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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WMO）执行理事会（EC）第

1.1.6

主席还强调了水文气象安全和资金筹措

五十七次届会于 2005 年 6 月 21 日-7 月 1 日在 WMO

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水文气象事件对人类福

总部举行，会议由 WMO 主席 A. I. Bedritsky 先生

祉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要特别关注水文气象安全的

主持。

理念。在此方面，WMO 在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
门（NMHS）的地位方面必须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1.

会议的组织（议题 1）

而这些 NMHS 正面临着本世纪的新的挑战。

1.1

会议开幕（议题 1.1）

1.1.7

1.1.1

2005 年 6 月 21 日上午 10:05 本组织主席

凭个人能力当选而不是以国家代表名义当选。因此

A.I. Bedritsky 先生宣布本次届会开幕。
1.1.2

主席在开幕词中对执行理事会全体成员、

主席提请注意理事会的特殊性，其成员是

各成员应该根据 WMO 公约和总则的规定开展工
作。他指出，届会的工作效果取决于理事会成员的

其代理人和顾问、以及联合国系统组织和其他国际

团结和想要达到的目的。

组织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1.1.8

主席鼓励理事会成员，特别是新成员，充

主席特别对新近当选为代理成员的 P.

分参与本次届会的讨论。他特别提及要最大程度地

Manso 先生和 N. Frédéric Ouattara 先生，以及分别

利用好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区协水文顾问、其他

新当选二区协和四区协主席而成为理事会当然成

WMO 附属机构和本组织合作伙伴的代表在场的机

员的 A. Majeed H. Isa 先生和 C. C. Fuller 先生表示

会。他深信，因为理事会成员之间一向都本着合作

欢迎。此后理事会又提名另六位代理成员。与会者

精神，再加上理事会得到秘书处的支持，本次会议

完整名单见本报告附件 A。

一定会非常成功。

1.1.3

1.1.4

主席赞扬了即将离任的几名理事会成员：

1.1.9

秘书长对所有与会者表示了欢迎，特别是

A. Ndiaye 先生（塞内加尔）、E. Zàrate（哥斯达黎

理事会新成员、联合国及其他伙伴组织的代表表示

加）、M.M. Arafa 先生（埃及）、R.Sorani 先生（意

欢迎。他强调了为了提高理事会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大利）、D. Rogers 先生（英国）、U. Gärtner 先生（德

采取了很多新的变化。他相信，本次届会将在主席

国）和 M. Couchoud Gregori 女士（西班牙）。他们

的领导下及各位副主席和其他理事会成员的支持

自上次届会以后不再担任理事会成员。在职期间，

下，本着一贯的合作精神高效进行。他向理事会保

他们对理事会的工作及国际气象和水文界做出了

证秘书处将为会议提供必要支持以保证理事会能

重要贡献。主席还对四区协前任主席的 A. J. Dania

够最高效地履行其职责。

先生和五区协前任主席 Woon Shih Lai 先生表示感

1.1.10

谢，感谢他们为该区域和整个理事会提供的出色服

部长兼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局长和地球

务。

观测组（GEO）联合主席的 Conrad C. Lautenbacher

理事会对商务部主管海洋大气工作的副

主席期望理事会提供指导，确保 WMO 在

海军中将在 6 月 23 日所作的关于 GEOSS 和 GEO

天气、气候、水文和水资源以及相关的环境问题方

现行活动的报告表示感谢。理事会主张 WMO 在

面在专业知识和国际合作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从而

GEO 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积极地提出 GEO

为全人类的安全和福祉以及各国的经济效益做出

秘书处设在 WMO 总部。理事会注意到 GEO 在建

贡献。就此，需要研究几个主要问题，即：印度洋

立全球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理

海啸的影响；
主要发展对 WMO 计划和活动的影响；

事会还强调，由于注意到全球电信系统（GTS）和

WMO 在解决一系列有关环境现状及变化的全球问

其他计划的强大能力，WMO 应该在此系统中发挥

题中的作用；创建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关键作用。理事会赞同鼓励更多的 WMO 会员参加

（GEOSS）；根据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2005，日

GEO 并更加积极地参与 GEO 进程。向会员提供了

本）的决定 WMO 所开展的活动。

有关如何加入 GEO 的信息。

1.1.5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2
1.1.11

理事会选举 Mourad ShawkySaadallah（埃

及）、Sanjiv Nair 先生（印度）、D. Francisco Cadarso

1.3.4

理事会任命H. H. Oliva先生为执行理事

会以往决议的报告员。

Gonzàlez 先生（西班牙）、John Mitchell 先生（英国）、
Wolfgang Kusch 先生（德国）、Massimo Capaldo 先

会议同意有关工作时间及全会和A全会、B全

生（意大利）
、John Mitchell 先生（英国）、Wolfgang
Kusch 先生（德国）和 Massimo Capaldo 先生（意

届会工作计划（议题1.4）

1.4

会、C全会议题分配的安排。

大利）为理事会新的代理成员。理事会对他们表示
欢迎并期待他们能为理事会的工作做出贡献。

通过会议纪要（议题1.5）

1.5

理事会向 2005 年 2 月 28 日去世的 Cyril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由其第五十次届会作出并

Egbert Berridge 先生（英属加勒比地区）致敬。

经第十三次大会确认的决定，即：除对特别议题另

Berridge 先生自 1983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 WMO 工

有决定外，不必准备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和技术

作，曾担任执行理事会成员、四区协主席和第一副

委员会届会的全体会议纪要。全会将继续使用磁带

主席，在此期间，他不知疲倦地支持 WMO 的工作，

录音并作为记录保留。

1.1.12

热心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直至 1999 年退休。
1.2

批准议程（议题 1.2）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解释性议程。

2.

报告（议题 2）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议题 2.1）

2.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主席的报告，该报告对

本组织自第五十六次届会以来所取得进展作了全
1.3

建立委员会（议题1.3）

面回顾，其中涵盖了 WMO 组成机构和附属机构的

1.3.1

执行理事会决定从始至终以召开全会的

工作，以及第五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的工

方式开展其工作。因此，主席A. Bedrisky先生将主

作。主席还突出强调了理事会将必须致力于解决问

持全会。第一副主席A.-M. Noorian先生、第二副主

题，如：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

席T.W. Sutherland先生和第三副主席M.A. Rabiolo

作用，以及 WMO 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先生将分别主持A委、B委、C委的会议。

2.1.2

1.3.2

根据总则28条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该

该报告中提出的要求采取行动和作出决

定的其他问题在相关议题下进行了讨论。

委员会由主席、三位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以及

2.1.3

主席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其他人员组成。

第 9（7）
（b）条规定，主席代表理事会批准以下职

1.3.3

理事会决定建立一些分委会审议特别议

题：
(a)

理事会确认了自上次届会以来，根据总则

位的延长任期：
（1）世界天气监视网司司长延长 12
个月，延至 2005 年 8 月；（2）咨询和对外关系主

2006-2007 两 年 期 计 划 和 预 算 分 委 会 ： U.

任延长 12 个月，延至 2005 年 11 月 30 日；
（3）全

Gärtner 先生任主席，Chow Kok Kee 先生任

球气候观测系统主任再延长 9 个月，延至 2005 年 5

副主席。J.J.Kelly 将军、K. Nagasaka 先生、

月 31 日；（4）应用计划司热带气旋计划处处长再

M. Mhita 先生、R. Michelini 先生、G.B. Love

延长 12 个月，延至 2005 年 8 月 31 日。

先生、J.-P. Beysson 先生和 Qamar-uz-Zaman

(b)

(c)

Chaudhry 先生等被任命为核心成员；该分委

2.2

秘书长的报告（议题 2.2）

会对所有理事会成员开放。

2.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报告突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期间的科学讲座

出反映了自上次届会以来 WMO 的主要活动以及本

和第十五次大会期间的 IMO 报告分委会：A.

组织及 NMHS 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包括一些全球

D. Moura 先生任主席。该分委会对所有理事

性倡议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如千年发展目标、小岛

会成员开放。

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2005 年 1 月，毛里求斯）、

2007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分委会：B. Kassahun

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WCDR）（2005 年 1 月，日

先生担任主席。该分委会对所有理事会成员

本）以及针对 2004 年 12 月印度洋海啸采取的后续

开放。

行动。秘书长强调指出重要的是本组织所处地位有

总

摘

要

3

利于有效地应对其会员面临着的发展和环境方面

供帮助。

的挑战，并努力提高本组织及其 NMHS 的形象及知

2.3.6

名度，为各国家、区域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理以下问题，并同意各区协主席的意见：

献。

(a)

2.2.2

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及时有效地处
支持会员的 NMHS 转换到新的编码系统
（BUFR、CREX 等），包括提供培训和技术

本报告提出的需要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

协助，并支持来自相关区域中心的数值天气

的其他问题将在相关议题下论及。

预报（NWP）产品的利用；
关于自 2005 年 6 月起的管理改革行动计划
2.2.3

(b)

动，以充分参与 GEOSS 的实施并制定有机协

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2005 年 6 月的管理改

调的国家计划；

革行动计划。
(c)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2.3）

2.3.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的报

促进区域/次区域层面的合作，包括 NMHS
局长的定期会议；

(d)

告，这些报告分别提供了各区协活动全面的分析，
其中包含了区协附属机构的工作以及二区协（亚

有必要让各区协更多的会员参与 GEO 的活

支持各区协战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考虑
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e)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INSPIRE）计划在

洲）第 13 次届会和四区协（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

欧洲的影响，以及在单一欧洲天空的规定在

第 14 次届会的情况。理事会对开展区协活动的有

将来对六区域和其他地区 NMHS 的影响；

效方式表示满意。理事会还赞赏区协主席在各自区

(f)

协工作中为帮助其会员的 NMHS 发展所付出的不
懈努力。
2.3.2

理事会注意到存在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

视情向会员提供新的气候资料管理和资料拯
救系统；

(g)

各区协建立区域气候中心（RCC）；

(h)

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参加 WMO 会议的

也存在一些具体的区域问题。因此，理事会强调了

需求；

各会员和 WMO 秘书处采取更加具体行动的需要，

(i)

以强化发展中国家的 NMHS，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

2.3.7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支持 NMHS，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和小岛屿发展

2.3.3

考虑到 2004 年 12 月印度洋海啸灾难，以

评估气象和水文部门的社会经济效益。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和会员在制定和实施

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发展计划和活动时，给予上述关

及急需一个有效的多灾害预警系统，理事会强调了

注高优先权。

执行区域计划的重要性，比如二区协示范项目“通

2.3.8

过国际互联网向发展中国家特定城市提供数值天

效益研究的重要性。它鼓励各会员促进此类研究和

气预报产品”和“支持发展中国家航空气象计划”。

分析，并提请秘书长对此提供支持。

理事会认识到，如果实施这些计划，可以提升发展

2.3.9

中国家，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中 NMHS 在其政府

天气信息网（EMWIN）和无线电和因特网（RANET）

中的形象，这样，反过来将鼓励政府维持或增加对

系统的升级给予帮助，后者对终端用户产品的分发

这些部门的支持，尤其是对全球观测系统站点的支

来说是经济有效的通信技术。

持。因此，理事会提请秘书长支持这些项目，并探

2.3.10

索在其他区域启动类似项目的可能性。

循环观测系统（HYCOS）项目的实施筹集资金，此

2.3.4

理事会还提请秘书长和会员把高优先权

理事会还认识到各区域开展的社会经济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视情对应急管理人员

理事会还提请秘书长和会员继续为各水

项目可以对本区域洪水预报和控制起到显著作用。

给予 GTS 现代化和升级工作，特别是在一、二、三

2.3.11

和五区协。

合作日益加强，其中包括通过组织联合的技术会议

2.3.5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协主席对观测系统持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三区协和四区协的

和研讨会。

续运行和维持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极大担心，包括在

2.3.12

一些 NMHS 中被迫更换无线电探空仪的后果。理事

讨会、培训活动和届会的会员，以及向需要帮助的

会提请秘书长继续关注这些问题，并视情向会员提

其 他 会 员 提供 过 帮 助 的会 员 表 示 赞赏 。 它 还 对

理事会对那些承办过各区协各种会议、研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4

Arthur J. Dania 先生（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及阿鲁巴

写第四次评估综合报告的决定表示欢迎。理事会期

岛）和 Woon Shi Lai 先生（新加坡）分别作为四区

待第四次评估及其综合报告能在 2007 年完成。

协和五区协主席所做的宝贵贡献表示感谢。

2.6.4

理事会注意到在编写《二氧化碳捕获与封

各区协主席提交的报告中涉及的其他问

存》特别报告和《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题在相关的科学和技术计划议题下讨论，包括区域

指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盼望上述两个报告分

计划。

别能于本年度和明年完成。

2.3.13

2.6.5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EC-57）。

3.

科技计划（议题 3）

种建议。理事会在各议题下作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建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议题 3.1）

议。

3.1.1

WWW 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CBS 主席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议题 2.4）

2.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欣
慰地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1 中的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各

的报告及 CBS 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议
2.5

题 3.1.1）

技术委员会主席 2005 年会议的报告（议
题 2.5）

3.1.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

月 3 日在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举行的 CBS 第十

在防灾减灾领域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协调机制很重

三次届会的报告，并批准实施 CBS-13 提出的下列

要并要求秘书长解决该问题。

各项建议：

2.5.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2005 年 2 月 23 日-3

考虑到 GEOSS 的快速发展，理事会要求

(a)

建议 1（CBS-13）— 有关 AMDAR 的培训；

各 技 术 委 员会 主 席 在 各自 的 委 员 会内 任 命 一 名

(b)

建议 2（CBS-13）— 对《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2.5.2

GEOSS 报告员/协调员。
2.5.3

（WMO- No. 544）卷Ⅰ和《全球观测系统指
南》（WMO- No. 488）第Ⅱ部分的修改；

技术委员会主席同意把重点放在审查与

观测有关的技术规则方面，查找并纠正缺陷、重复、

(c)

不一致性和错误，理事会对此表示赞赏。
2.5.4

（WMO – No. 386）卷Ⅰ、第Ⅰ、Ⅱ部分的

理事会支持技术委员会主席有关在技术

委员会中建立若干专家组的意见，以促进 WMO 未

修改；
(d)

来信息系统（FWIS）的发展，尤其在资料管理、元
资料、XML 和资料交换。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委员

建议 4（CBS-13）— 对
《电码手册》
（WMO-No.
306）卷Ⅰ.2 的修改；

(e)

会主席会议关于将 FWIS 更名为“WMO 信息系统
（WIS）”的提议。

建议 3（CBS-13）—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

建议 5（CBS-13）— 对《电码手册》
（WMONo. 306）卷Ⅰ.1 的修改；

(f)

建议 6（CBS-13）— 对《全球资料加工和预
报系统手册》（WMO - No. 485）的修改；

2.6
2.6.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3.1.1.2

（议题 2.6）

建议 1 中（CBS-05）《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

执行理事会感谢 IPCC 主席帕乔里（R.K.

册》（WMO-No. 485）名为“长期预报（LRF）标

Pachauri）先生关于专门委员会工作现状的报告。
2.6.2

理事会祝贺专门委员会成功完成了《保护

理事会还批准实施业经 CBS 主席批准的

准检验系统（SVS）”的附件Ⅱ.8 新草案，以取代
目前附件Ⅱ.8 和Ⅱ.9 的文字，。

臭气层和全球气候系统：与氢氟碳化物和全氟化碳

3.1.1.3

有关的问题》特别报告，此报告是与《蒙特利尔议

畴内增强 WWW 基本系统一事，理事会回顾到计划

定书》技术经济评估专家组（TEAP）共同编写的。

的实际实施取决于资金筹集情况。它要求秘书长和

理 事 会 注 意到 政 府 间 气候 变 化 专 门委 员 会 将 向

一区协根据新的机遇重新审查一区协战略的实施，

WMO 会员分发该报告的意图。

其中包括印度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

关于一区协在更大的非洲可持续发展范

理事会对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所取得的

3.1.1.4

理事会采纳了决议 2（EC-57）。

进展和在其第 22 次届会上专门委员会所作出的编

3.1.1.5

理事会注意到关于世界天气监视网

2.6.3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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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监督目前的形势并尽一切可能采

（WWW）的实施进展/活动报告，并作如下决定：
(a)

取行动，以避免高空资料出现长期缺

关于 GOS 计划，理事会：
(i)

注意到 GOS 地基和空基子系统的实施

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还要求无线

和运行情况，并敦促会员继续尽力保证

电探空仪的供应商开发具备互可操作

持续提供资料用于全球气象服务；感谢

性的系统；并随时向理事会和会员通报

卫星运营方通过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

情况；

料、产品和服务所做出的贡献；关于国
际极地年（IPY），敦促会员恢复尤其
(ii)

(iv)

(vi)

(i)

认为 CBS-13 在信息系统和服务 OPAG
下为 GTS 和资料管理计划制订了工作

要求秘书长和 CBS 与大气科学委员会

计划，包括与 FWIS 相关的活动，工作

（CAS）合作，对适用的观测计划及系

计划将解决与发展最为相关的问题；
(ii)

注意到“WMO 未来信息系统（FWIS）”

通过早期预警能力的提高尽快增强会

中的“未来”一词在建立此概念之时是

员防御和有效应对高影响天气季节或

很适当的，但当这一概念已进入实施阶

周期的能力，同时，有助于在选定的观

段时，便不再适用，同意 CBS-13 和

测网运行中节约资金。这被视为是对交

FWIS 跨委员会协调组（ICG）用“WMO

叉性防灾减灾计划（DPM）的直接和

信息系统（WIS）”这一名称代替“WMO

重要贡献；

未来信息系统（FWIS）”的意见；

要求 CBS 有效协调开展 OSE，使之作

(iii)

要求有关 WMO 计划及相应的技术委

为向会员提供实施适用的观测计划可

员会确定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需求的

行性建议的一种有价值的科学工具，并

全面性和一致性；将这些需求变为 WIS

建议组织一次研讨会来评价相关的科

的功能部分；检验 WMO ISO 元资料标

学成果；

核 心 标 准 1.0 版 本 草 案 ； 并 通 过

认识到在制定 GOS 空基和地基子系统

ICG-WIS 的工作确保相关专家组之间

演进实施计划中所开展的重要工作，并

的合作与协调；

要求 CBS 与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密

(v)

关于 GTS 和资料管理计划，理事会：

是极区的观测站；

统的发展和实施给予更大重视；这样，

(iii)

(b)

(iv)

建议在 WMO 各机构届会上（包括技

切合作，在未来的工作计划中强调各项

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本着前瞻性的态

建议的实施方面；

度积极促进 WIS，以及在各种会议及

呼吁各区协适当考虑和协调实施各区

类似活动上推广作专题报告的做法，并

协 GOS 再设计的提议；

建议在 WMO 网站上设立 WIS 网页；

注意到在许多 NMHS 设备和耗材的高

(v)

注意到在实施改进的主干通信网

额成本仍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敦促

（MTN）和 CBS 工作计划方面已取得

会员根据相关的大会准则探索更有效

了显著进展，该计划是为审议和更新

的合作和联合资助方案，要求秘书长就

GTS（尤其是 MTN）组织和设计原则

区域必要的实施协调活动给与协调，并

以从 ICT 发展中获取最佳效益，重申

根据议题 5 解决追加经费的需求；

GTS 和改进的 MTN 是 WIS 核心通讯
部分的基础，能促进对时间性要求极高

(vii) 关于在实施 GEO 过程中所取得的进

的资料和产品的可靠交换和传输；

展，要求 CBS 协调其相关开放计划领
域组（OPAG）以及有关实施 GEOSS 十

(vi)

强调星基资料分发系统的重要作用，并

年计划的活动，以加强与 GEOSS 相关

欣慰地注意到其大规模进行并完成了

的 WWW 业务；

重要的技术升级（如 DVB-S），敦促

(viii) 注意到关于被迫需要更换某些无线电

CBS 将这些系统，特别是将新的综合

探空仪系统所产生影响的报告，要求秘

全球资料分发服务（IGDDS）协调整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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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合为 GTS/WIS，作为大量信息分发的
组成部分；

(xiii) 要求秘书长促进区域间必要的协调，并

(vii) 认 识 到 WMO 必 须 要 在 促 进 未 来

根据要求协助会员加强国家及区域

GEOSS 基本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服务

GTS 部分，以及帮助从国际援助中获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见议题 10.5），敦

益；

促秘书长、志愿会员和 ICG-WIS 在相

(xiv) 要求 CBS 可通过多边途径研究 GTS 的

关技术委员会支持下制订一个工作计

更新，以满足 NMHS 对交换地震资料

划并加速 WIS 关键部分的发展，以促

的需求，并及时确定和解决早期预警系

进在 2006 年（而不是在 2008 年）至少

统专用 GTS/WIS 程序，特别是对海啸

在一些国家开始实施；

预警系统的需求。

(viii) 决定审议划拨追加经费的问题以支持

(ix)

划，理事会：

题 5 帮助会员加强其 GTS 业务以及

(i)

认为在制定预报标准方面，未来的工作

FWIS 的设计和实施；

是要制定、细化有关这些标准和方法的

了解到 CBS 为使业务安全风险减至最

指南并提供给会员，以及用于保持该指

小而编写的互联网业务应用指导材料，

指南不断更新，用于指导全面的预报功

这对小 NMHS 十分重要，要求 CBS 继

能和流程；
(ii)

鼓励 NMHS 使用所建议的短期预报方

提供经验和技术；

法（《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含

敦促会员建立国家机制，如项目指导

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组，尽快制定向表驱动码格式过渡的国

（WMO-No.985），总摘要第 5.3.4 段），

家计划，要求秘书长制定和实施有效且

评价其适用性，并根据各 NMHS 的需

经济的方式来促进过渡，包括开发和分

要和能力来对其进行修改和使用；

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包以及巡回专

(xi)

关于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GDPFS）计

两次 GTS/WIS 实施协调会，并根据议

续积极开展这一工作，并敦促 NMHS
(x)

(c)

(iii)

注意到日本气象厅提出建立集合预报

家访问，协助国家气象中心（NMC）

系统（EPS）检验牵头中心，同意将此

解决实地的技术问题；请 NMHS 和相

类牵头中心的责任说明纳入《GDPFS

关组织提出专业技术和材料以促进这

手册》（WMO-No.485）（作为建议 6

些工作；

的一部分（CBS-13））；

为了实现更有效的保障无线电频率分

(iv)

关于旨在为促进 NWP 产品使用而制定

配，敦促会员：确保其各自国家无线电

的灾害性天气预报演示项目，同意于

通讯机构充分意识到相关问题对气象

2005 年开始实施的 1 年期项目应特别

业务的影响；寻求他们的支持；参与国

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家、区域和全球有关无线电频率的活

(v)

认为应正式指定长期预报（LRF）全球

动，特别是参与下届 2007 年世界无线

制作中心（GPC），为此 CBS-Ext.（02）

电通讯大会的筹备工作；

同意将最重要的 LRF 产品目录纳入

(xii) 注意到 WMO 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 GDPFS 手 册 》 的 附 件 Ⅱ -6 中

（ ISDR ） 和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WMO-No.485），（作为建议 6 的一

（UNESCO）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部分（CBS-13））；

（IOC）协调，在开发印度洋海啸早期

(vi)

要求所有 LRF GPC 根据 WMO 标准检

预警系统方面的活动，完全认同 GTS

验系统向 LRF 检验牵头中心提供其检

以及最终 WIS 在帮助有关海啸预警信

验结果，以在牵头中心网站上进行评估

息系统收集、交换和分发有关印度洋及

和发布

其他危险地区多灾害信息方面的突出

(vii) 作为加强对 GOS 支持的一种激励手段

总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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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比对计划。

产品，为此，要求 CBS 考虑在 WWW

3.1.2.2

计划下推动此事的途径，目的是全面实

性，理事会：

现本报告附录 2 所描述的预期效益；

(a)

关于为所有 WMO 计划进行比对的重要

同意应寻求使用正常预算为未来的比对提供

关于 WWW 系统支持活动计划，理事会要求

部分支持的解决办法，避免不适当的依赖制

秘书长于 2005 年再分配一些用于此计划的

造商提供的预算外资金；
(b)

注意到 WMO 高质量探空仪系统比对（2005

（QMF）的补充技术指导材料（另见议题

年 2 月，毛里求斯）和 WMO 雨量强度仪比

8.4）；

对（法国、意大利、荷兰，2004 年 9 月-2005

对于 QMF，理事会同意二区协第十三次届会

年 6 月）取得重要成就。感谢一些会员和相

和四区协第十四次届会的建议，在本区域召

关仪器制造商在进行比对时提供的支持和捐

开的技术大会以及其他规划的培训活动中应

助；要求秘书长尽快完成比对结果报告并向

包括有关 QMF 能力建设的学术报告，并继续

会员、私营仪器行业和科技界公布上述结果，

开发和出版指导材料；

并启动后续行动，目的是使当前制造商有关

关 于 向 会 员 提 供 《 WWW 天 气 报 告 》

比对结果的实践和计划同步，例如在选择的

（WMO-No.9，卷 A、C1 和 C2）业务信息，

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无线电探空仪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到 2005 年底逐步实现无

设计上省略压力传感器以节约成本；

纸化出版，代之以电子格式，CD-ROM 以及
(g)

要

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地点的 NWP

资金，以促进出版有关 WMO 质量管理框架

(e)

摘

(c)

要求秘书长考虑实施 WMO 比对，这对要求

网络来出版和分发；

准确和均一测量的 WMO 计划来说非常重

关于紧急响应活动（ERA）计划，理事会：

要，也与 CIMO 中的计划要求相一致，如：

在强调保留 ERA 计划的核泄漏方面的

WMO 外场雨量强度计比对和 WMO 百叶箱

同时，要求 CBS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温度表与湿度测量仪器的综合比对；

(i)

（UNEP）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d)

办公室（UN//OCHA）以及其他国际组

对。这将有助于在这些气候区域和具体条件

织协调，继续扩大大气传输模拟计划的

下选择合适的仪器，如飓风条件下合适的压

范围和能力，用于非核泄漏紧急事件，

力和其他传感器；

尤其是化学事件以及由于荒地野火产

(e)

生的浓烟等灾害性情况；
(ii)

要求秘书长促进在不同的气候区域组织比

回顾到在 2003 年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赞赏加拿大提出参与并可能主办 WMO 北极
地区的比对工作；

(f)

认识到其他气象仪器比对的需要，如测量能

约组织（CTBTO）确定的正式工作安

见度、固态降水的仪器和小型天气雷达、测

排 ， 要 求 CBS 和 秘 书 长 继 续 获 取

量溪水流量和水深的水文学仪器。要求

CTBTO 资料和信息以增强 WMO 计

CIMO 与水文学委员会（CHy）和水文气象

划，尤为紧要的是那些有助于早期预警

仪器工业协会（HMEI）合作，将其纳入比对

的潜在灾害资料和信息（例如火山爆

的未来计划；还要求 CIMO 解决比对过程中

发、地震/海啸）。

仪器地点标准化的问题；
(g)

认识到会员国应当开发用于大气气体、温室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CIMO 主席的报告

气体、大气物理和成分、气溶胶、固体降水、

（议题 3.1.2）

能见度和生物参数观测的新的仪器和方法，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

应当积极对这些仪器进行比对，以拓展其业

会（CIMO）主席的报告并赞同全世界的观测资料

务领域，加强与 GEOSS 的联系。理事会提请

完全均一将非常有利于了解地球的气候系统、气候

CIMO 鼓励对这些新仪器的研究和开发。

3.1.2
3.1.2.1

变异和气候变化。它回顾了在现有资金范围内和有

3.1.2.3

私营仪器行业支持的 CIMO-13 会议（2002 年）的

减灾成功的先决条件，并要求秘书长通过培训研讨

理事会注意到准确和及时的测量是防灾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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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拟在所有区域开展的高空观测培训研讨会及

同上述会议的如下目标：

仪器校准培训研讨会，来加强会员和区域仪器中心

(a)

所有热带气旋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

（RIC）在观测规范和仪器校准方面的能力。理事

和热带气旋警报中心努力在 2015 年前将热

会还要求秘书长继续评估 RIC，同时拟定加强其业

带气旋路径和强度预报的精确度提高 10%。

务和能力建设功能与服务的建议。它还要求开展一

理事会注意到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要达到这

次详细调查以确定会员 NMHS 在标定和维护方面

一高难度目标面临的艰难挑战；

的能力情况。
3.1.2.4

(b)

热带气旋区域机构的相关成员在 2015 年前

提及 WMO 与 COST-720 在 WMO 高质量

发布时间达 5 天的热带气旋概率预报；

探 空 仪 系 统比 对 方 面 的成 功 合 作 ，理 事 会 要 求
CIMO 主席就 CIMO 活动积极寻求与有关国际计划

所有热带气旋 RSMC 和热带气旋警报中心及

(c)

热带气旋区域机构 的成员们每年一次地教育

和组织的合作，如欧洲气象网络（EUMETNET）、

利益相关方如何正确地判读热带气旋预报、

欧洲科技研究合作（COST）计划、国际度量衡局

咨询、警报和其他气象水文信息；和

（BIPM）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d)

热带气旋区域机构 的成员们确保向决策者包

WMO《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的更

括紧急管理人员、媒体、公众和其他利益相

新取得了巨大进展。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于

关方实时分发可靠、有效的热带气旋临近预

2006 年中期以光盘的形式和在 WMO 网站上出版电

报、预报、咨询、监测和警报信息。

3.1.2.5

子版指南并在 2006 年底出版印刷版指南。根据第

3.1.3.2

十四次大会的决定，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在 2007

务能力，需要为热带气旋和风暴潮业务预报员制定

年期间把它翻译成其他 WMO 语言。

一 项 增 强 型培 训 计 划 。它 敦 促 所 有的 热 带 气 旋

理事会强调，为进一步提高 NMHS 的业

理事会认识到在网上获取新版的世界气

RSMC 和热带气旋警报中心加强其培训活动，尤其

象仪器目录（2005 年版）的必要性，并要求秘书长

是在气旋季节期间将这些业务预报员安排到它们

与中国气象局（CMA）合作提供网络获取目录的途

中心跟班。

径。理事会强调该目录对会员很重要，同时提请秘

3.1.3.3

书长与 CMA 合作对目录进行更新。

带气旋概率预报”的区域和国际研讨会，以便他们

3.1.2.6

理事会强调需为业务预报员组织关于“热

理事会强调 GEO、CBS 和 CIMO 之间密

能在 2015 年前发布时间达 5 天的热带气旋概率预

切合作的必要性，同时注意到 CIMO 任命了一名

报（参见总摘要第 3.1.3.1（b）段），使公众对气旋

GEO 协调员。它要求秘书长将新观测系统的新发展

警报能作出合适的响应。为了让抗灾界学会使用热

和新变化定期通告给会员。

带气旋概率预报，它要求秘书长协助国际紧急管理

3.1.2.7

3.1.2.8

理事会注意到 HMEI 观察员的讲话，他在

员协会（IAEM）编写全球教育和培训指南。

发言中提供了有关维萨拉公司的 RS80/RS90 400 兆

3.1.3.4

赫无线电探空仪终止生产的信息。他指出该问题有

和用户（包括各区域的灾害管理部门）之间建立适

各种解决方案，并鼓励 WMO 会员考虑几家无线电

当协调机制的重要性。

探空仪制造商提出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会员也

3.1.3.5

应考虑耗材的长期成本，而非仅仅考虑一个地面站

WMO 在多灾预警系统实施中发挥的贡献性作用，

的短期费用。建议 WMO 会员查阅 HMEI 网上会员

理 事 会 敦 促 WMO/ 联 合 国 亚 太 经 社 理 事 会

产品目录上的相关信息。

（ ESCAP ） 热 带 气 旋 专 家 组 成 员 早 日 实 施

理事会注意到在热带气旋预报制作单位

鉴于最近在印度洋发生的海啸灾害及

IOC/WMO/UNESCO 国际水文计划“印度洋北部地
3.1.3

热带气旋计划（议题 3.1.3）

区减少风暴潮灾害”项目，并要求秘书长在这方面

3.1.3.1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最有效的防灾措施之

协助专家组成员。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使用 2004 年在菲律宾

一是具备能及时提供精确、信息便于用户掌握使用

3.1.3.6

且运行良好的预警系统。为此并在 TCP 框架内，理

开展的研究作为基础来全面研究热带气旋的经济

事会注意到热带气旋计划（TCP）的热带气旋早期

和社会影响，重点是终端用户对所有遭受热带气旋

有效预警专家会议（2005 年 1 月，日本神户）并赞

影响的地区的有关天气服务的评估。

总

摘

要

的能力培养，旨在使他们开展监测、资料管

世界气候计划（议题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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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分析等用以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活动；
气候协调活动，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

3.2.1

(c)

通过相关机制，支持国家和地区为解决有关
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包括开发气候变

询组的报告（议题3.2.1）

化情景的模式，季节和年际预报的能力建设，
气候学委员会的全面协调
3.2.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CCl）

以及可能的十年气候预测，以支持社会经济

于2005年1月31日至2月2日在日内瓦举行了核心管

安全；

理组的第二次会议，CCl第十四次届会将在中国北

发展，特别是通过支持食物、能源和水资源
(d)

促进与其他从事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组

京召开（2005年11月3-10日）。理事会提请秘书长

织和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并定期通知这些机

在CCl-14之前安排《气候规范指南》（WMO-No.

构WMO正在开展的与这些计划和活动相关

100）编辑定稿并尽快出版。

的活动。

3.2.1.2

理事会支持组织题为“气候作为一种资

(e)

敦促各会员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源”的技术大会（2005年11月1-2日，中国北京），

区域行动计划，并积极筹措该计划所需的资

以便加强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参加

金。

CCl-14，理事会建议通过从捐助机构中寻找发起伙
伴的方式为组织技术大会筹集预算外资金。理事会
满意地注意到一些会员国和其他伙伴对组织和承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3.2.1.5
理事会注意到UNCCD秘书处与WMO合

办此次活动提供了资助。

作组织了在UNCCD框架下的巴尔干地区备旱技术
研讨会（2004年10月25-26日，罗马尼亚，Poiana

国际减灾战略（ISDR）
3.2.1.3
理事会注意到WCP计划积极参与ISDR跨

Brasov）。理事会对研讨会建议设立巴尔干次区域

机构专题组和气候变化与降低灾害风险工作组，以

旱情程度和减灾表示满意。

及提供机会开展更多用户驱动的气候服务以支持

3.2.1.6

气候变化和减轻灾害危机的重要性。理事会还注意

年宣布为“国际防治沙漠和荒漠化年”。对此，理

到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2005年1月18-22日，日本

事会：

神户）的主题序列中加入了WCP计划，要求秘书长

(a)

干旱管理中心负责发布干旱事件的早期预警，评估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把2006

建议应在2006年世界气象日“防治和缓解自

作 出 安 排 ， 继 续 支 持 WCP 参 与 在 神 户 召 开 的

然灾害”主题相关的出版物和新闻发布会中

WCDR-2的会议成果和行动框架的落实及后续行

突出宣传干旱和荒漠化专题；

动，并就气候灾害管理而言推广气候模拟和预测、

(b)

通信工具和早期预警的应用。

因子国际研讨会；
(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3.2.1.4
理事会注意到WMO参加了UNFCCC第十

支持出版《干旱监测：进展与挑战》宣传小
册子的提议；

(d)

建议制作突出反映干旱和荒漠化过程中天气
和气候因素的张贴画和音像材料；

次缔约方大会（2004年12月6-17日，阿根廷，布宜
诺斯艾利斯）和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SBSTA）

赞同WMO于2006年组织一次荒漠化的气候

(e)

要求秘书长从第二个两年期的预算外资金中

第21次会议。认识到COP-10强调适应气候变化和各

设法拨出30,000瑞士法郎，以用于开展上述活

国为此问题采取措施的承诺，理事会赞同适应气候

动。

变率和变化的各项倡议，并敦促秘书长：
(a)
(b)

确保WMO及其会员在UNFCCC相关附属机
构中持续发挥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3.2.1.7
理事会注意到2005年2月7-11日在泰国曼

支持在人力资源和NMHS基础设施方面的能

谷召开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次会

力培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议（SBSTTA-10）上通过了致《生物多样性公约》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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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实质性、战略、科学和技术性问题的十三项

以防止这方面的努力出现重复，并满足广大

建议。

气候界的各种需求；

3.2.1.8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SBSTTA-10通过了特

(e)

与WMO所有相关计划和其他观测计划一道，

设技术专家组（AHTEG）开展有关生物多样性、荒

共同深入协调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漠化和气候变化协同活动的职责。考虑到AHTEG

在观测和资料需求方面的活动（即：对地球

的责任是辅助评估把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考虑融入

系统的协调观测和预报（COPES）），其中

适应气候变化的落实活动之中，并为各项活动的规

包括GCOS、GEO和WWW，以最大限度地利

划和/或落实提供咨询，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确保

用资源并体现协同作用。

WMO积极参与AHTEG。

3.2.1.10

理事会获悉，根据第14次大会的要求，秘

书长建立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特设探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EC-AGCE）

讨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05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会

理事会注意到EC-AGCE于3月31日-4月1

议并编写了召开WCC-3可能性的报告。理事会对特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六次会议。理事会还注意到工

别探讨委员会的报告表示赞赏，并对其提出的提请

作组目前从内部、机构内和机构间几个层面上对气

理事会审议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召开WCC-3的建议

候活动的全面协调机制进行了评审。理事会观察

表示赞赏。此报告建议将在季节到年际以及可能的

到，从战略角度出发，WMO充分意识到在WMO第

十年预报中所取得的科学进展作为此次大会的核

六个长期计划（6LTP）战略八中确定的建立伙伴关

心主题。

系的价值所在，该计划鼓励与国际伙伴、其他相关

3.2.1.11

组织、学术界、媒体和私营行业等开展有效的合作。

得到社会经济效益，对决策者也有益。许多成员支

理事会还注意到第五次EC-AGCE会议起草过一篇

持WMO组织这样的大会，并建立一个组织委员会

题为“WMO在气候和环境方面的领导作用”的讨

与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在不同层次上进行

论稿并提出了六项主要建议，这些建议经执行理事

协调，促进它们的参与并寻求资金支持。尽管如此，

会第五十六次届会审议。理事会还获悉，第六次

还有很多成员还没有决定是否召开WCC-3，因为其

EC-AGCE会议又提出了40项建议，这些建议在会议

结构、成果和资金还需要进一步的澄清和解释，而

的最终报告中得到充分反映。对此，理事会要求秘

且还没有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协商。

书长：

3.2.1.12

3.2.1.9

(a)

(b)

际预报以及可能的十年预报所取得的科学进展进

活动，写向各会员国的外交部长寄送一个通

行广泛交流的重要性表示同意，并决定：

函，以使他们及时掌握有关WMO在世界气候

(a)

提请秘书长建立一个临时组织委员会，在

和气候变化行动中作用的最新情况；

WCC-3特别探讨委员会建议的工作基础上制

强烈鼓励WMO所有区域实施RCC，特别是提

定WCC-3的会议计划，并拟订关于WCC-3会

供一个介绍二、四、五和六区协设立RCC最

议范围、科学计划、高层次分会的内容、时

新进展情况的摘要，提到各种RCC的结构及

间表和预算的建议。
(b)

提请秘书长在拟订关于WCC-3的建议并建立

主席通报上述情况，以鼓励他们利用各项准

潜在伙伴关系时与相关国际组织协商，包括

则；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IPCC、联

探讨利用预算外资金为“与气候变率与变化

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UNEP、UNESCO、

共生存：了解不确定性与管理风险”会议

UNFCC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2006年7月7-21日，芬兰，Espoo）提供财

(c)

政捐款，这需要开展广泛的融资行动；
(d)

理事会对通过世界气候大会，对季节到年

进一步促进WMO参与有关适应气候变化的

其将从事的活动，写信给一区协和三区协的

(c)

一些成员支持建议的主题，因为可以从中

确保现场观测计划继续成为一个高优先的行

提请秘书长就WCC-3的会议计划问题与各会
员进行一轮协商。

(d)

提请秘书长将临时组织委员会起草的经过成

动，确保GCOS和GEO密切合作，并与其他主

本核定的会议计划提交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

要观测计划（研网络，WWW等）密切协作，

次届会审议和作出决定。

总
3.2.1.13

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气候风险管理是一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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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

理事会认识到指定国家和区域负责气候

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技术委员会与

变化检测倡议的联系人的需要。对此，呼吁国家气

WMO各项计划的密切协调，其中包括WCP计划；

象水文部门建立部门内的气候变化监测和检测单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供一个WMO各计划目前正在

位/科室。

开展的防灾行动的清单，以便清楚地认识到在防御
和减轻自然灾害方面的交叉活动。

数据库
3.2.2.7

3.2.2

世界气候计划，包括 CCl 主席的报告（议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提供完整、可靠的数据

集和元资料以出版最终版本。

题 3.2.2）
资料拯救（DARE），数字化处理和资料交换
气候观测要求的标准
3.2.2.1

注意到自动化生成和报告 CLIMAT 和

CLIMAT TEMP 信息的重要性，执行理事会要求与

3.2.2.8

理事会鼓励各会员通过自愿合作计划

（VCP）和其他预算外资金支持高优先的 DARE 项
目，包括拯救用过时的 7-和 9 磁道磁带记录的资料。

GCOS/WCP 继续合作，组织举办有关 CLIMAT 和
CLIMAT TEMP 软件使用并向会员国分发软件方面

气候数据库管理系统（CDMS）

的 培 训 研 讨会 。 理 事 会还 要 求 将 这些 软 件 放 在

3.2.2.9

WMO 的 ftp 服务器上以供直接下载。

库管理的材料和手册的要求，同意 CCl 关于相关的

理事会回顾了第 14 次大会关于气候数据

实施协调小组开发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气候监视预警系统

（WCDMP）气候数据库管理指南的方案。理事会

理事会考虑气候监视专家组的建议并鼓

还回顾和强调了在各区域组织气候数据库管理培

励 WMO 建立一个适当的机制，以推动建立用于监

训 研 讨 会 的重 要 性 ， 旨在 实 现 从 气候 计 算 系 统

测大尺度天气现象的“区域气候监视系统”和可在

（CLICOM）向现代的多级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平稳

国家级上发布预警的国家气候监视系统。理事会还

过渡。理事会敦促会员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柬

鼓励会员通过举办培训班来开展不同区域有关气

埔寨和老挝加快向新系统的过渡。

候监视的能力建设，培训内容包括气候监测和预测

3.2.2.10

技术，对大尺度现象及其对局地和区域气候的影响

CLIPS（WCAC）处的实施进展/活动报告，并作出

的了解，以及开发适当的气候指数。

以下决定：

3.2.2.2

(a)
气候分析和监测技术（包括气候变化检测）
3.2.2.3

理事会要求将 ClimDex 用户指南翻译成

其他 WMO 官方语言。

理事会注意到 WCP 司世界气候应用和

针对气候信息和预测产品的深入理解和利用
为会员和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用户界带来社
会经济效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i)

支持 WMO 和联合国其他组织（包括

理事会注意到气候指数区域研讨会分别

UNEP、WHO、ISDR、UNDP、UNESCO

在四区域（牙买加，金斯敦）、一区域（摩洛哥，

等）及其他有关机构之间的协作，以便

卡萨布兰卡）和二区域（土耳其，阿兰亚）组织召

加深它们对气候需求的理解，支持开发

开，其他区域也在计划召开更多的研讨会。理事会

有用的气候产品，强化有效的气候产品

敦促各会员国提供逐日记录以建设指数计算所需

应用，以（尤其）服务于健康、水资源、

的数据库。

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防灾

3.2.2.4

减灾和农业部门；
气候系统监测

(ii)

探索开发一个 WMO 极端事件数据库，

理事会注意到《2003 年全球气候系统回

从而支持所有区域各个时间内的气候

顾》
（WNO-No.984）的出版并鼓励各区域探讨通过

极端事件的评估工作（通过 DPM 计

未来建立的区域中心提供区域性年度气候回顾产

划）；

3.2.2.5

品的途径。

(iii) 在拟定生物气象培训计划方面与有关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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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计划开展所有层面的合作，从而

亚提出支持本次会议，并敦促其他会员

支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关气候-健康

也给予支持。

的应用工作；

(d)

必要兼顾所有感兴趣的部门，并需要利用现

(iv) 促进 NMHS 的工作，从而监测、协调
(v)

关于感兴趣的区协建立 RCC 事宜，认识到有

和评估地球气候系统；

有的基础设施，理事会认识到二区协和四区

敦促所有会员为各专家组和为面向用

协的最新进展（以及在五区协和六区协正在

户的产品开发及宣传信息做出贡献，包

开展的活动），并要求秘书长：

括宣传气候在各部门中作用的小册子；

(i)

敦促一区协和三区协利用《区域气候
中心的组织和实施会议文集》

(vi) 支持由不同专家组承担的撰写或修订

（ WMO/TD-No.1198,WCASPNo.62 ）

各项指南的工作；
(b)

关于专家积极参加与气候有关的未来 CCl 会

在其区域内确定需求和发挥 RCC 职能

议和国际大会，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

的能力。

持专家，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c)

敦促 CBS 和 CCl 按要求检查并修订

(ii)

国家的专家参加有利于气候预测和应用的能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手册》

力建设以及有利于加深对气候信息和产品应

（WMO-No.485）第一卷，收入有关

用于各部门所带来效益的理解的会议和大

RCC 方面的术语和职能，以便为按技

会；

术规则指定 RCC 的工作提供支持，并

关于各会员和用户通过 CLIPS 和其他相关论

简化 RCC 的正式指定进程；

坛对气候预测的效益和局限性更深层次的理

(iii)

解，理事会注意到区域气候展望论坛（RCOF）
进程对以下工作十分重要，即：开发会员在

敦促 WCP 和 WWW 在 RCC 和 FWIS
的发展方面尽可能开展协作；

(e)

关于 CLIPS 活动的发展，理事会注意到成立

气候监测、评估和预测方面的能力；制作适

了新的 CCl“厄尔尼诺定义和指数”专家组，

合用户需求的信息和产品；促进用户群向气

并要求秘书长：

候科学家反馈工作情况。理事会进一步注意

(i)

到第一届亚洲区域气候监测-评估-预测论坛

公报的战略及其通用术语；

在北京成功地举行（2005 年 4 月 7-9 日）。理

(ii)

事会要求秘书长：
(i)

(ii)

促进制订一项有关厄尔尼诺事件新闻
在发行新闻之前，提升区域合作效益的
宣传；

协助 NMHS 以及各区协继续从当地部

(iii) 审查制订一个单一的、全球接受的标准

门和/或国际资助机构争取资金，以支持

化的 WMO 关于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

与 RCOF 相关活动的启动或维持；

象发展和预报的 WMO 政策/方法的可

鼓励 RCOF 拓展到新的区域或者次区

行性；

域，敦促各区域把 RCOF 活动纳入 RCC

(f)

关于气候应用的开发，理事会认识到旅游业

的职责中，创造培训机会，促进相关机

对全球和国内经济的重要性，并要求秘书长

构间的协作、工作交流计划，以及促进

支持 CCl 第 14 次届会（2005 年 11 月，北京）

CLIPS 联系人参加专家会议和大会，旨

建立一个气候与旅游专家组。

在加强能力建设；
(iii)

优先考虑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并帮助筹

3.2.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议题 3.2.3）

措预算外资金和实物捐赠，用于支持

3.2.3.1

执行理事会感谢 GCOS 指导委员会主席

“WMO 与气候变率和变化共存大会：

Paul Mason 教授提交的关于 GCOS 计划的进展报

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与风险管理”（2006

告，尤其是关于《用于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

年 7 月 17-21 日，芬兰，艾斯博）的后

观测系统的实施计划》完成情况以及将该计划提交

勤安排和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专家

给 UNFCCC 的进展。其他活动包括促进 GCOS 基

参会。执行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澳大利

准网络的系统性改进；区域研讨会安排的连续进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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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资源的筹集，包括为系统改进而设立的

区域研讨会计划和系统改进的支持。尽管如此，理

GCOS 合作机制。

事会认识到用于运转 GCOS 秘书处的资金缺口仍旧

3.2.3.2

理事会对 GCOS 实施计划的完成表示欢

迎，同时对美国、英国和其他会员为 GCOS 的发展

很严重。
3.2.3.8

对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3（EC-57）。

3.2.4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而给予的财务支持表示感谢。它注意到，WMO 的
各计划和技术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参与了《实
施计划》中许多行动，并且在实施这些行动中给予

（议题 3.2.4）

该计划很大的支持。理事会认识到虽然 GCOS 本身

3.2.4.1

并不资助网络的改进，但它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WCIRP）框架下继续

框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会员能以此改进他们的

紧密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IPCC 的工作中。理

网络，以满足 GCOS 的需求。

事会注意到，WMO 参加了第 23 届 UNEP 管理理事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 WMO 和 UNEP 在世

UNFCCC 缔约方大会以“决定 5/CP.10—

会会议（2005 年 2 月 21-25 日，肯尼亚，内罗毕）

为气候实施全球观测系统（2004 年 12 月，布宜诺

-WMO 通过其会员，继续向 UNEP 出版物《全球环

斯艾利斯）的形式认可了实施计划，理事会对此表

境展望》提供科技支持。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通

示欢迎。理事会注意到 SBSTA 已提请 GCOS 秘书

过 UNEP 的大气和沙漠化公约处和 WMO 的 WCP

处与 GCOS 发起机构（WMO、IOC、UNEP、国际

联合工作，现已可在 WCP 的主页上连接到 WCIRP

科学理事会（ICSU））一道向 SBSTA 的第 23 届会

的网页。

议（2005 年 11 月）报告这些专门机构将计划中确

3.2.4.2

定的行动纳入到各自的计划和行动的情况。

议“与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共存：理解不确定性和

3.2.3.3

3.2.3.4

理事会在强调 GCOS 实施计划与 GEOSS

理事会感谢地注意到，UNEP 对 WMO 会

管理风险”给予的持续支持。该会议将于 2006 年 7

计划中“气候”社会效益部分之间有很强联系的同

月 17-21 日在芬兰 Espoo 举行。

时，鼓励 GCOS 和 GEOSS 在实施各自的计划中开

3.2.4.3

展密切合作。

能源相关的工作，认为迫切需要加强 WMO 和

3.2.3.5

与世界天气监视网合作，并通过对气候观

理事会回顾了 WMO 长期致力于气候和

UNEP、世界银行和其他相关机构、特别是从事可

测系统基金的捐助和 GCOS 合作机制，在实施

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工作的机构间的相互联系。

GCOS 基准网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理事会对此

3.2.4.4

表示欢迎。理事会特别注意到美国所做出的贡献，

长：

即提供资金并支持一名全职的 GCOS 实施管理员来

(a)

作为 WCIRP 后续工作，理事会提请秘书

在与 UNEP 间就互相感兴趣的地区和国家活

协调重新恢复观测活动，包括有时候临时提供耗

动加强协调与合作，包括与气候变率和气候

材，以及几个会员（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

变化适应和减少脆弱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国）在建立太平洋岛屿 GCOS 区域计划方面所提供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支持。理事会还欢迎德国派遣处级专业官援助

(b)

WMO 为 GCOS 工作所做出的可贵贡献，因此鼓励

鼓励 CCl 在气候作为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进
一步开展工作，并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其他会员提供类似的帮助。
理事会对 GCOS 区域研讨会计划方面取

3.2.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议题 3.2.5）

得的进展表示欢迎。这个安排的最后一次研讨会将

3.2.5.1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在实施 WCRP 方面

于 2005 年年末举办，之后剩下的区域行动计划也

正在取得的进展。尤其是理事会完全赞同引入新的

会很快出台。考虑到筹资的难度，理事会敦促会员

称之为 COPES 的 WCRP 2005－2015 年战略框架，

在它们的行动计划中考虑多种途径来实施重点项

其既定目标是：促进对地球系统变率和变化的分析

目，同时提请 GCOS 要协助各区域筹集实施其行动

和预测，用于那些与社会直接相关的、使社会受益

计划的资金。

并为社会带来价值的日益拓宽的实际应用。最终目

3.2.3.6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仍有

标是为整个气候系统的预测能力提供最可靠的科

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支持 GCOS 的活动，其中包括对

学基础以满足社会需要，包括评估在各种不同时间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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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尺度上什么可以预报、什么不可以预报。研

“通过南极东部伊丽莎白公主地区冰化学记录推

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解决从几星期到几个世纪时

断南印度洋海平面气压变率”，发表于《地球物理

间尺度的“无缝隙”预报问题；开展更广的地球系

学研究》，2004 年第 109 卷，D16101。

统预报；并向社会展示因 WCRP 而能够预报的用途

3.3.0.2

和价值。理事会认识到需要开展紧密的合作，特别

Rabiolo（主席）、N.F. Ouattara 先生、J. Lumsden 先

是：在更广泛的地球系统方面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

生和 D. F.Gonzalez Cadarso 先生组成。

理事会重新建立了遴选委员会，由 M. A.

划（IGBP）和国际人文因素计划合作、在有关天气
的方面与 THORPEX 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参与方面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和WMO人工影响天气

与各卫星机构和数值天气预报/气候预测中心以及

科学和实践优秀奖

全球变化分析研究和培训系统（START）合作。还

3.3.0.3

应积极在应用领域寻求合作，尤其是与参与季节预

大、中国、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和美国的世界

测的机构、WCP 的其他组成部分和新的 DPM 合作。

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评选人委员会的推荐，由

3.2.5.2

理事会强调 WCRP 活动是 IPCC 第四次评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根据由来自加拿

UAE 与 WMO 合作设立的人工影响天气科学与实

估报告取得进展的基础。WCRP 协调一致的模式评

践优秀进步奖授予以下获奖者：

价和比对项目目前已直接用于评估。特别是 WCRP

(a)

南非国家降水研究和人工增雨计划（Graeme

第一次安排把利用 IPCC 排放情景制作的全球模式

Mather、Deon Terblanche、Francois Steffens、

预测提供给全世界研究人员，从而使得对区域气候

Lizelle Fletcher 和 Andre Gorgens）；

变化和极端事件变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程度

(b)

的分析。此外，前几次 IPCC 评估中提出的问题均
已在 WCRP 活动中得到解决，完善了气候模式并提

大气股份有限公司）；
(c)

高了对气候变化的理解。
3.2.5.3

理事会在讨论 WCRP 进展报告时提出的

Thomas J. Henderson（美国加州弗雷斯诺市的
Bernard Silverman（美国科罗拉多州英格伍德
市）；

(d)

Magomet T. Abshaev（俄罗斯联邦纳尔奇克市

更多观点包括：认识到中国气象局于 2005 年 4 月

的 ROSHYDROMET 高山地球物理研究所），

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气候与冰冻圈（CliC）第一届科

以 及 George Sulakvelidze 、 Ivan Burtzev 、

学会议；WCRP 的资料信息和管理政策尤其对发展

Lyudmila Fedchenko、Musabi Jekamuhov、Ali

中国家颇有价值的建议；研究季风系统的季节内变

Abshaev、Boris Kuznetsov、Aminat Malkarova、

率、可预报性和预报的必要性；确认 WCRP 气候变

Ahmat

率和可预报性（CLIVAR）和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

Ildar Shakirov 和 Georgy Shevela；

验（GEWEX）项目都已批准了非洲季风多学科分

(e)

析（AMMA）项目，同时秘书长指定非洲区域办公
室主任在 WMO 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主管的协助

Terbuev 、 Pavel

Nesmejanov 、

中国人工影响天气研究所（中国气象局气象
科学研究院）；

(f)

下代表 WMO 参与 AMMA 国际管理委员会。

Petjo Simeonov 、 Peter Konstantinov，Petko
Boev 和 Rangel Petrov（保加利亚科学院国家
气象水文研究所云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

3. 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议题 3.3）

组） ；
(g)

奖项

William L. Woodley 和 Daniel Rosenfeld（美
国科罗拉多州李特尔顿的 Woodley 天气咨询
公司）；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3.3.0.1

根据遴选委员会的建议，执行理事会将

(h)

Peter Hobbs 和 Arthur Rangno（美国西雅图华
盛顿大学）。

2005 年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授予：Nedjeljka

3.3.0.4

Zagar 女士（瑞典），论文题目为“通过视线风观测

源研究司慷慨提供此奖，它强调该奖会激励国际社

进行赤道波同化”，发表于《大气科学》，2004 年第

会努力提高本领域的知识。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淡水

61 卷第 15 期，和效存德先生（中国）
，论文题目为

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该奖励对满足水资源的需

理事会非常感谢 UAE 总统事务部水资

总
求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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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倡议，尤其是 GAW 与其他涉及环境问题的机
构合作，参与新成立的 UN/ECE 空气污染半球输送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包括 CAS 主席的

的专题组。

报告（议题 3.3.1）

3.3.2.3

执行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由 CAS 副主席

要防止 GAW 关键设施和台站受到短期项目资助不

A. Frolov 先生为 CAS 主席所作的详尽的报告以及

确定性的影响。理事会回顾了，GAW 的设施和能

秘书长报告的在执行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AREP）

力建设主要是靠会员和合作伙伴组织支持，而且是

方面取得的进展。理事会注意到 CAS 为了支持

通过信托基金获得预算外资金（占 GAW 预算的

AREP 的实施及其深入地发展所作的不懈的努力，

40%）。理事会呼吁各会员基于 GAW 资料开发产品

AREP 已被视为是一个用于支持环境预报研究的全

和服务，以此作为确保拥有一个更加广泛、长期的

面和有信誉的计划，它能够应对社会的一些主要的

融资基础进程的一部分。赋予 GAW 的职责是在实

挑战，例如，减少和减轻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以及

施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过程中对全

加强会员的预报能力。为此，CAS 在 AREP 下面的

球关键气候变量、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进行系

各组成部分在加强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合作以及在

统观测，这 GCOS 建立的观测系统。

开发跨多学科研究过程中总赋有前瞻性，从而越来

3.3.2.4

越多地参与到 WWW、WCRP、GCOS 和其他计划

需要应对下列挑战：通过全球综合大气化学观测

中去。CAS 支持所有跨委员会小组，从而支持了涉

（IGACO）满足环境安全和环境公约的需求；GAW

及 DPM、IPY、WIS 和 QMF 的交叉性计划和活动。

在 IGACO 和 GEOSS 中的作用；GAW 活动的跨学

3.3.1
3.3.1.1

理事会与 CAS 一样同样关注会员迫切需

理事会进一步同意 CAS 的意见，即：GAW

关于提请理事会注意一些具体问题，理事

科特点；加强和发展 GAW 的航空器和地基遥感；

会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建议，并呼吁采取行动，其中

为了提高对极端天气和空气质量事件预报而实时

包括那些有关其他计划和在实施 AREP 过程中有关

提供已知的量化数据。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呼吁

资源的行动，具体行动如下：

资助机构并鼓励会员继续履行对于 GAW 至关重要

3.3.1.2

的承诺，并为 IGACO 的实施提供支持。
3.3.2

3.3.2.1

认识到在 GAW 设施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

全球大气监视网，包括对臭氧公约和其他

3.3.2.5

环 境 公 约 以 及 IGACO 的 支 持 （ 议题

进展，理事会注意到尤其需要根据 CAS 的建议敦

3.3.2）

促会员采取如下行动：

执行理事会支持 CAS 的倡议，在定期编

(a)

及时向相关 GAW 世界资料中心（WDC）提

写和分发南极臭氧公报的同时起草 WMO 有关下述

供资料，而且支持 GAW 组织提供选定的几

内容的咨询意见：
（i） 包括北极臭氧耗减在内的其

个变量的资料用来改进天气和空气质量的预

他臭氧耗减现象；
（ii）由于破坏臭氧的卤碳减少和

报；

全球变暖，出现全球臭氧恢复的状态；以及（iii）

(b)

定期更新 GAW 站信息系统（GAWSIS）的信

关于大气温室气体的 WMO 年度公报。理事会要求

息，以便监测 GAW 站状态，包括向 5 个 WDC

秘书长为这些重要进展提供便利，这些进展将进一

提交资料的情况；

步加强 WMO 在执行维也纳公约的主导作用，以及

(c)

加强对 UNFCCC 的支持和对其他环境问题的决策。

考虑设立一个紫外线标定中心标定所和区域
标定设施，与美国提供的标定相同；

理事会注意到决策层日益认识到人口稠

(d)

支持设立一个世界气溶胶化学标定中心；

密的超大城市和地区空气质量受到地区间的半球

(e)

通过互助、硬件捐赠和向 WMO/GAW 信托基

3.3.2.2

性污染输送的影响，注意到全球大气监视网（GAW）

金就此目的捐赠专款的方式继续支持现有的

自 1989 年以来在支持长距离输送和模拟研究积累

GAW 站，同时支持填补亚洲、中美洲、南美

了丰富的经验，并且 GAW 在欧洲的“欧洲大气污

洲和非洲地区的监测空白。

染物远距离输送监测与评估合作计划（EMEP）
”中

3.3.2.6

发挥重要作用，理事会同意 WMO 参与联合国欧洲

测的基础设施，这是由俄罗斯主持的 GAW 世界辐

经济委员会（UN-ECE）关于长距离跨界污染公约

射 资 料 中 心支 持 的 辐 射观 测 ， 同 时注 意 到 在 与

进一步注意到 CAS 担心缺乏全球辐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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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和 WCRP 有关的全球监测和用户界之间存

生全球影响。理事会同意，IGACO 由 WMO 牵头

在计划方面的差距，理事会要求 CAS 和 CBS 提出

是非常适合的，因此同意在实施 IGACO 过程中加

一项提议，供下一次理事会届会审议。

入 WMO 的各个部分，在 WWW、WWRP、GCOS

3.3.2.7

在 GAW 城市研究气象和环境（GURME）

和 GEOSS 的大力支持下由 GAW 和 WMO 空间计

项目方面，理事会强调了 CAS 应当努力开发城市

划发挥核心作用。理事会还要求 CAS 在下一次大

环境空气质量预报的能力和通过 GURME 多机构项

会之前根据 IGACO 报告提出的战略计划制定出一

目演示 NHMS 和其他诸如环境和卫生组织的团体

个实施方案，该方案应该与 GCOS、GEOSS 和全球

的合作机制。理事会认识到，GURME 是 IGACO

综合观测战略伙伴计划的不断演进保持一致。理事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将空气质量与用户界

会进一步要求 CAS 设立由 WMO 和欧洲空间局

联系在一起，并且促进了预报中 GAW 的实时资料

（ESA）共同主持的 IGACO 实施组，并要求 CBS、

同化。GURME 的活动与 CCl 的城市气候以及

CCl 和其他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支持。最后，理事会

WWRP 的活动相结合，理事会对此表示满意。理事

要求秘书长利用预算外资金或通过援派的方式设

会建议扩大 GURME 的范围，以便纳入城市地区的

立一个专职的 IGACO 协调办公室。

遥感应用。
3.3.3

（议题 3.3.3）

地球系统预报和加强预报能力以推进并提高高影
响天气预报和预警的效果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包括 THORPEX

3.3.3.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WWRP 在挑选从研究

阶段进入准业务阶段的高质量的项目时严格把关。

全球大气监视网

理事会同意设立新的 WWRP/GAW 沙尘暴研发项

理事会认识到许多 NWP 中心拓展了各自

目和 WWRP 北京 2008 奥运会项目，后者包括一个

的活动，而且更多的中心将参与未来 10 年的化学

关于临近预报的预报演示项目和一个中尺度资料

观测的业务应用（例如，气溶胶和臭氧），以改进

同化和集合预报系统研发活动。这两个项目都与

从全球尺度到城区尺度的天气和空气质量预报。在

THORPEX 相关。理事会提请 WWRP 与 CBS 合作，

IGACO 报告中反映出的专家意见是：虽然通过卫星

考虑启动一个项目，在新的科学成果和计算机技术

获得化学观测资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在

的指导下阐述最优的预报过程。理事会进一步注意

对流层底部所需的垂直分辨率还不够高，因而这使

到加拿大计划为 2010 年冬季奥运会开发一个项目。

3.3.2.8

得由现场气球和遥感观测组成的一个综合的地表
网络是非常必要的。理事会注意到 GAW 在应对这

THORPEX

种挑战以及预报验证和卫星资料观测的修正/标定

3.3.3.2

方面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不同来源的大气化学资料

研究实施方案已经完成了自其上一次届会以来的

整合是正在通过 IGACO 长期解决的问题，理事会

各项建议。理事会赞同该方案、既定的管理机制和

指出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GAW 资料的实时和

CAS 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ICSC）制定的组织结构，

延时交换。了解到 CAS 和 CBS 为解决此问题的合

实施阶段的初始预算为 120 万美元。理事会感谢加

作已经开始，尤其是通过 WIS 这个渠道的合作，理

拿大、中国、法国、挪威、英国和美国给予一惯的

事会要求上述两个委员会继续开发各种传输机制。

财务支持，并感谢中国援派了一位专家。注意到

理事会注意到 2005-2014THORPEX 国际

THORPEX 中仍然存在的赤字以及此计划的大多资

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测
3.3.2.9

根据理事会上次届会的建议，CAS 提出

金来自预算外资金的情况，理事会敦促其他会员通
过信贷基金提供实物捐赠和现金资助，并敦促 ICSC

了一个有关实施 IGACO 机制和架构，通过这种架

继续开展筹资工作。

构能够使对不同来源的大气成分观测资料进行整

3.3.3.3

合，以供研究和 NWP 业务模式使用。这样的实施

THORPEX 中职责明确。存在交叉活动和合作，理

涉及到利用 IGACO 的总体计划，以便通过区域支

事会还注意到其建议得到及时落实，即，CBS 通过

持的关键性合作活动建立一个系统，而该系统会产

其副主席和管理组的协调向所有的 OPAG 提供了全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大部分的计划在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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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进一步讨论了 A.M.Norrian 先生和

面的支持，同时为 THORPEX 指定了专家，反之亦

3.3.3.7

然；THORPEX 科学界和 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

DavidP.Rogers 先生提交的关于举办“利用对天气、

（JSC）在建立一个协作计划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

水和气候的先进预报和预测改善环境风险管理国

展，此项计划的目的是在 10 年内建立一个高分辨

际大会”的建议。理事会认识到这次大会将促进在

率的全球天气/气候预测系统。JCOMM 和 CCl 也采

环境风险管理方面最佳做法的交流和传播，并提高

取了其他积极步骤。对此，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

发展中国家在使用天气、水和气候集合预报和预测

主席仿效 CBS 的做法制定出有效的协调机制。

来帮助管理风险和为其他社会、经济和环境决定提

3.3.3.4

理事会注意到有关多模式集合预报系统

供支持方面的能力。理事会建议考虑在 DPM 框架

原型的建议经过认真讨论已成为 THORPEX 的一个

下，于 2007 年组织并发起此次大会，同时考虑 CAS、

主要目标，以定义一个不断演进的全球交互式预报

CBS、CCl、CIMO、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

系统（GIFS），对该系统的评估、检验和测试将建

和 CHy 涉及的多学科交叉事宜。理事会赞赏地欢迎

立在该计划的所有 4 个研究部分成果之上。GIFS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德黑兰承办此次会议的申请。

的 初 始 组 成部 分 包 括 几个 主 要 业 务中 心 开 发 的

考虑到 2006-2007 年间安排的许多活动具有互补

THORPEX 交互式全球大集合（TIGGE），它在第一

性，理事会要求认真协调这些会议和研讨会。

阶段是向所有的 WMO 会员提供近实时的实验性集
合模式产品。另外，THORPEX 开始建立一份包括

3.3.4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议题 3.3.4）

现有数据库、试验性数据集和 NWP 产品的清单，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令人鼓舞的进展报告，强调

目的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 THORPEX。理事会提

了在防御和减缓自然灾害内容中的热带气旋登陆

请各会员参与 TIGGE，并为了整个组织的利益资助

过程相关的研究活动的重要性。

此项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随时通报会员进展情况
和机遇，以便鼓励它们积极测试、利用和逐步适应

3.3.5

上述数据集和数据库，同时要求会员定期反馈情

（议题 3.3.5）

况。
3.3.3.5

云物理和化学与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提供的进展报告，以及对各
注意到二区协、四区协和六区协组织了

会员进行人工影响天气活动持续的支持和指导。

THORPEX，理事会对其他区协未开展活动表示关
注，同时对南非和摩洛哥牵头制定非洲的计划表示

3.4

气象应用计划（议题 3.4）

的 THORPEX 伙伴关系，这将涉及到一、三和五区

3.4.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议题 3.4.1）

协的国家。理事会敦促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3.4.1.1

执行理事会重申，对社会各界提供公共天

参与并充分利用 THORPEX 研究，特别是积极参加

气服务（PWS）的最终结果必将提高公共安全和公

THORPEX 的示范项目。

共福利。理事会强调，PWS 计划的作用在于协助会

欢迎，它鼓励在南半球发展以澳大利亚和南非为首

关于委员会间的活动，理事会注意到 CAS

员有效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以保护生命和减少由

采取行动支持包括 THORPEX/ICSC IPY 分委员会

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它认识到为实现上述

活动在内的 IPY 以及支持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工作

目标而提供给各会员的宝贵援助，特别是已拟定好

组。GAW 有效地参与了（F）WIS。关于 QMF，一

的综合指南。该计划在未来的侧重点将放在指南的

个关于 DPM 新的小组以及 THORPEX 在（F）WIS

落实上，以确保改进气象产品和服务。为了完成这

的代表性的问题，CAS 需要进一步考虑计划的问

些任务，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向 PWS 计划提

题，并协调本委员会内部相关的交叉事宜，以确保

供充分的支持。

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计划在下一次届会解决该问

3.4.1.2

题。

气服务在范围和质量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但是在

3.3.3.6

理事会认为，尽管 NMHS 提供的公共天

将公共天气服务有效应用于减灾方面仍面临很多机
利用对天气、水和气候先进预报和预测改进环境风

遇和挑战，因为有技术可以利用，因为要满足日益

险管理国际大会

提高的社会期望：即，有了技术，脆弱性应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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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进一步认为，WMO 会员面临的一项特别挑

这也许意味着汇编适用于本国环境的自然灾害和潜

战是，确保所有气象、水文和气候信息要能够为决

在灾害。在全世界范围内，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策和行动提供服务。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 NMHS 提

WWIS 和 SWIC 网站在公众和 WMO 会员中取得了

供必要的协助，以提高对自然灾害的公共意识，并

成功和受到欢迎。截止 2005 年 6 月中旬，WWIS 为

为所有潜在的自然威胁作出脆弱性评估，以便加强

105 个会员的 1043 个城市提供了预报，为 154 个会

社会应对所有灾害的能力。理事会同时鼓励 NMHS

员的 1091 个城市提供了气候信息。理事会进一步注

加强与政府高层决策者、民防和媒体的联系，强调

意到，CBS-13 同意世界天气信息服务（WWIS）网

预警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通过积极参加各自的

和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SWIC）网今后成为 PWSP

PWS 计划，以及参加紧急管理活动，NMHS 可以提

的业务组织部分，并由目前 WWIS 和 SWIC 的主办

高作为唯一的发布公众天气预警权威机构的共识。

会员进行维护，分别是中国（中文）
、中国香港（英

为此，理事会要求 PWS 计划继续推进其

语）、中国澳门（葡萄牙语）和阿曼（阿拉伯语）。

能力建设战略，通过实施培训活动，转让知识，应

理事会邀请其他会员考虑用其他语言主办 WWIS 网

用技术和出版与防灾减灾中 NMHS 作用相关的主

站，鼓励所有会员积极参与 WWIS 和 SWIC 网站，

题指南。回顾到决议 13（Cg-14），其中强调了 PWS

并链接到各自所属的网站上。因此，理事会欢迎法

活动能够支持防灾减灾，理事会强烈敦促 DPM 支

国和西班牙（与其他西语国家联合）研究分别提供

持 PWS 计划。理事会还呼吁 PWS 和 DPM 计划紧

法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WWIS 网站的可能性。

密合作，避免重复建设，以全面协助会员在灾害性

3.4.1.6

和高影响天气事件中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在日常公

人为因素的重要性，因此，理事会要求 WMO 继续

众天气产品和服务中，已经开发并精练了自然灾害

维持并强化与国际气象传媒机构间的联系，并协助

发生时所需要的交流和宣传工具。这些日常服务为

会员预测媒体的发展趋势，以便提前采取行动开发

一旦灾害来临需要提供的额外服务打下了基础。比

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理事会进一步鼓励各会员

如，理事会认识到提供关于天气条件强度的通俗易

尽可能维持并加强与国家媒体的联系，寻求向公众

懂信息的价值，例如通过利用象法国目前使用的警

发布预警和预报服务的拓展机会。在此，理事会向

戒图那样的颜色代码图来表示潜在的危险级别。在

英国气象局表示感谢，英国气象局向很多 WMO 会

6LTP 战略 1（与 PWSP 的基本目标：挽救生命相符

员国提高公众天气发布水平提供了帮助和设备。

合）和上述合作的框架下，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召开

3.4.1.7

公共天气服务区域培训会议以支持防灾和减灾工

则，致力于通过减小在 6LTP 中指出的灾害性和高

作，并基于特殊的区域需求，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

影响天气事件的影响来保证生命安全和减缓贫困。

不发达国家高优先权。这些研讨会最好与区协届会

通过方法的改进和个例研究的指导，理事会要求秘

联合召开。此外，理事会要求将全成本核算的建议

书长协助会员评估及展示其公共天气服务带来的社

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审议。

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理事会同时还考虑组织一次

3.4.1.3

3.4.1.4

PWS 计划在改进天气产品和服务提供方

面所做的工作意味着它对 WMO 几乎各方面的工作

理事会认识到在向公众提供天气信息时

理事会鼓励 NMHS 坚持 PWS 的基本原

关于气象和水文相关服务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主
题的国际会议（见议题 8.2）。

都做出了贡献。尽管不是一个交叉计划，在 PWS
计划下获得的技巧和能力对本组织其他计划来说受

3.4.2

益匪浅，这些计划的目标都是挽救生命和财产、促

农业气象计划；包括 CAgM 主席的报告
（议题 3.4.2）

进可持续发展。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 THORPEX，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实施农业气象计划的进展/

其中明确包含了社会和经济应用任务的部分。PWS

活动报告并作如下决定：

计 划 将 在 CBS 和 CASWWRP 的 框 架 下 与

(a)

关于“向农业气象计划提供体制上的支持”，

THORPEX 紧密合作，通过 OPAG-PWS 主席参与活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区域农业气象工作组会

动来保证 THORPEX 与 PWS 计划之间最佳合作。

议提供支持，以妥善解决有关促进各区域可

3.4.1.5

持续农业的重点问题；

理事会鼓励 NMHS 进一步探索互联网在

发布气象信息和警报方面的潜力。在国家层面上，

(b)

关于“改善农业气象服务促进农业生产”，

总
理事会：
(i)

(ii)

摘

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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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化的农业气象服务支持系统”，理

通过组织专家会议和培训研讨会，支持

事会：

应对北非和西非蝗灾威胁的倡议，并号

(i)

召会员将其日常气象资料在世界农业

组有关农业气候特征和可持续土地管

气象信息系统（WAMIS）上传输，以

理的建议，即：农业气候分析、农业气

促进各国家蝗虫控制中心（LCC）的运

象监测、模式与地理信息系统应更广泛

行；

地用于制作图文并茂的农业气象信息；

建议在受蝗虫影响的国家研究实施一

(ii)

有来自 22 个国家的产品，并提供工具

件之后改进对蝗虫侵害的监测。理事会

和资源来帮助这些国家改进其农业气

赞赏的注意到秘书处筹备的“沙漠蝗虫

象公报和服务。考虑到 WAMIS 对会员

早期预警系统—西非试点项目”，主要

的带来的效益，理事会敦促会员参与并

目的是研究监测和预报蝗虫起始和迁

将其产品向全世界分发，因为通过提供

移行之有效的工具和信息，并开展国家

实时天气公报和从历史角度出发，这些

部门在规划控制业务方面的能力建设。

产品有助于自然灾害的评估；
(iii) 对 NOAA 资助 WAMIS 表示感谢，并敦

LCC 之间在国家层面的合作，运用气象
信息对监测和预报蝗虫的国家专业技

(iv)

促 NOAA 继续提供支持；
(d)

关于“深入了解气候变化/变率和自然灾害对

术也将得到加强。

农业气象的影响”，理事会：

支持与欧洲科学基金“COST 718 行动

(i)

施/协调小组的建议：

织了两次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专家组会

a.

与 DPM 的合作，结合不同区域

议，并鼓励与 COST 718 行动方案继续

适当的个例研究，制定一个题为

合作；

“自然灾害对农业影响评估”

同意与 COST 718 行动联合出版上述两

（ANADIA）的项目；
b.

在不同区域开展并实施一个题

支持有关“天气、气候和农民问题专家

为“农业对气候状态的贡献”

组”的建议：

（CONASTAC）的项目，以更更

a.

很有必要从供给型资料向需求

好地了解农业实践如何为当前

型信息转变，农业气象服务应当

的气候状态做出贡献；

与沟通方面的专家密切合作，研
b.

c.

(vi)

支持气候变化/变率和农业自然灾害实

——气象在农业中的应用”的合作，组

次 ET 会议的文集，并将其广泛分发；
(v)

注意到 WAMIS（www.wamis.org）拥

个试点项目，确保在考虑变化的气象条

该试点项目建议将加强 NMHS 和国家

(iii)

支持技术（包括 GIS 和遥感技术）专家

c.

为促进季节气候预报的积极应

究如何实现这一转变。

用，应当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途

农业气象工作者应当利用不同

径，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变率专家

沟通方式及现有资源，与实施/

组有关中长期农业预报的建议，

协调组的专家就有关农民的认

准备一个题为“为用户界提供气

识方面有更多互动；

候预报”
（CLIFORUC）的项目；

农业气象工作者与农业外延和

(ii)

支持与 START 的合作，共同组织“气

研究部门密切合作，以有效地针

候预测和农业国际研讨会：进步和挑

对农业界的工作；

战”（2005 年 5 月 11-13 日，日内瓦）

要求秘书长鼓励开发有关新技术和方

及“气候变率与粮食安全先进培训机

法趋势的区域培训研讨会，这些研讨会

构”综合研讨会（2005 年 5 月 9-10 日，

应面向农业气象学工作者、从事农业延

日内瓦），并鼓励继续与 START 合作。

伸的机构和农民；

(e)

理事会赞赏的注意到 WMO 和 FAO 在组织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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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区域培训班；

“加强农业气象业务服务区域间研讨会”
（2004 年 3 月 22-26 日，马尼拉）、“天气、
气候与农民专家组会议”
（2004 年 11 月 15-18
日，日内瓦）和“气候分析与农业制图研讨会”

(f)

关于指导材料，理事会：
(a)

要求秘书长和 CAeM 对《航空气象服务成本

（2005 年 6 月 14-16 日，意大利，博洛尼亚）

回收指南：原则和指南》（WMO-No.904）

方面开展的积极合作。它要求与 FAO 在科学

进行审议和更新，以反映经过修订的 ICAO

技术活动方面更密切的合作，以便向农民和

《空中导航服务经济学手册》（文件 9161）

其他最终用户提供改良的农业信息和产品服

的内容，并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当会员不能

务。

通过 ICAO 网站免费获取该手册时，能够获

理 事 会 批 准 了 “ 2006 年 国 际 Norbert

得该 ICAO 手册的复印本；

Gerbier-MUMM 奖”选举委员会的建议，将

(b)

要求秘书长尽快出版已定稿的 ICAO/WMO

2006 年的此奖授予在《美国气象学会公报》

关于质量管理系统的联合指导材料，并提供

上发表题为《季节到年际预报的欧洲多模式

给会员。

集合系统的发展》（2004 年 6 月，第 85 卷，
第 6 期，第 853-872 页）论文的 T. N. Palmer、
A. Alessandri、U. Andersen、P. Cantelaube、

关于协调与合作，理事会：
(a)

要求秘书长和会员努力寻求 WMO 代表与作

M. Davey、P. Delecluse、M. Deque、E. Diez、

为 ICAO 缔约国代表出席 ICAO 会议的会员

F.J. Doblas-Reyes、H. Feddersen、R. Graham、

间的更紧密协调；

S.Gualdi 、 J.-F.Gueremy 、 R. Hagedorn、 M.

(b)

要求秘书长和 CAeM 继续密切注视有关单一

Hoshen、N. Keenlyside、M. Latif、A. Lazar、

欧洲天空（SES）的事态及其可能对其他区域

E. Maisonnave、V. Marletto、A.P. Morse、

气象服务提供和成本回收产生的影响，并就

B.Orfila 、 P. Rogel 、 J.-M.Terres 和 M.C.

一些重要影响和取得的教训向理事会报告；

Thomson 先生。

(c)

鼓励通过秘书处、会员和六区协 CAeM 报告
员同欧洲航空安全组织（EUROCONTROL）

3.4.3

就 SES 问题进行合作；

航空气象计划；CAeM 主席的报告
（议题 3.4.3）

(d)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航空气象计划实施的进展/

和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
（IFATCA）在航空气象计划方面进一步合

活动报告。关于培训，理事会：
(a)
(b)

(c)

(e)

重申会员必须采取紧迫行动更换其现有的空

呼吁会员与 WMO 一道共同组织航空气象培

中导航信息卫星分发系统（SADIS）和国际

训活动，并欢迎俄罗斯联邦计划在明年与

卫星通信系统（ISCS）的甚小孔终端（VSAT）

WMO 合作举办三次讲习班；

和工作站，并安装最新版本的可视化软件以

要求秘书长、航空气象学委员会（CAeM）和

使它们能够在本地获取和处理飞行文件并制

会员与国际民航组织（ICAO）合作，进一步

作 T4 图。

在所有 WMO 区域尽快组织有关成本回收的

(f)

要求秘书长促进对那些需要 SADIS 和 ISCS

培训，并强调把利益相关各方，如民航管理

设备换代的会员的支持，也要求会员为其提

局、航空公司的代表以及机场管理部门纳入

供帮助；

其中的益处；
(d)

作；

重申重视对成本回收、质量管理，以及 GRIB
和 BUFR 编码这类专题培训需求的重要性；

鼓励航线飞行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

(g)

要求秘书长确保更好地规划和协调实施

要求秘书长尽快举行由中国香港主办的质量

ICAO 附件 3 的第 74 号修正案/WMO《技术

管理讲习班，尽可能广泛邀请各国代表重点

规则》[C.3.1]以及航空气象编码；

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
(e)

鼓励 CAeM 直接与区域协会及其管理机构合

关于专家组活动，理事会：

总
(a)

摘

要

敦促会员为专家提供时间和/或资金来研究

大 JCOMM 计划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某些重叠部

标准化 TAF 检验软件，以便提供以用户为导

分还仍然需要作出评估，协作潜力也还有待进一步

向的 TAF 质量信息（而不是为了国家间的相

发掘。对此，理事会：

互比较），并确保该方法适用于包括热带地

(a)

区的全世界所有国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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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会员、CAeM 主席和 CAeM OPAG 主席

的努力；
(b)

同意包括增设附属机构在内的各项行动，由
JCOMM 负责进一步实施；

鼓励提名专家开展委员会为他们指派的活
动。

鼓励 JCOMM 为编写 JCOMM 战略文件所做

(c)

同 意 JCOMM 关 于 在 IODE 、 JCOMM 、
WMO/FWIS 之间制订资料管理联合战略的

(a)

关于飞机气象资料中继（AMDAR），理事会：

决定，以及制订与 IOC 的合作能力建设工作

敦促 AMDAR 专家组推进重要的专家组活

计 划 的 决 定 ， 该 计 划 包 括 相 关 的 TCP 、

动，如资料交换和质量控制的改进、国家和

IODE 和 GOOS 区域联盟的培训活动；

区域 AMDAR 计划的协调，以及湿度传感器
(b)

(c)

(d)

要求秘书处和 JCOMM 参与建立一个与全球

的研制；

海洋资料同化试验（GODAE）类似的沿海资

要求 CBS 和 CAeM 继续开展将 AMDAR 活

料同化试验（CODAE）。

动转移到 WWW GOS 的工作，并按照关于该

3.4.4.3

问题的“建议 1（CBS-13）— 与 AMDAR

成本问题的详细信息，并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

相关的必要培训”，在使用 AMDAR 资料的

机制正在形成之中。对此，理事会注意到，参与

培训问题上进行合作；

E-SURFMAR 计划的欧洲国家针对该问题正在制定

对已向 AMDAR 信托基金提供捐助的会员表

一项把成本进行公平分摊的部分解决方案。然而，

示赞赏，并强烈鼓励其他会员也能效仿。

很难就该问题达成一项全球的解决方案。也注意到

理事会注意到有关自愿观测船资料传输

允许把自愿观测船呼号和位置数据随便提供给非国
(a)

(b)

关于 CAeM-13 次届会，理事会：

家气象或水文部门（NMS）维护的外部网站存在严

要求秘书长和 CAeM 主席着手筹备计划于

重而潜在的安全风险。由于“决议 40 号（Cg-12）

2006 年下半年举行的 CAeM 第十三次届会，

— WMO 关于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

并回顾到埃及已提出承办此次届会；以及，

策和规范以及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的关系准

注意到大会已确定了相关的预算款项，要求

则”把船舶观测当作“基本资料”，所以该问题可能

秘书长和 CAeM 主席着手筹备 CAeM 技术会

会继续存在。因此，上次 JCOMM 船舶观测组会议

议。

（SOT-3，2005 年 3 月）同意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
八次届会提交一份有关该问题的报告。

3.4.4
3.4.4.1

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计划；JCOMM 联合

3.4.4.4

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3.4.4）

目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 GEO，海啸早期

执行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 JCOMM 联合

预警系统以及 IPY。对此，理事会：

主席 J. Guddal 先生的报告，报告介绍了过去一年

(a)

理事会注意到 JCOMM 在一些交叉性项

鼓励会员/会员国参与 GEO 过程，维持与

中在 JCOMM 框架下开展的活动，包括 JCOMM-II

GCOS 实施计划的挂钩；并根据 40 号决议

的规划。

（Cg-12）的意见倡导一种海洋资料免费和无

3.4.4.2

限制交换的政策；

理事会注意到，从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

（IGOSS）和海洋学委员会（CMM）向 JCOMM 有

(b)

强调 JCOMM 秘书处有必要使得 GEO 认可现

组织地过渡似已为两个上级组织和会员国所完全接

有的 WMO 各项计划和相关活动，并将其纳

受，绝大多数过渡步骤是相当顺畅的。与国际海洋

入 GEO 的各项长、短期计划；

资 料 与 信 息 交 换 （ IODE ）、 全 球 海 洋 观 测 系 统

(c)

鼓励 IOC 和 WMO 充分利用 JCOMM，以支

（GOOS）、TCP、CAgM、CHy、WMO/WIS 和国

持印度洋（以及其他危险区域）海啸预警系

际水文地理组织（IHO）等有交叉性工作关系的四

统的实施和运行；并要求与 NMHS、全球海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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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救险和安全系统（GMDSS）以及相关外部

得成功。该代表向理事会通告了迄今为止 IOC 大会

伙伴开展合作，包括 IOC 的政府间协调小组

所取得的成果，并具体提到了 IOC 坚决支持的若干

（ICG）
（太平洋地区小组于 1968 年，印度洋

计划，IOC 在这些计划中与 WMO 所建立的伙伴关

小组于 2005 年成立）、国际海事组织和 ISDR，

系是绝对必要的。这些计划包括：JCOMM；GOOS；

以便在各种情况下都能采取一种多灾害的综

GCOS；全球多灾海洋预警和减缓系统；综合、协

合性应对方案；在现有的基础设施及计划的

调、持续的 GEOSS 和 WCRP。IOC 代表强调 WMO

基础上建立此海啸早期预警网络是非常重要

和 IOC 继续开展合作的绝对必要性，其目的是集中

的。此外，JCOMM 结构和计划可以为此网

海洋界和气象界的资源来应对共同的挑战。

络提供基础。
(d)

鼓励会员/会员国积极参与 IPY 项目下的各个

3.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议题 3.5）

3.5.1

CHy 主席的报告；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

大型极地海洋学项目，并且鼓励 JCOMM 不
断加强极地水域的观测系统和服务。
3.4.4.5

报告（议题 3.5.1）

理事会强调了 JCOMM 对于全球气候研

究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到，截止 2004 年，基准的

3.5.1.1

GCOS 系统建设仅仅完成了一半。对于此项实施工

CHy 第十二次届会于 2004 年 10 月在日内瓦举行。

作，理事会：

3.5.1.2

(a)

(b)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CHy 活动取得的进展，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主席作的报告，尤其

要求 JCOMM 秘书处和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注意到 CHy-12 的工作和成果。

（OOPC）继续在 GCOS 的有关文件中强调

3.5.1.3

JCOMM 对全球气候研究的重要性；

上 通 过 的 建议 案 ， 理 事会 的 决 定 记录 于 决 议 4

要求 JCOMM 在制订下一休会期间的行动计

（EC-57）。

理事会审议了 CHy-12 的报告，包括届会

划时考虑结合 GCOS 和 GOOS；
(c)

建议会员/会员国增加对全球观测系统的投

3.5.2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议题 3.5.2）

资。

3.5.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有关实施 HWRP 的进

3.4.4.6

理事会注意到，JCOMM 第二次届会计划

展/活动报告并要求秘书长确保在六个区域的资金

在 2005 年 9 月 19-27 日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举行。

分配更加平衡。

有关此次会议的一切必要安排的详细规划目前正在

3.5.2.2

顺利进行之中，大部分事项都将按时完成。并详细

执行的 WHYCOS 和 HYCOS 项目状况的综合报告。

安排了在 JOCMM-II 期间持续工作的第 1250 个全

理事会回顾到该报告是根据第十四次大会的要求

球浮标投入使用的庆典和部署仪式。已经起草了一

撰写的，其目的是评估实施状况及各 HYCOS 分件

个通函，请求各国自愿资助将在 JCOMM-II 前召开

的可持续性。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该报告并鼓励秘

的“21 世纪业务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科学大会。

书长加强 HYCOS 项目实施工作。

这些资助可以用于总的支持这一重要的科学活动，

3.5.2.3

也可以用于支持那些本来不能参加此次会议的发展

UNESCO 下属的政府间国际水文计划理事会提出

中国家的科学家出席会议。

的建立一个 WMO/UNESCO 洪水联合委员会的建

秘书处在 CHy 的协助下撰写了关于正在

理事会回顾到，第十四次大会欢迎

理事会注意到虽然大量计划中的 JCOMM

议。它注意到此概念自那以后在范围和合作机构方

会议是按有利时机举行的，但是现有资金仍然不够

面获得了发展，并获悉 CHy 通过第 12 次届会（2004

充足，不利于 JCOMM 在 2005 年取得预期进展。

年 10 月，日内瓦）和参与联合专题组的方式开展

对此，理事会要求秘书处采取适当的行动从预算外

此 项 工 作 。 因 此 ， 理 事 会 审 议 了 代 表 WMO 、

渠道为 JCOMM 在 2005 年的活动提供额外资金。

UNESCO、联合国大学和国际水文科学协会水文计

3.4.4.7

3.4.4.8

由 于 目 前 正 在 举 行 IOC 大 会 ， 所 以

划的联合专家组所提出的关于“国际洪水计划”的

UNESCO/IOC 的代表转达了 IOC 执行干事不能亲

建议，并将相关决定记录在决议 5（EC-57）之中。

自在本次执行理事会上发言的遗憾之情，也带来了

3.5.2.4 由于认识到水问题的重要性，理事会认为

IOC 执行干事的良好祝愿，并祝本届执行理事会取

WMO 组织机构在将来应分配更多时间来讨论水文

总
和水资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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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强调需为 NMHS 职员和用户开发

气象经济和管理领域的教育和培训。
3.6

教育和培训计划（议题 3.6）

3.6..10

理事会注意到 2005 年发起了联合国教育

可持续发展十年（UNDESD）活动，并要求秘书长
对教育和培训的制度支持
3.6.1

注意到需加强并扩大与其他机构和国际

继续采取公共教育方面的行动，以便使气象学家和
水文学家的职业在公众和学校中更具吸引力。

组织的教育相关计划的合作与伙伴关系，理事会尤
其鼓励秘书长与国家气象部门培训机构领导常务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会议（SCHOTI）及其创建学习活动协调委员会的

3.6.11

成员主动开展 ETR 合作行动，以便在全世界开展网

能高的效果和公正性，理事会注意到在实施秘书长

上学习/远程学习的活动。

提出的新措施方面正取得的进展。
3.6.12

人力资源开发
3.6.2

理事会回顾到需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转型国家的 NMHS 开展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工作。
3.6.3

关于 WMO 新的分级和课程，理事会注意

为确保教育和培训奖学金计划具有尽可

理事会赞赏地承认 VCP 认捐会员提供的

慷慨捐献，并呼吁他们保持并视情进一步增加对奖
学金计划的支持。鉴于在气象和业务水文方面新
的、专业领域的能力建设需求日益增加，理事会也
呼吁各会员帮助进一步加强奖学金计划。

到一些会员和区域气象培训中心（RMTC）在实施

3.6.13

过程中遇到的限制和困难。对此理事会认识到相关

培训的合格人选，并在受训人员完成其奖学金计划

需求并同意将过渡期延长到 2006 年 12 月 31 日，

后为其制定接收使用的长期计划，从而加强这些部

以实施《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培训指南》

门的科学基础。

（WMO-No.258）。

3.6.14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在各自 NMHS 内挑选

理事会强调监督和评估奖学金活动的重

要性，并敦促有要求的会员确保适当地使用所获得
的知识，并将开展培训的效果通告给秘书长。

培训活动
3.6.4

考虑到一区协和六区协国家数目众多并

3.6.15

为满足大家对奖学金持续不断的需求，理

需要重点解决区域问题，理事会同意 2006 年为一

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和会员继续探索新的财政

区协/六区协的教员分别组织两次不同的区域培训

支持源泉。

班。
3.6.5

理事会鼓励目前正在推进的培训材料的

其他主要的 WMO 计划对培训活动的支持

数字化和翻译进程。考虑到经费投入，理事会要求

3.6.16

会员协助这些工作。理事会进一步鼓励通过 CD 和

动，要考虑到诸如公众天气意识和服务、气候变化、

互联网继续分发这些材料。

防灾及其他专业方面所正在取得的科学进步及确

3.6.6 理事会鼓励 RMTC 继续实施新的相关计划和

定了的优先培训需求。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组织专业培训活

高级专业课程来满足区域需求，并要求秘书长在现
有资源内继续帮助需要获取帮助的 RMTC 和国家

3.7

技术合作计划（议题 3.7）

培训中心。

3.7.1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会员继续从技术合作

关于“建议 3（CHy-12）— 修改 WMO

计划下开展的各项活动中受益，包括项目和计划的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RMTC）的范围”
，尤其是涵盖

制定、资金筹措和能力建设等方面。那些活动在各

WMO 感兴趣的其他科技学科，理事会要求执行理

种资助渠道的框架内实施，如 WMO 自愿合作计划

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研究该问题，并向第五十八

（VCP）、信托基金、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

次届会报告。

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以及其他渠道。

3.6.7

3.6.8

理事会重申鼓励 NMHS 和 RMTC 开展更

密切的合作，以确定区域培训需求并探索满足这些

WMO 自愿合作计划

需求的新型方式。

3.7.2

执行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在 2005 年举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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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有关 VCP 和相关技术合作计划的非正式计划

通过设立一个计划指导委员会在 WMO 秘书处内部

会议上和相关的技术合作计划中，认捐会员明确表

采用一种交叉方式来推动计划的实施；（d） 所有

示他们愿意在 2005 年继续给予或加大对于 VCP 计

的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制订和开展活动时要特别

划的支持，因此理事会敦促其他会员更积极地参与

关注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e） 考虑到计

到该计划中。它同时还鼓励会员在他们各自相关的

划的交叉性，为计划的有效实施建立一套适合的组

国家内进一步多方面地寻求潜在的合作方，例如发

织机构和筹资机制；（f） 推动向最不发达国家的

展机构和私营行业。此外，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推

信息流动，让他们了解如何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来

进类似的工作。

扩大资金的筹措；以及（g） 筹措资金支持最不发

理 事 会 审 议 了 2004 年 自 愿 合 作 基 金

达国家参与到讲习班中来，包括 2005 年将由中国

（VCP（F））使用情况的报告，并根据本报告附

国家气象局组织的一次关于领导力与管理的讲习

录 3 给出的总额约 220，000 美元的估算收入批准

班，以及将于 2006 年 10 月在中国举行的 WMO 气

了 2005 年 VCP（F）的拨款。理事会授权秘书长一

象水文教育和培训的全球研讨会。

旦收到资金就可以实施这些项目。关于这一问题，

3.7.7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以相同的方法提供有关 VCP（F）

询组要对提议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

项目执行的信息，以确保透明度和责任制，从而鼓

查，并且要协助资金的筹措。

3.7.3

理事会要求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

励对 VCP（F）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秘书处对于技术合作计划实施的支持
正常预算合作活动

3.7.8

理事会注意到技术合作计划是 WMO 的

回顾已经建立了一种以有效协调和推动

优先发展的一项活动，它的核心功能由第十四次大

秘书处的资金筹措工作的机制，考虑到资助机构需

会批准的计划 3.7 的正常预算资助而其他一些计划

要了解 WMO 的擅长领域、与 NMHS 有关的资助

辅助活动由技术合作基金资助。执行理事会审查了

机构的资助重点、符合资助机构的格式和程序的项

2006-2007 年的技术合作基金建议案，注意到这个

目建议书以及接受援助的 NMHS 的积极参与，因此

两 年 期 内 预算 外 资 金 项下 计 划 的 交付 成 果 包 括

理事会同意让 WMO 驻各地的办事处更多地参与资

VCP 和双边协议在内将达到约 3100 万瑞士法郎。

金筹措活动。

理事会还注意到，当会员使用自有资金或通过双边

3.7.4

执行理事会回顾第五十六次届会同意如

协议开发和实施 WMO 没有直接参与的项目时，他

可能将在下一个财务期间举办一次有关技术合作

们倾向于要求 WMO 提供技术援助。2006-2007 年

的国际研讨会，以提升 WMO 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

VCP 和信托基金项目将继续采用由执行理事会第

活动中的作用以及 NMHS 获得的效益，并加强同资

五十六次届会所确定的新的 WMO 支持费用政策。

助机构的伙伴关系。为了让这次研讨会能富有成效

同期从交付成果产生的收入预计在 160 万瑞士法

和效率，执行理事会同意 2005 年非正式计划会议

郎。这将用于支付因开展预算外技术合作活动而产

的观点，即应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例如：是否能和

生的人员费用。通过正常预算给予秘书处的支持也

WMO 的另一个活动联办，比如说气象和水文服务

将为预算外技术合作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这能确

的社会经济效益国际会议或正在考虑中的 GEO 能

保正常预算和预算外资金的适当的协同作用，以便

力建设会议或区域会议。

高效和成本效益高的方式执行计划。理事会通过了

3.7.5

决议 6（EC-57）并批准了预算。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LDC）
3.7.6

执行理事会审查了包括战略行动计划在

3.8

区域计划，包括第二区域协会（亚洲）第

内的 WMO 最不发达国家计划会议的主要成果，并

十三次届会和第四区域协会（北美洲、中

且批准了相关的建议，特别是：（a） 在执行计划

美洲和加勒比）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议

时采取一种统一而不是分国别的战略方式；
（b） 向

题 3.8）

最不发达国家的 NMHS 提供方法以使它们能向其

3.8.1

政府和用户提供一套最低要求的产品和服务；（c）

区域的会员或有关经济团体和组织所确定的能力

执行理事会回顾到，区域计划应通过各自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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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活动及其他优先活动来为区域协会提供支持

加勒比）第 14 次届会的报告，并将区协的决定纳

并为 NMHS 的发展做出贡献。

入决议 8（EC-57）之中。

二区协（亚洲）第 13 次届会的报告

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

3.8.2

理事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3.8.10

理事会获悉三个区域办事处和五个次区

区政府于 2004 年 12 月 7-15 日在中国香港主办二区

域办事处的活动和运行情况。他们包括非洲区域办

协（亚洲）第 13 次届会表示感谢。本次会议创下

事处、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美洲区域办

了与会人员最多的纪录。

事处、东非和南非次区域办事处、北非、中非和西

3.8.3

理事会注意到区协批准了总共 27 项决

非次区域办事处、西南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北美、

议；任命了 10 个主题的报告员；重建了 WWW 规

中美和加勒比次区域办事处和欧洲次区域办事处。

划和实施工作组、气候相关事宜工作组、农业气象

3.8.11

工作组、水文工作组、二区协咨询工作组共 5 个工

以下方式继续履行其职责，即向各自区域和次区域

作组；新建立了二区协防灾减灾工作组。二区协还

办事处的 NMHS 提供援助；支持区域协会及其附属

为准备第七个长期计划（7LTP）商定了一系列新的

机构；与区域和次区域团体/组织开展合作；组织能

区域重点工作。

力建设的区域讲习班、研讨会和技术会议。

3.8.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区协通过了

3.8.12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通过

理事会认识到在发生自然灾害（比如 2004

2005-2008 年加强二区协（亚洲）国家气象部门的

年 5 月发生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洪水以及

战略计划；审议了加强亚洲国家水文部门的区域战

2004 年 12 月的印度洋海啸）的时候区域和次区域

略计划草案。作为对 WMO LDC 计划的一个具体贡

办事处所发挥的作用，它提高了 WMO 在各自区域

献，区协同意开发和实施两个示范项目，即通过因

的知名度。

特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城市的 NWP 产品，以

3.8.13

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航空气象计划方面的支持。

项目拟订和资金筹措方面给会员提供的支持和援

3.8.5

理事会审议了二区协（亚洲）第十三次届

会的报告，并将区协的决定纳入决议 7（EC-57）。

理事会注意到次区域办事处在确定需求、

助。它要求秘书长建立相关机制来更好地评估这些
办事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还号召会员支持并促
进这些办事处的工作。
理事会强调了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向区

四区协（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 14 次

3.8.14

届会的报告

域协会主席和副主席所提供的支持，并认识到需要

理事会对哥斯达黎加政府于 2005 年 4 月

增加它们的自主权和资金，从而将办事处变成介于

5-13 日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主办四区协（北美洲、

秘书处和会员之间的一个有效的结合点，并帮助更

中美洲和加勒比）第 14 次届会表示感谢。本区域

好地沟通各自区域的工作。

除唯一的 LDC 海地没有参加外，其余所有会员都

3.8.15

出席了会议。

术合作活动的新结构，目的是通过位于总部的核心

3.8.6

3.8.7

理事会注意到区协批准了总共 19 项决

理事会注意到，正在分阶段实施区域和技

办公室和位于各自区域的现场办公室来开展工作。

议；任命了 10 名不同的报告员；重建了 WWW 规

3.8.16

划和实施工作组、农业气象工作组、水文工作组和

洲次区域办事处，并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来

飓风委员会共 4 个工作组。建立了 2 个新的附属机

正式启动该办事处的工作。

构，即四区协防灾减灾工作组和管理组。区协商定

3.8.17

了 7LTP 编写中四区协的区域优先工作。

处进行适当的协调，并采取相关措施，优先理顺 RA

3.8.8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区协欣赏 WMO 在

理事会感谢巴林王国支持在该国建立亚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对区域和次区域办事

III 和 RA IV 办事处的工作。

2004 年 5 月洪水袭击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后给
上述两国提供的快速援助，以及成功地实施了诸如

3.9

防灾减灾计划（议题 3.9）

SIDS 加勒比项目和墨西哥水资源管理项目等计划。

3.9.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为 WCDR 的成

3.8.9

理事会审议了四区协（北美洲、中美洲和

功筹备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及这次大会的结果。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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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识到由于在 DPM 交叉活动中进行了有效的协

作协调方式来实施，并且是区域和国家的优

调，这种积极主动参与非常有益。理事会感谢将

先项目。

WCDR 成果载入了兵库宣言和 2005-2015 兵库行动

(f)

NMHS 和风险管理机构之间已建立了适当联

框架：确立国家和社会灾后重建，这为扩大国际对

系，并且他们的服务已取得了效益的地方都

减少灾害风险提供水文气象信息和服务的重要性

要确定、编写和分享那些“最佳做法”。这项

的认知提供一个载体。理事会认为这将会增强对

工作应该与 WMO 各项计划、NMHS、区域

NMHS 作为国家和区域级的减少灾害风险基石的

协会、技术委员会和其他关键合作伙伴合作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和机会。理事会注意到兵

开展。

库行动纲领需要有一个综合的多种减灾途径并提

(g)

出了 5 个高优先活动领域，包括：

建立一个有关全球天气、水、气候和其他灾
害的目录，以及一份灾害年鉴。此外，通过

确保减少灾害风险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具

增加方便用户分析的工具并与其他主要灾害

有很强的社会实施基础的优先重点，

数据库建立接口，以加强诸如灾害流行病学

(b)

确定、评估和监测灾害风险并加强早期预警，

研究中心灾害数据库的工作。

(c)

利用知识、改革和教育在各级建立起安全和

(a)

(h)

有必要针对其利益相关方（灾害管理部门、

灾后重建的理念，

媒体和公众等）制定 NMHS 的“教育和公众

(d)

减少潜在的风险因素，

宣传计划”，
这项工作应与 PWS 计划和 WMO

(e)

加强防灾以便使各级做出有效响应。

的其他相关计划合作开展。

理事会承认 WMO 和 NMHS 各自在国际和国

(i)

及其他风险区域的海啸早期预警系统。

家级都很好地起到了领导作用，尤其是在第二个高
优先行动领域，同时还对其他四个领域做出了贡

坚决支持 WMO 在多灾害框架内促进印度洋

(j)

为提高 NMHS 相关的有用产品和服务，确定

献。理事会强调需要 WMO 和 NMHS 积极主动地

并实施能够把国际、区域和国家层次上的用

响应兵库行动纲领。

户界的投入与自身相结合的机制。

3.9.2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在组织执行理事会

(k)

国际、区域和国家层次上用户界的投入对于

防灾减灾咨询组（EC-AGDPM）的首次会议（2005

改进 NMHS 相关的有用产品和服务极为重

年 3 月 18-19 日）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它是 WCDR

要。然而，也需要研究把用户的投入、要求

的一个重要后续行动。理事会注意到 EC-AGDPM

和需求与自身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的建议对于进一步明确 WMO DPM 计划的战略方

(l)

向和相关的活动是很重要的。理事会注意到
EC-AGDPM 主 席 的 报 告 。 理 事 会 特 别 注 意 到

管理部门建立联系。
(m)

EC-AGDPM 的建议，包括：
(a)

在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已批准的

(b)
(c)

(d)

(e)

积极主动地参加 2006 年 3 月德国政府主办的
第三次国际早期预警大会。

(n)

DPM 实施方案基础上并根据 EC-AGDPM 的
建议来修订 DPM 实施方案。

NMHS 应以前瞻性的眼光与风险管理和应急

在 WMO DPM 网站的基础上开发有效的沟通
和知识管理机制，以促进交叉性活动。

(o)

为促进防御理念和提高 NMHS 及 WMO 在减

确定和发展区域和国际级的战略合作伙伴，

轻灾害风险方面的作用，制定和实施一项前

并帮助 NMHS 确定国家级的合作伙伴。

瞻性宣传方案。

在“多灾害”框架内，促进对区域和国家的

(p)

确定并展示在现有的 WMO 机构内开展工作

能力进行全面调查和描述，了解灾害风险管

的最有效机制，包括加强现有的活动，尤其

理界的需要。

是在满足 DPM 利益相关方方面的活动。

制定 WMO 所有主要计划与 DPM 有关的活动

(q)

需要增加 DPM 计划办公室的专业和行政人

的矩阵，以确定目标范围、合作活动、存在

员配备以及其他资源，从而能够有效地协调

的差距和重叠及相关的预算。

和执行作为 WMO 高优先工作的 DPM 计划的

确定区域和次区域将要执行的项目，这些项

各项活动。

目要建立在 WMO 计划活动基础上，通过合

3.9.3

理事会确认：

总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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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在确定和向印度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

2004 年 12 月 26 日的灾难性印度洋海啸灾害；小岛

的开发提供其相关核心能力方面做出了及时

屿发展中国家会议（2005 年，毛里求斯）以及 GEO。

的响应。

理事会强调以上活动提供一个机会窗口，WMO 应

WMO 与 UNESCO 及其 IOC 和 ISDR 秘书处

作为一项优先的工作积极主动地继续开展 DPM 计

的协调努力。

划已修订的实施方案和各项活动，内容见本报告的

作为促进印度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建立的主

附录 4。

要组织之一，WMO 前瞻性响应和在国际社

3.9.6

会中的认知度。

动，应该在区域和国家级的“多灾害”框架内，调

理事会强调，作为 DPM 计划的高优先活

理事会注意到为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确定相

查与 DPM 有关的 WMO 核心活动的能力（强项和

关的贡献领域及制定三个具体的行动计划的 DPM

薄弱环节）、差距和需求。这些活动包括 NMHS 的

计划和 WMO 计划协调活动已经完成（见进展/活动

技术能力、能力建设和培训、教育和公众宣传计划、

报告）。理事会尤其认可支持海啸有关的信息和预

以及 NMHS 与风险管理部门和应急机构的联系。

警的 GTS 的更新计划不仅对印度洋海啸早期预警

3.9.7

系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使 GTS 得到了加强，

主导作用：（a） 早期预警系统全球调查，这是应

这进一步增强了会员的整体能力。理事会强调所有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要求进行的，他在联大的

风险地区按多灾害减灾途径建立海啸早期预警系

报告中说“更大的自由：为所有人的发展、安全和

统的同时，需要 WMO 不断地与联合国海啸灾后重

人权”A/59/2005，2005 年 3 月 21 日；和（b） 将

建特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进行合作，理事会请秘书

于 2006 年 3 月举行的第三次国际早期预警大会。

长在 DPM 交叉框架内在印度洋有其他风险地区不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适当行动，确保 WMO 为这

断地做出贡献。

些活动做出积极的贡献。

3.9.4

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与其他区域和国际

3.9.8

理事会强调 WMO 在参与如下活动起着

理事会强调需要开发标准的方法用来收

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极为必要。WMO 过去四

集关于造成破坏的灾害性水文气象事件以及在可

十年与 UN/ESCAP 合作承办了亚太地区的台风委

能和可行的情况下这些事件造成的损失估算的信

员会，理事会对此表示感谢。台风委员会有效促进

息。理事会敦促 NMHS 应该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定

了 NMHS 与国家和区域级的 DMP 机构间的有效合

期（每年一次）向 WMO 秘书处提交这种统计信息，

作伙伴关系。在制定 DPM 计划时可以借鉴这种经

以便进一步总结，用于宣传。这种信息还应提交给

验。理事会还注意到 WMO 在洪水预报及其影响方

联合国，用于其它用途。

面与 UNESCO 共同发起的倡议，这也是加强重要

3.9.9

伙伴关系的一个范例。理事会强调还应根据各组织

内，要把三个领域作为最高优先看待：（a） 促进

的互补性作用和活动，它们在推进 DPM 的目标方

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
（b） 把 DPM 的交叉性活动

面带来的补充价值以及它们为全面减轻灾害风险

与 WMO 的计划相整合；和（c） 为水文气象灾害

所做贡献的基础上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理事会支持

绘制灾害图和风险评估的能力。

秘书处通过减灾 ISDR 机构间专门工作组、大会以

3.9.10

及双边和多边会议，有系统地进行确定和评估潜在

的业绩衡量指标对于确保其成功非常关键。这些衡

合作伙伴。理事会敦促 NMHS 在国家层面通过参加

量指标应该是看得见的、可衡量的、量化的和可执

将召开的国家减灾讨论会来寻求目标合作伙伴。理

行的。理事会为此建议秘书处和感兴趣的会员制定

事会强调需要秘书处支持 NMHS，尤其是支持那些

具体的业绩衡量指标。理事会还建议 DPM 业绩指

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标可用于：
（a） 帮助确定未来的优先工作；和（b）

尽力建立起其国家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

确保 WMO 计划的交叉性活动能以持续、高效的方

3.9.5

理事会认可秘书处通过依靠理事会第五

理事会认识到在 DPM 计划的高优先活动

理事会注意到用于评价 WMO DPM 活动

式处理好这些优先活动。

十六次届会期间批准的实施方案，包括 EC-AGDPM

3.9.11

建议来修订 WMO DPM 实施方案所采取的重要的

秘书长主动的支持使为增强 NMHS 对减低灾害风险

后续行动。理事会注意到由 WCDR 产生的动力；

的能力做出了贡献，也使会员为减灾做出了贡献。

理事会认识到 DPM 交叉计划的效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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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获取一些方面的专业知识

表示愿共同主办该中心。理事会回顾了此基本原

对于 DPM 计划的发展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把水文

则：针对当地气象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应以工作语

气象服务与灾害风险评估和管理相结合的知识。理

言进行。目前构成的六个“英才中心”是以汉语、

事会敦促会员考虑派人到 DPM 计划办公室工作，

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来提供教育和培训。然而，

以此作为提供所须专业知识的途径。

对讲阿拉伯语的国家存在着空白。阿曼表示非常愿

3.9.12

理事会认识到根据 DPM 计划交叉活动所

意资助设立一个卫星气象教育和培训“英才中心”，

体现出的效益，有必要加强 DPM 计划，以确保有

由阿曼国家气象局联合苏丹 Qaboos 大学共同支持，

效地实施 DPM 战略。在此方面，理事会通过了决

提供其相当可观的专业技术。阿曼同时表示将提供

议 9（EC-57）。

必要的财务和人力资源，以履行其对虚拟实验室的

3.9.13

职责。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JMA 将向阿曼的“英
3.10

WMO 空间计划（议题 3.10）

才中心”提供一些培训教材。

3.10.1

执行理事会获悉有关 WMO 空间计划的

3.10.4

理事会也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在 WMO 和

各项活动，其中包括 WMO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协商

EUMETSAT 支持下开展的一些活动，如在莫斯科

会议第五次届会（CM-5）的相关结果。理事会认为

举办了面向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和波罗的海国家

WMO 卫 星 事 务 高 层 政 策 磋 商 会 已 发 展 成 熟 为

的卫星气象区域培训班。理事会认为这些活动对于

WMO 与空间机构对话的最有效机制。理事会还认

提高卫星资料和产品的使用至关重要，并且建议俄

为磋商会议将成为加强 WMO 与 GEOSS 空间部分

罗斯联邦考虑进一步开展这样的活动，以及争取最

协调的有效场所。磋商会议的建议和指导大大增进

终加入虚拟实验室，设立用俄语作为培训基本语言

了 WMO 空间计划的快速发展以及 GOS 空基部分

的“英才中心”，从而添补空白。

的发展，使 WMO 会员得以更好地利用卫星资料、
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注意到，议题 3.1 包括一份有

IGeoLab

关 GOS 空基子系统的现状报告。理事会高兴的注

3.10.5

意到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EUMETSAT）、JMA、

概念表示支持。这个概念的重点是让几个空间发展

NOAA 下 属 的 国 家 环 境 卫 星 、 数 据 与 信 息 局

机构、气象卫星业务运营方和用户共享从地球静止

（NESDIS）和 ESA 等一些空间机构活动的最新情

示范活动中所得到的效益。

况。此外，理事会从 JMA 获悉 MTSAT-1R 将在 2005

3.10.6

年 6 月 28 日开始业务运行。JMA 还对 NOAA 用

会员的 NMHS 和用户群体以及 GOS 空基部分的进

GOES-9 做中断备份表示感谢，同时它已与 NOAA

一步发展和壮大而言最为重要。这些进一步的发展

建立了长期的中期备份协议。

也将提高 WMO 空间计划对 WMO 会员的重要性。

理事会得知，CGMS-32 已对 IGeoLab 的

理事会认为 IGeoLab 对空间机构、WMO

因此，理事会要求 WMO 空间计划继续发挥协调作
WMO 空间计划的实施
3.10.2

WMO 空间计划根据其职责范围开展的

用，并开展以下两项活动：
(a)

为了制定长期规划，通过与参加磋商会的空

具体活动包括以下与 NMHS 基本业务有关的事宜：

间机构协商进一步完善国际地球静止实验室

（ 1 ） 教 育 和 培 训 ；（ 2 ） 国 际 地 球 静 止 实 验 室

的白皮书。IGeoLab 长期规划会涉及许多复

（IGeoLab）；
（3）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IGDDS）；

杂问题。在下一次磋商会期间应提交一份有

（4）将研究结果转为业务使用、发展卫星能力以

关这一设想的更加详细的报告。

及在适当的时候过渡为气象业务卫星，和（5）使

(b)

WMO 空间计划成为 GEOSS 空间组成部分的核心。
教育和培训
3.10.3

关于卫星气象教育和培训虚拟实验室的

对于近期而言，应当建立两个重点组，各自
负责一个测试建议，成员由空间机构提名。

综合全球数据分发服务
3.10.7

理事会注意到，EUMETSAT ATOVS 转播

“英才中心”，理事会欢迎阿曼主动提出的承办一

服务（EARS）通过采用先进的分发方法（ADM），

个新的“英才中心”的建议，并注意到 EUMETSAT

在北半球许多地区对 ATOVS 资料的实时（30 分钟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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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调用提高了三至四倍。ATOVS 近实时资料调

这些行动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用对于提高 WMO 会员的数值预报能力非常重要。

(i)

对全部WMO计划和WMO支持的计划

理事会回顾了 WMO 空间计划实施方案对 IGDDS

中不同的观测系统的空间部分实现一

作了说明，IGDDS 将把区域 ADM 联结起来，形成

体化；

全球性服务。
2004 年 12 月 16 日-17 日，EUMETSAT

(ii)

作出应急规划；

在德国达姆施塔特总部召开了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iii)

全球综合资料分发服务；

/WMO 区域 ATOVS 转播服务（RARS）研讨会，会

(c)

从一体化的 WWW 全球观测系统中的空基部

议讨论了有关 RARS 和 IGDDS 发展的可能性。在

分收益裨多（全面、公平、成本效益高）应

这次会议上，找出了当前在哪些方面尚不能满足全

该用于提高 GEOSS 将带给社会的潜在效益。

球客户对 ATOVS 资料的需求。为了满足部分需求，

(d)

将 WMO 全球综合观测系统的空间部分包括

理事会认为应当至少进一步考虑并发展两个 RARS

进去，使之对 GEOSS 空间部分作出核心贡

（南美 RARS 和亚太 RARS）。理事会获悉中国将

献，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协助 GEO 秘书处实施

与其他 WMO 会员就建立亚太区域 RARS 一事继续

GEOSS 实施计划中确定的行动和活动，即：

合作。JMA 注意到它将继续努力建立亚太 RARS，

实现系统之间的操作性的协议和资料共享；

包括将卫星资料放入 GTS 和可能接收其南极站的

观测策略的集体优化；合作填补空白；观测

卫星资料。理事会注意到，基于如下事实，IGDDS

充分性和连续性；资料传输和分发；合作开

有望成为 GEOSS 的核心部分。

展能力建设；方法一致性和观测标准的普及。
将 GEO 秘书处设在 WMO 在日内瓦的场所
里，合址办公，应该会极大地促进以上努力。

WMO 空间计划 - GEOSS 的核心贡献者之一
3.10.8

理事会注意到，WMO 卫星事务高层政策

3.10.9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WMO 空间计划在

磋商会第五次届会（CM-5）审议了一个有关 WMO

头十八个月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迅速发展。WMO 空

空间计划怎样能够成为 GEOSS 空间部分的核心贡

间计划的实施计划为实现第十四次大会制订的目

献者之一的讨论文件。关于 GEOSS 空间部分，理

标和宗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已经取得了令人

事会认为 WMO 的目标同 GEOSS 的目标相类似，

瞩目的成就，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成就。因此，大大

这充分说明 WMO 愿意通过其近期设立的空间计划

鼓励 WMO 会员支持 WMO 空间计划，包括向空间

为 GEOSS 做出重要的贡献。理事会认为 WMO 空

计划信托基金捐款和向空间计划办公室派员工作。

间计划完全有能力参加 GEOSS 的活动，并且 WMO

理事会进一步鼓励秘书长寻求机遇来加强空间计

应该强有力地支持以下四个方面的活动：

划办公室的人员配备。理事会对所有空间机构为向

(a)

(b)

随着 GEOSS 的创建，应该努力活动重叠的风

所有 WMO 会员提供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所做的

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如与以前已存在的倡议

努力也表示深深的谢意。在 WMO 会员完成其工作

（虽然规模略小），最终避免在系统能力上重

方面，GOS 的空基观测子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复建设。特别是由于 WMO 与用户界有着密

用，而且在未来将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

切联系，而且其工作途径已有所侧重，因此

3.10.10

WMO 在与 GEOSS 的利益相关方和用户建立

象卫星（MSG）筹备（PUMA）项目实施工作的进

并维持强有力协调方面应通过其空间计划发

展。回顾到 PUMA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一区协国家

挥重要作用，并且加强所需协调，以保证现

安装能够接收 MSG 资料的新接收站。该项目由欧

有系统之间的操作性和未来系统逐步实现一

洲委员会出资，并与 EUMETSAT、WMO 和一区协

体化；

的一些区域实体合作。当前的项目重点是在 2005

GEOSS 应该从 WMO 的全球观测系统空基部

年 9 月之前最终安装结束所有的接收站。理事会赞

分所获得的经验中受益，
GOS 作为一个范例，

同需要使 PUMA 站点长期连贯性地工作并具有高

照此实现各独立的空间观测能力合成为了一

可靠性，以满足现有的国家管理需要和欧洲委员会

个单一的空基观测系统。为了逐步过渡到

新项目“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
（AMESD）的

GEOSS，WMO 空间计划发起了下列行动，

能力建设的目的。由于认识到现有的 PUMA 项目未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使用非洲第二代气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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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MO 会员和欧洲委员会合作并从 WMO 空间计

1300 万瑞郎。
理事会回顾到大会在“决议 30（Cg-14）
——第十四个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中批准第十四

划得到适当协助，寻求可能的机制和解决办法。理

个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为 2.538 亿瑞郎，其中 400

事会还获悉，2005 年 5 月 1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万瑞郎的支出用第十三财务时期的现金盈余支付。

利斯举行的三区协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会议鼓

4.1.9

强调长期连贯性和可靠性，理事会鼓励 EUMETSAT

励 EUMETSAT 增加向三区协会员提供卫星资料。

理事会还回顾了，对于超出 400 万瑞郎的
资金，决议 20（EC-56）批准从第十三个财务时期
的现金盈余中拨出 350 万瑞郎，用于应在第十四个

4.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议题 4）

财务时期完成的、2004-2005 两年期按总成本核算
的高优先活动。

4.1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4.1.10

（议题 4.1）

面存在持续薄弱并敦促秘书长解决这个情况。
理事会还注意到某些会员拖欠很大数额
4.1.11

WMO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理事会关切的注意到内部控制的某些方

的评定会费，并敦促它们尽早清偿它们的欠款。理

执行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审计委员会主

事会注意到，尽管收取拖欠会费方面的情况有所改

席 U. Gärtner 先生提交的全面的报告。理事会注意

善，但是理事会决定继续检查此项事宜，并要求秘

到本报告附录 5 中包含的委员会提出的各种建议。

书长和财务咨询委员会向第五十八次届会报告任

理事会在各议题下作出决定时考虑了以上建议。

何新的进展。在此背景下，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

欺诈案

出的建议。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0（EC-57）。
4.1.12

4.1.1

4.1.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欺诈案调

查的总结发言和报告内容。理事会对审计委员会主

结清长期拖欠的会费

席 U. Gärtner 先生所在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向理事会

4.1.13

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

书长对支付协议影响作出的分析，欠费会员的数量

理事会在其第五十六次届会上注意到秘

理事会注意到有关欺诈案调查的最终报

在近几年中没有明显的变化。它进一步注意到，为

告，并决定在出现有重大价值的额外信息时重新启

了减轻欠费会员的财务负担并使他们能够全面参

动内部调查。

与本组织的活动，解决办法之一是延长结清欠费的

4.1.3

4.1.4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与瑞士司法部门之

期限。理事会同时要求秘书长对该问题进行检查并

间的良好合作。它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追回因欺诈

提出建议，供第五十七次届会审议。

案而损失的资金。

4.1.14

4.1.5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内部审计调查室主

任的报告。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提供的有关本组织

中被剥夺选举权会员数量的历史情况和根据支付
协议每年可分期付款的信息，如果已签署协议。理
事会也注意到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中具有类似

审议 2004 年度的帐目
4.1.6

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经审计的 2004 年总

情形的会员数量作比较之后的情况，以及注意到这
些组织批准的旨在鼓励偿还拖欠的分摊会费的偿

务基金、周转基金和其他专项及信托基金的财务帐

还期限。

目。

4.1.15

理事会审议了由秘书长提交的各项提议，

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对本组织 2004

并同意，为了鼓励面临困难财经形势的会员结清其

年帐目发表了无保留意见，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

长期拖欠的会费，将向第十五次大会提交以下机

4.1.7
4.1.8

理事会注意到，与批准的 2004-2005 年的

130,662,900 瑞郎的拨款相比，2004 年的开支总计

制，以便作出决定：
(a)

为 59,872,600 瑞郎。理事会也注意到，本组织在 2004
年结束时的现金盈余为 1860 万瑞郎，该现金盈余
包括 2004 年的 560 万瑞郎和第十三个财务时期的

根据支付协议，如果每年分期付款总额超过
会员在签署这种协议时分摊会费的 200%，
则偿还期限可最多延长至 15 年；

(b)

未遵守支付协议规定的偿还条款的会员将：

总
(i)
(ii)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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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对秘书长为制订“WMO 道德

只要已经按要求支付欠款，重新履行

4.2.0.1

协议；或

规范”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欢迎。理事会注意到关于

只要已得到执行理事会同意，签署新

迄今为止已完成的工作进展报告，并期待着在下次

的偿还欠费支付协议。

届会上提交最终稿的“WMO 道德规范”。

会员结清其欠款，可恢复其选举权。付款需

4.1.0.2

要至少在组织机构会议开始之前的一周汇

书处临时实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ISCS）颁布

入 WMO 的银行帐户或交到 WMO 秘书处，

的“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理事会把这份最新的

会员在会议期间才有选举权资格；

文件作为框架，虽然有共同系统行为准则的优势，

建立一个信托基金，接收自愿交纳的会费，

但对 WMO 目前关心的一些问题却只字未提。执行

以减少那些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下的会员的

理事会认为“WMO 道德规范”应解决所有此类问

欠款。

题，并且通过的适当架构应结合最佳的做法，可以

理事会也支持秘书长的决定，即立即在秘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进一步分析促进结清

根据需要吸收联合国系统内外的范本，包括相关

长期拖欠的会费可能的机制，并向执行理事会第 58

的、可适用的政府和私营行业的行为规范。为此，

次届会报告。

理事会提请会员与秘书长一起分享它们在道德规

4.1.16

范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建议，以供专题组审议。
加强内部监察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内部监察的进展，以

4.1.17

4.2.1

人事事宜（议题 4.2.1）

及服务所需的相关活动的范围、性质和工作量不断
扩大。为了对所需的审计服务做出充分的响应，理

WMO 职员性别问题

事会：

4.2.1.1

(a)
(b)

理事会注意到自第五十六次届会以来所

提请秘书长在 2006-2007 两年期预算范围内，

取得的进展，并提请秘书长准备一个性别行动计

尽快加强内部审计服务；和

划，并为实施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

提请秘书长进行审计服务的需求评估，并检

4.2.1.2

查部分或全部使用外包开展内部审计服务的

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选项，并将此事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

（WMO-No.960），总摘要第 9.1.26 段）认识到有

会报告。

必要在未来组织第三次会议来回顾进展，考虑采取

理事会注意到第十四次大会（《第十四次

进一步行动以确保妇女更多地参与气象和水文工
外部审计员和审计委员会建议的后续行动
4.1.18

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和审计委员会

作，并提请秘书长在本财务时期为此做出适当安
排。

的建议，并通过：
(a)
(b)
4.1.19

决议 11（EC-57）— 关于修改审计委员会职

WMO 2004 年聘请的顾问

责范围和成员资格；和

4.2.1.3

决议 12（EC-57）— 关于建立专题组审议财

交这样的文件，注意到进展和活动/报告附件中的信

务咨询委员会相对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息，并且要求秘书长向第 58 次届会上提交一份关

理事会注意到在审计委员会建议 2.4 中提

理事会感谢秘书处首次向执行理事会提

于 2005 年聘请顾问情况的报告。

出的一项建议：纳入两位额外的财务专家作为审计
委员会的成员，而不只是一位额外专家。该委员会

人事条例的修正案

注意到，审议主席团的运作和职责属于新设的执行

4.2.1.4

理事会 NMHS 和 WMO 演进工作组的工作范围。

秘书长对适用于 WMO 职员的人事条例的修正案。

理事会注意到自理事会第 56 次届会以来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这些修正案是根据联合国大
4.2

行政事宜（议题 4.2）

会的决定而作出的，或由 ICSC 根据其《章程》颁
布的。

WMO 道德规范

4.2.1.5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除提供条文修订的理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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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外，今后还要报告人事条例的实际文字修改内

条，秘书处已执行修改后的体现新的净工资额的有

容。此外，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

关 P.1 至 D.2 级职员的工资标准。

委员会报告（A/59/30（Vol.l））第 211 段规定，协

4.2.1.12

调联合国共同系统内有关 WMO 休父亲假的相关政

行理事会，如果在第 14 财务时期内联合国同等职

策。

员的工资有增加时，在必要情况下对秘书长、副秘

4.2.1.6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根据联合国人事规章

理事会回顾到，第十四次大会决定授权执

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作出任何调整。

第 3.2 条，审议有关协调 WMO 教育补助金的政策，

4.2.1.13

这些资金用于那些居住或工作在其本国的工作人

和 UPU）根据下面的标准正在或已调整了的不定级

员，并向第五十八次届会报告。理事会注意到，根

官员的工资。

据联合国人事规章第 3.2 条规定向在其本国以外居

4.2.1.14

住和工作的职员支付教育补助金。

WMO 不定级官员的净基本工资的年度标准，补发

4.2.1.7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审议协调 WMO 与联

理事会注意到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ITU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理事会决定制定

生效日期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标准如下：

合国系统相比的中层和高层职员津贴的政策，并向
其第五十八次届会报告。理事会注意到，根据联合
国大会“第 58/270 号决议— 与 2004-2005 两年期
计划预算建议案有关的问题”第 31 条的规定，自
2004 年 1 月 1 日不再向此类职员支付更高津贴。

有受赡养人的净工资
秘书长

144,461 美元

副秘书长

132,603 美元

助理秘书长

121,822 美元

4.2.1.15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
不定级官员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
4.2.1.8

的行动。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联合国联合职员退休

基金条例》第 54（b）条的规定，专业类及其以上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级别职员的薪酬标准调整的生效日期和比例须与

4.2.1.16

净薪酬增加的日期和比例相同。理事会进一步注意

程》第 17 条提交的第三十次年度报告。

理事会注意到 ICSC 会根据该委员会《章

到 ICSC 公布了相应的修改后适用于专业类及其以
上级别职员的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标准，另注

职员对其服务条件的建议

意到同等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全

4.2.17

球邮政联盟（UPU））随后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

理事会上发言并提交一份有关职员对其服务条件

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薪酬。理事会因此也决定实行

的建议的文件表示感谢。

职员协会主席代表职员对有机会在执行

以下可用于计算退休金的年度薪酬标准，补发生效
日期从 2004 年 9 月起开始。

秘书处的内部事宜
理事会欢迎过渡期内新当选的职员委员

秘书长

276,024 美元

4.2.18

副秘书长

255,101 美元

会成员，并感谢他们准备好这份文件提请理事会予

助理秘书长

236,079 美元

以关注。

4.2.1.9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按上述决定采取相应

4.2.19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职员与秘书长一道

努力在新的管理措施方面树立信心以及提高人力

的行动。

资源处的效率。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4.2.20

理事会对职员和管理代表在拟定道德准

理事会注意到，2004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

则方面的高效和合作精神表示赞赏，并注意到秘书

通过了一项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新的专

长批准了联合专题组针对联合咨询委员会确立的

业类及以上级别职员的基本工资标准。理事会进一

道德准则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

步注意到，该标准体现了在无损益基础上将岗位

4.2.21

1.88 的工资调整系数纳入净基本工资的做法。

成的工作缺乏保障有些顾虑。希望秘书长能够继续

4.2.1.10

4.2.1.11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人事条例》第 3.1

理事会获悉，一些职员对于某些司重组造

努力确保在此困难时期具有完全的透明度，并对所

总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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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秘书处每天运转而开展工作的人员继续提供

A. DARWISH 先生

语言服务和出版

相当稳定的雇佣条件。

（埃及）

物司翻译/校对员

2004 年 9 月 1 日

（P.4）
D.G. RUTASHOBYA 水 文 和 水 资 源 司

临时职员的合同情况
理事会获悉职员代表和秘书长开展了富

4.2.22

有建设性的讨论，并审查了有关临时职员雇用条例
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解决上次执行理事会所

先生 （坦桑尼亚）

水文处科学官

R.J. STEFANSKI 先

世界气候计划司

生（美国）

农业气象处科学

（P.4）

关注的问题。
次大会的要求为终止雇佣退休人员和顾问从事日

I. RÜEDI 先生

世界天气监测网

（瑞士）

司计划协调官

常工作所继续付出的努力。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职员要求秘书长调查

有关定期介绍 ERP 和 VSP 计划的可能性，或者至
少更频繁地推出这些计划。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职
员委员会协商后考虑这些要求。
关于专业级及以上人员的人事任命、提升、提名和
转岗的报告
4.2.1.25

根据公约第 21（b）条，理事会审查和批

准了秘书长自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以来作出的

S. NICKOVIC 先生

大气研究和环境

2005 年 4 月 17

（塞尔维亚和黑

计划司环境处科

日

山）

学官（P.4）

X. ZHANG 女士

资源管理司人力

（中国）

资源处工资和退

D.M.

GOODRICH

先生（美国）

2005 年 1 月 24 日

休金室主任（P.3）
S.J. BALDWIN 先

资源管理司财务

生（英国）

处出纳（P.3）

N. MASLINA 女士

语言服务和出版

（俄罗斯联邦）

司编辑（P.3）

F.G. GALATI 先生

资源管理司信息

（瑞士/意大利）

系统处网络发展

2005 年 1 月 31 日
2005 年 2 月 17 日
2005 年 5 月 1 日

官（P.3）

如下任命：

姓名和国籍

2005 年 2 月 1 日

（P.4）

提前退休计划（ERP）和自愿离职计划（VSP）
4.2.24

2005 年 1 月 15 日

官（P.4）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十四

4.2.23

2005 年 1 月 8 日

职务名称、级别 生效日期
和组织单位
全球气候观测系

W. WESTERMEYER

全球气候观测系

先生（美国）

统秘书处高级科

2004 年 11 月 1 日

学官（P.5）

2005 年 6 月 15 日

统秘书处主任

4.2.1.26

（D.1）

理事会还批准了自上次届会以来由秘

书长做出的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任期的以下

P. CHEN 先生

世界天气观测司

（加拿大）

资料处理和预报

延长任期：

系统处处长（P.5）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 延长期限
和组织单位

S. CHACOWRY

咨询和对外关系

F. REQUENA 先生

秘书长行政助理

（阿根廷）

（P.5）

M. GOLNARAGHI

副秘书长办公室

女士（美国）

防灾减灾办公室

2004 年 9 月 8 日

2004 年 9 月 14 日
2004 年 9 月 26 日

主任（P.5）
E.E. CABRERA 先

应用计划司海洋

生（哥伦比亚）

事务处处长（P.5）

O. BADDOUR 先生

世界气候计划司，

（摩洛哥）

世界气候资料和

2005 年 1 月 29 日

（斯洛文尼亚）

作促进发展司副欧
洲区域代表（P.4）

全球气候观测系

再延长 5 个月，至

先生（美国）

统主任（D.2）

2005 年 5 月 31 日

D.C. SCHIESSL

世界天气监测司

12 个月至 2005 年

先生（德国）

司长（D.1）
（2004

8 月 31 日

年 10 月 1 日提升
为 D.2）

（P.5）
区域活动和技术合

11 月 30 日

A.R. THOMAS

2005 年 7 月 15 日

监测计划处处长
D. HRČEK 先生

先生（毛里求斯） 部主任（D.2）

12 个月至 2005 年

2004 年 7 月 1 日

K. ABE 先生

应用计划司热带

12 个月至 2004 年

（日本）

气旋计划处处长

8 月 31 日，再延长

（P.5）

12 个月至 2005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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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7

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在发布

空缺通知后通过竞争而由秘书长做出的以下提名

K. KONARÉ，先

区域活动和技术合

生（马里）

作促进发展司区域

2005 年 4 月 4 日

活动合作办公室主

和/或提升：

任（D.1）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 生效日期
组织单位

B.S. NYENZI 先

世界气候计划司代

生（坦桑尼亚）

理司长（P.5）

S. CHACOWRY

咨询和对外关系办

K.CHESTOPALO

资源管理司人力资

V 女士（法国）

源处代理处长（P.5）

I. DRAGICHI 先

教育和培训司代理

2004 年 10 月 1 日

先生（毛里求斯） 公室主任（D.2）
（从
D.1 重新定级）
K.D.DAVIDSON

世界气候计划司司

生（罗马尼亚）

司长（P.5）

先生（美国）

长（D.2）
（从 D.1 重

J.B.GRANADOS

资源管理司信息管

新定级）

-FERNANDEZ

理处处长（P.5）

2004 年 10 月 1 日

H.M DIALLO 先

区域活动和技术合

生

作促进发展司司长

V.H.GUERRERO

资源管理司人力资

（尼日尔）

（D.2）
（从 D.1 重新

女士（智利）

源处招聘和培训室

2004 年 10 月 1 日

世界天气监视网司

A.K. LEE

资源管理司特殊项

先生（德国）

长（D.2）
（从 D.1 重

CHOON 先生

目办公室主任（P.5）

新定级）

（毛里求斯）

先生（美国）

WMO 空间计划办公

2004 年 10 月 1 日

2005 年 3 月 1 日

A. ILINE 先生

资源管理司采购和

（俄罗斯联邦）

差旅室代理处长

室主任（D.1）
（从 P.5
VCP，区域活动和技

（日本）

术合作促进发展司

2005 年 3 月 1 日

D. KHOURY 女

资源管理司人力资

士（毛里求斯）

源处权利和管理组

L.A. NGWIRA 先

资源管理司财务处

作办公室司长（D.1）

生（马拉维）

代理处长（P.4）

（从 P.5 重新定级）

M. NICOLAS 先

资源管理司公共服

生（法国）

务处代理处长（P.4）

V. TOUKALEK

资源管理司信息技

女士（波斯尼亚

术处代理处长（P.4）

世界气候计划司司

生（坦桑尼亚）

长（D.1）

A.A. KORETSKI

语言服务和出版司

先生（俄罗斯联

高级规划官（P.5）
（提

邦）

升岗位）

2005 年 6 月 15 日
2004 年 11 月 9 日

2005 年 4 月 4 日

2004 年 11 月 3 日

2005 年 11 月 3 日

2004 年 4 月 4 日
2004 年 8 月 1 日
2005 年 4 月 4 日

和黑塞哥维那）

4.2.1.29
4.2.1.28

2004 年 11 月 3 日

组长（P.4）

全球计划和战略合

B.S. NYENZI 先

2005 年 4 月 4 日

（P.4）

重新定级）
T. TOYA 先生

2005 年 4 月 4 日

主任（P.5）

D.C. SCHIESSL

副秘书长办公室

2004 年 11 月 3 日

先生（哥伦比亚）

定级）

D.E. HINSMAN

2004 年 11 月 1 日

理事会还注意到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

理事会对区域和技术合作活动促进发展

司的前司长 H. Diallo 先生表示赞扬，他为促进

来秘书长发起的以下岗位转换和/或调动：

WMO 及其活动支持 NMHS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气

姓名和国籍

职务名称、级别和 生效日期
组织单位

象水文部门做出了贡献。

R.A. DE

区域活动和技术合

任命助理秘书长

GUZMAN 先生

作促进发展司代理

4.2.1.30

（菲律宾）

司长（D.2），此外同

（1987）在《第十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

时兼作战略规划办

节略报告》（WMO-No.681）总摘要第 9.4.9 段中记

2005 年 3 月 1 日

公室主任
G. LIZANO

助理秘书长特别助

VINDAS 先生

理（D.1）

（哥斯达黎加）

根据公约第 21 条（b）以及第十次大会

录的程序，理事会审议了助理秘书长的任命。理事
2004 年 6 月 23 日

会批准了秘书长任命 R. D. J. Lengoasa 先生为助理
秘书长的提名。

总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命程序
4.2.1.31

理事会审议了目前的程序，并考虑了秘书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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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教育和培训指南》这本出版物提升为法定出版物
的建议，并且每隔八年以阿拉伯语、中文、英文、

长有关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任命的建议。然后理

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发行一次。

事会请秘书长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发展出这

4.3.4

样一种合适的机制：

业务水文教育与培训设施大纲》（WMO-No.240）

(a)
(b)

第十四次大会已获悉法定出版物《气象和

既要考虑保证在行政管理层上机构连续性的

不久将过渡到软件本的网络版形式（参阅《第十四

需要，又要在任命上保持灵活性；并

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能够通过在理事会休会期间代表执行理事会

（WMO-No.960）的总摘要第 3.6.2.11 段）。该出

批准这样的任命来加速决策进程。

版物网络版的文件以 Word 文档提供，仅在会员提

4.2.1.32

要求秘书长将此项事宜的有关建议提交

第 58 次届会。

出要求时才提供硬拷贝。该文件未经正式编辑，但
普遍认为非常适合业务用途，因为该文件每年更新
一次，而传统的该出版物全文的硬拷贝只能八年更

4.2.2

其他行政事宜（议题 4.2.2）

新一次。理事会赞同停止编写和出版作为 WMO 法

4.2.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2004 年采购活动报告

定出版物的该出版物硬拷贝版本的提议，并将该提

中所提供的信息。
4.2.2.2

理事会注意到所提供的关于信息和通信

技术领域新动向的信息。理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支

议呈交第十五次大会审议。因此，该出版物将仅以
电子形式出版（主要用英文），并作为一个部门出
版物每年更新一次。

持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的实施和新的发展，以促进秘
书处效率的提高。
4.3

语言和出版物（议题 4.3）

4.3.1

在与执行理事会成员协商后，提议在组织

5.

计划和预算（议题 5）

5.1

2006-2007 年的计划和预算建议
（议题 5.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第十四

机构届会期间采用工作文件修订标识。理事会赞同

5.1.1

这个提议。

个财务时期（2004—2007）第二个两年期（2006—

4.3.2

理事会注意到“决议 22 的附录 9（Cg-14）

2007）的计划和预算建议。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

—第十四个财务时期出版计划”。考虑到需要增加

2006-2007 两年期的计划和预算建议。这些建议是

某些出版物的其他语言版本并需要以有成本效益

在第十四个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范围内，并根据

的方式改进语言和出版物服务，理事会要求秘书处

“决议 30（Cg-14）— 第十四个财务时期的最大支

继续审查法定出版物清单，以确保通过出版物计划

出”和“决议 31— 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方法”，

向会员和其他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流。审查工作将

同时考虑到“决议 19（EC-55） — 2004-2005 两

考虑会员的优先重点需求、财力和人力资源的到位

年期的预算”后编制的。

情况以及对信息技术的最佳利用时机。

5.1.2

理事会对格式上新做的改进表示欢迎。它

理事会赞同把《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

注意到在不考虑出资渠道的情况下提供额外的和

和培训指南》（WMO-No.258）纳入法定出版物的

全面的预算信息使透明度得到提高。理事会还对三

提议，该建议将提交第十五次大会审议。该出版物

个交叉计划（WMO LDC 计划、防灾减灾计划和

用于为会员提供气象教育和培训预期标准方面的

WMO 空间计划）新设计方法表示欢迎，预计这种

咨询，特别是，它提出了新的“WMO 人员等级分

方法将增强 WMO 科技计划的协调和有效实施。

类”和最新培训大纲。对此，ICAO 在 2003 年 11

5.1.3

月 23 日为“ICAO 附录 1—人员认证”引入了第 164

和 3.2。财务咨询委员会关于 2006-2007 年计划和预

号修正案“所有航空气象人员的资格和培训”，其

算 的 建 议 是 ： 批 准 2006-2007 两 年 期 的 预 算 为

中明确指出“对所有航空气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需

126,630,200 瑞郎，并在“授权秘书长”的第一点下

求归 WMO 负责，关于……内容见 WMO 第 258 号

提到财务条例第 7.3 条和在第二点下提到财务条例

文件”。理事会因此同意把该《气象和业务水文人

第 4.2 条之后通过决议 13。

4.3.3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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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批准第十四个财务时期

虑第十五个财务时期的计划和预算方案；和 （d）

（2004-2007）第二个两年期 2006-2007 年的计划和

提请秘书长进一步合并预算报告，特别应包括：计

预 算 为 126,630,200 瑞士 法 郎 并 通 过 了 决 议 13

划支持性收入、利息收入、销售出版物的收入和租

（EC-57）。

用仪器的收入，根据第十五个财务时期（2008-2011）

5.1.4

提议的计划和预算提出必要的预算调整建议。理事
5.2

2006-2007 两年期高优先活动（议题 5.2）

会同时提请秘书长在报告中包括预算外资金情况。

5.2.1

关于第十三个财务时期可能产生的现金

有一位成员强调，关于第十四个财务时期可能出现

结余分配问题，执行理事会回顾到第十四次大会同

的现金结余，应遵守财务规定 9.1。

意仅在第十四个财务时期暂停执行财务条例 9.1，

6.2

并授权执行理事会在此财务期间将前面提到的超

（EC-57）。

讨 论 结 束 后 ， 理 事 会 通 过 了 决 议 15

出 400 万瑞士法郎的现金结余作出划拨，用于部分
支付第十四个财务时期最大支出和用于决议 30

7.

长期计划（议题 7）

（Cg-14）附录 2 中作为指导意见给出的经过充分
成本核定的高优先活动，这些活动将以最具成本效

监督和评价 6LTP 的执行情况

益和高效的方式在第十四个财务时期完成。”

7.1

执行理事会同意监督 6LTP 执行情况的一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 2006-2007 两年

个有效方法是确定各项科学技术计划在实现 6LTP

期高优先活动的建议。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建议的

战略和相关目标中所做的贡献。理事会注意到届会

2006-2007 年高优先活动资金数额总计 5,477,000 瑞

上提供了各相关计划的报告。理事会同意第五十八

郎。考虑到先前划拨了 400 万瑞郎用于部分资助第

次届会在编写 6LTP 执行情况评价报告时应考虑这

十四个财务时期的最大支出，并划拨给 2004-2005

些报告。

年高优先活动 3,493,100 瑞郎，因此该数额代表第

7.2

十三个财务时期总现金结余为 12,970,100 瑞郎。

价报告的方法。它要求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5.2.2

5.2.3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

理事会注意到编写长期计划执行情况评

在编写评价报告草案时应考虑获取技术委员会和

议 4.1 和 4.2。财务咨询委员会关于 2006-2007 年高

区域协会主席以及秘书长的评价意见的做法。

优先活动的建议是：批准从第十三个财务时期现金

7.3

结余中划拨 5,477,000 瑞郎给 2006-2007 年高优先活

考虑了有关近期进展的文件和通讯，这些进展包括

动，并参照财务条例 4.2 通过决议 14。

GEOSS、WMO 空间计划和防灾减灾计划，包括与

5.2.4

理事会批准了 2006-2007 两年期的高优先

活动并通过了决议 14（EC-57）。

理事会还注意到 6LTP 及其相关活动充分

2004 年地震和海啸灾难有关的倡议。
7.4

理事会认识到，鉴于在活动阐述和业绩衡

量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复杂性，6LTP 的评估工作
对第十五个财务时期（2008-2011）计划

可能是一件非常复杂、困难的过程。考虑到可供执

和预算的初步讨论（议题 6）

行理事会成员和秘书处使用的资源，理事会认为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由秘书长提交的第十

6LTP 评估工作的开展应当以实现 WMO 战略为基

五个财务时期 2008-2011 优先活动和资金规划的建

础。对此，理事会要求长期计划工作组考虑采用某

议。理事会审议了由财务咨询委员会提交的建议 7

种形式的外部评估的可能性，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现

和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建议 2.6。根据财务咨询委员

关于提供服务的两条 WMO 战略（战略 1 和 2）。

6．
6.1

会建议初步讨论了第十五个财务时期计划和预算
方案，其中包括：（a） 注意到秘书长提交的关于

未来的计划结构

第 15 个财务时期预算的提议，该预算是基于实际

7.5

零增长，总额为 2.62 亿瑞士法郎；（b） 基于名义

有关发展动向的反应。例如，在防灾减灾计划下的

零增长和实际零增长，提请秘书长提交第十五个财

交叉活动有必要对各项计划如何相互关联、相互支

务时期计划和预算方案；（c） 提请秘书长提交一

持进行审查。此外，还有一种把 WMO 的一些活动

份基于结果的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以便于综合考

如与综合观测系统（包括 GEOSS 计划）和 WMO

理事会承认 WMO 各项活动的变革是对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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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有关的活动进行整合的趋势。因此，除了

求长期计划工作组强调 WMO 及更大范围的气象水

两个现有的交叉计划（防灾减灾计划和空间计划）

文界，尤其是 NMHS，在寻求可持续发展，尤其是

之外，还可以考虑综合观测系统计划和 WMO 信息

在缩小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服务方面的差距

系统计划。

中的贡献。

7.6

理事会认识到需要把 WMO 的计划结构

此外，回顾到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

7.14

与长期计划中 WMO 战略挂钩。可以保留目前的计

针对编写 7LTP 提出的指导意见，理事会要求长期

划结构，但可以更加明确地确定具体战略，以及它

计划工作组强调气象和水文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

们能为这些战略做出哪些贡献。

并把精选的相关研究结果纳入到 7LTP 的编写工作

注意到目前的 WMO 九条战略的结构层

中。

次，可以考虑重新调整主要计划的次序以便与战略

7.15

结构保持一致。这就意味那些主要涉及提供服务的

可用于实现计划的各部分工作的资源之间的密切

计划（见战略 1 和 2）将会摆在首位，随后才是与

联系的重要性，并强调要纳入经改进的业绩指标以

观测和研究有关的计划（见战略 5 和 6）。

帮助对该计划的最终监督和评估。理事会认识到长

7.7

7.8

理事会强调了在未来的计划结构中重视

LDC 的需求并为其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7.9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矩阵管理的执行及其

理事会还反复强调了计划与所需资源或

期计划必须推进 WMO 的各项活动，因此各项计划
应当得到适当的资源，并且与长期计划结合起来，
推进其实施、完成既定目标。

效益，即提供更大的协作功能，理事会相信应当建

7.16

立能突出需要完成长期计划高层次目标的各计划

合国系统可能关系到本组织的一些进展。

计划的编制还应考虑到有关的进展，如联

之间的关联和依赖性的计划结构。已通过防灾减灾
计划进行示范，师范如何与 WMO 其他计划建立联

8.

WMO 面临的具体问题（议题 8）

8.1

WMO 作用的演进（议题 8.1）

系。应当更加广泛地采用这一途径以保证所有强调
关键社会效益的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7.10

根据讨论结果，理事会要求其长期计划工

作组在编制下一个财务时期的计划结构草案时把

执行理事会关于加强 WMO 行动组的报告

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8.1.1

执行理事会关于加强 WMO 行动组的任

务是：通过改变其运作模式来找出那些能使 WMO
编写第七个长期计划
7.11

理事会要求其长期计划工作组进一步认

反应更加迅速、更具前瞻性和更高相关性的机遇，
并建立轻重缓急，以及确定所需的具体行动。该行

真研究作为编写 7LTP 草案和秘书长第十五个财务

动组于 2005 年 1 月 24-25 日召开了会议。

时期的计划和预算建议的基础的上述计划结构，以

8.1.2

供第五十八次届会审议。

为需要进行改革，包括修改大会所规定的职责。

7.12

理事会确认在编写 6LTP 时采用的架构

考虑到最近的发展，理事会和行动组都认
理事会还认为 WMO 应是一个采取敏捷

8.1.3

（展望、预期结果和战略及相关目标）依然基本有

行动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的关键要素应包括以下

效。然而，它也要求其长期计划工作组把理事会的

机制：

意见考虑进去。这些意见可能需要对预期结果和战

(a)

略/相关目标的陈述作一些调整。这些意见包括信息
和通信技术、区域中心、资金筹集及与世界信息社

绩；
(b)

会峰会的关系等的重要性。
7.13

解决有关 WMO 如何动员其计划、技术委员
会、区域协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从而在
关键问题和社会需求方面采取一致步骤；

理 事 会 还 认 识 到 需 要 在 7LTP 中 纳 入

WMO 和 NMHS 的贡献，以实现国际认同的发展目

更好的组织并监督 WMO 在交叉问题上的业

(c)

标（包括千年宣言中的发展目标）、“约翰内斯堡

定义并澄清目前 WMO 的独特作用，以及该
作用在未来应如何演进；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SSD）执行计划”以

(d)

定期审查长期目标的进展情况；

及有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的相关政府间活动。它要

(e)

调整管理措施以实现这些目标；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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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8.1.4

确保尽早落实已批准的变革。
理事会进一步认同行动组以下对有效改

革的先决条件的意见：
(a)
(b)

成部分。
理事会要求行动组继续开展本职范围内

8.1.9

的工作。特别是，理事会要求推进工作进展以确保

WMO 主席和副主席在执行理事会和整个组

能拿出具体的建议供第五十八次届会审议。

织中必须愿意开展并领导必要的改革；

8.1.10

秘书长必须通过在秘书处建立一种改革理念

应的行动。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针对上述考虑采取相

来支持、培育和积极参与改革；
(c)

所有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和参与者必须认识

NNHS 的作用和运作（议题 8.2）

8.2

到，WMO 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同时
他们致力于发挥不同的作用；

NMHS 面临的主要问题

所有 WMO 秘书处工作人员应当向执行理事

8.2.1

会成员和与会者提供工作指导和指南，使他

门作用和运作咨询工作组的意见，认为有必要着手

们能完全理解本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并将支

解决以下 5 个主要问题：

持实现这些价值。

(a)

NMHS 和 WMO 的主导作用、贡献和知名度；

理事会注意到行动组致力于能够扩大执

(b)

伙伴关系与合作；

行理事会工作的行动，尤其是与组织其届会有关的

(c)

NMHS 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行动。它强调了改善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

(d)

能力建设和现代化；

性。因此，确定如何最佳地满足执行理事会成员的

(e)

资金筹措。

(d)

8.1.5

理事会同意执行理事会国家水文气象部

策略需求并在他们履行职责时给予最有效的帮助，
如提供文件的适当方式，也值得去做。这在理事会

NMHS 和 WMO 的主导作用、贡献和知名度

筹备大会时尤为重要。

8.2.2

8.1.6
(a)
(b)
(c)

(d)
8.1.7

此外，理事会强调了如下事宜：

理事会同意上述工作组的意见，认为对于

国家和国际关注的问题，需要朝着建设一个更具有

改进执行理事会在休会期间的作用，包括休

前瞻性、响应更积极和服务中肯的 NMHS 方向发

会期间积极参与工作及协商；

展。理事会并认为 NMHS 必须重视多边问题和社会

检查执行理事会辅助机构的数量、构成、目

关心的有关专题，如：在千年宣言、WSSD、毛里

标和运作情况；

求 斯 宣 言 和 战 略 （ 针 对 SIDS ）、 兵 库 宣 言 和

进一步在 WMO 内部进行合并，建立/加强与

2005-2015 年兵库行动纲领中突出强调的专题。这

联合国机构的战略联盟，包括在交叉性问题

些问题和专题与 NMHS 和 WMO 在国家、区域和

方面；

国际层面的主导作用问题相关。对此，理事会特别

加强沟通策略。

指出适当的沟通和宣传是重要的。

此外，理事会相信，为了进一步阐明和加

8.2.3

理事会强调指出，在维护上述有关领域的

强 WMO 的管理工作，有必要更加紧密地审查理事

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强调与其他有关从事天气、

会本身及诸如主席团和财务咨询委员会等相关机

气候和水问题的部门机构的伙伴关系。理事会还强

构的运转，并且第五十八次届会要拿出能向第十五

调指出：与政府沟通，包括通过日内瓦常驻代表团

次大会提交的具体建议。

的沟通也很重要。

8.1.8

理事会考虑了行动组提供的讨论报告，报

8.2.4

理事会鼓励在 NMHS 之间分享并推广有

告内容是加强 WMO 作用，以便向决策者和公众提

关最佳做法，从而各国气象和水文部门可在很大程

供咨询。对此，理事会认同 WMO 的作用。它要求

度上了解其他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正在从事的工作，

执行理事会长期规划工作组确保上述内容应当在

在此基础上各国气象水文部门可以考虑改进他们

7LTP 的预期结果和战略体现出来。理事会还要求

的活动。

各技术委员会主席确保向决策者和公众提供有关

8.2.5

天气、气候和水方面的咨询，把在这些方面对决策

信息，以及气候极端事件，将会增加 NMHS 的贡献

者和公众的教育作为 WMO 科学技术计划的一个组

并提高其知名度。

提供更多的关于高影响和灾害性的天气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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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认为 NMHS 如果更多地注意向公

8.2.12

理事会认为 NMHS 如果更多地注意向公

众、决策者和最终用户理事会鼓励 HMHS 通过更积

众、决策者和最终用户理事会鼓励 HMHS 通过更积

极的途径处理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包括与该国其他

极的途径处理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包括与该国其他

政府部门，以及在区域层面上与其他 NMHS 的关

政府部门，以及在区域层面上与其他 NMHS 的关

系，例如，通过有关区域组织。而且，NMHS 应对

系，例如，通过有关区域组织。而且，NMHS 应对

此特别注意，从而使稳健和可靠开展的 NMHS 核心

此特别注意，从而使稳健和可靠开展的 NMHS 核心

业务（如日常天气预报和预警）成为公众进一步认

业务（如日常天气预报和预警）成为公众进一步认

可 NMHS 的重要基础。理事会强调指出能力建设问

可 NMHS 的重要基础。

题的关键是考虑 NMHS 是否能对可持续发展做出

8.2.6

8.2.7

理事会还强调了在筹措资金、知名度和提

供服务等问题上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对此，理事会

充分的贡献，这种贡献以及 NMHS 自身是否具备可
持续的潜力。

鼓励 NMHS 更好地与非政府组织和私营行业保持
联系，包括设备生产厂家、供应商、新闻媒体、气

资金筹措

象服务提供商和最终用户。

8.2.13
(a)

理事会就以下方面达成了一致：
在从资助机构寻求资金过程中，有必要看他
们的目的和计划。需要制定一个战略，指导

NMHS 的经济社会价值
理事会强调了开展经济评价研究的重要

NMHS 和 WMO 如何能在这些资助机构的框

性并鼓励 NMHS 开展上述研究以便更好地让社会

架和优先项目下开展工作。应当不断对检查

理解 NMHS，如通过国家试点项目，分享有关经验

战略与实际做法之间的关系；

8.2.8

和结果，通过相关的区域论坛进行沟通和交流，组

(b)

织有关国家和水文服务的作用和社会经济效益。

WMO 秘书处应当汇集有关 NMHS 的工作权
限、能力和贡献的情况，包括最佳规范的信

理事会认为在 NMHS 的总体管理和法律

息。在遇到项目机会的时候，这类简明的文

地位的框架下，经济效益研究和评估可作为未来加

件和一整套流水线项目的材料则是有用的；

8.2.9

强服务工作的一个衡量基准，展示他们对社会和经

(c)

应当特别努力在多边论坛上作令人焕发兴趣

济的贡献。WMO 和 NMHS 应当与公认的专家和国

的演示，证明 WMO 和 NMHS 能对有关气候

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合

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水资源等各种问题

作。这将提供更有信誉的研究而且研究成果可进一

做出贡献。

步丰富 WMO 的指导材料。
8.2.10

(d)

应当把最近出现的事态视为筹措资金的机
遇，如：亚洲海啸灾难、世界减灾大会（2005

理事会认为社会经济研究应当突出公共

天气服务的价值，这正是 NMHS 主要关心的问题，

年 1 月 12-22 日，兵库，神户）、小岛屿发展

也是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以提供支持。这会有助

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国际评审会

于处理和解决人们的担心：可能出现的对增值专业

议（2005 年 1 月 10-14 日，毛里求斯，路易

服务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使用不当而导致 NMHS

港）和联大为审议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承诺的

被迫只能过分依靠寻求外部资金来源。

履行情况召开的高层全体会议。
(e)

WMO 和 NMHS 的策略。

能力建设与现代化
8.2.11

筹措资金需要建立在有效沟通和采取维护

理事会认为能力建设应当帮助 NMHS 响

应从全球、区域和国家问题中引出的各种需求。能

关于 NMS 作用和运作的调查表

力建设还应当考虑现代化问题。此外，理事会表示

8.2.14

需要审核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

问卷，作为协助 WMO 开展其有关 NMS 作用和运

是 LDC 冲出资金不足、知名度低和服务能力有限

作方面工作的一个工具。该问卷应当使用从上次调

的怪圈。对 ICT 的利用尤其重要，因为这是充分利

查问卷挑选出的一套内容，以跟踪在所选定领域中

用最新通讯技术来为 NMHS 服务所必须的。

趋势和动向。该问卷还应包括有关当前情况的新内

理事会认为应当编制一个经修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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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更具体的内容，以及包括那些反映未来可能值

这些经验和成果曾在各类区域论坛上作过交流，其

得考虑的内容，如期望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包括各区协的届会和区域技术会议。在大会期间

理事会还建议为用户编制一个合适的调

8.2.15

可举行有关 GEOSS 和自然灾害专题的分会。

查问卷，并请 NMS 分发给他们的用户，了解有关

8.2.23

用户对其 NMS 作用的感觉。

围利益相关方对有关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更优评价。

这次大会的范围和目标应当是促进大范

应当大力鼓励包括决策者、用户组织、发展规划人
执行理事会关于 NMHS 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关于期望提高的 NMS 认知度，社会对

8.2.16

员、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些利益相关方参会。而
且应特别努力使一些能够帮助会议获得更多信任

NMS 责任更好的了解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框架

和特别关注的杰出人士参加会议。

下，NMS 有必要向公众和决策者展现 NMS 正在从

8.2.24

事的工作以及如何响应社会的需求。理事会认为需

会。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利用现有资金和预算外资金

要发表一个新的执行理事会声明，反映近几年来已

采取适当的行动。对此，理事会要求 WMO 会员和

经发生的变化，如：有关 GEOSS 和自然灾害方面

各技术委员会加强对气象水文服务的社会和经济

的变化。

效益的评估。

8.2.17

根据总体讨论情况，理事会同意准备两个

对外公开的声明：
(a)
(b)
8.2.18

理事会同意于 2007 年初举办上述国际大

国家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
理事会还注意到，经商执行理事会 NMHS

一个简明扼要、有说服力和针对性强的面向

8.2.25

决策者的声明；

作用和运作咨询组同意，“有关国家水文部门的作

一个篇幅略长的针对 NMS 局长和其他高级

用和运作准则”目前正在出版过程之中。理事会要

官员的声明，作为其指导材料。

求 CHy 主席通过与该咨询组合作继续开展这一方

第一个文件应当涉及决策者感兴趣的国

面的工作。

际背景。该文件应当敦促决策者为 NMHS 提供支

8.2.26

持，反映 NMHS 的工作以及如何为满足社会需要和

架下加强 NHS 作用的普遍性问题，咨询组在其工

本国的战略规划做出贡献。理事会审议了咨询工作

作过程中曾反映过这类问题。理事会注意到 NMS

组准备的文件草案。理事会在审议后通过了本报告

和国家水文部门两者的不同和相互间的密切关系，

附录 7 中的声明。

它要求工作组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考虑如何使这

8.2.19

关于面向 NMS 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第

理事会认识到需要解决有关在 WMO 框

种不同的关系在 WMO 框架下发挥最佳作用。

二个文件，理事会就推进有关此文件的工作提供了
指导。这包括从职能的途径对待 NMS，重点放在

未来的工作

NMS 的服务和如何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起草该文件

8.2.27

时应当考虑现有的其他信息，其中包括下一个有关

职责所赋予它的各项任务。尤其是，理事会要求该

NMS 作用和运作的调查问卷所反映出的新情况。

工作组考虑到让政府明锐地认识到 NMHS 的重要

8.2.20

对此，理事会强调了沟通策略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理事会要求咨询组进一步开展

作用和运作以及相关变化的重要性。

它有助于决策者对这些报告以及其他相关的 WMO
定位文件得出有利的意见。
国际气象和水文服务社会经济效益大会
8.2.21

在上述国际大会上展示的社会经济效益

8.3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议题 8.3）

8.3.1

理事会注意到对在国际互联网上获取某

些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信息所表示出的担心。
8.3.2

理事会回顾了参与自愿观测船（VOS）计

研究应当有助于展现 NMHS 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

划并提供了资料（FM-13 SHIP）的船舶之所以这样

所做的贡献。因此，能够并应当把属于 NMHS 的资

做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仅限在 NMS 间开展

源视为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支出。

实 时 气 象 预报 活 动 和 气候 研 究 。 理事 会 注 意 到

这次大会应当被视为一次从综合研究中

JCOMM 船舶观测组反映出的令人担心的情况：

取得成果，交流经验和反映各国最佳做法的大会，

SHIP 资料近来曾几次公布在公共网址上，而船舶的

8.2.22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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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号以及在网站的位置在安全性方面给船舶造成

事会重申对气象、水文和相关资料与产品国际交换

了某些风险。在网站上扩散 FM-13 格式的 SHIP 资

问题给予密切和持续关注的重要性，而且这个问题

料加剧了迫使船舶退出 VOS 计划的局面，理事会

对 WMO、WMO 会员及其 NMHS 都极为重要。

对此表示担心。同时，理事会认识到，由于国际船

8.3.8

舶和港口安全准则呼吁提高国际安全措施，由于在

关注这些问题，并向理事会提出必要的建议。理事

某些海域遭遇海盗袭击的次数呈上升趋势，因此

会还要求秘书长应及时向会员通报新动向，并结合

NMS 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参加 VOS 计划船舶的安全

WMO 相关政策和准则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确保“决

并对船舶的身份保密，否则，将面临该计划会失去

议 40（Cg-12）— WMO 关于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

一些船舶的后果。

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以及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

8.3.3

由于对船舶观测的上述担心，理事会认识

至于上述问题，理事会要求其咨询组密切

关各方的关系准则”条文和精神得到遵守。

到该问题的严重性。理事会敦促采取一切可能的努
力来避免任何船舶观测的减少。关于这一特殊问

8.4

WMO 质量管理（议题 8.4）

题，应当研究如何“伪装”船舶呼叫信号和位置的

8.4.1

理事会回顾了关于为 NMS 制定 WMO 质

可能性。理事会要求其“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咨询

量管理框架的“决议 27（Cg-14）—质量管理”和

组”与 JCOMM 密切协商，研究这一问题，并向下

“决议 8（EC-56）—质量管理框架跨委员会专题

届理事会报告，同时考虑到 2005 年 9 月即将召开

组”。

的 JCOMM 届会的审议结果。

8.4.2

8.3.4

理事会获悉，“航空应用公共国际互联网

理事会欣慰地收到执行理事会 QMF 联络

员兼 QMF 跨委员会专题组组长 Chow Kok Kee 先生

使用指导原则”（ICAO 文件 9855）文件起草完毕。

（马来西亚）的报告，该报告主要涵盖 WMO QMF

理事会注意到，该文件对飞行作业至关重要的关键

研讨会（2004 年 10 月，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结果

时间气象信息与非关键时间信息作了区分。关键时

和 2005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05 年 1 月，日

间信息应通过 ICAO 航空定点服务部门进行分发，

内瓦，另见议题 2.5）的相关讨论。理事会还获悉

而不应通过国际互联网（例如 SIGMET 信息）分发，

秘书长对 NMS 就质量管理体系的状况和计划进行

而非关键时间信息可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交换（如

的第二轮调查（2005 年 4 月）的结果。调查表显示，

TAFS）分发。理事会对此事的重要性表示认同，

开展质量管理的会员增多了，并且要求技术指导和

还注意到 ICAO 继续提供了有关提供航空服务的相

建议的会员数目自从 2004 年以来增加了。调查表

关指南。

还显示用于完成 ISO9001 标准的总花费减少了，主

8.3.5

理事会注意到有关欧洲委员会议中的

要是因为对此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增加了，还有纯认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INSPIRE）倡议的动向，

证（审计）的成本比原来预计的要少很多。

该倡议有可能对欧洲或全世界的 NMS 之间气象和

8.4.3

相关资料及产品的国际交换产生影响。 欧洲 国家

国家 QMS 方面给予技术指导。在这方面，理事会

气象部门（EUMET）、EUMETNET 和秘书长与欧

同意 RA Ⅱ-13 和 RA Ⅳ-14 所作的决定：实施能力

洲委员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涉努力，旨在引起欧洲委

建设活动对 NMS，特别是向发展中 NMS 在实施

员会重视 WMO 和以及欧洲 NMS 关注的一些情况，

QMS 方面单独或按区域集团提供帮助。这些需求可

理事会对上述努力表示赞赏。

通过培训活动（如讲习班、研讨会或会议，包括

许多 NMS 表示需要 WMO 在制定和实施

理事会因此要求认真研究该倡议在欧洲

RMTC 的培训活动）以及专家到相关地区访问得到

和世界范围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加以适当解决。对

满足，各区域或 WMO 相关科学/技术计划已对这些

此，理事会要求其咨询组跟踪相关动态，并与 CBS

培训活动作出计划。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尽最大可能

保持适当联系。

支持此类培训。理事会还认为在资金允许的范围

8.3.6

8.3.7

理事会注意到咨询组到现在还没有开会

内，还应当努力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 NMS 开展一

的必要。但是，咨询组成员之间已协商过一些最近

个 QMS 示范项目。

大家关心的问题。理事会认为咨询组应继续充担关

8.4.4

注可能产生的其他问题并提出适当建议的机构。理

注，他们认为为了保持竞争力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用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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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求，质量管理系统的实施看来不可避免，但是

得出的如果使用 WMO 自己的认证，将比 ISO9001

这给他们带来了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其

更加昂贵，因为用于 WMO 长期职员、同传、旅行

NMHS 的活动。

以及 WMO 自身评估小组中立和地域平衡的花费较

因第二份调查报告显示许多会员需要更

高。理事会还注意到目前还不知道如果使用任何

多 WMO QMF 的基本信息，理事会提请秘书长起

WMO 自己的认证，NMHS 是否能满足 ICAO 对

草有关该问题的解释性通函，建立一个网页并公布

QMS 的要求，该建议包含在 ICAO 的附录中。考虑

愿意接受培训访问的已达到 ISO9001 标准的 NMS

到 NMHS 实施 QMS 的紧迫性，一些理事会成员认

的列表。理事会要求秘书处尽力以全部 WMO 语言

为 需 要 时 间澄 清 此 问 题， 需 要 时 间制 定 并 建 立

提供现有的 QMF 信息。

WMO 自己的认证，以致这个方法不可行。同时，

8.4.5

8.4.6

此外，关于制定 WMO QMF 的进一步措

施，理事会：
(a)

(b)

(c)

一些理事会成员也认为 ISO 标准具有局限性，WMO
的技术标准如果在管理程序中能结合 ISO 标准使用

考虑到一些 NMHS 在实施其各自的 QMS 和

会形成一套国际认可的 NMS 认证标准。

基于 ISO9001 认证标准的经验，要求秘书长

8.4.9

尽快继续制定 WMO QMF 的指导材料，包括

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根据 WMO 的标准、规章开发

过程描述和模版的范例；

国际标准和/或对实践提出建议。在这个方面，理事

支持 2005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05 年 1

会提请秘书长采取适当的行动以达到该目标。

月，日内瓦）为各自技术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8.4.10

即重点是审议有关生成观测的 WMO 技术规

动中应用质量管理系统，秘书处将从中获益。理事

则，以便修正不足、重复、矛盾和错误之处；

会注意到目前秘书处大多数财务和管理程序都是

关于 WWW，委员会认为还应包括对应各区

基于质量管理原则之上的。

域的技术规则附录，以便与 CBS 将审议的全

8.4.11

球部分相一致；这将使相关的 WMO 技术规

届会上准备有关以下内容的建议：即鼓励会员发展

则成为可行的参考文件，用于国家 QMS。

QMS，包括但并不限于 ISO 9001 标准，以及有关

同意在技术委员会未来的工作中，将 QMF

WMO 自身认证体系的可行性和恰当性的建议。

理事会认为有必要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建

一些理事会成员指出，如果在秘书处的活

为筹备第十五次大会，理事会决定在下次

事宜作为一个完整的部分。
(d)

(e)

8.4.7

支持 2005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关于审议

9.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议题 9）

预报和警报产品及服务质量控制方面的建

9.1

执行理事会决定 2007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

议，解决这些问题是 CBS 的一个长期任务，

题为“极地气象：了解全球影响”。

首先是制定天气预报和使用预报系统的标准

9.2

或建议的规范，并以这项任务所达到的预期

事会提请秘书长致力于促进 WMO 宣传和公共事务

结果为基础；

（CPA）办公室、信息和公共事务（IPA）联络员、

要求 QMF 跨委员会专题组根据 WMO 各相关

联合国在该领域的办公室和其他伙伴（包括私营行

计划，参考相关 WMO 条例和指南，来协调

业）之间的沟通，以提高 WMO 和 NMHS 的知名

起草一份重点描述生成观测的工作过程文

度。它呼吁 NMHS 将他们的 IPA 联络员的姓名和/

件；这份文件应成为一个范本或样本，用于

或详细联系方式的变化情况通告 CPA。

在国家 QMS 中的过程描述，并同时采用一个

9.3

关于观测质量的质量控制方案。

(a)

此外，理事会认识到上述活动的实施取决

于资金情况，并同意在议题 5 下解决该问题。
8.4.8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安 排 把 WMO 的 信 息 材 料 及 时 地 传 输 给
NMHS，以便及时提供给公众使用；

(b)

在 1 月 31 日之前向 NMHS 提供庆祝世界气
象日的 WMO 公共信息材料；

理事会认为使用 ISO9001 标准及其相关

认证标准对很多想获取与商业竞争有关的国际知

针对加强 WMO 全球宣传战略的目标，理

(c)

确保 IPA 计划继续利用现有技术，以便使

名度和可信度的 NMHS 是非常重要的。当提及

WMO 和 NMHS 发布的信息材料及时传至媒

WMO 自己的认证时，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专家

体和公众，并确保方便地访问媒体；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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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向媒体全面介绍涉及 WMO 和 NMHS 重

采取相应措施，通过与会员协商并在其支持下积极

大问题的工作；

参与联合国系统的活动，加强本组织的对外宣传工

为 NMHS 开展更多的培训活动，以提高他们

作。

的展示和宣传技能；和
(f)

安排秘书处参与有关的国际展览，从而提高

落实国际认同的发展目标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

10.1.5

执行理事会要求会员：

9.4

理事会强调“国际认同的发展目标”（包

括那些千年宣言中的目标）与本组织的职责密切相

利用 WMO 网站上会员部分的“会员新闻”

关。WMO 与联合国的一些其他组织一道积极参与

来提高国际社会对 NMHS 活动的关注度；

了国际认同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 1“消除极端贫

(b)

根据需要继续开发或建立他们的网站；

困和饥饿”和目标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的

(c)

如果可能并在可能的时候，将题为《共同关

落实。WMO 倡议在 2010-2019 年的十年期间努力

爱我们的气候》的卡通画翻译成当地语言并

把 1995-2004 年由于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自然灾

进行散发；和

害造成的十年平均死亡率降低 50%，理事会对此表

给 IPA 联络员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有效地履

示欢迎。

行各自的职责。

10.1.6

(a)

(d)

2005 年的世界首脑会议将审议国际认同

的发展目标的进展和落实情况。理事会在此敦促会
10.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员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参与落实此目标并为此做

（议题 10）

出贡献。理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落实此目标，并向
执行理事会下次届会报告。

10.1

联合国（议题 10.1）

10.1.1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过积极参与联

旨在审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合国的重要事件，例如：行政首长委员会届会、年

执行情况的国际会议的后续行动

的世界首脑会议（2005 年 9 月 14-16 日，纽约）等，

10.1.7

并通过展示本组织和 NMHS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续活动，特别是执行“毛里求斯战略”以便加强

作用，进一步加强本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

WMO 和 NMHS 为 SIDS 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
10.1.8

针对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决议

理事会提请会员积极参与相关的 SIDS 后

理事会欢迎秘书长关于制定一个旨在帮

助 NMHS 执行毛里求斯战略的行动计划的提议。它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第五十九届联合国大

将包括与联合国系统的组织、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

会针对包括 WMO 在内的各专门机构的以下决议：

在 NMHS 关心的领域发展相关伙伴关系。提请会员

10.1.2

1A、1B、2、3、4、5、6、8、9、21、22、24、

帮助制订和执行该行动计划，以便在支持 SIDS 的

37、42、44、47、56、114、116、117、126A、126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取得实际成果。理事会要

138、139、140、141、145、149、164、168、186、

求秘书长在下次届会上报告毛里求斯战略的执行

209、211、212、213、220、222、225、227、228、

情况。

229、231、232、233、234、235、236、237、244、
245、247、248、267。
10.1.3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提供联合国大会

联合检查组（JIU）的报告
10.1.9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WMO 关于 JIU

主要结果中与 WMO 直接相关的、有助于促进

报告的后续程序”采取措施落实 JIU 报告中与本组

NMHS 了解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有影响的全球和

织活动有关的建议。已采取的行动，若有，已在相

区域发展动向。

关议题下报告。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6（EC-57）。

10.1.4

为了使本组织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理事

会强调了执行联合国决议尤其是与本组织职责有

10.2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议题 10.2）

关的决议的重要性。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在与联合国

10.2.1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实施毛里求斯

系统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联络有关的新倡议下

战略、兵库宣言、国际认同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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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中的发展目标）以及其他相关的地区和国际战

报的选择方法。

略和行动计划过程中制订相关项目，并与专门机

10.2.8

构、政府间组织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制订妥善的工作

期预警框架的主要优点是其在观测与通讯系统中

安排。

的多种用途，该框架利用常规业务设施和服务为决

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全球多灾害综合早

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续签现有的谅解备

策者提供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并最终服务于普通大

忘录，例如：与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国际研究

众。多灾害预警系统的常规运作可确保对罕见事件

院、以及经济合作组织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备忘录

如海啸的预警的支持和有效性。在国家层面上，在

不仅促进了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发展，而且还提

一个多灾害综合预警框架下发展其各自国家的灾

高了 NMHS 以及 WMO 的知名度。

害预警及响应机制，将挽救更多生命，并可更有效

10.2.2

关于 WMO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尤其

地利用经费。他们更频繁地使用，对公众反复进行

是经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批准与那些有正式协议，工

宣传，使他们理解警报的内容及他们在面临每种灾

作安排和享有咨询地位的国际组织合作，理事会要

害时所应采取的特殊行动。多灾害途径便于促进各

求秘书长向第五十八次届会报告对与其他组织合

国 机 构 对 灾害 防 御 的 合作 和 协 调 。特 别 是 ， 由

作落实进展的进一步审查结果，以及为进一步加强

NMHS 联合协调发布警报是多灾害综合早期预警

有利于 NMHS 和 WMO 的各项协议的落实而采取

的样板，该项工作与各国政府在灾害的预防和防御

的措施。

方面保持积极联系。该项提议由政治领袖通过，原

10.2.3

于亚洲海啸灾害和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提升多灾
WMO 在地震学和相关活动中的作用
10.2.4

本次大会要求理事会，在地震学领域国际

害早期预警的能力的前期工作至关重要，通过改进
和建设当前防御灾害的设施，并使所有国家有效利

合作方面，进一步讨论 WMO 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用，特别是对于那是资源贫乏的国家。

考虑附加信息分析。

10.2.9

理事会注意到，相比于 2004 年 12 月 26

理事会注意到，2005 年 1 月 18-22 日在日

日发生灾难性的印度洋海啸灾害时的工作标准，人

本神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重申，为降低灾

们更高地期望包括 NMHS 在内的那些负责海啸警

害风险，制定各种政策、计划和项目时应纳入一个

报发布的机构能够以更高的标准开展工作。为实现

多灾害减灾综合途径。这种想法已被写入

这一目的，理事会敦促全体会员与所有这类国家机

2005-2015 兵库行动纲领中。有关全球多灾害综合

构建立密切联系，包括那些能够帮助改进警报发布

早期预警框架的概念已被很多国家认同，由

和社会响应的灾害管理机构。

UNESCO 组织的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第一

10.2.10

届和第二届国际协调会议分别在法国巴黎和毛里

灾害，已在 WMO 的工作任务之中，大约 90%的死

求斯 Grand Baie 召开，以上两个会议的与会代表也

亡源于自然灾害，而由地震和相关灾害造成另外

认同这一概念。

8%的死亡率。

10.2.5

10.2.6

理事会回顾到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着手

10.2.11

理事会注意到，与天气、气候、水相关的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世界上将近 27%

解决九项对社会有益的领域，其中包括减少因自然

的 NMHS 拥有某种形式的地震-和/或海啸相关的授

和人为灾害引起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它还注意到接

权。尽管该授权与 WMO 的工作并不直接相关，拥

近 90%的自然灾害与天气、气候和水的极端事件有

有该项授权的 NMHS 将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位置

关。GEOSS 实施工作产生的资料和信息将为各国家

以开发一个多灾害综合预警框架。

就影响 WMO 会员的多数自然灾害作出的英明决策

10.2.12

提供必要的帮助，理事会因此感到乐观。理事会还

年来在交换地震观测资料、海啸警报和海平面信息

回顾到 2005 年 2 月 16 日在布鲁塞尔公布的 GEO

方面做出了贡献。在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海

公报支持对早期预警系统采取多灾害途径。

啸灾害后，WMO 与 UNESCO 的 IOC 在开发印度

10.2.7

理事会认识到，为灾害预报、早期预警、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WMO 的 GTS 多

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方面进行了合作，并且制定了

防御和响应而制定的多灾害综合途径，是在灾害中

GTS 升级方案。理事会注意到需要升级所有需要升

挽救生命、保护基础设施和财产提供了最佳投资回

级地区的 GTS，以促进在多灾害的框架内交换早期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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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并确定受海啸影响的地区，从而使肩负

报系统做出贡献的框架文件。

警报发布责任的 NMHS 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理事

10.2.17

会注意到，随后的行动在增强气象业务系统方面将

洋和其他面临风险地区的海啸早期预警系统中的

有益于 WMO 成员。理事会强调 WMO 通过 GTS

主导作用。在此，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 UNESCOIOC

的升级将优先解决在现有的 GTS 架构内能够处理

在 1968 年建立的太平洋国际协调组及 2005 年建立

的与地震和海啸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在此方面的

的印度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国际协调组所起的作

GTS 升级还将促进完善整个通信系统并加强国际

用。理事会承认，有关地震和海洋观测的所有技术

合作。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在 WMO 信息系统的范

事务的协调、海啸早期预警的技术性海啸分析和制

畴内，WMO 应研究在多灾害的框架内为早期预警

作工作归 UNESCO-IOC 负责。理事会敦促主管制

业务提供地震资料实时交换的可能性。理事会承

作海啸早期预警的 NMHS 与 UNESCO-IOC 直接开

认，WIS 更加灵活的设计将使会员方便地地直接获

展协作，提高其技术能力。然而，理事会也认识到，

取其他指定国家机构提供的信息，这因而会减轻

除了通过 WMO 的 GTS 和 WIS 为有关地震和海啸

NMHS 在本国内发布此类信息的工作压力。

的资料交换做出贡献外，WMO 还应在 DPM 的框

理事会认识到 UNESCO-IOC 在协调印度

另外，理事会注意到在政府间层面上目前

架内，利用其有关的技术专长在全球多灾害框架内

没有一个全球多灾害综合早期预警框架。尽管不同

帮助建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例如帮助 NMHS 提高

的国际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不同的减灾活动中，包

其警报发布能力以及它们的教育和公众宣传计划。

括地震和相关领域已经具有一些功能或作用。

10.2.18

10.2.13

理事会还认为，WMO 应致力于在一个多

由于有效的海啸预警服务依赖于免费和

灾害全球框架下的防灾和减灾活动。在多灾害早期

无限制地实时交换海平面高度和地震资料，理事会

预警系统中，向社会各界提供基础设施及其丰富的

因此鼓励会员考虑把“决议 40（Cg-12）— WMO

业务经验和专业技术和设施。理事会通过决议 17

关于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

（EC-57）。

10.2.14

以及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的关系准则”的适
用范围扩大到此类资料。
10.2.15

理 事 会 认 识 到 ， WMO 及 其 会 员 国 的

10.3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议题 10.3）

10.3.1

理事会满意的注意到 WMO 和 ICSU 在

NMHS 已经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在防御和减轻天

IPY 规划和筹备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步，包括：

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中拥有丰富的业务经验和

(a)

专业技术。WMO 及其会员国有能力和责任采取适
当的措施开发一个全球多灾害综合早期预警框架。

学规划、协调、指导和监管；
(b)

作为回报，这也是 NMHS 特有的机遇从不断提高和
可持续发展中获益。
10.2.16

(c)

建立“开放式协商论坛”，以便为 IPY 的规划
和筹备提供一个协商平台，并同 JC 就 IPY 的

探索在政府间层次上的全球多灾害早期预警综合

发展交流情况；
(d)

为 WMO 和 UNESCO-IOC 之间在解决建立海啸早
期预警系统的“多灾害”框架方面的实际操作和业务

建立 IPY 国际项目办公室（IPO），对 JC 的
活动提供秘书方面的支持；

理事会同意 WMO 应联合其他国际组织

框架的可能机制。理事会对此建议，JCOMM 应成

建立 IPY 联合委员会（JC），负责 IPY 的科

出版了 ICSU 规划组起草的《2007-2008 国际
极地年框架》，WMO 对该框架贡献良多；

(e)

对 JC 收到的近 900 个已表示的合作意向进行

问题方面的一种机制，同时要与 WMO 防灾减灾计

评估，这些意向是对 WMO 和 ICSU 发出的

划的交叉框架相协调。这一框架包括 TCP、水文和

号召的响应，并确定出一些可行的“牵头项

水资源计划（HWR）及海洋气象和海洋学计划。理

目”，围绕这些项目将意向进行合并，以形成

事会得知 UNESCO/IOC 第 23 届大会已进一步引导

IPY 的“核心项目”。

JCOMM 支持 IOC 综合战略的实施，以便为开放海

10.3.2

域的管理和可持续性开发业务能力。理事会要求

地区域的各学科间的科研和观测活动进行强化深

JCOMM 与 CBS 协调，为执行理事会五十八次届会

入的国际协调。理事会同意 JC 提出的筹备所有 IPY

起草一份关于 WMO 在多灾害框架内对全球海啸警

建议的程序，旨在建立“项目指导委员会”，负责

理事会认同 IPY 的基本概念：针对地球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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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Y 核心项目科学活动的详细规划、执行和报告工

专题组的活动。注意到 WMO 建立了一项国际极地

作。理事会要求 WMO 各技术委员会协助建立该“项

年托管基金（IPY 资金），该基金来自 WMO 会员

目指导委员会”，并为项目管理提供技术咨询。

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捐赠者的自愿捐款，理事

10.3.3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 IPY 跨委员会专题

组组长秦大河先生（中国）的报告，以及下列段落

会鼓励会员通过向 IPY 基金捐款的方式支持上述活
动。

中建议采取的行动完全符合跨委员会专题组的提
议。理事会要求各技术委员会在即将举行的各委员

10.4

的机构间合作 （议题 10.4）

会届会上审议跨委员会专题组有关其各自职责范
围的建议。

联合国关于全球海洋评估和 GESAMP

10.4.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有关“联合国-海洋”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欧盟和 WMO 的

倡议的建立、全球海洋评估（GMA）经常程序的制

谅解备忘录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欧盟通过其框架计

定和海洋污染科学问题专家组（GESAMP）改组的

划 7 更加积极地支持 IPY 的活动。为了方便落实 IPY

情况。关于 GMA 的经常程序，理事会赞同 WMO

活动的筹资工作，理事会建议 WMO 应当派代表积

参加“联合国-海洋”倡议的 GMA 专题组。它要求

极参加国际资金机构有关此问题的会议。注意到一

秘书长向下次届会提供有关 GMA 的更多进展的报

些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缺乏对 IPY 规划的协调，理事

告。

会建议各 IPY 国家委员会的组员应当包括 NHMS

10.4.2

的代表，并敦促各会员采相应的行动。

开展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并且与 WMO 有关，

10.3.4

10.3.5

认识到北极理事会和南极条约咨询会议

理事会认识到，在过去几年里 GESAMP

GESAMP 为 WMO 的科学目标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的支持对 IPY 的落实非常有益，尤其利于为 IPY 国

理事会表示对 GESAMP 全面支持，尽管它涉及到

家和国际项目筹资，利于各地盘之间的自由通行和

GMA。考虑到 WMO 会员在海洋评估领域的职责有

资料的自由交换，理事会赞同北极理事会和南极条

限，理事会同意继续维持当前对 GESAMP 活动的

约咨询会议的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IPY 联合委

资助，以使一些专家能开展与 WMO 有关的评估课

员会。

题，如与海气交互有关的领域，包括污染物交换、

10.3.6

理事会批准了 JC 关于建立 JC 观测系统分

全球变化和其他大气相关过程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委会、资料政策和管理战略分委会、教育、宣传和

10.4.3

通信分委会的提议。关于 IPY 观测部分的发展，理

组的 GESAMP 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审议后，理事

事会建议应通过 WMO 空间计划与相关机构充分协

会原则上同意该草案，但认为在经过进一步谈判

调 IPY 的空基活动。注意到 WMO 一些会员国正在

后，其最终文本应与本组织的上述承诺相吻合。

在对 GESAMP 联合秘书处建议的管理改

制订或规划开发涉及极地的国家和区域 AMDAR
项目，理事会鼓励各会员在 IPY 期间及时完成这类

10.5

项目，以便提供一套宝贵的高空资料。关于 IPY 资

地球观测组和地球观测峰会的后续行动
（议题 10.5）

料管理，理事会建议应当把提出 IPY 资料和信息交

10.5.1

换需求作为一项高优先的工作，并把这些需求提供

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兼 NOAA 局长 Lautenbache 海

给 CBS 和 IPO 以便于其规划工作。理事会同意应

军中将作为全球地球观测联合主席的发言，他强调

当在 IPY 期间和以后利用 WMO 信息系统开展资料

了他对 GEOSS 现状和规划的看法。理事会成员特

和信息的适当交换。

别感谢所提供的关于通过实施 GEOSS 期望取得的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负责海洋大气

认识到下一次 JC 会议计划于 2005 年 11

潜在社会经济效益的信息。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第

月在 WMO 总部召开，而且 WMO 和 ICSU 的执行

五十六次届会以来发生的、有关 GEO 和与之相关

首脑同意双方轮流为 JC 届会提供资助，其中包括

的 GEOSS 的活动信息。理事会了解到成为 GEO 成

JC 正式成员的与会费用，理事会批准在日内瓦召开

员的程序，并注意到 GEO 成员不存在强制性财务

JC 会议。

义务。它回顾到在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上，

10.3.7

理事会审议了对 IPY 规划和实施进程提

理事会获悉了四次 GEO 届会和两次地球观测峰会

供财务支持，该进程包括在议题 5 下 IPY 跨委员会

的成果。鉴于认同 GEOSS 是能够使 WMO 应对未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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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几十年挑战的一项最重要和关键举措，执行理事

这样，也许就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理事会

会第五十六次届会批准了有关主办 GEO 秘书处的

审议了定期（每 4 年）起草一份陈述 WMO 的目标

“决议 9（EC-56）—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理

以及活动领域的 WMO 声明的建议，此声明可以提

事会赞同 GEOSS 的活动具有极大促进 WMO 会员

高 WMO 的知名度。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员能力建设工作的潜力。理事

11.2.2

会还注意到 WMO 各系统目前和已规划的能力，如

的建议提交给即将召开的一、三、五和六区协届会。

WIS，它们将大幅提升 GEOSS 并促进同其他参与

理事会进一步提请：

GEOSS 的各系统的协同工作能力。

(a)

理事会进一步建议把执行理事会专题组

秘书长尽快向各会员致函，向他们通报有关

在 GEO-6 和 EOS-Ⅲ上，对 WMO 来说有

WMO 公约修改建议的工作进展现状，并要

三个十分重要的事件。一是 GEO-6 的决议赞同

求它们发表意见，最迟于 2005 年 11 月 1 日

WMO 与 GEO 间关于在日内瓦主办 GEO 秘书处的

前将意见反馈秘书处；

10.5.2

常设安排。二是在 EOS-Ⅲ上获得赞同的一项有关

(b)

支持海啸和多灾害警报系统的公报。理事会注意到
WMO 会员有能力为海啸和多灾害警报系统做出相

修正案，最好在 2006 年三月之前；
(c)

当大的贡献。三是 EOS-Ⅲ通过了一项赞同 GEO 十
年实施计划的决议。根据 EOS-Ⅲ决议的要求，理

专题组根据会员提交的建议审议目前的公约
专题组向 2006 年的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
提交建议；

(d)

根据二区协和四区协对此问题的建议，在大

事会认同 GEOSS 实施计划，并将其纳入决议 18

会就此项事宜作出决定前，对可适用于加入

（EC-57）。

新内容的公约议定书方案的标准进行认真研
究；

11.

总务和条法事宜（议题 11）

(e)

执行理事会向第十五次大会提交的决议草案
应当反映出“探讨和评估对 WMO 公约作可

11.1

第五十次国际气象组织奖（议题 11.1）

能修改专题组”的此类研究结果及对提议作

11.1.1

执行理事会将第五十次 IMO 奖授予 John

出的其他改进；

W. Zillman 先生。
11.1.2

(f)

修正建议案散发给会员，以满足 WMO 公约

任命 Antonio Divino Moura 先生为遴选委

第 28 条（a）规定的 6 个月的时间要求；

员会成员，取代 Qamar-uz-Chaudhry 先生。该委员
会目前由 Jaser K. Rabadi 先生（主席）、B. Kassahun

最迟于 2006 年 11 月前将可能的 WMO 公约

(g)

先生、J. R. Lumsden 先生和 A. Di. Moura 先生组成。

由感兴趣的会员组成的“不限名额起草组”
将启动对公约作可能修改和或声明的措辞工
作，如有必要，最迟在 2006 年 3 月召开会议，
以便为第十五次大会作出最终的必要安排。

11.2

章程和法律事宜（议题 11.2）

11.2.1

执行理事会对执行理事会探讨和评估对

11.2.3

理事会因此通过了决议 19（EC-57）。

WMO 公约作可能修改专题组组长所做的工作表示

11.2.4

理事会注意到已故的道布里罗维奇的家

赞赏，并且同意扩大工作组的规模，继续开展活动，

属提出的关于修改该奖项基本条款的要求，要求回

即从原来的 3 人增加到 6 人，确保 WMO 其他区域

避非洲国家候选人，同时仅限于塞尔维亚和黑山籍

的会员代表参与。理事会认识到需要“更新”WMO

的候选人。考虑到该奖项的国家性质，理事会决定

公约，也认识到有些事项必须注意，特别是涉及建

终止相应的信托基金，并将信托基金内的现有资金

议通过公约的议定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议定书可

交给已故道布里罗维奇家属指定的机构/人选。

能会带来新的财务义务。理事会进一步审议了通过
新的公约序言的特定目标，并探讨了做这样的修改

WMO 会徽和会旗问题

的必要性，修改序言并不是想造成试图扩大 WMO

11.2.5

职责的印象。一些会员提醒理事会注意，根据其国

由白色改为金色并在所有语言的会徽的底部加上

家程序，对 WMO 公约的任何修改，即使是在第 28

WMO 各语言的缩写名称这一程序不会涉及任何费

条（c）下通过的修改，也需要提交给其国会批准，

用的增加，理事会同意向大会正式提交建议并通过

考虑到把会徽和会旗上的风玫瑰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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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决议 20（EC-57）。

此外，理事会认识到，为应对可持续发展

11.5.5

的挑战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并且有越来越多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 11.3）

11.3

的利益相关方正在寻求广泛的解决思路。对资源的

执行理事会指定 Mourad Shawky Saadallah 先

竞争也愈加激烈。这些发展对于 WMO 的资金筹措

生、Sanjiv Nair 先生、Massimo Capaldo 先生、John

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制定思路清晰、目标长远

Mitchell 先生、Wolfgang Kusch 先生和 D. Franciso

的资金筹措政策和策略对本组织而言是一项非常

Cardarso González 先生为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分

重要的任务，该政策和策略将指导本组织跟踪和评

别代替 M.M. Arafa 先生、S.K. Srivastav 先生、R.

价相关的发展。

Sorani 先生、D. Rogers 先生、U. Gärtner 先生和

11.5.6

M. Couchoud Gregori 女士。

(a)

讨论会上研究了相关问题如何才能：
提升到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家和国际级的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议事日程上；

11.4
11.4.1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专家组和其他机构

(b)

作为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的基础；和

（议题 11.4）

(c)

使 WMO 和其会员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尤
其是它们的 NMHS。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把“执行理事会 NMHS

作用和运作咨询组”和“执行理事会增强 WMO 行
动组”合并成新的“NMHS 和 WMO 的演进工作组”

促进整合

一事，并通过了决议 21（EC-57）。

11.5.7

理事会强调了促进 WMO 计划和 NHMS

理事会审议并更新了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活动整合的重要性，特别是解决那些需要采取多学

的所有专家组和其他机构的人员组成（见本报告的

科途径的更好的交叉性问题。理事会尤其注意到它

附录 8）。

与为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正在开发的多学科途径

11.4.2

的联系。
11.5

执行理事会的内部事宜（议题 11.5）

11.5.8

理事会注意到在一些领域已出现了进一

步整合的趋势，例如：观测系统、WMO 信息系统
以及诸如防灾减灾计划、空间计划和 LDC 计划等

总体意见
11.5.1

执行理事会对召开专门会议以便让大家

交叉性计划。

有机会对本组织的一些主要的和/或新出现的问题

11.5.9

进行自由讨论表示欢迎。会议就水文气象安全和资

NMHS 更好地提供服务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与社会

金筹措两个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密切相关的方面。理事会相信 WMO 必须根据不断

11.5.2

理事会围绕这两个主题在以下段落中讨

论了很多问题。

理 事 会 认 为 促 进 整 合 对 于 WMO 和

提高的需求以及最近的发展和趋势对其自身进行
调整，这包括本组织如何利用各技术委员会的现有
科技竞争力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 WMO 的能力建设

水文气象安全
11.5.3

工作。

理事会认为，水文气象安全可定义为保护

个人、社会或国家免受极端天气事件和/或气候事件

与社会的需求和效益挂钩

以及天气、气候和水条件变化的影响。理事会注意

11.5.10

到，在 1991~2000 年的十年间，超过 70%财物损失

范围的气象和相关科研机构，特别是 NMHS，正在

和超过 90%的人员伤亡是由气象或水文引起的极

解决社会需求并给社会带来社会经济效益这一点

端自然事件造成的，这些极端自然事件占所有自然

的重要性。

灾害的约 90%。

11.5.11

理事会强调了明确阐述 WMO 以及更大

应该强调 NMHS 特有的业务能力和总体

理事会认为这些讨论能够阐明 WMO 在

贡献，特别是一年 365 天、每周 7 天和每天 24 小

水文气象安全的作用和意义上的观点，即它是每个

时地提供天气预警和其他服务。还要强调在与气

WMO 会员的总体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也是国家责

候、水有关的预警及其他服务方面的类似重要贡

任的一部分。

献。理事会特别强调，只有这些预警和服务得到很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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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应用才会具备真正的价值。因此，用户的观点

相信，气象、水文和相关服务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

和反馈也非常重要。

济回报，因此对这些部门的投入应当视为一种投

11.5.12

理事会认为，WMO 长期计划须明确说明

资，而不是消费。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 WMO 和

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以及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

NMHS 的资金筹措工作。

不间断的服务。理事会特别提到，在备灾上花费 1

11.5.20

美元可防止 7 美元的灾害损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针对具体国家/地区的，理事会敦促个别国家在诸如

最不发达国家对自然灾害非常脆弱，这些自然灾害

防灾减灾方面继续努力。

可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 10%至 15%。

11.5.21

注意到多数资金分配是由国家支配的或

应该更多地重视最终用户及给他们带来

理事会提请注意最近的一些发展：通过社

的收益。已争取到的和/或已有的资金应当与实现本

会-经济效益研究对气象部门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如

组织计划中的高层次目标相联系。推进印度洋及其

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世界银行资助的 Roshydromet

他受威胁地区的海啸早期预警系统就是一个例子，

促进计划。理事会鼓励促进此类社会-经济效益的研

这项工作是作为多灾害途径的一部分而开展的，旨

究，并分享经验和最佳的做法，这些将有助于展示

在支持 6LTP 中 WMO 各项战略的实现。

与社会需求的紧密联系。

11.5.22

11.5.13

在寻找和开发新资金来源的同时，仍要保

证继续从诸如政府和航空部门等“传统”的渠道得
到资金。

伙伴关系
11.5.14

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理事会认为在国

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建立伙伴关系非常重要。
11.5.15

理事会特别强调伙伴关系工作在国家层

最后的讨论
11.5.23

理事会对这次特别会议表示赞赏，此次会

面上的重要性，包括确保有益于社会的合作，如通

议使理事会确定了一些最好的做法，学到了经验，

过更好地提供面向用户的产品和服务。这也将促使

并研究了 WMO 和 NMHS 在联合活动以及各自活

NMHS 提高其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能力，从观测到研

动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方法。

究然后到业务，在此过程中，伙伴关系也起着重要

11.5.24

的作用。尽管如此，理事会也确认在国家层面上改

强调的领域的理解，比如能力建设以及 WMO 会员

善服务和缔结伙伴关系的主要责任仍是 NMHS。

特别是其 NMHS 之间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后者强调

理事会认为本次会议加深了对一些需要

了建立网络以确保天气、气候和水有关活动取得成
沟通与宣传
11.5.16

理事会认为 WMO 和 NMHS 应当有一个

功的重要性。
11.5.25

理事会呼吁会员，尤其是会员的 NMHS

前瞻性的战略交流政策，以便努力向决策者、用户

采取前瞻性的措施，以此把水文气象安全的理念作

和大众告知 WMO 和 NMHS 的作用和贡献所在，

为国家优先工作予以加强，从而改进资金筹集工

即造福社会，并提供这方面的咨询和发挥影响力。

作。

11.5.17

因此，有必要了解这些信息和宣传的目标

11.5.26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利用本组织的现有机

群体的战略需求和风格，特别是决策者、经济学家

构（包括秘书处、理事会本身及其附属机构）来促

和发展规划制定者。还要与媒体建立紧密的工作联

进拟定一项清晰的目标和战略，以进一步发展和实

系。

现所确定的各个部分。

11.5.18

认识到与政府对话是一种艺术，有必要在

11.5.27

理事会认识到目前改革的士气处在积极

此方面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技巧，包括与各利益相关

上 升 阶 段 ，应 该 予 以 加强 ， 从 而 帮助 本 组 织 和

方搭建和管理适当的关系。这还包含了危机管理的

NMHS 反应更加迅速、更具前瞻性和相关性。

更广的概念，包括物质和政治风险。

11.5.28

理事会注意到自由讨论 WMO 和 NMHS

所关注问题的价值，并要求在未来的届会作出类似
安排。

资金筹措
11.5.19

资金筹措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恰当

的交流和宣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让人们更加

12.

科学讲座和讨论（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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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科学讲座和讨论（议题12.1）

12.3.1

12.1.1

理事会在上次届会上选定了以下两个明

例，挑选一位著名科学家作 IMO 科学报告并为报

确的报告主题：

执行理事会决定 WMO 应延续以往的惯

告的出版做准备。
执行理事会还决定将邀请 P. Lemke 教授

(a)

“NMHS 在减轻自然灾害中的作用”；和

12.3.2

(b)

“气候 —— 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

在第十五次大会上作题为“极地气象学：北极和南

12.1.2

主席介绍了应邀作上述报告的两位知名

极在全球大气环境中的作用”的报告。

专家：
主题（a） 林超英先生（中国香港常任代表）；和

13.

根据议事规则第 27 条的规定，执行理事

主题（b） M.H. Glantz 先生（美国 NCAR）；
12.1.3

主席感谢林先生和 Glantz 先生所作的报

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以适当方式出版这些报告。
12.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期间科学报

会审议了其以往作出的迄第五十七次届会仍然有
效的决议并通过了决议 22（EC-57）。
14.

告的安排（议题12.2）
12.2.1

执行理事会决定在第五十八次届会上将

作的科学报告题目为：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议题 1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和第五十九次届
会的日期和地点（议题 14）

14.1

执行理事会同意第五十八次届会将于

2006 年 6 月 20-30 日在日内瓦举行。
理事会还同意第五十九次届会将于 2007

(a)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成果和展望；和

14.2

(b)

WMO（和/或 NMHS）在实施 GEOSS 方面的

年 6 月 28-30 日紧接在第十五次大会后在日内瓦的

作用。

WMO 总部举行。

12.2.2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

为此选择报告人。

15.

会议闭幕（议题 15）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于 2005 年 7 月 1

12.3

第十一次国际气象组织报告的安排
（议题12.3）

日下午 5:25 分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EC-57）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执行理事会，

报告的综合报告的决定；

注意到决议 1（EC-56）—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要求专门委员会继续与 UNFCCC 密切合作，并通

会，

过起草特别报告、技术报告和方法学报告来提供科

认识到 IPCC 在现行的评估期内面临繁重的工作负

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咨询；

担，编写第四次评估报告、修订后的国家温室气体

鼓励 WCP、WCRP 和 GCOS 与 IPCC 密切合作，

清单指南和 UNFCCC 要求的一份特别报告，

制订其工作计划，加强信息发布和宣传工作，并为

欣慰地注意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

IPCC 的评估工作做出贡献；

专家越来越多地加入各个处在编写阶段的报告写

要求秘书长与 UNEP 执行总干事一起继续给予

作班子，参与 IPCC 的其它活动，并通过 IPCC 活

IPCC 秘书处资金和组织方面的支持，并协助出版

动带来的能力建设而从中受益；

和分发 IPCC 的报告；

赞赏专门委员会成功地完成了《保护臭氧层和全球

提请 WMO 会员确保为 IPCC 活动提供有效的投入，

气候系统：与氢氟碳化物和全氟化碳有关的问题》

并为评估过程提供专家；

特别报告，并在编写《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封存》特

感谢曾经和正在为 IPCC 工作和 IPCC 信托基金慷

别报告和《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06》工

慨捐款和捐助的政府、机构和组织；

作中取得了进展；

敦促各国政府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继续参与

赞赏帕乔里（R.K. Pachauri）先生对第四次评估报

IPCC 的活动，并尽可能通过向 WMO/UNEP IPCC

告编写工作提供的指导；

信托基金捐款而增加为 IPCC 的活动提供资金支

欣慰地注意到专门委员会作出了编写第四次评估

持。

决议 2（EC-57）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报告
执行理事会，

负责评价目前的各项活动，如面向卫星

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含决议和建

资料应用的 CGMS/WMO 虚拟实验室；

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85)，

各类系统，如：VISIT View 及编写适

决定:

当的指南；
要求区域 GOS 报告员/协调员与有关

(1)

注意本报告；

(2)

注意决议 1、2 和 3（CBS-13）；

OPAG-IOS AMDAR 报告员及其所在

(3)

对以下各建议采取行动：

区域的其它相关联络员协商，制定一个

建议 1(CBS-13) – 有关 AMDAR 的培训

有关 AMDAR 培训需求的调查问卷，

(a)

批准此建议；

(b)

要求 CAeM 和 CBS 建立一个任务组，

(c)

并发送给各会员。
建议 2（CBS-13）-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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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No.544）卷Ⅰ及《全球观测系统指

建议 7（CBS-13）- 审议执行理事会有关基

南》（WMO-No.488）第 II 部分的修改

本系统委员会以往建议或有关世界天气监视

批准此建议

网的决议

建议 3（CBS-13）- 《全球电信系统手册》

(a)

批准此建议；

（WMO-No.386）卷 I 第 I、II 部分的修改

(b)

同意决议 12、14、和 15（EC-55）及
决议 2、8 和 9（EC-56）继续有效；

批准此建议，于 2005 年 11 月 9 日生效
建议 4（CBS-13）- 《电码手册》，卷 I.2

(c)

批准此建议，于 2005 年 11 月 2 日生效

同意决议 8、16 和 17（EC-55）不再有
效。

建议 5（CBS-13）- 《电码手册》，卷 I.1

建议 1（CBS-05）-《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

批准此建议，于 2005 年 11 月 2 日生效

统手册》
（WMO-No.485）卷 I 的修改，新附

建议 6（CBS-13）-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

件 II.8，名为“长期预报（LRF）标准检验系

系统手册》（WMO-No.485）的修改

统（SVS）”，取代目前的附件 II.8 和附件 II.9

批准此建议，于 2005 年 11 月 1 日生效

批准此实施建议，于 2005 年 11 月 1 日生效。

决议 3（EC-57）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2)

(3)

(4)

(6)

议 9— GCOS 气候监测原则，

足以实现其对公约承诺的机制，

决议 40（Cg-12）—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象

敦促会员：

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以及

(1)

全力支持和参与实施计划中相关行动的落

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的关系准则和决

实，包括为确保国家气候观测系统的协调发

议 25（Cg-13）—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展而在国家层面上的协调活动；

《用于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

协助其他会员改进用于促进 GCOS 地面网

充 足 性 的 第 二 次 报 告 》 （ GCOS-82,

（GSN）和 GCOS 高空网（GUAN）全球覆

WMO/TD-No.1143），

盖的系统以及协助实施区域行动计划中的重

《用于支持 UNFCCC 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点项目；
(3)

加强在基础气候变量观测和气候产品方面的

2004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

开发工作和协作，因为这能对 WWW 以及为

方大会第 10 次届会的“决定 5/CP.10— 全球

满足气候用户需求做出重要贡献，同时通过

气候观测系统的实施”，

参与 GCOS 合作机制协助改进发展中国家的

设立了政府间地球观测小组及其十年实施计

基本系统；

认识到：

(2)

对于 UNFCCC 缔约方大会具有重要意义的
是可以作为一种会员用于弥补观测系统的不

划和参考文件，
(1)

(3)

决议 10（Cg-1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决

实施计划》（GCOS-92, WMO/TD-No.1219），
(5)

与《实施计划》中很多的活动，

(4)

根据决议 40（Cg-12）和决议 25（Cg-13）以
及 GCOS 气候监测原则，各 GSN 站要采取行

实施计划的主要贡献是可以作为一个实施全

动向在国家气候资料中心的 GSN 档案库提

球综合气候观测系统的行动框架，

供自己历史资料和元资料，以便改善

WMO 会员、技术委员会和计划需要直接参

UNFCCC 各缔约方和国际气候科学界进行全

决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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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分析所需的数据集；

以及按需在其后的会上提供关于在执行实施

与 WMO 空间计划和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的

计划时采取的行动情况介绍；

战略实施组一道共同制定办法，协调响应

(6)

议

(4)

将继续与 UNFCCC 缔约方大会密切联系作

GCOS 实施计划中表述的需求（用于参与

为一个高优先活动，以便维持 UNFCCC 对全

GOS 空基部分的会员和空间机构）；

球气候观测系统实施和维护的强力支持以及

支持 GCOS 秘书处设立一个“实施项目”的

确保各缔约方对系统观测的需求得到满足；

工作，以便为响应实施计划的缔约方和国际

要求技术委员会的主席确保实施计划中确定的相

组织采取的行动提供便利、进行监督并提交

关行动能够恰当地融入其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报告；

要求秘书长：

通过派遣专家或者向气候观测系统基金会的

(1)

全力找到用于维持 GCOS 秘书处基本运转所
需的资源以及对《实施计划》的行动进行监

认捐最大限度加强对 GCOS 秘书处的支持；

测和报告；

要求 GCOS 秘书处：

将实施计划中的相关行动纳入到 WMO 各个

(1)

与 GEO 全面协作以落实双方的实施计划；

(2)

帮助会员筹集实施有关行动计划所需资金；

计划中去，同时与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就它们

(3)

向 SBSTA 的第 23 次届会（2005 年 11 月）

的工作计划进行协调。

(2)

决议 4（EC-57）
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a)

批准该建议；

审议了《水文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和建

(b)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

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79），

建议 2 – WMO 水文水资源教育培训战略

决定：

批准该建议；

(1)

注意该报告；

建议 3 – 修改 WMO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范

(2)

注意决议 1 和 2（CHy-12）；

围

(3)

将建议 4（CHy-12）的实质内容体现在决议

批准该建议并要求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

13（EC-57）中；

家组研究最合适的实施办法并向执行理事会

就其他建议采取如下行动：

第五十八次届会报告。

(4)

建 议 1 – 修 改 WMO 《 技 术 规 则 》
（WMO-No.49），第三卷 – 水文

注：该决议取代决议 9（EC-53），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5（EC-57）
WMO 参与国际洪水倡议
执行理事会，

家组编写的“国际洪水倡议”概念文件执行摘要所

注意到由代表 WM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

包含的内容，

大学和国际水文科学协会各自水文计划的联合专

进一步注意到与这种具有公认专业水平的姊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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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在综合洪水管理领域开展合作可产生的不

倡议”；

可否认的优势，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该项新倡议在综

考虑到本组织充分参与所需财政资源将源于资金

合洪水管理领域给会员增加附加值；

的再分配，而这些再分配资金已作为水文和水资源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为额外活动增加适当的

计划正常预算的一部分已被划拨给有关活动，

预算外资金，
这将作为 WMO 对该活动的可能贡献；

决定根据执行摘要和国际洪水计划概念文件所概

鼓励会员通过积极参与其规划和实施工作来支持

括和详细阐述的方式来批准 WMO 参加“国际洪水

该活动。

决议 6（EC-57）
2006-2007 年秘书处支持技术合作计划的预算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考虑到:

(1)

(1)
(2)

技术合作计划是 WMO 的使命中的一个不可

组织和资助的决议（《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

或缺的部分，

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960）
，

WMO 定期参与由预算外资金，例如开发银

总摘要第 3.7.2.2 和 3.7.2.3 段落），

行和信托基金所资助的技术合作项目和计划
(3)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有关技术合作计划的

2006-2007 年通过预算外资金包括信托基金

(2)

的执行，

资助的项目和计划执行中预计产生的收入估

当会员使用自有资金或通过双边协议开发和

算，

实施 WMO 没有直接参与的项目时，他们倾

2006-2007 年秘书处为技术合作计划提供支

(3)

持的预算和人员需求，

向于要求 WMO 提供技术援助，
(4)

(5)

通过对区域活动与技术合作发展司（RCD）

批准本决议附录所述的 2006-2007 年的预算；

重组的阶段性实施，WMO 驻各地办公室将

授权秘书长在 2006-2007 年期间参照上述“注意到”

能完全参与技术合作项目的开发和执行，

中的第（2）条所述的实际收入来调整实际的支出；

2006-2007 年自愿合作计划和信托基金项目

还授权秘书长可根据财务条例和第十四次世界气

将继续采用由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确

象大会的指导精神在预算中各项拨款之间进行转

定的新的 WMO 有关支持费用的政策，

账。

决议 6（EC-57）的附录
2006-2007 年秘书处支持技术合作计划的预算
（单位：千瑞士法郎）

收入

2006-2007

EC-55 批准的

年预计收入

2004-2005 年

支出

2006-2007 年

EC-55 批准的

预计支出

2004-2005 年

的收入
1

正常预算

2.

其他预算外资金

的支出

零

零

1,600.0

5,450.0

1,600.0

5,450.0

(见下表)

（信托基金等）
合计

1,600.0

5,450.0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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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年技术合作计划支出预算
2006-2007 年

EC-56 批准的

预计支出

2004-2005 年的支出

第 3.7 部分– 对技术合作计划的支持
3.701
人员 RCD
3.702
人员 ETR (奖学金)
3.703
人员 REM
3.704
援助专家、顾问、临时雇员

1,060.0
240.0
300.0
0.0

3,185.0
605.0
965.0
150.0

第 3.7 部分的合计

1,600.0

4,905.0

第 5 部分–营运费用
5.030
办公用品和供应
5.040
办公设备和机器
5.050
通信
5.060
场所
5.070
电脑支持
5.080
旅行

0.0
0.0
0.0
0.0
0.0

30.0
20.0
75.0
20.0
350.0

第 5 部分的合计

0.0

495.0

0.0
0.0

50.0
50.0

1,600.0

5,450.0

第 6 部分–其他预算项目
6.040
保险、审计、不可预见费 、意外支出
第六部分的合计
总计

决议 7（EC-57）
第二区域协会（亚洲）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2)

审议了二区协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相关方面关注上述决定。

注意决议 1 至 27（RA Ⅱ-13）；

决定：
(1)

注意该报告；

注：此决议替代决议 1（EC-53），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8（EC-57）
四区协（北美、中美和加勒比）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2)

审议了四区协第十四次届会的报告，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相关方注意上述决定。

注意决议 1-19（RA IV-14）

决定：
(1)

注意此报告；

注：此决议替代决议 2（EC-53），原决议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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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EC-57）
防灾减灾
执行理事会，

后续行动日益关注，

注意到：

(3)

通过 NMHS 及国际级、区域级和国家级的战

(1)

决议 29（Cg-14）— 防灾减灾计划，

略目标合作伙伴，WMO 秘书处为制定与

(2)

《第 14 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的最终节略

WMO 及其各会员有关的防灾减灾计划有效

报告》
（WMO-No. 960），总摘要第 7.4.1 段和

实施方案做出了努力，

3.4.1.23 段,
(3)
(4)

(5)

(4)

决议 5（EC-56）— 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

WMO 和 NMHS 为确保核心技术和科学能力

询组，

更好地运用于国际、区域和国家减灾决策中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

所肩负的责任。必需要减少因水文气象灾害

终 节 略 报 告 》（ WMO-No.977 ）， 总 摘 要 第

而造成的死亡、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使经济

11.1-11.13 段，

滞后和环境恶化，

世界减灾大会的成果文件（2005 年 1 月 18-22

决定：

日 ， 兵 库 县 神 户 市 ）， 包 括 兵 库 宣 言 和

(1)

重建，

(2)

有些 NMHS 已经同国家和区域级的灾害风险

要求：

管理部门建立了伙伴关系，它们的经验对于

(1)

制订 DPM 计划很有价值，
(7)

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询组首次会议的结果

(2)

修订的 DPM 计划实施方案，

(3)

秘书长作为高优先工作，继续开展修订的
秘书长通过加强 DPM 计划办公室的力量来
增强 DPM 计划办公室协调和实施修订的

近 90%的人员死亡是由于与天气、气候和水
有关的灾害影响造成的，近 65%的经济损失

WMO DPM 计划的实施方案的能力；
(4)

是由于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
(2)

秘书长让各会员关注兵库行动纲领，以敦促

DPM 计划实施方案中的各项活动；

认识到：
(1)

通过修订的 DPM 计划的实施方案；

他们的政府采纳和实施有关建议；

（2005 年 3 月 18-19 日，日内瓦），
(8)

支持总摘要第 3.9.2 段中概述的执行理事会
防灾减灾咨询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2005-2015 年兵库行动纲领：国家和社会灾后
(6)

WMO 和 NMHS 在减灾领域的重要作用及

NMHS 与本国的各个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
部门密切合作，积极参与 DPM 计划；

国际社会对减少灾害风险问题以及为响应兵
库行动纲领而开展的国际、区域和国家级的

(5)

会员考虑派人到 DPM 计划办公室工作，以此
作为提供所须专业知识的途径。

决议 10（EC-57）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4 年的帐目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截止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本组

回 顾 了 决 议 14 （ 56 ） — 审 议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织该年度财务报告和外部审计员提交执行理事会

2002-2003 两年期帐目，

的报告，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5 条，

正式批准了经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2004 年财务帐

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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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计财务报表的频度的修正案；

要求 秘书长将帐目的财务报表连同他的报告以及

进一步要求 秘书长通过把支持资金转到总务基金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分发给世界气象组织的所有会

来简化财务安排；

员；

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会员拖欠相当大数额的分摊会

决定自 2005 年起财务报表每年审计一次；

费；

要求秘书长视情准备《财务条例》中有关编制和审

敦促这些会员尽早结清它们的欠款。

决议 11（EC-57）
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和成员资格
执行理事会，

和适当的响应；

注意到“决议 15（EC-56）—建立审计委员会”中

(i)

财务决算的内容；

概述的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也注意到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2.3 和 2.4，

(j)

进一步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6，

(2)

确认实施了审计建议；

审计委员会每四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并定期
向执行理事会通报其工作；

决定：
(1)

根据财务条例的要求，监控实施过程和

维持审计委员会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机制，

(3)

职责范围如下：

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如下：
J.-P. Beysson

系统地评价秘书长为维持和管理适当、

B. Kassahun

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而采取的行动；

J.J. Kelly

(b)

通过其审查职责鼓励发展反欺诈文化；

R. Michelini

(c)

审查财务条例的执行和有效性；

K. Nagasaka

(d)

审查对风险的管理评估和方法；

秦大河

(e)

审查、同意并批准内部与外部审计单位

由秘书长提名并经 WMO 主席任命的 3 名财

的审计计划、工作安排和报告；

务专家，同时要考虑使他们的参与费用最低；

(a)

(f)

鼓励内部与外部审计单位紧密联系；

(4)

审计委员会主席将由该委员会成员挑选；

(g)

确认在本年度已经实施和开展了审计

(5)

WMO 秘书处的代表只有在审计委员会主席
邀请时才能参加审计委员会的会议；

和担保工作，并根据执行理事会和大会
的要求提出本年度必要的担保级别；
(h)

(6)

在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上审议审计委
员会的职能。

确保秘书长对审计建议做出及时、有效

决议 12（EC-57）
处理审计委员会建议的专题组
执行理事会，

(1)

建立一个向执行理事会报告审计委员会建议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2.3 和建议 2.5，

的专题组，负责审议财务咨询委员会与审计

进一步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10 和建议 11，

委员会相比的作用、活动和成果，以保证它

决定：

们相互补充、互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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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专题组在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前举行会议；

M.D. Everell

(3)

专题组包括下列成员或由成员委派的代理：

W. Kusch

M.L. Bah

G.B. Love

A.I. Bedritsky

(4)

专题组组长将从专题组成员中选出；

A. Divino Moura

(5)

在第五十八次届会上审议专题组的工作。

决议 13（EC-57）
第十四个财务时期（2004-2007）第二个两年期（2006—2007）的计划和预算
执行理事会，

研讨会的会议清单，但这取决于根据第 14 次

注意到：

大会制订的指导原则所批准的预算内能够提
供的资金；和

(1)

财务条例的第 3、4、6 和 7 条，

(2)

财务规则第 106.1、106.2、107.1 和 107.2 款，

(3)

决议 30（Cg-14） — 第十四个财务时期的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2006 年）

最大支出，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 2006

决议 31（Cg-14） — 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

年）

方法，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2006 年）

决议 19（EC-55） — 2004-2005 年两年期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四次届会，2006 年）

预算，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2006 年）

决议 21（EC-56） — 2005-2007 年会员比

第一区域协会（第十四次届会，2006 年）

例会费的评定。

第三区域协会（第十四次届会，2006 年）

(4)
(5)
(6)

(2)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下列届会：

第五区域协会（第十四次届会，2006 年）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根据上述规章制度准备的计
划和预算建议，

授权秘书长：

已经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计划活动和预算资金分

(1)

根据财务条例第 7.3 条将第一个两年期预算

配建议，

（2004—2005）的剩余资金重新划拨到第二

通过了本决议附录 1 中的 2006-2007 年计划和预算，

个两年期预算（2006—2007）的相应部分；

决定按决议 21（EC-56）的规定评定会员的会费，

(2)

根据财务条例第 4.2 条，必要时在两年期预

批准了秘书长提出的计划，尤其是 2006-2007 年的

算每一部分的各节之间调拨资金，以便更好

预期结果和业绩指标；

地开展计划；

进一步批准了：
(1)

(3)

批准附录 2 中列出的可能举办的专家组和工

本决议附录 2 中列出的可能举办的专家组和

作组会议、讨论会、技术大会、讲习班和研

工作组会议、讨论会、技术大会、讲习班和

讨会会议清单的修改件。

总计：

第十三个财务时期的现金盈余

评定会费

收入

126,630.2

1,730.2

124,900.0

8286.9
5596.7
7292.6
2996.1
8072.3
1680.5

气象应用计划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教育和培训计划
技术合作计划
区域计划
防灾减灾计划

3.4
3.5
3.6
3.7
3.8
3.9

20905.3

资源管理
其他预算备付款
资本资产的获取—总部大楼

5.
6.
7.

总计：

21327.5

语言、出版和会议服务

4.

126630.2

1386.2

960.7

70764.1

第 3 部分小计

2067.3

6878.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3

WMO 空间计划

12517.4

世界气候计划

3.2

3.10

11531.9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1

3844.1

总体协调

3.0

科技计划

7369.3

行政管理

2.
3.

3917.1

决策机构

2006-2007 年的预算

1.

支出

（2006-2007）预算（单位：瑞士法郎）

第十三财期的第二个两年期

决议 13（EC-57）的附录一

决
议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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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3 的附录 2（EC-57）
2006-2007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建议中
包含的可能召开的专家组和工作组会议以及讨论会、
技术大会、讲习班和研讨会的会议清单
项目代码

专家组、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会议
第 1 部分： 决策机构
100011 (a)
第十五次大会（2007）
100021 (b)
执行理事会届会(EC-58)（2006）
100021 (c)
执行理事会届会(EC-59)（2007）
100021 (d)
审计委员会（2006 年 1 次，2007 年 2 次）
100021 (d)
财务咨询委员会（2006，2007）
100031 (e)
主席团届会（2006，2007）
第 3 部分：科学和技术计划
主计划 3.0：科学和技术计划的总体协调
300011 (a)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2006，2007）
300021 (b)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会议（2006）
300022 (c)
EC 气象资料和产品交换工作组会议（2006）
300023 (d)
EC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咨询组会议（2007）
主计划 3.1：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01001 (a)
CBS 特别届会（2006）
301001 (b)
CBS 管理组会议（2007）
301011 (c)
GOS 演变专家组会议（2006）
301011 (d)
对 AWS 的资料需求专家组会议（2006）
301021 (e)
CBS 信息系统和服务专家组会议（2006）
301022 (f)
CBS 数据通讯技术和架构专家组会议（2006）
301025 (g)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会议（2006）
301031 (h)
NWP/EPS 产品使用专家会议（2006）
301031 (i)
长期预报的业务使用专家会议（2007）
301034 (j)
早期预警系统方面的 DPFS 专家组织（2007）
301041 (k)
FWIS 发展会议（2006，2007）
301041 (l)
CBS 信息技术专家会议（2007）
301043 (m) 两次 CBS 资料表征、编码和过渡专家会议（2006，2007）
301052 (n)
创新合作专家会议
301061 (o)
CIMO-14（2006）
301061 (p)
CIMO 管理组会议（2006）
301062 (q)
区域仪器中心专家组会议（2006）
301062 (r)
辐射测量专家组会议（2006）
301081 (s)
ESCAP/WMO 台风委员会届会（2006，2007）
301081 (t)
WMO/ESCAP 台风委员会专家组会议（2006，2007）

决
301081
301082
301092
301092
301101

(u)
(v)
(w)
(x)
(y)

议

四区协飓风委员会届会（2006，2007）
TCP 子项目编写专家会议（2006）
加强 RSMC、NMHS 的 ERA 作用会议（2007）
两次发展扩大的 ERA 范围和能力及其培训会议（2006，2007）
EC 南极气象工作组会议（2006）

主计划 3.2：世界气候计划
302001 (a)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特设考察委员会（2006）
302001 (b)
两次 CCl 管理组会议（2006，2007）
302011 (c)
EC 气候与环境咨询组会议（2006）
302011 (d)
EC 气候与环境咨询组会议（2007）
302011 (e)
新机构间协调机制会议（2007）
302041 (f)
历史沿革资料在气候方面的应用专家组会议（2006）
302041 (g)
5 次区域专家会议（2006 年 3 次，2007 年 2 次）
302042 (h)
气候指数专家组会议（2007）
302042 (i)
区域专家组会议（2007）
302051 (j)
季节和年际预测研究专家组会议（2007）
302051 (k)
CLIPS 业务专家组会议（2006）
302051 (l)
检验专家组会议（2007）
302051 (m) 能力建设专家组会议（2007）
302051 (n)
与最终用户的联络专家组会议（2006）
302052 (o)
业务化热/健康警报专家组会议（2006）
302052 (p)
与热有关的气候指数及其使用专家组会议（2006）
302052 (q)
城市气候学研讨会和培训专家组会议（2007）
主计划 3.3：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03001 (a)
CAS 届会（2006）
303001 (b)
两次 CAS/JSC 数值试验（2006，2007）
303001 (c)
CAS 咨询工作组（2007）
303011 (d)
两次为臭氧研究管理者提供支持会议（2006，2007）
303011 (e)
两次联合主办的臭氧评估专家会议（2006，2007）
303012 (f)
两次 EMEP 评估专家会议（2006，2007）
303013 (g)
一次联合举办的半球空气污染输送专家会议（2007）
303021 (h)
CAS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工作组会议（2007）
303022 (i)
两次质量保证技术会议（2006，2007）
303022 (j)
两次反应气体科学咨询组专家会议（2006，2007）
303022 (k)
两次气溶胶科学咨询组专家会议（2006，2007）
303022 (l)
两次降水化学与沉积物科学咨询组会议（2006，2007）
303022 (m) 两次辐射专家和紫外线科学咨询组专家会议（2006，2007）
303022 (n)
两次 GAW 技术主题会议（2006，2007）
303023 (o)
两次臭氧或温室气体的资料或测量专家会议（2006，2007）
303023 (p)
两次温室气体科学咨询组联合会议（2006，2007）
303023 (q)
联合举办的二氧化碳技术会议（2007）
303023 (r)
两次联合举办的臭氧科学咨询组会议（2006，2007）
303024 (s)
两次联合举办的 GAW 资料管理会议（2006，2007）
303025 (t)
两次 GURME 科学咨询组会议（2006，2007）
303025 (u)
两次区域技术会议或 GURME 会议（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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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31
303052

(v)
(w)

两次 WWRP 科学指导委员会会议（2006，2007）
专家会议（2006）

主计划 3.4：气象应用计划
304011 (a)
产品检验专家组会议（2007）
304012 (b)
媒体问题专家组会议（2006）
304014 (c)
公众对警报的理解和使用专家组会议（2006）
304015 (d)
面向能力建设的战略专家会议（2006）
304016 (e)
减灾战略专家会议（2007）
304016 (f)
编写《减灾指南》专家会议（2007）
304021 (g)
CAgM 届会（2006）
304022 (h)
自然资源管理专家会议（2006）
304022 (i)
火险预报专家会议（2007）
304024 (j)
在农事中开展气候预报专家会议（2007）
304031 (k)
CAeM 届会（2006）
304031 (l)
CAeM 管理组会议（2006）
304032 (m) CAeM PROMET 工作组会议（2006）
304041 (n)
JCOMM 管理委员会（2006）
304042 (o)
IOC/WMO/CPPS 厄尔尼诺工作组会议（2006）
304042 (p)
JCOMM 海上安全服务专家组会议（2006）
304042 (q)
JCOMM 海浪和风暴潮专家组会议（2007）
304042 (r)
JCOMM 海冰专家组会议（2007）
304043 (s)
JCOMM 资料管理方法专家组会议（2006）
304044 (t)
JCOMM 船舶观测组会议（2007）
主计划 3.5：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305001 (a)
1 次 CHy 咨询组会议（2006）
305001 (b)
5 次 OPACHE 会议(2006 年 3 次，2007 年 2 次)
305011 (c)
审议《WRA 业务手册》专家会议（2006）
305021 (d)
洪水长期预报专家会议（2006）
305022 (e)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专家会议（2007）
305022 (f)
水文干旱预报专家会议（2007）
305023 (g)
气候变化与水资源专家会议（2006）
305023 (h)
WCP 水项目专家会议（2007）
305031 (i)
小岛屿水文专家会议（2006）
305041 (j)
体制能力建设专家会议（2006）
305042 (k)
若干次计算机辅助远程教学专家会议（2007）
305051 (l)
与水有关的战略性计划专家会议（2006）
305052 (m) 全球观测活动协调专家会议（2007）
主计划 3.6：教育和培训计划
306001 (a)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会议（2007）
主计划 3.7：技术合作计划
307011 (a)
EC 技术合作咨询专家组第 6 次届会（2006）
307011 (b)
VCP/TCO 非正式计划会议（2006）
307011 (c)
VCP/TCO 非正式计划会议（2007）

决

议

主计划 3.8：区域计划
308016 (a)
一区协届会（2006）
308016 (b)
三区协届会（2006）
308016 (c)
五区协届会（2006）
308017 (d)
五区协咨询工作组会议（2007）
308017 (e)
一区协热带气旋工作组会议（2007）
308017 (f)
四区协飓风工作组会议（2007）
308017 (g)
五区协热带气旋工作组（2006）
308025 (h)
若干次区域气候应用能力建设会议（2006，2007）
308025 (i)
水文能力建设会议（2007）
主计划 3.9: 防灾减灾计划
309001 (a)
EC 防灾减灾咨询组会议（2006）
309002 (b)
开发专门设计的网站及其维护问题会议（2007）
主计划 3.10: WMO 空间计划
310001 (a)
第六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2006）
310001 (b)
第七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2007）
310003 (c)
卫星系统利用和产品专家组会议（2006）
310006 (d)
1 次影响较大的教育和培训活动（2006）

实施协调会议
主计划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01011 (a)
综合观测系统实施协调会（2006）
301012 (b)
GOS/GCOS 协调会（2007）
301013 (c)
两次次区域适应性观测实施协调会（2007）
301023 (d)
MTN 实施协调会（2006）
301026 (e)
专用通讯技术实施协调会（2007）
301032 (f)
实施和运行基于 PC 的区域模式会议
301033 (g)
DPFS 实施协调组会议（2006）
301091 (h)
紧急响应活动协调组会议（2006）
主计划 3.2: 世界气候计划
302041 (a)
若干次实施协调组会议：网络和资料管理（2006）
302042 (b)
实施协调组会议：资料集和气候系统监测（2007）
302051 (c)
工作组或实施/协调组会议（2006）
主计划 3.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03012 (a)
两次专家支持规范实施协调会（2006，2007）
303024 (b)
两次 GAW 资料新要求实施协调会（2006，2007）
303025 (c)
两次实施协调会（2006，2007）
主计划 3.4:气象应用计划
304013 (a)
OPAG/PWS 实施协调组会议（2007）
304023 (b)
农业气象服务实施协调组会议（2006）
304042 (c)
JCOMM 服务计划领域协调组（2007）
304043 (d)
JCOMM 资料管理计划领域协调组（2006）

6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64
304044
304047

(e)
(f)

JCOMM 观测计划领域协调组（2007）
JCOMM 能力建设协调组（2006）

主计划 3.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305013 (a)
WHYCOS 国际咨询组（2006）
305023 (b)
GTN-H 协调组（2007）
305051 (c)
两次 WMO/UNESCO 水文活动联络委员会联合会议（2006，2007）
主计划 3.7: 技术合作计划
307041 (a)
一区协 LDC 协调会议（2006）
307041 (b)
二区协 LDC 协调会议（2007）
主计划 3.8: 区域计划
308017 (a)
二区协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会议（2007）
308017 (b)
一区协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会议（2007）
308017 (c)
一区协水文工作组及实施协调会议（2006）
308017 (d)
二区协水文工作组及实施协调会议（2007）
308017 (e)
三区协水文工作组及实施协调会议（2006）
308017 (f)
四区协水文工作组及实施协调会议（2006）
308017 (g)
一区协气候应用工作组和实施协调会议（2006）
308017 (h)
二区协气候应用工作组和实施协调会议（2007）
308017 (i)
五区协气候应用工作组和实施协调会议（2006）
308017 (j)
六区协气候应用工作组和实施协调会议（2006）

讨论会、技术会议、讲习班、研讨会和培训班
主计划 3.0: 科技计划的总体协调
300041 (a)
媒体培训班（2006）
300041 (b)
与 AMS、IABM 和国际天气节协商后举办国际会议（2007）
300041 (c)
世界广播气象大会（2007）
300042 (d)
IPA 联系人培训研讨会（2006，2007）
300042 (e)
NMHS 媒体培训研讨会（2006）
主计划 3.1: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01012 (a)
CLIMAT 和 CLIMAT TEMP 报告培训讲习班
301013 (b)
GOS 重新设计研讨会（2007）
301022 (c)
巡回讲习班
301024 (d)
巡回讲习班
301034 (e)
两次 GDPFS 产品在灾害性事件中的应用研讨会（2006，2007）
301034 (f)
3 次紧急响应活动培训研讨会（2006，2007）
301051 (g)
WWW 系统规划培训班
301051 (h)
WWW 系统分件和电码培训班
301063 (i)
技术大会(TECO-2006)
301063 (j)
仪器专家培训研讨会（2006）
301083 (k)
热带气旋 RSMC 技术会议（2007）
301084 (l)
风暴潮研讨会（2006）
301085 (m) 热带气旋缓解系统研讨会（2006）
301085 (n)
减少热带气旋灾害讲习班（2007）

决
301086
301086
301087

(o)
(p)
(q)

议

南半球热带气旋培训班（2007）
一区协热带气旋培训班（2006）
热带气旋和风暴潮技术会议（2007）

主计划 3.2:世界气候计划
302001 (a)
区域对 CCl 研讨会文集的支持（2006）
302023 (b)
区域气候观测系统研讨会（2006）
302025 (c)
荒漠化的气候因素研讨会（2007）
302026 (d)
气候变化和变率适应对策研讨会和培训班（2006）
302026 (e)
气候极端事件分析和数据库开发研讨会（2006）
302041 (f)
1 次 CDMS 培训班和研讨会（2006）
302041 (g)
气候资料拯救和管理培训班（2006）
302051 (h)
两次 CLIPS 培训研讨会（2007 有两次）
302051 (i)
WMO 决策程序国际大会（2006）
302051 (j)
气候预报和洪水处理培训班（2006）
主计划 3.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03032 (a)
定量降水预报和水文学国际大会（2006）
303033 (b)
强影响天气预报研讨会（2006）
303034 (c)
天气预报新技术培训研讨会（2007）
303042 (d)
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2006）
303042 (e)
25 年冬季季风试验（MONEX）研讨会（2007）
303051 (f)
技术大会（2007）
主计划 3.4: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04016 (a)
PWS 在减轻自然灾害中的作用培训班（2007）
304021 (b)
农业气象服务国际研讨会（2006）
304021 (c)
农业气象和气候变化研讨会（2007）
304023 (d)
GIS 和遥感的应用巡回讲习班（2006）
304031 (e)
航空气象技术大会（2006）
304032 (f)
若干次成本回收培训班（2006）
304032 (g)
雷达图和卫星图在航空中的应用讲习班（2007）
主计划 3.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305012 (a)
一区协 HOMS 分件巡回讲习班（2006）
305012 (b)
三区协 HOMS 分件巡回讲习班（2007）
305012 (c)
五区协 HOMS 分件巡回讲习班（2007）
305012 (d)
六区协 HOMS 分件巡回讲习班（2006）
305021 (e)
WMO 洪水倡议全球合成会议（2006）
305032 (f)
水文经济学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培训研讨会（2007）
305033 (g)
两次经济价值估算培训研讨会（2006，2007）
主计划 3.6: 教育和培训计划
306024 (a)
教员培训区域讲习班（2006，2007）
306024 (b)
人力资源发展研讨会（2007）
306025 (c)
全球教育培训研讨会（2006）
306025 (d)
培训机构的管理培训班（2006）
306041 (e)
仪器培训班（2006）

65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66
306041
306041
306041
306042
306042
306042
306043
306043
306044
306044
306045
306045
306045
306046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卫星应用培训班（2006）
飓风预报和警报培训研讨会（2006）
把 PWS 和 GDPFS 用于支持预防自然灾害区域讲习班（2007）
Clips 产品制作和用户培训研讨会（2007）
气候巡回讲习班(2006 年 3 次)
Clips 气候预报和检验培训研讨会（2007）
GAW 测量和质量保证培训研讨会（2006）
天气预报培训研讨会（2007）
若干次天气、气候与农民巡回讲习班（2006，2007）
海浪和风暴潮预报培训研讨会（2007）
水文预报培训班（2006）
应用水文学和信息系统在水管理方面的培训班（2006）
拉丁美洲水文学课程（2007）
一、二和五区协能力建设区域培训班(2006 年 2 次，2007 年 1 次)

主计划 3.8:区域计划
308023 (a)
一区协提供可替代服务/NMHS 管理区域讲习班（2006）
308023 (b)
三区协提供可替代服务/NMHS 管理区域讲习班（2006）
308023 (c)
五区协提供可替代服务/NMHS 管理区域讲习班（2006）
308024 (d)
二区协区域技术大会（2006）
308024 (e)
三区协区域技术大会（2007）
308024 (f)
四区协区域技术大会（2006）
308024 (g)
六区协区域技术大会（2006）
308025 (h)
卫星仪器技术转让区域技术大会（2006）
主计划 3.9:防灾减灾计划
309001 (a)
两次面向用户的区域研讨会（2006，2007）
主计划 3.10: WMO 空间计划
310002 (a)
两次区域过渡研讨会（2006，2007）
310005 (b)
3 次研讨会（2006 年 2 次，2007 年 1 次)
310006 (c)
1 次教育培训活动（2006）

WMO/ICSU/IOC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
资助的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会议
8100
8100
8300
8300
8300
8300
8300
8300
8400
8400
8400

(a)
(b)
(c)
(d)
(e)
(f)
(g)
(h)
(i)
(j)
(k)

WMO/ICSU/IOC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年度会议（2006，2007）
两年一次的 JSC 官员会议（2006）
CAS/JSC 数值试验联合工作组年度会议（2006，2007）
耦合模式工作组会议（2006，2007）
GEWEX 模拟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CLIVAR 预测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两年一次的冰雪圈模拟专家组会议（2006）
两年一次的大气再分析研讨会（2007）
GEWEX 科学指导组年度会议（2006，2007）
GEWEX 水文气象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GEWEX 辐射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决
8400
8400
8400
8400
8400
8500
8500
8500
8500
8500
8500
8500
8500
8600
8600
8600
8700
8700
8700
8800
8800
8800
8800
8800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i)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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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一次的本底地面辐射网研讨会（2006）
云系统研究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两次一次的陆地-表面过程研讨会（2006）
两年一次的 GEWEX 外场试验研讨会（2006）
GEWEX 项目资料管理专家会议（2007）
CLIVAR 科学指导组年度会议（2006，2007）
CLIVAR 季风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两年一次的 CLIVAR 非洲气候变率专家组会议（2006）
十年至百年气候变化专家会议（2007）
两年一次的气候变化探测研讨会（2007）
两年一次海-气通量工作组会议（2006）
海洋观测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海洋观测年度实施/协调会（2006，2007）
气候和冰雪圈(CliC)科学指导组年度会议（2006，2007）
两年一次的冰雪圈观测规划实施/协调会议（2006）
两年一次的冰雪圈资料管理专家会议（2007）
SPARC 科学指导组年度会议（2006，2007）
两年一次的平流层参数趋势专家研讨会（2006）
两年一次的平流层过程专家研讨会（2007）
碳循环联合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水或洪水资源联合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两年一次的气候与健康联合专家组会议（2007）
气候观测专家组年度会议（2006，2007）
ESSP 开放科学大会（2006）

决议 14（EC-57）
2006—2007 两年期的高优先活动
执行理事会，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高优先活动建议是根

注意到：

据上述规章制度以及第十四次大会关于利用

第十四 个 财务时 期 第二个 两 年期

2000-2003 年第十三个财务时期现金盈余的决定编

（2006-2007）年的计划和预算建议，

制的，

(2)

财务条例的第 3、4、6 和 7 条，

已经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计划活动和预算资金分

(3)

财务规则的第 106.1、106.2、107.1 和 107.2 款，

配建议，

(4)

决议 30（Cg-14）— 第十四个财务时期的最

通过了本决议附录 1 中的 2006-2007 年的高优先活

大支出，

动；

决议 31（Cg-14）— 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方

批准了秘书长提出的计划建议，尤其是高优先活动

法，

的预期结果和业绩指标；

(6)

决议 19（EC-55）— 2004-2005 年两年期预算，

授权秘书长根据财务条例 4.2 在 2006-2007 两年期

(7)

《 第 十 四 次世 界 气 象 大会 最 终 节 略报 告 》

预算每一部分的各节之间调拨资金，包括已批准的

（WMO-No.960），第 8.6 段，

用于高优先活动的资金。

(1)

(5)

5,477.0

5,477.0

第十三财期的现金盈余

总计：

收入

450.0
104.0
255.9
100.0
250.0
200.0
542.0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气象应用计划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教育和培训计划
技术合作计划
区域计划
防灾减灾计划

3.3
3.4
3.5
3.6
3.7
3.8
3.9

-

资本资产的获取—总部大楼

7.

5,477.0

-

其他预算备付款

6.

总计：

-

资源管理

5.

640.0

语言、出版和会议服务

4284.9

4.

第 3 部分

781.6

390.0

世界气候计划

3.2

WMO 空间计划

673.0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1

3.10

538.4

科技计划

3.
总体协调

552.1

行政管理

2.

3.0

-

决策机构

2006-2007 年的预算

1.

支出

（单位：千瑞士法郎）

2006-2007 年高优先活动

决议 14（EC-57）的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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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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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5（EC-57）
第十五个财期（2008-2011）的优先活动和资金规划
执行理事会，

(1)

财期计划和预算方案，并参考 2.498 亿瑞士

注意到：
(1)

法郎为基础的会费收入；

理事会将讨论下一个财期的优先活动，预期
成果和资金规划，而这通常是在大会召开前

(2)

考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所提出的指

(3)

(4)

建立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报告的特别工作
组，其职责见决议附录；

导，秘书长将提交在 2006 年由执行理事会第

(3)

审议第十四个财期优先项目和预期成果，考
虑第七个长期计划筹备工作；和

两年的执行理会届会上进行，
(2)

根据名义零增长和实际零增长，制定第 15 个

五十八次届会审议的第十五个财期（2008－

提请秘书长：

2011）的计划和预算建议，

(1)

在准备第十五个财期（2008-2011）计划和预

秘书长将根据要求修改最初的计划和预算建

算建议时，要重视特别工作组给予的指导；并

议，并在 2007 年向大会提交修改后的建议，

向执行理事会成员通报特别工作组的工作；

秘书长建议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在第

(2)

综合考虑第十五个财期的计划和预算方案；

十五个财期优先考虑如下领域：
(a)

致力于保护生命和财产 — 特别是自

准备一份基于结果的计划执行情况报告，以便

(3)

进一步合并预算报告，特别应包括：计划支

然灾害防御和减缓；

持性收入、利息收入、销售出版物的收入和

NMHS 的发展和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效

租用仪器的收入，根据第十五个财期

益服务，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中；

（2008-2011）提议的计划和预算提出必要的

(c)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预算调整建议。

(d)

水文和水资源；和

(4)

应包括预算外资金预算报告情况；和

(e)

WMO 空间计划。

(5)

提交财务决议的最终修改稿供批准，要反映

(b)

出预算安排的调整。

决定：

决议 15（EC-57）的附录
关于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报告特别工作组职责
1．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七次届会建立了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报告特别工作组，U. Gärtner 先生和 Chow
Kok Kee 先生担任联合主席。

2．

特别工作组的核心成员是 L.Gordon 女士、J. P. Beysson 先生、M. Husain 先生、J. J. Kelly 先生、K.
Nagasaka 先生、M. Mhita 先生和 R. Michelini 先生。对于应邀参加会议并参与其工作的执行理事会
成员，特别工作组的成员资格对其是开放的。

3．

特别工作组的职责是通过改进的基于结果的预算方法对秘书处提供指导，包括以下事项：
(a)

协调 2008-2011 计划和预算与 WMO 第 7 个长期计划筹备工作间的关系，并使之保持一致；

(b)

阐明预期成果和 2008-2011 关键执行指标；

(c)

符合预期成果的资金分配机制；

(d)

基于结果的预算模式，包括相关的预算表格和预算外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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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6（EC-57）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查联合国系统结果管理系列报告

(6)

回顾到联合国大会“第 54/16 号决议— 联合检查
组”关于“努力建立联合检查组报告更为有效的后

(JIU/REP/2004/5)，
联合国组织注重结果管理方法的执行情况–

(7)

续行动制度”
的以及执行理事会第 54 次届会于 2002

联合国系统成果管理系列报告的第一部分

年批准的“WMO 关于联合检查组报告的后续程

(JIU/REP/2004/6)，

序”，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下放与问责制 – 联

(8)

注意到联合检查组的以下报告已正式呈交给世界

合国系统成果管理系列报告的第二部分

气象组织：

(JIU/REP/2004/7)，

(1)

多种语言和信息获取：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

管理业绩和合同 – 联合国系统成果管理系

(9)

列报告第三部分(JIU/REP/2004/8)，

个案研究 (JIU/REP/2003/4)，
(2)
(3)

(4)

(5)

联合国系统采购规范(JIU/REP/2004/9)，

多种语言和信息获取：关于国际民航组织的

(10)

个案研究 (JIU/REP/2004/1)，

进一步注意到关于联合检查组 2003 年 1 月 1 日—

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缔结的总部协定：对

2003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活动的报告，

工作人员有影响的人力资源问题

对检查专员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

(JIU/REP/2004/2)，

要求秘书长：

司法制度：《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和《国

(1)

认真考虑酌情落实在“注意”下包括的与

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的协调

WMO 有关的建议，并在各有关议题下向执

(JIU/REP/2004/3)，

行理事会报告；

审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办事处的
管理和行政情况 (JIU/REP/2004/4)，

(2)

根据既定程序把本决议交给联合国秘书长，
请其转呈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决议 17（EC-57）
WMO 在地震学和相关活动中的作用
执行理事会,

2005 年 2 月 16 日在布鲁塞尔公布的地球观测小组

注意到大会要求执行理事会，在地震学领域国际合

（GEO）公报支持对早期预警系统采取多种灾害的

作中，进一步讨论加强 WMO 可能的积极作用，同

方法，

时考虑补充信息和分析结果，

认识到全球多种灾害综合早期预警系统框架的主

进一步注意到在日本神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减灾

要优点是业务和通讯系统的多用途，该系统利用常

大会重申，在制定各种政策、计划和项目，应纳入

规业务设施和服务为决策者和普通大众提供准确

一个多种灾害减灾综合方法。有关全球多种灾害综

和及时的信息。多种灾害预警系统的常规运行将确

合早期预警框架的概念已被很多国家认同，包括参

保对罕见事件的支持和有效响应，

加第一届和第二届开发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

进一步认识到在国家层面上，在一个多种灾害综合

统国际协调会议的所有代表也批准了这一概念，

预警框架下发展其各自的国家灾害预警及响应机

回顾到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十年实施

制，可挽救更多生命，也更加有效地利用经费。他

计划着手解决九项对社会有益的领域，其中包括减

们更频繁地使用，对公众反复进行宣传，使他们理

少因自然和人为灾害引起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以及

解警报的内容及他们在面临每种灾害时所应采取

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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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行动，

认识到 WMO 已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在利用全球

注意到与天气、气候、水相关的灾害，已在 WMO

多种灾害综合早期预警框架防御和减轻天气、气候

的工作任务之中，大约 90%的死亡原于自然灾害，

和水相关的灾害中拥有丰富的业务经验和专业技

而由地震和相关灾害造成另外 8%的死亡率，

术，

还注意到世界上将近 27%的 NMHS 拥有某种形式

但也认识到在政府间层面上，目前既没有统一的机

的地震-和/或海啸相关的授权，并敦促那些负责发

制，来有效地协调地震和相关活动，也没有建立一

布海啸警报的 NMHS 与所有这类国家机构建立密

个全球多种灾害综合早期预警框架。

切联系，包括那些能够帮助改进警报发布和社会响

要求秘书长联合其他国际组织采取适当的行动，探

应的灾害管理机构，

索在政府间层次上的全球多种灾害早期预警综合

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 WMO 的 GTS 多年来在交换

框架的可能机制；

地震观测资料、海啸警报和海平面信息方面做出了

要求秘书长通过 WMO 防灾减灾计划的交叉方法，

贡献。在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海啸悲剧后，

在综合的多灾框架内采取适当行动，为防灾减灾活

WMO 与 UNESCO 的 IOC 在开发印度洋海啸预警

动贡献 WMO 的专业技术；

和减灾系统方面进行了合作，并且制定了 GTS 升级

要求秘书长与相应的国际组织进行协商，秘书长并

方案，

就这一问题准备必要的文件供第十五次大会审议。

决议 18（EC-57）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执行理事会，

书处工作的支持并确保 WMO 的各项计划积极参与

注意到 2005 年 2 月 16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

GEOSS；

第三次地球观测峰会的决议，该决议赞同将 10 年

还要求秘书长继续让 WMO 会员及时了解到 GEO

实施计划作为其进一步制定和建立旨在满足社会-

的各项活动，尤其是要确保会员收到关于 GEOSS

经济各受益领域中用户需求的全球综合地球观测

带来的预期潜在社会经济效益的材料和信息；

系统（GEOSS）的基础；并注意到由地球观测特设

敦促 WMO 会员成为 GEO 会员；

小组（GEO）编制的 GEOSS 十年实施计划参考文

坚决鼓励 WMO 会员积极参与所有的 GEOSS 进程；

件含有广泛的配套资料，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向 WMO 会员通报加入 GEO 的

决定赞同实施 GEOSS；

程序并提供适当帮助。

提请秘书长加强他对 GEOSS 实施工作以及 GEO 秘

决议 19（EC-57）
执行理事会探讨和评估对 WMO 公约作可能修改专题组
执行理事会，

职责范围如下：

考虑到在提高 WMO 知名度的途径上已开展的工作

(1)

工作；

或将来要开展的工作，包括对 WMO 公约作可能的
修改或拟定一份声明，

审议已经开展的与 WMO 公约和条例相关的

(2)

探讨并评估对 WMO 公约和规则作可能的修

决定扩大执行理事会探讨和评估对 WMO 公约作可

改，以便审查涉及的利益和风险，包括引进

能修改专题组的规模和职责，从三人扩大到六人，

议定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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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各区协的有关建议和意见考虑在内；

(4)

探讨并评估起草定期的 WMO 声明的可行

决定委任 W. Kusch 先生为专题组组长，以下 5 人

性；

为成员：M.A. Rabiolo 先生、C.C. Fuller 先生、Chow

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提交建议供考

Kok Kee 先生、M.S. Mhita 先生和 K. Nagasaka 先生。

(5)

虑，并最后向第十五次大会提交建议；

决议 20（EC-57）
WMO 会徽和会旗
执行理事会，

所谓的“金色周年”），因此，考虑到这一点，在会徽

考虑到第五次大会（1967 年）对 1955 年通过的

进而在会旗方面反映 WMO 的资历是可取的，

WMO 会徽做了一次修改，决定删除会徽上的所有

进一步认识到各个不同组织的需求不断增加，有必

缩写字母，使其与联合国会徽的设计一致，并在此

要就 WMO 称谓和会徽/会标的使用制定更加确切

基础上叠加一个风玫瑰，

的指南，指南将超越执行理事会第 10 次届会（1958

进一步考虑到第五次大会决定本组织的会旗应包

年）“决议 2（EC-10）— 对世界气象组织称谓和

括位于联合国蓝色背景中心位置的本组织正式会

会徽的法律保护”同意的对 WMO 称谓和会徽予以

徽，该会徽在外观上呈白色，

法律保护的措施，

注意到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会徽，尤其是 WHO

建议：

的会徽在联合国标志的基础上增加了金色的医神

(1)

艾斯库累普及大蛇，

会徽和会旗上风玫瑰的颜色由白色改为金
色；

进一步注意到几个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会徽在

(2)

的本组织名称缩写，每种语言单独出现；

以联合国会徽为基础的同时，还采用了与联合国会
徽更加不同的标志，尤其是在会徽上部或下部增加
各自组织的缩略语，使它们更加易于辨认，
认识到 2000 年举行了 WMO 50 周年纪念日活动（即

在本组织会徽底部加上所有 WMO 正式语言

(3)

在已作必要修正的联合国会旗法基础上继续
执行 196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会旗法和规则。

决定向第十五次大会提交建议以便做出决定。

决议 21（EC-57）
执行理事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 WMO 的演进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

(a)

进做经常性审议，同时考虑到“执行理

注意到：
(1)
(2)

决议 5（EC-55）— 执行理事会国家气象和

事会 NMHS 作用和运作咨询组”和“执

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咨询组，

行理事会增强 WMO 行动组”截止目

决议 7（EC-56）— 执行理事会增强 WMO

前已开展的工作。它们的职责目前由

行动组，

“NMHS 和 WMO 的演进工作组”承
担；

决定：
(1)

根据有关建议对 WMO 和 NMHS 的演

把“执行理事会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作用和

(b)

编制相关的指导材料，帮助 WMO 和

运作咨询组”和“执行理事会增强 WMO 行

NMHS 响应更加迅速、更具前瞻性和

动组” 合并成新的“NMHS 和 WMO 的演进

关联性，包括改变运作模式和在 WMO

工作组”，职责如下：

内进行适当整合；

决
积极鼓励和推动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c)
(d)

(e)
(f)

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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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成员将担任工作组成员：

中间缔结合作协议和伙伴关系；

A.I. Bedritsky – 主席（组长）

重视不断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及与

J.P. Beysson

WMO 和 NMHS 有关的最近趋势和发

A.Divino. Moura

展；

M.D. Everell

在相关工作和活动上与其他有关机构

C. Fuller

协调；

A.M.H. Isa

推进工作进展，尤其是在以下方面：

D.K. Keuerleber-Burk

(i)

NMHS 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G. Love

(ii)

NMHS 作用和运作的问卷调查

J R. Lumsden

表；

M. Mhita

审查 WMO 组织机构的运作和联

N.F. Ouattara

系；

J. Mitchell

审查执行理事会附属机构及诸如

M.S. Saadallah

(iii)
(iv)

(g)

(h)

主席团和财务咨询委员会等其他

指定 A.I. Bedritsky 先生为该工作组组长；

相关机构的数目、组成、目的和

要求秘书长：

运作模式；

(1)

采取相关行动支持该工作组的活动；

(2)

对相关问题采取适当行动并让会员和其他相

酌情建立专门的任务组从事上述具体
工作，这些任务组应酌情向工作组组长

关国际组织随时了解与 NMHS 和 WMO 的演

报告并受其协调；

进有关的相关进展。

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报告意
见和建议，包括可能需要提交给第十五

注：该决议取代决议 5（EC-55）和决议 7（EC-56），

次大会审议的意见和建议；

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22（EC-57）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EC-34

13

注意到：

EC-35

18、21

总则第 155（9）条，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

EC-36

6

议，

EC-37

13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关于这一相同

EC-39

7、17、24

议题，

EC-40

4

审查了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

EC-41

6

决定：

EC-42

19

EC-44

14（除“决定”下的段落）
、15、

(1)
(2)

(1)

保留以下决议：

20

EC-10

2

EC-12

6、30

EC-45

7、13、16

EC-19

9

EC-46

12、19

EC-21

15

EC-48

3、4、12

EC-25

8、12

EC-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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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51

5、10

13、14、15、16、18、19、20、

EC-52

3

21、22

EC-54

2、3、5、6、7、8、9、10、12、

(2)

议。

13、14、15、16
EC-55

不再保留第五十七次届会前通过的其他决

1、2、3、4、6、7、9、10、11、
12、13、14、15、18、19、20、

EC-56

21

注：该决议取代决议 23（EC-56），原决议不再有

2、3、4、5、6、8、9、11、12、

效。

附

录

附录 1
总摘要议题 2.4 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a)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2006-2007 两年期的高优先活动

审议 2004 年决算，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建议 4：

建议 1：

理事会：

请执行理事会：

4.1

1.1
1.2

通过决议草案 4.1/x (EC-57)，见 EC-57/

5,477,000 瑞士法郎用于 2006-2007 年

文件 4.1(2)，REV，附件 B；

的高优先活动；

批准从 2005 年起每年审计一次财务报

4.2

表；
1.3

批 准 从 第 13 财 期 现 金 盈 余 中 拿 出

通过 EC-57/文件 5（2）中的决议草案
5/2。

批准简化将支持资金转入总务基金的
财务安排。

(e)

会费事宜
建议 5：

(b)

本组织的财务状况

理事会应要求秘书长对这些机制做进一步分

截 至 2005 年 6 月 15 日 会 费 现 状 表 及

析，以鼓励会员结清长期拖欠的会费，并将

2004-2005 两年期财务数据

结果向执行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报告。

建议 2：
执行理事会敦促拖欠会费的会员尽早结清拖

(f)

加强内部监察

欠的会费，以便 WMO 的已批计划可以按照

建议 6:

时间安排实施，并能达到预期水平。

执行理事会：
6.1

(c)

要求秘书长在 2006-2007 两年期总预算
建议内尽快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审议秘书长 2006-2007 两年期的计划和预算
建议

6.2

要求秘书长开展审计工作需求评估和审

2006-2007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

查把部分或全部内部审计工作外包的

建议 3：

方案，并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

执行理事会：

报告结果。

3.1

批 准 2006-2007 两 年 期 的 总 预 算 为
126,630,200 瑞士法郎；

3.2

(g)

第 15 财期计划和预算方面的初步讨论情况

在第（1）点下，参照财务条例 7.3 条

建议 7:

和在第（2）点下，参照财务条例 4.2

执行理事会：

条授予秘书长权力时，通过 EC-57/文

7.1

件 5（1）中的决议草案 5/1。

注意到秘书长建议在实际零增长预算
即 2.62 亿瑞士法郎的基础上提交第 15
财期的预算；

(d)

审议秘书长提出的由第十三财期现金盈余出

7.2

要求秘书长提交基于名义零增长和实

资的 2006-2007 两年期高优先活动的补充概

际零增长的两种第 15 财期的计划和预

算建议：

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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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要求秘书长提交基于结果的计划业绩

收入、出版物销售收入和设施出租收

报告，以方便全面审议第 15 财期的计

入，并建议在第 15 财期（2008-2011）

划和预算方案；

的计划和预算建议背景下提出必要的

要求秘书长进一步整理预算说明，特别

预算调整。

是通过在其中纳入计划支持收入、利息

附录 2
总摘要第 3.1.1.5(c)（vii）段的附录

NWP 特定地点产品的预期效益
由于个别会员国需要相当大的资源来运行

站点提供此类定点的 NWP 产品，能够实质性地提

NWP 模式和/或获取和处理 NWP 输出数据，虽然

高他们的预报服务和预警业务，并将提高其知名

在地面和高空观测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许

度。这也将激励发展中国家维持现有的观测站或建

多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特别是一些

立新的观测站。反之，也将确保主要的 NWP 中心

最 不 达 国 家 （ LDC ） 不 能 从 最 先 进 的 数 值 预 报

获取足够的观测资料，以输入其模式。

（NWP）中完全获益。此外，为了持续发展和维持

3.

地基观测系统，发展中国家的 NMHS 需要向其本国

（ECMWF）的理事会已批准通过一个有密码保护

政府或其他资助机构展现从全球和区域观测网络

的网站为需要访问该网站的 WMO 会员提供定点的

各观测站的运行所带来的实际效益。

集合预报系统产品。

1.

2

主要的 NWP 中心可提前几天为个别地区提

4.

理事会注意到，欧 洲 中 期 天 气 预 报 中 心

理事会也认识到，在 THORPEX 广泛的目标

供有意义的 NWP 预报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使用

中，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使用新的 NWP 产品

密码保护的方法从国际互联网可获取此类产品。因

的指导。

此，为发展中国家 NMHS 全球观测系统（GO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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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总摘要第 3.7.3 段的附录

VCP(F) 概算现状和对 2005 年的拨款建议
（单位：美元）

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和
新建议项目

EC批准的

1968-2001

1968-2003年

以往年份

的拨款

的支出

余额
(01/01/04)

EC-56批准的

2004年

* 2004年

2005年拨款

拨款后

支出与债务

和调整

的余额

(不含管理费用)

EC-57批准的

余额
(31/12/04)

2005年拨款
和调整

2005年拨款
后的余额

处于良好工作条件的
1

VCP 零部件/设备运输

593,750

553,772

39,978

-10,000

29,978

4,876

25,102

25,102

2

专家服务

1,339,300

1,331,817

7,483

20,000

27,483

15,270

12,213

20,000

32,213

3

短期奖学金

2,617,200

2,615,729

1,471

90,000

91,471

45,264

46,207

60,000

106,207

3.1 团体培训活动

40,000

18,015

21,985

10,000

31,985

0

31,985

498,285

492,256

6,029

20,000

26,029

14,632

11,397

62,841

20,769

42,072

42,072

34

42,038

42,038

109,020

89,961

19,059

19,059

19,059

19,059

5.2 亚太地区 GTS 的改进

149,900

120,002

29,898

29,898

29,898

29,898

5.3 非洲 GTS 的改进

649,995

617,750

32,245

32,245

11,693

20,552

5.4 南美 GTS 的改进

357,900

340,232

17,668

17,668

2,982

14,686

196,750

185,546

11,204

61,213

38,404

22,809

524,729

501,932

22,797

40,000

62,797

422,000

404,986

17,014

20,000

37,014

TCDC 活动

4

GTS 的总体改进

5
5.1

5.5

31,985
20,000

31,397

加勒比海地区 GTS 的
改进

10,000

30,552
14,686

六区协东南部 GTS 的
改进

10,000

21,204

21,204

22,809

22,809

10,000

31,204

中 欧 和东 欧/新 独立 国
5.6

家（NIS）GTS 的改进

22,809

GOS 和 GCOS 观测子系

6

统的总体改进

44,581

18,216

40,000

58,216

中 欧 和东 欧/新 独立 国
6.1

家（NIS）高空站的改进

37,014

37,014

21,921

21,921

10,937

10,937

7

GDPS 的改进

140,000

118,049

21,951

21,951

8

农业气象活动

65,000

54,063

10,937

10,937

143,500

121,194

22,306

10,000

32,306

22,082

10,224

50,844

29,156

-10,000

19,156

1,587

17,569

37,870

26,182

11,688

9

30

对 CDMS 和气候学活动
的支持

10

减灾

80,000

10

紧急灾害援助

80,000

42,130

37,870

11

ASMC

81,000

67,569

13,431

-5,000

8,431

20,000

20,481

20,000

30,224

17,569
10,000

8,431

21,688
8,431

12

ACMAD

210,000

209,519

481

13

EAMAC

70,000

61,616

8,384

14

业务水文活动

175,000

159,126

15,874

10,000

25,874

15

卫星接收的改进

20,000

10,435

9,565

10,000

19,565

16

互联网的能力

55,000

19,161

35,839

5,000

40,839

17

2000 年问题(已完成)

34,439

34,439

0

0

0

0

18

准备金

5,893

4,764

1,129

1,129

1,129

1,129

20,000

20,000

0

0

0

0

8,802,715

8,304,080

498,635

116

8,384
20,663

20,365

20,365

8,384

5,000

13,384

5,211

15,000

20,211

19,565
19,467

21,372

19,565
10,000

31,372

经 Cg-14 同意转入 LDC
信托基金
合计

240,000

738,635

229,459

509,176

220,000

729,176

* 需要经过 2004-2005 两年期帐目审计的临时性、暂定数据。关于 VCP（F）在 2004-2005 两年中使用的详细情况将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
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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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总摘要第 3.9.5 段的附录

防灾减灾计划修订的 2005-2007 年实施方案
背景

6.

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询组（EC-AGDPM）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在其决议 29 中制定

第一次会议审议了 WMO DPM 战略目标，审议了最

了 WMO 防灾减灾（DPM）计划以建立一个全组

新的发展，包括 WCDR、GEO、EC-56 批准的 WMO

织的协调框架，来促进 WMO 在国际、区域和国

DPM 实施方案、有关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

家对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活动做出进一步贡献。

（IOTEWS）的活动、与 WMO 减灾核心能力相关

DPM 战略通过全球减灾的强有力和可持续的多种

的区域需求和空白问题，以及世界各 NMHS 的作用

减 灾 途 径 加 强 WMO 和 国 家 气 象 和 水 文 部 门

和面临的挑战。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要求

（NMHS）做出显著贡献的方式。

DPM 计划办公室修订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届会

1.

2.

2005 年 1 月在日本神户召开的世界减灾大

批准的实施方案，并要求采纳这些建议。

会（WCDR）承认 WMO DPM 战略目标各项原则

7.

的重要性，会上对此做了重要陈述，并刊发了两

长期计划（6LTP）内含 WMO 九项战略。通过 DPM

份成果文件——兵库宣言和 2005-2015 兵库行动

战略目标和修订的实施方案，DPM 计划将作为一个

框架（HFA）：营造国家和社会对各种灾害的承受

载体，为实现下列 WMO 6LTP 战略提供关键和直接

能力。

的支持：

3.

2005-2015 年 HFA 五个高优先重点领域包

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的 WMO 第六个

6LTP 战略 1：能够提供更为准确和可靠的全球天气、

括：（1）确保降低灾害风险（DRR）是国家和地

水、气候和有关自然环境的灾害事件

方的优先重点，并在制度上具有强有力的实施基

警报，并确保它们能够及时有效地传

础；（2）确定、评估和监测灾害风险并加强早期

送给其受众（个人、紧急部门、决策

预警；（3）利用知识、革新和教育，培养各个层

者）。

面承受灾害能力的观念；
（4）减少基本风险因素；

6LTP 战略 4：向公众、政府和其它有兴趣的团体传

和（5）加强各级有效响应灾害的防范。WMO 和

达并讲授了解天气、水、气候和相关

NMHS 尤其可以分别在国际到国家层面发挥领导

环境的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内容。

作用，特别是在次高优先行动领域，同时也为其

6LTP 战略 7：加强 NMHS 提供服务的能力，并促进

它四个领域做出贡献。
4.

就人员损失程度、相关损失、受灾国家数量

它们之间的合作。
6LTP 战略 8：与国际伙伴、其它相关组织、学会、
媒体和私人部门更有效地合作。

以及相关减灾对策和灾后重建而言看，2004 年 12
月 26 日亚洲灾难性海啸灾害的影响和破坏程度极

6LTP 战略 9：促进 WMO 结构、工作机制和规范的

为罕见。约有 27%的 NMHS 有义务提供有关海啸

有效性、效能和灵活性，使其能对社

或地震活动的服务，并被指定为“国家海啸中心”。

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科技发展带来

建立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IOTEWS）第一

的新机遇做出更快速的响应。

次和第二次协调会议分别在法国巴黎和毛里求斯
召开。两次会议的成果文件承认 WMO 通过其 GTS

DPM 远景

和多灾害早期预警的技术及业务能力以及经验，

8.

为支持 NMHS 做出重大贡献。

NMHS 目前和未来分别在国际和国家被视为惟一权

防灾减灾（DPM）计划的远景是 WMO 和

地球观测政府间工作组（GEO）在“全球地球

威机构，以监测、探测、提供多灾害早期警报以及

综合观测系统十年实施方案参考文件”中规定，灾

其它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灾害信息及专家建议，挽

害是九个高优先重点社会领域之一，将作为 GEOSS

救更多生命，降低相关灾害引起的经济影响和环境

的一部分予以对待。

损失。信息和专家建议范围有：提供水文气象资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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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审议 WMO 各区域 DPM 能力和目前的空

灾害描绘和对风险评估的支持、对决策过程的技术

12.

支持，如制定计划和紧急防范计划。此外，NMHS

白，继之建立具体交叉区域项目，包括支持这些活

将被视为国家降低灾害风险能力的重要部分。

动的资金筹措 – 各项目将以 WMO 相关计划之间
的协同作用为依托，以优先重点的方式系统解决区
域、次区域和国家（NMHS）的空白和需求，以使

DPM 战略
9.

WMO DPM 的战略目标包括：

DPM 目标 1：在多灾害框架基础上促进对积极主动
预防和防范战略更大的重视。

WMO 核心科技能力得以提升并提供给所有国家，
尤其是资源有限的国家。将要完成的工作如下：
13.

确定 WMO 六个区域内目前的能力以及主要

DPM 目标 2：确保 WMO 核心科技能力，特别是关

空白和需求。这项工作将通过调查和其它信息共享

于资料、对水文气象灾害描绘的支持和风险评

途径，以系统化和通过协调的方式完成。将就需要

估以及多灾害早期警报系统的能力，能在国

评估的项目和评估方法确定一个框架。这将依靠通

际、区域和国家优化整合，纳入降低灾害风险

过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RA）和 WMO 各计划收

的战略和活动。

集的信息。系统分析工作将使会员有机会提出出空

DPM 目标 3：促进作为降低国家风险重要部分的国

白和需求的先后次序。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14.

的 NMHS。

心能力和需求和水文及气象的联系、端到端的早期

DPM 目标 4：提高对防灾投入，特别是多灾害早期
预警系统带来的成本效益的重要性的认识。
DPM 目标 5：发展和加强与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

分析将包括审议观测、探测、模拟和预报的核

警报、灾害描绘工具和专业技术、对风险评估的支
持、电信、能力建设、技术转让、教育和公众宣传、
NMHS 与国家风险管理和紧急机构的联系以及它们

及水文气象信息私人部门用户的战略伙伴关

各区域的联系。

系。

15.

DPM 目标 6：提高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

分析将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利用国家 DPM 联

络员、RA、有 EC - AGDPM 成员支持的区域和技术
合作计划。

WMO DPM 实施方案各组成部分
10.

为实现 WMO DPM 目标，DPM 实施方案由下

列需同时实施的部分组成：

DPM 计划办公室将开始制定有关 DPM 的主

要计划的活动和计划。这一工作和相关的日常更新
必须要能有效协调 DPM 的活动。
“区域能力、需求和空白分析”以及“计划

促进审议 WMO 各区域 DPM 能力和目

17.

前的空白，继之建立具体的区域和次区

活动的制定”的结果将进行编辑、审议并作为根据，

域项目；

目的在于确定优先、具体、可持续的项目，这可作

(b)

促进目标伙伴关系；

为 WMO 各计划的活动的基础。这些工作将与

(c)

采纳用户驱动方法；

WMO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发展中国

(d)

加强 WMO 网络内的协调以提供综合服

家（SIDS）的活动相协调，确保制定出相关项目来

务；

解决 LDC 和 SIDS 的具体需求。这项工作将根据

(e)

确定最佳做法；

WMO 各区域建立的优先重点来确定一个分阶段实

(f)

建立适当的通信机制；

施的系统方法。

(g)

制定前瞻性倡议方案；

18.

(h)

制定协调的资金筹措计划；

关计划和技术委员会的协调支持下实施。

(i)

编制系统的全球天气、气候和水灾害及

19.

其影响的目录。

各项目的成效来进行，以确保各项目标和预期成果

(a)

11.

16.

DPM 计划办公室将与 WMO 网络各相关方面

各项目将通过 NMHS 和 RSMC，在 WMO 相
通过对进展的不断监督，日常的评估将根据

可以实现。DPM 指导委员会将提出调整项目以及相

合作实施 DPM 实施方案的各部分，这些包括各计

关计划活动的建议。

划、技术委员会、区域协会、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20.

（RSMC）和 NMHS。

帮助确定交叉 DPM 活动最有效的机制。

秘书处与 WMO 网络各部门合作，将确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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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要求：对区域空白和需求作的绝大部分

教育机构，特别是初级和中级教育机

分析和计划描述将在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届会

构、灾害管理机构）制定协调的 DPM

时完成。到第十五次大会，DPM 将为协调项目制定

教育和公众宣传计划。

21.

出优先的区域计划。不过，同时要对区域所有项目

24.

给与直接关注，DPM 与各计划合作将促进紧急响

据可使实现 WMO DPM 目标更具价值的各组织的

应。

互补活动来评估和建立国际和区域伙伴关系。秘书

22.

最终的结果将使会员能力加强，这将通过它

促进目标伙伴关系 – DPM 计划办公室将根

处将帮助 NMHS 为在国家层面建立或加强它们的

们的 NMHS 积极主动地参与其国家的灾害处理过

伙伴关系方面进行类似的评估和努力。

程来实现；信息机构的加强可被用于实施方案的其

25.

它部分。这些都直接与 DPM 目标 2、
3 和 6 以及 6LTP

计划和目标，它们与灾害风险管理机构的联系和经

战略 1 和 7 有关系。

验，它们对各项活动的互补性价值，DPM 计划办公

23.

为建立具体的交叉项目，除建议上述系统方

根据对潜在合作者在减灾方面的具体活动、

室将建立评估潜在合作者的标准。

法外，EC-AGDPM 还建议立即开展一些项目。包

26.

括：

它协议涵盖的主要 WMO 伙伴。
(a)

(b)

(c)

27.

类。它将在风险和发生的可能性基础上

合作组织。开展这一工作将通过相应的机制（如

对灾害加以说明、划分等级和描绘。

ISDR 机构间专门工作组活动下的会议和工作组、

编写和出版与 WMO 每年的 “全球气

与潜在合作者的双边和多边会议、参加会议和研讨

候状况声明”相关以及与 WMO 年度

会）。DPM 计划办公室将继续其系统评估工作，并

公报中有关水文气象的社会经济影响

已与 UN/OCHA 及其全球灾害警报系统（GDAS）

条目相关的灾害年鉴。

的 活 动 、 ProVention 集 团 、 脆 弱 和 适 应 资 源 组

WMO 将继续积极主动地为 IOTEWS

（VARG）、亚洲减灾中心（ADRC）、亚洲防灾中

做出贡献，尤其是用多种减灾途径来做

心（ADPC）、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联合会（IFRC）、

贡献，包括：

世界银行建立了联系。还将对其它重要组织进行确

更新 GTS 以纳入海啸信息和警

定和评估。

报交换 – GTS 将是过渡期间

28.

[12-18 个月]和更长时期分发海

主席确定和评估区域团体，如经济集团和区域开发

啸警报的主要机制；

银行以及与灾害管理机构合作的组织，来确定潜在

加强 NMHS 用多灾害途径分发

区域合作者，并确定区域伙伴的优先领域。

早期警报（包括海啸）的能力

29.

以及在区域制定 NMHS 的教育

其有关 WMO 的 DPM 活动数据库，并将建立/加强

和公众宣传计划

与 WMO 项目和活动的联系。它将把这些提交

促进对印度洋区域空间技术研

WMO 相应的管理机构，来决定 WMO 网络的最佳

讨会的了解，并制定协调利用

机制，以达成预定的伙伴关系。

空间的统一要求以支持多灾害

30.

早期警报（包括海啸）

通过向 NMHS 提供支持材料（如最佳做法）来帮助

将多灾害途径提升为海啸早期警报系

它们确定、评估和建立与其国家机构的伙伴关系，

统并包括热带风暴和风暴潮，在实施这

从而帮助会员。

种方法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

31.

作为 PWS 高优先项目之一，与 DPM

博、优先和预期的方法，因此资源可更有效地利用，

计划办公室、其它 WMO 相关计划紧

活动可更有效地协调，而且可更快更彻底地取得成

密合作，并与其它重要组织合作，为

果。这一部分的活动与 DPM 目标 5 和 6 以及 6LTP

NMHS 及其目标风险相关者（如公众、

战略 8 有直接关系。

(ii)

(iii)

(e)

DPM 计划办公室还将在区域和国际确定潜在

建立全球天气、水和气候自然灾害的分

(i)

(d)

DPM 计划办公室将评估目前谅解备忘录或其

DPM 计划办公室和 RCD 计划将帮助各区协

DPM 计划办公室将建立国际和区域合作者及

对于国家级的伙伴关系，DPM 计划办公室将

成果对于国际和区域伙伴关系是一种更广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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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用户驱动方法 – 用户驱动法确定目标

定的 – 监督各计划的 DPM 交叉活动。它在 WMO

用户（如降低灾害风险机构、公众、媒体、各政府

相关主要科技计划代表的基础上建立从事交叉项

和经济部门）的需求，以确保 NMHS 提供的警报、

目的专门工作组，来解决具体问题，该组将在工作

信息和服务与用户的需求一致，并可被有效地纳入

完成后解散。比如 WCDR 专门工作组、ISDR 跨机

决策过程。

构专题组、海啸专门工作组等。

32.

33.

DPM 计划办公室将协调对不同用户科技信息

42.

国家 DPM 联络员由会员任命，与 DPM 计划

需求和要求的评估和周期性再评估。目的在于确保

办公室合作，来帮助协调有关 DPM 的活动，分发

WMO 信息内容详实，使用能够被有效纳入降低灾

其计划信息，并提出其各自国家的需求和优先重

害风险决策过程中的格式。

点。

34.

采纳用户支持的有效机制必须加以考虑和利

43.

DPM 计 划 办 公 室 将 在 指 导 委 员 会 和 EC

用，作为 WMO DPM 活动的一部分来与其它 WMO

AGDPM 指导下与各区协及技术委员会主席紧密合

计划和合作者合作。一种可能性是和与用户界（如

作，探索和评估有关 DPM 的有效信息分享和项目

当局、经济开发团体、紧急和灾害风险管理机构、

实施的机制，利用目前的结构，用革新的方法确保

私人部门用户等）有密切联系的国际和区域机构的

最终可以使用更适当的机制。

伙伴关系，如二区协的 ADRC 和 ADPC、工业协会

44.

等。还将进一步探索其它的机制（如“WMO 计划

估，由 EC AGDPM 对其进行审议。还将为持续的

用户研讨会”）和自筹资金的区域风险相关者咨询

DPM 活动提出依靠目前 WMO 基础设施的适当机

组。

制。

35.

用户对需求和要求的支持将被综合，来决定

45.

协调过程将由 DPM 指导委员会进行日常评

DPM 计划办公室旨在探索一些机制来协调有

具体的区域项目，并且通过业务、研究和教育活动，

关 DPM 的活动，到第十五次大会时，DPM 计划办

将对有关 DPM 计划的项目和活动中做出的修改和

公室将就如何使用这些机制做出报告。

调整产生影响。

46.

36.

DPM 计划办公室将提供材料，帮助 NMHS

和 RSMC 确定其用户的需求和要求。
37.

DPM 计划办公室将对涉及用户的机制进行评

成果是通过促进各计划、TC、RA、RSMC 和

NMHS 的协调活动的机制，综合协调地实施 DPM
计划。这方面的活动与 DPM 目标 2 和 6LTP 战略 9
有直接关系。

估，作为区域空白评估和合作者评估的一个整体部

47.

分。

在采取涉及灾害风险评估、减轻、预防、防御和响

38.

成果是改进的产品和服务的指导，可被逐步纳

确定最佳做法 – 此目的在于提高决策者对

应灾害风险的行动时使用有关天气、气候和水信息

入目标用户的决策过程。这方面的活动与 DPM 目标

的益处的认识。

1 和 4 以及 6LTP 战略 1 和 9 有直接关系。

48.

“最佳做法”由区域和国家活动构成，这些

加强 WMO 网络内的协调以提供综合服务 –

活动中，NMHS 和风险管理机构之间建立了适当有

WMO 网络内的协调对于成功实现 WMO DPM 目标

效的联系，而且成功减少了生命损失，经济损失和

至关重要。在一致性系统框架下协调整个 WMO 网

环境破坏。应确定和促进气象和水文活动之间的成

络的活动能够加强各机构的总体贡献并减少重复。

功合作。

在此背景下的协调超过了信息分享的范围。而这意

49.

味着 WMO DPM 战略对于为实现 DPM 共同目标的

将通过 WMO 网络和其它重要合作者，促进制定评

整个 WMO 网络的长期计划和活动产生影响。最终

估最佳做法的标准，帮助确定区域和国家的最佳做

目标是提供各计划协同建立的综合服务，并体现在

法。

NMHS 改进的产品中。

50.

39.

40.

所有涉及 DPM 的 WMO 活动的协调包括

根据 EC-AGDPM 的建议，DPM 计划办公室

DPM 计划办公室将与战略计划办公室合作，

将来自最佳做法的知识与具有成本效益的分析研

WMO 科技计划、技术委员会、RA、RSMC、NMHS

究相联系。

和 DPM 国家联络员。

51.

最佳做法将通过各种机制与大家共享。

52.

DPM 计划办公室旨在制定评估最佳做法的标

41.

减灾指导委员会 – WMO 秘书长在秘书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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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并在执行理事会第 58 次届会前确定一套标准。

计划办公室将制定前瞻性倡议方案，考虑如下：

到第十五次大会时，DPM 计划办公室将收集和（通

(a)

过各种机制）分发最佳做法初集。
53.

确保信息“如一致的关键信息”在协调
一致的战略中提供，并能满足受众的需
求：行政部门、灾害机构、公众、NMHS

成果是提升对使用降低灾害风险的天气、气

等。

候和水信息的效益的认识。此外，WMO 将利用这
一活动的成果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将在 2007

(b)

通过向 NMHS 和 RSMC 提供支持倡议

年召开，暂定由 WMO 主办，旨在为水文气象服务

材料，促进信息从 NMHS 和 RSMC 向

的利益，重点在于防灾。这方面的活动与 DPM 目

国家和区域公共媒体的传送。

标 3 和 4 以及 6LTP 战略 1、4 和 7 有直接关系。

(c)

秘书处将提供材料支持会员的活动，以

建立适当的通信机制 – 目的在于建立有效

在部长级和公众层面上提升防御理念

的和期待的系统，能够支持和加强合作、协调和信

方面的意识，加强预防风险管理战略与

息传递。该通信系统必须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以加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水文气象为

强通信效率并促进 IT 的能力建设，但也必须与欠

基础提高前瞻性预防措施的效益。材料

发达国家的通信系统兼容。

将促进与主动风险管理战略各阶段有

54.

DPM 计划办公室将继续依靠 DPM 网站，确

关的 WMO 科技能力的潜在效益，就

保能够容易地跟踪和了解 WMO 的各项活动。网站

像投资一样，尤其侧重于 NMHS 在国

的日常更新很重要。

家级的服务。

55.

56.

DPM 计划办公室将促进把有效的知识管理机

(d)

料。

制用于 DPM 网站。
57.

信息审查的渠道以及在 WMO 网络内与合作

64.

者和公众分享相关 DPM 活动，工具等的渠道
58.

计划将针对：
(a)

DPM 论坛将促进交流、合作，并加强 WMO

刊物、手册和科技出版物、利用有效的
信息工具、在线资料、有力的说明等方

DPM 计划办公室将寻求建立伙伴关系，如与

式，全组织协调主动的倡议;

比利时的“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建立
伙伴关系，从而通过增加方便用户使用的分析工具

(b)

以及带有关键灾害数据库的接口来完善灾害数据
(c)

求会员的帮助。

息”;

书处相关部门、NMHS 和其它通信专家协调：（i）

(d)

明确目前通信规范和与上述目标有关的 IT 设施；
通信设施/流程。

全组织的培训，以确保 WMO 的代表
全面了解并能明确协调地传送“关键信

在更长期的基础上，DPM 计划办公室将与秘

（ii）确定未来需求以实现该目标；
（iii）制定/建立

紧密的媒体伙伴关系包括联合主办的
活动;

库。使 WMO 和赈灾部门更容易获取信息。还将寻
60.

通过大会、政府间会议、研讨会、专家
会议、演讲、声明和采访、科学和政策

网络中有关 DPM 活动的全球理念。
59.

最佳做法将是用于倡议方案的重要材

协调技术领域，如加强和着重 WMO
网站和其它部门网站的内容和展示。

65.

针对倡议将立即考虑下列机会和会议：
(a)

宣传材料和业务通讯;

成果是进一步分享开发和实行协调的 DPM

(b)

使用 DPM 网站；

计划所需的信息。这方面的活动与 DPM 目标 2 和 5

(c)

参与筹备将于 2005 年在中国召开的亚

61.

以及 6LTP 战略 1、7 和 9 有直接关系。
62.

制定前瞻性倡议方案 – 前瞻性倡议方案对

洲区域减灾大会（待定）；
(d)

期预警大会；

提高 WMO 和 NMHS 的知名度以及提升在国际、
区域和国家降低灾害风险的主导作用、培养防御理

(e)

念都是至关重要的。
63.

在减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与宣传和公共

事务办公室、RCD 计划、WMO 网络合作，DPM

2006 年 3 月德国主办的第三次国际早
2006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是防御和减
轻自然灾害；）

(f)

通过联合国减灾特使倡议多种减灾途
径。

附
(g)

66.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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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为提高 NMHS 和 WMO 的知名
度和作用。成果的活动以及与 WMO

WMO 防灾减灾计划办公室

6LTP 和 DPM 目标的关系：这方面与

75.

DPM 目标 3、
4，特别是目标 6 以及 6LTP

动，应考虑到 WMO DPM 计划办公室的规模应适

战略 2 有直接关系。

当并具备一定的能力。

资金筹措 – 虽然通过计划预算，有些资金用

76.

为了确保成功协调这项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活

在考虑计划办公室的适当形式和规模时，重

于 DPM 相关项目，但有效实施 WMO 区域交叉项

要的是要认识到它的一个重要职责：在 WMO 的交

目需要通过与各组织的伙伴关系，从自愿捐助中寻

叉协调以及支持计划；促进开发各种产品和服务；

求预算外资金。

制定和促进/协调/执行（依靠活动）有关通信机制、

67.

应制定协调的资金筹措计划，该计划要与

倡议、最佳做法、伙伴关系的项目；项目管理；DPM

WMO 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的交叉项目相协调，

计划办公室支持 WMO 和 NMHS 的具体项目。

而且还针对各团体或会员的具体项目。这些交叉项

77.

目的部分资金将通过相关计划的常规预算更协调

内部协调和支持计划的需要，为 WMO DPM 计划

的划定，其它部分要通过 DPM 计划办公室的资金

办公室设想了下面的结构：

根据该实施方案建议的活动，以及对 WMO

筹措活动（与相关计划合作）来筹集预算外资金。

WMO DPM 计划
牵头人

秘书处将在国际和区域筹集资金。
68.

DPM 计划办公室与 RCD 计划合作，将制定

一项计划，通过合作者、区域开发银行、双边捐助
方以及私人部门来协调资金筹集。
69.

WMO 将建立信托基金，以支持其防灾减灾活

动。

借调人员：
* 知识管理
* 最佳做法
* 具体项目，具
体调查和分析

编制系统化全球天气、气候和水灾害及其影响的目
协调和项目
管理的科技
官员

录
70.

DPM 计划将与其他计划和技术委员会一道，

起草制定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灾害性条件的统
计信息，以及对在 NMHS 提供的水文气象产品和服
务支持下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实现的效益量化的方
根据这些方法，DPM 计划办公室将推动建立

(a)

协调和执行 WMO DPM 计划的实施；

(b)

监督有关 DPM 计划办公室活动的实施
方案中的具体活动；

这样一种机制：让 NMHS 定期向秘书处提供关于与
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灾害性事件的统计信息，其

(c)

中包括损害情况以及通过利用水文气象产品和服
(d)

在防灾减灾事务上，作为为整个 WMO
及支持计划的联络机构；

WMO 秘书处将通过专门的年度出版物同公

众和联合国系统一起共同分享这些信息。
73.

监督和协调 WMO DPM 计划办公室的
所有人员；

务采取了预防措施后实现的效益。
72.

联络灾害风
险管理、通
信、倡议、相
关数据库的
科技官员

78. WMO DPM 计划领导将负责：

法。
71.

全职行政
助理

WMO 秘书处将利用这种信息定期改进对大

(e)

确定和促进伙伴关系；

(f)

与各计划合作筹集资金。

家感兴趣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的研究。这些效益
是由于利用了 NMHS 的水文气象服务（包括与天

WMO 的资金问题

气、气候和水事件有关的预报、警报和其他信息）

79.

而实现的。

实施方案将会产生财务影响。

74.

将与有关机构合作绘制水文气象灾害和

WMO 六个区域的脆弱性图集。

80.

对于 WMO 及其合作组织，该计划中建议的
WMO 交叉 DPM 计划的预算分为两类：
(a)

对加强和维持 DPM 计划办公室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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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b)

作进行预算外资金筹措活动；和

支持 WMO 协调交叉 DPM 项目的预

(d)

WMO 计划预算。

算；
(c)

为相关各项目的 DPM 活动制定协调的

DPM 计划办公室与相关 WMO 计划合

附录 5
总摘要第 4.1.1 段的附录

WMO 审计委员会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届会的报告
欺诈和滥用职权的问题；描述了新的授予奖学金程

引言
审计委员会于 2004 年 10 月 18、19 日举行了

序（AC-1/信息文件 3）；统一并修订了采购安排

第一次会议，2005 年 2 月 21、22 日举行了第二次

（AC-1/信息文件 4）；建立财产调查委员会（AC-1/

会议，2005 年 6 月 17-18 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审

信息文件 5）和重组了资源管理司。委员会注意到

计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名单以及审计委员会审议过

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其目的是提高财务报表的一致

的文件见本报告的结尾。

性，弥补内部控制制度的不足，改进有关程序和术

1.

语的文件，并引入风险管理。委员会建议秘书长对
任命主席及组织事宜
2.

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期间任命 U. Gärtner 先

重大事件多加小心，并鼓励在实施某些计划过程中
利用外部支持。

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其职

5.

责范围（AC-1/文件 2）。秘书长向审计委员会会议

更新版本及第一次会议的后续行动（AC-2/文件 3）。

致辞，外部审计员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

委员会注意有关财务总管的招聘、内部审计调查室

议。

额外人员的配备、关于完善的培训及引入风险管理

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期间审议了行动计划的

的步骤方面的进展报告。委员会还欢迎行动计划的
秘书长的行动计划
3.

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审议了行动计划

新格式，该格式指明了有关措施、时限、重大事件
和执行单位的信息。

（AC-1/文件 3）。秘书长向委员会致辞，将行动计

6.

划概括为三个阶段：完善（建立新的内部控制制

报告格式的范例（AC-2/文件 4）。委员会注意到该

度）、透明（为决策提供关键信息）和高效（引进

报告每年向秘书长提供四次全面的信息，并建议扩大

具有成本效益的业务）。会议还听取了外部审计员

与计划分析有关的部分。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基于结

（AC-1/文件 4 和 AC-1/文件 5）关于 2000-2001 及

果的预算格式，秘书长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年度计划

2002-2003 两年期建议的详细的后续行动，听取了

执行情况报告尤其需要这种分析。

联合检查组（AC-1/文件 6）和联合国审计员的发言。

7.

委员会审议了有关计划和预算内部控制的新

委员会审议了财务报表的新结构（AC-2/文件

委员会注意到该行动计划作了全面的介绍，

5）。委员会注意到该格式是与外部审计员密切合

并对自执行理事会第 56 次届会以来的实施和规划

作制定的。委员会也注意到财务报表符合联合国系

工作表示赞赏。委员会尤其赞赏富有前瞻性的措施

统的会计标准，但是也对那些标准的实用性和缺点

和旨在改进本组织管理观念的努力。委员会满意地

提出质疑。委员会尤其注意到：财务报表和预算说

注意到，特别是通过建立新的内部控制制度，2004

明不能充分地描述那些具有财务风险和负债的领

年取得了重大进展。具体而言，委员会注意到以下

域，比如因雇用长期临时职员所带来的潜在负债。

方面：颁布了新的财务规则（AC-1/信息文件 1），

委员会建议要清楚地指明那些风险和债务，并建议

该规则描述了一个新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一条

审查不同会计标准（比如国际公共会计标准）的使

直接沟通线路（AC-1/信息文件 2）供职员报告有关

用情况，并就此向委员会报告。委员会还建议通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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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一份术语表和一份秘书长的介绍来进一步改

欺诈案调查情况的全面概况，包括最终报告。他也

进该格式。

通告说瑞士当局可以把他们允许的调查情况提供

8.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自 2005 年 6 月以来

给秘书处。
委员会对秘书长在调查欺诈案中表现的决心

有关管理改革行动计划的更新文件（AC-3/文件 3）。

13.

委员会审议了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注意到所取

和持久的努力以及弥补损失的意愿表示满意。同

得的进展及一些活动的推迟。委员会建议秘书长把

样，委员会对与秘书处之间的坦诚交流、秘书处对

行动计划各项议题的具体个人职责落实到任务和

委员会所提问题的快速响应及针对调查所提出的

计划管理人员，以便推动能加强内部控制的组织观

建议给予高度评价。

念变革。而且，委员会还要求秘书长在下次审计委

14.

员会会议上提供具体的监督活动及其频率的范例。

尤其是，尽管秘书长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委员会

委员会坚决支持立即启动组织风险评估工作，以便

还是认为用于调查的资源水平不够，且该进程持续

更好地集中改进内部控制。总的来说，委员会对内

太久。一些委员会成员对调查范围是否足够广泛表

部控制的改善感到满意。

示关注。此外，在 C/IAIS 调查欺诈案之时，委员会

委员会对调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感到遗憾。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沟通战略着重与内

感到遗憾的是，秘书长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来开展日

部，并认为将管理方面的改善情况传递给外部人员

常的内部工作。还对行动计划某些方面的实施进展

十分重要。委员会强调需立即引入对职员的内部控

缓慢表示关注。

制培训，并立即着手开展防欺诈培训。委员会注意

15.

到，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秘书长希望实施国际公务

信息量很大。这些报告包含了对欺诈案如何发生的

员制度委员会的“ICSC 行为准则”，同时继续努

颇有价值的分析，并提出了大量支持内部控制的有

力拟定一项针对 WMO 的道德规范。

用建议。委员会认识到内部调查工作主要着重于秘

9.

委员会发现 C/IAIS 的 9 份关于欺诈案的报告

书处仍然在职的个人身上并以 C/IAIS 能够得到的文
欺诈案

件和电子文档为依据。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委员会

委员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会议审查了欺

注意到，根据 C/IAIS 2003 年 10 月 21 日的报告，秘

诈案。审计委员会举行了有限人员参与情况的秘密

书长发现了有一个人在整个调查期间直接参与欺诈

会议，以讨论对欺诈案的调查。秘书长就欺诈案的

案的有力证据。在调查和整顿过程中，很明显其他

调查及后续行动向委员会作了发言。高级法律顾问

职员已表现出职业缺陷。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向会议通报了与瑞士司法当局的联系情况，内部审

WMO 外部人员可能参与此案的报告。根据对欺诈案

计调查室主任也通报了内部调查情况。副秘书长在

的调查，可以看出欺诈手法主要基于培训班和奖学

第二次会议上提供了一份有关联合纪律委员会工

金，包括付款行为。

作的情况报告。

16.

10.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对 C/IAIS 2003

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要求秘书长迅速结束

年 10 月 21 日报告的迅速响应。被确认的个人已被

对欺诈案的内部调查。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调

开除，同时此案已移交瑞士当局。委员会注意到秘

查和后续行动所需的很长时间感到失望。一些会员

书长对职员采取的整顿措施。很遗憾这些措施无法

坚决表示，调查要包括秘书处内外所有可能对该欺

对那些可能参与欺诈案的前任雇员生效。委员会支

诈案承担责任的所有个人。他们认为，外部观察员

持 秘 书 处 对那 些 可 能 在欺 诈 案 中 起一 定 作 用 的

可能无法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企图搞混调查工作。

WMO 外部人员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包括与有关国

委员会敦促秘书长有力地开展调查工作，并确保提

家调查部门的密切合作。

供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完成调查任务。委员会注意

17.

到秘书长曾作的保证，他已要求内部审计调查室主

不可能再发现欺诈案的其他重大线索以及涉及的

任（C/IAIS）在 2005 年 3 月 31 日前提供最终报告，

人员和资金成本，委员会建议结束对欺诈案的内部

且将把结果向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会员国汇

调查，如果日后发现其他重要情况，可以重新开启

报。

调查工作。同时，委员会请秘书长结束由瑞士当局

11.

12.

秘书长在第三次会议上向委员会提交了内部

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应进一步进行调查。由于

正在进行的相关外部调查行动，并及时向委员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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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可能参与此案的 WMO 外部人员个人信息。

计员的第 9 点建议，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希望作为
临时措施执行《ICSC 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同

建议 1：

时继续努力制定一套针对 WMO 的道德准则。委员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结束对欺诈案的内部

会还注意到秘书长对外部审计员关于内部审计安

调查，认识到如果日后发现其他重要情况可

排的第 12 点建议的支持。委员会向执行理事会提

以重新开启调查工作。

出如下具体建议。
建议 2：

外部审计员
18.

执行理事会：

在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

关于审计 2004 年中期决算的计划。在第二次会议

2.1

上委员会审议了 4 份文件，包括《WMO 与英国国

批准已由外部审计员及其报告证明的
2004 年度财务报表。

家审计局谅解备忘信》（AC-2/文件 6）、《英国国

2.2

家审计局：2004 年对 WMO 的审计策略》（AC-2/

批准根据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1 从 2005
年起对财务报表进行年度审计。

文件 7）、《英国国家审计局：致管理层的 2004 年

2.3

中期外部审计报告》（AC-2/文件 8）和《WMO 对

批准延续审计委员会并通过纳入管理
职能来阐明其工作职责。

“致管理层的 2004 年中期外部审计报告”的后续

2.4

基于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6，批准审计委

行动》（AC-2/文件 10）。委员会对外部审计员提

员会成员的一处变化，增加第三名由秘

供的高质量文件及其出色的工作表示赞赏。委员会

书长提名并经 WMO 主席任命的财务

尤其注意到，《2004 年中期外部审计报告》中的观

专家。

察结果和建议涉及账目格式、预算监督、风险管理、

2.5

基于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10 和 11，考虑

结算时间表、与执行伙伴和项目会计的关系。一些

建立一个专题组，审查主席团的工作和

成员对外部审计员发现的两个被审计的次区域办

授权以及 FINAC 和审计委员会的各自

公室存在的财务管理不足表示担心。秘书处阐述了

作用。

这些发现对总部以外的其它 WMO 办公室的意义，

2.6

基于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5，批准通过把

并阐述了为克服所指出的不足所采取的行动。委员

支持资金转到总务基金并在 2008-2009

会赞赏秘书处对新审计建议做出的及时和深入响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范畴下对预算提出

应。

必要调整，从而简化支持费用的财务安

19.

排。

在第三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 3 份文件，

即《英国国家审计局：致管理层的美洲区域办公室
外部审计报告》（AC-3/文件 5）、《经外部审计员

内部审计

核准的 2004 年财务报表，含报告》（AC-3/文件 7）

21.

和《对外部审计员在“致管理层的美洲区域办公室

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并提供足够资源。第二次会议

报告”中所提建议采取的后续建议》
（AC-3/文件 6）。

期间，委员会注意到有关加强内部审计调查室人员

委员会感谢外部审计员所完成的工作。委员会赞赏

配备的进展报告。此外，秘书长宣布，他将大幅提

的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对 2004 年的账目发表了无保

升内部审计调查室的人员配备，添加其他人员。

留意见，并建议执行理事会批准 2004 年的已审计

22.

过的帐目。根据前次外部审计的结果，委员会对外

内部审计计划（AC-1/信息文件 11）并要求 1 名外

部审计员强调在奖学金方面管理控制不足表示关

部专家对其发表意见。第二次会议期间，委员会注

心。秘书长提出他负责克服这些不足，而且在 2005

意到内部审计调查室主任关于 2005 年审计计划的

年 2 月初已采取了一些新的管理和控制行动。委员

报告，并审查了外部专家对 2005 年中期审计计划

会支持此领域的其它内部控制措施。

（AC-2/文件 9）的意见。委员会注意到，审计计划

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委员会要求秘书长尽快

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委员会注意到 2004 年的

委员会支持外部审计员的建议和在 AC-3/文

提出了一份意见声明，而不是具体的审计计划，因

件 7 附件 C 列举的秘书长的响应措施。关于外部审

此要求准备一份具体的、有实质内容的计划。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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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进行多项管理改革并回应以前审计意见时，

作外包如对信息技术的内部审计，或者第三服务方

委员会对尚未制定出一份强有力的日常内部审计

可能会更具成本效益，如对区域办公室的审计。

方案表示关注。委员会要求内部审计员作为日常事

建议 3：

务提供向执行理事会提供涵盖如下内容的报告：(i)

执行理事会：

已进行的审计调查总结；(ii)通过审计调查得出的结

3.1

论和建议；(iii)评估现有内部控制政策的足够；(iv)

要求秘书长在提出的 2006-2007 两年
期预算建议内尽快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下一年的工作设想；和(v)审计员对存在的隐患和风

3.2

要求秘书长开展审计工作需求评估，并

险的意见，以便为管理审查提供证明。委员会要求

审查把部分或全部内部审计工作外包

秘书长确保最优先考虑适当结束欺诈案，优先审计

的方案，并将此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

新的内部控制程序和驻外业务工作。

次届会报告。

23.

在第三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两份文件，

分别是“进展/活动报告：审查对关键方面的内部控

CHAIRPERSON AND MEMBERS OF THE
AUDIT COMMITTEE *

制（AC-3/文件 9）”和“2005 年 8 月 1-2006 年 6
月 30 日的内部审计计划（AC-3/文件 10）”。这两
份文件是在会议召开当天才提交的，委员会对迟交
文件表示失望。委员会注意到，审计计划并未涵盖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特别指出的所有关注领域，也未
在行动计划下明确指明查证措施以作为最优先工
作来改进内部控制。委员会注意到，在制定审计计
划方面对于经营风险评价和风险评价的区别有一
些误解，并希望未来能对此做进一步阐明。委员会

Chairperson: U. Gärtne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Germany with WMO and EC Member)
Members:
J.-P. Beysso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France with WMO and EC Member)
Brig. Gen. J.J. Kelly, J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USA with WMO and
EC Member)
J. Lengoas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South Africa with WMO and EC

Member)
K. Nagasak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Japan with WMO and EC Member)
Qin Da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with WMO and EC Member)
B. Juppin de Fondaumière (Financial
expert)
H. Wild (Financial expert)

希望在下次会议上能够审议一份内容更加完善的
2006 年度内部审计计划。该计划应解决上面提出的
问题。
24.

在第三次会议上，委员会还审议了“加强内

部监察”的文件（AC-3/文件 8）。委员会注意到，
2003 年 7 月发现的欺诈案表明内部审计工作存在比

DOCUMENTATION CONSIDERED BY THE
AUDIT COMMITTEE

较严重的不足。审计工作是根据执行理事会第 48、
50 和 51 次届会的决定和第十三次大会通过的新财
务条理开展的。另外，欺诈案调查进程缓慢也证明，
为完成内部审计任务提供不可缺少的、必要的资
源、高素质人才、专业素质和独立性是极为重要的。
根据这一认识，审计委员会向理事会建议，授权秘
书长在 2006-2007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建议（EC-57/
文件 5（1））及 2006-2007 两年期高优先活动建议
（EC-57/文件 5（2））内提出的 2006-2007年预算
金额 1,756,100 瑞士法郎内对人员做必要调整来达

Documentation considered by the First Meeting of
Audit Committee
AC-1/Doc. 1
AC-1/Doc. 2
AC-1/Doc. 3
AC-1/Doc. 4

AC-1/Doc. 5

到这些目标。
25.

此外，审计委员会还建议秘书长应通过获取

AC-1/Doc. 6

外部的咨询意见（包括外部审计员）来开展审计工

Revised Provisional Agenda
Terms of Reference of Audit Committee
Action Plan: Concept, Achievements and
Way Forward
Follow-up to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External Auditor on the Accounts for the
Biennium 2000-2001
Follow-up to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External Auditor on the Accounts for the
Biennium 2002-2003
Follow-up to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Joint Inspection Unit

作需求评估。在此评估的基础上，还要求秘书长审

*

查把部分或全部内部审计工作外包的合理性。委员

观察员与会的详细情况记录在审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报

会认识到，应考虑将一些专业性工作的内部审计工

告中。

审计委员会主席、成员或他们的代表和助理、秘书处和

88
AC-1/Doc. 7
AC-1/Doc. 8
AC-1/Inf. 1
AC-1/Inf. 2
AC-1/Inf. 3
AC-1/Inf. 4

AC-1/Inf. 5
AC-1/Inf. 7

AC-1/Inf. 8

AC-1/Inf. 9

AC-1/Inf. 10

AC-1/In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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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up to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troller
Draft Report of the Audit Committee
Financial Rules of WMO
Establishment of a Direct Communication
Line
Approval and Authorization of Fellowship
Request from WMO Members
Terms of Reference of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s Committee and Consolidation
of Procurement Functions of WMO
Terms of Reference of Property Survey
Board
The Opinion and Report of the External
Auditor on the Accounts for the Biennium
2000-2001and the Replie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Opinion and Report of the External
Auditor on the Accounts for the
Biennium2002-2003 and Replie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Management Letter on the Adequacy of
Internal Controls at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by the Joint
Inspection Unit
Review
of
WMO’s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troller
Status Activities Report and Internal Audit
Plan 2004

Documentation considered by the Second Meeting of
Audit Committee
AC-2/Doc. 1
AC-2/Doc. 2
AC-2/Doc. 3
AC-2/Doc. 4

Provisional Agenda
Draft Report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WMO Audit Committee
Action Plan Update and Follow-up to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udit Committee
Example of New Reporting Format on
Programme and Budget: Budget and
Finance Report, Status at 31 October 2004

AC-2/Doc. 5
AC-2/Doc. 6

New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Letter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Audit Off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WMO
AC-2/Doc. 7 National Audit Off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Audit Strategy 2004 for WMO
AC-2/Doc. 8 National Audit Off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im External Audit Report
to Management for 2004
AC-2/Doc. 9 Comments of External Expert on Interim
Audit Plan for 2005
AC-2/Doc. 10 WMO Follow-up Action to Interim
External Audit Report to Management for
2004
Documentation considered by the Third Meeting of
Audit Committee
AC-3/Doc. 1
AC-3/Doc. 2

Provisional Agenda
Draft Report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WMO Audit Committee
AC-3/Doc. 3 Update of the Action Plan on
Management Reform as of June 2005
AC-3/Doc. 4 Draft Report of the Audit Committee to
the fifty-seventh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C-3/Doc. 5 National Audit Off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Americas External Audit Report to
Management
AC-3/Doc. 6 WMO Follow-up Action t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Americas External Audit
Report to Management
AC-3/Doc. 7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2004
certified by the External Auditor including
its Report
AC-3/Doc. 8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l Oversight
AC-3/Doc. 9 Progress/Activity Report: Review of
Internal Control of Critical Areas
AC-3/Doc. 10 Internal Audit Plan 1 August 2005 – 30
Jun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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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总摘要第 4.2.1.1 段的附录

WMO 秘书处妇女现状
1995 年 1 月-2004 年 12 月
总体分析
1995
UG
D-2
D-1
P-5
P-4
P-3
P-2 *
P-1
G-7
G-6
G-5
G-4
G-3
G-2
G-1
合计：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

1

1

1
1
9
8
8
1

2
9
10
7
1

1
2
10
10
5
1

4
9
7
1

4
10
8
2

4
9
10
3

3
9
9
3

3
7
7
2

5
8
10
2

7
8
10
2

9
28
47
31

9
26
44
31

9
23
43
27

7
26
69
11
1
2

5
23
60
12
2

2
1
131

7
24
58
22
1
2

6
28
62
13
2

3
1
138

8
23
54
25
1
2

5
30
55
18
3

3
1
140

9
22
48
22
1
1
127

133

140

144

139

140

131

* 相当于初级专业官员

职员总数

（根据年度报告，不含临时雇员）
妇女所占比例

269

264

258

249

266

264

266

260

258

244

52%

52%

51%

51%

50%

53%

54%

53%

54%

54%

聘用情况
1995
UG
D-2
D-1
P-5
P-4
P-3
P-2 *
P-1
*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
2

1
1
2

1

3

4

2

1

2

合计：
2
相当于初级专业官员

1
1
1

1
1

3

2

0

2004
1

1
1
1
1

2
1
3

2
2

5

6

4

2001

2002

2

6

2

2
6

2

2
5

2

1
5

2

专业人员总数

妇女所占比例

2003

2004

3

2

3

112

10

1

8

2

5

1

1

1

101

11

1

5

3

8

2

6

2

1

1

104

13

1

7

3

7

2

5

2

1

102

12

1

7

3

7

2

4

1

1

104

11

1

5

3

5

2

5

1

2

108

15

1

8

3

2

1

2

6

2

3

5

1

2

109

17

1

8

3

4

1

3

6

2

3

5

2

118

16

1

6

3

5

1

7

2

3

6

2

3

1

117

16

1

6

3

5

1

7

2

3

1

1

9

3

4

1

1

100

15

1

5

4

5

5

3

1

1

3% 9% 7% 5% 11% 8% 6% 13% 7% 5% 12% 7% 4% 11% 5% 5% 14% 6% 5% 16% 6% 4% 14% 6% 5% 14% 6% 9% 15% 5%

相当于初级专业官

合计:

P-1

P-2 *

4

P-3

1

3

P-4

1

1

1

2

1

P-5

1
1

（根据年度报告，
不含临时雇员）

*

2000

D-1

D-2

UG

1999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人员 人员 /编辑

1998

人员

1997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科技 管理 翻译

1996

科技

1995

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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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总摘要第 8.2.1.18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关于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作用和运作的声明
（供决策者阅）
关键的社会经济动力

空气质量、地震和海啸警报。为了减少和缓解灾害

各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改善本国公民的福利。

的影响需要做好充分准备的 NMHS 以及政府和人

人口增长、减少贫困、水安全、粮食安全、日益繁

口，以便对各类警报作出有效的响应。在 WMO 框

荣和提高公众健康水平、安全和保障成为关键的动

架下的 NMHS 正在努力帮助政府提高决策水平，旨

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国政府必须制订和落实

在使人口适应气候变化，减轻自然灾害和持续发

行之有效的政策，提倡社会和环境管理的基本原

展。通过帮助政府和人民避开潜在的灾害，在国家

则。然而，关于环境，众所周知，我们正在面临着

建设中 NMHS 成为国家危机管理基础设施中的一

自然环境的挑战，气候变化使之恶化，反过来它威

个关键组成部分，确实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贡献

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极端天气事件引发了

者，尤其是一支消除贫困的力量。NMHS 正在携手

各种灾害，粮食安全下降，无污染的淡水减少，疾

努力，落实 WMO 多灾害防灾战略，其宗旨是在

病增加和肆虐。由于日益加快的城市化使这一形势

2010-2019 年十年间把由于与气象、水文、气候有

更加复杂化，人类居住扩大到以前荒芜人烟的地

关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率与 1995-2004 年期间的十

区，如：干旱地区、山坡、泛洪平原和海边，使人

年平均相同原因的死亡率减少百分之五十。

口暴露在有空气和水传播的疾病、炎热天气、干旱、

6．

山体滑坡、洪水、风暴潮和海啸的环境之中。

预测的方式持续监测环境。他们为政府提供了及时

1．

NMHS 正在通过对地球系统的观测和其变化

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于所有国家，尤其是对

和准确的大部分潜在自然灾害的警报，为城市规

于新兴经济体的可持续性都至关重要。这些国家在

划、可持续能源开发、汲取淡水和粮食生产提供了

自然灾害目前显得特别脆弱，灾害给发展中国家的

关键的环境信息和服务。

国内生产总值造成 10-15%的损失。只有清楚地了解

7．

这些潜在的威胁、先进的预警和充分的减灾防灾措

必不可少。NMHS 与学术界、政府部门、国际和非

施才能妥善地保护我们的社会。

政府间组织及私营部门之间适当的和可能的伙伴

2．

向政府提供上述服务工作，各组织间的合作

如果国际社会要想实现 2000 年千年宣言中制

关系有助于社会更好地根据更完整和更准确的天

订的各项目标，这些目标在 2002 年约翰内斯堡世

气、水和气候信息作出决策。这些伙伴关系提供了

界可持续发展实施计划中又得到突出体现，那么有

更好的资料覆盖率和信息处理、更高分辨率的模式

些问题必须要解决。

和更精准的、有用的专业产品，以取得社会效益，

3．

其中包括为政府和其他负责安全、经济和社会保障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作用

的决策单位提供更好服务的机会。NMHS 正在通过

自从人类社会和环境管理进入新纪元以来始

公开和无限制的资料交换政策鼓励这种伙伴关系，

终如此，天气和气候知识关系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

这些政策使 NMHS 的信息便于实时以有用的格式

面。正是在这个框架下，各国的 NMHS 拥有发现并

和廉价的方式获取。

4．

处理与天气、气候、水相关的影响人民生命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自然灾害方

未来需求

面，NMHS 赋有义不容辞的使命，让人口提前察觉

8．

灾害影响，提供个别灾害的警报，保护生命，维持

宣言内包括的目标，国际社会为其制订了 2015 年

生产率和减少财产损失。

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各

5．

NMHS 在其各自国家构成发布天气警报的一

个权威声音，在许多国家，他们还负责发布气候、

2000 年，通过国际认可的发展目标和在千年

国政府充分利用 NMHS 及其伙伴提供的持续不断
的科学技术进步，包括提供一年 365 天、每周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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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 24 小时的多种日常预警和相关服务，妥善利

务是教育和培训。如果各国政府及其公众明白如何

用后可为社会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用于减少和缓

做出响应，那么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才能见效。提

解自然灾害。国与国之间以及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的

供的信息必须容易理解而且使用方便。

框架下国际合作尤为关键。

11． 气候变化需要社会了解和评估其影响，并制

拥有良好的通信可确保按需随时随地提供。各

订必要的适应战略。通过提供有关气候系统的基本

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不间断监测环境的重要性以及

知识和气候模式的预测结果，NMHS 能够帮助社会

NMHS 具有为关键决策提供及时和准确信息的能

进行转变。

力。各国政府应当维持 NMHS 及其现代化和发展。

12． 为了完全行之有效，在 WMO 协调下必须在

10． 必不可少的是，应动员社会做好准备，妥善

社会在为减少贫困和扩大世界公民的繁荣的事业

响应各类警报。为了是准备工作得到改善，首要任

中把 NMHS 及其国际网络视为关键的伙伴。

9．

附录 8
总摘要第 11.4.2 段的附录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专家组和其他机构的人员组成
执行理事会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S. Pendlebury

–

澳大利亚

A. W. Setzer

–

巴西

J. Carrasco

–

智利

A.I. Bedritsky

–

WMO 主席（组长）

卞林根

–

中国

A. Lagha

–

阿尔及利亚

Ju Damski

–

芬兰

G. Necco

–

阿根廷

J.P. Mac Veigh

–

法国

C. Depradine

–

英属加勒比领地

W. Seifert

–

德国

孙照勃

–

中国

B. Lal

–

印度

C. Billard

–

法国

G. Frustaci

–

意大利

N. Jayanthi（女）

–

印度

Y. Kozawa

–

日本

F. Gnoumou

–

尼日尔

H. Kelder

–

荷兰

B. Soriano

–

菲律宾

S. Nichol

–

新西兰

C. Garcia Legaz

–

西班牙

M. Kristensen（女） –

挪威

R. Riddaway

–

英国

C. del Carmen

–

秘鲁

P. Thomas

–

美国

M. Mietus

–

波兰

Yu. Tsaturov

–

俄罗斯联邦

G.J.R. Goetzee

–

南非

A. Labajo

–

西班牙

N. Tokar（女）

–

乌克兰

J.D. Shanklin

–

英国

M. Bernasconi

–

乌拉圭

B. Lettau

–

美国

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和咨询组
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工作组
该工作组是由《南极条约》缔约国的常任代表
提名的成员以及尚未加入该条约但在南极积极开
展气象计划的会员的常任代表指定的专家组成。目
前的人员组成如下：

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秦大河

–

中国（组长）

A-M. Noorian – 第一副主席（组长）

H. Sosa

–

阿根廷

M.L. Bah

附

录

J.-P. Beysson

A.I. Bedritsky – 主席（组长）

M.D.Everell

J.P. Beysson

A.M.H. Isa

A.D. Moura

J.R. Mukabana

M.D. Everell

K. Nagasaka

C. Fuller

A. Ngari

A.M.H. Isa

J.Mitchell

D.K. Keuerleber-Burk

M.S. Saadallah

G. Love

R.Michelini

J R. Lumsden

（组长将酌情邀请相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

M. Mhita

家）

N.F. Ouat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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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itchell
执行理事会资料和产品国际交换咨询组

M.S. Saadallah

M.A. Rabiolo – 第三副主席（组长）

（组长将酌情邀请相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

J.-P. Beysson

家）

J.J. Kelly
J.R. Lumsden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

F.P. Mote

A.M. Noorian – 第一副主席（组长）

J.R. Mukabana

Q. uz Z. Chaudhry

S. Nair

Chow Kok Kee

I.Obrusnik

A. Divino Moura

J.K. Rabadi

W. Kusch

B.T.Sekoli

B. Kassahun

（工作组组长将酌情邀请相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

G.Love

担任专家）

P. Manso
S. Nair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

秦大河

T.W. Sutherland – 第二副主席（组长）

B.T. Sekoli

M.L. Bah

D.F. Gonzalez Cadarso

B. Kassahun

（组长将酌情邀请相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

Q. uz Z. Chaudhry

家）

秦大河
H.H. Oliva

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询组

C. Fuller

I. Obrusnik（组长）

Chow Kok Kee

W. Kusch

A. Ngari

J.J. Kelly

D.F. Gonzalez Cadarso

J.R. Lumsden

D.K. Keuerleber-Burk

M.A. Rabiolo

M.Capaldo

P. Manso
M. Mhita

执行理事会NMHS和WMO的演进工作组
*

*

合并了“执行理事会NMHS作用和运作咨询组”和“执

R. Michelini
行理事会增强WMO行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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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Mote

Chow Kok Kee

K. Nagasaka

M.A. Rabiolo

S. Nair

（组长将酌情邀请相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

N.F. Ouattara

家）

J.K. Rabadi

遴选委员会

M.Capaldo
（组长将酌情邀请相关技术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专
家）

IMO 奖遴选委员会
J.K. Rabadi（组长）

审计委员会

B. Kassahun

B.Kassahun

A.D. Moura

J.-P. Beysson

J. Lumsden

J.J. Kelly
R. Michelini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遴选委员会

K.Nagasaka

M.A. Rabiolo（组长）

秦大河

N.F. Ouattara

（秘书长提名并经 WMO 主席任命的三名财务专

J. Lumsden

家）

D.F. Gonzalez Cadarso

审计委员会建议的专题组

Vilho Väisälä 教授博士奖遴选委员会

G.Love

S. Nair（组长）

A.D. Moura

F.P. Mote

W. Kusch

R.D. Canterford，CIMO 代理主席

M.L. Bah
A.I. Bedritsky

诺伯特-热比尔 马姆国际奖遴选委员会

M.D. Everell

H. H. Oliva（组长）
B. Kassahun

执行理事会探讨和评估修改 WMO 公约可能性专

CAgM 主席

题组
W.Kusch

WMO 职工养恤金委员会

M. S. Mhita

J.-P. Beysson

K. Nagasaka

M.S. Saadallah

C.C. Fuller

T. Sutherland

附 件 A
与会人员名单
1. 执行理事会成员

2. 代理和顾问

A.I. Bedritsky
主席
A.-M. Noorian
第一副主席
T.W. Sutherland
第二副主席
M.A. Rabiolo
第三副主席
M.S. Mhita
一区协主席
A. Majeed H. Isa
二区协主席
R. Michelini
三区协代理主席
C. Fuller
四区协主席
A. Ngari（从6月23日起） 五区协代理主席
D.K. Keuerleber-Burk
六区协代理主席
M.L. Bah
J.-P. Beysson
F. Cadarso（6月21日指定）
M. Capaldo（7月1日指定）
Q.Z. Chaudhry
Chow Kok Kee
U. Gärtner（6月21-30日）
B. Kassahun
J.J. Kelly
W. Kusch（6月21-30日）
R.D.J. Lengoasa
G.B. Love
J. Lumsden
P. Manso
J. Mitchell（7月1日指定）
F.P. Mote
A.D. Moura
J.R. Mukabana
K. Nagasaka
S. Nair（6月21日指定）
I. Obrusnik
H.H. Oliva
N.F. Ouattara
秦大河
J. Rabadi
D. Rogers （6月21-30日）
M.S. Saadallah（6月21日指定）
B.T. Sekoli
R. Sorani （6月21-30日）

I.V. Shapovalov
V.O. Bakumov
（临时）
V. Kattsov
（临时）
M. Kochetkov
（临时）
N. Lozinsky
（临时）
V. Meleshko
（临时）
M.V. Petrova（女）
（临时）
A. Postnov
（临时）
N. Sikachev
（临时）
V. Trenin
（临时）
S. Tulinov
（临时）
R. Vilfand
（临时）
L. Salimabadi（女）
F. Mohammadi（女）
（临时）
A. Motiei
（临时）
P. Pourkiani
（临时）
F. Sambula
H.O. Sosa
P.F. Tibaijuka
（6月21
-26日）
（从6月
27日起）
A. Kijazi（女）
C.Y. Lam
S. Bukhari
（临时）
A. Daham
（临时）
M. L. Selassi
A. Dania
A. Ngari
（6月21
-22日）
R. Prasad
（6月21
-22日）
（从6月
23日起）
P. Garnier
A. Rubli
C. Blondin

A.I. Bedritsky的代理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I. Bedritsky的顾问
A.-M. Noorian的代理
A.-M. Noorian的顾问
A.-M. Noorian的顾问
A.-M. Noorian的顾问
T. Sutherland的代理
M.A. Rabiolo的代理
M.S. Mhita的顾问
M.S. Mhita的代理
M.S. Mhita的顾问
A. Majeed H. Isa的代理
A. Majeed H. Isa的顾问
A. Majeed H. Isa的顾问
A. Majeed H. Isa的顾问
C. Fuller的代理
Woon Shih Lai的代理
Woon Shih Lai的顾问
A. Ngari的代理
D.K. Keuerleber-Burk
的代理
D.K. Keuerleber-Burk
的顾问
J.-P. Beysson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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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 F. Cadarso的代理
21日起）
A. Khokher
Q.Z. Chaudhry的代理
M. Husain
Q.Z. Chaudhry的顾问
D. Grimes
（6月21 M.D. Everell的代理
-23日）
B. Angle
（临时） M.D. Everell的顾问
M. Béland
（临时） M.D. Everell的顾问
C. McLeod
（临时） M.D. Everell的顾问
（6月21 -23日）
（从6月 M.D. Everell的代理
24日起）
J. Meddings
（临时） M.D. Everell的顾问
S. Nadon
（临时） M.D. Everell的顾问
A. Wallace
（临时） M.D. Everell的顾问
W. Kusch
（6月21 U. Gärtner的代理
-30日）
S. Demuth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D. Frömming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G.-R. Hoffmann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W. Klein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D.H. Kranen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M. Mohr （女）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P. Paeffgen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C. Richter （女） （临时） U. Gärtner/
W. Kusch 的顾问
R. Masters
（临时） J.J. Kelly的代理
（6月21 -22日）
D.L. Johnson
（临时） J.J. Kelly的代理
（从6月23日起）
W. Bolhofer
（临时） J.J. Kelly的顾问
C. Koblinsky
（临时） J.J. Kelly的顾问
H. Lins
（临时） J.J. Kelly的顾问
R. Masters
（临时） J.J. Kelly的顾问
（从6月23日起）
J. Purdom
（临时） J.J. Kelly的顾问
D.B. Smith
（临时） J.J. Kelly的顾问
J. Stuart
（临时） J.J. Kelly的顾问
J.M. Marcos

J. Toohey-Morales （临时）
K. Turner（女） （临时）
J. Mphepya
V.K. Tsui
A. Apostolou（女）
（临时）
K. Charles（女） （临时）
L. Gordon（女） （临时）
M. Sawers
（临时）
A.C. Vieira
C.E. Carvalho Gome（临时）
M.R. Fontes Faria （临时）
（女）
O. de Moraes
（临时）
Cordeiro Netto
W. Nyakwada
F. Edalia
S.W. Kahuha
T. Hashida
K. Kuroiwa
I. Takahashi
B. Lal
（从6月
21日起）
G. Srinivasan
（从6月
21日起）
宇如聪
陈振林
（临时）
郭亚曦（女）
（临时）
高俊才
（临时）
李冬燕（女）
（临时）
刘万军
（临时）
施培量
（临时）
孙健
（临时）
乌兰
（临时）
喻纪新
（临时）
章国材
（临时）
张文建
（临时）
赵阳陵（女）
（临时）
M. Gray

J.J. Kelly的顾问
J.J. Kelly的顾问
R.D.J. Lengoasa的代理
G. Love的代理
G. Love的顾问
G. Love的顾问
G. Love的顾问
G. Love的顾问
A.D. Moura的代理
A.D. Moura的顾问
A.D. Moura的顾问
A.D. Moura的顾问
J.R. Mukabana的代理
J.R. Mukabana的顾问
J.R. Mukabana的顾问
K. Nagasaka的代理
K. Nagasaka的顾问
K. Nagasaka的顾问
S. Nair的代理
S. Nair的顾问

秦大河的代理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D. Rogers/J. Mitchell
的代理
A. Calver（女） （临时） D. Rogers/J. Mitchell
的顾问
B. Garnier（临时） D. Rogers/J. Mitchell
Schofield（女）
的顾问
J. Mitchell
（临时） D. Rogers 的顾问
（6月21-30日）

附 件 A
S. Palmer

D. Rogers/ J. Mitchell
的顾问
G. Ryall（女） （临时） D. Rogers/ J. Mitchell
的顾问
C. Smith（女） （临时） D. Rogers/ J. Mitchell
的顾问
P. Tarif（女）
（临时） D. Rogers/ J. Mitchell
的顾问
M.H.A. Doss
（临时） M.S. Saadallah的代理
M. Elewa
（临时） M.S. Saadallah的顾问
N. Hassan（女） （临时） M.S. Saadallah的顾问
A. Ibrahiem
（临时） M.S. Saadallah的顾问
M. Capaldo
（临时） R. Sorani的代理
（6月21 -30日）
F. Ferrini
（临时） R. Sorani/ M. Capaldo
的顾问
S. Pasquini
（临时） R. Sorani/ M. Capaldo
的顾问
D. Scordato
（临时） R. Sorani/ M. Capaldo
的顾问
3. 技术委员会主席
N. Gordon（6月21-26日）
C. McLeod（副主席）
（从6月27日起）
R.P. Motha
A.V. Frolov（副主席）
A. Gusev
Y. Boodhoo
B. Stewart
R. Canterford（代理主席）
J. Guddal （联合主席）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大气科学委员会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水文学委员会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WMO/IOC 海 洋 学 和 海
洋气象学技术委员会

4. 水文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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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告人
M. Glantz
C.Y. Lam
C.C. Lautenbacher
7. 国际组织的代表
A. Alus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V. Mitchell （女）
M. Yussuf

联合检查组（JIU）

C. Clark （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C. Clark （女）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

P. Basabe
S. Briceño

国际减灾战略（ISDR）

J.-P. Makosso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ASECNA）

A. Serrão

葡萄牙语国家和澳门地区气候
及相关环境问题署（CRIA）

D. Marbouty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E. Oriol-Pibernat
（女）

欧洲空间局（ESA）

J.-P. Chalon

欧洲气象网（EUMETNET）

L. Prahm
P. Valabrega
D. Williams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EUMETSAT）

G. Fleming
B. Giles
T. Molina
J. Teather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IABM）

P. Hubert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

R. List

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
联合会（IUGG）

J. Wellens-Mensah

一区协

I. Shiklomanov

二区协

O. El-Hajje

阿拉伯国家联盟（LAS）

C. Barrett

四区协

R. Raj

五区协

A. Kignaman-Soro
S.N. Sok Appadu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ACMAD）

J. Kubat

六区协

M.F.Ould
Aghdhafna

农业气象和业务水文及其应用
区域培训中心（AGRHYMET）

5. 应邀专家
P. Mason
N. Sayers

C. Charstone（女） 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
B. Sumner
（HMEI）
A. Behnam

国际海洋研究所（IOI）

附 件 B
缩 略 语 表
ACMAD
ADM
ADPC
ADRC
AGRHYMET
AHTEG
AMDAR
AMESD
AMMA
AMS
ANADIA
AREP
ASEAN
ASECNA
ASMC
ATOVS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先进分发方法
亚洲备灾中心
亚洲减灾中心
农业气象和业务水文及其应用区域培训中心
特设技术专家组
飞机气象资料延时中继
非洲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
非洲季风多学科分析
美国气象学会
评估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东南亚国家联盟
非洲与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局
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先进的泰罗斯业务垂直探测仪

BIPM

国际度量衡局

CAeM
CAgM
CAS
CBD
CBS
CCl
CDMS
CGMS
CHy
C/IAIS
CIMO
CliC
CLICOM
CLIFORUC
CLIPS
CLIVAR
CMA
CMM
CODAE
CONASTEC
COP
COPES
COST
CPA
CRED
CRIA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大气科学委员会
生物多样性公约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气候数据库管理系统
气象卫星协调组
水文学委员会
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主任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气候与冰雪圈
气候计算
面向用户界的气候预报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
中国气象局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沿海数据同化试验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缔约方大会
地球系统协调观测和预报
欧洲科技研究合作
沟通和公共宣传
灾害期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葡萄牙语国家和澳门地区气候及相关环境问题署

附 件 B
CTBTO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DARE
DETEMER
DPM
DRR

资料拯救
欧洲季节至年际预测多模式系统开发
防灾减灾计划
降低灾害风险

EAMAC
EARS
EC
EC-AGCE
EC-AGDPM
ECMWF
EMEP
EMWIN
EPS
ERA
ERP
ESA
ETR
EUMET
EUMETNET
EUMETSAT
EUROCONTROL

非洲气象和民航学校
EUMETSAT ATOVS中继服务
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
执行理事会防灾减灾咨询组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欧洲空气污染物远距离输送监测与评估合作计划
应急管理员天气信息网
集合预报系统
紧急响应活动
提前退休计划
欧洲空间局
教育和培训
欧洲国家气象部门
欧洲气象网络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欧洲航空安全组织

FAO
FOCRAII
FWIS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亚洲区域气候监测-评估-预测论坛
WMO未来信息系统

GAW
GAWSIS
GCOS
GDAS
GDPFS
GEF
GEO
GEOSS
GESAMP
GEWEX
GIFS
GMA
GMDSS
GODAE
GOOS
GOS
GPC
GPS
GSN
GTS
GUAN
GURME

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站信息系统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灾害预警系统
全球资料加工和预报系统
全球环境基金
地球观测组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海洋污染科学问题专家组
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
全球交互式预报系统
全球海洋评估
全球海上救险和安全系统
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观测系统
全球制作中心
全球定位系统
GCOS地面网络
全球电信系统
GCOS高空网络
GAW城市气象和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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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A
HMEI
HWRP
HYCOS

兵库行动纲领
水文气象仪器工业协会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水循环观测系统

IABM
IAEM
IAHS
ICAO
ICG
ICG
ICSC
ICSC
ICSU
ICT
IFALPA
IFATCA
IFRC
IGACO
IGDDS
IGeoLab
IGOSS
IHO
IMO
INSPIRE
IOC
IODE
IOI
IOTEWS
IOTWS
IPA
IPCC
IPO
IPY
ISCS
ISDR
ISO
ISPS
ITU
IUGG
IWF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国际应急管理员协会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国际民航组织
跨委员会协调组
政府间协调组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国际核心指导委员会
国际科学理事会
信息和通信技术
航线飞行员协会国际联合会
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
全球大气化学综合观测
综合全球数据分发服务
国际地球静止实验室
全球综合海洋服务系统
国际水文地理组织
国际气象组织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
国际海洋研究所
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缓系统
开发印度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国际协调会议
信息和公共事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国际计划办公室
国际极地年
国际卫星通信系统
国际减灾战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船舶与港口设施安全规则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国际气象节

JC
JCOMM
JIU
JMA
JSC

联合委员会
WMO/IOC 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联合检查组
日本气象厅
联合科学委员会

LAS

阿拉伯国家联盟

附 件 B
LCC
LDC
LRF

蝗虫控制中心
最不发达国家
长期预报

MSG
MTN

第二代METEOSAT卫星
主干通信网

NCAR
NESDIS
NMC
NMHS
NMS
NOAA
NWP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国家环境卫星、数据与信息局
国家气象中心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
国家海洋大气局
数值天气预报

OOPC
OPAG
OSE

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开放计划领域组
观测系统试验

PUMA
PWS

非洲使用第二代METEOSAT卫星的筹备
公共天气服务

QMF
QMS
QPF

质量管理框架
质量管理体系
定量降水预报

RA
RANET
RARS
RCC
RCD
RCOF
RIC
RMTC
RSMC

区域协会
无线电和因特网
ATOVS中继服务
区域气候中心
区域和技术合作开发活动
区域气候展望论坛
区域仪器中心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7LTP
6LTP
SADIS
SBSTA
SBSTTA
SCHOTI
SES
SIDS
START
SVS
SWIC

WMO第七个长期计划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
航空信息卫星分发系统
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常设机构
国家气象部门培训机构主任常务会议
单一欧洲天空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分析、研究与培训系统
标准化检验系统
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

TCP
TEAP
THORPEX
TIGGE

热带气旋计划
技术和经济评估专家组
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测性试验
THORPEX交互式全球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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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OS

红外遥感观测卫星

UAE
UNCCD
UNDESD
UNDP
UN/ECE
UNEP
UN/ESCAP
UNESCO
UNFCCC
UN/OCHA
UPU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全球邮政联盟

VARG
VCP
VCP(F)
VOS
VSAT
VSP

脆弱性和适应资源小组
自愿合作计划
自愿合作基金
自愿观测船
甚小孔终端
自愿离职计划

WAMIS
WCAC
WCC-3
WCDMP
WCDR
WCIRP
WCP
WCRP
WDC
WHO
WIS
WMO
WSIS
WSSD
WWIS
WWRP
WWW

世界农业气象信息系统
世界气候应用和CLIPS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世界减灾大会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世界资料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
WMO信息系统
世界气象组织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
世界天气信息服务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