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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主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EC) 第 50 次届会

辜会成员提供必要的洞察和智慧，指导 WMO 未来

在澳大利亚气象局局快和本组织主席 J ，

W. Zillman

展望的形成和实现，并敦促他们不要把眼光只盯在

博士的主持下，子 1998 年 6 月 16-26 日在日内瓦国

国家预算上，以帮助就第十二财期计划和预算提供

际会议中心 (CICG) 举行。

最佳的可能指导，使本组织能够在下世纪初叶承担
起全球社会的重要义务。主席谈到了关于资料交换的

1

会议组织(议题。

战略，并敦促要尽一切努力确保 40 号决议 (Cg-

1. 1

会议开幕(议题 1. 1)

12)

1. 1. 1

1998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 ，1 0 ，本组织主席

换的政策和实施方案以及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

].W. 齐尔是博士宣布本次届会开幕。

方的关系准则得到维护和加强。他认为将免费和无限

ι1. 2

在开幕辞中，主席对全体执行理事会成员、

制交换气象资料这一条纳入 WMO 公约是一大成就，

其代理人和顾问、 WMO 各委员会主席，尤其是那些

通过第 40 号决议 (Cg-12) ，在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

第一次与会者，以及联合国革统和其它国际组织的

识，但只有实现一致性，不就这些问题重开讨论，才

代表表示了热烈欢迎。全体与会者名单见本报告的附

能坚持这一成就。主席还谈到维持与对 WMO 和国家

件 A，

气象水文部门 (NMHS) 至关重要的其他机构和学科

A. A. Algail1先生、

的密切关系，以便成功地解决其在下个世纪面临的

E. W. Friday 先生、]. Hunt 教授、 T.Ono 先生、 H.M.

许害问题并实现其重要的发展目标。他意识到

Zohdy 先生以及当然成员 p. Steinhauser 先生表示了

NMHS 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认为理事会应尽一

感谢。

切可能帮助各国政府了解其 NMHS 的重要作用，了

1. ]. 3

主席对执理会离任成员

他特别对执理会在其第 49 次届会结束之际

解国际合作对 NMHS 有效地为其国家社会服好的重

任命的代理成员 p ， Ewins 先生、于 1998 年 1 月通函

要意义。他敦促理事会强化现有举措，加强 NM日S

选举的 A.

在国家一级的作用和效力。

].1.4

A. lbrahim 先生以及近期当选为六区协主

席的执理会当然成员 C. Finiziü 将军表示了欢迎。

1.1.5

他对 J-P. Beys的 on 先生新当选为 WMO 第

1. ].7

主席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政

府闯海洋学委员会(10C) 新任执行秘书 Patl' icio A

三副主席，以接替 1996 离职的 M. Ba 1..1 tista Perez 先

Bernal 教授表示特别的欢迎，并提到 WMO 和 10C

生表示祝碗，同时也对任命的第三副主席指定了许

之间已建立的重要和密切合作。在其讲话中! Bernal

多重要的任务和职责。

教授对有机会向会议致词表示感谢，认为这进一步说

主席在历史性的第五十次届会上，对怎样

明了两组织间所保持的良好关系。他对 WMO 和 10C

最好地确保届会工作成功地执行提出了他的意见。他

之间通过共同努力而取得的成果感到骄傲，特别是

同时指出了他所认为的本次届会主要期望解决的问

全球海拌服务综合系统 (IGOSS) 、资料浮凛合作专

题。这些期望包括对本组织未来清晰的构想，用干供

门委员会<DBC川、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全

第十三次大会考虑。主席对秘书长和秘书处在过去二

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 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十几年中利用有限的资金在许多非常重要的领域取

(GCOS) 。他点了一些具体活动，如涉及风暴潮预报、

得的成绩表示感谢。然而，他强调继续扩大预算的范

海平面变化研究、海冰预报、厄尔尼诺、培训和融资的

围将会使其很难达到本组织各会员的期望。他希望理

那些，他认为 WMO 和 IOC 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可以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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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包括进诸如海洋ij号染和评估这样的问题，在这

批准记录(议题 1. 5)

1. 5

执仔理事会决定用通情方式批准在周合期

些方面. IOC 希望通过联合参与各种有关海洋事务

的咨询机构而获得 WMO 的主恃。执行秘书敦促继续

间无法通过的金会记录。

加强 WMO 和 IOC 之间的密切合作，并表示需要协
调 IOC-WM。在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以便对全球重

2.

报告(议题 2)

要决策施加影响，并产生成功的结果。在此，他提到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议题 2. 1)

2.1.1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本组织主席的报

了 WMO 主席团和 IOC 官员以前开过的几次联席会

告，该报告提供了各组织机构所取得成就，主席团及

议，并建议在未来还要进行类似的磋商。

1.2

WMO 年度报告、秘书长报告和Í}区协和技术委员会

主席报告中所包吉的包描联合主办机构如政府间气

通过议程〈议题 1.2)

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和负责 GCOS 、 WCRP 和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议程见本报告附件 B 。

总体气候议程的工作组在内的其它附属机构的工作
且概况。主席提及了他认为需要赋于其更突出地位的

1.3

建立委员会(议题].

1.3.1

执行理事会决定建立三个工作委员会。这些

3)

WM。在气象卫星计划中的重要工作、在处理厄尔尼

E. Berridge. 先

诺和东南亚大火方面的成就、公共天气服务 (PWS) 的

生 1f A 委主席，儿 M. Norrian 先生为副主席;第三

发展、航空收费问题、长期计 )\11 处理的进展情况和就

副主席 J. -1'. B叮 88011 先生任 B 委主席， R. A.

本组织在联合国的未来而开展的研究活动。

Sonzini 先生为副主席 ;N. Sen Roy 先生为 C 委主席，

2.1.2

M. S. Mhita 先生为副主席。

自上次执行理事会届会以来代表执行理事会对如下

委员会分担各个议题。第一副主席 C.

1.3.2

搜照总则需 28 条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由本

组织主席和三个闻时担任工作委员余主席的副主席、

根据总归ú 第 9( 7)条，执行理事会确认丁主席

事项采取的行动 e

(a)

批准延长任朔:

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以及其它主席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秘书的任期

(i)

请的人员组成.

1.3.3

延长 12 个月到 1998 年 7 月 31 日止，

理事会决定建立若干分委会审议以下具体

。i)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高级科学官员的任期

议题.

(a)

延长 12 个月到 1998 年 7 月 31 日止 t 及

1998 -1999 年计划与预算分委会，由 Z.

( iì i)

Alperson 先生主持。该分委会向全体执理会成
员开放，其核心成员是

划处科学官员的任期再延长 8 个月到

Z. Batjargal 先生、 J

1998 年 4 月 30 日止，

P. Beysson 先生、 W ， Castro - Wrede 先生、
S. karjoto 先生、 E. A. M1.1 kolwe 先生和 U.G

批准电码子册 (WMO-No.

(b)

会，由 A. 1. Bedritsky 先生主持， G. McBean 先

1.3.4

K.

2 卷第二部

制电码中与 2000 年问题有关的补充注释，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JSC) 成员资格分委

生和 G.

306)].

分与 FM92GRlB 和 FM94BUFR 有关的二进

artner 先生，

(bl

世界气候计划司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

Ramothwa 女士为成员。

(0)

批准本组织 1996--1997 两年期预算的内部划
拨。

y.

主席向理事会报告，他收到丁一个会员国要

Takigawa 先生后来被提名为成员以代替 T.

2.1.3

Ono 先生 ω

求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理事会本次届会的要求。他向理

理事会任命 L. A. Amaclore 博士为审议执行

执理会以往决议报告员。

事会作了通报，他的答复指出 WMO 总目ú 相执行委员
会议事规则对此类参与没有作出规定，但任- EC 会

员可以根据 WMO 总则的有关规定在其希望时，携带

1.4

届会工作计划(议题 ].4)

任何作为其代理人或顾问的人员与会。

届会同意有关会议工作时间和金会、联委会

议题与工作委员会议题的分配计划囚本次届会的文件

2. 2

秘书长的报告(议题 2.

总清单见本报告的附件 C.

2. 2. 1

tI行理事会赞赏他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

2)

总摘要

3

称赞他完全提出了本组织和 NMHS 面临的有关问题

还注意到己建立了协调性项目，以促进所有 RA Vl

和挑战。该报告特别强调了诸如环境、气候、自然灾害

会员参与 RMDCN ，理事会认为 WMO 和欧洲中期安

和水资源有关的重大问题。该报告也强调了 WWW

气预报 (ECMWFJ 之间密切合作实施 RMDCN 具有

的适当职能及现代化、资料交换、有关 NMHS 的商业

重要意义，并支持六区协的要求.请秘书长安排使

化和私有化问题的处理以及气象和水文领域的性别

WMO(代表六区协的会员)和 ECMWF 之间的协议

平等。此外，该报告审议了联合国军统的改革问题、

生效。

WMO 结构调整和未来、职员事宜、财务问题，尤其是

2.3.5

准备第 13 财期的预算回理事会对秘书长在困难情况

行性研究将于 1998 年 9 月完成，计划之后不久将在

下为实施科技计划，给会员提供更好服务及提高秘书

一些国家开始实施工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努

处效率而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

力，协助开展项目实施的资金动员涌动。

2. 2. 2

报告中要求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的问题将

在有关议题下处理。

2.3.6

理事会获悉伊比利亚一美洲气候项目的可

理事会欢迎六区协在该区域建立洪水预报

和警报协调子组的倡议，并支持在 WWW 规则和实
施与协调子组活动之间进行有效协调的必要性。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洲)第+

2.3.7

二次届会和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

其是由于国家及其区域电路的联接很弱，一些区域向

报告(议题 2.3)

国家、区域和世界中心提供的资料量仍很少。特别是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席

由于缺乏消耗器材和其他基本设施包恬没有资金更

的报告，并对各区协开展活动的有效方式表示满意。

替欧米伽导航革统，一些区域在提供高空资料方面也

它赞赏各位主席在本区协的工作中为帮助其会员

越来越差。

NMHS 的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理事会同意加强各

2.3.8

区协的活动以便保证本组织科学和技术讨剧的实施。

新技术方面面临困难。对此，理事会注意到需要帮助

2.3

2. 3 -1

理事会获悉各区域普遍存在着各种缺陷。尤

理事会进一步获悉各区域数个会员在获取

理事会对巴西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分别举办

一些会员解决 1(2000 年问题"。理事会还注意到会员

三区协第十二次届会和六区协第十二次届会表示感

们担心卫星观测系统的未来变化会对 NMHS 造成影

谢，对三区协主席和六区协主席的高效开会方式表示

响，并植意到需事先进行充分通报，以便其能够为对

赞赏。

付这些变化作出计划和准备。理事会就此获悉欧洲气

2.3.2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MO 的各科学技术

象卫星应用组织(EUMETSATJ 和 WMO 己制订了

计划在各区域的实施有了普遍改善。 WWW 的实施在

资金动员战略，以便使一区协的国家能够获得将与

有些区域仍处于相同水平，而在有些区域，则有所改

EUMETSAT 第二代卫屋系统相兼容的地面接收设

进。还进一步注意到 RA 1lI建立了指导小组，旨在对

施。理事会支搏这一倡议，并鼓励进

在资料通讯网服好管理的基础上实施新的区域气象

略，以利于所有有关的 NMHS ，理事会还注意到l 特别

2.3.3

通信网 CRMTNJ 而开展必要的研究并提出建议。理事

会鼓励该小组完成其研究工作，以便能自 1999 年起
开始实施工作。

2. 3. 4

理事会满意地位意到六区协区域气象资料

通讯网<RMDCN) 的发展已进入了规划和实施阶段。

步扩大这一战

是一区协的几个会员尚未充分获得现代通讯设施，如

因特网，故要求开发伙伴协助那些要联接因特网的会
员 e 还要求秘书长就开J'NMHS 有影响的、不断演化的
新技术继续向会员提供咨询和指导。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4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1997/1998 年厄尔尼

的那些担心问题一观测网络、电信(参见总摘要第 2.

诺造成的影响，这场厄尔尼诺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了

3.7 段) ，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之后对制订实

过量洪水、严重干旱和其他灾害，造成了生命和财产

施这些战略强化计划的意见表示支持，包括与会员和

损失。注意到东南亚地区和中美洲、南美洲一些地区

捐助方一道促进资金动员工作 a 在此.理事会要求 RA

发生的严重烟 ßi部分是由子厄尔尼诺现象。理事会认

确定其会员对实施该计划的需要。理事会还要求秘书

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厄尔尼诺现象，并强调需要在国

长制订总体实施计划，以便第十三次大会讨论第 5 个

家、区域和全球范围解决此问题.在此，理事会赞扬了

长期计划 WMO 时于以审议。

秘书长采取的及时行动$向 NMHS 、决策部门和媒体

2.3.14

定期提供有关厄尔尼谱的最新情况。理事会还满意地

及加勒比次区域办事处自 1997 年初成立以来令人满

注意到各区域在 WMO 及其会员以及其他有关机构

意地履行了其职能。理事会还获悉，根据与肯尼亚政

2. 3. 9

的支持和/或发起下组织的各种气候展望论坛。理事
会欢迎这些倡议并鼓励那些有关会员继续努力向受

影响的会员提供帮助。理事会要求那些被指定的区域
专业气象中心 (RSMCl 继续开发适当的预报模式以

及烟输送模式，并向需要这些模式的会员提供产品。
理事会还获悉气候计算 (CLICOMl 系统很有用，并
获悉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 (CLIPSl 项目为支持各区
域数个会员的气候预测l 悟动而提供的此类服务。要求

秘书长继续进一步发展这些计划，并向会员提供这些
服虫子。

2.3.10

理事会同意 RA III 和 RAIV 主席的要求，

将于 1999 年召开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对 RA III 、

府签署的协议，东部和南部非洲次区域办事处已开始
运行。为建立 WMO 西南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理事

会进一步丁解到已与萨摩亚政府和南太平洋区域环
境计划 (SPREP) 签署了协议。

2.3.1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双边捐助方和自

愿合作计划 (VCP) 捐助方为各区域各国和国家集团

实施活动而提供的援助，并要求其继续提供支持以使
本组织的科学和技术计划能够得到实施.

2.3.16

理事会审议了 RA III 第十二次届会和 RA

IV 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并将其决定分别载入第 1 和
2 号决议(EC-50l 。

RA

IV 的影响区域研讨会，经执行理事会第四十九次届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议题 2.4)

2.4

会批准，该研讨会将取代气象服务对促进 RA III 、 RA
IV 国家发展的作用区域研讨会。

2.3.11

理事会获悉西非次区域办事处和北美、中美

理事会注意到Ij RAIV~风委员会开展的工

作对该区协会员的重要性，并欢迎在第十三财期期间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民会的报告 a
满意地注意到并感谢包含在本报告附 i牛 1 中委员会

提出的各项建议。理事会在各项有关议题下做出决定
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为举行委员会年会而提供资金。

2.3.12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协均担心未来 NMHS 的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7 年度会议

2.5

报告(议题 2.5)

未来人员编制方面预计将缺乏受过培训11 的工作人员。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7 年度会议于 1997 年 9

尤其是因区协在未来 4 年预计将丽临管理人员的流

2.5.1

失。进一步战意到一些会员面临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对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在日内瓦举行，本组织第一副主

其 NMHS 的发展计划产生负面影响。对此，理事会呼

席 C.

吁会员们及其他捐助方考虑提供更长期的奖学金并

2.5.2

进一步提供设备和耗材援助。

WMOWeb 服好器，并可从 www.wmo.ch/ln-box/

2.3.13

理事会考虑了会员表示的担心，并认可了现

有 RA 战略和 WMOt主期计划，以解决区协主席提出

E. Berridge 先生主持了会议井作了报告。
理事会很高兴地注意到以下两个列表巳上

lists. tc 下载:
(a)

需要技术委员会之间协调以及同其他国际组织

总摘要

主席报告(议题 2.

间合作的优先领域的列表。

(b)

5

执行理事会感谢 IPCC 主席 R.

不只一个委员会关注的附有关工作组和报告员

2.6.1

名单的协调领域列表。

博士的报告。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对大气科学委员会

2. 5. 3

2. 6. 2

6)
T. Watson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AS) 建立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CWWRP) 设想的支持@

<UN /FCCC) 京都议定书的成功结论，以及 IPCC 为

它进一步应意到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和委员会之间

此做出的贡献。理事会还特别注意到技术报告和特别

的联系必须得到协调。为此，有关委员会亘在采取行

报告已经完成，井已分发给 UNFCCC 机构。理事会欢

动。

迎 IPCC 在第二次评估报告 CTAR) 方面做出的决

2. 5. 4

理事会还高兴地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

定。

理事会认为 IPCC 应继续保持其客观性，以

CCBS) 、气候学委员会 (CCl)和 CAS 正协调统一所有

2.6.3

WMO 计划的科学定义，特别是预报时限的定义。

使 IPCC 评估对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具有价值。理事

理事会同意有关干旱和荒模化的问题需要

会同意必须保持 IPCC 为 UN/FCCC 一个独立的

在委员会之间协调并欢迎已向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

WMO/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CUNEP) 联合机构。注意

理事会同意主席们的意见，即 WMO 成员应

到在此情况下， IPCC 应严格根据其职责确定评估报

该将 GCOS 地商网络 CGSN) 作为发展改进更稠密的

告的内容，避免任何与国家政策直接相关的建议，密

国家基准气候网络的标准。这对区域以至国家范围的

切关注包括其预测方法在内的气候变化科学中的不

气候变化研究是必要的。

确定性，总绪自第二次评估报告结束以来的新情况和

2.5.5

2.5.6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们对所谓 2C ∞年问题的

新结果并提供关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可

关注，它可能在伍何计算机系统出现，因此不仅影响

持续发展信息。理事会对 IPCC 在将世界各地的专家

WWW 系统，也影响水文和气象系统。理事会因此同

参与其插动所做的努力表示满意.

意，所有技术委员会应该将该问题作为一项紧急事

2.6.4

物。

性的影响、有关京都协议实施的技术立的不确定性都

2.5.7

厄尔尼诺及其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

理事会还很感兴趣地注意到主席们对

强调区域气候变化和适应性，建议将在各个级别上稳

WMO 结构任好小组评审建议提出的观点。它对长期

定大气由室气体浓度的结果在可能的情况下载入

计划工作组已考虑这些观点表示满意。长期计划工作

TAR 报告。

组也考虑了任务小组的提议(见议题 13. 3) 。理事会

2.6.5

还很高兴地注意到在工作组的建议下，所有委员会正

CEC- 50) 。

2. 5. 8

鉴于上述原因，理事会通过了第 3 号决议

在继续研究检查委员会各职能范围，机构和议事程
序，以提高职能效率。在此，理事会注意到，鉴于农业

2. 7

气象在许多国家的重要性，农业气象学委员 CCAgM)

关于妇女参与气象和水文的国际专家会议
的报告(议题 2.7)

会考虑适当地建议建立与水文学现有的系统类似的

2.7.1

农业气象学区域顾问系统。

15-19 日在泰国曼谷成功地召开的关于妇女参与气

执行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1997 年 12 月

理事会赞扬技术委员会主席在通过主席年

象和水文国际专家会议的报告，并对泰国政府和气象

度会议对有效协调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所做出的

部门主持这次会议，美国和加拿大为组织这次会议所

重要贡献。

做贡献表示赞赏。理事会忆及第 47 次届会同意在

2.5.9

WMO 热带气旋项目 CTCP) 下组织有关妇女参与气

2.6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PCC)

象、水文及相关科学的会议。会议的最初目的是进一

第五十届#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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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使国家机构重视防灾、 J前灾的必要性，恃别是女预

人员。调查收集了信息和数据，是 1991-1995 期间有

报员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作为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

关妇女参与大气和地球物理科学的最全面的研究。

会(1 995 )的后续行动，鉴于促进妇女进步的广泛兴

研究报告将在 1998 年散发。为了了解妇女在气象和

趣，理事会于 1997 年决定拓展在 WMO 各地区气象
学和水文学会议的范围。因此来自 WM067 个会员国

水文领域的参与的长期动向，理事会注意到会议己表
示希望通过未来的调查进一步收集资料。

的 89 位代表参加了专家会议。

理事会i主意到l 会议提出了由妇女、 NMHS 和

2, 7, 5

2, 7 , 2

理事会得知专家会议的目的是为 T ，
WMO 秘书处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以达到以下 5 个

(a)

鼓励更，，:;的妇女选择气象，天气和水文为职业;

增加合适、称职的妇女气象和水文人员参与

(b)

目标 1
(a)

争取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和培训;

(b)

为男女在发展、择业和晋刑提供相同机遇，

(c)

创造一个增强职工工作效率和信念的工作环

WMO 组织机构的计划和活动，并在 WMO ，
(c)

鼓励为男性和妇女在所选择的大气和地球物理

科学领域中取得高级职位而创造均等机会。

2, 7, 3

境;

报告阐述了妇女在各自岗位上随 NMHS 发

生的变化所起的作用和进展 p 当妇女参与择业或建立
将她的排斥在外的系统时，为她们提供解决困难的实
用办法和政策以及 1996 年 WMO 为妇女参与气象、
业务水文及相关地球物理科学所作调查的分析结果。
理事会得知尽管木同的 NMHS 在工作方法相业务模

式上存在明显不同，但在涉及到妇女职业发展的每一
阶段碰到的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是进入
中学和大学享受均等培训机会的问题。妇女在

NMHS 供职后，承担家庭责任和保持工作及家庭的
平衡使得她们很难同男同事们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报告强调妇女渴望根据能力而非性别对她们进行评
价，报告请理事会注意到尽管一些女性得到了

(d)

增加女科学家参加 WMO 工作 4

(0 )

增加 WMO 秘书处女性科学家和职员的数目。

理事会已获知专家会议制定出的有关上述目标的建

议并督促会员们尽可能采取

切步骤确保这些建议

成为政策和行动，并鼓励妇女气象学家和气象学家积

极用这些针对她们的建议。
理事会通过了专家会议的会议声明。该声明

2, 7, 6

强调男性支持女性的必要性。一般来说，他们在科学，
特别是气象和水文方面应有同等发展机会。声明指出
妇女的成就会使全社会受益，并号召政府和 NMHS
局长视情况采取必要步骤
(a)

促进各年龄段的妇女和少女接受科学技术的教

NMHS 领导的大力支持开以她们的工作表现得到了

育，为以后从事气象和水文之类科学工作作准

承认，大部分女性指出在被她们的同事认可之前，她

备，

们都不得不克服某种形式的偏见，有时是故意的，但

(b)

NMHS 的就业和提升机会，保证妇女能有平等

更多的时候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

2, 7, 4

的权力接触管理发展计划;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WMO 且的调查结果

表明多数国家的女性在气象和水文职业中比例不足。

增加妇女在气象包括气候和水文方面在

(c)

确定有前途的女性候选人参加 WMO 组织机构

同时相当一部分女性在接受该领域培训后很少真正

的工作，承担专家出访、顾问咨询、向行性研究

从事这些领域的职业。调查还表明女性在 WMO 活动

相其它所需的 WMO 工作，以及提名妇女参加

和职业组织中比例不足。仅有少量女气象学家和水文

培训和教育;

学家担任本国 WMO 常任代表或 WMO 秘书处工作

(d)

保证妇女参与各国国家水文气象部门管理方面

品摘要

(e)

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其要求， CBS 通过

的地区技术大会并有所作为，并指定国家妇女

3.1.2

问题的联络员。

与 CCl 和巳AS 磋商，已重新审议了预报尺度的定义，

鼓励合格妇女申请适当空缺位置，以扩大改善

并提出一些小的改动，以便解决提出的问题。理事会

WMO 秘书处的妇女代表性。

还注意到 CBS 的意见，即对分类要定期审议，以便跟

理事会同意 WMO 区协、技术委员会和国家

上未来对大气过程和数值预报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认

气象水文局技术管理会议在鼓励妇女参与协会和地

识。理事会批准了预报尺度定义，几本报告附录!I，这

区 NMHS 工作万面起潜在作用。它要求秘书长将专

些定义将作为对全球资料处理系统手册 (WMO

2.7.7

家会议的建议引起 WMO 机构和其他组织机构的注

月 1 日起生效。

意。

2.7.8

NO. 485) 附件 1.4 的修订而载入手册，于 1998 年 7

在批准该会议报告时，理事会同意秘书长全

无线电频率问题

力支持妇女在 WMO 计划和悟动中所起作用，这同联

合国系统恩体上特别是组织专家合议时鼓励妇女发

3. 1.3

展的不断努力保持一致。它注意到已经采取步骤来实

1997 年的世界无线电大会 (WRC- 97 ，日内瓦， 1997

施针对秘书处的建议。鉴于专家会议的成功是 WMO

年 10 月 27 日

组织此类活动的第一次，以及由此激发的热情，理事

气象的问题，没有减少目前分配给气象辅助业好和气

会请秘书嵌在这方面再接再厉，在下一个财政阶段，

象卫星的无线电频率，并且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空间遥

在经费允许范围内，安排组织有关妇女参与气象水文

感和风廓线霄达对频率的需求而决定指配有限使用

界的后续会议。

的频率。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MO 的积极参

关于无线电频率问题，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11 月 21 日) ， WRC-97 涉及了有关

与，包括秘l 书处进行的有效协调，对确保气象问题在

3.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议题 3)

WRC-97 得到井识和支持是有作用的。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基本系统和支持

3.1.4

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报告

胁，特别是对分配给无线电探空频段的威胁，至少在

(议题 3. 1)

1999 WRC 之前依然存在。因此，要求 WMO 秘书处

然而，理事会注意到对气象无线电频率的威

继续就无线电频率问题进行茸耍的协调，特别是同国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报告

3.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 s. Mildner 先生的摘要报告，并对响应理事会上
次届合提出的各项要求和建议而已经采取和正在采

取的行动表示赞赏，特别是正采取行动审议全球观测

际电信联盟(!TU - R) 的协调，同时，敦促 CBS 通过

其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和会员制定长期保护气
象无线电频率的战略并且积极参与 WRC 一凹的各

项准备工作。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的实施现状

系统的设计，与此相关，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由于会

员、 CBS 和秘书处的努力并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因欧

3.1.5

米伽无线电导航系统关闭引起的资料丢失已被控制

的摘要报告，发现自第 18 份现状报告完成以来，过去

在最小范围。然而，一些地区无线电探空观测的低质

一年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然而，根据会员的报告，虽

量仍旧是令人特别担心的问题，理事会敦促 CBS 充

然区域基本天气站网 (RBSN)地面站和高空站的实施

分、有效地利用可替代技术，继续发展综合高空观测

水平仍基本照 1 日，但是最近的监测结果表明，尽管欧

系统，特别是遥感和空间观测*统。

米伽系统关闭，一些地区在无线电探空资料的获取方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了关于 WWW 实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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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仍有小的改善。然而，主要由于耗材价格的上涨，

3.1.9

使得一些会员把无线电探空观削减少到每天一次，所

主意。注意到现在让所有 NMHS 实现联网在技术上

以其他地区的资料在减少。理事会敦促会员发展替代

技术，并继续制订综合探测观测战略 B 来自航空自动

报告系统的资料的实质性增加仍在继续，但是，理事
会对这些资料格式标准化的缺乏表示关注，并要求

理事会赞同所有 NMHS 应与因特阿相联的

是可行的，但有些国家会有资金和管理上的予以严格
限制。理事会建议会员和秘书长在规划未来培训和能
力建设陆动时关注这个问题 q

理事会认为因特网是秘书长减少文件和出

CBS 继续与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和国际民航组

3. 1. 10

织 (]CAO) 合作，鼓励更多的统二代码程序。 SYNOP

版物印刷和邮得费用的途径，也是向会员撮供信息的

报告的获取仍大致保持在相同的水平，但固定站和漂

更容易、合适的手段。理事会要求秘书民获取更 .t

浮桦标站的资料获取却有一定增加。执行理事会对改

WMO 因特网服务器实施和运行情况的信息。理事会

善数据质量的进展表示欣赏。

3. 1. 6

执行理事会表示欣赏地注意到丁全球通信

~统 (GTS) 电路升级的持续进展，包括若干 64
kilobits/s 的电路投入业务和四区协新的 RMTN 的

认为因特网最终将成为从秘书处向会员传递信息的

主要机制。理事会同意秘书民应采取步骤，确保秘书
处充分认识因特网的重要性并应利用其能力而投入

完成，该 RMTN 通过卫星提供双向多点通信服务。有

足够的资金。

协议的数据通信网络服务的发展为改进型和成本效

3自 1.11

就型 RMTN 新概念的发展在技术上提供了机会，例

对实施第 40 号决议 (Cg-1Z) 关于气象和有关资料的

如欧洲 RMDCN. 气象无线电 f 描继续被更为经济有

交换，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在内的 WMO 政策

效的通信服务、特别是卫星分发系统所取代。

3.1.7

全球资料处理革统 (GDPS) 基础设施和各

主要中心业务系统保持着不断的改善，一些中心现定
期提供 7 个预报目的数值天气预报 (NWP) 产品，我

理事会注意到因特阿专题组考虑了因特网

与实践的影响。一些会员直接关注的问题是恰当使用
从因特阿获得的额外资料和产品。通过理事会同意
CBS 在注意清楚运用词汇的同时应考虑这个问题的

们注意到，许多国家气象中心 (NMC) 通过集中计算

技术层面。理事会根据议题 12. 1 讨论了这个主题的

机资源和科学人员，在区域模式的发展方面进行合

政策问题。

作，因而增加了可获得的计算机资瓶的利用，并将模
式在工作站环境下成用。 我们还注意到，在满足特殊
产品要求方面，!，SMC 的数量正在稳步增加，例如，有

9 个 GDPS 中心现在已有能力提供全球、半球和区域
范围的污染浓度和轨迹的计算。理事会对这种进步表
示赞赏，并建议进→步培训使用对会员有益的 GDPS
产品。

基本系统委员会 (CßS) 结构调整方案

3.1.12

执行理事会忆及在第 48 次周会上曾要求

CBS 研究其工作结构最有效的组织为-式，因为就其履

行责任的专业知识和资金而言，该委员会的需要远远
超过了目前的提供量"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别 CBS- l]
已设立了审查和咨询 CBS 结构调整方案的专项组，
该专项组与 CBS 咨询工作组 (AWG) 联络密切，并已

因特网的影响

向 CBS 主席提交了建议书，供向即将召开的 CBS 特
别届会(1 998 年 9 月 /10 月) (CBS-Ext. (98)) 介绍。

3.1.8

CBS 主席简要介绍了 CBS 任务组调查因特

3.1.13

理事会感兴趣地了解到这些建议是基于这

网影响的结果，他指出了该结果的初步性质，并在下

样的结论，目前 4 年一次的大型"开放式 "CBS 工作组

次届会上仔细审议这些结果。任 5于组同意因特网的影

会议体系已不再是最佳的方式。原则上，只要能找到

响是一个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将日益扩大，因为据说
在不久的将来用因特网线路替代或补充某些专用

另外方式，把所有有关会员纳入该过程，井向其通报
情况，并也让 !，A 更有效地参与 CBS 事务，则实施和
开展 CBS 的功能和任好的最有效、灵活和机动的方

GTS 线路是可行的，但同时关注不要使因特网的使

式是通过规模较小、界定明确且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

用对会员之间的资料交换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的涌动组和专题组。

总摘要

3.1.14

CBS-Ext.

(98) 将审议的建议是将该委员

会的活动分为 4 大专题或"计划领域"

9

于 2000 年问题并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为解决该问题
而采取的行动。尤其是，秘书长已向气象仪器广家写

(a)

综合观测系统，

信收集信息，并于 1997 年 7 月向所有会员发送提供

(b)

lili 恼和资料管理，

该问题信息的通函，并请会员把各自的计划告诉秘书

(c)

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和

处，以保证他们的系统，尤其是那些对 WWW 作出贡

Cd)

公众天气服务。

献的成员是 2000 年问题。还未收到许多余员，包括词

各计划领域下的前动由一"协调员"进行协调，该"协

t 区域通信枢纽 (RTH>会民的回信;许名厂家不愿分

调员"还兼任该计划领域开放工作组组长。工作组成

享各自的旧产品信息，理事会对此表示关注。

员以通信方式进行协商和通报情况。计划领域下的活

3. 1. 18

动由一些专家组/专题组负责开展，大事数里面有区

了一封信件。 1998 年 4 月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给每

域代表，通过涉及 RA 的机制进行协调。

个 RTJ-I联络员提出了要求。

3. 1. 15

理事会认为增加与 RA 的联系 .RA 在区域

3.1.19

理事会注意到 .1998 年 5 月卫给会员随后发

理事会欢迎秘书处雇佣一名顾问，制作会员

一级更多地参与规划 WWW 的实施和协调，最重要

使用的关键的气象计算机系统清单。特别是收集发展

的是更多地参与向 CBS 提供反馈信息，以及更多地

中国家会员和供应厂商的有关情况，并对会员的不匹

参与加强咨询工作组的作用将使缩构变动取得更大

配系统提出行动建议。

成功 q 理事会呼吁各区协抓住机遇井通过适当机制提

3.1.20

供协助，以便该委员会能最终通过并实施改进型的工

会(巳lMO) 在其第卡二次届会(1 998 年 5 月 4 -12

作结构口

日 JJ三讨论了 2000 年问题，并敦促会员实施 CIMO 一

3. 1. 16

为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理事会强烈支持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仪器与观测方法委员

12 通过的提议。

CBS 调整其内部工作体制的倡议，并认为这将是提高

3.1.21

CBS 效率的重要一步。理事会对 CBS 主席仔细斟酌

在列 2000 年问题网页感到高兴。可通过 http ，//

后提出的渐进方案表示赞赏，该方案是根据当前结构

www.w m o.ch/web/www/y2k-info.html 访问该

上的统验，结合实施改进管理功能的需要而提出来

网页。理事会建议所有国际互联网络会员定期检查这

的，从而有效处理 CE鸣的大量工作。理事会注意到，

些问吭，并要求秘书史上每 6 个月向所有会员提供最有

将在德国卡尔斯鲁厄 CBS-Ext. (98) 讨论的建议只

关信息的破持贝。

能粗略勾画重要机制和结构要素，一旦 CBS 犬致同

3. 1. 22

意这种意见，将在重点讨剧和职员职责中写进重要机

WMO 卢迫于 1998 年 1 月在 Bracknell 举办 2000 年

制和结构要素。可以预计在未来两年有一个学习过

问题研3才会。理事会也感谢英国向秘书处提供所需大

程 .CBS 在 2000 年应对其仔细评估。理事会同意，新

部分资金另行举办一次 2000 年问题研讨会，该研讨

结构的成功将取决于在实施 WMO 最重要计划中能

会将于 1998 年 8 月的最后一周在巴拉圭召开。理事

罩担重大责任和大量工作的人员/专家。理事会对

会建议该研讨会集中讨论具体的系统文体和解决方

CBS 工作机制的调整能达到预期目的充满信心，这种

案，提供尽可能多的实用建议，以便最大多数的会员

调整将使 CBS 在当前预算卦配框架内更加反应灵

受益。

敏、有效和对所有 WMO 计划支持有力。

3.1.23

理事会对秘书处于 1997 年 11 月建立的一

理事会感谢英国气象局提供资金井与

理事会感到高兴的是，秘书处在去年已就该

问周与所有会员两度联系 n 理事会强调 .2000 问题将
2000 年问题

3.1.17

执行理事会也及第 5 号决议 mC-49)

对所有会员产生影响 .RTJ-I运行失控将对整个
关

WWW 产生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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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理事会注意到，从已收到的答复和吸取的教

对上述信息进行分析，从而评估目前的基本系

(b)

统的状况，重点是 WWW 的关键要素，并就此

训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a)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会员仍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

(b)

(d)

(c)

如若必要，到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前及以后，在

问题的重要性;

协助和指导 WWW 的关键方面提供现行技术

虽然厂家不愿提供 1目系统的 2000 年信息，然而

指导。

清楚的是，多数 2 年或 3 年以上的自动系统会

(c)

问题起草报告，准备向下届 CBS 届会提交。

虽有秘书处(和大众传媒)的努力，许多会员，尤

3. 2

仪器与观规~方法计划 1 仪器和观规~方法委员

出问题的;

会 (CIMO) 主席的报告和第 12 次届会的报

需更新许多软件系统以保证匹配。在很多情况

告(议题 3. 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仪器和观 1m'] 方法委员会

下，那需要替换硬件和软件，

3.2.1

更新或替换不匹配系统将很昂贵。如没有外部

(CIMO) 主席 S.

财政帮助，许多会员将不能支付这笔费用。

第 12 次届会(1 998 年 5 月 4-12 日，摩洛哥，卡萨布

K.

Srivastava 先生的报告和 CIMO

理事会呼吁全体会民尽最大努力保证各自

兰卡)的节略报告草案，对委员会所有成员国自

革统，尤其是那些实时业务系统，在 2000 年 1 月 1 日

CIMO 第 11 次届会以来在届会期间所做的富有成效

后继续运转。理事会敦促捐赠国考虑向欠发达国家提

的工作表示感谢。

供技术和财政支持，以帮助它们解决这个文体。为给

3.2.2

3.1.25

有要求的会员提供建议，理事会也建议组织一个专家

理事会从 CIMO 第 12 次届会报告获知，届

会期间计划的工作多数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执行理
事会尤其欣赏地注意到IJ CIMO 指南 (WMO NO 的

组。

3.1.26

理事会要求秘书快将有关 2000 问题议题载

入未来 18 个月所有规划中的有关会议和研讨会。理
事会特别要求即将召开的 CBS 特别届会至少要讨论
该问题的以下 5 个方丽，

第 6 版的出版工作业已完成，己出版英文和法文版本
的指南，其它语盲版本的翻译工作也接近完成。

3.2.3

理事会强调在地面和高空观测的各个领域

进行 WMO 相互比对的重要性，并对所有承办情动的
东道主表示感谢。理事会建议，只要需要和有可能的

(a)

该文体概要及基本系统情况，

(b)

通信系统;

(c)

资料处理和预报;

专家撰写的仪器与观测方法系列报告一事的重要，该

(d)

高空洞洞l 系统;

系列报告包括比对的结果、专题研究和各种感兴趣领

(的

卫星业务和地丽设备。

域的情况报告。

话，应继续开展这类恬动。理事会认识到出版 CIMO

为保证在讨论时有有效的信息，理事会建议秘书长应

3.2.4

要求 CBS 所有会员在 1998 年 9 月 1 日以前提交本国

的区域仪器中心 (RIC) 的活动，除一个区域外，成员

系统现状的报告〔如通信系统和用于生产基本数据和
产品的系统)和其他平稳发挥 WWW 关键性的能力。

3.1.27

为确保现有活动能充分抵御 2000 年问题，

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保证向此活动做适当投入。理事
会高兴地注意到英国已提出要向此活动提供资助，并
鼓励其它会员考虑支持秘书处开展活动，特别成$
(a)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成功地开展了建立新

国业已从这些中心提供的有用服务中受益，特别是国
家标准仪器比对和举办仪器专家研讨会。理事会特别

强调举办技术会议和气象仪器展览作为仪器中心成

为技术转让和仪器专家与制造商之间交流信息的有
效途径的重要性。

理事会认识到，委员会为更好地满足用户提

鼓励会员对要求提供其系统现状信息一事作出

3.2.5

反应，并在 CBS 届会前整理出 CBS 会员提交的

高观测质量的要求、特别是在引进新的自动化系统

信息;

时，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理事会强调针对经济实用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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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使用的系统提出使用指导

好垂直探测仪 (ATOV凹的卫星，其设骨由美国和

原则.它也对 CIMO 开发组合观测系统、尤其是满足

英国提供。预计 ATOVS 制出的温度和温度剖面图的

用户要求的能见度测量的自动系统和具有相对优势

精确度和垂直分辨率将会明显提高，从而可提供来

的现场观测与遥感观测l 组合系统.1';\描空基系统，表

改善 NWP 预报。

示赞赏。理事会强调 .CJMO 应通过发挥其在比对、有

3.3.2

效业务化和现代技术装备误差估计方面的专业特长

输 (APT) 和 WEFAX 向数字化低分辨率图像传输

而作出贡献。

CLRPT>和低)lil信息交换 (LRIT) 的转换，理事会高

关于低分辨率的模拟自动图像自动图像传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CIMO 与其它技术委

兴地位意到秘书长向会员通报卫星拥有国的转换状

员会 &WMO 以外机构的合作已得5: 加强。它特别敦

况和计划的做法。这个转换将需要很长时间，但它将

促成员国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lsm 有关气象仪器

会大大改进许多会员获取卫星资料的可能性。鼓励秘

与观测方法的工作。

书忱地续与卫星拥有国和卫星接收设备广商进行对

3.2.6

3. 2. 7

理事会在决议，μEC'-50) 中记载了其关于

话，并将有关情况随时通报会员 u

3.3.3

CIMO 第] 2 次届会建议的决定。

理事会对 EUMETSAT 为支持印度洋试验

(]NDOEX) .暂定于 1999 年底以后，在印度洋上空放
置一颗静止卫星的举措表示感谢。

Vilho Vaisßla 教授、博士奖

3.3.4
3. 2. 8

执行迎事会 Vilho Vaisala 教授、博士奖评委

由 L Obnls1业先生、 E.

A. Mukolwe 先生和 CIMO

主席 S.K. Sri飞rastava 先生组成，建议 V.

S. Gol l1 bev

先生、 D. A. Konovalov 先生、 A. Y1.l. Simonenko 和

Ytl. V. TOVffi(l ch 女士〔均来自俄罗斯)因其发表在
Meteorolgia ì Gidrologia

1997 年第 7 期.

理事会注意到J EUMETSAT 用户论坛专题

组准备从 APT/WEFAX 过渡到 LRIT/ LRPT 版本
的活动。专题组由一区协1世界天气监测网实施工作组
主席负责。J'Jl 理会注意到次区域的许多小组也积极地

参与了这些活动。因此，执行理事会支持并同意这些
活动，同时鼓励继续与秘书处密切配合.执理会还获

PP. 108

116 上的论文 ~'Valdai 监测系统测量降水的误差估
计"而获得 Vilho Vaisala 教授、博士奖。执行理事会通

知秘书长也积极支持和参与进一步准备各类版本怕
活动，这些版本预计于 2000 年开始使用，所以执理
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此类捂动。执理会由此要求秘书长

过了评委的建议。

继续努力通过函件和 WMO 卫星活动主页通告备会

3.3

卫星活动(议题 3. 3)

员最新的情况。

3.3 , 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GOS 的空间子系统继

3.3.5

续为 WMO 会员提供关键的卫星资料。特别是日本
(GMS) 、美国 (GOES. POES) 和

EUMETSAT

(METEOSAT) 和俄罗斯联邦 (GOMS. 流星)的静止

阳极轨气象卫星计划的继续进行提供了关键资料。另
夕，令人高兴的是，中国 FY-2 定位于东经 105。赤道

上空， 1998 年]月 1 日开始业务运行。但是，执理会
注意到 FY-2 目前对地定向天线遇到了问题，阻碍
了图像的接收。执理会赞赏中国继续对其极轨和静止

理事会注意到目前的 GMS-5 的替代者将

是将于 1999 年中日本气象厅(JMAl 相交通部民航
局联合发射的事用途交通卫星 CMTSATl 。预计
MTSAT 于 2000 年 3 月投入业务运行。它将采用低
速信息传输 (LR!Tl 系统向小尺度资料利用站
CSDUSl 传输低分辨率数字图像资料，向中尺 J主资料
利用姑传输高分辨率图像资料 (HiRID)" LRIT 将传

输来自 NWP 产品和气象观测资料及图像资料的格

卫星的承诺，尤其是将于 1999 年发射下一颗 FY-2

点值 CGPV)" HiRID 和 LRIT 详细的规恪文件巳散

系列卫星。执理会还注意到美国已于 1998 年 5 月发

发给了 WMO 能收到资料的会员以及相共的组织。执

射了 NOAA'-K" 这是首枚装有新型高级 TIROS 业

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JMA 除了 LRIT 外，还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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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WEFAX 的服务到 2003 年 3 月。

来更进一步关注它们系统的两千年问题，希望这样

对地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向理事会介

的关注可以不让他们宝贵的服务，资料和产品受到

绍了其目的、目标和对 WMO 计划的贡献。理事会注

破坏。同时执理会强调丁备空间机构和 WMO 需要通

意到了它是世界所有空间机构和大量的国际计划和

过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CCGMS) 和 CEOS 继续进一步

组织的论坛。 CEOS 主要工作是尽力确保各空间组织

加强已经良好的合作。

3. 3. 6

提供的的计划和服务能以最大成本效益的方式共同
响应用户的需求。就是在这方面，综合全球观测战略

3.4

热带气旋计划 CTCP) C 议题 3.4)

OGOS) 空间部分的概念正在 CEOS 内部进行研究。

3. 4. 1

执行执理会满意地注意到自其第四十九次

由于 WMO 积极地参与， i该概念逐渐成熟。在 CEOS ，

届会以来，热带气旋计划 CTC凹的综合部分和区域

全球观测计圳 (GCOS ， GOOS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部分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

(GTOS)) 和它们的发起者以及几个象国际地圈一生

3. 4. 2

物圈计划 OGBP) 、 WCI<P 这样的计划之间-.种伙

和警报服务的重要性，理事会要求秘书沃从现有预算

伴关系正在形成。这种伙伴关系为 IGOS 确保空间和

内划拨资金支持把有潜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业务预

实地资料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框架。迄今为止， IGOS

报员的初级预报员和青年科技人员在气旋季节期间

的这个概念已经考虑了几个具体的领域以备详细评

派到 TC I<SMC 工作。理事会满意地位意到(1 997 年

估。其中也把 WMO 会员相关的事宜包括在内，比如

10 月，南非比勒妥利亚〉成功地组织的热带气旋研讨

高空测量和长期持续臭氧测量。各卫星业务机构急切

会。研讨会是为一区协西南印度拌热带气旋委员会成

希望全球观测系统空间专家组 (GOSSP) 这个 GCOS ，

员的非洲内陆国家所组织的。它还晏感谢那些组织或

GOOS 和 GTOS 联合专家组在确定将来要讨论的事

承办过关于热带气旋培训活动的会员。理事会鼓励继

宜上发挥作用。执行理事会也注意到 CBS 卫星工作

续举办此类活动，同时敦促秘书长在可提供的资金

组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在定义 IGOS a才 GOSSP 使

限额内为这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

用的主要分析工具的程序和数据库的研究方面所做

3.4.3

的贡献。 CEOS 对秘书长在过去一年中对其活动给予

会和经济影响的内容，理事会强调一区协西南印度洋

的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秘书长在出席 1997 年

热带气旋委员会、四区协赐风委员会、五区协商太平

CEOS 金会并在会上的发言是所有会员最受欢迎的，

洋、东南印度洋热带气旋委员会、政府间台风委员会

尤其是他在定义 IGOS 方面给予的支持。

及热带气旋专家组的重要性。另外，根据联合国可持

3ι3.7

IOC 通报理事会它仍然继续与附属于

续发展委员会 CCSN) 关于小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CEOS ，尤其是 WMO 的其他国际计划以进一步加强

展的决定，理事会强调了上述三个 WMO 区域协会工

空间和地面观测机构和国际计划的联络。 IOC 注意到

作组的重要性。

最近在巴黎召开的 CEOS 战略实施小组会议以及各

3.4.4

国际计划，尤其是全球观测系统空间联合 (GCOS ，

会的非常优先项目的工作，并支持该委员会在下一

GOOS 和 GTOS) 专家组 CGOSS引发挥的重要的作

个财期每年都召开届会。

用。 SIT 会议强调 GOSSP 应该是一种理想的实体，

3.4.5

它用一种适宜的方式将空间信息的要求综合起来，

太热带气旋预警升级项目"对南太和东南印度洋第五

既提供给空间各机构规划和计划之用，也提供给用

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的工作有补充作用。理事会希望

户更好理解未来资料的潜在效益。

这两个机构进一步加强协作，同时要求秘书长将其

3.3.8

理事会还鼓励所有卫星业务机构参与 GOS

认识到增强能力建设对国家热带气旋预报

关于热带气旋计划区域部分的人道主义、社

理事会注意 llJ I<A IV 交给I<AIV 赂风委员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植意到由欧盟资助的"南

要求告知欧盟。

总摘 I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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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台风委员会正在考虑除编号系统外，拟

还注意到，尽管条件困难和有后勤问题，南极基本天

使用亚洲的名字来确定本地区热带气旋的的情况，

气站网 (ABSN) 执行情况很好，主干线网上各中心收

理事会就此提请台风委员会视情况给有关会员提供

到的报告数量接近于全球平均值。执行理事会要求南

机会来协商此事宜。

极气象工作组继续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 协

3.4.6

理事会 .tz 及第十二次世界气象组织大会与

作并与国家南极计划管理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以保

IOC 、 UNESCO 和 UNEP 的共同合作下，对于风暴潮

证继续开展气象业务，特别是保证南极高空站继续开

项目的建立给予了支持，尤其在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北

展业务。理事会高兴地位意到有关南极 6 个高空站中

部。理事会对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对由一批专家组制定

有 5 个站已将欧米伽高空设备改为全球定位系统

的名为印度洋北部风暴潮减灾项目建议所作的工作

(GPS) 设备，结果几乎没有造成这一区域高空风资料

表示满意。它尤其注意到并支持丁世界气象组织秘书

的减少。理事会还感谢 WMO 秘书处在澳大利亚春季

氏在为总体项目提供重要气象部分的兴趣和努力。但

时定期提供有关南极上空臭氧层状况的信息。

是理事会认为该项目应包括一个扩大的水文部分，包

3.5.2

括在风暴潮和河水流量相互作用和联合影响含有

家和国际机构共同发起的南极业务天气预报国际研

WMO 水文学委员会 (C日y) 工作的投入。

讨会将于 1998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在澳大利亚

3.4.7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由 WMO 与其它国

理事会注意到专家组强调为了开展工作，

塔斯马厄亚的霍巳特召开。考虑到研讨会的成果对提

有关会员国家部门在给予该项目优先和从融资机构

高南极气象服务业务非常有益，因此要求秘书长尸泛

需求支持时应发挥作用，同时还需有关国际组织大

分发此次研讨会的成果。

3.4.8

力支持。理事会月初获悉 UNESCO 国际水文计划

(lHP) 政府间理事会强调了该拟议汁划的重要性，并

4

世界气候计划 (WCP)( 议题 ω

且通过了一项支持该项目同时提请 UNESα〕总干事

4.1

世界气候计划 (WCP) 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

需求资助该项目途径的决议。理事会认识到孟加拉湾

会 (CCl)主席的报告和委员会第十二次届

和阿拉伯海风暴潮已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

会报告(议题 4.1)

害而该区域的防范能力却日渐减弱。理事会感到现代
科技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和减少这类主要灾害提供

《气候议程》

了基础，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将满足该地区会员的需
要。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 关于可持

4.1.1

续性发展的建议，鉴于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的后续

构

发展，理事会恳请潜在的赞助机构最大限度地支持这

持《气候议程)) ，并已按四个重点开始启动丁各项活

个项目建议。

动@这四个重点涉及研究、应用、影响和观测。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各组织的管理机

《气候议程》形成中的伙伴

4.1.2

已表示在总体上支

理事会注意到在 WCRP 大会(1 997 年 8 月)

3.5

WMO 南极活动〔议题 3.5)

之后召开的《气候议程》战略会议上和于 1998 年 12

3.5.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行理事会南极

月在京都 FCCC 缔约方大会之际机构问《气候议程》

气象工作组组长 H. Ht\tchin町n 先生(澳大利亚)关于

委员会 (]ACCA) 非正式会议上表示的意见。这些事

该工作组在届会期间实施的活动的报告。理事会感谢

宜巴于 1998 年 4 月由 IACCA 第二次会议着手进一

有关的会员积极开展他们在南极的气象计划。理事会

步于以审议。鉴于 IDNDR 根据联大关于减少厄尔尼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食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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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若现象影响的国际合作的决议而起的协调作用，满意

悉该专题组巴召开会议，这些问题在议题J2， 1 下进

地注意到已邀请 IDNDR 参加了 lACCA 的各项审议

行了讨论 b

工作。

4.1.7

4. 1.3

理事会赞成 lACCA 第 2 次届会(1 998 年 4

月 16-17 日)的建议。理事会特别注意到 IACCA 的

观点 ι 根据新产生的环境公约及几个联合国机构内正

理事会注意到在应 EC-48 的要求， CCI 建

立了气候应用和资料愣询委员会 (ACCAD>之后，技
术委员会主席例会已提供机会，让 ACCAD 审议世界
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WCDMP) 和世界气候和应用

服务计划 (WCASP) 的进展。还注意到随着气候议程

在排列的气侯问题，应重新评估 WCP 内的活动排列。

机构问委员会的成立，而该委员会具体包括参加

为响应联大关于"国际合作减少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ACCAD 的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故 CCI 最后认为就

的决议 (52/2∞) ，理事会尤其赞同撰写一篇关于 1997

机构问事宜而育， ACCAD 的咨询功能可通过 lA巳CA

- 98 厄尔厄诺/南方搏动 CENSO) 事件回顾介绍的
建议。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巳同意协调该回
顾介绍的手技方面。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为促进《气
候议程》框架内的这项工作而已采取丁行动。琐事余

会议有效开展。

4.1.8

理事会注意 ;;;U CCI 主席的建议，同意不必重

建目前形式的 ACCAD ，理事会同意委员会问问题可
在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上予以审议，还同意通过邀请
CCI 主席参加 IACCA 的审议工作可加强巳CI 和

进一步同意 IACCA 应特别重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

lACCA 之间的适当联系。鉴于巳CI 被指定扭伍这些

的时间安排;应重点注意和适应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

计划的牵头委员会、故可将对 WCASP 和 WCDMP

的影响，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提供科技咨询的主要责任交与 CCI 咨询工作组

4.1.4

理事会敦促 lACCA 在其下次届会确定需要

机构间合作领域以制订每个领域的具体目标，并确定

保证机构问合作最有效的机制。理事会注意到，气侯
和人类健康已是《气使议程》框架中一个重点领域。理

(AWG) ，这一建议得到了理事会的批准。理事会注意
到，保证从气侯学委员会 WCDMP 和1 WCASP 的
AWG 获取科技建议的程序能与 WCRP 和 GCOS 程

序具有可比他将十分重要。

4. 1. 9

理事会高兴地位意，，11

CCI AWG 和 WMO

事会感谢 McBean 先生愿意在下次届会期间地续担

秘书处已迅速开始实施 CCI-]2 的各项建议，特别是

任 lACCA 主席，并注意到下次会议时)主任命一位新

有关 CLIPS 的。 CCI 及其会员正积极地为一系列

主席。

CLIPS 活动作贡献，如组织专家会议、对会员国的专
项调研、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开发试点项目、以及制

气候学委员会 (CCI) 主席的报告和其第十二次届会报
￡仨

订 CLIPS 行动计划。理事会还高兴地注意到 CCI--12
已建立了 CLIPS 工作组，有 6 位报告员，代表着

口

CLIPS 产品的各潜在用户行业。

4.1.5

理事会注意到 CCI 主席关于自第四十九次

4. 1. 10

但是，理事会注意到 CCI 主席对 WMO 秘书

届会以来其活动的报告。主要活动是 1997 年 8 月在

处 CLIPS 办公室在组织、监督、开展和进一步开发

日内瓦举行的 CCI 第十二次届会 (CCI-12) 。理事会

CLIPS 活动方面人员缺乏所表示的担心。该主题在议

高兴地注意到该届会取得了成功，与会人数很多。通

题 4.3-f 详细讨论。

过了第 5 号决议 (EC-5Ò) 。

4.1.6

理事会注意到 CCI-12 的报告，对就理事会

4.2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WCDMP)
(议题 4.2)

提出的一些问题而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理事会特别
注意到设立了专题组"以帮助橙清 WMO 第 40 号决

气候变化探测项目

议 (Cg-12) 关于气候资料国际交换的那些方面" ('气
候学委员会第四次届会附决议和l 建议的最终摘要报

4.2. I

告中总摘要第 6.4.4 段 (WMO

性和预测他 (CLIVAR) 气候变化探视l 联合工作组报

NO. 870)) 。理事会获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担任新的 CCI 气候变化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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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员的提名已接近尾声， 1998 年 9 月上旬拟于英国

址 (http ， !!www 自 wmo.

哈德雷中心举办指数专门工作组会议。理事会满意地

获取，并期望在网址上保持最近 12 个月的每月月刊。

远意到一些工作组的进选成员参与 UN!FCCC 第四

鉴于一些 WMO 会员目前还不能访问全球网，理事会

次缔约方会议→个评估气候网络适宜性的文件撰写

欢迎秘书处根据要求提供取自 WMO 网址上的个别

工作。理事会敦促工作组将重点放在促进气候变率和

文章或全部每月刊的文印本。关于 NMHS 复制和随

探测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气候变化指数的发展及

后分发网络版期刊的全部版本和/或文章，理事会要

IPCC 关心的其它问题。

求秘书长与材料撰稿人接洽以征求他们同意 WMO

ch/web/wcp/wcdmp/csmb)

在注意到 Gα)5 GSN 快要建成时，理事会

成员再分发其产品，前提是材料的来惊得到出明。理

敦促备会员合作制订计划来拯救和完成世界气象资

事会欢迎 WCDMP 处和 CLIPS 项目办公室进行合作

料中心 (WDC 川和 B 的包括代用资料在内的历史

以探忖关于向会民提供目前和预测的未来气候状态

资料集，使之同时拥有 GSN 站的地面资料和 GCOS

最新信息的共同的需求。因此理事会建议应优先确保

高空网络 (GUAN) 台站的高空资料。理事会满意地注

所有的 WMO 会员能使用万维网。

意到德国和日本的国家气使中心正联手制订计划来

4.2.5

监测各 GSN 站 CLlMAT 信息在 GT~ 上的分发和监

NO. 856) 第六版己于 1998 年 6 月出版。鉴于未来两

视IJA 卷 (WMO ~~ NO. 9) 荧气报告中指定的用来分发

年中出版 20 世纪气候出版物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

CLlMAT 和 CLIMAT TEMP 信息的所有站点，此

资金，理事会同意 CCl 昏询工作组的建议，即下一版

外，理事会建议，除了监测 GTS 上分发的信息的数量

《全球气候最统回顾》涵盖 199 日年 6 月至 2001 年 5

和及时他外，对信息内容质量的监测也是非常重要

月的五年期。理事会进而同意，因不印刷 4 全球气候系

的。理事会欢迎将各 GSN 站点及有关的信息放在

统回顾》而从 2000 ← 2001 年两年期预算中节约的资

GCOS 网址上的计划也理事会还欢迎秘书处为鼓励

金可用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免费或优惠的 20 世纪刊

WMO 会员提高发出信息的质量和数量而分析 GTS

物。

上 CLlMAT 和 CLlMAT TEMP 信息分发最近监测

4.2.6

成果的举措。

版物的情况，并性意到 6 月份出版了一份手册并将分

4.2.2

理事会植意到《全球气候系统回顾 ))(WMO

理事会了解到 WMO 出版二十世纪气候出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 月 20 日发布的一篇

发给 WMO 会员、潜在的出版商和作者。理事余满意

题为"根据 WMO 全球气候年度报告，厄尔尼诺造成

地注意到正在使南丹出版商参与该项目的举措并欢

了 1997 年的历史性全球刑温"的新闻简报(新闻简报

迎包括在 230 多页的二十世纪气候出版物中出售有

4.2.3

No. 610) ，并敦促在 1999 年 3 月 23 日 WMO 世界气
象日 (WMD) 前出版正式的 12 页的 1998 年年度报

告。

限的广告版面的可能性的建议，以补助向发展中国家
人员提供足够数量的书的费用。
气候计算 (CLICOM) 和世界气候信息指南服务

气候系统监测项目

4.2.4

理事会批准了秘书处停止出版文印本气候

(INFOCLIMA) 项目

4ω2.7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最近或计划中的 1998 年

在统监测月报 (CSM) 的举措，同时鼓励使用近实时

活动包括二月份在厄日尔、四月份在阿根廷、五月份

CSM 信息的可选择资源，包括让能通过因特闷进入

在俄罗斯联邦和卡一月在马来西亚举办的包括

万维网的会员读取电子版本的公报。理事会满意地位

CLIPS 培训在内的 CLICOM 区域培训研讨会。它还

意到， 1998 年 1 月至 4 月的全部每月电子版气侯系统

注意j1lj ;(Jô为创立 CLICOM 新独立国家 (NIS) 区域主

监测月刊和五月版的一些文章目前可通过 WMO 网

抖中心而在 Obninsk 举办的 NIS 培训研忖会之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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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以确定的 3 ， 1 版

4, 2, 11

CLICOM 项目软件升级，它还满意地注意到计划邀

包含用于在 1961-1990 年期间气候标准 (CLIN Ol中

请阿尔及利亚、捷克共和国、芬兰、法国、俄罗斯联邦

出版的由 WMO 会员提供全部资料的光盘。理事会同

和美国常任代表提名一名专家担任专门工作组成员

意 WMO 秘书处出版一份对该出版物的补遗和修改

以与用户密切联系，制定未来的气候数据库管理系统

内容的补充件。任何将来的变化或补充将仅从 NCDC

(CDMSl 以取代目前的 CLICOM 项目软件。理事会

数字化数据库中提供。

敦促专门工作组成员为计划于 10 月份召开的会议作

4, 2 , 12

好妥善的准备，从而为随后拟于 12 月上旬召开的

面也度资料集的光盘在英国气象局、马塞诸塞技术研

CCl 气候资料工作组会议提交具体的行动建议。理事

究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l 附气推进实验室的

会同意 CCI-12 的建议，即 CLlCOM 项目硬件升级

共同合作努力下，以分级资料格式(HDL)发行。理事

应继续向会员提供最新型的能直接适合运行伍何新

会欢迎 WMO 秘书处在 DOS 格式化版本出来后向所

的 CDMS 软件的台式计算机、软件和外围设备。

有 WMO 会员分发该版本和 DOS 格式化版本的计

4, 2 , 8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 WMO 因特网网址提供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J NCDC 正在出版一张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一张包含格点全球地

划。

气候系统!资料集 INFOCLlMA 数据库目录中所包含
的信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它还欢迎与 GCOSI

帮助会员提高气候数据管理项目

GOOS/GTOS 资料管理和信息联合小组 (JDIM别的

合作，以保证适当的联系并避免重复。它敦促 GCOS

4, 2, 13

和 WCDMP 在响应 UN/FCCC 的需求、维护 GSN 和

作组会议之后，备会员一直致力于完成出版能提供有

GUAN 站、及重要气候资料集的登记和查询等悟动

关气候资料保护和管理综合指南的文件的工作，其

中继续密切合作。

重点儿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它敦促有关该立件的

4, 2 , 9

有关 2000 年问题，理事会注意到已指定了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在 CCI 一 12 及其仔 i向工

工作以互补的方式及与完成《气候实践新指南 CWMO

一名 CCl 国际气候资料和产品交换报告员与同样指

NO , 100) 1 同样的高度重视进行。

定的 CBS 报告员协同工作，担任 WCP 协调员和 2000

4, 2 , 14

年问题的联络人。他敦促 WMO 会员应认识到有关气

式建立了资料拯救 (DARE) 1 支持职能，并己对非洲

候数据库管理和有关气候产品制作和服务的可能的

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ACMADl职员就 DAREI 缩微

硬件和软件问题。

设备的使用进行了培训。设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

理事会注意到 1997 年 12 月在 ACMAD 正

气象局保留有限的国际资料拯救协调职能。理事会鼓
励对 ACMAD 的支持.支持其本身在对上百万个记

气候数据库项目的发展

录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开展的对非洲 NMHS 职员的
在注意到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 (NCDC)

培训活动，这些记录已被拯救出来存放在缩微胶卷和

己停止印刷《每月世界气候资料 (MCDW川刊物，而代

缩微胶片上。理事会认识到 CLICOM 项目在将这些

之以在网络上提供信息时，理事会欢迎德国气象局探

拯救出的进行资料数字化处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敦促

索扩充其《每月全球气侯回顾报告》的可能性以便向

所有会员将拯救出来存放在缩微胶卷上的资料进行

无法访问网络的 WMO 会员提供足够的 MCDW 资

数字化处理。

料。 DMD 还愿意帮助 WMO 秘书处在 WMO 秘书处

4, 2, 15

得到新的正常值时向世界气象资料中心 A 和 B 及

CARCHISS) 项目中所取得的J!t展，特别是在最近两

WMO 会员通报电码手册 (WMO

1卷A部

年，在古巴和墨西哥的国家档案中发现了珍贵的仪器

分 n. 4, 1 段规定的新标准值。理事会还注意到出版

气候资料。它欢迎美国和加拿大继续提供财政支持并

1981-1990 年期间的世界天气记录的工作正在继续

敦促与研究团体密切协商以解决上述资料的具体需

进行，以及 NCDC 不打算印刷 1991-2000 年期间的

求。

4, 2, 10

NO , 306)

卷本，而宁愿将该信息放在网络上。

理事会注意到在开展存档气候历史调查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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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WCAS酌，包括

框架的有效和有益的措施。此类合作发挥了技术密集

气候信息与预测服务 (CLIPS) (议题 4.

的优势，并展示了现代气候服聋的各个方面。

.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在 WCASP 方面取得的

4.3.5

理事会回顾了.第十二次大会强调有必要把

进展，并强调了与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NMHS) 密切

CLIPS 活动与研究计划，特别是 WCRP 结合起来，并

合作进一步发展此计划的重要性，特别是气候信息和

满意地注意到，研究界越来越多地参与 CLIPS 项目

预报服务 (CLlPS) 项目。理事会重申其对在 CLlPS 项

的开发和实施。特别往意到，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参加

目实施中继续受到的限制表示关切，并要求秘书士生考

气候展望论坛 (COF) 是 NMHS 加强能力建设的一个

虑适当而紧急的行动，确保 CLIPó'项目不断取得进

有效的机制。理事会认识到这些论坛在监测 1997

展。理事会同意必须对 CLlPS 项目提供额夕支持，并

1998 年间厄尔尼诺事件和使区域气候预报达成共识

高度赞赏加拿大继续支持 CAEA 基金及提供的实物

中所发挥的作用。理事会建议，由于这些论坛具有总

交持。理事会对美国继续大力支持 C LlPS 项目表示

体效益，各国仍刘其关心，所以这类论坛的形式应进

赞赏，恃别是对其于 1995 年 10 月派遣一位专家到

一步加以完善，并考虑今后更加广泛地开展这些活

CLIPS 项目办公室工作一事。

动。

理事会注意到，除了继续并加强能力建设活

4.3.2

4.3.6

理事会未对 CLlPS 当前的和计划的活动提

动外， CLlPS 项目还需要努力建立一个框架，以探索

出质疑， 1且提请注意 b 对从气候预报领域获得的信息

提高季节尺度预报的技术水平。这个框架必须要探讨

须慎重行事，加以判断 a 理事会强调除在厄尔尼诺现

观测方面的需求、主要分析和预报甲心的作用、国家

象基础上之外，对预报不能进行广义化。在大型数情

和区域气候中心之间的有效联系，并保证为所有会员

况下，仍烦在科研方面下大量力气，以便改善结果的

的利益提供信息和产品。这"重要的活动要求 WMO

有用性，哪种努力正是 CLlPS 所鼓励的。理事会特别

几个计划之间进行密切的合作和协调，包括 WCP 、

提请注意须在用户和INMHS 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

6α)S 、 WWW 和水文和水资源计划(J-IWR) ，故要求

%:，以避免对气候预报的错误解释。

秘书长把此当作急事而采取适当步骤，确保该领域取

4.3.7

得进展。

1997/1998 厄尔尼诺事件最新的信息摘要方面开展
理事会批准了为实施 CLlPS 项目而确立的

4.3.3
目标$
(a)

的活动，其中包括在数月时间，不断更新厄尔尼诺事

件的一系列简报，并向新闻界、其它联合国机构和日
针对用户的需求，支持开发气候信息、知识和服

内瓦地区的外交使团通报情况。理事会同意 .WMO

茸的新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包括为具体部门提

秘书处和会员国主要气候预测中心在响应由气候原

供气候预测产品的能力，

因引发的危机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是本次会议讨论

确保有效地提供在科学和技术上可行的气候预

的重点。 1997/1998 厄尔厄诺事件的回顾将为恰当的

ìffll 服务，

业务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全球框架提供深入的、有益

通过国家和区域气候/气象中心，促进会员间的

的指导。理事会还强调了加强监测和诊断产品和服务

知识、方法和技术交换。

(除预报服务列)的重要性。

(b)

(c)

理事会注意 ~IIWMO 秘书处在协调提供

4.3.4

理事会强调了 CLl PS 项目中有效培训|部分

4.3.8

理事会高兴地压意到， WMO 在研究 1997/

的重要性，并同意，培训部分可包括试点和示在项目

1998 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和评价在未来开发向决策

与研究计划挂钩以及形成网络，它受到足够的重视。

部门报警的有效机制的意义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理

理事会注意到别能力建设进行了强调，并认为对

事会强调了探索类似机遇加强气候服务提供者利用

CLlCOM 和 CLIPS 培训的协调是提供气候服务综合

户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这些机遇可以展示社会和

第直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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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并让人们认同 NMHS 在备自国家的业务

应特别关注热带情况，在那些迅速增长的集合城市，

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方面有主要发言权团理事会再次

大部分人口已经直接受到了气候、气候变迁和变化的

注意到，所有会员有必要高质量地获取气候监测和指

影响。建议 CCl;在组织展示个例项目中起带头作用，

导信息，这些情息目前可从互联网上得到。理事会敦

重点是开发热浪和其它极端天气事件警报革统，这是

促秘书记研究必要的情施，以便促进高质量地访问互

由 1997 年 12 月在目内瓦召开的气候和人类健康专

联网。

家会议提议，并由 CCIAWG 于 1998 年 2 月在 E 墨求
理事会强调 .WCASP 的重点是为会员的能

斯召开的届会上通过的。还强调丁要在 Jt~ 领域及其相

力建设提供帮助，以使在气候问题上与各部门用户建

关领域继续密切机构|间的协调，特别是与 UNEP 和

立联系，并推动有关气候服好的成本效益分析在这些

世界卫生组织 (WHOJ 等组织的协调。

4.3.9

部门中的应用。这个重点应包括利用派遣的专家和提
供的专业指导材料组织培训研讨班、有关的巡回讲习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WCIRP)

4.4

(议题 4. 的

班。
4.3ι10

理事会强调，在向 NM日S 提供帮助时，应对

执行理事会记下了 UNEP 提交的 ili 展报告

4.4.1

有些部门给予特别的重视，比如·粮食生产、水资惊管

和其代表在会上作的发言。

理和人类健康。这就需要在 WCASP 和其他 WMO 计

4.4.2

国j 之间，以及 WCASP 和其他机构的计划之间建立伙

还是实施了影响评怡和响应战略计划活动。尤其记|了

伴关系和风险共担关系。气候议程就此事的组织提供

了:

了理想的框架。

(a)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尽管财政紧张. UNEP

各国家个例研究， (i) 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性评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作为 WCASP 的实施

估，和 Cii)温室气体限排经济学; (iii) UN/

机制 .CLIPS 项目把优先放在与可能的气候服务用户

FCCC 缔约方非附录一国家能力提高活动的范

的密切联系上，这一点被认为是发展气候服务至关重

围日益扩大;

4.3.11

要的一部分。因此，敦促会员要特别重视加强与用户

(b)

的联系。还鼓励会员开展气候服务的社会

4.4.3

经济和环

((气候变化和适应措施方法手册》的润色。
理事会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 UNEP 继续致

境收益方面的新研究，注意研究气候信息对决策者的

力于实施和协调气候议程重点 3. 井致力于继续与各

价值，并量化应用信息的实际和潜在的价值，特别是

气候影响评怡和响应战略国别研究小组进行合作。注

在区域或国家级的市场部门。

意到根据 UN/FCCC 秘书处的要求 .UNEP 拟开展气

理事会注意到，城市和建设气候学领域的发

候变化意识活动，以促进气候公约的第 4 条。理事会

展一直是过去几年的重点(参见总摘要第 5ι1. 6 段)。

进一步记下了 UNEP 关于以经济手段促进环境政策

得到 CCl-12 认可的热带城市气候试验 (TRUCE) 的

的新倡议，特别是在京都议定书方面。

行动计划，被认为是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一个坚实的

4.4.4

基础，建议应在有关 CLIPS 项目的进→步开发中考

GCOS. 并高兴地获悉一旦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虑 TRUCL 理事会尤其对计划于 1999 年 11 月在澳

UNEP 将考虑重新恢复与 WMO 在这个领域及在其

大利亚悉尼召开的与国际生物气象学大会共同举办

他监测活动方面的长期合作，如气候系统监测和冰

国际城市气候大会的进展表示满意。

川监测。

4.3.12

4.3.13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 UNEP 仍原则上致力于

理事会注意到，在发展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中需进一步强调在时间和空间尘不断变化的气候条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议题 4.5)

件下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生物气候学的各方面的问题。

4. 5. 1

执行理事会对 1997 年 8 月在日内瓦成功召

且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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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 WCRP 国际大会，对广泛的参与和引起的兴趣，

理事会对大会声明没有得到广泛的函告和对所提的

并对制订 WCRP 未来 10-15 年研究重点所给予的

建议未能获得更广泛的响应感到遗憾。理事会强调了

指导表示满意。大会为科学工作者、决策者和技术专

将这些建议化为具体行动的重要性，理事会获悉大

家提供了一次共同审议 WCRP 取得的成就和对迎接

会文集，包括大会声明完整案文和所1'F报告的扩大

未来十到 h五年的挑战的方法提出建议的良机。大会

摘要将在理事会后几周内提供，然后尽可能地广泛

建议 WCRP 今后十年的总体研究优先项目如下:

散发。

评估全球和区域尺度的气候系统季节

4.5.5

(a)

年际变

理事会对继续执行 WCRP 几个主要的项目

化的性质和可预报性，为业务上预报此类变化

感兴趣。 GEWEX 的重点之一就是实施一单列的大气

提供丰学基础，以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气候

/水文区域过程研究。包括整个密西西比何况域的

服好之中，

GEWEX 洲际尺度国际项目 (GCIP) 进展良好，已产

探测气候变化及成因，预测人类引起的气候变

生了众多重要结果。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其它几个主

化、区域变化、和有关海平面上升的规模和速度

要的实验也正在进行或规划中。在国际范围的大力参

( )rL 乃

与下，南海季风试验 (SCSMEXJ ，青藏高原水文气象

(b)

lPCC、 UN/FCCC 和其他公约所需的素

材)。

试验 (GAME-TlBET 和 TIPEX) 和华中淮河流域试

大会准骨的声明确定了 WCRP 在气侯科学

捡(HUBEXJ 己令人满意地开始了。事边合作是这些

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确定了将开展的一系

试验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执理会强调 WCRP

列研究挑战。声明中还强调如果各国要能够履行保障

在有效组织这些活动中发挥作用，同时这些地区的

其公民安全的基本立择，则必须更好地了解、监测、预

发展中国家要全力参与。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有 11

报和管理旱涝等自然极端现象和未来几 1" 年内人类

个波罗的海集水领域的国家参加的围绕城罗的悔的

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威胁。因此，加强通过 WCRP 及其

另一个重要区域实验 (BALTEX )1 999-2001 t~ 密试

有关的全球环境观测、研究和服务计划进行合作性的

验阶段的规划已经完成。 GEWEX 另一重要活动是在

国际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支持发展

合并卫星资料和实地观测的基础上组织几个全球气

中国家气候研究的科学能力。

侯资料项目。在全球降水气侯项目 (GPCPl 方面，预计

4.5.2

理事会高兴地获知大会声明已经提交给

会取得很大进步，因为加上了来自热带降雨测量组成

UN/FCCC 缔约方会议和联合国防治荒模化公约借

功的新资料，这些资料史无前例的提供了热带降雨系

此强调了已表达的对观测系统状况的广泛的关注和

统水平与垂直结构。

确保对基本气候观测网的资助和支持的重要性，作为

4.5.6

该行动的结果，在 UN/FCCC 第三次缔约 11 会议

理解气候变率，增强对气候变率的可预测性，完善对

(1997 年 12 月，京都)上-"致同意决议 S/CP.3一气

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估刘方面的基础研究。

候系统观测网的发展敦促"各方提供必要资澜，扭转

CLlVAR 实施计划草案初稿现已拟订，并将干 1998

现有观测网的下滑，并支持区域和全球观测系统"。

年 12 月在巴黎组织的 CLlVAR 重大会议上予以审

4. 5. 3

理事会认为 WCRP 对 CLIVAR 将促进在

理事会注意到 WMO/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议。理事会对 UNESCO 和!OC 盛情承办该会及对组

(lCSU J 几OC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以:)仔细地审

织会议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现有的 ENSO

议了大会的结论，并且 WCRP 几个主要的核心项目

(或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计划 (TOGAJJ 观测虱统，特

也正在调整和扩展以响应已确认的挑战。尽管如此 ι

别是太平洋上的热带大气

4.5.4

海洋浮标阵将肯定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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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需求中的基础部分， 1997 年发生的强烈的 ENSO

事会注意到该报告的重要性，鼓励会员适当支持其发

事件再次显示了这些系统的重要性。理事会感激有几

展，并帮助实现该建议。(参见议题 14.3)

个会员在保持热带太平洋的降标阵所做的贡献，其中

4.6.4

包括日本、美国和其他太平洋地区国家。其他正在进

包括提供观测结果以研究季节到年际问预测及多年

行的有亚洲一澳洲部分和南北美洲的全球季风环流

气候变化，在网络发展中所取得的进步。理事会特别

年际变翠的 CLIVAR 研究，具体打算有考查非洲气
候系统备时间尺度变卒，研究变化和前景的可预报
性，理事会强调了这些对改进预报的重要性。 1998 年
5 月在科特迪瓦阿比让召开了这方面的一次关键会

应意到 GCOS 的组成部分对观测基地和最近厄尔尼
诺预报所起的作用。

4.6.5

理事会尤其注意到， GUAN 和 GSN 已得到

许多会员的认可，他们同意 GCOS/WCRP 大气气候
观测小组 (AOPC) 确定的最佳实践原则。同样，全球

议，并得到了该区协许;:;会员的积极参与。

4.5.7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为达到 GCOS 目标，

大气观测 (GAW) 全球站网支持对大气成分信息的要

理事会强调了由日本气象厅、日本气象学会

和 WMO 于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神户联合举办的气
候变化监测、预测和服务国际研讨会结果的重要性，
以便继续加强 NMHS 在科学评估气候变化和提供气

候变化信息方面的作用。执理会赞赏此举。

求。在其最近的会议上， AOPC 回顾了降水观测状况，
并制订了鼓励为气候界提供额外观测信息的战略.如

果资金允许，理事会鼓励会员对现有和未来的网络继
续提供支持。

4.6.6

理事会赞赏地位意到 GCOS 计划在增加海

理事会决定了将在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

洋，尤其是资料稀少地区观测数量和质量上做的工

(JSC) 中任职的候选人名单的最后建议。该名单将与

作也这些新观测是 GCOS 、 GOOS 和 WCRP 之间密切

ICSU 和 IOC 进行讨论，以便挑出离职成员的替换人

合作的结晶，是通过联合发起的海洋气候观测专家组

选或延长这些人员的任期。

(α)PC) ，尤其是 WMO/IOC 的 IGOSS 组成部分来

4.5.8

实现的。从 GCOS/GTOS 地球气候观测专家组

4.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议题 4.6)

(TOPS) 计划中，理事会也高兴地注意到根据 GCOS/

4.6.1

执行理事会对收到的 GCOS 报告表示感谢，

GTOS 气候地面观测小组 (TOPC、)的计划，地球观测

并对该计划的不断进步感到高兴。理事会获悉，第七
次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JSTC) 会议与公众信息专题

理事会了解到 GCOS 谅解备忘录的情况。理

事会尤其欢迎加强伙伴关系来支持该计划。理事会注
意到，几处术语的变化(如:将 JSTC 更名为 GCOS 指
导委员会、将联合规址。虫、公室更名为 GCOS 秘书处)

,

突出了三大全球观测系统 G30S (GCOS , GOOS ,
GTOS) 的相似性。它们都是由 WMO 联合发起的。

4.6.3

植展和生物圈的需求。从国家和区域调集现场地面生
态监测系统 (TEMS) 或并保证随时获取的工作在继

研讨会己于 1997 年 9 月 22-26 日在荷兰一起举行。

4.6.2

的进展。现正对几小网络进行巩固，从而满足水圈、低

理事会注意到， UN/FCCC 第三次缔约方犬

续进行。为保证向与气候有关的问题提供水立信息，
理事会注意到了 GCOS 和 HW]，计划间的密切合作。
理事会注意到，在世界水循环观测系统 (WHYCOS)

组成部分中所取得的选步是对 GCOS/GTOS 需求的
一大贡献。

4.6.7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GCOS 在空间观测和

信息管理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GCOS 在;:;年以前就
建立了专家小组来处理这些问题，现在，他们己能满

会阐明了在气候公约有关条例中规定的系统观测的

足 G30S 的要求。理事合注意到两个专家组在制订综

必要性。尤其是， UN/FCCC 要求就观测网络，包括

合观测战略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GCOS 、 GOOS 和 GTOS 中的气候因素撰写报告。理

4. 6. 8

理事会回顾了 JSTC 掘出举办由国家代表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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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建议。但是，由于资金紧张，会议计划没有

观点，即目前的职责是适当的，并与 CAS 在支持

j;:大进展。另一种选择是， jSTC 建议 GCOS 与 GOOS

WMO 计划中表现出的作用一致。它还支持 CAS 的

合作，并考虑为一系列区域会议寻求财政支持，从而

观点，即本委员会认为鉴于正在对 WMO 整体结构进

使各国进一步参与观测活动。理事会敦促感兴趣的会

员与 GCOS 计划一起召开这些会议，从而为政府代表
提供一个机会，审议其在 Gα)S 发展中、尤其在气候
议程方面、在 UN/FCCC 及其国家利益中所能起的作

行审议，有必要强调 WMO 备技术委员会，特别是
CAS 在规划和实施主要计划插动中的重要作用。委
员会希望它能提出在必须以尽可能的最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地续开展此类活动的同时，确保各技术委员会

用。

4.6.9

理事会赞赏那些对 GCOS 计划，包括调配人

员，为差旅和会议提供资金，最显著的是改进其国家

的实际影响在未来的 WMO 工作安排中不受削弱也
是很重要的。

观测系统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会员。理事会强调了会
员继续给以支持的必要性，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加大支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 (2000-2009 年)

持。COS ，帮助满足其重点观 rmlJ 需求，这样可从棕合

系统中。

5.1.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议题 5)

5.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本次届会有关第五个长

期计划的建议方针己反映在本委员会的报告中。

些

具体的意见已经直接提请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5. 0.1

组注意。

根据评选委员会的建议，执行理事会将 1998

年 WMO 研究奖授予钟青(中国) ，他的论文是"物理

全球大气监测 (GAW)

守恒律保真格式构造与数值预报斜压原始方程传统
谱模式改进研究"和 R飞阳el E. Treadon 先生(美国) ,

5.1.4

其论文摘要鹿为 "NMC 全球资料同化系统的物理初

先领域并注意公众对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普遍认识和

始化"。

5. O. 2

关注，理事会注意到有关 GAW 的 J!l→步发展和实施

理事会重新建立评选委员会，其中由 A.

Bedritsky 先生、 P.
生和l

报告反映了 CAS--12 和第十二次大会的优

Leyva - Franco 先生、 S. Karjoto 先

G. K. Ramothwa 女士组成。

活动继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一系列的重要支持悟动

如教育和培训、质量控制和科学评估程序，使网络得
到进一步扩展。理事会认为这些活动是维持 GAW 计

5. 1

大气研究和环榄计划 (ARE酌，大气科学委

划的连续和良好的资料质量的重要步骤。会员将可以

员会 (CAS) 主席的报告和委员会第十二次

通过定期分发的 GAW 信息简报了解有关细节。理事

届会报告(议题 5. 1)

会对 GAW 网络的长期缩护表示关注，并鼓励承办国
政府进一步提供支持及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尤其支

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第十二次届会报告

持发展中国家的那些 GAW 站。这种协议在获取
GAW 中的关键问题零配件上特别有用。而且鼓励扩

5.1.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大气科学委员会第

十二次届会上以鼓掌方式当选 CAS 新一任主席的

A. Eliasse_l1先生提交的报告。理事会还感谢 CAS 前
主席 D. J, Ga-L1ntlett 先生在其八年的主席任期中所做
出的杰出贡献。

大 GAW ，但要采取谨慎的渐进步骤，以保证该计划能

长期维持下去。

5. [. 5

有关国际资料和产品的交换，理事会位意到

该委员会认为， WMOGAW 资料中心采用的规定与

理事会在审议 CAS 第十二次届会报告时，

经其第 49 次届会审议的 WMO 资料中心资料获取管

对其开展 tli动的方式表示满意。它还同意该委员会的

理初步规则基本一致。 CAS 主席敦促及时提供对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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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W 评估和公告必需的资料. CAS 对研究活动的原

项目 TCl

热带气旋运动和强度

则草案的影响的意且在 12. 1 项议题下介绍。

项目 TC2

热带气旋气候变化评估

项目 TC3

热带气旋登陆预报

项目 Ml ，

有关东亚季肉的研究措施

项目 M2 ，

长期亚洲/非机|季风研究

项目 M3 ，

美洲季风研究

项目 AZ1 ，

热带干早和包括 ITCZ 在内的相

5.1.6

有关城市环境活动，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该委员会同意 WM。在城市环境研究和管理方面可
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该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受到该委
员会的欢迎，这不仅是因为它符合大量 WMO 发展中
会员及发达会员的需求，而且还因为它认识到城市环

境的管理需要特别的关注和 NMHS 在该方面可发挥

关的致雨系统

重要的作用这一现实。鉴于这一预见，理事会支持该

委员会的强烈建议， WMO 应增加其在城市环境中的

项目 LAM1 ，

有限区域模式在热带国家的应用

理事会认识到这些项目中对于未来研究有

作用并在下一个财务时期的 GAW 活动范围内，在执

5. 1. 10

行理事会 /CAS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联合工作组的

着很大的范围一一特别是热带气旋登陆预报技术与

指导及与世界天气研究 t十划 (WWRPl 科学指导委员

WWRP 的合作它鼓励加强类似的协调研究活动。

会宿切协调下提供新的城市环境气象研究计剧。它应
与 GAW 计划密切联系并得到。该计划的重点将在
于.第一、帮助 NMHS 处理城市环境问题;第二、更好
的阐述城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及区域和全球环境问

题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如污染和气候变化)。

5.1.11

理事会还应意到ICAS 项目 TC2 科学指导委

员会关于气候变化对热带气旋的影响综合报告所提
供的结论及 CAS 的建议 MPWMO 会员应将该报告的
全部结合其自身的业务进行审议并鼓励继续开展有
关热带气旋和其它灾害性天气系统方面的气候变化

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工作。理事会还注意到遥控无人探测飞机计划所取得
的令人欣慰的进展，该计划很快将把无人驾驶探测飞

5.1.7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CAS 在天气预报研究活

机提供会员供业务使用。

动中的方针并同意 CAS 的建议，将目前的甚短期和

短期天气预报预报研究计剧和中长期天气预报研究
i-I 如IJ 合并建立 WWRP ，以此作为 CAS 的一个新 ii

划，这一举措将两个相应的 CAS 工作组合并成
WWRP 科学指导委员会，以此作为委员会的新工作
组。此外，理事会确认同意 WWRP 的总体方针，特别

是其任务、目标及该委员会报告确定的战略.

5.1.8

理事会欢迎该委员会赋于 CAS/JSC 数值试

验工作组 (WGNE) 更重要的作用以支持 WWRP 数

云物理学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5.1.12

执行理事会肯定了 CAS 在促进对与云物理

和化学有关的手-学的理解及将该知识、转化为实际应
用如人工影响天气中继续发挥的积极作用@建议应继

续保留这一重要作用"
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第 12 次届会有关建议的报告

值悟动及作为 CAS 诸如热带气象研究和 WCRP 活

5. 1.13

动间的联系，在其主要作用中， CAS/JSC WGNE 将确

科普里， 1998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3 日)节略报告，执

保双方的利益，即 CAS NWP 的改进和 WCR 榈合模

式的发展。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考虑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的第 12 次届会(斯

行理事会通过了第 6 号决议<EC-50) 。为此，理事会

赞赏 CAS 为使本组织在大气科学研究领域保持领先
所付出的努力。

5. 1.14

理事会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保留一个白

在审议该优先计圳时，执行理事会赞同 CAS

询机构，以提供权威性咨询，并组织开展有关全球大

重新确定热带气象研究领域项目的活动。这些项目被

气成分以及有关物理特征长期监测活动的科学评估。

确认如下 l

为此理事会通过第 7 号决议<E C- .10) 。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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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理事会一致认为应当设立一个咨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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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 (SAG) 的一系列组织和组建问题，旨在就 GAW
各方面的技术问题提供咨询。

构，以提供云物理和化学领域的科学技术，使其在大
气科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发挥关键作用。前几次大

5, 3

天气预报研究计划(议题 5 ， 3)

会要求继续开展这一领域的活动。因此理事会通过了

5, 3, 1

执行理事会以赞许的态度注意到 1997 年 10

第 8 号决议 (EC-50) 。

月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临时科学指导委员会把
大方向转移到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方面，随后

5, 2

全球大气监测 (GAW)( 议题 5 ， 2)

得到 CAS 第 12 次眉舍的批准。理事会一致认为

5, 2, 1

执行理事会对 GAW 以质量保障为中心，并

WWRP 计划内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将会增进了解并将

根据 GAW 战略计划决议，细化网观测计划的不懈努

实现两个主要渠道预计出现的技术动向

力表示满意，而 GAW 战略计划的建议确立了工作重

WWRP 自己开发的技术，以及作为特别有利于天气

点，并将指导该计划在下个世纪的发展。理事会还注

预报研究和发展而由 WWRP 认可的技术。理事会对

意到 GAW 对出现一些问题作出迅速响应的能力，诸

在此领域完成的工作表示赞同.此外，预报示范项目

如.紫外线<UV) 辐射增加，或援助东南亚受烟雾困扰

也将成为 WWRP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展现并

的会员模拟由于生物质燃烧所造成的大气污染消散、

正式量化那些通过增进了解和启用技术所带来的效

输送、化学变性和沉降的过程。对于后者，已经向东南

益。为了确保实现 WWRP 的效益，理事会鼓励 WMO

亚国家提出了一个针对 1994 年事件的具体项目，作

所有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

为 1997 事件期间提出各项实时建议的依据。另外，

5, 3, 2

1998 年 6 月在新加坡召开了一个专家组会议，讨论

WMO 联合举办的第→次抄尘暴国际研讨会(叙利亚

有关东南亚大火的科学和业务方面问题，会议涉及

阿拉伯共和国，大马士革 .1997 年 11 月〉以及 WMO

这一重大环境事件的诸多方面问题 I 服务工具、现有

国际动力延伸预报国际研讨会(法国，图卢栋! 1997

的任务特征与监测、观测、模拟、社会经济影响、厄尔

年 11 月)均取得了成功。

尼诺影响及预测等。除了这些活动之外，理事会对南

5, 3, 3

美全球环境融资 (GEF) 项目的完工和各会员为扩大

的资料同化技术无疑将为大气科学和海洋学研究工

GAWj舌动而付出的努力表示满意。

作，以及为业务数值天气预报提供非常有前景的和功

由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阿拉伯国家联盟与

理事会注意到，各种新观测系统和日趋先进

关于城市环境活动，理事会第 49 次届会赋

能强大的工具。对此，理事会对加拿大大气环境局主

于其专家组一项职责，即同时作为 CAS 的工作组，理

动提出于 1999 年 6 月在魁北克市举办 WMO 第二次

事会满意地得知，已经编写并广泛分发了一个名为全

气象海洋观ìj!U司化国际研讨会表示欢迎，并鼓励

球大气监测网:城市环境一一紧急焦点的实况通报

WMO 会员的专家积极参与上述研讨会。

5 , 2, 2

〔实况通报 NO ， 14. 1997 年 9 月)。另外，理事会支持

特设专家组正在制定中的一项新的城市环境气象研
究计划，以便提交给下次大会。

5 , 2, 3

理事会注意到 GAW 战略计划中确定的一

些活动已经开始实施，该计划是执行理事会第 49 次
届会通过的一个涉及 GAW 长期发展的工作文件。{盲

5, 4

热带气象学研究计划(议题 5 ， 4)

执行理事会颇有兴趣的审议了 CAS 有关这
一重点计划的报告，并同意 CAS 的意凡，即:不断需
要有提供专家昏询的概泉。因此，理事会对重新组建

热带气象研究工作组表示欢迎。理事会还强烈建议并
欣慰地注意到各有关方面将继续支持工作组和培训

动包括，在执行理事会专家组的监督下，召开特设业

会议，提供参考材料，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工作，支

主于支持小组 (OSG) 会议，提供有关四个特设科学咨询

持所选定领域的各项计划。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24

5.5

云物理学和化学以及人工影响天气

理事会强调，为了能协助 NMHS 开发和改进其自己

研究计划(议题 5.5)

的公众天气服务， WMO PWS 计划需要有强大的基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有关专家组的

础，具备充足的财力和人力。理事会认为为进一步发

指导下，云物理和化学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正

展和加强 PWS 计划，应提供充足的财力回

在执行之中。该专家组也是 CAS 的工作组。理事会性

6. 1. 4

意到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有助于提高对云物理、化学及

PWS 和其他科技计划之间开展积极合作的重要性，

相关科学的了解，也有利于把知识转换成实际应用，

并鼓励 PWS 确定对气候倩息的计划需求。如 1997/

如:人工影响天气。

1998 厄尔尼诺时期所展示的那种信息已成为公众关

鉴于 PWS 计划的交叉性，理事会强调了在

心的重点，特别是因为其与灾害性和极端夭气事件有

6.

应用气象计划 (AMP) (议题 6)

关。另外，政府和私营部门、广大公众和其他用户通过

6. 1

公众天气服务 (PWS) 计划(议题 6. 1)

利用天气相气候信息将能够作出更使的决策，将导致

6. 1. 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PWS 计划进展报

减少风险和改进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强调虽然可向公

告，对尽管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该计划实现的发展

众提供的气象信息日益增费，例如通过因特网和国际

和在实施其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理事会忆

广播媒体.但这些信息常常需要专业气象人员作认真

及 CBS 己建立了公众天气服好工作组，包括作为核

的解释，以便为正确决策提供有益指导。就此，理事会

心成员的公众天气服务区域报告员。该工作组首次会

同意应在 PWS 计阳l 内对散发和演播预报和警报问题

议讨划于 1999 年举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纠正在Jl!

给于特别的重视，并协助会员确定其对合适系统的基

行各种活动以启动该工作组，特别是通过于 1998 年

本需求。

召集核心成员专家会议。专家会议的首要目标是回顾

6.1.5

PWS 计划的发展和实施，审议公众天气服务方面的

报的活动日益增多，这类活动对人们认识这类服务是

区域重点并在长期计划的框架里以那些重点为基础

由 NMHS 向公众提供的这一点产生的影响应给子特

提出建议。

别的重视。同意虱然 WMO 为确立最佳作法己采取了

理事会同意鉴于国际广播媒体传播天气预

理事会感到高兴的是 1997 年制订并向会员

一些步骤，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傲。因此，理事会建议

散发了问题调查表，以帮助评估会员 PWS 计划的现

WMO 通过 PWS 计划，应继续与广播组织的代表谈

状。对问题调查表的答复非常积极， 100 多个会员提

判，使 NMHS 在提供用于媒体广播的资料和产品方

供了信息，理事会对正在筹备的《公众天气服务实践

面的作用得到适当标注。理事会重申通过媒体有效地

指南 (WMO-NO.834)))扩大版表示满意。理事会要

发布天气预报和警报来提供 NMHS 的知名度方面的

求调研分析的结果要向所有会员提供，既用于指南扩

重要作用。在此，满意地注意到自 1995 年以来，英国

大版的制订，又用于确定机会，进一步处理 PWS 计划

气象局已向一区协会员提供了 10 套电视天气播放系

的战略目标。理事会还欢迎一本新的有关 PWS 的小

统，而且目前正在计划再提供 3 套此类系统。理事会

册子的问世，该书总体介绍了公众天气服务的广阔范

对英国表示感谢，并鼓励其他会员考虑类似形式的援

围。美国对问题调查表的分析和指南扩大版的筹备给

助。

予了支持，理事会对此表示感谢。

6.1.6

6.1.2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关于 2000 年悉尼奥

理事会同意 NMHS 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摞于

运会筹备情况的信息@获悉澳大利亚气象局协助悉尼

其是否有能力在应用领域提供充分和有用服务。因此

奥运会协调小组规划和安装了专门气象设施，为满足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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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的需要而提供特定预报。至少用英文和法文提

会建议委员会鼓励农业气象服好的用户出席该研讨

供天气公报，作为对运动员和国际来访人员的专项公

会。

众天气服务，视奥运会协调小组同意与否，正在争取

6. 2. 4

把公报翻成其他语亩。另外，将利用各种媒体包括英

区域的代表，从而得到加强，区域代表由区协主席提

特网来散发美气信息和预报。该信息还可通过与澳气

名，应使工作组具有指导应用气象计划在全球性项目

象局奥运会专门网址连接在 WMO PWS 主页上获

上实施的权力。

取。

6.2.5
理事会重申 NM日5 的最根本作用之一是开

6.1.7

理事会通过了 AWG 的意见， AWG 应有各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 CAgM 活动方面取

得的进展，特别是出版了大量的报告团理事会对秘书

展有效的公众天气服务，以支持生命和财产安全。强

处委员会开展各项活动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口

调通过与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合作提供公众天气和警

6. 2. 6

报服务， NMHS 可为减少因自然灾害

如热带气

方面的培训洁动，尤其是于 1997 年 11 月 10 至 14 日

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作出贡献，进

在印度浦那举行的农业'气象服务用户需求研i寸班和

而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些活动可认为是

于 1997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在马里已马科举行的

NMHS 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此，理事会支持加强 PWS

农业气象资料管理和应用区域研讨班。理事会完全支

计划的能力建设活动，支持与 WMO 其他科学和技术

持在已拨资金范围内继续开展此类培训|活动。

计划协作，继续高度重视 PWS 计划中的教育和培训

6. 2ω7

部分。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区域范围组织了数项培

采取的措施，如 IGBP 国际地回-一生物圈计划、

训活动，有与欧洲联盟南太平洋热带气旋预警服务升

WCRP 和国际人类因素计划 CIHDP1 合作的用于分

级项目在纳迪联合举办的创论会(1 997 年 9 月) ，在

析、研究和培训的全球变化系统 CSTART1 。理事会

比勒陀利亚举办的两次研讨会，另一个在布拉格举办

敦促 WMO 继续参与 START 委员会的活动。

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是与 WMO 科学计划合作组织

6.2.8

的，这已成为-项成功的作法。理事会对斐济、南非和

公约<UNC 二 DJ 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筹备的两本小册

捷克共和国等国政府主办这些培训活动表示感谢。

子。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为支持 UNCCD 而开

旋和大洪涝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开展了许多农业气象

理事会完全支持秘书处为加强国际合作而

理事会夸奖了秘书处为联合国防怡荒模化

展的各种其他活动。

6. 2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 CCAgM1 主席

6. 2. 9

的详细报告(议题 6.21

MUMM 国际奖的提名数量和质量的建议。理事会批

6. 2. 1

执行理事会夸奖了农业气象委员会主席提

理事会批准了提高 Norbert Gerbier 一

准了评选委员会对 1998 年度 Norbert

Gerbier-

交给理事会的有关该委员会活动的出色和简洁的详

MUMM 国际奖的建议，并同意 1998 年度奖颁发给

细报告。

B. D, Santer 先生、 K. E. Taylor 先生、 T. M. L. Wigley

6.2.2

理事会夸奖了委员会筹备的文(件牛

先生、 T. C. Johns 先生、 P. D. Jones 先生、 D. J. Karoly

丽向 2刽00∞丁年及以后"~'该文 i件牛使 WMO 农业气象 i计十划

先生、 J.

有机会再度成为关注的重点。理事会高兴地随意到该

Penn盯先生、 V.

委员会在向会员提供服务时遵循了同一和有效两个

Schwarzkopf 先生、 R.

原则。

生，他们的论文题为"寻求大气热结构的人类影响"，

6.2.3

理事会对召开二十一世纪的农业气象

需

F. B. Mitchell 先生、 A. H. Oort 先生、 J. E.
Ramaswamy

先生、 M.

D.

J. Stouf{er 先生和 S. Tett 先

于 1996 年 7 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要和远景国际讨论会的计划表示祝贺，该讨论会可使

6. 2. 10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会员参加下次 CAgM 届会。理事

MUMM 国际奖选拔委员会在全面审议了提交的论

理事会 1999 年度 Noroert

Gerb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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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提交了一份报告。理事会注意到选拔委员会未

到， WAFS 资料和产品应用研讨会已举办了三次，一

能提出授奖论文的建议。但是，理事会决定，鉴于该

次会议在英国的里丁，由英国气象局主办 .WMO 协

奖的重要性，应该再次邀请 1999 年度奖的提名，提

办，另一次在巴拉圭的亚拉枉，与美国一起举办。理事

名最后期限为 1998 年 9 月 30 日。理事会要求选拔委

会对委员会于 1997 年 11 月在捷克井和国的布拉格

员会在 1998 年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向 WMO 主席提

举办的有偿服务研讨会，和另一次于 1998 年法国气

出建议以便做出决定。

象局与 WM。在法国图卢兹共同举办的火山灰研讨
会的积极性表示满意。

6.3

6. 3. 1

理事会还获悉，飞行前和飞行时所需气象情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主

6.3.5

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6. 3)

报保障 (PROMET) 的 CAeM 工作组于 1997 年 6 月

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主席 C.

H

举行了会议，并恃别讨论了当前 WAFS 最后阶段的

Sprinkle 先生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介

实施情况和进展、培训和 WMOt主期计划中的航空气

绍有关在实施世界区域预报系统 (WAFS) 中取得的

象。理事会注意到 CAeM 航空气象先进技术应用工

进展、培训|的成果、为反映新的航空需求而对 WMO

作组 (ATEAM) 的成员参加了几个与航空气象学有

技术规则所做的变动和在增加提供实时的全球高质

关的技术大会，并且出版了四期简报让所有感兴趣的

量和高分辨率的自动化航空报方面所做的努力 ω 理事

专家都了解到航空气象学的各个方面。理事会尤其感

会赞扬了委员会的工作并对其主席在 WMO 航空气

到高兴地是 ATEAM 从 1995 年成立以来举办的三次

象学中多年的杰出领导表m 满意。

会议都没有让 WMO 出钱。

6.3.2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AFS 卫星接收器和

6.3.6

理事会注意到. ICAO 理事会于 1998 年 3 月

显示终端的安装和业务运行。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在

11 日ii!i过了 ICAO 附录 3 的 71 号修正件

达到 WAFS 最后阶段所取得的进步，包括用二进制

导航:标准和建议措施，它详细阐述了航空对气象服

代码 (BUFR) 对 WAFS 重大天气预报 (SIGWX) 产品

务的要求。 ICAO 附录 3 在细节上已作修改，与 WMO

进行的传输测试，批准 15 个区域预报中心 (RAFC) 中

技术规则 [C.3.1J是一致的。理事会注意到，为执行修

9 个的职责向伦敦和华盛顿世界区域预报中心

正案 71.WMO 技术规则 [C. 3. 3J

(WAFC)转移。另一重大决策是在 WAFS 例行广播

式和准备及其附件一范表和格式要作相应的变更，已

产品中增加 6 小时和 36 小时风和温度预报，以满足

由 PROMET 进行了修订，并由 CAeM 主席代表航气

航空业好需求。为适应区域飞行业务的不断增加及扩

展的双引擎业务，尤其为满足图解格式的中层重大天
气和积冰预报，已开始进行方法调查。

6.3.3

对因航空气象服务私营化和采用竞争方式

向航空提供气象服务而导致收入下跌和 NMS 的不
稳定表示关注。 CAeM 主席指出收费和私营化问题将
继续为本委员化议程中的高度优先重点，同时也认识

到围绕国家主权的微妙问题也很普遍。

6.3.4

理事会获悉 .WAFS 的实施在取得进步的同

时也在培训上花了较大工夫 q 理事会十分满意地注意

国际航空

飞行文件的格

委员会予以批准。在第 9 号决议 (EC-50) 中，理事会

批准了 WMO 技术规则在 .3.1J根据 ICAO 附录 3 修
正案 71 所作的修改，并进一步批准对 WMO 技术规

则丘.3.3J及其附件作出的相应变更。

6.3.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第 49 次届会的

建议 .1997 年 11 日在荷兰 De Bílt 召开的预备会之

后，建立了飞机气象数据中继 (AMDAR) 小组，有关
会员参加了 1998 年 3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成立大会。
理事会批准了 AMDAR 小组成立大会的报告，并特
别批准了 AMDAR 小组的职责和 AMDAR 基金及其

未来的工作计划。

6.3.8

理事会获知了专家组最初的工作计划，该计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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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旨在在短期内解决一些非常优先的事务，其中包括

极大重要性，并敦促所有运行自愿观测船 CVOS) 的会

国家和区域的 AMDAR 计划的配合，这需要依托改

员作出安排，按商定的标准格式并根据商定的程序

善形式的标准化和报告时间问隅，促进资料交换和质

(细节载于《海洋气象服好手册 (WMO-NO.558)))

量控制，以及执行两个试点项目，一个在南部非洲，另

向全球收集中心提交船舶报告。理事会进一步赞赏地

一个在中东，上述两个地区的高空资料都特别匮乏。

注意到俄罗斯已开始在其责任区域实施 GMDSS ，并

理事会重申已经重新重视了飞机自动气象

已制订了全国协调也长期海洋计划，它包括各种$海洋

报告，从而大大增加了全球高质量和及时的高空资

活动，俄罗斯水文气象局是该计划实施支持的负责机

料，尤其是资料缺乏地区。在这方面，理事会非常高兴

构.

地注意到 AMDAR 专家组的目标就是改善 GOS. 理

6.4 , 2

事会表述了其观点，即尽管 AMDAR 计划由 CAeM

于支持 GOOS 和 GCOS 对全球物理海洋资料特别是

负责，但 AMDAR 资料应使多数其它 WMO 计划受

一般海洋气候模式的需求。它肯定了采取快速行动来

益.理事会强调了 CAeM 和 CBS 对专家组工作的作

处理此类需求的实施的重要性，井因而强烈支持

用，同时敦促 WMO 会员与专家组合作井全力支持它

WMO 和 IOC 在准备此类观测的具体实施计划中所

开展工作。

做的努力和 CMM ， IGOSS 和 DBCP 在 GOOS/GCOS

6, 3, 9

理事会注意到目前正在非常合理地制订用

实施中的直接参与。鉴于海洋资料对业务气象、海洋

6, 4

6 , 4, 1

海洋气象学和有关的海洋活动计划;海洋气

服务和全球气候监测和预报的重要性，它敦促这些

象委员会 (CMM) 主席的报告(议题 6 ， 4)

机构及所有海事会员进一步加强其在实施和维护业

执行理事会绕有兴趣并满意地注意到自

务海洋观测系统方面所做的努力。

CMM-12 以来的 12 个月中在椎动和实施本委员会

6.4.3

届会期间工作计划上所取得的重大战展。它特别高兴

1998 国际海拌年 CIYO) 而选择的"天气、海洋和人类

地注意到 WMO GMDSS 海事广播系统朝着全面实

生活"。除有关该主题的 WMD 简报、景象和其他宣传

施的方向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对所有有关会员在

材料外，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MO 为庆祝这一重

支持海事危险方面所做的大量和现行的努力表示祝

要年份所做的其他贡献，包括参加在里斯本举办的

贺。理事会进一步肯定了推动海洋巧染紧急响应支持

Expo'98 展览、捐助产品给试验性联合国海拌地图

系统 CMPERSS) 实施的重要性，并因而敦促有关会

集、在有关的海拌刊物上使用特别 IYO'98 徽标及在

员参加 1998 年 7 月在 Townsvil1e (澳大利亚)召开的

本年中开展其他各种该主题的悟动。它敦促会员也尽

国际 MPERSS 研讨会，该会民由澳大利亚气象局、

可能在区域层次上开展活动以支持国际海洋年。

IOC 、国际气象组织 CIMO) 和 UNEP 共同主办。理事

6, 4, 4

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由日本和美国正在进行的

建议， EC-49 届会决定对加强 CMM 和 IOC 之间的

实现历史海洋气候观测资料 Kobe Col1 ect阳1(神户收

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与 IOC 共同主办 CMM 的可能性

集)数字化的工作，它包含约六百八十万个报告，覆盖
1890 至 196。这段时期，并将资料纳入由美国国家海

洋大气局 CNOAAJ 继持的综合大气海洋资料集

理事会忆及 WMD 199日的主题是为尊重

理事会忆及，根据 CMM-12 有关该议题的

开展综合研究，其结果须提交本次届会。 1997 年 7 月
的 IOC 大会也随后作出类似决定。在此方面，理事会
高兴并满意地出意到由 D.
问，澳大利亚)和 J.

R.

J. Linforth 先生 CWMO 顾

Wilson 先生(lOC 顾问，加拿

CCOADS) 。关于总的海洋气候资料，理事会强调了这

大)为秘书长准备的本次研究结果。

些资料对全球气候研究以及对提供各种海洋服务的

6, 4, 5

理事会忆及， WMO 和 IOC 之间在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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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S 、 GCOS 和 WCRP ，以及在 CMM 现有工作中许

究建议，即应建立一个与 WMO 技术委员会具有相似

多方面的协作.同时，它也认识到:

地位和职责的 WMO/IOC 海佯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机

(a)

迫切需要一个充分协调和联合的机制来实施提

构。该机构将取代现有的 CMM 和 !GOSS J联合委员

出的用来支持，i!í用 GOOS/GCOS 海洋气候模

会并作为一个报背和协调机制来负责整个现在和未

式的海洋和洋商气象资料需求，以及及其它

来的 WMO 业务悔洋计划活动。新机构的职责将包括

GOOS 发展需求 t

目前 CMM 和 !OC 的职责，以及协调和管理业务海洋

许多其他海洋用户日益要求广泛的气象和海拌

观测系统的实施以支持 GOOS 和 GCOS ，

两种资料和产品;

6.4.8

需要更好地协调和管理现有的 WMO 和 !OC 与

组织都有一些语义困难，但同时同意，鉴干其高度重

海件相关的活动，以减少重复和重叠，提高效率

要性，这些困难不应干扰该项目概念的实施。故要求

和减少两组织的费用，

秘书长在 WMO 主席团成员和 !()C 官员的适当协助

通过更好地利用两组织在政府层次上提供的名

下，继续向 IOC 执行秘书就此进行磋商，以便达成双

样和广泛的专业知识和设施而获得潜在利益;

方都满意的方壤，提交大会。理事会进一步同意，征得

期望通过加强国际跨学科合作给 NMS 带来利

IOC 的同意后，该新机构的会议，包括会前文件和会

益;

后报告，应由 WMO 和 IOC 轮流资助。所建伍何工作

通过合理安排现有的与海洋相关的机构和情动

组一半的会议应由 WMO 资助，另一半自 !OC 资助，

及由 WMO 和 !OC 共同资助海洋和海洋计划活

这样每个组织承担的费用就大体相当.秘书处支恃由

动预计能带来的大量费用节约，

WMO 和 IOC 按照目前为 !GOS~ 作的主排联合提

(b)

(c l

(c! )

(时

([)

关于该机构的具体名称，理事会应意到对两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J !OC 执行秘书已表示

供。理事会建议， WMO 从该过程中取得的节余应保

对继续促进其组织与 WMO 之间的合作予以支持，特

留在海洋气象及相关的悔洋学情动计划预算内，用

别是对由联合顾问在其报告中介绍的建议目标及其

以支持 WMO 内有关海悴情动不断扩大的需求。理事

细节。执行秘书承认每个组织都需要在关子新机构的

会对新机构建议的具体职责草案见本报告的附录三。

正式协议范围内保存其自己的利益和权限，并保证将

与此同时，理事会认为这些职责范围还应包I插1;)，则附

目前的审议结果向即将召开的 !OC 执行理事会届会

录三(基本文件 1 (WMO-No.15)) 中所载的 WMO

转达，并在 !OC 里尽一切可能确保其成功。他特别强

技术委员会一般职责的某些方商。故要求秘书长与

调该倡议作为在实施 GOS 方面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IOC 执行秘书进行磋商，在进一步制订建议时，对职

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 !OC 作为串头机构的

责范围草案作适当调整。理事会最后要求秘书长与

GOOS 。理事会成员对将 CMM 和 !GOSS 合并成为新

IOC 执行秘书和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协商，准备适当

的 WMO/IOC 联合机构这一建议的目标和概念普通

的文件，其中包括在经审议第十三次大会之后使该建

表示大力支持，同时敦促不管其最终形式如何，该新

议生效的决议草策。

6.4.6

机构应至少维持并如果吁能的话，进一步加强 CMM
在 WMO 中的现有地位和作用。对该新的联合机构在

7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HWRPl (议题 7)

国家一级的协调方面有可能出现困难表示丁一些保

7. 1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HWRl' l ，委员会主席

留意见，虽然同时注意到该机构本身也能促进并协助
此类协调。

的报告(议题 7.1)

7. 1. 1

执行理事会出意到l 水文学主席K. HoHl.I s 先

鉴于上述情况，并根据 IOC 执行理事会于

生提供的由该委员会才二个月以来承担的油动的情

1998 年 11 月作出的类似决定，理事会因此支持该研

况，特别是在 1997 年底举行的 3 个 CHy 工作组会议

6. 4. 7

总摘要

29

况，特别是在 1997 年底举行的 3 个 CHy 工作组会议

限资慌。特别是，理事会表示希望目前的包括日OMS

的结果。位意到以新的方式制订了 CHy 专家的工作

办事处在内的职位空缺能不久得到补充。它还认识到

计划并注意到已邀请 UNESCO 、国际水文科学学会

向 WMO 区域办事处提供水文专业知识将帮助评估

(]AHS) 和一系列有关专家参与其工作。有关专家的

和解决水文和水资惊领域的要求。

满意答复应视为确认将委员会的有关活动与更广阔

7.1.7

的水文界联系在一起臼

领域，特别是有关洪水预报和预警系统方面，它欢迎

理事会认识到 200 口年问题还可能影响水文

理事会获悉关于向潜在用户更多地提供《水

CHy 主席的建议， HWR 司应利用 WWW 内从事的杰

文实践指南 (WMO-NO.168 川、水文技术规则、业好

出工伴优势，向水文界提供关于该问题的性质和如何

水文多用途系统<HOMS) 部分和其他水文技术信息

解决的建议。

7.1.2

的建议。

7.1.3

理事会获悉 AWG 以 HOMS 指导委员会的

7.2

身份就 HNRC 的责任和 HOMS 新部分的提供做出

业务水文计划 (OHP) ，基本系统，应用与环
境(议题 7.2)

了决定。根据 HWRP 树对水文基本系统的目标，指导

7.2.1

向执行理事会通报了该计划下的各种活动，

委员会还考虑了把 WMO 日OMS 办公室发展成情报

特别是在水资源评估领域为支持一系列教育、培训及

交换所的潜力，例如通过维持和散发水文技术的水文

与 UNESCO 合作而提供的支持。理事会注意到水资

WJ(指南.

惊评估.审议国家能力手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西班牙
注意到委员会积极参与了第五个 WMO 长

语，并已经计划为促进该手册的使用举办→系列的区

期计划第 6.5 章的起草工作，并应理事会的要求，进

域培训班。其中为南部非洲举办的第一个班于 1998

一步开展有关水文资料交换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这

年 7 月上旬举行。

些问题由理事会分别在议题 12 和 13 下审议。

7.2.2

7.1.4

理事会注意到在减少水灾及 HWRP 和 TCP

理事会性意到，在世界银行、欧共体和法国

间目前合作领域内所开展的活动。并获悉了气候和水

政府的支持下， WHYCOS 目前受到越来越窑的关注

问题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在 WCP 一水下，及期望与第

和取得很大的发展，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其对于全球

二届国际气侯与水大会(1 998 年 8 月，芬兰，埃斯波)

水文信息系统的贡献价值。它认识到IWMO 秘书处其

共同审议的其宗旨和内容。

它各有关司在与 HWR 司合作实施 WHYα)S 项目中

7.2.3

的重要性，特别是 WWW 和 TCO 司。因此，它对秘书

产破坏和生命损失。特别是，它也及在过去 12 个月中

长建立用于协调秘书处和外部各部分汁划活动的工

洪水影响欧洲许多国家而造成的巨大破坏。理事会强

作机制表示满意。理事会欢迎法国和美国分别对西非

调要求 WMO 继续提供洪水预报和警报方面的适当

和中非 (AOC)

指导。在此，它赞赏六区协建立洪水预报和警报协调

7.1.5

-

HYCOS 和加勒比 (CARIB)

-

理事会注意到，洪水继续造成全球巨大的财

HYCOS 项目提供的支持。注意到对发展厄罗部盆地

分组以加强欧洲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在解决该问题

及威海和里海地区 WYHCOS 部分的兴趣。

中的合作上的决定。

7.1.6

认识到，正如下面的议题 7.3 所提交的，继

续扩大 WHYCOS 的精动和从 WMO 外部增加要求

7.3

与水相关问题的计划(议题 7.3)

对在 WMO 秘书处 HWR 司的有限职员造成丁极大

7.3.1

理事会获悉了与 CSD 工作有关的淡水问题

的压力。秘书长因此鼓励最佳地使用提供给该司的有

的许多重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 98 年 1 月在哈拉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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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 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成果，和 CSD 第六次 (98 年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

4 月〉届会的决定和建议。理事会注意到这些发展将

会对 WMO 作用和未来工作而产生的影响。特别是，
它欢迎高级政府层次重视对信息系统、谈水资源评估

和提供和交换有关水资料的要求。

7.3.2

还对增加水领域的国际机构和计划表示了

一定的关注。要求秘书1;(:关注这些发展并在与此类新

机构建立合作协议中持谨慎态度。 WMO 的资漉只能
用于能明确地使会员能从本组织负责领域受益的地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教育

培训专家组 1998 年 1 月 19 日

23 日在日内瓦世界

气象组织秘书处召开的第 17 次会议的报告，并对专
家组成员的激情和承诺及他们对 WMO 教育培训活

动的宝贵支持表示赞赏。理事会认为，主述会议所提
出的各项提议和建议将发挥重大作用，以确保 ETRP

计划具有远见，同时又具有迎接目前及未来各种挑
战的能力。因此，理事会发表以下意见并作出有关决

方。

7. 3.3

8.2

以上考虑促使理事会再次确认 WMO 内

HWRP 计划的重要性。从科学和业好两个角度来看，
它对水文学和气象学及使 NMS 和国家水文部门

(NHS) 的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都具有重要性因而使
水文学在本组织有其固定的家。面临的挑战为要加强

水文学在 WMO 内的作用，在此应再次关注 CHy 主

席向第 12 次大会有1 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就该方
面提出的建议。注意到，已对应第 12 次大会的要求
而由 CHy-l0 提出的其它活动建议作了费用估算，

并被载入秘书长下一个财期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中。
还再次提及将区域水文顾问列为理事全职成员的建

议。此外，还建议将一名在教育和培训问题上有经验

定。

8.3

理事会认识到，为了更好地发挥专家组目前

作为理事会咨询结构的作用，有必要重新审议该专家
组的职责，正如第 1 口号决议 CEC-39)二执行理事会
教育培训专家组和第 9 号决议 CEC-'46) 一对执行理

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职责汪国的补充所规定的那样。
理事会相应作出决定，通过决议 10CEC-50) 。

8.4

为了使水文学有恰当的代表来处理与水文

学和水资源有关的事务，理事会任命 CHy 教育与培
训方面的专家， Ban der Beken 教授〈比利时布鲁塞尔
大学水文学实验室)为其教育与培训|专家组的成员。

面向人才开发的培训活动

的水文学家包括进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这
在随后的议题 17.8 下讨论。

7.3.4

理事会也使意到 WMO 和 UNESCO 及许多

其他国际组织在水事务方面目前开展的合作。

8. 5

理事会注意到l 四区协教育培训需求特设工

作组的结论和建议，而建立该工作组是为了探讨四区

协各 NMHS 部门当前管理和业务的工作重点和未来
发展趋势。理事会赞同该工作组的建议，即，上述特设

8.

教育和培训计划 (ETRP)(议题的

工作组的以下建议可适用于其它区协
(a)

概述

8.1

为保持各 NMHS 的发展，在今后几年内，专业
人员需要获得有关新领域的技能和知识吹口。遥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教育和培训计划

感、中尺度气象、气候变化等)并能够适应竞争

(ETRP) 下的各项活动。理事会强调指出，为了高质有
效地提供关键的气象、水文及相关服务，具备训练有

环境的挑战;
(b)

建立合作方式的电子通信系统，该军统提供电

素的人员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对于会员国成功实施

子邮件、国际互联网中 NM日日的网址，作为制

WMO 各项计 ~Ú 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建议 ETRP

作和分发教育培训计划的手段。

下一财期的预算至少应该与当前财期的预算保持同

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为实施上述建议

一水平(见总摘要第1l .10 段)。

而动员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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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理事余赞赏各会员、联合国机构和其它国际

组的某些成员自愿带队并尽可能分祖评议悟动的费

组织参与主办以及联合举办培训iI浦动，并希望他们将

用。

一如继往，举办更多类似的培训iI活动。理事会同意专

8 , 11

家组的的观点，即， WMO 应当鼓励开展有关季

年

措，帮助各 RMTC 充分利用技术的进步:理事会一致

际及长期气候预测利用方面的培训活动，以及在双边

同意，重点应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并保持 RMTC 的

和区域合作计划下开展适当专业培训 I[ 活动。理事会还

网页。与此相应，理事会鼓励认捐者支持 RMTC ，提供

建议应该考虑为综合大学的农学院和专门农业学院

建立国际互联网联系所需的硬件和软件。

准备农业气象的教学大纲，以为农业系统培训iI应用气

8, 12

象学。它强调农业气象学的未来要通过一个有科学意

间寻求加强合作的途径，无论是在经验交流方面还是

识旦懂丰 a 学的农业界来坚强。

在培训|资金方面。就此，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国家气

理事会希望，告会员国应当采取行动和举

理事会建议各会员应在它们的培训I[ 机构之

对此，理事会认为，对各会员培训需求进行

象部门培训机构负责人常务会议 (SC丑OTD 所开展

一次全面调查，作为适当评价和规划 WMO 教育与培

的各项活动。理事会承认上述会议参与了 WMO 教育

训活动的客观基础，并作为对 ETRP 计划本身进行修

和培训活动，并赞赏常务会议在有效利用远程学习技

改和改进的基础。对此，理事会敦促各会员积极参与

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远程学习技术的重点放在计

计划在 1998 年进行的第四次调查，认真填写新设计

算机辅助学习技术方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

的调查表并按要求提供信息。

RMTC ,

8, 7

8, 8

理事会二致认为， WMO 各区域气象培训中

8, 13

理事会强调了 WMO 蓝皮系列培训出版物

心 (RMTC) 未来具有很大的潜力，并赞赏 RMTC 的

的重要性，该出版物是作为 RMTC 和国家培剖 I[ 机构

东道国以及其它赞助者为满足本地区培训 I[ 需求而在

的主要或辅助培训教材。理事会在注意到可用于编写

人才和资金方面作出的投资。理事会建议，为了使

和翻译培训出版物的资金情况之后，软促会员继续

RMTC 网络更富有成效，为了满足 WMO 气象界的

支持 VCP 讨划及其它相关机制下的培训出版物计

重点需要，各区域协会应当认真审议各自重点工作，

划。理事会一致认为应当把假期视为一种妥当而经济

以确保各 RMTC 确实能够继续满足各区协在教育培

有效的培训出版物的编写机制。

训方面的当务之急。

8, 14

鉴于联机授课有迅速扩大的趋势，理事会特

理事会进一步建议，当失去某个指定的教

别赞同专家组的建议;应当密切重视向 WMO 图书馆

育培训中心时，备区域协会可考虑是否应当指定新

提供必要的设备、教材和专家支持。这将使图书馆成

的或其它的 RMTC 中心取而代之。理事会还建议，

为一个有效的虚拟业务结构，作为现代教学技术转让

WMO 应当继续通过组织面向国家教员的培训班，以

和向会员和 RMTC 提供所需服务的论坛。

8, 9

及组织有关教育方法和气象培训机构管理方面的培
训课程，以帮助各 RMTC 培训其教员。

8, 10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为了使每个 RMTC 都能根据已获批准的监

督机制改进井挖掘潜力，以获得急需资金，理事会同

8, 15

意专家组的建议。在 1998-1999 年期间，选定位于布

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所有计划内的传统资助机会日

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开罗(埃及)和塔什干(乌兹

益减少，奖学金的费用上涨，传统的奖学金财务来惊

别克斯坦)这 3 个 RMTC 进行外部评议。理事会相应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信托基金和 VCP) 逐渐

要求秘书长在现有资金范畴内为这三次评议悟动提

消失，对奖学金的需求，特别经济处在转轨阶段国家

供资助和专家支持。理事会还高兴的注意到，该专家

新的需求不断增加，并强烈支持专家组的建议， ~p 。在

理事会注意到专家组有关奖学金供求之间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目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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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预算范围内，在 WMO 经常预算中增加对第 13

定以及理事会的后续建议，秘书处对 WMO 气象水文

财务期奖学金的拨款，以便解决奖学金计划目前面临

人员类别的应用情况、各 NMHS 的有关培训 11 大纲、其

的问题。然而 ， tJ 理会认为这需要在奖学金计划内外
两方面的活动进行优先等级安排.

8. 16

理事会支持专家组的建议，并要求秘书长继

续;

(a)

(bl

(c)

把重点放在各 RMTC 奖学金人员的设置和奖

方费用分担的安排，以便使有限的奖学金资金

告附件 IV 所示)。与此同时，理事会同意新类别将于

得到最佳利用，

20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认为实际实施应当逐步进

通过挖掘其它预算外资金和新的潜在资助来

行。然而，理事会认识到，一些会员也许要求较快的过

分发一封 WMO 有关提交奖学金一般程序的通

金人民所需的各种必要的信息和指南。 ìiii 函应

8.20

气象和业结水文人员教育与培训人员指南 CWMO

No ,

258) 应当包括两册(第一册

气象学，第二册

业务水文学) ，每册应分为两部分，即， A 部分一核

及通过执行奖学金将达到目的和目标。

的后续行动，以便 l在出版物最后定稿肉

专业。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

理事会欣慰地注意到一些 VCP 认捐会员继

传统的 VCP 认捐会员扩大其通过 VCP 计划对

奖学金计划的捐助并请求尚未捐助 VCP 奖学
金计划的其它会员国采取相同的行动;

需要长期奖学金的会员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作出
接受这类奖学金的准备，主要通过鼓励奖学金

9

区域计划(议题的

9. 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998-1999 两年

期区域计划已得到批准，其实施进展令人满意，而且

区域办事处地续有效地帮助各自区协主席和为各自
区域协会及其附属机构服务。理事会对巴拉圭政府给

美洲区域办事处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理事会感谢秘

候选人在本国先获得基本科学学位，然后再接

书长采取措施对 TCO 计划插动和区域计划洁动进行

受气象和水文专业课程，诸如:一些东道国提供

协调，其目的是为了向有关会员提供具成本效益的

的气象学文凭课程;

支持，尤其是对立项和集资。

各会员通过选择训练有素的候选人参加培训，

9.2

以充分利用奖学金计划，同时应牢记对学术资

次区域办事处和在圣何塞(哥斯达黎加)的中北美加

格提出的要求、柑关经历、语言熟练程度、年龄
限制以及其它特殊需求。

备会员要为综合利用其受训人员准备长期计
划，目的是受训人员一结束学业就能加强他们
各自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科学基础结构。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根据第四次大会的决

理事会注意到在拉各斯(尼日利亚)的西非

勒比次区域办事处开展的各类活动，并对其在主恃
各自区域内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表
示感谢。理事会对尼日利亚和哥斯达黎加政府给于设

在本国的次区域生、事处的帮助表示感谢。

9.3
WMO 有关气息水文人员新类别

8. 18

理事会还赞同专家组的建议，且[1，修改后的

心大纲， B 部分

组的要求，理事会呼吁:

(d)

疲期，但不应超过 4 年。

当要求各会员明确各自对奖学金重点需求，以

续提供 VCP 奖学金，以满足所有有关各方。应专家

(c)

理事会赞赏专家组的的工作，并一致批准

所提出的 WMO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新类别〔如本报

函，函中包括为妥当和富有成效地安置获奖学

(b)

法。

对于所有奖学金，特别是在 RMTC ，应执行三

来源;

(a)

一致 1 理事会还注意到，并已找到处理此事的通用办

8. 19

金，尤其为 RMTC 努力增加传统的奖学金资金

8.17

84 个会员对调查表作了答复，其中绝大多数意见相

学金的授予工作，

源，其中包括私营部门和工业部门赞助的奖学

(d)

它分类建议作了一次调查。理事会满意的注意到，有

理事会欢迎建立这样的机制，以确保区域

办事处、次区域办事处和ITCO 司开展的活动能够得
到有效协调。理事会要水秘书长在这方丽继续给区域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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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次区域办事处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便其能够有效

合作计划和区域计划的技术合作部分中所获得的经

地执行其情动。

验。

9.4

理事会注意到与萨摩亚政府和 SPREP 缔结

9.9

理事会同意当 WMO 人员受到对联合国人

的协定，其目的是在阿皮亚设置次区域办事处，为西

员疏散令的影响时候，秘书民应与有关区协主席磋

南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该次区域 WMO 的新会员提供

商，考虑在该区域关闭并搬迁办事处，包括与现有办

服好。执理会还注意到与肯尼亚政府缔结协定后，位

事处合址办公。

于内罗比的东南非洲次区域办事处已开始:ìiÊ行。执理
会对萨摩亚和肯尼亚政府及 SPREP 为确保设在本国

10

技术合作 (TCO) 计划〈议题 10)

的次区域办事处顺利运行提供必要的便利表示感谢。
执理会提请秘书长促使这些次区域办事处与各自区

计划的实施

域组织，尤其是 SPREP 和南部非圳发展共同体紧密

合作，他们实施的气象水文活动是对本组织讨划和

10. 1

活动的补充。

道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理事会注意到，在 UNDP 资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 1997 年通过各种资金渠

理事会忆及 RA 1I要求秘书长与二、五区协

助下正开展几个国家和区域项目，并正在间有关的政

主席联系，对将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搬迁

府和 UNDP 办事处和机构协商，以寻求对 UNDP 确

到二区协或五区协某会员国的各类影响进行研究，

定的新优先领域中的国家和国家间新项目的支持。理

并就此议题向第十三次大会报告 q 执理会获知该项研

事会注意到 WMO 正参与联合国在国家一级业务活

究已经开始。就此，执理会要求秘书饮同时研究为亚

动的协调和合作新机制.即联合国开发援助框架

洲建立一个次区域办事处的可能性，用于为该区域会

<UNDAF) 。理事会还注意到经联合国项目服务办事

员，包括某些东南亚会员提供服务。

处 (UNOPS) 同意，正在准备一个题为西北太平洋区

9. 5

理事会注意到第六区域协会(欧洲)在其十

域减轻洪水与环境灾害综合~统的项目建议书。在此

二次届会上要求秘书长研究建立中部、东部和南部欧

方面，理事会指出了为准备这类项目而采纳本区域专

洲次区域办事处的成本效益问题和研究能更好服舟

家意见的有用性。

子该区域的其它可选方案，如加强 WMO 屈、部的现有

10.2

的能力，以便从与秘书处其余部分的潜在合作中受

年由 25 个会员提供的 WMO 自愿合作计划捐款的总

益。

数约达八百二十万美元。 126 个 VCP 设备项目和 63

9.6

理事会注意到本报告附录 V 中列出的 1997

关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办事处，理事会要求

个奖学金申请已以通函形式提供给了捐赠国。 50 个

一区协第四次届会(坦桑尼亚，阿鲁沙， 1998 年 10

VCP 设备项目得到了部分或金额支持， 174 个奖学金

月)解决己建的两个非洲区域办事处的区域办公地点

在 VCP 项目下获得了资助。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尽

问题，以便加强与其它科学和技术计划的协调和最大

管 1997 年得到的支持有所增加，但到 1997 年 12 月

限度地使这些办事处向该区域的会员提供支持。

31 日为止，仍有 343 个 VCP 设备项目和约 48日个奖

9.7

理事会强调了建立次区域办事处的重要性，

学金申请来得到支持或全额支持。理事会满意地注意

这也是与 NMHS 的不断增多的技术援助要求和增加

到， 1998 月 2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 VCP 和有关技术合

支恃相一致的。因此理事会认为次区域办事处应在全

作计划非正式计划会议上，捐赠国表示愿继续支持

球平衡分布。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介绍

VCP 计刷，理事会敦促会员参与并进一步向该计划

次区域办事处自建立以来在试运行基础上履行其职

捐款。

.9.8

责的成功之处，和根据第 12 次大会要求在协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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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与世界银行、区域开发

议的后续行动。理事会对小组成员和邀请专家，特别

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得到了继续发展，从而得以继

是小组组长、 WMO 第一副主席 C.

续资助几个项目。理事会特别植意到，为了 WMO 三

表示感谢。理事会通过丁小组的建议。理事会要求第

区协和四区协内 13 个国家的利益，美洲开发银行

十三次大会审议在下一财期建立技术合作研讨会咨

(!ADB) 和其他伙伴的资助使得伊比利亚

询机制的必要性 E

美洲气候

E.

Berridge 先生，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得以?干展。理事会也注意到 .WMO

10.7

理事会尤其对支持技术合作计划的会员表

将向新设立的联合国基金提交有关项目建议.一些项

示感谢，也对秘书长通过协调技术合作司与区域办事

目建议将由 WMO 和其它联合国机构，尤其是

处的职能、并通过建立次区域办事处等手段开展的精

UNEP ，准备并提交。

简技术合作活动的措施表示满意.理事会出意到，由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997 年间，几个信托

于与认捐团体、财政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密切联系，资

基金项目的实施仍然令人满意，而且几个新的信托资

金筹措活动得到了加强。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

金项目获得了批准。对此，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供一篇有关与私人部门、其它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WMO 和意大利祭署了一个协议，为厄日尔，厄阿 w

协调的方式方法的论文，指导各 NMHS 的发展、 VCP

AGRHYMET 计划框架下的"早期警报和作物产量

及为有关技术合作活动争取资金。

预报"项目的第二期计划提供二百五十万美元。因此，

10.8

应注意到信托基金方案正是首选的技术合作方式，对

开发银行资助的几个新项目于 1997 年获得了批准。

于会员通过 WMO 、利用自有资金提供服务、培训和

理事会注意到，有几个项目正在同包括欧洲委员会在

采购昂贵的精密设备来说更是如此。理事会鼓励会员

内的潜在伙伴进行协商。

采用此方案。

10自 9

10.4

理事会注意到由 UNDP 、信托基金和美制间

关于技术合作计划的预算，理事会注意到

理事会获悉 1998 年 4 月在伊朗伊斯兰共和

1996/1997 秘书处对 TCO 计划支持的预算没有在

国德黑兰召开了里海水文气象和污染监测协调委员

Tα) 基金方面出现赤字。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 1998

会第三次届会。理事会注意到自里海措岸国家、

-1999 二年内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审议通过的预算

WMO 、 UNESCO 、 UNEP 、 IAEA 和 UNDP 制订的 11 l[

(第 19 号决议 CEC-49)) 能保持收支平衡。关于第十

海地区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测综合计划 CCASPAS)" 的

三个财务时期的建议，理事会同意应同第十二个财务

重要性。理事会要求秘书快采取必要措施，寻求与

时期一样，继续为三个核心职位提供常规预算资助。

UNDP 、 GEF 、欧盟和其它认捐国间的密切合作，以实

这是几个财好年度以来，三个支持 VCP 职位以外的

施 CASPAS 计划。

资助。另外，理事会同意，和 WMO 其他计划的安排一

10.5

样，应调拨资金以满足技术合作计划中核心情动的运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

行费和旅费。

10.10

应会员的要求，理事会进一步审议了建立旨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

在帮助开发技术合作项目的托管基金。理事因此要求

家咨询小组第二次会议在 VCP 和有关技术合作计划

路书民准备一份适当的建议，其中包括规则和程序，

非正式年度计划会议之后，于 1998 年 2 月 5-6 日在

以供下一次大会审议。此外，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研

日内瓦召开。小组回顾了技术合作计划的实施进展，

究 TCO 基金现有资金的投资建议，从而加强 TCO

包括第卡二次大会和之后的执行理事会届会有关决

剧的工作，并向 F 次大会报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再

10.6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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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审议开发市场资源的新方式方法。
第十三个财务时期 (2000 → 2003 年)有关

10.11

TCOt十划的具体建议在议题 11 下审议。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了荷兰凡TMO 能力建

10.12

35

的用途报骨。它注意到，到 199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共有 9 个国家偿还了流动资金计划的贷款。理事会同
意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小组的建议，即区域

和次区域办事处可以协助安排偿还应付款差额。理事

设项目的实施进展。《国家气象与水文气象管理指南》

会也敦促有关会员尽快偿还到期贷款。

草案将在南太平洋国家、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

10.17

组织的讨论会上讨论。指南将在年底定稿并于 1999

识到，需要向有关项目的国家开发计划提供进

年初翻译成其他 WMO 文字向会员分发.理事会要求

信息，特别是其采购计划。理事会批准了 VCP 规则修

秘书长定期检查会员使用指甫的情况。理事会审议了

正案，在第 12 (e) 段中增加了有关第 4 号决议 (EC

其它有关能力建设悟动的建议，并要求秘书长安排一

48) 一对 WMO 自愿合作计划ù (VCP) 规定的修订中包

期 WMO 公报有关能力建设的专刊，尤其是关于管理

括从其他资金进行的有关采购计划。新规则应向全体

的专刊。

会员分发。

关于会员提交 VCP 申请的问题，理事会认

步的

理事会注意到第五个 WMO 长期计划 (2 ∞o

10.13

2009) 草案有关 TCO 计划的建议。具体细节在议题

11.

(议题 11)

13 下讨论。

10. 14

考虑到会员的要求，理事会批准了以 F

VCP 协调计划 z

第+三财期 (2000- 2∞3 年)计划和预算

11.1

根据 WMO 财务条例第 3.4 条，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秘书长的第十三财期最大支出概算。

(a)

加强全球高空站网;

11.2

(b)

加强 GTS ，

议，强调丁许多新的高度优先倡议和本组织面临的全

(c)

NMC 的自 iilJ 化，

球性挑战，以及继续加强 WMO 的基础计划这一现时

(d)

采用低成本、 j~分辨率卫星资料接收仪 e

需要。注 j庸到秘书长的计划和预算文件草案中提出的

(e)

支持 TCP ，

计划和预算建议是基于战略规划思路的，反映了第五

(f)

支持 NMHS 的因特网能力;

个 WMO 长期计划 (2000- 2009 年)中提出的重点，

(g)

支持公共天气服务活动;

并为该计划的头 4 年 (2000 ← 2003 年)提供了财务需

(h)

支持气候资料管理，气侯监测和 CLlPS ，

求。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建议是以 WMO 组成机构

(il

气象(含海洋气象，特别是诸小岛和群岛盆地尺

的广泛意见为基础的，包括了四十九次届会提出的咨

度海浪模拟)与业务水文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块

询意见。

的制作和使用培训;

11.3

支持 ACMAD 示范项目。

900 ，口 )0 瑞郎的"实际零增长"的预算。这些建议是由

(j)

秘书长介绍了其第十三财期计划和预算建

秘书长的建议包括了第十三财期的 2 日 7 ，

理事会审议了 1997 年自愿合作资金 (VCP

秘书长通过重新优先划分新的高度优先需求和在可

(F) )的用途报告，并在总数约为 350 000 美元的收入

能的较低优先领域进行削减而制订的。由于预计的通

估算的基础上，批准了 1998 年 VCP(F) 的预算分配，

货膨胀成本增加而采用的全额预算惯例与第 11 和 12

详见本报告的附录 VI 。理事会授权秘书长在获得资

次大会批准的一样，在这些建议中得到连续采用。

金后实施这些项目。

11.4

10.15

10.16

理事会山审议了 WWW 实施支持流动资金

秘书长指出，这些建议不包含与为常规预算

计划活动目前所设的 246 个职位上限相比的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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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与第 12 财期的 10% 的岗位空缺因素

12.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议题 12)

相比，本次预算建议中采用了 13% 的空缺因素，这样

12. 1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议题 12. 1)

做的目的在于在实际零增长上限范围内为新的高度
优先需求提供资金。秘书长要求理事会支持其实际零

40 号决议的执行 (Cg-12)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象

增长建议，并将这些建议推荐给大会以便能够实施能

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实施方案以及商

满足会员期望的较平衡的计划。

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的关系准则

11.5

..名义零增长"预算的影响也根据四十九次

届会的要求在秘书长的建议中作了说明。理事会注意

12. 1. 1

到，如果对所有计划采用比例的方法并将且预算的职

决议的执行情况。认为目前的执行状况表明，理事会

员空缺因素提到 20% ，贝IJ 名义零增长预算的预计影

第四十九次届会在这方商的声明确定后，该决议的执

响将包括在实际零增长水平以下进一步实际削减

行情况大致另人满意。

7% 的计划。

12.1.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备会员提供的关于 40 号

理事会重申秘书长应该继续收集会员的信

理事会审议了财好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一些

息，并且每年以通函形式通报会员两次，最好在四月

会员支持秘书长的实际零增长预算建议$一些会员支

和十月。理事会要求各会员通过及时的渠道为秘书处

持名义零增长或减少预算的建议。一些会员提醒理事

提供需要的信息以利于散发通函 u

会，由于提高预算而使会费增加，致使有几个会员难

12. 1. 3

以支付。考虑到这些情况并在深入研究了该问题后，

资料提出的某些条件所进行的讨论。理事会进一步在

理事会同意提出其报告中包括的下面总摘要第 11

意要IJ 就这些讨论提出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比如:

10 段所提及的解决方案。

(a)

处理各国|同共同关注问题的方式，

(b)

评估增加资料可获得他的方法，这是 40 号决议

11.6

11.7

理事会注意到，应 12 次大会和以前届会的

要求， CHy 和秘书长已经制订了增加其它重要的

(Cg-12) 的主要目标$及

HWRP 活动建议。但是，鉴于总的预算情况紧张，理
事会根据下面总摘要的第 11.10 段认为在现阶段很

难向大会提出增加 HWRP 有关活动的建议。

理事会注意到了针对一些会员就提供额外

(c)

通过因特网提供额外资料和产品。

在这方面，理事会认为秘书长应该努力确保各国在气

理事会对计划和预算建议的格式表示满意，

象资料与产品的国际交换提出的条件应符合 40 号决

并发现它们具有透明度和为资金分配提供了充分的

议 (Cg--12) 。理事会还认为这应在通过有关上述(见

11.8

信息。但是，鉴干用于讨论计划和预算议题的时间长
度，理事会要求秘书民特别召集一个执行理事会成员

的小组会议来提出促进理事会在未来预算问题上工
作的方法和手段建议。

愚摘要 12.1. 2 段)提及的通函通报会员之前做完，并

在出现无法解决的解释偏差时，该问题将提交执行理
事会气象及相关资料咨询工作组(EC/AGE) 征求其

在关于人事安排问题上，理事会建议，第 11

意见。理事会还要求 EC/AGE 解决通过因特网提供

和 12 次大会批准的机动条款应在第 13 次大会时作

有关资料和产品的问题。此外，理事会要求 CBS 通过

更改，从而允许秘书长以最有效的方法在资金和预算

其主席紧急解决 12.1.3 (b) 所提及的方法问题。

11.9

上限的限制内实施各项计划。

11. 10

理事会关于秘书长建议的报告作为本报告

的附录 VII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将其建议提交第 13
次大会时考虑进该报告。

J2. 1. 4

理事会还注意到，在讨论有关通过因特网提

供额外的资料和产品时，正在解决所表述的关注并正
在努力解决提出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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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摘要

12.1.5

理事会也认识到需要进一步给会员提供信

lCSU ，以及其它同等地位的组织的计划和项

息，促进和增强他们对执行 40 号决议(句 --12) 的相
关事宜，有关水文和气候资料与产品交换的发展以及

目，

(b)

他们的影响和会员要求的承诺的理解。理事会强调这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涉及到国防和国家安全

这一条可纳入该决议本身 g

对各会员为准备第十三次大会异常重要。因此理事会

(c)

同样还涉及除水文资料以外的水文产品;

要求秘书长着手准告一份适宜的文仲让各会员恰当

(d)

40 号决议 (Cg-12) 的内容尤其是具体资料类

地获知信息并对该事宜提出建议。

型的范围需要确保一致，避免相互冲突，尽量需

口。 1.6

求新决议草案的结构与 40 号决议的一致，包括

理事会再次考虑将关于免费和无限制的国

际交换这一条列入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对此，理事会

认为现在修改公约的时机尚不成熟。

考虑基本资料和额外资料。

12. 1. 11 理事会还注意到，一旦关于水文资料和产

理事会认为 40 号决议相关内容及其实施能

品交换的决议得到大会通过，将有必要保证有关资料

进一步发展。因此要求 EC/AGE 考虑进一步的发展

和产品的交换在任何条件下，在其实施过楼中保持连

并要求其主席就此及其它相关事务向第 13 次大会报

续性，以便与第 40 号决议 (Cg-12) 保持一致。

12.1.7

告。
气候资料和产品

水文资料和产品

12. 1.
12.1.8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在第四十九次届会上，它

审议并积极评价了 CHy-l0 形成的有关水文资料交
换的决议草案(执行理事会第四十九次届会含决议的
最终节因导报告第 12.1.20 段 (WMO-No.867)) ，要

求 CHy 主席在有关草案的下一步工作中考虑它的观

12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为了响应 49 次届

会的要求， CCI-12 建立了一个 WM040 号决议气候

内容的专题组，要求"特别关注气候资料与产品的国
际交换以帮助橙清 40 号决议 (Cg-12) 中关于气候资

料与产品方面的内容 H

理事会注意到专题组建立于

点。主席向理事会提交了补充草案的建议，意在修改

1997 年 8 月，主要以通讯方式工作，并于 1998 年 6 月

"注意到J"部分井橙清按此决议进行交换的资料类型。

10 日至 11 日在目内瓦开会。忆及 40 号决议 (Cg--7)

他确认这些建议是与 CHy 咨询工佯组和区协水文工

旦"各会员应该提供要求用于支持 WMO 各计划的额

作组合作制定的，并与 UNESCO 和 IAHS 进行过协
商。

12.1.9

在议题 7 里，理事会已经考虑了水领域近期

-g;列高层会议的结果。这些会议呼吁应在国家、区
域和国际范围内散发和交换水资源作出更多的努力，

外资料和产品"，理事会同意了专题组的建议，即应该
进一步审议 WCP 及相关项目的资料需求和有关公约
的需求。另外，理事会进一步同意最好在 1998 年 7 月

以前指束审议活动。
CCl 主席告知理事会其专家组涉及的事务。

理事会 WM。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促进该过程是义不

12.1.13

容辞的责任。因而，理事会对 CI-Iy 主席和咨询工作组

在这些事务中，专家组认为气候信息的交换由 4口号

在进一步研究决议草案以响应其发展和理事会上一

决议来指导比其它相似的决议指导好。理事会还注意

次届会表达的意见方面所做出的杰出的工作表示感

到专家组的建议和专家组确认的一系列非常需要进

谢。

一步考虑的问题。这些在专门工作组的报告中得到充

12. 1. 10 在审议了决议修改革案后，理事会提出下
列意见，提请该委员会主席在将该建议最后定稿时加
以考虑以便供 1999 年上半年届会期间的 EC/AGE

审议并向第 13 次大会提交。
(a)

分说明。理事会要求 CCl 主席鼓励专家组继续他们的

工作，其中包括审议 WCP 及相关各项目的资料需求
以及相关公约提出的需求。进一步要求 CCl 主席促使

进一步橙清涉及的是那一类国际计划和项目，

向 EC/AGE 提交适宜的报告连同拟议建议以备下次

因为预中!仅包指 WMO ，其它联合国专门机构，

届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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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文件作进一步修改时应考虑的一些其它因素，包

资料获取政策

括:

12. 1. 14 理事会注意到 CAS 第 12 次届会和 CCI 专

(8 )

进一步说明本文件应针对谁!

家组就 WMOW以;有权留存资料应遵循原则提出的

(b)

一方面强调 NMHS 的作用、效率、地位、知名度

意见，同时就此事与 ISCU 进行了协商。理事会同意

之间的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强调 WMO 的

对第二个原则草案"共同拥有"的范围和第四个原则

作用、效率、地位、知名度之间的重要关系;

草案资料接受的条件表示的关注。理事会通过了

(c)

WMO 世界资料中心 (WDC) 有权留存资料应遵循的

原则，见本报告附录 VIlL

方面的作用;
(d)

承认各国情况的事样性，

(e)

说明提供公益服务与在用户付费的基础上提供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和数据库的保护

用户服务之间的区别和关系;
(f)

12. 1. 15

理事会出意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提供更清楚的成本/效益分析与统计以协助
NMHS 更多地受到其政府的青睐，尤其是获取

(WIPQ)赞同下的革新数据库保护体制方面进行的研
究的有关情况。虽然该事务的紧急状况已减弱，但要

进一步强调 NMHS 向广大公众提供基本服务

政府经费方面;
(g)

对进一步的研究密切关注。

说明并谨慎使用经挤术语，如市场机制、商业
化、私有化等，

12. 1. 16 理事会要求秘书伏继续注视有关的发展，

(h)

并骨知各会员。

(i)

向各国提供指导，同时尊重各国主权;
考虑相应的替代和选择办法及其后果影响。

12.2.4
12- 2

12.2. 1

理事会同意通过有主席和所有 EC 成员参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的作用和业务

与的反复协商过程， )l七草案将以信函方式地续得到修

(议题 12.

改直到就草案文字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这一过

2)

执行理事会获悉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程，可以适时向各常任代表提供有关情况和建议。

(WG/LTP) 有关此项议题的考虑，并注意到针对此议

12.2.5

题正在考虑采取的各种行动。它对工作组所做的工作

琐事会注意到 NHS 面临类似的挑战，在各会员集体

表示赞赏。

经验的基础上提供的情况和建议可能使 NHS 受益匪

J2. 2. 2

理事会审议了工作组关于某些需要引起更

事注意的其它领域的建议。在这方面，它同意这些建

议并要求秘书长做出安排着手处理以下事宜 1

(a)

(b)

(c)

提供公共天气服务需要更加强调 NMHS 的发

关干为国家水文部门 CNHS) 起草类似文件，

浅。理事会因而建议一侠 NMHS 的立场文件完成，就
开始为 NHS 起草对等文件。
航空气象服务的提供

理事会注意到成员们对关系到作为国家指

展和机构调整，以增强公众对 NMHS 所提供服

J2, 2. 6

务的认同$

定部门的义务和职责(根据 ICAO 芝加哥公约附录 3)

应制订出向经济各具体部门(如:交通、能惊生

的航空气象服务向外寻求资金或私有化的建议表示

产、农业、旅游)提供和销售气象和相关资料及

关注，即时这些义务和职责一般是属于 NMHS 的。

产品的指南。应鼓励 WMO 技术委员会在这些

12.2.7

理事会还注意到l 需要就此提供指导"

指导性材料的准备过程中提供帮助，

12.2.8

理事会同意 NMS 需要更积极地与国家民航

WMO 应更加地重视一些 NMHS 专业服务的

部门或航空公司建立关系。它鼓励通过此类途径尽可

商业化问题，以及 NMHS 与私立机构之间在为

能确保对气象基础设施适当公平地提供经费口

不同经济部门提供服务中的竞争。

120 2. 9

理事会要求 CAeM 通过其主席并与 ICAO

理事会还审议了题为"国家气象部门和可供

密切合作， J1'l该问题当作紧迫事宜进行研究，提供有

选择服务提供"的立场文件草案，此文件由工作组提

关情况"并起草一份合适的报告提交 CAeM 下一次

交，作为向会员提供信息和建议的基础。理事会注意

会议并随后交大会审议。

12.2.3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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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长期计划〈议题 13)

的教训基础上，未来的监测和评估将取得改进长期

13. O. 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 LTP 组饮所做的报告，

计划过程的建议 a

该工作组于 1997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目和 1998 年 4

月 20 至 24 日分别召开其第二和第二次会议。两次会
议期间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理事会，
(a)

准备提交给第 13 次大会的关于本组织科学和

技术讨划实施进展的报告，
(b)

审议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 (5LTP) 草案，并在

将其提交十三次大会之前对其修改提供指导意

(c)

(d)

13.1.4

理事会考虑到，在审议时期内，本组织取得

了重大进展，包括处理本组织的重要问题，如国际资
料交换、 NMHS 的作用和业务、 WMO 的作用及其同

联合国体革的关罩。

13 , 1 , 5

同时，理事会注意到，本组织及其会员、特别

是其 NMHS 需要继续面对的挑战依然存在。我们遇

见;

到了严重的预算紧缺和财务困难!为满足多个高度优

向第 13 次大会陈述起草 WMO 第六个长期计

先项目要求所需的回旋余地非常有限。将在未来更多

划的建议;

地强调长期计划的各资金方面。

处理委托给执行理事舍长期计划工作组的其它

有关任务，如 z
NMHS 的作用和业务;

(i)

审议有关 WMO 结构的建议:

(i i)

(iii ')

13.0, 2

未来的 WMO 。

理事会同意将其有关长期计划问题的各种

13 , 1.6

鉴于所开展的监测和评估活动，理事会认为

需要继续进一步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
提供有关服务方面存在的差距.理事会还同意需要采
用更强的战略方法来帮助会员更充分地参与和受益

于 WMO 计划@
理事会在本报告的附录 IX 中记录了其评估

决议列入该议题并将有关其它问题的决议列入相关

13.1.7

议题。

意见，并要求秘书民安排将此评估散发给其会员并将

其提交第十三次大会。

13 , 1

WMO 第 4 个长期计划 (4LTP) 的实施监加l
〈议题 13 ，1)

13.1.1

执行理事会回顾到，它已决定，通过第 1 号

决议 (EC-47) 一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根据
第三和第四个长期讨划的有关章节，就 1994-1997

期间 WMO 各项计划中巳确定的目标及主要长期目

13.1.8

测过程的建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研究此问题，包括
同意评估时段的可能性，以便能覆盖相关的长期计划

的头四年(如第五个长期计划中的 2000- 2003).

13.2

的的进展提供评估报告。

13. 1, 2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第 5 号决议<EC-48)

理事会同意该工作组关于应审议未来的监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的起草 (5LTP) (议
题 13 ， 2)

13.2.1

执行理事会回顾到町在其第 48 和 49 届会议

一实施 WMO 长期计划监测与评估指南， WG/LTP

中，理事会已经确立丁载入第五个长期计划的未来战

审议了在各区协、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独立提交

略和政策的指导原则。理事会那时还同意了在起草长

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报告草案。该工作组草拟了

期计划中采用的计划结构，它提供了秘书长第十三财

WMO 计划与各丰-技计划的实施进展综合评估。

13.1 , 3

理事会审议了 WG/LTP 的工作。理事会注

意到自该工作组审查的评估报告指出了与各项计划

相关的成果、问题和挑战。理事会同意这些将在将来
监测和评估 WMO 各项计划时继续得到确认:这些

期计划和预算建议介绍的结构。理事会对会员、各类
组织机构和专家组及秘书长以与第-"二次大会要求
向一致的新格式起草第五个长期计划草案所做的贡

献表示满意。理事会还注意到第五个长期计划草案已
于 1998 年 2 月散发给各会员、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
会审议臼

还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在由理事会提交 13 次大会的综

13 ， 2， 2

青评估报告中连续反映。理事会进一步同意，在过去

在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期间，它仔细审阅了第五个长期

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组长向理事会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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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同意，规划过程应于加强，同时应考

计圳草草器。工作组得依靠秘书处的帮助。工作组在考

13.2.5

虑了为准备将第五个民期计划的草案提交给大会之

虑特别是与长期计划目标的实现相关的资金和成本

前针对其修订稿提出指导意见的提议时各会员、组成

效益。它进一步同意，应让一名该领域的专家参与制

团体和其它机构提出的各种建议。

订 6LTP ，这将促进在起草有关的四年期计划和预算

13.2.3

理事会对 WG/LTP 的工作表示满意。理事

及两年预算中将展望报告和长期计划中的愿望具体

会同意将其对秘书长关于修改第五个长期计划草案

化。

的指导意见记录进本段的附录中。它强调了 WMO 规

13.2.6

则过程在使本组织认真考虑其目标和愿望，及预计和

;在衬论之后，理事会同意向第十三次大会提

出起草第六个长期计划的建议。

响应变化和变华中的重要性。
WMO 未来的展望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 C6LTP)

口
1
3.

2. 4

理事合注意到 EC 长
t 走期 i
计十划工作组耍求继

续f串制扭闲l 订 WMO 长期计却划l 的建议 d这主些计
本组织和会员呐应罪新『的和不断变化的挑占品妙战
1坦，相机j遇圄是

非常有用的 a 理事会同意，将根据在起草第直个长期
计划期间获得的经验，对第六个长期计划的时|可内
容、格式和时间跨度做进一步的研究@理事会注意到

工作组认为更短的时期如 6 年会更为合适。理事会贝，)

13.2.7

理事会注意到其长期材划工作组就该议题

所做的工作。它赞成工作组需要准备一份能提供
WMO 未来发展的简短文问的意见。这将总结和明确
地说明 WMO 对未来的愿望，特别是本组织所希望发
挥的作用。这对于帮助将 WMO 在其选民、决策者和
公众心目中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它将帮助阳本组织的
战略目标放在将本组织战略中心计划传递给其选民，

认为 8 年的时期更为合适.理事会还同意第六个长期

指导制订连续的长期计划，在连续的战略框架内保持

叫阳j应:

整个组织活动的一致。

Ca)

强调战略方菌，包指气象、水文和相关学科以及
其相应团体的作用;

(b)

更深刻地理解各种相关系统和计划以及它们之
间的联系、完整性、连续性和合理性，并强调各
种成分的重叠连迪性;

(c)

(d)

于人类的世界气象组织， 21 世纪展望》的文件。理事

会认为这为 WMO 对未来的展望报告提供了合适的
基础。因此，理事会提供丁在进一步制定该报告时需
加以考虑的意见。这些包括如 F 内容-

其存在和作用;

(a)

考虑联合国革统中各种科技趋势、全球化和变
。)

确认本组织应强调的优先重点;

(c)

强调优先的、新的和出现的问题，如贫困、粮食

安全、居住区及妇女作用、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

确认优先重点，并考虑可能由常规预算和预算

构，

外资金两者提供的资金;
(g)

努力实现各地理区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研究

(d)

和发展目标的平衡;

(h)

强调提高 NMHS 和 RSMC 的作用并提供加强

(e)

(f)

促进资金方面，特别是强调对 NMJ-IS 的投资以
使它们能对社会和经济作出更多的贡献，

此外，应要求各区域协会提供除区域优先重点之外的
区域分析和评估。

进一步强调水文部分和提高水文团体在 WMO

活动中的参与:

提供合适的方案和可选方案，成本/效益分析和

有关所要实现目标的定量标志。

促进对与其它国际组织合作活动重要性的认

识，包括加强人们对 NMHS 工作的认识，

它们的方法 5
(i)

展望报告应明确指出本组织的愿望并不应限制
子认为是合理的何仲愿望;

与以前的长期计划相比，明确指出方向和重点
上的变化，包括新计划 1

(1)

理事会审议丁本报告附录汩的题为《服务

明确地将 WMO 定位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价

化;
(e)

13.2.8

(g)

鼓励会员支持本组织关注的全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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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同国家环境的变化和会员能够帮助实现

表示继续支持向增加联合计划活动和统一地学及相

WMO 展望的方法。

关服务工作的方向发展。为此，理事会考虑设立一联

(i)

除研究外，还应提及合作监测活动 1

络办公室促进协商，利用可能的预算外资金增强地学

(j)

在履行提供有关服务的职责方面，适当扩大会

及其应用之间的综合和协调。同时，理事会还认为在

员和 NMHS 的作用，以满足国家要求和国际

做这些事时应认真谨慎以保证 WMO 作为专门机构

承诺:

的完整性得以保留。

展示 WMO iE精神饱满地准备迎接未来，并展

13. 2. 12 理事会被告知联合国改革方案的审议及

示此文件本身具有生机活力;

WMO 参与此进程的有关情况。在此方面，理事会鼓

插入在讨论其它有关问题中(如 5LTP) 确认的

励与其它机构的协调。它强调本组织应主要作为一个

其它适当的主要要素，

科学和技术机构存在 a 理事会强调了 WM。在联合国

提及资金限制所带来的紧张，这些将在未来加

系统内帮助会员，特别是通过其 NMHS 在国家和区

以进一步解决;

域一级七提供有关服务中的重要作用。理事会还同意

将地球科学各学科间的合作和业务单统的发展

WMO 应注意本组织和 NMHS 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服

与 NMI-IS 提供的信息和产品的有效利用相投

务并向这些机构进一步投资以便它们能更好地为人

钩，以便使他们的国家能最大限度地农取社会

类服务。

(h)

(k)

(1)

(m)

(n)

和经济效益;

(0 )

确保国际气象资料和产品交换的连续性以包括
批准的政策以及第 40 号决议 (Cg-12) 一

13. 3

WMO 结构审议报告(议题 13.

3)

WMO 结构

WMO 关干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
理事会对 WG/l.TP 和审议 WMOk吉向任好

策和实施方束以及商业化气象情动中有关各方

13.3.1

的关在 læmL

组所作工作表示感谢。

13.2.9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安排将 WMO 展望报告

13.3.2

理事会注意到小组审议了任好祖据出各科T

最后定稿。它还同意 WMO 展望报告应作为 51. TP 引

建议也理事余也没意到，工作组在审议丁优劣之后建

言章节的主要部分。

议，目前 4 年召开 l 次大会的做法应继续下去，不必

改变目前执行理事会和主席团的职能。理事会进一步
WMO 和联合国系统

注意到工作程建议合并 CBS 和 CIMO 也因此，理事会
记下了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第 12 次届会对合并建议

13.2. 10 理事会审议丁文件 "WM。我联合国系统中

的观点。尽管认识到合并两个委员会有一些有利和不

的前景"该文件已经 WG/l.TP 讨论并提出意见。理

利方面，但只有大会才能决定这会不会影响公约第 2

事会注意到，该工作组己同意一个联合国革统中有关

(c) 款。为便于大会上的讨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地学及其应用的拱形组织的基本设想，将使 WMO 和

CIMO 和 CBS 一起研究该问题并准备供大会审议的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未来发展具备很多优势。这一设

模式。同时，要求两个委员会加强和协调其在共同关

想由 WMO 倡议和推动。理事会认为本报告附录 XII

法领域的活动。理事会确认采取的所有相关行动只是

中的 WMO 在联合国系统的前景文件应作为有关该

本组织全面重组的第一步。

议题的 WMO 定位文件的基础。

13. 2. II 理事会亿及在四十九次届会期间，对地学

提高效率的其他措施和减少各组织机构届会的费用

界及联合国系统知名人士会议的成果的看法。理事会

13.3.3

理事会注意到，工作组审议丁一系列增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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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益的措施并同意某些措施。它要求秘书长实施下

(d)

列举措以便提高效率和减少组织机构届会的成本.
(a)

除非对具体的议题作出决定，否则将不准备执

将技术委民会代表视情况包括进区协可能建立
的咨询工作组中:

(e)

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更多的专家包括进技术委

行理事会、区协和技术委员会届会的全会记录。

员会和区协建立的工作组，或将报告员包括进

一般来说，正式的政府报告和会员的具体要求

去.

将记录。将地续制作金会的磁带录音并保留以

(b)

作记录;

WMO 和私营部门

组织机构届会的讨论结果应尽可能直接近入粉

口. 3. 6

色文件阶段。如果某些问题没有得到简单的解

WMO 活动和财政中可能发挥作用方面所从事的工

决或应某会民表述的要求，可以准告工作文件

作。同意普遍需要 WMO 与私人部门进行更多的交

或安排公开的起草工作组负责将粉色文件的最
终定稿，
(c)

文件应尽可能短，并应将重点放在所涉及的问

理事会注意到小组在使非政府部门在

流。但是它认为这样的交流应该最好通过认可的国际

机构来进行，并且应进一步设法适当安排与私营部门
建立联络.

题和所要作出的决定上;

(d)

届会期间的讨论应鼓励解决所要求的讨论和建

WMO 第四副主席职位

议。这些应由届会在全会上正式批准，但应将

1J. 3. 7

进展报告载入《最终节略报告》作为秘书长报告
的一部分。

13.3.4

理事会了解到秘书处应用新技术提高了会

议效率，同时减少了支出。理事会注意到，由于经费和

时间的缘故，会员国派出代表参加各类 WMO 会议有
困难。理事会建议，为了减少开支，应该尽可能地缩短
会议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应合并会议。节省的开支
可用于其他高优先计划活动。

执行理事会考虑了第三区域协会主席关干

在不增加执行理事会规模的情况下设置本组织第四
副主席的建议，理由是随着 WMO 会员数量的迅速增
加而使现任三个副主席的工作显著增加。一些成员支
持该建议，也是持这种理由，将目前主席团现有的平

衡代表性惯例制度化。其它成员反对该建议，理由是
本组织的主席和副主席代表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工作，

而不代表区域团体，因为区域团体由区协主席负责。
一些人认为第四副主席的设立将使第五副主席的设

鼓励、加强全面参与及技术委员会和区协间合作的建
议

13.3.5

由于成本效益得到l 提高，理事会审议了工作

组关于如何利用节余加强参与技术委员会和区协工
作的建议。在此，秘书长支持下列举措.
(a)

定将由大会解决该问题。为便于在大会上审议三区协
主席的建议，理事会要求秘书民根据公约 28(a) 条准
备必要的对公约的修改文件.以便视需要在大会之前

六个月向会员通报有关情况。

为参加技术委员会届会的提名区协代表(或从
出席技术委员会的与会者中提名的区域代表〉
提供资金支持 s

(],)

立成为必要。鉴于所表述的各种观点，理事会最后决

14

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议题 14)

14. 1

联合国(议题 14.1)

为出席区协届会的技术委员会提名代表(或从

出席区协届会的与会者中提名的技术委员会
代表)提供资金支持;
(c)

联合国给专门机构的决议

将区域代表包括进技术委员会 AWG 的组成

中，

14.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第 52 届联合国大会给本

且摘要

组织的以下决议 z

14.3

205 ， 216 。

14.1.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议题 14. 3)

4 , 5 , 12 , 19 , 20 , 25 , 26 , 56 , 73 , 96 , 100 , 126 , 172 ,
184.190.193.196.198.199.200.201.202.204.

43

14.3.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设提交的进展报告

和 UN/FCCC 秘书处代表所做的声明。

关于第 52/12 号决议更新联合国改革计划，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的建议，建立特别部
级委员会，审议是否必须对联合国宪章和条约进行可

14.3.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气候公约第三次缔约

方大会通过了决定 8/CP.3

气候系统观测网络的开

能的修改，这些条约是专门机构的责权基础。理事会

发，它特别敦促缔约方提供必要的资源，通过适当的

还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的随后建议。此委员会的建立

资金机制扭转目前洞测网络衰落的趋势，并对

在千年大会之前暂被搁置.将由千年大会确定是否进

GCOS 、 GOOS 和 GTOS 下设的区域和全球观测在统

一步稽实该意见。

提供支持。

14.3.3

联合检查组(J1U)

理事合获悉由 GCOS 办公室编写，准备提交

UN/FCCC 科学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S日&寸A) 的回顾
理事会审议了联合检查组(JIU) 有关 WO 的

文件的进展情况。这个文件将成为 SBSTA 提交第四

报告并对 J!U的工作表示赞赏。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次缔约方大会的报告的基础，'8将介绍现有气候观测

秘书长到有关 WMO 报告的评论，并要求秘书长对本

系统的状况和为满足公约需要要求改进的情况。

14.1.3

建议及时恰当地于以执行。

14.1.4

关于 JIU 报告(J!U IRE p/ 96/ 7l

14. 3. 4
"联合国

公共系统平等地理分布计算方法比较"，理事会注意
到 .WMO 像其它小型组织机构一样，会员国的数目
比按地理分布的岗位数要多。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地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 UN/FCCC 秘

书处，并努力支持评审这些观测系统的充分性，以向
第四次缔约方大会报告。因此，理事会敦促会员的

NMHS 采取行动，保证各自负责气候观测系统的国

理分布原则在 WMO 人事条例和规则中己伸出了规

家委员会了解该审议进程及对该审议结果作出应有

定 .RP 人员的任用已尽可能地建立在广眷的地理分布

贡献。而且 .NMHS 也应保证各自出席 UN/FCCC 进

基础上。理事会进一步获悉， WMO 年底报告反映了

程的国家代表团能充分了解到该审议进程对保证公

职员按国别和区域分布的情况。理事会同意开展有关
区域职员分配的适当研究。

14.).5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第 14.1/1(EC-50) 号决

议及联合检查组的报音。

14.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 NCED) 一后续
行动(议题 14. 2)

约成功至关重要。理事会希望得到第 4 次缔约方大会

的报告，了解为主恃公约实施所需的观测系统、相关
资料处理和管理系统而采取的措施。

14.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议题 14.4)

14. 4. 1 联合国防治荒澳化公约 (UNCCD) 执行秘书

14.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快提交的进展报告。

14.2.2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联合国特别联大(1 997

H. A. Diallo 向理事会通报了至今为止有 125 个国

年 6 月〉在涉及到 WMO 的领域，包括气候变化、海洋

家自 1996 年 12 月 26 日公约生效的 l 年半的短短时

和悔，谈水、大气、干旱和荒漠化以及自然灾害所做出

间内批准了该公约。这反映了受影响区域的国家抵抗

的结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努力并支持 CSD 在这些

干旱和荒漠化的强烈愿望。他还向理事会通报了将于

领域的后续行动。

1998 年 1 月 30 至 12 月 1 日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召开

的第二次缔约方大会 (COP- 幻的信息并要求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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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行动来实施该公约。 H. A. DinJl o 先生向理事会通

14. 4. 12 理事会感谢秘书长向会员通报 COP-l 主

报丁 WMO 和 UNCCD 秘书处之间存在的良好合作

要决定的做法。

关单，并刑 WMO. 特别是秘书长在公约谈判过根中

14. 4. 13 理事会敦促会员争取. NMHS 的人员参加

和军IJ 目前为止在抵抗荒澳化和干旱活动中已取得的

国家代表团出席巳OP-2 ，理事会还敦促 NMHS 在实

进展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施此公约活动中，尤其是在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以及在

理事会感谢日 A. Diallo 先生的报告并祝贺

区域和次区域会议上与各自国家的联络人密切合作。

其在使大量国家快速批准公约及在为实施公约所采

14. 4. 14 理事会请秘书快加强努力并放续参与

取的行动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UNCCD 的活动，并随时向会员全面通报有关公。

14.4.2

14. 4. 3

理事会强调需要在与荒漠化抗争中加强气

候监测网络，并重申了 WMO 支持 UNCCD 的有力承

14.5

诺。

14.5. 1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这份有关为实现

国际减灾十年 (]DNDRJ (议题)".

5)

理事会强调需要提请捐赠因注意由于缺少

IDNDR 目标而开展的活动和所做的努力的报告。本

足够的资金支持而造成目前的气候和荒模化网络不

报告强调了 WMO 和 IDNDR 秘书处之间存在的密

足。

切合作。理事会特别重视减灾十年的收尾活动和其后

14.4.4

14.4.5

抵抗干旱和沙演化是 WMO 长期计划的高

的愤续减灾活动建议。
鉴于自然灾害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

度优先重点，理事会强调需要对 WMO 的有关活动提

14. 5. 2

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农业气象计划和 HWRP. 以

影响，理事会欢迎 WM。在减坡和防备气象和水文自

便使 WMO 能有效地响应 UNCCD 的有关文章。

然灾害方面乃发挥的领导作用。因此赞同 WMO 重大

理事会要求长期计划工作组在现制定第主

科技计划，包括 4 个具体示范项目，向 IDNDR 提供的

个长期计划建议书以及在制定 WMO 下一财务时期

艾恃.鉴于自然灾害的交叉性和跨学手-性，理事会强

计划和预算时把此事考虑进去。

调了综合考虑 WMO 有关计划l 里的减灾洁动的重要

14.4.6

理事会对 WMO 为支持公约所开展的各类

性。对此，理事会满意地忆及 WMO 的活动对修订

行动表示满意，如 )997 年 5 月在以色列贝特达甘城

WMO IDNDR 行动计划和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是

召开的干旱和荒漠化国际研讨会。

一个重大贡献。 WMO 参加了 IDND卫平-学技术委员

14.4.7

14.4.8

执行理事会感谢秘书长采取了广泛行动，支

持对 WMO 计划和悟动产生影响的 UNCCD ，

14. 4. 9

理事会认识到 .WMO 须通过 NMHS 更加

会 (STC) 和机构闻工作组会议，这些是 WMO 积极参
与和支持有关减灾卡年机构工作的一部分。

14.5.3

联合国大会注意到当前的厄尔尼诺巳对世

积极地参与公约实施的各个方面悟动的必要性，特别

界上几个地区造成了剧烈影响，导致了洪涝、粮食短

是通过一些项目活动，提高气候和人类因素对高原恶

缺并可能导致饥懂，这些现象有可能延续数年，第五

化相对作用的认识。

14.4.10 理事会感谢秘书长在有限资金的条件下对
UNCCD 临时秘书处提供了果断和及时的帮助。理事

会特别欢迎秘书长向临时秘书处派遣了专业和秘书
人员的行动。

14. 4. 11 理事会满意地位意到，秘书长采取的行动

十二次联大(1 997 年 9-12 月〉认识到有必要为更好

地了解厄尔尼诺现象而促进国际努力和国家活动。因
此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第 52/200 号决议

减少厄尔尼

诺现象影响的国际合作，呼吁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和
机构在 IDNDR 根架内进一步为综合探索和研究厄尔

保证了 WM。在公约谈判进程和公约第一次缔约方

尼诺作出贡献，并加强与受此现象影响的地区的合

会议 (COP ← 1) 中的积极参与。理事会对 WMO 为

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敦促秘书民把厄尔尼诺现

COP-) 准备的专用小册子表示感谢。

象及其后果纳入现行的 IDNDR 活动。 199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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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员和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

月由德国主办、在流茨坦召开的国际早期警报大会的

书长设立了机构间厄尔尼诺专题组。该专题组是有关

基础，该犬会是减灾十年收尾过程的一部分。 WMO

防止、减缓和防备厄尔尼诺影响的信息交流和后续行

同意共同承办此次大会。 (WMO 将参与的 IDNDR 会

动的论坛，总体目标是解决有关厄尔尼诺自然灾害的

议清单见本报告附录 X lII o) 理事会在重申早期警报

科学方面，以及社区脆弱性和风险管理的社会经济方

系统重要性的同时要求秘书处应继续帮助会员加强

面。 WMO 作为专题组的一员，积极参加了由 IDNDR

其早期警报能力。

秘书处召集的专题组会议，并率先提供基于最新研究

14.5.6

成果的科学材料，并提供从全球主要中心获得的最新

次届会期间已得到关注，并要求秘书长让 IDNDR 秘

预报结果。另外，根据 WMO 的介绍，专题组通过了一

书处也关技这个问题。理事会获悉 IDNDR 秘书处己

个 5 阶段行动计划，从资料收集到资料分析和灾害预

对此表示关注并参与了许事活动，包括城区防震灾害

报、制订面向用户的产品、发展与用户的联系、并最终

风险评估诊断工具 (RADIUS) 这一项目，这些陆动将

实现有效的用户应用，并因此直接使用户受益。理事

需要整个业务地震学界的国际协调。

会赞同专题组的建议，即由 WMO 牵头实施行动计划

14.5.7

的第 1 至 3 阶段，而由 UNDP 牵头实施第 4 和 5 阶

和水文服务计划方面的长期经验将明确成为本组织

段。理事会进一步要求 WMO 秘书处支持这些擂梢，

为继镜努力提高灾害意识，气象、水文和相关灾害的

特别是帮助会员加强厄尔尼诺预报和警报能力。

早期警报能力建设及减灾十年后的相关研究和开发

理事会忆及业务地震学的协调工作在第 49

理事会同意 WM。在协调全球和区域气象

理事会对秘书处帮助会员了解厄尔尼诺的

的极好基础。认识到 NMHS 具有健全基础设施的重

目前状况和发展预测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理事

要性，这样可以保证脆弱杜区能够获得并领会灾害警

会认识到并非所有会员拥有因特网并能直接获取这

报，而这对任何减灾计划的成功都至关重要。理事会

类信息。这些会员要求秘书处寻求方法，为其提供信

还同意灾害评估、灾害意识和防范、早期警报、研究和

息，并帮助他们获得访问因特网的必要能力。

技术开发、政治承诺和国家规划以及技术和知识共享

14. 5. 4

理事会得知根据 1995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

对减灾十年内剩余年份期间横滨行动战略计划的成

联合国大会第 50/117 B 号决议一国际减灾十年，要

功至关重要。这些重大问题的工作成果将成为二十→

求 IDNDR 秘书处对改进早期瞥报能力继续进行国际

世纪实施的连贯一致战略的基础。因此，理事会敦促

努力。设立了 5 个专门工作组，每个工作组由→个主

会员遇过恰当参与各所在国 IDNDR 委员会的工作来

要协作组织的代表负责召集， 5 个工作组的任务是确

更积极地支持 IDNDR 的努力。理事会特别鼓励会员

定早期警报标准的主要因素及确定需要加强协调和/

参与为减灾十年的收尾活动做准备并参与制订二十

或改进有效性的领域。 WMO 己召集了"水文气象灾

一世纪持续减灾活动的建议。理事会同意，提高会员

害早期警报"工作组。各工作组的报告已纳入了有关

的灾害警报能力和提高公众意识旨在保护人民的生

早期警报各方面的最终报告，并已提交给了 1997 年

命和财产，这点在 WMO 计划内应继续作为高度优先

11 月召开的联和国大会。该报告也将构成 1998 年 9

活动并应继续作为公众天气服好计划的一个特殊焦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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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因此，理事会向 CBS 提出建议，要求其 PWS 工作

‘世界气象姐织五十年的服务'。由于理事会有提前 2

组为减灾十年的后续悟动给于有效指导。

年确定主题的惯例，执行理事会也决定 .2001 年

14.5.8

理事会注意到 1997 年 10 月在日内瓦召开

的 STC 第九次会议期间讨论了减灾十年最后汇总和

WMD 主题将在 1999 年的执行理事会第 51 次届会期
间讨论。

评价阶段计划。理事会得知关于在最后一年是以一次
性活动还是以一系列国际活动来结束国际减灾十年

2000 年 WMO 五十周年 (WM050) 的筹备工作

一事仍在与联合国参与机构和 STC 协商。理事会同
针对第 12 次大会提出的要求和理事会第 49

意有关国际减灾十年最后阶段的 f雷动是 21 世纪全球

15.1.2

决心继续重视减灾的基础， IDNDR 的成就将直接影

次届会期间的讨论，执行理事会 i才论了 2000 年

响公众和国际政策对自然灾害意识及减灾的重要性

WMO 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信息和交流战略草案。

的认可程度@对此，理事会认为随着过去几年对厄尔

15.1.3

尼诺事件进行的季节预报 .NMHS 在减灾，特别是对

对秘书长草拟 WM050 庆祝计圳表示赞赏。理事会同

制作天气和洪涝警报和预报方面的作用变得更为显

意 .WM050 的重点不仅要围绕本组织过去五十年中

著。因此，理事会十分赞同飞11M。在召集有关减灾的

取得的成就，还要强调 WMO 今后在世界全球议程最

科学、技术和服务专题研讨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前府的作用及 WMO 在国际合作、保护生命财产和国

1999 年，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CECOSOC) 将展开辩论，

家可持续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相对优势。理事会也强

该研讨会是为促进辩论的总体论坛的一部分。

调了加强 WM050 信息和交流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讨论了提议的信息和交流战略之后，理事会

和独特作用的必要性，它们包指.

14.6

专门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议题 14.6)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CIABM)顾问身份

14. 6. 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国际气象广播协会

OABM)提出希望 WMO 授予顾问身份的要求 q

14.6.2

(a)

全球性印刷物、广播、电视运动;

(b)

新问媒介活动;

(c)

声像和电子产品，包括光盘和互联网络主页，

(d)

国家活动;

(e)

在日内瓦开展特别活动，包括一次音乐会和一

次展览$

理事会考虑了 IABM 的宗旨和目的，并在考

虑了 WMO 与其它组织在建立顾问身份方面的惯例
之后，同意从 WMO 和 IABM 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
授予 IABM 顾问身份。理事会因此要求秘书长将该决

定通知 IABM 主席，指出将视现有的程序和惯例邀
请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执行理事会届会。

(1)

记念品。

理事会鼓励会员尽快向 WMO 秘书处通告各自国家

活动讨圳。

15.1.4

理事会同意 .WM050 活动的对象是公众、

科研机构，包括气象和水文学会和团体、私营部门、政

府和其它决策者、新闻媒体、以及联合国姊妹部门和

15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C!PA)C议题 15)

15. 1

2000 年和 2001 年世界气象日 CWM凹的主
题和 WMO 五十周年庆祝的计划
(议题 15.

1)

机构。

15.1.5

理事会欢迎为 WM050 设计能被所有有关

WM050 的材料和活动使用的徽章(标识i吾儿理事会
强调为使用标识语宣传和/或资金筹措而制订指导原
则的必要性，这将维护 WMO 的完整性和可信度。

2000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

15.1.1

执行理事会确认 2000 年 WMD 的主题是

15.1.6

理事会也同意 .WMO 应以佣金形式雇佣

名资金筹措顾问以帮助秘书处从私人部门、基金和其

总摘要

47

它外部资源为 WM050 筹集资金。筹集的资金将完全

象，特别是其作用的加强取决于这个越来越重视成本

用于制作必要的信息材料和为 WM050 组织特别活

的世界是否能有效地了解其音信和擂动。还注意到本

动。理事会也鼓励舍员向 WM050 信托基金捐款，目

组织的音信、活动和信息必须反映和符合当地的情

前该基金还未收到任何承诺。理事会也要求 NMHS

况，这需要加强双向的信息交流。 NMHS 中的 IPA 联

以国家和区域级"成功故事"、具有播放质量的电影胶

络人正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理事会认识

片、照片、幻灯片和其它材料的形式认捐，这些材料对

到本组织必须继续投资建设新技术，这是迎接 WMO

制作 WM050 全套信息、录像、展览和组织其它活动

面向二十一世纪新展望的高效交流战略的迫切挑战

很有价值。

的需要。

15.1.7

理事会强调邀请其它机构、尤其是那些与

15.2.3

理事会对该计划继续重视能力建设以改进

WMO 有合作计划的机构参加庆祝活动的必要性，以

会员的交流和公共信息技术表示赞赏。对秘书记成功

及把 WMO 向气象和水文界、协会、传媒、非政府机构

地为发展中国家和六区协新会员组织了 IPA 媒体培

及私营部门伙伴领域扩大的必要性。因此，理事会欢

训I!讨论会(1 997 年 5 月 27 日 -6 月 6 日，英国伦敦)。

迎 IABM 与 WMO 一道组织特别节目，这将增加本次

承蒙英国气象局和英国广播公司(BBCJ 的主恃，讨论

庆祝活动的气氛。

会内容有交流技术和技巧、电视和无线电天气演播、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气象局宣布

与印刷和电子媒体建立伙伴关系、并动员公众对

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开展 WM050 宣传活动，

WMD 和其他庆祝活动予以支持。最近以包括阿拉伯

并在 WMO 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OC) 之间的谅

语在内的五种语育出版的，天气和媒体 (WMO

15.1.8

解备忘录背景下与 WMO 合作进行。

15.1.9

因为 WM050 将不仅要突出 NMHS 在过去

50 年的作用，还包括它们与后代的关系，所以理事会

认为有必要组织世界范围的活动。庆祝活动计划子
2000 年 1 月开始， 2000 年 12 月结束，以 WMD 为整

个 WM050 庆祝活动的高潮。理事会强调 .NMHS 和
秘书处职员以本组织"出资方"身份的积极参与对庆
祝活动的成功十分必要。

NO. 861) 对实际会议很有效，该讨论会己在改变某些
电视网的政策和设置，使之有利于气象广捕人员方面

产生了一些积极进展。另外，为响应 WMO 鼓励
WMO 培训计划中性别平等，在 13 名受训人员中，有
11 名是妇女。

15.2.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英国气象局相 B剧;

电台支持下 .WMO 成功地举办的第五期阿拉伯语国
家 IPA 媒体培训研讨会(埃及开罗 .1998 年 4 月 1830 日〉。该研讨会加强了 WMO 阿拉伯语会员的

15.2

信息和公共事务 (!PA) 活动(议题 15.2)

NMHS 在信息和交流方面的能力，包括改进在无线

15.2.1

鉴于 IPA 取得的显著成就，理事会对该计划

电和电视中的天气广播技术。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未

在利用有限的资金为支持实施 WMO 科技计划和提

来组织类似的培训活动和与科学家一起组织媒体研

高本组织的知名度所做的满意进展和贡献表示全力
支持。理事会重申需要继续利用足够的人员和资金来
加强 IPA 计划，特别是在实施 WMO 第四个jI':期计

划的背景下和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

15.2.2

理事会还强调，在制订第五个长期计划时，

讨会从而鼓励有关通信工具和技术经验的对话和交
流。理事会还满意的注意到内罗毕的肯尼亚气象局不
久将获得电视天气广播设施，并鼓励一区协会员利用

这些设备。

15.2.5

理事会了解到将于 1998 年 10 月在北京举

办第二届电视天气预报节目观摩会，并邀请 WMO 参

应制订交流战略，以便确定 WMO 的独特实力地位，

加。该举措旨在提高电视广播的标准和质量并为社会

提高本组织在国际合作和实现会员国可持续发展中

利益增加各 NMHS 和天气广播员间的合作。

作为关键一方的知名度。理事会注意到 WMO 的形

15.2.6

理事会表示继续支持加强 1995 年提出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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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界和其它传播界之间的媒体联合动议，以促进

物、小册子、宣传书、新闻稿、媒体专题、厄尔尼诺最新

WMD 和其他 WMO 的活动 a 每年为 WMD 而制作的

报道等表示赞赏，这些材料巴在大量的展览会、大会、

整套信息材料和录像片已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利用，

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和媒体吹风会主及在秘书长和秘

需要量仍很大。 1998 年，还正在利用关于"天气、海洋

书处高级成员出访会员国过程中起到了推动 WMO

和人类活动"的 WMD 整套材料以促进有关 IYO 和

的计划和活动的作用。在 1997 年中特别有环太平洋

在葡萄牙县斯本举行的 Expo'98 联合国馆展览的活

国际海洋学大会 (5 月，新加坡)、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动。 IYO 协调员代表 UNESCO 的 IOC 感谢 WMO 为

大会 (8 月，日内瓦)、联合国荒澳化公约第一次缔约

IYO 所做的重要贡献和 WM。在 Expo'98 上组织的

方会议 (9 月一 10 月，罗马)、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

成功活动，该活动涉及了媒体和公众，包括机构间的

三次缔约方会议(1 2 月，京都)和妇女参与气象和业

"海洋地图集"和里斯本学校儿童的海报竞赛。理事会

务水文国际会议( 12 月，曼谷)。

还感谢葡萄牙气象局在这些活动中给予的帮助。理事

15.2.10 理事会满意地位意到对 WMO 关于妇女参

会欢迎 IYO 协调员提供的关于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

与气象、业务水文和有关地球物理科学调查表的分析

洁圈巴黎的 UNESCO 举办有 WMO 及其它合作机构

工作，其初步报告也赶在了 1997 年四月在泰国曼谷

参加的展览和庆祝活动以突出宣扬 IYO 活动的信

举行的会议之前完成。最终报告目前在 WMO 可以提

息。理事会还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 NICEF) 和联

供，并将广泛分发给所有会员的 NMHS 和合作机构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司协作为 1998 年世界水目而制

妇女联络人。 WMO 还参加了几个会议，为联合国促

作的机构间整王军信息材料表示赞赏。

进妇女事业和性别平等机构!可委民会的工作做出了

15.2.7

理事会还欢迎 WMO 继续共同举办一年 A

度的国际天气电视节(1*国伊西莱幕里诺) ，通过这一

贡献，该委员会的任声于是督促联合国系统落实联合国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北京行动纲领。

措动媒体专业人士和气象广播人员可以每年聚会碰
头，探村新的演播技术、交流技术和技术问题。还获悉

16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议题 16)

由于 WMO 的努力，越来越沓的发展中国家气象广播

16. 1

会议〈议题 16. 1)

人员正被邀请参加该天气节。 E里事会还感兴趣地注意
到 WMO 与瑞士气象局协作共同举办了一次水节

0997 年 7 月，瑞士叶福尔登一莱斯

柏恩斯) ，该节

是由-家名为 SwissAid 的非政府国际组织组织的 e

15.2.8

理事会对印刷和广播媒体对 WMO 和各

第 13 财期 (2000'-' 2003 年 )WMO 会议计划

16. 1. 1 根据 WMO 总则第 170 和 186 条，理事会批
准了关于第 13 财期 WMO 组织机构届会的协调计划
(参见本报告附录 XIV) 。

NMHS 给予的出色报道表示满意，这主要是由于与

16.1.2

新闻界越来越多的联系工作，特别是与有关"新闻故

保证按本组织条例规定及时、优质地制作 WMO 机构

事的联系"，如厄尔尼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谈水、

届会文件方面仍非常困难，对此，理事会表示关注。理

臭氧层和 1997 年东南亚烟*lIi事件。

事会要求秘书长负责保留第 13 次大会预算建议的必

15. 2. 9 舆论是政府政策的重要驱动力，公众信息可

领资金，以保证会议条规文件和语言的提供。

而且即使这方面资金己划拨到位，秘书处在

以各种形式对扩大公众对象 WM。 这样的国际组织
的长期关心和支持起支配控制作用，这些己得到广泛
认同。理事会强调需要制作和散发以可获取的风格写

作的信息材料，并面向各类观众，包括政怡家、决策
者、媒体和广大公众。理事会还对已制作的众多出版

16.2

出版物(议题 16.2)

将因特网及其它媒介用于 WMO 文件和出版物

16.2.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应 EC-49

49

总摘要

分友，将仅以电子格式储存井可以无限制使用。

届会要求提交的将因特阿及其它媒介用于 WMO 文

件和出版物的报告。它认识到，尽管目前出版物的电

16.2.4 下边有关使用因恃网和其它媒介分发组织

子分发尚不普遍，但可以期望未来几年中电子版本的

机构会议文件的规定已获批准.

出版物数目将有所增加。还认识到联合国系统的惯例

(a)

WMO 组织机构届会会前文件在散发时可从

是将具有销售潜力又必须免费分发的出版物局限于

WMO 文仲传输协议 (ftp) 服务器上提取，也可

印刷本。它注意到目前将组成机构会议的电子版本出

从 WMO 因特网网址上提取，

版物放在 WMO 因特网服虫子器」二的程序。

(b)

服好器上提供，但服务器上的有关目录受到密

16.2.2 理事会认识到一且全部方案公布，需要制订

码的保护 q 任何届会的唐码将在的该次届会的

在 WMO 文件和出版物中使用因特网及其它电子媒

第 l 和第 2 号文件中通知执行理事会成员和应

介的政策。理事会洼意到在 WMO 内开展调查的同

邀与会者 1

时 .ISCC 已经采取了行动，它向 ACC 建议了有关以
(c)

电子格式出版和分发信息的联合国模式。此外，根据
向会员分发电子出版物的径验，必须制订有关电子出

(d)

在发展阶段使用因特网及其它电子媒介来

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和技术标准以及制作责任分
担与印刷出版物相同 3

所有语言的文件将以 Word 格式提供。所有的
语言文件也将以 Acrobat 便携式文件格式( r, p
pcH 格式)提供。该信息及文件的服务器地址将
在散发信函的首页中通知备会员。

分发1+\版物(包恬技术文件)的以下准则已获批准 3

(a)

所有散发的最终本也将在同时转换成电子格
式，放置在 WMO ftp 服各器上，

版物销售的明确政策。

16.2.3

有限分发的执行理事会届会文件也将在 WMO

16白 2.5

理事会认为这些是最初的一套指导方针并

要求应用这些方针，以为会员谋取最大利益。理事会

要求秘书长提请理事会注意应用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b)

电子版本的出版物采用印刷本的照排文件;

同时只要有经验教训|或情况变化，还要求秘书长向将

(c)

分发 WMO 印刷出版物的基平准则也适用于电

来的理事会提出指导方针的修正建议案。

于版本的分发，除非出现下述情况，

(d)

所有出版物的印刷版本应保留到可预见的将
来，电子版应妥善采用，以不给各会员.尤其是

(e)

(g)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现在已经采用了 MS

Office 97 (包括 Word. Excel 和 Access) 作为其计算
机应用的全套标准，因此鼓励各会员只要可能，送给
嗨书处的电子文件应采用上述的格式。

发展中国家的会员增加额外支出或其它不便，

16. 2. 7 理事会注意到提出的有关该领域的未来发

在更好地了解到l 总支出和预算影响之前，任何

展问题，并要求秘书沃密切关注该问题并在适当的时

电子出版物的价格将基于相同印刷本的价格，

(1)

16.2.6

将必须免费分发的具有销售潜力的出版物局限

候向执行理事会报告。

16.3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议题 16.

于印刷术;

16.3.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自上次理事会届

采用电子途径散发出版物应遵循的方式是最大

会以来秘书处在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活动中

程度地发挥其益处，同时不损害本组织的版权

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理事会特别注意到自 1997 年

或危及销售收入;

3)

建立网络管理员功能以后 .WMO 网络服务器上信息
的质量和会员对它的访问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已购得

(h)

电子出版物的使用一般限于授权用户和购买
者;

(i)

没有显著销售潜力的出版物一旦完成了规定的

并安装了恰当的网址服务器硬件。鉴于交通量日益增
加，因而对连接因特网服务供应器的线路速度进行了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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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办公自动化系统 (OAS) 已

给 WMO 区域机构以决策地位。有几个答复赞同区域

经过疲到 Windows 95 和 Off阳的这一标准应用配

大会这一名称，以便易于让政府部门相信，区协机构

置，其中包括 Word 、 Access 、 Powerpoint 和 Excel Q

是政府间决策性机构.

16.3.2

16.3.3

理事会了解到为保护资料而采取的措施，

17. 2. 3

理事会注意到调查结果并认为，为了更恰当

即在 WMO 网络服务器上把资料划分成机密或限制

地反映组织机构的状况，要注意"区域协会"一词，这

这样的类别。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所有会员通报将会

样它才能更好地翻译成法语。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向

员的网络服务器连接到 WMO 网络服务器上的可能

大会据交该主题时考虑到这点。

性。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研究帮助发展中国家会员实施
有效的信息系统的可行性，重点放在建立网址上。

16.3.4

限制秘书长的任期次数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在 WMO 主贾上

提供一套说明，指导用户了解如何向 WMO 网络发

17. 2. 4

送文件和服务器上卸载文件@最后，理事会要求秘书

导原则，理事会审议了由法国子 1997 年 11 月 20~21

长核查在 WMO 主页上提供 WMO 电话目录和职员

日组织召开的会议的结论。在讨论了该会确定的方案

邮寄清单的可行性。

后，理事会通过了第 12 号决议 (EC~50)o 理事会对

根据大会制订的限制秘书长任期问题的指

WMO 法国常任代表 ， J.

17

屈、务、法律和行政事务(议题 17)

17.1

第四十三届国际气象组织 (IMÛ) 奖

(议题J7， 1)

J7. 1. 1

17. 3

理事会进一步要求秘书长调研提高 IMO 奖

推选过程效率的方法囚

3)

日期和安排

17. 3. 1

章程和法规事宜(议题 17.2)

jj.行理事会忆及第十二次大会就第十三次

大会所作的决定，决定第十三次大会应于 1999 年 5
月 4~26 日在目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 举行。

17. 3. 2

17.2

第十三次大会的筹备情况(议题J7，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就提名标准格式建议征

求执行理事会会员的意见。
J7. 1.3

黎会议的代表表示感谢。

执行理事会将第四十三届 1MO 奖授予 John

日:oughton 爵士。

17. 1. 2

-p , Beysson 先生和出席巴

理事会注意到拟做出类似子为第十二次大

会所作的安排。关于非正式语言的翻译，理事会注意
到只有 CICG 的第一和第二会议室具备超过和多于

改变 WMO 区域机构"协会"的名称

本组织正式语言所需 6 个声道的额外两个声道。只要
提出要求的国家愿承担翻译服务费用，则这些设施可

17. 2. 1

执行理事会欢迎秘书长为与 WMO 会员就

建议改变"区域协会"名称，以及如得到会员的批准，

供使用。感兴趣的会员应子 1998 年 11 月 30 日前将
其愿望知会秘书长。

就为组成机构选捧适当名称进行磋商而采取的行动。

理事会注意到在对问题调查表的答复中，大多数表示

11苗时议程

希望保留"区域协会"一词，而其他则提出诸如区域理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第十二次大会的临时议

事会、区域大会、区域委员会、常设区域理事会、(非

17.3.3

洲、亚洲等)国家气象协会、和 WMO( 非洲、亚洲等〉

程，见本报告附录 XV ，并要求与会议通知一道散发。

大会。

17. 2. 2

大多数答复认为"区域协会"这一名称已约

对非会员国的邀请

定俗成，在过去多年已适合其需要。改变名称则需要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总则第四条，应向下列

改变公约和财务条例。有些答复支持这一改变，认为

17.3.4

"区域协会"这一名称对其政府部门更有感染力，从而

非会员国发出邀请，因为这些国家具有联合国成员或

屈、摘要

观察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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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编号体罩。

安道尔

马绍尔群岛

不丹

T面鲁

赤道几内亚

怕劳

格林纳达

圣基茨和思维斯

教庭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委员会之间尽量平分。另夕，拟提供第三组翻译，帮助

基里巴斯

圣马力诺

7}<)( 分委会和由 A 委和 B 委设立的任→分委会或特

列主敦士登

图瓦卢

委会。

17. 3. 5

理事会注意到未提请秘书长注意其它需

工作委员会

J7. 3. 11 执行理事会出意到将为建立两个工作委员

会 (A 委和 B 委〉而做出类似于为第十二次大会通过
的那些安排。两个委员会拟同时工作，工作量拟在两

第九届国际气象奖(lMO) 讲座

WMO 会员事先通过的、新独立国家的名字。

17. 3. 12 理事会忆及根据理事会第四十九次届会的
决定，已邀请 G. A. McBean 教授做第九届 IMO 讲
对国际组织的邀请

座，题为 "21 世纪的天气预报"并就此课题解写}部
专著。要求秘书长将 G. A. McBean 教授整理的讲座

17- 3. 6

理事会同意应向本报告附录 XVI 中所列的

国际组织发出邀请。

摘要于会议开幕前予以散发。

科学讨论的安排

17.3. 13 理事会决定第十三次大会期间的科学讨论

文件

应涉及下列内容。
(a)

l7. 3.7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总 ~IJ 第 132( ，)条，除下列

]7. 3. 8 和]7. 3. 9 段所列的那些文件除外，所有文件

和预测未来的事件;
(b)

3. 8 还应意到根据有关规则(分别为财务规则第

3.5 条和 WMO 公约第 2. 8 (a) 条) ，秘书妖第十三财

期计划和预算建议案和i 会员国提交的任一公约修正
建议案将在会议开事前至少 6 个月散发。执行理事会

提出的公约修正建议案将在大会前至少 9 个月通报
会员。由会员或组成机构提交的任何总则修正建议案
应在大会前至少 3 个月通报所有会员(总贝IJ 第 2(g)

条〕。

17- 3. 9

气候观测的代表性，观测中的资料缺口和不确

定性。

拟尽早散发，最好不迟于会议开幕前 45 天。

J7.

厄尔尼诺川有方梅动， 1997/1998 事件的市遗症

17- 3. 14 授权秘书长与 WMO 主席磋商做出安排，
由出色专家就以上各项内容举办科学讲座，并将讲座
摘要子会议开幕前于以散发。

代表团的座次

17- 3. 15 执行理事会经抽签后同意参加大会的各代
表团应按法文拼写的其国家字母顺序排列座次，从大

厅前部开始，以苏丹为起始。

17.4
另外，理事会要求秘 H 长做出安畔，于会议

开幕前至少 4 个月散发任何有关修改财务规则和人
事规则的文件，以及散发有关会员比例会费的文件。

17. 3. 10 根据其 49 次届会期间获得的经验，理事会
建议在筹备第十三次大会文仲方面应利用在 49 次届

人事事宜(议题 17.4)

人事规则的修改

17.4.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其 49 次照会以来秘书

快对适用于秘书处工作人员和技术援助项目人员的

人事规则所作的修改。

会和 CHy~10 、 CCJ ~12 和 CAS~12 届会上曾采用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ICSC)

过的会议文件新格式，以便有效地减少文件量，并便

17.4.2

于确定关键问题。理事会建议使用根据议题进行的新

第 17 款的规定提交的第 23 次年度报告。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ICSC 按照该委员会章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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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现代化并提高其效率。光靠现11:技术本身无法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取得成本效益，除非配以新的思想、观念和态度。招募
理事会注意到， ICSC 公布了要增加退休津

年轻职员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一种途径。在这方面，理

贴，类似的联合国机构 (]TU 和万国邮政联盟

事会认识到职民的挑选和管理将在今后的过渡期与

170 4, 3

(UPU) )已相应调整丁其不定级官员的退休津贴。因
此，理事会也决定采用以下标准的年退休津贴，生效
日期追溯到 1997 年 11 月 1 日，
秘书长

串 199 ， 290

副秘书长

$184 ,183

助理秘书长

$170 , 450

l7. 4, 4

计划管理、资金财力、信息和变革一道发挥关键作用。
理事会还认识到如要利用所有的人力资源，职员们需

要有明确的目的感和方向感。

临时职员的服务条件

理事会注撞到，联合国大会在 1997 年 12 月

依照第 511216 号决议一联合国公共系统:国际公务
员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专业人员及以上类职民新的

17- 4, 12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1f:准备的到长期临
时职员采用工作表现奖制度的建议文件。执理会同意

基薪等级，它从 1998 年 3 月 1 日生效。理事会进一步

秘书长应尽快与员工委员会协商迫切做出大家认为

注意到，在不增不减的基础上，}在标准反映了统一对

怆当的安排。 1998-]999 两年期为数 200 000 瑞郎的

岗位的净基准工资进行 73 ， 1 倍数点的调整。

款额已获批准。 i在数目应该从批准的秘书处人员两年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人事规则第 3 ， ]条，秘

期预算中获得。执理会注意到l 表彰民期服务临时职员

书处 P ， 1 至 D.2 级的职员已实施「修改后反映新总

是一次性的，还注意到给于长期临时职员长期地位这

额的工资表。

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迫切解决。执现会进一步要求秘书

17. 4, 5

理事会忆及第 12 次大会己决定授权理事

长确保新的安排不会与联合国公共系统发生冲突，

会，在第 12 个财期内，如果联合国类似人员的工资增

并且要经国际公持民委员会的核查，还要求秘书向执

17- 4, 6

加丁，则有必要对秘书长、副秘书1f:相助理秘书忱的
工资进行调整。

17- 4, 7

理事会住意到，联合国类似机构 (ITU 和

UPU) 根据下面的比例正对戒己对其不定级人员的

工资作出了调整。

17- 4, 8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理事会决定建立如

下 WMO 不定级官员净基本工资年度比率，生效目期

追溯到 1998 年 3 月 l 曰:
有受师曾养人的净工资
秘书长

$115 , 283

副秘书长

$105 , 819

助理秘书快

市 97 ， 216

17 , 4 , 9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按决定要求采取适当行

动。
职员关于服务条件的看法

行理事会汇报所采取的行动。

17 , 4, 13 最后，执理余要求秘书士生准备一份文件在
EC-51 上做介绍今后几年的人事管理战略构想的报

告。

关于专业类及以上职员任命、提升、提名和转岗的报
告
17 ， 4.14 根据公约第 2 1( b) 款，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
秘书长自第 49 次届会以来的下列任命.
姓名与国籍

职称、级别与单位

生效日期

], GOMEZ

翻译〈西班牙语 )(p

MARTINEZ ，窍生

4)，语言、出版物与

(加拿大)

会议司、语吉处

IρA ， NGWIRA

会 ij- (P ， 3) ，贤愣管

1998 年 G

先生〈马拉维)

理司、财9J与预算址

月 29 日

K, C. HAAS

初级专业官员 (P ，

女士〈德国)

2) ，世界天气监视网

1998 年 5
月 l 日

17 ， 4.10 理事会注意到职员们关于其服好条件的看
法以及他们对秘书伏关于改善长期临时职员服务条
件的建议的支持。

17 , 4. 11 理事会还注意到职员们担心资金的进一步
削减将严重危及计划和向各会员提供服好的效率。理
事会建议应利用迁入新大楼这一机会使 WMO 的管

司，公众天气与业每
信息部

1991 年 12
月 14 日

总摘要

l7. 4. 15

自第 49 次届会以来，通过职位空缺通知发

l7.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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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 1996-1997 两年期经

布以后的竞争，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所作的下列任命

审计的普通基金、周转资本基金和其他专项和信托基

和提升.

金的财务决算。

姓在与医籍

职鄂、级哥哥与单位

生效日黯

A. .ASKEW

词长 m.l) ，水文与

1998 年 8

先生〈澳大利亚)

在资 i原司

月 1 日

,1

17. 5. 3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会员尚未辙纳的

分摊会费数额甚大。决定敦促这些会员早日结清应交
款项.还决定不断过问此事，并要求秘书长和财务咨

B.M.CRUZ 先生

合计 (P. 3). 资 1原管

1997 年 8

询委员会将新的发展情况报告给 EC-5L

(菲律宾〉

理司，财务与预算处

月 1 ~

17. 5. 4 理事会还满意地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关于两

l7. 4. 16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因岗
位分类而由梯书长所作的下列提升.

年期取得更高的知名度和决算系统和将决算记录计
算机化，并要求秘书长在该问题上继续努力。它还强

调需要批准制订战略预算并将提供一个符合资金支
姓名与理籍

职草草、级别与单位

生效日期

T.TOYA 博士

技术合作司项目经

1998 年 3

{日本〉

理，从 P. 4 提升至

月 l 日

出的报告。

17.5.5

理事会通过了第 14 号决议 CEC-50) 。

P ， 5 ，职称改为高级
项目经理

I. K.

AL-AT矶'1

先生(约旦〉

审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CUNDP) 资助的 WMO 项

教育培训司培训活

1998 年 3

动处技术官员，从

月 1 日

目 1996 一 1997 决算

P.3 提升至 P ， 4 ，职

称改为科学官员

l7. 5. 6

执行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由 WMO 管理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和信托基金方面截止干 1996
17.4.17

理事会也出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秘书长对

职员进行的下列职位转岗，
姓名与国籍

职称、级别与单位

年 12 月 31 日时期和截止于 1997 年 12 月 31 日时期

的己审财好报表。就此，通过了第 13 号决议 CEC
生效目黯

S. MBELE

大气研究与环境计

1997 年 10

MBONG 先生

划词环境处高级科

月 10 日

(喀麦隆)

学官员 (p ， 5) ，调动

50) 。

秘书长关于 1998-1999 两年期本组织财务和预算状

况的临时报告

~IJi吾育、出版物与会
议司为司长特别助
理

l7. 5. 7
A.I LlNE 先生

支持服每司外场项

1997 年 9

(俄罗斯联邦)

目〈采购与合同部}

月 22 日

主管 (P ， 4) ，回调到

技术合作司

l7. 5

两年期本组织财务和预算状况的临时报告。

l7. 5. 8

理事会对本组织的财驾状况再次表示关切，

并敦促会员尽早支付应付款。

财务事务(包括外部审计员报告〉

克服困不付和迟付会员比例会费而引起的长期性现

(议题 17.5)

金流通问题的措施

审议 1996-1997 两年期财务

17. 5. 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 1998-1999

执行理事会出意到外部审计员的审计证明

中没有包括任何资格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份内容详细
的报告，执行理事会审议秘书快对报告中提出的一
些问题作出的答复。理事会对秘书长为着手解决外部

审计员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而采取的步骤表示满意。

17. 5. 9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拟订的文件:关于

为克服因不付和迅付会员比例会费而引起的长期性

现金流通问题的措施建议。理事会认识到该问题对成

功实施所批准的计划的重要性。理事会注意到财务咨
询委员会的第 6 条建议。

17. 5. 10 理事会提到联合国系统中的其他组织采用
的方案。它要求秘书长研究提高会费收缴的进一步鼓

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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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1

(Cg-IO)

理事会建议第十三次大会保留第 31 号决议

内部审计审核部门的宗旨、权利和职责，该文件

鼓励尽早女付会费的方案和第 37 号决议

由秘书民批准，依照内部审计专业惯例建议理
事会予以接受 1

(Cg-ll) 一中止宋能履行财务义务的会员资格，第
35 号决议 (Cg-12)-- f(:期余费的安置和第 36 号决

(b)

拟议中的内部审汁标准是章程一个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是联合国内部审计服务周的代表干

议 (Cg-12) 一短期借款授权。

1990 年 11 月召开的第 32 次会议上通过的内部

审 ti 标准;

财务条例的修订
(c)

需要对财好规则进行修改，以便象联合国系统

17. 5. 12 理事会注意到，将第一个两年期预算的节

中其它大部分国际组织的财务规则那样，在财

余再拨到第二个两年期预算的相应部分已成为过去

务规则中纳入内部审计审核部门的各项职责;

惯用的方法，并向 13 次大会建议修订财务条例第 7.3

(d)

曾与外部审计员讨论过上述章程以及拟议中对

段，以反映这种做法(几本报告的附录 XVJ])。

财务规则的修改建议，他们对此表示欢迎并对

17. 5. 13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帮助用瑞士法郎支付

其形式与内容不持异议。

有困难的会员，并提高收缴会费的比率，秘书长同意

l7. 5. 16 理事会决定接受内部审计章程，并同意对

接受会员以可自由兑换货币交纳会费。根据外部审计

财务规则的相应修改供大会通过。

员的意见，理事会向 13 次大会建议修订财务条例第

J7. 5.17 理事会认为有必要保证内部审计员的独立

8. 6 段的文本，使之与本组织的基本利益相协调(见

性并希望制定→个章程 e 理事会曾要求秘书长向其第

本报告的附录 XVII)，

49 次届会提交这样一章程同时陈述联合国其他组织

J7. 5. 14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审

在这方面的准则租章程。

计补充职责第 5 段的修订文本，该修订文本已得到联
合国外部审计员小组、各专门机构相 IAEA 的同意。

第十三财期比例会费

它取消了惯用的程序，即要求 WMO 的做法以及
WMO 财务条例文本(

且可行)与联合国和专门机

J7. 5. 18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干第十三财期

致。因此建议 13 次大会修改

会费比额的建议，该建议基于联合国为 2000 年通过

WMO 财好条例附录的第 5 段，以反映联合国大会批

的最新比额，在联合国和 WMO 之间会员情况的差别

准的修记文本(见本报告的附录 XVIl) ,

作了适当调整。

构的做法和文本相

J7. 5. 19 执行理事会接受财务咨询委员会的第 8 条

通过内部审计章程

建议，并决定根据会员的决定建议第 13 次大会批准
按比例的会费分摊额。执理会秘书长根据以下方案研

对财务规则的有关修改建议案

究并提交资料:

(a)

17. 5. 15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准备的文件，提

国和 WMO 之间会员情况的差别作适当调整，

(bl

议川的理事会接受"内部审计章程"，包括内部审计
标准(见本报告附录 XVIID ， (b) 理事会同意对财务

基子联合国为 2000 年通过的最新比锁，在联合

根据批准的 1999 年分摊额比例和会员资格变
化进行调整;

(c)

根据上述 (a 1 规定，与 1999 年分摊额相比‘任何

规则的相应修改，并提交第 13 次大会通过(见本报告

会员的会费增加仨限不得超过 30% (每年 10%

附录 XIX) 。理事会注意到上述建议涉及以下问题

的比例)。

(a)

需要以正式书面文件(章程)明确定义新设立的

17. 5. 20 执行理事会向第 13 次大会建议，最低会费

总摘要

分摊额应保持在第 12 财期批准的口 .02%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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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17. 5. 21 执理会进一步建议大会应该授权执行理事

Aι1 一 M. N斗O∞Orl川先生取代 A.A.Al 一 Ga创m 先生

会进一步调整如下会费分摊比例:将 1999 年联合国

Jι.]. Kell
口ly' 先生取代 E.

调整 WM02000 - 2001 年两年期会员资格的比额作

(b)

Takigawa 先生取代 T. ()no 先1:

P. Ewins 先生取代 J. C, R. Hunt 先生

过的联合国会费分摊额作进一步调整，正对会良资格
变化进行调整，从而计算出 2002- 2003 年 WMO 余

EC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交换咨询工作组

y.

为起点。这种比额将根据第 55 届联大 (20∞年〉拟通

W. Friday 先生

].].Kelly 先生取代 E.WωFriday 先生

(c)

费分摊额。

执行理事会 WMO 总部大楼委员会

C. Finizio 先生取代 p ， Steinhaus时先生
Y. Takigawa 先生取代 T.Ono 先生

17ι

WMO 总部大楼(议题 17.6)

(d)

E. Mukolwe 1 先生取代 E. W. Friday 先生

17. 6. 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该工程进度己六大超前，
并对自 1997 年以来的进展表示满意。

17.6.2

理事会注意到该工程的总费用仍然可能超

过为新大楼建设所制订的费用上限。
17. 6ι3

(e)

WMO 职员退休金委员会

D. Musoni 先坐取代 L. Ndorim旧m 先生
的

WMO 就气候议程给机构间委员会的提名

N.B. J, Tawfiq 先生取代 A. A. AI-Gain 先生

理事会注意J'IJ 秘书处已经收到了几份租房

申请，要求租用新大楼的部分空闲办公空间。它呼吁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推选委员会

p, Ewins 先生取代]. C. R.日unt 先生
17.8.2

理事会批准了其它执行理事会机构在构成

秘书处重视继续与曾要求租用两层办公楼的瑞士当

上的如 F 变化

局商谈。不过它仍然要求秘书处在目前阶段维持与其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 EC 专家组 !CAS 工作组

他可能承租方的接触。

!7. 6. 4

O. Hov 先生〔主席) (挪威)
J. Gras 先生(澳大利亚)
R. M 日off 先生(加拿大)

理事会还表示鉴于租用该办公空间可能带

来的收入，故希望秘书处拟订一份文件提交 1、次六

了国安先生(中国)

余，根据最新概算，说明其余对新大楼的运行费产生

D. Ehhalt 先生(德国)

何种财好后果以及会对 WMO 长期。

17.7

任命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 17.7)

l7. 7. ]

执行理事会伍命 N.

阿拉伯)，

C. Zerefos 先生(希腊)
H. Yc 也 ikawa 先生(日本)
W, Kimani 先生(肯尼亚)

B. 1. Tawfiq 博士(抄特

A. G. Riaboshflpko 先生(俄罗斯联邦)
S, Penkett 先生(英国〉

D. Musoni 先生(卢旺达)， ].]. Kel!y 将军

]. Gille 先生(美国)

(美国 J 和 y ， Takigawa 博士(日本)为执行理事会代

理成员，分别取代 A.
Ndoriman8 先生和 E.

A. Al - Gain 博士、 L.

W. Friday 博士及 T. Ono 先

B. Hicks 先生(美国〉
去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EC 专家组 !CAS 工
作组

]. P. Ch.lon 先生(主席) (法国)

生。

B.

l7. 7.2

由干].

-p, Beysson

先生于 1997 年 11 月 5

-Ryan 先生(澳大利亚)

D. Moeller 先生(德国〉
Z. Levin 先生(以色列〉

日当选为 WMO 第三副主席，理事会还任命 D.E

A自 Karev 先生(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Coca Vita 先生(西班牙二)填补他在执行理事会留下的

V. Stasenko 先生(俄罗斯联邦〉

空席。

S. Al Mahlafi 先生(沙特阿拉伯〉
D. Terblanche 先生(南非〉

l7. 8

题 17.7)
]7.

p , Jon3s 先生(英国)

审议执行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和其它机构(议

8. 1 继执行理事会成员变动之后，理事会决定在

执行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和其它机构的组成上做出如

下替代和变化

ß. Foote 先生(美国)
17. 8. 3

理事会注意到其它执行理事会机构在构成

上的如 F变化。

1

WMO f:'吉柑审议特别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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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工作组 2

S. S. Khodkin 先生(由俄罗斯联邦提的名)
N. Tokar 先生(由乌克兰提的名〉
B. Lettau 先生取代 G. Cartwright 先生(美国)
IOC/WMO/UNEP 政府间全球海洋观测系统联合委
员会
McEwan 先生(澳大利亚)取代 M. Glass 先生担

Ca)

气象、水文相地球科学;

Cb)

遥感资料的利用

18.2

第一副主席介绍了两位应邀做下述讲座的

著名专家，
题目 Ca) - J. Rodda 博士(国际水文科学协会主席)
题目 (b) - Jim Purdom 博士 CNOAA/NEDIS/研究和

应用办公室主任)。

任主席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现在和将来。

18.3

第一副主席感谢 Rodda 博士和 Purdom 博

P. COl1rtier 先生(法国) ，替代 C. Cariolle 先生

士的讲座，讲座后是生动的讨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S. Mildner 先生(德国) ，替代L. Bengtsson 先生

作出安排，适当出版这些讲座。

K. Nagasaki 先生(日本) ，替代 K. Taira 先生
L. Ogallo 先生〔肯尼亚) ，替代 E. E. Balogun 先
生

1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议题 19)

按照程序规则第 27 条的规定， t)t 行理事会

V自 Melesheko 先生(俄罗斯联邦) ，替代 A.A
Vasiliev 先生

审议了在第 50 次届会时仍然有效的以往的决议，并

p , Mason 先生(英国)

通过了第 15 号决议 CEC-5的。

17- 8. 4

在其讨论议题 8 期间，理事会任命了 CHy

副专家 Van de l' Eeken (比利时 J 参加 EC 教育和培训

20.

专家组，以便在处理有关水文和水资糠的问题方面具
有适当的代表性。

18.

科学讲座和讨论(议题 18)

18. I

在 49 次届会上，理事会逃出了以下将在 50

次届会期间进行的两个科学讲座的具体主题:

2 此工作组由是南极最约缔约国常任代表提名的成员和在
南极积极开展气象计划的非南极条约缔约国常任代表指
定的专草组成。

科第五十一次和第五十二次届会的时间和
地点(议题 21 )

20.1

执行理事会确认第五十一次届会将于 1999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 CICG 召开。

20.2

理事会临时同意第五十二次届会将干 2000

年 5 月 16 日至 26 日召开。

21

会议闭幕 t 议题 2 1)

21.1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次届会于 1998 年 6 月 26

日下午 6' 30 点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 (EC-50)

三区协(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报告
注意第 1 至 14 号决议 (RA

执行理事会，

(2)

考虑了三区协(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有关方面注意上述决定。

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III-12);

874).

决定 z
(1)

i主本决议代替不再生效的第 1 号决议 (EC-49) 。

渲意该报告，

决议 2(EC-50)

六区协(欧洲)第 12 次届会的报告
注意决议 I l'H 14(六区协第 12 次届会儿

执行理事会，

(2)

巳考虑了六区协(欧洲〉第四次届会吉决议和建议的

要求秘书长提醒有关方面重视上述决定。

最终节略报告 (WM。一 NO. 882).
决定.
(1)

注:本决议代替不再生效的第 1 号决议 (EC → 49) 。

注意该报告;

决议 3 (EC-50)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执行理事会，

重申第四次世界气象大会的观点一个独立的 IPCC:

注意到 2

对于提供各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客观、科学和技

(1)

第 8 号决议 (Cg-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

进一步重申第 12 次世界气象大会要求秘书长，与

员会，

( 2)

第 1 号决议 CEC-4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

第 3 号决议 (EC-49)

UNEP 执行且干事一道，为了 IPCC 的工作继续做出
安排，保持对 IPCC 秘书处以及 IPCC:报告的出版和

委员会 CIPCC) •

(3)

术评估是不可缺少的，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

散发的财务和组织上的支持，并保证有恰当知识专长

委员会(lPCC) •

的科学家参与 IPC:C:的活动。

(4)

UN/FCCC 京都议定书第 3 条和第 5 条提及了

赞同按照第 12 次世界气象大会对该专业委员会的要

IP C: C;

求巳写在 IPC:C 决定报告中的 IPC:C:继续工作计划，

(5)

IPCC 第四次届会(1 997 年 9 月 22 目和 25 一

IPC:C:可随对此时做出调整，包括在算法方面的工作。

28 目，马尔代夫)通过的 IPCC 决定文件;

要求 IPC:C:酌情向 UN/FC:C:C:和 UNCCD 的机构和

祝贺该委员会完成了一份技术报告(建议的 CO ，限排

其他感兴趣的实体转达其结论和发现。

的含义)和一个特别报告(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 ι 脆弱

进一步要求该委员会将其报告提供给 NMHS 从而使

性评估〉并选举出了 IPCC 新主席团，

后者对 IPC:C 的贡献能得以进一步加强。

进一步祝贺lPCC 新主席团成员的当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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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4(EC-50)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青决议和

建议 4(C1M O-]2) 一新的自动系统的技术要

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

求，评估和业务化

88]) ,

决定:
(1)

注意该报告;

建议 5(CIMO-1Z) 一自动气象站 (AWS) 报告

(2)

对关于成立工作组和报告员提名的决议 1-7

编码

(CIMO-12) 拾于特别关注 3

(3)

建议 6(CIMO-IZ) 一观测程序，固态降水测量

对下列每条建议采取行动:

二级标准，以及国态降水雨量计数据的调校
建议 HCIMO-12) 一可能与外部标准化组织

(n)

同意比条建议?

的冲突

(b)

请秘书长提请成员固和有关的技术委员

(a)

批准此条建议;

会对此建议于以重视并对其实施予以支

(b)

请秘书长提请成员国对此建议于以重视;

持，

(c)

敦促成员国积极参与 WMO 之外的有关

(c)

请成员国恰当地贯彻决议;

国际组织的工作，如 ISO 及其区域标准他
建议 7

组织;

(CIMO -12)-

修正执行理事会对

CIMO 以前建议所做的决议
建议 2(CIMO-]2)

自动观测系统计算公式

同意决议以EC-25) 和决议 4(EC-46) 不再有效。

和算法

建议 3(CIMO-12)

引进新的气象仪器

决议 5

性。本条决议替代不再生效的决议 HEC-46) 。

(EC-50)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报告
执行理事会，

(3)

就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审议了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啻决议和建议的

第 1 号建议 (CC1 … 12) 一审议执行理事会蒜子

最终节略报告 (WMO-NO.879)

气候学委员会以往建议的决议
(在议题 19 下就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

决定:
(1)

注意该报告，

(2)

注意第 1 至 9 号决议 (CC1-12) ,

要求秘书长将上述决定提交所有有关方面在意。

决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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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EC-50)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b)

建议 2(CAS-12) 包括在建议 S <EC 一

50)
考虑到大气科学委员会的第 12 次会议含决议和建议

(2)

科学委员会职责方面的决议，

-12) ,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有关各方注意上述决定。

决定:
(1)

考虑到建议 3(CAS-12) 一在下次届会上审议

其以前的决议时，应回顾执行理事会有关大气

的最终节略报告草案，
注意到第 1 至 3 号决议 (CAS

,

在执行理事会决议中体现 CAS 提出的下列建
议的实质内容 2
(a)

建议 1 (CAS-12) 包括在决议 7 <E C-

50)

拉:本决议取代已经失效的第 6 号决议 (EC-46).

,

决议 7(EC-50)

重新组建执行理事会/大气科学委员会环境污染与大气化学专家/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

(4)

和大气化学领域的情动，

注意到.
(1)

第 7 号决议<EC-46)

需要指定联系人负责协调 WMO 所有环境污染

重新组建执行理事会/

认识到 CAS 会作为负责这一领域活动的牵头单位;

大气科学委员会环境污染与大气化学专家/工

决定重新组建执行理事会/大气丰-学委员会环境污染

作组;

与大气化学专家J工作组，其职责如下

(2)

总贝。第 179 条，

(1)

( 3)

决议 13(Cg-IZ) 一大气研究与环境计划，第

机构，负责向 WMO 提供大气化学和环境污染

11 次世界气象大会吉决议的最终节略报告，第

领域所有活动的资询:

3.3. 1. 1 至 3.3.1.7 段 (WMO- No. 756)
(4)

(2)

和落实改进方面提供科学指导，旨在提高

170 段，第 2 部分，第三卷，第 16-60 段，以

GAW 资料质量、来报率及其全球覆盖范围，

(3 )

考虑到 2

(2)

正如第 11 次世界气象大会重申的那样. WMO

作为 GAW 质量保障/科学活动中心的一个咨
询专家组 g

(4)

掌握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领域的信息，并评议

需要在大气占主要地位的环境问题和过程中成

这一领域的动向，其中包括大气成分变化、全球

为联合国的牵头机构，

和区域气候以及地球系统其它方面与大气/海

WMO 非常适合从事全球大气成分及相关物理

佯/生物罔系统中化学物质的自然周期扰动之

特征的""期监测任务，其中包括相关科学评估

间的相互关系;

的准备工作，通过 GAW 的实施，本组织对这

(3)

作为 GAW 的联系单位，并作为重点，在设计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第一部分，第 167

及第王个长期计划有关部分，

(1)

作为执行理事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咨询

( 5)

与 CAS 主席协商，向执行理事会建议 WMO

类活动的参与巴大大增加;

所需采取的行动，以促进、发起、有助子在上述

j[如第 13 次世界气象大会所阐明的那样，对

领域开展科研和监测活动，并确定活动重点，

于环境问题. WMO 具有重大责任;

特别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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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

本底大气成分和大气陌染 j主期观测，其

(a)

中包括咀室气体、臭氧、其它活性气体、

(b)

D. Ehhalt( 德国)和 Ding Guoan( 中国)一

(c)

R. M. 日off (加那大)一伎期输送包括酸

辐射、光学厚度、气溶胶颗粒特征、降水

城市大气环境报告员;

成分以及其它有关参数$
监测网络资料的高质量、可调用性和时

(b)

雨报告员;

效，开发一个实时或准实时职能观测罪

H. Yoshikawa (日本〉一瘟室气体包指

(d)

统;
(c)

CO 2 报告员;

大气污染物在所有时空尺度的输送、变性

( e)

C. Zerefos (希腊)←大气臭氧和 UV-B

(1)

J. Gras( 澳大利亚〉一辐射和气榕胶光学

报告员;

和沉积;

(d)

大气成分的海/气交换;

(e)

本底环境污染的综合监测$

(f)

台站的选址;

厚度报告员，

( 6)

掌握城市大气环境领域的科学发展动向，并向

(7)

促进 GAW 系统资料和其它观测结果的应用，

B.Hicks( 美国〉

(h)

各种介质之间污染物

交换(包括在综合监测)报告员 s

特别是对紧急环境问题进行权威性科学评估伸

(i)

出安排或准备;

S. Penkett (英国〉一大气化学系统模拟报
告员;

(8)

妥善配合有关工作组和报告员的工作$

(9 )

在 GAW 框架下，设计并实施环境污染和大气

(j)

化学领域的培训及教育活动;

J.Gille( 美国)一卫星观测大气成分报告

员;

(2)

掌握其它有关国际组织的工作情况，并向执

指定 O. Hov( 挪委〉为组长，并作为协调报告员

工作的协调员，

行理事会和大气科学委员会主席提供有关对

要求 EC/CAS 环境污染与大气化学专家/工作组组

WMO 政策产生影响的活动，及其适当协调

长向执行理事会和 CAS 主席通报与大气环境活动有

关的重大发展动向，应邀向 CAS 主席提交大气环境

措施的咨询 1
J!f一步决定，
(1)

Riaboshapko( 俄罗斯联邦〉一降水

化学报告员;

各会员的气象部门和水文气象部门提供梅询;

(1 0)

A. G.

(g)

研究的各种报告，并在该委民会第 13 次会议之前六

执行理事会/大气科学委员会环境污染与大气

个月提交终结报告。

化学专家/工作组的成员特如下，

(a)

W.

Kimani( 肯尼亚)一大气成分长期变化

注 2 本决议取代已经失效的第 7 号决议 CEC-46)

决议 8(EC-50)

重新组建执行理事会 /CAS 云物理和化学
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组/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

163-192 段 (WMOITD-NO.702) ， 以及第

注意到:

五个长期计划的有关部分，

(1)

第 13 号决议 (Cg-12) 一大气研究与环境计
考虑到:

划，

(2)

第 8 号决议 CEC-46)

重新组建执行理事会

(1)

ICAS 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
工作组，

(3)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第二部分，第 3 卷，第

云物理和化学对于超短期至长期天气预报的重
要性;

( 2)

云物理和化学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对于

气候模拟参数化的重要性 1

决议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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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物理和化学对于大气汗染物输送、沉积和变

(的

性的重要性;

(4)

正如 WMO 大会重申的那样，就主观人工影响

(b)

(c)

有必要评估以科学为依据的播云为水资惊和农

(d)

(e)

B.Ryan 先生(澳大利亚)一基本云物理

和云电学报告员 6

(1)

J. 一 P.Chalon 先生〈法国〉一云物理应用

报告员(云辐射性、气侯学) ,

评议相关科研悟动并就需要引起注意的有关云

(g)

D.

Moelb 先生(德国)一云化学变化报

物理和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的紧急问题向

告员(与执行理事会专家小组 ICAS 环境

执行理事会、 CAS 以及 WMO 其它下属机构提

得染和大气化学工作组保持联革) ,

供自询;

(h)

评议在巧染物消散和长距离输送过程中，云对

(ì)

评议在天气和气候预报/模拟研究过程中，在
与植被(特别是在不同高度上〉相互作用过程

B. Foote 先生(美国)

霄达及其它仪器

报告员 4

(2)

中，以及在蓄水供人类使用方面云雾过程的作
用s

Z. Levin 先生(以色列〉一云模拟报告
员1

各种污染物的输送、变性和沉积的作用;

指定 J. -

p. Chalon 先生(法国〕为组民并作为

负责任报告员工作的协调员:

(3)

邀请国家气象和大气科学联合会 (IAMAS) 指

作出安排，编写有关云物理和化学场外试验、

定一位代表与该组织保持联系并参与该组的工

播云试验以及雾消散的述评和总结，以便向会

作;

员广泛分发，

(4)

本工作组组长应与执行理事会 ICAS 环境污染

提供悔询和帮助，特别是 WM。在上述领域组

和大气化学专家/工作组保持联系，讨论共同

织、协调或发起的科学试验和科学会议的规划

感兴趣的问题;

能力的转让方面提供咨询和帮助;
起草并审议 WMO 有关人工影响天气状况和会

(5 )

执行理事会ICAS 专家工作组应与 CAS 世界天
气研究计划指导委员会合作，

员咨询指南的文件，必要时，对这些文件提出

要求该组组长向执行理事会和 CAS 主席提交进展报

修改建议 s

告，若需要则应在 CAS 第 1.3 次会议之前 6 个月提交

进一步决定:
(1)

人工

云及其后果)报告员 g

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工作组，其职责如下.

( 6)

V. Stasenko 先生(俄罗斯联邦)

影响天气咨询，特别是人工增雨和消雹所带来

决定重新组建执行理事会 ICAS 云物理和化学及人

(5 )

Kare.v 先生(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

影响天气其它方面(包括消雹和人工影响

认识到大气科学委员会在此领域中的责任;

(4)

A. R.

业及有关活动的规划与管理，以及权威性人工

的效益;

(3)

AI Mahlal (沙特

和国) -.~草消散报告员;

阶段;

(2)

P.Jonas( 英国〉和 Saad

阿拉伯〉先生一隧云增加降水报告员，

确答案的重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她在研究

(1)

冷云增加降

水报告员;

天气的可能性及其限度问题为人类提供一个明

(5)

D. Terblance (南非)先生

终结报告。

执行理事会 ICAS 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

气研究专家/工作组由以下成员组成 ι

注。本决议取代已失效的第 8 号决议 (EC 一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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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9

(EC-50)

对 WMO 技术规则第二卷 (WMO-NO. 49) 的修改，

国际空中导航气象服务
执行理事会，

规则第二卷[c. 3ι3J 的修改，随之通过了术决

注意到 1

议附录中的修正案 71;

(1)

1998 年 3 月 11 日， ICAO 理事会通过国际民航

批准;

公约的国际航空导航的附录 3 修正案 71;

(1)

术规则 [C.3.1J ，

确定 1998 年 11 月 5 日为该修芷案生效日;

(2)

(1)

(2)

ICAO 附录 3 和 WMO 技术规则 [C. 3. lJ应该

[C. 3. lJ 的修改内容，修订 WMO 技术规则 [C

一致;

3. 址，包括范表和格式附件。

须使 WMO 技术规则 (WMO-NO. 49) 第二卷

要求秘书长。

[C. 3. 3J一飞行文件的格式和准备一与 WMO

(1)

技术规则 [C.

(3)

根据 1998 年 11 月 5 日生效的 WMO 技术规则

(2)

考虑到:

根据 ICAO 附录 3 的修正案 71 修改 WMO 技

安排介绍技术规则第二卷，民 .3. lJ 和民 3.1J
的修改内容;

3. lJ 的修改相一致;

CAeM 工作组 PROMET 的认可，及随后

( 2)

在同意的生效日期，请 ICAO 用本决议附录中
修改后的附件取代 ICAO 附录 3 的附件 E

CAeM 主席代表委员会批准了对 WMO 技术

决议 9CEC-50) 的附录
技术规则修正案，第二卷 [C. 3. 3J. 飞行文件的格式和制作

[c. 3. 3. J3. 3. 1

[C. 3. 3. J2. 1. 2
应在提供的各张表情的相应地方插入说明预报区
域，路线部分，飞机场，使用单位，有效日期和时间，
飞行高度或其它高度指示，图表类型及在风和强度
和火山灰预报时预测所基于的观测日期和时间。

[C. 3. 3. J2. 1. 5
当气象处必须制作通常从世界区域预报中心
(WAFCJ 或区域预报中心 (RAFC)接收的图表时，它

应适用 [C. 3. 3. J3 中的条款。

(a)

模式中采用的介绍重要天气的符号应视情况
从 C.

3.

3. 的表 l(a) 或 (b) 中选取，

(b)

模式中采用的介绍锋面和聚集臭氧及其它特

(c)

有关重要天气图的高度说明养一般严格限制
干图表的限制范围内(如， FLl∞和 FL200) 。
但是经与操作员协商，图表限制范围以外的值

色的符号应从 C. 3. 3. 的表 II 中选取，

也可以视情况加入。特别是火山喷发的标志应
在所有图表上显示，而不管观测的或预报的火
山灰云的高度。

[C. 3. 3. J3
由世界和区域预报中心制作的图表

[C. 3. 3. J3. 3. 2

[C. 3. 3. J3.1. 1
世界区域预报中心 (WAFC) 或区域预报中心
(RAFC) 发布的图表应根据[c. 3ι3.

介绍格式

J 3. 2 中介绍的

地图和预测来制作。

[C. 3. 3, J3. 1. 3
应根据上述 [C. 3. 3. J2. 1. 2 明确地说明各图表，并包

括发布信息的世界或区域预报中心的名字。

在由世界或区域范围预报中心制作的图表上，风向
和风速应用带有羽毛和三角旗的箭头来表示。

[c. 3. 3. J4.1. 2
地面能见度

TAF 中所指的能见度和能见度变化应根据[c. 3
I.J4.6.4 条给出;所用的单位应用适当的缩写表示，
如 M 或 KM ，低于 5 公里的值应以米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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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里或以上时以公里来表示。当能见度为 10 公里

报区域的分割良好的积雨云和/或雷雨云区域;

或以上时，这应表示为 "10KM'" 。该增加和单位应遵

FRQ 一最大空间覆盖范围大于 75% 的预报区域、且

照 [C. 3. 1. J4. 6. 4 条。

相邻的雷雨云之间很少或没有分开的雷雨云区域，
缩写 EMBDC 嵌套〉可以加入此三个缩写中的任何一

[C. 3. 3. J4. 3. 6

个以表示被嵌入云层且很难识别的积雨云。这些受

2了

CRl

嵌套的积雨云可以或不从云层中突出来。在 SWL 图
对干 0/8 ， 1 … 2/8 ， 3-4/8 ， 5 一 7/8 和自 /8 的云
量应分别表示为 SKC ，

FEW , SCT , BKN ,

OVC ，在积雨云情况下应表示为如下.

ISOL 一最大空间覆盖范围小子 50% 预报区
域的单独积雨云和/或雷雨云区域;
OCNL 一最大空间覆盖范围为 50% 一 75% 预

表中，其它所有云应用缩写 FEW( 很少)、 SCTC分散

的)、 BKN( 破碎的)和 OVC( 阴暗的)来分别描述 1
2/8 、 3-4/8 、 5 一 7/8 和 8/8 的云量。云的类型应与

WMO 电码表 05仙一 CC 相一致的方式表示，但可视
情况另外用缩写 LYRC 层或分层的)。

报区域的分割良好的积雨云和/或雷雨云区

[C. 3.3. J4. 7

域，

FRQ

最大空间覆盖范围大于 75% 的预报区

VAG 模式

图表形式的火山灰咨询信息

域、且相邻的雷雨云之间很少或没有分开的雷
雨云区域;
缩写 EMBDC 嵌套〉可以加入此三个缩写中的
任何一个以表示被嵌入云层且很难识别的积

[C. 3.3. J4. 7. 1
VAG 模式应该用于提供预报交通和火山灰云弥散
的信息。

雨云 1

Cb)

云的类型应与 WMO 电码表 0500 相一致的方

[C.

式表示。

VAG 模式应该由一套四张用于描述交通和火山灰

3.3. J4. 7. 2

云弥散预报的图表组成。每套的四张图表都应该显
[C.3ι3.J4.6.7

示大气各个层次交通和火山灰云的弥散情况。其中

在 SWH 图表中，如果相邻的雷雨云之间几乎没有或

第一张表应该显示从地回到 FL550 的综合层次，另

没有分开，且最大空间覆盖范围大子 75% 的预报区

三张表应该分别是从地面到 FL200 ，从 FL2∞到

域，或如果它们被嵌入云层而很难识别，这时应将积

FL350 ， FL350 到 FL550 。每张圈表中所包括的大气

雨云 CCBl 加进去。此类积雨云应用缩写 ISOL

的层次都应表示清楚。

EMBDC 隔离嵌套)、 OCNL EMBD( 偶尔嵌套)、 FRQ

(频繁)或 FRQ EMBD( 频繁嵌套)来表示。定义见

[C. 3. 3. }I. 3.

6(R) 。

[C. 3. 3. J4. 7. 3
每套图表都应标明预报的有效时间，首先是 UTC 时
间，接着是日期，最后用括弧表示 (ERUPTN 十 xx

[C. 3. 3. J4. 6. 9

日)。

在 SWL 和 SWM 图表中，所有的积雨云应以下列缩

写表示:

ISOL

[C. 3.3. J4. 7. 4
最大空间覆盖范围小于 50% 预报区域

的单独积雨云和/或雷雨云区域，

OCNL

最大空间覆盖 1ê:围为 50% -75% 预

描述火山灰云和火山本身的标志应分别选自 [C.3.

3. J我 II 和 [C. 3. 3. J表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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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见 [c.

3. ,. J1. 2 和 [C. 3. 3. J4)
模式图表和格式

表层嘀商测点
峨棚…叫
况低中和观格

珩ω 一-

A
B
T
T

航例例高例例

512

式

格

式 mm

格库

报和
面
E

w
重要天气图(高层〉
例 1

麦卡托航用图预测

例 2

极地立体图形预测

模式 SWM

重要天气图(中层)

模式 SWL

重要天气图(低层)
例 l
例 2

MODEL VAG

一

以图形形式表示的火山灰咨询信息

MODEL SN

一

飞行文件中记录表格

测测

报预预

预图形
式用图
恪航体
度托立
温卡地
和麦极

风扎
VHW
空现预
商和和
面头头
压箭箭

l2

…

U归

模式 SWH

等一

标例例

式

模

QU

报M

EI
护
UT
耳
ιN

二温点络

预度以

恪房空地网

品E12

成一一风一一

纠4l2

式式
模模

机例 例

式

模

A

机场预报

Jl(t1'!

模式 A

例 I 一表格格式

ISSUED BY

叮...................................................

MEτEOROLOGICAL

OFFICE

TIME ..................(UTC)

DATE

HEIGHTS ABOVE AERODROME ELEVATION

Cloud
Su 巾 ce ，也 ndm四n

Lowl田t 也lYer

Higherlaye归

amount, height of

剧由nt， 阳ightof

Fore田$t

ba扭曲eQand

阳se (ff目。 aηd

t宙nperature

type (if CB)

(<1<理陪田臼国崎

BKN 1500

MAX 30 AT 1200Z
MIN 20 AT 0400Z

directÎon
Period of
val耐Iy

Aerodrome

ρTC)

MOMBASA

06-也6

耳tpe

and

time of
change

TEMPO 田县-12

(d，驾日周围 f阳时

Sutface

阳回nwind申eed

V国bilily

Signmænt

m田厅 υm wind:i阳ed

问inimum)

W田ther

150/15 Kl
VRBl20 KT
MAX30KT

10KM

。ρe

(if CB)

Remó剖s

FEW1 目。

20 口 M

HVYSHRA

SCT 1000CB

NAIROBI

。 3-15

060/05 KT

。'VC

2000M

EXfRACTE口

0200
N/A

PROB40
TEMPOO~5

BECMG05-06

K忖 ARTOUM

12-18
PROB30
TEMPO 12-15

CAIRO

VR Bl03 KT
。即1/10 Kl

5田 M

030/05 KT

10KM

03口120KT

1∞ M

10KM

06 田 10 Kτ

05-06

FG
NSW

MAX 30 AT 1300 Z

MODBLSA

A

FROM
TAF00-24

SCT15日日

SCT25日。

C

m只
pup

一一一._

V

。

EXTRACTED
FROM
TAF 06-吕6

MAX25 AT14∞ z

K

MIN06AT05 日 OZ

ROME

12-06

270/10 KT

FM 1400
FM 1800

Kl
330/15 Kl
27日110

2000M
5000M
10 KM

HVYDZRA
MODRA
NSW

BKN500
BKN 12 日。
BKN 2500

TAFOι-06

OVC15∞

OVC20oo

MAX06Aτ1500Z

AMENDED

MIN MS 02 AT 0400 Z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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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f

模式 A

机场预报
例 2-TAF 电码格式

188UED

'"''… .......M 盯 EDRDLDGICAL

BY 内

DFFICE (DATE , TIME UTC)

INTENSITY
"-"(1咀 ht); no indicat田 (moderate); " + " (heavy , or well-developed in the case 01 dust! sand whirls (dust devils) end
funnel clouds) are used to ïndicate the forecast intensity 01 t:ertain phenomena

DESCRIPTORS
MI - shallow
BC - patches
PR - pa 内陆|

DR - low drlfting
BL - blowing

8H -

showe 叫 s)

FZ - freezing

(super∞ oled)

T8 自 thunderstorm

FORECAST WEATHER ABBREVIATIONS
DZ
RA
8N
SG
IC
PL
GR
G5

-

drizzle
rain
snow
snow grains
ice c叩stals (diamo 门 d dus叶
ice pellets
heil
small hail and/or snow pellets

BR
FG
FU
VA
DU
5A
HZ

-

mlst
log
smoke
volcanic asr

-阶 despread

dust

PD
50
FC
S3
05

-

dust!sand whirls (dust devils)
squall
funnel cloud(s) (tornado or waterspout)
sandstorm
duststorm

- sand
- haze

EXAMPLES
+SHRA
FZDZ
+TSSNGR

- heavy shower of rain
- moderate treezing drizzle
- heavy thunderstorm with snow

T5SN - moderate
SNRA - moderate
a门 d

thund 町 storm 、lV ith
s 门。 w

snow

and rain

hall

SELECTED ICAO LOCATION INDICATORS
CYUL Montreallntl/Dorval
EDDF Franklu 时IMain
EGLL London/Heathrow
HKNA NairobilJomo Kenyatta Intl

KJFK
LFPG
NZM
OBBI

New YorklJohn F. 百ennedy Intl
Paris/Charles de Gaulle
Auckland Intl
Bahrain Intl

叩门

5BGL
Y88Y
ZBM

Tokyo Intl
Rio de Janeiro Intl/Galeãc
8ydney.州门 gsford 5m'h Intl
Beijing/Capital

RJT寸

122 才 30Z

130024 VRB03KT 4000 SCT025 BECMG 0305 9999 T30/12Z T20106Z

EGLL

090845Z

口 912 才 227010 盯 9999 88T020 BKN080 FM2100 30015KT
3000 FZDZ BKN006 OVC060 FMOOOO 30015 盯 0800 +RA8N
BKN004 OVC060 BECMG 0305 33020 盯 5000 N8W 8CT020
BKN100 BECMG 0709 9999 =

LFPG

1 日 0910Z

161212 10008KT CAVDK FM2000 VRB03KT 8000
8CT012 FM0400 VRB03 盯 0800 FG FM0900 1 ∞ 08 盯巳AVOK

0881

030300Z

。 3062403010盯 99995 巳 T010
091503030 盯 05 ∞ BLSA

HKNA

280215Z

PROB30 TEMPC
FM1800 VRB02KT 8000 5CT020

280624 06010 盯 9999 8CT025 TEMPD 1216
3000 5HRA BKN015 PRDB40 TEMPD 1416 VRB20G30KT
+TSRA 8CT01 OCB BKN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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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模式 TA

例 1-低层

DATE

,

"

ROUTE FROM

,

BIGGIN HILL

叫STERPAM

TO

HEIGHTS IN FEET ABOVE MSL
AIRWAYS

lllViA

VA Ll D FOR DEPARTURE BETWEEN...... .1.qQQ.... ..UTC AND..... .1,\9 9..... UTC AND
17QC
FOR ARRIVAL BETWEEN
UTC AND
"2100" ,, , UTC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METEOROLOGICAL SITUATION:
ACTIVE COLD FRONT FROM HUMBER TO CHANNEL ISLES AT 1000 UTC MOVING EAST AT 20 KNOTS TO
Ll E NORTH/SOUTH ACROSS TRACK ABOUT 40 NM WEST OF AMSTER 口 AM BY 19口。 UTC
LON 口。 N

ZONE
UPPER WINDS
(DEGREES TRUE AN 口
TEMPERATURES
(DEGREES CELSIUS)

KNOTS)

02' E

5000 代

280/30 MS 才 2
290/25 MS 03

2000 tt

290/2口

1 口 000

ft

AMSTERDAM

250/45 MS 09
240/35 00
230/30 P506

P503

xxx

z

ISOL EMBD C巳一1」DgD D

5CT CU -，-5口口
CLOUD

BKN 5C

1且225202D

BKN AC LYR

SURFACE VISIBI Ll TY

BKN 5T

~~~
50 口

。VC SC2X0KDXD

i…2」0g0E0

AS LYR

4000 M IN MODERATE RAIN AND
M IN THUNDER5TORM5

1 50C M IN SHOWERS

才 000

ISOL THUNDERSTORM5

MODERATE OCNL100C口
3500
SEVERE ICING

MODERATE OCNL
SEVERE ICING

SIGNIFICANT WEATHER

5X0X0X
0

MODERATE OCNL 5EVERE
xxx
TUBULENCE IN
T百õõ
FRONTAL ZONE
HEIGHT OF O'C ISOTHERM
FORECAST LOWEST QNH (hPa)

Issued by

,

at

UTC on

3500

50 口。

1 008

才 004

19

,

,

by

咽 Forecas抽f.

Notes: Î
POSitlv8 and 门 egative values a阳 indicated by the prelix "PS" (plus) and "MS" (minus) , res口ectively ，
2, When a slngle nU l11 el'ical value 01 an ele门1e门t is glven in e. lorecast il is 10 be interpreled as r自 presenting
the 1110S: probable mean 01 a r吕门 ge 01 values which the element may assume during the period ofthe forecas t.
Abbreviations: SKC-Q oktas , FEW-Î 102 okl缸， SCT - 3 10 4 ol<l as咱 8KN - 5 to 7 oktas ‘ OVC-8 oktas , l YR-layered ,
LOC-Locally , ISOL-Isolated , OCNL-Occasional , FR口一 Frequent咱 EMBD-Embed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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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TA

例 2- 中斤黯层

HEIGHTS IN PRESSURE ALTITUDE IN HUNDREDS OF FEET

DATE
ROUTE FROM

A Vl STERDAM

BI (3 GIN .HI.LL.. ... .TO

VALID FOR DEPARTURE BETWEEN ..

.. .1ö.OÇ

FOR ARRIVAL BETWEEN

. . 1790..

AIRWAYS

VIA

1.7 0 0

UTC AND
... UTC AND . . . . .

. . . . UTC AND

? 100. . . . . UTC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METEOROLO Gl CAL SITUATION ISURFACE CENTRES AND FRONTS):
ACTIVE COLD FRONT FROM HUMBER TO CHANNEL ISLES AT 1000 UTC MOVING EAST AT 20 KNOTS TO

Ll E NORTH/SOUTH ACROSS TRACK ABOUT 40 NM WEST OF AMSTERDAM

。 2'E

LONDON

ZONE

BY 才 900 UTC.

AMSTERDAM

230/65 MS 50
240/60 MS 36

FL 180

250/50 MS 52
260/40 MS 40
270/35 MS 26

240/50

MS 24

1 口。

280/30 MS 12

250/45

MS 09

UPPER WINDS

FL 300

IDEGREES TRUE AND KNOTS)

FL240

TEMPERATURES
(DEGREES CELSIUS)

FL

巴OL THUNDERSTORMS
MODERρTE TURBULENCE

SIGNIFICANT WEATHER
AND ASSOCIATED CLOUD

180
冷(X

MODERATE TO SEVERE
ICING AND TURBULENCE

300
沁()(

'TROPOPAUSE HEIGHT

舍 JET

STREAM

'A口。ve p:a门η!:' :è :飞:'5丘 le'18 :'门口，

Issued by

Notes:

,

口e;:;ifl8口

at

, UTC

Pressure altltude is the height
0: • 01 ♀ .2 hpa

in 怡el

19. '

on

,

by

Forecaster.

01 a level in the stardard 8nflosphere above the datum level corresponding \0

a 口 ressure

二 P :J S~ll\ 王 aηd 门 egatlve

::

:)η'\

values

ar巳 indlcated

by the preflx "PS" (piusJ and "MS" (mìnus) , respectively ,

:;Iouci 2.S80clated with sig门 Iflcant weather 18 shown 咽
In appropnate aerodrome forecasts

L口 w

8tralus and log. when expected , will be shown lor

lerrìl 户'， al 吕「巳 a8

..::_

\~in导~

a sIngl8 numencal value 01 an elemen\ 13 glven in a torecasl 咱 il IS 10 be 1盯怕 rpreted as represe门tl口9
口 robable mean 01 a range 01 values which the element m日y aS3ume dunng the period 01 the fore己ast

;'l e !ì1Ç) st

Abbreviations: SKC-C;< oktas. FEW-Î 102 oktas ‘ sc丁← 310 <1 oktas , BKN-5 1口 7 oktas , DVC-8 oktas , LYR- Layered
LOC- ，"-O(811)- 、 ISOI_-lsolated ， OCNL-Dccasio门al ， FRQ-Frequent. EMB口一 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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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TB

例 1-观洲地点

ISSUED 8Y
FIXED 丁 IME

PROGNOSTIC CHART VA Ll D AT

门

UTC O~

8ASED ON ,,,,,,,,,,,,,,,,,,,,, UTC DATA ON" ……""",,"""" NEXT ISSUE VA Ll D AT

24260 40 - 32
16270 25 帽 21
10VRB 05-08
0509015-03
02080 15 + 03

……。…川川

UTC

24290 55 - 32
1 日 290 40 - 22
10340 10-09
05050 10-03
02 VRB 05 + 03

r

10'W

咽。恼臼
m
旧MW

03
16 + 04
30 + 05

0000

1 口-

480E2
22210
66589
32112
05005
--M++
口

30 币 18

内系唱『咽-nunν

30 - 29

2427 口

40 - 29
18270 35 - 19
10290 15-04
05 口 90 10 + 01
020日 o 15+05

5'E
呵
l

内υ

2425 口

丙1

2

句;

35 - 28
18250 30-17
10270 20+00
05 VRB 05 + 09

口

D52

四"+++

B70

η4

日

叩却叩 mmE

内unu
内，‘吨
64J

4

22211
33211
D5505

0209口

内6
， 4lnv

「
l

唱『咱

唱
l

1

回'N

+ 0日

2日

1826030-1 日

102日 o 20 + 00
05 VR8 05 + 08
020日口 15 + 09

55'N

48052
211DD
22111
g7235
90744
55505
DODO0
--+++
内，
-tl

- 29
- 17
+ 01
+ 14
+ 16

咱 l

30
35
30
20
20

15

24260 40 -

1822025-1 日

10 VRB 05 + 02
05 VRB 05 + 14
02120 10 + 15

2422日

25 - 28
20 - 14
10VRB 05+01
05VRB 05+14
02 VRB 05 + 15

1 日 240

2424口

25

18250
1D 230

20 阳 13

- 25

1 日+阳
051 日。↑ 0+13

02VRB 05+18

负uvqv
可
d内
m，，"『/

噜 -41

由皿牛 -4γ 牛!

48052
21011
0505D
DODOO
BB243
11222
21100
句，也414l

24160
18180
10140
05140
02150

24210 25 - 28

50'N

5'E
Boxes refer to spot 1/1川 nds degrees true and knots at
intersections 01 the L.ATjLONG lines covered by the box;
temperatu 陀 S In degrees Celsius; heights are above MSL
(thousands 01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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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D BY...

Valid............... UTC....

口泪归口回

EE

Based on......... UTC data on ..

m

扣扣

臼咄斟却由旧配的缸中昭 maiF 肘咄咄咄斟刀

ω引皑皑白白挡回回四旧阴阳的

m
阴阳旧
仰
m附
w阳
阳M阳
脱M
归路阳嗨阳阳
'旧m
阳
M
Mm
Mw
阳附础
m恪
m
路附w…川川州
W
刷
刷知
刷
邵
阳附p
则m
肌
翻胁
刚m
刚毗
叫m跚跚跚m叫
叫
础
m阳
m
肌
m
m
m
m
则阴
叫阳
川L
剧
制时
mm
m
m叫
m
v
m

w
d
w阳 m
咄撒腿
阳
叩阳
捎阳
回阳
阳州
咄e
揣揣
阴阳腮川川阳、市附揣阳m阳
m阳
阳
旧阻

m
m那时阴
刷m刷肺m
刷
刷
刷刚那刷刷刷阳刷
那叫
剧
阳
刚
刷
剧m
刑m罚
mr
跚川
跚m
嘲
阳
刚川
刚
N
m
m
m 地川m

阳m
刚mm
mm
mmm
m
mmmm
m紫
m阳
凯瑞如
m
mm
m鹏
m则
mm
mmm
跚
那
刷刷
那
引m
m唰
m 跚跚叫
棚
讯服 MM削
M阳
M惚
MM
lW阴
W阳M
阳m
战阳
mm刷刷刷M
蜘M阳
M川
M也删除师也
M

14O 'E

(

n

120'E

随HmE 剧团 HH
臼咀盯
DM呻mmHHH

Ji
旬出刷刷Am∞市悦目

1

血b
情旧 mm制川刷m
MHU
刷M
药也

mm 引相 mmA

m刷刷刷时刷刷
m刷刷刷刷刷刷叫创刷刷刷
门刷。
刷刷刷刷刷川刷刷刷刷刷唰川刷刷刷刷刷刷

20'S

30"5

40"5

棚跚
跚跚
跚刷
阳刷
热刷
酌咽
m
阳m
附肌
m
则
m酌
m川刷刷肌肌川肌阳刚阳时
叫删刚刚刚跚跚跚翩翩
m跚
m
阳

1WE

邵阳刷刷刷器时刷刷刷恻刷刷刷川川川刚刚制础研刷刷刷刷刷阳刚刷刷刷刷刷
叫
刷m
刷川时m
刚m
刚m
川ω川
m川
mm
川u
叫"
归m铜
川
刷刷酌
m毗
m则mm毗mmmm阳
m
mm
hm
mm
m
m

白
皑m斟
v。白白日阴阳臼
mE创剧崎盯 MM白白白白盯刮 m白
o白盹口比拍币斟盯m
E指妇MHMHmm

黯机
删制
俨品
珊瞅
珊瞅瞅
瞅瞅附加州附俨脚
ω
m
…跚跚如挪附则L
瞅叫
瞅甜
瞅m
甜
俨
m
…
瞅…
瞅…
瞅
m
m

130'E

0

m…
L…
始时时附叩……
…
瞅黯
瞅…
踹…
喇…
喇…
俨跚
瞅

150CE

团团坦坦问Hmom

创附叫川叫川川队则叫m
翻
栩翻
如川
翻叫
翻别
如栩
栩栩
栩俨
叫川剧精

DATA PRESENTATION
Legend
FL
目 Flight level
dd
声 Wlnd directωn (tens 01 degre臼)
dd , t啊I MTT FL450j150 hpa
dd, tff , MTγFL390/200 hpa
fff = Wind speed (knots)
dd ，俯I MTT FL340j250 hPa
n
= Temperature ("C) preceded by M or P
dd ，附I Mn Fl300/300 hPa
as appropriate
dd，吭 MT寸 F L240/400 hPa
dd, fff, Mn FLl 80/500 hPa
Forecast values apply to to centre points of 5 squares of superimposed grid
At.................. UTC...

10" 5
10'S

Fl, dd , tff,of maximum wind

FL 01 tropopause

GRID POINT FORECAST

模式 TB

高空风和高空温度表格式预报
附件

例 2-格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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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v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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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IS

、J

N

伊例j口
2-箭头和?预耐肘f报民(极地

:.卢卢

a.--

+----一

将同十汩登布阁领队时博凑过 E
耻茹昨

三J

tT

j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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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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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夭气阁(高层)

F时 f'l

模式 SWH

例 l 麦卡托航 )IJ 因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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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耍夭气图(中层)

模式 S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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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WXfL 100 …m
PAOGNOSflC CHART
. UTC ____.._.19
V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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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re lurbulence , icing and ha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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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Ff ft ?F

模式 SWL

重要天气图(低层)
例 1

.

二仨

阶沙 ST
才二，

xxx

OVC LYR 首古

E三m

且主♀

020

H 兴一噜..115
1018

F

10.:0601

.•. +
SCTCU

0!500M

噩噩

10.: 1001

L'ÿ' BKN

CU

040

百

MOUNTAIN
OBSCURATION

WJ XXX
d! -05;♀
ISSUED 6Y
SIGWX SFC - 10 OOC 阿
TIME PROG入。 STIC CHART
VA Ll D..
UTC "..""", .19
SymDαs '"; ano C8 Irnply 厅阳出汀 ate 0'
savere t山 oulence ， IGIIlC 自" h副 i
Unlts u5ed: knots 圳S阳 lity 111 metres or
阳 lometres: altltude In nectc闹剧 abOVE
mean s刑陆VS;

F 以 ED

I

模式 SWL

重要夭气ltI (fiJO lg)

1lft1'1

例2

UTC...…-…… ......19. …

,.,. "

J

气J

,

..

VARIANT

--俨-，

fM气气{

|mi5 川 FICANT
WEATHER

-ι5CT

150l

-^-- BKN cu 015/XXX

OCNl

4000

HEAVY RAIN

'""" 11

AREA

J

,., 1 lOC HIll5 NORTH

SIGWX SFC - 10 0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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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形形式表示的火山灰咨询信息

FL550
FL350

FL350
FI.200

FI.200
SURFACE

FL550
SURFACE
(COMPOSIT日

模式 V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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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模式 A

机场气候摘要
表格

AERODROME:

RWYσDZ):

MONTH:

PERIOD Of RECORD:

TOTAL NUMBER of OBSERVATIONS:
LATITUDE:

LONGITUDE:

ELEVATION ABOVE MSL:

M

fREQUENCIES (PER CENT) Of THE OCCURRENCE Of RUNWAY VISUAL
RANGENISIBI Ll TY (BOTH IN METRES) AND/OR HEIGHT Of THE BASE Of THE
LOWEST CLOUD LAYER (IN METRE匀， Of BKN OR OVC EXTENT
BELO叭I SPEClflED VALUES AT SPEClflED TIMES
RVR/H s
TIME
(UTC)

0000
0030
01 口。

0130
。 200

0230
0300

2200
2230
2300
2330
TO丁AL

REMARKS

< 50

< 200

VIS/H s

< 350

< 550

< 1 500

< 800

< 1 500

< 3 OOC

< 8 000

< 30
(100 ft)

< 60
(200 ft)

< 90

< 60
(200 ft)

< 150

(300 仕)

(500 仕)

< 300
(1 000 ft)

< 600
(2 000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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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决议 10

10.11

81

CEC-50)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训专家组
执行理事会，

(1)

术报告会、培训课程、讨论会和研讨会，

注意到 B

(])

执行理事会教育培

(g)

对加强目前 RMTC. 监测其悟动及指定适宜的

第 9 号决议 (EC-49) 一#行理事会教育培训

(h)

就适合 WMO 的 RMTC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以

第 10 号决议 (EC → 39)

培训机构作为 WMO RMTC 的活动提出建议。

训专家组，

( 2)

及培训机构使用的培训设备、教材及方法提供

专家组职责修改件;

(3 )

推荐与教育和培训直接有关而合适的 WMO 学

第 22 号决议 (Cg-12)

咨询;

教育和培训计划，

考虑到对于 NHMS. 教育和培训水平是一个关键因

(i)

对每个 RMTC 每两个财期(八年)进行一次评

素，因此这对于成功地实施 WMO 各项计划，对于开

估。

展旨在支持全球、地区和国家社会、经济及技术进步
的活动是致关重要的;

研究用于评估和分析 RMTC 活动的标准，并且

(j)

与教育和培训|组织开展合作，如， SCHOTI 和井

决定保留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使之成为 4 个提

与其它国际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国际

供有关气象和业务水文科学、教育和培训方面的资询

劳工组织 (]LO)、 UNDP 、 UNESC()) 在各自的气

机构，其职责如下.

象、水文及相关领域开展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合

(a)

(kJ

部门人民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b)

作:

促进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

应执行理事会具体要求，考虑任何其它与教育
相培训|有关的事宜;

协调 WMO 备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在各自职

权范围内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要求专家组必要时召开会议，并向执行理事会届会提

(c)

不断检查 WMO 的教育和培训陆动的效率;

交报告，

(CI )

核查奖学金计划，提供指南和行动资词，旨在加

要求秘书长为专家组提供必要的帮助。

强该计 ~IJ 及其有效率实施和在部门内利用受训
注;本决议代替不再生效的第 10 号决议 (EC-39J 和

工作人员准备长期计划;
(c)

第 9 号决议(E C-49) 。

通过为 WMO 长期计划有关部分提供内容、意
见和建议，而为该计划的准备工作做出贡献 1

决议 11

(EC-50)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IU)
#行理事会，

(3 )

对联合国g;统划拨给非政府组织的各项悟动资

(XLVIl)中通过的关于发送和处理联合检查组报告

(4)

联青国恩部的公共服务(JIU/REP/96/日，

的程序;

(5 )

对联合国招聘、任用和晋丹政策应用的检查(第

忆及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 1457 号决议

金的审查(JIU /REP /96/4);

二部分任用和晋升) (J1U /REP /96/6);

注意 ~IJ 联合检查组的下列报告已正式发送给世界气
象组织，

(])

行性研究 (JIU/REp/96/2

(2)

(6)

关于联合国培训|和研究所迁移到部灵中心的可

);

较 (I!U /REP /96 /7);

(7)

对政策和计划框架予以协调以便更有效地开展
合作 (IIU /REP /96/3);

计算联合国公共系统内公平地理分布的方法比

加强联合国系统驻外代表的工作。IU/REP/

97/1)
(8)

,

联合国出版物一加强立法权实施方面的成本效

82

(9 )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益，

期间联合检查组悟动的年度报告 t

通过实施伙伴执行人道主义援助。 IU/REP/

记录τ联合检查组的这些报告及其中的意见，

97/3) ,

感谢检查员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1 0)

总部协调和联合国参与和平建设机构之间的

要求秘书长 1

驻外水平，可能性评估(j lU /REP /97月) ,

(1)

(11)

联合国系统的外购挑战(jIU/REP/97/5) ，

(1 2 )

有关 WMO 的各项建议，并在有关议题下向执

联合国系统的培训|机构;计划和活动(j!U/

REP/97/6)

适当时认真考虑实施注意到一段所述各报告中
行理事合作出报告;

,

( 2)

Ji!，一步注意到 1996 年 7 月 1 日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

根据约定提序，将该决议提交给联合国秘书侯，
以便转交给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决议 12 <E C-50)

限制秘书长的任期次数
审议了法国根据大会的指示而为此组织的会议的结

执行理事会，

论;

建议第十三次大会通过以下规定‘

注意到.
(1)

第四次大会为限制秘书长任期次数增加意见

(1 )

制为三个 4 年期，将此条增加J'IJ 总则中;

4致性前景而制订的纲领，

(2)

该附录中的决议将同一位秘书民的任期次数限

公约第 21(a) 条，

(2)

这岭规定从第十四次大会开始适用，

(3)

制订旨在界定选搏秘书长标准的程序。

决议 12 的附录

总则修正案

第 195b 条规则

|

秘书长的任职最害为三个 4 年期。这条规定将|

决议 13

审议 1996-1997 决算

从第 I~ 四次大会起生效，并将适用于任何以往

曾担任过此职的候选人。

<E C-50)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 WMO 项目和信托基金

执行理事会，

正式批准自 WMO 管理并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财务规则和规定第十五

的那些项目和信托基金方面在截止干 1996 年 12 月

条;

31 日和截止于 1997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期间的已审财

考虑到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财务报告，这

务决算;

些报表的内容是截止干 1996 年 12 月 31 日和 1997

要求秘书民将财务决算报表认证副本连同外部审计

年 12 月 31 日在联合国开发计圳署下世界气象组织

员的报告

的基金状况，

并转发给联合国审计员委员会。

决议]4 .15

83

决议 14 <E C-50)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1996-1997 两年期决算
执行理事会，

搜权将此金额减记为一瑞士法郎(1瑞朗)名义金额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5 条，

并将此交易记录于两年期(截止于 1999 年 12 月 31

考虑副秘书长关于本组织截止 1997 年 12 月 31 日决

日)决算;

算的财务报告和外部审计员给执行理事会的报告;

注意到 199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和负债表中的技术

正式批准经审计的世界气象组织 1996-1997 两年期

图书馆(书籍、期刊等)金额为十万零五千五百三十瑞

财务决算;

士法郎(1 05.530 瑞朗 h

要求秘书长将财务决算报表连同他本人的报告.以及

授权将此金额减记为一瑞士法郎(1瑞朗)<11义金额

外部审 ìi 员的报告一起转发给世界气象组织所有的

并将此交易记录于两年期(截止于 1999 年 12 月 31

会员;

日〕决算 s

关切地注意到因迟交和未交分摊会费而造成的财务

注意到子 1997 年 12 月 31 日的招聘和解聘津贴储备

困难，

金数额甚大，并符合外部审计员的提议和秘书长的建

敦促仍然拖欠会费的会员早日结清应交款项;

议;

注意到 199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和负债表中的固定

批准从 1998-1999 两年期开始向该储备金提供的资

资产金额为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二十六瑞士法郎 (986.

金减至工薪成本 3% 的水平。

526 瑞朗 h

决议 15(EC~50)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EC-37

13

注意到:

EC-38

8 , 9 , 10

EC-39

5.7 , 17.24

EC-40

2.4

审议了其仍然有效的以往决议，

EC-41

4.6 , 10

决定:

EC-42

4.5 , 13.19

保留以下决议.

EC-43

4
1.14( 除决定下的段落 ).15.20

(1)

总则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议的第 155 条 (9)

(2)

有关此议题的议事规则第 27 条;

(1 )

,

EC-l0

2

EC-44

EC-12

6 , 30

EC-45

3.5.7 ，日 .13.16.19

EC-19

9

EC-46

2.5 , 9 , 11.12 , 19

EC-21

15

EC-47

L2.3 ， 5. 日， 7.8

EC-22

18

EC-48

1.2.3.4.5.7 , 8.11 , 12

EC-25

8.12

EC-49

1. 2.3.4.5 , 6 , 8 , 9 , 10.11 , 13

EC-29

11

EC-34

13.18

EC-3.)

18.21

EC-36

1.2.6

(2)

不再保留其在第 49 次届会前通过的其它决议。

注:此决议取代不再有效的第 15 号决议 (EC-49) 。

附录

附录 I
总摘要第 2. 4 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
对秘书长关于第十三财期。000-2003) 计划和预算

(b)

联合自开发计划署资助的飞f1l1'O项目

建议的审议
建议 3 ，
建议 1. '
执行fÆ事会.
执行理事会建议将秘书长关于第十三财期 (2 ∞o

3. 1

… 2003) 计划和预算的建议作为对 EC-49 所表

达的建议和优先项目的负责的答复，但也注意

WMO 项目经审计的帐目。

3. 2

到，尽管在第卡三个财好时期维持强有力的
WMO 计划的重要性，但不可能期望许名国家能

批准巾 1996-1997 两年期 UNDP 资助的

通过载入报告总摘要的文本草案，包吉在

EC-L/Doc. 110' 附件 A 中。

3. 3

够支持名义零增民以上的最大支出水平号和执

通过决议 13 <EC-'50) ，由秘书长摒变，铠
吉在 EC-50/PINK

22 ,

行理事会建议秘书长向大会通报他在名义零增
长预算下各主要部分和计划内各项悟动建议的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 1998 -1999 两年期财务和预算状

资金分配情况。

况的临时报告

财务事项(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一对 1996-1997

建议也

两年期帐目的审议
执行理事会再次敦促把欠会费的会员尽早履行
(.1)

总基金和其它基金

各自的义务，以便使 WMO 批准的各项 i'l' ~IJ 能够

按照规划的水平在设定的时间内完成。
璋议 2 ，
建议 5 ，

担行理事会

2.1

批准经审叶的 1996 ← 1997 两年期帐目。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秘书长为应付预算和可供利

2. 2

通过载入报告总摘要的文本草案，包含在

用资金面临的巨大压力所采取的措施，将支出调

EC-' L/Do c.55 ，附件 A 中，适当地调整文

整至可利用资金允许的水平。

字以体现委员会的意见。

2. 3

通过由秘书长提交的决议 14 (EC-50) ,

包古在 EC- 50/PINK 22 。

对因会员未缴纳和迟缴会费定额而引起的持续现金
;推动问题的克服措施
建议 6 ，

3

法国和一区协主席不同意该建议井指出他们完全支搏秘
w 长关于军增长水平的建议。(摘自 FINAC 报告〉。

日 .1

秘书长准备第十三次大会(1 998) 的文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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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确保下述诀议继续有效，决议 31(Cg--X)

根据批准的 1999 年分摊额比例和会

(b)

员资格变化进行调整;

激励早缴纳会费， 37(Cg-ll) 一对未能
履行财务义务的会员暂停其会员资格， 3;

根据上述 (a) 规定，与 1999 年分摊额

(c)

CCg-12 )←长期捕欠会费的解决; 36 (Cg

相比，任何会员的会费增加上限不得

超过 30% (每年 10% 的比例)。

短期借贷役权。

-12)

8. 2 执行理事会向第 13 次大会建议，最低会费

6.2 执行理事会建议第十二次大会批准上述措

分摊额 lli 保持在第 12 财期批准的 0.02%

施。

不变 c

8. 3 大会授权、执行理事会进一步调整如下会费

财务规则的修改建议，包括通过内部审钊章程

分摊比例，

按照 WMO 会员情况对联合国 1999

建议 7 ，

年比额作了调整，将其作为起点用于

7. 1

7.2

执行理事合接受经适当修改的内部审计章

2000- 2001 两年期也这种比额将根据

程已反映委员合对在第四段记录的内部

第 55 届联大 (2000 年)拟通过的联合

审计范围和l 职能的观察结果。

国会费分摊顿作进

步调 1击，正对会

在将财务规则 7.3 革新起草巳反映在拨款

员资格变化进行调整，从而计算出

是与执行理事会的批准一致后，将修改的

2002--2003 年 WMO 会费分摊额。

执行理事会对 WMO 财好规则的修改建议

提交第十三次大会批准。

峰时职员的服务条件

会费问题

建议 9 ，

建议 8 ，

由褂 H 长研究可能的另行方案，并提出修正案，
旨在改善长期服务临时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解

8.1

根据会员的决定，执行理事会建议第 13 次

大会批准按比例的会费分摊额。为此，委员
会建议秘书长根据以下方案收集并提交资
料。

(aJ

决问题的方案应有利于本组织的各项计划，并
应与国际公务员委员会 (!CSCJ 密切合作，满足

遵守联合国公共系统的需要，确保提供必要的
保障，避免可能出现的渎职情况。

秘书长在 EC 一 50/文件 56 中提出的

建议;

附录 II
总摘要第 3. ]. 2 段的总摘要

气象预报尺度的定义

附件 1. 4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手册 CWMO-No.

485)

1 即时预报

当前天气参数的描述，相。一 2 小时预报天气参数的描述。

2. 甚短时天气预报参数

达 12 小时天气参数的描述。

3 短期天气预报

超过 12 小时并达 72 小时天气参数的描述。

4 中期天气预报

超过 72 小时并达 240 小时天气参数的描述。

5. 延伸期天气预报

超过 10 天并达 30 天天气参数的描述，通常是该时期气候偏离均值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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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期预报
月展望

表示该月(不必是下月)气候偏离(偏差、变率、 ~g平〉值的平均天气参数的描述。

ι2

3 个月或 90 天展望

表示该 90 天时期(不必是下个 90 天时期〉气候偏离值的平均天气参数的描述。

日 .3

季节展望

表示该季节气候偏离值的平均天气参数的描述。

6.

1

30 天到两年。

注(1)在有些国家，长期预报被认为是气候产品。
(2) 季节的定义不严格，在北半球，十二月/一月/二月=每季+五月/四月/五月=春季，等...在热带地区，各季节可能会有不罔

的时间长度。可提供踌几个月的展望，如j;:季节展望或热带雨季展望，

7. 气候预报

超过两年

7.1

气候变率预测

描述与(年际、十年、数十年等〉气候异常变化相关的期望气候参数。

7.2

气候预测

描述预测的未来气候情况，每括自然和人为影响的效应。

附录 III

总摘要第 6.4.8 段的附录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机构职责
进一步发展观测网络

测结果及其产品的使用，并为提高其质量提出修改意

在 !OC 和 WMO 有关科学和此好计划的指导下，发

见。将有关安全的海洋气象及相关的悔洋服务作为国

展、维护、协调和指导这两个组织的全球海洋气象和

际海上生命安全公约 (SOLAS) 的 GMDSS 不可缺少

海洋观测是统和支持性通信设施的运行，以满足 !OC

的组成部分进行协调。

和 WMO 计划的要求，特别是 GOOS 、 GCOS 和

WWW 的要求。连续地评估整个观测系统的效率并为

向会员国提供能力建设

改进该g;统提出和协调修改意凡。

审议和分析 !OC 会员国和 WMO 会员对教育和培训 11
的要求及对本机构职责范围内技术转让和实施支持

实施资料管理系统

的要求。提供必要的技术出版物、指导材料和专家讲

与 !OC 、 !CSU 及其它有关资料管理机构合作，发展和

师/教员并为满足此类需求组织研讨会。制订项目以

实施点到点的资料管理系统以满足目前的业务系统

提高会员参与并从 WMO 和 !OC 海洋和海洋学计划

和全球观测系统的需求，这些机构为开展必要的国家

中得益的能力。

资料汇编、质量控制和分析中心的业务寻求承诺，以

便根据用户对各种时间尺度的需求确定必需的资料

帮助制作和管理国际系统中的资料

量。

与 IOC 、 ICSU 和 WMO 的资料管理机构，如国际海洋
资料和信息交换 (!ODE) 、气候学委员会和 ICSU 世

产品和服务的分发

界资料中心开展合作安排，以提供有高水平质量控制

与其它有关机构合作，为国家和国际分析中心提供

的、民期记录和整编的综合性资料集，以满足二级用

指导和帮助并鼓励它们准备和提供国际科学和业务

户对未来长期研究的资料需求。

计划、会员和会员国所需的资料产品和服务。监视l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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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附录 IV

总摘要第 8.19 段附录

拟议中的 WMO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新类别

1.

El的

III

职业发展

目前拟议中的 WMO 气象和业务水文新类别的目的
在匕述两类人员中，根据各自国情，个人一般要经历

如下·
(a)

提供一个通用的国际框架，以了解有关人

最初的实习或助理阶段，然后根据其经验和技能的不

员为行使 WMO 公约规定的气象和水文职

断积累，晋升到较高级乃至领导岗位。

能所需的基本资格，
(]J J

有助于为行使上述职能的气象和业务水文

IV.

与原类别的关系

人员制定教育和培训课程，
(c)

协助个别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气象

(a)

气象人员:

原先四类体系与新提出的气象学者类以及

水文部门建立
(1)

适合本国需要的人民分类体系，

基本上自与气象技术员的三各分种类相认

( iD

适用于本国人员分类结构和需要的

同，例如

培训计划。

(i)

原第一类基本上与新提出的的气象
学者类相同;

II.

人员的类别

( i i)

原第二类相当于入门阶段的气象学
者和高吸气象技术员;

确定下列两大类人员

(a)

(iii)

段的技术员，

气象人员

( i)

气象学者

原第三类相当于高级和某些人门阶

具有大学或同等学历的

(iv)

原第四类相当于入门阶段的技术员。 1

人员，他已获得相当水平的数学、物

理学、化学知识，并已完成气象学基

。i)

(b)

(b)

水文人员.

本课程(BIP ← M) 的学习$

与气象人员分类相比，原先的三类体g，则

气象技术员一已完成气象技术员的

有所不同。新类别定义如下

基本课程(BIP-MT) 的学习，

(i)

学者类;

水文人员

(i)

水文学者…具有大学或同等学历的

(ii)

人员，他巳完成水文学基本课程(BIP

水文技术员

Jj(文技术员可相当于新提出的水文
学者或水文技术员，这取决于他是否

持有大学学位或同等学历，

H) 的学习;

(ω

专业水文学者相当干新提出的水文

已成功地完成水文技

术员的基本课程 (BIP-HT) 的学习;

(i ii)

水文观测员相当于刚工作的水文技
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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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总摘要第 1 日 .2 段的附录

1997 年会员向 WMO 志愿合作计划的认捐
(单位:美元)
VCP <E S) 忡

认捐

会员

澳大利亚

VCP(F)
(美元)

通过双边

通过 WMO
提供的设备

提供的设备

和服务

fn 月良好

20000

98868

比利时

加拿大

84000

国

165000

中

10000

埃及

50000

芥兰

3C山 000

法

国

234000

德

国

180500

印

J~

55000

伊朗伊斯兰井和国
爱尔兰

本

马来西亚

荷兰

←一一
巴基斯坦

总额

130 吁， 0

认赠款且郁{
(美元)

52100

1512G8

171268

17000

17000

17000

195 ∞

1135( 1)

11 ::3 500

85980

250980

250980

78500

128500

128500

300 (1(1 0

3000C盯

11000

245000

245C山。

42500

278000

278000

34000

34000

340ω

33000

33000

33C的 o

7114

70000

467000

467000

467000

330000

40C山 00

530000

3000

3000

54314

54314

新西兰
挪威

VCP <E S)
包括奖学金

7114

以色列
日

j苦 illl !
奖学金

323900
13042

19000

3239α)

323900

19000

32042

451

451

òfgf杏出

4400

4400

4400

i皮兰

18000

18000

18000

205000

21051 (1

210510

新加坡

2900ü

29000

29000

西班牙

181633

181633

181633

6600 (1

66 (1 0(1

249597

2331714

2380023

•--俄罗斯联邦

5510

瑞士
英国

美

48309

国

总额
头

66000

276230

2082118
1271524

419230

928347

2619101

2619101

4158652

1256998

2805857

8221506

81~9773G

上述资料依报 1998 年 6 月 22 目前各认捐会员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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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附录 VI
总摘要第 10.15 段的附录

VCP(F) 状况和未来拨款建议
(单位:美元〉

执行理离:全

正 tl 行项目和新建议fJJf 日

余额

通过的 19% ~n

(96.1. 1)

1997 年拨款
利!调整

2
i

vcp

j~:飞行正常之仪器荷件和这

输

1996

1 (l 97 年

支出和愤好

(包括管理费)

余额

1998 年

预计新拨款

(97. J. 2. 31)

拨款建议

后帝都i

5

6

7

3

4

58 , 428

50 , 000

69 , 577

38 , 851

20 , 000

58 , 85J

2

专家 11 f<岳

39 , 860

20 , 000

20 , 850

38 、 010

10 , 000

4. 9 唱。 10

3

规期奖学金

35 , 713

200 , 000

233 叮 535

2.178

130 , 000

132 ,] 78

4

TCIX: !liij)1

35 , 302

50 , 000

51, 054

34 , 218

20 , OO()

币<1， 248

5

GT币的改进

53 , 761

10 , 000

加勒比海口丁丑的改进

4 日， 059

5, ]

5, 2 亚洲/太平洋 GTS 的改进

63 , 76J

63 ,'1 61

4 日， 059

4 日 ， 059

714

50 , 000

2.618

48 , 036

10 , 000

5 日， 036

5.3

非洲 (;'1古的改进

64 , 703

10 , 000

32 , 339

42 , 364

10 , 000

52 , 364.

5, 4

南美洲 GTS 的改 ì!l'

12.480

20 , 000

6 .4 44

2 日， 036

10 , 000

3 日， 036

5.5

大区协东南地区 (;T~月的改进

33 , 543

5.6
6
6. 1

中欧、东欧和新油立国家 (NIS)
GTS 的改进

GOS 和 GCOS 高::2观测子在统
的改进
中欧、东欧/新独立国家 (NIS) 高
空观测站

33 , 5,13

37.068

33 , 543

2 , 177

34 , 891

10 , 000

44 , 891

217 , 950

:31 , 999

123 , 235

126 , 714

30 , 000

15 日， 714

30.234

也 150 ， 000

14 日， 234

44.000

60 , 000

104 , 000

20 , QOO

41 , 149

58 , 848

58 , 848

9.035

日， 035

7

GDPS 的改迦

7 日， 997

8

非洲蝉虫控制

9 , 035

9

吏才恃 CLJCOM 及气候的动

1 1. 268

60. , 000

1.48 .1

63 ,'1 87

63 , 787

10

减少自然灾害(lDNDH)

35 , 186

20 , 000

1 日， 600

35 ，日 86

35 , 580

II

ASMC

73 , 457

30 , 026

43 , 431

43 , 431

12

八 CMAD

21. 931

90 , 000

n , 527

38 , 404

20 , 000

58 , 404

13

EA 如lAC

。

20 , 000

5 , 541

14 , 459

10 , 000

24 , 459

14

业捂ï/(文活动

21 , 537

40.000

61 , 537

10.000

71, 537

l(;

改善卫星接收

10 , 000

10 , 000

10 , 000

16

储备

10 , 568

10 , 568

10 , 568

且额

941 , 794

85 .1, 999

865 , 447

928.346

350 ‘ 000

注 1996-1997 年的立出和 97 年 12 月 31 目前余颇为临时数据，需和 1996-1991 两年帐目一起进行审汁。

l 啕 278 ， 3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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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I

总、摘要第1l .10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关于秘书长对第 13 财期计划和预算建议的报告

总预算水平

3. 理事会认为 WWW 是本组织的基础计划，因而应

拥有高度优先权。它实际上品是所有科学和技术汁划的
1.一些会员支持秘书长的实际零增长预算建议，而→

支柱。理事会建议 WWW 的相对预算宵分比应至少

些会民支持名义零增长或减少预算的建议，在进行了

提高到总预算的 11.4% 。

广泛研究后，理事会同意提出名义零增设预算水平

(248. 8 百万瑞朗)加 5 百万瑞郎加现有房地产销售
收益约 3.5 百万瑞郎。

4. 理事会认为 ETH 需要更高的优先权以帮助发展中

国家应付技术变化和新的全球气候变化相环境问题。

理事会建议分配给 ETH 的预算百分比至少应提高至
总预算的 6.0% 。

对各项计划进行按比例分配预算

5 理事会认为分配给 WCP 、 AREP 、气象应用计划、
2. 理事会建议，大会应在至少保证科学和技术计划总

HWRP 、 TCP 和区域计划的相对预算百分比在秘书

预算的下列比例情况下，批准最大支出:

民建议中得到了恰当反映。琐事会认识到预算第四部

百分比

分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中对科学和技术计划支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1 1. 4

持的重要性支持了秘书长对该计划的百分比分配。

世界气候计划

10.0
5546
8730

6 一些会员认为行政管理、科学和技术计划的全面协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调和管理的预算百分比应进行削减，并建议这些计划

气象应用计划

中的一些预算配额应转到更高的优先领域。

水文和水资惊计划
教育和培训计划

附录 VIII
总摘要第 7.1.14 段的附录

获取 WMO 世界资料中心 (WDC) 留存的资料应遵循的准则
这些准则总的旨在促进全面、开放和迅速地获取有质

2.

和无限制地获取 WMO 世界资料中心留存的资

量保证的资料。这些准备与世界气象组织有关项目的

料。

目标一致，并且和世界气象组织 40 号决议 (Cg 一 7) 一

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象及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

3.

关系准则，制定的资料国际交换政策一致。

WMO

WDC 的工作通过 WMO 相关机构协调。

WMO 世界资料中心应在免费和不受限制的基
础上花费尽可能低的成本提供资料，其成本不应

政策和实施方案以及商业化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的

1.

WMO 会员根据 40 号决议 (Cg-7) .有权免费

超过再制作和分发的成本。资料本身不应收费。

4.

世界气象组织世界资料中心根据 40 号决议 (Cg

世界资料中心本身完全是在国家和国际的实体

一门，在免费和无限制地基础上提供 ílj 接受资

内成立、组织、并受到支持和管理的，以作为这些

料。

组织对 WMO 相关计划的贡献。

5

敦促参加 WMO 相关计划的会员应按照世界气

附录丸

象组织世界哥哥料中心确定的程序，尽可能快地向

8.

有关的中心提交资料-

6

WMO WDC 应以最大可能的限度使用媒体和与
国际认定标准和协议通用的加工通信系统。

向 WMO 资料中心提交资料的程序和标准应当
由备资料中心自行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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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MOWDC 的资料档案必须含有容易获取且全

应保证提供给 WMO 世界资料中心的全部资料

要长期保存。

面描述数据库的信息，其中包括质量评估。

附录 IX
总摘要第 13.

1.

7 段的附录

向 Cg-13 提交的执行理事会关于 1994-1997 期间
WMO 科学技术计划实施进展的评估报告
WMO 计划的总体评估

开展的机构问合作，的快速发展要求 WMO 加大关注
和投入。还要求对在国家 A 级提高 NMHS 的作用加

1.

以 WMO 第三和第四个长期计圳 (LTPJ 的计划

大支持组然而，由于预算严重不足，为满足各种高度优

目标为指南，对 1994-1997 年期间 WMO 计划的执

先项目的要求而再度拨款的阻旋余地非常有限。这对

行进行了评估。执行情况且体上是成功的.它为实现

于 WMO 进一步为各种国际活动做出致关重要的贡

WMO 的目标以及帮助各会员，特别是其 NMHS 、提

献是非常严重的障碍。

供所需的服务做出了贡献。

6.

2

ì'守j; NMHS 在其核心业务饱受预算削减之苦的

特别在以下领域取得了进展， (a) 提高了全球范

同时，还继续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从而限制了资料的

围的预报以 b) 提高了环境与重要天气和水文活动的

提供并减少或降低了服务 b 气象资料与产品的国际交

警报; (c) 提高了热带地区季节预报的可靠性; (d) 护

换和商业化对 NMHS 的潜在的影响也是重要的问

大了向全球各界提供气候变率与变化指导的范围和

题。

更育效的科学基础。 (e) 加强了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7

工作的支持。活动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的，包插对

管如此，要缩小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国家部门间的差

有关 UN/FCα: 和 UNCCD 的国际条文的支持。

距方面还需要有重大的进展;在加强合作研究、共享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已采取了重要的步骤。尽

WMO 一直在处理会员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如

技术与共同培训|方面还有许要工作要做。 WMO 将通

国际气象与相关资料和产品的交换、 NMHS 的作用

过其固有的计划、通过鼓励各种国际技术合作，继续

和业务、私营机构的参与、气象服务分发的替代方法、

加强缩小差距的陆动。

3.

WMO 的作用及其未来与联合国体系的关累。对这些
问题的考虑帮助了 WMO 制定战略、以实现其宗旨和

}.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

目标。

4.

在取得进展的同时， WMO 及其余员，特别是

计划总体评估

NMHS ，还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变革与挑战。我们遇到

了连续的财政困难，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削减大多数

WWW 的分支计划全部遵循了 LTP 计划，只在资料

计划的常规预算资金，并减少备会员开展的支持

管理与系统支持活动计剧中有几个例外，这是由于人

WMO 各项目标的活动口

力短缺限制了会员参与 WWW 的能力，造成了延误

同时，有关重大环境问题的国际活动，如 UN/

和/或推迟。 WWW 的由、体实施，特别是实施那些更具

FCCC 和 UNCCD 的实施以及为实施 21 世纪议程所

经挤效果潜力的新革统的进展，显得还不能跟上变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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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这可能是大事数会员以及整个 WMO 所经历

|

率。

的预算压力造成的 p 此外，要获得能性任研究和计划
工作、以及出席会议的专家服务更加困难。然而，由于

1.3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GDPS)

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强了 WWW 基础建设， WWW 的

业务现状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就使一些 NMC 能更好

在达到各个项目目的的过程中取得丁实质性的进展，

地提供和利用 WWW 的资料和产品、更广泛地利用

从而更有效地、全面地满足了余员的时 !i WMO 的各

卫星资料、升级通讯线路、以及实施自动设备。这些 ill

项计划、以及其它国际衬划的要求。需要关 1屯的主要

展中有些是提供 WMO月IC:P 协调汁划取得的。

问题是监测 GOS 的发展对 NWP 性能的影响、提高

GDPS 和 GTS 计划的进展最为明显，指导产品

预测技巧、改进标准鉴定技术斗特别是长期预报、化学

的质量和预报范围有了提高和扩大。在两个区协〈三

和其它由染事故的响应程序、更积极地支持 UN 各机

和六)内，发布或实施了现代数据网的主项目。以往用

构的人道主义使团的服持、以及有效地处理和利用

以测风的 Omcga 无线电宇航豆豆统的终止并没有戒很

GDPS 产品，包括有关的培训 2

少使高空站网降级。与 IAEA 和l 联合国人道事物署有
关的环墙应急响应!有关专业产品和其它信息的制作

1.4

WW 宵资料管理 (l)M)

和分发，以及在全球共指定 8 个专业气象支持中心等
安排也取得丁进展。

在提高 WWW 的我取和百]利用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的

进展。通过修改指导材料和会员问的软件交换，峰高
1. 1

全球观测系统 ((;0隔}

「会员处理资料的能力 Q 在扩大二进制电码形式、开

发 CREX 码、以及对目前能更好地满足会员和各科1计
根据民期计划的成果和设定的目标，该计划在 GOS

划l要求的字符码进行调整。

中取得了进展.在几个区域正加了观测，封提高了观

然而，人员和 m才好的限制严王草地影响了实施，特

测质量。备会民和秘书处齐心合力，协助 Omega 系统

别是将因特网式职能扩展Jilj GTS 、开发全 WMO 资

的更换，这在尽量减少、高3r!.风资料的实际丢失中是一

料管理概念、帮助满足其它 WMO 计划和有关的国际

个重要因素。 GCOS 气象现 ìm'j 网 1 喜的建立将保证民期

计划。由于预算的限制，整个时期内出席其它国际组

时间序列的资料用于气候检测相研究。需要关注的主

织有关资料管理问题的会议的水平也有所下降。

要问题是继续努力在全球稳固重新涉及高空观测，从

WMO 电网技术规则的报迟出版给会员们带来了回

而提高资料覆盖和总体效率。

难。 NMHS 和其 E 有关国际叶划对 DM 的要求不断

复杂化，扩大率也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难干实施

1.2

全球通讯系统 (Gl'S)

DM 职能，这个问题越来越难于处理。
今后的几年里，将着重解决因特网的影响、以及

GTS 计划的实施遵循 r 第三、第四个 LTP ，并实施和

进入 2000 年时可能出现的问题。资料管理面临的重

/或取得了预计的活动与成果。 GTS 的计划、以至评

大挑战是将不断强调 WWW 基本系统应满足其它

估都需要加强，以便进一步提高 GTS 的服好和实施。

WMO 计划和有关的国际计划的要求。其它需要关注

主要的目的仍旧是确保 NMHS 采用着最为经济有效

的问题是监测 Cl.lMAT 报的改进、紧急开发 GI-.':.IB

的气象通讯系统，包捕;民能力，而需要继续关注的主

L 以及势力在 WMO 服务器七提供 WMO 电码表。

要问题是一些领域缺王国家和区域实施，为满足要求
边一步开展资料

通讯服务，以及继续管理无线电频

附录九

].5

WWW 系统支持活动 t吕西剖，包括业务信息
服务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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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骨气旋区域机构的有效职能、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开

发、监测和提高热带气旋及随之带来的风暴潮和洪水
的业好警报系统的性能、提高和促进灾害与风险评

WWWSSA 通过提供技术指导、系统维护、常规和远

估、公共意识、对警报的响应以及防灾减灾 a 这些成果

程培训、以及方法学发展等，向会员提供了宝贵的主

在恰当性、有效性和影响方面与目标是一致的。

恃，从而为提高 WWW 相关在统的业务和经济效益、

找更有效地使用资料/产品做出贡献。该计划受到了

L 、

应急响应活动

财才子和人员的限制。尽管如此，该计划提高了产品囊，

同时，减少了 1 封寺业好所需的人民数量。

应急响应活动在 NMS. 起码在其政府认识到核事故
极具风险的国家中、达到了相对满意的实施水平。预

1.

‘

仪器与观测方法计划

i-I 将把重点放在其他跨国环境污染紧急事故上，如化
学事故、大面积火灾等，以及加强复杂紧急情况中的

重点放在了区域的仪器要求 1[ 团以且能力建设方阁。

气象活动。

不花费 WMOt主毫费用、邀请仪器厂商的专家为各种
会议的观察员以解决棘手问题，如高空风观测的

1. 11、

WMO 离极活动

OMEGA 目j 航革统的终止，这种做法很有用处。虽然
NMHS 认识到了 IMOP 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总能从

t在计划取得的成就基本上达到了长期 i-I 划的目标，虽

担任工作的专家那里得到满意的成果。仪器技术人员

然还需要改进南极地区的高空网和通讯网，以便满足

们为备会员高质量的观测做出了贡献，但 IMOP 有限

该地区已经同意的观测资料要求。 WMO 和其它国际

的人力资源却限制「为他们组织更辜的培训。

组织在南极问题上保持着出色的合作。

2.

1.7

WMO

WMO 卫星活动

备会员开发卫星资料的能力的提高使得各个

计划取得了持续而实质性的进展。卫星工作组专家的
全心投入以及他们同 WMO 卫星始动办公室的有效

合作，帮助取得了大量的成就，且 WMO 只花费了极
少的费用。然而，为了支恃 WMO 的会员需要开展更
多的活动。如果 WMO 余民要在转换数字式卫星服

肯、发展未来卫星 l!ì\ ìmi 要求、协调无线电频带要求、提

高卫星资料的利用、以及重新设计全球观测在统，使
之成为 GOS 的…部分等过程中得到指导帮助，就需

要增加工作人民。

世界气候计划 (WC!')

计划总体评佑
在 WMO 职责范围内 WCP 的所有组成部分，全球气
候观测在统 (Gα)S) 以

种方式被执行着，这种方式

是基本上坚持民期计划和 WMO 联合成员组织为
WCRPWNESCO 和 lCSU 和 10C.ICSU) 确立的专

门讨划。不管怎样，人类和财政能顿的目前水平对于
实施目前的活动是不够的。
在实施 WCDMP 中，有很大的进步，从而扩大了

会民开展气候评估和预测所需的气候资料的提供。气

候应用和服务通过成员的合作和 WMO 不同计划的
支持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 WCASP 及其气候信息和
预测服好 (CLIPS) 项目。

1. 飞

热带气旋计划 (TCP;

1997 年 WCRP 大会。成就，效益和挑战评估了世

已取得的成果通过以下主式为帮助会员减轻热带气

界气候研究计划的实施结果，会上提及了许多重要成

旋灾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协调 TCP 的工作、支持热

就，包描 WCRP 对 WMO/UNEP

IPCC

评估和1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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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C: C 谈判过程的重要贡献。 WCRP 激励国家支持重

提供定制的气候方法，以帮助它们加强各自机构应用

要气候问题的研究活动并为加强国家研究的价值而

气候知识的能力。这一点是通过组织培训和准备指导

提供国际信息。 GCOS 的实施活动为系统的进一步开

材料实现的，内容是有关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气候知

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将能更好地为各界用户服

识应用实用技术，重点是能慌，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

务。

的应用方法及城市和建筑气候学方法。还着重强调了
WMO 有关 WCP 活动中的一个里程碑是由

明确特别用户对气候信息的要求，以及提高用户对气

WMO 与 UNEP ， UNESCO 及其 IOC ， WHO 和 ICSU

候知识应用于水资漉管理、粮食生产、土地使用规划、

共同批准了气候议程，这是一个综合性国际气候计

旅游、人类健康、及能量生产和使用等社会

划，将加强伙伴组织间的气候相关活动的协调和有效

域的潜在效益的认识。从 1996 年开始的第 12 个财务

性。

时期内的主要成就是提出了 CLIPS 项目。

2, 1

气候计划在各溜与支持活动 ICPCSA)

2, 5

这项计划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机构问气候议程 I 国际

经济领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响应战略计划

WNEP 负责这项计划的实施)

气候计划的综合框架的实现实施的， WMO 在其中起
主导作用 a 还确保向有关的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国际

2, 6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JlP!

发展 WMO/UNEP IPC: C 的工作和 UN/FCCC 会议

实施后动提供丁有效的支持。

WCRP 的基本科学任务是开发地球气候系统和气候
过握的基础理论，以满足各个时间尺度上的全球和区

2, 2

全球气候现溺系统 ICCO幅)

域气候变化预测以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范围的评估。
根据 1994-1997 年间的计划，所有主要目标均已实

根据最初概念，这项计划已经成熟，并达到了 4LTP

现。尤其是， WCRP 的结论是对 IPCC:第二次科学评

的目标。发表了计划、提出并开展了实施陆动，并向各

估的重大贡献，它还将正在进行的第三次评估提供挂

界用户提供了服务曰 GCOS 文献 (45 个以上出版物)全

本资料，并继续为 21 世纪议程提出的研究挑战奠定

丽记录了 ιC:OS itWJ 和为达到目标取得的进展。

科学基础。

2, 3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WCDiI1P)

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计划总体评估
根据 WMO LTP ， i-1 圳的实施令人满意。取得丁重要

结果，包括促进基准气候站网的开发和维护，培养会

在气象和有关环境科学的国际合作的广阔领域内，过

员利用最新微机技术管理气候资料，建立全球基准 1资

去的四年对 AREP 提出丁特殊的挑战。在此期间，计

料集并鼓励监测全球气候系统的相关产品和气候资

划已根据 LTP 予以执行;其范围和数量均在继续增

料的国际交换。

加，但为满足上述要求的 WMO 常规预算资金或会员

的追加会费不在此需求范围内。对此种情况的反应通
2 ，电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IWCASP!

过对优先计如l 要素谨慎拨款，并在某些情况下，吸收

外部资金组织，如 GEF 的额外资金。最新科技发展为
在 19 日 4-1997 年间、 WCASP 活动的重点是向会员

帮助会员将气象研究成果转换为改进型气象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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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新的机会。 WWRP' 的建立是提高预报能力的重

将用于从卫星设备和模式计算中取出有效资料。

要的一步，尤其在基短期，和短期方面。总的说来，

NWP 将从遥感臭氧资料中获取的额外的风资料中获

AI<EP 活动取得了广泛的进步，有一些具体的成就，

益。用户将获得模式预报的内部一致的大气功力与臭

尤其在 GAW 未来的发展中 u

氧分布场。 NWP 中心和 GAW 将协同工作.保证
GAW 下的大气化学检测与业务天气预报的同等资料

3.1

全黯大气监视网IGA rV)

目前，政府和科学界内部均日益认识到 GAW 不仅是

使用间的独特联系。

3.3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监测大气成分变化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提高人们对其
与各个吓境领域的理解及确定卫星探测器的王重要工

对热带气象研究计划的各个部分在过去四年中的发
展和计划的未来战略的审议表明.该计划保证了许事

具。
GAW 为平 ~jfU骂臭氧损祀的活动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自 1981 年以来，已准备了 7 个主要臭氧科学评

估，每个部代表了有关学科的几百个专家的观点;在

此基础上、人们对人类活动对地球平流层臭氧层的影

该皮优先活动的实施，从而帮助丁备会员，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组织热带气象领域的国家研究和早期警报

系统。建议将 WWRR 这一建议和热带气象研究计均j
紧密联系。第一步主要的合作可能是热有气旋登陆项

目与大气探测计划项目的联合工作。研究人员和预报

响以及化学成分的变化对气候系统的辐射平衡的影

员在季风知识的现状、以及季风研究的重点和机会方

响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些评估被蒙特和l 尔议定

苗l 建立了多方面的联品。
该计划的一个革要任务是加强早期警报*统，以

书绵约方在有关保护平流层臭氧层的决定中广泛采

用。第八次评估正在草拟。另

个重要的评估，p.p 全球

酸沉降，最近已经完成，它提出丁一个全世界范围的

大气酸沉降的重要观点。

3.2

减轻重大灾害性天气对会员国的括台经济发展的影

响。

3. 电

云物理和化学与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天气预测研究计划
全球对此计划的兴趣持镇高涨，例如 1995 年， 26 个国

AREP 的发展中一个重大步骤是引进 WWRPj主斗新

家报告开展了 84 个人工影响天气项目，这是它们对

建议，目的是开发预报重大天气的改进型与经挤有效

国家人工影响天气年度注册项目所做的责献也仍然需

技术，促进其在各国的应用以加强气象服务。 WWRP

要向会员提供指导信息。

将扩大相关研究的专业观测基础，提高从外部团体增

加投资的希望，并将协助技术转让。它将与热带气象
研究计圳、云物理和化学与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以

4.

应用气象计划 (AMP)

计划总体评估

及 WWW 和应用气象计划等建立实质性的互利关
系。

按照 LTP ，应用气象计划的四个组成部分已经总体实
关于在天气研究领域的主要利学发展，己审议了

施。这些部分的实施取得了茧犬的进展，并特别强调

从第二周到数季的叮预报性研究的进展，并开展了不

对会员的培训和其它帮助.这将使各 NMHS 在公共

同模式的预报于段对比，这是建立中期和长期预报鉴

定标准化系统的第一步。
四维同化系统和气象模式中臭氧资料的利用将

在近期投入使用。地基测量，如臭氧总量和垂直臭氧，

天气服务和农业服务、海佯插íj/J服务和航空服务领域
的业务有总体的提高。然而，实际上存在着预算和人
员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它将阻碍进一步加强对会

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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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1

公众天气服务 IPWSJ 计划

今时代，在满足安全、经济和有效航空导航需求提供

适当气象支持方面，本期培训重点结合各仲现有指导
自 1994 年 10 月该计划全面实施以来，在相对较短的

材料对世界航气服务持续、顺利开展作出了重大贡

时间内，在该叫圳的推出和业务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

献。应继续努力满足专业培训不断增加的需求，加强

进展。其实施紧紧围绕着 LTP 批准的成果和目标。作

用户和国家、地方航空服务提供者之间活动的有效协

为 WMO 科技计划外的独立实体，该计划帮助了各

调。

NMS 把重点放在提供最佳公共服务这一非常最耍的

问题上。然而，该i-I 划现有的资金要求减少或限制某

鸟也

海洋气象学和枢关的海洋活动计划

些前动。二些活动/项目只能在其它计划的资助下开
在实现总体计划和项目目标上已取得重大进步，重大

展。

成就有 GMDSS 海洋广播系统的实施和长期、业结浮
生 1

农业气象学计划

标、投奔式阎部计(x}汀)观测网络的实施。由于财政

紧缩，取消了几个规划中的工作组会，这有点妨碍会

本 H'~IJ 增强会员自身能力的有效性可通过下列事实

员参加计灿的实施，也推迟了技术报告的出版。取消

判断，即在四年期间共组织了一系列主题的 11 次研

指定的 IGOSS 业务协调员职位对支持业井水文学产

讨会 (1 次国际研讨会、 6 次区域研讨会、 3 次培训研

生了负面影响。

讨会和 1 次专家级会议)和 13 次不定期研讨会。本计

划的 18 种出版物(包括 1 本书、 2 价技术指南、 13 个

5

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mWRP)

CAgM 报告和 2 份小册子〉是对本计划目标的有益贡
献。

xt计恕的全面评估
本计划的相关性可通过会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业结农气信息的现有能力评估。积极参与本计划

设置 HWRP 的目的是响应会员提出的整体重点和需

来执行 UNCCD 可为会员执行公约提供适当指导。

求。最近，会员更多的需求重点是日益重视水资澜的

本计剧组织的研讨会、培训研讨会的参与者所作

评由是汁划及其对会员效益实施进步的客观指示器。

可恃续发展、自然灾害问题和推进瞧芦环境管理问

题。;j三计划下的资金不够充分实现各种目标。

从用户对农气服务需求讲习班 (1997 年 II 月，印度蒲

HWRP 的主要方向她续放在基本￡统业务水文

那〉可举一例。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反映，研讨会期间获

学、预报业务水文学和水文学应用方面，但重点放在

得的知识将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工作。所有的参与者都

水资源数量、质量的评估。为主恃以上领域，开发

觉得，研讨会上的好主意和分析部分十分有用。关 F

WHYCOS 及其区域系统非常重要。 HOMS 的改进和

研讨会的最后受政迎程度，参与者认为非常好或

进步开发也在地续。

80% 以上认可。

HWRP 技术指导产品为国家水文和水文气象周
的业务悟动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很明显，传统的信息

也 3

航空气象计划

发布方式已被新发展代替，因此新的方式开始在该
领域得到实施 q

该计划的执行取得了重大进步。在技术快速革新的当

WHYCOS 利用全球概念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没

附录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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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个区域地实践，以满足有关国家的具体需求。

间存在巨大差距。虽然效果与主要的总体目标一致，

WHYCOS 的成功证明了本组织响应 UNCED 劝告，

但是，目前由于在吸引预算外资金满足小组培训插动

满足各国基层实际需求的能力。 WMO 秘书处继续为

组织既定需求方面存在困难，这种培训效果有点有

WHYCOS 和秘书处开发 WHYCOS 的活动寻求外部

限。
会员们高度评价了奖学金，因其与支持它们创

支持。

WMO 不断的努力得出的事实是，联合国大会及

建、维持和扩大人力资煤开发的努力息息相关。备会

至巳SD 第六次届会(1 998 年 4 月)的-系列高层会议

员国的 VCP 奖学金数量有限‘使大量的长期奖学金

具体提及了资料和信息管理的必要性，并将这些主题

申请无出满足。奖学金的总量有下降的趋势，这王要

作为重点考虑。这些机构的声名有助干提高国家水立

是与奖学金相关的学费、生活费和旅费出乎意料地大

和水文气象局的地位，帮助国家水文和水文气象周国

幅提高、以及 UNDP 资金相信托基金减少造成的。

家和区域级:巳作口机构问念与，尤其在 IDNDR 的帮助

为主恃其它 WMO 计划而组织和实施的培训活

下，可有效地保证联合国高层会议和机构认识到洪水

动促进丁知识和验 iiE方法的转让，从而使国家能从

危险及洪水预报的楼力。

WMO 计划中获益、并相奖学金计划一起，帮助会员
克服培训人员短缺的问题。从组织和林和I 举办的洁动

6

教育和培训计划 mTRP)

数量来说，该计划的开展是很重要的。(应注意其它培
训活动是在技术与科学计划利用各自的资金拨款组

综合计划评估

ETRP 根据 LTPö 得到成功实施。 ETRP 阐述了会员

织和联合举办的儿

7

技术合作 (TCO) 计划

拥有充沛的受过培训的人员的必要性，以履行会员在
提供气象、水文和相关产品及服务厅圆的义好口

汁却l总体评估

ETRP 活动对所有 WMO 计闸的成功、许多会员的参

与该计划的能力及从这些计划获益方面…l'分重要。 在
1994-]997 年期间的本计划下， WMO 根据所有计划
已颁发了 7959 人/月的奖学金，组织了 75 个培训涌
动，联合举办了 93 个培训活动，发行 rll 种新型培
训出版物并发给会员，通过 WMO 培训图书馆，发行
了约 732 张光Æ: 55 套幻灯片和 446 套气象培训主题
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块"

培训新技术的提高和交流、气象水丈人员的分
类、培训 11课程的修订、加强 RMTCs 重要作用的方法、
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学生提供奖学金而寻求其它方
法的必要性方面受到特别茧视。

会员对培训需求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然而，在
余 f)~ x、I 培训的需求和为满足这些培训需求的资金之

第三和第四 LTP 时期是不断增加的 WMO 会员提出

的技术合作活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的时期。此外， NIS
以及由于几个会员遭受了经济困难，从而提出了新

的技术援助要求。
同时，特别由于 UNDP 大量削减技术援助资金，

该计划受到了严重影响。然而，本组织通过与世界银
行、区域开发银行和其它双边和多边资助机构，包括

欧洲联盟等密切联旱，开展了资金筹措活动。这也影
响了秘书处对立:0 计划的支持 e 技术合作计圳的各

个方面均是应执行理事会第 45 次届会要求、由秘书
民建立的技术合作计划研究小组审议的主题句随后，

应执行理事会决议 2

mc--- '17)

技术合作专家咨询

小组的要求，建立该小组以便对特殊合作计划的一些

方面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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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于 19 9.7 年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改

某些方茵的合理评估还需要一些时间。

组技术合作司、协调技术合作司与区域办事处的职
能、并在战略要地建立次区域办事处，使技术合作活

从非传统资金渠道筹措资金是最重要的、具挑战
性的任务，需要各 NMHS 局忱的密切合作和参与。

动合理他。(秘书处)正在监测这些结构调整的影响，

附录 X
第 13.2.3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对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的指导
(本附录提供了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将第五个长期计划
提交大会审议之前进行重新修订的指导意见)

第一章 (51 宫〉和第二章(世界气象组织)

7.

概括地讲，引言章节应保证明确地将重点洛在

WMO 是什么， WMO 干什么， WMO 存在的好处是什

这两章应以更积极和团向未来的方式来介绍

1.

么。

WMO 应如何参与相适应联合国恶统可能发生的改
革，包括进入更广泛的地球科学领域。还应明确指出

机遇和挑战(第三章)

过去 WMO 所从事和所取得的成绩以及 WMO 如何
在将来与社会需要相关连。 WMO 未来展望应包括在

8.

引言部分。

分，如商业化和私有化。还提出了几处增补建议，如在

需要认真审议和修订，特别是防及敏感问题的部

应强调 WM。在向各政府作出有关全球问题和

总趋势→章中载入有关城市环境的单独讨论文字相

可恃续发展问题方面的作用。建议充分介绍 WM。在

WMO 在气候变率、预测、大气保护，减灾和城市污染

自然灾害防御，环培状况预测，气候变化问题和水资

中作用的文字。在本文中， NMHS 的公众天气服择也

梅、领域方面的能力。应提及 WMO 在联合国系统中提

应得到更好的强调。

供关干社会和经济安全与保险问题的实时或近实时

9.

结构化信息这二独特作用。

源以便更有效地提供 NMHS 服务的需求、 GAW 的重

2

文中更多的重点应放在:联合活动和集中各种资

应更好地描述 WMO 在推进各种国际公约中发

要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全球电信发展

挥的作用，如 UNFCCC ， UNCCD ，臭氧公约及其它有

中因特网的影响，及加大力度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关的法律文件。

国家在提供有关服务的差距要求上，

3.

4.

应提及加强的 WMO 通信战略。

5

载入描述 WMO 在其它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WMO 战略(第四章)

的文字，如国际资料交换和污染监测。
基本旱统委民会主席提议的有关 WMO 总体目

6.

标的其它文字也应载入(第五个沃期计-划草案 2.
1段)

10.

战略标题应包括下面的其它内容
增加利用现有中的基础设施以提高资料相产

7

(a)

根据大会提供的实践和指导原则，并为支

(b)

促J!! NMHS 之间科技信息、文件、出版物

(c)

促进水文领域的区域合作，特别是关于井事

,

品的提供和质量;

"

持 WMO 各项计圳和在国家与国际一级提
供气象和水艾服务、应保证在各会员之间

免费制无限制地交换基本资料和产品。"

和其它有关活动材料的交换;

水文流城和跨国界水资顿的管理合作，

附录十

全球和区域优先重点(第五章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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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WMO 参与气候和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悟动和
生态革统影响的研究， NMHS 在观测和预测气侠、由l

有关区域优先次序的文宇应根据将来的区协届

岳国政府提供有关气候变化适应性方面的作用 iGOS

会的审议结果进行修订(或在 EC-50 和 Cg-13 之前

与 G30S ， GCOS 、 GAW 与 WWW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号

某一特定区协无会的情况下，成根据此区协烹席的审

有关 CLICOM 在开发新数据管理系统中的活动 t 包括

议意见进行修订)。各区协主席应根据新的发展和真

同有关人类健康和可再生能源活动有联系的 CL1PS

它确认的领域且如一些受影响区域的有关热带气旋、

的未来功能。

李风预测和 ENSO 的发展情况，再次审议目前的文

19.

11.

WCRP 的各项目标应明确指出包描对水文循环

的研究 o 2C 丁 0- 2003 年的实施部分应提及与水文和水

12.

进一步详细阐述 GAW 各部分，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的部分及一些区域在水问题上的联合工作。

资源计划密切协调研究水文循环@而且，文字应强调

各会员为实现材划目标而对研究、观测、数据处理和

有必要将区域和全球优先次序的报告联系起

模拟项目所做的支持的重要性，并应强调 ii 划成果对

来，特别是要对区域优先次序进行强调，并指出 WMO

NMHS 扩展其气候预测和细分气候变化预测的利学

计划在解决区域问题上的重要性。区域计划和1 区域优

基础有着直接的好处。

先次序之间应相互考考。

20

13.

应提及 GAW 在推进 WCRP 111 动中的作用和气

候预测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2000-'2009 年的 WMO 计划(第六章)

21.

应插入由 UNEP 提交的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响

应战略 èl 划的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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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WMOt十划捕构的表需根据有关的某些科

技计划(特别是 AREP 和 HWR) 变化进行调整，以反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映最近召开的 CAS 和 CHy 届会情151) 0 这些调整应与
秘书长提交 EC-j 的对第十三个财好时期预算和计

22.

圳的建议相-致。应强调任主要计划之间的联品。

WCRP 和 WWW 之间的联系。

23
世界天气观测计划

在 "AREP 的宗旨"下，[~更好地阐述 AREP 、

在 GAW 的"实施"下，应橙清有关城市污染和潜

在气候变化之间的关果，并应将j]Ji.玛逊热带雨林作为
另一个范例加入到环境灾害和有关环境紧急响应的

15

应仔细审议有关降低级费压力的文学(在资金

范围内提高各种服务将成为且的方向)。

16

其它需要提及的内容为。 WWW 和其它各计划

区域计划中。

24

在热带气象研究计划的"宗旨"下，应将草点放

在有关季风的活动上。

(特别是水文和水资螺计圳)之间的联系，科学和技术

25ω

的进步，特别是它们对观测和电信~统的影响;因特

在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热带气旋变化t平估上。

网/内部网，特别是它们的组织方式在分发数据、产品

26.

和其它有关信息散发以及集成各种观测系统中的作

专家组的"实施"下，应将重点放在定期审议和评估目

用。

前全世界的人工影响天气活动上，并将该领域与建立

17

在栩应各节的实施部分还应提及开发出能在工

在热带气象研究计划的"实施"下，应将重点放

在执行理事会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在明确和可靠的科技基础之上的水短缺一起考虑。

作站上运行的预报模式和其它形式的改进区域卢级

预报服务的可能性。

气象应用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27.

应认真审议公众天气服务计划的文字，以便更

好地阐述该计划的特定要索及其它实施部分，并且将

18

有必要作

些进一步的说明和许';j;修正工作，

有关提供天气服务的气象部分同传播技术分开。因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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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HJl2:提及发展中国家通过电视、因特网和无线电

(i)

WMO 自愿合作计划;

获得天气产品的重要性。

(i i)

常规预算合作治动 t

农业气象计划中应将植业和生态系统作为与该

28

计划相关的其它因素包括进去。还应将其它害虫作为

(iii)

其它合作和资助活动。

相应的新文字将替换以前的版本。

影响农业和人类健康的潜在环境危害提及。
航空气象计划草案应根据航空气象委员会咨询

29

区域计划

工作组的建议进行修订，并按照第五个长期计划的格
式和风格进行进一步改进。

经过进一步完善的新计划文本(见附件 BJ 将替

35.

代早先的版本 3 以确保该计划的目标对应干第五个长
水又和水资源计划

期计划草案第五章中陈述的区域优先次序。
其它一些具体事项也应提及，包括:作为 I划|划

36.
修订和增补内容应包括.专门提及 NMS 和

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的资金动员;作为提高

NHS 之间增加的协调，特别是在提供及时和准确的

获取对区域气象，7](文和相关领域活动充分政治和经

水文预报方面;强调水文强化培训需求;以及强调在

济支恃机会一个手段的区域和区域间合作(例如，通

各国之间共事水货源信息的重要性。

过区域团体 h 恰当地确定区域优先次序，灾害和气候

30

问题应首先考虑 dli]建和加强实施机制以确保该计划
教育和培训计划

适合该区域会员的需要。
文章应说明区域计划;不仅有助与区域问题的解

37
教育和培训讨划的目的和目标应反映 EC 教育

31.

和培训专家组的建议，特别是要说明该计划的优先次

决，而且也有助与对祖会十分重要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以及 WMO 目标的实现。

序、具体目标和量化的成果。

应在计剧的相应部分包括部门管理A培训和专家

32.

资金(第七章)

交流。
坷，
技术合作计划

应增加阐明 WMO 吸引世界银行和其它有关资

助机构以支持 WMO 项目的政策的额外篇幅。
ir

ιHe

的

同口

代
替

h
舵V

味如

币部

在这些问题上相关的 WMO 政策和战略应进一步改

飞牛
J

E

进，强调重点领域并考虑机遇和挑战。

构
结
的

时可→

、工革

刊油

工分

句，、下

呐川划

修币

作刀

用将

应可

本

臼文剖

新的篇幅应渺及关干计划活动的资金的来澜。

39.

应由l 潜在的资助机构明确说明 WMO 的方法和l

40
需求。

附录 XI

总摘要 13.2.8 段附录

服务于人类的世界气象组织
21 世纪的展望

世界气象组织在 21 世纪所具有的独特能力和相对优

大气、天气、水和气候方面的指导和评估方面的密切

势在于由其会员(目前为 185 个)积极参与的多种活

协调。

动的增强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中，及其与其它国际机构

WMO 建立在从其前身一1 日 73 年建立的国际气

在制作、加工和交换信息及提供1::数为近实时的全球

象组织 CIMO) 所继承的传统能力基础上。作为联合国

附录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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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负责大气、天气、水和气候及其与包括陆地、海洋和

进步中更多地受益。 WMO 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建立

生物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专门机构， WMO 逐步发展

这样一个世界

以满足目前和未来人类的需求。

(3 )

WMO 促进了气象和水文科学和服务的进步$这

继续在该合作框架内一起密切合作，支持 WMO

些对整个 20 世纪的人类安全和福利、国家经济的发
展和全球环境保护佯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将在 21 世

公约，
(b)

纪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 WMO 的领导及其计划范围内，国家气象和水

各国应继续认识到国际气象的固有合作性并将

免费和无限制交换基本气象资料和产品的原则

将于以维持和加强;
(c)

各国和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维持和加强其合作

文部门 (NMI-IS) 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为人类服务的重

研究地球自然革统和相关的全球关注问题的义

要作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负责大气和营关环境状

好;

况系统监测并提供科学的预报和预警服务，它的建立

(d)

使世界各国政府能够

(, )

充分认识到通过国际减灾十年计划及其后续活
动来利用气象和水文早期预警系统减少灾害

预警和保护其国家各部门免受赂风、洪水、森林

性天气、洪水和l 干旱状况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

火灾、灾害性风暴及其它天气引起的自然灾害，

的潜力，并在 21 世纪初实施;

(l仆

保障空中， JIß面和海洋旅行的安全和效率，

(c)

促进粮食的可靠性和生产率及粮食相纤维的提

体和研究机构问的合作将导致开发出诸如对厄

供;及

尔尼谐和全球变暖的季节预报和气候预测的灵

预测和避免、或减中在 20 世纪下半期成为更加

巧;h统，推出业务系统，为实现各国社会和经济

突出问题的荒漠化、臭氧层破坏、酸雨和气候变

利益而促进有效地使用目前的和预报的信息，

(d)

化及其它造成全球环境威胁的影响。

(时

(1)

地球科学间的合作，特别是大气和海洋科学因

气象、海洋和水文团体和研究机构间的越来越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现代社会从气象、水文和l 相关

靠的合作将开发出综合性全球环境监测和服务

科学和服务中获得的利益是通过各国闯的这-独特

系统，该系统建立在 WMO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

的国际合作革统来实现的，而这一传统又可追溯到

础上，并为各种国家和国际用户对气象和相央

19 肚纪。这在 WMO 公约 F 在 20 世纪下半期非常 I~

环境服务要求提供服务，

跃，它将对 21 世纪人类的进步和保护我们星球的有
效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WMO 业务的存在和概念来自子天气和气候形

(g)

WMO 将与国际~统中的许多其他机构密切合

作以提供气象及相关手学和知识应用的更有效
地论坛和愿望来服务各国居民的要求。

成过程的全球性和各国在全球气象资料收集和加工

在迈向 21 世纪之际， WMO 还面临着来自其周

方面的联合工作能以更有效，比各个国家J单独工作可

围和内部一其总体环境、资金和志向的挑战。当

能所需的更低费用，这是长期以来的认识。气象是人

WMO 接近和走过下一世纪时，多种外部和内部的因

类所有情动形式中天生最具国际性的学科之一，

WMO 被公认为是联合国系统中国际合作的典范。

素，包括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将影响 WMO ， WMO 希望积极地将这些挑战转化为
机遇以更好地为其会员服务。

WMO){才 21 世纪的展望是，世界将从 20 世纪设

这些挑战包括需要进一步明确 WMO 的作用和

立的独特合作框架且成为该合作产品的科学和技术

联合国系统内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加强地球科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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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间的协调。世界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和服好方面

和服好的国家战略应建立在不是削弱国际合作的框

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关键在于各种地球科学间的密切

架下。最基本的核心天气、水和气候服务是公共产品.

合作，特别是有关气象、悔祥、水文和地质的学利。

因而要求保证将有关的基本活动保留在公共部门。

在 WMO 及其余负最关注的战略领域

国家气

为确保实现该规划 .WMO 会员国及其组织机构

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和业务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主要

的官员和成员应尽其最大努力促进和加强气象及其

的挑战愤及确保和加强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免费

相关学科的国际合作并保证该合作的 t 种利益能免

和无限制交换气象及相关的资料和产品已经并将继

费提供给所有国家。

续是 WMO 工作中国际合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和重要

WMO 还将础续促进发展和加强其余员的有关

特色，这将根据批准的政策以及公认的实践和指南来

能力，特别是有关天气和气候预测方面的能力。这包

进行。

括帮助保证一个具有相应的政策利法律环境、组织机

相关的挑战为日益要求审议和再评估国家气象
或水文部门 (NMS) 的任务和职费及考虑替代的提供

构的发展、人力资澜的开发和管理系统的加强的营利

环境。所有这些将增进国家和全球社会的优势。

服务的方法 .~p 能提供所需服务的其它方泼该挑战

WMO 准备并希望在为全球社会提供气象和相

总体上来讲是开发出更灵捕的、有弹性的相有成本效

关科学和服务所拥有的利益中发挥其重要作用。所有

益的、更为面向用户、关心的和创新的计划实施安排。

其计划和组织机构在服务子 21 liHê 人类仁都持有与

经济方面的考虑纷常导致收费和商业化的可能性。

WMO 共同的观点。

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为满足国家需求和履行国

2000 年 .WMO 将庆祝其成立直十周年。将通过

际义好而提供天气、水利气候信息和服务已经并将继

展示其成果和关注而临的挑战来庆祝这一纪念活动。

续依赖于国际合作@应认识到没有一个罔家能在此方

WMO 将与其传统的和新的伙伴愿望服务干人类的

面做到完全自力更生。 WMO 鼓励伍何提供有关信息

未来 50 年。

附录 XII

总摘要 13.2.10 段附录

WMO 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前景

引盲

遇。很多国家已经要求进行这样的改革，而且联青国
秘书长在 1997 年初己倡议进行一定的改革。

1.WMO 的政策、战略和优先问题的制定与许事内部

3.WMO 一直紧跟有关联合国系统改革的就展。在这

和外部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包括政怡和社会经济的发

方面 .WMO 非常有必要积极贯彻进一步推动世界气

展，还包括 21 世纪前 1- 年极可能影响 WMO 的科技

象组织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日S8) 建设的倡议。

进步。这个问题尤其与 WMO 第五个长期讨划 (2000

为了确保决策者充分了解 WMO 在环境监测、减灾及

2009) 的准备有关。

2 在所考虑的重要外部因素中，有

效益方面的作用、独特的胜任能力和相对优势，有必、

些可能与联合国

要考虑预先采取积极的步骤。应该认识到需要维持

系统内的改革有关，这将会对 WMO 提出挑战和机

WMO 作为一个特有机构的完整性，包括政泊、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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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等方面l 回应该制定特别的战略以显示 WM。在

|

保持目前活跃在该学科领域的联合国有关组织

其职权范围内的能力和规定 WMO 有关环境的情动，

I

的完整、计划和文化。 C"地学界和联合国系统知

特别是关于 WMO 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地位。

I

名人士会议"提出的建议，该会议由 WMO 秘书

4 本文件力求为 WMO 提供一些可能的途径，用干考

|

长干 1996 年 12 月召集九

J-g确定 WM。在加弧的联合国革统中的未来地位，希

8 在特别联大 (UNGASS) 的筹备阶段，一些国家呼

望这些有助于确定 WMO 的未来前景，并根据支持者

町建立以 UNEP 为主的联合国全球环境锦合组织。

的想楼来定位。

随后 UNGASS 进一步要求加强 UNEP 作为联合国
在环境领域的四个主要机构的作用。

可能的发展方l1<:

日，综合环境组织的设想联合了包括 WMO 在内的许

多现存国际组织在环境领域的情动，这一设想至少吸
5 在考虑 WMO 战略时， WMO 应重视整个世界的主

要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而且，评估未
来科技进步对 WMO 及其业务的各方面的潜在影响
也是必要的。关于这叫点，只需提及卫星系挠以前所

引丁←」些政府，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协调

有关组织的涌动。事实七，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切记环境问题通常至少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
((i )

来有的密度进行全球高空测量的可能性，这种草统至

态预测、应用和服务的开发以最优利用环境倩

少部分由私人拥有。 WMO 应发挥自己作为)个科技
组织

一联合国的一个专门组织的作用，促进会员在

科学书1 技术方面.包括监测、状况评估、环境状

息并适应其变异和l 变化;
(b)

国;界范围内进行气象、水文、有关地球物理的观测以

环境保护的立法、法规和机构方面，包指国际环
;在法和其它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国际协定的

及提供气象及相关的服务。

制定和履约的监测。

6 ，就联合国系练未来发展的讨论来说，其基本上都处

10. 在单一综合组织下台井这两个相关的方面可能是

于初始阶段，在1午苦情况下都是非正式的。现在如果

一种趋势。然而，国际和国家的经验表明可能存在下

根据各种论坛/国际组织提出的有关联合国系统的任

述情况.

一建议和主张末考虑 WMO 的前景是不成熟的。然而

(a)

不重要:

考虑那些看起来与 WMO 战略最相关的建议来为
WMO 的米来发展提出一些方集似乎是恰当的。

(b)

(, )

以动态演进的方式，继续保持目前 WMO 的投

权、活动范围和习惯做法，特别是联合国革绕中
与 WMO 有关的部分(基本是"维恃现状"方
提)

(b)

(叶

,

在联合国~统内，设想成立一联合国全球环境

向社会提供的窑观信息、环境状况的分析和评
1古可能缺乏独立性;

7. 可以考虑下述方案对 WMO 的利弊，并制定可能的
应对措施。

科学和技术问题可能因政治和法律问题而且得

(c)

一些极其重要的公众服务，如自然灾害预测和
警报可能得不到足够重视。

11. 还有，经验表明，如果存在明确的国家级的相关机

构，且其可以影响国家决策过程井有权对与特定国际
组织工作相关的国家活动进行协调，那么国际组织的
工作就可取得最好的结果。综合环境组织的职责范围
同很辛部门和国家机构有关，这样同会员国的相互交

惊:自组织(1 991 年 6 月特别联六期间一些国家

往及其运行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慌出的建议) ,

12.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若综合环境组织旨在处理联

建设成为什寸也华及其应用的拱形组织，仍然

合国机构的环境活动，即便只考虑最相关的机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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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利难于操纵的组织;一

也能够提出让人信服的证明，证明其有助于可持续发

种结果也可能是形成庞大的队伍。

展和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特有能力和相对优

13 在需要一个科技综合组织时，有关地学及其应用

势。

的大组织的建议具有优点。因为这个组织将考虑现存

19 为确保 WM。在气象、水文和有关环境问题方面

有关组织的整体性、工作计划和文化，只需对它们的

的领导地位，重要的是1陆续在诸如气候变化和变异、

业务作有限的调整，并且只需要适度的职民从事协调

减轻自然灾害、相关水资 f原活动、环境状况的恃别评

工作。

(古(例如臭氧层的状态)以及宵关悔洋学问题等领域

14 建议的组织将为姐妹组织及其工作计划的相互作

发挥优势。作为联合国系统内有关领域的牵头科技组

用和协调提供合适的论坛，尤其将扩大对科学/政怡

织， WMO 1'E过去很 t 场合下已经显示出其胜任的能

问题形成联合立场的机会 a 由于科学和技术的性质，

力，这方而在将来应该更加充分地显示，包括 WMO

将进一步促进与科学界的相互影响。包括非政府间组

开展足够的水文陆动，努力加强这些活动并就有关水

织如 lCSU ，还可飞支持会员促进与地学有关的政策制

的事宜加强同 \'1 名国际组织的合作。

定。

20 作为一个政府间坦织，继续服务于会员并以会员

15 。这个组织将充分利用现有的设施和既定的合作安

合作为基础的同时， WMO 应该加强同社会各界的联

排，例如许多组织关于水资瓶、气候变化和减灾的联

系，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在这方面

合涌动。非常明确的管理范阁将使该组织在运行中保

WMO 有着许多合作的范例(如与 lCSU 的长期合作)

持灵活性和有效性 b

和一些可行的倡议。

16. "地学"组织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相关组织科技能
力的发展，并可获得联合国会员更强烈的政治响应。

业务方面

17 虽然创立 4 个"地学"组织的优点对那些密切相关

的组织来说可能是清楚的，但是会员对于这种活动的
利益可能存在问题和担心，特别是涉及到财政和国际
组织的膨胀问题。如果相关的国际组织准备达成共
识，则应该对这些问题和担心作出最好的答复。 WMO
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地学"组织的设立，但应该记住

21 , WMO →种独特的特征是，通过 WMO 会 IA 的合
作，提供实时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的定朔和l 连续的

全球范围业务交换。这主要是通过 WMO 世界天气监
视网 (WWWW) 实现。〔正在发展其它 WMO 系统以进

一步提供类似的常规业好，包括对大气成份如白室气
体现侧的全球大气监测 (GAW) 、支持水文站网和应

的是‘这种组织的 mw~可能相当于一些国家趋向于将

用的世界水文观测革统 (WHYCOS) ， )

气象、水文、海j 平相其它地理学服务结合在一起。

22 , WMO 有关系统化环境观测、资料和产品交换的
国际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185 个 WMO 国家和

战略制定

地区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所提供的基础设施。
这些独一无二的设施使得各会员能够通过 WMO 实

18 在制定 WMO 战略中，考虑的主要问题关系到 I
(叶

WMO 未来的作用，

(b)

WMO 同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未来的关系。特

别地，对这种作用和关系的阐述应根据 WMO 在有效

现仪器和程序的高度标准化，可促进方法学与天气和
气候预报流程、自然灾害警报和其它服务之间的协调

发展。各会员能够获取的有关全球、区域利用地环坡
状况的大盘信息，可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计
剧。其中包括减灾计划，如热带气旋和洪水等自然灾

处理当前和未来王要社会问题、促进会员特别是它们

害或青人类引起的灾害，以及处理其它环境问题如莫

的 NMHS 的全面参与等方面的贡献，并考虑机遇和

氧层耗损和"温室效应"引起的潜在气候变化。

挑战井存的世界形势变化。关干这一点， WMO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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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认识到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了解厄尔尼诺南方降动 CENSO) 现象及应对措施，包

分，特别是 1992 年里约环发大会以后，使得人们更加

括季节预报提供了依据。

清楚地认识到对环境因子(包指那些同天气、气候和
谈水资濒相关的参数)进行充分系统观测的必要性，

协调方面一-WMO 和联合国系统

以便了解和预测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异和变化，以及发

26 在其活动的所有领域， WMO 在联合国系统一直

布有关警报。这种认识己体现在各种文件中，其中有

致力于为气象学(包括气候学)、水文学和有关环境科

1'21 世纪议程进

学操供确切的、权威的和有效的科学建议。实现这个

步实施计划"该计划已获第四周

特别联大通过。其中对气候变化部分的阐述如下:
"需要加强系统观测，以确认气候变化的
可能发生和分布井评估其潜在影响，特

调和保持伙伴关系。这种 t 伴关系的例子包括同

UNEP 在空气污染和气候事宜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

别是在区域一级上。"

特别导致了 WMO /UNEP lPCC 的设立和 UN/

有关淡水部分明确了类似的需求。

FCCC ，同 lCSU 和 UNESCO 的 10C 在世界气候研究

"加强政府和国际机构收集和管理信息的
能力，包括科学、社会和环境资料，以促进

水资瓶的集成许怡和管理，并通过联合国
机构间的合作，促进信息分发和交换的区
域和国际合作..(第 34 (f)段)

目标需要同联合国革统内外的其它有关组织进行协

0

水文和水资源评估方面的联合悟动;同 IOC 在各忡
悔洋学计刷方面的合作;并且最近在 WMO 的领导

下，建立了有关国际气候计划的集成框架一一气候议
程，尽管国际组织大家庭内将来存在着可能的调整，

"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国际公约和
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中反映「南关 iZ 统观测相
研究重要性的类似表述。
24 特别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计阳j 实施方面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 UNESCO 在

但这种合作精神应予以保持相发扬。

27. WMO 倡议并椎动了地学(特别是气象学(包括气
候学人水文学、海洋学和地理学〉及其应用的协调，地

次缔约方

会议通过第 8 号决定 (8/CP3) 一发展气候旱统观测

网，该决定敦促缔约为提供必要的资金以扭转现存观
测站网减少的局面，并通过适当的资金机制，支持在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全球悔乎乎观测系统和全球陆地观
测系统下的全球观测系统的发展。

25. 土:itò 法律文本在 WMO 等提供的有关研究、科学
信息和评估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展。因此，除了确保
常规气象、水文和l 有关服好业务的国际框架外， WM 。
在许多情况下显示了其满足急需井为政策的制定提

供基础的卓越能力。 WM。在气候变化问题仁的独特
能力和经验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WMO 主要是
通过世界气候，-1 划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世界气候研究
讨划巴奠定了知识基础，并通过 WMO/UNEP 政府

学及其应用在提高对全球主要问题的认识并为解决
它们提供国际协调服务方丽起着重要作用。
28. 这种协调|司联合国系统肉讨论井决定 21 世纪议

程的进一步实施和联合国改革密切相关。在这方面\
WMO 参与联俞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SDJ 的工作，

尤其作为 21 世纪议棋有关方面的任务管理者，使
WMO 在联合国改革和提高效率的行动中发挥重要

作用。有关 UNEP ，日ABITAT 和lUNDP 的活动以及
加强联合国协调管理委员会 (ACCl 活动的建议性计

划部与 WMO 相关，并且值得 WMO 仔细考虑其可能
获得的机会和收益。
29 对于加强地学计划协调的努力，机构问可持续发
展委民会 CIACSD) 建议，这种协调应主要致力于加强

有关现存机制的主题协调，例如机构问气候议程委员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ECC) 为气候变化手-学评估、

会C!ACCA) ， ACC 水资源小组委员会、 ACC 悔洋和

气候变化各种影响和响应对策的审议提供了依据 i 除

海岸地区小组委员会和国际十年减灾委员合

其它外，!;!、刊古海洋

CIDNDR) 。同时也A 建议 lACSO 应作为一论坛为合适

全球大气 (TOGA)计剧为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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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政策设置 ~IH惧和l 机制提供服务，包括处理同地

客观信息和评估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客观信息

学及其应用相关的交叉问题;为 ACC 及需要政府行

和评估能为高层政治团体的政策制定奠定基础，例如

动号支梢的 CSD 的决策提交建议。这将包括处理减

与地球环境有关的各种公约的缔约方会议。值得出意

灾、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和水资 i原管理等全球性问题。

的是 .WMO 已经并且应该继续有能力对这些机构和

这些建议的实施一将需项 WM。在 CSD 相关机制内发

其它联合国机构的特别需求及时作出响应。

悍其优势。

32 在第十二次大会前，明确 WMO 的地位和职责存
在

个渐进过程。 WMO 将地结积极参与协及机构问

合作和向联合国改革提供建议的各种政协团体的插

其它方面

动。为此，建议 IH; 备文件，强调 WMO 作用和价值的各
WMO 作为政府间组织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个方面，特别用于各会曰:在国家一级采取适当的行动

租减灾领域的相关方面所起的作用超出了政府机构

以及供高层政治忖论用。这个文件还应强调维恃丰口增

的范围。它关注气象、水立和有关信息与服好用户的

强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心姿蚀。

广泛稍体，包括商业界。 WMO 在此领域取得的重要

33. 此外，有关 WMO 在 21 世纪的作用和职能

经验使其能够在不干涉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情况下，

C"WM021 世纪议程勺的声明、应考虑在批准 WMO

有效地保证气象、相关资料和1 产品的国际交换，井加

锦五个长期计划时提交第十二次大会。声明的通过应

强对提供气象(包括气候人水文和有关服务的国家实

使会员达成共识并且认识到 WMO 的独特价值，以及

体的支持，同时增强丁间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的私

在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机构安排和授权的框架?有必

人机构合作。

要保持和加强 WMO 1l'J鼓体性。

30.

31. WMO

作为一个科学和技术组织，将继续为提供

附录 XIII
总摘要第 14.5.5 段的附录

WMO 将参与国际减灾十年当前计划中会议的清单
名
早期警报系统会议 (EWS

称

98)

日期
1998 年 9 月

越

德国，说茨坦 (WMO 联合举办)

厄尔厄诺国际会议(映大第 52/200 号决议)

1998 年 10 月

厄瓜多尔

IDNDR 科技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

1999 年 3 月

澳大利亚

支持减灾的科技次论坛

1999 年 6/7 月

.r!f

日内瓦 CUNESCO/WMO 举办〉

附录十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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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XIV
总摘要第 16. 1. 1 段的附录

第 13 财务时期 (2000-2003 年)组织机构届会的计划草案
2000

2001

2002

2003

EC-52
12 二区协
CBS-12
CHy- l1

EC-53

EC-54
13 一区协
13 五区协
13 六区协
CAS'-13
CIMO-13
CBS-Ext

Cg-14
EC-55
CAgM-13
CAeM-12'

4
5

13- 三区协 A
13 →囚区协 4

CMM-13
CCI-13

三、四区协在各自的第 12 f)\ 届全上建议两个区协应该联合召开会议(实验性的)

•

取决于可能与 ICAO 一个机构召开联合届全的!日期。

附录 XV
第 17.3.3 段的附录

第十三次大会临时议程草案
1

会议组织

3. 1. 3
3. 1. .(

热带气旋计划j

1. 1
1.2
1. 3
1.4
1. 5
1.6

会议开幕

3.1.5

WMO 南极活动

建立证书委员会

3.2

紧息响应活动

世界气候计 ~Ù

3.2. 0 世界气候计划， CCl 主席的报告
3.2. 1 气候议程内的协调活动
3.2.2 支持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包括

批准议程

建立委员会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IPCC 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荒

批准记录

模化等公约

2

报告

3. 2. 4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2.1
2. 2
2. 3
2. 4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3. 2. 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秘书长的报告

3. Z. 6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相对策计划

3

科学和技术计划

3. 2. 3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技术规则修正案汇总报告

3. 2. 7

3. 3

3.1.0

WWW 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 ;CBS
主席的报告

3. 1. 1

仪器和现 ì~!j 方法计划， CIMO 主席
的报告

3.1.2

WMO 卫星活动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CAS 主席的

报告

3. 3. 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 3. 0

3. 1

金球气候观测系统

支持臭氧和其他钊对环境的公约

3.3.2 全球大气监视网
3. 3. 3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3.3.4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3.3.5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
且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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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气象应用计划

7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业气象计划， CAgM 主席的报告

7.1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

航空气象计剧， CAeM 主席的报告

7.2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的作用相运作

海洋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

7.3

与其他学科和计制的关单

CMM 主席的报告

7.4

两千年问题

8

汇总计划和预算 2000-2003

9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3ι4ι1

公众天气服务 i-l- ~II

3.4.2
3. 11. 3
3.4.4
3. 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3.5.0

水文和水资im(计划 I Chy 主席的报
告

3.5.1

3. 6

3. 7

3.8

水文基本系统计划

3.5.2

水文预报与应用计划

3.5.3

水资源持续开发计划

9. 1

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3.5.4

水文和水资惊能力建设计划

9. 2

UNCED 的后续行动

3.5.5

与水有关事宜计划

9. 3

气候变化和荒漠化公约的现状报告

9.4

国际减灾十年 (IDND且 J

10

行政和财务问题

教育和培训计划

3.6.1

人力资 iW.开发

3.6.2

培训活动

3. 6. 3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3.6.4

支持实他 WMO 主要计划下的培训

10. 1

财舟事宜

活动

10.2

会员比例会费

10. 3

人事事宜

[0.4

秘书沃的合同

11.

总务和法律问题

11.1

IMO 和 WMO 奖

技术合作计划

3.7.1

技术合作计划的总体回顾

3.7.2

技术合作计划的组织和资助

区域计 ~II

3.8.0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3. 8. 1

区域活功

4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4.1

会议

4ι2

语言

4. 3

出版物

4.4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5
6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11.2

有关公约的问题

11. 3

总则的修改

11.4

大会以往决议的审议

]].5

本组织会员资格的申请

12

选举和任命

12. 1

选举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

12. 2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12. 3

任命秘书长

13

科学讲座和讨论

14

第十四次大会的日期和地点

15.

会议闭幕

长期计划

6. 1

第四个 WMO 长期计划实施监督报告

6.2

第五个 WMO 长期计划

6. 3

制订第穴个 WMO 民期计划

6.4

WMO 的结构

决议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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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XVI
总摘要第l7. 3. 6 段的附录

拟邀请参加第十三次大会的国际组织清单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6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国际海洋探视l 理事会

联合国·

欧洲空间局

欧洲经济理事食

阿拉伯国家联盟

亚洲相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非圳统一组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理事合
非洲经济理事会

西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世界粮食理事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J

联合国防治荒模化公约
世界粮食计训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尼罗河水体常 ií1:联合技术委员会
国际地震中心
非胡|如马达 tJ日斯加空中安全局
旱区和干地研究阿拉伯中心

国际建筑科研、研究和文件理事会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 (ALECS())
波罗地海海洋环境保护蚕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

常设南太平洋委员会
欧洲气象卫星利用组织<EUMETSAT)

联合国难民事好高级专员署

西非国家经济理事会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司办公室

独立国家联合体政府间水文气象理事会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ii 划 (SPREP)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具有穰商地位的组织7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份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国际土壤科学学会

世界卫生组织等

国际标准化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海事无线电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

国际农业生产者联合会

万国邮政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拚

国际海事组织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岛
国际原子能机构明

国际贸易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世界旅游组织·

国际元钱电科学联盟

国际民航飞行员协会联合会
世界联合国协会联合会
国际文件联合会
世界能漉大会
国际天文联盟

国际灌溉和排涝委员会
国际生物气象学学会
国际航空联合会

与 WMO 签有与会规定协议或工作安排的组织

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惊联盟

1;，面问委员会

国际气象广播学会

石油工业国际勘查和生产论坛

国际科学理事会
7
6

根据第 26(b) 品和第 2 号决议(EC 一剧，磋商地位(第 2

第 130( 时是要求向联合国发出邀请。联合国系统内标有

号决议 (EC-4 川是给于非政府国际组织派观察员李加

显号(赞〉的组织是与 WM() 签有协议或工作安排的，有

组成机构届全但无投票权的权利。

互惠与会的规定。故通常应邀请这些组织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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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

|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山MADl
国际水稻科研研究所

欧洲理事会

|

加勒比气象组织

国际空中运输协会

|

欧洲联盟

国际红十字联合会和红新月协会

|

国际航空器拥有者和飞行员协会理事会(lAOPA)

美洲开发银行

|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ICA)

非洲开发银行

|

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EBRD)

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合作

|

世界水事理事会

美洲国家组织

|

全球水事伙伴关系

世界航天教育组织

|

伊斯兰会议组织 (OIC)

萨赫勒地区常设国家间抗旱委员会

|

经济合作组织<ECO)

东南亚国家联盟

|

根据第 39 号决议 (Cg 一 7) 而发的邀请一邀请联合国

亚洲开发银行

|

纳米比亚理事会及各国民解放运动参加 WMO 会议

|

巴勒斯坦8

尼日尔流域管理局

国际航运理事会

区域水资源委员会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
国际莱茵河流域水文委员会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

8 7征用"巴勒斯坦"这一名称是根据的 EC-41 的快走(执
行理事会四 f 一次届全吉决议的最终节略报告，忠摘要

国际半干旱热带地区作物科研研究所

第 13. 3 段)。

附录 XVII
总摘要第J7，

5.

12 一J7，

5.

14 段的附录

财务条例的修订建议9

7.3

(修订稿)拨款有效期应保留到每个两年期[两

耍的其它货币和l' 类的估计作为指导。]为便干

年期 1后十三个月，以便清偿两年期内所订购

全旦立货，秘书长可以在他认为可行的范围

的物资、签署的合同、所受到的服务的待付款，

应」笠呈韭塾主这里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支付的

并情算它米惰的两年期合法斗守付款。第一个两

金主主在确定和本组织且部所在国货币榈等的

年期结束时，余额应视执行理事会的批准情况

支付款时所使用的兑焕率应是存入世界气象

再拨给第二个两年期预算的相应部分，以便实

组织银行帐户之日有效的联合国官方兑换率。

施批准的计划。第二个两年期结束时.拨款的

全篮里主笠4
8. 6

外部审计的补充职责:。

(修订稿〉尽管有 8.5 款规定[，执行理事会仍

有权确定每年的比例，供愿意支付其他特定货

5.

币的国家选用。在确定这个比例和规定所用货

发表并签署意见。其意见应包含下列基本要素。

(修订情满人都严 iißl )旦开l 本组织的财并报表

币时，执行理事会应以秘书长对本组织可能需

9 划线部分是拟将增加l'lJ lt 本中的内容。方括号内

IQ

!Í'Jf 体字是 WMO 使用的术语，是对联古国大会通过的文学

是拟将删去的内容。

的修改。

附录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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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证明财好报表巴审定;

(iii)

(b)

介绍秘书长的阳、专制切、薪靶子坷的职责，

(c)

介绍采用的审计标准;

(d)

说明巴开展的工作，

(e)

对财务报表表述以下意见，

的应用一致，
对帐目往来与财务条例和法律授权的一致性发

(f)

表意见，
发表意见的日期;

(g)

这些财务报表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期末的财

(i)

这些财会政策的应用是否与前财务时期

ji"肩'府7于贞的姓名和职务;

(h)

好状况和该时期工作的结果，

(ii)

这些财务报我是否是按财会政策准备的;

附录 XVIII

总摘要第 17.5.15 段的附录

内部审计章程

序

总职责

E

本章程构成了 WMO 内部审计职能的框架，但是应在

1.

未来进行审议以将内部审计和调查部门 (]AIS) 扩大

WMO 的资金，通过对 WMO 的财务、行政和业务汹

事1) 内部监督办公室，其权限包插五个主要监督职能。

动管理开展革统而独立的审叶工作，以保障秘书长的

审计、监督、评估、考察和调查。

职责。

2
导言

A

根据审计结果， IAIS 应针对上述活动的管理工

作发表意见，需要时，则应提出改进建议。

在世界气象组织内部，内部审计需求被定义为

1

IAIS 的职责是为了确保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使用

D.

职能

种独立的保障职能. mp 向秘书长，并通过他/她向

各主管机构保证以经济而高效的方式来管理本组织。

为了履行总体职责 .IAIS 应行使以下职能

对此，内部审计审核部门的职则应包括财务审核、物

(a)

确保本组织内部控制机制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有所惊审计和人为过失的调查。

(b)

确保按条法行事，

(c)

确保信息的完整性、时效性和准确性，

(d)

确保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使用本组织的人才、财

2

正如执行理事会所确定的那样，监督和评估职能

仍是管理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3。

这 4 点在执行理事会 1996 年 6 月第 48 届会议

务和物质资瓶，常规预算和预算外资金。

上通过，并已制定出内部审计审核部门(lAIS) 的职
能，其职责如下:

B.

E

组织

方法

(a)

采用联合国系统承认的通用专业性内部审计标

向川

准(见本附录的附件) ;

拟
长
书
秘

目叫

。接
室直

书

陆机、
出负

隶呻

酬削

组首

QUQω

#四巾闰

川削川

Lzh
口

批问时

为了有效地发挥其职能， IAIS 应当-

(b)

通过与管理层协商来制定伏期和短期审计计
划，提交秘书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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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计划开展各项内部审计'1舌动，其中包括财务

报告

G.

审计、核帐审计和物有值审计$

(d)

发布并使用内部审计手册，该手册将包括 IAIS
的职责、审计计划和审计程序汇编 1

(e)

与外部审计员保持联系和全面合作，并确保其

IAIS 应由l 秘书长提交内部审计报告。

2

内部审计报告应包括有关管理者的意见回

3

应当向作为审计对象单位的负责人提供内部审

计报告副本，审计报告首百应附有秘书长的说明。审

各项建议受到关注:
(们

1.

计报告复件应送交资金管理司司*并送外部审计员

与联合国系统的内部审计和一般监督部门保持

参考。

联系和全面合作，并在有关的机构间会议上作

4

为 WMO 的代表。

理者发送目常性审计通讯。」二述通讯应随时供外部审

在不必发布正式审计报告时 .IAIS 应向有关管

计员索取。
提交年度报告，报告应附上秘书长的意见。所有 IAIS

发布的审计报告都根据执行理事会的要求作出。

1.

IAIS 应当独立于它所审计的活动。

2.

内部审计范围应适用于秘书长职责范围以内的

秘书长将确保对所有的审计建议视情况作出响

6

应和实施。响应应包括对每条建议采取行动的完整的

所有帐目、计划和项目。

3.

IAIS 应当准备并向紧接其后的执行理事会届会

5.

特权与责任

F

材料，并应将材料送交内部审计员，后者将把该材料
包括在给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中。

只要 IAIS 认为有必要行使其职责，可接触本组

织的所有记录、官员和场所，而不受任何限制，根据

职员秘密向 IAIS iM报而不受报复的权力。

4.

IAIS 应负责对有关欺诈行为或管理失误提出的

1.

IAIS 应当为信且保密，并谨慎使用这类信息，

所有指控进行调查。

且仅限于形成审计意见为止。

5.

调查

H

1954 年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报告的条款，保证所有

调查结束后 .IAIS 应向秘书长提交一份秘密报

2.

IAIS 应以专业和积极的方式开展审计工作。各

告，提出采取进

项审计的结论应通告有关管理者，并给管理者予以答

步行动的建议，以确定是否采取惩

戒措施。

IAIS 应确保最后作出的惩戒决定得以执行，并

3.

复的机会。

设法得到适当补偿。

附
件
内部审计标准
后附内容是 1990 年 11 月 16 日由以下国际组织在巴

黎召开的第 22 届联合国内部审计部门代表会议上
通过的联合国内部审计专业的通用和具体审计标
J筐。

联合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国际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国际海事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性界粮食计划署

亚洲开发银行
这些标准曾提交联合国外部审计员委员会征求意!\\
和建议，该委员会对此不持异议。

附录十八

联合国内部审计专业的通用和具体审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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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内部审计员

应当对财务和业务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
100

独立性一内部审计员应独立于他们所审计的

性进行审核，并应对用于查询，衡量，分

j舌动。

类和报告信息的手段进行审查。

110

120
200

组织地位一内部审计部门的组织地位

32C

符合政策、计圳、程序、法律和法规

内

应足以使其履行审计职责。

部审计员应当对所建立的各种制度和体

客观性一内部审计员在审计过程中应

á 进行审查，以保证其符合各项政策、计

保持客观。

其IJ 、程序、法律和法规，因为它们能够对

专业熟练程度一从事内部审计应具有专业熟

!lv，好和报告产生重大影响，内部审计员

练程度和专业责任心。

应当判定该组织是否如约遵守。

330
内部审计部门

资产的保护一内部审计民应当对资产
保护的于段进行审核，井适当核查资产

是否存在。

210

220

230

人民配置

内部审计部门应当确保内

340

经济而有效地利用资源…内部 \j， tl 员

部审计员技术熟练并受过良好教育，以

应当对资 1犀利用的经济性和效率作出评

便开展审计工作。

价。

知识、技能和纪律

内部审计部门应当

350

计划业务的达标情况一内部审计员应

具备并获得履行其职责所需的知识、技

当对各项业务和计划进行审核，看其结

能和 t己律。

果是否符合原定的各项目标和宗旨，是

监督一内部审计部门应当保证内部审

否按讨圳执行匕述业务和计划。

;'1 过程能得到妥善监督。

400

开展审计工作-审，-1 工作应当包括审计规

划、信息审核与评价、通报结果和采取后续行
内部审计员

明。

410
240

遵守行为标准

内部审计员应当遵守

审计工作制定计划。

专业行为标准。

250

260

420

备腹行其职责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纪律。

保证审计结果。

人际关系与交流一内部审计员应当有

430

每业责任心一内部审计员在近行内部

工作范围-内部审计的范闺应当包括对本组

44日

检查和评价。

后续行动一内部审计员应当对报告的
审计结果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500

内部审 ii 部门的管理

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对

内部审讨工作进行妥善管理。

510

织的胜任程度、工作效率、内部控制体系以及

该组织在行使其职责过程中的工作质量进行

通报结果一内部审计员应当报告审计

工作的结果。

继续教育一内部审计员应当通过继续

审计过程中应尽到专业责任心。

300

内部审计员应当对

信息进行收集、分析、解释和整编，以便

教育来不断提高技术能力。

280

信息审核与评估

知识、技能和纪律一内部审计员应当具

能力处理人际关系和有效地开展交流。

270

审计规划一内部审计员应当为每一次

目的、权利与责任

内部审计负责人应

当公布内部审计工作目的、权利和责任。
520

计划

内部审计负责人应当制定履行

内部审计服务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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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540

政策与程序一内部审计负责人应当以

550

外部审计民

内部审计负费人应当协

书面形式提供审判政策与程序，以便指

调与外部审计员共同开展的内部审计工

导审计目的工作。

作。

人员管理与人才到发

内部审计负责

560

质量保证

内部审计负责人应当制定

人应当为内部审计部门的人才选拔相培

并维持一项质量保证计划，以便对内部

养而制定计剧。

审计服务的工作开展评价。

附录 XIX
总摘要 17. 5. 15 段的附录

对包括内部监察的财务规则的修改建议
删除财务规则 13.1 (dJ 条@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款项或其 E 财务规

在财务规则 13. 6 条下、插入以下!时好条例 ι

定，或符合与托管基金和特殊帐目有关
的用途和规定，

内部事计与揭查

(c)

所有财务及其它管理恼 i9J 应当符合己颁
布的法规;

13. 7 根据内部监督且方案(包括规划评价机制) ,

*ií

Cdl

书长应当设立一个内部审计调查部门。该部门

和精确性;

应当从事独立的财务审核以及其它管理工作，

(0 )

以便确保.

((\ )

定期接收、保存和处理本组织的所有资
金和其它财务资源;

Cb)

费用支出应符合由大会表决通过的或经

财务及其它行政资料的时效性、完整性

以有效而经济的方式使用秘书长职责范
围内的所有资金。

J 3. 8

内部审叫相调查部门还应当负责对欺诈、浪费
行为或管理不善提出的所自【指控进行调王军。

附件 A
与会人员名单
l

执行理事全会员

M. A. Sta Catalina ('女)
j. M. Re民 nd巳

L. A. Amadore 的顾问
A. Athayde 的代理

], W. Zi11 man
C , E. Berridge

主席

H. Il. S. Hof盯

L 兼任 )A. Athayde 的顾问

第一副主席
第二副主席

T. Kitillnura
M , A. Vasconcelus

(兼任 )A.A tI町 d ，的顾问

N. Setl Roy
J.-P. Be y冉 son

第三副主席

A. A , VasiJiev

(兼任 )A. J. Bedritsky 的代理

IιKOllure

一区协主席

Z, Batjargal
W. Castro Wrede
A , J. Dania
S. Karjoto
C. Finizio

二区协主席

R. Kolodkin

(兼任 )A ，

三 E 协主席
阳区协主席

五区协主席
六区协主席

(兼任 )A ， Athayde 的顾问

(16-19/6)

T.

Bedritsky 的顾问

(22-26/6)
O.

(丁 hamanov

(兼任) A. 1. Be dritsky 的顾问

A. Karpov

(兼任 )A.

I. Bedritsky 的顾问

A. Kovalenko

(兼任 )A ，

1. Bedr旧 ky 的顾问

V. Yudin

(兼任) A , I. Bedritsky 的顾问

V.Z
且im
且dι旧.1il阻"

(兼任)A. I. Bedritsky 的顾问

Z, Alpersou
1.. A , Amadore
A. Athayde
A. 1. Bedritsky
D. E. Coca Vit l1 ('临时〉
P. 口. EwillS ('临时)
U. Cnr t1l巳，.
F , J. B , Houmoll( 临时〉
A. A. Ibrahim(1恼日才〉
A , Jaime( 临时)
J. J. Kelly , Jr. (临时)

孔 Frary( 女)

(兼任 )P ， Ewi旧的顾问

G ， Ryall( 女)

(兼任 )P. Ewir丽的顾问

Smith( 女)

(司在任 )P. Ewins 的顾问

P.L巳 yva-Frauco

M.M 日 hran

口 .A.McB巳 "n

M. S. Mhitn
E. A. Mukolwe

C.

E. Cormenzana

F.

当选成员

A. M. Nooria口
I. Obrusnik
G , K , Ramothwa(t()
y , Salahu

口， Gartller 的顾问

C. 飞lIo Jf UO

U.

R ， A ，So nιini

], Zielinski

Gartner 的阳

A. M. F. Abdalla

A. A. Tbrahim 的代理
〈兼任 )A ， A. Ibrahim 的顾问

T.Adel

(兼任 )A.

A. IIJrahim 的顾问

N , AI-Shnlabi

(兼任)A.

A. Ibrahim 的顾问

M. H. Doos
A. Rebba

(兼任 )A.
(兼任 )A ，

A. Ibmhim 的顾问
A. lbrahim 的顾问

M , Zahran

(兼任 )A.

A , Ib l' ahím

Go口1也

M. Yerg

y , Takigawa
N , B , 1. Tawfiq( 临时)

U.G盯tner 的代理

D , Fromming
U. Kal lJ itzer

E , (.\1 bero

Sc hul .z e

J). E , Coca Vita 的代理
Il. E. C时 11 Vita 的顾问

P.E阴阳的顾问

D. Shaw

口. Musoni( 临时)

G. 口.

Mnrtinez( 女)

的顾问

A. Jaime 的代理
j.j.Kdly ，j，的代理

J , M , Garner

(兼任)]. J. Kelly t] r 的顾问

C. McMahon( 女)
W , McPherson

〈兼任 )J.]. KeHy ， ]r 的顾问

K.W电 ston(女)

(兼任 )j.

(兼任 )J.] ， Kelly ，J r 的顾问

j. Kelly ， j ，的顾问

p. Leyva~Fra 耐。的 1~理
P , Leyv且一 Franco 的阳问

Zou

Jingmen日

H. Gonzalez
M ‘ E. Posada( 女)

2.

代理和顾问

N , Sanchez( 女)

p. Leyva -

N ， B.Cutle r<女)

G , A , McBean 的 1~ ，理

V ,J(, T <l ui
K , Co l1"
H ‘ A , HutchiUSO I1
M , M , K , Sardan8
S , Kumar
D , Lambergeon
M , Boccoz{ 女)
巳。 Cllndane勘(女 )(22-26/6)

]. Diaz
J , R , Lumsden
R. Sorani
N , V. Di Dachenhau且已口

!飞'1，

Zillolfln Ð~ 1 巳理
1, W , Zillman 的顾问
], W. Zillman 的顾问
N ， SenRoy 的代理

N , Sen Roy 的顾问
], - p , Beys$oJ1的代理
J … P. Be ysson 的顾问
A ,], Danill 的代理
A ,]. Dania 的顾问
8.K 盯Joto 的顾问
C.Finiúo 的代理

C. Finizic

的顾问

B ， Angl巳

O.

J臼 Ibert

Franc 丁的顾问

G , A. McBean 的护wr 问
口。 A. McBean 的顾问

J(, J. Essendi
A , H , De lju
L. Salimabadi( 女)
M , Wolek

E , A , Mulkowe

]. Neme c:

I. Obrusnik 的顾问
Y , Salahu 的顾问

1. D , Nnodu
y , K , Marcu$
F. p , Requenn
M. J. Ee nitez
A. Repetti í'女)

的代理

A. M , Noorian 的 1~1咀
A , M , Noorìan 的顾问
I ， Obrusnik 的代理

Y.Salal旧的顾问

R. A , So núni 的代理
R , A. So n.zini 的顾问
R. A , So nzini 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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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Takigawa 的代理

H ‘ Ohno
M. Kawata
K. Shida

i 兼任 )y ， Takigawa 的顾问

M 咽 Takezaw lI

(兼任) y , Takigawa 的顾问

国际组织的代表

(兼任 )y ， Takigawa 的顾问

N. B , 1. Tawfi(j 的 1~耳里
N. B. 1. Tawfiq 的顾问
J , Zielinski 的顾问
J. Zielinski 的顾问j
Zou ]illgmel旧的代理

5. Bukhari
J. Bam8n
T. Klinski
1. Sadon
Yan 日ong

〈兼任 )20u Jingmeng 的顾问

Tallg Xu
Wang Caifang
Wllug Xi l1omil1(-/;()
Zhang Guoclli
Zhao Yangling (女)
3

7

(兼任 )20u ]ingmeng 的顾问
〈兼任 )2οu ]ingme哩的顾问

(兼任 )ZO l\ Ji吨 meng 的顾问
〈兼任 )20u Ji吨 metlg 的顾问

技术委员会主席

航空气象委员会
牧业气象委员会

C. H , $prinkle
C. J , Stigter
A. Elia且$巳口

大气科学委员会

且 Mildner

基本最统委员会

1.. 0 , Nordberg

联合国 CUNJ

D. Tirpalt

联合国气候变化悟架公约 CUN/FCα;)

H , A,

I丑 allo

联合国防止荒模化公约 (CCJl)

A. S. Cissoko

联合国防止荒模 It 公约 (CCD)

E. Bon日V

聪合国开发规，'J 署 (UNDPl

A. L Alus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CUNEP)

F咽 Mezzalama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j!U)

P. Eo ulle

国际减灾十年门口NDR)

Ch. Rose(-/;()

国际减灾十年(lDNDR)

W ， W且自口"

国际减灾十年(lDNDR)

P ， B巳rnaJ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C)

y , Boodhoo

气候学委员会

L Oliounille

政府问海洋委员会(lOC)

K. Hofius
S. K. Sriva吕 tnv
]. Cucldnl

水立委且会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R. Watson

世界银行

非瓣丰#集型E藤"'"货展中心 (ACMA[))

1. Alsn

本主顾问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ACMADl

M. S. Bo u!ahya

4

M. Sakho
Z, K叫)aliani
C. Candanedo( 女〉

第一区域协会

扣" P ，扣los1ey

第五区域协会

5

T ‘ Mohr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叮 UMETSAT)

J. Lafeuille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lEUMETSAT)

N. L. Koop

论坛秘书处

C. Fleming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l ABMl

R. List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非联合会

特邀专家

M. -Ch. Dum也 snil (女)
j. -F. Potton

(j UGG)

讲座报告人

K. A. Mohnmed

.1. Purdom
J. Rodda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生局

(ASECNA)

第二区域协会
第四区城协会

R. WrttSOll

6

]. -p , Makosso

P.

Lefal 巳

尼罗河城长期联合技术委员会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SPREP)

附件 B
议

议

1

会议组织

1. 1

会议开幕

1. 2

通过议程

F里

艾

题

件

通过的决议

FINK 3

1;2

1. 3 建立委员会
1.4

届会工作安排

1. 5 批准记录

z

各类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 2 秘书长的报告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有1 四区协(北美和中美)第十

7 日， FINK

4

,
19 ,33 ,35 ,47 ,48
49 ,69 ,88 ,PINK 60
51 FINK 5

1;2

二次届会的报告

2. 4.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 5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7 年度会议报告
2. 6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OFCCJ 主席的报告
2.7

妇女参与气象水文国际专家组会议的报告

3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

3. 1

,
11 ,FINK 28
44 ,FINK 44
27 ,PINK 12

85 FINK 27

3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草统和支持功能;基本军统委员会

7;7. ADD.l;65;86

(CBSJ 主席的报告

PINK 33 PINK 54

3. 2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剧;仪器和观测方法委.51，会 (CIMO) 王

,

,

4

83 PINK 2

席的报告及其第 12 次届会的报告

,

3. 3

卫星活动

14 PINK 14

3.4

热带气旋计划 (TCP)

5 ;l 7 FINK 52

3.5

WMO 南极活动

21 FINK 11

4.

世界气候计划 (WCP)

4. 1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会 (CC1)主席的报告

46 46. ADD.I

及其第 12 次届会的报告'

PINK 56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WCDMP)

61 PINK 16

4.2

,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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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艾

题

4, 3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CWCASP)

34 ,PINK 57

4, 4

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计划 (WCIRP)

66 , PINK 15

件

4. 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CWCRP)

3 ,PINK 24 , PINK 45

4ι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CGCOS)

6 ,PINK 29

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53 ,PINK 19

5, 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犬气科学委员会 CCAS) 主席的报

通过的决议

6;7;8

52

告及其第 12 次届会的报告

5, 2

全球大气监测 (GAW)

5, 3

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5. 11

热带气象研究计地j

5 ,,\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6

气象应用计划

6, 1

公众天气服务 CPWSJ 计划

37 ,PINK 38

6, 2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 CCAgM) 主席的详细报告

39 , 43 ,PINK 31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J 主席的详细报告

23 , 23 , ADD, 1 ,

6, 3

9

23 ,ADD.2;23.
CORR, 1 ,PINK 13
6, 4

海佯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 C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

13 , 62 ,PINK 51

7,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CHWRPJ

31 , 31 ,ADD, I ,PINK 10

7, 1

水文和水资濒计划;水文委员会 CCHy) 主席的报告

29

7, 2

此务水文汁划;基本系统，应用与环境

7, 3

7)(事务计划

8,

教育和培训 11 计划 (ETRP)

38 ,PINK 25

9,

区域计划

72 ,PINK 63

10

技术合作 CTCOJ 计划

30 , 41 ,PINK 55

11 ,

1998-1999 年计划与预算

4 ， 4 ， CORR.lC仅有英文) ,

10

4 , ANNEX E 刊第四部分的
附录， PINK

66

附件 B

议

119

题

艾

12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

12.1

资料与产品的国际交换

54; 71 ;PINK34

国家气象水文局 (NMHS) 的作用和运作

80;89;PINK 65

12.

ì

13

长期计划

13.1

长期计划

J3.

2 执行理事会审议 WMO 结构任择小组的报告

13. 3

第十三个财务时期 (2000- 2ω3) 计划和预算的初步讨

件

通过的决议

70;PINK 47
74;74 , ADD.l;
75;76;81;PINK 50
77; 84 ;PINK 61

论

14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14.1

联合国

18; 68 ;PINK 41

14.2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U NCEDJ 一后续行动

15 ;PINK 17

14.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 IFCCC)

32;PINK 32

H.4

防止荒漠化国际公约 CICCDJ

8;PINK 18

}4, 5

国际减灾十年 (]DNDR)

10; 10 , ADD. 1 ;PINK 37

]4 .6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5 日 ;PINK

15 ,

信息和公共事务(l PA) 计划

15.1

1999 和 2000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

40;PINK 9

15.2

信息和公共事虫子活动

24;PINK 6

16.

11

,l(}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16. 1

会议

78;PINK 30

16.2

出版物

50;PINK 8

16.3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25;PINK 46

17

总务、法律和行政事宜

17.1

第 42 届国际气象组织 CIMOJ 奖

26;PINK 39

17.2

章程和法规事宜

5 日 ;64;87;PINK

20

PINK 35
17.3

第十三次大会的准备工作

20;PINK 23

17.4

工作人员事宜

16;1 日，

ADD.l;22;

63;73;8Z;PINK 36;
PINK 43; PINI< 64

12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目各报告

120

议

题

17. 5 财务事宜(包括夕部审计员的报告〉

17.6

WMO 总部大楼

立

件

, , , ,
,
55;55 ,ADD , };56;57;67
PINK 2l; PINK 22 ,PINK 26
PINK 53 ,PINK 62 ,
PINK 62 ,REV. 1
12 28 45 45 ADD.I

,

60 PINK 42

通过的决民

,

13 14

,

,

PINK 42 CORR.I

, ,

17.7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42 42 ADD. l; PINK 1

17.8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专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PINK 7

18

科学讲座和讨论

36 PINK 48

1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9 PINK 49

20.

第五十届和第五十一届执行理事会的时间和地点

PIN I< 58

21.

会议闭幕

PINK 59

,

,

15

附件 C
文件清单
艾f'f

题

号码

g

议

题

提交者

"DOC" 系列

通过议程

i

1.2

WMO 主席

1. 2

WMO 主席

临时议程

2

通过议程
临时议徨解释性备忘录

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

秘书长

4

第卡=个财好时期的计划与预算

11

秘书长

COE R. 1( 仅有英文}

附录 E

第四部分的附录

5

热带气旋fI阳IJ(TCP)

3.4

丰E、书长

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α)S)

4.6

秘书K:

7

世界天气监视同基本军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3. 1

草都书长和 CBS 主席

(CBS) 主席的报告

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ADD.1
8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 NCCD>

14.4

秘书1':

9

秘书长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19

秘书长

10

国际减灾十年 (IDNDEl

14.5

秘书长

,

ADD.1

11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7 年度会议的报告

2.5

WMO 第一副主席

12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7.5

秘书长

6. 4

秘书长和 CMM 的主

克服因不付和迟付会员比例会费而引起的长期性现金流通
问题的措施

13

海拌气象和有关海洋 1肾功计划 3 海洋气象委员会 (CMMl 主
席的详细报告

席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122

文件

题

号码

目

:议

提交者

题

14

卫星活动

3. 3

秘书长

15

联青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UNCED) 一后续行动

14. 2

秘书15.:

16

工作人员事宜

17.4

秘书长

对工作人员条例的修改

ADD.l
17

热带气旋计圳 (TCPl

3.4

秘书长

18

联合国

14.1

秘书长

2. 3

一区协主席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19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主区协(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和六区
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三区协(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20

第十三次大会的准备工作

17.3

秘书长

21

WMO 南极治动

3. 5

秘书长

22

工作人员事宜

17.4

秘书长

6. 3

秘书长和 CAeM 的

国际公好员委员会 (]C仪;)的年度报告

23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主席的详细报告

主席

ADD.l
ADD.2
CORR.l
24

信息和公共事务 (lPAJ 计圳

15. 2

秘书长

25

计划支持服好和出版物

16.3

秘书民

办公自动化相信息技术的支持

26

第 4.3届国际气象组织Cl MO) 奖

17. 1

秘书民

27

妇女参与气象水文工作国际专家会议的报告

2.7

秘书长

28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叶员的报告)

17. 5

秘书长

通过内部审计章程
对财务规章相关拟议修改~

附件 C

文件

题

号码

自

123

议

提交者

题

29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HWRP) ，水文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7.1

CHy 主席

30

技术合作 (TCO) 计划

10

秘书长

31

水文与水资惊计划 (HWRP)

7

秘书长

ADD.l
3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 N/FCCC)

14.3

秘书长

3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甫美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2. 3

二区协主席

4. 3

秘书长

2. 3

五区协主席

和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34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汁划 (WCAS凹，包括气候信息和预测
E~ 好 (CLIPSl

35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圳)第 1" 二次届会的报告
和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五区协主席的报告

36

科学讲座和刘论

18

秘书长

37

公共天气服务 (PWSl 讨划

6.1

秘书长

38

教育和培训计划 (ETRP)

8

秘书长

39

农业气象计划;农>lJ!.'气象委员会 (CAgMl 主席的详细报告

6.2

秘书长

40

20 川和 2001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和庆祝 WMO 五卡周年的

15. 1

秘书民

计划

2∞0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
2000 年 WMO 五十周年的准备工作

41

技术合作(TC()) 计划

10

秘书长

42

指定执行理事会临时成员

17.7

秘书长

6.2

秘书民和 CAgM 的

ADD.1
43

农业气象计划 F 农业气象委员会 (CAgMJ 主席的详细报告

主席

4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2.6

IPCC 主席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124

文件

题

号码

45

自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考虑由联合国开发计划

议

题

提交者

17.5

秘书长

4. 1

秘书惊和 CCl 主席

2.3

三区协主席

2.3

一区协主席

2ι3

四区协主席

署资助的 WMO 项目 1996-1997 财务报表

ADD.l

46

世界气候计划 (WCP) 和协调:气候学委员会 (CCl)主席的报
告和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ADD.l

47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
告和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三区协主席的报告

48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
告和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一区协主席的报告

49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洲) ".第十二吹届会的报
f异和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四区协主席的报告

50

出版物

1 日 .2

秘书长

51

秘书长报告

2.2

秘书长

52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5.1

CAS 主席

大气委员会主席 (CAS) 的报告，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53

大气研究与环境计划 (AREP)

5

秘书长

54

资料与产品国际交换

12.1

CHy 主席

17.5

秘书长

17.5

秘书长

水文资料的交换

55

财务事宜(包括夕部审计员的报告)

考虑 1996-1997 年度财务报表

ADD.l

56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会费事宜

附仲 C

文件

题

号码

57

自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25

议

题

提交者

17. 5

秘书长

14. 6

秘书长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 1998-1999 年度财务和预算情况的临时

报告

58

特别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保证磋商地位

59

章程和法规事宜

17. 2

秘书长

60

WMO 且部大楼

17.6

秘书记

61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WCDMP)

4. 2

秘书长

62

水文气象和相关的海祥活动计划;海洋气象委员会 (CMM)

6.4

秘书民

17.4

秘书长

17.2

秘书长

3. 1

秘书长和 CBS 主席

主席的报告
关于自 WMO 和 IOC 联合主持 CMM 的研究

63

工作人员事宜

未定级官员的工资

64

章程和法规事宜
对公约第二条的修改

65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报告

66

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计划 CWCIRP)

4.4

UNEP

67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7.5

秘书长

14.1

秘书长

2.3

六区协主席

13. 1

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

对财务条例的修改

68

联合国
联合国关于专门机构的决议

69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洲) ...第十二次届会的报
告和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六区协主席的报告

70

监测第四个 WMO 长期计划 C4LTPl 的实施

工作组主席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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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号码

目

议

提交者

题

71

资料与产品的国际交换

12.1

秘书民

72

区域计划

9

秘书长

73

工作人员事宜

17. 4

秘书长

13. 2

秘书长

2

秘书长

13. 2

秘书长

13. 3

执行理事会工作组出

临时工作人员服务的条件

74

第五个 WM() 长期计划 (5LTP)

ADD.l

75

第五个 WMO 长期计 .~IJ (5LTP) 的准备工作

]3.

WMO 与联合国系统

76

第五个 WMOl主期计划 (5LTP)
第五个 WMO 长期计划的草案

77

审议 WMO 机构的报告

席

78

会议

16. 1

秘书长

20∞ -2003 年第十三个财务时期 WMO 余议的计刷

79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 1

WMO 主府

80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凹的地位和作用

12. 2

秘书长

81

第五个 WMO 长期计划的准备

13. 2

秘书长

17.4

职工联合会主席

3ι2

秘书议和 CIMO 王席

13. 3

CIMO 主席

2.4

WMO 王府

WMO 的未来(构想〉

82

工作人员事宜
审议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83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主席
的报告和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84

审议 WMO 机构的报告
合并仪器和 I j见测方法委员会 (CIMO) 和基本系统委员会
(巳BS) 的计划

85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恨告

附件 C

文件

题

号码

86

127

议题

自

世界天气监视网 CWWW) 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

3. 1

提交者
秘书长

会 CCBS) 主席的报告
两千年问题

87

章程和法规事宜

]7.

2

第三区协主席

设立第四副主席职位

88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洲) ..，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2ω3

秘书民

和六区协(欧洲〉第←二次届会的报告
六区协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89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CNMH凹的地位和作用

12. 2

Alperson 先生

17.7

WMO 主席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以国家指定权威审议

II.

"PINK"系列

l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2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和观测方i!.<委员会 CC!MO) 和第十
二次届会的报告

3

届会的组织

4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1

WMO 主席

5

秘书长的报告

2.2

WMO 主席

6

信息与公众事务 OPA) 活动

15. 2

B 委主席

7

审议执行理事会专家坦和其他机构

17. 8

WMO 主席

日

出版物

16. 2

B 委主席

9

2000 和 2001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和庆祝 WMO 五卡周年

15. 1

E 委副主席

3.2

A 委王席

WMO 主席

(WM050) 计划

10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HWRP)

11
12

7

B 委主席

WMO 南极活动

3, 5

A 委主席

妇女参与气象水文事业国际专家会议的报告

2.7

WMO 主席

第五十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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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黯

号码

目

t且

题

提交者

13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主席的报告

6.3

A 委副主席

14

卫星活动

3. 3

A 委主席

15

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计划 CWC1RP)

4.4

C 委副主席

16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CWCDMP)

4ω2

C 委副主席

17

联合国环模与发展大会 CUNCEDJ

14.2

C 委副主席

18

联合国防治荒模化公约 CUNCCDJ

14.4

C 委副主席

19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CAREP)

5

C 委副主席

20

章程和法规事宜

l7.

2

B 委主席

21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7. 5

I主委主席

17.5

B 委主席

后续行动

对财务条例的修改

22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审议 1996-1997 年度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mNDP) 资助的
WMO 项目的财好报表
审议 1996-1997 两年期的财务报表
秘书长关于 1998-1999 两年期本组织财务和预算情况的临时

报告

23

第十=次大会的准备工作

J7.

24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

25

教育与培训计划 CETRP)

26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3

8
17.5

WMO 五席

C 委主席

C 委副主席
B 委主席

会费事宜

27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4

WMO 主席

28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7 年会议的报告

2, 5

WMO 主席

29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6

C 委副主席

30

会议

16. 1

B 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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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号码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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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题

提交者

31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 (CAgM) 主席的详细报告

6. Z

A 委王席

3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WN!FCCC)

14.3

C 委副主席

33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军统和支持功能 1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3. 1

A 委主席

主席的报告

34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

12. ].

WMO 主席

35

章程和法规事宜

17. 2

WMO 主席

17.4

WMO 主席

14. 5

A 委副主席

限制秘书长的任期次数

36

工作人员事宜

关于专业类及以上人事任命、提升、提名和职员转岗的报告

37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38

公共天气服好 (PWS) 讨坦 1)

39

第 4.3 次国际气旋组织 (]MO) 奖

17. 1

WMO 主席

40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14. 6

B 委副主席

41

联合国

]4 .1

B 委副主席

42

WMO 且部大楼

17.6

B 委主席

17.4

B 委主席

6.1

A 委主席

Co!{R. 1
43

工作人员事宜

4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PCC) 主席的报告

2. 6

WMO 主席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

C 委主席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的会员资格

46

办公自动化与信息技术支持

16.3

B 委副主席

47

监视j 第四个 WMO 长期计划 (4LTP)

l3. 1

WMO 主席

48

科学讲座和讨论

18

WMO 王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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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号码

吕

议

题

提交者

4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50

第五个 WMO 长期讨划 (5LTP) 的准备工作

13.2

WMO 主席

海洋气象和相关的海洋情动计划$海洋气象委员会 (CMM) 主

6.4

A 委副主席

51

19

报告员

席的报告

52

热带气旋计划 CTCP)

3.4

A 委副主席

53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7.5

B 委主席

3.1

A 委主席

克服困不付和迟付会员比例会费而引起的长期性现金流通问
题的措施

54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
会 (CBS) 主席的报告
世界夭气监视网 (WWW) 的实施状况报告

55

技术合作(TCO) 计划

10

B 委主席

56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 f 气候学委员会 CCC]) 主席的详细报告

4. 1

C 委副主席

57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WCAS凹，包括气候信息和预测服

4.3

C 委主席

好 (CLIPS)

58

第五十一届和第五十二届执行理事会的时间和地点

20

WMO 主席

59

届会的闭幕

21

WMO 主席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三区协(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和

2. 3

WMO 主席

60

六区协(欧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61

审议 WMO 结构的报告

13. 3

WMO 主席

62

章程和法规事宜(甸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7.5

E 委主席

9

B 委主席

通过内部审计章程

对财务条例的相关内容的拟议修改

REV.l
63

区域计划

64

工作人员事宜

17.4

B 委主席

65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凹的地位和运作

12.2

WMO 主席

66

第十三个财务时期 (2000- 2∞ 3) 的计划和预算

11

WMO 主席

附件 D
缩略 i吾清单
ABSN
ACC
ACCAD
ACMAD
AGRHYMET
AM Il AR
AMP
AOPC
APT
ARCHISS
AREP
ATCM
ATEAM
ATOVS
AWG
AWS
BALTEX
飞旷

BCCCC
HAAAA
MMA

南极基本天气站网

联合国协调管理委员会
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会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在业气象和业务水丈且应用区域培训中心

飞机气象数据中转
应用气象计划
气候大气观测专家组

自动图像传输

存档气候历史调查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航空气象先进技术应用工作组
高级 TIROS 业务垂直探测仪

自询工作组
自动天气站
设罗的海实验

英国广播公司

egTUS

航空气象委员会

在业气象委员在
气候与大气环境抽动
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PAS

里海地区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综合ij-:如j

CBS

基本军统委员会

CCl

气候学委员会

CD沁18

气候数据库营理系统

CEOS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r启 MS

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CHy
CICG
CIMO
CLl COM
CLl NO
C Ll PS
CLlVAR
CMM

水文委员会
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气候计算
气候窑年平均值

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
气候变化性和预测性

悔洋气象委员舍

巳CJADS

综合海洋大气数据靠

COF
COP

气候展望论坛

CPCSA

气候计划协调和支持活动

CSD
CSM
DARE
DBCP
DM
EC
EC/AGE
ECMWF
ECOSOC
ENSO
ERFEN
ETRP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在

EU

欧洲联盟

缔约国大会

气候系统监测
资料撞披

资料悍标合作专门委员会
资料管理
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气象且有关产品和资料交换咨询工作组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厄加尼诺/南方婷动
厄如尼诺现象的医域研究
教育和培训计划

132
EUMESAT
GLTP
4LTP
FAO
FTP
030S
GAME
GAW
GCIP
GCOS
GDPS
GEF
GEWEX
(;M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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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

联合国粮食和在业组织
文件传输协议

三个全球观测*统机构发起人小组
GEWEX 亚洲季风实验

全球大气观测
GEWEX 洲际尺度国际项目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资料处现在统
全球环境融资
全球能量相 11< j 昌环试验
主球悔事遇险和安全系统

C; O< 弓

全球海洋观则系统

GOS

全球观测*统

。 OS!写P

主球~li!测桌统空间专门委 1直在

C; PCP

全球降水气候学项目

口 PS

全球走位 4 统

G I' V

格点值

OTOS
GSN

GC()S 地面网格

圭"'陆地观测 4 统

口 TS

全球通信岳挠

OUAN
HABITAT
HDL
HiRID
HOMS
HUBEX
HWR
HWRP
IABM
IACCA
IACSD
IAEA
IAIS
IAMAS

。 COS 高空网格

联合国人眉大会
等级资料格式
高分 1开卒图像资制
水文业好事用途草就

淮河流域实验
华文和水资摞

水 t 和水资 i原
国际广播气象学合
机拍问气候议程委员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审计和检查部门
国际气象和大气科学联合合

ICAO

国际民航组织

ICSU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IDB

美洲开发银行

IDN IlR

国际减灾十年

IGBP

国际地困

IOOS

生珠海洋服各综合革统

生物圈计划

IGOSS

生珠海洋服每综合在统

IHDP

国际人类因素计划

IHP

国际水文计划

I L()

国际劳工组织

IMO

国际悔事组织

IMO

国际气靠组织

INDOEX

印度洋实验

INFOCLIMA

世界气候信息指南服%

IOC

政府间海洋委员在

]()C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DE

国际海洋资料与信息史换

IPA

信息和1 公共事务

IPCι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整员会

ISCC

信息革统协调垂员会

I仪)

国际标准化组织

附件 D

ITU

国际电倩联盟

lYO

国际海洋年

JDIMP

GCOS/GOOS/GTOS 资料管理和信息专家组

Jl U

联合检查单位

JMA

日本气象厅

JSC
LRIT

联合科学委员会

低速借息交换

LRPT

低分辨率图象传输

MC fJ、V

世界月气候资料

MDUS

中尺度资料利用站

MPERSS

悔洋何染紧患响应支持在统

MTN

主干网

MTSAT

事用遣交通卫星

NCDC

国家气候资料中心

NASA

国家航空航天局

NES Dl S

国家环境卫星，肝料与信息服每

NGO

非政府组织

Nl-IS

国家水文部门

NlS

新拙立国京

NMC

国家气象中心

NMllS

国家气象相水文局

NMS

国家气象或水丈气象周

NOAA

国家晦洋与大气署

NWP

数值天气预报

OAS

办公自动化革统

OHP

水丈业"计划

Ol S

业每信息服各

。 OPC

气候海洋观测专家组

OSGPWS

公众天气服持

PDF

可携带文刊格式

PROME-I

提供巴行前和期间需求气虫情盟、工作组

RA
RA[)IUS

城区防震灾害评估诊断工具

RAEC丁

区域领域预报中心

区域协会

RB 马 N

区城基本天气网

RHA

区域水文顾问

RIC

区域仪器中心

RMDCN

区域气象资料通情阿

RMTC

区域气象培训中 ι、

RMTN

区域气象通信网

RSMC
RTl-l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6LTP

WM() 第六个长期计划

SAIX;
SA[)]S

卫星分发革统

SAG

科学顾问小组

SB巧 TA

科学和技术咨询于机构

SC]-]OTl

国京气象局培训机构领导常设会议

区域通讯枢纽

南非发展共同体

SCSMEX

中国南海季风实验

SDUS

小尺度资料利用站

SIGWX

直要天气

51T

CEOS 战略实施小组

SOLAS

国际悔上生命安全公约

SPREP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E且A

WWW 果统支持活动

START

分析、研究和培训在统

STC

科技委员会

TAH

l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TCO

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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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热带气旋科划

TE岛lS

陆地生态革统监测系统

TIROS

电视红外辐射观测卫星

TOGA

热带海洋与生球大气计划

TOPC

气候地面观测专业委员会

TRDCE

热带城市气候试验

UN巳CD

联合国防治?在模化公约

DNCED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DNDAF

联合国开发援助框架

DNDP

联合国开发规划喜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事

D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D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GASS

联告国大会特别届会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盘舍

DNOPS

联合国项目服务办公室

DPD

万国邮政联盟

VCP

自愿合作计划

VCP(F)

自愿合作基盘

vos

自愿观测船

WAFC

世界区域预报中心

WAFS

世界地区预报iI\统

WCASP

世界气候和应用服务计划

WCDMP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WCP

世界气候计划

WC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DC

世界资料中心

WEFAX

天气传真

WG/LTP

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WGNE

CAS/JSC 数字实验工作组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HYCOS

世界水文圈观测果统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MD

世界气象日

WMO

世界气靠组织

WM050

世界气象组织 50 周年

WOCE

世界海洋媚环试验

WRC

世界元钱电通偌大会

WWRP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喃喃喃

世界天气监视网

XBT

:自耗性深温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