析来确定平衡流的
动力过程，描述平衡流的特点，并利用运动方程来解释准地转和非地转以及大气

1.对于热带地区NMHS而言，必要的热带天气系统知识可能超过了BIP-M中确定的内容。对于温带地区NMHS而
言，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的知识也与上述情况一样。

总摘要
决议

245

中波的结构和传播。
-		
描述和解释短期、中期和长期数值天气预报(NWP)的科学基础、特点和局限，并
解释NWP的应用。
(d)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1 ，学员应能：
-		
利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描述和解释(a)中纬度和极地地区以及(b)热带地区天气尺度
天气系统的形成、演变和特点(包括极端或灾害天气条件)，并评估有关这些天气
系统的理论和概念模式的局限性。
-		
利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描述和解释对流和中尺度现象的形成、演变和特点(包括
极端或灾害天气条件)，并评估有关这些现象的理论和概念模式的局限性。
-		
监测和观测天气形势以及用实时或历史数据(包括卫星和雷达资料)制作分析和基
本预报。
-		
从关键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使用以及效益方面来描述服务提供，包括天气相关风
险的预警和评估。

(e)

气候学 ，学员应能：
-

从相关的物理和动力过程方面描述和解释地球大气环流和气候系统，根据气候信
息及其内在的不确定性描述关键的产品和服务及其使用。

-

利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的机制(包括人类活动的影响)，
从全球大气环流可能的变化、主要的天气要素和对社会的潜在影响着手描述它们
产生的影响，概述可能应用的适应和减缓战略，并描述气候模式的应用。

课程包括：全球大气环流、气候和气候服务、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
[B.4.] 4
气象技术员基础教学课程 (BIP-MT)
BIP-MT 的目标
BIP-MT 的总体目标是向学员提供有关大气现象和过程的基础知识，以及有关应用这些知识
的技能。
要达到 BIP-MT 的要求，学员需取得以下的学习成绩：
(a)

掌握有关物理原理和大气相互作用方面的基本知识及测量和数据分析方法，能基本描
述天气系统以及大气环流和气候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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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本的知识观测和监测大气，以及解释通用气象图表和产品。

使达到 BIP-MT 要求的会学员具有继续进修的知识技能和信心，并为进一步的专业化打下基
础。希望在天气观测、气候监测、网络管理及向用户提供气象信息和产品方面工作的学员需
要进一步进修和培训以达到这些领域专业岗位的能力。此外还需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不断
的专业进修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
通常顺利修完某一机构，如 NMHS 的培训机构或进修学院，的大专教学计划均可达到 BIPMT 要求。
BIP-MT 的组成部分
以下为 BIP-MT 的主要组成部分。
(a)

基础课 ，目标是确保学员具有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用以确保有关基础物理和动力气象
学、基础天气气象学、基础气候学和气象仪器及观测方法的学习成绩。学员应能：
证明自己拥有成功完成BIP-MT中气象部分所需的数理知识。
证明自己拥有其它科学和相关学科方面的知识，用以促进开发BIP-MT中所涵盖
的气象技能。
分析和利用数据，及对外提供信息。

(b)

基础物理和动力气象学 ，学员应能：
解释基本的在大气中发生的物理和动力学过程。
解释大气参数测量仪器使用的物理原理。

(c)

基本天气和中尺度气象学 2 ，学员应能：
描述天气尺度和中尺度的热带、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的形成、演变及特点，以
及分析天气数据。
描述预报过程以及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使用。

(d)

基本气候学 ，学员应能：
描述大气环流以及导致气候变率和变化的过程。
描述对基于气候信息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

(e)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 ，学员应能：
解释大气参数测量仪器的物理原理。
开展基本天气观测。

2.对于热带地区NMHS而言，必要的热带天气系统知识可能超过了BIP-MT中确定的内容。对于温带地区NMHS而
言，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的知识也与上述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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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5
气象教育和培训设施
[B.4.] 5.1
会员应为自己的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尽力提供国内的机构设施或参与区域的机构设施。
[B.4.] 5.2
鉴于并非所有的国家培训机构都已认定为区域培训机构，附件 D 给出了用于指定 WMO 区
域培训中心的标准。
[B.4.] 6
气象人员的地位
[B.4.] 6.1
每个会员均应确保 [B.4.] 1.1 规定的气象人员在国内享有的地位、工作条件并认可他们为履
行各自职责所需的相应的技术资格和其它方面的资格。

决议 32(Cg-16) 的附录 2
拟议的关于新出版物《WMO 气象学和水文学教育培训标准实施指南》
第一卷：气象学的内容
目录
前言 ( 待秘书长提供 )
1.
WMO 关于人员的分类
1.1
引言
1.2
背景信息
1.3
气象人员分类
1.4
人员分类、资质和工作能力之间的关系
1.5
气象人员
1.6
职业发展
1.7
集体能力和可传授的技能
1.8
基础课程与大气科学
1.9
实施
附件 A.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职业等级
附件 B. 基础气象学科
2.
2.1
2.2
2.3

气象学家基本专业课程 (BIP-M)
引言
数学、物理学基础课程与辅修课
大气科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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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物理气象学
动力气象学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气候学

3.
3.1
3.2
3.3
3.4
3.5
3.6
3.7

气象技术员基础专业课程 (BIP-MT)
引言
数学，物理学基础课程与辅修课
普通气象学课程
基础物理学和动力气象学
基础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基础气候学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

前言
待秘书长提供
这些指南是WMO第49号出版物《技术规则》第一卷中有关教育培训标准章节的配套出版物，
旨在帮助会员实施技术规则中所概述的标准。虽然在这些指南中复述了一些标准材料，但为了
监管目的，建议用户始终参考技术规则中的标准。

1.

WMO 关于人员的分类
本章的第一节对 WMO 关于气象人员的分类作了全面概述。本章的第二部分仅针对气象
人员 – 对他们提出的最初资质要求以及后续职业发展。此外，还对职业发展、集体能力、可
传授的技能以及对气象学认识水平发展起到支持作用的某些基础课作了简要说明。最后，本
章提供了有关落实所需的各项学习计划的一般性咨询意见。

1.1 引言
“ 毫无疑问，气象人员可按一不同方式划分等级，每种方式各有独特的优点和方便性。
然而，可以同样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分类体系将能够对所有所需人员作出面面具到的定
义。因此，有必要接受一种折中的分类方法，与此同时承认它存在不足和局限性。牢记这一
点，我们能够制定一个人员分类体系，该体系通常能够用作为建立气象人员教育和培训大纲
的基础。”

(WMO- 第 258 号出版物，第一版，第 11 页 )
上述摘录原引自 WMO- 第 258 号出版物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
第一版 (1969 年 7 月 ) 仍然看到了这类出版物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所谓挑战是指提供
一个国际框架，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足以适应各会员的需要，与此同时还具有可靠性，足
以确保有成功地完成围绕该框架规定的学习课程的人员的质量。许多会员已经并正在对其人
员开展超出最基本水准的教育和培训，以达到更严格国家要求，旨在跟上不断发展的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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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各种用户需求。
本出版物针对上述摘录中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气象人员一般性分类体系的问题，另
一个是针对这些分类中的每一类人员所推荐的资质。这些一般性人员分类和资质的意图在于
提供一个国际框架，它可供各会员付诸于实施，适应于达到各自的具体要求或用作为可供对
照评估各自国家方案的一个基准。
本出版物通篇对人员分类与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履行的工作任务明确区分开
来。人员分类与各种资质有关，而工作任务则与各种能力有关。决定如何向不同类别人员分
配特定的工作任务，这是各会员的责任。
本出版物的重点放在要获得各种分类类别资质的人员所需的基本教育和培训方面。为具
备与气象和水文人员开展各种常见工作任务相关的能力所需的其它教育和培训在 WMO 有
关技术委员会监管的单行出版物中分别作了综述 ( 关于这类出版物的最新清单，见 “http://
www.wmo.int/”)。
教育培训标准的实施将得到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编写的配套出版物 “ 气象水文
教育培训机构指南 ” 的支持。该指南将包含关于教育和培训过程的指南，以及确定教师能力
要求的指南。

1.2 背景信息
本节对本出版物所依据的各种基本假设以及对为什么需要不断审议人员分类体系和相
关指南的问题作了概述。

变化的动因
本指南和人员分类体系需要不断保持审议，因为：
(a)

气象学作为一门应用物理学科出现的重要进步产生于对大气-海洋-陆地耦合系统的认
识水平的提高、预报/预测技术的改进以及信息通信技术(ICT)的不断发展；

(b)

在世界许多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格局持续发展，这产生了对气象和水文服务的各
种新的和不断变化的需求，其服务方式则以用户为中心，趋于一致性，并受到质量控
制；

(c)

朝着专业授课和专业化方向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继续教育和培训以
及能力(如：从事某项具体工作所需得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越来越受到重视。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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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的形成是基于以下假设：
(d)

本文件应当成为一个国际基准，它尽可能适应国家和当地的需要；

(e)

应当按气象技术员或气象学家分类的重要要求通过气象技术员基本专业课程(BIP-MT)
和气象学家基本专业课程(BIP-M)的方式作出规定。这些课程应当按学习成果(即：有
关某个学习人员预计能做什么的证书，作为完成某个学习过程后所掌握的知识、认识
水平或技能的证明，而不是教学大纲中描述的内容)作出规定。虽然BIP-MT和BIP-M均
设有共同的专业课，但学习成果却有区别。

(f)

完成大学学位水平的气象学计划应当是区分气象学家类人员和气象技术员类人员的一
个重要因素。在获得初步的工作入门资质之后，后续专业发展将需要贯穿整个职业过
程的继续教育和培训；

(g)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应当根据国家确定的职业阶段逐步发展到更高的等级，例如根
据国家公务员职业方案晋级。另外，在达到BIP-M要求后，气象技术员也可按气象学
家重新分类；

(h)

按气象技术员或气象学家分类的要求应当根据完成某项工作所需的能力区别对待；

(i)

本出版物应当以WMO-第258号出版物——《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和培训指南》第
四版为基础，旨在尽可能保持连续性。

(j)

出于上述指南之用途，大气科学和气象学应当按相同含义予以看待。

1.3

气象人员分类
本节对 WMO 人员分类方案作了说明，该方案由 WMO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五十次会议
(1998 年，日内瓦 ) 上批准，并得到第十三次世界气象组织大会 (1999 年，日内瓦 ) 的
赞同。WMO 执行理事会在其第六十二次届会 (2010 年，日内瓦 ) 上建议对气象学家
的定义进行修改。第十六次世界气象组织大会 (2011 年，日内瓦 ) 批准这项建议。

人员分类的目的
WMO 气象人员分类体系的目的如下：
(a)

为履行《WMO公约》规定的气象和水文职能的工作人员所需的基本资质达成共识而提
供一个国际框架；

(b)

促进制定气象人员的教育培训的学习成果参考基准和相关的教育培训大纲；

(c)

协助各国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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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适合其特定要求的各自的人员分类体系；

•

制定适用于其结构和需要的各自的教育培训计划；

•

确保学术机构和职业院校了解被招募为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的工作人员的教育
和培训要求，并能对此作出响应。

人员类别
确定了两大类人员，即：专业人员和技术员。就气象人员而言，这些人员类别规定如下：
•

气象学家 – 成功完成并达到‘气象学家基本专业课程’(BIP-M)大学水平各项要求的
人员；

•

气象技术员 –成功完成并达到‘气象技术员基本专业课程’(BIP-MT)各项要求的人
员。

虽然人员分类主要针对两类人员，但预计各用户将使人员分类适应他们的具体环境，诸
如他们国家关于公务员分类的规定等。
在许多情况下，按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分类将成为在某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为气象
专家从事工作的某个人员的必备条件。但是，对于某个已胜任某项专业任务 ( 如观测、制作
预报和警报或从事研究工作等 ) 的人员，将需要超出 BIP-M 和 BIP-MT 要求的进一步的专业
教育和培训。

BIP-M 的内容
BIP-M 的主要内容包括：
(f)

数学和物理学基础课以及涉及其它科学和有关课程(如通信、资料分析和应用等)的辅
修课。

(g)

大气科学课程：
•

物理气象学(即：大气成分、辐射和光电现象、热力学和云物理学、边界层气象学
和微尺度气象学、常规观测和仪器、遥感)；

•

动力气象学(即：大气动力学、数值天气预报)；

•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即：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热带天气系统、中尺度天气
系统、天气观测、分析与诊断分析、天气预报、服务提供)；

•

气候学(即：全球大气环流、气候与气候服务、气候变率与气候变化)。

除了成功完成并达到上述 (a) 和 (b) 课程基本要求之外，凡希望获得专业要求的个人还
可深入学习一些课程，如：航空气象学、大气化学、气候监测和预测等。

BIP-MT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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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MT 的主要内容包括：
(f)

数学和物理学基础课以及涉及其它科学和有关课程(如通信、资料分析和处理等)的辅
修课；

(g)

普通气象学课程：基础物理气象学和动力气象学、基础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基础
气候学、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

除了成功完成并达到上述 (a) 和 (b) 课程基本要求之外，凡希望获得专业要求的个人还可深
入学习一些课程，如：专业观测和测量、资料质量控制和存档、设备标定和维护、通信和计
算等。

超出 BIP 的内容
除了发展超出 BIP-M 和 BIP-MT 的专业化内容 ( 如上所述 ) 之外，许多会员将要求其工作人
员具有比 BIP 所规定的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其它知识、认知和技能，以满足其特定的国家需求。
例如：
(e)

一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负有超出提供有关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职责(例如应对地震、海
啸、火山、滑坡、水资源利用和洪涝的服务)，所以，它们的教育和培训需求超出了主
要基于气象专业知识的BIP的要求。

(f)

对于一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来说，提供专业气象服务是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提
供农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教育和培训计划需要深入论述这一具体的专业知
识领域，而这可能需要详细了解该项服务用户的活动和需求。

(g)

对于热带地区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而言，必要的热带天气系统知识可能超过了BIP所规
定的内容。对于温带地区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而言，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的知识也
与上述情况一样。

此外，对于一些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来说，拥有学位可能是工作人员招聘或职业发展的要求。
所采取的方法旨在允许会员设定超出 BIP 所规定内容的国家要求。

学习成果
BIP-M 和 BIP-MT 是按学习成果规定的，而不是按学习内容而定。因此，注重学习人员的取
得的成就，而不在于教师的意图，或不取决于按某个教育培训大纲规定所包括的课程。规定
学习成果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双方，因为它们明确了学习计划的目的。此外，它们为评估是否
确已进行必要的学习提供了更可靠的基础。
BIP-M 和 BIP-MT 采用按学习成果分为不同的水平等级。表 1 概括了各种知识水平和相关描
述符的举例。排序较高的分析、评价和创造性的认知能力是建立在排序较低的记忆、认识和
应用能力上的。BIP-M 和 BIP-MT 课程的学习成果趋向于与记忆、认识、应用和分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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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符举例

记忆。 学习人员记得有关信息。

描述、确定、识别

认识 。学习人员解释各种思路或概念。

解释、释用、讨论

应用 。学习人员把新技术运用于某个熟悉的工作环

应用、使用、关联

境。

分析 。学习人员能区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并能够

分析、比较、调研

把局部与整体联系起来。

评价 。学习人员调整某个决定或某个行动过程。

评价、争论、提出建议

创造 。学习人员产生新产品、思路或看待事物的方

创造、组织、评估

法。
Table 1. 此表基于 Bloom 等 (1956 年 ) 提出之后又经 Anderson & Krathwohl(2001 年 ) 修改的智力行为
分类表。

1.4 人员分类、资质和工作能力之间的关系
把人员分为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是以达到 BIP-M 或 BIP-MT 的各项要求为基础。成功完
成这些基本学习计划并非意味着某个人能够马上胜任某项后续工作。
预计某项特定的工作将具有一套相关的能力标准，在能力标准中对所需的专业知识、各种能
力和行为下了定义。一般要具备这些能力将需要超出 BIP-M 和 BIP-MT 要求的针对某个工
作岗位的教育和培训。
一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或其它机构可建立一个教育和培训计划，该计划允许把达到人员分类
标准和能力要求作为同一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可采用此方法，以便：
(a)

达到BIP-MT的各项要求并具备成为一名农业气象观测员或一名安装和维护气象设备的
技术员的各种能力；

(b)

达到BIP-M的各项要求并具备成为一名公共天气服务预报员的各种能力；

一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或其它机构还可根据国家或当地指南决定某项负责提供专业服务的特
定工作岗位应当仅由一些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承担。
2010 年，WMO 执行理事会一致认为，各技术委员会应当负责制定一般性工作能力以及在
其各自关注领域中针对执行任务人员的相关教育和培训要求。这类要求应当以相关技术委员
会编写和保持更新的出版物形式发表。关于这类出版物的最新清单，详见 http://www.wmo.
int/。
基本资质、工作能力和提供专业服务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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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MHS或聘用机构监管

提供专业服务
天气观测、气候
监测或其它应用

天气分析和预报、气
候监测和预测或其它
应用
由WMO技术委员会监管

工作能力
额外的专业教育和培训

基本资质

基本教育和培训
气象技术员：普通气象学课程（基本物理学和动
力气象学、基本天气学、基本气候学、气象仪器
和观测方法）

基本数学、基本物理学的基础课和辅
修课（包括其它学科和通信技能）

额外的专业教育和培训

基本教育和培训
气象学家：大气科学课程（物理气象学、动力气象
学和NWP、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气候学）

由WMO EC教育培训专家组监管

基本数学、基本物理学的基础课和辅
修课（包括其它学科和通信技能）

图 1：基本资质、工作能力和提供专业服务与责任分配之间联系的示意图。注：如果一个技
术委员会尚未规定工作能力，该责任则属于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资质是被认可的机构所颁发的证书，以证明个人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学习课程，或者已经具备
了有效完成某项特定工作的专业知识。资质标志着已经获得的知识、认知和技能的范围。
资质分为两大类：

•

学术资质 – 这些资质一般由学院或大学颁发，它们通常是根据必须取得的一系列学习
成果来确定。

•

职业(专业)资质 – 这些资质一般由培训机构或专业团体颁发，它们通常是根据必须证实
的一系列能力确定。

分为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获得一份学术资质证书，因为基本专业课程是
以取得一系列学习成果为基础。

1.5 气象人员
本节简要阐述了气象人员分类方案的主旨。
气象学家的基本资质
通常，通过顺利地完成气象学学士学位或气象学研究生学习课程 ( 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包
括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课，这类课程通常涵盖科学、应用科学、工程学或计算课程 ) 来达到
气象学家 BIP-M 的要求。在其它情况下，教育机构必须证明其学习课程提供了学士学位相
关的有特点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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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常任代表将牵头与有关国家和区域机构磋商，以确定本国气象学家所需的学历。常任代
表还应与国家教育和培训机构合作，以确保气象毕业生符合 BIP-M 的要求 ( 即作为学历的
一部分，达到 BIP-M 中所有学习成果的要求 )。
应以这样一种方式提供 BIP-M 课程，以便成功完成学习课程的个人能够：
• 展示对其研究领域的系统性了解；
• 准确地部署在其研究领域成熟的分析和查询技术，并运用所学的方法和技能复习、巩
固、扩大和应用其知识和理解能力；
• 利用对概念的理解来修正和维持论据，并将这类理解用于解决其研究领域的问题；
• 严格评估论据、假设、抽象概念和资料，同时考虑不确定性、模糊性及其研究领域知
识的局限性；
• 与专家和非专业观众交流有关其研究领域的信息、思路、问题和解决办法。
此外，他们应获得有关团队合作、学习管理、施展首创性和个人责任的可转让技能，并具备
在复杂和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能力。
(a)

气象学学士学位

气象学学士学位涵盖了所有的 BIP-M 课程，是达到气象学家要求的最佳途径。气象学学位
一般涵盖了比 BIP-M 课程所要求的更多学识。例如：
• 与达到BIP-M课程所需的要求相比，将更深入地涉及到一些科目(如在热带地区将更注
重热带气象学)；
• 将包括BIP-M课程未涉及到的一些科目，以允许获得下列相关的专业知识：(1)该国具
体的经济需求和/或NMHS的要求(如农业气象学和水文学)或(2)研究学习课程机构的研
究开发兴趣。
• 一般而言，达到BIP-M要求的学士学位课程将需要三或四个学年的大学教育，但实际
时间可能因学术机构不同而异。通常，该课程的前一半时间将侧重于基础科学教育，
而后一半的时间将专用于气象教育。
(b)

气象学研究生的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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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将通过大学课程逐步达到气象学研究生文凭或硕士学位的方式提供气象学研究生
学习课程。入学要求通常是具有科学、工程或计算学科的大学学位 ( 例如，所选科学
或技术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电子或地球科学工程 )，以及 BIP-M 水平的数
学和物理知识。

一些教育和培训机构 ( 如那些由 NMHS 或区域培训中心运行的机构 ) 可能会提供涵盖所有
BIP-M 要求的研究生学习课程，但并不颁发诸如研究生文凭或硕士学位的资质证书。在这种
情况下，所提供的学习课程应与大学的学习课程具有同样严格的学业要求。预计这些机构能
够证明其课程如何达到所要求的水平。
对于研究生的学习课程，BIP-M 课程的要求与对那些完成了作为气象学学士学位一部
分的学习课程的人员的要求相同，但是提供课程的速度可能会大大加快。
(c)

非学位教育课程

一些教育和培训机构 ( 如那些由 NMHS 或区域培训中心运行的机构 ) 可能会提供涵盖所有
BIP-M 要求的学习课程，但并不颁发正式的资质证书，如学位、研究生文凭或硕士学位。这
些课程旨在专门达到 BIP-M 的要求，很少有或没有额外的教材。无论在课程结业时是否得
到学位，BIP-M 的要求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供的学习课程应与大学的学习课程具
有同样严格的学业要求。预计这些机构能够证明其课程如何达到所要求的水平，特别是在课
程的广度和深度方面。
这类机构的入学要求可能包括那些已经具备有关数学、物理学等学术水平的有潜力的学生，
或作为其整个课程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可提供这些课程。关键不在于人们如何进入课程，而
在于课程结束时他们是否达到了 BIP-M 的各项要求。

气象技术员的基本资质
各会员已经利用各种教育和培训办法，使他们从来自具有气象学专门培训课程的技校、学院
或大学正规教育到来自气象观测和测量的职业和 / 或在职培训的气象技术员取得资质。无论
采取哪种办法，都必须达到 BIP-MT 的要求。
通常是通过在某一机构如 NMHS 培训机构或继续教育学院顺利完成专科学习课程来达到
BIP-MT 的要求。
应提供 BIP-MT 课程，以便成功完成学习课程的个人能够：
• 展示对其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相关原理的认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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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评价并解释定性和定量资料，以便根据其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概念作出有充
分依据的判断；
• 评估解决其研究领域相关问题的不同方法；
• 准确、可靠地表达其研究结果；
• 在一个有组织的、得到控制的环境下，开展进一步的培训和新的技能开发。

1.6 职业发展
本节概述了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职业发展。
在这两类人员中，视国情而定，个人通常将在有密切监督的情况下从承担一般责任的职位逐
步发展到受较少监督但承担更多责任的职位。有些人将进入更高的职位，担负监督和领导的
责任。任何发展都基于不断增加的经验、继续教育和培训以及所需的具体工作能力的展现。
将使用入门级、中级和高级工作的名称来表示每个主要类别人员中的三类普通职业的
发展水平。

气象学家的职业水平
根据 BIP-M 课程的完成情况，气象学家进入专业领域。为旨在开发某一具体工作的能
力做好更多准备 ( 其中应包括上岗前培训阶段、在职培训和其它培训课程 ) 之后，他们
逐步承担起天气分析和预报、气候监测和预测或其它相关应用的业务职责。一些气象
学家将参与咨询、指导、决策和管理工作；其他气象学家将参与研究和开发或教学工作。
第一章附件 A 可能概述了这三种职业水平的一般职责。

气象技术员的职业水平
根据 BIP-MT 课程的完成情况，气象技术员进入专业领域。虽然他们已经获得了一系
列基本知识和技能，但他们需要发展某项具体工作所需的能力 ( 其中应包括上岗前培
训阶段、在职培训和其它培训课程 )。他们逐步承担起各种业务职责，这些职责可能涉
及到开展天气、气候和其它环境观测，或协助天气预报员编制和分发产品和服务。国
家气象水文部门通常聘用许多其他类型的技术员 ( 如机械、电气和电子技术员等 ) 负责
安装并维护设备 ( 如航空气象观测地面接收站、自动气象站、天气雷达或电信设备 )。
第一章附件 A 可能概述了这三种职业水平的一般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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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生涯中期改变类别
已经提出了 BIP-M 和 BIP-MT 课程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好像一般都是通过个人在大学或培
训机构经历基本学习课程的方式达到这些要求的。这通常发生在受聘于 NMHS 之前或不久
之后。然而，实际上，达到这些要求以成为一名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也可能在其职业生涯
中期实现。例如，那些在其基础培训、继续职业发展和业务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大量气象知识
的气象技术员可能想要经历使他们成为气象学家的学习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将取得 BIP-M
课程规定的许多学习成果。只要事先学习能够得到正式的确认并有记录在案 ( 例如由负责
NMHS 内部培训的机构 )，那么学习课程只需要涵盖那些尚未得到取得的学习成果。同样的
方法也适用于那些接受过基础培训但却未涵盖所有 BIP-MT 课程的，但后来在其职业生涯中
想成为气象技术员的个人。
国家或机构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将决定任何特定国家是否采取人员重新分类，以考虑到承认以
前学习结果的做法。

1.7 集体能力和可传授的技能
本节考虑了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集体能力和可传授的技能。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应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以更新 / 提升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并酌情获得其它能力。继续教育和培训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辅导、自学 ( 例如指
导阅读和计算机辅助学习 )、借调 / 临时安置、在职培训和教师主导式进修课程。方法
的选择将取决于各种因素，诸如具体的发展需要、培训资源的可用性以及所偏好的学
习方式。
在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内，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经常作为一个团队一起行动。他们
必须胜任其工作，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职业。这将需要
相关知识、认识水平和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具有随机应变、灵活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能力可描述为拥有和能够运用适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但对于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
而言，还有必要展示其可传授的能力，如能够：
• 通过书面和口头陈述，有效地进行沟通；
• 分享知识，并与他人有效地开展合作；
• 对非常规任务积极主动，并采用解决问题的方法；
• 面对新的信息时，展现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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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自己的决定负责，并准备解释这些决定的理由；
• 在任何时刻管理几项任务，并给出相应的优先次序；
• 管理他们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绩效；
• 获得工作方式变化所要求的新技能、知识和认识水平。
虽然这些都是重要的能力，但本出版物并不试图定义这些 “ 集体能力和可传授的技能 ”，因
为它们将主要取决于工作类别和水平、组织机构的具体要求以及个人负责其各自职业发展方
面。

1.8 基础课程与大气科学
本节概述了基础课程，并确定了基本气象学科。
作为一门物理科学，气象学主要涉及大气物理和大气动力的学科；同时还涉及大气对
地球表面、海洋以及广义的生命带来的直接影响。其最终目标是尽可能最佳地认识并
预测大气现象，从局地尺度到星际尺度，从几秒钟、几分钟和几小时到几天、几周和
几个季度 ( 甚至几十年和几百年 )。确定 BIP-M 和 BIP-MT 课程要求的目的是确保所有
个人具备广泛而深入的知识，以为实现上述最终目标做出贡献。

数学和物理学
为了让学生能够掌握大气现象与体现基本物理原理的事务性质之间的关系，需要掌握
通透的数学和物理知识 ( 最好还掌握基本化学知识 )。据此，在组织气象基本教学计划时，
应规定开设数学并修 / 进修课程，重点放在流体力学和热力学研究所需的基本概念和
方法上。
如同数学，物理学也许需要开设并修 / 进修课程。但是，大气科学的学习与普通物理
学的学习有着显著区别。在物理学中，重点往往是放在个别过程上，而学习大气科学
则关注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其中如果脱离所处的环境而孤立地考虑问题，或许无法
完认识某些效应和相互作用。最终目标是不仅对整个系统的连贯运转有定性的认识，
而且还要有定量认识。因此，物理学并修 / 进修课程应提供认识大气科学所需的基础
知识。

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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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为基础气象学科的学习奠定基础，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同时还需要掌握
有关学科 ( 特别是海洋学和水文学 ) 的基础知识。此外，应具备有效的沟通能力，并善于分
析和处理资料，这些是培养气象专业知识的基础。

基础气象学科
基础气象学科 – 在科学的作用中更为突出，而不在于科目本身 – 可规定如下：
• 物理气象学。
• 动力气象学。
•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 气候学。
详见第一章附件 B。

基础气象学科与两门 BIP 课程的关系
这四大基础气象学科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例如，天气学可包括一些属于动力气象学或物
理气象学科目。因此，此处提到的四个科目领域的划分不应视为对大气科学进行划分的唯一
方法。
对于气象学家，按四个气象学科描述 BIP-M 课程的学习成果是方便之举。另一方面，由于
气象技术员也许能填补某些类别的工作岗位，更注重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而非物理学和动力
气象学理论是一种合理的考虑。这意味着 BIP-MT 课程的学习成果在结构上并没有与四个气
象学科相对应。相反，对与物理学和动力气象学相关的学习成果相结合，而对与气象仪器和
观测方法相关的学习成果予以分别对待。

1.9 实施
本节就 BIP-M 和 BIP-MT 课程学习计划的落实提出了一般性咨询意见。
BIP-M 和 BIP-MT 课程规定的学习成果仍然相当笼统。预计教授学习课程以达到 BIP-M 或
BIP-MT 要求的机构将对学习成果作出具体规定，既更为详细，又符合规定的要求。同时，
需要考虑如何评估学习成果的方法。
BIP-M 和 BIP-MT 课程的学习成果已被纳入知识大类，以帮助本出版物的用户吸收所有信息。
但是学习成果的分类方法意图不在于表明学习计划结构应如何制订。这种结构应由教授课程
的机构负责决定，决定时应考虑学员的已有知识和倾向采取的学习风格、专门设施的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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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 NMHS 的特定要求。
将个人划分为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的关键是要作出可靠、透明的安排，以便开展评估，看
BIP-M 和 BIP-MT 中规定的学习成果是否已经取得。这类安排由 NMHS 负责，由其与提供
学习课程的机构磋商制订。当务之急是对某个外部机构将要实现的流程和结果建立充分的文
件记录，即：凡被划分为气象学家或气象技术员的个人确实达到了 BIP-M 或 BIP-MT 规定
的各项要求。

附件 A. 气象学家和气象技术员的职业等级
气象学家的职业等级
(a)

入门级

入门级气象学家主要履行日常职责，在有人监督情况下开展工作，并通常是与他人合作完成。
预计在设定的职责范围内将有个人自主权。
(b)

中级

中级气象学家开展广泛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其中有些是复杂非日常活动。
这些活动要求具备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可预计将获
得重要的个人自主权和责任，包括对他人的控制或指导 ( 如对当地的业务服务进行指导和管
理，针对技术问题和行政问题拿出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解决方案 )。有些服务部门也许要
求想进入这个级别的人员取得附加资质。
(c)

高级

高级气象学家需要能够将各种基本原理和复杂技术运用于广泛且往往不可预测的各种环境。
要求具备在新任务和新形势中熟练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以及具有相当大的个人自主权。
通常，要求他们为他人工作承担重大责任；这可能涉及到分析和诊断、规划和执行、控制和
评估，以及培训和再培训。事实上，这项工作可能包括负责管理一个服务部门或一个分支机
构。有些服务部门也许要求想进入这个级别的人员取得附加资质。

气象技术员的职业等级
(a)

入门级

入门级气象技术员主要履行日常并可预测的职责，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工作，并且通常是与
他人合作完成。通常，他们专门从事某项特定的工作 ( 如：地面观测、高空探测、辐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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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资料处理等 )。
(b)

中级

中级气象技术员除了履行标准职责外，在具有明确要求和标准的情况下，也许还要求他们开
展一些非日常性涉及一定个人自主权的活动。对于指导他人的责任也可分配给某些中级技术
员。中级技术员一般受到高级气象技术员或气象学家的技术监督。有些服务单位可要求想进
入这个级别的人员获得附加资质。
(c)

高级

高级技术员需要具备开展广泛复杂技术和专业级工作活动的能力，可在各种环境下开展工作，
并负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责任，包括对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负责。他们应能够作出技术决定，
能够解决其专业活动范围内的所有技术问题。有些服务部门也许要求要想进入这个级别的人
员取得附加资质。

附件 B. 基础气象学科
(a)

物理气象学

物理气象学是对大气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的学科。掌握透彻的热力学的基本物理原理和电磁辐
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为下列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背景：大气结构和成分；太阳和地
球辐射；边界层过程；云和降水微物理；大气电学；小尺度动力物理过程 ( 如：湍流 )；以
及包括遥感方法在内的观测技术。
(b)

动力气象学

动力气象学是关于大气运动的学科，求解流体力学和热力学的基本方程，或求解其它适于特
殊情况的系统方程组，如湍流统计理论中的方程组。要求具备高等数学和流体力学方面的扎
实背景，因为这样可为掌握大气运动的物理作用，确定所有尺度 – 星际、天气、中尺度和微
尺度 – 天气和气候观测提供科学基础。最终，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够通过动力学方法为现代
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提供实用方法。
动力气象学还包括对数值天气预报 (NWP) 有透彻的知识和认识水平。这应当包括预报模式
的工作方式、其相对优点、弱点和特点；对模式结果的后处理，以产生反演的参数；以及利
用模式结果为具体应用获得指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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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历来是关于天气信息研究的分析学科，目的是同样是用于识别天气尺
度和中尺度天气系统，诊断其结构，并定性预测其未来的演变。当今，这门学科涉及从中尺
度到星际尺度 ( 如：‘ 天气系统 ’) 天气分析和预报；其复杂的技术基础包括业务数据库、自
动绘制的诊断气象图的成套规范、NWP 输出、以及其它产品和辅助材料。对天气形势的传
统解释配备了现代诊断工具和新概念模式。动力气象学与天气学 / 中尺度气象学之间的明显
区分界线已变得相当模糊。
客观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多，特别是遥感的不断发展、复杂的资料同化技术、临近预报技术、
集合预报的业务应用，预报中人的作用在不断发展。预计经验丰富的预报员将对数值产品的
规律和作用特点有着深入的认识，并能作出有益的主观解释，实现增值 ( 如：结合针对用户
的需要和局限性，包括限制风险，利用集合预报对预报不确定性进行量化 )。在与用户互动
方面要求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
(d)

气候学

根据《WMO 国际气象词汇》(WMO-No. 182) 的定义，气候学是 ‘ 研究大气的平均物理状态
及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统计变化，即天气规律的多年体现 ’。该定义的隐含意思是将气候概
念局限于大气背景，真正反映了气候学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这一事实。但是，在过去几十年，
大气科学家认识到气候系统不仅必须包括大气，而且还包括范围更广的地球物理系统的相关
部分，随着所考虑的时间段内，这些部分对大气产生的影响日益增加。今天的气候学家在关
注气象过程的同时，也在不断研究物理和化学过程在海洋中以及在多种陆面体系中的作用。
气象、海洋和水文资料及知识的整合变得至关重要。
通过对整个气候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状态进行描述，现代气候学的范围得到了扩展。此
外，现代气候学不仅涉及自然气候的演变，而且还涉及因总体人类活动增加而可能引起的全
球和区域气候变化，因为这种人类活动既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浓度变化，也造成
植被和其它土地覆盖的变化。目标是尽可能最佳地认识气候和气候演变的动力学、物理学和
化学基础，以便预测季节至年代际和更长时间尺度的气候变率 / 变化。
2. 气象学家基本专业课程 (BIP-M)
本章首先概括了 BIP-M 的目标，然后对与基础课有关的学习成果作了规定。本章其余部分
涉及有关物理气象学、动力气象学、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以及气候学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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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BIP-M 的总体目标是向个人提供坚实和宽泛的有关大气现象和过程的知识，以及与知识应用
有关的技能。
为了达到 BIP-M 的要求，有必要让个人取得如下学习成果：
•

(通过将当前天气资料与概念模式合成)获取有关物理学原理和大气相互作用、测量方
法和资料分析、天气系统规律等方面的知识，并且获取有关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的知
识。

•

在使用科学推理的基础上，利用知识解决大气科学中的问题，参与天气和气候对社会
影响的分析、预测和宣传。

其目的是：达到 BIP-M 课程的要求将给个人从事专业技术开发提供知识、技能和信心，并
为进一步的专业化提供基础。凡希望在诸如天气分析和预报、气候模拟和预测、研发等领域
工作的个人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以便在这些领域达到专业工作的能力。此外，预计
一些人将通过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参与职业发展的方式继续提升他们知识和技能。

2.2 数学、物理学基础课程与辅修课
涉及基础课程的学习成果的总体目标是确保个人能够：
•

展示成功完成BIP-M中气象部分所需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

•

展示补充BIP-M中所涵盖的气象专业知识发展的其它科学和相关科目的知识。

•

分析和使用资料，传达并提供信息。

预计通过利用其中一种方法或几种方法的组合将能够获得基础知识。
•

在研究大气科学课题之前完成数学或物理学学位的学习。

•

一项重点放在基础课学习成果的初步学习计划，将在开展大气科学课题研究之前完成
该计划。应使用与大气科学有关的实际应用教授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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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获得基础知识纳入大气科学课的学习中。

数学
学习成果 – 能够：
•

微积分。求解基本函数的微分和积分，找到极大值和极小值，并基于对微积分基本概
念和方法的认识运用泰勒展开式。

•

向量和矩阵。解决联立方程，找到矩阵的本征值和特征量，并基于对与矩阵、矢量和
复合数有关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进行计算和转换。

•

微分方程。对基本的一阶和二阶差分方程和偏分方程进行代数运算，包括使用傅里叶
级数，检验各解，并识别初始值和边界值问题。

•

统计学。挑选显示统计数据的合适方法，计算基本的统计指标(如：平均值、标准偏差
和显著性检验)，根据对与概率论和统计学有关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的认识，从统计数据
中得出结论。

•

数值方法。运用时空导数的基本数值方案，并根据对与数值模拟有关的基本概念和方
法的认识开展基本稳定性分析。

物理学
学习成果 – 能够：
•

力学。将力学基本原理运用到运动物体，包括牛顿运动定律、平衡条件、动量守恒和
角动量、能量守恒、旋转系统的影响，以及其与欧拉和拉格朗日的基准框架的关系。

•

流体运动。解释基本流体力学，包括涡度、散度、形变、流函数和速度势的概念，以
及流线与轨迹的关系。

•

热传导。解释热传导传导、对流和辐射过程的物理基础。

•

基础热力学。将热力学原理运用到气体系统，包括干燥和潮湿空气的气体定律，第一
和第二热力学定律，道尔顿定律和气体分子运动理论，并解释感热、比热、潜热、水
汽气压和饱和度等物理学基础、可逆和不可逆过程、熵和焓，以及水相和相变。

•

波。解释波动原理，包括反射、折射和衍射的概念，相位和群速度，波弥散和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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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光学。解释反射、折射、衍射和散射光的概念。

•

电磁辐射。解释电磁辐射的原理，包括电磁波频谱、黑体辐射、普朗克定律、斯忒藩玻耳兹曼定律和散射，吸收和辐射。

辅修科目
学习成果 – 能够：
其它科学及相关课程：
•

历史背景。概述那些推动气象学发展及其应用的科技进步。

•

基础物理化学。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化学名称解释物理化学中用到的基本概念(包括元
素、分子、化合物、化合、化学反应和反应率)，并描述气体的特性、影响对流层和平
流层化学的关键化学反应和周期。

•

基础海洋学。描述海洋环流和热力结构，解释产生海流、潮汐和海浪过程中的动力学
过程，并描述如何测量温度和盐度。

•

基础水文学。描述水分循环，解释决定径流、地下水、地表水资源和水分平衡的各种
因子，描述如何开展水文测量(如降水、蒸发、土壤湿度、河流径流、地下水)，并确
定不同类型洪水的成因。

•

基础地理学。描述责任区域的主要地理特征，包括当地的地形和当地人口特征，并描
述气象中常用的地图投影。

•

基础生态学。描述生物圈的主要循环(重点是碳循环和水循环)，以及人类活动对这些
循环的影响(例如热带雨林毁坏和永久冻土融化)。

通信和团队合作
•

书面通信。以简明、准确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书面通信，包括文字
处理和演示程序的使用。

•

口头陈述。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口头陈述，陈述的内容和风格要准确地传达信息，且
听众易懂。

•

团队合作。展示对一个团队中不同角色和职能的认识。

资料分析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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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使用基本的计算机编程原理，并构建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分析或显示资料。

•

资料处理。使用电子表格和数据库进行资料处理和统计分析。

•

信息的访问和获取。使用信息库、数据库和互联网搜索工具获取气象信息。

•

地理信息系统(GIS)。讨论GIS的组成部分和功能，描述GIS的潜在用途及其利弊，并概
述使用GIS所涉及的资料质量问题。

•

创建和发布在线材料。创建、发布和更新基本的网页。

2.3 大气科学课程
为了规定有关大气科学学习成果的结构，已将他们纳入以下广泛的知识范畴：
•

物理气象学；

•

动力气象学；

•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

气候学。

但是，应指出在此并非规定学习课程的结构。有多种形式建立能确保取得学习成果的课程结
构。例如：
•

学习课程的一个课件可涉及几门课(如传统观测、仪器和遥感)。

•

与几门课相关的学习成果可作不同拆分(如在学习中纬度和极低天气系统时可涉及列在
大气动力学下的学习成果，反之亦然)。

•

一门课的学习成果可涵盖在学习课程的几个课件中，这些课件程比最低资质的要求更
详细(如，关于热力学和云物理的单独课件)。

•

随课程的进程，学习成果可逐步深入(如可以是几门课的有关气象学入门知识的初始课
件，之后是下一阶段涉及更详尽的内容)。

•

学习成果可作为某个学习课程的一部分而涵盖其中，该学习课程是针对某个特定作用
而让学员做好学前准备为目的(如主要针对培训预报员的课程除了培养更深和更实际的
能力之外，可涵盖BIP-M课程要求的所有学习成果)。

每个机构的重点是制定学习课程，并要考虑学员的以前学过的知识、设定课程以达到当地要
求的最佳方法、可充分达到要求的总体学习课程的目的，以及达到总体学习课程的目的 ( 可
超出在此规定的学习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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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理气象学
物理气象学的学习成果是确保学员应能够：
•

解释大气的结构和成分、影响大气辐射传输和全球能量平衡的过程以及大气光学现象
的成因。

•

将热力学定律应用于大气过程，使用热力图来评估大气的特性和稳定性，确定水对热
力过程的影响，并解释水滴、云、降水和电学现象形成的过程。

•

利用湍流和地面能量交换的知识来解释大气边界层的结构和特点以及污染物的规律。

•

对比、对照和解释用于进行大气参数地面和高空测量的常规仪器的物理原理，并解释
误差和不确定性的同源以及使用各项标准和最佳规范的重要性。

•

描述来自遥感系统的各类气象资料，解释如何进行辐射测量以及从这些测量中获取大
气资料的过程，并概述遥感资料的用途和局限性。

大气成分、辐射和光学现象
学习成果 - 能够：
•

大气结构。描述大气成分、温度和湿度条件的垂直结构。

•

大气成分。解释大气成分，包括微量气体、气溶胶、沙尘和火山灰，以及污染物。

•

大气辐射。利用辐射传输理论的基本知识来解释地表条件(包括雪和冰)和大气成分(包
括气溶胶、水汽、云、温室气体和活性气体)对射入和外逸辐射的作用。

•

全球能量平衡。把地球的气候及其纬度和时间的变化与地球表面能量平衡，太阳通量
变化和地球轨道特征联系起来。

•

光学现象。解释大气透光度和常见光学现象(如彩虹、晕、日冕、天空颜色、云的颜
色)的起因，并说明有利于其发生的气象条件。

热力学和云物理
学习成果 - 能够：
•

应用热力学。运用热力学定律，重点是认识气块的概念，来描述绝热过程，并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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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绝热递减率和相关的守恒量。
•

大气水分。定义用于表示大气水分含量的参数，解释其物理含义，它们之间的关系以
及如何测量，解释每个阶段的变化，并确定水在大气层对热力过程的影响。

•

大气稳定性。解释一个稳定的，中立的，有条件的不稳定，潜在不稳定和不稳定大气
的基本特征，识别可产生各种稳定性的环境条件，并解释常用稳定性参数的物理依
据。

•

热力图。利用热力图分析大气过程，包括评估大气稳定性，识别用于描述大气状态(包
括云参数)的通用参数，并解释一次大气探测结果的主要特点。

•

云和降水。描述并解释促使云滴形成和消散的微物理过程，冷/暖云层的发展和消散，
雨和固体降水颗粒的形成和发展，并描述冷/暖云层的宏观结构。

•

电学现象。解释引起大气中电学现象发生的机制(例如，云对地和云对云闪电)，并说
明有利于其发生的气象条件。

•

大气水凝物的形成。描述产生各类云、降水类型、结冰、露、霜、雾的中尺度天气条
件和局地过程。

边界层气象学和微气象学
学习成果 - 能够：
•

湍流过程。描述大气边界层的基本湍流过程，包括层流和湍流、湍流产生机制、消
散、大气场分解为平均和扰动部分、湍流的统计描述，以及湍流的质量、热量、水汽
和动能输送。

•

地表能量交换。描述接近地球表面的能量收支，解释在表面层的能量交换过程。

•

边界层变化。利用湍流和地表能量交换的知识来解释边界层的演变和日/昼变化，重点
放在下垫面传导输送和辐射传导在确定边界层规律过程中的作用。

•

边界层廓线。利用湍流和地表能量交换的知识来解释气象变量在稳定、中性和不稳定
条件下的典型廓线。

•

局地风。解释边界层流动对地形、海岸线和城市地区的影响，包括热力引起的环流(如
海陆风、湖泊效应和山谷风等)。

•

K理论。解释如何使用K理论来修改运动方程，以考虑到湍流，解释埃克曼螺旋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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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义，使用混合长度假设反演地表风的垂直结构公式。

•

测量技术。描述用于测量边界层特性(包括空气质量)的技术。

•

空气污染物。描述影响空气质量的常见各类污染物，及其主要源和汇，及其测量、规
律(包括化学和光化学反应、干湿沉降)，以及在边界层中的扩散，并解释气象条件(包
括稳定性)如何影响空气质量、能见度和烟羽的扩散。

常规观测和仪器
学习成果 - 能够：
•

地面测量。解释地面测量温度、湿度、气压、降水、风、云高、能见度、日照和辐射
以及浪高等观测仪器中所运用的物理原理，以及这些仪器的局限性和敏感度，并描述
云和天气类型的分类方式。

•

高空测量。解释用于高空测量的地理位置、气压、温度、湿度和风速以及臭氧和其它
大气成分(如沙尘和火山灰)等观测仪器所利用的物理原理。

•

仪器特性。描述、比较并对照各种地面和高空大气参数测量仪器的特性。

•

仪器误差和不确定性。解释标准仪器和观测技术产生误差和不确定性的常见原因、估
算某次具体测量的可信度的方法，以及需要考虑一次观测的代表性。

•

仪器标准。解释国家和国际测量标准的重要性，以及为精确标定仪器而遵守最佳规范
的重要性。

•

观测资料的用途和局限性。描述常规观测资料的用途及其局限性。

遥感
学习成果 - 能够：
•

辐射测量。描述无源和有源遥感辐射测量的原理，以及如何使用从遥感资料中获得信
息，包括局限性和误差/不确定性的来源。

•

无源传感系统。解释如何利用无源传感系统提供数字资料(如可见光、近红外、红外和
水汽图像通道)，并推导地表温度和闪电以及大气特性的信息(包括温度、湿度、风和
大气成分)。

•

有源传感系统。解释如何利用有源传感系统(如雷达、激光雷达和SODAR)提供有关大
气参数如温度、湿度、云、降水(速率和类型)、风速和风向、湍流以及雷暴、微下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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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流、龙卷风等现象的定量和定性信息。
•

卫星探测系统。描述各种卫星探测系统的轨道特性、准确度、采样的局限性、使用及
其局限性。

•

雷达测量。解释天气雷达的物理原理，包括脉冲多普勒雷达、信号特征、雷达信息处
理以及气象因子对大气中雷达波的传播和衰减的影响。

•

飞机和海洋系统。解释如何使用飞机、船舶和浮标等遥感系统来获取大气和海洋信
息。

2.5 动力气象学
动力气象学的学习总体目标是确保学员须能够：
•

从强迫和参照系统方面来解释运动方程的物理基础，利用尺度分析来确定平衡流的动
力过程，描述平衡流的特点，并利用运动方程来解释准地转和非地转以及大气中波的
结构和传播。

•

描述并解释短期、中期和长期数值天气预报(NWP)的科学依据，特点和局限性，并解
释NWP的应用。

大气动力学
学习成果 - 能够：
•

大尺度大气气流方程。解释描述大尺度大气气流方程的基本物理原理(即各种原始方
程)，包括施加给一个旋动参照系中某个流体上的明显和真实的力，并建立水平运动方
程。

•

气压坐标。在气压坐标插入可制约大尺度大气气流演变的原始方程，并陈述使用该坐
标系的优点。

•

尺度分析与均衡气流。运用尺度分析确定在流体流动实例中的主导过程，并从中推导
描述平衡气流(包括惯性、气旋性、地转和梯度气流)，静力平衡和热成风平衡方程。

•

非地转运动。利用运动方程来解释非地转气流的成因和影响，包括摩擦效应。

•

涡度和辐散。解释辐散、涡度和位势涡度概念，描述这些参数的变化机制，并确定水
平风辐散和垂直运动之间的关系。

•

准地转流。解释在推导准地转气流系统方程时运用的近似和假设，概括位势趋势和欧
米茄方程的推导，对这些方程中的强迫项作出物理解释，并利用这些方程解释正在发
展的斜压系统的垂直运动及位势趋势的分布。

27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

大气波。利用描述流体流动方程的近似形式描述声波、重力波和罗斯贝波的结构和传
播。

•

斜压和正压不稳定性。解释用于描述斜压和正压不稳定性的概念模型。

数值天气预报 (NWP)
学习成果 - 能够：
•

数值预报资料同化。解释如何获取和准备用于NWP模式的观测网络和系统的信息，以
及客观分析原理、资料同化(包括三维变分和四维变分)和初始化。

•

.NWP预报模式。描述一个数值预报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如何实现诊断分析变
量、物理定律、物理过程的参数化)，解释不同类型模式之间的区别(如频谱模式与格
点模式，以及静力与非静力模式的区别)。

•

数值预报的优劣。评估数值预报的长处和弱点，存在大气可预报性限制的原因。

•

集合预报。描述集合预报的原理，以及它在短、中和长期预报中的应用。

•

月至季预报。解释月、季和年预报的科学依据。

•

降尺度。根据全球模式描述用于提供区域大气细化信息的技术。

•

后处理与应用。描述数值预报输出结果的后处理技术(如，模式输出统计数据的使用
等)以及数值预报输出的应用(如，海浪和作物产量模式等)

2.6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的学习成果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学员须能够：
•

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描述并解释(a)中纬度和极地地区以及(b)热带地区天气尺度天气
系统的形成，演变及特征(包括极端或灾害天气条件)，并评估有关这些天气系统的理
论和概念模式的局限性。

•

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描述并解释对流和中尺度现象的形成、演变及特征(包括极端或
灾害天气条件，并评估有关这些现象的理论和概念模式的局限性。

•

监测和观测天气形势，并利用实时或历史资料(包括卫星和雷达资料)来准备分析和基
本预报。

•

从关键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使用以及效益方面描述服务提供，包括天气相关风险的预
警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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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
学习成果 - 能够：
•

天气系统。解释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与热带地区天气系统的区别。

•

气体改变。解释空气体如何受环境影响而改变，由此产生的空气特性，以及这种改变
如何通过空气运动影响到异地天气。

•

锋面。运用物理过程的知识来描述暖锋、冷锋、静止锋和锢囚锋的特点，以及这些锋
面与天气场的联系和锋面边界的三维特征。

•

中纬度低压。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根据挪威气旋模型解释中纬度低压的生命周期，
包括发展过程中低压的三维结构以及低压中的空气流动

•

急流。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急流的发展、结构和影响，以及急流与中纬度低压
发展的关系。

•

天气尺度垂直运动。诊断中纬度天气系统中的天气尺度垂直运动(如考虑非地转运动，
运用Petterssen或Sutcliffe发展理论或应用欧米茄方程)。

•

气旋生成。 运用动力过程的知识来解释气旋生成和造成突发性气旋的因子。

•

锋面结构与锋生成。解释锋结构和动力特征、锋生成与垂直运动的关系，以及造成高
层锋生成的过程。

•

极地天气系统。解释极地天气系统的特征和形成，包括下滑风、阻塞风和极地低压。

•

极端天气。描述可能与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有关的天气(重点放在任何极端或灾害天
气)，并描述此类天气条件的可能影响。

•

概念模式的局限性。分析近期和/或历史天气事件，以评估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理论
和概念模式与实际的接近程度。

热带天气系统
学习成果 - 能够：
•

热带地区大气环流。描述热带地区大气环流及其在温度、纬向风、经向运动、湿度和
海平面气压的季节变化。

•

主要热带扰动。描述要热带扰动及其时空变化，包括ITCZ、热带波、信风逆温、信
风、热带/亚热带急流、云团、飑线、热带低气压、亚热带高压脊和高空反气旋。

•

分析热带流动。描述用于分析热带流动的技术，包括描述流线与等风速线，并确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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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歧的领域。

•

天气系统。解释热带天气系统如何不同于中纬度和极地地区的天气系统。

•

热带波。描述不同类型的热带波(包括开尔文波，赤道罗斯贝波和马登-朱利安振荡)以
及与结构性对流和气旋生成的关系。

•

热带气旋。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热带气旋的结构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涉
及的主要动力过程，以及用于预报热带风暴生成和演变的技术。

•

季风。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季风的结构和特征，及其发展中所涉及的主要动力
过程。

•

海洋大气耦合。描述海气耦合的作用，重点放在理论基础和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
的影响上。

•

极端天气。描述可能与热带天气系统(包括热带气旋和季风)有关的天气(重点放在任何
极端或灾害天气)，并描述此类天气条件的可能影响。

•

概念模式的局限性。分析近期和/或历史天气事件，以评估热带系统理论和概念模式与
实际的接近程度。

中尺度天气系统
学习成果 - 能够：
•

中尺度系统。描述与中尺度现象有关的时空尺度，以及驱动中尺度和天气尺度系统的
动力过程的差异。

•

与低压相关的中尺度特征。解释与低气压相关的中尺度特征(如雨带、无雨线、阵风锋
面和飑线)。

•

重力波。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中尺度重力波动力的结构和形成。

•

对流系统。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孤立的对流系统如雷暴和对流风暴(包括单细
胞、多细胞和超级细胞雷暴)的结构和形成。

•

中尺度对流系统。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中尺度对流系统的结构和形成。

•

地形中尺度现象。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地形中尺度现象(如背风波、转子气流，
向上和向下斜坡，坡风，山谷风，间歇气流和背风低压)的结构与形成。

•

极端天气。描述可能与对流和中尺度现象有关的天气(重点放在任何极端或灾害天
气)，并描述此类天气条件的可能影响。

•

概念模式的局限性。分析近期和/或历史天气事件，以评估对流和中尺度现象理论和概
念模式与实际的接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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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观测、分析与诊断
学习成果 - 能够：
•

监测并观测天气。监测天气，使用遥感和直接读取仪器以及视觉评估进行地表观测(包
括确定云类、云量和天气类型)，解释视觉评估的原因，并且解释各种能够从地表可见
的天气现象的基本原因。

•

观测处理。描述如何对观测资料进行质量控制，编码和分发。

•

天气分析与释用。分析并解释天气图和热力图，并描述在分析中使用的观测资料的局
限性。

•

解读雷达资料。解读常见的雷达图像，包括使用的增强和动画图像，以确定与对流和
中尺度过程相关的特征。

•

解读卫星图像。解读卫星云图，包括使用常用的波长(红外线、可见光、水汽和近红外
通道)以及增强和动画云图，以确定云类和天气形势、天气和中尺度系统，及其特点
(如雾、沙尘、火山灰、沙尘和火灾)。

•

传统和遥感资料的整合。整合遥感资料和天气观测，以识别天气和中尺度系统并通过
将雷达和卫星云图特征与来自其它观测资料特征联系起来的方式诊断天气状况。

•

国际合作。描述国际合作在开展和共享观测资料的作用，重点放在世界天气监视网、
WMO全球观测系统和WMO信息系统(包括全球电信系统)上。

天气预报
学习成果 - 能够：
•

局地天气。描述影响局地天气的因素(如地形和大型水体对云和降水的影响，或地表类
型的影响)。

•

预报过程。描述预报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观测、分析、诊断、预报分析、产品
制作、交付和检验。

•

预报方法之类。解释基于持续性，外推法和数值天气预报(NWP)进行预报的优点和缺
点，并描述预报员的作用。

•

概念模型。在制作短期预报和解释长期预报中应用的概念模型。

•

实际预报。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信息，解释目前的天气条件，并使用基本的预报技
术，包括释用NWP产品，以预报在特定位置的大气变量(如最高和最低气温、风、降水
类型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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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
学习成果 - 能够：
•

国家气象部门的职能。描述国家气象部门在监测和预报天气方面的职能以及其他服务
提供方的作用。

•

服务提供。利用确定性和概率方法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传达能满足用户要求的天气信
息。

•

主要产品和服务。描述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灾害性天气条件预警，根据向公众和其
他用户提供的当前和预报天气信息，并描述如何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如用于决策和风
险管理)。

•

灾害性天气。描述灾害性天气系统影响责任区域可预报的程度，并解释评估灾害天气
风险、发布快速准确预警、了解灾害天气对社会潜在影响的重要性。

•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解释用于评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基本技术。

•

气象服务的效益与成本。确定气象服务对国家及其关键用户行业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2.7 气候学
处理气候学的学习成果的总体目标是确保某个人员能够：
•

根据相关的物理和动力过程来描述和解释地球的大气环流和气候系统，并描述基于气
候信息及其内在不确定性和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方法。

•

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各种产生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包括人类活动影响)的机
制，从可能的变化影响全球环流、主要气象因子和对社会的潜在影响方面阐述各种影
响，并概述可能采用的适应和减缓战略，描述气候模式的应用。

全球大气环流、气候和气候服务
学习成果 - 能够：
•

地球系统的组成部分。描述地球系统(即大气、海洋、土地、冰冻圈与地球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气候和天气。说明气候和天气有何不同。

•

气候资料。描述如何测量气候以及气候资料的内在不确定性，如何运用统计学分析气
候资料，以及如何利用遥感观测气候。

•

物质循环。说明能量循环、水文循环、碳循环和碳循环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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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环流的特点。根据对相关物理和动力过程的了解来解释全球大气和海洋环流的主
要特点，解释决定这些特点的物理过程，并说明全球能量平衡以及大气和海洋在平衡
赤道和极地之间辐射加热差异方面的作用。

•

区域和局地气候。评估确定区域和局地气候因子。

•

气候分类与描述。描述用于气候分类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原理，用于描述气候的标准
统计变量的意义和运用。

•

局地气候。描述责任区的季节变化和气候学，以及获取和显示气候信息的方式。

•

主要产品和服务。描述根据向公共和其他用户提供的当前和预报气候信息主要的产品
和服务，描述其内在不确定性，并描述如何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如用于决策和风险管
理等)。

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
学习成果 - 能够：
•

评估气候变率的资料。描述用于重建过去气候和评估气候与大气成分变化资料的来源
和处理。

•

观测到的气候变化。描述在发生在过去变化背景下气候在近些年是如何变化的，以及
归因分析采用的技术。

•

大气海洋相互作用。描述在大气影响海洋和海洋影响大气的各种方式。

•

气候变率。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内部产生的气候变率(包括遥相关的范例、距平
以及主要体系的气候效应，如马登-朱利安振荡、北大西洋涛动和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的原因。

•

气候变化。运用物理和动力推理来解释外部强迫的气候变化成因(包括人类活动影响)
以及了解这些原因的不确定性根源。

•

影响、适应和减缓。评估气候变率和变化的主要影响，概述用于应对目前和预估的气
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战略。

•

气候模式。解释气候模式与用于天气预测的模式之间的差别，解释为什么在气候预测
中存在不确定性，说明如何检验气候预测，并解释为什么性年际统计预报与气候模式
预测之间存在差异。

3.

气象技术员基础专业课程 (BIP-MT)

本章节首先概括了 BIP-MT 课程的目标，之后对与基础课程相关的学习成果作了规定。本章
节的其余部分主要涉及基础物理和动力气象学、基础天气学、基础气候学以及气象仪器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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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法的学习成果。

3.1 引言
BIP-MT 的总体目标是为个人提供大气现象和过程的基础知识，以及与运用这些知识有关的
技能。
为了达到 BIP-MT 课程的各项要求，对于个人有必要取得以下学习成果，包括：
•

掌握基础知识，有关的物理原理和大气相互作用、测量方法和资料分析、对天气系统
的基本描述、大气环流和气候变率的基本描述。

•

运用基础知识，以观测并监测大气，并解释常用的气象图和产品。

本课程的意图在于达到 BIP-MT 要求将为个人提供知识、技能和信心，以进行发展他们的专
业知识并为进一步专业化奠定基础。
凡希望在诸如天气观测、气候监测、网络管理以及向用户提供气象信息和产品领域工作的个
人，将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以达到这些领域的专业工作能力。此外，预计一些个人
将通过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参加专业发展的方式继续提高他们知识和技能。

3.2 数学，物理学基础课程与辅修课
基础课程的学习成果的总体目标是确保个人能够：
•

展示成功完成BIP-MT中气象部分所需的数学和物理知识。

•

展示补充BIP-MT中所涵盖的气象专业知识的其它科学和相关课程的知识。

•

分析和利用资料，以及传达并提供信息。

预计要取得基础知识可利用几种途径或一套组合途径。
•

在参加某个机构学习大气科学课程之前，已在学校或在学院完成基础课的学习课程。

•

在学习普通气象学课程的同一机构接受过基础科目的的入门课程。

•

把获取与基础课有关的基础知识纳入普通气象学的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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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学习成果 - 能够：
•

三角学。定义正弦，余弦和正切，描述它们与反函数的关系，并掌握基本三角函数方
程。

•

对数和幂。掌握对数和幂。

•

向量。向量加减，并用标量乘以向量。

•

代数。掌握多项式方程并掌握基本代数方程，包括二次方程。

•

几何。计算直角和等腰三角形的面积、圆周长和面积、长方形的面积和体积、圆柱体
和球体、并描述弧度和度之间的关系。

•

坐标几何。解释线性图的斜率和截距、识别标准曲线，如抛物线、椭圆和双曲线，并
能在直角和极坐标体系之间进行转换。

•

统计。选择合适的方式显示统计数据并解释结果，利用集中趋势(平均，中位数和模
式)和变率(范围，间距范围和标准差)不同的措施，并说明抽样的概念、最小二乘线性
回归、相关，正态分布，百分位值和假设的检验。

物理学
学习成果 - 能够：
•

运力学。利用描述距离、速度、加速度与匀加速直线运动时间之间关系的方程解题。

•

动力学。当系统处于平衡时解决基本问题，利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解决基本问题，并
利用动量守恒原理解决基本问题。

•

作功、能量和功率。解释作功、动能、位能、内能的概念，并利用能量守衡原理以及
能量、作功和力之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

•

圆周运动。解释向心加速度概念，并通过建立重力和向心加速度的关系式来描述圆周
轨道。

•

物质相态。描述固态、液态和气态之间的物理差异；解释相变潜热概念，并描述与相
变有关的过程，重点在凝结和蒸发。

•

温度与热量。解释温度和热量概念，描述如何利用随温度而变化的物质的物理特性来
测量温度，并描述导热、对流及辐射如何传导热。

•

热力学和气体运动理论。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理解问题；对热力学第一定律进行定
性描述；解释绝热过程的含意，重点在气体的绝热膨胀；并描述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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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荡与波。描述振荡和波的特性；描述简谐运动；利用波的速度、频率和波长之间的
关系解决问题；解释纵波和横波之间的差异；并解释反射、折射、衍射和干涉的概
念。

•

电磁辐射。描述电磁辐射的特征和电磁频谱的关键特性；描述辐射的反射、吸收和散
射的过程(包括光的反射和折射)；描述黑体的含意；概述斯特藩-玻尔兹曼定律和维恩
定律的含意。

•

电与电磁感应。描述电流、电压和电阻的物理基础以及如何测量这些物理量；利用欧
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来解决电路问题(包括有两个以上电阻的电路)；描述电磁感应
过程。

辅修科目
学习成果 – 能够：
其它科学和相关科目
•

历史背景。概述已促进气象发展及其应用的科学技术进步。

•

基础海洋学。描述海洋大气环流和热力结构；描述如何测量温度、盐度和海况。

•

基础水文学。描述水文循环，确定径流、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以及水平衡的决定性关
键因素；描述如何进行水文测量(如，降水、蒸发、土壤湿度、河流径流、地下水)。

•

基础地理学。描述责任区的主要地理特征，包括当地地形的描述。

沟通
•

书面通报。在具体时限内简明、易懂和准确地编写书面通报，包括使用文字处理和显
示程序。

•

口头表述。在规定时限内做出说明，其中提供的内容和形式要以听众易懂的方式准确
地传达信息内容。

资料分析和使用
•

编程。使用电脑程序设计原理，并建立基本电脑程序。

•

资料加工。使用电子数据表和数据库进行资料加工和统计分析。

•

调用和获取信息。利用图书馆、数据库存和互联网搜索来查找气象信息。

•

创立并公布在线材料。建立、公布和更新基本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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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普通气象学课程
为与普通气象学相关的学习成果提供课程结构，这些学习成果已纳入下列宽泛的知识类别。
•

基础物理和动力气象学

•

基础天气学

•

基础气候学

•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

但是，应当指出，此课程的意图并非为了确定学习课程的结构。设定课程有许多途径，这将
确保达到所有学习成果。例如：
•

涉及几门课的学习成果可加以区别划分(如：当涉及基础天气学时可以涵盖基础物理学
和动力气象学中所列出的一些学习成果，反之亦然)。

•

一门课的学习成果可纳入几个学习课程的课件中，这可以比所要求的学习更为深入(例
如，单独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课件)。

•

随着学习课程的进程，可以更加深入地涵盖学习成果(如：几门课可有气象学入门初级
课件，在后续阶段更为深入地涵盖)。

•

可以纳入学习成果作为学习课程的一部分，旨在使学员发挥独特作用(如：除了开发更
实用的技能之外，主要旨在培训观测人员的课程可涵盖BIP-MT课程要求的所有学习成
果)。

每个机构的重点是制定学习课程，并要考虑学员的以前掌握的知识、设定课程以达到当地要
求的最佳方法、可充分达到要求的总体学习课程的目的，以取得本文所列的学习成果。

3.4 基础物理学和动力气象学
有关基础物理学和动力气象学学习成果的总体目标是确保个人能够：
•

解释大气中出现的基本物理和动力过程。

•

解释大气参数测量仪器所利用的物理原理。

学习成果 – 能够：
•

大气成分和结构。描述大气成分并解释其垂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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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解释到达地球表面的辐射的日/昼、纬向和季节变化，描述短波(太阳)和长波(陆
地)辐射，描述影响短波和长波辐射的过程(即，反射、散射和吸收)，概述地球大气的
热量收支，解释温室效应解释臭氧在影响紫外线辐射方面的作用，并描述地表的热量
平衡以及如何随高度变化。

•

气压。解释气压随高度变化的原因，解释温度和湿度对于气压随高度变化的影响，解
释为什么气压通常要换算为平均海平面气压。

•

气温。描述对流、平流、湍流和蒸发/凝结的加热和冷却效应，解释水汽、云和风对
地面气温的影响，解释地面气温的每日变化，并描述影响全球地面气温分布的主要因
素。

•

大气湿度。解释湿度的重要性之所在，解释水汽压、饱和水汽压、温球温度、露点和
相对湿度的概念，并描述影响蒸发率的因素。

•

大气稳定性。描述大气稳定度发生变化的起因，解释干绝热直减率、饱和绝热直减率
以及环境直减率的概念，解释各类稳定度(例如，绝对稳定度、条件稳定度、中性稳定
度)，解释逆温的作用，并描述稳定度和不稳定度如何发展。

•

风。解释风形成的原因，描述气压梯度力和科里奥利力，并解释地转风和梯度风，描
述摩擦力对风的作用，解释地形引起的常见局地风的起因(例如，海/陆风，焚风和下吹
/上坡风)。

•

云。降水和雷暴方面，解释上升运动形成云的原因，描述云形成的主要机制，描述形
成降水的过程，描述雷暴的触发过程及其生命周期。

•

露、霜和雾。描述影响能见度的因素，解释露和霜的形成，并解释雾的起因，重点放
在辐射雾和平流雾。

•

大气光电。解释虹、晕、碧空和闪电的形成。

3.5 基础天气学和中尺度气象学
涉及基础天气学学习成果的总体目标旨在确保个人能够：
•

描述天气尺度和中尺度热带、中纬和极地天气系统的形成、发展和特征，并分析天气
观测资料。

•

描述预报过程以及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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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 能够：
•

具体地点的天气。解释在具体地点出现的天气情况为何是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所产
生影响的结合。

•

气团。描述和解释气团的源地、特性、运动和变性。

•

中纬度和极地天气系统。描述低压、反气旋、槽和脊及其相关天气的特征，重点在影
响责任区内的天气，描述暖锋、冷锋和锢囚锋以及与之路径通道相关的天气的特征，
并描述急流和天气系统之间的关系。

•

主要热带扰动。描述主要的热带扰动及其相关天气，包括ITCZ，热带低压、季风和厄
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

•

中尺度系统。描述影响责任区的重要中尺度系统的形成和特征。

•

灾害性天气。描述影响责任区内的灾害性天气系统的形成和特征(例如，雷暴和热带气
旋)以及可预报程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

地面气压图。确定地面气压图及相关卫星和雷达图像中的主要天气特点，并描述与这
些特点相关的典型天气。

•

高空天气图。描述各种类型的高空天气图(包括等压面高度图)，并在图中以及相关卫
星和雷达图像中确定主要天气特点，并描述与这些特点相关的典型天气。

•

高空图。描述构成高空图基础的物理概念并掌握高空图的基本业务使用。

•

显示和制图系统。讨论气象部门内用于(a)显示和绘制资料图以及(b)为用户制作产品和
服务的通用系统，以及此类系统的优势与不足。

•

预报过程。描述预报过程，描述数值天气预报(NWP)的基本原理，解读基本业务NWP
产品。

•

关键产品和服务。根据向公众和其他用户提供的当前和预报的天气信息来描述关键产
品和服务，包括灾害性天气条件的预警。

•

国家气象部门的职能。，描述国家气象部门在天气监测和预报方面的职能以及其他服
务提供方的作用。

3.6 基础气候学
涉及基础气候学学习成果的总体目标旨在确保个人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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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大气环流和导致气候变率和变化的过程。

•

描述基于气候信息的产品和服务的利用。

学习成果 – 能够：
•

全球环流特征。解释全球大气和海洋环流的主要特点及其时间(每日、季节、年度)变
率。

•

区域和局地气候。解释区域和局地气候的决定性因素。

•

气候分类与描述。描述气候分类技术，包括柯本法。

•

局地气候。描述责任区内的气候和季节变化以及该区域的气候趋势。

•

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描述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差异，描述温室效应的基本概
念以及涉及人为气候变化的基本科学，并描述气候预测的基础。

•

季节预报。概述季节预报的过程和科学基础。

•

气候资料。描述在气象服务中如何获取、收集气候资料并保证质量。

•

气候统计。描述如何根据资料的分布(例如，频率和累积频率)、集中趋势和变化来分
析气候资料。

•

关键产品和服务。根据提供给公众和其他用户的气候信息来描述关键产品和服务。

3.7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
关于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的学习成果总体目标旨在确保个人要能够：
•

解释用于测量大气参数的各类仪器的物理原理。

•

进行基本的天气观测。

学习成果 – 能够：
•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对利用地面和空基系统进行全球尺度气象和其它环境观测和
传输资料的WMO全球观测系统以及WMO信息系统(包括全球电信系统)的各主要组成
部分作描述。

•

仪器选址。描述在地面仪器选址时需加以考虑的各项因素。

•

地面仪器。解释地面温度、湿度、气压、降水、风、云高、能见度、光照和辐射测量
仪器(包括自动气象站所用仪器)的物理原理，描述如何操作这些仪器，并概述可能出
现的各种误差。

•

水凝物。描述各种水凝现象以及如何加以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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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描述主要的云型、它们的特点、通常的高度范围以及相关的天气现象。

•

天气现象。描述在进行地面目测时涉及的各种天气现象，描述它们的特点并解释其形
成。

•

天气监测和观测。监测天气，并利用遥控和直读式仪器以及目测评估(包括确定云类、
云量和天气类型)进行地面观测，并解释目测评估的理由。

•

标准、质量控制、标定和互比。描述国家和国际测量标准，以及进行观测资料质量控
制及仪器标定和互比的最佳规范。

•

高空观测。解释用于高空测量的各种仪器的物理原理和局限性。

•

遥感系统。描述地面和空间(包括使用卫星、雷达、风廓线仪、飞机、海洋和闪电探测
系统)遥感提供大气信息的方法。

•

编码。概述如何对观测资料进行编码和传送，并描述不同类型信息之间的差异(如
SYNOP, SHIP, CLIMAT和METAR等)。

•

观测资料的使用。描述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其它信息源的观测资料的主要用途。

决议 33(Cg-16)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2011年5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通过了最不发达国家
(LDC)十年行动纲领2011-2020，

(2)

要求联合国系统包括WMO继续在实施行动纲领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在相关国际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通过在
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实施该行动纲领，

考虑到：
(1)

第21号决议(Cg-16) – 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2)

第十六次气象大会通过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实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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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C需要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发展伙伴支持实施最不发达国家十年行动纲领2011-2020，

决定：
(1)

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应在第十六财期中得以延续并支持2011-2020年十年LDC行动
纲领的实施；

(2)

WMO最不发达国家计划的本质须符合WMO 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2012-2015，并帮助
最不发达国家的NMHS履行自己的职责；

敦促会员积极参与并继续最大限度地资助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包括通过 WMO 最不发
达国家 NMHS 的信托基金提供资金；
要求区域协会在计划实施中发挥相关的协调作用；
要求执行理事会监督已取得的进展并在监督WMO能力建设活动的大背景下为筹集资金和实
施计划提供相关的咨询；
要求秘书长向第十七次大会报告计划的实施情况。

决议 34(Cg-16)
WMO 区域计划
大会，
注意到各区域在第十五财期内召开的六个区域协会届会最终节略报告中报告的成果和面临的
挑战，
考虑到：
(1)

各区域协会在第十六财期(2012-2015)实施WMO战略和运行计划时需要开展集体和协调
一致的活动，

(2)

区域协会和WMO区域办事处在确定区域需求并实现能力建设活动主流化方面的作用，

(3)

需要维护和扩展与区域合作组织的联系和合作，以开展并实施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
的计划和项目，以使会员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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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WMO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上在其它国际组织中能够有力和有效地在天气、气候和
水问题上代表世界领先水平，

(5)

需要继续支持和为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会员提供建议，旨在加强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作用、运作和知名度，基于全面认识它们对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方案和对国家发展议程的贡献，

决定：
(1)

在第十六财期内继续开展WMO区域计划；

(2)

区域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a)

继续为组织的六个区域协会提供支持；

(b)

规划并协调区域活动，与WMO战略和运行计划以及WMO各项科技计划保持一
致，以确保会员为协调和同步实施做出努力；

(c)

确保规划、实施、监督和评估区域和国家战略/运行计划，以及本组织的各项科技
计划，特别要认识到和考虑到各区域需求、能力和优先重点；

(d)

促进加强NHMS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作用和运作，以使它们履行其职责并且有效
地应对各种新出现的挑战；

(e)

作为一个交叉性的计划，促进专家对会员的支持；

(f)

通过酌情继续和监督运行现有的区域中心并建立新的中心的方式，确定会员对提
供区域设施和服务的各种需求；

(g)

促进与有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政府间和各区域经济集团建立和维持联系和伙伴
关系，从而推进WMO活动和确定协作以便给实施工作带来效率和效果；

(h)

与会员、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合作促进资金筹措，建立并实施区域和次区域能力
开发项目；

(i)

通过从区域的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转让知识和技术的方式，推广利用国家和区
域层面所具备的专门技术；

(j)

作为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合作努力，在各区域推进和建立旨在建设发展中国
家能力的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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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计划须为实现在决议8.1/1(Cg-16)下通过的WMO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2012-2015
年)所有预期结果做出贡献，特别侧重于战略主旨3：“加强能力建设”，和预期结果6：
“提高NMHS履行其职责的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敦促会员：
(1)

在第十六财期内尽最大可能为该计划做出贡献，包括通过援派人员和其它适当方式支
持区域办事处和WMO驻各区域办事处的工作；

(2)

继续本着自愿的原则支持区域协会的附属机构；

要求各区域协会主席保持密切联系并确保跨区域合作以及与区域优先重点、计划和区域项目
保持一致；
要求区域协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共同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旨在协调
和同步实施各项计划和项目；
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提供有关区域协会需求的咨询建议，并考虑区域协会在各技术委员会的
计划和项目发展方面提出的优先重点；
要求秘书长：
(1)

在第十六财期内继续管理区域计划并在批准的预算范围内为其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2)

通过与相关区域协会主席协商的方式，审议目前WMO区域办事处和WMO驻各区域办
事处的设置，并提出有关提高其工作效果和效率的建议，包括根据现有的资源重新确
定办事处的地点。

决议 35(Cg-16)
第十六财期的出版物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26(Cg-15)– 第十五财期的出版物计划，

(2)

决议20(EC-62)– 第十六财期的法定出版物及出版物分发政策，

(3)

决议10(EC-61)– WMO第十六财期的法定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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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3(EC-56)– 出版物计划，

认识到将 WMO 出版物免费、无限制地向会员的业务、科学、教育等有关机构分发可促进
人们对 WMO 的标准、指南等产品的意识和广泛利用，
认识到部分已经批准的法定出版物未能在规定财期内制作，
注意到人们趋向更多利用万维网和电子手段分发 WMO 出版物，结果出版物的销售收入几
乎全部丧失，
认识到采用更为经济、环保的电子手段制作和分发出版物的益处，
决定：
(1)

出版物计划的管理，特别是出版物的复制样式和方法，以及对现有出版物基金最为经
济的使用，包括出版物的销售收入，应在大会设定的框架内并结合执行理事会的指示
由秘书长负责；

(2)

根据所需资金情况，在第十六财期期间可以增加出版物的制作；

通过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提出，并已列入正常预算决议案，拟在第十六财期
执行的 WMO 出版物清单，见本决议的附录；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结合资金和设施情况，继续定期审议出版物计划的现状，并结合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印
刷品替代方法的不断增加，审查需求的变化；

(2)

考虑有关改进服务，提高成本效率的建议，并就如何利用出版物计划最佳地向会员和
其他方面传递信息提供指导；

要求秘书长向执行理事会提供适当机制和资源，以便对出版物计划定期进行审议，并在现有
预算内划拨资金，进一步开发电子出版物。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6(Cg-15)，后者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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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5(Cg-16) 的附录
选定的 WMO 出版物清单 ( 已列入正常预算建议并建议在第十六财期执行 )
出版物

编号

语言

负责机构

1. 管理和技术出版物：
1.1管理类出版物

基本文件

WMO-No. 15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WMO的组成

WMO-No. 5

英、法

WMO 秘书处

含决议的大会节略报告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含决议的执行理事会节略报告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含决议和建议的区域协会节略报告

与届会文件相同

WMO 秘书处

含决议和建议的技术委员会节略报告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WMO-No. 508 英

WMO 秘书处

WMO战略计划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WMO运行计划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1.2 技术类出版物
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WMO-No. 8

英

CIMO, OBS

技术规则，第一卷

WMO-No. 49

阿、中、 英、
法、俄、西

技术委员会主席和
WMO秘书处

技术规则，第二卷

WMO-No. 49

阿、中、 英、
法、俄、西

CAeM, WDS

技术规则，第三卷

WMO-No. 49

阿、中、 英、
法、俄、西

CHy, CLW

技术规则，第四卷

WMO-No. 49

阿、中、 英、
法、俄、西

CBS, WDS

电码手册, 第 I.1卷,第 I.2卷和第II卷

WMO-No. 306 英、法、俄、西

CBS, OBS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第一卷 和第三
卷

WMO-No. 386 英、法、俄、西

CBS, OBS

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

WMO-No. 485 英、法、俄、西

CBS, OBS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544 英、法、俄、西

CBS,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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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

语言

负责机构

英

CBS, OBS

阿、中、 英、
法、俄、西

CBS, OBS

WMO信息系统手册

WMO-No.
1060

水文规范指南

WMO-No. 168 法、俄、西

CHy

流量测量手册

WMO-No.
1044

法、俄、西

CHy

洪水预报和预警手册

WMO-No.
1072

英、法

CHy

英、法、俄、西

CHy

WMO公报

英、法、俄、西

WMO 秘书处

世界气象日材料

英、法、俄、西

WMO 秘书处

WMO全球气候现状声明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WMO温室气体公报

阿、中、 英、
法、俄、西

WMO 秘书处

水资源评估手册
2. 一般信息出版物：

决议 36(Cg-16)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27(Cg-15)通过了WMO 战略计划2008-2011，

(2)

决议28(Cg-15)- 制定WMO 战略计划2012–2015，

(3)

执行理事会关于制定WMO战略计划的决定，

进一步注意到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过程是基于并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
(1)

WMO战略计划，该计划提供了一份关于WMO未来方向和优先重点的高层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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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运行战略，将战略计划中的战略主旨、预期结果和关键成果转化成有时间限制的
具体计划活动和项目，这是解决全球社会需求和实现预期结果所需的，

(3)

WMO基于结果的预算，其中确定了用于实施战略计划的资金，包括WMO组成机构、
秘书处和计划活动的运行，

批准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8(a)、(b) 和 (c) 的规定；
敦促会员在制定和开展其国家和区域气象、水文和相关学科的计划时，以及参与本组织各计
划时考虑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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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战略方向和战略计划中设定的优先重
点，并制定各自的计划结构和活动，以坚持各项战略主旨并实现各项预期结果；
进一步要求执行理事会以战略计划为基准，以 WMO 运行计划为补充，来监督实施预期结果、
计划和组织活动的进展和绩效，并向第十七次大会提交报告；
要求秘书长安排出版本计划，并向所有会员、WMO 组成机构、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分发。
______
注：本决议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后取代决议 27(Cg-15)。

决议 37(Cg-16)
第十六财期 (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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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第十六财务期内：
(1)

最大支出为276,000,000瑞士法郎，其中261,000,000瑞士法郎出自分摊的会费，并须作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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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十七财务期分摊会费预算水平的起始点，15,000,000瑞士法郎余额出自其它常规来
源(出租收入、支持成本收入、利息和其它收入)，见本决议附录1的预期结果；
(2)

批准这些限额内的两年期拨款；

进 一 步 授 权 执 行 理 事 会 在 第 十 六 财 务 期 监 督 和 执 行 出 自 自 愿 捐 款 的 预 算， 估 算 为
175,000,000 瑞士法郎，其中包括 142,000,000 瑞士法郎用于本决议附录 2 列出的优先领域和
出自自愿捐款，金额为 33,000,000 瑞士法郎的联合资助计划。

决议 37(Cg-16) 的附录 1
按预期结果划拨的 2012-2015 年最大支出
( 单位 : 瑞士法郎 )
预期结果

总计

1. 提高会员提供和改进获取高质量天气、气候和水以
及有关环境的预报预测、信息、预警和服务的能力，
以响应用户的各种需求，并能够将其用于所有相关社
会部门的决策过程

24,666,700

2. 提高会员降低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环境因素引
起的各种灾害的风险及其潜在影响的能力

10,807,200

3.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以及有关环境
信息、预报预测和警报的能力，以支持尤其是减轻灾
害风险、气候影响和适应战略

24,440,600

4. 提高会员根据WMO制定的世界标准获取，开发，实
施和利用综合的互可操作的地基和空基天气、气候和
水文观测系统以及相关的环境和空间天气观测系统的
能力

36,245,200

5. 提高会员为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科学
的研究能力和技术开发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23,142,700

6. 提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NMHS)履行职责的能力

59,200,700

7. 新的和加强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活动，旨在改进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提供服务的绩效并为WMO对联合国系
统、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家战略事宜的贡献增值

22,469,600

8.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国际组织

75,027,300

最高支出总计

27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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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7(Cg-16) 的附录 2
自愿捐款资助的优先领域
( 单位 : 瑞士法郎 )
2012-2015年资金

优先领域
1. 气候服务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47,600,000

2. 航空气象服务

1,750,000

3.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

62,400,000

4.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WIGOS)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的实施

22,400,000

5. 减轻灾害风险

7,850,000
142,000,000

总计:

决议 38(Cg-16)
制定战略计划 2016-2019
大会，
注意到决议 36(Cg-16)- WMO 战略计划 2012-2015，
考虑到：
(1)

WMO战略计划和WMO运行计划为各会员及其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加强自己的规划政
策，工作计划和活动方面提供有益的指导，

(2)

在规划本组织的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主要方向时，要有足够长的提前时间量，

(3)

WMO战略规划过程使本组织能够在预期的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启发下思考目标
和主要预期结果，

(4)

WMO战略规划过程，提高了总体效果，从而在解决有关问题时，提升了WMO在联合
国系统中的地位，

重申 WMO 战略规划过程的总体目标是建立战略重点，解决全球社会需求，以实现本组织
的各项预期结果，并在为期四年期 WMO 运行计划和基于结果的预算的制定提供充分的指导，
确认执行理事会的主导作用，以及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计划过程中的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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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贡献，
决定编制 WMO 战略计划 2016-2019；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组织一个规划过程，吸取以往规划阶段的经验教训；

(2)

如有必要，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需求基础上，以及在实施2008-2011年和2012-2015年
战略计划的绩效评估结果方面，调整WMO战略主旨、预期结果和绩效目标；

(3)

有效地使各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参与规划进程，并考虑加强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
会在规划过程中强有力的联系和互补作用，特别是在WMO总体战略规划过程中编写有
关技术委员会与区域协会业务规划相一致的指南方面；

(4)

为整合并支持在WMO运行计划中形成区域和技术计划部分提供一种更好的方式；

(5)

确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领域， 并按照优先重点予以解决，特别是强调建立各项基准，
制订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现实的和有时限(SMART)的各项关键绩效指标，
设立可实现的目标，并与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的决策实现同步；

(6)

考虑持续改进WMO的工作流程和做法的成果；

要求区域协会：
(1)

提供在制定WMO 战略计划2016-2019过程中应考虑的区域需求和优先重点；

(2)

必要时，协调该计划在国家区域方面的贡献；

(3)

制定各自的运行计划，支持实施下一个WMO战略计划；

要求技术委员会：
(1)

在编制WMO运行计划过程中，领导WMO项目科学和技术部分的制定，和各自的责任
范围内的活动；

(2)

发展自己的运行计划，支持下一个WMO战略计划的实施;

要求秘书长：
(1)

为战略计划进程提供秘书处的支持；

(2)

确保WMO战略计划、WMO运行计划和第十七财期的预算得到充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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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EC- 64， 2012年)提交一个规划大纲；

(4)

向第十七次大会提交WMO 2016-2019年战略计划草案，以供其批准。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8(Cg- 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39(Cg-16)
评定第十六财期会员的比例会费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4条，

(2)

决议40(Cg-15)- 评定第十五财期会员的比例会费，

决定：
(1)

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最新联合国会费比例应该继续作为计算WMO会费评定比例的基础，
按会员资格的不同，稍作调整；

(2)

2012年和2013年会员的比例会费的评定比例须依据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
国会费评定比例，并按本决议附录中表1给出的会员数差额进行调整；

(3)

对于那些目前还不是会员但也许会成为会员的国家，其2012-2013年的会费分摊比例须
按本决议附录中表2规定的比例予以评定；

授权执行理事会：
(1)

以2012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为基础，调整2014-2015年的会费
评定比例，并根据会员数差额进行调整，但只要对于WMO的会费比例，最低比例须保
持在0.02%水平上，另一个前提是：须修正上述会费比例，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会员的
会费评定比例的增幅将超出2012-2013年WMO会费比例200%的水平；

(2)

在非会员转为会员时，根据本决议确定的评定原则为这些非会员制定临时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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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注：本决议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后取代决议 40(Cg-15)。

决议 39(Cg-16) 的附录
表1
关于 WMO 会费 2012-2013 评定比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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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马群岛
巴林
孟加拉共和国
巴巴多斯岛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英属加勒比领地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2012-2013年
WMO 会费评定比例
0.02
0.02
0.13
0.02
0.02
0.28
0.02
1.90
0.84
0.02
0.02
0.04
0.02
0.02
0.04
1.06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1.59
0.02
0.03
0.04
0.02
0.02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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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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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牙海岸
克罗地亚
古巴
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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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圭亚那

2012-2013年
WMO 会费评定比例
3.16
0.02
0.02
0.02
0.23
3.14
0.14
0.02
0.02
0.02
0.03
0.02
0.10
0.07
0.02
0.05
0.34
0.02
0.02
0.73
0.02
0.02
0.04
0.04
0.09
0.02
0.02
0.04
0.02
0.02
0.56
6.03
0.02
0.02
0.02
0.02
7.89
0.02
0.68
0.03
0.02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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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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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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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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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纳哥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2012-2013年
WMO 会费评定比例
0.02
0.02
0.02
0.29
0.04
0.53
0.23
0.23
0.02
0.49
0.38
4.92
0.02
12.34
0.02
0.06
0.02
0.02
0.26
0.02
0.02
0.04
0.03
0.02
0.02
0.12
0.06
0.09
0.02
0.02
0.02
0.25
0.02
0.02
0.02
0.02
0.02
2.32
0.02
0.02
0.02
0.0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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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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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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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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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年
WMO 会费评定比例
0.02
0.02
0.02
0.02
1.83
0.02
0.27
0.02
0.02
0.08
0.02
0.86
0.09
0.08
0.02
0.02
0.02
0.09
0.09
0.82
0.50
0.13
2.23
0.02
0.14
1.58
0.02
0.02
0.02
0.02
0.82
0.02
0.04
0.02
0.02
0.33
0.12
0.10
0.02
0.02
0.38
3.1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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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泰国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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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总计

2012-2013年
WMO 会费评定比例
0.02
0.02
0.02
1.05
1.11
0.03
0.02
0.21
0.02
0.02
0.02
0.02
0.04
0.03
0.61
0.03
0.02
0.08
0.39
6.50
0.02
21.66
0.03
0.02
0.02
0.31
0.03
0.02
0.02
0.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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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非会员转为会员时，对 2012-2013 年的临时评定
国家
安道尔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格林纳达
罗马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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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瓦卢

评定百分比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决议 40(Cg-16)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 WMO 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增加会员的参与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33(Cg-15)- 提高大会休会期间WMO管理问题的透明度和增加会员的参与，

(2)

执行理事会根据决议33(Cg-15)采取的行动，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会员参与水平和影响评估的报告，以及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和六十二次届
会期间允许会员代表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以及会员感兴趣的工作组会议的相关安排，以便满
足会员对透明度和会员参与管理问题的需求，
决定有关会员代表出席执行理事会及其相关机构的会议的安排应按照本决议附录执行；
要求秘书长继续执行会员出席执行理事会及其相关机构会议的规定，并向第十七次大会汇报
由此带来的影响。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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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0(Cg-16) 的附录
会员代表出席执行理事会及其相关机构会议的规定
1.

须通过网站提供执行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所有信息和不保密文件，包括会议议程和
临时工作计划。
2.

感兴趣的会员应当在会议开幕前通知秘书处它们有意参加的会议。秘书处应当向会员
常任代表发送执行理事会会议通知，并抄送会员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
3.

会员国和地区会员的代表应由常任代表或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正式委派，或者由任何有
资格向 WMO 出具证书的机构委派。
4.

会员代表与会费用由会员自理。

5.

出于安全原因和记录需要，会员代表应在抵达后注册，并领取证件，以便出入 WMO
大楼和会议室。
6.

如果可能的话，应在会议室中安排专席，并配 “ 会员代表 ” 的座签。如果会议室不足
以容纳正式代表、观察员和秘书处成员以外的会员代表，只要会议在日内瓦 WMO 总部召开，
秘书处应在另辟房间安排理事会会议的视频直播。
7.

会员代表无发言权。

8.

秘书处不会向会员代表分发会前和会议期间的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从网站或者 ftp 服务
器上下载。
9.

出于真实记录需要，会员代表的姓名将列入会议与会代表的正式名单。

决议 41(C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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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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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1(Cg-16) 的附录
秘书长的合同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21 条 (a) 段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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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次大会通过的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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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气象组织第十六次
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的会议任命的秘书长 Michel J.P. Jarraud 先生为另一方，
1.

秘书长的任期自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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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忠实、谨慎，认真地行使赋予我作为世界气象
组织国际公务员的职责，仅以本组织的利益为重履行这些职责，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履行我
的职责时，不寻求也不接受来自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其它机构的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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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与本组织签订的有关协议所赋予的特权和
豁免权；他 /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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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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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不应接受本组织外的任何名誉、表彰、恩惠、礼品或报酬。
4.

秘书长的任期根据下述情况终止：
(a)

到2015年12月31日本协议期满；或

(b)

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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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定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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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执行理事会做出决定。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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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应从本组织获得：
(a)

每年有受抚养人的薪率为164,650美元，或单一薪率为150,083 美元的净工资(职员
考评扣减后)，适用其他同等专门机构的行政首脑采用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工资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按月分期支付；和

(b)

每年29,000瑞郎的开会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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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和生活补贴等其它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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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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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请其资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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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
恤基金》的规定和条例，秘书长应是该基金的参加者，当秘书长就违反该基金规定问题提出
任何上诉时，本组织接受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对养恤金案例的司法管辖权，因此承认联合国
内部司法系统为合法仲裁机构。
本合同一式两份，于 2011 年 ______________ 在 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vid Grimes)						
(Michel Jarraud)
世界气象组织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
主席						
任命的秘书长

306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42(Cg-16)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总则
大会，
注意到本组织的《总则》和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对大会例行会议之前的三次执行理事会例行
届会与其紧接大会之后的会期较短例行届会之间未作区别，
考虑到如果认可这一短会期例行届会的特殊性，并将其作用限于审议大会未予处理的事宜或
那些需要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的事宜，则会提高效率，
决定将下列段落纳入《总则》(2011 年版 ) 第 156 条：
“ 大会例行届会后直接召开的执行理事会例行届会的临时议程仅包括需其立即采取行
动的事宜。”
注意到
(1)

《总则》(2011年版)第112条要求秘书处编制有关各组织机构全会讨论情况的摘要记
录，

(2)

根据执行理事会第五十次届会的决定，并经第十三次大会确认，对执行理事会、区域
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全会不作纪录，除非另有具体要求，并确认第十五次大会关于届
会期间中止使用《总则》(2011年版)第112条的决定，

(3)

将继续对全体会议进行录音，并留作记录，正式的政府发言将在会议工作总摘要中概
括体现，

因此，考虑到目前适逢修订《总则》(2011 年版 ) 第 112 条的时机，以便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决定对《总则》(2011 年版 ) 第 112 条作如下修订：
第 112 条
各组织机构届会在每个议题下讨论的实质及形成的决定须记录在届会工作总摘要中。
只有当全体会议提出具体要求时，秘书处方须编制组织机构全体会议讨论的摘要记录。
须对全体会议录音，并留作记录。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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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录须尽快在会议期间或以通信方式分发所有代表团，它们可以书面形式向秘书
处提交修正建议。对修正建议的任何异议须由会议主持者与有关人员协商后决定。
摘要记录由届会的全体会议或采用通信方式通过。
注意到对《总则》的审议，旨在与时俱进，并采纳新术语，
还注意到本组织基本文件采用中性代词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注意到对整个基本文件作修订会产生的技术影响和费用，
考虑到需要确定 WMO 区域界线，使之与当前的地理和政治边界相一致，
决定对《总则》作如下修订：
(1)

在文件第一页底部插入一个脚注，内容如下：
** 在《总则》中，一种性别代词的使用须视为包括另一性别代词，除非文中另有所
指；

(2)

在《总则》(2011年版)第136(10)条、第156(4)条、第174(6)条和第191(6)条中，用“战略
规划”替换“长期规划”；

(3)

在附件二中，用“前苏联边界”替换“苏联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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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3(Cg-16)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大会，
注意到：
(1)

本组织《总则》(2011年版)第180条及其附件三，

(2)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提出了关于修改技术委员会一般职责的建议，随后得到执行理事
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注意，

(3)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JCOMM)第三次届会通过的关于修改职
责的建议，并随后得到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注意，

(4)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通过的关于修改职责的建议，并随后得到执行理事会第
六十二次届会的注意，

(5)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职责的建议，并随后得到执行理事
会第六十二次届会的注意，

(6)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五次届会通过的关于修改职责的建议，并随后得到执行理事会第
六十二次届会的注意，

(7)

2010年召开的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15次届会通过的修改其职责范围的建议，

(8)

基本系统委员会2010年特别届会通过的关于修改职责的建议

(9)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在2010年第十五次届会上通过的关于修改职责的建议，

考虑到确保 WMO 的科学和技术活动符合会员需求，以及与相关领域的发展保持一致的重
要性，
决定：
(1)

按照本决议的附录1修改适用于所有技术委员会的总职责；

(2)

通过本决议附录2 修改的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技术委员会、大气科学
委员会、航空气象学委员会、气候学委员会、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
员会的职责；

(3)

水文学委员会的职责保持不变；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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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将这些变更纳入《总则》(2011 年版 ) 的附件三，将本决定通知所有相关各方，
并继续按照《总则》的规定支持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决议 43(Cg-16) 的附录 1
修订技术委员会的总职责
对《总则》(2011 年版 ) 附件三所列的技术委员会的总职责予以修订，在 2007 年版的第 6 段
插入一个新段落：
“ 针对由自己的具体职责规定的领域以及为落实 WMO 战略计划编制和维持一个运行计划，
旨在按照现有管理程序调整各自的工作以满足社会需要；”
以及将 2007 年版第 7 段的编号改为 8。

决议 43(Cg-16) 的附录 2
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须：
(a)

为会员/会员国全面收集，交换，调用，理解，应用和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信
息、预报和警报而协调、制定和推荐标准及程序，这些是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及有关
海洋决策过程的基础；

(b)

为会员/会员国全面收集，管理，交换和保存高质量的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信息和产
品而协调、制定和推荐标准及程序，这些是气候研究、预测和服务以及气候影响和适
应战略的基础；

(c)

促进和推动实施经验的国际共享、技术转让和研究成果的转化，以及支持相关的教育
和培训，以满足在海洋气象和海洋服务方面承担任务的国家机构和和其它组织的能力
开发需求。

对此，委员会将特别关注有关海洋气象和海洋资料、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以及技术
转让，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它们的能力建
设。此外，委员会将支持 WMO、UNESCO/IOC 和其它作为联合国 - 海洋计划成员的联合国
机构、国际航道测量组织 (IHO)、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其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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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以及有关海洋气象和海洋方面的用户组织之间开展合作。
在以上确定的责任内，并确保与 IOC 章程相一致，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
员会须承担 WMO《总则》(2011 年版 ) 第 180 条赋予所有 WMO 技术委员会的责任，并须
通过制定一个针对由自己的具体职责规定的领域，以及旨在落实相关 ( 或适用的 ) 战略主旨
和预期结果的运行计划，来组织安排工作，以满足上级组织在规划文件中所预期的各项社会
需要。
__________

大气科学委员会的职责
大气科学委员会负责促进和协调大气科学的科研、科研成果的获取、科研向业务技术转化、
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包括天气及其预报、气候、水、大气化学和相关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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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促进关于大气科学问题的
知识、技术和咨询的转让；

(b)

支持和促进大气和相关科学研究，以更大的地球系统为背景提高对大气过程的认识和
预报，重点如下：

(c)

(i)

从数分钟到季节，到数十年时间尺度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分析和预
报，包括环境预测新进展；

(ii)

细化点到点预报过程，由此改进对人口和经济具有严重影响的灾害性天气事件
的预报；

(iii)

大气成分和空气污染、它们与天气和气候的相互作用、研究空气污染物的输
送、变性、沉降和影响及相关的监测；

(iv)

云物理和化学、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

(v)

重点为基础物理和化学过程的人工影响天气科学评估，制定严谨的评估程序；

(vi)

热带和极区过程，缺少这方面的认识会对全球预报技巧产生重大影响；

使用综合的观测和研究方法来维持和发展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重点针对温室气体、
大气化学和空气质量，从而为旨在支持国际环境、气候公约及政策的科学评估做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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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d)

维持和发展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包括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报性试验(THORPEX)，重点
突出灾害性天气知识以及多学科研究的伙伴关系，以推进广阔的环境预测科学；

(e)

根据WMO战略计划，与相关WMO机构协调委员会的活动，并促进WMO会员、国际
科学组织、环境机构和其它科学团体间的合作；

(f)

规范应用于大气科学的函数、常量、术语和文献的做法；

(g)

支持并促进大气科学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以减少天气、气候和污染对社会、经济和生
态系统的社会影响；

(h)

根据会员的需要或为推广委员会的科学计划，开展大气科学方面的科学评估。
__________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的职责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的职责是：
(a)

协助会员按照航空用户的要求改进航空气象观测和预报服务的提供及采用各项质量标
准；

(b)

与国际民航组织(ICAO)合作，协调航空气象服务的开发和实施以支持安全有效的空中
交通管理；

(c)

协助会员与WMO其它组织机构合作，开发和促进与航空气象有关的气候服务；

(d)

提高会员提供航空气象警报服务的能力，以减少灾害性天气对航空用户的影响；

(e)

与各区域协会、ICAO区域小组和WMO秘书处教育培训办公室合作，向会员提供现有
最好的航空气象教育培训的指南、辅导材料和协调，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

(f)

与各区域协会合作，开发并实施试点项目，以展示和共享会员在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
能力建设方面的最佳做法，并促进旨在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的区域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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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与各区域协会合作，为会员制定指导材料，以加强它们在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方面的管
理工作；

(h)

与各区协合作，审议现有和新出现的用户需求，以及与国际民航组织合作制定和更新
有关航空气象服务提供的规范文件和有效的成本回收机制。
_________

气候学委员会的职责
气候学委员会的职责是：
(a)

为有关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WMO气候活动提供咨询和指导；

(b)

协助会员收集、管理和共享气候资料；

(c)

促进对气候系统的分析、监测、评估和报告；

(d)

促进气候产品与服务的研发，与基本系统委员会一起开发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机制；

(e)

与有关机构合作，促进气候产品、服务和信息的开发，以便为适应和气候风险管理提
供资料，并展示这种服务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f)

协助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会员，加强气候方面的能力，以满足
它们的利益悠关方的需要；

(g)

在WMO与其它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就气候相关问题的互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__________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的职责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的职责是：
(a)

考虑到科学和业务领域的发展，支持气象应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牧场和渔业(以
下简称农业部门)管理；

(b)

通过转让知识、方法和技术以及提供咨询，协助会员开发和建立农业气象服务(并在
必要时鼓励和帮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重新调整/重组其服务，以提供有效的农业气象服
务)，特别是以下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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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过保护和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将天气和气候知识高度业务化地运用于农业
可持续管理；

(ii)

将天气和农业气象观测、预报和预警用于业务；

(iii)

利用气候观测资料和预测结果；

(iv)

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v)

应对天气和气候对农业部门的不利影响，包括与天气有关的病虫害；

(vi)

保护农产品在储存和运输中因直接和间接的天气、气候影响而蒙受损失或变
质；

(vii)

在天气气候服务提供方和农业部门的用户间开展有效的沟通，并促进其协调与
协作活动；

(c)

改进协调与协作机制，促使农业部门的天气气候信息用户能与天气气候服务提供方积
极联络，反之亦然；

(d)

确定农业对资料和信息的需求；

(e)

促进对有效沟通方法和渠道的开发利用，以获取并向农业部门传播农业气象信息、咨
询和预警，同时获取反馈意见；

(f)

促进更好地认识天气和气候与干旱和荒漠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影响。
________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的职责
委员会负责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变量的观测仪器和观测方法的国
际标准、兼容和可持续性问题。
这一职责是 WIGOS 所有观测的基础，它的履行将与和 WMO 一起共同承办、拥有和 / 或运
行部分观测系统的合作组织密切磋商。本职责还包括对 WMO 交叉活动的需求提供支持，
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减轻灾害风险和能力建设。
它特别包括：
(a)

对标准和可兼容观测的需求做出响应，包括资料内容、质量、元数据和观测产品的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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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有效和可持续地使用仪器和观测方法提供咨询、建议并推动研究，包括质量管理程
序如测
试、预防性维护、检定和质量保证的方法；

(c)

开展和/或协调全球和区域仪器比对以及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性能测试；

(d)

与其他国际组织如BIPM和ISO合作，促进对公认国际测量标准(SI)的可追溯性的发展，
包括在世界、区域、国家等各级仪器检定、开发和测试中心的基准仪器；

(e)

促进空基和地基(实地和遥感)观测内部及两者之间的兼容性、相互比较、集成和互操
作性，包括进行测试基地观测试验；

(f)

鼓励在气象、气候、水文、海洋以及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变量的观测仪器和观测方法
领域开展研究和开发新的方法；

(g)

促进适用和经济的仪器和观测方法的生产和开发，尤其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h)

支持仪器和观测方法领域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

(i)

与科研机构和仪器制造商保持联系，以评价并在业务中引进新的观测系统。
________

基本系统委员会的职责
委员会负责以下相关事宜：
(a)

在观测、资料处理、预报、通信和资料管理等综合系统的开发和运行方面，与各会
员、其他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有关机构合作，以响应并支持WMO所有计划的需
求，特别是为减轻灾害风险做出贡献，同时利用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

(b)

结合气象、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科学方面新的应用，评估并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以
满足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以及与WMO有关的组织所确定的需求；

(c)

作为优先事项，继续发展世界天气监视网(WWW)；

(d)

进一步开发和实施公共天气服务计划，特别注意端到端的服务提供；

(e)

进一步开发和实施WMO空间计划；

(f)

促进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开发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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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为气象和相关用途，特别是为了组建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处
理、存储和检索基本资料；

(h)

系统及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满足用户的要求，其中包括业务天气分析和预报以及为
环境应急部门服务方面的要求；

(i)

由各会员确定的观测系统、设施和站网(陆地、海洋、高空和空间)，特别是包括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所有技术问题，尤其是全球观测系统；

(j)

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分配和用于业务、研究以及应用的设施，特别是包括WMO信息
系统(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全球电信系统)的组建；

(k)

为WMO各项计划所需的天气、气候和水的信息(资料和产品)包括警报的交换和获取，
制定和应用业务程序、时间进度和协议安排，特别是通过WMO信息系统；

(l)

资料管理原则和程序的制定和应用，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世界天气监视网)的监
测和评估。

决议 44(Cg-16)
修订世界气象组织总则 – 执行理事会席位分配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13条，

(2)

决议39(Cg-14)– 公约第13(c)条修正案，

(3)

WMO总则，

考虑到执行理事会的席位分配应当作为一个重点反映每个区域的会员数，
还考虑到自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以来每个区域会员数变化不大，而且在出现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大会可重新考虑执行理事会席位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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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在第一章 – 总论中，即在“组织机构的届会”标题之前并在“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标题下
引入新的第17条规则，这一规则的文字如下：
“ 本条规定就执行理事会席位分配问题对有关执行理事会的组成的公约第 13 条作如
下说明：一区 ( 非洲 )：9 席、二区 ( 亚洲 )：6 席、三区 ( 南美洲 )：4 席、四区 ( 北美洲、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 席、五区 ( 西南太平洋 )：4 席、六区 ( 欧洲 )：9 席。”

(2)

用“《公约》第13(c)条第(ii)款和《总则》第17条”替换《总则》第15条中的“《公约》
第13(c)条第(ii)款”的文字；

(3)

按下列修改《总则》第85(b)条：
“(b) 第二轮选举为同时进行的分区域选举，以便根据含各特定区域候选人的候选人名
单选出执行理事会的剩余席位，但根据第 1 款当选者除外，以满足公约第十三条 3 款 (2)
项和总则第十七条的要求。在第二轮选举中每个涉及的区域均采用单独选票。除了总
则第八十三条规定外，根据公约第十三条 3 款 (2) 项和总则第十七条，任一区域的选票
所含名字多于该区域最大剩余席位数，该票无效。选票所含名字少于拟填补的席位数，
该票有效，只要选票上有一个名字，就不得视为弃权。

(4)

在《总则》第87(a)条和(b)条中，“《公约》第13条(3)款(2)项”替换成“《公约》第13条
(3)条款(2)项和《总则》第17条”；

(5)

在《总则》第144条中，“该条的”替换成“该条款和《总则》第17条的”；

(6)

对新的《总则》第17条之后的各条相应地重新编号；

要求秘书长将这些修改纳入《总则》，向有关各方通报这些修改，并按照《总则》的规定，
继续对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工作予以支持。

决议 45(C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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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14(c)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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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议1 (Cg-14) — 世界气象组织技术规则，

(3)

决议 2 (EC-58) –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544)，第一卷–全球方面，

(4)

决议10 (EC-59) –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 (2006) 的报告，

(5)

决议20 (EC-59) –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544)第二卷：区域方面–南极洲 ,

(6)

决议 7 (EC-60) – 修订WMO技术规则(WMO-No.49)第二卷：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务，

(7)

决议3 (EC-61) –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有关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包括紧
急响应活动，

(8)

决议 4 (EC-61) –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

(9)

决议 7 (EC-61) –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报告有关WMO信息系统，

(10) 决议 6 (EC-62) –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本国有关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
(11) 决议 8 (EC-62) – 修订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手册(WMO-No. 485)，
(12) 决议 10 (EC-62) – 气候规范指南第三版 (WMO- No 100)和修订WMO技术规则(WMONo.49)，第一、二和第三卷，
(13) 决议 16 (EC-62) – 出版技术规则第四卷 (WMO‑No. 49) – 质量管理，
(14) 决议 17 (EC-62) – 修订WMO技术规则(WMO-No. 49), 第二卷：国际航空导航气象服
务，
考虑到：
(1)

第十五次大会强调需要拥有适用的WMO信息系统(WIS)规则文件，并要求基本系统委
员会(CBS)承担制定规则文件的任务，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强调有关WIS适用的规则和指导文件十分重要，并要求
WIS跨委员会小组(ICG-WIS)和CBS对WMO-No.49 – 技术规则的相关部分及WMO信息
系统手册(WMO-No.1060)进行修订，提交第十六次大会审议，

(3)

需要不断更新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 手册(WMO-No.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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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授权执行理事会批准对技术规则的修订或新的规则，如果它们需要在下次大会前付诸实
施；
要求秘书长：
(1)

将理事会批准的修订纳入技术规则，并确保相关文件在编辑上的一致性，包括对WMO
信息系统手册的编辑修订；

(2)

确保对规则文件进行系统的审查，并确保出版的规则文件可在国家层次实施的质量管
理系统中作为参考文件使用；

(3)

确保将审定后的技术规则尽快翻译成所有WMO官方语言。

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1 (Cg-15)， 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46(Cg-16)
审议大会以往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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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则已为新的决定替代，
注意到：
(1)

本组织《总则》(2011年版)第136(17)条有关审议大会以往的决议，

(2)

决议49(Cg-15)- 审议大会以往的决议，

在审查了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后，
决定：
(1)

以下决议继续有效：
第二次大会 (Cg-2)			18*
3、4
第三次大会 (Cg-3) 			
6、15*、30*
第五次大会 (Cg-5) 			
第七次大会 (Cg-7)			32、39
第八次大会 (Cg-8)			33、36*、48
第九次大会 (Cg-9)			9*、30

总摘要
决议

319

第十次大会 (Cg-10)			31*
第十一次大会 (Cg-11)			8*、19、24、30、37
第十二次大会 (Cg-12)			21*、35、40*
		
25、26、31
第十三次大会 (Cg-13)
		
5、6、24、46*
第十四次大会 (Cg-14)
第十五次大会 (Cg-15)			4、9、15、21、22、29*、31、38*、39*、		
							41*、42*、45*
(2)

保留以下决议至2011年12月31日：
第十五次大会决议 (Cg-15)

2、13、14、26、27、35、40、43

(3)

第十六次大会前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概不再保留有效；

(4)

根据第十六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将仍然有效的决议文字付诸出版。

________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49(Cg-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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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决议附录中带脚注的为其他不再有效的决议。

决议 46(Cg-16) 的附录
下列决议的脚注
1.

决议 18(Cg-2)- 世界气象组织指南的定义

决议 17(Cg-2) 不再有效
2.

决议 15(Cg-5)– 技术援助项目的管理

决议 12(Cg-4) 不再有效
3.

决议 30(Cg-5)- 国际气象信息交换中的风速单位

决议 30、31(Cg-4) 和决议 12(EC-18) 不再有效
4.

决议 36(Cg-8)- 发展中国家在气象和业务水文领域的技术合作

决议 2(EC-30) 不再有效
5.

决议 9(Cg-9)- 联合国海洋法大会

决议 16(Cg-8) 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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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1(Cg-10)- 提前支付会费的奖励方案

删除脚注 “* 见决议 28(Cg-10)”
新增以下脚注：“ 见 2011 年 6 月第十六次大会通过的决议 46（Cg-16）做的修正。”
7.

决议 8(Cg-11)- 为气候和大气环境活动建立 WMO 特别信托基金

决议 5(EC-41) 不再有效
8.

决议 21(Cg-12)-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 (GRDC)

决议 11(EC-45) 不再有效
9.

决议 40(Cg-12)- WMO 的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包括与商业气象
活动的关系准则

决议 23(EC-42)、决议 20、21、 22(EC-46) 和决议 2(EC-42) 不再有效
10.

决议 46（Cg-14）– 葡萄牙语的使用

增加脚注：“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26（Cg-12）和决议 20（Cg-13）后者均不在有效。”
11.

决议 15（Cg-15）- 平流层臭氧观测

修改脚注，新脚注为：“ 注：本决议为决议 14（Cg-1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的补充，后者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有效，并且本决议替代决议 7（EC-39）和决议 3（EC-56），后
者均不在有效。”
12.

决议 29（Cg-1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 WMO 的发展变化

决议 21 （Cg-15）不再有效。
13.

决议 38（Cg-15）- 审计委员会

决议 15（EC-56）、决议 11（EC-57）和决议 10（EC-58）不再有效
14.

决议 39（Cg-15）- 财务咨询委员会

决议 29（Cg-10）不再有效
15.

决议 41（Cg-15）- 清偿长期拖欠的会费

决议 12（EC-58）不再有效
16.

决议 42（Cg-15）– 周转基金

决议 37（Cg-14）不再有效
17.

决议 45（Cg-15）– 世界气象组织的会徽和会旗

决议 2（EC-10）、决议 20（EC-57）不再有效

总摘要
决议

321

决议 47(Cg-16)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回应
大会，
注意到：
(1)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关于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的决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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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付诸行动的气候知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 增
强最脆弱者的能力 (WMO-No.1065)，
考虑到高级别专题组的成果和建议，
决定：
(1)

赞同高级别专题组报告的主旨；

(2)

接受建议(1)的意向，同时考虑到国际社会应根据自身能力，对GFCS的实施提供大量
投入；

(3)

感兴趣地注意到建议(2)，据此鼓励把高级别专题组提出的8项原则作为对框架实施作
出决策的指导意见；

(4)

作为对建议3的响应：
(a) 委托执行理事会负责提出建议，并商相关的利益攸关者，包括其它联合国机构，
提交由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机构参加的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审
议。这些建议针对下述问题：
(i)		

制定 GFCS 实施计划草案；

(ii)		
		

基于实施计划草案，为 GFCS 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制定职
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b) 要求秘书长：
(i)		
		

支持执行理事会起草实施计划草案，尤其是要包含秘书处现有具体的保
障安排；

(ii)		

在 2012 年召开一次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其它联合国机构参加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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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 审议并通过 GFCS 实施计划草案供 GFCS 政府
间专门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5)

接受建议(4)，特别是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加速实施项目，可以包括，但不仅限于报
告中的“快速通道项目”，这些项目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服务能力，以及确保
拟议的能力建设项目为高优先重点，并达到明确规定的各项要求；

(6)

推行专题组报告第10章中的建议(5)，选项A，并对该选项进行修改，以便体现框架的
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将向世界气象大会负责，以及对政府间专门委员会负责的管理委员
会的结构待实施计划起草工作结束时决定；

(7)

在WMO中建立GFCS秘书处；

强烈敦促各会员：
(1)

在开发和实施GFCS的过程中，继续提供它们的专业知识；

(2)

加强自身能力，满足国家气候服务需求；

(3)

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区域和全球能力，收集并交换资料和产品，生成气候信息，提
供气候服务；

(4)

为继续实施GFCS自愿捐献所需的资金;

呼吁其他联合国系统机构以及所有相关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及实体，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
府组织，通过参与 GFCS 工作机制，以及通过为其各项计划、项目和其它活动贡献专业知识
和资源，而对 GFCS 的实施给予大力支持；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采取必要行动，使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在2012-2015年及以后成为行之有效的业务实体；

(2)

高度重视，以确保对框架进行有效的全面协调；

(3)

审查WMO的有关决议和结构，以确保GFCS的有效实施；

要求秘书长：
(1)

转达大会对高级别专题组成员的杰出工作以及在短时间内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一份高
质量且全面平衡的报告的感谢；

(2)

继续充分借鉴气候专家和气候服务用户对该框架的进一步开发所提供的咨询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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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8(Cg-16)
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大会，
注意到：
(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高级别专题组的报告，付诸行动的气候知识：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增
强最脆弱者的能力(WMO-No.1065)，(WMO-No.1065)，

(2)

迫切需要为所有国家建立改进的气候服务，但最特别是为那些易受气候影响的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气候服务也往往是最薄弱的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与小岛屿发展中岛国，

考虑到：
(1)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内部工作方式，特别是对优先重点实施活动进行沟通，讨
论并作出决定，包括需要建立的观测、信息系统、研究和能力建设部分，

(2)

需要加强用于观测资料和产品的收集、处理、交换以及用于气候相关信息的全球合作
系统机制，

(3)

必须设计并实施针对发展中国家需求的项目，特别是目前最不能够提供气候服务的国
家，

(4)

需要制定该框架的外部沟通战略、融资和能力建设计划，

(5)

需要设立目标以及监测和评估该框架运行的程序，

决定支持并帮助实施GFCS，将其作为本组织第十六财期的优先重点；
要求各会员：
(1)

通过进一步制定国家和区域对气候服务的要求协助制定GFCS实施计划，从而能够设计
并 实施能力开发项目；

(2)

通过适当的法律和体制安排，促进在所需气候服务产生和使用上国内不同机构间的协
调与合作；

(3)

向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提供充足的资源，用于加强天气、气候和水资料网络以及
聘用掌握有关气候服务制作和提供所需新技术的专家；

(4)

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气候科学研究，以增进对气候系统的认识以及促进提供更
好的 气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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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 NMHS：
(1)

与国内相关中介组织和专业机构发展伙伴关系，包括建立国家气候展望论坛(NCOF)/国
家气候用户平台；

(2)

与大学、气候研究机构、区域和国家培训中心合作以不断提高开发气候服务并满足不
同用户需求的技能；

(3)

通过常规在职培训继续提升机构内员工的技能；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通过适当的工作机制支持和指导详细实施计划的制定过程并监督其实施；

(2)

审议决议40(Cg-12)- WMO气象和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政策和做法，包括对商业气象活
动关系到指导的附1 - 免费和不附使用条件的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以确保GFCS气候服
务所需的气候资料和产品被纳入其中；

(3)

审议NMHS的作用与运作，特别是有关满足GFCS的需求；

提请区域协会主席：
(1)

在各自区域内定期评审对气候服务的需求，建立轻重缓急，并鼓励与区域用户部门开
展合作；

(2)

鼓励区域合作，以便能够建立区域机构，如区域气候中心(RCC)和合作机制如区域气
候展望论坛(RCOF)，分享气候资料和产品，并开发气候信息与服务；

(3)

增进对区域间现有活动的协调；

提请各技术委员会主席：
(1)

定期评审该框架的技术需要，因为它们涉及各自委员会的活动和能力，指导建立并改
进技术事宜的程序和过程，以支持GFCS运行，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协助框架的实施；

(2)

改进在现有技术委员会内及其之间对有关框架活动的协调；

要求秘书长：落实各项安排，以便 WMO 秘书处通过这些安排能向各区域协会、各技术委员会、
WMO 各项计划以及共同发起的各项计划提供高层支持，从而使它们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做
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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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9(Cg-16)
WMO 能力开发战略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二条第(a)、(b)、(d)、(f) 款与能力开发有关，

(2)

决议36 (Cg-16) — WMO 战略计划2012-2015，

(3)

决议 30 (Cg-11) —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发展，

(4)

WMO战略计划2012-2015的各项战略主旨，呼吁提高会员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
的能力，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与善政，

(5)

《第六区域协会第十五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6)第4.9.11段
要求秘书长寻求创新方法加强能力建设活动，旨在向2011年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第
十六次大会提出一个新的有效的发展援助理念，

还注意到：
(1)

双边和多边开发组织关于能力开发的定义，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OECD/DAC)，将能力开发定义为“个体、组织和全体社会发挥，加强，创造，适应和
维持能力的过程”，

(2)

能力建设是所有WMO计划的一部分，最显著的是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合作计划、自愿
合作计划、教育和培训计划以及区域计划，

认识到能力开发是一种提升能力的综合方法，包括审议利益攸关方的需求、现有能力和和其
制定发展计划正在进行中的开发活动，以及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层面形成改进的实施和反
馈机制的能力，
考虑到：
(1)

一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履行其职责的能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本国政府为其提供
的支持，还要依靠邻国气象水文部门的观测和技术支持，因此，欠发达国家气象水文
部门的能力开发最终将使所有WMO成员受益，

(2)

能力开发具有交叉性，其活动的成功实施将对WMO所有计划产生影响，

326
(3)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能力开发活动需要更好的进行协调，以实现本组织的各项目标，

决定根据本决议附录陈述的 WMO 能力开发战略要素制定能力开发战略；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牵头起草一份交叉性的能力开发战略，包括实施战略的计划，并考虑会员的需求和指
南，为WMO在会员、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WMO各项计划和WMO秘书处中协
调、合作和技术援助进一步提出WMO的工作重点；

(2)

建立一种机制，包括会员的积极参与，以使执行理事会在其第64次届会上批准上述能
力开发战略；

(3)

向第十七次大会提交关于第十六财期能力开发战略应用情况的报告；

要求会员、各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 WMO 联合发起的计划支持创建能力开发战略；
要求秘书长：
(1)

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必要支持，以制定能力开发战略；

(2)

进一步促进WMO各职能司与各计划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协调，以有效和高效地实施
WMO能力开发活动；

(3)

进一步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层面形成合作关系，以确保WMO支持的能力开发项目与
活动满足各会员特殊的用户需求；

(4)

确保WMO内部开展协调简化的能力开发活动。

决议 49 (Cg-16) 的附录
WMO 能力开发战略的内容
能力开发的定义
(1)

能力定义为个体、组织和全体社会行动、维持自身发展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2)

能力开发定义为个体、组织和社会加强持续不断地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和才能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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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连续不断的提高过程，而不是短期干预；

(b)

旨在以持续增长方式增加能力：

(c)

包括帮助组织、团体和个体改善行为并产生发展优势的有关活动、途径、战略和
方法；

(d)

是由国家机制驱动的内在过程，并受到外部机构的促进；

(e)

应随时间的推移根据整体增长情况进行评估。

(3)

在WMO背景下，此定义重点放在NMHS胜任程度和能力建设的整体方法。此外，该定
义还促进NMHS在所有发展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多项并行开展，以便以分散的方式提
高NMHS能力。

(4)

此定义还意味着NMHS应加强与国家、次区域和区域规划及政策过程的联系，以确保
可持续性和与相关能力开发活动的协调与合作。

(5)

能力开发需要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两种能力来维持能力发展。这两种能力互不相
同，但却相互关联。技术能力比较直接，并在WMO长期技术合作的历史中一直得到
充分对待，而在机构设置和领导力的形成中也需要管理能力，以落实并评审政策、战
略、计划和项目。具体包括以下能力：

(6)

(a)

让各利益攸关方参与确定发展问题、相关政策、规定和法律，并达成共识；

(b)

阐述NMHS的职责或预见本组织期望的发展路线；

(c)

制定战略，并将其转化为可付诸行动的计划并筹备预算；

(d)

落实一项计划或政策，监督其实施，并评估结果。

上述核心管理能力对所有组织、院所和社团的有效和正常运转都是非常必要的，否则
无法维持长期的技术能力。

能力开发过程
(1)

能力开发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包括至少五个步骤，而不是一步完成。能力开发过程
的五个步骤如下：
(a)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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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确定利益攸关方并使其参与其中。为确保有效的和可持续的能力开发过
程，政治承诺和所有权是基本条件，因此 NMHS 需要将其能力开发计划融入所
需的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发展计划。
(b)

评估能力资产和需求
需要对现有能力的水平和未来期望的能力进行评估，采集能力资产和需求的关键
信息和知识。此类评估有助于形成对能力开发的响应并确定能力开发投资的优先
重点。

(c)

形成对能力开发的响应
UNDP 使用能力开发响应这一术语是指一整套融入计划或项目中的经深思熟虑的
和井井有条的行动。能力开发反馈中提出的战略建议通常包括与管理能力有关的
内容，如机构安排、领导能力、知识和绩效等。

(d)

实施能力开发响应
为成功实施能力开发响应，必须在国家或地方层面拥有变革倡议。对能力开发响
应的实施是计划或项目实施的一部分，也应成为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实施过
程中，还应尽可能与现有系统和响应能力相符。

(e)

评价能力开发
评价重点放在产出如何有助于实现各项整体目标。评价应针对能力开发响应是否
有助于建设、提高并维持 NMHS 的能力。还应包括机构设置、领导能力、知识
和绩效、个体、组织以及社会层面。由会员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和发现的不足对于
能力开发过程十分关键。这种评价将加强会员在 CDS 实施中的有效参与。

(2)

虽然建立各项基准是必要的，但还应注意能力开发的某些方面仍然难以量化形式进行
衡量，因为如行为变化这样方面无法用任何量化标尺完整捕捉。此外，对能力开发响
应的效果可能只有在几年后才能看到，因此仅在事后短时间内进行评估是不恰当的。
所以，为捕捉到全部过程进行评估，应同时使用从主观和客观角度进行定性和定量信
息分析。

关于 WMO 能力开发战略
(1)

WMO能力开发战略在使用中应在所有WMORA、TC和计划中融入前文所描述的定义
和程序。WMO秘书处设立发展和区域活动司(DRA)为向会员、秘书处、RA，TC和
WMO各项计划提供技术援助确定了协调与合作重点。为能力开发制定的交叉性战略将
进一步为WMO的能力建设计划(ETRP、LDCRP、TCOP 和 RO) 确定重点，同时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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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其它计划所提供能力支持的长期可行性。
(2)

能力开发的交叉性明显，因为AgM、HWR、PWS、AM和DRR这些计划都在通过人
力资源、发展技术与基础设施这些途径寻求建设WMO会员的能力，以支持所在国气
候变化适应工作。WIS和WIGOS倡议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涉及能力开发，主要在世界
天气监视网计划或其接替计划的监督下实施。随着具体计划领域的技术支持在继续，
CDS应为已在5个战略主旨下确定的第十六财期能力开发活动提供保护，包括GFCS、
DRR、WIS/WIGOS、航空气象人员的资质和能力、发展中国家NMHS及其员工整体能
力的发展，特别是处在转轨阶段的国家、LDC和SIDS。

(3)

与ETR更紧密的计划合作，更深入参与区域培训中心(RTC)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事宜能
力建设，CCl、CHy、CAgM、CBS、CAeM、WMO联合发起的各项计划以及外部合作
伙伴都应纳入CDS中。

(4)

可以预见，在全部上述计划中，有必要根据受益方数量权衡长期、大的(多会员参加
的)、高影响项目的需求和短期、低成本、中度影响的活动，主要方法有对教员的培
训、巡回讲习班、远程及混合学习，区域性或全球性面授课程只有证明是最切合实际
或是唯一解决方案时原则上 才予以采用。

几点考虑
一些关于 WMO 及其机构作用的思考对于 CDS 的制定十分重要：
(1)

如前所述，能力开发是内在过程，不可从外部进行强制。因此，为成功实施能力开
发，WMO的作用应当是促进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发展，并协助会员实施五步骤的能力开
发过程。

(2)

为使机构设置更有效，还应考虑以主要国际计划和承诺为基础，包括前年发展目标，
UNLDC第四次大会(UN-LDC 4)的后续行动、GFCS和区域计划，并为上述计划的实施
做出贡献；只要切实可行以分担执行的方式建立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在协助加强国家政治决策的同时，WMO还将帮助相关政策和司法框架的制定，并通过
建立区域、次区域和国家计划制定程序的联系加强可持续性。管理能力的发展将在国
家和国际层面产生更强有力的主张，以提高于WMO标准的达标率，并维持对NMHS发
展的政策支持。改善国家概况数据库将会提供部分更好地确定会员需求和发展所需的
工具。

(4)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办公室都具有需要明确和加强的关键作用。例如，区域
协会重点放在本区域需求的整合上，最终确认建设本区域能力的具体行动和成果；TC
在WMO联合发起计划的帮助下从科学和技术视角提出意见，提供有关如何有效实施这
些活动的标准和指导；RO与RA合作，更侧重于项目的协调，并在区域范围内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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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表席位支持发展，协助有组织的计划和倡导的活动。CDS还应考虑如何响应会
员关于更有力地参与WMO区域事务的要求和会员更频繁地协助支持和资金筹措的任务
并补充数据库的信息。

(5)

应重新加强项目监督和管理，包括帮助会员开展改进的项目及合作伙伴的相关性及潜
力的预评估和后评估。在采取提高产品分发效率的简化采购程序和报告机制的同时，
保证责任和更有力的高层项目跟踪，以及根据捐助方/利益攸关方的需要扩大信息，特
别是自愿资金。

(6)

从战略角度为在CDS下筹措资金，建立一致性数据库和NMHS绩效系统监督将有助于
更好的了解和解决现有的不足。随时更新的指南也很必要，可用作动态工具，得到清
晰的方向感并掌握进展。上述信息将有助于建立基准点，这是指标制定中显示进展的
衡量标准。应注意国家概况数据库有利于开发此类工具。

(7)

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即建立改进内部协作、合作以及与WMO秘书处各项计划协同作
用，以最大程度减少重复工作，并在WMO所有开发工作中建立协调一致的方法。

决议 50(Cg-16)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实施
大会，
注意到：
(1)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二条，

(2)

第30号决议(Cg-15)— 致力于加强WMO观测系统的整合，

(3)

第14号决议(EC-62)—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的实施，

(4)

WMO战略计划2012-2015，

考虑到：
(1)

社会对于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更加脆弱，WMO会员需要更广泛的和先进的信息，
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提高服务质量，并进一步扩大服务提供，

(2)

可以通过更加协调、合作和成本有效的方式，规划和运行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以实现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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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实施的规划过程(2007-2011年)中已经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进展，

(4)

WIGOS对于发展和实施全球气候服务系统(GFCS)以及全球冰冻圈监测(GCW)的重要
性，

赞赏：
(1)

会员、国际伙伴组织和计划为致力于观测地球系统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会员、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EC 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和WMO信息
系统工作组以及秘书长就第十五次大会发起的WIGOS倡议的发展和实施所开展的有关
工作，

认识到：
(1)

WIGOS和WMO信息系统(WIS)是本组织的战略重点，旨在提高会员及时有效地提供各
种高质量的资料、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2)

WIGOS将促成WMO观测系统组成部分的发展和整合，并加强与其伙伴组织和计划的
合作，

(3)

WIGOS将提高WMO会员满足不断增加的国家使命并实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以
及其它环境相关机构更高知名度的能力，

(4)

WIGOS将为改进NMHS与有关国家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提供一个框架，

(5)

WIGOS将使WMO会员能够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改进环境监测、适应气候变化和人
为环境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6)

WIGOS将提高成本效益，并提高会员的观测能力，

(7)

为了使WMO会员实现本组织的战略主旨，WIGOS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决定实施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
进一步决定在下个财政期间将作为本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开展实施活动，目的是 WIGOS 应
从 2016 年起投入运行；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监督、指导和支持WIGOS的实施；

(2)

设立WIGOS跨委员会协调组(ICG-W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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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区域协会：
(1)

制定其区域WIGOS实施计划；

(2)

在其运行计划和工作计划中，与WIS协调WIGOS实施活动；

(3)

促进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以协助会员实施WIGOS；

要求技术委员会：
(1)

从技术方面指导WIGOS的实施；

(2)

将WIGOS实施活动纳入其运行计划和工作计划；

(3)

向会员和区域协会提供关于WIGOS的技术指导和建议；

(4)

制定设计和发展WIGOS观测组成部分的指南；

(5)

与伙伴组织和计划合作，制定支持WIGOS的标准；

(6)

更新WMO监管材料，包括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的制定；

(7)

通过基本系统委员会(CBS)以及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CIMO)为WIGOS提供技术领
导；

敦促会员：
(1)

发展其观测系统，以便成为WIGOS的国家组成部分；

(2)

协调其WIGOS和WIS的实施活动；

(3)

提供专家参加技术委员会的WIGOS相关工作；

(4)

提供资金，以支持WIGOS的实施；

(5)

支持区域和全球的WIGOS实施活动；

(6)

随时向秘书处通报其WIGOS实施活动；

(7)

在实施WIGOS的过程中，分享有关经验，开展相互合作，包括向具有特殊WIGOS实施
需求的会员提供援助；

要求秘书长：
(1)

确保WIGOS实施的管理，并在现有资源内提供对WIGOS实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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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WIGOS项目办公室；

(3)

支持评审和更新WMO监管材料，包括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手册的制定；

(4)

与联合国机构以及其它相关国际组织和计划协调，并合作开展WIGOS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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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伙伴组织就 WIGOS 实施与 WMO 开展合作。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0(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51(Cg-16)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大会，
注意到：
(1)

经第十五次大会(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被告(WMO-No.1060)总摘
要第3.1.2.13段)赞同的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和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DCPC)的指定
程序，

(2)

决议草案4(Cg-16)提议的关于《技术规则》(WMO-No. 49)第一卷，第A.3节的修订案，

(3)

决议4(Cg-16)提议的关于《WMO信息系统手册》(WIS)(WMO-No. 1060)的建议，

考虑到建议 4(CBS-Ext.(10))-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指定，
决定：
(1)

指定本决议附录表1中所列的中心为WIS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2)

指定本决议附录表2中所列的中心为资料收集或制作中心；

(3)

指定本决议附录表3中所列的中心承担表3所定义的作用；

(4)

有条件地指定本决议附录表4中所列的中心，将根据展示是否达到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管理组规定的业务运行前的各项要求情况而定，表4中的任何中心，凡在执行理
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之前未能展示达到业务运行前的要求将取消有条件指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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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那些在执行理事会第六十四次届会前尚未被指定但希望被认可为DCPC或GISC的
中心必须展示其达到了业务运行前的各项要求，并得到CBS管理组认同，之后提交执
行理事会决定是否指定该中心发挥所要求的作用；

要求秘书长采取适当行动，以相应更新《WMO 信息系统手册》的中心名录；
要求本决议附录中列出的会员促使指定的 WIS 中心业务化，并确保这些中心始终符合 WIS
规定的各项功能。

决议 51(Cg-16) 的附录
基本系统委员会推荐的指定为 WMO 信息系统中心的中心
本附录列出了经 CBS 推荐的应被指定为 WMO 信息系统 (WIS) 中心的有关中心名单。
表 1: 达到业务运行前各项规定要求且经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2010 年特别届会赞同可担任
WMO 信息系统 (WIS) 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ISC) 的中心名单。
中心
中国，北京
德国，奥芬巴赫
日本，东京

拟议的作用
GISC
GISC
GISC

表 2: 达到业务运行前各项规定要求且经 CBS2010 年特别届会赞同可担任 WIS 资料收集或
制作中心 (DCPC) 作用的中心名单；
中心
中国，北京 (RTH)
德国，奥芬巴赫

拟议的作用
1 DCPC
4 DCPC

(RTH, RSMC, RCC, GPCC)
日本，东京

8 DCPC

(RTH, WDC-GHG, 卫星中心, RSMCs,
RCC, GPC)
ECMWF
EUMETSAT

1 DCPC
1 D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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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达到业务运行前各项规定要求且在 CBS2010 年特别届会后得到 CBS 管理组赞同的中
心名单
中心
拟议的作用
法国，图卢兹(VAAC, RTH, RSMC, 区 GISC, 6 DCPC
域NWP支持, RCC, GPC/LRF)
英国，埃克塞特(WAFC, VAAC, 专业 GISC, 6 DCPC
海洋/海浪中心, RTH, RSMCs, 海洋观
测中心, GPC/LRF)
DCPC
挪威，奥斯陆 (ADC)
DCPC
中国，香港 (WWIS)
DCPC
德国，不来梅港(WRMC)
2 DCPC
德国，汉堡 (WDCC, GCC)
德国，Oberpfaffenhofen (WDC-RSAT) DCPC
DCPC
德国，林登堡 (GRUAN-LC)
DCPC
德国，科布伦次 (GRDC)
表 4: 已登记作为发挥 WIS 的 GISC 和 / 或 DCPC 作用的考虑对象，但在向十六次大会提交
文件时尚未展示达到业务运行前各项规定要求的中心名单
中心
拟议的作用
DCPC
美国，阿什维尔(GOSIC)
DCPC
中国，北京(NSMC, NCC, RSMC)
DCPC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RCC)
DCPC
美国，博尔德(NCAR)
GISC
巴西，巴西利亚
DCPC
荷兰，德比尔特(卫星中心，RCC)
GISC, DCPC
印度，新德里
GISC
沙特阿拉伯，吉达
DCPC
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
DCPC
法国，留尼旺
GISC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GISC, DCPC
澳大利亚，墨尔本
DCPC
加拿大，蒙特利尔
GISC, DCPC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DCPC
俄罗斯联邦，新西伯利亚
DCPC
俄罗斯联邦，奥布宁斯克
DCPC
挪威，奥斯陆(NILU)
DCPC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
GISC
南非，比勒陀利亚
DCPC
意大利，罗马
DCPC
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
GISC, DCPC
韩国，首尔
DCPC
芬兰，索丹城
DCPC
保加利亚，索非亚
DCPC
瑞典，北雪平
GISC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
GISC, DCPC
美国，华盛顿特区
DCPC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海洋气象中心
-sp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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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2(Cg-16)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6)，总摘要，第3.9
至3.9.16段，以及第25号决议(Cg-15) – 防灾减灾计划，

(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27)，总摘要，
第 3.4到3.6 段，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32)，总摘要，第
4.1.1 至4.1.25段，以及决议5(EC-60) –执行理事会减轻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

(4)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2)，总摘要，第
4.1.1至4.1.17段，

(5)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9)，总摘要，第
4.1.1至4.1.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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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构建国家和社区的灾害承受能力，

(7)

WMO 2012-2015 年战略和运行计划，

(8)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大会(印度尼西亚，巴厘，2007年12月3-14日)
和第十六次大会(墨西哥，坎昆，2010年11月29日-12月10日)分别通过的决定1/CP.13-巴
厘行动计划和决定1/CP.16-坎昆协议的结果：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专题工作组的工作
成果，除坎昆适应框架外，

还注意到：
(1)

灾害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严重威胁，

(2)

与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的灾害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以及不断增加的与气候变
率和变化相关的风险，

(3)

水供应和粮食安全的波动，加上由于气候变化 一些慢性发作的灾害的强度和频率不断
增加，如干旱，正变成人们的重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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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将其国家发展框架中的灾后应对政策转向备灾防灾；因此，增加
了对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需求，

(2)

作为与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适应相关联的国家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增加了对国家气象
水文部门(NMHS)的资助机会，

进一步考虑到：
(1)

WMO减轻灾害风险计划(DRR)具有交叉性，与其它WMO科技计划、技术委员会、区
域协会和秘书处有着密切的联系，

(2)

减轻灾害风险是在WMO自愿资金下考虑的五个重点领域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高级别专题组推荐的高优先领域之一，

(3)

进一步建立DRR计划实施框架并向其它区域推广的经国家/区域协调的DRR项目中汲取
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

(4)

NMHS、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和其他联合国和国际组织间分享接受的教训和改进
业务程序的机会具有的高价值，

(5)

诸多机构共同承担提供警报、情报和信息的责任，这一机制在各国不尽相同，而且十
分敏感，

重申保护生命生计和财产免受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害影响是 WMO 的重要战略重点的组
成部分，
认识到国际减灾战略 (ISDR) 系统作为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其它国际和区域机构及网络在减轻
灾害风险的主要合作机制，
决定同意：
(1)

DRR计划旨在通过适当的手段提高所有会员为国家和区域DRR活动作贡献的能力；

(2)

为国家和区域DRR能力开发项目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便为以下方面作贡献：
(a)

早期预警系统的开发、改进和可持续性，尤其有关于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系统
和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灾害的科研、观测、探测、预报和警报的能力；

(b)

标准化的灾害数据库和元数据、系统、方法和工具的开发、改进和可持续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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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代科技的应用，如记录，分析和为风险评估、部门规划和其它有依据的决策
提供灾害信息的地理信息系统；
(c)

开发并提供及时的、易于被处于风险中的人们理解的警报、专业预报和其它产品
和服务，并由减轻灾害风险决策过程和社会经济部门业务需求牵引；

(d)

通过提高所有社会经济部门内整合减轻灾害风险的气象、水文和气候产品和服务
的能力，如土地使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促进响应和预防灾害的观念，并继续
开展公共教育和宣传活动；

(e)

加强WMO和NMHS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用户论坛、机制中以及在实施减轻灾害
风险结构中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为未来开展DRR计划的适当的管理机制提供指导，旨在进一步促进WMO计划、技术委
员会、区域协会、秘书处和相关合作伙伴之间进行有效的总体协调；

(2)

就DRR计划实施框架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联系提供指导；

(3)

与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以及有关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密切合作，立即审查并进一步
考虑RSMC和NMHS之间关于灾害预警提供和灾害响应方面的业务安排，特别关注具
有国际影响的方面，同时考虑灾害管理的国家责任及对区域协调和支持方面的需求；

(4)

考虑建立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将DRR作为优先问题考虑；

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
(1)

协调各自委员会以及跨委员会的 DRR相关项目和活动 ，并通过各区域协会主席向这些
会员提供建议；

(2)

对会员的需求做出响应，包括各区域协会主席之间的交流，制定符合质量管理系统
(QMS)原则的指南和培训课件，涵盖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的技术和业务方面，以支
持实施和扩大国家/区域DRR项目的规模；

要求区域协会的主席支持开发和接受国家 / 区域 DRR 项目并促进对会员和区域需求和优先
重点的投入；
要求秘书长：
(1)

通过DRR国家/区域项目实施DRR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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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DRR和所有相关计划和活动，特别是GFCS的联系；

(3)

通过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其他联合国和国际合作伙伴及其他相关政府间和
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协助进一步加强减轻灾害风险的国际合作；

(4)

支持建立一种收集和报告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及其影响信息的标准方法，同时
考虑QMS原则；

(5)

寻求机会，进一步加强区域和全球性网址，比如WMO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http://
severe.worldweather.wmo.int/)或欧洲气象服务网(EUMETNET)的 MeteoAlarm项目，以
提供官方国家信息和预警，并鼓励对这些门户网站进行评价，特别是它们的目的和
目标受众，与官方警报提供机构的连接战略，通告与预警格式的标准化，特别是由
RSMC和国家热带气旋预警中心发布的热带气旋信息，并且以国家个案为基础评价与
“授权”预警的新协议的一致性；

(6)

促进进一步用文件形式记载好的做法，以及制定有关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
风险评估和风险转移的指南，以支持NMHS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其他机构和部门在这些
领域的联系；

(7)

制定WMO灾后筹资战略，不可国家和国际的资金；

提请 UN-ISDR 秘书处和其他联合国、国际和区域机构继续加强与 WMO 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制定各级机构间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支持 DRR 能力开发项目；
敦促会员：
(1)

积极参加与DRR和气候适应有关的国家发展规划和协调过程；

(2)

支持相关的DRR政策制定和立法工作，旨在澄清NMHS在国家DRR政策、法律框架、
部门间协调和业务机制中的作用；

(3)

认识通过国家DRR开发和适应资金，获取加强NMHS能力资金的机会；

(4)

加强NMHS与减轻灾害风险各利益攸关方的协作，包括与灾害风险管理机构和所有相
关经济部门的协作；

(5)

通过提供专家和其他相关的支持，考虑协助WMO开展灾后能力评估和活动。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 决议 25(Cg-15)，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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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3(Cg-16)
航空气象计划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8(Cg-15)- 航空气象计划，

(2)

决议6(EC-62)-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3)

决议18(EC-62)- WMO气象学家定义，

(4)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3)，

(5)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一次届会含决议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42)，特别是其第
4.2.47段关于EC-61提出的符合能力(2013年12月1日)和资质(2016年12月1日)要求的时间
表,

(6)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建议(《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
报告》(WMO‑No. 1059)，总摘要第7.2.17段)秘书长将航空气象作为未来的优先重点问
题，

考虑到：
(1)

在大多数国家，航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而航空气象是确保该领域安全有效运行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对许多国家气象部门而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成本回收，航空气象是一个主
要的收入来源，

(3)

为了提高服务提供的有效性(包括能够提高安全等级的服务)，航空业一直承受着持续
不断的压力，

(4)

国际民航组织(ICAO)附件3第17版第2.2.3段从2012年11月15日起要求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实施公认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建议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9001:2008标准对这类体系进行
认证，

(5)

一些地区的国家和跨国空中交通管理当局正在实施新的空域结构，因此需要根据新的
空域结构为航空提供航空气象服务，

(6)

国家和跨国空中交通管理当局和机构要求根据全球基于性能空中导航，为空中交通管
理提供新的和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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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促进WMO航空气象计划的许多活动的协调(包括培训、能力建设、科学发展和基础设
施投资)极为有助于满足全球基于性能空中导航的要求，

(8)

航空气象必须要在交叉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防灾减灾、对发展中国家支持，
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航空对于这些国家是一个关键的
发展因素，

决定根据决议 18(EC-62) 确定的意见 ( 见本决议的附录 ) 修改航空气象人员 (AMP) 能力标准；
进一步决定 WMO 航空气象计划是一项应给予适当资金支持的高优先重点计划，从而使之
能适应航空界利益攸关方的要求；
敦促所有会员：
(1)

确保提供的航空气象服务资金用于满足ICAO对这些服务的要求；

(2)

积极合作，向专家组提供专家和他们的专业知识，以便实施航空气象计划，包括质量
管理体系；

要求执行理事会在航空气象学委员会及其它相关技术委员会的协助下对航空气象计划的实施
提供指导和支持；
要求各区域协会支持现有的区域专门小组，或在尚未建立的地区设立此类小组，以便制定航
空气象实施计划，并通过提供必要资金促进会员与伙伴组织和航空界的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
实施该计划；
要求秘书长：
(1)

在这些小组的运转或必要时的建立方面与国际民航组织、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导航
安全局、欧洲空中导航安全组织(EUROCONTROL)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航驾驶
员协会联合会、国际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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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请所有相关机构关注本决议。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8(Cg-15)，后者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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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3 (Cg-16) 的附录
航空气象人员能力标准
航空气象预报员
航空气象预报员 ,
A.

负责地区和空域，

B.

考虑气象现象和参数对航空作业的影响，和

C.

符合航空用户要求、国际规定、地方程序和优先，

考虑到条件 A 到 C，须 1, 成功地完成 BIP-M2 和须 3 有能力：
1.

连续分析和监测天气形势；

2.

预报航空气象现象和参数；

3.

对灾害性现象提出警报；

4.

确保气象信息和服务的质量；和

5.

向内外部的用户沟通气象信息。

航空气象观测员
航空气象观测员 ,
A.

负责地区和空域，

B.

考虑气象现象和参数对航空作业的影响，和

C.

符合航空用户要求、国际规定、地方程序和优先，

考虑到条件 A 到 C，须 3 有能力：
1.

连续监测天气形势；

2.

观测和记录航空气象参数和现象；

3.

保证系统参数以及气象信息的质量；和

4.

向内外用户沟通气象信息。

_________
1

在 2016 年 11 月的 WMO-No.49，卷 I 的修订本中 ‘ 须 ’ 变为 ‘ 应 ’ ；

2

如修订后的 WMO-No. 49 卷 I 所定义的 ;

3

在 2013 年 11 月的 WMO-No.49 卷 I 修订本中 ‘ 须 ’ 变为 ‘ 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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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4(Cg-16)
WMO 性别主流化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34 (Cg-15) – 性别主流化，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1059)，

(3)

在通过鼓励和支持妇女更多参与WMO所有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工作的建议和决议
后，有些区域协会和大部分技术委员会已任命了性别问题联络员，

进一步注意到：
(1)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3“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

(2)

WMO性别主流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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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性别主流化，

(2)

在WMO的工作中，不分性别，需要的是经过培训的、合格的及勤奋的专业人员，

(3)

监督和评估对客观地监测各项进展十分重要，

要求会员：
(1)

积极实施WMO性别主流化政策；

(2)

通过借调专家到秘书处以及自愿捐助，支持实施此项政策；

(3)

就此项政策的实施进展向大会提交报告；

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1)

积极落实WMO的性别主流化政策；

(2)

对男女参与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做好适当的统计；

(3)

将落实WMO性别主流化政策的统计和进展向执行理事会作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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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理事会对 WMO 各层次的性别主流化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和提供咨询；
要求秘书长：
(1)

就此重要问题继续做出努力，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本决议在第十六财期内各方面的实
施进展情况；

(2)

就WMO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实施进展向大会提交报告。

______
注：本决议替代决议 34(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55(Cg-16)
南极观测网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14(EC-59)— 南极基本天气网(ABSN)，

(2)

决议15(EC-59)— 南极基本气候网(ABCN)，

(3)

《WMO技术条例》(WMO-No.49)，第(B.1)条3.1.1.2，

(4)

WMO战略计划2012-2015，它涉及南极观测，

(5)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544)，第一卷全球方面，第三部分，第2.1.3和2.1.4
段；第二卷区域方面- 南极，

考虑到：
(1)

建立和维护南极地面和高空观测站网(AntON)以满足会员需求，构成了《世界气象组织
公约》第2条下最重要的会员义务之一，

(2)

目前南极地面和高空观测站网(AntON)的密度远低于理想状态，不能适当地描述南极天
气和气候的特征，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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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提供南极气候的良好代表性，没有必要区分天气网和气候网，

(4)

南极人工站也有助于全球大气监测(GAW)重要的臭氧观测和其它观测，

(5)

需要进一步整合南极观测系统，

(6)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所表达的研究团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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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南极观测网(AntON)”的名称用于描述由地面站和高空站组成的南极网，包括所有的
GCOS(GSN和GUAN)站和GAW站；

(2)

列在本决议附录中的台站和观测计划构成了南极观测网；

敦促会员：
(1)

不遗余力地作出努力，以确保本决议附录所列举的站网和观测计划的全面实施，特别
是那些有助于GCOS的站网和观测计划；

(2)

寻求维护并酌情恢复南极探空站；

(3)

在分担重新开放和运行不发报站的成本方面考虑与其它会员合作的可能性；

(4)

全面遵守《WMO技术规则》以及《全球观测系统手册》(WMO-No. 544)、《电码手
册》(WMO-No. 306)、《全球电信系统手册》(WMO-No. 386)和《全球资料处理和预报
系统手册》(WMO-No. 485)制定的标准观测时间、编码程序和资料收集标准；

(5)

利用现代测绘技术以要求的分辨率验证《气象报告》(WMO-No. 9)A卷给出的台站位置
和高度，并将这些测量结果传达给WMO秘书处；

(6)

依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质量管理认证，确保为仪器提供可溯源的标定证书；

(7)

确保维护适当的元数据，并提供给所有的观测资料集(通过WMO信息系统获取)；

(8)

为了气候目的，向适当的南极资料收集和制作中心(DCPC)提供历史研究和常规资料以
存档；

(9)

将现有的研究和新的设备纳入AntON；

(10) 当数值天气预报(NWP)检测到资料或传输问题时，确保向有关台站反馈。
要求秘书长提请WMO会员注意南极观测网的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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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55(Cg-16) 的附录
WMO 南极观测网
这份清单列出了目前组成南极观测网 (AntON) 的台站。它描述了这些台站目前是否为全球
电信系统 (GTS) 提供了地面天气 (S)、气候 (C) 或高空天气 (U) 观测，它们是否是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 (GCOS) 地面网 (GSN)、GCOS 高空网 (GUAN) 或全球大气监测 (GAW) 的台站。
重要的台站是那些 GCOS 台站或距离 GCOS 台站 200 公里远的台站。以 AA 打头的台站报
告以 SYNOP MOBIL 电码形式在 GTS 上发送。预计，从 2011 年 2 月 1 日 ( 即 2011 年 1 月
CLIMAT) 起，所有的 AntON 业务台站都将制作 CLIMAT 电报，只要它们有合适的资料。
注：除了 AntON 台站，南大洋中的若干其它台站 ( 在一区协、三区协和四区协的责任区内 )
位于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的关注区，因此，也列在下面的
AntON 中供参考。
缩写：X = 预期的电报或资料；NO = 没有业务；A = 年度下载；Add = 建议添加到区域基
本气候网 (RBCN)；关闭 = 全球大气监测站信息系统 (GAWSIS) 指示台站已关闭或不工作；
AWS = 自动气象站；BAS = 英国南极考察局；USAP = 美国南极计划；UoW = 威斯康星大学；
ANI = 国际探险网。
南极台站

WMO区站
号

站名

运行国

Key

GSN

88963

Esperanza

阿根廷

X

X

X

88968

Orcadas

阿根廷

X

X

X

89002

Neumayer

德国

X

X

X

89003

Halvfarryggen EP11

荷兰

89004

SANAE

南非

X

X

X

89009

Amundsen-Scott

美国

X

X

89013

Baldrick

英国(BAS)

AWS

X

X

89014

Nordenskiold

芬兰

AWS

X

X

89016

Wasa EP5

荷兰

AWS

X

89018

Svea EP6

荷兰

AWS

X

89020

Brunt

英国(BAS)

AWS

X

89022

Halley

英国(BAS)

X

89034

Belgrano II

阿根廷

X

X

89049

AGO-2

美国((USAP))

X

X

89050

Bellingshausen

俄罗斯联邦

X

X

89053

Jubany

阿根廷

X

X

89054

Dinamet

乌拉圭

X

类型

AWS

AWS

S

U

X

GUAN

GAW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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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台站

WMO区站
号

站名

运行国

S

U

Key

GSN

GUAN

GAW

89055

Marambio

阿根廷

X

X

X

X

X

X

89056

Frei

智利

X

X

X

89057

Arturo Prat

智利

89058

长城站

中国

X

89059

O'Higgins

智利

X

X

89061

Palmer

美国

X

X

89062

Rothera

英国(BAS)

X

89063

Vernadsky

乌克兰

X

89064

Juan CarlosI

西班牙

NO

89065

Fossil Bluff

英国(BAS)

89066

San Martin

阿根廷

89087

Thiel Mountains

美国(ANI)

89108

Henry

89132

类型

AWS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AWS

X

X

美国(UoW)

AWS

X

X

Russkaya

俄罗斯联邦

AWS

A

X

89251

King Sejong

韩国

X

89252

Comandante Ferraz

巴西

X

89253

Joinville Island

巴西

AWS

X

89257

Limbert

英国(BAS)

AWS

X

X

89262

Larsen Ice Shelf

英国(BAS)

AWS

X

X

X

89266

Butler Island

英国(BAS)

AWS

X

X

X

89269

Bonaparte Point

美国(UoW)

AWS

X

89272

Sky Blu

英国(BAS)

AWS

X

X

X

89314

Theresa

美国(UoW)

AWS

X

X

89324

Byrd Station

美国(UoW)

AWS

X

X

X

89327

Mount Siple

美国(UoW)

AWS

X

X

X

89329

Harry

美国(UoW)

AWS

X

X

X

89332

Elizabeth

美国(UoW)

AWS

X

X

89345

Siple Dome

美国(UoW)

AWS

X

X

X

89376

Gill

美国(UoW)

AWS

X

X

X

89377

Lettau

美国(UoW)

AWS

X

X

X

89504

Troll

挪威

AWS

X

X

89507

Kohnen EP9

荷兰

AWS

X

X

89512

Novolazarevskaya

俄罗斯联邦

X

89514

Maitri

印度

X

89528

AGO-3

美国((USAP))

AWS

AWS

X

X

X

X

X

X

X

X

X
X

348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南极台站

WMO区站
号

站名

运行国

89532

Syowa

日本

89542

Molodeznaja

俄罗斯联邦

89564

Mawson

澳大利亚

89570

Davis (Whoop Whoop)

澳大利亚

89571

Davis

澳大利亚

X

89573

中山站

中国

89574

Progress

俄罗斯联邦

89575

Druzhnaya 4

俄罗斯联邦

AWS

A

89577

Dome A

澳大利亚

AWS

89578

Eagle

澳大利亚

89586

Davis (Mount Brown)

澳大利亚

89592

Mirnyj

俄罗斯联邦

89598

AGO-4

美国((USAP))

89606

Vostok

俄罗斯联邦

89610

Casey (Cape Poinsett)

澳大利亚

89611

Casey

澳大利亚

89614

Wilkins Runway West

澳大利亚

AWS

X

89615

Wilkins Runway East

澳大利亚

AWS

X

89625

Concordia

意大利

89628

AGO-1

美国((USAP))

89642

Dumont d’Urville

法国

89643

Port Martin

美国(UoW/法
国)

AWS

X

89646

Sitry (Irene)

意大利

AWS

X

X

89648

Mid Point (Giulia)

意大利

AWS

X

X

89657

Leningradskaya

俄罗斯联邦

AWS

A

X

89659

Priestley Nevee
(Modesta)

意大利

AWS

X

X

89661

Cape Phillips (Silvia)

意大利

AWS

X

X

89662

Mario Zuchelli Station

意大利

X

X

X

X

89664

McMurdo

美国

X

X

X

X

89665

Scott Base

新西兰

89666

Cape Ross (Arelis)

意大利

AWS

X

X

89667

Pegasus North

美国(UoW)

AWS

X

X

A20629

Plateau

荷兰

AWS

X

X

类型

AWS

S

U

Key

GSN

GUAN

GAW

X

X

X

X

X

X

A
X

X
X

X

X

X

关闭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AWS

X

X

AWS

X

X

AWS

X

X
AWS
AWS

X

NO

X

X

X

X

X

X

X
AWS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关闭

关闭

X

关闭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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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34

Dome Fuji

美国(UoW/日
本)

AWS

X

89744

Relay Station

美国(UoW/日
本)

AWS

X

X

A20631

Pole of Relative
Inaccessibility

荷兰

AWS

X

X

89767

Amery Ice Shelf (G3)

澳大利亚

AWS

X

X

89768

Minna Bluff

美国(UoW)

AWS

X

89769

Linda

美国(UoW)

AWS

X

89799

Nico

美国(UoW)

AWS

X

89807

Casey (Snyder Rocks)

澳大利亚

AWS

X

89809

Casey Skiway South

澳大利亚

AWS

X

X

89811

Casey (Law Dome
Summit)

澳大利亚

AWS

X

X

89815

Casey (Haupt Nunatak)

澳大利亚

AWS

X

89828

Dome C II

美国(UoW)

AWS

X

89832

D-10

美国(UoW/法
国)

AWS

X

89834

D-47

美国(UoW/法
国)

AWS

X

89836

D-85

美国(UoW/法
国)

AWS

NO

89864

Manuela

美国(UoW)

AWS

X

89865

Whitlock

美国(UoW)

AWS

NO

X

X

89866

Marble Point

美国(UoW)

AWS

X

X

X

89868

Schwerdtfeger

美国(UoW)

AWS

X

89869

Marilyn

美国(UoW)

AWS

X

X

X

89872

Ferrell

美国(UoW)

AWS

X

X

X

89873

Elaine

美国(UoW)

AWS

X

89879

Possession Island

美国(UoW)

AWS

X

X

X

AAALE

Cape King
(Alessandra)

意大利

AWS

X

AABIR

Cape Bird

美国(UoW)

AWS

X

AABRI

Brianna

美国(UoW)

AWS

X

X

AACAR

Carolyn

美国(UoW)

AWS

X

X

AADIS

Dismal Island

美国(UoW)

AWS

X

AADEN

Cape Denison

美国(UoW/澳
大利亚)

AWS

X

AAEMI

Emilia

美国(UoW)

AWS

X

AAERC

Eric

美国(UoW)

AWS

X

X

AAERI

Erin

美国(UoW)

AWS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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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KIR

Kirkwood Island

美国(UoW)

AWS

X

X

AAKOM

Kominko-Slade

美国(UoW)

AWS

X

AALAU

Laurie II

美国(UoW)

AWS

X

AALIT

Little Mac (Mega A)

美国(UoW)

AWS

X

AALOL

Tourmaline Plateau
(Lola)

意大利

AWS

X

AAMAR

Mary

美国(UoW)

AWS

X

AAMIZ

Mizuho

美国(UoW/日
本)

AWS

X

AAPEG

Pegasus South

美国(UoW)

AWS

X

AAPET

Peter I Oy

美国(UoW)

AWS

X

X

AAPIG

Pine Island Glacier

美国

AWS

X

X

AARIT

Enigma Lake (Rita)

意大利

AWS

X

AASOF

Sophia-B

意大利

AWS

X

AASWI

Swithinbank

美国(UoW)

AWS

X

AAUNI

Union Glacier

美国(ANI)

AWS

X

X

AAVIT

Vito

美国(UoW)

AWS

X

X

AAWIL

Willie Field

美国(UoW)

AWS

X

AAWIN

Windless Bight

美国(UoW)

AWS

X

AAZOE

Zoe (Mega B)

美国(UoW)

AWS

X

AAZOR

Priestley Glacier
(Zoraida)

意大利

AWS

X

Shackleton

俄罗斯联邦

AWS

?

X

PANDA-North

中国/澳大利亚

AWS

?

X

S

RBSN

C

RBCN

GSN

X

次南极站(一区协、三区协或五区协)
WMO区站
号

站名

运行国

61997

Isle Crozet

法国

X

X

X

X

X

61998

Isle Kerguelen

法国

X

X

X

X

X

X

X

68906

Gough Island

南非

X

X

X

X

X

X

X

68992

Bouvetoya

挪威

NO

X

X

X

X

68994

Marion Island

南非

X

X

X

X

X

X

X

88878

Pebble Island

英国

AWS

X

88883

Weddell
Island

英国

AWS

X

88889

Mount
Pleasant
Airport

英国

X

X

X

88897

Sea Lion
Island

英国

类型

X

AWS

X

U

GUAN

X

添加
X

X

X

GAW

X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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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00

Bird Island

英国
(BAS)

AWS

X

88903

Grytviken

英国
(BAS)

AWS

X

88986

South Thule
Island

南非

AWS

X

93929

Enderby
Island

新西兰

AWS

X

X

93947

Campbell
Island

新西兰

AWS

X

X

94997

Heard Island
(The Spit)

澳大利
亚

X

X

94998

Macquarie
Island

澳大利
亚

X

X

95997

Heard Island
(Atlas Cove)

澳大利
亚

X

X

X

添加

X

添加

X
X

X

添加

X

X

X

X

X

X

X

X

X

决议 56(Cg-16)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544)，第二卷 – 区域方面 – 南极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58(Cg-16) – WMO极地活动，

(2)

决议20(EC-LIX) –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修正案(WMO-No. 544)，第二卷 – 区域方面 –
南极，

(3)

WMO战略计划2012-2015与世界天气监视网及与南极的关系，

决定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 第二卷 – 区域方面 – 南极，见本决议的附录；
要求秘书长：
(1)

提出相应的修订意见，见本决议的附录；

(2)

提请会员注意本决议。

35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56(Cg-16) 的附录
修订《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WMO-No. 544) 第二卷 – 区域方面 – 南极
以下为取代第 7 节 “ 南极 ” 的文字：
7.1

南极地区地面和高空观测站观测网

7.1.1

南极观测网 (AntON) 的组成

7.1.1.1

南极观测网是由地面和高空台站组成，足以满足会员的需求，是会员履行 WMO《公
约》第二条的最为重要义务之一。
7.1.1.2

AntON 由执行理事会一个专门的附属机构进行审查，并获得 WMO 大会或者执行
理事会的决议通过。大会或执行理事会批准的决议附录给出了构成 AntON 的台站表。WMO
秘书处发布的 “ 业务通讯 ” 给出了一些修改之处 ( 参见下面第 7.1.6 段 )。
7.1.1.3

AntON 中所包括的人工陆面站应符合本手册第一卷关于陆地站的规定。

7.1.2

地面天气观测

AntON 中所包括的所有人工地面站的地面观测应按照四个主要的标准观测时次进
行，即 0000、0600、1200 和 1800 UTC。只要可能，观测时次也应按照部分或全部四个中间
标准观测时次，即 0300、0900、1500 和 2100 UTC。 按主要标准观测时次开展的观测应给
予第一优先。
7.1.3

高空天气观测

AntON 中包括的所有高空台站所开展的无线电探空仪观测和 / 或无线电测风观测
时间应为 0000 和 1200 UTC。如果考虑其它因素的话，那些无法进行完整高空观测的台站应
优先重点放在可以维持历史记录的观测上。台站间相隔距离如果不超过大约 600 公里，不妨
考虑作出双边安排，据此由一方进行其中一次放飞，使两者之间完成所需的完整观测。
7.1.4

气候观测

7.1.4.1

所有 AntON 地面站应尽可能报告 CLIMAT 报，以便对气候开展更好的监测。

7.1.4.2

根据第 40 号决议 (Cg-12) 的精神，AntON 台站的 CLIMAT 报告应视为基本资料。

7.1.5

业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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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完全遵守全球编码程序和资料收集标准，即开展 AntON 台站业务时，
遵循 《WMO 技术规则》以及《GOS 手册》、《电码手册》和《GTS 手册》中规定的程序。
7.1.6

AntON 的升级和修订安排与程序

对 AntON 中地面站和高空站作出某些细微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变动不
能对整个南极地区的资料需求造成影响。为了给会员提供一套简单而快速的改动办法，应当
遵循下列程序：
(a)

根据有关会员的要求，根据EC附属机构主席的建议并与秘书长进行磋商，WMO
主席可以批准对AntON作出细微变动。对AntON组成提出的任何重大变化仍需获
得运行AntON各组成部分会员的正式同意。

(b)

秘书长须通过业务通讯或通函的形式，将变化情况 向所有WMO会员通报。

7.2

通过考察团队报告天气

鼓励在南极有观测台站的会员指示所有考察团队在环境允许情况下，在距离大本
营 200 公里以上时进行地面观测。 应尽可能在标准观测时次内开展观测，且至少每天传输
一次。
7.3

南极自动气象站

鼓励会员将自动气象站作为 AntON 的一部分使用，并充分利用近极地轨道卫星
的资料采集能力和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地球静止气象卫星。
7.4

在南极海域运行的船舶

7.4.1

会员应确保在南极运行的所有的研究船、补给船只和游轮在重要的和居间的天气
观测时间内开展定时的地面天气观测，并实时传输观测资料。 当这些资料不能实时传输时，
他们应该以延时方式提交资料或作为历史资料提供。
7.4.2

会员还应确保各种船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高空观测，并实时传输相关观测资料。

7.5

海面漂流浮标

鼓励会员加强海面漂流浮标的部署和维护，并在这些浮标上至少应安装气压和海
表温度传感器，以便进行资料的实时传输。还鼓励会员进一步开发浮标技术，以便加强冰层
上和附近的业务实时报告。
7.6

飞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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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会员为抵达 / 离开南极洲的航班及南极洲范围内的航班制作、记录并实时分发观测报告。
7.7

增加和扩大观测

鼓励会员制作、记录并实时分发南极船舶和台站扩大和增加的观测。应在 GAW
台站信息系统 (GAWSIS) 中记录 GAW 的观测清单。

决议 57 (Cg-16)
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36(Cg-15) - 国际极地年2007-2008，

(2)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认为非常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巩固和发
展IPY遗产进程，

考虑到：
(1)

国际社会对高纬度地区不断扩大的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幅度的关切，且许多国家政府
越来越多地关注极地区域，这些都需要更好地认知天气、气候、水和有关的环境变率
和变化，从而提前几个季节、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作出可靠的定量预测，

(2)

极区经济和运输活动的不断增加，需要能长期可持续地获取天气、气候和水的观测和
预测信息以支持决策，

(3)

在以下领域存在重大空白：

(4)

(a)

科学界在认知极区的各种过程和相互作用方面存在重大空白，包括稳定的边界
层、极地云和降水、海冰/海洋动力学、水文、多年冻土和冰盖动力学，

(b)

在极区持续开展的现场观测和卫星观测，包括基准观测，

(c)

极区的产品和服务，

极地预测系统给全球带来以下效益，即不仅能提供极区的服务和观测策略，而且还解
决了天气、气候、水和有关的环境变率和变化方面关键的不确定性，从而改进全球的
预测，对WMO所有高优先的活动做出贡献，尤其是促进减少灾害风险和全球气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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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5)

仅靠WMO本身不能完成该项任务，所以需要世界天气研究计划/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
测性试验(WWRP/THORPEX)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其它的WMO计划和外部
合作伙伴来开展合作研究和开发，

尤其是承认会员的国家业务和研究计划对监测和资料的实时提供、过程研究及目前的极区预
测系统做出的贡献，
决定：
(1)

开始为全球综合极地预测系统启动一项为期10年的活动，以此作为IPY造福世界的一份
遗产；

(2)

GIPPS应提供信息来满足用户对从几小时到几个世纪的决策需求；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制定一个可扩展的，详细的战略规划，铺设道路从而WMO能够确定和解决我们对极地
过程的科学认识的差距，改进资料和服务提供，以及促进或建立国家研究计划；

(2)

通过提供全面的监督、指导和进展监测，从而实施该项决定并建立初步的管理机制；

(3)

确保那些希望促进GIPPS发展的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参与并与之进行广泛的磋商；

(4)

向第17次大会提交一份有关GIPPS发展的综合报告；

要求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通过对 GIPPS 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研究、开发和实施来支持执
行理事会的工作，并对未来的管理结构提出建议；
提请有关国家机构、国际组织、学术研究计划 ( 例如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南极研究科学
委员会 (SCA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UNESCO/IOC)、国际北极科学
委员会 (IASC)、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 (IACS) 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盟
(IUGG) 协会和 WMO 联合发起的及 WMO 牵头的各项计划 ( 比如 WCRP 和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 GCOS)) 加入这项历时多年的行动，从而实现 GIPPS 的业务化；
要求会员：
(1)

支持各项活动，以便解决在科学上认识极区的地球系统、环境过程和相互作用方面存
在的重大差距；

(2)

为这项活动促进和/或建立国家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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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足的自愿资金来支持GIPPS的发展；

要求秘书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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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实施这些决定；

(3)

提请所有各方关注该项决议。

决议 58(Cg-16)
WMO 极地活动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7 (Cg-15) – WMO南极活动，

(2)

决议11 (EC-62) –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3)

WMO战略计划2012-2015，

考虑到：
(1)

人类在极区的存在和活动越来越多，

(2)

极区极端重要，因为极区对全球的天气和气候及地球系统运行产生影响，

(3)

为了全面实施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为了全面实现有关极区水文、气候变化、大气成
分及臭氧层的研究、监测和预测的价值，需要继续获取极地地区的天气、气候和其它
环境资料，包括加强和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的仪器和观测方法，

(4)

各种旨在确保IPY观测网络遗产的安排都属于交叉性质，因而应与WMO全球综合观测
系统(WIGOS)和WMO信息系统(WIS)的实施密切协调，以便提高会员的能力，从而提
供广泛的业务服务和更好地服务于研究计划的需求，

(5)

需要与积极参与极区的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协调WMO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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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极地区不属于WMO区域协会中的任何一个，因此需要不断正式确定南极的职责，

(7)

执行理事会通过自己的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EC-PORS)在以下领域取得成
就，即确保南极方面业务活动的协调，组织技术委员会、区协、国际组织和各种机构
参与加强极区的观测、研究和服务，尤其是在针对IPY遗产倡议的框架下，

决定：
(1)

采取一种综合的方法来理解极区各种变化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以便向用户提供所需的
服务，并向各国政府提出有关适应和减缓的建议；

(2)

应在WIGOS和WIS框架内对极区的业务和研究观测网络(包括南极观测网(AntON))进行
整合，同时加强上述网络，以便纳入与冰冻圈有关的变量；

(3)

应共同努力，组织WMO会员、WMO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有关的研究和国际组织
及机构致力于提高在几小时到几个世纪时间尺度的极区预测能力；

提请会员，尤其是在极区开展业务活动的会员：
(1)

确保极区的天气、气候、水和有关环境计划的连续性；

(2)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额外的极区观测资料，即使用自动天气和水文站、大气探测和陆地
上的其它地球物理观测站，使用额外的自愿观测船，使用能记录和分发观测资料的飞
机以及在海洋和冰层上下部署自动观测平台，从而满足数值天气预报(NWP)、水文服
务、气候研究和各种研究计划的需求；

(3)

加强卫星计划，提供极区所需的适当的卫星观测系统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

(4)

考虑与其他会员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即共同承担重新开启和运行以往台站
的费用，扩大现有的台站或部署新的观测和通信系统；

(5)

支持 各项WMO极地活动，提供人力和财政资源以加强极区的观测、研究和服务；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促进极地地区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活动的协调；

(2)

确保与其它有关国际组织的密切协作，例如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南极研究科学
委员会(SCAR)、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IACS)以及其他相
关的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盟(IUGG)协会、北极理事会、国家南极计划管理理事
会(COMNAP)、北极研究运行机构论坛(FAR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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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UNESCO/IOC)；

(3)

确保WMO极地活动与WMO战略计划2012-2015保持一致；

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支持 WMO 的极地活动；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相关方注意本决议。
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7(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59(Cg-16)
国际极地十年倡议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36(Cg-15)—国际极地年2007-2008，

(2)

决议11(EC-62)—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3)

国际极地十年(IPD)倡议研讨会(2011年4月14-15日，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的报告，这
是第一次与国际利益攸关者协商，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2010年6月)的指导
意见组织的，

(4)

北极理事会第七次部长级会议 (2011年5月12日) Nuuk 宣言，

考虑到：
(1)

国际极地年2007-2008的初步结果证实了极地过程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以及极地地区
作为全球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全球碳循环和海平面上升等方面变化的驱动因素所
起的作用，

(2)

迫切需要观测、了解和预测在高纬度地区发生的极其迅速和重大的环境变化，

(3)

许多国家在IPY中的大量研究投资已经导致产生了新的科学知识和基础设施，包括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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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和分析技术，并改进了地球系统所有组成部分的预测模式，
(4)

通过利用这些IPY投资改善服务(包括更好的预测和评估能力)，如确保航运路线，管理
与资源测绘、勘探和开发有关的风险，保护脆弱的极地环境，以及改善土著和其他北
方社区的福利，从而获得重大的社会效益，

(5)

有些国家的政府继续作出更多的承诺，特别是在北极，并且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已经或
正在准备编制经济发展、环境管理和支持土著社区的战略，以适应极地环境的变化，

认识到：
(1)

国际极地十年(IPD)国际利益攸关方的第一次协商支持IPD倡议，并建议IPD在2015年以
后开始，以便与一系列商定的十年尺度的极地活动相一致，

(2)

如果IPD付诸实施，WMO的极地活动(如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统和全球冰冻圈监视计
划)将会为IPD做出重大贡献，并将极大地受益于合作伙伴组织所做的贡献，

批准 WMO 参加国际极地十年，如果该倡议得到作为关键利益攸关方的有关国际组织赞同，
并建立在 IPY 已经建立的坚实基础上；
邀请有关的国际组织和计划，如北极理事会 (AC)、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国际科学理
事会 (ICSU)、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IASC)、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国际冰冻圈科学
协会 (IACS) 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盟 (IUGG) 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UNESCO/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北极土著民族理事会、
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 (COMNAP)、北极研究实施者论坛 (FARO)、欧洲委员会、欧洲科学
基金会、欧洲环境局、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 (AMAP)、国际北极社会科学协会 (IASSA)、极
地早期职业科学家协会 (APECS) 等，参加 IPD 的协商进程，并确定它们对 IPD 的作用和承诺；
要求执行理事会通过其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1)

确立WMO在拟建立的指导小组中的代表权，该小组将牵头IPD的协商进程，并编写一
份IPD概念文件草案，提交蒙特利尔的2012年IPY“从知识到付诸于行动”大会(2012年4
月22-27日)；

(2)

与有关国际组织协商，确定IPD的框架、目标、资源需求、时间进程和组织结构；

(3)

协调WMO在IPD主持下将开展的相关活动中的作用和参与；

(4)

在第六十四次届会上审查和批准IPD概念文件，旨在确定WMO参与此次活动的方式和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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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有关各方关注本决议。
______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36(Cg-15)，后者不再有效。

决议 60(Cg-16)
全球冰冻圈监测网
大会，
注意到：
(1)

决议59(Cg-16)—国际极地十年倡议，

(2)

第十五次大会对建立全球冰冻圈监视网(GCW)作为国际极地年(IPY)后续行动重要组成
部分的建议表示欢迎，

(3)

执行理事会第六十二次届会认为需要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以确保并推进IPY的后
续进程，

(4)

在执行理事会主办下制定GCW实施战略，

考虑到：
(1)

冰冻圈具有全球性，除南极大陆外，它还跨越所有纬度在大约100多个国家以多种形式
存在，

(2)

冰冻圈是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并提供了最有用的反映气候变化的指标之一，但却是
气候系统中采样最为缺乏的领域，

(3)

与冰冻圈有关的反馈影响在极地地区放大人为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包括“第三极”
和冰冻圈变化给全球天气、气候、水带来的重大影响，

(4)

冰冻圈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近年来不仅受到不断的科学评审，也一直吸引了决策制定
者的注意力并在媒体中持续报道，对关于全球冰雪资源过去、当前和未来状况权威信
息前所未有的需求应运而生，

(5)

GCW是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和WMO信息系统(WIS)的重要组成部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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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促进互可操作的基准观测以及近实时资料和信息的交换方面，
(6)

GCW只有同对冰冻圈感兴趣的WMO会员及其它组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特别感谢会员为监测和提供冰冻圈资料而对国家业务及研究计划做出的贡献，
决定发起推动全球冰冻圈监视网计划 (GCW)，作为 IPY 的后续行动，旨在建立业务化的
GCW；
敦促会员并邀请国际合作伙伴组织和计划署：
(1)

积极开展协作并全力支持该计划的开发与实施；

(2)

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全球冰冻圈监视网计划的实施；

要求执行理事会：
(1)

建立活动指导和监督机制，并尽力实现最广泛的协作与合作；

(2)

保证主要相关机构的参与并派代表参加，并确保开展与冰冻圈相关的观测和研究活动
的机构的技术专家和代表适当参与其中；

(3)

向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提交包含GCW最新实施计划的全面报告；

要求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将此活动划纳入各自的工作计划，从而充分体现这项交叉性重大
活动的跨计划性；
要求秘书长：
(1)

在推动该计划过程中加强与相关国际合作伙伴组织和计划署的密切协调和协作；

(2)

在秘书处落实相关机制，以确保最有效管理这项重大活动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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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总摘要第 2.3.1 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提交第十六次大会的的建议
秘书长关于第十五财期 (2008-2011) 的财务报告
建议 1
大会注意秘书长提交第十六次大会的财务报告。
审议秘书长关于第十六财期 (2012-2015) 的预算建议
建议 2
大会：
2.1		

批准秘书长建议的最高支出以及随后的第十六财期的分摊会费。

2.2		

考虑到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调整预算建议案。

2012 和 2013 年分摊表
建议 3
大会：
3.1批准文本 ( 第 9.1.3-9.1.7 段 ) 并纳入本报告总摘要。
3.2通过由秘书长提交的决议 39(Cg-16)- 评定第十六财期会员的比例会费。
3.3作为决议 41(Cg-15) 的一个例外，批准秘鲁已履行财务义务从而恢复其		
		
在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投票权。
修订财务条例
建议 4
大会赞同执行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关于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IPSAS) 的报告
建议 5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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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总摘要第 3.1.0.1, 3.2.23, 3.3.45, 3.4.1.5, 3.5.8.3, 3.6.13, 3.7.14,
4.1.1, 4.2.25, 4.3.1, 4.4.2, 4.5.1, 5.2.16, 5.4.1, 6.1.8, 6.2.6, 6.3.14, 6.4.1,
6.4.16, 11.5.1, 11.5.21 和 11.6.1 段的附录
WMO 计划简述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1.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的目标和范围

1.1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旨在促进全球观测系统、气象及相关资料的交换系
统，制作和分发分析产品和预报产品、灾害性天气的咨询和警报、以及相关业务信息系统的
制作、运行和改进。根据该计划开展的各项活动共同确保会员能获得所需的信息，以便使他
们能够向用户提供资料、预测、信息服务和产品。WWW 采用国际合作计划的组织形式，
在此计划中，提供这些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系统和设备均属于各会员国并由它们进行实施
和运行。这一切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天气系统和型态无国界，并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时
空尺度上发展变化；在提供各种天气、水和气候相关服务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自给自
足，因此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1.2

本计划的主要功能是计划、组织和协调全球及区域级的设施、程序和安排，它们
将用于有关观测和通信网络设计、观测和测量技术标准化；资料管理规则使用；采用科技
手段以确保、分析和预测天气系统；以及用不同语言都能理解的信息表达方式。WWW 是
WMO 向会员和其它 WMO 计划及联合发起的计划 ( 如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全球海洋观测系
统 ) 和有关的国际组织提供基本的资料、分析结果、预报和警报产品的核心计划。
1.3
WWW 优先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便利用技术进步加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WWW 组成部分；并优先考虑对 WWW 的运行进行具有成本效益的系统监测和改进。因此，
这有助于会员从 WWW 获得最大的效益。
1.4
WWW 计划对 WMO 战略计划预期结果的实施有效地做出贡献。许多活动都与
WMO 的其它计划密切相关，并将对 WMO 未来的高优先领域 ( 即 GFCS、DRR、WIGOS 和
WIS、能力建设和航空气象 ) 提供直接支持。
2.

计划的结构

2.1

世界天气监视计划 (WWW) 包括以下三个相互联系，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核心部分
的设计、实施、运作和进一步发展：
(a)

全球观测系统(GOS)，包括从海陆台站、飞机、气象卫星和其它观测平台开展气
象观测(包括气候观测)和其它相关环境观测的设施和安排；

364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b)

全球电信系统(GTS)，包括为快速、可靠地收集和分发观测资料和已处理信息而
建立的综合电信设施和服务网络；

(c)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包括能提供保证质量的已处理的资料，分析
和涵盖广泛时间和空间尺度的预报产品的世界气象中心，区域气象中心和国家气
象中心。

2.2

可通过以下辅助计划来实现这三个核心部分的协调，整合和高效运作：

(a)

WWW资料管理(WWWDM)支持计划监控并管理世界天气监视系统的信息流，以
确保及时提供高质量的资料和产品以及标准表示格式的使用；

(b)

WWW系统支持活动(WWWSSA)支持计划提供具体的技术指导，培训和实施支
持，WWW业务信息服务，以及支持各项合作倡议。

2.3
另外，WWW 计划纳入了三个项目，它们补充和加强 WWW 的核心部分，并且
为 WMO 的其它计划以及共同发起的计划提供重要的投入和支持：
(a)

为满足业务和科研应用的要求，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IMOP)通过标准化活动和协
调以及促进高效方法和技术的应用，提高气象和相关环境变量测量的质量和长期
稳定性；

(b)

紧急响应(ERA)计划通过和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紧密合作来协助NMHS有效应对
大规模的大气污染和环境突发事件；

(c)

WMO南极活动计划(WMOAA)协调WWW基本系统在南极的实施和运行，以便满
足气象服务、环境监测和气候研究的要求。

2.4

世界天气监视网的组成系统主要是是按照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的技术职责进行
管理， IMOP 除外，它是根据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的技术职责进行管理。
2.5

WWW 计划与其他相关计划紧密合作，特别是：

(a)

热带气旋计划(TCP)，该计划协助会员建立国家和区域协调系统，以便保证将热
带气旋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降至最低，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b)

WMO空间计划(WMO SP)，该计划促进用于WMO会员天气、气候、水和有关应
用的卫星资料和产品的广泛获取和使用，并协调所有WMO计划的环境卫星事务
和活动；

(c)

WMO公共天气服务计划(PWSP)，其主要目标是增强WMO会员的能力，从而通
过提供综合的天气和环境相关服务来满足社会需要，特别强调公共安全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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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促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其各自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的能力，以及如何更好
地利用NMHS提供的服务。
3.

全球观测系统 (GOS)

3.1

目标和范围

(a)

GOS从地球和外太空提供大气和海洋表面状态的观测资料，用于天气分析、预
报，咨询和预警，以及WMO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实施的各项计划组织的环境气
候研究和活动。该系统由国家气象部门(NMS)和国家或国际卫星机构运行，涉及
几个处理特定观测系统或地理区域的集团1；

(b)

GOS通过需求滚动评审逐渐系统地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综合系统，其子
系统根据既定的标准规范提供互可操作的资料和信息。GOS是一个受服务驱动的
观测系统，旨在支持NMS的职责；

(c)

GOS特别重视和其他伙伴组织合作，以满足对气候和环境监测的要求，旨在增进
对气候预报过程的认识，扶持越来越好的气侯和环境研究和服务；

(d)

GOS的实施在不同国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具有共同标准、成本效益、资料的
互可操作性，长期可持续性和创新的合作安排是未来观测网络设计和运行的关键
方面。

3.2

主要长期目标：

(a)

改进和优化用于观测大气以及海洋表面状态的全球系统，以便以最有效和高效的
方式达到各项要求，包括开展日益精确的天气分析、预报和预警，以及由WMO
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实施的计划下开展的气候和环境监测研究；

(b)

必要的观测规范标准化，包括区域网络规划，以满足用户对质量、空间和时间分
辨率以及长期稳定性的要求，尤其是要考虑到它将进一步发展为WIGOS的关键组
成部分。

4.

全球电信系统 (GTS)

4.1

目的和范围

4.1.1

全球电信系统 (GTS) 是经管理的资料通信的网络、点对点线路和卫星资料收集和
广播系统的综合系统，通过既定的程序和服务连接各气象中心。它提供电信服务，收集、交
换观测资料 ( 尤其是 GOS 资料 )，分发来自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和其它有关
中心处理过的信息。GTS 由国家气象部门、国家或国际卫星机构、或签约商业电信服务提
1.例如EUMETNET, AMDAR, ASAP, DBCP, EUMETSA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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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运行。在技术或者济条件受限的地方，互联网弥补了 GTS 的使用范围。维护和加强交
换资料、产品和信息的系统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必备信息，以便准备气象分析、预报和预警、
研究活动和其它有关环境的应用。
4.1.2

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发展 GTS 结构和运行原则，以及 WMO 信息系统 (WIS) 的其
他组成部分。作为 WIS 的核心网络，GTS 将响应 WMO 所有计划日益增长的资料通信需要，
并利用新的技术和经济机遇。优先重点是实现成本效益、提高资料传输能力以及扩大服务种
类和增强服务的灵活性。WIS 将会在 GTS 和 WWWDM 计划的共同支持下 ( 包括其它相关
计划的投入 ) 继续发展。
主要长期目标：
(a)

完善和优化WIS及其运作程序，从而在规定的时限内为观测资料、经加工的信
息、咨询等的收集和传输提供有效和高效的电信服务；

(b)

维持并进一步发展GTS作为WMO信息系统(WIS)的核心网络。

5.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5.1

目的和范围

5.1.1

WMO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承担天气预报的功能，它包括制作天气

和气候分析、预报、专业预报产品以及为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灾害性天气预警。GDPFS
包括气象业务中心网络，该网络制作了广泛的数值天气预报 (NWP) 产品、天气预报和预警，
是全球气象和环境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一部分。NMHS 和会员的其它机构要求 GDPFS 的产
出满足多样化的要求，包括对直接支持应急响应，服务公众和空中交通管制的常规天气预报
和预警，诸如海洋状况或空气质量的环境预测，为会员创造经济效益的产品，以及为不同经
济部门特制产品和服务，因此，该网络是会员，尤其是那些要求预测的会员提供多种气象服
务的途径。GDPFS 旨在供应越来越多的相关的、可靠的、质量有保障的 NWP 产品，涵盖
的预测范围从瞬时到长期，从局地到全球，为缓解气象灾害的早期预警服务、应急响应环境
灾害提供有效的咨询。
5.1.2

GDPFS 能促进 WMO 的几项高优先重点： GDPFS 网络的全球制作中心及长期预

报牵头中心和区域气候中心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样，GDPFS 通过
使用旨在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的新科技手段，促进减少灾害风险，例如使用集合预报系统
(EPS)，尤其是通过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 (SWFDP)，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通
过更好地使用先进的 NWP/EPS 产品和后处理方法为建设能力做出贡献。
主要长期目标：
(a)

提供相关的、可靠的以及有质量保证的NWP产品，涵盖所有的预报范围并且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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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到全球尺度，特别是支持改进的早期预警服务；
(b)

开发天气和环境预测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6.

WWW 资料管理 (WWWDM)

6.1

目的和范围

世界天气监视网资料管理 (WWWDM) 支持计划将继续发展并协调对 WIS 框架下
的气象资料和产品进行有序高效的总体管理所需的支持功能，包括资料格式和电码，以及元
数据标准。该计划还将对 WWW 业务的监测进行协调，以提高资料和产品的可提供性和质量。
6.2

主要长期目标：

(a)

为了有效地交换、归档和检索世界天气监视网和其它WMO相关计划所用的所有
信息，将采用现代化标准数据处理和归档模式、程序、规范、接口和格式；

(b)		 确定和协调WIS元数据标准，以满足所有WMO计划对资料交换和访问的需求。
7.

WWW 系统支持活动，包括业务信息服务 (OIS)

7.1

目的和范围

7.1.1
WWW 系统支持活动 (WWWSSA) 支持计划旨在向各国，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的
NMHS 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以帮助实现 WWW 计划有效、高效地实施和持续运行。通过
协调项目，该计划将有助于制定一些共同业务问题的标准解决办法，以及通过协调项目实施
这些办法。
7.1.2
业务信息服务 (OIS) 系统的目的是及时有效地从 WMO 会员收集并向它们分发通
过 WWW 的运行获取的设施、服务和产品的最新详细信息。
7.2

主要长期目标：

(a)

特别是通过技术指导和培训活动，帮助发展中的NMHS在提供国内天气预报和警
报服务方面实现自力更生，并使它们能承担WWW系统内及其它相关WMO或国
际计划规定的责任；

(b)

加快WWW系统中合作和经费方面的创新性协议的制订和实施，以加强基本设施
的长期和具有成本效率运行 ；

(c)

提供世界天气监视网及相关系统运行方面的信息服务，并改进用户对这些信息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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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IMOP)

8.1

目的和范围
IMOP 组织必要的研究以及仪器国际比对和标定活动，以确保 WIGOS，特别是

GOS 所使用观测系统要求的准确性和长期稳定性。IMOP 促进会员采用的标准的可溯源性成
为公认的国际标准并支持会员建立标定实验室，包括与区域仪器中心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
本职责还包括对 WMO 交叉活动的需求提供支持，如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减轻灾害风险和
能力建设。该计划开展并支持技术指南、观测规范、标准和性能特点的出版，并开展相关的
能力建设活动。该计划有效地促进了所有预期结果的实施，主要重点是预期结果 4 的实施，
特别是关于提供更好的技术标准以及关于仪器和观测方法的指导，以确保提高观测质量。
8.2

主要长期目标：

(a)

通过协调和促进对高效方法和技术的使用，以满足业务和研究方面的需要，从而
改进气象及相关环境变量观测和测量的长期稳定性；

(b)

通过培训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活动，使高效、经济地使用观测技术/系统
的情况得到加强。

9.

应急响应活动 (ERA)

9.1

目的和范围

9.1.1

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GDPFS) 紧密结合实施的应急响应活动 (ERA) 计划，
协助会员国的 NMHS 和相关机构以及相关的国家组织有效地应对与空气灾害相关的环境紧
急情况，如由核事故或事件、火山喷发、化学事故、大火产生的烟以及其它事件造成的灾
害，这要求紧急大气运输和扩散模式 (ATM) 支持。该计划时通过指定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 提供专业的 GDPFS 产品来开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紧急程序以提供和交换具体
数据、资料和与环境应急有关的产品；定期演习；以及为用户提供培训。
9.1.2

与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灾害有关的活动分为两类。首先，核事故或放射性事故被归
入两个国际公约，第一是早期通报第二是援助，在 IAEA 的总体协调下， WMO 与其他有关
国际组织一样是该公约的缔约成员。其次，WMO 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合作并为条约
检验体系提供专业的业务模拟支持。
9.2

主要长期目标：

(a)

提供有效的气象支持以应对与空气灾害有关的环境应急情况；

(b)

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合作，在气象方面减轻与空气灾害有关的环境应急情况的影响。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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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目的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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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WMOAA 计划旨在协调各国和国家集团在南极开展的气象活动，并由 WMO 执行
理事会支持。在南极条约的框架内，其重点是这些活动与相关的 WMO 计划，以确保在南
极开展的天气、气候、水和环境有关计划的连续性，其目的是满足气象服务、环境监测和气
候研究的需求。在这项协定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包括 WMO 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IOC、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以及诸如 ICSU、SCAR、IASC 和 WCRP 等主要科学团体。
10.1.2

作为 WWW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WMOAA 计划有效地促进了所有的 WMO 预
期结果和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许多的活动都与其它 WMO 计划紧密相关。它将为所有
的 WMO 高优先重点领域提供直接的支持，即 GFCS、DRR、WIGOS 和 WIS、能力建设和
航空气象。
10.2

主要长期目标：

(a)

协调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的实施和运行，以满足南极地区气象业务和研究活
动的需求，包括对气候和环境监测的需求；

(b)

与其他有关南极的国际组织和计划合作，以取保协调有序的和具有成本效益的科
学和技术计划。

全球大气监测网计划
根据 WMO 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 战略计划 : 2008-2015(WMO/TD-No. 13841)
1.

使命与总体目标

建立 ‘ 全球大气监测网 (GAW) 计划的理由是满足这样一种需求，即：更好地认识并控制人
类活动对全球大气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影响。在本计划中应对的重要挑战包括：
•		
平流层臭氧损耗而紫外线 (UV) 辐射增加；
•		
与人类对大气成分的影响，特别是与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相关的天气和气候
变化；
•		
降低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带来的风险以及涉及空气污染远距离输送和沉降的各种
问题。
1.登录ftp://ftp.wmo.int/Documents/PublicWeb/arep/gaw/gaw172-26sept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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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许多问题具有社会经济后果，这些后果影响天气、气候、人类健康、生态系统的健康、
供水、水质和农业生产。
考虑到全球综合大气化学观测 (IGACO) 战略，GAW 的使命是：
•		
确定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环境风险，并满足各种环境公约的需求；
•		
加强各会员预报预测气候、天气和空气质量的能力；
•		
为科学评估做出贡献，为环境政策提供支持。
通过以下方式：
•		
维持并应用对化学成分和所选定的大气物理特征的全球长期观测；
•		
强调质量保障和质量控制；
•		
为用户提供贴切需要的综合产品和服务。
2.

目的与范围

在 “ 推进科研、应用和技术开发与实施 ” 的战略主旨下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 )，GAW 主
要为实现 WMO 战略计划中的预期结果 5 做出贡献，即：“ 提高会员的能力，使其能够促进
并受益于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科学和技术的开发能力 ”。
GAW 还履行 WMO 会员的职责，主要是通过满足各种需要并明确地与国家、区域和国际观
测项目、计划、系统和战略联系起来，如：
•		
作为WIGOS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促进其实施；
•		
为全球环境和安全监测欧洲计划(GMES)作贡献；
•		
作为WMO对全球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的贡献；
•		
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BSTA)提供支
持， 特别是通过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实施计划做出贡献的方式；
•		
遵守《保护平流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以及各项后续的议定书；
•		
为《空气污染物远距离跨界公约》(CLRTAP)提供支持；
•		
为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进程，提供大气成分综合观测数据
集。

附录

371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含 THORPEX
( 基于 WMO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实施战略计划：2009-20172017 (WMO/TDNo. 15051))
1．

总体目标

WWRP 是一个全面的计划，作为一个国际机制，致力于提升公众安全、生活质量、经济繁
荣和环境质量，它负责：
•		
推进与天气有关的科研，重点推进我们对高影响天气的了解，改进对这些事件的
预报并衡量在预报中取得的改进；
•		
使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如何受到高影响天气和高影响天气预报的影响以及社会做
出何种反映，从而改进对天气信息的利用和响应；
•		
通过伙伴关系和多学科合作研究，帮助推进更广泛的环境预报科学；
•		
促进和推动这些研究成果向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和最终用户的业务实践转化；
•		
作为WMO防灾减灾计划、业务天气预报、用户应用工作的天气研究支撑，进而
帮助实现相关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

目的和范围

含 THORPEX 在内的 WWRP 主要有助于 WMO 战略计划的预期结果 5，“ 提高会员的能力，
使其能够促进并受益于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方面的科研实力以及科技开发 ”。
含 THORPEX 在内的 WWRP 推动开发和应用改进后的气象预报技术，重点是高影响天气事
件。各种计划项目均强调采用一种包含天气预报所有时间尺度的全面方法，确保会员共享科
研进步带来的好处。
3.

WWRP 治理

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为 WWRP 提供政策和技术指导。CAS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及
WMO 共同主办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紧密协调。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1.

总体目标

1.1

HWRP 的总体目标是依靠水文、气象和气候信息的整合以及供水资源管理的预报

1.登录http://www.wmo.int/pages/prog/arep/wwrp/new/documents/final_WWRP_SP_6_O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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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水文学满足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需要；预防和减缓与水有关的灾害；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水部门的气候变化适应工作。
2.

目的和范围

2.1

HWRP 履行 WMO 的主要宗旨之一，即促进水文学的应用，推动气象水文部门之
间的密切合作 ( 本组织公约第 2 条第 5 款 )。
2.2

HWRP 通过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促进了会员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转

型国家会员，以便使它们能够持续不断地评估各自的水资源，并且通过风险管理战略应对洪
涝和干旱的威胁；从而满足了各种用途对水及其使用和管理需求。该计划的目的是将水文信
息提供给各种国家发展机构，民间社会和广大市民，使他们能有效地利用水资源来服务各种
发展活动。同时，计划强调了水文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水文部门 (NHS) 在各部门通过水资源
管理途径开展各种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2.3

计划考虑了气候变率和变化及其水文的影响。该计划促进了 NHS 和 NMS 之间合
作，特别是提供及时，准确的包括山洪指导预报和季节预测等在内的水文预报，作为对生命
财产的保护和气候整体风险管理的一个贡献。
2.4

计划支持有助于提高水文预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的活动，从而保护了人民生命财
产，同时增加了用于支持可持续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以及水资源利用的信息和知识。HWRP
的活动包括以下广泛领域：
(a)		
水文、气候和气象观测站网的基本水文要素测量；
(b)		
收集，处理，存储，检索和公布水文资料，包括关于地表水和地下水量和水质的
资料；
(c)		
实施水文活动的质量管理框架；
(d)		
提供水文资料和相关信息，供水资源项目的规划和执行使用以及用于对淡水资源
状况的监测；
(e)		
安装和运行水文预报系统；
(f)		
制定洪水管理政策和战略；
(g)		
气象和气候信息和预报与水资源管理的一体化；
(h)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气候变化适应；
(i)		
评估水文研究成果对于NMHS应用的潜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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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计划有效地促进了 WMO 战略计划中所有预期结果的执行，特别是促进了预期结
果 3 以及预期结果 2 和 4(2012-2015 年 )。HWRP 的许多活动都与其它计划有很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世界气候计划、热带气旋计划、教育培训计划，同时致力于减
少灾害风险计划、区域计划和最不发达国家计划总体目标的实现。该计划在 GFCS 下将作为
一个对话者和管道为水部门提供气候服务。
3.

HWRP 的治理

对 HWRP 的技术指导由水文学委员会 (CHy) 负责。委员会在 GFCS 方面与气候学委员会和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密切合作，而在 WIGOS 方面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密切合作。
4.

HWRP 的结构

4.1

HWRP 是通过三个相互支持的组成部分予以实施：

(a)

水文基本系统；

(b)

水文预报与应用；

(c)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能力建设。

5.

水文基本系统 (BSH)

长期目标
5.1

该组成部分的长期目标是指导和支持 NHS 在淡水资源监测方面的水文测量及其
应用，重点是质量保障。
目的和范围
5.2

BSH 提供用于支持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水文测量的基本构件和框架。它涵盖了资
料的采集、传输和储存、水文质量管理框架的实施、WHYCOS 的进一步发展 ( 包括其内部
和外部协调 )、水文信息系统的建立、水资源评估、水文信息应用和水文网络的社会经济效
益分析。该组成部分将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 3，并通过加强整合 (WIGOS) 和提供信息的通
信系统 (WIS) 促进实现预期结果 4 的目标；通过 WHYCOS 活动，BSH 组成部分帮助最不发
达国家加强其 NMHS，从而为预期结果 6 做出贡献。
6.

水文预报和应用 (FAH)

长期目标
6.1

该组成部分的长期目标是应用水文观测来服务水文预报、洪水风险评估和管理、
预防和减缓与水有关的灾害，并更好地了解气候变率和变化对水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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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范围
6.2

FAH 的目的是支持 NHS 通过水文模型开展水文分析，发展洪水预报，提供山洪

指导产品，研究枯水期河流流量，海岸带风暴潮洪水，设计洪水，以达到水资源管理的目
标。该组成部分将定期审议洪水预报和预警工作的业务需求，跟上新技术发展。该组成部分
组织用于支持综合洪水管理的活动，并通过洪水管理咨询台 (HelpDesk) 为各国提供支持。
通过与洪水预防、减缓和响应密切相关的活动，它有助于预期结果 2 的落实。该组成部分将
支持气候变化的适应和环境的保护，并向水部门用户提供气候信息，并根据 GFCS 设想，
担当该计划用户界面的一部分，从而促进预期结果 3 的实现。该组成部分依靠加强 NMS 和
NHS 之间的协作来开展工作，从而促进和推动这种协作。该组成部分将继续与 WCP、TCP
和 MMP 的活动紧密联系。
7.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 (CBH)

长期目标
7.1

该组成部分的长期目标是协助 NHS 的科学发展、管理和运作，包括工作人员的
教育和培训、加强与 NMS 的机构协调以及提高对水文工作重要性的总体认识。
目的和范围
7.2

CBH 的目的是在水文和水资源开发背景下为 NHS 提供有关机构管理的指导，并
打造他们为各自国家服务的能力，通过实施用于技术转让的多用途水文业务系统 (HOMS) 以

及员工教育与培训。该组成部分支持对公众、利益攸关方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有关水文服务
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宣传和教育。该组成部分还支持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活动，
从而为预期结果 6 做出贡献。这是一个交叉性的组成部分与 HWRP 的其它组成部分具有很
强的联系，并将有助于各部分的实施。

世界气候计划
1.

世界气候计划的总体范围

世界气候计划 (WCP) 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气候服务，重点放在与用户开展充分互
动上，旨在促进气候信息得到前所未有的有效应用，以获取最佳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支撑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WCP 的范围是确定气候系统的物理基础，使气候预测和预估具
有越来越高技巧评分水平，建立业务结构，以提供气候服务，开发并维持一个基本的，能够
充分满足气候信息需求的全球观测系统。

2.

WCP 的总体目标
鉴于社会各经济部门对气候敏感性的意识日益增强，而且对气候适应的需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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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局地层面开展风险管理的需求日益重视，也要求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提供气
候信息和服务，因此重新调整气候计划的目标是：
(a)		
改进对气候过程的认识，以确定气候可预测性，包括其变率和变化，辨别人类对
气候的影响程度，以及开发气候预测和预估能力；
(b)		
改进对全球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并促进气候资料的有效收集、管理和监测，包
括从全球到局地尺度气候变率和变化的检测和评估；
(c)		
通过提供一个国际框架，并通过建立气候服务的制作和提供系统的业务部分，提
高并促进针对用户的气候服务，特别是预测的提供和调用；
(d)		
加强气候知识和信息的有效应用，旨在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各种风
险，并将这类信息纳入规划、政策、规范以及所需气候服务的提供过程；
(e)		
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开发，使它们能够为GFCS的运行做出贡
献并从中受益。

3.

WCP 的结构

重新调整的 WCP 将包括：
(6)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7)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8)		
世界气候服务计划(WCSP)。
3.1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3.1.1

任务和目标
WCRP 的任务是促进对地球系统变率和变化的分析和预测，用于不断增加的与

社会直接相关的，造福社会的，具有社会价值的和切合实际的应用范围。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总体目标是确定：
-

气候的可预测程度；

-

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程度。

3.1.2

计划的范围

WCRP 的主要研究重点是：
-

观测地球系统各部分 ( 大气、海洋、陆地和冰冻圈 ) 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界		
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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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全球及区域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引起这一变化机制的知识和认识水平；

-

评估并归因全球及区域气候的显著趋势；

-

发展和改进数值模式和预测技术，从而能够模拟，预测和评估各种时空尺度的
气候系统；

-

调研气候系统对自然和人为强迫的敏感性，并估算特定干扰影响引起的变化；

-

促进气候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服务的有用信息和知		
识。

除了这些主要任务外，WCRP 将酌情与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其它相关计划开展合
作。特别是， WCRP 将继续发展其与地球系统科学联盟合作伙伴 ( 即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国际人文因素计划 (IHDP) 和生物多样性计划 (DIVERSITAS)) 之间的合作，以便将
化学、生物、生态和社会经济因素引进环境模式和实地研究，从而促进整个地球系统知识的
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全球变化的认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气候服务。
3.2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3.2.1

GCOS 的范围

全 球 气 候 观 测 系 统 (GCOS) 是 由 WMO 主 导 的， 由 WMO、UNESCO 的 IOC、
UNEP 和 ICSU 共同主办的计划。GCOS 是建立在现有的业务和科学观测、资料管理和信息
分发系统的基础上。它基于改进的世界天气监视全球观测系统、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全球陆
地观测系统、WMO 全球观测系统以及维护和加强监测气候系统的其他主要组成部分的计划，
例如重要的大气成分的分布 ( 包括全球大气监视网 )。
GCOS 计划的远景是所有的用户都可以获取气候观测、资料记录和信息以解决
紧迫的有关气候的关注。GCOS 的用户包括个体、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所和各种机构。
GCOS 的作用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确保持续地提供整个气候系统的可靠的物理、化学
和生物观测和资料记录，— 涵盖大气，海洋和陆地领域，也包括水文和碳循环以及冰冻圈。
3.2.2

GCOS 的目标：

GCOS 的目标是为了确保提供观测以满足以下需求：
•

描述全球气候系统的现状及其变率；

•

监测气候系统的强迫, 包括自然和人为强迫；

•

对确定气候变化的原因提供支持；

•

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

促全球气候变化预估信息降为区域和国家尺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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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对影响评估和适应以及评估风险和脆弱性很重要的信息的可用性，包括描述
极端事件。
3.2.3

GCOS 指导委员会

由四个发起伙伴组成的计划指导委员会负责对 GCOS 提供指导，它对该计划提供指导、协
调和监督。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得到其科学委员会的支持，建立这些科学委员会的目的是确定
大气、海洋和陆地领域的观测需求。
3.3

世界气候服务计划

3.3.1

WCSP 的范围

WCSP 的范围横跨四个相关的领域：(i) 气候资料与分析；(ii ) 气候监测，监视和
预测；(iii) 气候系统的运转和基础设施；以及 (iv) 气候适应和风险管理；从而服务于 GFCS
的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和部分用户界面平台部分。
WCSP 为可靠资料的提供和调用，为在气候资料管理和气候分析领域的知识进步，
为技术和科学标准的定义，以及开发支持各国的各项活动做出贡献。气候资料管理包括资料
拯救、与 WMO 信息系统 (WIS) 兼容的全球气候资料管理系统的建立和协调工作。
WCSP 定义相关的产品及其内容，开发预测方法，包括各项要求和标准。这将有
助于提供定期在全球和区域达成共识的气候监测和预测的声明，以及特制气候产品的可靠性
评估。该计划将建立并保持业务与研究之间的联系，以加快研究成果在气候服务业务中的实
施，并确保业务规范和成果得到持续改进。
WCSP 将建立适当的机构机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业务基础上制作，交换
并分发高质量的信息。特别是，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由全球、区域和国家实体组成的网络，
包括全球长期预报制作中心 (GPC)、全球资料和监测中心、区域气候中心 (RCC) 和 NMHS
气候业务，作为开发和提供气候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WCSP 将主要协调，确定，建立，加
强并维持这一运行机制，以制作和分发气候产品和服务，并为建立气候服务计划提供有关要
求和最佳规范的指导。
WCSP 通过鼓励使用可靠的现有气候信息、方法、工具和系统，通过跨学科活动，
涵盖近期至长期的气候风险，最初把重点放在农业 / 粮食安全、水资源和减灾部门上。随着
时间的推移，各种方法、工具和系统将得到发展，以涵盖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机构合作的
重要社会经济部门的要求。
3.3.2

WCSP 的目标

(a)

促进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员开发并实施气候资料拯救、保护和管理的方
法，并促进气候资料和相关产品的国际交换；

(b)

协调全球和区域气候数据库，包括在国家和国际信息库中的元数据的开发，并促
进其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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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开发用于分析趋势、异常、频率和极值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d)

建立气候指数，用于评估和分析其发生和归因；

(e)

协调建立一个协调有序的监测，分析，诊断和分发气候变率和变化信息的全球系
统；

(f)

确定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方法，时间尺度可延伸至年代际；

(g)

开发并支持达成共识的气候最新状况和气候观测，包括监测和预测方面；

(h)

促进业务界和研究界之间的密切互动，确定他们的需要和要求；

(i)

支持建立气候预测业务的方法和工具(季节、年际和年代际)，以及气候监视系
统，评估其社会经济价值并纳入用户的反馈意见；

(j)

建立一个有效的季节至年际气候预测基础建设，通过促进发展区域和国家气候中
心网络，促进全球到区域再到国家的气候业务信息的流通；

(k)

促进气候预测业务产品的定义、开发和标准化，并促进标准和质量管理；

(l)

支持在国家层面开发并开展气候服务；

(m)

支持以跨学科方式建立针对具体部门制作气候信息和产品所需的方法和工具；

(n)

协助各会员开展基于气候信息和知识的气候应用服务；

(o)

提高气候风险与资源的认识，并更好地向对气候背景情况了解有限的专家宣传气
候信息；

(p)

确定和分享气候信息应用中的最佳做法，以便通过一系列示范项目针对用户开发
信息、产品和服务。

3.3.3

WCSP 技术指南

气候学委员会 (CCI) 为 WCSP 提供技术指导。CCl 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农业气象
委员会和水文学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1．

任务和目标
WCRP 的任务是促进对地球系统变率和变化的分析和预测，用于不断增加的与

社会直接相关的，造福社会的，具有社会价值的和切合实际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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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总体目标是确定：
-

气候的可预测程度；

-

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程度。

2．

计划的范围

WCRP 的主要研究重点是：
-

观测地球系统各部分 ( 大气、海洋、陆地和冰冻圈 ) 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界面
的变化；

-

提高全球及区域气候变率和变化以及引起这一变化机制的知识和认识水平；

-

评估并归因全球及区域气候的显著趋势；

-

发展和改进数值模式和预测技术，从而能够模拟，预测和评估各种时空尺度的
气候系统；

-

调研气候系统对自然和人为强迫的敏感性，并估算特定干扰影响引起的变化；

-

促进气候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服务的有用信息和知		
识。

除了这些主要任务外，WCRP 将酌情与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其它相关计划开展合
作。特别是， WCRP 将继续发展其与地球系统科学联盟合作伙伴 ( 即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国际人文因素计划 (IHDP) 和生物多样性计划 (DIVERSITAS)) 之间的合作，以便将
化学、生物、生态和社会经济因素引进环境模式和实地研究，从而促进整个地球系统知识的
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全球变化的认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气候服务。
3．

当前的计划
WCRP 通过国际协调的四大核心项目来推进其研究重点：

气候与冰冻圈 (CliC)
任务：
评估和量化气候变率和变化对冰冻圈组成部分的影响及其对气候系统的后果，并
确定全球冰冻圈的稳定性。
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 (CLIVAR)
任务：
观测、模拟和预测地球气候系统，着重于海气相互作用，以便更好地了解气候变率、
可预测性和变化。
全球能量与水循环试验 (GEWEX)
任务：
通过改进对陆地、大气及其相互作用的观测和模拟，衡量和预测全球及区域能源
和水分的变化、趋势和极端事件 ( 如热浪、洪水和干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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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SPARC)
任务：
确定平流层过程在地球气候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化学和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
WCRP 还与 IGBP 合作进行海洋表面 — 低层大气研究 (SOLAS)，其目的是要定
量了解海洋和大气之间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 — 物理相互作用和反馈，以及这一耦合系统如
何影响气候和环境变化，并受到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支持 WCRP 综合主题的活动由下列工作组开展：
耦 合 模 拟 工 作 组 (WGCM) 协 调 WCRP 的 模 拟 活 动， 并 为 全 球 环 境 评 估 ( 如
IPCC) 组织数值试验。
与 WMO 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共同设立的数值试验工作组 (WGNE) 其重点是
放在在全球范围对数值天气预报准确性和尺度的改进上，并且促进大气环流模式的开发，并
将其用于所有时间尺度的天气、气候、水况和环境预测。
WCRP 观测与同化专家组 (WOAP) 负责对气候观测研究进行协调，因为这类观
测既有 GCOS 的，也有其它国际观测计划 ( 例如，GEOSS、CEOS 等 )，并负责推动气候
系统再分析的开发，加大观测资料在气候系统模式中的使用。
WCRP 还与 WMO 气候学委员会 (CCl) 和海洋气象学联合委员会一道共同设立了
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专家组 (ETCCDI)，就气候变化检测和气候变率指数和指标及有关方法
方面负责国际协调，组织合作，检测范围是从地表和海水表层到平流层。
在最近于 2010 年 2 月举行的会议上，JSC 决定设立两个协调组，即一个模拟委
员会和一个资料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隶属 JSC，并包括核心项目和外部有关组织的代表，这
样便可以在整个 WCRP 范围对各项活动进行协调。这些协调组的职责范围目前正在拟订。
WCRP 与国际气候研究界有着关系，因为其参与了多项交叉性活动，设立了专题
组，以项目形式积极参与，积极协调，还就下列领域设立了工作组：
-

人为气候变化 (ACC)，包括区域气候降尺度 (TFRCD)；

-

季节气候预测；

-

年代际变率、可预测性和预测；

-

海平面变率和变化；

-

气候极值；

-

大气化学和动力学 (AC&C)；

-

季风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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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功能

与气候系统有关的诊断、理论和试验研究活动是由各国科研机构开展的，因此，
WCRP 的总体目表是对各国开展的这类工作进行协调和强化，形成一个全面的国际研究计划，
通过参与机构的协同行动予以实施。WCRP 的主要功能为：
-

为研究特定现象或过程，启动具体的区域或全球试验；

-

确定研究重点，向国家科研机构和融资机构提出建议；

-

根据要求，提出并协助实施有关国际研究活动；

-

为快速、有效地宣传气候研究的现有成果和新发展作出安排；

-

协助将科学上复杂的信息转化为实用知识，实际用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服务；

-

支持对新一代气候专家的培训和培养，特别是在发展中地区。

WMO 空间计划
1.

总体目标和范围

WMO 空间天气计划 (WMO SP) 的总体目标是促进调用和使用用于天气、气候、
水和 WMO 会员相关应用的卫星资料和产品。
其范围是协调所有的 WMO 计划中的环境卫星事宜和活动；为这些计划就气象、
水文和相关学科的遥感技术及应用问题提供指导；并确保有效地与运作卫星系统的国际合作
伙伴和组织进行协调。
2.

计划和结构

WMO SP 有四个组成部分：
(a)

综合空基观测系统；

(b)

调用和使用卫星资料和产品；

(c)

信息和培训；

(d)

空间天气协调。

3.

计划的治理

WMO 空间计划的牵头技术职责分配给了 CBS。WMO 卫星事宜高层政策磋商会
议保持了该计划的广泛的政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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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天气活动由 CBS 和 CAeM 共同监管。
4.

计划活动

4.1

综合空基观测系统

长期目标
长期目标是开发一个综合空基观测系统涉及业务和研发环境卫星以及相关的地
面部分。这个观测系统应当支持 WWW，作为其 GOS 空基部分；并最终支持所有其它的
WMO 计划和 WMO 支持的计划，作为 WMO 综合全球观测系统 (WIGOS) 的空基部分。
活动
审议了各观测系统的空间部分，并且分析了有关需求的差距，以优化每个部分的
效率同时在 WIGOS 背景下努力开展交叉性的整合。
WMO 空间计划牵头修改空基观测系统的基准，以便充分实施 “GOS 2025 年愿景 ”。
WMO 空间计划促进卫星仪器的比对及其技术规范的一致性，并鼓励空间业务和研发机构为
GOS 做出贡献，并以最佳规范继续推动系统协调。
酌情鼓励将成熟的研究系统过渡到业务化，以便提高业务能力，满足不断发展的
需求，同时确保业务应用和气候监测所需的长期稳定性。
4.2

卫星资料和产品的调用和使用

长期目标
鉴于未来卫星系统的卫星资料会有指数式的增长， WMO 空间计划在未来十年面
临的一项主要挑战是提供这些改进的资料及反演产品，同时扩大用户的数量和地理分布。
长期目标旨在按 WMO 各区域的用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户的要求，加强卫星
资料和产品的及时调用性，以便通过 WMO 信息系统 (WIS) 标准和规范促进资料的互可操
作性，同时促进观测资料的协调加工，使之成为质量可溯源的反演产品。
活动
WMO 空间计划可发挥促进作用，推动卫星观测资料和产品的分发和交换，以及
资料和元数据管理的标准化，使之符合 WIS 的规范。
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 (IGDDS) 项目着重于：(i) 确定资料和产品调用的区域需求；
(ii) 实施可持续的区域卫星数字视频广播 (DVB-S) 分发系统，使各区域能够具有成本效益地
调用卫星资料；(c) 将所有相关资料类型纳入此类广播服务，包括跨区域交换的资料；(d) 支
持协调未来的直接广播系统，以及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补充资料调用和分发服务，并认可不同
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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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国际科学团体和项目，WMO 空间计划促进将卫星资料协调地进行产品加工，
并提高这些资料和产品的可溯源质量。应特别关注气候应用，例如通过环境卫星气候监测资
料的持续协调加工 (SCOPE-CM)，以及关注减低灾害风险。
鼓励合作开发用于遥感资料的通用基础工具，以及 NWP 系统和气候模式中研究
及新业务资料流同化的合作。
4.3

信息和培训

长期目标
长期目标旨在提高对卫星观测能力的认识，促进与卫星相关的教育，使会员的业
务和科技人员掌握最新技术革新，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
活动
WMO 空间计划依靠卫星运营方承办的英才中心，实施卫星气象和环境应用培训
和教育虚拟实验室 (VLab) 五年战略。继续与相关国家和国际教育和培训倡议保持密切联系。
WMO 空间计划确保相应的网站和门户网站就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的可获性及
可用性提供指导。只要资金允许，将提供信息材料并翻译成 WMO 的各种官方语言。鼓励
发展中国家的 WMO 会员参加卫星用户会议。
4.4

空间天气协调

长期目标
长期目标旨在支持国际空间天气业务协调，这对空间资产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很
大程度上依靠空基观测；同时旨在改进为主要应用领域 ( 包括航空 ) 提供的空间天气预警。
活动
WMO 空间计划在现有资源内，通过空间天气跨计划协调组 (ICTSW) 支持以下列
为优先重点的协调活动：
(a)

通过WIS实现空间天气资料交换和提供的标准化，并加强资料交换和提供；

(b)

通过与航空及其它主要应用部门的互动，协调确定最终产品和服务，包括如质量
保证指南，以及紧急警报程序；

(c)

通过审议空基和地基观测需求、协调传感器规范，以及监督空间天气观测计划，
对空间天气观测进行整合；

(d)

鼓励在空间天气研究与业务团体之间开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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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和伙伴关系

WMO 空间计划是与 WMO 会员的空间机构及其协调机构合作开展的：气象卫星
协调组 (CGMS) 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参加 WMO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 (CM) 为各空间机构提供有关 WMO 空间
计划和相关 WMO 战略有预期的愿景。
WMO 通过其空间计划积极参加气象卫星协调组，该组是空间机构从事天气或气
候业务工作的主要技术协调机构，负责轨道协调、应急规划、资料分发格式或资料收集服务
等事务。WMO 和 CGMS 已联合开展若干项目并给予支持 ( 例如，有关卫星标定、资料分发、
产品制作或培训等项目 )。
WMO 空间计划代表 WMO 作为 CEOS 的准会员，并与其相关机构 ( 如，标定和
检验工作组、CEOS 气候工作组 ) 互动。WMO 空间计划的有些活动，比如空基 GOS 的文档
保存，是与 CEOS 合作开展的。
WMO 空间计划支持那些在提供专家咨询和反馈以及促进用户团体发展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的专家组。这些专家组包括国际风工作组、国际 TOVS 工作组、国际降水工作组、
国际无线电掩星工作组和空间频率协调组。
通过参与这些国际机构，WMO 空间计划促进全球综合空基观测系统，鼓励合作，
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1.

主要长期目标

PWS 计划 (PWSP) 的主要长期目标如下：
提高会员的能力，通过提供侧重于公共安全与福祉的综合气象和相关环境服务来
满足社会的需求；
促使公众更好地了解 NMHS 的能力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其服务。
2.

目的和范围
PWS 计划旨在帮助会员向公众及其它用户团体提供可靠和有效的气象及相关服

务，保障生命、生活和财产的安全。为了满足公众、气象敏感型用户团体以及国家和政府
决策机构的各类需求，PWS 计划在建立之初就制定一系列指导原则，其中下列原则明确了
PWS 计划的范围，形成了国家公共气象服务计划发展管理框架。

附录

385

(a)

为了安全、便利和福利，民众有权获得气象服务；

(b)

灾害性天气警报的单一官方渠道；

(c)

着重于对公共安全和福祉有重大影响的重要现象；

(d)

及时发布警报，以便采取积极措施；

(e)

使用简洁、明确和易于理解的语言；

(f)

分发方法要确保广泛、及时和准确地分发；

(g)

在提供方的作用与服务以及如何使用其产品方面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

(h)

就希望的服务改进寻求公众和其它用户的日常支持；

(i)

继续监测产品的准确性、有用性和及时性，以便改进服务；

(j)

与媒体和其它组织达成合作协议，以便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地提供服务，最大
程度地减少冲突。

根据这些指导原则，通过区域和国家干中学 (LTD) 项目、示范项目、培训活动、
最佳规范和指南的出版、专家与相关 WMO 技术计划以及联合国 (UN) 和国际机构及区域机
构的合作，PWS 计划推动 WMO 战略计划，帮助会员进行能力建设来开发、改进和提供针
对用户的服务。成果是建立、加强和保持与用户的对话，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提供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这些需求。
3.

管理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负责为 PWSP 提供技术指导。此外，执行理事会通过其减
低灾害风险和服务提供工作组 (EC WG DRR & SD) 来提供针对服务提供的具体监督与指导。
4.

计划结构

PWSP 活动的实施是通过下列旨在提高会员总体服务提供能力的各个部分：
(a)

服务和产品改进；

(b)

产品分发和传递；

(c)

支持防灾减灾；

(d)

社会经济应用；

(e)

公共教育和宣传；

(f)

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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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计划
1.

总体目标

1.1

农业气象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协助会员向农业界提供气象信息和相关服务，帮助他
们发展可持续的在经济上可行的农业系统。这个目标可使 WMO 会员跟上农业气象学领域
的最新技术进步，并确保会员在农业气象服务工作中发现对其切合实际用途。
1.2

AgMP 主要的长期目标是：

(i)

提升会员自身的能力，提供相关的农业气象服务并实现可持续的、环保并在经济
上可行的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

(ii)

支持农民和其他在农业、林业及相关领域的终端用户更好地掌握气象信息 ( 包括
气候信息 ) 在农业规划和生产活动中的价值及其使用。

2.

目的和范围

2.1

AgMP 实现了 WMO 的一个主要目的，即在农业、水问题及其它人类活动中进一
步应用气象学 ( 本组织公约第 2 条第四款 )。它还有助于气象学在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健
康和福祉以及在经济增长和环保方面的应用。
2.2

AgMP 的范围很广，因为按 CAgM 的定义，农业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
因此，AgMP 尝试促进气象学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应用。同时，因为 AgMP 和 CAgM 是代
表农业气象学科的联合国实体，它们还具备独特的责任。
2.3

AgMP 的宗旨是支持粮食和农业生产及活动。该计划帮助会员向农业界提供气象

和相关服务，帮助他们开发可持续的并在经济上可行的农业系统，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损
失和风险，降低成本，增加水、劳动力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自然资源，以及减少农药或
其它破坏环境物质造成的污染。有时气候信息与天气信息相结合，但是气候信息主要还是用
于规划，而近期的天气资料和预报大都应用于当前的农业生产。
2.4

AgMP 的具体工作是确保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LCD) 提供改进的知识、
方法和技术。在减轻多灾种灾害风险的综合方法 ( 包括早期预警 ) 的框架下，AgMP 还着手
解决一系列和减轻灾害风险有关的包括干旱在内的重要问题。
2.5

AgMP 通过提供更准确的农业天气和气候资料系统推动农业技术在实现可持续粮

食生产中的规划和使用，上述系统对加快产品制作、分析和预测很有必要，能够协助农业种
植和管理决策、灌溉计划、产品贸易及市场、火险天气管理以及其它备灾活动、生态系统保
护和管理。AgMP 的一个目标就是提高农业气象咨询、产品及公告的质量，会员们需要通过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WAMIS-www.wamis.org) 开发并推广改进的工具和方法，定期发布
上述咨询、产品和公告信息。
2.6

AgMP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提供了农业气象的能力建设。它通过召开会议、研讨

班、学术研讨会以及通过发表这些活动的文献推动了农业气象领域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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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P 为实施 WMO 战略计划做出贡献，主要是预期结果 1、2、6(2012-2015 年 )。

它还将通过优化土地管理、农业、食品安全的天气信息，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做出贡献，包
括风险评估、信息提供、合作和伴关系、弹性农业系统的适应策略以及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该目标将主要通过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CAgM) 第三开放计划领域组 —— 农业领域气候变化 /
变率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工作予以实现。委员会的活动将为 GFCS 的气候用户界面计划 (CUIP)
做出重要贡献。
3.

AgMP 的管理

3.1

CAgM 将为农业气象计划提供技术指导。委员会通过气候委 - 农气委 - 水文委下
的天气、粮食、水工作组气候学委员会与气候学委员会 (CCI) 及水文学委员会 (CHy) 就和干
旱及与 GFCS 用户互动有关的问题开展了紧密沟通。CAgM 和 WMO-IOC 的海洋学和海洋
气象学联合委员会就天气和渔业的问题开展了互动。CAgM 还参与了向农业界宣传沙尘暴预
警咨询系统 (SDS-WAS) 的工作，该系统是在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指导下开展的。CAgM
还在 NWP 的天气预报产品与通过灾害性天气预报演示项目 (SWFDP) 使农业决策者应用预
报产品之间发挥了纽带作用，而该演示项目是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的一项活动。

热带气旋计划
1．

主要的长期目标
热带气旋计划的主要长期目标是：

(1)

提高WMO会员的能力，以便对热带气旋路径和强度提供可靠和及时的预报，对
大风、暴雨和风暴潮提供相关的预报，这包括受热带气旋影响的所有区域；

(2)

帮助会员建立多灾种的热带气旋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轻机制。

2．

目标和范围

该计划旨在协助会员建立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协调一致的制度体系，以确保将热带
气旋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包括促进 WMO 在实施国际减灾战略后续
活动方面发挥作用，并帮助会员从有效地减缓热带气旋灾害方面获得人道主义、社会和经济
方面的效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该计划对 WMO 战略计划的实施做出了主要贡献，
加强了热带气旋和相关灾害的预报，也增强了 NMHS 按用户要求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
该计划强调尤其是 SID 和 LDC 等会员的能力建设，开发预报员的辅助工具，促进研发成果
的应用，促进区域热带气旋机构的合作活动，加强各个区域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调，并采用包
括洪水和风暴潮在内的多灾种方法。该计划还与参与减缓热带气旋灾害的 WMO 的有关计
划和国际机构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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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关于在热带气旋方面开展专业活动的 RSMC，该计划的技术指导由有关的 WMO
区域协会、区域热带气旋机构和基本系统委员会提供。此外，执行理事会 DRR 和服务提供
工作组也提供有关减少热带气旋灾害和服务提供方面的总体指导。
4．

计划的结构
主要通过计划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来实施该计划的各项活动：

(1)

针对能力建设和向会员转让技术、信息和专业知识的一般组成部分，从而实现该
计划的目标。它也包括会员提出的更广泛的培训需求；

(2)

包含区域TC机构各项计划的规划和实施的区域组成部分。五个区域机构都有一
项业务计划或者手册，以便通过区域协定和协作来提供尽可能好的预报和警报服
务。对这些计划进行定期更新，以便纳入新的设施、进展和发展信息。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
1．

主要长期目标

MMOP 的长期目标是：
加强会员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以支持海上和沿海地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综合观测和资料管理系统的基础上，MMOP 将促进可持续的海洋环境和沿海地区管理，
包括对以海洋为基础的经济、商业和工业活动进行风险管理，协调并加强提供支持气候研究
以及气候变率检测和预测所需的资料、信息、产品和服务；
通过有选择地融合气象和海洋科技进步，管理一个有效和高效计划的发展；努力
确保所有国家都有能力促进这些进步并从中受益，从而促进该计划的实施。
2．

目的和范围
MMOP 旨在为采用先进技术和能力的完全一体化的海洋观测、资料管理和服务系

统协调、制定和推荐标准和程序。该计划旨在使参加协调其利益的全球海洋界的项目、计划
和活动的会员最大限度地获益。因此，MMOP 的范围被确定为应对所有海洋资料和产品用
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还包括一个宣传计划，以提高所有海洋国家的能力。尽管其它应用如沿
海地区管理、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服务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海上安全依然是优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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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MMOP 的总体技术指导和治理工作由 WMO 和 UNESCO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共同发起的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 提供。
4．

计划结构
MMOP 主要是通过 JCOMM 进行实施，其结构分为三个计划领域和若干交叉活动，

旨在提高会员的总体海洋能力以及提供海洋服务的能力：
1.

服务和预报系统计划领域，包括海上安全服务、海洋污染应急响应、海冰、海浪
和风暴潮、海洋预报系统以及各种海洋气候服务；
2.

观测计划领域，涉及到全球综合海洋气象和海洋观测系统；

3.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作为对 WIGOS/WIS 的贡献，协调和提供海洋气象和海洋资
料管理的标准和最佳做法；
4.

能力发展和推广，以提高所有会员促进在 MMOP 下提供资料和服务并从中获益

的能力；
5.

卫星资料需求，以确定在提供海洋服务时对卫星及其它遥感海洋资料的详细需求；

6.

国际协调，包括联合国系统内部、与其它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海洋用户团
体以及一般私营部门的协调。

WMO 质量管理框架
1.

目的和范围
WMO 一直在鼓励会员 NMHS 实施端到端质量管理体系 (QMS)，其中包括所有各

项活动，从原始测量和观测到为最终用户提供的服务。为此，WMO 秘书处已建立了质量管
理框架 (QMF)，并委派跨委员会专题组 (ICTT) 针对国家气象部门 (NMS) 制定和实施该框架，
涉及：
(a)

WMO 技术标准；

(b)

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质量控制；

(c)

认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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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质量管理框架是提供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资料、产品和服

务的一种适当的综合方法。
WMO 质量管理框架旨在确保编写、使用和维护 WMO 技术文件；支持质量管理
体系用于气象、气候、水文、海洋和相关环境的资料、产品和服务。
其构成有下列关键要素：
(a)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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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程序。

2.

结构和管理
QMF 跨委员会专题组 (ICTT-QMF) 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报告，专题组目前由 M.

Yap Kok Seng( 马来西亚 ) 任组长。在 WMO 秘书处内，航空气象处处长主管 QMS，而观测
和信息系统司司长 (D/OBS) 主管与 ISO 的关系以及技术标准事务。
3.

与技术委员会合作并由技术委员会实施
所有技术委员会至少已经指定专家或专家/工作组与ICTT-QMF进行互动。特别是

下列技术委员会积极实施资料、产品和服务QMS：
(a)		CAeM已成功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坦桑尼亚)完成了一项针对航空服务的QMS实
施试点项目(参见议题11.7)；
(b)		JCOMM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实施MET-OCEAN资料、产品和服务QMS(参阅建议
8(JCOMM-3))。已注意到，澳大利亚气象局已开始制定和实施海洋天气和海洋服
务提供QMS，作为代表JCOMM开展的试点项目；
(c)		CBS已经决定，QMS必须作为WIGOS 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应当成为CBS中服
务型各部分(如PWS或GDPFS)的核心组成部分；
(d)		CHy已选择测量和观测标准化以及规章文件状态作为QMS倡议的优先领域；
(e)		CIMO已与ISO合作，率先制定了新的技术标准。使用的仪器和观测方法成为用于
所有WMO计划和活动的资料输入QMS的重要基础；
(f)		CCl已决定将QMS应用于气候观测、资料交换、数据库、服务提供、出版物、能
力建设以及研究；
(g)		CAS已选择其GAW计划率先采用QMS；
(h)		CAgM已任命了一名QMS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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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1．

总体目标
WMO 信息及公共事务计划的总体目标是为本组织及其会员赢得政治支持和公众

支持，以便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依据这一目标，共同沟通反映出本组织会员确
定的优先重点和任务不是固定不变的。
2．

信息
战略核心信息

WMO 扶植用户友好型科学，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服务。
反演的信息：

• 		
通过更好的天气、气候、水领域科学，WMO促进为保护生命和生计，改善世界
人民的生活质量提出解决方案。
•		WMO和各国NMHS的活动是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会给社会带
来大的回报。
•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组织，WMO通过与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合作致力于为人民
服务。
3．

目的和范围

经过 Cg-15 修订后的 WMO 公约序言体现了，在与天气、气候、水有关的管理问
题上，WMO 和各国 NMHS 在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挽救和保护生命和财产以
及保护子孙后代事业中，WMO 被称为 “ 主角 ”。在国家的其它需求中，各国气象水文部门
为保护生命财产、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的至关重要性得到了重申。
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事件 ( 洪水、干旱、风暴等灾害 ) 的频发已经使公众对
此类事件的起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心，从而扩大了更好地认识天气和气候系统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激发了人们对基于科学保护生命和生计的服务的兴趣。
IPCC 的争议和气候数据受到黑客攻击等事件表明，需要更具活力的沟通和教育
网络媒体帮助公众区分 “ 坏科学 ”、“ 好科学 ”。WMO 的科学界应该对操纵科学做出联合反
应，借助简明的文字说明和游戏工具加强公民的气候知识。
不同于活动家，WMO 的宣传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或推动某种态度。相反，宣传
是为了彰显 WMO 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的工作给人们生活质量带来的附加值。WMO 的宣传
基于意图，不是基于运动本身。
4.

管理
IPA 计划通过适当的形式和风格向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及时的、相关的、以科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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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的信息，支持 WMO 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开展的活动。IPA 计划负责向执行理事会汇报，
作为对 WMO 战略实施情况给予监督的一部分，执行理事会提出指导。
5.

2012-2015 年的执行活动

在此期间，将提出一份项目建议，其中包括 WMO 网站的联合问题；还将整合资源，
提高对天气、气候、水方面问题的认识，提高对 WMO 及其会员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的贡献的意识。具体重点：
(a)		
说明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从各国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的工作中受益，说
明他们之间的合作方式；
(b)		
提高媒体、决策者、公民社会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认识，加强对“全球气候
服务框架”的支持；
(c)		
演示早期预警系统和风险管理如何保护人们防范天气、气候相关灾害，重点帮助
最脆弱的国家和社区；
(d)		
为天气、气候与水文观测、研究与应用领域引资。使用新的沟通工具，建立与客
户的互动关系，旨在鼓励使用WMO提供的有效益的服务。
重点是确保 WMO 和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利用不断提高的对天气、气候、水方面
问题的认识和兴趣，巩固在各层次和跨学科的领导地位，尤其要结合 GFCS 的进展和实施。
采用方式如下：
(a)		
鼓励与公众的直接互动，尤其鼓励借助可以激发某一工作领域兴趣的气候信息和
服务与公众的直接互动；
(b)		
依靠WMO科学，由于WMO189个会员协调合作地采取行动所产生的特有的力
量，WMO科学给日常生活增值，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可以帮助确定最佳选择；
(c)		
制定一个宣传产品，用以具体介绍NMHS工作的社会经济回报，并鼓励将气象、
水文和气候信息纳入规划和决策；
(d)		
联合WMO(秘书处、会员、区域办事处、各国NMHS)、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伙
伴、其他国际和区域实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基层协会以及广大的
民间社会(包括学校及其他社会团体)，提升气候信息融入规划和决策的效益；
(e)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LDC)，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和媒体特别需要沟通宣传能力建
设。
根据战略和运行计划，信息及公共事务计划的活动还包括：
(a)		
提供战略咨询、倡议、计划，影响决策者，提高公众对与天气、水文、气候相关
问题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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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媒体建立联盟，通过媒体活动、新闻发布会，改进宣传，支持印刷材料和视听
材料的出版；
(c)		
通过WMO网站(包括联合WMO现有的全部网站)，加强对WMO问题的知识管理
和宣传；加强媒体中心分部建设；开展把社会媒体和宣传融入发展中国家的活
动；
(d)		
为公众编辑开发、印制、促销《WMO公报》、《气象世界》和宣传册。因此，
刊物信息要充分针对读者，支持WMO及其会员的战略沟通的需要；
(e)		
在WMO和各国NMHS内培养沟通宣传文化，包括为媒体、网络和社会媒体活动
提供培训；
(f)		
以支持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促进战略目标的方式，庆祝每年的世界气象日；
(g)		
设计，开展和/或参与促销和展览活动。创作辅助性材料，诸如挂历、展品、视听
演示材料等。

自愿合作计划
1.

长期目标

WMO 自愿合作计划 (VCP) 的长期目标是向会员及时有效地提供技术援助，主要通过确保并
推进：
(a)

认捐方为 VCP 高优先项目提供协调有序的支持；

(b)

会员参与 VCP 计划；

(c)

VCP 计划有效的管理和运作。

2.

目标和范围

WMO 自愿合作计划 (VCP) 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各会员国在国家计划、双边或多边计划、信托
基金安排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下通过会员的合作努力为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活动
的实施提供补充。
除其它外，VCP 应会员国的要求以提供设备和服务的形式向他们提供支持，包括培训和会
员国在自愿的基础上捐款，或通过直接融资和在同样基础上使用财政捐款的方式。
3.

VCP 的管理

执行理事会和其附属机构为 VCP 提供技术指导。EC 在技术合作活动中与区域协会和技术委
员会主席及 VCP 认捐方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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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培训计划
1.

总体目标

ETRP 的总体目标是协助会员国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培养可提供气象、
水文和政府规定的相关服务所需能力 ( 知识、技能和行为 ) 的员工，并协助履行其国际义务。
2.

目的和范围

协助会员开发并利用气象学和水文学领域的教育培训资源，并协助开展有关制定
国际教育和培训标准的协调工作。
协助会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LDC)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通过双边和
多边活动为员工应对提供国家初级和持续的气象和水文教育和培训中的困难。开展教育和培
训活动的机构包括 WMO 区域培训中心 (RTC)、国家气象培训机构、气象部门的培训机构、
大学以及研究中心。
ETRP 的活动包括以下几个大致的方法：
(a)

制定和审议教育和培训气象学家、气象技术员、水文学家或水文技术员所需的标
准，与不断变化的国家规则、技术和教育以及社会需求相符；

(b)

与WMO各技术委员会保持联系，培养每个委员会监管的专业领域所需的能力(知
识、技能和行为)；

(c)

协助NMHS培养训练有素的受训人员，以提供与气象、气候和水文有关的信息和
服务；

(d)

通过协助NMHS在满足教育培训需求和开发人力资源方面自给自足的方式，促进
能力发展；

(e)

推进并加强会员间教育培训知识、资源和经验的开发和交流，特别是利用相关科
学技术，如电子学习等；

(f)

促进高质量的气象、气候、水文及相关学科的继续教育，以更新NMHS人员的知
识和技能，以跟上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进步和革新步伐；

(g)

协助开展面向公众、政府和其他利益方的有关气象、水文、海洋和其它相关服务
的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教育工作。

这些方法将确保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计划的开发和实施能够支持航空服务、WIS 和 W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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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CS 以及减轻灾害风险等方面的高优先重点活动。
3.

教育和培训计划的管理
WMO 执行理事会提供对教育和培训计划的监督。

4.

教育和培训计划的结构
教育和培训计划由四个独立部分构成：

(a)

人力资源开发；

(b)

培训活动；

(c)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d)

支持 WMO 其它计划下的培训活动。

4.1

人力资源开发

目的和范围：为评估会员对已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员的当前和未来需求提供框架。该框架为
规划和确定优先重点、为会员提供帮助和咨询奠定了客观的基础。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各项
活动将通过加强会员国的人员，特别是 NMHS 人员的管理能力，从而推动实施预期结果 6。
长期目标：通过协调有序的以重点活动为主导的方法支持 NMHS 的人力资源开发。
4.2

培训活动

目的和范围：各培训中心，特别是区域培训中心，要通过提供培训材料、教员以及对培训活
动的管理，并作为气象和水文部门与国际气象和水文界之间桥梁，来促进教育和培训过程。
该部分下的各项活动将通过加强会员国，特别是 NMHS 的教育和培训人员的能力，从而推
动预期结果 6 的落实。
长期目标：
(a)

会员更有效地使用培训材料和技术，包括远程教学技术；

(b)

区域培训中心的培训活动满足会员更多的需求；

(c)

用户界更广泛有效地利用气象和水文信息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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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目的和范围：通过资助和组织专门针对个人和团体的学习培训计划，包括管理和高级人员的
实习访问 / 考察，对气象和水文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该部分着重于向 NMHS 员工提供长
期和短期奖学金。本部分开展的各项活动将通过提高会员国，特别是 NMHS 的有资质的员
工数量来推动预期结果 6 的落实。教育和培训的提供主要针对国内缺乏设施和教学知识的领
域和技术。重点仍首先立足于使用相关区域的培训设施，特别是 RTC 的设施。
长期目标：通过实施短期和长期奖学金，加强 NMHS 的人力资源。
4.4

支持 WMO 其它计划下的培训活动

目的和范围：监督、协调和协助规划由会员或秘书处在 WMO 主要计划下实施的包括具体
培训责任的培训活动。因此该部分的范围扩大到与本组织其他主要计划进行协作与配合。该
部分下的各项活动将通过加强特定地区会员国的人员，特别是 NMHS 人员的能力，从而推
动预期结果 1-6 的落实。
长期目标：教育和培训活动由 WMO 的所有计划负责协调。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
1.

总体目标

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包括那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NMHS 的能力，使它们能
够通过生产、发布和有效地利用相关的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和服务而有效及时地推进这些国
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以便消除贫困，完成国际认可的发展目标，并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的类别。
2.

目的和范围

为了支持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通过了 2011-2020 年十年 LDC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
领，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将为 以下战略和具体领域做出贡献：
(a)		
在所有部门建立可行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和其它对
气候敏感的部门；
(b)		
促进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战略，以加强对小型农户的支持并对消除贫困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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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投资卫生、教育、供水和环境卫生等基本服务；
(d)		
通过减轻对经济、自然和环境冲击、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强LDC的恢
复能力，强化其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特别是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
(e)		
促进用于和平和发展目的的科学技术，包括根据LDC的国家发展优先活动，适当
强化国家和区域机构；
(f)		
加强兼顾LDC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公共-私营伙伴关系。
在该计划框架内筹集资金包括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NMHS 信托基金 (Cg-16 建立 ) 的资金，将
用于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以加强其参与和积极推进优先重点领域的能力，如农业、
粮食安全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减少灾害风险、卫生、水资源管理气候变化适应和减
缓。将为个别的 LDC 以及在次区域基础上为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制定具体项目。
3.

治理

执行理事会将为 LDC 计划提供总体指导，作为监督能力建设活动的一部分。
4.

2012–2015 年的实施活动

在这段时期内，将拟订项目建议书和筹集资金援助：
(a)		
通过宣传和机构能力建设等活动，利用国家发展成果提高NMHS的形象，并增加
政府和利益攸关者对NMHS的支持；
(b)		
改进最不发达国家的LDC的基础设施和业务设施；
(c)		
加强相关国家的区域合作，特别是在诸如培训和生产，天气和必要的气候服务的
提供和有效利用；
(d)		
共享好的做法和经验。
主要的重点将是确保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能够充分解决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中为 LDC 制定的
相关行动优先领域，特别是生产能力部门、农业、粮食安全以及农村发展、减轻灾害风险，
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
根据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上述计划的活动尤其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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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各国的重点需求，帮助所有LDC的NMHS制定和实施计划；

(b)

制定有关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效益评估、气候变化问题，包括快速跟踪问题
的技术合作项目和计划；

(c)

通过培训选定的工作人员，提供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的支持；

(d)

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包括规划、管理和资金筹集；

(e)

为开展NMHS活动筹集资金并提供技术援助。

区域计划
1．

背景

WMO 第一次大会 (1951 年 ) 设立了六个 WMO 区域与相关的区域协会 (RA)。区域计划 (RP)
旨在推进区域实施 WMO 计划和活动的方法，该计划是由第七次大会 (1975 年 ) 首次提出的。
作为一个交叉性计划，RP 促进 WMO 战略计划的所有预期结果，主要重点放在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中的预期结果 6 上。
2.

总体目标

区域计划的总体目标是为了确保有效和高效地运行本组织的六个区协，以协调会员的气象、
水文、气象和相关活动。区域计划为在实施 WMO 战略、政策和计划过程开展区域合作提
供了一个框架，并考虑到区域需求、能力和优先重点。
3．

目的和范围

3.1

区域计划为六个区协提供支持。区域协会在规划和协调区域活动中发挥关键的作
用，将其与 WMO 战略计划和其它 WMO 技术和科学计划联系起来，以确保会员的协调和
同步实施。区域协会应在监测和评估会员的实施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建立适当的基准并
衡量工作绩效。
3.2

考虑到本组织的整体最大利益，区域计划将确保在对本组织的科技计划进行规划、
实施及评估时，要承认并考虑各区域的特殊需要和能力。区域计划的活动为解决区域问题并
将其纳入 WMO 的总体工作范畴提供了重要帮助，特别是它加强了 NMHS 在国家和区域层
面的作用和运作，以促进它们履行其职责并有效地应对新出现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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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域计划是一个交叉性的计划涉及所有的会员、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该计划
为会员和 WMO 秘书处之间提供一个双向接口，以促进简化向会员提供专家支持以及反馈
最佳规范和经验教训，特别是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区域计划确定建立区域中心的需求并
推进建立以便在不同领域服务会员，如数值天气预报、气候、仪器、教育和培训。区域基本
观测网络 (RBSN/RBCN) 也是通过区域计划机制来进行协调的并与 CBS 和 WMO 秘书处进
行协调，同时考虑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3.4

通过区域计划，WMO 建立和保持与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政府间和各区域经
济集团之间的联系和伙伴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区域计划促进世界气象组织的活动，为实现
WMO 战略目标做出贡献，并为有效地解决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的重要社会问题提供所需的
工具。
3.5

区域计划涉及 WMO 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各异，造成各 NMHS 的能力也存在大
的差异。在这方面，区域计划作为 WMO 能力开发工作的一部分，其重点是在区域层面上
提供所需的援助以缩小所有会员能力的差距，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转
型国家，以制作利用和受益于水文气象信息、产品和服务，正如 WMO 战略、标准和推荐
规范所要求的那样。
4．

管理

区域计划的总体指导和方向均由各区域协会提供，在休会期间由区域协会主席监督区域活动，
并由其各自管理组协助。区域协会主席的定期会议促进了该计划在区域间的协调。
5．

计划结构

5.1

区域计划包括以下两个相互依存的功能方面：

(a)		
区域协会的活动：
• 为区域协会提供机构支持；
• 区域事件；
(b)		
区域合作和合作伙伴关系：
• 协调区域内的能力开发活动；
• 与区域合作伙伴合作。
5.2

区域计划为举办区协届会提供支持，届会决定在各自区域协调实施 WMO 计划和
战略的方式，并制定区域运行 / 行动计划，以通过会员的协调实施努力解决重点任务。区域
协会强调会员进行能力开发的需求，包括通过区域计划协调由一个或一组会员代表区域开展
的活动。为了在休会期间完成其任务，区域协会为其附属机构如工作组、任务组、网络并为

400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论坛建立适当的工作结构，涉及可用的会员专业知识基于自愿的原则。区域计划支持区域协
会附属机构的活动并在确保 WMO 战略计划、技术计划与各自区域活动保持一致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区域计划为相关的 RA 活动提供技术和后勤保障，以确保计划的关键成果得以实
现。
5.3		
在每一个 WMO 区域都有一些国际组织、政府间协议、区域经济集团、开发
机构和 NGO，它们的目标和活动都与 WMO 的相关。区域计划努力与这些组织建立密切的
合作和伙伴关系，以便为区域内资助项目和为会员提供技术援助寻求协同作用和可能性。区
域计划涉及代表 WMO 出席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不同的机构间和政府间会议，因此促进提高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并强调它们在制定议程中的作用。
5.4		WMO 区域办事处适当地支持区域计划和其它计划。区域办事处包括设在次
区域的一些办事处，以便与会员和开发伙伴更加密切地协调区域活动。通过区域办事处和
WMO 驻各区域办事处，区域计划推进能力建设工作，通过与所有会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及
作为会员和 WMO 秘书处之间的联络点。这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宣传 NMHS 的作用
以及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以维持和加强其业务能力。宣传活动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展示天气、
气候和水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并促进投资必要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研发需求。区域计划的重
点是加强国家和区域机构框架、立法和规章，以确保 NMHS 的可持续性和不断改进。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
1.

长期目标

WMO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主要长期目标是促进加强有关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以及支
持为保护生命财产的灾害风险管理的合作方面的机构能力，并为会员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

目的和范围

WMO 减轻灾害风险计划的目的是协助会员提供和交付旨在以具有成本效益的，系统性和可
持续的方式保护生命、生计和财产的服务。
该计划的范围是通过其基于兵库行动框架 2005-2015 的五项战略目标为依托，并经 Cg-15 批
准：
(a)		
早期预警系统的开发、改进和可持续性，特别是有关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各系
统以及与天气、水和水有关灾害的研究、观测、检测、预测、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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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方法、工具的开发、改进和可持续性，以及现代科技的应用，如记录，分
析和为风险评估提供灾害信息的地理信息系统，各部门的规划和其它有充分依据
的决策；
(c)		
开发并提供警报、专业预报和其它产品和及时服务，对于那些处于风险中的人通
俗易懂并受减轻灾害风险决策过程和活动要求的驱动；
(d)		
通过加强更好地把NMHS的产品和服务融入减轻灾害风险的能力，鼓励形成一种
备灾观念并继续开展公共教育和宣传活动；
(e)		
加强WMO和NMHS在国家、区域和国际机制中以及在实施减轻灾害风险结构中
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3.

管理

执行理事会服务提供工作组 (EC WG SD) 负责指导和监督 DRR 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涉及了
一些跨委员会任务组，其专家来自 CBS、CHy、CCl、JCOMM 和 CAgM。
4.

计划结构

DRR 计划具有交叉性，而且该计划的实施是通过 WMO 会员、区域协会、WMO 技术计划
和技术委员会、WMO 全球业务组成部分 (GDPFS、WIS、WIGOS)、其他联合国的国际和区
域人道主义和开发伙伴以及与 UN-ISDR 系统相关的区域政府间灾害风险管理机构之间开展
协调的方式。具体而言，DRR 计划的实施是建立在一些计划之间强有力的合作的基础上，
如 WWW、HWR、WCP、TCP、PWS、MMOP 和 AgM。该计划是通过区域和国家项目实施的，
以项目管理框架和 WMO EC-62 批准的一套标准为基础。
支持交叉性 DRR 计划的筹资由 WMO 筹资办公室负责协调，它将考虑到以下方面：
(a)		
根据WMO战略计划和运行计划，制定DRR计划实施优先重点；
(b)		
确定战略捐助方，掌握它们在不同区域的优先重点及其对投资DRR项目的关注
点，以及它们从评估和项目确定的早期阶段参与这些项目的情况；
(c)		
抓住灾后资助机遇，如由UN-OCHA和灾后需求评估(PDNA)组织牵头的联合国紧
急呼吁和由UNDP-世界银行-欧盟牵头重建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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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气象计划
1.

主要长期目标

航空气象计划的目标是促进气象在航空中的应用，通过为航空利益攸关方提供安
全、正常和高效航空所需的业务气象信息，还考虑航空、全球环境以及特别是气候变化的相
互影响。
2.

目的和范围

AeMP 促进会员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以及处于经济转型国家的会员，
通过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以便促进它们为国际和国家民用航空服务并满足 ICAO 相关机构、
国家气象部门和民航部门确定的此类服务的需求。与 WMO 和 ICAO 相关计划密切合作，该
计划的教育和培训组成部分不断审议了航空气象员不断变化的能力要求，并保持能力评估工
具箱，以对会员进行监督、审查其人员的能力并建立文件档案。该计划的管理和伙伴关系部
分为会员提供了指导材料、最佳做法模式的交换、文件编制和培训，在为规定标准提供服务
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些活动包括指导产品检验和评估、在困难的情况下提供个别协助，以及
通过区域协会的任务组促进区域合作协议。与 ICAO、监管机构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方保持
紧密联系以便将科学进展转变成业务效益。工作领域将包括新的网络中心信息系统、将地面
和控制观测以及临近预报产品与飞机和 ATM 单位实现上行链接，以及火山灰和空间天气问
题。预估气候变化对航空业务的影响以及协助适应这种变化的服务将是未来的另一个优先重
点领域。
3.

管理

为该计划提供技术指导的组织机构是航空气象学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四年召开一
次会议，并且通常每十二年与相关的 ICAO 组织联合召开一次会议。
4.

计划结构

该计划由以下领域的专家组或专家实施：
1.

教育和培训；

2.

制定航空预报员的能力评估工具箱；

3.

用户所需的机场区域气象服务；

4.

管理和伙伴关系；

5.

协调实施活动；

6.

空间天气；

7.

业务气象资料交换；

8.

航空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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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总摘要第 3.6.13 段的附录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财务安排
1.

根据《WMO财务条例》第9.7条和第9.8条，WMO秘书长将设立一个特别帐户 气候研究联合基金(JCRF)。一般由WMO、IOC和ICSU向该基金提供捐款(通过国
家捐款形式)，数量各家相同。每个机构可单方额外认捐基金金额。

2.

基金的管理应由WMO秘书长负责，遵循以下程序。

3.

除非下文另有规定，否则须适用《WMO财务条例》，包括外部审计安排。

4.

各方捐款额度两年评定一次，分期等额付给JCRF。

5.

关于未来两年JSC活动及其配套工作人员的预算概算将由联合科学委员会编制，
之后由WMO、IOC和ICSU行政首长提交其执行机构予以批准。如果对各自执行
机构批准的两年期拨款水平发生分歧，则以最低核准水平为准。但是，如果其中
一家机构愿意以更高水平提供资金，并不需要其他组织匹配提供，那么拨款总额
可能会超过共同商定的水平。

6.

基金的款项支出由WMO秘书长给予财务授权，但是应符合JSC的各项建议，符合
本协议的各项规定，并符合开办组织执行机构所作的有关决定。

7.

该基金应为连续性的，两年期结束时的帐上金额应留在基金中，重新划拨到JCRF
预算的相应部分。WMO将针对每个两年财务期编制联合气候研究基金收支账目
表，并在不晚于次年4月的第一天将该表提交 ICSU和IOC。

追加概算
8.

追加概算的编写形式与两年期概算申请部分的形式是一样的，可由WMO秘书长
提交。经IOC秘书长和ICSU秘书长同意后，这类概算再提交WMO、IOC和ICSU
的各自执行机构审批。

9.

JCRF得到的额外捐款或赠款如果是来自WMO、IOC或ICSU以外的渠道，则可由
WMO秘书长予以接受，条件是这类捐款或赠款所资助活动的目的是与开办组织
的目标和利益相一致的。这类额外赠款作资助的具体活动将被视为JCRF批准的开
支总额的增加额。

气候研究联合基金资产的清算
10.

如果联合科学委员会的活动，或者有关各方即WMO、IOC、ICSU中一方的承诺
已经结束，则由WMO秘书长对所有财务承诺予以结清，之后JCRF的余额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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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IOC和ICSU共有，或者由其清算机构共享，比例按各自给基金的捐款数
额确定。

JCRF 的管理
11.

WMO秘书长应在JCRF的现有现金数额内并根据WMO、IOC和ICSU执行机构批
准的程序，负责为联合科学委员会及其配套人员提供服务。如果发生重要问题，
WMO秘书长将与IOC和ICSU的行政首脑磋商。

差旅安排
12.

授权由基金支付的旅费和生活开支应符合WMO的规章制度。所有打入基金的差
旅费用应与JSC设立的计划相一致。差旅授权应由WMO秘书长赋予。

后勤保障
13.

在WMO秘书处内提供的间接支持费用和行政服务一般由WMO提供，从为此批准
的WMO常规预算资金中提供。

其它规定
14.

经WMO、IOC和ICSU之间相互同意后，这些财务安排可随时修改，条件是任何
修改不得导致与适用的《WMO财务条例》发生冲突。

15.

在对本规定中任何一条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出现疑问的情况下，WMO秘书长有权
就此作出裁决，但事先应与IOC秘书和ICSU秘书长协商。

附录 4
总摘要第 3.7.11 段的附录
全球空间天气灾害防备
Cg-16 空间天气边会的与会者认可：
•

由于越来越依赖先进的技术，空间天气事件对所有WMO会员的风险不断增加；

•

空间天气影响的部门众多：包括导航、通信、电力、管道、卫星和航空，以及核
心气象观测业务；

•

现如今由各行业和政府为了防备和应对空间天气风暴和相关间接灾害所采取的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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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地基和空基观测网络所取得的进展；

•

建立空间天气预测和服务中心框架所取得的进展；

•

有必要以持续、全面、稳健、高效和综合的方式协调近期和长期行动，以便计划
和实施满足区域和全球空间天气需求能力，正如WMO滚动审查需求(RRR)所确定
的那样；

•

WMO会员对全球观测和服务协调系统做出贡献的能力取决于其国家研发和业务
水平，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

增加WMO在空间天气活动方面的协调能给所有WMO会员带来的好处；

•

需要提高认识、宣传好处，并提供培训，以便WMO会员有效利用协调的空间天
气活动。

因此，Cg-16 空间天气边会的与会者建议：
•

制定近期和长期行动计划，以便会员确定需要和需求，并从现有的服务中受益；

•

WMO会员将尽可能做出贡献，提高区域和全球能力，包括观测资料收集和信息
提供；

•

第十六次大会要求制定行动计划，包括培训和教育，以及实施一个有些调的空间
天气战略。

附录 5
总摘要第 4.1.4 段的附录
WMO 服务提供战略
文件的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提出一个 ‘ 世界气象组织 (WMO) 服务提供战略 ’，该战略将有助于国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为公众和决策者提供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各项服务。该战
略包括对用户需求的评估和绩效衡量指标的采用。
虽然无指令性服务提供方式，但是通过分享一些最佳做法，通过支持相互达成一致的
一些指南，并通过在服务提供过程中扩大用户的参与，认识到各 HMHS 在文化、结构、业
务规范、资源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本战略可作为改进服务提供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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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战略虽内容广泛而且具有灵活性，但试图做两件事情：1) 作为一种评价当前服务提
供规范的工具；以及 2) 作为开发多种能更好地让用户参与服务提供过程具体方法和工具的
高层指南。本战略适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特需要，无论用户对象是谁，无论服务提
供方是否提供公益性或是商业化产品和服务。在实施本战略过程中，WMO 秘书处的作用是
作为一个促进者和协调者。

引 言
大多数政府机构的底线就是他们的使命。为了实现他们的使命，政府机构需要各种资源，
但是资源往往不足，而且必须在与之竞争的各机构之间分享。要竞争这种对稀缺资源，则需
要 各 NMHS 部门在提供高质量和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通过实现成本效益的方式展现他
们的价值。决策者和公众根据为本国服务的 NMHS 部门达到的服务提供标准的能力而持续
不断地评估他们的工作效果。通过把用户和客户的作用融入各种日常业务的方式，这些客户
和用户很有可能接受满足他们需求的各项服务。
各 NMHS 满足国家服务需求的能力在于当发生某种极端水文气象事件时其服务能够经
受最关键的考验。即便是及时发布了最好的预报，但如果由于各种原因，预报没有使那些处
在风险中的人产生理想的反应，那么这种预报也无法对这一局面作出辩解。换言之，预报几
乎没有产生影响。大多数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信息的实用性体现在向各类用户传达信息
以及体现在用户根据所收到的信息做出响应。说到底，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信息的实用
性是对社会经济成果带来有利影响的程度。如果现有的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则可通过改
进预报，完善沟通渠道，并通过改善决策过程的方式能够实现增值。那么，有效的服务提供
是向各类用户提供实用的服务。
通过各国际和区域机构、各项科技计划和组织结构，如：世界气象中心 (WMC) 和区域
专业气象中心 (RSMC)，WMO 已做了大量工作，以制作并提供各类产品作为 NMHS 用来向
用户界提供服务的基础。同样，在国家层面，许多 NMHS 通过与各用户界建立关系的方式
已把主要工作重点放在服务的改进上，以便更好地了解并响应用户的各种需求。
本战略试图建立某些规范，并实现制度化，这些规范通过描述与面向服务的文化加强
整个 WMO 的服务提供文化。本战略重点是认识用户的价值链，以得到有关用户的知识、
用户必须作出的各种决策，以及如何把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信息用于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并产生服务效益，这不仅对具体用户群体是如此，对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具备这方面的知
识，各服务提供方能够开发、制作和提供各类有用的、贴切需要的和满足需求的服务。各
NMHS 能够衡量他们为社会提供的信息的价值，并持续不断地评价和改进各项服务。采用
一种更具协作性的方法可使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每一方 ( 即提供方、各类用户和合作伙伴 ) 清
楚地了解各种服务需求。

与 WMO 质量管理体系 (QMS) 框架的联系
WMO 鼓励 NMHS 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QMS) 并已确定了一个质量管理框架 (QMF)。
QMS 的最终目标是鼓励并支持继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重点放在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
质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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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不仅评估最终产品或服务，而且还评估为按用户要求制作和交付最终产品或
服务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或运行。通过质量管理掌握的深入情况可使 NMHS 发现，修正，
防止可导致错误产品或服务。例如，在天气服务的背景下，形成一份天气预报和服务提供的
过程如下：
•

资料收集和分析；

•

针对预报开展的数值模拟；

•

模式结果的释用和预报的制作；

•

用户产品和服务的分发；

•

对预报的理解和使用。

为了提高天气预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NMHS 必须评估并分析预报过程的每个步骤和
分步骤，以判定也许存在的问题根源以及如何纠正问题。例如，可在质量管理体系 (QMS)
的各个过程中发现，一份高质量的产品也许用途不大，因为作决策的用户并没有及时收到该
产品。
而服务提供的改进则是采用 QMS 的自然结果。《WMO 服务提供战略》可被视为是对
WMO 质量管理框架的补充 QMF。即便 NMHS 没有采用 QMS 的内部或外部需求，但本战
略依然是全面改进产品和服务以及提高客户 / 用户满意度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质量管理体系基本方法的一个实例
马来西亚气象局(MMS)已在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预报中心实施了一套基于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
(QMS)，作为实现有效服务提供的制度化的一种手段。MMS实施QMS 的目的在于改进连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满足客户的各项要求；通过连续的过程改进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以及为衡量，评议和控制各个预报过程建立各项
质量指标。.
MMS的最高管理层负责QMS的各个过程并不断通过以下方面提高工作效果：
••

发现客户的各种需求并通过调查问卷、反馈意见和评审的方式确保客户/用户满意；

••

定期与各区域预报台进行沟通，以确保并通过各种渠道(如会议、人员间讨论、培训等)使客户感到满
意；

••

确定质量政策和各项具体目标；

••

开展管理评审工作；

••

发现并确保具备各种资源，如技能娴熟的人员、基础设施、资金、培训和内部审计团队。

什么是服务提供 ?
要为服务提供下定义，首先需要一个普通的服务定义，本战略把服务定义为一种满足
某个用户需要或可使用于某个用户的产品或活动。为了做到行之有效，各项服务应具有以下
属性：
•

可提供性和及时性：用户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尺度；

•

可依赖性和可靠性：按用户所需规格准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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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性：按用户规定格式提交，从而客户能够完全明白；

•

实用性：妥善满足用户的各种需要；

•

有信誉：使用户有信心将服务用于决策；

•

真实性：在特定决策背景下为各利益攸关方接受；

•

响应及时并具灵活性：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用户需要；

•

可持续性：随时间推移提供可承受的和连贯一致的服务；

•

可拓展性：可应用于不同的服务种类。

因而，服务提供是一种连续的、周而复始的不断开发和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的过程。
服务提供进一步定义为以下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用户参与—确定用户，了解其需求，并了解天气、气候和水的有关信息在
不同部门中的作用；

•

第二阶段：服务设计与开发—用户、服务提供方、供给方和合作伙伴在建立、设计和
开发各项服务中的互动过程，确保用户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

•

第三阶段：提供服务—制作、分发和传达符合用途并与用户需求相关的资料、产品和
信息(即服务)；

•

第四阶段：评价与改进—收集用户反馈和开展绩效衡量的过程，以不断评价并改进各
类产品和服务。

针对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具体服务，以下四项原则体现了有效的服务提供：
•

在设计和提供有效服务的过程中，用户的参与和反馈至关重要；

•

最佳做法的共享有助于完成有效和高效的服务设计和实施；

•

为了实现决策时利用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信息的最大化，与参与提供服务的其它国
际和区域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则是关键因素；以及

•

服务提供的理念和最佳做法可适用于WMO所有活动并被整个WMO所接受。

不同机构之间合作的实例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发了传达飓风信息计划(CHI)，重点是推进决策者(如应急管
理人员、民选官员)和一般公众对飓风展望、预报、监测和预警的认识。该计划阐述了国家机构如何合作，以支
持综合的天气-社会工作，从而推进基本认识，并解决机构在履行其使命时的需求。

走向以服务为导向的文化
本战略定义了走向更加以服务为导向的文化所需的六个要素以及相关的高级别活动。
这些要素应协助服务提供方确定当前的成功领域，这可以作为最佳做法在整个 WMO 共享，
以及需要改进的领域。下述要素和所建议的活动将作为指导制定提供更详细流程、方法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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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实施计划的框架。

在设计和开发产品方面与用户合作
— 智利的边干边学 (LTD) 项目
从2008年以来，智利气象局(DMC)一直与WMO公共气象服务计划(PWSP)合作，实施边干边学(LTD)项
目，目标是加强向渔业、农业和交通部门的服务提供。该项目基于来自这些部门用户的参与，以期确定他们的需
求和要求，并设计和生产更好的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它还侧重于加强传播和沟通渠道，确保用户方便地获取产
品。在DMC和用户部门之间已经形成多学科团队，督导项目的实施。
例如，对于运输部门，服务针对洛斯利伯塔多斯边境联合体，该公司服务于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
圭和智利之间的日常交通流。气象产品和服务的用户包括公共交通部门、旅游者、货物运输公司和乘客。每个用
户的需求都是不同的，这就需要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
新设计的产品包括日常天气预报和天气警报。包括所有部门的完整报告可从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 Activities_and_Reports_en.html上获取。
截至2010年，该项目已开发了22种新的气象产品和服务，提高了设计和实施产品和服务改进的专业和技术
能力，并加强了用户与DMC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加深了对气象产品和服务的理解。

战略要素 1. 评价用户需求和决策
有效服务提供的核心是使用天气、气候和水有关信息的用户。用户有许多种，从一般
公众到政府部门、军队和私营行业。许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服务于政府客户和用户，包括灾
害管理、农业、交通、卫生和旅游。NMHS 或许与中介部门 ( 如媒体 ) 打交道，这些中介代
表着一个用户群体，或进一步为终端用户开发产品和服务。服务提供方的作用是找出包括中
介机构在内的这些用户，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 NMHS 如何能够单独或与其它服务提供方
和合作伙伴合作，以满足这些需求。对用户需求的评估不是一时的需要，而是一个持续不断
的过程，作为整个服务提供过程的一部分。
要完成的重要活动
在依靠用户群体时，服务提供方应当谋求机会与用户定期接触，讨论需求和绩效。这
些机会可使服务提供方更好地了解用户的工作，包括他们的使命和各项目标，日常所作决策
的类型，如何管理风险，以及提供方的服务如何做出贡献等。
向用户或客户询问的典型问题如下：
•
你们的使命是什么？
•
你们如何履行使命?
•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样能为此做出贡献？
•
你们如何利用我们的服务？
•
我们如何能把服务工作做得更好？
•
你们必须作出哪些类型的决策？
•
怎样才能帮助你们作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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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如何衡量成功？

服务提供方应当促进对天气、气候和水有关信息的宣传和使用，并在某些情况下提供
具体产品和服务的培训。用户参与还为讨论、推动和促进跨学科研发针对用户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用户参与的方式因不同用户群体和国家而异。与用户的互动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
非正式的，可以是面对面的或虚拟的，还可以采取用户论坛、专题小组、研讨会、会晤、会
议、问卷调查、通信或单独与用户面对面讨论等方式。互动的次数将根据情况而定，但必须
是不间断的，很可能每年与用户互动一次以上。参与应当不仅包括用户，必要时还应包括其
他合作伙伴，如私营行业组织和媒体，以及其他政府机构。
航空气象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是航空气象服务方最重要的质量管理原则。客户需求是通过ICAO的有关机构和各国主管机构
予以记录，对客户感知的服务质量进行监控。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有核实和评估程序；定期开展客户满意度调
查；与客户代表(如驾驶员、调度员、空管人员、民航监管人员等)举行联络小组会议；并走访航空公司和气象处
的业务部门。对用户的建议和反馈要予以正式记录并有下文。在一条建议或者反馈了结之前，要给用户一个正式
答复。具体到航空方面，通过联络小组会议还可以审议、记录当地就根据ICAO附件三/《WMO技术规则》[C.3.1]
的规定在提供航空气象服务的安排方面达成的一致。这种与用户达交道的办法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对质量管理
体系和航空安全监督方面的审计需求。

机场服务可被视为有待改进的领域：除了基本预警外，这类服务没有包括在ICAO的规定之中，须由机场运
营方与服务提供方之间达成协议。这种作法会带来困难局面，即当机场遇到严重的天气因素干扰时，则既无法在
业务上依靠气象信息，也无法从独立的服务提供方那里收到气象信息，因为这类服务与给航空公司和空中交通管
理的服务之间没有进行协调。

NMHS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 WMO 指南和工具包 ( 见附件 B)，并要利用由 WMO 秘书处
协调的新编指南和最佳规范，建立一套核心的服务提供标准。NMHS 应制订方法，开发工具，
对用户需求和期望予以记录和验证，并让本组织予以了解，必要时也让其他伙伴了解。然后
应将用户需求转化为由现有或新产品和服务加以满足的需求。
应对用户需求作出评价，确保其是属于 NMHS 的职责范畴，并且 NMHS 有能力满足这
类需求。为此对用户需求所作的评估就是本战略所谓的与用途相适应。NMHS 不应对用户
需求孤立地进行评价，而是应与用户、提供方、伙伴一起合作开展。与用途相适应委婉地或
明确地表明了所有有关方面之间有着一种共识，并对下列内容部分地或全部地予以确认：
•
•
•
•
•
•
•

当前的及未来的用户需求；
提供方的能力，包括长处和局限性；
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服务的利用方式；
预期可接受的结果和提供方的业绩；
可接受的费用和付出程度；
决策信息内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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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协议基本部分模板
第一条 有关各方
对参与SLA的有关各方予以说明
第二条 范围
第2.01节 范围
对SLA的宗旨和程度予以说明
第2.02节 假设
对确定范围所依据的假设予以说明
第2.03节 目标和目的
对各方期待通过SLA完成的结果予以说明
第三条 作用和责任
就所有参与SLA的各方而言，对每一方的作用以及在配合SLA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所确定的责任予以说明
第四条 生效日期和期限
该协议生效的日期和期限
第五条 交付与履约
对每一方的交付责任和关键履约指标予以详细说明，确保协议得到遵守
第六条 报告、审查和审计
对协议的监督和报告予以说明；协议的审查时间，以及报告的要点
第七条 费用/资金和支付
对与SLA有关的费用予以记录，谁负责支付费用或提供资金，何时付款。可对费用划分具体科目，如劳务、物
资、设备、差旅、培训等。
第八条 变更和修改
对SLA的变更和修改流程以及由谁负责变更予以说明
第九条 终止协议
对SLA的终止条件以及终止流程予以说明

NMHS 的资金和能力均有限，因此不能指望给每个人提供一切。各方所理解的明确与
用途相适应里面设定了明确的期望，并为 NMHS 减少了风险，同时又能为用户提供最佳的
可能解决方案。通过服务协议，NMHS 可要求与用户达成明确的共识。与其他提供方或伙
伴达成的共识可写入操作协议之中。这种协议的编写应反映在天气、气候和水文事件预报中
当前科学上存在的不确定性。
在整个服务开展过程中，通过与用户有效的接触，可以加深对用户需求的了解，另外，
在保护生命财产，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方面，天气、气候和水况信息可以产生何
种影响，也可加深对此的了解。有了这样的了解，便可更有效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可以明确
与用途相适应的原则，可以更加面向外部需求。
战略要素 2. 将服务开发和提供与用户需求联系起来
加深对用户的了解如果不与服务的设计、开发和提供结合起来，则这种了解的意义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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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有限。NMHS 通过养成面向服务的文化，便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制作出以用户为中心的
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 NMHS 需要具备流程和工具，这样可以将需求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和
服务，之后还可以验证用户的需求和期望是否可以得到满足。

与客户一道优化洪水预警
由Schröter等人1(2008年)开发的洪水预报方法已应用于位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小流域。该方法是以对
暴洪预警系统(EWS)效力和效率评估结果为基础的。 对于提前量较长的预警，通过权衡分析提高提前量的效益
与同时降低预警可靠性之间的关系，该方法以开发优化预警为重点。确定减轻水灾损失能力的大小是以对用户的
调研为基础的。这一方法认为，增加提前量 可为防灾备灾提供宝贵机会，但是降低预警可靠性，出现误报，也
会造成经济损失。评估结论是提高暴洪事件的提前量不会因为可靠性的降低(如增加误报率)而产生最大的社会效
益。事实上，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减少误报产生的损失，最佳的提前量不是最长的提前量。例如，在西班
牙的Besòs流域，最佳预警提前量是两个小时。实际上，这是一个“观察”变成预警的时间。
1 Schröter、K., M. Otrowski、C. Velasco、H.P. Nachtnebel、B. Kahl、M. Beyene、C. Rubin M. Gocht，2008 年：暴洪预警系统
的效力和效率 (EWASE)。首轮 CRUE ERA-Net 广泛征集 – 非结构洪险管理措施的效力和效率，132pp。已放到 www.crueeranet.net 上。

将服务开发和提供与用户需求相联系需要一种能提供预报和信息的运行模式，规定何
时和如何向用户提供必要的支持。用户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关键是要开发一种灵活的且
可适应广泛及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的业务模式。这包括员工、各类系统、技术和有形基础设
施。
一种方式是按以下形式建立一个模式，对合作提供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产品和服
务的气象学家和用户进行现实的或虚拟的协同定位。这种方法是将水文气象信息与针对用户
的资料进行整合，以确定对公众和行业的影响，如，能源电网管理、建筑、防洪和城市内涝、
医院和卫生从业者、应急准备和响应、运输等。气象学家也许会有临时 ( 短期 ) 或长期任务，
使他们能够与道路管理和维护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应急响应人员等共同合作。对用户带来
的效益是可逐渐满足特定用户需求的业务网络，针对用户决策的预报系统以及将与天气、气
候、水有关的信息与社会和经济影响和针对用户的信息相一致的综合系统。
公共气象服务平台- 为上海这个特大城市提供气象服务
中国气象局(CMA)下属的上海气象局(SMB)于2009年建立了一个公共气象服务(PWS)综合业务平台，以便
对SMB、其它部门和专业用户之间进行更好地整合。该平台的目的是：由专门的值班人员将PWS的提供转换成
日常工作；向各种机构用户、政府部门、专业用户和公众提供针对性强的个性化服务。

在首席服务官员(CSO)的指导下，该平台为包括政府部门、紧急响应机构、公众和天气敏感用户在内的26
个部门开发了决策产品。PWS平台的每日预报和警报分发机制包括SMS(短信服务)、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网络、基础网格单元管理系统、电子屏幕、电话和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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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完成的重要活动
NMHS 应开发和改进各种过程和工具，以便记录用户的要求并将其传递给所有参与各
方，包括研究部门、开发商、伙伴、预算和财政官员以及其他各方。应吸引用户参加设计和
开发过程的各个阶段，以便对产品和服务进行评价和测试，从而确保满足要求和作出最佳决
策。
应对各个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价 ( 如欲了解有关评估和监督的更多细节，参见第 3 项战略
要素 )。
为实施该项战略要素，WMO 应考虑改变现有的指南和最佳做法，以便为整合整个过程
中各种用户的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和提供制定一套最低限度的标准和规范。NMHS 将
各种标准和做法作为评估的基础，目前应对其服务设计、开发和提供规范进行评估，以便确
定目前的做法与 WMO 标准之间的差距。NMHS 应使用结构化的问题解决和过程改进方法 ( 参
见附件 B)，以便制定和实施各种计划来缩小服务设计、开发和提供方面存在的差距。坚决
鼓励 WMO 会员共享在这些活动中获得的各种结果和经验。
战略要素 3：评估和监测服务绩效和结果
提供了产品或服务之后就不会停止提供服务。必须要有用户的持续宣传和参与，以确
保用户接受服务并就此采取行动，同时充分受益。NMHS 应有一套核心的标准来衡量端到
端的服务提供过程及其产品。每个标准只能衡量该过程的一个具体方面，但所有的标准应该
有助于一个组织展示其优势，并确定需要改进有效性、效率、影响、满意度的领域，以及提
高对利益攸关方、客户、用户、伙伴和员工的价值。具体而言，标准应拥有以下属性：
•

•
•
•
•
•

•
•

针对性 - 指标是具体的并针对正被衡量的领域。例如，令客户满意的一个好标准将
是客户对某种服务或产品评价的直接反馈信息。一个较差的标准将体现在客户投诉的
数量上，因为该标准不具针对性，与客户的满意度也不直接相关，因此可能会产生误
导；
可衡量性 - 能够收集准确而完整的数据；
可付诸于行动 – 指标易于理解、解释和采取行动。
相关性 – 仅衡量那些重要的并与组织的目标和目的相关的措施。常见的错误是衡量一
切，这不仅耗时，而且得出的结果也毫无意义。
及时性 - 可在需要时收集指标数据；
达成一致性 – NMHS与客户、用户或伙伴应就基于外部的衡量标准达成一致。正如在战
略要素1中讨论的那样，就可接受的业绩水平达成一致是用户需求评估的一部分内容，
或适合用途。
拥有性 – 标准应有明确的拥有人。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拥有人应该属于个体，并具
有采取行动的能力、影响力和资源，以确保实现目标；
一致性 - 任何两个给定的衡量标准不应造成行为冲突。

以下为一些衡量标准类型的范例，这对评估和监督服务绩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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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准确性
以服务为导向的文化需求使用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准确性衡量指标，这与广泛应用于数
值天气预报 (NWP) 界的准确率衡量指标不同。以服务为导向的组织应使用对用户的活动与
运作有直接影响的预报参数。预警和气温预报的准确性是 ‘ 以服务为导向 ’ 的准确度衡量指
标的一个范例。具体包括：
•
•

今明两天最高和最低气温预报不超过实测值2摄氏度的滚动平均百分比；
基于风暴的龙卷风误报率指标。

用户满意度
用户参与是服务文化的核心。客户或用户满意度的衡量对评估绩效和未来发展领域是
必要的，且极其有用的。
面向用户的调查在 WMO 中已得到广泛和经常使用。调查按照形式，范围和标准化程
度分为几个等级，从经常性客户联络拜访或用户研讨会，到通过电子邮件、网络或电话进行
大量信息收集的工作。收集用户反馈的方式，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都是恰当有用的。可
定期开展调查，或在一个重要天气事件之后进行。满意度通常是分情况的 ( 环境因素或经济
因素制约 )，或受到公众和媒体感触的影响。这些外部因素影响可通过使用大规模和有代表
性的样本，较长的调查时间或增加受调查事件将其降到最低。小规模且具高度针对性用户调
查结果最好和大型调查的结果一并使用，这样更容易提取从统计学上有效的结论。此外，用
户满意度调查结果在考虑准确度衡量指标时十分重要，因为它突出了用户认知和预报技术之
间的区别。目前使用的具体事例包括：
•
•
•

严重天气事件发生或预报后立即对用户满意度进行电话调查；
由公共部门的外部评估机构在一个外部基准机制下衡量的年度用户满意度调查；
对外部用户关于网络服务质量进行年度邮件调查。

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的衡量和客户满意度相关，但目的是监测那些不断获取用户和客户反馈的程
序的有效性，而不是反馈的内容本身。它们也可以用来考核 NMHS 与客户之间服务合同的
各个方面。这类客户服务衡量指标趋于清晰界定并制定简单 ( 至少在初始阶段如此 )，尽管
要定期检查其贴切需求性，而且目标可能会需要微调以确保其实际可行性。目前使用的具体
事例包括：
•
•
•

最多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来自各方的信件，最多在2分钟内礼貌回复所有的电话；
28天内处理95%以上的年度投诉；
20秒内答复85%以上年度所有电话。

合规性，及时性和灵活性
除了传统的衡量指标 ( 如准确性 ) 以外，这类衡量指标还用来衡量服务质量的细节。它
们可以用来衡量用户需求和授权，或制作并分发资料和信息的内部要求。目前使用的具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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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
•

100%的来自澳大利亚海啸联合预警中心(JATWC)的澳大利亚海啸公报在太平洋和印度

•

洋发生重大天气事件的40分钟内提供给应急部门和公众；
每月衡量METAR和TAF公报准时发布的及时率。

提供到位
正如该战略所示，有效的服务必须具备可提供性、及时性、有用性等特点。衡量服务
的提供到位可说明 NMHS 使用户意识到并得到产品和服务。对于公共气象服务而言，过去
往往依赖媒体将信息 “ 推 ” 向广大公众 —— 通常经过电视和收音机。有必要衡量这种传播
渠道的效果，以及其它媒体，如网络在接触公众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目前使用的具体事例
包括：
•
•
•

电话受访者表示听到或看到一个灾害性天气事件预警的百分率；
外部网站提及本网站的数量；
公共网站超过99.5%的时间保持完全正常运行(三个月的滚动平均值)。
与用户合作 ——肯尼亚气象局(KMD)
肯尼亚气象局(KMD)通过其公共天气服务部门服务大众和一些专门用户，包括媒体、受灾社区，农业部
门，能源部门和卫生部门。为了更有效地服务这些用户，肯尼亚气象局采取措施来了解他们的特别需求并组织服
务提供业务来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些需求。为实现这一目标，肯尼亚气象局已经开展用户调查，在培训讲习班增加
和用户的互动，以及为提高服务质量创建的多学科小组。
这些年来，用户群体范围扩大，新产品的需求增加。肯尼亚国家考试委员会(KNEC)最近的请求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他们要求得到气象月预并每周更新以便他们有效安排运送试卷到偏远地区，因为大雨会导致道路无法
通行。新的天气传播手段例如互联网电台(RANET)的社区电台站已逐渐发展，可用来服务容易受极端天气(如洪
水和干旱)影响的地区。收音机在用当地语言发布天气预警和预报方面也十分有效。
KMD也通过开展收音机和电视讨论节目和组织学生参观KMD设施来关注公共教育和宣传，以便帮助公众能
充分应对天气预警。

影响
考核预报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提供到位并不能完整判断服务提供的有效性。衡量一个
产品和服务的影响要显示所获得的价值和效益，通常是衡量其社会和经济影响。衡量影响可
以告知 NHMS 其产品和服务是否有用和贴切需要。衡量影响可能需要组织内部在组织文化
方面发生重大转变，因为它通常使用更主观的基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有效的影响衡量指标应
基于来自用户和合作伙伴的贡献和合作，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的投入
和合作，因为他们有衡量社会，经济影响和人类行为方面的专业经验。目前使用的具体事例
包括：
•
•

因天气原因引起的航班延误情况减少；
避免不必要的人员撤离造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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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过程
良好的服务提供取决于对组织内部过程的深入了解。有效和高效的内部过程直接影响
服务提供的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以及组织日常运作的成本效益。衡量一个组织的内部过
程应主要受使用的 QMS 以及确定的主要过程驱动。目前使用的具体例子包括：
•
•

内部和外部审计员审议ISO9001能力；
由来自研究界的外部委员会定期审议研究活动。

里程碑
里程碑也是与项目和计划管理相关的内部度量。里程碑衡量提供的产品、服务或系统，
或者是在提供产品、服务或系统中一个阶段的完成。根据新定义的里程碑，这应该是指具体
的一年内的活动以及商定的新的审议时期。实例包括：
•
•

到本财年结束前用当地语言提供当地的预报、观测和山区天气灾害；
以及在YY财年的XX季度开始部署下一代雷达的观测能力。

要完成的主要战略
在共同确定了绩效衡量并确定了如何收集资料的方法之后，NMHS 应收集基准绩效数
据。基准数据包含关于用户和提供方当前能力的信息，并在决定未来合理的弹性绩效目标时，
作为支持数据。绩效衡量数据应由价值链中的每一方定期进行收集和评审。各 NMHS 应利
用这一资料来奖励和促进成功，同时如果绩效无法达到目标，还要修改服务提供的过程。
任何绩效监督系统的设计都必须谨慎，尽可能减少各项指标的数量，并筛选出可提供
有关服务成果的最佳衡量指标。这通常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且如果各项指标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保持稳定，就能充分实现此类衡量的效益。在实施某一绩效指标系统之前，应鼓励
各会员评审那些已准备好开展此类监督工作的各会员的经验。
战略要素 4. 持续改进服务提供
随着用户需求和外部动因的不断变化，比如，新技术或科学的发展、用户的变化以及
用户能力的不断提升，服务提供也应不断拓展。例如，如果航空业提高了其承受天气系统影
响的能力，从而更加适应天气变化，那么最初为航空业提供的服务就必须进行拓展。同样，
如果一个行业变得对天气更为敏感 ( 如，能源行业 )，那么提供的服务也应与时俱进。服务
的发展还意味着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应被淘汰，因为它不再是用户所需，或其他提供方不再
能够更加有效和高效地提供此项服务。
要完成的主要战略
NMHS 的作用是通过促进、加强和协调在各学科间的研究、观测网、模拟和技术等方
面的改进，确保用户能够获取所有的服务效益。NMHS 应不断使用户了解新的机会和进展 –
首先要确定用户的需求能够继续得到满足，但也要提高用户的知识。这可以通过各类教育、
宣传和交流活动等方式来实现，并且应当成为战略要素 1 中所述的当前用户参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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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 还有一项职责是使服务提供过程在内部及合作伙伴间实现制度化，以实现及保持出
色的服务。应用 QMS 是制度化进程的有效工具。
用户服务的新技术
香港天文台 (HKO) 开展其服务提供，通过在 2010 年实施移动平台和社会网络服务。HKO 开发
了名为“我的天文台”的 iPhone 应用程序，以利用 iPhone 的通信能力及其地理定位功能的优势。除了
提供天气预报和预警，“我的天文台”还自动提供最新的特定地点的天气条件，如温度、风向以及来
自离用户最近的气象站的天气图片。
“我的天文台”非常受欢迎并且占据免费下载软件榜首达数月之久。
2010 年 HKO 还开始尝试社会网络服务，通过推出 Twitter 服务，http://twitter.com/hkobservatory，发布
天气预警和传播信息。在数月间 HKOTwitter 的“追随者”从几百增值几千并且持续增长。通过改进其
服务提供的方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和期望，HKO 找到了能为更多人服务的新的、具成本效益
的方法。

战略要素 5. 开发保持服务提供所需的技术
要实现上述各要素并在面向用户的服务提供方面取得成功，NMHS 必须确定和开发必
要的能力。WMO 秘书处也应确定和开发可促进和支持服务提供。能力包括开发出能够实现、
支持和保持服务型文化的必要技能、过程以及技术。在本战略的大部分要素中已阐述了实现
服务提供的必要过程和工具。整个战略的关注点及其取得成功的关键点是发展和加强员工的
技能。
要完成的主要战略
应努力确定与组织模式和目标相关的必要的技能，随后进行差距分析，以便找出本组
织所欠缺的技能且如何通过培训、员工发展和招聘的结合来弥补差距。WMO 秘书处与相关
的技术委员会合作正在确定 NMHS 内对具体能力的需求以及相关的服务提供任务的教育和
培训需求。NMHS 必须确保其员工具备必要的综合技能，以满足社会需求及用户需求。此外，
NMHS 需要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的技能。此类技能包括但不限于：通信、客户服务、管理和
解决问题以及绩效管理。
开发技能，以持续提供服务
中国气象局 (CMA) 尽一切努力形成了服务提供文化，通过将基于业务的系统向面向服务的系统
改革。CMA 非常重视团队建设、跨学科研究、宣传、应用新技术以及在服务提供众利用社会资源。
CMA 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来鼓励员工更有效地与用户沟通。CMA 经中央政府授权每年主办了一些由全
国各地城市市长参加的防灾和减灾的培训课程。CMA 还定期培训基层的志愿气象信息员。一个具体的
例子是乡镇领导培训计划，作为试点项目，该计划于 2010 年启动。

战略要素 6. 共享最佳做法和知识
旨在实现服务型文化的第二交叉战略是在 WMO 范围内共享和应用最佳做法和知识 –
这是上文中突出强调的一项战略。WMO 秘书处应实现共享做法、方法和工具。在某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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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工作可能无法满足另一国家用户的需求，但服务提供是一个合作过程，提供方、伙伴、
供应方和用户都能够相互间学习。
实施方法
此战略的实施需要更为具体的行动计划来开发各种过程、方法和工具，从而实现服务
提供四个阶段中的各项战略要素。
各 NMHS 间服务提供的成熟性和规范性差异巨大。此外，由于内部和环境因素，
NMHS 的运转也有明显差异。例如：
•
•
•
•

有些NMHS完全是政府所有，只向政府的其它领域和公众提供服务。有些则完全私有
化，提供商业服务。而有许多NMHS则介于二者之间；
有些NMHS作为私人预报提供商的资料提供方，而有些完全是商业化动作，直接与这
些私人组织竞争。有些NMHS则二者兼而有之；
有些NMHS使用自己的NWP模式以及预报和制作系统。其它NMHS则使用外部组织提
供的系统；
多数NMHS只为各自的国家提供服务，而其它一些NMHS可能会向其它NMHS提供服
务。

总之，一刀切式的实施方法并不是行之有效的。会员在制定各自独特的方法时需要有
灵活性。如何在 NMHS 实施此项战略取决于服务的优先重点以及当前的服务提供能力。一
种方法是以 NMHS 当前能力的成熟性和规范性为基础，制定实施计划，重点放在建立、发
展或保持服务提供文化。对于有些 NMHS 而言，建立服务提供文化的理念最初可能过于繁
重，因此，他们可能希望逐步开展，重点放在某个组织或政府优先重点工作的特殊服务领域。
NMHS 希望与 WMO 秘书处沟通，确定和实施服务提供试点项目，此类项目易于体现价值
并可为其它服务领域抑或其它 NMHS 所借鉴。此外，WMO 的会员应利用改进的能力建设
方法 ( 如参加区域伙伴以及编写最佳规范 ) 寻求知识转让的机遇。所有实施方法和计划应涵
盖 QMS 的做法和过程。
塔吉克水文气象局服务提供的实施方法
作为塔吉克水文气象局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目前正在投资加强服务提供。塔吉克水文气象局认识到服务
提供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现代气象服务的一部分。新兴行业对于气象服务有新的和新出现的需求，在许多情况
下，重要的是让NMS员工在用户行业接受充分的培训，使之通过与这些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形成更紧密
合作的服务提供方法。所采用的方法旨在根据服务提供系统的四个阶段，为塔吉克水文气象局员工以及来自天气
敏感行业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投资。

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尤其重要的用户就是能源行业、农业和减灾。例如，利用这种方法，应急
管理委员会 (EMERCOM) 地方分支的员工将接受气象培训，提升对天气灾害的认识，促进将水文气象
信息更好地用于 EMERCOM 的业务活动。这种培训将提高 EMERCOM 向该委员会的区域和地方分支
部门分发有关灾害天气条件的水文气象信息的能力以及根据灾害性水文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国家
区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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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服务提供的定义
合作组织 / 伙伴 – WMO 会员的一个组织或实体 ( 如大学、非政府专业中心、相关的政
府机构 )，它能够根据双方达成的条款，为 NMHS 或直接向用户提供互补 / 额外的天气、气
候或水信息。
协调方 – 促进或协调产品和服务提供的组织或实体。就本战略而言，WMO 秘书处发挥
的就是此项作用。秘书处与会员紧密合作，为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产品和保障服务制定标
准。其中包括观测资料、资料质量和电信。气象和相关产品的基础资料需要国际协调和检验，
以确保它们能够满足产品制作中心的需求。全球传送资料和产品的通信系统是通过秘书处进
行协调。对某一个国家制作并由其它国家使用的产品的评估和客观验证也由秘书处负责协调，
最终结果由各方共享，并用于改进产品质量的过程。
适用性 – 源于用户、提供方、提供方和伙伴之间的合作和对话，这在所有参与者之间
表明一种认同 ( 无论是默认还是明示 )。明确的适用性确认：
•

用户当前和变化的需求；

•

提供方的能力，包括优势和局限性；

•

提供哪些服务以及如何提供；

•

如何利用这些服务；

•

对提供方绩效的预期；

•

信息用于决策的固有风险。

NMHS( 通常用复数形式 )– 国家气象部门 (NMS) 和国家水文部门 (NHS)；NMS – 国家
气象或水文气象部门；NHS – 国家水文部门。
业务层面协议 – 提供方、提供方和伙伴之间达成的协议，详细规定了如何提供一项或
一套服务。
产品 – 产品是观测资料、数据集等基本信息，或通过分析或预报过程制作的信息。
提供方 – 制作或获取天气、气候或水信息或产品，而后向用户提供以满足其需求的个
人或实体。提供方可包括 NMHS、伙伴机构、其它气象相关的机构和私营行业。此战略仅
针对 WMO NMHS。本战略仅侧重于 WMO NMHS。
服务 – 能够满足用户需求或为用户所用的产品或开展的活动 ( 咨询、解释等 )。
服务提供 – 开发和提供面向用户的服务的一个持续过程，按用户参与、服务制定与开发、
服务提供以及评估和改进来定义。
服务层面协议 – 服务提供方与用户或客户之间达成的合同，它详细规定了所要提供服
务的性质、质量和范围。也称为服务层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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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 天气、气候和水敏感行业中负责决策和政策的个人、组织或中介机构，并为他
们提供产品和服务。如果用户直接支付服务费用，通常称他 / 她为客户。本战略确定国家级
用户，而航空和航运业国际用户除外。
___________

附件 B. 其它参阅材料
(1)
(2)
(3)
(4)
(5)

WMO/TD No. 1256，《公共气象服务质量管理程序和规范指南》，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publicationsguidelines_en.htm)
WMO/TD No. 1023，《公共气象服务绩效评估指南》，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publicationsguidelines_en.htm)
WMO/TD No. 1103，《公共气象服务绩效评估补充指南》，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publicationsguidelines_en.htm)
关于QMS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QMF-Web/home.html .
关于调查设计和实例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www.wmo.int/pages/prog/amp/pwsp/surveys.htm .

附录 6
总摘要第 5.5.2 段的附录
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研究：新的十年研究倡议
ISCU 制定的概念文件
2011 年 2 月 28 日
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化目前的速率和幅度是空前的，并体现在对社会和人类福祉逐
渐构成有害的威胁上。与此同时，这些相同的压力为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决策者和公民们迫切需要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并迎接这些机遇的知识和解决办法，这将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奠定基础。威胁以及需求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仅靠机会主义和特殊
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旨在展望未来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优先重点的国际倡议于 2009 年
启动。同年 2 月，ICSU 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ISSC) 合作，启动了一项展望协商进程 (http://
www.icsu-visioning.org/)，旨在为一项整体国际战略研究制定选择方案，以实现综合的与政
策相关的地球系统研究。
资助方和利益攸关方在广泛咨询科学界的基础上，经过两次国际会议 (2009 年 9 月和
2010 年 6 月 ) 的深度讨论，展望任务组编写了一份文件，提出了地球系统全球可持续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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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五大挑战 (1)。这份文件还强调了建立一项新的整体结构的必要性，该结构将把研究
人员、资助方、服务提供方和用户聚集在一起，并使现有全球环境变化 (GEC) 计划与 ESSP
和其它活动更多地整合起来。
2009 年 6 月，一些世界主要环境变化研究的资助方新建了一个名为 “ 贝尔蒙特论坛 ”
的高层实体。其目标是协调国际资源，加速提供社会需要的源于科学的知识和能力，以应对
环境变化 (2, 3)。ICSU 与 ISSC 都加入了论坛成员的行列。
会员们就未来行动和支持的 “ 贝尔蒙特挑战 ” 达成了如下一致意见：传达采取行动必需
的知识以避免和适应有害的环境变化和极端灾害事件 (2, 3)。论坛产生了一份白皮书 (3) 进
一步详细地阐述了挑战和研究优先重点，并建议了下一步的行动。
2010 年 10 月，贝尔蒙特论坛的资助方、ICSU 和 ISSC 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了会议，讨论
贝尔蒙特和展望进程中产生的远景和实施方案。各方均认为存在实现两个进程合并的重大机
遇：无论在实质性优先重点方面还是在实施的后续步骤方面都是如此。会议还认识到，有必
要让业务服务组织 ( 如 WMO) 的代表参与进来，他们在新科学知识基础上对提供服务至关
重要。
因此，就像科学界 30 年前建立 GEC 研究计划时成为我们增进了解地球系统的一个标
志性努力那样，ICSU、ISSC 和贝尔蒙特论坛如今将建立一个联盟，提出一项不仅是开创性
倡议：一项创新的地球系统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十年倡议，以前沿网络为结构，并具有
高度整合性、灵活性和及时响应性。
该倡议的目标是：
•
•
•

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提供社会所需的知识，以有效地响应全球变化，同时实现各项经
济和社会目标；
协调并把关注点放在国际科学研究上，以应对ICSU远景展望和贝尔蒙特论坛进程提出
的各项重大挑战；
使新一代研究人员开展社会、经济、自然、健康和工程科学方面的全球可持续性研
究。

许多构件将来自现有 GEC 的组成部分；但这些部分需要从根本上以全新的方式组合才
能应对新的研究重点。该倡议将激励并招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地理学
家，无论来自何方，无论年轻人还是长者。同时该倡议还将迅速动员各种不同团队，从战略
性角度解决新出现的挑战，并在本地、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提供这些解决方案。
为什么需要新倡议 ?
在 GEC 研究活动的基础上，并依靠国家、国际、政府间在全球变化方面的投资，科学
界现在必须提供在面临全球变化时能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并满足扶贫和环境保护需要的知识。
随着对地球系统和人类影响的认识不断加深，我们必须开展能力建设，以提供解决区域范围
内迫切的可持续性挑战问题的办法。我们必须吸引最聪明的青年科学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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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显著扩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参与重大挑战研究议程。我们必须逐渐增加采纳某些研究
方法，通过这些方法让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利益攸关方和决策者积极参与定义和实施研
究的过程。而且我们必须有效地提供端到端的环境服务。
2010 年 6 月，ICSU 与 GEC 活动的领导者和发起方、资助方及其他重要各方举行一个
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各方对于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未来发表了不同观点。但是，有一个观
点是一致的：一切照常并不可选。现有的全球变化研究安排无法完全满足目前的需要。现有
的研究没有涵盖重大挑战文件中所确定的全部全球可持续性研究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有关响
应全球变化的政策、机构和行为研究。此外，也没有充分满足对区域和长期全球变化预测的
需要；也未包括对跨学科研究的足够重视。而且，现有的研究没有充分发挥青年科学家的作
用或充分利用网络化组织设施的潜力。
倡议的特征
该倡议将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专注于全球可持续性研究。该倡议将动员科学界针对地球系统可持续性研究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并向社会提供能够有效地响应全球和区域变化所需的知识。这些要求改进对各
学科和组织结构的整合。
资助方、科学家、用户和服务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对于联合设计和联合提
供资金充足的将产生不同结果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强有力的区域节点。强有力的区域研究节点能够更有效地确定并响应区域和国家决策
者的需要和重点。与此同时，为了认识地球系统的作用、人类影响和潜在反应日益需要开展
区域研究和分析。一个有力的区域研究的存在还应促进年轻科学家的参与，并有助于开展研
究能力建设。
前沿网络结构。过去三十年全球变化研究取得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有效利用协
调有序的研究网络。在 “ 第一代 ” 网络中，在各科学委员会的指引下，其规模相对小的秘书
处为确定研究优先重点提供了服务工作，促进科学家的参与和国家与区域资助方对该工作的
支持。本倡议将需要 “ 第二代 ” 研究网络。这些新网络的一些特点如下：
•

前沿知识管理系统；

•

确定整个网络研究重点的能力，以确保这些重点得到强调，并及时提供解决方案；

•

适应新挑战的灵活和弹性；

•

确保网络有新思路和人才不断涌现的创新；

•

动员网络为满足区域节点需要提供支持，同时与各区域节点合作，以解决各种全球问
题；

•

分布式网络管理和协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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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决策者保持积极接触。已存在多种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全球变化科学界可与全球范
围的决策者开展互动。这些机制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新建立的政府间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平台。通过这些机制，政策制定者能够确定其最高优先的重点需求，科学
界能够评估承担这些需求所需知识的状况。这些机制还有助于揭示在研究和知识之间有关政
策的空白，从而有助于全球变化研究和融资界确定优先资助重点。
此外，逐渐需要开发新的机制使企业界参与其中，以便同样可按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通报有关优先重点的信息。
当前迫切需要类似的安排，旨在更好地促进区域范围的科学 - 政策之间的互动。在区域
范围内提供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支持区域和国家重要决策，而这些决定最终将决定社会如何有
效地响应全球变化。该倡议将因此利用现有机制开展科学政策互动，或在没有相应机制存在
的地方建立新的机制，以让决策者参与进来。
让各学科积极参与其中。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始终是地球系统研究的一部分，但同时应
对全球可持续性研究各项重大挑战需要社会科学、经济学、健康科学、工程学、人文科学以
及自然科学的大力参与，以便研究出综合的响应和解决方案。实现扩大社会科学参与全球变
化研究的目标一直存在一定难度。该倡议有很强区域性的网络结构与致力于认识如何在全球
变化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结合，将尤其为社会科学、经济学和健康科学更积极的参
与提供转变机会。在设计倡议进程中，将确定逐渐扩大这些学科参与的积极步骤。 为了实
现目标，倡议必须把重点放
让年青科学家积极参与其中。过去 30 年来，GEC 研究计划之所以成功还归因于在计划
建立时年轻科学人才已参与其中。根据我们让年青科学家参与制定 ‘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重大
挑战 ’ 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建立一套更直接针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新研究重点，这为最
聪明的年青科学人才参与其中提供了同样的机会。要取得成功，本倡议必须把重点放在现有
的研究问题上，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对自下而上的创新持开放态度，而且必须积极吸收青年科
学家与资深科学家一道参与管理和决策过程。
创建倡议

建立总体结构
2010 年 6 月举行的发起人、资助方、GEC 计划支持人和重要合作伙伴会议上，多数与
会者共同认为，现有的地球系统科学伙伴关系组织 (ESSP) 即使改革也不能有效指导该倡议。
需要有一个拥有 ESSP 从未有过的授权和资源的新的总体结构。这些因素对提供下一代综合
研究至关重要。
于 2010 年 10 月召开的贝尔蒙特论坛会议上，代表们同意把贝尔蒙特挑战的关键因素
与展望进程协调一致，并建立一个新的高层机构。2011 年 2 月 10-11 日举行的第三次远景展
望会议上将这一机构称为 “ 过渡小组 ”(TT)。TT 的任务是监督倡议的创建，并领导倡议的展
望、战略、资金筹措，以及与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关系。TT 成员的任期应为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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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TT 应探索管理方案和筹资方案，获取必要的政府 “ 高层 ” 承诺，并提出有关最
终的管理结构和组成的建议。在 18 个月设计期结束时，将由新结构取代 TT，以管理并执行
本倡议。
TT 将高级别代表组成，其中包括研究人员、资助方、服务机构和用户在内的利益攸关
方群体。成员将包括：
1.

科学家
•		
国际知名科学家,包括至少一个早期职业生涯的科学家。科学家群体必须在地区、
性别和科学背景/学科上保持均衡,并应当有宽阔的全球变化研究方面的学识 。

2.

目前核心计划的发起方
•

3.

研究捐助方
•

4.

ICSU 和ISSC。

贝尔蒙特论坛的代表。

全球可持续性信息和知识用户
•

有业务服务经验的个人和全球变化研究的用户。

注意到代表 ICSU、ISSC 和贝尔蒙特论坛的成员将作为当然成员。其他成员将由 ICSU
和 ISSC 在事先与贝尔蒙特论坛磋商一致的基础上正式任命。总共将任命约 12 名成员。除
TT 以外，还将成立处理具体任务的工作组。
经挑选的任务组的这些个人将集体发挥领导和指导作用，并将为支持本倡议动员一系
列合作关系。尽管他们是在与许多组织协商之后任命的，但他们仍然期望作为个人而不是代
表任何利益群体。更具体而言，这些个人应符合以下标准：
•

世界知名科学牵头人；

•

在非科学家中，对科学有强烈兴趣并将科学融入决策的个人；

•

大力致力于并参与环境和社会关切问题的个人；

•

能够与现有各项GEC倡议互动并参与其中的个人；

•

在最高层面围绕环境问题作出政治决策方面具有直接经验和学识的个人；

•

能够有助于对可能的核心资金筹措和研究资金筹措持开放态度的个人；

•

在建立和管理复杂网络机构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个人；

•

在个人、组织和系统层面有科学能力建设经验的个人；

•

适当的性别和区域平衡。

整合现有各种结构
虽然应对重大挑战的社会环境研究已经开始，但是一些在现有 GEC 计划支持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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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达到全球协调一致的努力程度。人们逐渐强烈意识到，更有效的整合是必要性。随
着时间的推移，本倡议将激发各种结构和活动更有效的整合，其中包括该领域现有的各项
GEC 计划。

设计和创建本倡议
一旦 TT 建立起来，它将取代展望任务组来监督倡议的形成和早期执行。这将需要一个
集中设计阶段，该阶段必须利用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们的专业知识，且必须利用现有网络设
计并管理专业知识，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我们预计的步骤如下：
1.

就创建本倡议的战略达成一致。需要研究一个总体战略并获得 ICSU、ISSC 和贝尔蒙特
论坛的一致同意 ( 三个组织将征求各自机构的意见 )。这一工作包括为新倡议设计网络。
组织设计专家可能将参与这一步骤。

2.

探索各项 GEC 计划的更大整合。TT 将逐步取代现在的 ESSP。以 SWOT 分析的结果为
支撑，TT 将与 GEC 计划就其整合进新结构开展讨论。

3.

为网络集合明显的区域 “ 节点 ” 信息。将与各种机构 / 组织进行对话，以便确定一系列
有利于网络的备选区域节点。

4.

探索网络管理、筹资和优先重点设置的其它可替代的选择方案。TT 的任期为 18 个月，
在此之后它将被一个更长久的管理结构取代。

5.

探索知识管理系统的各种选择方案。

6.

为本倡议的最初三年联合设计一个详细的研究和实施计划。以重大挑战文件为基础，
开发一个稳固和具体得多的行动计划。这一尝试的第一步，必须建立少量的重点领域
并提出方向。

7.

确定筹资机制和提供模式。需要确定能使科学群体进步和提供有效研究的进程和机制。
筹资渠道可包括双边、多边或协调有序的方式。目前参与 GEC 计划的科学团体以及其
他愿意并能够为行动计划做出贡献的科学团体将参与其中。

8.

在相关网络节点之间形成一种正式的关系， 这一关系将促进和 / 或开展研究，并促进
节点和倡议管理的筹资计划。

9.

向潜在的合作伙伴和用户开展宣传。 例如，UN 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专门委员会将作
为这类团体之一。

启动本倡议
2012 年 3 月的 “ 处在压力下的地球 ” 会议上启动本倡议后，在于 2012 年 6 月在里约 20
周年地球峰会上将提供一个特殊的机遇视窗，向具有广大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展现
这项倡议、其各项目标及其对社会和全世界带来的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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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总摘要第 7.1.1 段的附录
组织机构届会的临时计划
日期建议1

届会

地点2

JCOMM-4

2012年5月23-31日

巴黎或韩国丽水市

CBS-15

2012年10月初

日内瓦或印度尼西亚

CHy-14

2012年11月底

日内瓦

RA II-15

2012年12月

日内瓦或卡塔尔或伊朗

RA IV-16

2013年3月

日内瓦或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

CAS-16

2013年7月

日内瓦或埃及、巴西、土耳其

RA VI-16

2013年9月

日内瓦或塞尔维亚

CAgM-16

2014年2月

日内瓦或土耳其

RA V-16

2014年4月

日内瓦或巴布亚新几内亚

CAeM-15

2014年6月

加拿大(蒙特利尔)(与ICAO联合举
行)

CCl-16

2014年7月

德国或日内瓦

RA III-16

2014年9月或10月

日内瓦或巴拉圭

CIMO-16

2014年10月或11月

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

RA I-16

2014年12月

日内瓦或肯尼亚、几内亚、津巴布
韦

1

根据《总则》第 18 条附录 1(2011 年版 ) 的规定，如果在预定的届会开幕至少 300 天前还没有收到会议
举办政府的邀请，则须认为没有接到承办会议的邀请。

2

应在不迟于预定的会议开幕日 270 天前获得必要的保证，否则会议应在日内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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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总摘要第 8.1.2 段的附录
对预期结果的贡献

1.

预期结果

WMO 计划

责任机
构

责任部
门

提高会员的能力，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高质
量的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预报、信
息、警报和服务，以及改进对上述信息的
获取，使这些信息能用于所有相关部门/
行业的决策。

AeMP*, AgMP*,
ERA*, MMOP*,
, PWSP*

CAeM
CAgM
CBS
JCOMM
EC
RAs

WDS*,
CLW*

WWW/GDPFS*,
GFCS*

提高会员减轻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境灾害
风险和潜在影响的能力。

DRR*, TCP*, WWW/
GDPFS*, HWRP*,
AgMP

CBS,
EC/WG DRR,
CHy, CAgM,
EC

WDS*,
CLW*

3.

提高会员制作更好的天气、气候和水、及相关环
境信息，预测和预警的能力，尤其为减轻灾害风
险、气候影响和适应战略的制定提供支持。

WCP/WCDMP, WWW/
GDPFS, AgMP, WCP*,
HWRP*,

CBS, CAgM,
CCl, CHy

OBS,
WDS,
CLW*,

4.

提高会员根据WMO制定的国际标准，调用、开
发、实施并利用综合、可互操作的地基和空基观
测系统，获取天气、气候和水文观测资料以及有
关环境和空间天气观测资料的能力。

SAT, WCP*, WWW/
GOS, WWW/IMO*,
WWW/WIGOS*,
WWW/WIS*, GCOS

JCOMM, CBS,
CIMO, CCl, EC

OBS*,
GCOS*

5.

提高会员促进并受益于全球天气、气候、水和相
关环境方面的科研及科技开发的能力。

WCRP*, WWRP*,
GAW*

CAS

WCRP*,
RES*

提高NMHS履行各自职责的能力，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RP*, LDCP, TCOP*,
CAgM, CCl,
AgMP, AeMP,
CAeM, 执行理
ETRP*,
事会专家组,
HWRP*, WCP*, CHy, CBS, 执行
WCP/WCDMP*, 理事会性别主
WWW/GDPFS* 流问题专家组 ,
RA

DRA*,
CLW*,
WDS*,
OBS*,

AeMP, AgMP,
WCP*,HWRP,
OC*, RP, IPA*

WDS,
CLW,
EM*,
IPCC*,
DRA,
CER

2.

6.

7.
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合作活动，提高NMHS的服
务提供水平，提高WMO为联合国系统、有关国
际公约以及各国战略问题所做贡献的价值。

8.

PMO*, OC, LCP*
成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组织

* 表示将对预期结果做出重要贡献的计划和责任部门
注：查阅缩略语请登录 http://www.wmo.int/pages/themes/acronyms/index_en.html

CAeM, CAgM,
CHy, CCl, EC

EM*,
LCP*,
IOO,
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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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总摘要第 9.1.8 段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的财务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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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要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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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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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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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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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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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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有执行理事会或代表执行理事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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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拨款
7.1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拨款应成为对秘书长履行承诺并按已批准的拨款用途及数额支付的
授权。
7.2

为履行承诺，在两年期内须提供与其相对应的拨款。

7.3
须继续为财政年度结束之后的十二个月提供与其对应的拨款，以履行对该财政年度已
交付的货物和已提供的服务所作出的承诺，并履行该财政年度内任何其他尚未履行的合法承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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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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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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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基金的规定

会费的评定
8.1
拨款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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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费和预付款应在收到秘书长按 8.3 款所发的通知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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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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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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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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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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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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除了：
向预算提供的会费；

(b) 财政年度内支出的直接报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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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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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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礼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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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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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秘书长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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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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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第十四条规定的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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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额总帐应连同财务报表一并提交外部审计员。
合同与采购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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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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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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根据总则第一四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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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

14.1

秘书长须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与以下有关的年度财务报表，以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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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份财务状况报表；

(b)

一份财务绩效报表；

(c)

一份资产/产权变化报表；

(d)

一份现金流动报表；

(e)

实际账目与批准预算比较明细表；以及

(f)

附注，包括重要会计政策的概要和其他解释性注释。
除此之外，出于管理之目的，应保留一些必要的会计账册等记录。

14.2
除第 14.1 条所示当年财务报表之外，秘书长须在两年期的第二年提交有关拨款情况
的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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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若有)；

(d)

从拨款和/或其信贷支出的款项。

14.3
本组织的财务报表须用瑞士法郎表示并按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进行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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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须在财务报表所涉及的财政年度结束后的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外部审计员
提交财务报表。
14.6

除了财务报表之外，秘书长须在财务期的第一年提交上一财务期的总支出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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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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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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审计所需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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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审计员须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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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须将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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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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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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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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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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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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中的任何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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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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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e)
		
		
		
(f)
(g)
(h)
(i)

鉴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秘书长的责任和外部审计员的责任；
所遵循的审计标准；
对已开展工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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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财期的会计政策；
就交易与财务条例和立法权限是否相符发表意见；
发表意见的日期；
外部审计员的名字和立场；
必要的话，提及外部审计员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

(6)		
(a)
(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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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检查的种类和范围；
影响财务报表完整性和准确性的事项，包括：
正确解释财务报表必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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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i)
(iv)
(v)		

应已收到但未入帐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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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不足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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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统计的往来帐，或关于执行理事会宜尽早
		
了解的后一年统计的往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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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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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求外部审计员提及上述任何他认为各方面都不重要的事项。

附录 10
总摘要 9.2.4 段的附录
职工协会的报告
职工对近年来会议和公共服务领域人员减少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这些领域职工的减
少改变了与会议、采购等有关的程序。在与差旅、财政和预算活动有关的程序方面也进行了
一些改革。关于 WMO 秘书处进程的发展问题，职工建议在实施新的程序之前，定期让他
们参与这些新程序的制定工作，让他们轻易地获取实用的操作说明和技术支持，并让他们参
加有关的强制培训。但是，诸如手册编写和开展培训等所需的资金通常取决于资金到位情况。
在工作中非常有益的活动包括：管理和监督技能方面的培训，比如与媒体合作，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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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信息传递给非技术听众，使用新的软件工具 ( 例如，会议、出版、数据库软件 )。通过联
合国 (UN) 系统可部分获得这种培训，但职工很少利用这些课程。多数职工通过联合国系统
还可以获得 WMO 六种官方语言的语言培训。虽然受时间 / 工作的限制，但职工对语言培训
班的参加更加频繁，并非所有的职工能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并从中受益。JCC 认同培训的相
关性和重要性，但指出审批和资金是由各个职能司的管理人员决定的，因为目前没有集中预
算被用于支付这种费用，但语言培训除外。所以，对职工发展而言，没有制定一项有组织的
计划来系统地提供或处理语言之外的培训。
为了对 2008 年职工意见调查作出响应，建议对绩效评估报告 (PAR) 方案进行审议。随
后建立了一个管理层 - 职工专题组，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根据 WMO 行政管理层和 JCC 的建议，
同意扩大 PAR 过程以包括：主管及其职工之间围绕更多的团队合作能力开展的对话；沟通；
规划和组织技能。在 2010 年职工协会代表大会上，会议注意到，迄今为止，对 PAR 方案的
修订是在 2008 年调查基础上直接取得的主要具体成果。
JCC 认识到主管在对秘书处人力资源进行整体管理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也认识到主
管在涉及职工的健康和福利以及有效性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职工注意到将一套信息和情况
介绍材料提供给新任主管的益处，并需要提供一套便于使用的参考材料、要求、建议、表格
和工具，但由于缺乏资金，所以没有对上述事宜达成一致。根据 JCC 的建议和随后秘书长
的批准，决定在未来的岗位空缺通知中纳入以下内容，即拥有最好是国际环境下的督导经验
将是一个优势。职工建议，应在所有主管开展工作后不久，给他们提供现有的联合国培训 ( 对
联合国核心系统的主管而言，该培训是强制性的 )。
除人力资源处 (HRD) 向新聘人员提供的介绍材料外，还需要提供相当多实际的业务支
持，以便使新职工能全面、快速地融入 WMO 的各个系统和活动。秘书长支持 JCC 的以下建议，
即可以聘用那些具有工作经验的退休职工回来工作一周时间，以便介绍情况和提供指导 ( 这
要取决于资金到位情况 )。
职工注意到拟引入的新的谷歌应用服务系统。大会对以下工作表示赞赏，即建立了一
个新的管理层 - 职工工作组，以便调查和促进该系统对秘书处许多工作流程的简化和有效性
做出积极贡献。
关于健康和福利，职工指出，有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指标 ( 包括社会福利官员提供的
信息、向 SC 报告的个案、内部监察室 (IOO) 对 2004-2008 年职工休假的分析 )。根据职工
的要求，管理人员在 JCC 上不同意联合国医疗服务队对事实资料的研究和联合分析。
职工赞赏地注意到 WMO 秘书处最近推出的一项回收利用计划，并建议振兴联合 ‘ 绿色
委员会 ’，以便根据 EC-60 的指南采取其它的环保措施。职工还感谢一些根据职工建议所开
展的计划得以完成，包括翻新自助餐厅，重建医疗急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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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总摘要第 11.7.1 段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
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引言
世界气象组织 (WMO) 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的声明阐述了世界各国国家
气象水文部门 (NMHS) 在作用和运作方面的情况。文件分四个部分阐述 NMHS 的职能、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提供的服务、支撑服务分发的基本系统、法律和体制问题，包括管理、
伙伴关系与合作，以及未来发展机遇等。
认识到，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的环境条件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由
于世界人口增长，居住范围和生活保障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对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害
影响脆弱的领域，因此需要 NMHS 提高能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减轻
灾害风险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为国家发展和生活保障活动提供支持。由于气候变率和变化造
成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许多国家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1 认为，NMHS 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支持政府的
重大职能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缺乏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有限，这些因素制约了它们充分利用科技进步的优势来提高服务能
力。
NMHS 开展的观测和收集的资料是监测和预测天气、气候、水及相关环境条件并发布
预警和警报的基础。但是各国的观测网相差悬殊，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观测网覆盖
稀疏，无法充分表达影响其国家的天气气候条件。稀疏的观测网最终影响到 NMHS 提供的
服务质量和范围。
NMHS 还利用对交换资料和产品至关重要的通信网来履行其国家职能。一些 NMHS 使
用的通信网络陈旧落后，制约了观测资料和产品，包括多灾种早期预警的有效传输。
有效地提供和分发服务能大大减轻水文气象灾害造成的影响，这些灾害往往在世界各
地给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1

于 1947 年 10 月 11 日通过，并于 2007 年进行修订的《WMO 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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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需求方面的使命至关重要，该使命应包括以
下领域：
(a) 保护生命与财产；
(b) 保护环境；
(c) 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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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促进内部能力建设；
(f) 履行国际义务；
(g) 为国际合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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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公众分发预报和预警方面媒体是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与媒体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和伙伴
关系对加强公共服务的分发至关重要。
本声明根据 2007 年 5 月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的决定制定，旨在帮助 NMHS 首长在其职责
范围内，在与政府部门和用户部门合作过程中应对千变万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挑战。本声
明通告了 NMHS 首长和决策者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各自 NMHS 的决定。

第一部分 : 使命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职能
1.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拥有并运行大部分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必需的基础
设施，以保护生命和财产、规划经济和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管理。大多数
NMHS：
(a)

为加强保护生命和财产制作并发布预报、预警和警报，为减轻天气、气候、水和相关
环境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提供支持；
(b) 为设计/规划、开发和管理基础设施、居住区及其它重要的部门，如农业、水资源、能
源和交通提供必需的基本资料、信息和产品，以改善社会福祉；
(c)

维持其国家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资料的连续、可信和综合的历史记录；

(d) 就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问题的决策提供咨询；
(e)

除了开发和改进自身的业务和服务，通过研究和开发推动天气、气候和水相关领域的
科技发展；
(f)

参与开发，实施和运行国家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包括地震、火山灰监测、跨界污染
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现象如海啸；
(g) 通过参与相关的国际计划和活动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包括《世界气象组织公约》规
定的义务和进一步促进国家利益；
(h) 建立和运行观测站网，收集地球-大气-海洋系统实时观测资料，为天气、气候、水和相
关环境服务，以及包括气候变化评估和预估在内的研究活动提供支持；
(i)

建立和运行通信网，以快速交换观测资料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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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拥有并运行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为公众以及诸如农业、水资源、能源、健康、船
运、航空、国防和环境部门提供包括预警和警报在内的实时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
务；
(k) 拥有并运行产品分发系统，以便向用户高效地提供信息和产品，使它们能为社会经济
发展做好规划、准备和决策。
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的贡献
2.

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是有助于社会经济规划和发展的工作。天气、气候、
水和相关的环境条件持续不断地对世界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道路产生影响。气候变率和变
化带来的挑战需要有效提供和应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使社会降低相应的风
险。改进对天气、气候和水文过程的认识和预测能使NMHS为国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
一些NMHS由于基础设施不如人意和人力资源能力有限而没能充分利用科技进步的优势。
3.

提高气象、气候和水文信息及产品的质量和加强它们在决策中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在
效益，但要实现这些效益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及信息和产品的提供方和用户
的参与，以便加强决策过程和实现社会经济效益。
对国际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贡献
4.

天气系统和气候状况改变不受国界限制。为预报天气和确定未来气候状况，NMHS不
仅需要来自国内，也需要来自境外的的气象、水文和环境资料和产品。自19世纪50年代建立
第一个国家气象部门(NMS)以来，人们就认识到需要以统一的格式共享信息，这是1873年建
立国际气象组织(IMO)的推动力，旨在协调资料共享和用户/部门专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世
界气象组织(WMO)，作为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专门机构，于1950年取代了IMO。
5.

为了根据通行的精度和可靠性标准协调观测资料的收集，进行资料处理，提炼出天
气预报和公告，以及在所有NMHS间实时交换信息，WMO会员建立了各种国际性系统。
NMHS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系统的成功运行离不开各国的贡献。
6.

WMO通过10个科学和技术计划开展工作。它们旨在帮助各会员提供范围广泛的气象水

文服务并从中受益，以及应对当前面临和正在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这些计划的根基是通过合
作利用各会员在共享气象及相关信息基础上业已形成，以及正在不断涌现的知识库共同受益
的理念和实践。WMO计划可以通过各国的NMHS共同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使成本远低于
各国独自行动。
7.

NMHS收集和保存的观测资料为指导各国政府实施国际和区域环境协议，及有关天

气、气候、水和环境的工作安排提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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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提供服务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的服务
8.

NMHS向范围广泛的各类部门提供天气、气候和相关环境服务，包括农业、水、能

源、旅游交通运输和健康，以帮助它们在相应条件下减轻风险和争取经济效益。向用户提供
有针对性的产品和对产品的应用需要NMHS与用户密切合作，以使用户需求能与服务开发相
结合，并促进反馈以便改善服务。预警和警报的快速传递需要与媒体和通信服务提供方密切
合作。
9.

NMHS为农业界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帮助提高产量，减少损失和减轻风险，降低成本

并增加对水和能源的有效利用等。
10. NMHS 为民航部门提供资料、产品和服务，为国际国内的航行安全和该部门的经济运
行做出贡献。对航路和机场航站天气条件的测量和预报有利于飞机运营成本最小化。通过提
高航班营运效率，NMHS还为减少飞机排放对气候变化和平流层臭氧的不利影响做出贡献。
11. 与有效的紧急响应系统配套，NMHS提供极端事件早期预警和警报，为减轻这些事件
造成的影响做出贡献。NMHS依靠通讯设施及时发布预警。在大多数国家，NMHS是多部门
减灾和响应系统的一部分。一些NMHS参与研究、实施和运行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包括地
震和诸如海啸这样的海洋相关现象在内的预警系统。将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信息与国
家规划和发展政策相结合，是减轻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相应风险的基本要素。
12. NMHS提供江河流域、分水岭和海岸带地区的洪水、水位和泄洪预报和预警。这些产
品对于保护生命和财产、保护环境和有效管理水资源非常重要，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在
一些国家气象服务和水文服务由相互独立的机构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为有效提供服务开展
密切合作十分重要。
13. NMHS提供沿海和远洋地区的海洋气象预报和预警，这些预报和预警对海洋运输和作
业、沿海地区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港口和海港作业非常重要。
14. NMHS提供资料、产品和服务，如气温、湿度和空气质量等日常预报以及长期预测和
灾害性天气预警，以帮助监测疫情爆发，这对规划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非常重要。
支持服务提供的基本系统

••

观测和监测大气及相关环境

15. 对大气和相关环境进行观测是制作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服务的基础。这些观测
对开展研究以改进服务、评估气候系统的变化，以及对农业、水、运输和能源等依赖于天气
和气候的部门的系统发展和运行都非常关键，以支持社会努力减轻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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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
16. 观测是在2009年世界气候大会上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各政府代表团团长建
立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重要支柱之一， 其目的是“加强基于科学的气候预测和服务
产品的制作、提供、交付和应用”。观测为实现对框架的其它支柱，即气候研究、模拟和
预测、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和气候用户界面计划的期望奠定了基础。
17. NMHS建立并运行构成WMO全球观测系统(GOS)的观测网，GOS是WMO全球综合观测
系统(WIGOS)的组成部分。全球观测系统由运行可靠的地面和空基子系统组成。这些系统由
WMO成员国所有并负责运行，各成员国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在达成共识的全球系统内遵
循各项标准并承担一定的责任。
18. 全球观测系统是发展和实施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基础。WIGOS是一个协调的，用
于收集全球范围气象和其它环境观测资料的标准的综合系统，它对所有的WMO科学计划提
供支持。其目的是明显地提高观测资料和产品对所有会员的可用性。

••

观测、资料和产品的国家和国际交换

19. 各国的NMHS建立并运行通信网并将之整合形成WMO全球电信系统(GTS)。该系统促
进观测、资料和产品的快速交换，帮助各国的NMHS履行国内和国际义务。该系统在全世界
海啸早期预警分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 全球电信系统是开发和实施WMO信息系统(WIS)的基础。WMO会员在设计和实施WIS
方面正在开展合作，以改进当前天气、气候和水资料与信息的传递和分发。通过使用更丰富
的通信技术和数据技术，包括互联网，WIS可以降低运行成本，增强数据通信的可靠性，并
为资料和产品的国际共享提供更便捷、更友好的渠道。除了自动分发观测资料和产品外，
WIS还将为WMO各中心和会员制作的各类天气、气候、水和相关资料和产品提供资料发
现、获取和检索服务。
21. 决议40(Cg-12)和决议25(Cg-13)在很大程度上分别主导了WMO关于气象和水文资料的
交换政策。这些决议承诺，作为WMO的基本原则，“要扩大和加强气象、水文和相关资料和
产品免费和无限制的国际交换”。

••

资料处理和预报

22. 对NMHS收集的观测数据和资料进行处理可制作对重大事件决策提供支持的产品，如
热带气旋和飓风、高温、疫情爆发、山洪和干旱等。产品质量取决于是否拥有足够的处理设
施和人力资源。观测资料是制作预报和警报的基础，所有的NMHS通过分享这些观测资料为
制作各类产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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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世界气象组织指定了一些NMHS为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它们向所有的NMHS提
供预报产品。它们按地域、热带气旋和环境紧急响应加以区分。此外，WMO还指定了全球
制作中心(GPC)和区域气候中心(RCC)，它们的重点是较长时间尺度的预测。GPC和RCC提
供的气候预测和信息是气候敏感部门(如农业、水资源、能源和健康等)规划和开发活动的有
用工具。
24. NMHS可以利用RSMC产品制作本国的灾害性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的预报和警报，以支
持社会经济开发活动。

第三部分 :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成功运作的要素
法律和体制问题
•

定义NMHS使命和任务的国家法律文件

25. 有关NMHS的法律文件是其成功运作的重要因素。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重申，拥有
一份定义NMHS使命和职责的国家法律文件，以保证明确其责任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得到认
可，促进资源的充分分配十分重要。这样的法律文件有以下好处：
(a)

NMHS的责任和职责领域得以确定，这有益于NMHS和政府的利益；

(b) 明确指定NMHS为天气、气候和洪水预警服务的“官方”提供机构，以及紧急情况下的
“国家权威机构”，以免公众混淆视听；
(c)

对野外设备和执行公务人员提供法律保护；

(d) 确保直接进行重要的国际通信；
(e)

协调国家各种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活动；

(f)

为确定履行职责所需资金水平奠定基础；包括保留NMHS的收入以改进其业务的条

款。
26. 超过一半的由WMO会员运作的NMHS拥有正式法律文件(如法律、法案、法令)涵盖
其职责、建立和运行其设施、和政府法规及法律责任。这些法律文件包含的其它问题还有
NMHS在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方面的作用、国际合作、以及追加拨款和资金。
•

国际协议的影响

27. NMHS收集、处理和归档的观测和资料为签订国际公约，尤其与气候、水和环境有关
的国际协定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多数政府是这些国际公约、协议或者宣言的缔约方，如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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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千年宣言》，包括《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和《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NMHS经常与其它的国
家机构一起参与制定和支持尤其是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会议中的政府立场。最近有
关气候、水和环境相关问题的协议数量增加，加上气候对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重大影响将使
NMHS更多地参与相关活动。这将要求改进对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的收集、处理和存档工
作。
管理
28. NMHS的管理结构对其运作和有效提供服务有重要影响。NMHS的架构旨在更好地为国
家提供有效的服务，国与国之间的NMHS的组织结构有相当大的差异。影响结构差异的因素
有：(1)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做法和模式；(2)国家大小和特点、人口分布和所提供的服务；
(3)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适用技术的可获性；(4)资源的可获性和获取资源的手段；(5)用户
群体的特点和宣传力度。这些组织架构还依赖于NMHS的模式，它们可能包括政府性机构、
半自治政府机构、政府下属的组织和私有公司。在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并存的国家，需尽可
能分清职责，最大程度地减少冲突。
29. 随着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日益广泛的挑战，NMHS需要采取灵活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策
略，以便加强与相关的国家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互动。
伙伴关系与合作
30. 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的提供以世界各国的NMHS合作为基础。NMHS在收集
和共享观测资料、资料及产品的服务提供方面互相依赖。世界气象组织负责协调观测资料的
全球交换政策和计划。
31. 许多NMHS已经注意到更密切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对协助其运作带来的益处，尤其是
它们能通过分享资源增强联合能力，以及通过技术交流减少重复或促进能力建设。一些区域
性活动如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将区域内的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的提供方和用户
联系在一起，继续为改进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发挥重要作用。WMO区域培训中心(RTC)、
区域仪器中心(RIC)和区域气候中心确保各NMHS能得到有成本效益的教育、培训和服务。
WMO区域协会和区域办公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提升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考虑到提供精确可靠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所面临的科学挑战和获取足够资源的难度
巨大，与区域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使许多NMHS从中获益。特别是，学术和研究机构为开发
针对用户的服务以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创造了机遇。与水文气象装备行业协会(HMEI)
的伙伴关系继续在水文气象装备的研制单位与用户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联系纽带。NMHS同
时还有为其他UN机构做贡献，继而有益于本国的机会，如那些涉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
活动。
33. 由于媒体为向公众传递预报和预警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因此与全球、区域、国内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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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电子和印刷媒体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对加强面向公共的服务提供非常重要。
第四部分：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未来发展和机遇
探索更深的科学认知
34. NMHS提供的服务依赖于WMO会员国在研发(R&D)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持续投资。现
有服务的进一步改进需要：(1)研发结果向纯业务产品和服务的有效转换；(2)研发要满足
NMHS及其赞助者的具体需要；和(3)发展与决策者和用户联系的有效途径，尤其通过有效
使用PWS，将科研成果转换成便于理解和采取行动，有助于决策的工具、产品和服务。
35. 由天气/气候模拟界开发的平衡(无缝隙)预测方法为从天气时间尺度向气候尺度的预报
预测迈进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这为改进服务形成了潜力，并应成为NMHS的一个优先重
点。
利用技术进步
36. 随着WIGOS和WIS的发展，NMHS受益于能获取更多更好的资料用于提供服务。WIS也
将向NMHS提供更有效的向用户分发信息和产品的方法。
37. 许多NMHS将面临开发资料加工和预测系统的挑战，该系统将有效利用这些大批量复
杂的数据流。
38. 新的模拟方法，如集合预报和“无缝隙”预报系统，将受益于超级计算机能力的提高。
39. 新技术和正在开发的技术，以及互联网传输资料、产品和联网技术使NMHS拓展了其
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使用，从而扩大其影响的机会。
教育和培训
40. 教育和培训活动的重点是气象(包括海洋气象和热带气象)、天气预报、农业应用、航空
气象、气候和气候预测、防灾、环境、水文、仪器(包括卫星和遥感)和观测、海洋学、电信
等诸多学科。
41. 教育和培训不仅对技术事宜至关重要，而且对强调用户将天气、气候、水和环境相关
服务整合进决策的能力应用也非常重要。培训也需要用于提高开展有目标的研究以改进服务
的能力；规划和体制管理；交流和公众关系；和其它行政和支撑职能。需要给通过教育和培
训来扩大技术改进NMHS服务的提供、传输和应用以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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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
总摘要第 11.8.2 段的附录
WMO 性别主流化政策
1.

综述

1.1

目的

WMO 此项政策旨在促进、鼓励和推动 WMO 内的性别平等，并建立衡量进展的机制 1。
1.2

定义

1.2.1

为了此项政策，WMO 已采用了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ECOSOC) 所采用的关于性别主
流化的定义，以及联合国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制定的性别和性别平
等定义。
1.2.2

ECOSOC 于 1997 年 7 月 18 日确定的社会性别问题主流化的结论 1997/2 是 “ 评估在

各领域和层面所规划的行动对男性和女性会产生何种影响的过程，包括立法、政策或计划。
该战略使男性和女性的关切和体验成为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政
策和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保证男性和女性可平等受益，且消除不平等。 最终目标
是实现性别平等 ”。

性别是指有关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属性和机
会、男性和女性以及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关
系、女性之间的关系和男性之间的关系。
这些属性、机会和关系均是通过社会化进
程而构建的和获得的。 它们是有特定的环
境和时间的，且易改变。 性别决定特定环
境中的男性或女性所盼望、所得及价值所
在。 在大部分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之间在
肩负的责任、开展的活动、获得和管理资
源以及决策机会方面存在差异和不平等(参
考：联合国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
特别顾问办公室)。

1

性别平等是指男性和女性及男孩和女孩的平
等权利、责任和机会。 平等并非指男性和
女性是一样的，而是指男性和女性的权利、
责任和机会不再取决于他们出生时的性别。
性别平等的意思是要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的利
益、需求和优先重点，了解男性和女性不同
群体的差异。 性别平等不是女性的问题，而
是完全涉及到男性以及女性。 男性和女性之
间的平等被视为人权问题以及以人为本的可
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指标(参考：联合国性
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
)。

本文件所有提及 WMO 之处，均包括秘书处及其计划、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技术委员会和
区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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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MO 性别平等的愿景

1.3.1

WMO 的愿景是为在天气、气候、水文、水资源和相关环境问题的专门知识和国际

合作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从而促进世界人民的安全与福祉和各国的经济效益。
1.3.2

这一愿景的性别前景是为了通过平等的聘用机会全面发掘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和人力
潜能 ( 参见 3.3.2(a) 段 )，并带来能够根据男性和女性需求以及对其生活十分重要的更好的环
境服务。
2.

WMO 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理由

2.1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项全球公认的联合国 (UN) 促进性别平等的战略。 联合国
已采取专项行动来消除性别歧视。 此类行动特别包括 1995 年 “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
ECOSOC 认可的结论 1997/2、联合国大会决议 52/100，以及更近期的千年发展目标 (MDG)
第三号：“ 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
2.2

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WMO 贯彻执行了此项战略，至今已就性别问题
进行了两次全球调查，并分别在 1997 年和 2003 年召开了两次气象和水文妇女会议。 这些
活动提出了许多建议并确定了行动领域。2007 年 3 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社会性别主流化
专家会议上就起草此项政策对这些建议和 WMO 决议 33(Cg-14，2003 年 5 月，日内瓦 ) 加
以了考虑，与会者有各区域和 WMO 各技术委员会的代表。
3.

WMO 社会性别主流化方案

3.1

目标

总体目标就是要实现性别平等。 提供更好的和性别敏感性的环境服务将有助于进一步响应
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人道主义需求。
3.2

战略

为了实现此目标，WMO 将采用一项三位一体的方法。首先，社会性别主流化力图确保在聘用、
决策和提供服务时要考虑男女的各种要求和经验。 其次，根据 WMO 上次的性别分析结果，
针对性别给予适当干预。 第三，应建立机制来监督各层面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活动。
3.3

目的

3.3.1

WMO 的三项最高目的 (TLO) 如下：

(a)

制作涉及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参数的更为准确、及时和可靠的预报和预警；

(b)

促进向公众、政府和其他用户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和服务；

(c)

提供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建议，以支持政策和决策以及实施经认可的国际发展目标
和多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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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关于上述目的，WMO 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着重于提供均衡的、平等的就业机会和
环境服务，并将为下列性别敏感行动奠定基础：
(a)

聘用：
(i)

采用均衡的聘用、选拔和留用规范；

(ii)

提供平等的工作条件(休假、每天工作时间、工资、设备、退休和其他津贴)；

(iii)

在当地、区域和国际层面提供平等的培训机会；

(iv)

提供平等的提升机会；

(v)

在各级别平等分派工作职责；

(vi)

不同个人/家庭状况的平等工作/生活安排；

(vii) 男女平等参与WMO各项活动和计划的机会；
(viii) 男女参与就业问题决策；
(b)

3.4

环境服务的提供：
(i)

获取、阐明和使用信息和服务；

(ii)

有效参加公众教育和宣传活动；

(iii)

对参加WMO活动的用户做到性别平衡；

(iv)

有效考虑各类不同用户的需求。

行动框架
本框架为 WMO 及其会员提供了指导和方针。 本框架的四项主要要素如下：

(a)

管理：
(i)

高级管理人员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的有效支持、责任和透明度；

(ii)

常规预算计划中为性别主流化活动提供足够的资金；

(iii)

与利益攸关方的所有交流和磋商要包括性别平等问题；

(iv)

就性别平等问题促进各国间更为明确的交流；

(v)

制定具性别敏感性的人力资源政策；

(vi)

在WMO各级部门任命性别联系人以解决针对性别的问题；

(vii) 建立起指导性别主流化活动的机制；
(b)

聘用：
(i)

在招聘、选拔、提升方面实施具性别敏感性行动并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

(ii)

在工作条件和津贴分配方面实施具性别敏感性政策；

(iii)

为所有员工的职业发展提供同等的在职教育和培训机会；

(iv)

制定和实施宣传计划，以促进气象学、水文学及相关科学成为男性和女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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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具有魅力的职业；

(c)

(d)

3.5

更好的服务提供：
(i)

在提供及时和有效服务时应考虑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求；

(ii)

男性和女性积极参与制定为用户提供的服务；

(iii)

在选择参与用户论坛的与会者时要注意性别平等；

有效的监督和评估：
(i)

收集和分析性别问题的资料；

(ii)

NMHS就性别主流化的进展作出年度分析和反馈；

(iii)

评估实施WMO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影响；

(iv)

NMHS与国际组织间分享(交流)性别主流化的最佳规范；

(v)

说明和不断改进本框架的各项要素。

实施

3.5.1

此项政策的成功取决于 WMO 及其会员的支持。 此项政策将通过 WMO 各主要计划、
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会员 ( 包括 NMHS) 在国内和国际上开展的共同协调活动予以实施。
3.5.2

鉴于会员间的政治、文化和社会 - 经济的差异，重要的是 NMHS 要制定能切实满足
其当地需要的行动计划。 上述框架旨在帮助实施此政策。
3.6

作用和职责
确保有效实施此项政策的职责由下列人员负责：

(a)

WMO各会员国的常任代表和秘书长在其各自层面最终负责此项政策的实施；

(b)

所有工作人员、决策者、服务提供方和性别联系人应本着本政策所述的性别主流化
方案的精神来实施其各项活动。

3.7

监督

3.7.1

每年将通过适当机制对此项政策的实施进行审议。

3.7.2

将向秘书长报告进展情况，秘书长将把此信息转达会员国并向执行理事会 / 大会提
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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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3
总摘要第 11.9.5 段的附录
概念文件
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统
EC-PORS 研究任务组 :
Peter Lemke( 组长 ), Johan Stander, Steve Pendlebury, Neil Adams( 顾问 )
2011 年 1 月，第三版
GIPPS 的背景
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极地观测、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在其第二
次会议 (2010 年 10 月，霍巴特 ) 上同意一个为期十年的重大倡议的概念，旨在建立一个极
地预报系统。专家组把这项新倡议称为 ‘ 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统 (GIPPS)’。‘ 全球 ’ 一词反
映出这将是一种国际努力，并体现了各极区 ( 包括第三极 1) 影响全球各个系统 ( 天气、气候、
水文、生物、化学等系统 )；‘ 综合 ’ 一词反映所有上述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还因为 ‘ 系
统 ’ 本身将以研究、观测和服务原则为基础，相互融为一体，并协调一致 1。对于各极区，
GIPPS 被视为 WMO 为实现以下目标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基础，即：“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
免受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保护环境，并在粮食安全、水资源和交通 2 领域提高社会各
界的经济和社会福祉 ” 3。
GIPPS 的基本目标
在倡导 “ 极地预测系统 ” 方面，EC-PORS 认为，它应以服务为主要驱动力 ( 即重点是
业务 )，并提供从每天到年代际时间范围的 “ 预测 ”。换言之，GIPPS 需要：
•
•
•

•
•
•

满足“用户需求”；
准确预测北部和南部高纬度地区大气、海洋、水圈/冰冻圈的未来状态，特别是预报系
统被调整为适应低纬度地区或不太可靠的那些地区；
通过适当的观测系统并辅之以科学研发得到支持。
为 GIPPS 设想的三种时间尺度涉及：
几天至几周的短期预测基于完全耦合的确定模式或集合方法；
中期(数月至数十年)预测最有可能依赖于集合方法；
未来几个世纪冰盖物质平衡、海平面以及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长期预测(在IPCC意义上)
可能基于情景方法。

有证据表明，极地过程在当前的全球系统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模拟。正确理解极地大气
物理学，不仅将改进极地预测，而且也应改进全球预测。
1
2
3

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地区
见第 6.4 节 ,http://www.wmo.int/pages/prog/www/WIGOS_6_EC_PORS/Final_Report2010.pdf
http://www.wmo.int/pages/about/index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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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预测系统的价值
极地预测系统将惠及非常广泛的用户和社区。它不仅将加强对极地气象的科学认识，
而且将从根本上支持那些参与极地活动的机构改进服务。一个有效的极地预测系统也将直接
促进全球模拟的努力，并给所有纬度的社区带来效益。极地预测系统将产生的效益包括：
•
•
•

改进对重要用户的服务，包括那些参与运输、后勤保障和规划、生物和能源资源管
理、水资源、旅游、海洋和航空活动以及减轻灾害风险(DRR)的用户；
提高对驱动极地天气和气候系统的关键物理过程的认识，并确定特定观测技术和方法
的效益；
为全球模式提供输入，确保其有效地涵盖极地过程和遥相关。

除典型天气变量外，极地预测系统应侧重于专门变量，如海冰、多年冻土、极地云、
冰盖物质平衡和积雪。
利益攸关方

指定 GIPPS – 最终用户的合作伙伴：
在这项任务中放在首位的是，GIPPS 应 “ 以服务为驱动力 ”。换言之，极地预测系统需
要提供输出，即向最终用户提供使他们能从其活动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最佳成果的环境信息。
为此，EC-PORS 服务任务组将编制一份白皮书，全面介绍国际社会对极地服务的需求，并
明确阐释由 GIPPS 提供的价值，而白皮书本身也将提交 2011 年秋季在北方召开的 EC-PORS
下次会议审议。
作为一种了解最终用户需求的尝试，EC-PORS 研究任务组通过询问有关当前极地预测
系统在服务 / 观测 / 模拟方面可以察觉到的不足之处的简单问题，开展了初步的 “ 差距分析 ”。
这一试点调查的受访者大多是气象、冰冻圈、水圈和数值模拟领域的业务或研究人员。因此，
许多已确定的差距是技术性的并不奇怪。例如，对更全面的两极地区海冰模拟的需求，以及
对更好的边界层通量观测资料和模拟的需求。因此，EC-PORS 服务任务组的任务将是阐明
“ 真正 ” 的最终用户的需求，即在两极地区 “ 野外 ” 工作的 “ 考察队员 ”( 如地质学家、冰川
学家、生物学家 )；特别是北极地区的公民和公用事业公司；极地航运和航空，包括旅游业、
渔业和其它商业企业。在最终用户需求与服务提供方之间将有可能存在协同作用，例如，
上述海冰模拟将会导致对极地水域进行更有效和更安全的船舶交通定线。

开发 GIPPS 的合作伙伴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如果 “ 极地预测系统 ” 要以一种完全可靠的方式服务于极地
公民，即不仅在基础科学方面可靠，而且在支持处理 ( 计算机模拟资源 ) 和通信基础设施方
面可靠性，它将必须成为一个端到端的、全面支持的业务预测系统。因此，同样清楚的是，
( 大气、冰冻圈、水圈、化学、海洋、土壤等领域的 ) 研究人员和模式开发人员的技能、要
求和想法都将必须处在 “ 极地预测系统 ” 发展的前沿，作为全年日常业务提供基础的研究院
所、机构以及国家水文、气象和海洋机构也必须如此。提出的跨地区极地区域气候中心 (RCC)

附录

453

和极地气候展望论坛 (PCOF) 的发展对于满足极地地区的服务将十分有用。
支持和指导已在极地预测领域发挥作用的大量努力将是 EC-PORS 的关键重点工作，它
能利用研究和观测团体的工作，如南极中尺度预报系统 (AMPS) 开发机构、南极气象观测、
模拟和预报研讨会 (AMOMFW) 论坛、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 业务气象组、国际北
极科学委员会 (IASC) 的各种工作组、国际极地气象委员会 (ICPM)、WMO 世界天气研究计
划 (WWRP) 和 (WMO) 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报性试验 (THORPEX)，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英国南极调查局 (BAS) 和伯德极地研究所等。所有这些都是确定 “ 极地预测系统 ”
观测和研究需求的重要机构。此外，业务数值天气系统如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 (NCEP) 和各种 NWP 国家中心都将在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更不用
说它们在通报在可持续业务基础上务实 / 现实地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了。
GIPPS：十年里程碑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IPY)1 继续在由 1882-1983、1932-1933 和 1957-1958 国际极地年
促进集中极地研究所证实的结果方面获得成功。毋庸置疑将会有更多的 IPY，极地预测无疑
将逐步改进，因为全球预测业务系统将更加充分地耦合，并且是地球系统集成的。这里刻意
强调了 “ 逐步 ” 这个词，因为侧重于全球的模式开发人员往往把重点放在对全球估量 ( 如技
巧评分 ) 而不是个别区域结果的改进上。因此，EC-PORS 将全面业务化的、端到端的、针
对极地进行调整但全球综合的极地预测系统看作是迈向业务 GIPPS 所要达到的十年努力目
标，该系统将满足极地地区及其以外地区公民的当代需求。

附录 14
总摘要 11.9.17 段的附录
全球冰冻圈监测网
GCW 的实施战略
1.0 背景 :
冰冻圈总体上描述了含冻态水的地球系统要素。它包括固态降水、积雪、海冰、湖冰
与河冰、冰川、冰盖、冰原、多年冻土层和季节性冻土层。冰冻圈存在的范围遍及全球，跨
越所有纬度，所在国家近 100 个，而不仅限于南北极地区和山区。冻态水及其在大气、陆地
和海平面中的变率和变化在气候系统中获得直接反馈，影响能量、水分、气体和粒子通量、
云、降水、水文状况以及海气循环。冰冻圈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气候变化指标，但却是地
球系统中采样最为缺乏的领域之一。改进对冰冻圈的监测对于充分评估、预测及适应气候变
率和变化十分重要。
1

http://www.ip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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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问题需要协调一致的国际和跨学科机制，因此提议建立一个业务化全球冰冻
圈监视网。
2.0 GCW 满足用户需求		
GCW 将为会员及更广泛的用户群提供资料、信息和产品，帮助他们减少因自然和人为
灾害造成的和生命财产损失，改进能源和水资源的管理，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影响人类健康福
祉的环境因素，认识、评估、预测、减缓并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改进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
为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和保护提供援助，并为可持续的农业活动提供支持。
GCW 将为与气候、水和天气有关问题作出有依据的决策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可实时使
用的信息，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管理风险。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信息将更加面向服务。
在 GCW 计划征询意见阶段，会员强调了冰冻圈对国家和全球的影响，特别是以下方面：
•
•

•
•
•
•
•

海平面上升威胁小岛国及地势低洼海岸带的重要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设施；
海冰变化影响前往极地海洋及其周边海域的水道，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资源的获取、
航海、旅游、海事安全和保障。逐渐减少的夏季海冰也会影响中纬度地区的海洋环流
和天气型态；
冻土的融化影响基础设施并成为甲烷温室气体的一个潜在的重要来源；
冰冻圈产生的变化对供水、粮食生产、饮用水的获取、淡水生态系统、水力发电都有
重大影响，并造成洪水和干旱风险；
冰山、雪崩以及冰川崩溃性洪水等自然灾害给交通、旅游和经济发展带来风险；
需要冰冻圈的资料和信息来改进极地和阿尔卑斯地区以及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监
测预测；
象北极涛动(AO)指数这样的大范围动力学变化对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气候产生了重
要影响，但目前对这些影响的预测不够理想。

3.0 任务和目标
GCW 将是为所有重要冰冻圈实地和遥感观测提供支持的国际机制，包括研究和业务观
测，用于实施综合全球观测战略合作伙伴 (IGOS-P)- 冰冻圈主题 ( 以下简称 “CryOS”) 的各
项建议。
为满足 WMO 会员和合作伙伴为用户、媒体、公众、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的需求，
GCW 将提供权威、清晰、可用的有关冰冻圈过去、当前和未来状况的资料、信息和分析。
GCW 的完整计划涵盖观测、监测、评估、产品开发、预测和研究等内容，通过国家和全球
协调整合，建立对冰冻圈开展可靠、全面和可持续观测的框架机制，并发布高质量的全球和
区域产品和服务。GCW 还将组织开展冰冻圈的分析和评估，为科学界、决策和环境政策提
供支持。为实现上述目标，GCW 将包括：
•

需求：通过确保CryOS文件的灵活性，并遵循WMO滚动评审需求(RRR)的程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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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会员、合作伙伴以及科学界对冰冻圈观测不断发展的需求；
•

•
•
•

综合：建立一个对冰冻圈状况及其在地球系统中相互作用进行评估的框架，强调利用
地面和空基观测制作综合产品，同时引入濒危的长期监测序列的早期检测和支持机
制，旨在优化环境状况知识，并使用这些信息制作预测天气、气候和水资源产品和服
务，从而为拟开展的WMO全球综合极地预报系统(GIPPS)和极地区域气候中心做出贡
献；
标准化：通过找出会员、伙伴组织和科学界近期使用的标准中存在的差异与不一致
性，改进有关冰冻圈变量测量的观测标准和规范，提高观测资料的质量；
获取：加强WMO观测系统及其合作伙伴观测和产品的交换、调用和使用；
协调：与WMO各项科技计划、技术委员会(TC)、区域协会(RA)、伙伴组织和科学界协
作，支持未来观测系统和全球观测网络优化的研发和连贯一致策划活动，特别是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WIGOS)。

GCW 将成为 WIGOS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合作协调冰冻圈
活动，包括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 和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GTOS) 中与气候相关的部分、
加强 GCOS 对 UNFCCC 的支持等。GCW 将进一步加强 WMO 对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CS)
做出的贡献。GCW 还将通过 WIGOS 和 WMO 信息系统 (WIS) 在全球综合对地观测系统
(GEOSS) 中发挥重要作用。
4.0 GCW 和 WMO 战略计划
冰冻圈从本质上具有跨学科性。在 WMO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中，GCW 是一项交叉
性活动，涉及全部 5 个优先重点领域，并涉及实现所有战略主旨的预期结果。它涵盖 WMO
所有技术司 ( 观测与信息系统司、科学研究司、气候和水司、天气和减轻灾害风险服务司 )、
联合资助活动 ( 如 WCRP，GCOS) 以及 WMO 技术委员会。GWC 将：
•
•
•
•

提高制作更高质量的气候预测和评估、水文预报和评估以及天气预报和预警的能力；
建立在GCOS下整合大气、陆地(包括水文)和海洋冰冻圈中基本气候变量(ECV)的机
制；
协调WMO及其它机构和组织的冰冻圈观测活动；
成为WIGOS和WIS的一部分。

5.0 GCW 的实施
5.1 阶段

GCW 定义阶段 (2007-2011 年 )
在审议了 WMO 制定实施 GCW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EC-61 批准了在 EC 极地观测、
研究和服务专家组 (EC-PORS) 指导下开展 GCW 计划的后续步骤。为此，围绕确定 GCW 的
合理依据、理念、原则以及特色进行了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将参与 GCW 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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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WMO 相关计划，技术委员会，其它机构、研究所和组织的主要伙伴以及科学界的意见。
目前正在确定试点和示范项目以检验 GCW 的实施情况。秘书处通过 EC-PORS 信托基金为
GCW 初步制定提供了支持。

GCW 实施阶段 (2012-2019 年 )
实施阶段计划安排于 2012 年至 2019 年间，由 WMO 及其合作伙伴协调开展。这一阶
段将通过确定 GCW 实施计划的任务与活动重点推动实施 GCW 计划。初步时间表及可提供
的服务见图 1。

GCW 业务运行阶段 (2020 年以后 )
一旦框架结构建立，GCW 将进入业务运行阶段，继续完善，从而改进服务的提供并支
持决策，以便响应用户需求和推进技术进步的机遇。
图 1: GCW时间节点与服务内容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1

主要任务和活动
定义阶段
Cg-15要求提交GCW制定
报告与建议
初步确定观测需求(IGOS
冰冻圈)
IPY-ITG GCW专家组开展
可行性研究
EC-61批准按照EC-PORS
指南的GCW后续步骤
管理、经营和计划活动
EC-PORS确定的重要任务
WMO计划、委员会与合作
伙伴的参与
确认/启动试点/示范项目检
验GCW的理念
确定/建立冰冻圈基准站点
制定GCW卫星产品清单
开发门户网站保证冰冻圈
资料提供方互可操作
设立GCW项目办公室
实施：
沟通与宣传
区域实施计划
确立测量需求和标准/指南
支持工具的设立
冰冻圈评估年度状况
GCW文献编制
GCW实施计划
能力建设
到目前为止已开展的工作
计划或进行中的工作
部分已业务运行的工作，不是项目的一部分
如有需要

实施阶段

业务运行阶段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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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任务
在 EC-PORS GCW 专题组开展可行性研究并不断向 WMO 会员和潜在合作伙伴征询意
见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将要实施的最初重要任务：
1.
2.
3.
4.
5.
6.
7.
8.

实施CryOS的建议；
启动试点和示范项目；
建立冰冻圈基准站点；
为GCW制定一份卫星产品清单；
为冰冻圈用户和提供方开发门户网站并确保互可操作性；
能力建设；
沟通与宣传；
监督科学进程。

将建立由 WMO 及其合作伙伴的专家组成的 GCW 专家与技术组牵头上述活动。初期任
务概况如下：

实施 CryOS 的各项建议
CryOS 为 GCW 的制定实施提供了运行框架。通过向全球冰冻圈界广泛征询和评审意
见，CryOS 对观测能力和需求进行了细化，提出填补差距的建议，并为开发协调 WIGOS、
GCOS/GOOS/GTOS 和其它系统的冰冻圈部分提供了措施，从而在未来 10-15 年内使冰冻圈
有关产品满足用户绝大多数需求。 CryOS 中对相关安排作了描述，以确保现有冰冻圈资料
和产品能够及时公开调用并互可操作。它还突出强调了确定和协调资金来源的必要性，从而
确保不断根据需求和技术发展改进观测；并重申保障观测系统运营方的重要性，以维持和加
强冰冻圈的观测和产品。GCW 将逐步完善上述建议，以保证观测和信息系统的全面性、协
调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充分认识冰冻圈及其相关变化。

试点和示范项目
将实施试点项目，以展示：(a) GCW 能够为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的冰冻圈各组成部
分提供的资料和信息类型；(b) GCW 如何在现有冰冻圈学界开展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c)
建立完整的冰冻圈信息综合业务系统所需的时间和资金；(d) 如何编写观测活动和产品开发
的标准和最佳规范；以及 (e) GCW 能够解决的挑战 / 差距 / 需求。示范项目应重点放在区域
和国家对标准化、整合和互可操作性的贡献上。
上述项目包括 WMO 会员、相关计划、技术委员会以及合作伙伴的贡献。未来可能为
示范 GCW 业务做出贡献的项目包括：CIMO 的固态降水、降雪和雪深测量比对；挪威提出
的关于建立冰冻圈长期系统气候监测新业务的 CryoClim 计划；ESA 的 “ 冰冻圈基本气候变
量全球监测 ” 计划 ( 气候变化倡议 )；由国际科学理事会全球资料系统 (ICSU/WDS)、国际大
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 (IUGG/IACS)、UNEP、UNESCO 和 WMO
的共同主办的瑞士苏黎世大学世界冰川监测局 (WGMS)；北欧英才中心 (NCoE)：SVALI 计划，
即北极陆冰的稳定性与变异；USGG 标准冰川计划和 IPY 资料和信息服务 (IPYDIS) 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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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和网络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在挪威、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冰冻圈资料中心之间建立互
可操作业务。GCW 将以现有计划和项目为基础，而其它试点和示范项目应分别在不同区域
设立，包括阿尔卑斯地区、中亚地区 ( 特别是 “ 第三极 ”)、热带地区和南极大陆。

基准站点
GCW 将发起一个名为 “CryoNet” 的冰冻圈综合观测网络，该网络由气候寒冷地区的基
准站或 “ 超级站点 ” 构成，在陆地或海面都进行设立，负责连续运行标准化项目，尽可能观
测和监测更多冰冻圈变量。CryoNet 将提供用于卫星检验和模式输出的基准站点。在初期阶
段，它将以现有的冰冻圈观测计划为基础，或在现有设施中加入标准化的冰冻圈观测，以
建立超站点环境观测站。在 GCOS 的鼓励下，GCW 将协助建立高纬度超站点，与相同位置
的关键变量进行同步测量，特别是多年冻土层和积雪，从而加强 GCOS/GTOS 多年冻土层
(GTN-P)、冰川 (-G)、和水文 (-H) 观测还包括测量固体降水量。气候寒冷地区的 GAW 站点
和 WCRP/ 经 协 调 的 能 量 和 水 循 环 观 测 项 目 (CEOP) 基准站点将可能成为备选站点。
要求各会员通过其冰冻圈联络员推荐适宜的站点。中国已经在 “ 第三极 ” 地区建立了若
干超级站点，这里的亚洲高纬度冰冻圈 (HAC) 是服务 10 亿多人口的亚洲 “ 水塔 ”。这些站
点将纳入拟建的 GCW 网络，并帮助牵头制定标准化冰冻圈观测计划。另一项建议是芬兰北
部的北方森林 Sodankylä-Pallas 超级站点。该站的基础设施主要用于土壤 - 雪 - 植被 - 大气相
互作用的综合监测，并不间断地为卫星传感器提供基准测量。
基准站点将在建立冰冻圈测量最佳规范、指南和标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审议资
料均一性、互可操作性以及所有 GCW 观测和监测组成系统及冰冻圈衍生产品观测活动的可
比性。

卫星资料产品清单
此项任务负责制定一份成熟的并已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的 GCW 备选卫星产品清单，包括
产品的比对，旨在对质量进行评估，并确保权威性。EC-PORS 的极地空间任务组直接同空
间机构联系，将与 GCW 共同确定新的卫星产品，以支持 GCW 试点项目并提供服务。
目前，WCRP/SCAR/IASC 气候与冰冻圈项目 (CliC) 正在举办一个海冰范围与浓度卫星
反演产品评估研讨会。该任务在 GCW 可行性研究中被确认为试点项目。比对的结果将为
GCW 多种现有产品以及确定 “ 权威 ” 信息程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WCRP 观测与同化专家
组 (WOAP) 正在组织关于基本气候变量 (ECV) 的研讨会，会上将根据产品成熟度、精确性、
用户、应用等信息以及 GCOS 的 ECV 数据集指南编写卫星和实地观测的 ECV 产品清单。
例如，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 (NOAA) 开展的冰雪卫星反演气候资料记录 (CDR) 工作；欧洲
空间局 (ESA) 气候变化计划将提供符合 GCOS 要求的 ECV，并支持检验和改进目前从卫星
资料中改进冰冻圈地球物理参数方法的工作。

GCW 门户网站
GCW 门户网站将向 WMO 会员、合作伙伴以及用户提供 GCW 资料和信息，同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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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资料和产品提供方组成的分布式网络中交换资料和信息的能力。作为 WIS 的一部分，
该门户网站将实现资料、元数据、信息和分析的迅速交换。这一网站信息流的概念在图 2 中
作了描述。
该网站及相关资料和信息将覆盖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冰冻圈的所有组成要素，提
供有关过去、当前和未来冰冻圈状况的资料和信息，并充分利用基于业务和研究的观测、监
测及模拟。GCW 将通过 WIS 确保提供实时、临近及过去冰冻圈资料和产品。GCW 将会尊
重合作伙伴组织的伙伴关系、所有权以及资料共享政策。它将广泛发布新消息，例如冰冻圈
实时 “ 热点新闻 ”( 如极端天气、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新的研究成果等 )。
挪威气象局 (METNO) 正在按照他们搜索资料的网络工具描绘 GCW 门户网站原型。
IPY 的资料中心 / 门户网站，如 METNO、加拿大冰冻圈信息网 (CCIN)、英国南极考察局 (BAS)
以及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 (NSIDC) 等已经能够互相操作。该方法帮助那些掌握相关冰冻
圈资料和信息的 NMHS 和外部资料中心在国家和全球范围提供无缝隙信息服务。

WMO
联合发起方
合作伙伴

GCW咨询委员会

用户&应用
研究和业务中心，安全、影响、适应

宣传、教育能力建设

资料与信息

GCW 门户网站
GCW专家、技术
和区域小组

职责
提供关于冰冻圈过去、当
前和未来状况的权威、清
晰、可用的资料、信息和
分析，以满足WMO会员和合
作伙伴想用户提供服务的
需求。

GCW信息和分析
距平示踪、热点、变率与变化（过去、当前、未来）、
全球和区域产品、基准站资料

观测
GCW站、构成网络、
卫星

冰冻圈产品
业务产品、再分析、
科研数据集

图 2: GCW业务概念框架

能力建设
GCW 应制定有效的能力建设战略。必须开展协调一致的能力建设工作来响应会员提出
的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需求，进而帮助所有国家改进和维持观测，并开展冰冻圈资料和信息交
换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需要确保获取并有效利用观测、资料和产品、
相关技术和新知识。例如，关于海平面可能上升、山地 ( 包括热带地区 ) 和冰川减少的信息，
更好的理解南极地区冰冻圈变化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极端天气和气候的影响，这些都是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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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对 GCW 的需求。
能力建设将与现有的 WMO 工作进行协调，并发挥 WIGOS 和其它 WMO 计划、区域协会、
技术委员会以及 GCW 合作伙伴所建立的机制优势。

沟通与宣传
GCW 在 WMO 及其合作伙伴组织中都拥有众多各类利益攸关方。GCW 将与 WMO 会员、
计划、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合作，制定有效的沟通、宣传和教育战略。GCW 将利用宣传
计划的优势，这些计划通过 IPY 并与有关组织合作制定和有效部署，例如极地年轻科学家
协会 (APECS) 以及全球有益环境的学习和观测计划 (GLOBE)。GCW 门户网站将提供有关
沟通、宣传和能力建设的信息，旨在对其它各项工作进行补充，而不是重复建设。
6.0 协作、合作伙伴、支持
WMO 会员对 GCW 予以了积极有力响应，并且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 WMO 所有区协
的 30 多个会员指定了他们的 GCW 联络员。这些联络员将参与 GCW 的制定并将其所在国
的国家计划和全球计划进行综合。除在极地地区有具体的国家和区域活动的会员外，其他对
冰冻圈变化及其对所在国产生潜在影响的会员 ( 如马尔代夫、泰国、埃塞俄比亚、塔吉克斯
坦 ) 对此表示关切。
GCW 将涉及 WMO 联合发起的各项计划、各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和其他履行冰冻圈
相关职责的组织参与。目前正在确定 GCW 的合作伙伴，包括对实地和卫星研究与业务网络
和模式的冰冻圈资料和信息进行测量、监督或归档的政府机构和院所。国际机构，如国际冻
土协会 (IPA)、世界冰川监测局 (WGMS)、全球降水气候学中心 (GPCC) 和国家机构，如美
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 (NSIDC) 均表达了支持 GCW 的意愿。
由 WMO 联合发起的各项计划是 GCW 重要的合作伙伴。与 WCRP/CliC 协作开展了
GCW 可行性研究，并与 SCAR 联合牵头制定了 CryOS。WMO-IOC-UNEP-ICSU 联合 GCOS
指导委员会赞同建立 GCW 这一综合冰冻圈观测活动的机制。
目前正在研究可能的联合计划。UNESCO 的 IOC 从最初就参与了 GCW 的过程，并表
达了成为合作方的兴趣。将与全部合作方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议。
EC-PORS 及其 GCW 专题组负责牵头与合作伙伴的讨论。
7.0 GCW 管理与治理
7.1 GCW 概念框架
GCW 的组织、计划和程序治理将根据 WMO 的结构并与伙伴组织相互合作。冰冻圈资
料、信息、产品和相关知识的提供方不仅限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还包括国家和国
际伙伴组织、机构以及科学界。通过联合举办以及合作伙伴关系开展的协同合作十分重要。
GCW 将与用户群进行有效协作互动。能力建设和培训将纳入 GCW 框架的各个方面。专家、
技术和区域专题组将负责制定、实施和管理 GCW 相关任务。GCW 咨询委员会将根据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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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情况最初引导各项活动、任务以及各团队的组建工作。GCW 的初步框架或称概念模型
参见图 2，阐明了 GCW 业务的 “ 来由、内容和运行方式 ”。
7.2 服务内容与时间节点
GCW 一经批准并根据可用资金情况，将按照主要可提供的服务和目标着手开展各项任
务。图 1 显示了重要目标与时间表，目的是从现在开始落实各项任务，充分认识与 NMHS
及其国家合作机构、国家和国际研究所以及科学界合作的复杂性。
7.3 资金
GCW 能否成功启动直接取决于资金到位情况。会员通过向 GCW 和 EC-PORS 信托基
金 ( 即兼职临时工和咨询会议 ) 捐助资金为定义阶段提供支持，并以非资金捐助支持专业技
术予以补充。然而，还需要 WMO 秘书处筹措补充资金用于实施协调秘书处目前为止计划
外活动的员工和非员工费用。WMO 秘书处需要设立一个全职岗位负责 GCW 的实施活动，
通过 WMO 经常预算和其它渠道提供资金支持，包括：
•

GCW和EC-PORS信托基金为WMO经常预算提供补充；

•

非资金捐助，如任务办/由会员资助的活动；

•

人员借调；

•

包括GCW自愿捐助资金需求(总需求额240万瑞郎，用于未来四年EC‑PORS活动的落
实，包括GCW，以帮助咨询委员会和专家组实施GCW计划以及秘书处支持GCW的开
发、协调和实施)的项目概要。

7.4 WMO 内部管理
GCW 需要在 WMO 内部并与外部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协作和协调，以此确定 WMO 与
合作伙伴之间的工作安排。WMO 是 189 个国家与天气、气候、水和其它环境事宜相关的冰
冻圈事务唯一合法重要切入点。
WMO 秘书处将设立 GCW 秘书处 ( 项目办 ) 支持 GCW 全部活动，包括与合作伙伴的
协调、计划实施的监督、报告、后续行动，同时为国家联络员和活动提供支持。
GCW 属于一项真正的交叉性活动，然而在实施阶段最初，最普遍的还是观测相关事宜
( 如基准站点、观测规范、资料兼容性、互可操作性等 )。这一状况将在随后的实施阶段发
生转变，届时服务将越来越突出。一开始与 WIGOS、WIS、多个技术委员会和联合发动计
划的联系最为密切。为此，执行理事会将通过 EC-PORS 最有效地监督 GCW 的初步制定和
实施，并认识到秘书处的组织机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适应该计划，对计划进行最有效的管理
并提供支持。

46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附件
与会人员名单
1.

2.

Officers of the session
President
First Vice-President
Second Vice-President
Third Vice-President
Representatives of WMO Members
Afghanistan
Mr Mohammad Ishaq NOORI
Ms Khatima Yalda NATIQ
Albania
H.E. Mr Sedji QERIMAJ
Mrs Inid MILO
Mrs Dorina XHIXHO
Algeria
H.E. Mr Idriss JAZAIRY
H.E. Mr Boualem CHEBIHI
H.E. Mr Tou AMAR
Mr Fayçal BELKACEMI
Mr Hocine BEY
Mr Djamel BOUCHERF
Mrs Zineb CHEMLAL
Mr Malek HAMANE
Mr Cherif NEGRI
Mr Ferhat OUNNAR
Mr Brahim SEGHEIRI
Mr Abdelhafid TERCHI
Mr Badaoui ZEDDHIGA
Angola
Mr Benjamim DOMINGOS
Mr Angélica COSTA
Mr Francisco Osvaldo NETO
Mr Lutumba TIMA
Antigua and Barbuda
Mr David FARRELL
Argentina
Mr Héctor Horacio CIAPPESONI
Ms Mariela FOGANTE
Mr Juan Manuel HÖRLER
Mr Alejandro LUPPINO
Ms Mónica MARINO
Armenia
Mr Levon VARDANYAN
Australia
Mr Gregory AYERS
Mr Alan VALLANCE
Ms Sue BARRELL
Ms Miranda BROWN
Mr Jon GILL
Mr Peter HIGGINS
Ms Sue O'ROURKE

Mr Alexander I. BEDRITSKIY
Mr Ali Mohammad NOORIAN
Mr Tyrone SUTHERLAND
Mr Antonio Divino MO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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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附件
总摘要
Mr David WALLAND
Austria
Mr Michael STAUDINGER
Mr Georg ZEHETNER
Mr Ernest RUDEL
Azerbaijan
Mr Ismayil ALAKBAROV
Mr Sahib KHALILOV
Bahamas
Mr Arthur ROLLE
Bahrain
Mr Abdul MAJEED H. ISA
Mr Adel Tarrar MOHAMMED
Bangladesh
Ms Arjumand HABIB
Barbados
Mr Hampden LOVELL
Ms Natalie BURKE
Belarus
Mr Mikhail KHVOSTOV
Mr Andrei POPOV
Mr Vitaly KNIAZEV
Mr Oleg MAKSIUTA
Belgium
Dr Daniel GELLENS
Dr Gaston DEMARÉE
Mr Pieter LEENKNEGT
Dr Christian TRICOT
Belize
Mr Fred SAMBULA
Benin
Mr Martin KASSIN
Bhutan
Mr Tenzin CHODA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Mr Laurent GABERELL
Mr Ricardo LOPEZ
Bosnia and Herzegovina
H.E. Ms Emina KECO-ISAKOVIC
Mr Darko BOROJEVIC
Mr Zoran BOZOVIC
Mr Igor KOVACIC
Mr Muhamed MUMINOVIC
H.E. Mr Enes SARAC
Ms Ines SUZNJEVIC
Botswana
Mr Phetolo PHAGE
Ms Boitshepo Maphoi KOMANYANE
Brazil
H.E. Ms Maria Nazareth FARANI
AZEVEDO
Mr Antonio Divino MOURA
Mr Antonio CARDOSO NETO
Mr Rui Antonio JUCÁ PINHEIRO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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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Mr Eduardo Sávio PASSOS
RODRIGUES MARTINS
Mr José Arimatea SOUSA BRITO
British Caribbean Territories
Mr Tyrone SUTHERLAND
Mr Glendell DE SOUZA
Mr Fred SAMBULA
Mr David FARRELL
Brunei Darussalam
Mr Muhamad Husaini AJI
Mr Haji Yunus HAJI MD. TAHIR
Bulgaria
Mr Georgi KORTCHEV
Ms Tatyana ANGELOVA
Mr Valentin KAZANDJIEV
Ms Tatiana SPASSOVA
Burkina Faso
Mr Ali Jacques GARANE
Mrs Mireille SOUGOURI - KABORE
Burundi
Mr Leonard MINANI
Cambodia
H.E. Mr Suon SUN
Mr Theng BIENG
Mrs Solida CHHOEUNG
Cameroon
Mr Pierre HELE
H.E. Mr Anatole Fabien Marie NKOU
Mr Paul BATIBONAK
Canada
Mr David GRIMES
Mr Bruce ANGLE
Mr Jim ABRAHAM
Ms Christine BEST
Mr Gilbert BRUNET
Mr Brian DAY
Ms Kathleen FISCHER
Ms Johanne FOREST
Mr Allan HOWARD
Mr Michel JEAN
Mr Guennadi KROUPNIK
Mr Charles LIN
Mr Brian O'DONNELL
Mr Thomas PIEKUTOWSKI
Chad
H.E. Mr Ahmat Mahamat KARAMBAL
Mr Moussa TCHITCHAOU
Mr Awada ANGUI
Mr Malache DOLMIA N.
Mr Mahamat Lamine Younous KOSSO
H.E. Mr Bamanga Abbas MALLOUM
Chile
Mrs Myrna ARANEDA
Mr Fernando GUZ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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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附件
总摘要
Mr Pedro OYARCE
Mr Luciano PARODI
China
Mr Guoguang ZHENG
Mr Xiaonong SHEN
Mr Baogui BI
Mr Zhi CHEN
Mr Jianfang FEI
Mr Gang LI
Ms Mingmei LI
Ms Hua LIU
Mr Zhiyu LIU
Mr Yunfeng LUO
Mr Bangzhong WANG
Mr Xiaoyun WANG
Mr Jianliang XU
Mr Jixin YU
Colombia
Ms Maria Teresa MARTINEZ
Mr Gedeon JARAMILLO REY
Congo
Mr Camille LOUMOUAMOU
Mr Michel AMBENDE
Mr Alphonse KANGA
Mr Martin MASSOUKINA KOUNTIMA
Mr Célestion TCHIBINDA
Costa Rica
Mr Juan Carlos FALLAS SOJO
Ms Roxana TINOCO-BRENES
Mr Mario A. VEGA-HERNÁNDEZ
Côte d’Ivoire
Mr Goroza GUEHI
Mr Joel Lancine BAMBA
Croatia
Mr Ivan ČAČIĆ
H.E. Ms Vesna VUKOVIC
Ms Branka IVANCAN PICEK

Delegate
Delegate

Mr Kreso PANDZIC
Ms Zlata PENIC IVANKO
Mr Dusan TRNINIC
Mr Vlasta TUTIS
Cuba
H.E. Mr Rodolfo REYES RODRIGUEZ
Mrs Janet ROMAN ARREDONDO
Mr Juan Antonio QUINTANILLA ROMAN
Curaçao and St Maarten
Mr Albert A.E. MARTIS
Cyprus
Mr Silas MICHAELIDES
Ms Myrianthi SPATHI
Ms Christina TSENTA
Czech Republic
Mr Vaclav DVORAK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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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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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Mr Radim TOLASZ
Mr Jan DANHELKA
Mr Karel PESATA
Ms Iveta SPALTOVA
Mr Karel VANCUR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H.E. Mr Se Se PYONG
Mr Kim Tong HWAN
Denmark
Mr Peter AAKJAER
Mr Flemming JENLE
Ms Kerri SWAIL-BORN
Djibouti
Mrs Oubah MOUSSA AHMED
Ecuador
Mr Carlos NARANJO
Mr Luis ESPINOSA SALAS
Egypt
Mr Mohamed Mahmoud EISSA
Ms Ola ABOU STEIT
Mr Hassan Mohamed HASSAN
Mr Ahmed Hussein IBRAHIM
Mr Alaa-Eldin Ahmed IBRAHIM
Mr Mokhtar Omar IBRAHIM
Mr Kamal Fahmy MOHAMED
El Salvador
H.E. Ms Carmen Elena
CASTILLO-GALLANDAT
Estonia
Mr Jaan SAAR
Mr Aarne MANNIK
Ethiopia
Mr kidane ASEFA
Mr Girma Kassaye AYEHU
H.E. Mr Kebede GERBA
Fiji
Mr Alipate WAQAICELUA
Finland
Mr Petteri TAALAS
Ms Marja-Liisa TUOMOLA
Mr Juhani DAMSKI
H.E. Mr Hannu HIMANEN
Ms Maria HURTOLA
Mr Martti HUSU
Mr Keijo LEMINEN
Mr Jaakko NUOTTOKARI
Mr Tony PASO
Mr Pekka PLATHAN
Mr Markku PUUPPONEN
Ms Marja-Liisa TUOMOLA
Mr Yrjö VIISANEN
France
Mr François JACQ
Mr Matteo DELL'AC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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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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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附件
总摘要
Mr Marc GILLET
Mr François LALAURETTE
H.E. Mr Jean-Baptiste MATTEI
Mr Stephane BENCHIMOL
Mr Patrick BENICHOU
Mr Michel POUSSE
Mr Jacques ROUMILHAC
Ms Caroline WITTWER
French Polynesia
Ms Mariannick LECORCHER
Mr Laurent PERRON
Gabon
Mr Landry MBOUMBA
Gambia
Mr Lamin Kaba BAJO
Mr Bernard Edward GOMEZ
Mr Amadou SAINE
Mr Charles Mustapha CAMARA
Georgia
Mr Shalva JAVAKHADZE
Mr Ramaz CHITANAVA
Germany
Mr Gerhard ADRIAN
Mr Detlev FRÖMMING
Mr Konrad SCHARINGER
Mr Andreas BECKER
Mr Johannes CULLMANN
Mr Jochen DIBBERN
Mr Dirk ENGELBART
Mr Tobias FUCHS
Mr Peter LEMKE
Mr Björn ORIWOHL
Mr Joachim SAALMÜLLER
Mr Axel THOMALLA
Ghana
Mr Hakeem BALOGUN
Greece
Mr Loukas ASIMAKIS
Mr Theagenis CHARANTONIS
Ms Konstantina MITA
Mr Michail MYRSILIDIS
Mr Andreas PAPASTAMOU
Guatemala
H.E. Mr Carlos Ramiro MARTINEZ
Ms Michelle BRAN ALVARADO
Ms Angela CHAVEZ
Guinea
Mr Mamadou Lamine BAH
Mr Oousmane DIAKITE
Guyana
Mr Garvin CUMMINGS
Haiti
Mr Pierre Mary Guy ST AMOUR
Mr Jude BAPT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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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Honduras
Mr Mauricio PEREZ ZEPEDA
Hong Kong, China
Mr Chi-ming SHUN
Mr Lap-Shun LEE
Hungary
Mr Zoltán DUNKEL
Ms Ildikó DOBI
Mr Márk HORVÁTH
Mr Balazs RATKAI
Iceland
Mr Arni SNORRASON
Mr Halldor PETURSSON
Mr Vertulidi Thor STEFANNSON
India
Mr Ajit TYAGI
Ms Swati BASU
Mr Rahul BHANDARI
Mr Manoj Kumar BHATNAGAR
Ms Kheya BHATTACHARYA
Mr Mohan Kumar G.
Ms Medha KHOLE
Mr Bishwajit MUKHOPADHYAY
Mr Harendu PRAKASH
Mr Laxman Singh RATHORE
Mr Vishwa Nath SHARDA
Mr Anil SHARMA
Indonesia
Ms Sri Woro HARIJONO
Mr Edvin ALDRIAN
Ms Arum ATMANAGARI
Mr Arie S. MOERWANTO
Ms Nurhayati NURHAYATI
Mr Mulyono R PRABOWO
Ms Endang PUDJIASTUTI
Mr Widada SULISTYA
Mr Muhsin SYIHAB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Mr Ali Mohammad NOORIAN
Mr Bahram SANAEI
Mr Ramin DEISON
Mrs Mina JABBARI
Mr Javad Bodagh JAMALI
Mr Mohammas Taghi Zamanian KOOPAEI
Mrs Farzaneh MOSHAYEDI
Mr Parviz POURKIANI
Mr Alireza TOOTOONCHIAN
Mr Motjaba Zoljoodi ZARANDI
Ms Sepideh Sahar Mohammad
Mirzaei ZARANDI
Iraq
Mr Dawood Shakir MAHMOOD
Mr Tahir Hassan HANTOSH
Mrs Shilan AL-HAID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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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附件
总摘要
Mr Abdulhakeem Ali HASSOON
Ireland
Mr Liam CAMPBELL
Mr Joseph BOURKE
Mr Gerald FLEMING
Mr James O'SHEA
Israel
Ms Henia BERKOVICH
Mr Ron ADAM
H.E. Mr Aharon LESHNO YAAR
Italy
Mr Costante DE SIMONE
Mr Marco LAPADURA
Mr Leone MICHAUD
H.E. Ms Laura MIRACHIAN
Mr Ezio BUSSOLETTI
Mr Massimo CAPALDO
Mr Paolo PAGANO
Mr Ludovico PANZIERI
Mr Sergio PASQUINI
Jamaica
Mr Esmond REID
Ms Tyesha TURNER
Japan
Mr Mitsuhiko HATORI
Mr Noritake NISHIDE
Mr Motohiro SAKATA
Mr Naoyuki HASEGAWA
Mr Yoshiaki KANNO
Ms Teruko MANABE
Mr Akihide SEGAMI
Mr Akihiko SHIMPO
Mr Yoshihiko TAHARA
Mr Seiichi TAJIMA
Mr Eiji TOYODA
Jordan
Mr Abdel Halim ABU HAZIM
Mr Fhaid AL TIAMEH
Ms Majd HATTAR
Kazakhstan
Ms Zhibek KARAGULOVA
Ms Ainur ABENOVA
Mr Muratbek MADIMAR
Ms Bayan SAZANOVA
Mr Talgat ZEINULLIN
Kenya
Mr Joseph MUKABANA
Mr James KONGOTI
H.E. Mr John MICHUKI
H.E. Mr Anthony ANDANJE
Ms Anne KEAH
Mr Nicholas MAINGI
H.E. Mr Tom Mboya OKEYO
Ku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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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Mr Mohammad Karam ALI
Mr Hamed ABDULRAHMAN
Mr Osama ALMETHEN
Mr Ali ALMOTAWA
Mr Naser ALMOTOTEH
Mr Khalid F. ALSHAYJI
Mr Malek ALWAZZAN
Latvia
Mr Andris LEITASS
Lebanon
Mr Bachir SALEH AZZAM
Lesotho
H.E. Mr Monyane MOLELEKI
Mr Bruno Tseliso SEKOLI
Mr Bataung LELEKA
Mr Lefeu RAMONE
Lithuania
Ms Vida AUGULIENE
Mr Robertas NAUDZIUNAS
Luxembourg
Mr Jean Yannick DAMY
H.E. Mr Jean FEYDER
Mr John (jean) SANTURBANO
Mr Léon WIETOR
Mr Daniel DA CRUZ
Macao, China
Mr Fong SOI KUN
Mr António VISEU
Ms Leong KA CHENG
Mr Iu Man TANG
Madagascar
Mr Jean Pierre RAKOTANIRINA
Ms Soafara RANDRIAMIARISOA
Malawi
Mr Gray MUNTHALI
Malaysia
Mr Kok Seng YAP
Mrs Che Gayah ISMAIL
Mr Ismail MOHAMAD BKRI
Mali
Mr Mama KONATE
Mr Moussa KOUYATE
Malta
Mrs Antoinette CUTAJAR
Mauritania
Mr Mohamed Laghdaf Ould
Mohamed BÉCHIR
Mauritius
Mr Balraj DUNPUTH
Mexico
H.E. Mr Juan Jose GOMEZ CAMACHO
Ms Victoria ROMERO
Mr Adrian VAZQUEZ GALVEZ
Ms Perla FLORES LI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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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471

附件
总摘要
Mr René LOBATO
Mr Franciso VILLALPANDO IBARRA
Moldova
H.E. Ms Tatiana LAPICUS
Mr Alexei IATCO
Monaco
H.E. Mr Robert FILLON
Ms Martine GARCIA
Mr Gilles REALINI
Mongolia
Mr Luvsantseren ORGIL
Mr Sevjid ENKHTUVSHIN
Ms Sarantuya GANJUUR
Mr Saruul ZORIGT
Montenegro
Mr Luka MITROVIC
Mr Darko NOVAKOVIC
Ms Ivana PAVICEVIC
Morocco
Mr Abdalah MOKSSIT
H.E. Mr Omar HILALE
Mr Omar CHAFKI
Mr Mustapha EL BOUAZZAOUI
H.E. Mr Abderrazzak LAASSEL
Mr Abdallah NASSIF
Mr Abdelaziz OULDBBA
Mozambique
Mr Moísés Vicente BENESSENE
Mr Jaime MATSINHE
H.E. Mr Eusébio SAÍDE
Mr Miguel Raul TUNGADZA
Myanmar
Mr Htin LYNN
Ms Su Lay NYO
Namibia
Mr Honorable ERKKI NGHIMTINA
Mr Franz UIRAB
Mr Emmanuel. N. Z. KAMBUEZA
Mr Simon MARUTA
Ms Jennifer M. MOETIE
Mr Absalom NGHIFITIKEKO
Mr Joas SHIMUYENGU
Nepal
Mr Keshav Prasad SHARMA
Mr Bhrigu DHUNGANA
Netherlands
Mr Frits J.J. BROUWER
Mr A.T. Frank GROOTERS
Mr Theo VAN STIJN
Mr Marhijn VISSER
New Caledonia
Ms Laure SAYSSET
Mr Sebastien CHATELUS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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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Mr Neil GORDON
Mr Penehuro LEFALE
Mr Norman HENRY
Niger
Mr Abdoulkarim TRAORE
Nigeria
Mr Anthony C. ANUFOROM
Mr Ifeanyi NNODU
Mr Garba ADAMU
Mr Ernest AFIESIMAMA
Mr Joe ANEKE
Mr Syndoph ENDONI
Ms Anne ENE-ITA
Mr Olufemi ODUMOSU
Mr John SHAMONDA
Ms Juliana UKEJE
Norway
Mr Anton ELIASSEN
H.E. Ms Bente ANGELL-HANSEN
Mr Eivind A. MARTINSEN
Ms Marit Viktoria PETTERSEN
Mr Jens SUNDE
Ms Annette ABELSEN
Mr Morten JOHNSRUD
Mr Heiko KLEIN
Ms Heidi LIPPESTAD
Ms Maren MAAL
Mr Roar SKÅLIN
Oman
Mr Abdul Rahim Salim AL-HARAMI
Mr Ahmed Mohammed bin Salem ALFATASI
Mr Musallem Said AL-MASHANI
Mr Juma AL-MASKARI
Mr Mohamed AL-RAWAHI
Pakistan
Mr Qamar-Uz-Zaman CHAUDHRY
Mr Bilal AHMAD
Mr Mubarak HUSAIN
Panama
Mrs Berta OLMEDO
Mr Jorge CORRALES
Mr Grisselle RODRIGUEZ
Papua New Guinea
Mr Samuel MAIHA
Mr Tau R. GABI
Paraguay
Mr Julián BAEZ
H.E. Ms Nimia DA SILVA
Mr Roberto RECALDE
Peru
Mr Wilar GAMARRA MOLINA
Mr Eynard ZEVALLOS AGUILAR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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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附件
总摘要
Mr Dennis LEPATAN
Mr Nathaniel SERVANDO
Mr Rodolfo DE GUZMAN
Ms Leizel FERNANDEZ
Ms Flaviana HILARIO
H.E. Ms Maria Teresa LEPATAN
Mr Elizabeth TE
Poland
Mr Mieczyslaw S. OSTOJSKI
Mr Janusz FILIPIAK
H.E. Mr Remigiusz A. HENCZEL
Mr Lukasz LEGUTKO
Mr Maciej BRODOWICZ
Mrs Agnieszka HARDEJ-JANUSZEK
Mrs Ewa Elzbieta PIASECKA
Ms Edyta WOZNIAK-DUDZINSKA
Portugal
Mr Adérito SERRÃO
Mr Carlos TAVARES
Mr Ricardo PRACANA
Mr Manuel RAMALHEIRA
Qatar
Mr Ahmed ALI
Mr Abdulla AL-MANNAI
Republic of Korea
Mr Seok-Joon CHO
Mr Ha-Man CHO
Mrs Won-Tae KWON
Mr Myoung-Hwan AHN
Mr Seonghoon CHEONG
Mr Yong-Seong KANG
Mr Seong-Heon KIM
Mr Se-Won KIM
Mr Chang-Heum LEE
Mr Jae-Cheol NAM
Mr Won-Tae YUN
Romania
Mr Ion SANDU
Mr Grigore MAKKAI
Mr Petre STANCIU
Ms Alexandra SPANU
Russian Federation
Mr Alexander FROLOV
Mr Alexander I. BEDRITSKIY
Mr Valery DYADYUCHENKO
Mr Sergey ARTEMENKOV
Mr Vasily ASMUS
Mr Alexander GUSEV
Mr Vladimir KATTSOV
Mr Mikhail KRASNOPEROV
Mr Alexander NURULLAEV
Ms Marina PETROVA
Mr Yury TSATUROV
Mr Roman VILFAND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ern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474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Mr Valery VUGLINSKYI
Rwanda
Mr John Semafara NTAGANDA
Mr Alphonse KAYITAYIRE
Mr Patrick SAFARI
Saint Lucia
H.E. Mr Elddrige STEPHENS
Samoa
Mr Mulipola Ausetalia TITIMAEA
Saudi Arabia
H.S.H. Turki Bin Nasser Bin ABDULAZIZ
Mr Saad Mohamad S. MOHALFI
Mr Ali HAMAD AL-BATHI
Mr Ahmed ALOTAIBI
Mr Mohammed BABIDHAN
Mr Ali BAHITHAM
Mr Jamal BANTAN
Senegal
Mr Mactar NDIAYE
Mr Abdoulaye BATHILY
Mr Momar GUEYE
Mr Charles Sombel SAAR
Mr Papa Yatte WADE
Serbia
Mr Milan DACIC
Mr Jovan DESPOTOVIC
Mrs Danica SPASOVA
H.E. Mr Ugljesa ZVEKIC
Mr Bratislav CEPERKOVIC
Ms Vesna FILIPOVIC-NIKOLIC
Singapore
Ms Chin Ling WONG
Ms Lay Eng LIM
Slovakia
Mr Vladimir PASTIRCAK
Mr Fedor ROSOCHA
Mr Anton FRIC
Mr Pavol NEJEDLIK
Ms Jana POROVA
Slovenia
Mr Klemen BERGANT
Mr Joze KNEZ
Mr Silvo ZLEBIR
Solomon Islands
Mr Lloyd TAHANI
South Africa
Ms Linda MAKULENI
Mr Mark MAJODINA
Mr Luvuyo Lonsdale NDIMENI
Mr Nish DEVANUNTHAN
Mr Lawrence Themba DUBE
Mr Lindani GCWENSA
Ms Modjadji MAKOELA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Observer
Observer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475

附件
总摘要
Ms Zoleka MANONA
Mr Mnikeli NDABAMBI
Mr Eugene Rene POOLMAN
Mrs N.L POTELWA
Spain
Mr Ricardo GARCIA-HERRERA
H.E. Mr Francisco DE BORJA
MONTESINO
Mr Jose Antonio FERNANDEZMONISTROL
Mr Ricardo RIOSALIDO ALONSO
Ms Rosario DIAZ-PABON
Mr Francisco ESPEJO
Mr Jose Antonio GARCIA-MOYA
Ms Maria Jose GOMEZ
Mr Luis Fernando LOPEZ-COTIN
Mr Jose Maria MARCOS
Mr Manuel PALOMARES
Ms Gemma SANCHEZ
Ms Teresa SILES
Mr Jorge TAMAYO
Mr Enric TERRADELLAS
Sri Lanka
Mr Gunavi SAMARASINGHE
H.E. Mr U.L.M JAUHAR
Sudan
Mr Mezamel Abdel Rahman ABDEL
GADIR
Mr Sharaf El-Din HASSAN IDRISS
Mr Ali Mohammed Ahmed OSMAN
H.E. Ms Fadwa SHOWAY DING
Swaziland
Mr Emmanuel DLAMINI
Sweden
Ms Lena HÄLL ERIKSSON
Mr Ilmar KARRO
Mr Tord KVICK
Ms Cristina EDLUND
Switzerland
Mr Christian PLUESS
Mr Dominique BÉROD
Ms Veronika ELGART
Mr Gerhard MUELLER
Mr Andreas OBRECHT
Mr Boris RICHARD
Mr Alex RUBLI
Mr Christoph SCHMUTZ
Ms Gabriela SEIZ
Mr Gerhard ULMANN
Syrian Arab Republic
Mr Mohammad ARNOUS
Tajikistan
H.E. Mr Salohiddin NASRIDDINOV
Thailand
Mr Somsri HUNTRAK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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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Ms Platima ATTHAKOR
Mr Pongsthakorn SUVANPIMOL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Mr Vancho DIMITRIEV
Mrs Nina ALEKSOVSKA
Mr Burim BILALI
Mr Zoran DIMITROVSKI
H.E. Mr Aziz POLOZHANI
Mr Vlado SPIRIDONOV
Timor-Leste
H.E. Mr Joaquim DA FONSECA
Ms sonia MAIA
Mr marcos DA COSTA
Mr Sebastiao DA SILVA
Mr Terencio FERNANDES
Togo
Mr Awadi EGBARE
Mr Komlan Agbelenkon NARTEHMESSAN
Trinidad and Tobago
Mr Emmanuel MOOLCHAN
Mr Shakeer BAIG
Tunisia
Mr Mohamed HFAIEDH
Mr Mohamed Abderraouf BDIOUI
Mr Mohamed HAJJAJ
Turkey
Mr Mehmet ÇAGLAR
H.E. Mr Oguz DEMIRALP
Mr Murat ALTINYOLLAR
Mr Hayreddin BACANLI
Ms Nursel BERBEROGLU
Mr mustafa COSKUN
Ms Ebru EKEMAN
Ms Gonul KILIC
Mr Cemal OKTAR
Mr Yasar OZBEK
Mr Haci Murat PULLA
Mr Serhat SENSOY
Turkmenistan
Mr Esen AYDOGDIEV
Uganda
Mr Michael S. Z. NKALUBO
Ms Pamela AGABA
Ms Margaret N. SERWANJA
Mr Emg. Nebert WOBUSOBOZI
Ukraine
Mr Denys YEHOROV
Mr Mykola MAIMESKUL
United Arab Emirates
Mr Abdulla Ahmed EL MANDOOS
Mr Yousef AL KALBANI
Mr Rashed AL SHA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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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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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附件
总摘要
Mr Omar AL YAZEEDI
Mr Saeed ALBEDWAWI
Mr Abdullatif FAKHFAKH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Mr John HIRST
Mr Simon GILBERT
Mr Mike GRAY
Ms Ann CALVER
Mr Wayne ELLIOTT
Mr Steve FOREMAN
Mr Peter GOODERHAM
Mr Chris HEWITT
Mr Mark HODKINSON
Mr Alan JENKINS
Mr Ian LISK
Ms Karen MCCOURT
Ms Catherine MOORE
Mr Stephen PALMER
Mr Mark RUSH
Ms Aileen SEMPLE
Mr Stewart TURNER
Mr Robert VARLEY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H.E. Mr Omari NUNDU
H.E. Mr Matern Y.C LUMBANGA
Mr Deusdedit B. KAGANDA
Mr Augustine KANEMBA
Mr Suleiman KHAMIS
Mrs Agnes KIJAZI
Mr Alphonce MWINGIR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r John HAYES
Ms Courtney DRAGGON
Ms Laura FURGIONE
Ms Ko BARRETT
Mr Fredrick BRANSKI
Ms Lisa BRODEY
Mr Caroline CORVINGTON
Ms Robyn DISSELKOEN
Mr Harry LINS
Mr William LINZEY
Mr Michael MORGAN
Mr Terrance ONSAGER
Mr Mark PAESE
Ms Irene PARKER
Mr Thomas PETERSON
Mr (David) Brent SMITH
Mr Timothy SPANGLER
Ms Kathryn SULLIVAN
Mr Jason TUELL
Mr Peter NEILLEY
Mr Lars Peter RIISHOJGAARD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Observer
Observer

478

3.

4.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Uruguay
Mr Rodolfo PEDOCCHI
Ms Estela QUEIROLO FERRARI
Uzbekistan
Mr Viktor CHUB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Mr Ramon Jesus VINAS GARCIA
Mr Jose Gregorio SOTTOLANO
Mr Fabio DI CERA
Mr Luis Alfonso FERNANDEZ
HERNANDEZ
Viet Nam
Mr Ha TRAN HONG
Mr Tan PHAM VAN
Mr Duc BUI VAN
Mr The Hung DINH
Ms Thi Thuan HA
Ms Binh Minh NGUYEN
Mr Dai Khanh NGUYEN
Ms Thuy Hang NGUYEN
Mr Thang NGUYEN VAN
Yemen
H.E. Mr Ibrahim AL-ADOOFI
Mr Omer AL-QUTAISH
Zambia
Mr Jacob NKOMOKI
Mr Joseph K. KANYANGA
Mrs Loveness n. SHABALENGU
Zimbabwe
Mr Partson Itai MBIRIRI
Mr Amos MAKARAU
H.E. Mr James MANZOU
Mr Elliot BUNGARE
Mr Nicholas Tasunungurwa GOCHE
Mr Gilbert MAWERE
Mr Francis MUNHUNDIRIPO
Mr Cleophas, Nyikadzino MUTHABIRE
Mr Maurice Vengesayi SAHANGA
Observers
Palestine
Mr Yousef ABU ASAD
Mr Ibrahim MUSA
Holy See
H.E. Mr Massimo DE GREGORI
Mr Alexandre FRADIQUE
Mr Daniel TILLSON
Presidents of constituent bodies and chairs
of other bodies reporting to the Congress
Regional Association I (Africa)
Mr Mamadou L. BAH
Regional Association II (Asia)
Mr Victor CHUB
Regional Association III (South America)

Principal Delegate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Principal Delegate
Alternate
Delegate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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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President
President

479

附件
总摘要

5.

Myrna ARANEDA FUNTES (Ms)
Regional Association IV (North America,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Mr Arthur W. ROLLE
Regional Association V (South-West Pacific)
Sri Woro B. HARIJONO (Ms)
Regional Association VI (Europe)
Mr Ivan ČAČIĆ
Commission for Basic Systems (CBS)
Mr Fredrick BRANSKI
Commission fo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CIMO)
Mr Bertrand CALPINI
Commission for Atmospheric Sciences (CAS)
Mr Michel BELAND
Commission for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CAeM)
Mr Chi Ming SHUN
Commission for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CAgM)
Mr Byong-Lyol LEE
Joint WMO/IOC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Meteorology
(JCOMM)
Mr Peter DEXTER
Commission for Hydrology (CHy)
Mr Julius WELLENS-MENSAH
Commission for Climatology (CCI)
Mr Thomas PETERSON
Mr Serhat SENSOY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Mr R. PACHAURI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Mr Adrian Simmons
Joint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he World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WCRP)
Mr Antonio J. BUSALACCHI
Invited experts
Mrs Manola BRUNET
Mr CHEN Deyou
Mr HU Yanzhao
Mrs Aida DIONGUE-NIANG
Mr G.R. HOFFMAN
Mr JANG Hyon Chol
Mr Colin JONES
Mr Wolfgang KUSCH
Mrs Josefina MAESTU
Mr Rodney MARTINEZ
Mr Simon MASON
Mr Tillmann MOHR
Mr Roger PULWARTY
Mr James PURDOM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Vice-president

Chair

Chair

Chair

480

6.

7.

8.

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Mr Bob RIDDAWAY
Mr Lars Peter RIISHOJGAARD
Lecturers
Mr Brian Hoskins
Mr Taroh Matsuno
Mr Adrian Simmons
Representatives of organ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Mr Alexander MULLER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Mr Günther WINKLER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Mr G. BROCK
Mr O. TURPEINE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Mr Houlin ZHAO
Mr Vadim NOZDRI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Dr Mansour N DIAY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Ms Wendy WATSON-WRIGHT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Mr Ron WIT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Ms Rocio PLICHTE
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Ms Katrine LEGARTH
Ms Darlene TYMO
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
Mr Edouard DAYA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Ms Amanda MCKEE
Mr Patrick RATA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frican Centre of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CMAD)
Mr Adama Alhassane DIALLO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Mr Dominique MARBOUTY
Mr Walter ZWIEFLHOFER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EUMETSAT)

IMO Lecturer
Scientific Lecturer
Scientific Lectur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481

附件
总摘要

9.

Mr Lars PRAHM
Mr Paul COUNET
Mr Vincent GABAGLIO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Agency for Air Navigation Safety in Africa
and Madagascar (ASECNA)
Mr Jean-Paul MAKOSSO
Association of Hydro-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Industry (HMEI)
Ms Christine CHARSTONE
Mr Ben DIETERINK
Mr Andy MCDONALD
Mr Bruce SUMNER
Mr Jeremy USHER
Caribbean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CMO)
Mr Tyrone SUTHERLAND
Mr Glendell DE SOUZA
Global Institute for Water, Environmental
Health (GIWEH)
Mr Nidal SALIM
Mrs Armelle DE VIENN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cademies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Sciences, Inc
(CAETS)
Mr Rene DÄNDLIKER
Mr Klaus RAGALLE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Ms Katiuscia FARA
Mrs Joy MUL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
Francophonie (OIF)
H.E. Mr Ridha BOUABI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IRI)
Mrs Judy OMUMBO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IUGG)
Mr Arthur ASKEW
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
H.E. Mr Djamel Eddine DJABALLAH
Mr Youcef TILIOUANT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Mr Bradwell J. GARANGANGA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Observer

2011年
5月16－6月3日
日内瓦

www.wmo.int

WMO-No.1077

第十六次
世界气象大会

天气 • 气候 •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