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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WMO）执行理事会（EC）于2002

重要性，本次大会将做出一些对国际气象、水文

年6月11—21日在WMO主席J.W.齐尔曼先生的主

和相关地球科学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

持下在WMO总部大楼召开了第54次届会。

1.1.6

商务部分管海洋和大气的副部长兼

NOAA 局长 Conrad C. Lautenbacher 海军中将强
1.

会议组织（议题1）

调了在气象、水文和海洋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重

1.1

会议开幕（议题1.1）

要性。他说，WMO 是推动和协调环境科学国际

1.1.1

2002年6月11日上午10:00点，本组织主

合作的一个重要伙伴。Lautenbacher 海军中将宣

席J.W.齐尔曼先生宣布本次届会开幕。

布了美国总统关于改进发展中国家全球气候观测

1.1.2

在开幕辞中，主席对全体执行理事会成

系统的举措，他还呼吁其他发达国家能作为伙伴

员、其代理人和顾问、技术委员会主席、以及联

来参与这项措施。他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大

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约 80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一半用于大气，一半

1.1.3

主席特别对分别新当选五区协和六区协

用于海洋——将由 NOAA 用于改进全球观测系

主席而成为理事会当然成员的 Woon Shih Lai 先

统。他还说美国准备立即从资金上为设在 WMO

生和 F. Quintas Riberio 先生，和最近被选为代理

的 GCOS 办公室提供帮助，以便它能准备第二份

成员的 D. Nadison 先生和 C. C. Fuller 先生表示欢

全球观测系统充分性报告。Lautenbacher 海军中

迎。之后理事会又指定 M. Lamine Bah 先生为代

将认识到卫星信息在气候监测方面越来越大的重

理成员。与会者名单见本报告附件 A。

要性，并注意到我们对全球气候的理解依赖于各

1.1.4

国在全面和开放基础上的资料共享。

主席赞扬了即将离任的理事会成员：

G.C.Schulze 先生、A.Jaime 先生和 K.Konaré 先生，

1.1.7

他们最近终止了理事会成员，在职期间，他们对

感谢 WMO 对他的邀请，并对 CILSS 和 WMO 间

理事会的工作及国际气象和水文界做出了重要贡

长期富有成效的合作表示赞赏。他强调了 CILSS

献。主席还记录了理事会对曾分别担任五区协和

和 WMO 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该地区可

六 区 协 前 代 理 主 席 的 R.Sri Diharto 先 生 和

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他强调 CILSS 和

I.Mersich 先生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其各自区域

WMO 有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在此方面的合

和整个理事会提供的出色服务。

作将使双方受益。他期望能加强两组织间的协

1.1.5

作，最好是通过签订合适的工作协议。

主席注意到在以后的两星期里需要解决

CILSS 执行秘书 Musa Ｓ. Mbenga 先生

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应反映到拟提交第十四

1.1.8

UNESCO 助理总干事兼 IOC 执行秘书

次大会的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草案、及第十四

Patricio A. Bernal 先生在 2002 年 6 月 14 日的理

财期计划和预算中，还应反映到理事会就对国际

事会会议上致辞。他转达了 IOC 主席 Su Jilan 先

社会有影响的许多问题做出的决定中。在此方

生和 UNESCO 总干事 Koichiro Matsuura 先生的

面，加强 NMHS 的作用和有效运作是比较重要的

问候。他对 IOC 和 WMO 之间的长期合作及作为

问题。WMO 在这些领域取得新进展并继续在国

联合国新协调机制而建立的 JCOMM 表示满意。

际气象、水文和相关领域，尤其是在涉及全球社

他希望这种机制能得到联合国系统其他活动领域

会安全、保障和福利的领域提供领导是非常重要

的仿效。Bernal 先生汇报了 IOC 活动最近取得的

的。为此，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模式的使用必须与

成果，特别是在建立和运作新的区域办公室以支

明确认识到 NMS 的公益职责、维持基本资料和

持 GOOS 和 JCOMMOPS 的开展方面。他强调，

产品的免费和无限制交换及 WMO 的公约和传统

WMO 和 IOC 之间在 IGOS 方面的现有合作是一

相结合。主席还提及了有效筹备第十四次大会的

个重大进步，在此战略当两组织将发挥主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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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其第50次届会做出

用。他期望能继续加强 IOC 和 WMO 之间的出色

的、并经第13次大会确认的决议，即：除对特殊

合作。

议题另有决定外，不必准备执行理事会、区域协
1.2

批准议程（议题1.2）

会和技术委员会届会的全体会议记录。全会将继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列入本报告附件B的

续使用磁带录音并作为记录保留。

议程。
2.

报告（议题 2）

1.3

建立委员会（议题1.3）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议题 2.1）

1.3.1

执行理事会决定建立三个工作委员会。

2.1.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主席关于第 53

这 些 委 员 会 分 担 各 个 议 题 。 第 一 副 主 席 J.-

次届会以来本组织活动的报告，该报告对组织机

P.Beysson先生任A委主席, J.R. Mukabana先生为副

构、主席团和其他 WMO 附属机构的工作做了全

主席；第二副主席A.-M. Noorian先生任B委主席,

面的叙述。主席指出，WMO 公约中任务和宗旨

N.Al-Shalabi 先生为副主席；第三副主席Y.Salahu

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他政府间或非政府

先生任C委主席，H.H.Oliva先生为副主席。

组织及民间社团的合作与互动。在此方面，他强

1.3.2

按照总则第28条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

调，WMO 计划的规划和实施必须考虑在快速变

会。由本组织主席、三个副主席和工作委员会的

化世界中的多种影响和发展。这包括国际安全形

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及主席视情邀请的其

势、对气象迅速增多的需求、NMHS 的资金压力、

他人员组成。

对减灾、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议题的不断增加的关

1.3.3

注、提供气象服务的全球框架和公众-私营合作伙

理事会决定建立两个分委会审议以下具

体议题：

伴关系。主席还强调了第 14 次大会筹备工作的

(a) 第十四财期（2004—2007年）计划和预算分

重要性，因为本次届会将是大会前的最后一次届

委会，由R.R.Kelkar先生和U. Gärtner先生任

会。在此，他注意到理事会需要解决的一些其他

联合主席。分委会包括下列核心成员：

问题，如 WMO 公约的现代化、6LTP 的展望和

J.J.Kelly先生、A.J.Dania先生、K.Yamamoto

战略及第十四财期的计划和预算等。

先生、A. Ndiaye先生和A.I.Bedritsky先生。

2.1.2

分委会会议向理事会所有成员开放。

总则第 9 (7)条代表理事会就下列事项采取的行

(b) WCRP的WMO/ICSU/IOC联合科学委员会的
构成分委会，由R.R.Kelkar先生任主席，而
A.I.Bedritsky 先 生 、 M.-D.Everell 先 生 和

动：
(a) 批准延长下述任期：
(i)

G.K.Ramothwa女士为分委员会成员。该分委
会也向理事会所有成员开放。
1.3.4

1.4

(ii)
(iii)

IPCC 秘书，期限至 2002 年 5 月 31 日；

(iv)

世界天气监视应用司，代理司长，期
限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

(v)

与工作委员会议题分配的安排。本次届会的文件
总清单见本报告的附件B。

水文和水资源司，水文处，处长，期
限至 2002 年 8 月 31 日；

届会工作计划（议题1.4）
届会同意有关工作时间和全会、联委会

气候模拟、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司长，
期限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

理事会任命A.Athayde先生为审议执行理

事会以往决议的报告员。

理事会确认了主席自上次届会以来根据

科学计划支持，司长协调员，期限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

(vi)

奖学金处，处长，期限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

1.5

批准记录（议题1.5）

(b) 批准在 2000—2001 年拨款范围内进行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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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间的预算划拨；
(c) 批准建议 9 (CBS-01)，包括《电码手册》

2.3.2

理事会对 R. Sri Diharto 先生（印度尼西

亚）和 I. Mersich 先生（匈牙利）在分别担任五、

（WMO-No.306）的补充内容，此手册于 2001

六区协代理主席期间，以及 K. Jaigopaul 先生（圭

年 11 月 7 日实施，补充内容为 GRIB 第三版

亚那）在担任三区协副主席期间所做出的宝贵贡

和 BUFR 码中的数据新条目，主要用于卫星

献表示赞赏。

和海洋数据；

2.3.3

(d) 批准对 METAR、SPECI 和 TAF 电码格式的

理事会对各区协主席所报告的活动的意

见见议题 10。

一些修订延期生效。
2.1.3

报告中提及的要求采取行动和做出决定

2.4

的其他事项在相关议题下讨论。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议题 2.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

告。它赞赏地注意到本报告附录Ⅰ中列出的该委
2.2

秘书长的报告（议题 2.2）

员会提出的各种建议。理事会对各有关议题做决

2.2.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自

定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上届理事会以来在预算严重紧张的情况下有效开
展本组织计划和活动的综合报告。秘书长强调了

2.5

2001 和 2002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
报告（议题 2.5）

NMHS 和 WMO 面临的主要挑战、所关注问题的
趋势及发展，其中包括环境、技术、社会和经济，

2.5.1

特别是技术、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快速变化。他注

的 2001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报告由第一副主

意到 WMO 在包括减灾、环境保护、气候、气候

席 J.P. Beysson 先生提交，他主持了这次会议。

变异和变化、污染监测和水资源管理等一些领域

2.5.2

的行动。他向理事会通报了本组织对不断增加的

关于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互派代表参加对方届

对 WMO 和 NMHS 产生影响的事件中的参与情

会的问题，并一致认为各委员会应进一步考虑在

况。他特别提到 WMO 积极参与了可持续发展世

与区域协会的互动和让发展中国家参加委员会及

界首脑会议（2002 年 8/9 月，约翰内斯堡）和世

其附属机构工作方面的经验，如 CBS 在上述方面

界粮食首脑会议（2002 年 6 月，罗马）的准备工

的经验。理事会赞同上述观点并敦促技术委员会

作。他强调 WMO 要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

和区域协会主席共同研究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家，及包括 IPCC 和 GCOS 等的联合机构提

2.5.3

供支持。他敦促理事会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本

事会和第 13 次大会应适当考虑对 WMO 正常预

组织能维持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物理科学中

算提供充足的经费用于实施本组织的科学和技术

的比较优势，并继续在会员关注的领域，特别是

计划。理事会认为在讨论即将提交第 14 次大会

WMO 长期计划内容领域，为会员提供它们所期

的预算建议时应考虑上述意见。

望的支持。

2.5.4

2.2.2

注意有必要考虑在未来的 WMO 综合系统中建立

本报告中需要采取行动或做出决定的其

他问题在有关议题下处理。

2001 年 10 月 24 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主席们多次讨论了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们的意见，即执行理

理事会注意到主席们认为应提请理事会

综合资料管理系统。理事会支持这一观点并要求
有关机构，包括 CBS 下的机构，采取适当的行动。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2.3）

2.5.5

2.3.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各区域协会主

会的协调作用这一建议，理事会将其意见记录在

关于要理事会审议气候议程跨机构委员

席的报告，并对区协开展活动的有效方式表示满

议题 4.1 下。

意。它赞赏各位主席在各自区协的工作中为帮助

2.5.6

其会员的 NMHS 的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

程问题，理事会注意到主席们关于 WMO 各项计

关于各主席参与 WMO 长期计划制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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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有关问题主要职责的建议。理事会支持关于

说明。

将世界气候计划的 2.2 项更名为“对与气候相关

2.5.13

活动的支持”和将气象应用计划的 4.4 项更名为

事宜，以有助于分析 WMO 的经验和制定本组织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活动”的建议。

在该问题上的意见。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会议的

2.5.7

建议：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主席们认为目前仍

应由关于自然灾害的委员会间专题组主要负责拟

(a) 建立一个跨委员会专题组，以便为 WMO 质
量管理系统制定框架；

议中的防灾和减灾计划。理事会在有关下一财期
的计划和预算及关于长期计划的议题下记录了它

理事会注意到会议讨论了质量管理认证

(b) 为所有测定的水文气象和相关参数制定标准

对此问题及相关问题的决定。

的操作和常规标定程序，并为其建立资料质

2.5.8

量目标；和

理事会注意到，关于防灾问题，主席们

讨论了 JCOMM 联合主席 J. Guddal 先生提交的文

(c) 将质量管理程序纳入 WMO 技术规则、手册

件“WMO 技术委员会：促进沿海低地减灾的联

和指南系统。议题 13.1 记录了理事会关于质

合计划”，并同意继续对该项目进行规划。委员

量管理问题的决定。

会认为这个跨委员会的项目很重要，并对联合项
目的活动表示支持。
2.5.9

2.6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议题 2.6)

理事会还支持主席们的观点，即应及时

更新 WMO 法定出版物和技术文件，以便使其包

2.6.1

含最新的资料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同时

新主席表示祝贺并对他的报告表示赞赏。

应对一些法定出版物（手册、指南等）进行检查

2.6.2

以免重复。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有关行动。

完成了第三次评估报告，目前已开始着手准备第

2.5.10

WMO 第三副主席 Y. Salahu 先生提交了

四次评估报告。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工作将于 2003

他本人主持的 2002 年 2 月 25—3 月 1 日在日内

年开始，目标是在 2007 年一季度完成第一工作

瓦举行的技术委员会主席 2002 年会议的报告。

组报告，随后在 2007 年中完成第二、第三工作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与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

组报告。如果需要，在 2007 年底完成综合报告。

组会议和 WMO 结构专题组会议一起举行。执行

2.6.3

理事会注意到，该安排为主席全面参与工作组和

的专门研究温室气体的科学团体要求过多已出现

专题组的讨论提供了机会，并有助于确保在长期

从未有过的困难，IPCC 将成立一个决策框架，

计划中及审议 WMO 结构的过程中强调技术委员

保证主要科学家不至因准备特别报告或类似材料

会的任务和意愿。

而负担过重。特别是，IPCC 将与 WMO 和 UNEP

2.5.11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会议重点讨论了

这两个发起单位及 UNFCCC 的 SBSTA 和其他有

两个问题，即委员会之间在预防自然灾害和质量

关机构进行磋商，保证 IPCC 仅开展用于关键决

管理认证方面的合作。

策过程的信息评估。

2.5.12

2.6.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继获得其第 53

执行理事会对 R. Pachauri 先生当选 IPCC
在报告中，Pachauri 先生提到，IPCC 已

Pachauri 先生注意到由于对世界上有限

Pachauri 先 生 在 其 报 告 的 总 结 中 注 意

次届会普遍赞同之后，会议讨论了 JCOMM 联合

到，IPCC 将继续遵循以下目标，保证其工作具

主席提交的有关沿海低地减灾的跨委员会项目。

有权威性、科学完整性，与政策相关但又不失公

理事会注意到并广泛赞同根据会议建议准备的该

正，并且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 192 个会员国透明。

项目建议（参见本报告的附录Ⅱ）。理事会要求

2.6.5

有关的主席与秘书长协商并适时提交包括在本项

IPCC 前主席 Robert T. Watson 先生极具能力的领

目中的具体任务实施建议。理事会进一步要求

导下，通过来自全世界优秀的气候变化专家的高

2004—2007 年的实施计划应包括国家一级的活动

质量的撰写而完成的，具有很高的水准。理事会

理事会注意到，第三次评估报告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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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与前一次评估一样，第三次评估

上所做的报告，该报告已经递交执行理事会

报告也可视为全世界科学界就气候变化科学形成

NMHS 作用与运作咨询组（参见议题 13.1），并

的一个共同的客观宣言。理事会希望新主席在准

要求秘书长将有关 ISO 9000 和质量管理系统的信

备第四次评估报告时能很好地保持已完成的三个

息材料提供给各会员。理事会对在 NMHS 中建立

评估报告所体现的、IPCC 确定的水准。

和实施质量管理系统的高成本表示关注。有些理

2.6.6

理事会注意到 WMO 需继续对 IPCC 提

事会成员认为考虑发展一个 WMO 的专门质量管

供持续有力的支持。它进而注意到，为减少对气

理系统和验证方案来取代 ISO 9000 可能更可取。

候变化认识的不确定性，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对
一些已认识到的关键要素需更有效地与大众进行

全球观测系统

沟通。一些会员鼓励 IPCC 将评估工作的重点由

3.1.3

全球尺度放到考虑区域、国家甚至是地区气候变

地面和高空站的全面实施使得稳定性在不断提

化问题上来。

高，然而理事会注意到，在 2001 年，GTS 的 MTN

2.6.7

理事会成员鼓励 IPCC 在为其第四次评

中心每天接收到的 SYNOP 报量与预期报量的比

估报告征集科学家和为其各种会议、研讨会选择

率从一区协的 51%到六区协的 92%不等，全球平

时间和地点时与 CCl、负责 WCP 组成部分的各

均为 75%。TEMP 报的到报率从一区协的 29%到

个机构及 GCOS 指导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密切合

四区协的 87%不等，全球平均为 61%。理事会注

作。还鼓励它确定是否承担编写关于什么是大气

意到，资料空缺，特别是高空观测资料的覆盖率

中人为温室气体浓度的危险水平的技术报告。最

中的空缺主要存在于非洲、亚洲、西南太平洋和

后，理事会注意到除温室气体外，气溶胶也在气

南美的一些特定区域，主要原因是设备陈旧并缺

候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IPCC 在寻求判别气候

少耗材。理事会也注意到，一、二、三和五区协

变化的原因时应最大限度地扩大视野。

的资料到报率有了一定的提高，这种情况应归因

2.6.8

于会员为恢复和改进 RBSN 站业务所进行的不懈

根据以上意见，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

（EC-54）
。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过去两年 RBSN

的单边和多边努力（包括 VCP 支持）。理事会
鼓励在非洲一些国家制定和实施加强 GOS 站的

3.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议题 3）

项目，特别是在一区协实施和改进基本系统战略

3.1

WWW 基本系统及支持功能；CBS 主席的

计划的框架内。

报告（议题 3.1)

3.1.4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BS 主席有关

GOS 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延伸。一方面，它对现场

第 53 次届会以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执行理事

及遥感观测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估，另一方

会感谢委员会就理事会提出的许多问题正在采取

面它也评估了所有 WMO 计划对 GOS 的需求的

的行动，包括对实施 WWW 的创新性合作尝试以

发展情况。理事会希望能收到有关未来综合 GOS

及全面质量管理建议进行了调查，理事会还赞赏

的战略要素的建议，以及会员应如何实施这些建

休会期间在准备对 WMO 规范性材料进行实质性

议的建议。理事会忆及，与 5LTP 相一致，GOS

修改和增补方面做出的成绩，这些材料包括 CBS

的未来结构和新技术的实施应由会员的需求而不

负责的与 WWW 业务有关的各种手册。

是技术机遇来推动。从减少开支的角度考虑，应

3.1.2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CBS 已经审议了

尽可能实际地实施新技术，以取代旧的和花费较

全面质量管理和 ISO 9000 认证的概念，并在 CBS

多的观测系统。考虑到 GOS 地基及空基子系统

第 12 次届会上任命了一名全面质量管理报告员，

的技术进步，以及计划将 R&D 卫星并入 GOS 并

以调研是否及如何把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应用于

成为其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一情况，理事会也认

WWW 系统。理事会感谢 CBS 主席在这个问题

识到修改 GOS 规范性材料的价值。

3.1.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CBS 在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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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为加强 CBS 与 GCOS 之

一个包括信托基金在内的协调合作项目，旨在为

间的区域协调和合作另外采取的行动。它对部分

促进其实施提供必要的资金。四区协的双路星基

区协已采用 RBCN 的概念表示欢迎。会议也展

RMTN 继 续 保 持 完 全 业 务 化 ， 但 对 NMC 的

望，这么一个网络将为维持满足区域要求所需的

GTS/GDPS 中基于 PC 的终端设备进行更换正在

CLIMAT 发报站、加强 GCOS、以及促进在 WWW

变成高优先级的事项。

监测程序体制内对这些站进行有效监测提供了直

3.1.8

观的理由。理事会强调 GOS 应提供一个基础，

的加入，特别是太平洋地区星基通信（ISCS、

在此基础上继续建立各区域的气候监测能力，以

EMWIN）的扩展，五区协的 RMTN 取得了明显

及多数 WWW 观测站将起到 RBSN 和 RBCN 的

的改进。使用互联网的情况，特别是将它用于收

双重作用。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对

集观测报告的情况也增加了。建立在一个共同管

RBCN 和 GCOS 站采用了统一的网络和观测计

理 网 （ 由 ECMWF 管 理 ） 基 础 上 的 六 区 协 的

划。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最近举行的 CBS/GCOS

RMDCN 与 33 个 RTH 和 NMC 相互连接。关于

联合专家会议解决了改进 GCOS 地面和高空报的

扩展 RMDCN 业务（特别是包括区域间和 MTN

可用性问题，这是通过基于专门的 CBS GCOS 资

GTS 电路）的条款已经拟定。其他六区协会员正

料领导中心建立起对网络性能更有效的监测，以

在使用租用的点对点 GTS 线路。星基分发系统

及通过为恢复台站或支持台站业务而对援助进行

（FAX-E, RETIM 及 MDD）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协调的建议实现的。这些中心应按照与 CBS 资料

3.1.9

质量监测领导中心相同的原则工作，并同各国就

盖若干区域的一些基于卫星的资料分发系统（如

其 GCOS 站的运行问题保持直接联系。理事会赞

ISCS、EMWIN、RETIM、FAX-E、MDD）进行

赏地注意到，德国天气局、JMA 和美国国家气候

升级。它强调向所有相关 NMHS 提供有关升级对

资料中心已提出在试验基础上承办 CBS GCOS 资

接收设备影响的技术和成本信息的重要性，以便

料领导中心。

尽早对接收系统的升级或更换进行规划。理事会

随着帧中继业务的实施，以及其他电路

理事会注意到已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对覆

还注意到改进的 MTN 项目正在取得一些进展，
全球通信系统

并鼓励有关会员推进特别是有关采购、合同和财

3.1.6

理事会注意到在 GTS 线路和程序升级方

政体制方面的有效多边合作，以鼓励其早期实

面继续取得进展，包括业务化的 GTS 管理信息（如

施，如有必要，秘书处将提供帮助。理事会强调

使用了新的气象公报目录和 RTH 路由目录）。

为满足不断增加的资料交换需求，特别是对处理

在一区协，尽管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但经过

过的信息和卫星资料的需求而继续发展和更新

不断的努力，利用租用线路、星基通信（特别是

GTS 区域和全球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它还强调

SATCOM）和公用数据网，也包括互联网，对 GTS

GTS 国家组成部分对保证有效的观测资料收集的

进行了改进。星基资料分发系统（MDD、RETIM

重要性。

和 SADIS）和资料采集系统(METEOSAT/DCS)继

3.1.10

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严重的缺陷依然存在，

意到 CBS 的活动以及 WMO 参与了 2003 年世界

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加强 WWW 基本系统（特

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003）有关 ITU-R 方面

别是气象资料通信）战略正在制定中。通过分步

的准备工作。它要求 CBS 和秘书处继续把这些活

实施经改进的资料通信业务（如帧中继业务），

动列为高优先级事项，以保证为气象，特别是无

并由星基资料分发系统和使用互联网进行补充，

线电探空、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空基被动遥感

使得二区协的 RMTN 得到了改进。

分配足够的无线电频率。在这方面，理事会忧虑

3.1.7

在南美，三区协按计划进行国际招标的

地注意到，1675—1690 MHz 频段中的一部分频

RMDCN 项目正进入实施阶段，秘书长已建立了

段遭遇的威胁可能会严重影响气象卫星和无线电

关于无线电频率问题，理事会满意地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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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空仪的发展，一、二、三、四和五区协的情况

场合的发生可能性的评估，如大雨、强风和其他

尤为如此。它敦促会员，要确保它们各自的国家

灾害性事件的概率。这些被看作是重要的活动，

无线电管理当局都能完全认识到 WRC-2003 的有

因为它影响到健康和安全，对社会-经济也有影

关问题对气象业务的影响。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响。在紧急情况下，它有助于更好地做出决定，

ITU 和 WMO 的联合出版物《气象无线电频谱使

还可以提高 NMHS 的知名度。

用手册》，以及计划于 2002 年举办的 WMO 气

3.1.13

象无线电频率研讨班。

WWW 基本系统，通过与其他相关技术委员会配

通过指定的 CBS 专家组，进一步阐述了

合，在提供制作季至年际预报所需的基本基础设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

施中以及在 RCC 跨委员会工作组框架中的作用。

3.1.11

已确定了全球制作中心可能提供的产品名录。

关于 GDPS，理事会对把加强包括高级

GDPS 中心及发展中国家 NMC 在内的会员的资

3.1.14

料处理设施并进行能力建设作为 2001 年的活动

系统战略计划有了进一步发展。它注意到，为了

重点这一事实表示欢迎。高级中心继续改进了

避免用零碎方法解决 WWW 设施的不足问题，战

EPS，特别是用于短期和中期预报以及海气耦合

略中采用了面向全洲将全部非洲国家覆盖进去的

模式长期预报的 EPS。16 个中心运行着全球模

方法。其目的是，首先，避免以往因一些国家远

式。它也注意到，许多 NMC 目前利用能运行区

远落后其他国家而产生的误差，其次，通过采用

域和局地模式的现代化工作站技术及模式的后处

一致性技术，以提供兼容性。该战略对培训活动

理产品运行 NWP 模式。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作了统一安排。这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WMO

NMC，已经制订了加强 GDPS 基本设施的区域战

组织了对不同一区协会员的调查，并详细描述了

略，其内容为：包括基于 PC 的模式及后处理在

一区协在 WWW 设施实施和运行中的问题，建议

内的 NMC 基本功能的计算机化。理事会注意到

制订可能的次区域和洲际战略。2002 年 4 月在肯

一些区域协会对改进其区域的基本系统，特别是

尼亚内罗毕召开的实施协调会议对找到的问题和

升级和/或改进预报设施及能力，从而对防灾减灾

战略建议进行了审议。会后将编写详细的项目建

做出响应的需求十分关注。理事会表示希望能够

议，递交给可能的资助者，并与他们一起进行讨

找到继续支持与合作的创新安排，以加强次区域

论。计划于 2002 年 11 月召开一区协第 13 次届

和区域中心，如 DMC（内罗毕和哈拉雷）、

会，届时将递交一个有关战略实施的进展报告。

AGRIHYMET（尼日尔）和 RSMC 那迪（斐济），

理事会同意，为了使战略得到满意的实施，需制

并确定教育和培训活动的需求。

订一个综合、协调的次区域/区域建议，并寻求可

3.1.12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CBS 已提出了为

能的经费支持。它对其他 WMO 区域也将从一区

向会员广泛提供 EPS 产品的程序和安排以及必要

协战略的实施经验和成功中获益这一情况表示欢

的相关培训问题。高级中心通过使用和分发 EPS

迎。

理事会了解到，一区协实施和改进基本

产品向 NMHS 提供支持的方法和途径是已着手的
其他优先领域，包括：制订灾害性天气事件 NWP

紧急响应活动

指南，并试验性地实施特别是针对长期预报的标

3.1.15

准检验系统。理事会注意到，更多的产品类型和

项目中，除对能引起大范围空气污染和损害健康

服务依赖于资料处理和预报系统。例如，将模式

的核和非核事件的响应程序进行了更新以外，进

用于化学和放射性物质、火山灰的扩散、空气携

一步开发了使用 Web 技术向 NMS 和其他用户传

带疾病的传播，以及与自然灾害有关的其他危险

送信息的更好方法，其中包括可靠备份信息分发

的模拟取得了一定成功。EPS 的发展也向许多应

计划。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实现 WMO 方案与其

用敞开了大门，如特殊事件发生的概率、在不同

他相关国际组织（特别是 IAEA）方案间完全的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紧急响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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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需要根据对辐射泄泄露响应的变化需求，

3.1.19

包括可能不跨国界的需求，对核事故响应方案做

有的新技术和新生技术，以及迅速扩散的互联网

进一步的审议。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与

及其相关技术、低费用卫星通信系统、以及可扩

CTBTO 的合作取得进展，在此合作下 WMO 向

展标高语言可能会对未来 WMO 信息系统产生影

CTBTO 提供 NWP 和传输模式产品，CTBTO 监

响。工作组也认同，WMO 也能从在源程序开放

测站则向 WMO 提供气象观测资料。CTBTO 监

软件组合作开发软件经验中受益，并建议加大努

测站的气象观测资料经 GTS 用 WMO 编码进行

力促进大学和研究界与 NMHS 合作开发软件。

日常分发的方案已成功实施，理事会对加拿大与

3.1.20

CTBTO 设在维也那的临时技术秘书处合作，促

发产品目录、利用试点检验概念和 GTS 升级继续

进蒙特利尔的加拿大气象中心经 GTS 处理和嵌入

推进他们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目录的编制应

这些资料表示赞赏。

该赋予最高的优先级，因为它对现代化 WMO 通

理事会注意到，跨计划工作组审议了现

理事会注意到，工作组已经同意通过开

信系统的实施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理事会满意
WMO 南极活动

地注意到，WMO 目录级元数据标准草案已经制

3.1.16

订，目前正在传阅审查中。

理事会对秘书处与澳大利亚气象局合作

出版《南极预报手册》一事表示欢迎。理事会注

3.1.21

意到，执行理事会南极气象工作组会议将在 2002

度安排做出改变，理事会同意有些技术和政策水

年晚些时候召开，希望能得到会议的建议。

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它要求 CBS 进一步完

认识到建议的系统可能需要对业务和制

善这一概念，并拟定较详细的有关 WMO 未来信
未来 WMO 信息系统

息系统特定要求的技术信息，以及建议的系统如

3.1.17

理事会对发展未来 WMO 信息系统方面

何才能发挥作用并解决这些需求的信息。CBS 也

取得的进一步进展表示满意。它特别注意到，

应说明现有 WWW 系统和中心应如何向为新的结

WMO 未来信息系统跨跨计划工作组已经阐明并

构演变，以保证重要服务不中断地平稳过渡。理

详细描述了 WMO 未来信息系统的前景。理事会

事会要求 CBS 向执行理事会的 NMHS 作用与运

认为，现在存在着根据一致同意的标准实现 WMO

作咨询组提供该项工作的成果。

未来信息系统的机会，任何对所需协调的延误都

3.1.22

可能产生多种不兼容系统。

出的政策问题，即：

3.1.18

(a) 引进 WMO 未来信息系统对会员职责和资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工作组已对欠发

达国家与较发达国家 NMHS 在需求和能力比较方
面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工作组已经注意到，各
NMHS 的能力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所不同，并建议

理事会还忆及在其第 53 次届会上提

源的可能影响；
(b) 现有基础设施和中心的功能与职责范围应
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使用或修改。

了一个改进能力的途径：NMHS 可以随着 WMO

它要求在 CBS 2002 年特别届会的成果基础上

转入未来信息系统同时提高自身。前景展示：资

开展研究，以探索 WMO 未来信息系统在这些

源稀缺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应该能利用基于 PC

方面和其他政策方面的影响。理事会要求执行

的廉价系统，依靠卫星广播和拨号互联网，发送

理事会的 NMHS 作用与运作咨询工作组对研究

和接收所有的所需信息。理事会注意到，虽然 E-

结果进行审议，分析相关政策问题，并将结果

mail 不能保证资料发送的时效，但工作组还是感

向第 14 次大会报告。

到，它对那些不能完全负担 GTS 实施的 NMHS
来说是一种廉价办法，并且被认为是这些 NMHS

资料表示格式

向它们的 RTH 提供资料及进入 GTS 和未来 WMO

3.1.23

信息系统的一种极为有用的机制。

良好协调和分阶段进行的从使用基于字符的

理事回顾到，CBS 已着手制订了一种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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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电码逐步转换到使用表驱动资料表示格式

3.1.26

在结论中，理事会同意并强调 WWW 继

BUFR 和 CREX 的方法。此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让

续是本组织最重要的核心计划，它提供支持所有

所有的 WMO 会员的 NMC 都能用表驱动资料表

其他 WMO 计划的基本基础设施。理事会注意到，

示格式交换观测资料。为使 WMO 达到这一目的，

按照惯例，WWW 计划获得的预算外支持比其他

战略中需包含一些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培训和

计划少，主要依赖于其正常预算资金的较大部分

编码/解码软件分发的支持项目。理事会敦促会员

来完成本组织的核心活动。理事会同意应特别注

为培训活动提供帮助并编制培训教材，如远距离

意保证 WWW 计划的预算反映该计划具有最高优

学习工具。理事会敦促 CBS 对会员在这一转换过

先级的属性，并足以开展其重要活动，特别是为

程中将不得不面临的所有的相关方面进行彻底研

与各种 WWW 基础设施组成部分、功能和服务有

究，不管是业务方面还是相关资源方面。应对发

关的实施支持提供资助。

展中国家的现状和需求给予特别的关注，并提出
3.2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CIMO主席的详
细报告（议题3.2）

成业务中断或对会员造成损害的目标，确定现实

3.2.1

执 行 理 事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CIMO 主 席

的实施时间表。

S.K.Srivastava先生（印度）的报告，它对委员会

有关支持和培训的合适建议。理事会也请区协考
虑该转换战略的实施问题，本着平稳转换，不造

在工作计划上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包括在更好
业务信息服务

地协调和加强RIC以及有效准备和实施仪器比对

3.1.2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WW 业务信息服

方面所做的努力。理事会感谢所有会员通过提供

务的改进得到了延伸。信息技术的使用使 WMO

专家对CIMO工作所提供的支持，特别要感谢的

秘书处有可能比以往更快地从 WWW 中心获取更

是那些承担RIC任务和仪器比对工作的会员。所

新信息，并用电子格式对信息进行更新。由于从

有的会员都得益于围绕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展开

2002 年起《天气报告》（WMO-No.9）和《选定

的工作，从其他技术委员会和计划对观测的准确

的国际补充和辅助船舶清单》（WMO-No.47）将

度、覆盖率、均一性和可靠性所提出的不断增长

使用 CD-ROM 进行分发，所以，大部分业务信

的需求来看，此项工作尤其重要。

息已经放到 WMO 的服务器上供直接调用。WWW

3.2.2

《业务通讯》也已经转为电子格式，并通过 E-mail

（WMO-No.8）的更新表示满意，该指南反映了

发送给已注册的用户。推进交互式访问信息的应

快速发展的技术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增补了一些

用也在开发之中。

反映新仪器需求的章节。目前，已经完成了该指

理事会在此对《仪器和观测方法指南》

南的准备工作，可望批准后出版。理事会意识到，
公共天气服务

CIMO准备的内容包括比对结果、不同仪器的特

3.1.25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除 WWW 基本系

殊研究和状态报告的技术出版物对于实现气象和

统组成部分以外，CBS 在 PWS 计划的实施方面

相关地球物理和环境测量实现高质量和均一性具

在最近的委员会休会期间取得了明显进展。委员

有较高的价值。

会以有效方式给予的全面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在

3.2.3

这种方式下，各 PWS OPAG 小组完成了它们各

项活动，让气象仪器厂商和提供者更好地参与

自职责范围内的任务，并朝着计划的宗旨和目标

CIMO的工作及相关的技术大会和展览，理事会

发展。理事会在议题 6.1 下审议了 PWS 计划。

对此表示赞赏。理事会同时也对秘书长为加强

应第13次大会的要求，CIMO启动了数

WMO与生产厂商合作、更好地结合它们专长方
WWW 的未来发展

面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欢迎。由于这些活动，在2001
年9月份成立了水文气象仪器企业协会（参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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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5.3）。理事会强调，为了促进技术转让、降低

程度表示遗憾。在强调保证仪器的业务不中断并

生产成本和促使发展中国家在零配件和耗材方面

产生高质量资料的重要性时，它敦促会员及私人

实现自给自足，需要与厂商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企业向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的培训活动提供资

因为它也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常规仪器的加

助，支持RIC、仪器比对活动及技术会议，并派

工设备创造机会。

富有经验的专家参与CIMO中不同机构的挑战性

3.2.4

理事会认识到与诸如ISO、ITU以及BIPM

工作。在此方面，理事会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对援

这样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它对某些国

助的需求，如维护仪器网络、提供专家建议、以

家的专家积极参与有关气象仪器、观测和检定技

合理的价格提供耗材和零部件、及更换陈旧的仪

术的ISO工作表示欢迎，这种合作引起了新ISO标

器或在自然灾害事件中遭受损坏的设备。理事会

准的制订，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气象界的极

还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加自给自足，因而敦

大兴趣。理事会要求委员会继续与ITU紧密合作，

促通过加强RIC、为仪器专家提供培训、召开（仪

以保护已划归气象及相关仪器，特别是探空仪和

器检定）研讨会和研讨班来进一步建立那些迫切

风廓线仪的无线电频段。

需要这些能力的会员的能力。

3.2.5

3.2.9

理事会回顾了仪器目录的使用，该目录

理事会再次强调需继续举办仪器比对和

由CIMO主办，并由CMA制作，目的是协助会员

检定活动，确保仪器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并确保

为它们的业务网挑选最合适的仪器。理事会敦促

观测结果的长期一致性。理事会在此提到了业务

委员会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该目录的更新。

探空系统、AWS、辐射测量仪器和空气质量传感

3.2.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CIMO与其他技术

器。理事会还强调需要建立紫外线仪器检定中

委员会之间的高度互动，以及委员会对其他委员

心，最好是区域一级的中心，并且这些中心包括

会所提需求的反应。它也对为应对国家级网络日

了现有的机构，如位于意大利的欧洲委员会联合

益自动化，CIMO与CBS在与自动气象站业务化

研究中心。

有关的数个方面进行的积极合作表示满意。这些
方面具体包括自动生成目测结果和资料传输标
准。

Vilho Vaisala 奖
3.2.10 2002年共收到4篇第17届Vaisala奖的候

理事会忆及，1998年大范围引进的GPS

选论文。由A.J. Dania先生(主席)，H.M. Bongmum

无线电探空仪系统在业务上具有明显较高的故障

先生，与CIMO主席S.K. Srivastava先生组成的理

率。1999年，CIMO从技术上建议CBS准备一次

事会遴选委员会建议Rolf Philipona博士（瑞士）

调查，以查清问题的确切程度。通过许多专家的

在2001年5月20日出版的《应用光学》第40卷第15

合作工作和对系统的放飞测试，提出了许多有关

号上发表的论文“用于大气长期辐射绝对测量的

制造和运行GPS无线电探空仪的建议。它帮助厂

天空扫描辐射仪”获得Vilho Vaisala奖。理事会批

商找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和内在的系统问题。

准了遴选委员会的建议。

3.2.7

CIMO最近对大约23,000次的GPS无线电探空仪放
飞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与那些非GPS

3.3

WMO 卫星活动（议题 3.3）

无线电探空仪的平均故障率相比，该系统的性能

3.3.1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第二次卫星事

得到了明显改进，但在业务上仍然存在很大的问

务高层政策磋商会议于 2002 年 2 月 18—19 日在

题。理事会因此同意继续开展活动，以进一步提

瑞士日内瓦举行。

高业务无线电探空仪系统的可靠性。
3.2.8

关于CIMO在仪器和观测方法能力建设

GOS空基部分的扩展

方面的活动，理事会对主要因受经费限制而不能

3.3.2

将仪器专家培训研讨班办成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

对业务和 R&D 卫星产生的观测资料需求的指

理事会忆及其第 53 次届会批准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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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执行理事会高兴地得知在第二次磋商会议

务中应用 R&D 卫星资料和产品情况的报告，而

上，一些研究与发展空间机构对此做出了积极的

另一年提供关于卫星技术应用进展报告。

反应。NASA 向 WMO 和全球社会承诺不加限制
地提供观测资料。它进一步表示；该政策适用于

GOS 空基系统全球突发事故计划以及穿越赤道的

所有相关的卫星活动。因此，由于 NASA 地球观

时间

测活动的资料可以随时获得，NASA 的卫星实际

3.3.6

上可认为是 GOS 空基系统的组成部分。ESA 表

CGMS 提出的关于穿越赤道时间计划的问题。

示它正在建立对话渠道以便让 WMO 会员知道是

CGMS 提出的问题包括了业务极轨卫星的规划现

否能获取 ESA 的地球观测卫星提供的具体资料和

状以及它们的资料格式和频率。

产品，特别是 2002 年 3 月发射的 ENVISAT 所观

3.3.7

测的资料。ESA 进一步表示它将向地球观测计划

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但是最关键的是根据

委员会建议联合组织专门的具体的机会发布活动

用户的整体需求确定最佳的赤道穿越时间计划。

来促进 WMO 及其会员使用 ESA 地球观测资料。

最佳的计划将有助于制订极轨卫星的突发事故计

日本国家宇宙开发厅表示它将来的卫星活动，包

划。关于赤道穿越时间，理事会认为应该让 WMO

括 ADEOS II 和 GCOM 系列卫星，都可成为 GOS

大会了解需正式提出最佳赤道穿越时间计划的系

空基系统中新的 R&D 卫星群的一部分。最后，

统要求。理事会还认为所有卫星运营方的直接广

俄罗斯航空航天局确认可以考虑将它的 METEOR

播服务应该尽可能在频率、资料格式和内容方面

3M N1 卫星上搭载的实验和研究发展设备以及它

实现标准化，以便使地面接收站得以统一。

将来的海洋卫星系列和其他卫星活动作为 GOS

3.3.8

空基系统的一部分。

接着召开了 CGMS 全球突发事故计划工作组会。

理事会获悉第二次磋商会议讨论了

理事会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认为

理事会了解到在第二次磋商会议之后紧

因为 GCOS 准则中提到的 WMO 对用于气候的卫
业务用户对研究与发展卫星资料的使用

星资料需求既涉及静止卫星也涉及极轨卫星，尤

3.3.3

理事会忆及它曾经要求提供一份报告总

其是后者，满足 WMO 的需求需要大量的资源，

结业务用户对现有的研究与发展资料使用情况的

CGMS 工作组认为就这一需求最好由 WMO 大会

意见，包括关于研究与发展卫星活动对它们的影

形成一项决议。执行理事会对此表示赞同，并要

响的有说服力的意见。它注意到第二次磋商会议

求 GCOS 计划起草决议提交给第 14 次 WMO 大

审议并通过了这份报告。

会讨论。

3.3.4

理事会相信报告提要表明许多 R&D 卫

星活动已经被 WMO 会员用于业务以支持各方面

静止卫星突发事故计划

的应用，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GOS 空基部分的

3.3.9

扩展及正式吸收有关的 R&D 卫星以补充现有业

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互换外交照会，决定于 2003

务气象卫星将提供覆盖全球的观测，帮助 WMO

年第一季度开始，在必要的情况下实施用 GOES-

会员迎接不断出现的挑战。

9 备份 GMS-5 的程序。JMA 将向 GMS-5 服务区

3.3.5

理事会强烈地感到这份报告（包括其提

域的所有 WMO 会员提供有关备份的更详细的信

要）对 WMO 会员十分有益，因此应该向 WMO

息。同时，NOAA/NESDIS 和 JMA 有意就长期

会员广泛散发。而且，理事会认为应该定期地提

的突发事故备份协议展开磋商。一旦双方机构建

供类似的报告。关于业务用户应用研究与发展卫

立了计划中的基准布局，该长期协议即生效。这

星提供的资料与产品情况的报告应该每两年提供

一基准卫星布局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建立，它将有

一次，并且与卫星技术应用进展系列报告交叉提

助于建立强大的国家卫星项目，并且有能力在其

供。这样，每两年中，有一年提供一份关于在业

他机构的卫星项目出现紧急状况时充当备份。

JMA 向理事会通报，200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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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获悉 CMA 将于 2003 年底发

3.3.15

理 事 会 获 悉 了

EUMETSAT 、

射 FY-2C 卫星。CMA 计划每 3 年发射一颗静止

NOAA/NESDIS、JMA、IMD、ROSHYDROMET、

卫星，但是必要时，它将有能力仅在接通知后一

CMA/SMC 等机构运营的业务气象卫星系统的现

年内发射卫星。CMA 注意到它计划在通常情况

状，包括最近在 2002 年 5 月 15 日发射的 FY-1D

下维持两颗星的布局，一颗位于东经 86 度，另

和 HY-1，以及摩洛哥的新实验卫星。执行理事

一颗位于东经 105 度，如必要，在紧急状况下将

会注意到业务气象卫星运营机构目前在教育和培

实行“按需发射”
。

训方面做出的贡献，特别是通过设在尼亚美、内

3.3.11

理事会还注意到 ROSHYDROMET 打算

罗毕、哥斯达黎加、巴巴多斯、南京和澳大利亚

保持确定的一颗静止卫星布局，该星定位于东经

气象局的 RMTC 联合管理的“优秀中心”和通过

76 度。ROSHYDROMET 表示 GOMS N2 项目已

重点突出的用户论坛。理事会还注意到 WMO 和

经批准，计划于 2005 年发射。GOMS N2 上的成

EUMETSAT 在欧盟赞助的 PUMA 项目中发挥的

像器 MSU-GS 在功能上类似于 EUMETSAT 卫星

作用，包括为北部非洲的会员建立 WMO 信托基

MSG 系列中的 SEVIRI。

金。注意到 WMO 会员对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

3.3.12

理事会认为在静止卫星突发事故计划的

的严重依赖性，理事会对卫星运营机构在能力建

讨论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首先，大多数 CGMS

设方面做出的所有直接和相关贡献表示高度赞

卫星运营方已经拥有或正在制定区域突发事故计

赏。

划，或当接近核定的布局时考虑制定区域突发事
故计划。第二，各卫星运营方将遵循“助邻”和

卫星资料分发

乐于“受助于邻”的原则。第三，大多数卫星运

3.3.16

营方的核定布局包括了“在轨备份”或是“按需

的卫星资料和产品的 ADM 问题。理事会敦促基

发射”。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WMO 的要求，

本系统委员会紧急评估在 ADM 概念中也纳入

区域突发事故计划将共同构成全球突发事故计

R&D 的资料和产品，以便就如何利用优化的分

划。

发系统来提供重要的卫星信息向 WMO 会员提供

理事会还注意到用于分发业务气象卫星

指导。ADM 的候选途径包括互联网和商业通讯
极轨卫星突发事故计划

卫星。理事会高兴地了解到 CBS 在评估 ADM 方

3.3.13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该委员会将会在下次届

关于极轨卫星突发事故计划，理事会注

意到 CGMS 工作组首先讨论了此类计划应遵循的

会上完成分发概念。

原则。CGMS 工作组注意到 WMO 对极轨卫星的
基本需求是两颗卫星，一颗在上午轨道，另一颗

WMO 空间计划

在下午轨道。CGMS 工作组认为，为了满足 WMO

3.3.17

对突发事故计划的需求，需要四颗卫星构成的星

磋商会议审议了有关加强协调未来 GOS 空基部

群，其中，有两颗处于上午轨道，彼此相备份，

分的建议。

另两颗处于下午轨道，也彼此相备份。

3.3.18

3.3.1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ROSHYDROMET

对 WMO 的卫星活动进行评估，并保证它对现在

与 CMA 在考虑了各自国家的需求后，为满足

及可预见的将来的需求来说都是最适宜的。WMO

WMO 在突发状况下的需求，确保必要的备份，

卫星活动应该为 WMO 内部以及诸如 CGMS 和

双方愿意考虑让将来发射的 Meteor 3M 和 FY-3

CEOS 之类的外部协调机构的有效互动提供一个

系列卫星定位在 PM 轨道。

合适的构架。该评估应考虑 WMO 强调的环境卫

理事会注意到第二次卫星事务高层政策

理事会获悉，磋商会议已经建议 WMO

星系统为本组织及其支持计划所作的贡献，以及
GOS 空基部分的现状

那些空间机构为 WWW 的 GOS 空基部分所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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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开支。磋商会议还赞同，现有的项目已经

WMO 的义务，并能帮助新的空间办公室酌情开

不足以应对由 R&D 星群纳入扩展后的 GOS 空基

展具体的项目和行动。

部分所提出的新需求。为了使 WMO 能利用新技

3.3.21

术更好地服务于其会员，加强协调是第一重要

划和预算应将额外的重点放到卫星事务的教育和

的。磋商会议赞同，这种评估也能导致 WMO 与

培训方面，特别是在研究和发展卫星的资料和产

外部协调机构之间关系的加强。

品上。

WMO 卫星活动评估

3.4

热带气旋计划（议题 3.4）

3.3.19

3.4.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TCP 在协助

理事会注意到，已经应磋商会议的要求

理事会坚定地认为，2004—2007 年的计

开展了一项评估。它赞同该评估报告清晰地展示

会员努力减轻热带气旋灾害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

了 WMO 卫星活动所负责的所有领域在过去十年

绩和进展。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五个

中取得了重大发展。执行理事会第 53 次届会上

热带气旋区域机构的综合性区域合作计划，为

达成的关于扩展 GOS 空基部分使之包括 R&D 卫

NMHS 的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在这方面，

星的最新协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扩展对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继续支持这些热带气旋区域机

WMO 会员来说蕴含着深远的含义，近乎相应程

构的工作，至少保持与过去年份同等水平的支持

度地增加了其对 WMO 卫星活动的责任。理事会

力度。

也注意到两次卫星事务高级政策磋商会议所带来

3.4.2

的巨大影响。它也确信，在磋商会议上建立起来

气旋 RSMC 和热带气旋预警中心提供的热带气旋

的现行 WMO 与环境卫星界的对话已迅速成熟起

信息和咨询的链接表示满意。理事会对中国香港

来，并使各方都大大受益，应该对之加以制度化。

天文台在试验的基础上创建台风委员会区域的灾

3.3.20

理事会同意，WMO 卫星活动已经成长

害性天气信息中心网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

起来，目前作为优先项目来建立 WMO 空间计划

赏，该网站将有助于获取正式的 NMHS 警报。理

是很合适的时机。GOS 空基部分须包括研究/发

事会获悉四区协地区正在建设一个区域级网站。

展卫星，扩展后，环境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将大

在飓风季节期间，该网站将登载业务的、图解的

量增长，该计划的范围、目的和目标应针对这一

和字母数字混合编制的热带气旋信息。

形势。因此，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执行理事会长

3.4.3

期计划工作组组长联系，在 6LTP 中提出适当的

带 气 旋 季 节 2000 年 年 度 摘 要 》 的 第 一 期

建议，并将计划和预算递交 WMO 大会审议。它

（WMO/TD-No.1082，TCP-46)表示赞赏。理事

也建议，WMO 大会应考虑将卫星事务高级政策

会注意到下一期正在准备之中并将于 2002 年 8

磋商会议制度化的方法，以建立一个更加正式的

月出版。

对话机制，并使环境卫星机构能更加正式地参与

3.4.4

WMO 卫星事务。考虑到环境卫星系统为 WMO

旋区域机构之间建立协作与合作的重要性，这些

及其支持项目所做的重要贡献以及空间机构所付

区域机构包括：一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和位于南

出的巨大花费，理事会感到，将新 WMO 空间计

印度洋的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及亚洲地区的

划的整体职责赋予 CBS 及制度化的卫星事务高级

台风委员会和热带气旋专家组。在这方面，理事

政策磋商会议是合适的。由于磋商会议由环境卫

会强烈要求 WMO 秘书处帮助区域机构开展联合

星运营机构的负责人参加，理事会感到，这种联

计划或项目。在此类合作方面，特别提到了台风

合领导职责的授予，可能有助于卫星运营机构为

委员会和热带气旋专家组成功地开展的联合活

WMO 空间计划提供支持。卫星运营机构方面提

动。共同合作的一个良好的范例就是计划在 2004

供的此类支持能弥补由 WMO 空间计划规定的

年举行第二届热带气旋、风暴潮和洪水区域技术

理事会对于在 TCP 网址首页刊有与热带

理事会对 2001 年 8 月出版的《全球热

理事会认识到在具有共同利益的热带气

14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家到印度技术研究所。理事会请印度、日本和美

会议。
3.4.5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印度洋北部

国将来继续开展这样的活动，并且请其他的热带

风暴潮减灾”计划在实施方面进展缓慢，并且只

气旋 RSMC 在气旋季节加强开展该项活动。理事

有一个热带气旋专家组的会员响应 WMO 秘书处

会还非常感谢委派预报员到 RSMC 火奴鲁鲁飓风

关于提出风暴潮国家项目建议的要求。理事会强

中心的热带太平洋组工作，并感谢澳大利亚气象

烈要求没有提交建议的会员尽快提交，以便 WMO

局组织的西南太平洋气象专家教师培训。

秘书处用于完成区域风暴潮计划的构架，并寻求

3.4.9

各自国家有关部分的资金。为此，请 IHP、IOC

际研讨会将于 2002 年 12 月 3 日—12 日在澳大利

和 WMO 进一步做出努力，从捐赠机构获取资金。

亚的凯恩斯举行。理事会全力鼓励各会员尽可能

如果可行的话，理事会还鼓励有关专家组的会员

多地派代表参加四年一次的重要会议，并且把该

以国家主管一级的名义向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

次会议作为业务预报员和研究人员在建立解决热

私人部门募集资金。

带气旋预报问题和发展未来研究计划协调方案方

3.4.6

理事会对于 JCOMM 和 TCP 之间存在的

面的论坛。由于该次会议资金有限，所以理事会

紧密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表示高兴。对此，理事

强烈要求有能力的会员和捐赠国至少能为业务预

会注意到由 JCOMM 和 TCP 为台风委员会会员共

报员和水文学家提供资金参加研讨会。

同承办的南中国海风暴潮，海浪和海洋环流预报

3.4.10

的第一次研讨会已于 2002 年 1 月 21 日—24 日在

年 11 月 26—29 日在第五届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

越南河内成功举行。

之前在斐济纳迪召开第四届热带气旋 RSMC 技术

3.4.7

协调会。理事会忆及，按照第 52 次届会的要求，

理事会非常赞赏地注意到，许多会员，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第五届热带气旋国

理事会获悉目前正在做出安排，于 2002

诸如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通过它们对热带气

会议不仅涉及 6 个热带气旋 RSMC，而且还包括

旋预报员培训活动的支持不断做出贡献。澳大利

有关的热带气旋警报中心。预计会议将制定未来

亚气象局举办了南半球热带气旋培训班；法国气

的计划和活动，评估对有关热带气旋路径跟踪和

象局举办了一区协热带气旋培训班和由美国

预报标准化程序的需求和工作。本次会议的一项

NOAA 举办的飓风预报和警报研讨会。理事会要

讨论议题是提议建立热带气旋预报强度的统一系

求 WMO 和各会员能在第十四财期继续采用与过

统，这也是编辑全球热带气旋气候学的一项需

去类似的方式为那些非常重要的培训活动提供支

求。预计本此会议的成果将提交给第五届热带气

持。理事会同意应重视小岛发展中国家的预报员

旋国际研讨会。

的参与并且请秘书长和捐赠会员继续努力，在可

3.4.11

持续发展的范围内支持该项工作。但是理事会注

开的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第九次届会，要求秘

意到，实施 2003 年 TCP 培训活动的预算非常有

书长帮助拟订项目建议书，以便促进委员会技术

限。理事会强烈要求秘书长研究增加现有预算的

计划的实施并满足其会员的其他迫切需求。

方法，包括增加预算外资金来源以开展 TCP 的活

3.4.12

动，尤其是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的活动。

带气旋减灾活动的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保持密切

3.4.8

合作，尤其是 ESCAP、UNESCO 的 IOC、ISDR、

理事会获悉，NOAA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

理事会注意到 2002 年 5 月在马尼拉召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TCP 继续与参与热

海进行了飓风意识考察，并且支持继续进行此类

印度洋委员会、IFRC、OCHA 和 ADPC。理事会

活动。理事会还高兴地注意到，在美国 NOAA 的

请秘书长继续保持那种高水平的合作，特别是与

财政支持下，四区协的 NMHS 在飓风季节委派预

UN/OCHA 和 ISDR 秘书处为即将召开的可持续

报员到 RSMC 迈阿密飓风中心。在 2001 年 7 月，

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保持紧密合作。

两位柬埔寨和越南的台风预报员被派到了 RSMC
东京台风中心，并且有一位斯里兰卡的风暴潮专

4.

世界气候计划（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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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议题4.1）
执行理事会 气候和环境咨询组的报告

和捐助机构一道采取各种措施来帮助许多区域的

（议题4.1.1）

出采取措施的要求，希望联合国系统的机构能发

执行理事会收到在第51次届会上建立的

挥支持作用。理事会支持咨询组的建议，应更广

气候和环境咨询组第二次届会的报告，并对该组

泛地宣传WMO成功筹集资金的经验，从而鼓励

的组长A.Noorian先生、成员及秘书处在提交给理

其他的NMHS更加积极地为能力建设活动寻求额

事会审议的报告中对重要问题安排方面的出色工

外资金。

作表示赞赏，

4.1.1.6

4.1.1.2

理事会注意到该小组将重点放在要求

月—9月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

WMO开展气候和环境问题的全面培训计划上，

首脑会议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给WCP、GCOS 和

这些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和技术问题，还包括与日

气候议程带来新的总体布局。尽管很难预知这种

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关的问题。理事会在

布局的性质是什么，但理事会同意小组的评估结

此很高兴地注意到已完成了向一级气象学家介绍

果，它可以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来审议世界气候

气候变化的培训大纲。理事会敦促应考虑编写或

计划的业绩评估，评估其强项和弱点，并考虑它

确定气候和环境其他方面的培训材料，它们可改

目前的组成和结构是否能适应未来几年的发展。

进NMHS解决社会需求的能力。

经过重组并适当调整重点的世界气候计划可以给

4.1.1.3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该小组关于如何在减

其本身及IPCC带来成功。其宗旨应是确保在对世

灾方面形成WMO各计划间最好的协调和合作方

界社会、经济和环境非常重要的领域维持WMO

式的建议。忆及执行理事会将自然灾害确定为第

的领导地位。理事会注意到咨询组的建议，根据

六个长期计划和第十四财期的交叉问题的决定，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大会将有机会

AGCE在其报告中提请注意一些委员会间在确定

对评估和可能重组WMO的气候计划和活动的必

区域气候中心的作用和职能方面业已存在的成功

要性进行审议，包括对WCP、GCOS和IPCC的审

合作。这种合作是通过建立一个跨委员会专题组

议。理事会注意到世界对气候问题的关注继续增

而形成的（总则第37条），该专题组有重点突出

加，它要求秘书长在咨询组的工作基础上向第14

的职责，它目前通过CCl主席定期向执行理事会

次大会提出一个有关新的和令人鼓舞的WMO在

报告。

气候和环境方面发挥作用的框架的建议，它将继

4.1.1.4

咨询组 还在向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提
到，一些委员会目前对它们的计划和项目采用方

续显示WMO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法有如下特征：指定一些关键计划领域，并由管

环境管理方面的讨论情况。这些讨论着重于一些

理小组、专家组和区域平衡实施协调组管理。在

政府提出的可以用于改进联合国系统在备受关注

这些机构中，各委员会特别注意让其他委员会和

的环境领域的表现的各类国际性机构合作的方

区协的代表参与这些小组。理事会同意小组的评

式。大部分的讨论在UNEP组织的各种论坛上进

估结果，尽管可能有必要考虑如何最好地监督和

行，包括其管理理事会和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

评估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仍证明是确保加强

秘书长采取了一些措施确保WMO能参加这些论

WMO气候和环境计划间合作的有效方法。理事

坛，并向WMO会员的常任代表通报讨论过程。

会同意这个问题应由委员会和区协的主席集体研

关于政府间全球环境变化委员会的提议，理事会

究。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鉴于IPCC已经对全球环境变

4.1
4.1.1
4.1.1.1

4.1.1.5

NMHS的发展。理事会注意到各国越来越多地提

4.1.1.7

理事会注意到咨询组的观点，2002年8

会议期间，咨询组获悉正在进行的国际

鉴于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对财务资金

化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因此根据情况扩大其授权

的获取和竞争正变得日益复杂和困难。注意到全

而不是另外创建一个机构来“填补缝隙”会更为

球技术援助的总体减少，WMO仍然继续同投资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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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尽管在环境管理高层国

公众之间相互理解的框架内来考虑问题。

际协调机制和机构方面有不确定性，但为与气候

4.1.1.11 理事会忆及咨询组曾向前一次理事会届

有关的重要计划筹集资金，在国际上仍需要有一

会提出建议，在下一财期的前期举办第三次世界

套前后呼应的连贯章法。尽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

气候大会。理事会认为，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

脑会议可能帮助说明许多重要优先点，但它不可

议和这两次气候会议，再加上第4.1.1.6段所讨论

能为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所有答案。因此在

的WMO在气候活动中作用的令人鼓舞的框架，

WSSD之后的世界里，需加强努力，改进与气候

可以为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做好铺垫。理

有关的国际计划的各重要利益相关方的协调，特

事会特别注意到，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形成有关人

别是在筹集资金方面。理事会忆及气候议程跨机

类活动对未来气候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结果。然

构委员会是为此确立的一个机制，并仍作为向理

而，尽管为开始筹划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时间

事会报告的机构。考虑到跨机构委员会已停止活

安排很顺利，且本次会议的时间应与前二次会议

动多年，理事会认为目前秘书长与其试图恢复其

相当，但不能低估在资金和人力资源方面需做的

工作，还不如考虑将新的咨询机制作为评估过程

大量工作，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理事会听取了有

的一部分，并提出了理事会在4.1.1.6段中提出的

关这一问题的很多意见，包括以下事实：今后五

一个新的框架。

年将召开若干次重要的世界高峰会议，如果在第

4.1.1.9

理事会注意到与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

十四财期期间举行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可能对

议相关的筹备过程提出的重要信息之一是“伙伴

预算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理事会同意，建议第14

关系”概念。理事会赞同咨询组关于WMO参与

次大会考虑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的时间定在再

主要伙伴关系活动重要性的观点，但同时也认识

下一财期初，可能同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发表

到它们在资金需求方面给本组织带来了费用负

相一致。

担。因此WMO采用严格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时候
将精力和时间投放到开展伙伴关系方面是很重要

4.1.2

CCl主席的报告；CCl第13次届会的报

的，并且应密切关注它们给会员尤其是NMHS带

告（议题4.1.2）

来的相对收益率。例如，参与IPCC的伙伴可能会

4.1.2.1

得到会员的很好支持，因为NMHS已经对其过程

届会以来有关活动的报告。CCl第13次届会（2001

很熟悉并很好地融入到这些过程当中。理事会还

年11月21—30日，日内瓦）参加会员有显著增加，

注意到，由于很多NMHS已在WMO的区域和次

来自82个会员和7个国际组织的149位代表出席了

区域水平上采用了伙伴关系方法，因此鉴于首脑

会议。理事会通过了决议2（EC-54）
。

会议的期望成果十分重视这一概念，在这方面使

4.1.2.2

用这一术语十分有利。

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架构，包括一个管理小组、

4.1.1.10 理事会获悉将于2003年3—4月在北京和

三个OPAG、三个实施协调组、16个专家组以及

2003年9—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两次大型全球气候

一些独立报告员。理事会对CCl的这一新架构表

变化国际会议。注意到两个会议互为补充，因此

示赞赏，并相信该架构将改进气候服务的提供，

理事会对这两个会议都表示了强力支持。北京会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理事会赞同CCl的如下展

议将侧重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而莫斯科会议

望声明：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CCl主席关于第53次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CCl-13为开展工作而

的主要目的是使参会者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

CCl的展望是促进、理解和协调国际技

讨论。后一个会议将考虑自然和人为因素，并确

术活动，以获取和运用气候信息和知识

定社会和经济应对措施，以及证明是正确的可以

来支持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减少人为因素对气候系统影响的方法。莫斯科会

护。
4.1.2.3 理 事 会 对 委 员 会 通 过 寻 求 共 同 组 织

议的目的是要在科学家、政府、企业利益和广大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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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OS AOPC，以促进和其他机构不断增进的合

年与委员会的下次届会一起组织。管理小组选择

作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委员会向执行理事会

“气候 — 一种资源”为这一大会的主题。

通报，GCOS AOPC已要求德国、日本、英国和
CLIMAT和CLIMAT TEMP站。理事会支持委员会

区域气候中心
4.1.2.9 理事会高兴地收到来自RCC跨委员会专

和GCOS指导委员会及WCRP联合科学委员会一

题组的报告。理事会对专题组开展工作的质量表

起在共同组织AOPC方面所作的努力。
4.1.2.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管理小组和

示由衷的赞赏。同时理事会一方面认识到已经建

WMO秘书处已经实施了各项建议，及在CCl-13

的准备。今后需要开展工作以保证NMHS在提供

上试验性地组建了新的工作架构。为此，理事会

服务方面的领导作用，并确保发展中国家的NMHS

认识到需要努力支持RCC跨委员会专题组的工

在发展气候服务方面不掉队，并确保相关WMO

作，理事会还注意到在组建RCC方面取得的进

委员会之间以及WMO与所有其他有关的机构之

展。理事会对中国、日本和俄罗斯联邦承担RCC

间保持紧密的合作。
4.1.2.10 注意到RCC的概念得到各委员会的广泛

美国的监测中心将扩大范围以涵盖所有的

的慷慨承诺表示感谢。但是，理事会注意到仍没
有批准和实施RCC。
4.1.2.5 理事会对委员会针对理事会提出的一系

立了重要的基础，但仍需要为筹建RCC作更详细

支持，理事会重申，在不削弱NMHS提供季节-年

列问题而采取的行动表示感谢，特别是，它注意

度间预报的作用下，它支持建立此类中心。
4.1.2.11 理事会强调了确保在全球、区域和国家

到在目前《气候业务指南》
（WMO-No.100）第一

的气象及相关服务提供综合框架内进一步发展

部分基本完成的情况下，CCl在计划和开始组织

RCC概念的重要性，从而不会导致在继续开展气

第二部分所作的努力。理事会支持委员会的设

象和气候服务时产生人为分割。在再次强调提供

想，首先开始确定第二部分的需求和必须包括的

气候服务是NMS气象服务作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条目，然后采用结构化的方式制定《指南》第二

分以及WMO已具有良好的对NMS提供支持的区

部分。理事会敦促其尽快完成此项工作。
4.1.2.6 理事会认为先于CCl-13举行的为期两天

域/专业气象中心系统时，理事会进一步强调应在

的21世纪气候服务技术会议促进了CCl届会的成

展密切合作，确定有关职责、运转的程序和发布

功召开。近90位会议参加人员留下来参加了委员

气候产品的术语。理事会确认指定RCC应当遵循

会届会。理事会对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尺度气象学

为指定RSMC所设立的程序，以便充分考虑到由

合作研究所Peter Lamb教授主持科学会议表示感

现有的各个GDPS RSMC承担的与气候有关的职

谢。共有116位代表出席会议，WMO给其中至少

责。理事会鼓励CCl、CBS和区域协会尽快认真

17个最不发达国家和46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供

协调RCC的设计和实施工作。
4.1.2.12 理事会注意到RCC跨委员会专题组第二

了资助。
4.1.2.7 理事会获知会议得到了外部资金，使得

基本系统和公共天气服务职责两个方面与CBS开

次会议（2002年3月25—28日）的报告，并认识

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代表能够参加

到在RCC的功能方面已提出了足够多的要求，目

这个重要的会议。理事会对澳大利亚气象局支持

前应着手开始建立RCC网络。理事会进一步注意

一位科学家协助会议的协调工作表示感谢，并对

到，区域协会将在专题组的工作基础上考虑关于

英国和EUMETSA提供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理

指定这些中心的问题。
4.1.2.13 理事会注意到并赞同RCC跨委员会专题

事会注意到，包括会议发言摘要以及张贴摘要的
CD-ROM已分发到所有与会人员。
4.1.2.8 理事会注意到管理小组关于尽早启动下

能的建议时，各区协应根据区域的需求灵活决定

次技术大会筹备工作的意向，下次大会拟于2005

各项功能。但是，理事会也提醒各区协，它们应

组的建议。理事会尤其同意，在提出RCC及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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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本区域需要哪些必要的服务时考虑整套必

会很高兴秘书长已将这些结果告知各会员并敦促

要的气候服务。理事会注意到需要开展的各项功

它们改进信息传输工作。理事会注意到CCl已经

能的重要性，其中包括继续开展并扩大各区域的

要求在各监测中心和已确立的国家联系人之间定

气候展望论坛、气候预测和总体能力建设。
4.1.2.14 理事会认为，在一些地区，一个虚拟的

期反馈信息，确保能尽快订正有关资料和传输的

RCC就可以满足区协的要求，而在其他地区则可

成本过高，并敦促认捐国帮助解决与观测系统有

能需要一个专门从事RCC的机构。这应根据各区

关的问题。

域具体情况而定。
4.1.2.15 理事会注意到JMA建立了东京气候中心

错误。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许多国家耗材供应的

来为日本提供服务。但是，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气候系统监测
4.1.3.2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委员会为建立供气候

该中心的一些功能可支持亚太地区NMHS的气候

界使用的合适资料库而寻求和其他技术委员会合

信息服务，尤其是季节和跨年度预报。在此方面，

作所作的努力。理事会同意CCl主席的意见，物

计划于2002年7月在日本东京举办一次亚太地区

候资料应当成为监测气候变率的一个重要工具，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局长高级气候服务会议。
4.1.2.16 理事会同意专题组的观点，并强烈支持

并且鼓励CCl/CHy/CAgM联合专家组在此方面所

需要安排一次全球季节至跨年度预报制作单位研

JCOMM的密切合作，加快海洋有关气候资料的

讨会，会议将包括GDPS中心和下属WMO但能提
供业务产品的机构。此次由CBS进行协调的会议

收集。
4.1.3.3 理事会注意到在CCl-13上作为气候变化探

将说明这些中心承诺愿提供的产品。研讨会还将

测、监视与指数专家小组重新组建的CCl/CLIVAR

提供机会，统一在业务基础上提供产品的标准、

气候变化探测联合工作组在开发指数方面取得的

格式和安排，并确定支持RCC所需的业务安排。
4.1.2.17 理事会赞扬专题组成员所完成的出色工

进展。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作，理事会尤其注意到主席S. Mildner先生和CCl

在发展中国家规划的能力建设，并对专家组将业

主席Y. Boodhoo先生所做的工作。
4.1.2.18 理事会同意专题组的意见，即与职责有

务使用的气候变化检测指标信息加入到特别气候

做的工作。同样，理事会鼓励委员会和卫星团体、

的准备过程中已经采用了这些指数。理事会欢迎

关的工作已经完成。理事会进一步认识到如果需

系统监测报告中的意图表示支持。
4.1.3.4 理事会欢迎CCl-13关于加快准备1998年

要对该问题作进一步考虑，CCl和CBS已拥有充

中期到2001年中期第七次全球气候系统评述的决

足的组织机构来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理事会进

定，理事会认为这一系列评述与每年的气候声

一步同意，通过区域协会和有关的技术委员会主

明，是了解主要气候过程和异常的重要资源。

席，区域计划的实施现在应考虑各区域RCC的具
体功能并开始建立RCC网络。

CLICOM项目
4.1.3.5 理事会注意到对部分会员提供的各类气

4.1.3

候资料库管理系统的测试和验证进行评议取得的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议题4.1.3）

进展。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所有会员通报现有的
观测需求和标准
4.1.3.1 执行理事会忆及第53次届会对GSN站开

CDMS系统及其评议结果。理事会强调了这一活

展CLIMAT报的建议。注意到监测结果表明，德

事会因而敦促VCP认捐方对实施将来的CDMS，

国和日本监测中心收到的GSN CLIMAT和GUAN
CLIMAT TEMP 报 告 与 整 个 CLIMAT 和 CLIMAT

包括培训给予高优先。
4.1.3.6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许 多 国 家 仍 然 使 用

TEMP观测网的接受率相比没有显著改进。理事

CLICOM资料管理系统，建议继续支持所有三种

动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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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CLICOM 3.1版软件。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4.1.4

俄文的CLICOM 3.1版可以从俄罗斯水文气象信息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包括CLIPS
和气候资源（议题4.1.4）

研究院的网站或通过WMO网站直接下载。理事

4.1.4.1

会赞赏地注意到ASECNA提供了一套CLICOM软

续发展，进一步赞赏每个NMHS推荐CLIPS联系

件模块，用于以标准格式输出机场气候概述。
4.1.3.7 理事会忆及第53次届会已经注意到干旱

人的程序，并且将这些推荐人的重点放在能力建

预防项目的成功，并进一步注意到大部分成功应

组织的CLIPS项目联系人研讨会。理事会还满意

归因于向参与国提供了11套CLICOM系统，理事

地注意到这些研讨会是由国际和区域专家领导

会注意到WMO在灾害预防中的作用，因而同意

的，并且讨论会还涉及科学、管理（包括项目管

CCl和秘书处支持并鼓励未来类似的活动。

理）和应用模块工作。理事会对研讨会的结构表

DARE项目
4.1.3.8 理事会强调了高质量、均一气候资料集

执行理事会赞赏CLIPS联系人网络的继

设活动上。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继续为相关区域

示满意并建议继续在各区域进行。
4.1.4.2 理事会强调展示气候服务价值的项目的
重要性，以及在这些项目中开发决策方法和过

的重要性，并敦促将DARE项目扩展到更多国家。

程，将气候信息和预测转换为最大获益行为的重

理事会同意利用数字扫描仪和数码相机从气候档

要性。理事会号召在世界各地区进一步制定此类

案中（纸质、缩微胶片、缩微平片）制作计算机
可存取图像的计划。理事会欢迎协调不同区域资

项目，并建议尽快实施。
4.1.4.3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增进CLIVAR和CLIPS

料拯救工作的建议，制定一个统一的制作国家、

在各气候时间尺度上与R&D方面的联系能够获得

区域和全球数字化气候资料战略，并在制定资料

潜在效益。理事会还确认开发嵌入全球气候模式

拯救项目前开展区域需求调查。
4.1.3.9 理事会支持CCl关于在DARE项目内合并

的区域气候模式可以提供未来的降尺度预测，它

ARCHISS的建议，该建议的目的是拯救从非气象

用。理事会 鼓励下一 步采取措 施扩大CLIPS 和

档案中获取的资料。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法国为
从档案中拯救14个非洲国家的气候资料所做的努

WCRP CLIVAR计划之间的联系。
4.1.4.4 理事会对不同区协继续开展区域气候展

力，并敦促它与ASECNA协调。理事会还赞赏在

望论坛表示满意，并且注意到它们在这些区域正

美国支持下进行的非洲7国高空资料拯救项目。
4.1.3.10 理事会注意到DARE会议的建议，拯救

起着重要的作用。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论坛通

目前由于硬件故障和介质磨损或者软硬件不兼容

些用户中正在发挥的重要作用。理事会对CLIPS

而不能读取的介质上的资料。理事会敦促各会员

项目参与组织这些会议的组织进一步表示满意并

确保已储存在计算机介质上兼容的资料能定期转

鼓励继续开展此方面工作。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存到新的介质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探寻向各会

各区域在执行有关区域气候展望论坛国际专家会

员，特别是那些硬件不能使用或者介质不能读取

议（2000年10月16—20日，比勒陀利亚）全球评

的国家提供适当援助的途径。

议的后续建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资料的均一性
4.1.3.11 理事会注意到对气候时间序列均一化和

气候与人类健康
4.1.4.5 理事会注意到CCl对生物气象活动，包

元数据的调查结果。在考虑到明确级别的综合质

括开发一些气候指标的兴趣。它特别注意到CCl

量系统的内容后，理事会建议应当建立一个合适

在研究通用热气候指数需求方面的活动。这一活

的CCl专家组制定指南，以帮助各会员国在气候

动是作为WMO与国际生物气象学会间签署的谅

时间序列均一化方面的工作。

解备忘录的结果而发起的。理事会敦促CCl与CBS

比那些从全球尺度模式直接获得的预测更适于应

过使气候预测和信息用户参加其会议，在培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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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确定这样的指数对开展极热环境下人类承

括使用遥感卫星资料。理事会注意到这些增强的

受力的业务评估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并确保其考虑

测量将会帮助描述和确定大气状态，这可能有助

地方的健康影响。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2002年2

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理事会鼓励CCl准备一份

月11—15日在内罗毕召开的ENSO对人类健康影

有关气候资料的报告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响研讨会的报告。理事会获悉，最近结束的会议

理事会指出有必要在这一重要领域为会员开展能

和研讨会，即由WMO、WHO、PAHO和UNEP联

力建设及制定指南。

合主办的“加勒比气候变异和变化及其健康影
响”
（巴巴多斯，2002年5月21—25日）研讨会。

4.2

示范项目：热/健康预警系统
4.1.4.6 理事会获悉气候与健康示范项目的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情况。它赞赏地注意到热/健康预警系统在意大利

WMO 及其会员国 NMHS 继续积极参与 UNFCCC

罗马和中国上海已按计划进行。理事会强调需要

工作，以及 WMO 对 UNFCCC 秘书处的支持而

NMHS开展此类方法学的能力建设，并敦促CCl

采取的行动。

除热因子以外，继续通过组织其他气候因子的示

4.2.2

范项目来支持这样的活动，并将此类活动向其他

发言中所提出各类问题的重要性，秘书长尤其令

城市扩展。

人关注地提到需要继续支持对所有和气候有关的

4.2.1

气候议程内的协调活动（议题 4.2）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为确保

理事会强调秘书长在 UNFCCC COP-7

观测计划和系统的加强。他还向公约强调在
城市与建筑气候学
4.1.4.7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有关解决大都市地区

WCRP 和其他有关全球变化研究计划下正在进行

环境问题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处理与人类健康有

主办 IPCC 继续在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关的城市问题的活动。理事会注意到CCl对这一

4.2.3

主题给予更多关注的意向，并要求委员会进一步

候变化不利影响方面所作的决定。理事会特别注

开展此项工作。
4.1.4.8 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学委员会第13次届会

意到这样的观点，即应当通过全球环境基金和其

同意应扩大在能源气候服务方面的活动，将更多

性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活动。理事会敦促各会员

的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气候资源）。委员

的 NMHS，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要认识到建立新

会已为该主题建立了专家组，理事会对此表示满

的资金协议对它们各自活动以及对它们积极参与

意。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该专家组目前正在制作

需它们做出贡献的国家计划的重要性。NMHS 对支

一份海报和简报，介绍关于利用气候资料和服务

持诸如疾病及其传播媒质的监测，自然灾害预防

来开发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

等适应活动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它既可为此做出

理事会欢迎CCl的这一措施。
4.1.4.9 理事会认识到对气候资料和服务有着越

贡献，又可从中受益。同样，NMHS 在各自国家的

来越多的需求以支持各类能源部门。它注意到因

能提供相关信息和指导。

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各类协议的推动而达成的

4.2.4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措施有可能会对这些服

气候观测系统方面取得的进一步进展表示满意。

务提出更多的需求，以支持发展和实施可再生能

此问题在议题 4.3 下详细讨论。理事会还获悉已

源生产。
4.1.4.10 理事会赞同委员会的要求，让会员更新

提出的涉及教育、培训和共公意识的公约第 6 条

其仪器，加强或建立太阳辐射和风测量网络，包

气候》一书包含有大量基于 IPCC 第三次评估的

的气候研究的重要性。理事会注意到 WMO 通过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 UNFCCC COP-7 在气

他机制提供资金，支持有关信息和方法学，脆弱

能力建设中起重要作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尽可
理事会对公约及附属机构采取措施改进

实施中的困难。由 WMOT 赞助的《二十一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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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这些资料很易获取，它们将作为 WMO 贡献

公约、机构和组织一起增强在有关气候变化和森

的坚实基础。

林生物多样性方面开展研究和监测活动的合作，
并寻求建立一个国际网络的可能性，以监测和评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估气候变化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4.2.5

4.2.12

理事会对秘书长为支持 UNCCD 而采取

预防和减轻森林大火的不利影响以及遏

的广泛行动表示赞赏，这包括在北京的 CMA 培

制火灾，包括开发风险评估系统和早期预警系

训中心组织的气候资料在干旱预防和管理及可持

统，对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理事

续农业中的应用 WMO/FAO/UNEP 流动讲习班

会同意 SBSTTA 将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并且需要

(2001 年 5 月 15—24 日)，以及 WMO 积极参加

对火险预报系统、监测、公共教育和立足于社团

COP-5。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已向各会员通报了

方式的大火预防和管理提供咨询。

COP-5 做出的主要决定。

4.2.13

4.2.6

CBD 的活动并使会员完全了解同该公约相关的活

理事会注意到在 COP-6 上，科学技术委

员会将优先详细讨论“土地退化、脆弱性和恢复：

理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促进 WMO 参加

动的进展。

一个综合途径”。理事会敦促会员同国家联系人
密切合作，以确保 NMHS 在此优先问题上所做的

4.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议题 4.3）

贡献能够载入 COP-5 的国家报告中。

4.3.1

执行理事会对 GCOS 指导委员会主席

4.2.7

理事会还注意到对公约秘书处的继续支

P.Mason 先生提交的该计划进展报告表示欢迎。

持，它要求秘书长继续促进 WMO 参与 UNCCD

去年 GCOS 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 GCOS 基准站网

的活动，并向会员全面通报有关公约的各项进

的执行与进一步计划；继续与 UNFCCC 相互配

展。

合，包括地区研讨会计划的进展，以及为 GCOS

4.2.8

理事会对 WMO 积极参加国际干旱研讨

和 GCOS 秘书处寻求所需资金以满足这些基本需

会（2001 年 11 月 12—14 日，摩洛哥非斯）
、减

求。

轻气候引起的自然灾害研讨会（2001 年 12 月 12

4.3.2

—13 日，荷兰代尔夫特）以及由斯洛文尼亚环境

业已存在的密切合作感到高兴，尤其是与 WWW

局组织的干旱预防和管理区域研讨会（2001 年 12

和 WCP 在 GSN 和 GUAN 方面的合作；与 AREP

月 17 日，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表示满意。

在 GAW 方面的合作；以及与 HWRP 在建立全球

理事会同意干旱预防和干旱管理战略是可持续发

水文陆面站网方面的合作。

展的关键，特别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它要求

4.3.3

秘书长确保 WMO 继续参加此类研讨会。

的 WMO 各技术委员会之间的密切合作，尤其是

理事会对 GCOS 与一些其他 WMO 计划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GCOS 继续与相关

与 CBS，CCl，CHy 和 JCOMM 的合作。特别令
生物多样性公约

人 高 兴 的 是 GCOS 积 极 参 与 CCl-13 会 议 和

4.2.9

GCOS/WCRP 已形成的协议，即 AOPC 将与 CCl

理事会对秘书长就 2001 年 11 月的 CBD

的 SBSTTA 第七次届会提出的报告表示赞赏。理

一起完成一些共同的任务。

事会注意到，目前 CBD 正日益关注同生物多样

4.3.4

性有关的一些重要的天气和气候相关问题。

和 GUAN 计划在实施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认识

4.2.10

理事会注意到，应 SBSTTA 建议 VI/7

到在这些站点中有许多台站资料的可获性和质量

的要求，IPCC 同意准备一份有关气候变化和生

需进一步提高。理事会重申 CBS 和 GCOS 各中

物多样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技术报告，作为对公约

心之间在监测 CLIMAT 和 CLIMAT TEMP 记录的

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进行试点评估的贡献。

实施情况和资料质量实际问题上加强合作和协调

4.2.11

的重要性，并且对针对这些问题近期在德国召开

理事会欢迎 SBSTTA 的决定，邀请相关

理事会注意到在 AOPC 的领导下，G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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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 GSN 与 GUAN 协调调的 CBS/GCOS 专家

4.3.7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2001 年 6 月由德

会（2002 年 5 月 15—17 日，奥芬巴赫）表示十

国气象局主办的在德国科布伦茨召开的全球水文

分赞赏。理事会欢迎该会议关于建立 CBS 的

陆面站网的实施国际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本会旨

GCOS 资料领导中心的建议，并对 GCOS 监测中

在进一步建立一个全球水文陆面站网，以及在

心和分析中心（德国气象局、JMA 和 NCDC）已

GCOS TOPC 领导下，GTOS，HWR 和 GCOS 在

同意在试验基础上履行这一功能表示赞赏。理事

这项工作中的密切合作。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及

会注意到符合 GCOS 要求的这些强大的支撑性观

CHy 和 CBS 等相关技术委员会审议实施全球水

测网也能使许多其他工作任务深受裨益，理事会

文陆面站网的各项行动。

敦促各会员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加强对 GSN 和

4.3.8

GUAN 站网的支持。

重大进展，理事会向那些为 GCOS 计划做出重要

4.3.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GCOS/AOPC、CCl

贡献的会员表示感谢。不过，理事会注意到，随

和 CBS 观测资料需求和全球观测系统的再设计专

着新增网站的确定和实施，GCOS 面对的需求已

家组在制定气候应用观测需要的指导说明方面所

超出了目前的财力。理事会强烈敦促各会员考虑

进行的出色合作。这次合作还包括了与气候方面

通过调派合适人员或向气候观测系统基金提供捐

其他一些部门的合作（如 WCRP），这次合作提

款，向 GCOS 秘书处提供更多支援。理事会赞赏

出了一份现场及空间气候观测提供部门可广泛接

地注意到联合国关于支持 GCOS 秘书处工作的承

受的指导性说明。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GCOS 参

诺。

加了 WMO 关于卫星问题高层政策协商会议以及

4.3.9

在第二次会议上气候方面的需求得到了更多的关

会员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为响应 UNFCCC COP-5

注。理事会表示完全赞同由 GCOS/WCRP AOPC

的决定 5/CP.5—“研究和系统观测”和决议 3

最终确定的那些 GCOS 气候监测原则（参见本报

（EC-52）—“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有关部分

告的附录Ⅲ），并要求 GCOS 秘书处准备必要的

所采取的行动。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

决议草案供第 14 次大会审议。

COP-7 会议上向与会者致词并鼓励各会员积极参

4.3.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 GCOS/GOOS

与准备详细的系统观测国别报告和积极派员参加

/WCRP OOPC 的指导下，在建立业务海洋气候观

本国出席 COP 会议的代表团的工作。理事会高

测系统方面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理事会特别注

兴地注意到，与历次届会相比，在 COP-7/SBSTA

意到，在 JCOMM 的协调下，SOOP、VOS 及 DBCP

15 会议上，参加关于系统观测非正式协商的会员

取得了积极的发展，为 Argo 活动所投入浮筒数

有很大增加，理事会对向本国代表团提供支持的

量的增加十分鼓舞人心，以及 GODAE 实施计划

会员以及开展这一工作的 GCOS 秘书处表示感

的完成和 OOPC/AOPC 海面温度和海面气压两个

谢。

工作组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4.3.10

UNESCO 的 IOC 对 GCOS 的支持，以及 IOC 目

UNFCCC 的决定置于高度优先地位表示欢迎，并

前对 GCOS 财政支持的承诺。
理事会认识到 GOOS

且重申坚决支持 GCOS 在这方面的工作。理事会

的气候模块是 GCOS 的海洋组成部分，GCOS 是

同意目前正在实施的让 UNFCCC，及其有关系统

向 UNFCCC 提供有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充分性

观测的附属机构参与的过程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信息的一个重要机制。理事会认识到 GCOS 和

以使各国政府有机会解决观测系统中所存在的不

GOOS 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中所起的重要作

足，该系统用以满足它们对气候变化和变异各方

用，并欢迎 GCOS 和 GOOS 为推动即将于 2002

面的需求。

年 8 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

4.3.11

会议所做的努力。

备文件“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全球观测系统的发

认识到 GCOS 基准站网的实施已取得的

理事会赞赏 GCOS 秘书处代表 WMO 各

理事会对于 GCOS 指导委员会把响应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GCOS 秘书处在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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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和 有 关 决 定 5/CP.5 ” 活 动 的 进 展 报 告

实施做出规划。

(FCCC/SBSTA/2001/MISC.9)所做的努力。该报告

4.3.15

是通过 SBSTA 15（2001 年月日 1 月，马拉喀什）

5/CP.5 提交的一份对国家报告进行综合与分析的

以参加气候议程各个机构的名义提交给 COP-7 会

临时报告，该报告是 GCOS 秘书处为 SBSTA-16

议。理事会注意到 SBSTA 15 对“全球气候观测

准备的。它赞赏地注意到 SBSTA-16 已同意 GCOS

系统正在衰退”表示的担心，并鼓励 GCOS 继续

指导委员会在该报告中强调的优先重点，如保证

“与其主办者和全球观测系统的合作伙伴携手努

国家资料中心资料的可用性。理事会还强调通过

力解决该问题。
”

与 GCOS 国际资助单位有直接联系的各种国家机

4.3.12

理事会对 GCOS 指导委员会提出的根据

构来保证向 GCOS 提供捐助的有效国家协调的重

UNFCCC 第三期国家通讯和系统观测缔约方的详

要性。它因此鼓励常任代表在建立适当的 GCOS

细报告以及其他现有资料，准备提交第二份关于

国家协调机制中起领导作用。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充分性的报告表示坚决支持。

4.3.16

理事会注意到 SBSTA 15 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并提

求，明确气象和海洋观测方面的不足，并且与

出“要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份报告，为将

GCOS 秘书处一起解决这些不足并确定资金的来

来的工作提供一个框架，以改进全球监测系统”

源。理事会欢迎由美国提出的着手解决有关与其

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理事会敦促各会员通过各种

他捐助国配合基础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的声明。

方式为 GCOS 秘书处完成这些工作提供支持。理

此外，理事会敦促区域协会要考虑如何在本区域

事会鼓励 GCOS 采用综合的方法，通过把卫星及

进行专门的研讨会，或许可以与海洋学和陆地界

实地观测资料包括进来以及吸纳各方面专家参与

的同事一起合作。

来开展第二次充分性报告的研究。

4.3.17

4.3.13

理事会重申坚决支持 GCOS 区域研讨会

UNFCCC 论坛上，代表 WMO 和其他 GCOS 主

计划，并注意到该计划已帮助提高了对观测系统

办者所承担的越来越多的责任提供支持。理事会

问题的认知度。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SBSTA 在

重申对以前提供过这种支持的会员表示十分感

其第十六次届会上审议了计划试验期间拟订的两

谢。理事会注意到这种支持可直接针对已确定的

个区域行动计划（太平洋各岛国和东部及南部非

各项活动，如：组织区域研讨会；制定发展中国

洲各国）之后也保证支持这个计划。理事会对于

家能力建设的提议；根据 UNFCCC 的要求对系

最近已结束的为中美洲及加勒比各国召开的该系

统观测国家报告进行分析和综合；和/或为 COP

列中的第三次研讨会以及对这一区协正在制订中

准备第二次气候观测系统充分性报告。

的行动计划表示满意。它重申，需保持的区域研

4.3.18

讨会计划的动力并使行动计划产生具体成果。

第 53 次届会的强烈要求，在前两年期对 GCOS

4.3.14

理事会欢迎全球环境基金继续支持区域

秘书处工作提供的支持，并要求在目前两年期

研讨会计划并且认识到要全面实施就必须有相应

内，在已批准的财力之内采用一切灵活手段予以

的资金。理事会注意到 SBSTA 已敦促 GCOS 做

优先支持。

理事会欢迎 UNFCCC 缔约方根据决定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按照决定 5/CP.5 的要

理事会敦促各会员对 GCOS 秘书处在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按第 13 次大会和

好研讨会的其余计划并敦促各会员尽可能地帮助
提供所需的相应支持。理事会还注意到 SBSTA 16

4.4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及对策计划（议题 4.4)

（2002 年 7 月 5—14 日，波恩）鼓励 UNFCCC

4.4.1

执行理事会对 UNEP 欧洲区域办公室主

缔约方寻求各种为实施区域研讨会产生的行动计

任 F. Schlinge 先生就 WCIRP 实施所取得的进展

划提供资助的方案。它注意到 SBSTA 已要求全

报告，以及 UNEP 制定一个更全面的气候变化战

球环境基金向 COP-8（2002 年 10 月 23—11 月 1

略报告表示满意。理事会获悉 UNEP 正提议重新

日，新德里）报告其进展，并为支持行动计划的

振兴 WCIRP，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伞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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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气候议程重点三范围内和气候有关的 UNEP

理事会因而强调 WCRP 的继续发展和 WMO 的联合

活动。UNEP 代表注意到和气候变异有关的活动

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通常不属于 UNEP 气候变化战略的主流内容，因

4.5.2

而应是 WCIRP 的一个重要部分。WMO、UNEP

WCRP 的联合支持者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保

和其他组织间在通过早期预警和准备，减少环境

持资金支持的水平方面。IOC 认识到 WOCE 结果的

紧急事故的影响，如：1997—1998 厄尔尼诺事件

重要意义，该试验正接近完成（参见总摘要第

方面业已存在的成功合作是一个优秀的典范，在

4.5.7 段）。另外，预见到 CLIVAR 研究将转向对

此基础上可开展新的工作。例如，可开展一个后

以十年的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的认识与预报上。

续评估，评估各国政府，特别是那些参与研究的

IOC/WMO/UNEP/ICSU GOOS 将为这项重要的 CLIVAR

政府是否能更好地应对类似厄尔尼诺这样的自然

研究提供支持。IOC 的代表进一步注意到，结合

灾害。

GOOS 和 GCOS，WCRP 是 OOPC 的一个主要支持者，

4.4.2

理事会得知 UNEP 正建议加强其和可持

IOC 的代表还强调该委员会将继续作为

它推动了 GODAE 和全球廓线浮桶计划 ARGO。这些

续发展有关的活动，特别是在 UNFCCC 和京都

活动正取得优异的进展。

议定书相关的领域。理事会注意到 UNEP 不断努

4.5.3

力开展区域性能源可持续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

展。理事会尤其感兴趣地注意到在 CLIVAR 方面

和能源的有效利用。为此理事会鼓励 UNEP 在

所开展的区域研究，其研究重点是非洲气候变

WCIRP 下与 CCl 气候为能源服务专家组继续密

异、VAMOS 和亚-澳季风。另外还组织了针对大西

切协调。

洋、太平洋和南部海域及邻近地区的活动。另一

4.4.3

理事会注意到 WCRP 核心活动取得的进

理事会获悉 UNEP 有关气候变化和土地

个关注的重点的是海-气互动，目前还在考虑改

利用变化以及森林方面的举措。理事会对 UNEP

进对海-气通量的战略。同时，这一系列的努力

在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中所做的努力表示

为推进地球耦合气候系统的自然变异及其可预报

赞赏，并鼓励 UNEP 与 CCl 密切合作。

性提供了全面的观点。理事会强调还应重视

4.4.4

CLIVAR 科学成果的应用和适用性。

理事会注意到，UNEP 继续支持 IPCC

和 GCOS，加上 WMO 以及其他组织的贡献，观

4.5.4

测工作和站网工作将会得到改进，人们将会提高

2001 至 2003 年期间的协调强化观测阶段，此间

对气候和全球变化的认识。

将收集所有 GEWEX 区域水文和大气研究的统一资

4.4.5

关于 UNEP 和 WMO 在世界可持续发展

料集。协调强化观测阶段将与 WCRP 的其他组成

首脑会议方面的合作，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UNEP

部分一起促进评估洲尺度的热量与水汽源和汇对

对与 WMO 密切合作准备世界首脑会议很感兴

全球气候系统及其异常变化影响的进程。理事会

趣。理事会注意到 WMO 所涉及的问题是农业气

注意到于 2001 年 9 月在巴黎召开的 GEWEX 第四

象，它将导致可持续的粮食生产以及气候资料在

次国际科学会议，会议重点是 GEWEX 的核心主题，

可替代能源生产及健康中的应用。这种密切合作

它们包括云粒子物理学和云/气溶胶互动、全球

可能促成使各国受益的联合行动。

水循环及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遥感和陆面进

理事会关注的另外一项活动是 GEWEX 在

程。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议题 4.5）

4.5.5

4.5.1

执行理事会对 WMO、IOC 和 ICSU 联合实

草 WCRP CliC 研究初步实施计划，以便为 2003

施 WCRP 所取得的成果及进展表示赞赏。理事会

年的国际承诺大会做准备。理事会鼓励所有对北

认识到 WCRP 的结果在作为 NMHS 业务气候预测服

极、南极和南部海洋感兴趣的会员在现有资金范

务基础及巩固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重要性，进而

围内支持和参与 CliC 项目。同时，WCRP ACSYS

对 NMHS 就气候问题提供的科学建议也是重要的。

正在按计划进行，它更明确地将目标限制为评估

在极地研究方面，理事会注意到正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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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在全球气候中的作用，该项目正在收集大量

气候观测和资料管理系统，并努力重构过去气候

关于北极洋流、温度和盐度、海-冰、与北大西

和发展适当的区域气候模式。计划组织一次多学

洋水体的交换的新资料集

科研讨会拟定战略以满足这些目标，并着手回答

4.5.6

理事会获悉，在 WCRP SPARC 研究项目

所涉及的科学问题。理事会强调尽可能快地安排

的主持下于 2001 年 10—11 月成功规划和实施了

此项活动及在干旱地区气候条件研究中取得进展

达尔文区域海浪试验。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美

的重要性。理事会忆及，2001 年 2 月在摩洛哥举

国的科学家参与了本次试验，该试验旨在定性在

行了开展非洲重点气候指数研讨会
（CLIVAR 和 CCl

澳大利亚北部春季强日对流期间产生的波场对中

联合承办）。取得的这些结果主要与干旱地区研

层大气环流的驱动力。

究有关，同时理事会建议还应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4.5.7

4.5.10

与 IOC 代表一样，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 WOCE

理事会对 WCRP 和其他全球环境变化计

取得的成果，目前该试验正处在最后阶段，将对

划（IGBP 和 IHDP）之间不断发展的合作关系表

外场计划期间（1990—1998）收集到的观测结果

示欢迎。过去一年里这一合作的特殊重点是“全

进行综合，使其能完整地、动态连续地反映 1990

球变化开放性科学大会：变化中的地球的挑战”

年代的海洋环流状况。WOCE 促进了海洋观测技术

(2001 年 7 月 10—13 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有 100

的重大进步（例如：自动浮标、海洋地形卫星精

多个国家近 1600 位科学家和决策者在这里相聚。

密传感器）且大大扩大了对深海结构和环流的认

会议由 WCRP、IHDP 和 IGBP（以及 DIVERSITAS—

识。根据 WOCE 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关于海洋

一项由 UNESCO、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国际生物

环流和气候问题的内容充实的书，而最新版的

科学联合会和国际微生物科学联合会开展的一项

WOCE 资料集则通过 CD-ROM 散发。根据 WOCE 的观

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计划）共同发起。大会正式

测结果，已开始准备一系列有关全球海洋物理和

批准了阿姆斯特丹声明，声明再次重申全球变化

化学属性的大开本地图集。

的现实性并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声明还强调目前

4.5.8

理事会对继续积极开展的 WCRP 气候模

正在由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拟定的全球环境合作研

拟活动感到鼓舞。通过与 IGBP 合作，正在对大

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提出了由 WCRP、IGBP

气-陆地-海洋-碳模式与指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构

和 IHDP 共同实施的与社会和全球可持续性（碳

想全面耦合后得出的结果开展对比。在 WCRP 的

循环、粮食系统和水资源）有重要关联的问题的

鼓励下，准备借助对很多气候学问题研究至关重

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一个综合方法，涉及广泛的

要的现代化同化/分析方案开展几次对大气环流

研究学科。执行理事会敦促有关的 WMO 计划也充

的多年再分析。关于这一点，理事会高兴地获悉

分参与这些项目的制定。

ECMWF 新的 40 年综合再分析工作已取得良好进

4.5.11

展，JMA 正在进行 25 年（1979—2004）再分析，

名单最终建议做出决定。将同 ICSU 和 IOC 讨论

预计于 2005 年完成。

该名单，以挑选接替即将离任成员的候选人或延

4.5.9

长成员的任期。

理事会荻悉了 WCRP 干旱和沙漠地区气

理事会对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候选人

候研究专题组的简要工作情况。专题组认为，在
能够就未来气候状况对干旱地区的影响进行实际

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议题5）

的评估以前，必须充分表现过去和现在局地气候
变异的特点。但是这些地区只有稀少的长期观测

WMO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记录，其代表性是不确定的，并且只进行过很少

执行理事会根据其遴选委员会的建议，

的有关过去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沙漠地区的气

将 2002 年 WMO 青 年 科 学 家 研 究 奖 授 予 S. K.

候模式模拟也还未经过充分检验。需要适当发展

Satheesh先生(印度)，其获奖文章为“阿拉伯海边

能够应用于从气候研究到政策发布等诸多方面的

远小岛Minicoy的气溶胶特性：光学属性和反演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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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特点”
，发表在《皇家气象学会季刊》第126卷，

温室气体以及气溶胶的状态和演变进行科学评

562期，2000年1月A部分上。

估，从而增加其国际知名度。

5.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CAS 主席的报告；

全球大气监视

和 CAS 第 13 次届会的报告（议题 5.1）

5.1.5

考虑到公众和政府依然继续关注环境问

题，理事会支持至 2007 年期间执行经过委员会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由 A.Eliassen

批准的 GAW 总体策略，并建议，考虑到全球和

先生递交的报告，A.Eliassen 先生在委员会第 13

区域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此计划保持高优先级。

次届会上以鼓掌形式当选为 CAS 主席。此外，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通过改进教育和培训、质量保

执行理事会还对 A.V.Frolov 先生当选为 CAS 副

证机制、站点审查和科学评估等基础领域，GAW

主席表示祝贺。

区域站和全球站网络日趋稳定和完善。执行理事

5.1.2

理事会在审议第 13 次届会报告时对 CAS

会强调这些对继续保持 GAW 计划资料一致性和

开展活动的方式表示满意。它认为 CAS-13 修订

高质量是必要的。通过业务公报的分发和越来越

的委员会职责范围是适当的，它与 CAS 在支持

多地使用互联网，使会员和 GAW 国际团体来了

WMO 各项计划方面的作用及长期计划相一致。

解计划的进展。

此外，修订后的职责范围强调须明确顾客的需

5.1.6

求、技术转让以及须加强研究科学进展对政策、

为 GAW 的城市部分，GURME 项目是 WMO 的

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从而着眼于 6LTP 草案的许

一项重要举措。它为空气污染模拟和其他环境问

多期望成果。本报告的附录Ⅳ给出修订后的职责

题提供了一个国际性框架，并强调了 NMHS 在城

范围。

市环境中提供支持的作用。执行理事会认识到该

5.1.1

理事会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即各会员认

项目必须和其他 WMO 伙伴（如 WWRP、WCP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2004—2011）
5.1.3

和 CIMO）合作，还应和 WHO 及城市政府合作。

理事会注意到各项活动的当前方向和重

点将大大推动 WMO 展望、
预期成果、
策略和 6LTP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相关目标的实现。如：执行理事会强调 WWRP

5.1.7

在研究重大天气对社会、经济影响方面及改进预

的意见，认为该计划自在 CAS 第 12 次届会产生

报技术方面有关活动中的作用，而这些工作将使

以来有很好的开端，以及，因为它与减少高危险

WMO 会员能承担其保护生命和财产方面的责

性天气的社会-经济后果有关，此计划具有高优先

任。另外，执行理事会还强调了 GAW 从局地尺

级。该计划的重点是重大影响的天气事件，而且

度到全球尺度范围为保护环境所作的贡献。

通过研究活动有可能产生效果的，其效果被判定

回顾 WWRP 的进展，理事会支持 CAS

是可靠的和明显的，并且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天
支持臭氧和其他环境公约

气事件。执行理事会同意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该

5.1.4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强有力地支持

计划不应过度扩大范围，而应集中研究数量相对

GAW 中的许多活动，这保证了科学家和政策制

较小的重点项目。在这方面，执行理事会认识到

定者为支持大量环境公约所用的来自该计划的大

THORPEX 的重要性，并赞同 CAS 的意见，认为

气成分信息的高质量。那些公约与平流层臭氧耗

应强有力地推动其发展。理事会忆及，THORPEX

减、欧洲远距离跨界空气污染、难降解有机污染

是为了改进对发生在资料稀少的海洋（或偏远大

物的环境影响以及气候变化有关。此外，委员会

陆源）地区的气旋的预测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研究

同意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执行理事会专家组/CAS

计划。另外，执行理事会还支持 CAS 的观点，

工作组的观点，认为 GAW 应开始对一种或多种

认为该计划应强化系统程序以便确保足够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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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使批准的项目可维持多年。

据总则第 32 条授权 CAS 主席建立一个有适当职

5.1.8

理事会赞扬委员会为完成 WMO 关于天气

责范围的 CAS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工作组。其

和气候预报的科学基础和局限性的声明所作的大

结果是，理事会将不再重建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

量努力。理事会批准了该声明（参见本报告的附

执行理事会专家组/CAS 工作组。

录Ⅴ），声明采用平衡的方式阐述了各类问题，

5.1.13

并为 NMHS 应对政府官员、用户、媒体和公众提

工影响天气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理事会赞同一个

供重要的指导。

CAS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工作组应该

同样，由于云物理化学在大气科学和人

能够提供云物理化学领域的专业科学知识。于是
热带气象研究

执行理事会根据总则第 32 条授权 CAS 主席建立

5.1.9

在审议该重点计划时，理事会认为热带

一个有适当职责范围的 CAS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

气象研究计划经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重新制定以

影响天气研究工作组。其结果是，理事会将不再

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委员会认识到改进热带气旋

重建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执行理事会

着陆的预报面临巨大挑战，并对 WWRP 和热带

专家组/CAS 工作组。

气象研究计划在这方面业已存在的密切合作表示
欢迎。在努力扩大国际热带气旋预报研究的专门

5.2

对臭氧和其他环境公约的支持
(议题5.2)

技术过程中，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美国研究飓风
结构、运动和扩大的计划，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区

5.2.1

的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日本及韩国所进

平洋仪器陶普生分光光度计的比对，在继续保证

行的类似的活动。

全球臭氧监测站网质量方面所做的工作。另外，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通过对欧洲和西南太

理事会对香港天文台增加臭氧探测频率（从每月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以及确保在Macquarie 岛

5.1.10

（澳大利亚）定期的臭氧探测表示满意。

理事会对 CAS 继续在促进提高云物理

化学相关基础科学的认识以及将此知识应用于实

5.2.2

际业务（如人工影响天气）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

确提出需要扩展GAW资料的用途，尤其是在科学

用表示认可。该计划还提供了 WMO 关于人工影

评估方面。因此，理事会敦促CAS与相关计划和

响天气状况的声明，以及为规划人工影响天气活

机构合作，研究对一些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等进行

动提供咨询帮助的指南，供会员使用。委员会建

定期评估的可能性。理事会认为该类评估将为

议继续发挥这些作用。

IPCC和UNFCCC缔约方提供重要信息。

关于 CAS 第 13 次届会建议案的报告

5.3

全球大气监测计划（议题5.3）

5.1.11

5.3.1

回顾上次届会以来GAW的进展，执行理

在审议 CAS-13 的报告后，理事会批准

理事会忆及GAW 2001—2007年策略明

了决议 3（EC-54）。同时，理事会赞扬 CAS 为

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该计划在数个领域活动积极，

保持其作为大气科学研究的前沿组织和不断把研

并与伙伴计划和机构积极合作。这些活动包括：

究结果应用于社会经济方面所做的工作。

与多机构IGOS伙伴合作继续开发由卫星和地基系

5.1.12

理事会还认为，为了提供关于大气状况

统组成的未来全球大气成分测量系统；与紫外线

方面的权威性建议、组织对全球大气成分长期监

仪器、气溶胶/气溶胶光学厚度、二氧化碳浓度和

测活动和相关物理特性进行科学评估，以及为

相关示踪物测量技术等专家组合作；参与第六次

WMO 的 GAW 计划提供策略指导，一个有关环

二氧化碳会议（2001年10月1—5日，日本仙台）。

境污染和大气化学的 CAS 工作组通过 CAS 主席

关于气溶胶测量，考虑到它们在气候变暖问题中

提交报告可能是恰当的机制。于是执行理事会根

的重要性，理事会敦促GAW网的其他台站进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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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观测。理事会欢迎中国在今后五年新增三个

果对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空气污染保护活动起到了

GAW区域站的举措。

重要的影响作用。关于莫斯科的题为“莫斯科特

5.3.2

理事会对GAW网络区域和全球站点运行

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气象服务”的项目，理事会注

现状已开始进行编目表示满意。这项活动，即

意到已对各种用户对水文气象信息的需求进行了

GAWSIS，最终将成为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资

分析和归纳总结，其结果被用来对特大城市中和

料库，该信息系统包含每个站点的详细信息。执

周围地区的观测系统进行规划和修改。为了研制

行理事会对日本和瑞士在GAWSIS发展中所作大

供分析和预报用的特殊模式、方法和技术，包括

量贡献表示感谢，这些发展将促使站点间更好的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污染水平，以及水文和农业

协调，以及与资料用户更好地交流。

气象条件；为了对收集系统、过程和显示信息进

5.3.3

理事会也对德国政府支持GAWTEC以及

行集成；也为了发展供用户使用的复杂信息系

捷克共和国开展陶普生分光光度计操作的培训表

统，必须进行那些分析。现在共部署了46个气象

示感谢。至于GAWTEC，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在2001

观测站，而1999年时只有6个站。

年期间，该中心分别举办了两次各类规程方面的

5.3.7

培训，这对于GAW站点的人员来说十分重要；并

准的资料库表示满意，该资料库包含许多与大气

且注意到，该中心将它的设备与培训向世界各国

污染物输送和扩散相关的研究结果。那些成果会

开放。执行理事会强调GAW应继续优先考虑发展

引起进行灵敏性和确定性研究的团体的兴趣。执

中国家对于培训和教育的需求。鉴于此，执行理

行理事会注意到该资料库已提供给各个RSMC以

事会赞扬GAW各中心和各国的协作组织对提供这

应对紧急事件。

一类培训所给与的大力支持。

5.3.8

5.3.4

理事会对GAW在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方

的、多层次的系统，它能受益于一个新机制，这

面继续提供协助和咨询表示满意，如东南亚跨国

一机制的重点是协助CAS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工

界烟雾、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的大气远距

作组广泛地推动GAW，寻求更多资源以及推进广

离输送及沉降。执行理事会敦促GAW继续为存在

泛的国际合作。这类事务应是CAS主席、工作组

和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提供专业知识。

和秘书处讨论的内容。

5.3.5

理事会对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发了一个标

理事会强调GAW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性

回顾GAW的GURME计划，理事会注意

到在NOAA的支持下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墨西

5.4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议题5.4）

哥举行第二次空气质量预报研讨会。理事会强调

5.4.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该计划取得的

研讨会的重点应该是空气质量预报能力的业务和

连续进展。该计划旨在推进国际活动，以改进有

应用方面的信息交换。此外，有关空气质量预报

重大影响的天气预报。它还注意到该计划的重点

的培训、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战略也应是研讨会

是有可能募集大量国际资金的天气事件，以及能

的重点。

得出明确的、重要的结果的研究。

5.3.6

5.4.2

理事会对北京和莫斯科的GURME试点

理事会了解到旨在认识和预测山区强天

项目取得的出色进展感到高兴。关于北京试验项

气的WWRP中尺度高山计划和飞机结冰项目成功

目，理事会注意到，2001年1月和2月与包括空气

地进行了研究活动。执行理事会意识到这两个项

污染物在内的边界层测量一起进行了一项综合外

目都是研究影响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鼓励国际

场试验。收集了边界层中臭氧、二氧化硫和二氧

研究团队努力将其工作应用于社会。关于可能的

化氮的廓线资料。使用安装于高层建筑物上的自

WWRP沙尘暴项目，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

动化仪器对不同高度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臭

WMO和CMA的共同赞助下，计划于2003年在中

氧进行了连续观测。理事会还注意到，已开发了

国举行一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研讨会。

一个空气污染预测系统。GURME北京项目的成

5.4.3

理事会对THORPEX和产生地中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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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摘 要
影响天气气旋的MEDEX所引起的国际关注，以

(b) 对流云系统—其动力机制以及与东风波的关
系；

及它们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JMA正在研究在
西北太平洋进行THORPEX试验的可能性，目的

(c) 化学物种通过对流云系统在地表和对流层顶

在于改进台风路径和冬/夏季风的预报，执行理事

之间的输送；

会对此深鼓舞。理事会认为，在通过新的观测系

(d) 非洲大河水文学；

统和数值模式明显改善和拓展天气预报从而使会

(e) 西非卫星资料的最佳应用。

员的核心活动受益方面，THORPEX是很具潜力

理事会认为该活动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

的。理事会因此强调必须让气象研究和业务团体

学家和NMHS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能为许多研

充分参与WWRP内THORPEX的发展。鉴于该项

究需要做贡献。

目对许多NMHS十分重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5.5.3

CAS主席合作，制定有关THORPEX的文件供第14

中心的作用，理事会同意CAS热带气象研究工作

次大会审议。理事会还强调了MEDEX项目的重

组的意见，认为这些中心应作为与季风预报有关

要性并敦促地中海盆地的会员通过提供资料和专

的NWP结果的传播中心和协调中心，也应作为这

业知识，参加该项目。

些区域ENSO和年际变异研究的资料中心。执行

5.4.4

理事会敦促工作组根据其增加的职责为那些中心

在悉尼奥运会期间的WWRP预报示范项

目获得成功之后，理事会支持制定2004雅典预报

关于吉隆坡、内罗毕和新德里季风活动

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技术援助。

示范项目，以及CMA结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计
划 。 它 鼓 励 CMA 准 备 一 份 正 式 建 议 供 CAS 的

5.6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WWRP科学指导委员会审议。

(议题5.6)

5.4.5

理事会同意CAS-13的观点，认为WWRP

执行理事会对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

在其科学指导委员会的有力领导下制定一个很有

气研究计划既作为CAS工作组又在其专家组指导

生气的计划。执行理事会还赞同CAS的观点，认

下进行活动的方式表示满意。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为需要开发一些更系统和更综合的程序，来获取

为提高对云物理化学相关基础科学的认识以及促

能持续多年的R&D项目所需的资金。

进其知识在实际应用（如人工影响天气）中的转
化所组织的活动。执行理事会还特别注意到2003

5.5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议题5.5）

年4月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WMO第八次人

5.5.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该计

工影响天气学术会议，并要求CAS工作组在其科

划取得的明显进展。它忆及多年来一系列热带气

学计划中起领导作用。

旋国际研讨会已成为WMO热带气象研究计划的
一个亮点，它同时并促使了有关教科书和预报指

6．

气象应用计划（议题6）

南的出版。因此，委员会对准备该系列第五次研

6.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议题6.1）

讨会的良好进展表示满意。第五次研讨会将于

6.1.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PWS计划的报

2002年12月在澳大利亚Cairns举行，该系列将持

告。它对该计划在过去一年的不断发展和在帮助

续保持其全球性和预报员与研究人员相结合的基

各会员提高本国公共天气服务水平方面所做的努

本特征。执行理事会强烈建议所有对热带气旋感

力表示欢迎。理事会注意到，对PWS专家提出的

兴趣的会员参与该会。

各项建议和指导的实施阶段已越来越重视，并相

5.5.2

信这些努力将会提高NMS的能力和改善它们在国

理事会了解到法国科学界将主持一项重

要的活动，制定雄心勃勃的西非季风研究计划。

内的形象和地位。

该研究计划将研究以下领域：

6.1.2

(a) 西非季风的年际变异及其原因；

动对NMS天气预报、警报和气象信息的认可和使

理事会重申，PWS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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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别是媒体的认可和使用，由此保护NMS独

到ROSHYDROMET已为大众传媒和普通公众建

有的权威。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除了与国际媒

立了一个公开访问的网站，站址为www.hmn.ru。

体代表在一些彼此感兴趣的重要问题上保持有意

该网站包含来自所有气象领域的信息，包括俄罗

义的对话外，PWS计划还在相关和敏感的服务策

斯和世界各区域的报告和一般天气预报，以及与

略方面，向NMS积极地提供额外和持续的指导。

各类活动（运动、文化、政治、历史和一般感兴

这些策略包括通过确保媒体对NMS产品的认可，

趣的方面）有关的报告；发展这种网站的主要目

以及NMS拥有熟悉媒体技术的工作人员与媒体互

的是提高气象意识、传播气象知识、宣传

动，来加强与媒体的协调和沟通。

ROSHYDROMET的活动，以及提高NMHS的声

6.1.3

理事会最近获悉两个由中国香港开发和

望。理事会还注意到，根据PWS计划的目标解决

维护的与媒体问题直接有关的试验项目，。理事

为业务水文信息提供一个直接频道的问题，可以

会向香港天文台表示感谢，同时也向PWS计划在

使大众传媒和一般公众使用更多来自

这两个试验项目方面取得的持续和显著的进展表

ROSHYDROMET的官方信息。执行理事会期间

示祝贺。用于获取NMS官方警报的强天气信息中

访问该网站的平均要求约为每天20,000次。

心网站于2001年9月开始业务试运行。作为第一

6.1.7

步，该网站将提供由该地区NMS发布的西北太平

会期间与CAS的成功合作之后，现正在就2004年

洋热带气旋的官方预报和警报。参加国通过该网

雅典奥运会的下一步PWS/WWRP示范项目进行

站以咨询和警报的方式公布跨国界的热带气旋的

讨论。

最新信息。可以想象，进一步的发展将是其他天

6.1.8

气事件的全球应用。

作斗争日益受到重视，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PWS

6.1.4

理事会获悉第二个项目是向媒体和公众

专家已经考虑需继续提高公众对NMS发布的警报

提供有权威的官方全球城市天气预报的世界天气

的理解和跨国界交换这些警报。同时，还提出了

信息服务网站。其目的是要改变目前由媒体发

公共天气信息国际交换的策略。执行理事会对进

布，以及在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日益增加的非官

一步完善相关指南以支持NMS的工作表示欢迎。

方城市天气预报对NMS的形象、权威性以及公众

同时理事会还主张NMS应做好准备，显示它们的

安全的不利影响。全世界有50%以上的WMO会员

能力，它们的产品的有用性和针对性。

表示有参加该项目的意向。作为第一步，公布城

6.1.9

市气候信息已在2001年12月启动；第二步，公布

下述技术文件，注意到这些文件主要涉及媒体问

中期城市预报，要求在2002年内完成。

题，新技术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以及服务评估。这

6.1.5

些文件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NMS。技术文件

理事会还获悉世界天气信息服务网站提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在2000年悉尼奥运

鉴于向强天气和水文事件的灾害性影响

理事会欢迎由PWS计划的专家所起草的

供149个会员的579个城市的气候信息，以及与70

如下：

个会员网站的超级链接。WWIS网站自2001年起

(a) 《 公 共 天 气 服 务 产 品 的 图 象 格 式 指 南 》

已处理了330,000次点击，最终可提供34个会员的
352个城市的预报，另有7个会员准备加入。理事
会赞赏地注意到阿曼将承办和维护该网站的阿拉

(WMO/TD No. 1080)；
(b) 《互联网天气和其他新科技指南》 (WMO/TD
No.1084)；

伯版本，并欢迎中国香港提出的为可能对承办其

(c) 《改善NMS与媒体的关系和确保使用官方的

他语种网站感兴趣的其他会员提供帮助的建议。

一致的气象信息指南》(WMO/TD No.1088)；

此外，理事会呼吁会员特别通过提供更多城市的

(d) 《在公共天气服务中应用新技术和研究成果

预报来积极参加该试验项目。
6.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有关直接与大众传

媒的ROSHYDROMET试验项目的信息。它注意

的指南》(WMO/TD No. 1102)；
(e) 《服务评估的补充指南》(WMO/TD No. 1103)
理事会注意到，这些出版物已分发给所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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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

理事会认为，为了确保社会团体的安全

象和气候情况及需预报的要素或事件仔细筛选

和福利，需迫切加强NMS提供综合性天气和相关

的。

服务的能力。理事会对PWS计划有关增强能力建

6.1.14

设的战略表示赞赏。作为能力建设活动的一部

济环境中，由于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挑战，社会团

分，一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成员的PWS 研讨会

体对天气变得越来越敏感。气象信息和天气及气

于2001年11月在法国留尼汪与一区协的第二次热

候预报和警报，对国家的商业和经济，对个人、

带气旋和公共天气服务培训班一起举行。另一个

团体和整个国家的健康、生活方式乃至财产都具

PWS研讨会于2002年4月和四区协的飓风预报和

有深刻的影响。当人们意识到人类有可能减轻天

警报研讨会一起在迈阿密举行。届时，飓风委员

气的不利影响时，气象部门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会地区的成员将出席。理事会对法国和美国政府

以满足人们对更为详细、准确和有用的气象信息

承办上述研讨会表示感谢。

的需要。理事会敦促各会员，要加大对国家公共

6.1.11

理事会回顾了以前提出的建议，要求

天气服务的支持力度，并认为，各会员的需求继

PWS计划优先考虑预报和警报的分发和格式，以

续有力地证明了WMO的 PWS计划的职责。为

及帮助会员确认它们对适用系统的基本要求和需

此，理事会敦促PWS计划与WMO的相关计划合

求。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去年需要VCP支持的项

作，继续帮助各会员，加强和改进提供有效公共

目主要包括获取电视/媒介演示系统，有关的维护

天气服务的能力，其重点是：

以及媒介演示培训。理事会向通过VCP提供设备

(a) 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有关的天气产品和服务，

和培训，帮助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公共天气服

改进对官方和协调的信息的使用，促进公共

务的会员表示感谢。同时，敦促认捐国今后继续

天气产品的国际交换以及通过互联网提供天

给予康慨的支持。

气信息。

理事会强调，在目前迅速变化的全球经

理事会坚决支持PWS计划更多地重视新

(b) 把提高公众对天气警报的意识、理解和反应

技术和研究成果在公共天气服务中的应用。理事

的水平作为减少自然灾害工作的一部分，并

会认为，以工作站和服务器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

加强公众对气象服务经济效益的认识。

的发展会继续促进公共天气服务，这些工作站和

(c) 在NMS系统和业务中应用新技术，在设计、

服务器的发展能更好地同化各种气象资料，运行

开发和分发新的和改进的PWS产品和服务中

局地数值模式以及能自动制作图形、数字和解释

应用新的研究成果，以便向公众提供高质量

性公共预报产品。此外，卫星、雷达和其他遥感

的气象服务。

6.1.12

系统观测质量的提高以及向电视、电台、无线通

(d) 继续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和技术转让，包括与

讯设施和互联网传递数据及预报产品的改进，将

媒体交涉和媒体产品技术方面的培训，与紧

有力地促进会员在公共天气服务方面的工作。除

急管理部门、媒体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合作

了传统的面授方法外，理事会，尤其代表发展中

与协调。

国家，欢迎采用新技术提供教育和培训，即采用

(e) 促使NMS更广泛地采用包括服务评估在内的

计算机辅助教学和双向培训模块。对此，特别欢

业绩评估，要根据用户的反馈意见确定用户

迎有关把新技术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公共天气服务

的需求。
(f)

的指南。
6.1.13

继续提供，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计
划和规范的咨询和指导，旨在改善NMS的形

理事会忆及以前有关服务评估的指南，

象及提高NMS的知名度和地位。

并欢迎新的服务评估补充指南，后者在一些特别
应用中把科学检验与基于用户的评估相结合。理
事会承认，通过应用评估技术，公共天气服务的
质量及效率得到了提高。这种评估技术是按照气

6.2

农业气象计划；CAgM 主席的详细报告
(议题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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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理 事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CAgM 主 席

特色在于与一些农户在会上进行了交流。理事会

R.P.Motha 先生关于该委员会近期活动的报告。

注意到讲习班强调要更好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强

理事会认为 CAgM 的活动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

调用户主动参与季度天气预报、农业气象及其他

是在完成各工作组和各位报告员的任务、出版

产品、分发方法（包括信息的时间和空间尺度）

CAgM 报告、会议文集、各类报告，以及组织一个

的设计与说明，包括信息的时空尺度和概率预报

跨区域的研讨会、一些专家组会议和培训活动等

的使用。

方面的进展。

6.2.5

6.2.2

理事会注意到，随《农业气候数据管理

习班包括了季风监测和现场试验、季风可变性、

软件专家组会议文集》（WMO/TD-No.1075）一起

季风遥相关以及季风预报一系列专题。理事会注

散发了一个免费的农业气候数据管理软件光盘，

意到该研讨会建议针对印度和非洲季风的一些问

该会议于 2000 年 10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题，计划并实施一个类似 MONEX 1979 的外场试

理事会对美国农业部和秘书长的这一良好合作表

验，并以此作为外场试验设计的一个开端，借助

示祝贺，对每一个从事农业气候数据管理的人来

非洲 CLIVAR 计划，组织一次非洲和印度季风国

说该光盘是一个宝贵的软件源。理事会也感谢内

际研讨会。

布拉斯加大学和秘书长出版了《自动气象站在农

6.2.6

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当前的利用与前景

月 28 至 29 日在伊朗德黑兰的伊朗国际会议中心

国际研讨会文集》（WMO/TD-No.1074），该会议于

组织了一个关于减轻干旱的区域讲习班。WMO 积

2000 年 3 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的林肯举行。

极参与了该讲习班，会议使该区域的各国能够熟

6.2.3

悉彼此在干旱预防、灾害评估以及减轻其后果方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与 NOAA 合作，

理事会了解到在印度召开的季风研究讲

理事会赞赏 UNDP 的举措，于 2001 年 8

在巴巴多斯组织了有关改进各国 NMHS 发布的农

面的经验。理事会建议组织一个次区域的有关水

业气象公报的效率和分发的跨区域研讨会，该会

文气象干旱的研讨会，使得该地区的气象学家和

议于 2001 年 10 月在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顿举行。

水文学家能够一起详细分析这个地区的干旱。理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该研讨会讨论了小农场主的需

事会注意到纽约的 UNDP、UNDP 德黑兰办事处、

要，他们普遍地缺乏能直接获取信息的先进电子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务部防灾部门都已表示全力

手段。通常通过与当地和区域的农业推广部门开

支持组织这一研讨会。

展合作帮助提高小农场主获取信息的能力。理事

6.2.7

会注意到研讨会关于建立一个公共互联网服务器

的建议，即，采用一种新结构以使委员会能够更

的建议，以便能够在制作农业气象产品方面共享

有效、灵活和积极地执行明确的 CAgM 任务。理

经验并促进新观点的交流。理事会对秘书长建立

事会赞同 AWG 关于建立三个 OPAG 的建议：

了互联网服务器表示赞赏，并鼓励所有会员经常
长完成并广泛分发本次研讨会的报告表示赞赏。

(a) 农业生产的农业气象服务；
(b) 农业气象服务的支持系统；和
(c) 气候变化/变异和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

6.2.4

以及建立各 OPAG 的专家组和实施/协调小组。理

将其农业气象产品贴到服务器上。理事会对秘书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英国气象局、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咨询工作组

ACMAD 以及 NOAA 在联合资助“印度用无线电和互

事会还赞同关于协调两个优先交叉计划交汇领域

联网传播农业气象信息和季风研究成果讲习班”

的建议，例如，管理组承担的农业气象服务的政

方面存在的合作。该讲习班由印度气象局组织，

策支持系统、教育、培训和普及。

于 2001 年 7 月 30—31 日在印度 Pune 召开。讲

6.2.8

习班讨论的议题包括农业气象信息的传播、天气

支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品尤为重要。对

信息和教育网页的发展、无线电，以及互联网-

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来说，农业气象应用，

2000 的气候信息网页，以及通讯技术。讲习班的

特别是与中期到长期预报和季节到年际气候预报

理事会强调农业气象的应用对于提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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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应用，对于确保粮食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题为“同温层温度趋势：观测与模式模拟”，发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协助发展中国家改进更有

表在 2001 年 2 月的《地球物理学评论》
（Vol.39，

效、有用的公报和咨询的提供能力，在农庄的层

No.1）
）上。

次上帮助农民做好业务方面的决定。为此，理事

6.2.15

会建议应考虑将农业气象计划作为 WMO 的高优先

阿克拉举行的 CAgM 第 12 次届会在通过 PINK 文

活动并增加实施这些活动的资源，包括发展中国

件时缺少法定人数，所以以通信方式将本次会议

家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的临时报告分送给各常任代表做最后决定。理事

6.2.9

理事会建议农业气象的应用应作为国家

会注意到该报告的最后决定是在 1999 年 10 月 1

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一个综合部分。在此，理事会

日做出的，并将 CAgM 第 12 次届会就建议所做的

注意到在 2001 年 7 月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决定记录在决议 4(EC-54)中。

上通过的 NEPAD，该计划为推动非洲农业气象的

6.2.16

应用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EC-54）和决议 6（EC-54）
。

理事会忆及，由于 1999 年 2 月在加纳

根据上述讨论，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5

在 WMO 和 NEPAD 秘书处之间建立联系，保证农业
气象应用以适当的架构进入 NEPAD 的农业、市场

6.3

(议题 6.3)

准入和科学技术的优先部分
6.2.10

理事会强调严格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示

航空气象计划；CAeM 主席的详细报告

6.3.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AeM 主席的

范越来越重要。因此，理事会鼓励委员会在其下

详细报告突出了自 1999 年 3 月 CAeM-11 以来，

一休会期的工作计划中在对显示农业气象服务经

在实现航空气象计划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济效益方法的开发与应用上给予重视。理事会建

理事会感谢 CAeM 的所有成员为该委员会所取得

议委员会考虑对不同国家中不同服务形式组织一

的成果而做出的宝贵贡献。委员会的成果涉及培

系列的经济评估个例研究。

训、WAFS 的逐步实施、加强与用户的联系、更新

6.2.11

理事会获悉，独联体国家间水文气象理

相关规范和指导材料，以及它们为增加全球高质

事会决定在俄罗斯联邦建立一个干旱监测中心，

量、高分辨率自动飞机报告的可获取性所做的贡

在对本区域干旱条件持续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提

献，这对提高 NWP 模式的精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供干旱的早期警报。

理事会忆及，根据 2000 年 12 月的调查显示，航

6.2.1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的举措，
于 2001

空是 NMS 服务的最重要的国民经济应用部门，并

年 7 月 9—18 日在越南河内共同主办了一次关于

敦促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该计划，这也是对 NMS

二十一世纪农业气象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所做的投资。

安全的培训班。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寻求机会
共同举办此类的培训活动。

航空气象培训

6.2.13

6.3.2

理事会注意到 2001 年间在以色列举办

理事会忆及虽然在 5LTP 的航空气象计

的四期国际应用气象研究生培训，共有 100 多名

划下对培训给予了最高程度的重视，但已明确在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参加了培训。那些培训主

正常预算中明确用于培训的资源与各会员对培训

要是演示气象在农业规划方面的实际应用。

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尽管如此，理事会满

6.2.14

理事会批准了 2003 年 Norbert Gerbier-

意地注意到由于会员与上一级组织的合作，自

MUMM 国际奖评选委员的建议，并将奖项授予

1999 年 3 月以来，来自各区域的 408 位学员参加

V.Ramaswamy、M.-L.Chanin、J.Angell、J.Barnet、

了 12 次培训活动。理事会赞赏英国继续与 WMO

M.Gelman、P.Keckhut、Y.Koshelkov、 J.-J.R.Lin、

一起，为来自一、二、六区协的学员举办了航空

A.O’nell、J.Nash、W.Randel、R.Roods、K.Shine、

预报的年度讲席班，也赞赏美国提供了重要的财

M.Shiotani 和 R.Swinbank 博士，他们的获奖文章

政支持，资助了为美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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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各种讲习班。理事会也感谢其他会员在主

6.3.8

办这些培训活动中所给予的宝贵支持。

年 6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ICAO 机场和航空服务

6.3.3

理事会的许多成员强调，需要对使用新

经济学全球会议，同意不修改现有的航空成本回

的 WAFS 工作站，对按 BUFR 编码的 WAFS SIGWX

收政策和指南。理事会呼吁会员在即将联合召开

产品的解码以及航空气象服务的成本回收问题进

的 CAeM 届会和气象分会上维持该观点。理事会

行培训。鉴于该培训对所有 WMO 区域的重要性，

注意到该联合会议将特别讨论议题 4 的主题，即

理事会督促应在下个财期的正常预算内提供有关

为国际空中导航提供气象服务的机构的变化与趋

的财政资源。理事会认识到正在进行的培训活动

势这一重要问题。在该议题下将讨论对 NMS 至关

对于确保航空气象服务的持续性仍是至关重要

重要的主题，即：NMS 的成本回收、商业化和私

的，为此敦促各会员继续支持未来的培训活动，

有化，航空气象信息的交换，尤其是互联网的使

并鼓励秘书处为那些未得到计划的正常预算资助

用和培训问题。鉴于那些主题的重要性，理事会

的培训活动寻找必要的经费。

认为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尽可能多的 NMS 代表参与

6.3.4

本次会议。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CAeM 的 TREND

理事会满意地忆及应 WMO 的要求，
于 2000

工作组对制定航空气象培训战略计划所做的贡

6.3.9

献，以及 TREND 主席 H.Puempel 先生提出的新的

利地执行了 ICAO/WMO 的联合调查，以帮助寻求

培训行动。理事会鼓励该工作组继续出版其系列

适当的途径来解决有关向航空业提供气象服务的

简报，为 CAeM 会员提供有关航空气象的技术和

成本回收方面的分歧。在这方面，2 名从该调查

科学信息。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已经出版

中受益的理事会成员对 ICAO 和 WMO 秘书处为促

了《热带航空气象简编》（WMO-No.930）的首期

成该联合调查的成功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赞

刊物。

赏。强调了 WMO 和 ICAO 需要继续帮助会员国实

理事会了解到，应三个会员的要求，顺

施成本回收工作。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今后
鼓励与航空部门的密切联系

在与负责成本回收收费工作的国家机构进行直接

6.3.5

谈判时需要此类的帮助。

理事会认识到许多航空公司都面临着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悲剧所带来的严重局面，以

6.3.10

及不断增长的从航空业回收航空气象成本的趋

系列 EUROCONTROL 气象成本专题组会议。理事会

势，在此情形下，鼓励 NMS、航空气象服务的提

注意到未来可能重新审查有关在欧洲经济区范围

供单位与用户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尤为重要。

内提供航空导航服务，包括气象服务的方式的规

6.3.6

则。需要指出的是那将对成本回收和气象部门目

理事会注意到 ICAO 和 WMO 相互参加由

理事会了解到 WMO 在 2001 年参加了一

对方召开的会议，以及由航空业的其他利益相关

前的作用与责任产生影响。

方如 IATA 和 ASECNA 参加这些会议，对鼓励气象

6.3.11

服务提供单位与用户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以及加

务经济学专题组的活动，其承担的任务是审议国

强这些服务进一步满足用户需求做出了贡献。

际航空导航服务成本回收工作指南。理事会提请

6.3.7

理事会高兴地了解到正在修改的《航空

在该专题组拥有专家的会员与 WMO 秘书处的代表

气象服务部门规范指南》(WMO-No.732)，将包括

在该专题组届会期间进行合作，对将来有关目前

关于服务单位与用户在国家层次上密切联系的指

的指导材料的修改建议保持警惕。

理事会了解到 ICAO 已经恢复了航空服

导材料。理事会支持将重点放在加强提供单位与
用户的联系上，并以此作为 6LTP 中航空气象计

实施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框架

划的组成部分。

6.3.12

理事会注意到，CAeM 主席在第 53 次届

会上向其通告了已准备好有关成本回收和替代性
成本回收

服务的指南草案。该次届会赞赏地注意到这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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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要求将该草案提交给执行理事会 NMHS 作

制定质量管理手册，该建议草案由 ICAO 与 WMO

用和运作咨询组来征求意见和建议。

密切协调并负责起草。

6.3.13

6.3.17

根据理事会届会的要求，NMHS 的作用与

理事会强调需要通过委员会间质量专题

运作咨询组的 6 名成员提交了建设性的意见，该

组对 CAeM 和 CBS 有关上述问题正在进行的活动

意见在后来纳入了草案并提交给了 2002 年 4 月

密切协调（参见总摘要第 13.1.42 段）。理事会

举行的咨询组全体会议。咨询组认为该草案包含

同意 6LTP 确定的目标，以帮助各会员执行质量

了许多满足会员在该问题上的要求和关心的内

管理体系。理事会同意在计划中指出的，质量体

容，并建议对该草案做进一步改进，重点论述在

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一些关键产品如 TAF 和

众多服务提供机制下如何实施成本回收模式。根

SIGMET 要实行全球一致的和面向用户的认证。在

据小组提出的建议，咨询组的 1 名成员和 CAeM

WMO 建立质量管理系统的总体政策方面，理事会

主席一起审议了该草案。理事会审议了该材料，

的有关决定记录在议题 13.1 下
（总摘要第 13.1.34

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并同意将该材料提供给即将

至 13.1.42 段）
。

召开的 CAeM 届会。
6.3.14

理事会讨论了各个国家为 ICAO 指定气

WAFS的执行

象机构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考虑到各个国家的

6.3.18

不同情况，存在着不同的做法，理事会重申了其

协 RAFC 的剩余职责全部转移到伦敦的 WAFC，其

较早的观点，即指定 NMS 具有优势。存在着这么

他剩余的 RAFC 职责将于 2002 年 7 月底前转给华

一些情况，即 NMS 是指定的气象当局，但服务却

盛顿的 WAFC。理事会注意到正在继续理顺两个

由其他部门提供（根据合同或某些其他安排）；

WAFC 的活动，包括改进的备份程序。此外，在确

还有的情况是，NMS 不是指定的气象当局，但根

保所有航空气象服务提供单位能够在当地制作全

据合同却提供气象服务。各种可能性为 NMS 提供
了许多不同的方案，以确保或有助于确保为航空
提供有效的气象服务，尤其是确保安全。
质量管理系统
6.3.15

理事会欢迎于 2001 年 10 月召开的 CAeM

PROMET 工作组会议做出的关于建立一个质量专题
组的决定，该专题组随后开始准备一个文件，用
以概述目标、预期成果、阶段性目标和执行 ISO
9000 质量体系的手段，并根据各会员国的经验，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今年年初已将一区

部 WAFS 图表方面已取得进展。对此理事会赞赏
地注意到英国和美国已提出帮助航空气象服务单
位，使它们能获取和使用 GRIB 和 BUFR 编码的产
品，以便在当地制作 WAFS 图表。ASECNA 的代表
对英国及 WMO 和 ICAO 两组织秘书处在 BUFR 培训
方面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会上提出了获取 SADIS
广播的强制性成本问题。理事会获悉该成本可以
在成本回收机制下收回。此外，由于 ICAO 理事
会已做出决定而使得获取 SADIS 的成本成为强制
性的，因此所有关于该问题的关注应由 ICAO 提
出。

强调可能遇到的困难、执行该质量体系的成本以
及有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强制执行 ISO 9000

机场地区的观测

将给 NMS 这些航空气象服务的提供单位带来巨大

6.3.19

的经费负担，并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在 2000 和 2002 年间举办的三次会议。理事会感

的差距。
理事会认为不应强制执行 ICAO 附录 3/WMO

兴趣地注意到这些 AMOSSG 会议讨论了对气象观

技术规则[C.3.1]中包含的目前有关质量体系，

测和机场报告的需求、对自动气象站能力的评估

包括 ISO 9000 的非强制性条款。

以及相关指导材料的进展情况。AMOSSG 的工作成

6.3.16

理事会还注意到，将向 2002 年 9 月举

果包括对当前 ICAO/WMO 规范和指导材料的修改

行的 CAeM/气象联合分会提交一份建议草案用于

建议，建议将提交 2002 年 9 月召开的 CAeM/气象

理事会欢迎 WMO 积极参与 ICAO AMOS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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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议审议。大家也担心，由于更大范围地采用

的全面技术描述，其范围从传感器系统到最终输

和接受自动观测系统，这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与

出的资料。理事会要求尽快出版这本手册。

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6.3.24

理事会高兴地了解到将于 2002 年 12 月

召开的 CBS 下次届会将审议关于简化报头的建
机场地区的预报和警报

议。这将便于 NMC 获取它们直接感兴趣的区域

6.3.20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由 PROMET 建立的

AMDAR 观测结果。理事会鼓励 AMDAR 专家组和

TAF 认证的两个试行计划的结果，一个计划由法

ASECNA 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使 ASECNA 所关心

国牵头，另一个由澳大利亚牵头。它们将提交 2002

的领域能从 AMDAR 观测结果中受益。

年 9 月召开的 CAeM-12。

6.3.25

6.3.21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即将召开的

续着力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灵活的欧洲 AMDAR 观

CAeM/气象联合分会议有一个特定关专门气象信

测网络，以及以一种最优的方式产生大量的自动

息格式、内容和时效性的议程，以加强机场能力

的风和温度资料。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的提高。理事会认为确保和增强为机场地区提供

EUMETNET-AMDAR 将其资源的 20%用于支持在全球

的预报警报的准确率和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并

资料稀少地区收集 AMDAR 数据，以支持 WWW 计划。

注意到由于在技巧和技术方面包括临近预报和精

6.3.26

细尺度模式方面的飞速发展，航空气象也许正进

功于会员提供的财政贡献，尤其是支付给 AMDAR

入一个新时代。

技术协调员的非常有价值的服务。考虑到这一

6.3.22

点，理事会重申了对各会员的呼吁，继续自愿为

理事会赞同 6LTP 采取行动来“改进和

理事会了解到 EUMETNET AMDAR 计划继

理事会认识到该委员会的所有成果应归

特别制作机场天气预报，使航空作业的安全和效

AMDAR 计划的执行提供财政支持。一些会员认为，

率受益”，并同意将重点放在新产品和技术上，

鉴于自动航空报告正日益成为 WWW GOS 的重要组

包括有助于涡流形成的条件和影响飞行的现象如

成部分，为了保持与 WWW 计划其他方面享有的高

雾和沙尘的预报。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临近

优先相一致，AMDAR 专家组在开展和协调 AMDAR

预报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技术转让方面需要取得

计划方面的活动也应得到正常预算的资金。

进展，并通过提供更长时效的不利天气条件预报
等新产品来获取经济效益。

更新规则和指导材料
6.3.27

自动飞机观测
6.3.2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AMDAR 专家组在

执行 AMDAR 计划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尽管航空工
业最近遇到了困难，但在 GTS 上交换的 AMDAR 观
测资料的数量每天大约是 130,000，与 1998 年
AMDAR 专家组成立时相比增加了 2.5 倍。理事会
尤其注意到一些方面的进展：研发了一个用于自
动飞机观测的通用软件、提供空气扰动报告和试
行将湿度数据包括在 AMDAR 的一系列报告中。理
事会强调了从 AMDAR 报告中获取湿度信息的重要

理事会认识到由于执行了 2001 年 11 月

通过的 ICAO 附录 3 的 72 号修正案，从而对 WMO
《技术规则》
（WMO-No.79）[C.3.3]的附件 1—“飞
行文件—模式图表和格式”、WMO《电码手册》
（WMO-No.306）卷 I.1 A 部分，以及《机场报告
和预报：电码用户手册》（WMO-No.782）做了相
应修改，因此 WMO 技术规则[C.3.1]得到更新。在
此，WMO 获悉 CAeM 的下次联合届会和气象分会将
探讨对 ICAO 附录 3/WMO 技术规则[C.3.1]的一些
重要修改建议及对那两份指南和法规文件的调
整。

性，并鼓励在发展和实施此类传感器方面开展进

航空与环境

一步的工作。该委员会最突出的成果之一是编写

6.3.28

并同意出版 AMDAR《参考手册》
，该手册包括 AMDAR

发表的关于航空和全球环境的特别报告的基础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 IPCC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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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TREND 工作组成员已完成了有关《航空与全

次会议（冰岛，阿库雷里，2001 年 6 月）成果以

球大气环境》小册子的准备工作。理事会高兴地

及随后的工作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理事会代表

注意到 WMO 和 UNEP 正考虑联合出版该小册子。

WMO 对他及另一联合主席 S. Narayanan 先生表

理事会鼓励工作组继续与 ICAO 的 TREND 航空环

示感谢，同时还感谢离任的联合主席 D. Kohnke

境保护委员会合作，尤其在环境气候变化问题上

先生、JCOMM 下设机构的主席和成员、委员会

开展合作。

的全体成员所做的宝贵贡献。理事会对在会议最
终报告以及当前休会期间的综合工作计划所陈述

委员会的未来计划

的 JCOMM 工作表示十分满意。

6.3.29

6.4.2

关于该委员会的结构，理事会注意到

理事会强调海洋气象和相关海洋活动计

2002 年 2 月举行的 CAeM 咨询工作组会议建议采

划的重要性，特别包括其在支持海事安全服务方

取 CBS 的某些新做法，但并不是完全改成 OPAG

面的工作。同时注意到 JCOMM 现在单独负责总

的结构。理事会欢迎关于建立一个 CAeM 管理组

体协调和监督上述计划的实施。理事会认为海洋

来取代目前的咨询工作组的建议，管理组的每个

计划本身以及 JCOMM 的作用不仅包括气象和海

成员都有明确的责任来完成 6LTP 的航空气象计

洋学应用和服务领域，
而且还包括向 WMO 和 IOC

划，并支持委员会的所有工作。

的其他计划提供支持，特别是 WWW、全球气候

6.3.30

在讨论委员会未来工作时，强调明确了

监测、研究与预测计划和 GOOS。在这方面，理

航空气象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那些主要问题包

事会赞同地注意到 JCOMM 与 CBS 及负责 GOOS

括私有化和为航空气象服务提供替代服务的趋

和 GCOS 的有关组织之间已建立的密切联系和协

势。理事会认为面临这些变化，各会员急需指导

调机制。

和帮助以及有关执行成本回收方面的进一步的研

6.4.3

讨会。理事会还注意到 20 多年前由设想变成现

JCOMM 其他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休会期间所取得

实的 WAFS 的最终阶段即将到来。理事会同意主

的实质性成果。其中包括：
(a) 进 一 步 加 强 GMDSS 海 洋 广 播 系 统 、

席的评估，即新的观测系统与临近预报技术（包

MPERSS、MCSS、GTSPP和GDIDB；

括频繁运算和高分辨率模式）应用的结合所带来
的新的服务，将使航空气象服务在提供机场地区

(b) VOSClim项目、全球定期的ASAP项目，以
及业务SOOP的实施；

航空服务方面开始取得重大突破。理事会认为要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这一新的服务还需要许多年，

理 事 会 认 识 到 CMM 、 IGOSS 以 及

(c) 显著改进全球资料浮标的投放并开始海洋次
表层廓线浮筒投放的Argo计划；

现在已到了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理事会同意主
席的评价：它那将需要大量的规划和开发以及在

(d) 实施JCOMM产品电子公报；

一些机场的试运行，还需要必要的培训和技术转

(e)

大 型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 包 括 SEACAMP 和

让。为了做到这一点，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尽可能

WIOMAP计划，以及拟订JCOMM能力建设

确保从 WMO 正常预算中给予足够的支持，寻求新

战略。

的方法增加目前的计划预算，包括预算外资金，

理事会祝贺委员会取得了上述成绩并敦促各成员

并敦促 CAeM 各成员继续努力全面实施该计划。

继续在那些重点领域的工作。
6.4.4

6.4

海洋气象及相关海洋活动计划；

在未来休会期间应在一些新的优先领域开展工

JCOMM 联合主席的报告；和 JCOMM

作。特别是：
(a) 最大限度地利用WMO和IOC的现有结构，分

第一次届会的报告（议题 6.4）
6.4.1

与此同时，理事会赞同地注意到 JCOMM

执行理事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

JCOMM 联合主席 J. Guddal 先生关于委员会第一

阶段实施完全一体化的业务海洋观测、资料
管理和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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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施JCOMMOPS；

有海洋国家的全面参与，而不是目前的情况

(c) 与GOOS和GCOS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海洋气

情况，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参与。为此，包括
一个综合的培训班和相关培训活动在内的

候观测和资料管理方面；

JCOMM能力建设计划极为重要；

(d) 实施新的JCOMM能力建设战略，其中包括
一些新的区域发展项目和与有可能提供外部

(d) 海洋商业和工业导致的海洋污染的增加推出
了全面实施MPERSS的重要性；

资金的机制开展密切合作交流。
理事会感兴趣并赞赏地注意到 JCOMM

(e) JCOMM电子产品公告对许多不同的海洋用

采用了新的分支结构，它围绕服务、观测、资料

户有着潜在的价值，但重要的是向会员提供

管理以及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四个计划领域来组

介绍公报结构和操作的额外信息；

6.4.5

织。在每个计划领域的工作将由各个专家组、专

(f)

海洋卫星构成了综合海洋观测系统的重要组

题组和报告员来承担，一名计划领域协调人在协

成部分。因此，JCOMM应对加强与这些卫

调小组的帮助下负责协调与整合工作。JCOMM

星运行方的协调、协作给予优先考虑。

工作的总体管理由管理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

6.4.7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IOC 代表关于最

同等人数的气象学家和海洋学家组成。理事会进

近 IOC 执行理事会第 35 次届会结果，特别是关

一步赞同地注意到管理委员会和所有的计划领域

于 JCOMM 的报告。联合主席 Savi Narayanan 先

协调小组在 2002 年上半年召开了会议，会议制

生向 IOC 执行理事会提交了 JCOMM 的进展报

定了一种精心策划和整合的方法来实施其工作计

告。IOC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取得的进展，

划，会议还保持了委员会第一次届会的热情与动

同时也认识到最初的重点是关注海洋和气候。今

力。此外，分成现有的 VOS、ASAP 和 SOOP 专

后，重要的是评估在 JCOMM 下要开拓哪些及如

家组的新的船舶观测组于 2002 年 2/3 月在印度

何开拓非物理的观测。IOC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决

Goa 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它朝着海洋气象和海洋

议 EC-35-4，同意 JCOMM-1 的报告并批准建议 1

学实地观测系统的一体化这一重要方向迈出了第

—6（其余建议仅与 WMO 有关）
。

一步。该小组还研究了关于最终在业务上将自愿

6.4.8

观测船舶用于广泛的非物理海洋观测的问题，包

行理事会已通过决议 35-2，成立专题组开发一个

括对全球气候研究十分关键的变量，海洋二氧化

统一的、完整的 IOC 海洋资料和信息管理战略计

碳。理事会十分支持该方面的发展，并鼓励尽可

划，提交 2003 年 6 月的 IOC 大会。根据 JCOMM

能拓展这一发展。

资料管理战略和 GOOS 资料、信息出版战略，

6.4.6

在就海洋计划和 JCOMM 的广泛一般性

JCOMM 资料管理协调小组的成立已导致了对

讨论中，理事会强调了下述具体问题：
(a) 继续对综合性海洋观测系统的支持和扩展至

GOOS、JCOMM 和 IOC/IODE 下资料管理整合

IOC 代表进一步向理事会通报了 IOC 执

的需求。JCOMM 将在这个发展中其主要作用。

关重要，其中包括大气、表面和次表面平台

6.4.9

及变量，重点强调新的Argo项目的价值。该

记录在决议 7（EC-54）中。执行理事会第 53 次

海洋观测系统不仅对海洋服务和业务气象十

届会已为 JCOMM 在 2002/2003 年开展工作做了

分重要，对全球气候研究也很重要；

预算拨款。

(b) 海洋气象产品和服务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6.4.10

理事会将其有关 JCOMM-I 建议的决定

最后，关于本议题理事会认识到 IOC 作

许多方面不可或缺，包括海事安全和海洋商

为 JCOMM 的一个全面和平等的联合发起组织之

业及工业。因此，NMS应对那些服务给予优

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衷心感谢 IOC 会员国及

先，并尽力在海洋用户中提升其地位和知名

其执行秘书 P.Bernal 先生积极地参与 JCOMM-I

度；

并对其提供了重要支持。理事会再次强调在国家

(c) JCOMM未来的成功和海洋项目将取决于所

和国际上气象和海洋学界之间的充分合作对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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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许多重要计划的成功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员，然后再分发其他语言的版本。根据上述建议，

理事会还重申 WMO 愿意继续应 IOC 要求协助它

计划将此小册子和一份旨在评估当前资料交换情

发展其能力以支持 JCOMM 及其工作计划。

况的问卷表分发给会员的常任代表及其水文顾
问。技术报告一旦完成也以类似方式进行分发。

7.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议题 7）

7.1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CHy 主席的报告

NHS的作用

(议题 7.1)

7.1.6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Hy 主席 D. G.

用与运作》的技术文件（水文和水资源技术报告

Rutashobya 先生的报告，感谢所有 CHy 成员和秘

No.72，WMO/TD-No.1056）
，经执行理事会 NMHS

书处自 2001 年 6 月以来对委员会工作所做的宝

作用和运作咨询组修改和批准后已正式出版。CHy

贵贡献，特别提到 CHy 三个工作组届会的成果。

咨询工作组认为 WMO 计划于 2004 年召开的关

7.1.2

理事会注意到，过去 12 个月来水文委

于 NHS 作用的高层会议，无论是单独开还是与

员会一直集中精力制定未来计划，并根据这些计

CHy-12 联合开，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理事会还

划开始执行部分活动。这方面特别提到了 2001

注意到有关未来举行该主题的区域会议的计划。

7.1.1

由 CHy 起草的题为《国家水文部门的作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CHy 咨询工
作组届会。

水文资料的获取
7.1.7

CHy项目
7.1.3

咨询工作组表示有必要建立一套综合的

标准，以便获取规定项目所需的水文资料。为了
CHy-11 决定，各主题工作组的各项活

从早期流域的时间系列中探测气候变异和变化的

动可以具体项目的形式，由若干名专家，以及如

信号，获取早期流域的水文时间系列显得格外迫

必要时助理专家共同参与开展。根据以上决定，

切。为此，有必要为稳定的早期流域建立一个引

在由各主题工作组参加的会议上制定了五个项目

人注目的水文网。

计划，其大纲在咨询工作组届会期间进行了讨
论。这些项目包括风险管理项目、自动实时分阶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的合作

段放水项目、水文气候变化与趋势分析项目、元

7.1.8

资料项目以及全球/区域短期水文预报系统项目。

直与 WMO 一个或多个技术委员会进行合作。该

在若干个现行和筹建的项目上，CHy 一

委员会过去、现在或未来在信息系统、NWP 模
水文资料的交换

拟、水文模拟、气候变异和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7.1.4

按照决议 25（Cg-13）—“交换水文资

区域气候中心、减少自然灾害以及沿海低地这样

料和产品”，CHy 开展了工作。CHy 安排起草了

的领域内，与 CIMO、CBS、CAS 和 CCI 进行合

一份水文资料产品交换技术报告，并按照执行理

作。其他合作的领域包括短期水文预报、中长期

事会国际资料和产品交换咨询组的建议进行了修

预报、可能最大降水量和网络设计。

改，后经区域水文顾问审议。咨询工作组其后批
准了该文本。理事会要求文本在完成最后出版前

提升水文的形象

向理事会所有成员分发，征求意见。

7.1.9

7.1.5

况，注意到：
(a) 水对我们的生活很必要，可是世界上仍有太

关于分发和宣传决议 25（Cg-13）问题，

咨询工作组已强烈建议，题为《水文资料和信息
的交换：WMO 的政策与规范》
（WMO-No.925）

理事会全面地审议了世界水资源的状

多的人不能拥有充足的淡水；

小册子以及上述技术报告应该在尽可能广的范围

(b) 水对生态系统健康是必须的。发达国家和发

内分发；首先将该报告的英文版分发给所有成

展中国家的许多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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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巨大威胁；

图。理事会然后审议了 CHy 咨询工作组建议的可

(c) 存在许多提供淡水资源的水体，且这些水体

能被纳入 WMO 子名称的替代性措词方案。理事

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但在水体的管理方面

会认为“天气、气候和水“这个措词能最好地反映

未必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资源的综合使用和

本组织工作的主要领域。

管理对可持续发展是很必要的；和

7.1.13

因此，理事会向大会推荐的子名称为“天

(d) 从政治家到农民，各层人士愈加认识到水资

气、气候和水”。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就子名称的

源的重要性和它所遭受的威胁。水资源问题

地位及如何与何时使用问题向第 14 次大会提供

在政治、环境和社会议程上比以往任何时候

指导，并考虑如何更好地将该子名称翻译成其他

都显得重要。

语言。

7.1.10

理事会认为这给 WMO 提供了一个重要

7.1.14

理事会注意到，CHy 继续希望在本组织

内及在外部关系中对 WMO 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

机遇，尤其是因为：
(a) 从时间和空间上评估资源的可利用率及其数

活动给予更高的地位。还再次提到了水文在 WMO

量和质量是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

管理机构中的代表性问题，该问题正在有关 WMO

WMO会员的一个基本任务；

结构的讨论中予以审议。在这方面的一个建议

(b) 在过剩和不足的时候（水灾和干旱）对资源
进行管理，以便把对社会的影响减到最小也

是：让区域协会指定区域水文代表，而不是区域
水文顾问。

是WMO会员的一项关键职责；和
(c) 气候变异和变化是位于资源的可利用率和资

政府间淡水评议和行动机制

源特点之后的一个驱动力，必须理解气候变

7.1.15

异以支持水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制概念已由 CHy 主席和 WMO 秘书处共同起草

7.1.11

理事会获悉，政府间水事评议和行动机

鉴于上述原因，WMO 的天气、气候和

完成。该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创建一个最终能引起

水计划必须互相合作，以便解决水资源管理中的

政府间对水问题更大关心和更加协作的程序。该

这些关键问题。每个计划将从合作时出现的机遇

概念详见附录Ⅵ。

中获益匪浅。总的来说，WMO 必须加强它在那

7.1.16

些领域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应提供足够的资源

建议将它提交到执行理事会本次届会供考虑和指

以确保它成为可能。

点。也与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

CHy 咨询工作组讨论并通过了该概念，

但是，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最好先征求执行
HWR在WMO内的作用

理事会的意见和可能的认同。

7.1.12

7.1.17

理事会忆及 CHy-11 的意见，即：倘若

如果本报告附录Ⅵ中描述的概念能将联

WMO 的活动相应增加并被更广泛社会视为水文

合国机构零散的淡水计划集中起来而又不造成重

和水资源领域的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 WMO

复努力的话，理事会认为它具有重要意义和潜在

就能在该领域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这方

的价值。理事会要求 CHy 主席和秘书长与其他联

面，特别引起委员会重视的是，执行理事会第 53

合国机构协商，进一步发展此概念，并准备含有

次届会要求 CHy 主席在第 54 次届会上提出能充

目的、职责范围、构成、该机制状况和秘书性支

分反映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方面职责的一个子

持的更为具体的计划，供第 14 次大会审议。

名称的具体意见，该子名称能摆脱“世界气象组
织”名称本身缺乏任何有关水文意思的窘境，并

7.2

水文基本系统计划（议题 7.2）

能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展望”一致，也能用来教
育世界上那些认为 WMO 只处理气象而不处理淡

CHy 水资源工作组

水的人们。理事会重申没有改变本组织名称的意

7.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CHy 水资源工作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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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议根据组成该

提供一些资金。

工作组的各位专家的工作计划，讨论未来的活动

7.2.9

计划。

在初期发展阶段考虑好当外部支持终止时

7.2.2

理事会获悉《水文规范指南》（WMO-

理事会赞同 CHy 咨询工作组的观点，应

HYCOS 项目的持续性；并开展项目最终目标评

No.168）第 5 版英文本和法文本的 CD-ROM 已

估以便能吸取教训并指导未来的规划工作。

于 2001 年 9 月分发，相似格式的俄文本和西班

7.2.10

牙文本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理事会重申，考

WHYCOS 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同时，使单个

虑到水文领域技术变化的速度，认为应每 5 年对

的 HYCOS 项目满足参与国的具体要求也很必

该指南更新一次。

要。那意味着，它们应能解决在区域内已确认的

理事会注意到，在将能力建设视为

水文问题并支持水管理活动。
水资源评估

7.2.11

7.2.3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秘书处在推

套开展 WHYCOS 的指南，它们将用于澄清各种

动使用 WMO/UNESCO 的《水资源评估：国家能

问题，如：WHYCOS 的全球概念和拥有权，以

力审查手册》中所包含的方法学方面所做的工

及 HYCOS 项目实施的管理。

作。该手册的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现

7.2.12

在可从 WMO 网址获取。

WHYCOS 国际咨询组和 WHYCOS 协调小组会

7.2.4

议进行的审议和协调。

理事会赞赏 WMO 秘书处在组织一些区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秘书处正在制定一

理事会注意到由秘书长建立的

域研讨会以推动手册的应用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下次区域研讨会将于 2002 年 7 月在开罗举行。

业务水文学方面的技术

理事会感谢中国专家在将该手册翻译成中文方面

7.2.13

提供的帮助。这使得该手册已拥有 WMO 所有正

恢复了活力，在互联网上十分活跃，令人满意。

式语言的版本。

《HOMS 参考手册》目前有接近 200 个新分件定

7.2.5

期更新，特别是自从分件可通过在线方式用英、

理事会获悉 CHy 咨询工作组建议制定一

个类似的方法学供自身的水资源评估使用。

理事会注意到 HOMS 的发展在最近几年

俄、西班牙文访问以来，得到全世界的水文学家
查阅和利用的频数正在增加，另外法文版也计划

WHYCOS

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7.2.6

7.2.14

理事会获悉 WHYCOS 计划制定和实施

认识到仍需做进一步改进，特别是考虑

中的进展。AOC-HYCOS 的示范阶段（由法国资

到在某些技术领域的分件数量，比如遥感或现代

助）
，2002 年将继续进行，而 SADC-HYCOS（由

测量仪器。值得注意的是最近 NHS 普遍关注成

欧洲委员会资助）以及 MED-HYCOS（由世界银

本效益已经导致志愿技术援助项目的减少，包括

行资助）的第一阶段已在 2001 年结束。

最先进国家的 NHS。鉴于上述情形，理事会高兴

7.2.7

SADC-HYCOS 第二阶段的建议已制定

地获悉一些成功举办的培训活动，如：2002 年 1

完成，荷兰表示有兴趣为其实施提供支持。由于

月在新西兰惠灵顿为五区协代表举办的洪水预报

预期能从欧洲委员会得到支持，MED-HYCOS 的

研讨会和拟于 2002 年 9 月在渥太华为一区协和

活动将得以继续进行。

四区协学员举行的加拿大洪水和低流频率分析

7.2.8

HOMS 分件研讨会。

理事会对目前为制定 WHYCOS 各个组

成部分所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也指出需要
将这些项目更快地推向实施阶段。理事会注意到

区域活动

为该目的提供的资金目前主要依赖于预算外资

7.2.15

金，因此敦促 WMO 能为其最先启动阶段的活动

水文和水资源活动，特别包括区域协会水文工作

理事会注意到六个区协正在开展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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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工作。

强洪水预报活动的观点，并感兴趣地注意到建立

7.2.16

理事会获悉一区协历史水文资料拯救示

能向会员提供咨询服务的区域洪水信息中心的想

范项目在 8 个国家完成了示范阶段。对该计划的

法。理事会获悉了开展全球干旱预测和管理项目

成功表示高兴，并鼓励该项目继续向其他国家延

的计划。相关 HYCOS 项目的开发和实施将对水

伸。

文预报和应用计划提供支持。

7.2.17

理事会注意到二区协有关洪水预报的活

动以及将这些活动同防灾减灾联系在一起的努

自然灾害的水文问题

力。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该地区制定的 HYCOS

7.3.2

项目，即 HKH-HYCOS 项目和根据与湄公河委员

一项有关洪水管理的联合计划—“全球协调”在

缔结的谅解备忘录所制定的湄公河-HYCOS 项目

日本的支持下已于 2001 年 8 月启动。荷兰也支

的计划以及有关平原洪水管理的活动。

持该项目。该项目将洪水管理看作为一种广义概

7.2.18

理事会注意到三、四区协在水文学和水

念，它结合利用政策、规章制度、财政和物质措

资源活动方面的范围和进展，两个区协都确认将

施来处理洪水引起的灾害，同时也认识到洪水既

高优先级给予本地区的水文和水资源活动，包括

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理事会获悉了为四个

建立 CARIB-HYCOS 和类似在拉普拉塔河和亚马

区域，即中美洲、南美洲、南亚和南部非洲规划

逊河流域开展的合作活动。理事会还获悉了目前

的活动。

为 CARIB-HYCOS 募集资金所做的努力，并赞赏

7.3.3

地注意到法国有兴趣帮助进一步开展该项目。

续不断的支持。

7.2.19

7.3.4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2002 年 1 月在惠

理事会注意到，与全球水伙伴相结合，

理事会注意到对发展 TCP 水文学部分持
理事会赞赏在向会员提供洪水预报帮助

灵顿召开了五区协水文工作组届会；2002 年 2 月

方面取得的进展，但也注意到一些区域会员在发

在德国柏林举行了六区协水文工作组届会，其中

展 TCP 水文部分方面还未采取应有的优先行动。

后一次会议是与 UNESCO 第一和第二选举小组

然而理事会注意到一些会员与秘书处合作，促进

的 IHP 国家委员会会议一并举行的。那些会议已

在 TCP 水文部分的进一步发展方面改进洪水预

非常经济高效的方式组织，为分享经验、建立协

报。

调机制以解决共同的与水有关的问题以及对区域
项目提出建议，提供了有用的论坛。

全球环境问题中的水文学
7.3.5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在现有数据中心和

INFOHYDRO

诸如 WHYCOS、GRDC GPCC 和 FRIEND 观测

7.2.20

根据 CHy-11 的建议，咨询工作组已开

计划基础上建网的协议，2001 年 6 月 21—22 日

始审议和修订 INFOHYDRO 的内容和领域。旨在

在德国科布伦茨举行了专家会议，正式建立全球

保留以前版本所包括的大部分有价值的信息，同

水文陆地站网。已建立了该网的管理结构和实施

时方便成员和和秘书处更新信息。目标是到

计划。

CHy-12 时完成 INFOHYDRO 的修订版草案。

7.3.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GRDC 的持续工

作，特别是它在推动决议 25（Cg-13）—“水文
7.3

水文预报和应用计划（议题 7.3）

资料和产品的交换”中发挥的重要作用。GRDC

7.3.1

执行理事会获悉 CHy 水文预报和预测工

的未来活动将着重解决诸如资料产品的开发，及

作组于 2001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小组的

集中各种工具通过互联网提供统一的准实时资

每位成员准备了工作计划，CHy 咨询工作组随后

料。理事会表示希望 GRDC 继续根据其全球河流

批准了这些计划。该小组也着手制定风险管理和

数据集为气候和水资源用户提供有用的产品。

全球预报警报项目。理事会重申了它关于需要加

7.3.7

理事会获知 WMO 和 UNESCO 于 2002

43

总 摘 要
年 1 月 23—25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 WCP-水指导委

7.5

与水问题有关的计划（议题 7.5）

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一个战

7.5.1

理事会考虑到与淡水，特别是与 HWRP

略，以便使 WMO 和 UNESCO 能对有关气候、

有关的范围广泛的国际团体的最近发展。

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新项目做出贡献，并发展和

7.5.2

实施自身的项目。项目发展的重点是面向易受影

2001 年 9 月在 WMO 总部举行，由 WMO 担任会

响的流域，主要是世界上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

议主席，以及 ACC 已更名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首

文序列的长期趋势分析及变异分析以及洪水和干

脑协调委员会（CEB），并解散了多数附属机构，

旱频率分析方法学的发展也是该计划工作的优先

这使得水资源分委会的状况不太明朗。鉴于分委

领域。

会肩负许多要继续完成的重要任务，有些任务甚

7.3.8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ACC 水 资 源 分 委 会 于

理事会获悉 WCP-水及水和气候对话之

至是联合国大会赋予的，联合国系统中没有淡水

间已存在的合作，这是最近由世界水理事会和全

方面的牵头机构，且该分委员会已被证明在过去

球水伙伴关系建立的。

的 30 多年中在协调机构间活动方面卓有成效，

7.3.9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2002 年 1 月荷兰

理事会强烈赞同秘书长在过去为确保这一机构间

已启动 IGRAC 初始阶段的工作。理事会鼓励会

机制继续保留有效所做的工作，并鼓励秘书长采

员及相应的联合国机构对中心的建立及运行给予

取一切方式恢复这一专门的机构间单位来承担该

支持和合作。

项重要作用。

7.3.10

7.5.3

理事会认识到迫切需要全球范围的湖泊

前分委会的共同活动集中在世界水评估

和水库的水文资料，供水资源评估和气候研究使

计划，其主要成果是《世界水发展报告》。理事

用。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在建立国际

会注意到 WMO 为准备报告做出了积极贡献，在

湖泊和水库中心方面所做的工作，并鼓励它能尽

约翰内斯堡召开 WSSD 时将提交最终草案，在

早开展工作。

2003 年 3 月日本世界水论坛上将提交完整的第一
版。

7.4
7.4.1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及水文与水资源能力

7.5.4

理事会获悉 2001 年 12 月 3—7 日在德

建设计划（议题 7.4）

国波恩召开的国际淡水会议的成果，这为可持续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水文学编辑专题组第

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供了建议，这些建议将由理

三次届会于 2002 年 2 月 11—15 日在日内瓦举行，

事会在议题 15.2 下讨论。

在 ETR 计划和 HWRP 的共同努力下，编制《气

7.5.5

象 和 业 务 水 文 人 员 教 育 和 培 训 指 南 》（ WMO-

及其主管人员理事会的成员，使本组织与将于

No.258）卷Ⅱ—水文学。理事会获悉，该出版物

2003 年 3 月 16—23 日在京都、滋贺和大阪举行

包括对水文学家和有关专业人员及水文技术人员

的第三次世界水论坛的筹备工作建立了直接联

的整套基本指导说明。它还涵盖了继续教育与培

系。该论坛将包括行业和区域会议，以及一系列

训的内容。关于主要活动分支所需职业能力的实

专家组会议和研讨会。理事会认为 WMO 应积极

例也是该出版物的一部分。

参与该论坛。

7.4.2

7.5.6

理事会赞赏秘书处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理事会注意到 WMO 作为世界水理事会

WMO 的全球水伙伴成员身份使得本组

计划下以非常有限的资金在开展活动方面所做的

织在建立洪水管理联合计划—全球协调中起主导

努力。理事会注意到已对太平洋小岛国家的水文

作用（参见总摘要第 7.3.2 段）
。WMO 与世界银

需求进行了评估，并准备了有关水文技术人员培

行及一些会员国一起被邀请作为全球水伙伴关系

训以及改进水资源监测的项目。理事会鼓励 WMO

组织（即全球水伙伴关系的秘书处）的“赞助伙

秘书处调查与区域机构合作实施那些项目的方

伴”
。2002 年 5 月瑞典议会批准以政府间组织的

法。

名义建立全球水伙伴组织，其秘书处设在瑞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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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执行理事会同意如果这不对本组织

8.2

带来财务影响，WMO 应接受邀请。

织以及其他机构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开展的合作，

7.5.7

理事会获悉同 UNESCO 合作活动的新

特别是秘书处与ITU之间的合作使得WMO RMTC

发展，最突出的是《水文学词汇表》于 2002 年 3

能参加“为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互联网培训中心活

月在 Delft UNESO 水教育学院得到国际基础设

动”，理事会建议应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继续并

施、水力和环境工程研究所的正式认可。

扩大其他国际机构的协助以及与它们的合作。理

7.5.8

UNESCO 的 代 表 谈 到 需 要 WMO 和

事 会 还 注 意 到 秘 书 处 与 UNESCO 、 UNEP 、

UNESCO 筹集资金并在所有环境问题上协同工

EUMETSAT、NOAA、COMET和ITU合作的目的

作，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水危机。他简要介绍了根

是为了促进将新的技术和科学成果纳入教育和培

据 UNESCO 国际水文计划第六阶段的总主题“水
的相互作用—面临风险和社会挑战的系统”所准

训过程。
8.3
理事会强调了教育和培训作为NMHS能

备的活动计划。他强调了 UNESCO 加强与 WMO

力建设的一个主要因素的重要性并强调需要在第

合作的价值及加强在与水有关灾害领域加强联系

十四财期的资金内给予该计划以高度优先。理事

的愿望。

会还注意到ISO 9000的重要性及其对高质量培训

理事会还赞赏与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组

理事会对继续密切与 UNESCO 在淡水

和制定专业标准的质量的影响。理事会还获悉质

领域的联系表示支持，并建议应考虑在下一步建

量培训的主题将在2003年4月举办的下届WMO教

立一个水资源评估联合委员会来更正式地整合两

育和培训研讨会上作为一项重要的主题进行讨

组织的水计划。

论。

7.5.9

7.5.10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由瑞士代表向

制/平台”的建议。鉴于该建议与附录Ⅵ中所讲的

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8.4
理事会注意到2002年4月15—19日在菲

概念相似，理事会建议在进一步发展总摘要第

律宾奎松市召开的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第20次会议

7.1.17 段提及的概念建议时与瑞士的有关部门建

的报告，并赞赏该专家组在J. W. Zillman先生领

立联系。

导下所开展的工作。理事会审议了专家组提出的

7.5.11

观点和建议，理事会的有关意见和决定分别记录

WWSD 筹备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政府间水机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共同主办了 2001

年 7 月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水文科学

在以下相关段落中。

家协会第六次科学大会，以及会员或非政府组织
举办的其他许多国际科学活动。

人力资源开发
8.5
理事会注意到，经第13次大会同意，2002

8．

年将展开对会员培训需求的全球调查，考虑到此

教育和培训计划（议题8）

次调查对于正确评估和计划本组织的教育与培训
活动，以及对改进ETR计划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

概况
8.1

执行理事会忆及第13次大会就WMO在

理事会再次呼吁会员通过认真填写新近设计的调

教育与培训领域的活动做出的决定，特别是决议
17（Cg-13）—“教育与培训计划”。理事会还满

查表和提供所需信息来积极参与这次全球调查。
8.6
理事会赞赏为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而向

意地注意到自其上一次届会以来WMO在教育和

所有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区域协会的主席发函，

培训方面开展的活动的情况。它强调培训活动对

要求其活动与ETP计划相关的报告员向秘书处提

于所有WMO计划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它还赞

交报告副本以便确保他们就教育和培训事宜提出

赏为实施区域和国家ETRP计划而向区域和国家

的意见、问题和建议能包括在执行理事会教育与

培训机构提供的协助。

培训专家组的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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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讨论关于建立区域水文培训中心的问题。为此，

金允许的条件下联合资助类似的培训活动。
8.14
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对培训图书馆服务的

还提出了一套将水文培训与现有RMTC网络更好

利用以及对虚拟培训图书馆的更新，以便使其作

结合的备选方案。

为学习的窗口提供网上的气象与水文培训资源。

理事会获悉下次CHy咨询工作组届会将

新的气象与业务水文人员分级办法
8.8
关于第50次届会批准并于2001年1月1日

理事会鼓励秘书处继续和扩大这些活动。
8.15
理事会对在编写培训出版物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表示满意。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在休会期间

开始生效的新的WMO气象与业务水文人员分级

发行了以下出版物：

办法，理事会注意到，在征求会员对《气象与业

(a) 《气象和业务水文教员培训手册》（ETR-16）

务水文教育与培训指南》（WMO-No.258）第I卷
—“气象学”这本WMO出版物初版的意见与建
议后，目前正在充实整理该出版物的新版本。理
事会赞赏根据其第50次届会和第13次大会的指示
将该出版物分发给所有的会员，从而逐步实施新
的分级办法。该出版物的补充材料不久将分发给
所有会员以便向它们提供有关信息供它们适时采
用，理事会对此也表示赞赏。
8.9
理事会还注意到第II卷—“水文学”的
编写工作正在进行，计划在2002年底前请各国的
教育专家来审阅该卷内容。预计英文版将在2003
年第一季度正式出版（参见总摘要第7.4.1段）
。
8.10
理 事 会 再 次 强 调 并 鼓 励 WMO 会 员 和

的第一部分；
(b) 《二、三类农业气象人员培训课程讲义》
（WMO-No.551）第二版；
(c) 《气候变化入门：气象工作者课程讲义》
（WMO-No.926）；
(d) 《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教育与培训指南》第I
卷—“气象学”（WMO-No.258）；
(e) 《气象和业务水文培训设施概要》（WMONo.240）第五部分更新版，包括WMO RMTC
2002和2003年的培训计划。
理事会对会员和个人的合作及帮助表示赞赏。
8.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由SCHOTI计算机
辅助教学工作组组织和WMO参与主办的2001年7

RMTC协调采取行动来评估和更新有关的课程并

月9—13日在巴西Recife举行的第五次国际气象计

随后结合新的WMO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分级办

算机辅助教学和远程教学国际大会的会议成果。
8.17
理事会高兴地了解到西班牙气象局已表

法在其教育和培训过程中逐步采纳新课程。
8.11
理事会注意到气象和水文人员培训的高

示愿意承办于2003年4月在马德里举行的下一届

费用和许多会员所面临的财政制约。因此，理事

WMO教育和培训研讨会并感谢西班牙政府提供

会建议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根据WMO新的气

的慷慨支持。理事会支持专家组的建议，即该项

象和业务水文人员的分级办法为发展中国家会员

活动的主题是WMO气象学与水文学教育和培训

提供资助以协助它们培训人员。

新展望研讨会。研讨会将审议与NMHS和培训机
构在执行气象水文人员新定级方法中所面临的新

培训活动
8.12
理事会注意到WMO组织和资助了许多

挑战有关的国家、区域和全球行动、计划与活动。

培训活动，其主题涉及WMO各科学和技术计划

进新专业和提高拟举办的各项教育培训的质量

领域的问题，包括一些特殊领域的培训，如NMHS

（例如，学习的认可、有效性和鉴定）
。

的管理、气象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回收和销售。
8.13
理事会获悉中国、埃及、印度、伊朗伊

尤其重要的是推动继续教育培训及终身学习、引

斯兰共和国、肯尼亚、尼日尔和俄罗斯联邦RMTC

区域培训中心
8.18
理事会注意到RMTC网的大部分RMTC

的培训活动及诸如斐济和波兰的国家活动。理事

继续对来自所在区域的业务人员的培训做出积极

会满意地注意到这些活动并要求秘书处考虑在资

的贡献。理事会鼓励WMO RMTC继续为ETR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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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确保有效地满足区域气象培训需求。

划做贡献，尽可能多地提供培训机会以满足区域
的需求，并要求秘书处在资源允许条件下继续向

8.23

RMTC提供协助。
8.19
理事会欢迎COMET和UCAR资助的气象

涉及WMO会员、RMTC和利益相关方（NMHS的
东道主及政府、潜在的接收服务的会员、作为一

论坛示范项目，该活动的目的是开发一个虚拟中

个整体的区域协会、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秘书

心， 使三 区 协和 四区 协 的WMO RMTC 能 获 得

处）的一系列战略问题 。此报告还提出了一个

WMO、UNIDATA、COMET和各大学提供的资

改革框架，指出了具体实施中拟采取的主要行

料与培训，并互相分享资源。理事会鼓励秘书处

动，包括为利益相关方和其他相关机构提议的作

研究是否可能在WMO的其他区域发起类似的活

用和职责。
8.24
理事会赞同建议的“执行理事会关于

动。
8.20

理事会还注意到该概念报告草案阐明了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第48次届会所

WMO RMTC 标 准 确 定 的 实 际 应 用 指 南 ” 和

通过并由第13次大会批准的RMTC活动持续监测

“RMTC未来的作用与运作”的概念报告，并要

机制，对位于肯尼亚、尼日尔和菲律宾的3个RMTC

求秘书处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为实施这些活动采

进行了外部评审。理事会同意专家组在对外部评

取必要行动。
8.25
理事会获悉，在三、四区协的第13次届

审组报告进行审议后提出的建议，这些培训中心
应继续视为WMO的RMTC。
8.21
理事会还注意到，执行理事会教育和培

会上，委内瑞拉政府提出，为设在委内瑞拉中央

训专家组在其上次届会中对所提议的“执行理事

校的分部来开展气象技术的培训，以便提高该

会关于WMO RMTC标准确定的实际应用指南”

RMTC的能力。理事会注意到两个区协对此所给

进行的评议。理事会支持专家组的意见，即这些

予的积极考虑并支持专家组的意见。该意见认为

指南可以帮助相关的机构，例如区域协会、秘书

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有必要要求教育和培训报告

处、个别会员和RMTC，更严格地应用现有的关

员，通过各区协主席评估将由新的分部承担的区

于建立新的或评审现有的RMTC的规则和机制。
8.22
理事会注意到专家组对RMTC未来的作

域培训的需求（评估工作应遵循“执行理事会关

大学的RMTC增加一个设在马拉凯的航空技术学

用与运作的一份概念报告草案进行了讨论，其目

于WMO RMTC标准确定的实际应用指南”
）
。
8.26
理事会获悉秘书处收到了WMO中国常

的如下：

任代表的建议，即通过提供位于北京的CMA培训

(a) 旨在为制订和推动在气象和水文学教育培训

中心提供的培训设施和机会并以此作为RMTC南

中开展总体评审，而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

京的分部开展继续教育和培训来加强RMTC中国

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内在能力。同样也为

的能力。注意到秘书处和执行理事会专家组的积

了提高会员关于对RMTC的组织和运作，包

极意见，理事会认为这些安排将有助于加强RMTC

括其最佳的区域网络而进行改革的意识；

中国的能力 ，从而使本区协其他会员受益，并

(b) 促进关于RMTC发展的区域政策对话，旨在
承办政府和区域协会间就战略优先及联合观

满意地对这一贡献表示认可。
8.27
在注意到由一区协发起的关于为中非建

点形成全面的一致，并在RMTC的所有主要

立一个RMTC可能性的要求，理事会支持专家组

的利益相关方开展持续的合作；

的建议并通报一区协的主席及教育和培训报告

(c) 赞同气象和业务水文学质量教育的理论；特

员，同时向他们提供专家组的“执行理事会关于

别是RMTC依据会员不断变化的需要不断修

WMO RMTC标准确定的实际应用指南”
；另外在

改和迅速适应所提供的培训；

评估中非的培训需求时，报告员还应对现有的可

(d) 开始准备RMTC的可持续战略行动计划，并

提供的培训进行评估。理事会忆及第12次大会的

得到各有关方的赞同、定期评审及持续的支

意见，即努力确保已认可的RMTC能根据所需的

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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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效能发挥作用，这比建立新的中心更为重

托基金项目，还有约62万美元来自WMO的正常

要。理事会获悉RMTC安哥拉的现况及其他一些

预算。应该注意的是同2000年相比，2001年的投

有关提高葡萄牙语国家培训水平的可选方案。在

入资金有所增加。

即将举行的一区协（2002年11月）届会将审议上
述问题。

计划实施活动

教育与培训奖学金
8.28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2001年在各项计划

WMO自愿合作计划
9.3
理事会注意到2001年30个会员以现金和

下共发放了304份奖学金，比2000年约多出10%。

其他形式向WMO VCP提供了总额约730万美元的

理事会继续注意到所有正常预算下的奖学金都已

认捐。在认捐会员中散发了99个VCP设备项目和

根据第52次届会确立的标准发放。理事会赞赏

457个奖学金需求。2001年VCP下有36个VCP设备

VCP认捐会员的慷慨捐助并呼吁它们保持和在可

项目获得部分或全部资助，并新颁发了174个短

能的情况下增加对奖学金项目的捐赠。理事会关

期奖学金和36个长期奖学金。它对以资金、设备、

切地注意到对奖学金的需求量和奖学金实际发放

服务以及奖学金形式向VCP提供认捐的会员表示

额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这主要是奖学金成本上

感谢。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尽管每年获得大量

升、资金短缺和需求增长等原因造成的。理事会

的支持，仍有约300个VCP设备项目和200个奖学

鼓励秘书处继续推行费用三方分摊的机制，以及

金需求没有得到资助或全额资助。理事会赞赏地

寻求预算外的自愿捐赠。理事会已获悉这种使该

注意到在2002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VCP和相关

区受益的内罗毕RMTC与Bet Dagan RMTC间的和

TCO非正式计划会议上认捐会员表示它们愿意继

WMO联合资助的三方活动。理事会最后呼吁认

续或加强对该计划的支持，它敦促会员通过认捐

捐会员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帮助解决对培训奖学金

更加积极地参与这一计划。
9.4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为了涵盖TCO和

不断增长的需求。
8.29
理事会支持专家组的建议，即秘书处严

VCP相关活动的最新信息，包括正在进行的重点

格遵守现有的正常预算下的奖学金奖励标准，尤

项目，TCO和VCP的网页现已定期更新并得到进

其是将重点放在气象学和业务水文学的继续教育

一步加强。它进一步注意到，为了帮助秘书处和

奖学金而不是基础教育。并给予不超过18个月期

会员的资金筹措活动，介绍TCO和VCP计划，以

限的长期奖学金优先权。理事会还要求秘书处通

及WMO紧急事件和灾害援助计划，已制作出介

过分析职业进展和前WMO奖学金活动来评估奖

绍材料（MS-PowerPoint文件），可以从TCO主页

学金计划的影响。

获取，该网页有计划地定期更新。2002年将进一
步加强互联网页（采用新版式）和制作VCP宣传

9.

技术合作计划（议题9）

9.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会员继续从TCO计划

内开展的活动中受益，包括项目和计划的拟定、

册。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加强这一计划。

资金筹措以及能力建设这样一些领域的活动。那

UNDP和相关活动
9.5
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今年有两个UNDP

些活动在各种融资渠道框架内实施，如UNDP、

资助项目已在实施，一个在肯尼亚，另一个在阿

WMO VCP、信托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二区协，巴林通过UNDP

行和区域开发银行，以及其他渠道。

项目，主要是通过引进新设备和人力开发，继续

9.2

理事会注意到2001年对技术援助活动的

加强了气象部门。已有六个自动天气站交付使

总投入资金为2400万美元，其中501万美元来自

用。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进行的项目中建成

UNDP，737万美元来自VCP，1100万美元来自信

了由32个自动天气站组成的观测网，并购买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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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天气雷达。在马尔代夫，正在进行气象局能力

同意共享和免费交换其计划的产品与成果并要求

建设项目；在五区协，已拟定出一些为太平洋岛
国的计划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持服务的项目，并提

秘书处保证根据要求向会员提供所需的产品。
9.10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WMO与厄瓜多尔

交给UNDP驻萨摩亚办事处，以支持气候变化适

已签署了建立信托基金的合作备忘录，该基金用

应对策工作。
9.6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在过去七年资源

于厄尔尼诺现象国际研究中心的建立、运行和发

长期亏损的趋势下,2001年UNDP资源总额首次实

展。
9.11

理事会注意到在四区协，正在实施的

现了逆转，并注意到WMO与UNDP在过去50年间

WMO与墨西哥国家水利委员会协议中的活动继

富有成效的持续合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过进

续令人满意地发展，活动的目的是为一些项目组

一步积极参与国家公共评估和国家和区域一级的

成部分提供技术援助服务，这是由世界银行和墨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进程而继续努力加强与

西哥政府资助的大规模水资源管理项目实施工作

UNDP的合作。

的一部分。
9.12
由芬兰政府资助的“小岛发展中国家气

信托基金项目

候变异和全球变化防范：加勒比海地区”项目已

9.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为制定信托基金活

于2001年5月开始活动。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加

动而进行的资金筹措努力。在一区协，内罗毕的

强CMO国家、巴哈马、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

DMC在一项由美国国际发展机构资助的项目下，

海地、牙买加以及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国家气象

继续履行定期向东部非洲次区域国家提供天气和

部门，为更好地拟定加勒比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规

与气候有关的咨询的职责。在南部非洲，在比利
时资助的项目下，继续为哈拉雷的SADC DMC提

划提供工具。
9.13
理事会注意到在六区协，由捷克共和国

供支持。由于意大利政府的捐助，一区协CILSS

环境部每年分期付款，捷克共和国与WMO间关

国家的“早期预警和农业产量预报，第二阶段”

于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和空气污染援助的协议

项目继续得到满意的实施。瑞士发展合作部正在

正得以成功实施。该项目不仅专用于新独立国

通过加强和扩大对马里和乍得乡镇业务气象援助

家，也适用于亚洲和非洲国家。

为项目的实施做出贡献。
9.8
理事会还注意到在二区协，正在完成建
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雷达网的项目，已安装好三

其他有关的技术合作活动
9.14
理事会注意到六区协RMDCN的成功，

部雷达，并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气象组织的员工

该网建立在共享商业化网络服务基础之上，由

提供了培训课程。在WMO与NOAA关于向沙特
阿拉伯气象和环保局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框架

ECMWF管理。
9.15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支持向卫星分发

内，这一项目支持了卫星资料接收、沙尘暴预报、

系统新标准（HRIT/LRIT）过渡中取得的进展，

数值模拟和AMDAR等活动。
9.9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在三区协，在巴西

特别是PUMA任务小组提供的支持。
9.16
理事会注意到作为协调机制的一部分，

国 家 电 力 局 与 WMO 共 同 出 资 及 密 切 合 作 下 ，

WHYCOS国际咨询组2001年6月举行了第四次会

WMO/ANEEL的电力应用水文地理参考与监测计

议 。 讨 论 的 一 个 主 要 议 题 是 MED-HYCOS 和

划已成功实施。理事会还注意到已就一个新项目

SADC-HYCOS项目以及AOC-HYCOS试验阶段的

预备阶段的实施同巴西合作局达成协议，该项目

未来计划，对前二者的外部支持2001年已经终

是为了在国家水利局内部进一步完善“水文监测
和地理参考系统的技术更新与水资源管理术培训

止，后者将在2002年中期结束。
9.17
考虑到GCOS的任务是确保对各种气候

计划”。在此，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巴西政府

用户至关重要的大气、海洋和陆地资料的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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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理事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观测系统网络的差

计划发展和资金筹措活动
9.21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在WMO资金

距和不足特别明显。由于意识到这些不足，

筹措活动框架内，秘书长已就改善WMO与EU间

UNFCCC COP在其决定5/CP.5—“研究和系统观

的合作问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Romano Prodi

测”中要求GCOS与相关区域和国际团体磋商，提

先生。包括IPM&IS及TRACECA在内的项目摘要

出一项旨在促进观测系统改进的区域研讨班计

已提交委员会审议和寻求资助。WMO与欧盟委

划。

员会间的谅解备忘录还在谈判中。
9.22
理事会注意到已经发展了一些管道项

与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合作
9.18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与世界银行和

目。在一区协，AGRHYMET区域中心的“萨赫
勒脆弱性评估”项目已提交给意大利政府做最后

IDB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WMO继续同那些

协 议 。 根 据 2001 年 12 月 在 哈 拉 雷 举 行 的 关 于

机构在相互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包括气候变

SADC/WMO/比利时项目第三次三方评审会议的

化、防灾减灾、厄尔尼诺现象和综合水资源管理。

建议，WMO正在与SATCC合作拟定该项目第二

WMO与巴拿马及哥伦比亚的IDB联合组织了厄尔

阶段的建议以提交给比利时政府。在东部非洲，

尼诺现象和防灾减灾研讨班。WMO与那些投资

位于内罗毕的USAID/REDSO区域办公室已同意

机构的合作还考虑到WMO最终将参加气象/水文

为内罗毕干旱监测中心2002和2003两年的运作出

项目组成部分的制定与实施，这些组成部分是世

资，同时正在安排将中心转变为IGAD专门研究

界 银 行 或 IDB 资 助 的 较 大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

所。WMO已帮助多米尼加共和国国家气象局恢

IDB/WMO关于ENSO的区域项目的实施继续由

复因1998年飓风Georges影响而受损的气象基础设

WMO与国际气候预测研究所、国际粮食政策研

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001年一些项

究所、NOAA全球计划办公室和首席经济学家办

目计划继续获得支持，包括Carib-HYCOS和伊比

公室合作完成。理事会鼓励秘书处发展同非洲和

利-美洲气候项目。已经展开宣传并同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的类似合作安排。

IDB、欧盟委员会和CIDA等进行了谈判，为实施

性及质量，并促进对气候观测系统做出必要的改

那些拟在经过挑选的国家开展的项目建议寻求资
发展中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双边合作
9.19
理事会重申TCDC计划和三重合作协议

助。在六区协，里海环境状况评估的监测与信息

在支持气象水文部门方面的重要性和成本效益。

盟委员会审议。

系统综合开发项目已由CASPCOM通过并提交欧

理事会对参与那些合作活动的会员表示感谢并敦
会鼓励NMHS对其双边机构宣传关于向国家和区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
9.23
理事会注意到2002年3月4—6日在日内

域气象水文服务部门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性。

瓦举行了有关VCP和相关技术合作计划的非正式

促会员进一步扩大那些计划的使用。因此，理事

计划会议，紧接着2002年3月7—8日在日内瓦举
采购活动
9.20
理事会注意到2001年为40个以上的外场

行了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第四次会

项目和WMO区域、次区域办公室购置了设备和

括根据第13次大会及其后执行理事会届会的相关

服务。全部152份购货单已经公布，采购金额达

决定采取的后续行动，并赞同信息规划会议对各

到745万美元，大大超过2000年的水平。购买的

种与VCP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理事会对咨询

设备，如气象雷达、自动天气站、计算机设备、

组成员和邀请专家表示感谢。理事会注意到该咨

电信系统、交通工具和高空站等，费用总计为610

询组的成果并赞同其建议。

万美元，主要服务费用总计为135万美元。

9.24

议。咨询组审议了TCO计划实施取得的进展，包

根据咨询组的建议，并考虑到会员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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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技术发展的趋势，理事会批准了以下VCP协

地确定项目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理事会批准了

调计划：

改进VCP项目评估流程的建议，并要求秘书长着

(a) 全球高空站网的改进，特别是GCOS高空站

手实施建议的项目评估，此后计划于2002年7—10
月进行第五次两年一次的全球评估。

网；
(b) 通信系统的改进，包括公用载波技术和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卫星资料传输；

9.29

理事会注意到2002年非正式计划会议还

审议了其在VCP方面的作用，职责范围草案已获

(c) NMC性能的改进；

得咨询组的一致支持和赞同。理事会完全赞同咨

(d) 对TCP的支持；

询组关于VCP的职责范围。

(e) 对PWS活动的支持；

9.30

(f)

尔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之后，

对气候资料管理和CLIPS的支持；

(g) 对气象和业务水文学培训及人力资源开发的
支持；

理事会注意到，继2001年5月在布鲁塞

为支持2001—2010年LDC行动计划的实施，秘书
处已为LDC制定了WMO计划框架草案，并得到

(h) 对ACMAD 活动的支持。
9.25
理事会审议了2000—2001年VCP(F)使用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的审议。根据咨

情况的报告，并根据本报告附录Ⅶ中给出的总额

划。理事会表示支持此类有助于LDC的能力建

约220,000美元的收入概算批准了2002年VCP(F)

设、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并要求秘书

的拨款。理事会授权秘书长一旦收到资金就可以

长准备拟提交第14次大会的综合建议。建议应强

实施这些项目。

调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级的实施战略和包括预算外

9.26

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它高兴地注意到，通过利用

资金的对计划的资金支持。
9.31
关于促进技术合作和资金筹措问题，理

外交渠道，并在区域、次区域办公室的协助下，

事会同意有必要：

五个国家在2000—2001年采取行动偿还了它们的

(a) 鼓励在WMO秘书处和会员的NMSH间在发

贷款。
9.27

理事会还审议了WWW实施支持周转基

询组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改进了WMO的LCD计

展和实施联合项目与计划方面，以及在通过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对紧急事件和灾难

情况响应能力的进一步改善，包括EDRG情况报

双边和多边机构进行资金筹措方面建立更强
有力的伙伴关系；

告的改进，日本提供的专门从事与ISDR进行联络

(b) 加强信托基金项目的推广；

等工作的初级专业官员的辅助支持，以及为启动

(c) 考虑到WMO的政府间性质，在相互认同和

WMO紧急事件和灾害响应活动对所有可能的自

期望的基础上，与私营部门合作，特别是基

然灾害进行监测。理事会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

金会和非政府组织；

除已批准的1999—2001年VCP(F)80,000美元的拨

(d) 鼓励会员为1999年创立的技术合作计划发展

款外，一些会员为紧急事件援助活动提供了现金

活动信托基金提供捐助（《第13次世界气象

捐助。理事会敦促会员和秘书处实施由EDRG建

大会 含决 议 案的 最终 节 略报 告》 （ WMO-

议并已获得赞同的紧急事件援助活动机制，这一

No.902）总摘要的第3.7.1.34段）。

机制与已经建立的EART的实施程序相一致。在
这方面，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出建议，将适度的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
9.32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和次区域办公室继续

紧急事件援助拨款纳入WMO第十四财期的正常

在技术合作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它要求秘书长

预算。

继续协调WMO的区域技术合作流程，以及教育

9.28

理事会注意到，2002年非正式计划会议

对VCP项目的评估流程、评估调查问卷和VCP需
求表格进行了审议，以便进行必要的修改以清晰

和培训计划，以保证在能力建设方面为会员提供
足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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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区域计划，包括三区协（南美洲）、五

书长开展了一项关于美洲区域办公室搬迁可能对

区协（西南太平洋）和六区协（欧洲）

WMO 带来资金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完成

第 13 次届会的报告（议题 10）

并已提交给 2001 年 9 月 19—26 日在基多召开的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休会期间各项

三区协第 13 次届会讨论。理事会注意到三区协

区域活动的实施进展顺利，区域办公室继续有效

的届会讨论了该问题，并同意将办公室从巴拉圭

地为各自的区协提供服务并为区协主席提供帮

的亚松森搬迁到巴西的巴西利亚。目前正在进行

助。

协商以便在就此问题采取行动前确定四区协会员

10.1

10.2

理事会审议了 WMO 的西部非洲次区域

的意见。理事会还注意到大会有关变更区域办公

办公室（尼日利亚拉各斯）、东部与南部非洲次

室地点事宜的决定。

区域办公室（肯尼亚内罗毕）、中北美洲和加勒

10.6

比地区次区域办公室（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以及

意到秘书长已于 2000 年 8 月向二区协的所有会

西南太平洋次区域办公室（萨摩亚阿皮亚）的活

员发出邀请，请它们考虑是否愿意承办 WMO 亚

动。理事会感谢秘书长确保了次区域办公室的活

洲次区域办公室，目前已经收到了六个会员的回

动促进支持了各自次区域 NMHS 的工作。为此，

复。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巴林、伊朗伊斯兰共

理事会忆及，在第 52 次届会上它审议了次区域

和国、中国澳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泰国提出

办公室的评估报告并同意这些办公室通过加强

愿意承办亚洲次区域办公室。WMO 已向那些会

WMO 在区域的知名度，对支持 NMHS 做出了显

员国派出了调查人员，秘书长正在审查调查报

著贡献（《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

告，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终节略报告》
（WMO-No.915）总摘要第 10.4 段）
。

10.7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第 14 次大会上提请大会注

域办公室的咨询工作正在进行。理事会还注意到

意评估结果和关于次区域办公室活动和表现的新

已采取初步步骤以便在第十四财期最终建立办公

的信息。

室之前由 WMO 秘书处的一名短期工作人员负责

10.3

理事会注意到四区协在其第 13 次届会

开展同六区协有关的活动。理事会感谢法国、葡

上表述的意见，即位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次区

萄牙、瑞士和英国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这使得

域办公室应升格为区域办公室，以及区域和次区

WMO 能够聘请一名短期工作人员来协助开展

域办公室应在 WMO 秘书处的结构中具有同样层

WMO 有关六区协的活动。它还感谢其他一些会

次的独立性和灵活性。理事会重申其在第 52 次

员，如：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表示了为

届会上的观点，并要求四区协主席与秘书长协

该目的提供财政支持的意向。理事会支持将建立

商，就此问题提交文件供第 14 次大会研究。它

该办公室的预算列如 2004—2007 年计划和预算

同意，此文件的编制不应造成 WMO 额外的支出。

建议。

10.4

10.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继续与非洲

关于建立亚洲次区域办公室，理事会注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建立欧洲次区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一区协非洲

次区域经济组织的协作。它特别注意到，已对

WWW 基本系统实施和改进战略计划”在编制方

CEMAC 秘书处派作了专访，以便制订中部非洲

面的进展，特别是为该目的对一些一区协国家进

次区域的气象和水文计划。为此已计划在 2002

行了调查和派出了专家任务组。它向美国和其他

年下半年召开第二次中部非洲 NMHS 局长会议，

为组织此活动提供支持的捐助方表示感谢。它进

并随后签署 WMO 与 CEMAC 以及 WMO 与 IGAD

一步鼓励 VCP 和其他捐助方为此战略的实施提

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同时，现有的与 ASECNA

供支持，包括准备详细的项目建议、使用互联网

间的工作安排应得到加强，以便更好地对有关会

和 RANET、RETIM 等现代技术，为解决 GOS、

员提供帮助。

GTS、GDPS、PWS 和资料管理方面的欠缺提供

10.5

可持续的方案。

理事会获悉，应第 13 次大会要求，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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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为区域进步实现可持续

系统的欠缺方面的工作给予支持。

发展，ECOSOC 敦促联合国系统支持 NEPAD。

10.16

为此，理事会获悉一旦一区协的非洲 WWW 基本

别是小岛国家和 LDC 缺乏合格的专业人员。因

系统实施和改进战略计划得以实施，将对 NEPAD

此，需进一步重视教育和培训计划，包括为帮助

的目标做出长久的贡献。因此，它鼓励 WMO 会

会员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奖学金。在此方面，理

员和秘书处继续对 NEPAD 和其他计划（如非洲

事会鼓励在 WMO 的一些区域 RMTC 间实施联合

环境可持续发展监测计划）的实施等提供支持和

活动，更好地满足会员的需求。理事会对所有为

做出贡献。

WMO 培训活动提供支持和为联合培训工作做出

10.10

贡献的会员表示感谢。

理事会鼓励二区协的 NMS 继续实施二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许多会员国，特

区协（亚洲）NMS 加强战略计划，并同意为五

10.17

区协太平洋区域气象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实施提

织间的密切合作，它鼓励秘书长进一步加强在气

供支持。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为此对两个区协

象、气候、水文和相关领域内联合项目或计划的

的会员提供支持。

编制和实施。为此，理事会强调了这种区域、多

10.11

边和双边层次上的合作需求。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域在自然灾害防灾减

理事会注意到 WMO 与区域和次区域组

灾方面的工作，它同意给该问题高优先级。理事

10.18

会还注意到通过及时分发信息，从指定的 RSMC

分别承办了三区协第 13 次届会和五区协第 13 次

和其他先进气象机构获取资料和产品，改进警报

届会。理事会提请所有的区域协会继续在休会期

服务的需求。理事会注意到了有关厄瓜多尔国际

间在各自的区域内继续致力于加强 WMO 计划的实

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实施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施。

和 MERCOSUR 气候论坛的收益。

10.19

10.12

理事会注意到五区协关于要特别关注在

区协第 13 次届会和六区协第 13 次届会的报告，

区域内推进包括新的和可能的会员在内的所有发

并将其决定分别记录在决议 8(EC-54)、决议 9

展中 NMHS 在 WMO 工作内的整合的担忧。理

（EC-54）和决议 10（EC-54）中。

理事会感谢厄瓜多尔政府和菲律宾政府

理事会审议了三区协第 13 次届会、五

事会要求秘书长和发达 NMHS 在此方面对发展中
NHMS 提供帮助。

11．

减灾活动（议题 11）

10.13

1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WMO继续担任ISDR

理事会注意到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和

有关的环境问题受到各区域内政府的极大关注，

跨机构专题组的常任成员。理事会重申WMO应

特别是小岛国家。应开发进一步的区域、季、跨

当在专题组中起领导作用，促进科学和技术活动

年度和更短时间尺度的气候构想，使会员能为其

以及利用NMHS的业务活动促进该战略的实施。

有关政府的政策制订提供相关建议。

理事会强调，NMHS能够对国家和区域级灾害管

10.14

理事会还注意到，气候、干旱和水资源

理的所有阶段做出贡献，包括预防措施、预报和

问题在一些区域受到关注，它鼓励秘书长继续为

早期警报、观测灾害发展、恢复和重建。理事会

目前一些区域的 HYCOS 项目提供支持，并探索

同意，WMO参与ISDR也是提高NMHS和整个气

太平洋-HYCOS 等新项目的实施，这些项目将持

象水文界的形象和知名度的一种方式，并有助于

续地对一些区域的水文预报和洪水控制做出贡

确保NMHS在国家减灾战略中的全面伙伴关系。

献。

关于这一点，理事会特别强调与媒体，包括天气

10.15

理事会注意到区域主席表示的担忧，特

播报员和预报员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性，以便最

别是一些会员国在实施观测站网、通讯和资料处

大程度地利用他们作为与整个公众交流的可靠方

理系统方面的差距。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给予此问

式。

题高优先并继续对会员在解决一些区域基本气象

11.2

理事会强调NMHS在管理各种气象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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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包括与各种时空尺度天气现象有关的灾害

书长在首脑会议准备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理事

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理事会注意到由WMO作

会还提请各会员WMO常任代表，让他们国家参

为牵头机构的ISDR气候和灾害第一工作组的活

加首脑会议的代表团关注WMO和NMHS在减轻

动。理事会特别赞赏WMO在和国际气候预测研

灾害活动中的关键作用。

究所合作以及在其他伙伴的参与下，过去一年编

11.7

写的几套厄尔尼诺展望。展望利用了一些主要分

旱监测中心，通过减轻那些阻碍消除贫穷的灾害

析和预测中心以及对ENSO监测和预报有直接经

的后果和保护环境的方式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

验的NMHS所做的单独评估。理事会进一步注意

中的减灾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理事

到工作组继续对气候灾害信息传递的效率进行评

会认为加强区域一级的灾害管理和减灾机制十分

议，这些信息是从主要全球中心通过区域中心和

重要。应确保地方部门更多地参与把有关信息，

气候展望论坛提供给社会和经济用户的。在这方

包括早期警报和知识传授给公众的工作。理事会

面，理事会强调区域研究机构，包括WMO干旱

也强调互联网在信息和警报提供过程中所发挥的

监测中心和ACMAD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日益重要的作用。

工作组议程的下一步议题是有关通过集合季节预

11.8

测估计极端事件概率方面研究新成果的业务化潜

极端天气事件对人类和经济所造成影响的定期文

力，也认识到以有意义的和便于使用的方式传达

章。注意到这些文章中的信息并不总是很容易就

该信息的重要步骤。理事会十分支持那些活动并

能搜集到，理事会认为需要寻找更加系统、标准

要求秘书长确保WMO在灾害和气候变异及变化

的方法来获取有关自然灾害及其影响的客观信

之间重要关系研究中一直起牵头作用。

息。理事会进一步认为，提出该方面建议的任务

11.3

理事会注意到WMO秘书处EDRG的活

应该由新的防灾减灾计划来完成。在这方面，理

动。理事会获悉WMO秘书处正在使用由日本政

事会注意到ISDR已经开展了一个项目，以改进自

府派遣的初级专业官提供的服务。为此，理事会

然灾害资料库与气候资料库之间的联系。

希望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

11.9

11.4

减轻自然灾害问题纳入到WMO长期计划以及计

理事会注意到在滑坡研究、减轻风险和

保护等领域开展的国际活动，包括建立国际滑坡

理事会强调NMHS和区域中心，比如干

理事会回顾了WMO公报中刊登的有关

理事会在议题14和12下，分别审议了将

划和预算。

协会。理事会支持WMO参与那些活动，并要求
秘书处确保能对WMO在滑坡预防和减轻各主要

12.

第十四财期（2004—2007）的计划和预
算（议题 12）

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包括与协会建
立应有的工作关系。为了能充分、及时地响应国

12.1

家在预防和减轻滑坡方面的服务需求，理事会也

会审查了秘书长的第十四财期最大支出概算。

提请秘书长确保向NMHS提供适当的建议。

12.2

11.5

理事会注意到热浪造成了很大的死亡人

2007）计划和预算建议，该建议是在最大支出为

数，尤其对城市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恶

252300000瑞郎（称为名义零增长方案）的基础

化了城市地区的气候生活条件。热浪对经济部门

上准备的，该数额对应于第13次大会批准的第十

的影响也很显著。理事会因此敦促CCl加速制定

三财期（2000—2003）的最大支出。他指出如果

合适的指南，以帮助会员准备并向其政府和公众

要继续保持与第十三财期支持的相同总量和规模

提供热浪的早期警报。

的活动成本（实际零增长预算）就需要增加20 911

11.6

理事会认识到减轻自然灾害是WSSD的

700瑞郎。秘书长建议中包括了预算方案2，其总

一项重要议题。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为促进WMO

金额为13 000 000瑞郎，它包含了用于执行理事

和各NMHS在减轻自然灾害中的作用和贡献，秘

会第53次届会所确定的四个关键计划领域的追加

根据WMO财务条例第3.4条，执行理事
秘书长提出了他的第十四财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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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其他活动所需的资金。

个方案（评定会费）上：（i）253 800 000瑞郎；

12.3

秘书长指出，在名义零增长方案下，活

和（ii）258 800 000瑞郎。理事会最终建议将这

动总量和规模必须削减以便为通货膨胀的成本增

些方案提请第14次大会审议。这有可能导致对本

加和法定的职员成本增加找到足够资金，估计这

报告附录Ⅷ中的单个科学和计划进行比例分配。

个金额为19 755 700瑞朗。此外，第十四财期需

12.11

要对某些岗位进行部分或全部冻结。

果的预算编制格式来介绍预算表示满意。

12.4

12.12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的建议和财务咨询

理事会对根据第53次届会要求以基于结
理事会认识到业绩衡量和报告在基于结

委员会的报告，包括记录在本报告附录Ⅰ中的建

果的预算编制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同意执行理事

议1。

会和大会应该使用本报告附录Ⅸ中所含的执行理

12.5

很多会员对不增加预算给WMO所有活动

事会关键业绩指标专题组提出的9个关键业绩指

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深切关注。大家一致认

标来衡量秘书处在第十四财期计划和预算实施当

为不管是目前评定的248 800 000瑞郎的会费还

中的业绩。会上还建议2004—2007年计划和预算

是增加后的252 300 000瑞郎的会费都不足以开

的实施监督工作可以由执行理事会第55次届会为

展会员所需要的计划。同时很多会员还对增加评

监督6LTP而建立的工作组来承担。用于业绩衡量

定会费的可承受性表示同等的关注。

和报告的目标应由执行理事会根据秘书长、技术

12.6

委员会和区域协会的建议来制定。

理事会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1，即：执行理事会应提请秘书长就以下问题提

12.13

出建议：(i)在248 800 000瑞郎评定会费的基础

的附录Ⅷ。

理事会关于秘书长建议的报告见本报告

上提 出 一 个 优 化 的 计 划； 及 (ii) 在 总额 最 多 为
20000000瑞郎的计划基础上提出一些增加的计划

13.

WMO 面临的重大问题（议题 13）

项目。为了与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方法一致，在

13.1

NMHS 的作用与运作（议题 13.1）

（ii）项下提出的计划建议应明确指出增加的投

13.1.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执行理事会 NMHS 作

入和效益。

用与运作咨询组组长的报告。它对小组的工作表

12.7

理事会认为在确定将在两种方案下开展

示感谢。它注意到，咨询组于 2002 年 4 月 8—12

的其他活动时，秘书长应专注于具体项目（如WWW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届会的报告英文版已向

计划中的两次热带气旋年度研讨会），使得即将

理事会全体成员散发，它提供了有用的背景信

开展的活动的成本能最大可能地在基准数字248

息。

800 000瑞郎内吸收。
12.8

在讨论了秘书长提出的四个方案后，理

NMS 作用与运作的审议

事会表述了愿望：(i)至少能尽可能地维持目前的

13.1.2

计划实施水平；（ii）通过相对地分配资金来反映

次届会以来的工作，包括通过综合问卷调查对世

优先领域；和（iii）应考虑所涉及成本的可承受

界范围内 NMS 目前状况的评估，及对一些在第

性。

一次届会上确定的主要问题的后续研究情况。

12.9

理事会审议了 2000 年 2 月咨询组第一

理事会重点讨论了大会为支持所提议方

案所需的信息水平，并要求秘书长向第14次大会

问卷调查的发现

提供有关的文件。

13.1.3

12.10

NMS 作用与运作问卷调查初步分析得出的发现，

考虑到在计划实施和可承受性方面的要

理事会注意到了对 2000 年 12 月关于

求和限制，并包括与第13次大会批准的评定会费

该调查收到了 128 份回复。

相对应的248 800 000瑞郎的优化及得到一些会

13.1.4

员支持的计划方案，理事会将讨论重点集中在两

NMS 状况提供了有用的全貌，以及很好地揭示

理事会同意，对调查的分析对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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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 NMS 间情况的多样性。
13.1.5

(a) 重点与NMS经费相联系的提供气象服务的经
济框架；

理事会注意到调查分析中得出的一些重

要发现，包括：
(a) NMS工作中最重要的国家目标是：保障生命

(b) 管理NMS运作的法律文件；
(c) 为NMS履行国家责任提供帮助的区域合作范
围；

安全和保护财产，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及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
(b) 航空是NMS在国家经济应用上服务的最重要

(d) 提供航空气象服务的不断变化的环境；
(e) WMO天气预报标准的概念；

领域，其后为灾害管理、农业、环境保护和

(f)

NMS服务质量管理认证；

大众媒体；

(g) 天气、气候预测的科学基础和局限性。

(c) NMS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经费的总

13.1.10 理事会研究了咨询组对那些问题及从调

体水平、现代化、航空服务的提供、能力建

查分析中发现的和从理事会审议工作过程中产生

设和NMS在国家层面的作用；

的其他问题的结论和建议，同意对一些问题要开

(d) 多数情况下，提供公众服务的费用是由政府

展后续工作。

提供的；
(e) 相当数量的国家通过成本回收方式来满足向
(f)

经济框架和经费问题

其他部门如航空提供专业服务所需的费用；

13.1.11

会员们对WMO向它们提供的在业务、培训

在日内瓦的 WMO 秘书处组织召开的气象经济框

和政策方面的支持给予最高的评价。它们认

架专家会议。会议产生了一个供咨询组研究的报

为最需要加强WMO在培训、技术援助和研

告，它涉及下述方面：
(a) 提供气象服务的经济框架;

究三领域的支持；
(g) 约60%的回复者认为，在它们国家内对NMS
的了解水平是高到很高。
13.1.6

理事会注意到，2002 年 3 月 25—27 日

(b) 评估气象服务的成本和效益的方法；
(c) 气象服务经济方面的指南。

理事会同意，应对结果做出完整分析，

13.1.12 理事会与咨询组一致认为，会员为在其

包括解释性文本，并在近期提供给所有会员。它

境内提供气象和相关服务建立一个牢固的经济框

应包括突出主要发现的执行摘要。

架，以及达成在国境和领土外地区提供服务的相

13.1.7

应国际合作架构，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同意专

理事会认为，调查表获得的信息是一种

有用的评价标准。它同意，调查表的节略版本应

家会议建议的经济框架是有用的出发点。

用来研究今后一些关键措施和指标的演变。

13.1.13 注意到，提供气象服务的总体经济框架

13.1.8

鉴于可能存在的某些抽样问题和对许多

需要考虑气象服务的经济特点及包括对基本和专

问题的答复带有主观色彩，理事会认为在解释有

业服务都适合的严格的成本-效益构架。理事会鼓

些结果的时候需要谨慎。而且分析表明，不同国

励会员为该领域的未来工作积极开展气象界和经

家和地区在答复上存在差异，在对不同发展水平

济界的合作。

的国家集团（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

13.1.14 理事会注意到，专家会议对气象服务效

达国家和经济处于转轨的国家）进行比较时结果

益成本的评估方法以及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调查。

也不一样。

认为，它对目前在该领域的需求提供了有益的初
始响应。然而，还需进一步工作，特别是编撰一

主要问题的研究

套关于各气象产品和服务估价方法的使用范例。

13.1.9

理事会审议了咨询组对一些关于 NMS

13.1.15 理事会注意到，咨询组已研究了一些由

未来作用与运作方面的主要问题所做工作的结

专家会议拟出的关于气象服务的经济问题的指南

果。这些工作包括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草案。在原则同意这些指南意见的同时，咨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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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草案修改和深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系，通过秘书处联系或通过 WMO 网址。

13.1.16 理事会研究了咨询组就该领域后续工作

13.1.19 应考虑对《世界气象机构一览》
（WMO-

的建议。理事会同意下述建议：
(a) WMO应促进和帮助NMS在开展经济价值评

No.2）的范围和内容更新，该书包含了 NMS 和

估方面的工作，及相关体制上的能力建设；
(b) WMO应采取行动，如：通过组织区域研讨

其他国家级气象组织及机构的详细说明和相关信
息。应考虑加入关于与各 NMS 有关的相关法律
文件的简要信息。

会或类似活动，推进跨学科的经济评估。鼓

13.1.20 理事会同意，法律文件的编辑和分析的

励对各区域开展个例研究，建立示范；

实质内容应并入关于 NMS 作用与运作的综合指

(c) 可指定一些WMO RMTC作为协助提供气象

南集中。理事会对确定适当法律文件中的要素的

经济培训的主要机构；
(d) 为此，WMO应（在WMO的ETR计划下）进
一步开展在开发气象经济领域课程方面的活

方法和对从会员中收到的相关法律文件中筛选出
的各种要素提供指示性范例表示认可。作为范例
供会员参考的信息，不应视为推荐文本。

动；
(e) 应制订简明的相关文献纲要，包括文献调

(f)

航空气象服务

查。应包括一些相关的个例研究，那些个例

13.1.21 理事会忆及其早些时候对航空气象服务

研究应该简单、适宜，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提供中出现问题的关注，及其对满足许多会员表

中国家的情况都适用。它还应包括如何使用

示需要指导方面的重视。

各种方法的具体范例；

13.1.22 为此，理事会同意，各国为 ICAO 指定

应要求秘书长安排编撰参考资料集，加快提

一个国家气象主管机构，以国家名义提供或安排

供有关文献的进程。当会员有需求时，能获

提供国际航空气象服务极为重要。鉴于各个国家

得有关文献；

情况不一样，理事会认识到存在替代性安排，但

(g) WMO应密切关注可能对气象信息的国际获

同时再次强调了其先前的看法：指定 NMS 作为

取和使用产生潜在影响的有关进展。其中包

服务于 ICAO 的国家气象主管机构具有种种好

括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世界

处。有些情况是，NMS 是指定的气象主管机构，

知识产权组织对数据库保护的讨论；

但服务却由其他部门提供（根据合同或者某些其

(h) 在WMO范围内，与提供气象服务有关的经

他安排）；还有的情况是，NMS 不是指定的气象

济问题研究是发展中的事物，与此相关的进

主管机构，但却根据合同提供气象服务。各种可

程应进一步进行下去。

能性为 NMS 提供了许多可替代性的方案，以确

13.1.17 同意将上述建议的实质内容载入关于

保或有助于确保有效地提供合适的航空气象服

NMS 作用与运作的汇编指南中（参见总摘要第

务，尤其是确保安全。

13.1.49 至 13.1.51 段）
。

13.1.23 理事会认识到，航空气象服务的成本回
收是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领域，尽管 WMO 和

法律文件

ICAO 已为此提供了大量的指导材料。它欢迎

13.1.18 理事会认识到国家对 NMS 作用与运作

CAeM 关于拟定成本回收和提供航空替代服务指

进行立法的重要性。理事会同意，对由秘书处准

导材料草案的动议（参见议题 6.3）
。

备的相关法律文件的编撰和分析将有助于各国形
成新的法律文件和/或对已有文件的修订/更新。

区域合作

它同意，在进一步更新和修订后将文件汇编提供

13.1.24 理事会忆及，可采用各种方式开展区域

给会员。还应告知会员如何获得它们可能感兴趣

合作，从合作实施一个联合数值天气预报中心，

的特定国家的法律文件，如：直接与有关国家联

到采用共同方式采购气象设备和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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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5 认识到，区域合作也可采取一个国家或

NMS 发布的预报、警报文本国际格式开发标准

NMS 作为区内某领域的主要责任方与在另一领

和/或推荐规范与程序建议的意见。它认识到需要

域起类似作用的另一国家或 NMS 进行合作的方

考虑国家间不同的情况，以及对此问题，例如标

式。各 NMS 在保持其对国家提供服务的基本途

准，在需求和接受上的可能差异。

径的同时，在基础设施使用或安排具体服务上的

13.1.32 理事会同意，为天气预报技术建立一个

互补能增加服务提供的总体效能。事实上，区域

WMO 标准和/或推荐规范将有助于对现有水平气

合作能加强区域内所有 NMS 的作用、运作和能

象科技的优化使用，从而提供更可靠的预报。

力。

13.1.33 它注意到，天气预报的标准和/或推荐规

13.1.26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区域合作计划可采

范可能包括一系列代表天气预报制做不同阶段的

取“e-NMS”的方式。在此，具体 NMS 服务的服

规定性和期望性的要素。在小心避免天气预报仅

务提供者和服务用户（其他 NMS）的地理位置

为线性力学过程这种印象的同时，工作中各要素

将不再是主要问题或制约。

应由一系列的标准和/或推荐的程序来表述。

13.1.27 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区域战略计划
已被一些国家集团采纳为制订区域项目或行动的

质量管理

优先顺序和为其提供支持的框架。

13.1.34 理事会注意到，CBS、CAeM 及 2002 年

13.1.28 再者，其他各种区域合作的机制也在一

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已谈到了质量管理的一些

些地区为实现不同目的得到实行。在区域和次区

方面。理事会研究了技术委员会关于如何解决

域经济组织支持下的合作已成为各国在气象和相

WMO 计划中的质量管理问题的意见。

关领域发挥优势共同工作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事

13.1.35 理事会注意到现有的信息，并讨论了质

实上，在一些次区域，经济组织已采纳了一种“气

量管理方面与 WMO 有关的一些选择方案。它同

象计划”，它为区域合作提供了总体的框架。该

意，WMO 应采用《技术规则》
（WMO-No.49）
、

方式在加强资源调配方面亦有成效。

手册、指南、指导材料和技术出版物中已有的程

13.1.29 理事会强调，在许多情况下，区域合作

序和做法，建设自己的质量管理框架。它认识到，

应能从规划和实施 WMO TCO 和区域计划中得到

在一些出版物中可以找到 WMO 的标准、质量控

收益。理事会还认识到能通过大量次区域经济和

制要素、运行情况监测和专业人员培训标准等，

地理组织获得收益，它们经常性地举行 NMS 领

但还需做进一步的工作，对那些材料进行更新和/

导人会议。

或修订。

13.1.30 根据对通过区域合作加强 NMS 领域的

13.1.36 在编写 WMO 质量管理框架时，需对文

考虑，理事会同意，应拟出区域合作的综合报告，

件材料的可用性进行评估，以符合质量管理程

载入 NMS 作用与运作指南中。它应基于咨询组

序。理事会要求技术委员会，通过其主席，提出

讨论的文件基础上，并应包括下述内容：
(a) 合作的原由；

新的补充文件，包括对应遵循的质量管理过程和

(b) 合作的原则；

件应通过已有的 WMO 机制由 WMO 会员批准。

(c) 有用的机制和做法（包括具体范例）。

13.1.37 理事会同意在准备 WMO 质量管理框架

同时，区域合作应对NMS发展诸如与其他政府机

时应开发一个认证（登记）程序，并且以下问题

构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国家级的战略联盟起到补充

需进一步研究：
(a) 监测系统要素的性能；

作用。

做法的描述及实施中所需要的资源。那些补充文

(b) 评 估 是 否 遵 循 WMO 已 有 程 序 和 推 荐 的 做
WMO 天气预报的标准
13.1.31 理事会忆及此前它对制做天气预报和由

法；
(c) 对独立“认证”或“登记”机构或机制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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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关于天气和气候预报的声明

理事会强调了独立审计工作的重要性。

13.1.43 理事会忆及它要求 CAS 拟订供 WMO

13.1.38 理事会同意 CBS 的看法，最适宜的做法

会员使用的关于天气预报和气候预计的科学基础

是在现有的框架、流程和做法中开发质量管理过

和局限性的 WMO 政策声明草案。它对该委员会

程。它要求 CBS 通过其负责 GOS、GTS、GDPS

的出色拟订工作表示赞赏，该声明得到 CAS-13

和 PWS 的 OPAG 拟定补充文件，对应遵循的质

通过。

量管理过程和做法以及对实现 WWW 功能所需要

13.1.44 理事会批准了 CAS 通过的声明的科学

经费的分配进行描述，保证整体质量，特别是

内容。它也同意，应对 CAS 草案中的“引言”

WWW 的输出产品的质量得到监测并不断得到改

部分进行修改，修改后与咨询组建议的内容（参

进。由 WMO 会员批准的该文件应成为实施所有

见总摘要第 5.1.8 段）一起，更好地解释这样一

有助于 WWW 和 PWS 活动中的一部分。

个声明的背景和原由。它认为，该声明在会员需

13.1.39 理事会注意到 CBS 主席所表达的观点，

要解释它们对国家提供服务的能力和局限性时会

即，按照类似于 ISO 9000 程序的详细程度制作额

有所帮助，特别是当某次预报失误成为不公正的

外的文件，以便将具体的质量管理程序纳入 WMO

大众或媒体批评的目标时。

的技术规则，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

13.1.45 理事会强调了在声明基础上并与其保持

诸如《GOS》（WMO-No.544）、《GTS》（WMO-

一致的情况下为媒体和公众撰写一份附带的公共

No.386）和《GDPS》（WMO-No.485）方面的各

信息材料，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天气和气候预报的

类业务手册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了很大演

科学基础和限制条件。

变，因此需要进行重大修订和结构调整。而其他
在最近制作的指导材料如《公共天气服务指南》

加强 NMS 的机制

（WMO-No.834）和《世界天气监视网资料管理

13.1.46 理事会审议了各种帮助加强 NMS 作用

指南》（WMO-No.788）含有质量管理的内容，而

和运作的机制和措施的提议。它注意到咨询组关

它们因此又需要调整或扩充。如果要求 CBS 开展

于四个具体计划的进展报告，这些如下计划已在

这项工作，就需要为其增加资金。
13.1.40 通过该过程，WWW 能进一步推进在国

第 52 次和第 53 次届会上进行了研究：
(a) 拟定WMO关于NMS作用与运作的声明；

家层面上质量管理系统的实施，而会员无需承担

(b) 拟定NMS作用与运作综合指南汇编；

为气象部门之外的应用所开发的更为通用的系统

(c) 召开NMHS作用和社会经济效益高层会议；

的实施费用。在 WWW 手册、指南里对质量管理

(d) 修改WMO公约，与第13次大会的日内瓦声

程序和过程进行整合将对那些选择实施 ISO 9000

明一起突出NMS的作用。

的会员也有益处，并可能作为后者的一部分内
容。尽管提供了 WMO 指南，但明显的是，WMO

NMS 作用与运作的声明

会员需要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来考虑其方案。

13.1.47 理事会忆及它同意咨询组的工作应产生

13.1.41 理事会认识到，质量标准是用于对产品

WMO 关于 NMS 作用与运作的声明，该声明将

和提供服务进行评估和加强的。为此，要从用户

确认、更新和/或细化 1999 年 4 月执行理事会关

的角度来考虑事情，要从那些产品和服务是否有

于国家气象服务和替代服务提供的声明，并对十

用的角度来对产品和服务进行评估和加强。

三次大会通过的日内瓦宣言进行诠释。

13.1.42 理事会强调，WMO 的其他计划也有相

13.1.48 理事会注意到，咨询组已要求其组长在

应贡献。它同意 2002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关

1999 年 4 月的声明和其第二次届会成果的基础上

于成立一个跨委员会质量专题组，以便为先前提

拟订声明的建议草案。理事会审议了组长准备的

到的 WMO 质量管理框架制定一个总体思路。

草案并对其实施提出了建议。理事会同意，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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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3

员，请他们提出建议，以便做进一步改进。一份

上形成的两个具体建议：
(a) 召开一次WMO关于NMHS作用和社会经济

综合了执行理事会成员建议的新草案将以通信方
式散发给大家，以最后清稿，该过程是主席代表
理事会批准该草案的基础。

为此，它研究了咨询组在其第二次届会

效益的高层会议；
(b) 第14次大会时召开高层分会或部长级分会。
13.1.54 考虑到组织这样一次高层会议的经费需

NMS 作用与运作指南

求和 2002—2003 年的经费情况，理事会同意，

13.1.49 理事会注意到，在咨询组工作及与该组

由第 14 次大会研究在下一财期组织这样一次会

组长密切磋商基础上，秘书长正在汇编 NMS 作

议。

用与运作指南集以更新和补充较早的 1993 年的

13.1.55 关于第二个建议，理事会研究了保证达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在实施二十一世纪议程和

到目的的一些必要因素，如：
(a) 要确定并同意具体的目的、主题和期望的结

UNFCCC 中的作用指南”以及 1997 年的“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管理指南”
。

果；

13.1.50 认识到该文集的结构和内容在目前阶段

(b) 对吸引高层人士与会的特性要有充分了解

还不能敲定，理事会同意，综合指南应包含下述

（包括提供发表国家声明，决策，通过宣言

章/节：
(a) 指南的目的；

的机会）；
(c) 包括气象和水文界的所有部分；

(b) 气象服务的作用；

(d) 要有开展该活动所需的额外人力和财力支

(c) 提供气象服务的经济框架；

持。

(d) 天气和气候预测的科学基础；

理事会认为目前还无法满足上面提及的成功要

(e) NMS在国家层面上的作用；

素。理事会因此同意不在第14次大会上组织高级

(f)

别或部长级分会。然而，理事会认为，如果有部

NMS的章程、任务和功能；

(g) 法律文件；

长级或高级别人员参加第14次大会，应提供机

(h) 组织模式；

会，请他们在第14次大会大演讲。

(i)

区域和全球合作；

(j)

计划和管理；

WMO 公约的修订

(k) 培训和人力开发；

13.1.56 理事会忆及其早先的决定，对向第 14

(l)

次大会提出对 WMO 公约进行修订以更清晰地反

质量管理；

(m) 对NMS运作和服务效益的评估；

映 NMS 在履行 WMO 宗旨中所起的必不可少的

(n) 气象服务的经费和收费；

作用和承担的主要责任这一建议的益处和风险进

(o) 与私营部门、媒体和学术界的合作；

行评估。它注意到，WMO 主席已为此成立了一

(p) 在WMO中的参与。

个专门小组。它还注意到，咨询组支持专门小组

13.1.51 理事会同意，应与区域气象水文机构管

关于用 1999 年第 13 次大会通过的日内瓦宣言对

理技术大会结合，在区域研讨会上对指南的有用

公约序言进行修订和在公约中加入允许采纳议定

性进行检验。

书的条款的建议，这里应理解为是对采纳议定书
条款的支持，而不是对由第 14 次大会批准的任

高层会议

何具体议定书的支持。它进一步注意到，咨询组

13.1.52 理事会忆及，它已表示支持召开 NMHS

同意让政府代表们利用第 14 次大会阐述对 WMO

作用和社会经济效益及进一步提高 NMHS 知名度

未来的看法这样的构想，这也可能会对 WMO 公

和地位会议。

约未来的修改工作产生影响。理事会对此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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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记录在议题 18.2 下。

定领域是使各有关部门都认识到 NMS 是气象和
水文警报中的唯一官方声音。

与相关资料和服务提供者的合作

13.1.62 理事会同意，与私营部门、媒体和学术

13.1.57 理事会与咨询组一致认为，与相关资料

界的战略联盟可能导致加强 NMS，包括发展出

和服务提供者的合作主要涉及媒体、私营部门和

一些说客来鼓动政府对 NMS 基础设施的维持和/

学术界的参与。它对该问题的结论反映如下。

或加强提供支持。
13.1.63 理事会获悉各国已采用的不同机制。理

媒体、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参与

事会同意，在制订 NMS 作用与运作综合指南时，

13.1.58 理事会同意，对与媒体、私营部门和学

应确定、介绍和考虑已用于促进达成所希望的互

术界合作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提高，在认识到所伴

动的机制。应鼓励会员采用适合国情的有关机

随的挑战的同时，对这种合作可能提供的机遇的

制，并考虑到它们所承担的相关国际（地区和全

认识也在提高。它认识到，这包括媒体、私营部

球）义务。

门和学术界对 WMO 国际计划的参与以及这些部
门在国家层面上与 NMHS 间的合作。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13.1.64 理事会强调了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重

对 WMO 计划的参与

要性，这能推进 WMO 计划活动的实施。它会对

13.1.59 理事会忆及，根据 WMO 总则第 6 条，

NMHS 的作用与运作产生影响。这种合作也能帮

各国的 WMO 常任代表“应与所在国家政府或非

助提高 NMHS 和 WMO 的形象和知名度。

政府的主管机构就世界气象组织的有关工作保持

13.1.65 此外，WMO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能促进

接触”。为此，它建议成立国家 WMO 活动委员

国际组织内相应的本国机构与国家气象/水文界，

会，作为一种媒体、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参与 WMO

特别是 NMHS 的合作。

活动的可能机制。另一种可能是，那些部门直接

13.1.66 理事会强调 NMS 积极参与有关环境会

参加 WMO 组织机构的工作，例如：作为执行理

议的国家代表团和下设机构的重要性。它注意到

事会成员的顾问参加理事会的届会及以国家代表

NMS 参与 GCOS 和其他气候有关计划的价值。

团成员身份参加其他 WMO 组织机构的届会。

13.1.67 理事会认识到，确定其他相关国际组

NMS 也应更积极地发起和/或参加相关的国家委

织，如：能代表 WMO 和 NMHS 感兴趣的私营

员会，如：涉及自然灾害减灾、气候变化和水资

部门的组织，并不容易。然而，仍需探求加强与

源管理等。

私营部门的国际代表，包括气象学会合作的可能
性。

与 NMS 的合作
13.1.60 理事会认识到，NMS 和私营部门间的

通用术语的定义

互动因国家不同而不同，NMS 运行所处的外部

13.1.68 理事会注意到，咨询组已经研究了大量

环境（如：政治、经济）存在差异。在一些情况

的交其讨论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咨询组已对一

下，公共经费的支持越来越紧张，包括 NMS，

些可能有助于讨论 NMS 作用与运作的术语拟出

这导致在传统的公众天气和气候服务外要开发一

了“工作定义”初步草案。

些商业活动。有一些 NMS 认为它们的工作尚未

13.1.69 理事会同意，该套“工作定义”应随着

充分展开，与私营部门的互动肯定是一种挑战。

工作的进展在 NMS 作用与运作特定内容中使

对另一些 NMS 来说，私营部门参与的是作为对

用。那些工作定义应在编制指南进程中不断细化

NMS 工作补充的领域。

和扩展。

13.1.61 理事会强调，咨询组讨论合作的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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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4 鉴于咨询组的最后一次届会在第 14 次

13.1.70 理事会对 CHy 准备 NHS 的作用与运作

大会以前，理事会因此要求主席与咨询组成员协

综合报告的工作表示赞赏。理事会注意到，咨询

商并代表他们按照理事会通过的总的政策框架继

组确定了一些应在未来修订该文件时要强调的问

续进行咨询组的工作。它还要求 WMO 主席以理

题：地下水；国际河床和蓄水层；气象和水文联

事会的名义批准一个向第 14 次大会提交的针对

合机构；以及 NMS 和 NHS 如何能最好地一起工

决议 26（Cg-13）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作。进一步建议，未来应更强地反映出资料共享
的价值。此外，如果要使用提供的个例研究的话，

13.2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议题13.2）

对一些 NHS 的变化要加以考虑。当 NHS 和 NMS
在国家的机构设置上不同，气象和水文服务是由

对决议 40（Cg-12）—“WMO 关于气象及其有关

其中一个机构来进行时，对它们的区别也很重

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以及商业化气象活

要。
13.1.71 理事会同意，在着手编写 NMS 作用与

动中有关各方的关系准则”的全面审议
13.2.1 执行理事会忆及，决议40(Cg-12)的经历

运作综合指南的工作时，应在 NHS 方面继续开

总体上是积极的，而且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义

展并适当地加快补充性工作。关于 NMS 的 WMO

务，即使它行之有效。理事会还回忆到，虽然曾

声明和指南中确定的要素大多可作为 NHS 类似

遇到某些困难，但是决议40（Cg-12）所包括的

文件的初始基础。关于这一点，理事会高兴地注

免费和无限制交换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的政策

意到，WMO 与南非气象局合作，正在组织一次

和规范仍继续令人满意地得到实施。理事会确认

国家水文部门管理专家会议（2002 年 8 月 20—24

目前一个适当的做法是继续保持决议40（Cg-12）

日，森杜伦）。该会议是与 WSSD 活动相关的一

有效，并用某些其他方式解决有关担忧的问题，

部分。

如单独的大会决议、声明和指南。
13.2.2

关于有可能从法律上使气象及相关资料

咨询组未来的工作

和产品免费和无限制交换原则得到巩固，如写入

13.1.72 理事会忆及执行理事会第 52 次届会曾

世界气象组织总则，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资

同意咨询组的工作应实现以下成果：
(a) 一项WMO关于NMHS作用和运作的政策声

料和产品国际交换咨询组组长已被要求继续对此

明，该声明将对1999年4月执行理事会关于

公约的同时正在对该项议题进行审议，目前执行

国家气象部门的作用和运作及替代服务的声

理事会探讨更改WMO公约可能性任务小组正在

明进行确认、更新和/或细化，并对第13次世

协助开展公约的评审工作。

项议题进行审议；理事会还注意到在评审WMO

界气象大会通过的日内瓦宣言进行诠释；
(b) 一套综合的NMS作用与运作指南，如果可能
的话，使用WMO已有的有关材料；

业务实施
13.2.3

关于WWW资料和产品的交换，理事会

(c) 一份执行理事会关于为响应“决议26(Cg-13)

注意到在过去12个月期间，三个会员已经提交了

—国家气象部门的作用和运作”所采取行动

修改后的额外资料和产品清单，与此同时它们继

的综合报告，其中可能包括修改WMO公约

续保留以前规定的一般性条件。另一个会员提交

和总则的建议，以更清晰地反映出NMS在实

了一份修改后的额外资料清单并首次公布了一般

现WMO目的时的基本作用和主要责任。

性条件。理事会欢迎JMA最近在数值天气预报模

13.1.73 理事会还忆及，第 52 次届会同意咨询

式输出的全球网格点资料的类别上做出的决定，

组应在 CHy 的协助下，就 NHS 的作用与运作进

将这种资料对外称为决议40（Cg-12）下属于免

行类似的工作。

费交换的“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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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曾反复呼吁各会员提供更多的新

13.2.10 理事会注意到CCl-13已重申为了更有利

资料和产品，对此，理事会高兴地看到ECMWF

于社会福利和人民生命安全，各会员有必要交换

已通过增加全球风场和相对湿度场以及热带地区

用于气候用途的资料。气候委员会强调了在陈述

涡度和辐散场而扩大了它在GTS上分发的资料和

为什么需要充分提供气候资料以及在采取什么必

产品的数量。ECMWF的新产品采用GRIB格式，

要步骤以确保提供气候资料方面与科研、业务气

分辨率为2.5x2.5度，按照决议40（Cg-12），该

象以及用户界保持合作联系的重要性。

产品归属于额外资料的范畴。理事会还获悉

13.2.11 理事会认同CCl的声明：“调用和使用

ECMWF不久还将有选择地提供EPS产品。理事会

气候资料至少与气候资料的收集和存档同等重

感谢ECMWF把上述产品放入GTS，因而它作为

要，WMO和NMHS的政策与活动应当反映出这

从事全球中期天气预报的RSMC对WMO的支持更

一同等重要性”（《气候学委员会第13次届会含

大了。

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38）

13.2.4

13.2.5

理事会回顾到它曾要求CBS制订一个方

总摘要第5.4.3段）。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CCl-13

法，用于评价自执行决议40（Cg-12）以来通过GTS

提到的在为开展科教公益活动而获取气候资料方

交换的资料来报率的增长情况。理事会高兴地注

面遇到困难的一些个例，通常由于发展中国家气

意到CBS已经着手制订并测试一个方法，预计该

象部门资金不足而使上述局面更加突出，具体形

方法可用于监测所有观测资料类型（雷达和卫星

式是持有资料的部门响应不够积极或高价提供资

资料除外）并有助于评估经GTS交换的资料量的

料。理事会认为这些壁垒导致失去新知识和新应

变化情况，其中包括评价决议40（Cg-12）的影

用的效益并且大大降低了对收集过去资料而给予

响。鉴于在各RTH和NMC实施并运行新监测方法

重金投入的回报。理事会注意到在资料提供政策

需要大量资金，因此CBS同意先在几个自愿实施

和规范方面各国情况不同，并注意到许多NMHS

新监测方法的中心开展试验。希望能在2002年12

迫于压力而利用其资料档案搞创收。理事会注意

月向CBS-特别届会（02）报告试验结果。

到CCl的意见：为了更好地向会员提供指导，WMO
有必要对不同的政策方案的经济特点有更根本的

决议25（Cg-13）—“水文资料和产品的交换及

了解。理事会要求CCl主席就以何种方式获得各

相关问题”的执行情况

会员的资料提供政策和规范及其成本效益结论并

13.2.6

以何种方式进行量化总结同执行理事会国际资料

理事会获悉在通过决议25（Cg-13）之

后正在采取后续行动的情况。

和产品交换咨询组保持联系，并向执行理事会第

13.2.7

56次届会报告。

已经用6种语言出版了一本题为《水文

资 料 和 产 品 的 交 换 ： WMO 的 政 策 与 规 范 》

13.2.12 理事会还回顾到在第53次届会上，理事

（WMO-No.925）的小册子。它对起草该决议时

会“要求CBS、CCl和GCOS继续监视气候资料的

的背景以及决议的实施环境做了说明。

来报率和流量，特别是用于科研和影响研究的气

13.2.8

理事会注意到CHy已起草了一个有关水

候资料，如有必要，可为此联合建议或建立其他

文资料交换的技术报告，提供了有关目前交换的

适当的机制”（《执行理事会第53次届会含决议

资料类型的情况。

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929）总摘要第

13.2.9

理事会注意到上述小册子将分发给所有

12.2.36段）。理事会注意到CCl-13对气候研究界

会员并准备在所有有关的国际和区域会议上散

为回答一些具体问题而随时需要获得适当空间和

发。还注意到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进行资

时间尺度资料给予坚决的支持，这符合决议40

料转让的采样工作即将开始。

（Cg-12）附录Ⅰ的精神。理事会赞同CCl的建议，
即：确定标准气候数据集是资料交换的关键，理

气候资料的交换

事会要求CCl主席就此问题向执行理事会第5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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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报告。

(b) 汇集更多的有关现行和可行的“授权访问”
海洋资料的交换政策

OPMET和其他航空气象信息的作法和技术方

13.2.13 理事会注意到IOC内部正在继续工作，

面的情况；

试图定义一个IOC的海洋资料交换政策，尤其是

(c) 继续根据要求解释有关航空气象服务的国际
安排和体制上的安排；

通过一个政府间IOC海洋资料交换政策工作组。
该工作组对拟纳入修改后的政策声明的分两层的

(d) 努力通过改进服务使用户(客户)满意。

方式（如象WMO决议40（Cg-12）所采用的方式，

13.2.17 理事会获悉，通过GTS交换的AMDAR

即：把‘基本资料’与‘额外资料’区分开来）

资料数量已经达到平均每天130,000份观测报告，

和一些要素进行了审议。

但是由于国际航空交通短期中断，2001年9月下

13.2.14 理事会注意到上述工作组向在2001年召

半月暂时出现明显下降的局面。为了便于NMC获

开的IOC大会提出了一个临时声明：

取大量的AMDAR资料，并根据理事会的指示，

(a) 注意到为实现其职责范围规定的各项目标，

AMDAR委员会与WMO秘书处合作已经制定出一

需要召开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b) 强调了确保IOC有关海洋资料的新政策不应
当造成数据传输量下降的重要性；
(c) 要求本工作组在进一步审议资料政策声明的

套新的AMDAR区域公报，以便使NMS下载最适
合它们使用的公报。预计这套新的AMDAR公报
将提交CBS资料演示和编码专家组审议复核，之
后将提交给CBS下次届会审议批准。

过程中要考虑IOC各项计划的资料需求，并

13.2.18 此外，理事会注意到目前有可能在从飞

继续考虑到决议40（Cg-12）；

机到地面的下行链路阶段，用可识别报文格式传

(d) 敦促凡是有意参加本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的会

输的AMDAR资料会被偷盗者接收，然后放入国

员国在休会期间制订出一个有关海洋资料交

际互联网并被几个不同网站所拿去。2001年9月

换政策问题的国家立场，并同意授予本国参

在澳大利亚召开的AMDAR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该

加工作组的代表按照本国立场进行谈判的权

问题。出于不同的理由，航空公司和WMO对下

力。为了避免在第二次会议期间在技术问题

行链路中的敏感航空信息，其中包括AMDAR资

上讨论时间过长，大会建议工作组应当以通

料的总体安全性表示担忧。通过与AMDAR委员

信方式讨论专业技术问题。

会合作，航空业正在考虑几个对下行链路传输的

13.2.15 理事会获悉IOC工作组于2002年6月17—

航空信息采用加密系统的建议，通过后将作为一

18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该次会议的结果

种行业标准，旨在防止偷盗。预计这种航空信息

尽快转发给WMO，特别是转发给执行理事会资

加密系统不久将会出台。

料和产品国际交换咨询组。
13.3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合作（议题 13.3）

航空资料和产品交换

13.3.1

理事会注意到 WMO 提交的关于 WMO 在地

13.2.16 理事会注意到关于利用国际互联网访问

震领域可能的协调作用的信息。理事会忆及为对

WAFS和获取OPMET信息的问题将作为议题4的

此分析提供充分的实况资料库，有必要着手准备

一部分进行讨论，议题4的内容是：计划在2002

调查表。该调查表包含广泛的与地震相关的活

年9月召开的CAeM/ICAO气象处级联席会议上讨

动，包括诸如法律地位、组织、职责、监测系统、

论为国际航空导航提供气象服务方面的体制变革

信息的分发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等事宜和加强国

与趋势。对此，理事会认为WMO应当：

际合作方面的需求。

(a) 继续与ICAO密切合作，特别是为2002年联

13.3.2

席会议作准备，该会议将共同对上述问题进

理事会注意到该调查表通过 2001 年 11

月 12 日的秘书长通函分发给各常任代表，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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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 月 8 日将结果分发给地震中心/研究所。

先生的报告，并赞扬工作组和专题组在编写6LTP

部分初步分析结果已提交理事会以便于讨论。理

草案、监督和评估5LTP的实施以及审议WMO结

事会对各会员就此给予的合作表示满意。

构方面的有效工作。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各技

13.3.3

术委员会主席和各区协主席对长期计划工作的积

理事会还注意到秘书长根据地震领域的

国际活动信息而准备的一份摘要评论报告，报告

极参与。

包括政府间组织（UNESCO 及其 IOC，和 CTBTO）

14.1.2

实施的计划与项目及非政府间组织（ICSU、地震

求工作组对5LTP的实施进行初步评估，包括对计

合作研究所、国际地震中心及其他组织）实施的

划前两年（2000年和2001年）的评估，以便在其

计划与项目。

第54次届会上讨论。理事会当时认为，由WMO

13.3.4

主席代表执行理事会提交给在2003年召开的第14

分析显示，就地震监测（设备、培训标

理事会忆及，在其第52次届会上，曾要

准化及指导等）、业务资料和产品、发展领域的

次大会的评估报告应是最新的。

交换及方法转让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加强国际合

14.1.3

作。有些理事会成员支持在 WMO 下建立一种解决

注意到工作组讨论了起草监督和评估报告的基本

全球和区域地震观测、资料收集和交换、分析、

内容。最后，工作组讨论通过了5LTP监督和评估

预测和警报及能力建设的政府间机制和组织结

准则。在这方面，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利用该

构。其他理事会成员对 WMO 在地震领域可能的协

准则，并根据决议12（EC-53）—“WMO第五个

调作用表示了它们的关注，特别应注意预算的可

长期计划实施的监督和评估准则”，工作组在各

能影响。

区协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分别提交的

13.3.5

监督和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编写了5LTP前两年

理事会还注意到 40 多个 WMO 会员的

理事会还忆及，在其第53次届会上，曾

NMS/NHS 也负责或参与地震活动。因此，理事会

（2000—2001）的监督和评估报告。

讨论了是否需要制定一项关于 WMO 在国际地震领

14.1.4

域可以发挥的协调作用的建议，特别是在开发业

成就和哪些领域取得了进展，哪些领域没有取得

务地震服务方面的作用。

进展，明确相关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在这方面，

13.3.6

理事会同意该应准备多项方案供第 14

理事会尤其回顾了在实施诸如WWW和WCP等一

次大会审议并要求秘书长与有关常任代表协商，

些重点计划的某些部分中所遇到的困难。理事会

准备必要的文件。如果 WMO 公约对议定书的通过

还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希望能指出有多少预期资

程序得到采纳，建议就拟定针对 WMO 公约的地震

金没能足额到位及其对实施5LTP的影响。

议定书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可能是反映该重要

14.1.5

领域活动的方式之一，在该领域 WMO 应起重要作

评估更广泛的领域，如与各项计划相交叉的能力

用。

建设领域，并且要搞清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13.3.7

理事会强调应确保第 14 次大会对该问

理事会同意工作组的意见，重点是强调

理事会同意工作组的意见，重点监督和

服务水平的差距。

题进行适当的审议，并要求秘书长在第 14 次大

14.1.6

会前，尽早就 WMO 可能在地震领域中所发挥的国

会将其评估列入了本报告的附录Ⅹ中，请秘书长

际协调作用向相关政府机构通报有关建议。

将其散发各会员，并提交给第14次大会。理事会

在审议了由工作组汇编的报告后，理事

进一步重申了决议12（EC-53）对工作组的要求：
14.

长期计划（议题14）

在向下次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包含后两年5LTP的最

14.1

对WMO第五个长期计划实施的评估

新情况。

(议题14.1)
14.1.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执行理事会长

期计划工作组和WMO结构专题组主席P.D.Ewins

14.2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的编写
（议题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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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设施资金方面的作用和能更好地找到其他融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涵盖今后 8 年（2004

资渠道的方法也应加以反映。

—20011）和工作组根据执行理事会的指导原则
编写的 6LTP。

14.2.5

14.2.1

方面的讨论并与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组长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工作组关于由 WMO

正常预算提供充足资金实施本组织的科技计划应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理事会在此问题

协调，最终完成 6LTP 草案的编写工作。

由执行理事会审议并最终由第 14 次大会批准的
建议。理事会将其有关的决议记录在议题 12 下。

WMO 第七个长期计划的编写

14.2.3

14.2.6

关于对 6LTP 可能进行的监督，理事会

理事会注意到工作组建议 WMO 长期计

注意到工作组的意见，即重要的是要在其中考虑

划应继续下去，并应着手编写 7LTP。理事会进

能监督和评估诸如重要事件等所需要素的方法。

一步注意到工作组就编写 7LTP 所提出的一些具

理事会还注意到工作组提出的关于对计划活动的
资金，包括预算外资金，进行监督和评估的重要

体建议，包括：
(a) 长期计划的周期应为8年，与4年一届的大会

性。理事会要求探索此类监督和评估的方法和机

一致，与计划和预算周期开始（即财务期）

制。

相对应；
总的来说理事会同意工作组编写的草

(b) 对 长 期 计 划 的 前 4 年 应 做 出 清 晰 详 细 的 计

案；要求在提交第 14 次大会之前对 6LTP 做进一

划，第二个4年不必写得很细，但要给出指

步修订时要考虑下列要素：
(a) 第2章应包含对监督和评估进程及与基于结

导原则、重点和方向并说明未来前景；

14.2.4

(c) 计划和预算应以前4年计划为指导并紧密结
合，这是因为计划所涵盖范围比计划和预算

果的规划之间的联系作简单描述的内容；
(b) 第3章应包含有关气象服务的经济压力和全

范围大；

球化、商业化和竞争的额外讨论，强调那些

(d) 每次大会均应修订和审议长期计划，这样每

进程的积极方面，以更好地反映那些趋势所

次大会就可以提前8年决定各项计划，提前4

提供的机遇。此外，该部分也应提到在加强

年决定计划和预算；

科学的基础性作用方面的进步和大气研究和

(e) 当编写前4年的详细计划时，应以上一个长
期计划的第二个4年计划为基础，同时也可

气候科学方面的进展等内容。
(c) 应进一步斟酌第5章，以着重表现战略/有关

以考虑最新发展。

的目标与WMO各项计划之间的关系，包括

14.2.7

确定关键的成果领域。应加强有关战略4的

际情况提出的，并对这些调整表示同意。理事会

关键成果领域，以表现气象和相关信息的社

还确定由其批准的与 6LTP 内容和格式有关的若

会经济效益；关于战略8，应更多地强调与

干意见也适用于编写 7LTP。

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增强WMO、NMHS

14.2.8

和整个国际气象水文界的形象。

分析和评估以及区域的优先重点。技术委员会也

(d) 应对第6章进行认真审议，确保在介绍WMO

理事会认为那些建议都是根据目前的实

理事会还认为应该请区域协会提供区域

应就其负责领域的活动提供分析和评估结果并制

计划时对第4章给予适当考虑。防灾和减灾

定优先重点。

计划是一项单独的主要的交叉性计划，在起

14.2.9

草该计划时应注意确保它与所支持的各类计

现长期计划目标有关的财务方面和成本效益问

划的联系；特别是应清楚地认识到GDPS和

题。

紧急响应活动的贡献。

14.2.10

理事会同意计划工作应该特别考虑与实

理事会进一步同意还应讨论如何最好地

(e) 应确认得出的优先重点。这便于考虑安排适

合并 WMO 的支持计划。解决诸如 NMHS 的作

当的资金来满足那些优先重点。政府在基础

用与运作的交叉问题并推动战略创新，尤其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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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综合观测和资料管理战略。

更好地使它们发挥作用。而不是让它们在理事会

14.2.11

会议上详细地回顾它们的各项计划。

理事会同意向第 14 次大会提出编写

7LTP 的建议。

14.3.5

理事会忆及曾同意的一项建议，即对执

行理事会下属机构的职责、数量、存在时间、成
14.3

关于审议 WMO 结构的报告（议题 14.3）

员和费用影响作进一步的审议，并要求专题组承

14.3.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结构专

担该项工作并提出必要的建议。在这方面，理事

题组，特别是按执行理事会第 53 次届会的要求，

会注意到专题组的有关建议，并同意应考虑更多

就相关问题作了一次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

地利用技术委员会，而不是建立执行理事会工作

建议。专题组讨论的问题包括 WMO 各机构的基

组/专家组，即可能考虑将南极气象工作组移交给

本结构：执行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技术委员会、

CBS，而涉及大气污染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的执行

区域协会以及那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及相互间的关

理事会专家组/CAS 工作组变成单独的 CAS 工作

系。其他一些问题是关于分派 WMO 长期计划中

组。执行理事会下属机构应主要解决交叉问题。

各计划实施的主要职责以及加强利用信息技术，

14.3.6

以更好地管理本组织的活动等问题也都进行了讨

成员、作用和职责对主席团的结构问题作进一步

论。

研究。理事会注意到专题组的相关建议并注意到

14.3.2

理事会还忆及曾要求专题组就主席团的

理事会同意专题组的意见，WMO 组织

应提出使主席团工作更加开放的方法的意见；主

机构的基本结构，包括执行理事会、技术委员会

席团应恢复到原来的组成形式，仅由秘书长、主

和区域协会应该得到支持，在目前其总体应得到

席和诸位副主席组成，宗旨是规划执行理事会和

保留。强调指出这种结构应充分支持 6LTP 所确

大会届会的召开和内容，不要抢先讨论很多本应

定的战略的实施，而且各机构为解决交叉问题而

由执行理事会讨论的事情。可以把主席团变成一

开展的联合活动也应得到进一步的鼓励。理事会

个由主席主持的，具有明确职责的正式的执行理

还注意到，由于资金有限，本组织应以更有效的

事会工作组，向执行理事会报告工作并向执行理

方法开展工作并且避免重复工作。

事会负责。
14.3.7

理事会赞赏专题组根据要求就有关理事

执行理事会

会成员选举程序问题进行了研究。理事会在议题

14.3.3

关于自身的作用，理事会同意专题组的

18 中记录下其相关决定。在理事会成员资格方

建议，执行理事会应以更加现代化的和战略性的

面，理事会注意到对有关不同学科，其中包括水

方式发挥作用。它应承担起本组织的“公司治理”

文学在理事会中的代表性所表现出的担心。同时

的责任。理事会应通过采用各种绩效衡量方法、

同意应做一切努力保证 WMO 有关各学科领域在

优化现有资源和指导各活动的重大调整来积极开

理事会中有公平的代表人数。考虑到现行的理事

展管理工作，确保长期计划取得预期结果。理事

会成员的选举程序以及邀请有关领域专家，其中

会认为会议的议程和时间的分配应主要集中在重

包括水文顾问参加理事会届会的做法已足以解决

大问题上，并通过真正的和必要时彻底的讨论来

上述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理事会的集体智慧应当得到更好
的利用，而不仅仅是修改预先准备好的讨论摘

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

要。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执行理事会所制定的会

14.3.8

议时间，确保最有效的时间用于讨论重大问题和

区域协会方面的若干建议。理事会认为随 CBS 和

确保特邀专家的参与。

CCl 之后，若干委员会已通过的或已规则的结构

14.3.4

理事会进一步同意应该通过给技术委员

改革，已使业务工作更灵活并促进了各委员会之

会委派 WMO 科技计划的某些实施和监督工作，

间的互动，委员会与区域协会之间的互动也得到

理事会注意到专题组关于技术委员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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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新的结构更容易分担具体工作责任并更好

14.3.16 理事会要求 CBS 主席考虑对 CBS 进行

地加以管理。同时理事会认为每个技术委员会应

更名以反映 CBS 工作服务方面的建议。

该根据在有关权限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原则建立自

14.3.17 理事会支持专题组的意见，加强信息技

己的结构。没有必要提出一种单一结构设计。

术的使用对改进 WMO 业务工作方式是非常关键

14.3.9

对于分派给各技术委员会的牵头责任，

的，并能够更好地管理安排本组织各项活动和与

理事会认为技术委员会需要更多的参与所负责的

各会员的通信联系。因此理事会强调必须加速引

有关计划的资源分配工作。这有助于它们提出必

进和使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电子手段，用于通常

要的计划项目和/或资源分配调整的建议。各委员

联系和提供文件及信息。还要求加强使用现代信

会应就其负责的计划项目完成情况，向执行理事

息技术分发 WMO 出版物和其他资料。理事会要求

会做出报告，其中包括报告评估实施情况的措

秘书长探讨采纳一套程序：当印刷版不作为强制

施。

性提供时可以首先（补缺）提供电子版的 WMO 资

14.3.10 为进一步重视与用户的互动，理事会同

料并能应索即发。同时特别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

意需要对建立一个应用委员会的必要性进一步审

现状。

议。这可能导致委员会数量的减少。理事会注意

14.3.18 理事会同意，必须进一步审议 WMO 结构

到 这 种 改 革 需 要 考 虑 WMO 与 其 他 组 织 诸 如

和业务工作方式，以便确定改进各机构与 WMO 计

UNESCO 的 IOC 和 ICAO 等业已建立的联系和

划之间直接联系的方法，使之能更好地管理安排

合作。

交叉的和新开始的各项任务并能改进 WMO 业务工

14.3.11 理事会同意目前通过每年召开各技术委

作的方法。理事会认为，为了保证平稳地向新结

员会主席会议来确保委员会之间的协调的安排是

构过渡，应有一个小组在未来专门负责此项任

合适的，应继续进行。应鼓励组织机构间的合作，

务，该小组的职责范围和人员构成应认真研究确

任何可能有碍于合作的问题都应予以排除。防灾

定。理事会同意需要对确定 WMO 结构的所有意见

和减灾方面的委员会间合作尤其重要。

进行审议，并同意应在将来考虑建立一个由代表

14.3.12 理事会重申了加强技术委员会与区域协

所有组织机构的由少量专家组成的执行理事会专

会之间协作的必要性，并鼓励安排区域协会专家

家小组。

参与技术委员会所属机构的活动。理事会再次强
调应该加强区域协会的作用，特别是要提供足够

15.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议题 15)

的支持以保证区域协会在休会期间充分发挥作
用。
14.3.13 理事会还注意到关于通过工作组加强技

15.1

联合国（议题 15.1）

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之间联系的建议。它认为应
向区协专家提供大力支持，使其能真正有效地参

WMO 关于 JIU 报告的后续程序

与 WMO 科学和技术计划的实施。

15.1.1

14.3.14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WMO 结构专题组

报告，及秘书长在适当的地方提出的意见。

组长密切协调，确保能采取各项后续行动，包括

15.1.2

酌情制定有关的建议供第 14 次大会审议。

商后提交的 WMO 关于 JIU 报告的后续程序。理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JIU 向 WMO 提交的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与 JIU 协

事会同意 WMO 关于 JIU 各报告后续活动的程
其他议题

序，这些程序可称作“联合检查组各报告后续体

14.3.15 理事会注意到专题组关于用其他适合的

系 ” 试 点 方 案 来 描 述 并 包 含 在 JIU 年 度 报 告

名称代替“区域协会”一词的建议。理事会在议

A/52/34（1997）的附录Ⅰ中。这些程序见本报告

题 18 中记录下其对这一问题的审议结果。

的附录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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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 的报告

具有“预防意识”，强调需要加强 WMO 协调的

15.1.3

唯一的全球观测网对大气、海洋、河流和湖泊的

理事会通过了关于 JIU 报告的决议 11

（EC-54）
。

监测，强调需要在向可持续性过渡方面，使其成
为可持续性科学的一个范例。

联合国致各专门机构的决议

15.2.3

15.1.4

了作为可持续发展基石之一的自然资源保护和管

理事会注意到第五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致

本组织的以下决议：

15.1.5

理事会认识到 WSSD 筹备期间深入讨论

理问题，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建议采取

12, 19, 37, 38, 39, 40, 41, 45, 47, 48, 49, 51,

的行动包括许多 WMO 经常倡导的行动，诸如对

64A, 76, 95, 103, 107, 109, 127, 132, 177,

淡水资源的储量和品质进行监测和评估，防止海

180, 182, 183,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洋污染，促进减轻对气候变异和变化影响的战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略，发展早期警报机制和站网，分发宣传有效减

205, 207, 209, 210, 211, 217, 218, 220A, 224,

轻灾害和减小风险的资料和知识，以及支持气候

226, 227, 235, 239, 243, 245, 258。

研究计划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等行动。然而理事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关于与 WMO 有关

会认为其他一些重要行动应该得到更为明确的重

的第五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主要结果的秘书长通

视，其中包括加速发展和提供气象、水文和气候

函。提供的信息对各会员有用，理事会要求秘书

的应用及服务，加强各国 NMHS，特别是提高发

长继续提供此类信息，以帮助 NMHS 提高对其有

展中国家 NMHS 的能力。理事会认为 WSSD 应

影响的全球和区域发展的认识。

该使各国政府、国际基金组织和全社会有机会再
次充分注意到通过加强由 WMO 协调和/或共同主

15.2

15.2.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后续行动，包

办这唯一的环境监测站网，更好地支持气象、水

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活动
(议题 15.2)

文和有关应用和服务，以及加强有关国际、地区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WMO 已积极参与了

增长的潜在效益。

和国家机构，特别是 NMHS 的能力所带来的日益

WSSD 的筹备过程，本次首脑会将于 2002 年 8

15.2.4

月 26 日—9 月 4 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筹备过程

是在国际、地区和国家一级对可持续发展管理的

包括参加若干区域和次区域的筹备会议，以及参

问题。理事会认为从国际上来看，环境管理是可

加作为 WSSD 筹备委员会的联合国 CSD 的届会。

持续发展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理事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执行理事会第 53 次

会忆及，在许多场合，包括在 UNEP 的会议上已

届会的要求，一直在向 WMO 会员的常任代表通

多次讨论过国际环境管理。理事会注意到，秘书

报联合国系统准备此次首脑会议的有关活动情

长已对该问题的进展情况迅速通报 WMO 的各国

况，以及对 NMHS 有影响的一些发展。尤其是请

常任代表。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通过信

各常任代表尽可能地开展国家一级的后续行动。

函已请各常任代表与他们各自国家参加 WSSD 工

在此，理事会赞扬了在 WMO 的网站上建立一个

作的代表联络，向国家代表团报告有关 WMO 和

与 WSSD 有关的 WMO 活动的专门网页。

NMHS 在监测和评估全球环境变化方面所发挥的

15.2.2

理事会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利

独一无二的作用，尤其是通过运行和/或协调主要

用其参加 WSSD 有关活动的机会，特别是参加筹

的全球观测和资料管理站网所起的作用。还请各

备工作届会时，与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就包括

常任代表向参加 WSSD 筹备工作的国家代表团着

NMHS 在内的 WMO 和整个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的

重通报 IPCC 的工作成果，气候变化是整个全球

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理事会特别赞

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IPCC 在气候变

赏秘书长强调对由气象和水文引起的自然灾害要

化评估方面所建立的真正国际合作已取得了极大

理事会注意到，WSSD 审议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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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理事会同意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并强调，

15.3.4

鉴于 WMO 在监测和评估全球环境变化方面开展

WMO咨询地位的要求。

的多方面的活动，因此在 WSSD 筹备工作中可能

15.3.5

提出的任何安排都应全面考虑 WMO 作为联合国

造厂商和供应商的合作可能获得更好的和更具成

系统中从事环境监测和评估的一个重要组织的作

本效益的设备，并得出结论：WMO特别应通过CIMO

用和参与。

继续努力加强教育和培训领域的这种合作。

15.2.5

15.3.6

理事会强调通过由 WMO 协调的全球观

理事会 注意 到HMEI 协会提 出的 授予 其
理事会注意到第13次大会强调WMO与制

理事会审议了HMEI的目标和主要活动并

测站网获得的资料和其他相关信息可以提供给任

考虑了WMO为建立与其他组织的咨询地位所采取

何人，包括学术团体，并在广泛的应用和服务领

的做法后，理事会认为建立这种密切的工作关系

域加以使用。那些资料和信息是制定和批准相关

将使WMO和HMEI相互受益。

重要法律文件，其中包括 UNFCCC，保护臭氧层

15.3.7

维也纳公约和 UNCCD 的基础。同样也是联合国

HMEI主席。

理事会因此授权秘书长将这一决定通知

生物多样化公约的基础。
15.2.6

理事会考虑到，关于全球环境变化的评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

估，IPCC 报告涉及了这类评估的各重要方面，

15.3.8

其中包括水资源、海洋状况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变

界信息社会峰会，会议将于2003年12月10—12日

化。理事会进一步认为，如果授权，IPCC 还能

在日内瓦和2005年在突尼斯举行。执行理事会赞

提供全球环境变化其他部分的评估。因此理事会

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是该高层峰会组委会的成员，

认为，另行建立监测和评估全球环境变化政府间

而且WMO积极参与了峰会的筹备进程。注意到

机构是不合理的，而且会导致工作重复和资源分

在该方面所组织的全球和区域活动，理事会提请

散。

全体会员与各自的有关部门联系，以确保对NMHS

15.2.7

为帮助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代表参加首脑

会议，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2（EC-54）
。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同意组织世

和WMO至关重要的主题和活动在峰会筹备进程
中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得到充分表达和
支持。

15.3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议题15.3）

15.3.9

理事会还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对峰会筹

备过程提供了初步投入，包括对NMHS和WMO
与CMO、CIPM和NBA的工作协议

具有重要性的主题。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继续让

15.3.1

WMO积极参与峰会的筹备过程，并注意到通用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CMO、CIPM和NBA提出

与WMO建立工作协议的要求。

术语的使用能增加世界峰会对WMO活动及其在

15.3.2

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对全球信息社会的贡献的

理事会审议了CMO、CIPM和NBA的宗旨与

职责，以及WMO为与其他组织开展科学技术合作

兴趣。

而建立工作协议方面的一贯做法，理事会认为建
立此类密切的工作关系对WMO和这三个组织都是

全球综合观测战略伙伴关系

有利的。

15.3.10 当审议在将来的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中由

15.3.3

因此，理事会授权秘书长根据本报告附

WMO组织或联合组织的观测系统和计划应发挥

录Ⅻ、ⅩⅢ和ⅩⅣ中的文字与CMO的协调总干事、

的作用时，理事会获悉了IGOS伙伴关系的现状。

代表CIPM的BIPM主任和NBA的执行秘书共同完成

理事会注意到，除了联合组织的交叉性GCOS计

该工作协议。

划 之 外 ， 完 全 由 WMO 组 织 的 （ WWW/GOS 、
GAW）或与WMO联合管理的（如：GOOS、GTOS、

水文气象设备工业协会的咨询地位

WHYCOS）一些全球观测系统和计划通过I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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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安排促进了全球综合观测战略的实施。

2001 年 10 月 17 日为庆祝国际减灾日而在全球发

15.3.11 理事会同意，WMO应在所有将来的全

起的 ISDR 活动。这同时促进了 2002 年的世界气

球综合观测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WMO及其组

象日（主题为“减少对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的脆

织或联合组织的观测系统和计划在开展目前战略

弱性”
）和 2002 年世界水日（主题是“水与发展”
）

中的作用应通过参与制定有关的主题并最终参与

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和即将召开的 WSSD（2002

将这些主题与现有计划和活动的密切整合来实

年 8 月 26—9 月 4 日，约翰内斯堡）的筹备工作。

现。一旦战略成熟，有关的WMO机制应对提出

理事会欢迎将 WMO 的媒体产品纳入 ISDR 的全

的指导原则加以考虑。例如，CBS“综合观测系

球活动。

统OPAG”的“观测资料需求和GOS重新设计专

16.4

家组”就应对IGOS的战略指南给予考虑，因为它

动，其中包括 WMO 参与了在日内瓦举办的联合

涉及到GOS的空基部分。

国开放日活动。瑞士气象局和瑞士国家电视台与

15.3.12 理事会忆及，多年来专家组利用了已获

WMO 合作，专门为儿童和青年介绍推出“现场

批准的名为滚动需求评审的过程，以便在GOS的

电视天气预报展示”节目，15000 名参加人员认

地 基 和 空 基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为 WMO 会 员 制 定 指

为这一节目是为期两天活动中最有意义的。

南。与WWW过去的情形相同，预计WMO会员在

16.5

专家组建议的基础上自愿实施CBS批准的重新设

面世之际，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为该活动召开

计GOS的建议。在目前的IGOS术语中，已有较长

的 WMO 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发放了一份新闻简

历史的WMO过程可因此被认为是已处于实施阶

报，众多记者参加了这次活动。会议向记者简要

段的“大气主题”，因而无需通过任何IGOS“批

介绍了本组织的工作和活动。活动引起了国际出

准”的过程。但是，由于其他的观测系统目前仍

版界、电台和电视台的极大关注，包括对支持提

没有现成的完全并严格的发展/评审机制，如通过

高 WMO 知名度和良好形象的 WMO 科学家的采

CBS为大气过程（事实上还包括海洋和陆地表面

访。

部分）制定的机制，因此IGOS过程仍可作为最为

16.6

重要的工具。WMO必须帮助起草目前在IGOS内

和 IPA 网络方面的活动，如让来自各个机构、中

制定的指南以确保与其自身活动相兼容。反过来

学、大学和个人团体集体参观 WMO 总部。与媒

说，考虑到WMO活动在支持整个战略中的极端

体联系变得越来越多，还定期就在日内瓦联合国

重要性，其他IGOS伙伴也需要对WMO活动给予

办事处召开的 WMO 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类主题发

始终予以关注。

布 WMO 新闻简报，偶尔也与其他机构联合发布。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许多公共信息活

在 WMO 2001 年世界气候状况年度声明

理事会注意到目前进行的扩大媒体联系

此外，WMO 专家通过参加电视和电台的专题节
16.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议题 16）

目和做访谈及背景介绍使得更多的人了解本组织

16.1

执行理事会决定 2004 年世界气象日的

的工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向媒体全面

主题是“信息时代的天气、水和气候”
。

通报涉及 WMO 和 NMHS 的重要问题。

16.2

16.7

理事会对 WMO 秘书处和 NMHS 在制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IPA 继续开展媒体

作庆祝 2001 年世界气象日“天气、气候和水的

培训活动，以反映气候变化、气候变异和诸如厄

志愿者”的公共信息材料活动中开展的工作表示

尔尼诺/拉尼娜、臭氧层耗减和水的日益缺乏等现

满意。各会员向秘书处通报了它们在国内庆祝世

象的目前趋势。它鼓励尽可能利用预算外资金来

界气象日的方式。理事会鼓励会员进一步加强活

为参与媒体活动的人员举办培训研讨会。理事会

动，以提高公众的认识。

提请各国 NHHS 为此做出努力。

16.3

16.8

理 事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WMO 参 与 了

ISDR、联合国减灾战略一揽子措施，并参与了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第一次国际广播气象

大会将延期到第十四财期。理事会赞同由 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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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气象学会、国际广播气象学会和国际气象节

17.2

出版物（议题 17.2）

联合组织本次活动。它鼓励其他伙伴单位的参与

17.2.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2001 年发布

以加强 WMO 的媒体联盟。理事会强调要强 WMO

的出版物清单（《WMO 2001 年度报告》附录Ⅳ）
。

媒体联盟，其中包括 NMHS 和国际媒体的合作，

它是根据决议 6（EC-52）—“出版物计划”和在

并重视 NMHS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

该次执行理事会届会上进行的讨论做出的。理事

在减少自然灾害的风险和影响方面的作用，这将

会对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法定出版物计

有助于改善 WMO 和 NMHS 的形象并提高它们

划的进展表示满意，并特别高兴地注意到业务出

的知名度。

版物及其西班牙文和俄文的增补件的长期积压现

16.9

理事会欢迎秘书长采取措施制定 WMO

象已不复存在。它赞赏为发展阿拉伯文出版物采

秘书处对外联系策略。该联系策略包括一份示范

取的步骤，并敦促秘书长尽一切努力减少已制作

性综合行动计划和一份 NMHS 行动指南纲要以便

的阿拉伯文版本的积压。

使秘书处和各会员之间就对外联系活动达成最大

17.2.2

共识。为此，对会员进行了一次调查，共收回 116

工作表示赞赏，并对所有为本计划提供帮助的会

份答复。鉴于信息和公共事务对促进 WMO 和

员表示感谢。

NMHS 十分重要，理事会鼓励会员制订自己的联

17.2.3

系策略或计划。

分发以及引进电子商务网站的建议方面所做的工

16.10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为即将召开

作，并理解还不可能提供精确的价格预测。所有

的 WSSD 所做的工作。根据 WSSD 的特别宣传

出版物文件现在都以易于分发的格式保存，并正

策略计划，将分发 WMO 小册子和有关信息材料，

在建立必要的机制使指定用户能够访问它们。理

并正在筹划举办展览会来改善 WMO 和 NMHS

事会希望到第十四财期结束时有可能把本组织分

的形象。理事会进一步鼓励会员参与该首脑会议

发的印刷拷贝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已在更合理

的本国筹备工作，并采取必要行动支持这一活

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出版物目录》；现在 WMO

动。理事会对秘书处及时向会员通报本次首脑会

主页上便可访问到。理事会要求将发展电子出版

议的有关安排和它们在天气、水和气候方面为首

和分发的预算影响纳入第十四财期的计划和预算

脑会议可能做的工作表示赞赏。理事会还对南非

的文件，并要求秘书长在第 14 次大会期间安排

表示赞赏，感谢该国为促进 WMO 参与本次首脑

为会员进行在线演示。

会议提供的支持。

17.2.4

理事会对 CMA 在编制中文出版物方面的

理事会赞赏秘书处在完善其电子出版与

根据第 13 次大会的要求，秘书长已开

展了一项研究并调整了出版物、会议及语言服务
17.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议题 17）

以完善和提高这些服务的质量。该项调整已使

17.1

会议（议题 17.1）

2001 年的文本处理成本效益与 2000 年相比有明

17.1.1

根据总则第 170 和 186 条，执行理事会

显改进，并将由此而节省的资金用于第 13 次大

批准了本报告附录ⅩⅤ中给出的第十四财期 WMO

会要求新增的语言服务。理事会对秘书长在语言

组织机构届会计划草案。

服务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本效益改进表示满意，并

17.1.2

理事会注意到第十三财期期间 WMO 组

鼓励秘书长继续并监督已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要

织机构的届会分布很不均匀。该情况在某些时间

求秘书长就与其他组织相比在合理安排 WMO 语言

给秘书处的资源带来极大压力，有可能造成文件

服务方面采取的行动向第 14 次大会提交报告。

和出版服务提供延迟的风险。因此，理事会强烈
敦促各组织机构考虑在第十四财期按附录ⅩⅤ中

17.3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议题 17.3）

所示调整其届会召开时间，以实现届会较均匀的

17.3.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当前在

分布。

信息技术发展和支持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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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到秘书处为应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新项目

WMO与IOC间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供两组织的

和发展启动了一个新的具有合理超前理念的战

执行理事会在2002年审议。理事会进一步忆及第

略。新战略的精髓是实现系统的一体化而不是发

53次届会已认识到，鉴于WMO会员与IOC会员

展彼此独立的系统。对此，理事会获悉成立了一

国之间在JCOMM内的投票权和其他权利方面目

个小组（一名数据库管理人员、一名程序员和一

前存在着一些不规则现象，大会可能希望修改决

名兼职助理）来处理秘书处的应用开发。

议37（Cg-11）—“中止未履行财务义务会员的

17.3.2

理事会注意到在管理集中式系统方面的

资格”在JCOMM中的援用。理事会认为此问题

新进展，特别是为避免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整体瘫

与拟议中的关于JCOMM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备忘

痪采用了新服务器使服务模块化。此外，理事会

录相关，因此要求秘书长再次提请理事会在关注

获悉为秘书处职员提供了指导以帮助他们正确应

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同时也关注该特殊问题。

用秘书处的信息技术服务和设备。

18.2.2

17.3.3

存取以及提高安全性以便保护 WMO 文件与网

关于JCOMM管理的规则和程序问题的谅解备忘
录”。它赞赏地注意到目前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已

站。措施之一是启动了防火墙服务器。

不需要大会对决议37（Cg-11）援用于JCOMM时

17.3.4

理事会获悉内部网已投入使用，正在对

可能做出的修改。它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在执行

用户进行培训和提供支持。此外，各司的网站联

理事会本次届会前，IOC执行理事会已在其召开

络人也接受了内部网页制作方面的培训。内部网

的届会上审议了该草案，并表示完全同意该草案

服务将促进秘书处内的信息交流。同时，理事会

的观点与内容。IOC执行理事会进一步要求，任

获悉了实施内网扩充网的项目，该网的目的是在

何评论和/或修改意见应在2002年7月31日前以信

会员和秘书处之间交流信息。理事会欢迎秘书处

件的方式提交IOC秘书处，以在准备新草案时给

在 WMO 网站维护和改进连通性方面所做的努

予考虑，并提交2003年7月举行的IOC大会审议和

力。

批准。

理事会注意到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来控制

为此，理事会审议了“ WMO与IOC间

会议厅每位参会人员的桌上提供电源插座和互联

理事会原则批准了草案并要求秘书长与
18.2.3
IOC执行秘书协商，结合WMO和IOC执行理事会

网连接所做的工作。

的修改建议，准备一份备忘录的修订本，提交2003

17.3.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为向 A、B

年WMO大会和IOC大会最后批准。理事会还要
18.

总务、法律和行政事宜（议题 18）

求秘书长继续监督备忘录生效后协议的实施，并

18.1

第 47 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议题 18.1）

在需要时向以后的届会报告所遇到的困难。

18.1.1

执行理事会将第 47 届国际气象组织奖

授予 Joanne Simpson 博士。

探讨和评估对WMO公约作可能的修改专题组报告

18.1.2

18.2.4

任命秦大河先生为遴选委员会成员，代

根据第13次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第52、53

替 R.R.Kelkar 先生。该委员会目前由 A.Diouri（主

次届会的讨论，探讨和评估对WMO公约作可能

席）
、 N.Al-Shalabi、R.Prasad 和秦大河先生组成。

的修改专题组继续通过信函开展工作。理事会对
专题组的组长、成员和秘书处就该问题迄今已完

18.2

章程和法规事宜（议题18.2）

成的工作表示感谢。
18.2.5

理事会讨论了专题组的建议，即根据第

JCOMM共同规则和程序

13次大会通过的日内瓦宣言的文本对WMO公约

执行理事会忆及在其第53次届会上，曾
18.2.1
要求秘书长与IOC执行秘书商议拟定一份旨在建

前言提出的修正案和对公约的修正案（含通过议

立和实施一套管理JCOMM的共同规则和程序的

新义务”；因此，大会可根据第28（c）款“需要

定书的条款）。由于这两项建议不涉及“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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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会员通过”的规定来批准分

秘书长应在发出要求表决后90天内收到表决票。

别插入的修改意见。

18.2.14

18.2.6

一些理事会成员注意到鉴于专题组提议

选举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那么整个选举过程至

的公约修正案中许多问题很复杂，在第14次大会

少需要225天，而不是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6

前会员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更广泛的协商。

条中所规定的120天。

18.2.7

18.2.15

因此，理事会决定要求第14次大会建立

注意到如果按上述所有步骤以通信方式

在对该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后，理事会

一个由大多数会员组成的咨询工作组，由它来负

同意将规则第16条所包含的采用通信方式选举执

责处理需要进一步审议的WMO公约修改问题。

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的期限由“至少120天”修改

如果第14次大会建立该工作组，理事会同意将专

为 “ 至 少 225 天 ”。 理 事 会 为 此 通 过 了 决 议 13

题组准备的建议作为该工作组未来工作的基础。

（EC-54）
。

采用通信投票选举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所需期限

WMO区域机构“协会”名称的修改

的审议

18.2.16

18.2.8

根据一区协第11次届会的要求，为了更

根据总则第144条规定，选出的执行理

好地反映出政府间机构的地位，理事会审议了修

事会的成员在大会休会期间出缺时，执行理事会

改“区域协会”名称的问题。理事会注意到一区

需指定一名代理成员。代理成员将任职至下一次

协的关注，即在使用“区域协会”名称中存在困

例行大会结束。

难，对大部分会员的政府当局而言，尤其是法语

18.2.9

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的选举程序按执行

国家，这一名称既没有反映出WMO区域协会的

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5条和第16条的规定进行。规

机构地位，也没有反映出它在法律上的重要性。

则第16条(a)款规定，这种选举“也可采用通信投

18.2.17

票方式进行，如果本组织主席与执行理事会的各

位，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第50次届会认为应

成员磋商后认为有必要、而且如果此空缺发生在

对此问题予以考虑，使“区域协会”这一名称能

下一届执行理事会会议之前至少120天。”磋商的

更好地译成法语。

程序已在规则第24条中阐明，规定执行理事会成

18.2.18

员之间只有30天时间交换意见。

会员发出了一份通函，截止2002年4月底，秘书

18.2.10

第12次大会要求秘书长以通信方式通知

处收到77个会员的复函。其中有24个表示希望使

有关会员，其本国的人员或代表没有资格被提名

用“WMO区域协会”；22个表示希望维持“区域协

填补空缺。该通知必须在发送提名函前45天以最

会”；11个选择“WMO区域理事会”；4个赞成使用

快的方式发送有关会员。

“常设区域理事会”；4个用“WMO区域委员会”；

18.2.11

根据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6条(b)款之

3个用法语“Assemblée Régionale de l’OMM Pour”

规定，候选人的名单仅限于在宣布出缺30天内由

（WMO区域会议）；极少数会员提出其他建议或表

执行理事会各成员提出的与卸任的成员来自同一

示没有任何倾向。

区协的候选人。

18.2.19

18.2.12 按规则第16条(b)款的规定，秘书长有30

组第三次会议（2002年2月25日—3月1日，日内

天的时间去证实所有被提名的人都愿意作为候选

瓦）讨论了用其他合适的名称代替“区域协会”

人。30天后秘书长需确定一份最终候选人名单（规

的问题。专题组考虑了秘书长就此问题征集各会

则第16条(c)款）
。

员意见所采取的行动。在各会员答复之前，专题

18.2.13

如果候选人名单中有若干人选，在这种

组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执行理事会本

情况下，要根据总则第71条 （ a ） 款组织以无记

次届会和第14次大会作进一步审议是非常必要

名通信表决方式。按照总则第71条（a）款规定，

的。为此，专题组考虑提出了五个名称：区域协

为了更恰当地反映出该组织机构的地

理事会注意到为了征求有关意见，向各

理事会注意到执行理事会WMO结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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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区域理事会、区域大会（Assembly）、区域

WMO公约，并行使其属二、六区协的权利；

联合会和区域大会（Congress）。这五个名称中

(c) 亚美尼亚于1992年9月16日加入WMO公约并
行使其属六区协的权利；

得到与会多数支持的是“区域理事会”。同时注
意到该名称似也适合阿拉伯语、法语和西班牙

(d) 土库曼斯坦于1993年1月3日加入WMO公约
并行使其属六区协的权利；

语。
18.2.20

“区域协会”名称的改变需要修改WMO

(e) 阿塞拜疆共和国于1994年1月26日加入WMO
公约并行使其属六区协的权利。

公约和总则。名称的改变不会为各会员带来新的
义务，因此，经出席大会会员的三分之二通过即

18.2.27

可生效。

修正意见，并通过决议15（EC-54）使之生效。

18.2.21

经对此问题认真研究后，理事会同意提

请第14次大会保留 “区域协会”的名称，但按

综上考虑，理事会同意对总则附录Ⅱ的

理事会同意在执行段落中的修正意见应提交第14
次大会做决定。

“Conseil Régional（区域理事会）”的名称翻译
审议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的过程

成法文。
18.2.22

理事会请秘书长准备一份向第14次大会

18.2.28

理事会注意到对执行理事会成员选举程

提交的提案并在大会开幕前至少9个月将其分发

序的审议，它是以对会员的问卷形式和秘书长提

给各会员。为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4（EC-54）
。

出的进一步行动为基础的。理事会还注意到，执
行理事会WMO结构专题组在其召开的第3次会议

建议用前苏联里海地区国家的名称替代“苏联”

上研究了该问题，并审议了为各个WMO区域解

名称

决一个更为平衡的代表性问题的各种方案。

18.2.23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WMO公约第8(f)

18.2.29

理事会同意向大会提议，鉴于本组织会

条，WMO第一次大会决议32（Cg-1）建立了WMO

员的增加，拟增加一个执行理事会当选成员的席

区域协会，并参考一些国家的边界来决定各区域

位。为了更好地达成不同地区的代表性，执行理

的地理范围。

事会还同意提出下列建议：来自某一区协的执行

18.2.24

理事会成员数不应少于4个，其中包括本组织主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二区协—亚洲（西

部边界）和六区协—欧洲（东部边界）的地域范

席和副主席、区协主席和当选成员。

围，当时参照苏联的边境。

18.2.30

18.2.25

鉴于一些在前苏联领土成立的独立国

第13(c)款和总则有关部分的修正案供第14次大会

家，理事会同意需要修订总则的附录Ⅱ，以反映

审议，并至迟在第14次大会召开前9个月将其分

二、六区协的边界划分依据，而对目前这两个有

发给各会员。为此，理事会通过了决议16（EC-

关区协的地域划分则保持不变。

54）
。

18.2.26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准备一份关于对公约

根据WMO公约第18(a)条，理事会注意

到，“区域协会应当包括本组织的会员及本区域

18.3

第 14 次大会的筹备（议题 18.3）

内或延伸到本区域的网络”。相应地，随着前苏
联领土上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里海地区一些

日期和安排

新独立的国家成了WMO会员，并宣布加入它们

18.3.1

所在的区域协会（总则第164条）
，情况如下：

于第 14 次大会的决定，即第 14 次大会应于 2003

(a) 通过1991年12月26日第660号照会，俄罗斯

年 5 月 5 日至 24 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CICG)

联邦通知WMO，将继任苏联的WMO会员地

举行。

位，并继续作为二、六区协的会员；

18.3.2

(b) 哈 萨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于 1992 年 6 月 4 日 加 入

执行理事会忆及第 13 次大会做出的关

理事会注意到拟做出类似于为第 1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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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件拟尽早散发，最好不迟于会议开幕前45

过和多于本组织正式语言所需 6 个声道的额外两

天。

个声道。只要提出要求的国家愿承担翻译服务费

18.3.8

用，这些设施可供使用。有意向的会员应该在 2002

条和 WMO 公约第 28(a)条）
，秘书长第十四财期

年 11 月 30 日前将其意愿和愿望通报秘书长。

计划和预算建议案和会员国提交的任一公约修正

还注意到根据有关规则（财务条例第 3.5

建议案将在会议开幕前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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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议程
18.3.3

理事会批准了本报告附录ⅩⅥ中所载的

月通报会员。由会员或组织机构提交的任何总则

第 14 次大会临时议程并且要求与会议通知一并

修正建议案应在大会前至少 3 个月通报所有会员

分发。

（总则第 2(g)条）
。
18.3.9

另外，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做出安排，于

对非会员国的邀请

会议开幕前至少 4 个月散发任何有关修改财务条

18.3.4

例和人事规则的文件，以及散发有关会员比例会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总则第 19 条，应向

下列非会员国发出邀请，因为这些国家具有联合

费的文件。

国会员或观察员身份：
安道尔

工作委员会

不丹

18.3.10

东帝汶

大会通过的那些安排，即建立两个工作委员会（A

赤道几内亚

委和 B 委）而。两个委员会拟同时工作，工作量

格林纳达

拟在两委员会之间尽量平分。另外，拟提供第三

教廷

组翻译，帮助水文分委会和由 A 委和 B 委设立的

基里巴斯

任一分委会或特委会。

理事会注意到将做出类似于为第 13 次

列支敦士登
马绍尔群岛

第十届IMO讲座

瑙卤

18.3.11

帕劳

决定，已邀请 I.A.Shiklomanov 教授和 Mahmoud

圣基茨和尼维斯

Abu-Zeid 博士阁下做第十届 IMO 讲座，题为“水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资源 —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并就此课题撰写

圣马力诺

专文。要求秘书长将 Mahmoud Abu-Zeid 博士阁

图瓦卢

下和 Shiklomanov 教授整理的讲座摘要于会议开

18.3.5

理事会注意到未提请秘书长注意其他需

理事会忆及根据理事会第 53 次届会的

幕前散发。

WMO 会员事先通过的、新独立国家的名字。
科学讨论的安排
对国际组织的邀请

18.3.12

18.3.6

论应涉及下列内容：
(a) 数值天气预报；

理事会同意应向本报告附录ⅩⅦ中所列

的国际组织发出邀请。

理事会决定第 14 次大会期间的科学讨

(b) 气候变化和气候预测；
(c) 监测地球环境系统的新观测技术和灾害早期

文件
18.3.7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总则第132(a)条，除

总摘要第18.3.8和18.3.9段所列的那些文件外，所

预警。
18.3.13

授 权 秘 书 长 与 WMO 主 席 磋 商 做 出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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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由杰出专家就以上各项内容举办科学讲座，

18.4.7

并将讲座摘要于会议开幕前散发。

关行动。

代表团的座次

ICSC年度报告

18.3.14

18.4.8

理事会经抽签后同意参加第14次大会的

理事会因此要求秘书长根据决定采取有

理事会注意到 ICSC 根据委员会章程第

各代表团应按法文拼写的其国家字母顺序排列座

17 款提交的第二十七次年度报告。理事会欢迎该

次，从大厅前部开始，以法国为起始。

委员会报告附录Ⅱ表述的行为准则。

18.4

根据人力资源项目组建议做出的决定，含有关给

人事事宜（议题18.4）

予长期合同的当前政策的审议要点
对人事规则的修订

18.4.9

18.4.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第 53 次届会以来

求秘书处根据秘书处评审报告得出的建议和职工

秘书长对适用于秘书处职员和技术援助项目人员

项目组提出的建议制订一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的人事规则所做的修改。

该项战略包括：为秘书处制订一份任务综述和一

理事会忆及，它曾在第 53 次届会上要

套核心价值；确定核心能力和技能清单；改进聘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用程序；新职员的就职/介绍计划；改进内部交流

18.4.2

理事会注意到，2001 年 12 月联合国大

机制；离开秘书处的职员的继任计划；改进绩效

会通过了一项新的专业类及以上人员基本工资标

管理；职工发展和培训战略；改进管理协调；鼓

准，该标准于 2002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理

励授权；加强职责；及建立战略规划能力。

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该标准体现了在不增不减的

18.4.10

基础上将岗位工资做 3.87%调整后纳入净基本工

得的进展，它们包括：确定秘书处的任务综述并

资额中的做法。

通过确定核心价值并将职工纳入秘书处的总务管

18.4.3

理框架来培养工作人员的归属感；建立职工发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人事条例第 3.1 条，

理事会欢迎秘书处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

本组织秘书处 P.1 至 D.2 级工作人员已执行修改

展、培训和学习战略；采用筛选标准改进选择过

后的体现新净额的工资标准。

程；及引入新方法来分发与员工日常工作相关的

18.4.4

管理信息。

理事会忆及，第 13 次大会决定在第十

三财务时期内如果联合国级别相当人员的工资有

18.4.11

变化，在必要情况下执行理事会有权对秘书长、

处高级职位性别分布（参见本报告的附录ⅩⅧ）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资做相应调整。

的统计，鼓励秘书长为满足职业需求确定女候

18.4.5

选人，以便促进在秘书处内更为合理的性别分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的可比机构（ITU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提供的有关秘书

和 UPU）正在调整或已经根据以下标准调整了它

布。

们的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18.4.6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理事会确定

18.4.12

WMO不定级官员年度净基本工资标准如下，并

形式上取得的进展。
18.4.13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本组织积极参与在

自2002年3月1日起追溯生效：

理事会要求在第 14 次大会上提交一份

总结报告，指出在发展人力资源综合战略和实施

ICSC支持下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共同系统改革范围

有受赡养人的净工资

内的活动，并注意到执行首脑协调委员会发表的

秘书长

133, 384美元

声明，在这份声明里执行首脑赞同目前进行的审

副秘书长

122, 434美元

议工作，执行理事会欢迎该项意义深远的人力资

助理秘书长

112, 480美元

源管理改革事业。

77

总 摘 要
18.4.14

鉴于 ICSC 决定今后将把联合国各组织

系统内有关合同协议问题的工作纳入到工资和福

和由秘书长推荐的三个委员会成员中一名委员将
代表该委员会出席该次会议。

利系统的审议中统一进行，理事会要求将 ICSC
工资和福利审议的结果纳入到秘书处拟定的人力

关于专业级及以上职员的人事任命、提升、提名

资源管理战略中，包括对授予长期合同的审议。

和轮岗的报告
18.4.21

职工对服务条件的意见
18.4.15

理事会注意到职工对正在进行的秘书处

根据公约第 21(b)条，理事会审查和批

准了秘书长自第 53 次届会以来做出的以下任命：
姓名与国籍

头衔、级别与组织

结构调整过程进展的担忧。理事会获知尽管取得

生效日期

单位

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困扰着职工，特别是前会

LOVE G.B.先生

秘书(D.2), 政府间气

2002 年 5

议和语言服务以及出版和发行服务两个司的职

（澳大利亚）

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月9日

工。理事会希望在最近对这两个司进行审议期间

K.D. DAVIDSON 先

司长(D.1), 世界气候

2001 年 10

和此后，应采取适当且及时的行动来解决这些已

生（美国）

计划司

月 28 日

认知的问题以提高受影响职工的效率、工作条件

K. KONARÉ 先生

区域主任(D.1), 非洲

2002 年 4

和精神状态。理事会表示希望能在下次届会上获

（马里）

区域办公室

月 26 日

悉本次机构调整的结果。

L.A. BARRIE 先生

处长(P.5), 大气研究

2002 年 6

18.4.16

上(加拿大)

和环境计划司, 环境

月 26 日

理事会注意到职工对去年为解决职工的

困难问题，特别是为那些已工作五年或以上的职

处

工而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和感谢。但仍有几个临

B.S. NYENZI 先生

处 长 (P.5), 世 界 气 候

2001 年 10

时职工的情况没有得到解决。职工将继续与管理

(坦桑尼亚共和国)

研究司, CLIPS 项目

月 30 日

部门合作，为这些个人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理

办公室

事会要求秘书处继续采取措施，在现有的可能范

M. ONDRAS 先生

高级科技官(P.5), 世

2002 年 6

围内确保对临时职工的聘用条件给予足够考虑。

(斯洛伐克)

界天气监视、基本系

月1日

18.4.17

理事会注意到职工热烈欢迎并大力支持

统司, 观测系统处

期待以久的、近期通过的 WMO 职工发展、培训

V. RYABININ 先生

高 级 科 技 官 (P.5), 世

2001 年 11

和学习政策和战略。鉴于该项目涉及范围广泛，

(俄罗斯联邦)

界气候研究司

月 18 日

职工希望执行理事会应继续保证除了分配给第一

G.SOMMERIA-KLEIN

高级科技官(P.5), 世

2001 年 12

个两年期计划（2002—2003）的资金外，相关的

先生（法国）

界气候研究司

月2日

资金也能得到批准和提供。
18.4.18 理事会注意到职工代表正在参与ICSC开

王才芳先生（中国） 外事联络官(P.4), 秘
书长办公室,外事联

展的工资和津贴评审，同时他们还对拟议中的改

2001 年 10
月1日

络处

革内容表示关注。

Y. ONO 先生

初级职业官(P.2), 世

2001 年 1

18.4.19

(日本)

界天气监视、应用司,

月 30 日

理事会注意到职工正在积极参与在日内

瓦进行的总务类职工工资调查。然而，职工担心，

公共天气服务处

1997年修订的工资调查方法要素使得很难找到能
满足本次调查标准的合适数量的职工。

18.4.22

18.4.20

缺通知后通过竞争而由秘书长做出的以下提名和/

理事会注意到职工很重视即将于 2002

年 7 月 10—19 日在罗马 FAO 总部召开的联合国
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第 51 次届会。理事
会进一步注意到 WMO 职工养恤金委员会的秘书

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在发布空

或提升：
姓名与国籍

头衔、级别与组织
单位

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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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CHESTOPALO

高级人力资源官

2001 年 7

A.A. KORETSKI 先

由出版和分发服务司

2002 年 2

V 女士（法国）

(P.5), 资 源 管 理 司 ,

月1日

生(俄罗斯联邦)

调任语言服务和出版

月 26 日

司出版处编辑(P.3)

人力资源管理处
M.W. TANGA 先生

系统分析/程序员

2001 年 6

J. LEYSSENS 女士

由出版和分发服务司

2002 年 2

(刚果民主共和国)

(P.3), 资 源 管 理 司 ,

月1日

(比利时)

调任语言服务和出版

月 26 日

司出版处编辑(P.3)

信息系统处

18.4.23

理事会还注意到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

秘书长发起的如下岗位轮换：
姓名与国籍

头衔、级别与组织

生效日期

单位
P.D.LLANSÓ 先生

由世界气候计划司世

2002 年 4

（美国）

界气候应用处处长

月1日

A.ORIAS

由出版和分发服务司

2002 年 2

BLEICHNER 先 生

调任语言服务和出版

月 26 日

（瑞士）

司出版处编辑(P.3)

A. UGOLINI 先生

由出版和分发服务司

2002 年 2

(意大利)

调任语言服务和出版

月 26 日

司出版处编辑(P.3)

18.5

(P.5)调任世界气候计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议题18.5)

划司世界气候资料和
监测计划处处长
B.S. NYENZI 先生

由世界气候计划司

2002 年 4

审议2000—2001两年期帐目

（坦桑尼亚共和

CLIPS 项 目 办 处 长

月1日

18.5.1

国）

(P.5)调任世界气候计

审计员证书不含任何资格证明。理事会还考虑并

划司世界气候应用和

关切地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详细报告。它进一步

CLIPS 处处长

注意到秘书长对所提出问题的答复。注意到该两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关于这些帐目的外部

C.R.D. REYNOLDS

由出版和分发司调任

2002 年 2

年期在实施和适应新财务体制上所遇到的困难，

先生（爱尔兰）

语言服务和出版司出

月 26 日

并认识到这是第一次以该新系统编制两年期帐
目，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来解

版处处长(P.5)
E. DAR-ZIV 女士

由会议和语言服务司

2002 年 2

(瑞士)

调任会议、印刷和分

月 26 日

发司出版处处长(P.4)
C.U. GWAM 先生

由教育培训司奖学金

2001 年 6

(尼日利亚)

处奖学金官员(P.4)调

月1日

任同司的培训活动处

决外部审议员提出的问题。
考虑到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理事会
18.5.2
成立了一个特设小组，其成员包括 J-P Beysson、
A.J.Dania、M.D.Everell、P.D.Ewins、J.J.Kelly、
M.S.Mhita 和 K.Nagasska 先生，该小组对由有关
2000—2001 两年期帐目审计报告所引起的问题的
影响，以及与 WMO 一起就建议的实施所采取的

培训官员
S. BÉLIVEAU 女士

由出版和分发服务司

2002 年 2

(加拿大)

调任语言服务和出版

月 26 日

司出版处编辑(P.3)

后续行动进行评估，并对建议的对财务条例第 9.1
条的修改进行审议。特设小组将于 2003 年 5 月
向财务咨询委员会报告有关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秘书长的答复、采取的改正措施，以及相关计划

M.L. BURNS 女士

由语言、出版和会议

2000 年 12

时间表的情况。对于 WMO 秘书处不同意外部审

(英国)

司文件出版部调任语

月 22 日

计员建议的情况，报告应说明其原因，包括外部

言和分发服务司印刷

审计员的意见和特设小组对不一致问题的意见。

和电子出版部主任

18.5.3

（P.3）

2001 两年期总务基金、流动基金和其他特殊及信

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经过审计的 2000—

托基金的财务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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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会员拖欠很大
18.5.4
数额的会费，并敦促这些会员尽早缴清它们的应

不用的场所的收入弥补新建的 WMO 总部大楼的

付款。理事会决定继续对此事的审议并要求秘书

织的经济负担。理事会建议第 14 次大会修订财

长和财务咨询委员会就任何新的进展向 EC-55 报

务条例 10.1 款，如本报告附录ⅩⅨ中提出的那样。

告。

18.5.12

18.5.5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17（EC-54）
。

融资、运营和维修所增加的成本，以免加重本组

理事会忆及，外部审计员在其关于第十

二个财务时期帐目的报告中建议，考虑到两个两
年期财务报表均要开具证明，应重新考虑编制各

审议2000—2001年由UNDP出资的WMO项目的决算

财务时期特别帐目的作用。鉴于实施此项建议无

18.5.6

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经审计的截至2000

需为编制财务时期特别帐目花费资金，而且财务

年12月31日和截至2001年12月31日由WMO管理

时期的经费支出的调整将要在下一个财务时期第

的UNDP的项目和信托基金的财务报表。在此，

一个两年期的帐目中予以反映，因此理事会向第

通过了决议18（EC-54）
。

14 次大会建议，修改财务条例 14.5、15.9 和 15.11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2002—2003两年期财务和预算

款，如本报告附录ⅩⅨ中提出的那样。
18.5.13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已分析研究了财务

状况的临时报告

条例是否与基于成果的预算方法一致。它对本财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本组织2002—

18.5.7
2003两年期财务和预算状况的报告。

务条例与基于成果的预算法的适应性表示满意。

理事会再次对本组织的财务形势表示关
18.5.8
注，并敦促会员尽早支付它们的应付款。

内部审计员的年度报告

理 事 会 审 议 了 WMO 、 联 合 国 、

18.5.1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提交的内部
审计员的年度报告，
也注意到根据财务条例第 13.9

UNESCO、ILO 和 UNDP 实施的以年度为基础提

款正在采取行动填补内部审计和调查处的处长岗

供预算和支出状况的各种方法。理事会认为 WMO

位。

18.5.9

目前的临时报告向它提供了本组织预算和财务状
况的必要和充分的信息，符合上述联合国系统各

18.6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18.6）

组织的惯例。经过讨论，理事会决定临时报告还

理事会指定 Mamadou Lamine Bah 先生

应包含与预算信息相匹配的计划业绩信息，其中

（几内亚）取代 Kaliba Konaré 先生为执行理事会

包括基于效果的预算编制所需要的成果完成的信

代理成员。

息。
18.7
财务条例的修订
18.5.10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专家组和其他机构
(议题18.7)

理事会认为在一个财务时期内可能出现

新的高度优先或紧急计划的要求，而且这种活动

在执行理事会成员资格发生变动之后，

可能没有被列入大会已批准的该财务时期的预算

理事会对下列更替及执行理事会专家组和向执行

和计划。考虑到无需对会员国追加任何经费就可

理事会汇报的其他机构的人员组成变动做出决

把上一个财务时期的现金盈余用于资助这些活动

定：
(a) 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所需，理事会建议第 14 次大会修订财务条例 9.1
款，以便授权理事会支配所有盈余现金，如本报
告附录ⅩⅨ中提出的那样。理事会注意到有些会
员对财务条例 9.1 款的修改建议持保留态度，因

Woon Shih Lai先生代替R.Sri Diharto先生（也
是WMO结构专题组成员)
(b) WMO结构专题组

为它们认为该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Woon Shih Lai先生代替R.Sri Diharto先生(也

18.5.11

是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成员)

注意到第 13 次大会同意，用出租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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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
M.L. Bah先生代替K. Konaré先生
(d) 执行理事会NMHS作用与运作咨询组
D. Nadison先生代替G.C. Schulze先生
(e)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

(f)

主题(a)—James Baker 先生(美国)， NOAA 前局
长；
主题(b)—Carlos Tucci 教授(巴西)。
19.3

经过热烈讨论后，主席感谢 Baker 和

Tucci 先生所做的精彩报告。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C.C. Fuller先生代替A. Jaime先生

安排出版这些报告。

D. Nadison先生代替G.C. Schulze先生
Norbert Gerbier-MUMM国际奖遴选委员会

20.

F. Quintas Ribeiro先生代替I. Mersich先生
(g) IMO奖遴选委员会
R. Prasad先生代替R. Sri Diharto先生
(h) WMO职员养恤金委员会
T. Sutherland先生代替A. Jaime先生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议题 20）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27 条，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至第 54 次届会为止仍有效的以往决议，
并通过了决议 19（EC-54）
。
21.

执行理事会第 55 次和第 56 次届会的时
间和地点（议题 21）

19.

科学报告和讨论（议题19）

21.1

19.1

执行理事会在其上次届会上选定了以下

年5月26—28日在日内瓦的WMO总部举行。

两个在本次届会上做的报告主题：
(a) “极端天气的社会影响：对研究和政策的影

21.2

执行理事会同意，第55次届会将于2003
理事会也同意，第56次届会将于2004年

6月8—18日在日内瓦的WMO总部举行。

响”
；
(b) “洪水预报和警报服务”。
19.2
专家：

主席介绍了应邀做以下报告的两位知名

22.

会议闭幕（议题 22）
执行理事会第 54 次届会于 2002 年 6 月

21 日下午 5 点 25 分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 1（EC-5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执行理事会,

他专家的赞赏；

注意到决议 6 (Cg-1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

表示它对 IPCC 新主席 Pachauri 先生的支持，支

会，

持他领导 IPCC 向各界和决策者通报第三次评估

赞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前主席

报告的结果和开始筹划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工作；

Robert T. Watson 先生在领导全世界气候变化科学

进一步表示它对那些已经和继续对 WMO/联合国

家编撰完成第三次评估报告和其他具有高水平的

环境规划署信托基金慷慨捐赠的政府和机构表示

特别报告和技术报告方面所做的工作；

感谢，该基金使得 IPCC 能够继续开展其工作；

记录下对工作组联合主席、IPCC 主席团其他成

要求秘书长象过去那样，酌情向各国家气象水文

员，特别是对所有作为编制第三次评估报告主要

部门安排分发 IPCC 的报告。

作者协调人、主要作者和审查人员的科学家及其

决议 2（EC-54）
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建 议 1 （ CCl-13 ） — 根 据 气 候 学 委 员

审议了《气候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含决议和

会以往的建议审议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38），

（ 已 在 议 题 20 下 就 此 建 议 采 取 行

决定：

动）；

(1) 注意该报告；

要求秘书长提请所有有关方注意本决定。

(2) 注意决议1到4（CCl-13）
；
(3) 就以下建议采取行动：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5（EC-50），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3（EC-54）
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十三次届会含决议
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941）,
注意到决议 1 到 4（CAS-13）
，
决定：
(1) 不再重建建议1（CAS-13）中的联合执行理

事会专家组/CAS工作组；
(2) 不再重建建议2（CAS-13）中的联合的执行
理事会专家组/CAS工作组；
(3) 在 下 次 届 会 审 议 其 以 往 决 议 时 考 虑 决 议 3
（CAS-13）—审议有关大气科学委员会职责
范围的执行理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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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 CAS 主席建立 CAS 环境污染和大气化学工

要求秘书长将以上决定提请所有有关方面注意。

作组以及 CAS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组；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6（EC-50），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4（EC-54）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业气象领域的国家进展报告，

审议了《农业气象学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含决议

并在收到报告后出版摘要；

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No.900）
，

建议 2（CAgM-12）—根据农业气象学委员

获悉该报告是以通信方式最后决定的，

会以往的建议来审议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a) 代替决议 5（EC-47）—农业气象学

注意到：
(1) 该报告；

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b) 用决议 5（EC-54）代替决议 5(EC-

(2) 决议 1—19（CAgM-12）
；
决定根据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44)；

(c) 用决议 6（EC-54）代替决议 8(EC-

建议 1(CAgM-12)—农业气象领域的国家进
展报告

45)。

(a) 批准除建议 2（c）之外的建议；
(b) 要求秘书长：
(i)

(执行理事会在审议其以往决议时将根
据该建议采取行动)

提请会员注意该建议；

(ii) 采取适当行动，准备会员在农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5 (EC-47)，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5（EC-54）
干旱和荒漠化
执行理事会，

治荒漠化公约”
。

注意到：

考虑到：

(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里约宣言

(1) 气候和气候因素在荒漠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

和二十一世纪议程的有关部分，
(2) 联合国大会决议 49/234—“在发生严重干旱

用及气象和水文在防止荒漠化的许多方面的
重要性，

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制定防

(2) 干旱和荒漠化已继续影响了许多国家，

治荒漠化公约”
。

(3) 干旱和荒漠化对许多国家，尤其是干旱、半

(3) 1996 年 12 月批准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
(UNCCD)，
(4) 《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
略报告》
（WMO-No.902）
，总摘要第 9.2.7 段，
(5) 联合国大会决议 54/223—“在发生严重干旱
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实施防

干旱和干燥的半湿润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
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4) 多年来，WMO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方面对防
止干旱和荒漠化的消极影响方面做出了贡
献，
(5) UNCCD 第 10 和 16—19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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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
(6) WMO 有效地参加了 UNCCD 举办的 COP-1、
COP-2、COP-3、COP-4 和 COP-5，并将继续

水文教育和培训；
(6) 在进一步实施 UNCED 建议的过程中支持秘书
长；

参加缔约方的未来大会，
认识到 UNCED 已详细审议了干旱和沙漠化主

要求秘书长：

题，

(1) 提请所有会员注意有关 UNCED 后续行动的建
议；

敦促 WMO 会员：
(1) 继续加强国家和区域气象水文网络与监测系

(2) 继续将那些对 WMO 会员可能产生影响的 UNCCD

统，以确保国家、区域和国际基本资料和信

COP 会议做出的任何有关决策转发会员，供

息的充分收集和分发；

参考并采取适当行动；

(2) 适当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综合资料收集计
划，并开展有关陆地退化、荒漠化和缓解干

(3) 为实施 UNCED 提出的与 WMO 直接相关的行动
而继续采取步骤；
(4) 在资金范围内就 UNCCD 的实施问题与其他有

旱问题的评估和研究；
(3) 继续审议、考察和开展气候、干旱和沙漠化

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开展适当的合作；
(5) 确保 WMO 继续为支持 UNCCD 而适当地有效地

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之间关系的研究；
(4) 提请有关当局和专家在实施 UNCCD 国家行动

参与实施活动。

计划中使用和应用气象水文信息；
(5) 在防治荒漠化过程中刺激多学科领域的气象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5（EC-44），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6（EC-54）
农业气象领域的教育和培训
执行理事会，

(1) 鼓励将农业气象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进

注意到：

行培训并适当地扩大其培训计划以提供本科

(1) 《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

水平（过去的 1 类）培训，根据需要寻求资

略报告》
（WMO-No.902）
，总摘要第 3.4.2.13
和 3.4.2.14 段，
(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二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
终 节 略 报 告 》（ WMO-No.915 ）， 总 摘 要 第
6.2.7 段，
考虑到：
(1) 一些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培训的农业气象学
家（过去的 1 类）来有效地为这些国家的农
业部门服务，
(2) 提高培训标准是为农业提供全面的农业气象
服务的先决条件，
(3) WMO 农业气象计划为诸如作物模拟、农业气

助，例如通过自愿合作计划基金；
(2) 在国家或区域一级培训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中
级和高级（过去的 2 类和 3 类）农业气象人
员，以提供农业所需的基本服务；
(3) 在农业气象学的教学方法中加强诸如计算机
辅助教学和直观教具等现代技术的使用；
(4) 积极参加在 WMO 农业气象计划下组织的农业
气象培训活动；
(5) 促进在综合性大学、学院、农业和林业研究
所的课程中引入农业气象学的本科和研究生
教育；
(6) 提供遥感在农业气象应用方面的培训。

候资料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等许多优先领域
编写了培训手册，
要求会员：

注: 本决议取代决议 8(EC-45)，原决议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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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7（EC-54）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计一个国际浮标损坏警报系统。

审议了《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

建议5（JCOMM-I）—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

委员会第一次届会含决议和建议案的最终节略报

（GLOSS）

告》
（WMO-No.931）
，
注意到：
(1) 该报告；
(2) 决议 1—6（JCOMM-I）
；
决定就各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按照建议采取行动；
(c) 要求秘书长确保各会员通过WMO信息系
统了解与GLOSS有关的海平面中心的产
品。

建 议 1 （ JCOMM-I ） — 海 洋 资 料 采 集 系 统

建议6（JCOMM-I）—建立JCOMM实地观测

（ODAS）元资料格式

平台支持中心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考虑承办元资料库，按照该格
式收集ODAS资料并将资料提交给元资
料库。
建议2（JCOMM-I）—船基观测资源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按照建议在船基观测方面采取
行动；

(c) 要 求 秘 书 长 与 政 府 间 海 洋 学 委 员 会

(a) 批准该建议；
(b) 赞同实地观测系统技术支持中心的价
值；

(c) 敦促会员提供必要的资金来运作该中
心。
建议7（JCOMM-I）—对WMO GMDSS海洋
广播系统的修改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海洋

（IOC）执行秘书和JCOMM的联合主席协

气象服务手册》
（WMO-No.558）
。

调，与会员协商并适时协助它们实施该

建议8（JCOMM-I）—对国际海洋气象磁带

建议。

（IMMT）格式的修改

建议3（JCOMM-I）—国际特种船只协会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与IOC的执行秘书协调采取
下列行动：
(i)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海洋
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和《海
洋气象服务指南》
（WMO-No.471）
。

确保协会的有关船只正式登记为自

建议9（JCOMM-I）—对《海洋气象服务手册》

愿观测船，并确保协会充分参与船

(WMO-No.558)的进一步修改

舶观测组的工作；
(ii) 使会员关注协会的工作。
建议4（JCOMM-I）—海洋资料浮标的破坏

(a) 对海洋资料浮标遭破坏这一仍然存在的
问题表示担忧；

(b) 批准该建议；
(c) 敦促会员按照建议采取行动，包括重新
发布国际水文组织关于破坏的“水文计
划”；开发防损坏设计的浮标；以及设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适时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
《海洋气象服务手册》(WMO-No.558)和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WMO-No.471)。
建议10（JCOMM-I）—对《海洋气象服务指
南》的修改(WMO-No.471)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安排将修改内容纳入《海洋
气象服务指南》
（WMO-No.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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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8、9、10
建议11（JCOMM-I）—《海洋气候学应用指

作协议供WMO执行理事会和IMSO大会审

南》(WMO-No.781)的可变更部分

议。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安排以电子格式将指南的可
变更部分刊登在WMO网址上，同时通过
JCOMM技术报告系列出版印刷本。
建议12（JCOMM-I）—WMO与国际移动卫星

建议13（JCOMM-I）—根据海洋气象委员会
和IOC/WMO联合IGOSS委员会以往的建议对
WMO和IOC执行机构决议的修改
(理事会在审议其以往的决议后将就该建议
采取行动)

组织（IMSO）之间的工作协议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与IMSO秘书长协商后起草工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2（EC-48）和决议8（EC-49），后两
项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8（EC-54）
第三区域协会（南美洲）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2) 注意决议 1—15（ⅩⅢ-RA Ⅲ）

审议了三区协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有关方注意上述决定。

决定：
(1) 注意本报告；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EC-50）
，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9（EC-54）
第五区域协会（西南太平洋）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2) 注意决议 1—18（ⅩⅢ-RA Ⅴ）
；

审议了五区协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有关方注意上述决定。

决定：
(1) 注意本报告；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7（EC-51）
，原决议不再有效。

决议 10（EC-54）
第六区域协会（欧洲）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2) 注意决议 1—21（ⅩⅢ-RA Ⅵ）
；

审议了六区协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要求秘书长提请各有关方注意上述决定。

决定：
(1) 注意本报告；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2（EC-50）
，原决议不再有效。

86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四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决议 11（EC-54）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5) 世界卫生组织（WHO）管理和行政的评议

忆及联合国大会决议 54/16—“联合检查组”，它
涉及为实现联合检查组（JIU）各报告更有效的

(JIU/REP/2001/5)，
(6) 联 合 国 维 和 野 外 服 务 类 人 员 人 事 改 革
(JIU/REP/2001/6)，

后续体系，
注意到下述 JIU 的各报告已正式报给 WMO：

进一步注意到 200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这段

(1) 大楼的管理：选定的联合国系统组织关于联

时间的 JIU 年度活动报告，

合国总部翻新的作法（JIU/REP/2001/1）
，
(2) 联合国系统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支持

对检查组门在报告中提交的建议表示赞赏；
要求秘书长：
(1) 在适当的时候，仔细评审包括在注意下提及

(JIU/REP/2001/2)，
(3)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管 理 和 行 政 的 评 议 (ITU)
(JIU/REP/2001/3)，

的关于 WMO 的报告的建议，并在相关的议
程下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报告；

(4) 加强政府监督作用：关于处理监督报告的结
构、工作方法及指南（JIU/REP/2001/4）
，

(2) 根据已设立的程序，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此
决议并转交经社理事会。

决议 12（EC-54）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执行理事会，

(2) 那些通过其国家代表团积极推动把全面利

注意到：

用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知识、信息和服

(1) 可持续 发展首 脑世界 会议（ WSSD）筹 备

务所要采取的行动列入 WSSD 文件中的会

工作的成果，尤其是作为 WSSD 筹备委员
会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届会成
果，

员；
(3) 在筹备 WSSD 中为南非气象局提供帮助的会
员；

(2) WMO 在筹备工作的各个阶段的参与，

同意在进一步讨论 WSSD 建议的同时，应继续

忆及：

特别是通过与国家代表交流来探讨的方式和方

(1) 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利用与 WSSD 计划有

法，包括：

关的机会，强调 WMO 各项计划在人类各
种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必要性，

(1) 认识到 WMO 在确保提供信息和服务，包
括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早期预警方面的信

(2) 敦促各会员参与 WSSD 筹备工作，这为国

息和服务方面的主要作用，以便保障生命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在实现可持

和财产安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续发展中展现出关键作用提供了机会，

及保护环境；

感谢：
(1) 秘书长提请 WSSD 注意 WMO 在气象、水
文和相关学科的重要性，以及 NMHS 对
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方面的意见和关切；

(2) 认识到天气、气候和水的应用和服务对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3) 明确要求加强由 WMO 协调的唯一的全球
大气、海洋、河流和湖泊监测站网，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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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3、14
要考虑这些站网对减少自然灾害的重要

席 WSSD 的代表团；

性；

要求秘书长：

(4) 建议提高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能力，

(1) 继续 积 极 参 与有 关 国 际 环境 管 理 （ IEG）

包括加强 NMHS 在观测、通讯和警报服

方面开展的各项工作，以便确保一些重要

务领域的能力；

机构，其中包括 WMO 目前所开展的与 IEG

敦促所有会员确保向参加 WSSD 的国家代表团

有关的各项活动能够得到充分考虑；

就天气、气候和水文服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

(2) 继续协助各会员进行 WDDS 要求的各项
筹备活动和后续行动。

起的关键作用作适当简要的说明；
鼓励各会员使其 NMHS 的代表能够参加本国出

决议 13（EC-54）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执行理事会，

（a）和 184 条，

注意到：

(6)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和第 17 条，

(1) 《执行理事会第四十五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

考虑到：

终节略报告》（WMO-No.794）总摘要的第
16.2.1 至 16.2.3 段，

(1)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规定，采用通
信选举的期限“至少”120 天，

(2) 决议 37（Cg-11）—中止未履行财务义务会

(2) 根据 WMO 总则和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以
通信方式选举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的全过程

员的资格，
(3) 《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

实际至少需要 225 天，

略报告》（WMO-No.827）总摘要的第 11.3.1

决定：

至 11.3.4 段，

(1) 修改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a）款，
将“至少 120 天”改为“至少 225 天”
；

(4) 决议 37（Cg-12）—总则的修订，
(5) 总则 4、90（a，b）
、91、74（b）
、144、167

(2) 本次届会结束后此项修订即刻生效。

决议 14（EC-54）
公约和总则的修正案——修改“区域协会”名称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一区域协会（非洲）第十一次届会含决
议 和 建 议 案 的 最 终 节 略 报 告 》（ WMONo.820）总摘要的第 15.1.3.1 至 15.1.3.3 段，
(2) 《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

17.2.1 至 17.2.3 段，
(4)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三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
终节略报告》（WMO-No.929）总摘要的第
10.14 段，
考虑到：
(1) 在使用“区域协会”这一名称所带来的困难，

略报告》
（WMO-No.827）总摘要的第 3.7.0.13

使用该名称既不能反映出与某些会员政府当

段，

局有关的 WMO 区域机构的地位也不能反映出

(3)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终
节 略 报 告 》（ WMO-No.883 ） 总 摘 要 的 第

它在法律上的重要性，特别是讲法语国家更
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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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更好地反映出组织机构的地位，执行理

展工作，并有权以通信方式做出决定，

事会在第五十次届会表示对此问题应予以考

决定：

虑，以便使“区域协会”名称能更好地译成

(1) 建议大会保留“区域协会”的名称但按“区
域理事会”的名称翻译成法文；

法语，
(3) “区域协会”新名称的选择应适用于所有区

(2) 请秘书处准备一份适当的建议，并至少在

域的会员， 并应反映出该组织机构作为常

2003 年第十四次大会前的 9 个月散发给各个

设机构而发挥的作用，即：通过召开会议，

会员。

以及会议间隔期间通过其主席和下设机构开

决议 15（EC-54）
关于修改总则附录 II 的决议草案
执行理事会，

西界

注意到：

自亚喀巴沿约旦和叙利亚东部边界向北至土

(1) 决议 32（Cg-1）—建立区域协会，

耳其边界，然后沿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边

(2) WMO 总则第 161、164 条及总则附录 II，

界向东至伊朗的边界，自此沿着伊朗边境向

考虑到：

北，再沿着伊朗边界向东，至里海，然后沿

(1) WMO 总则附录 II，特别是有关二区协—亚

50°E 线 向 北 至 科 尔 古 耶 夫 岛 ， 从 那 里 至

洲和六区协—欧洲的章节，这些章节的内容

80°N、40E°，并自此点向北；

涉及“苏联边界”一词，
(2) 考虑到从前苏联地区独立的国家的成立，需

六区协—欧洲

要对 WMO 总则附录Ⅱ进行修订，相应地反

东界

映二区协和六区协边界的划分依据，目前来

自亚喀巴沿约旦和叙利亚东部边界向北至土

看有关两区域相关的划分中没有任何变化，

耳其边界，然后沿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边

建议：

界向东至伊朗边界，自此沿着伊朗边界向

(1) 修订 WMO 总则附录 II，以恰当地反映二区

北，再继续向东，一直沿着伊朗边界至里海；

协—亚洲（西部边界）和六区协—欧洲（东

然后沿着 50°E 线向北至科尔古耶夫岛，从

部边界）新建立的国家及随之出现的新边界

该岛至 80°N、40E°，再向北；

的位置；
(2) 综上所述，进行以下修订：

要求秘书长把建议（1）和（2）下的提出的修订
建议提交给第十四次大会，以便决策。

二区协—亚洲

决议 16（EC-54）
关于对 WMO 公约第 13 条和总则进行修改的决议草案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1) 《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
略报告》
（WMO-No.902）总摘要的第 6.4.11

段，
(2)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三次届会含决议案的最
终节略报告》（WMO-No.929）总摘要的第
13.1.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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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17、18、19
考虑到第十三次大会曾要求审议执行理事会成员

理事会当选成员的席位（即从现在的 26 个国家

的选举程序以确保各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公平代表

气象或水文部门的局长增加为 27 个）
，并建议来

性，

自某一区域的执行理事会成员数不应少于 4 个，

建议第十四次大会修改公约第 13（c）款和总则，

其中包括本组织主席和副主席、区协主席和当选

使得在本组织会员增加的情况下能增加一个执行

成员。

决议 17（EC-54）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2000—2001 两年期帐目
执行理事会，

期财务帐目；
要求秘书长将帐目的财务报表和他的报告以及

注意到财务条例第 15 条，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分发给 WMO 的所有会员；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截止到 2001 年 12 月 31 日

关切地注意到因迟付和未付会费造成的财务困

的本组织两年期财务报告和执行理事会外部审

难；

计员的报告，

敦促仍 拖 欠 会 费 的 会 员 尽 早 缴 清 它 们 的 应 付

正式批准了经过审计的 WMO 2000—2001 两年

款。

决议 18（EC-54）
审议 2000—2001 年帐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出资的 WMO 项目和信托基金
执行理事会，

状的决算表，
正式批准经审计过的截止于 2000 年 2 月 31 日和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和规则第 15

截止于 2001 年 12 月 31 日由世界气象组织管理

条，

并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资的项目和信托基金的

考虑到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反映截至

财务决算表；

200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属于

要求秘书长将经证明的财务决算表及外部审计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世界气象组织各项专款的现

关于它们的报告递交联合国审计员委员会。

决议 19（EC-54）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其以往仍有效的决议，

注意到：

决定：

(1) 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议的总则第 155（9）

(1) 保留下列决议有效：

条，
(2) 同一主题的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

EC-10

2

EC-12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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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19

9

EC-45

3,7,13,16

EC-21

15

EC-46

11,12,19

EC-25

8,12

EC-47

5

EC-29

11

EC-48

1,3,4,12

EC-34

13,18

EC-49

3

EC-35

18,21

EC-50

3,4,10,12

EC-36

1,2,6

EC-51

1,2,3,4,5,6,9,10,13,14

EC-37

13

EC-52

1,3,4,6

EC-38

9

EC-53

1,2,3,4,5,7,8,9,10,11,12,15

EC-39

7,17,24

EC-40

2,4

EC-41

6

EC-42

4,5,19

EC-44

1,14(除决定下的段落),15,20

(2) 在第五十四次届会前通过的其他决议不再有
效。

注：本决议取代决议 16（EC-53），原决议不再有效。

附

录

附录Ⅰ
总摘要议题 2.4 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a) 第 14 财期（2004—2007 年）的计划和预算
(i)

(ii)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 WMO 项目

审议秘书长关于第 14 财期（2004—2007
年）的计划与预算建议

建议 4:
执行理事会：

建议 1:

4.1 批准经过审议的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

执行理事会应提请秘书长就以下问题提出建

助的 WMO 项目的 2000—2001 两年期

议：(i) 在 SFR 2 亿 4880 万的基础上提出一

帐目。

个优化的项目；(ii) 在总额最多达 SFR 2000
万的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三次届会优先项目基
础上，对计划提出一些增加。
(ii) 第十四财期（2004—2007 年）的关键业
绩指标

4.2 批准 EC-54/文件 18.5(2)附件 A 中所载
的报告总摘要的文本草案。
4.3 批准 EC-54/文件 18.5(2)附件 B 中所载
的 由 秘 书 长 提 交 的 决 议 草 案 18.5/2
（EC-54）
。

(c) 秘书长的临时财务报告
建议 2: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 EC-54/文件 12(2)中所载

建议 5:

的执行理事会关键业绩指标专题组组长建议

执行理事会敦促拖欠会费的会员尽早缴纳其

的关键业绩指标。

欠款以便能按照时间框架和计划中的水准来

(b)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审议
2000—2001 两年期的帐目
(i)

总务基金和其他基金

实施已经批准的 WMO 计划。

(d) 将报告给第十四次大会（2003）的财务和有
关事宜
对财务条例的修改建议

建议 3:
执行理事会：

建议 6:

3.1 成立一个特设小组，与秘书处一起就外

执行理事会：

部审计员报告和秘书长答复中提出的问
题开展工作。
3.2 仔细研究外部审计员报告并要求秘书长
就提出的问题采取紧急行动。

6.1 要求，由建议 3.1 成立的特设小组对财
务条例 9.1 的建议修改进行审议。
6.2 建议对 WMO 财务条例进行适当修改供
第 14 次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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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总摘要第 2.5.12 段的附录

沿海低地减轻自然灾害
(项目建议草案)
家组来完成；

序言
世界沿海低地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对气象和水

(ii) 检验现有预报模式和评估新的预报

文灾害的影响异常脆弱。陆地特征和临近海洋的

技术。这应是规划中的沿海低地热

状况使居民遭受河水泛滥和风暴潮的影响。盐水

带气旋和风暴潮技术大会的成果；
(b) 在区域方面：

侵入、最终的盐碱渍化和肥沃土壤的退化导致植

(i)

被和农业生产力降低，它相应地对国家社会经济

举办有关改进海洋预报的研讨会；

产生消极的影响。世界沿海低地定期检验 NMHS

在规划期间应解决环绕南中国海国

的预报和警报能力，疏散高风险地区人口并在洪

家沿海风暴潮的预报问题；

灾后重新安置居民的风险管理能力，及政府在自

(ii) 举办有关水文预报的区域技术会

然灾害之后恢复社会弹力的准备情况。显然，

议，重点讨论灾害预防（将进一步

WMO 的有关计划和 WMO 技术委员会应协调一

确定有关区域）
；

致，采取联合行动，根据世界沿海低地的人口和

II

改进警报过程和公众意识：
(a) 在全球方面：

地理特点，以解决减轻自然灾害、自然气象水文

(i)

灾害的脆弱性及其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问题。

编写有关提供公共天气服务减灾指
南的沿海低地部分的特别指南；将
为此举行专家会议；

项目目的
该项目的目标是巩固、整合 WMO 有关针对沿海

(ii) 由一批专家开发诸如干旱、洪水、

低地自然灾害的科技计划活动，并展示有关技术

极端温度、热带气旋和森林火灾等

委员会协调开展工作可带来的优势。

自然 灾 害 的 综 合早 期 预 警 监 测 系
统；
(iii) 进一步树立水文风险意识和建立社

目标
(1) 开发新的并改进现有的预报技术，以预测沿

会响应机制。该任务要求召开一次

海低地的热带气旋、风暴潮和洪水登陆情

国际研讨会和关于具体问题的相关

况；

专家会议；
(b) 在区域方面：

(2) 帮助调整从警报的实际准备到警报分发，从

(待定)

公众宣传到沿海低地的具体需求和特点方面
的总体警报过程；
(3) 为各个经济区预防和减轻热带气旋、风暴潮
和洪水的综合影响制定措施。

III

预防和减轻各种自然灾害综合影响的措施：
(a) 在全球方面：
(i)

制定低洼地区风暴潮和河水泛滥综
合影响的分项目。需要为此召开一

2004—2007 年实施计划
1

预报技术的开发和改进：
(a) 在全球方面：
(i)

次专家会议；
(ii) 为预防和减轻农业和林业方面干
旱、洪水和其他极端事件影响而建

编写 WMO 风暴潮预测指南。该项

议措 施 ， 应 计 划召 开 专 家 小 组 会

任务应由 JCOMM 风浪和风暴潮专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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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iii) 提出关于加强飓风、热带气旋和台
风灾 害 管 理 领 域水 文 工 作 的 建 议

涉及的 WMO 计划
第 I 部分：

带气旋计划及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案。 该 任 务 应 由一 次 专 家 会 议 承
第 II 部分：

担；
(b) 在区域方面：
(i)

海洋气象及相关海洋活动计划、热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农业气象计
划、热带气旋计划、海洋气象及相

水文紧急援助团赴遭受自然灾害影

关海洋活动计划及水文和水资源计

响的国家；

划。

(ii) 提供关于沿海低地减轻自然灾害的

第 III 部分： 海洋气象及相关海洋活动计划、水
文和水资源计划、农业气象计划及

咨询服务；
(iii) 组织一次有关印度洋北部地区减轻

热带气旋计划。

风暴潮灾害的研讨会。
技术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机构
第 I 部分：

预期成果：
1.

通过交流经验，检验现有的模式和创造新的

技术委员会、水文学委员会、各技

模式来改进沿海低地热带气旋、风暴潮和洪

术委员会和区域机构。
第 II 部分： 基本系统委员会、水文学委员会、

水的预报。
2.

3.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

增强警报分发渠道和改进沿海低地公众在这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WMO/IOC 海

些地区发生严重气象水文事件期间获取早期

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预警和其他信息的途径。

各技术委员会和区域机构。

加强向政府、社区和个人提供必须的信息，

第 III 部分：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沿海低地各种自然灾

技术委员会、水文学委员会、农业

害的综合影响。

气象学委员会、各技术委员会和区
域机构。

附录Ⅲ
总摘要第 4.3.5 段的附录

GCOS 气 候 监 测 原 则
献。

有效的气候监测系统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应在实施前评估新系统的影响或对现有系统

4.

量和均一性。

进行改动的影响。
2.

在新旧观测系统之间需要有一段适当的重叠

5.

与释用资料(即元资料)有关的当地状况、仪

6.

应维持历史上未间断的站点和观测系统的业
务。

器、操作程序、资料处理算法和其他因素的
细节和历史情况应与资料本身一样记入文

对环境气候监测产品和类似IPCC的评估的需
要应纳入到国家、区域和全球观测优先。

期。
3.

作为日常业务的一部分，定期评估资料的质

7.

其他观测中的重点应放在资料稀少的地区、
缺乏观测的参数、对变化敏感的地区和时间

*

1999 年 11 月在波恩召开的 UNFCCC 缔约方会议以
COP-5 的第 5/CP.5 号决定的方式通过了 10 项基本原
则（以段落形式）。

分辨率不够的关键测量。
8.

应在开始设计新系统时就向网络设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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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替换）
。

操作人员和仪器工程师提出长期的需求。
9.

在将研究观测系统转换成长期业务时应持有

14. 应保证在发射前严格的仪器鉴定和校准。

谨慎规划的态度。

15. 应保证拥有足够的星上校准和在太空监测仪

10. 应将有助于获取、使用和释用资料和产品的

器特性的方法。

资料管理系统作为一个重要部分纳入气候监

16. 应确保优先气候产品的开发和业务制作。

测系统。

17. 应建立和维护一些便于用户获取气候产品、

此外，用于气候监测的卫星系统应遵循以下专门
的原则：

元资料和原始资料（包括用于滞后模式分析

11. 应保持严格的位置精度以使轨道偏移最小

18. 应考虑继续使用已卸任卫星上的但仍正常运

的关键原始资料）的系统。
转的基准仪器。

化。
12. 应确保重叠观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确定

19. 应适当地认识到卫星测量需要实地基准观测
作补充。

卫星间的偏差。
13. 卫星应在预期的业务寿命期内更换（而不是

20. 应建立网络性能监测系统来发现卫星观测中
的随机误差和随时间发生的偏差。

等到卫星失效）以保证连续性（或应维持在

附录Ⅳ
总摘要第 5.1.2 段的附录

CAS-13 建 议 的 大 气 科 学 委 员 会 修 订 的 职 责 范 围
委员会应负责以下有关事务：

(b) 协调全球大气监视网的运转，促进其发展，

(a) 研究大气和相关科学以进一步了解大气过程

包括设置相关网络标准和程序、监测操作和

并强调以下工作：

维持与从事环境监测的其他国际计划的联

(i)

系，尤其是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所有时间尺度（从非常短到长时间）和
空间尺度（从局地到全球）的天气预报，

(c) 阐述对观测资料的需要以及对储存、反演和

重点在于预报对人口和经济有严重后果

交换为研究所用的原始和/或加工数据的需

的重大影响天气事件；

要；

(ii) 大气成分和空气污染：包括空气污染物

(d) 对涉及验证技术在内的气象技术程序进行科
学评估；

的输送、转化和沉降以及相关监测的研
究；

(e) 协调委员会与相关科学团体及关注减灾的团

(iii) 云物理化学：尤其是支持天气预报和大
气化学，以及人工影响天气，重点在于

体在国际方面的合作；
(f)

编写工作的统一标准；

基本过程和制定严格的评估程序；
(iv) 热带气象：特别是低纬度有关过程和现

(g) 通过定期进行与其工作有关的科学分析和评
估来支持国际环境和气候公约；

象及影响的研究；
(v) 气候研究：注意到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在

(h) 明确WMO会员的需求以及向会员转让有关
大气科学问题的知识、技术和提供咨询；

提高对气候理解方面的中心地位，委员
会将提供专门知识，尤其是以上研究领
域， 其中包括相关研究进展的应用；

制定应用于大气科学的函数、常量、术语和

(i)

支持将大气科学认识方面的提高用于对政
策、社会和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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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总摘要第 5.1.8 段的附录

WMO 关于天气和气候预报的科学基础
和局限性的声明
1.

引言

候研究计划。由此产生的预报和警报的技能水平

1.1

WMO国家及地区会员的NMS和私营气

和应用已取得了稳定的提高。实际上，地面气压

象部门每天都要在全球各地提供成千上万份天

的三天预报已与20年前每日预报一样准确。但是

气、气候条件和事件的预报和警报。这些预报和

描述大气“初始”状态所需的观测资料库总是受

警报为全社会和广大专业用户的利益提供着内容

到观测尺度和观测精度的制约，控制大气行为的

广泛的大气现象信息，从时间尺度数秒到数分、

过程是非线型的；另外，所谓“混沌”现象从根

空间尺度数米到数公里，如强风暴，到数年尺度

本上限制了可预测性。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和全球尺度，如与厄尔尼诺相关的旱灾。所提供

它将帮助潜在的天气和气候预报用户更好地理解

的预报信息实际上是用于各社会、经济部门对情

及体谅预报的固有不确定性，WMO执行理事会

况的了解和对决策的改进，全球气象服务效益总

相信，重要的是使所有在决策中利用这些预报的

额估计达到成千上万亿美元。

人都应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科学基础及在科学上和

1.2 向WMO的185个会员的人民提供这些对社会

实际上的局限性。因此，要求CAS起草一份关于

和经济有益服务的能力取决于独一无二的WMO

天气和气候预报目前状况的声明。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的国际合作系统的运行，该

1.4

系统主要基于：

计划在内的外部组织和计划的帮助下，CAS拟订

(a) 全球观测资料的收集和国际交换，这些资料

了这份声明。该声明于2002年2月在奥斯陆召开

对于描述大气（及下垫面陆地和海洋）在任

的CAS第十三次届会上通过并在2002年6月召开

何时刻的当前（初始）状态至关重要；

的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四次届会上得到通过。该声

(b) 控制大气和海洋活动的物理和动力过程可通

明供所有关心时间尺度从几分钟、几小时直到数

过数值模式来描述。与重要的技巧相结合，

年、数百年的天气、气候预报的科学基础及局限

数值模式能提供从“初始”状态到几天的逐

性的人们参考。

在其他WMO计划和包括世界气候研究

日天气状态预报，及在一定情况下提供以后
数月到季的气候总体趋势的有用指示；

2.

天气预报科学

(c) 存在着一个由全球、区域和国家级制作实时

大气中的动力和物理过程以及与周围环

产品的资料处理和模拟中心组成的国际气象

境的相互作用（如陆地、海洋和冰面）决定着大

协调系统，在此基础上，熟练的专业预报员

气的演变，并因此决定了天气的演变。如果对这

能以其用户所需的方式制作预报和警报；

些过程有足够的了解，对当前大气状况有充分的

(d) 通过将传统气象观测资料、模式输出与卫

认识，在科学基础上制作出预测未来大气状况的

星、雷达等遥感系统信息相结合，对极端事

天气预报是可能的。天气预报的制作已开始使用

件的实时监测和发布警报的能力。

高度系统性的方法，包括观测和资料同化、对过

1.3

过去25年中，在此天气、气候预报全球

合作系统下的科学理解和技术能力已有了巨大的

程的认识、预报和分发。每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并
将继续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中受益。

进展，其进展尤其源自这样一些国际合作研究计
划，如：WMO/ICSU的全球大气研究计划、WMO

2.1

观测和资料同化

的世界天气研究计划和WMO-ICSU-IOC的世界气

2.1.1

过去几十年里，科学的重大进展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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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改进的和更有效的方法从包括雷达和卫星

传统上，临近预报侧重于对观测到的气象场的分

的各种资料源及时收集观测记录。以科学的方法

析和外推，特别强调从卫星和雷达导出的云和降

应用这些观测记录大大提高了天气预报的质量，

水的中尺度场。在伴随强对流和强气旋的小尺度

使得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依赖天气预报作为众多

危险天气现象的情况下临近预报产品特别有价

决策过程的重要依据。

值。就热带气旋而言，临近预报是一种重要的探

2.1.2

根据过去和当前观测记录得出的对大气

测手段和短期预报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

状态的描述是计算机制作预报的最初过程，这一

超过24小时的预报值。然而，类似强对流等现象

过程称为资料同化，它应用NWP模式（参见第2.3.2

的时间变率很快，以致对重要特征简单外推导出

段）对过去的观测记录进行概括并做时间推移。

的产品，其质量随时间迅速下降—甚至在一小时

在利用各种覆盖不全的资料对大气状态做连贯估

量级的时间尺度上。因此，正在研制外推技术与

算时，资料同化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和预报一样，

NWP相结合的方法，可以通过两种产品的融合以

它依赖于NWP模式，且不能轻易地使用模式不能

及改进对中尺度细节观测记录的同化加以实现。

代表的各种尺度和过程的观测记录。

尽管在今后若干年准确性和特殊性将得到改善，

2.1.3

国际科学界强调目前仍非常缺乏观测的

但这些都是原本就很困难的任务，这些产品在有

地区是限制某些预报质量的因素。因此需要继续

关雷暴、冰雹、龙卷和下击暴流这样的天气事件

改进观测系统和方法，以便将这些资料同化并输

的具体定位、定时和严重程度方面始终具有不确

入NWP模式。

定性。
2.3.2

数值天气预报：时效超过几小时的预报

2.2

了解大气：可预报性的固有局限性

基本上完全依赖于数值天气预报（NWP）
。事实上，

2.2.1

通过各种研究活动，包括外场试验、理

过去20年里多数天气预报技巧的改进都归因于

论工作和数值模拟，对物理过程的科学认识已取

NWP计算机模式，这些模式是应用支配大气动力

得重大进步。但是，大气过程具有固有的非线性，

和物理演变的方程建立的。NWP模式描述的是三

并非所有物理过程都能被认知或者在NWP模式中

维网格上的大气，2001年的典型业务系统采用50

表述。例如，小积云会导致阵雨，对可能存在的

—100公里的水平格距做大尺度预报，5—40公里

云水和冰粒必须进行高度简化。应用预期的计算

的水平格距做中尺度有限区域预报。如果可以获

机技术和物理测量的进步做进一步研究将会改善

得能力更强大的计算机，模式将得到改进。

这些近似方法。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可能描绘所

只有当天气系统的尺度几倍于网格间距

有的大气运动和过程。

时才能做出准确预报，因此，较小尺度的天气现

2.2.2

大气运动的型式多种多样，大到行星尺

象必须采用统计和其他技术以近似方法表示。NWP

度，小到局地湍流。有些型式是不稳定的，会受

模式的这些局限性特别影响局地天气要素的细节

到调整，其结果是气流由于受热和水汽凝结产生

预报，如云和雾，以及极端事件的预报，如强降

的能量而得到加强。大气的这一特性意味着大气

水和最大阵风。它们也对不确定性产生影响，这

状态的一些微小的不确定性也将增加，最终导致

种不确定性可以无序增长，最终限制可预报性。

无法对不稳定型做出准确预报。情况发生的快慢

2.3.3

取决于运动的类型和大小。对于雷暴这类对流运

是在认知大气的当前状态方面也是如此。它随时

动，时间限度约几小时，而对于大尺度运动，为

间而变得无序，在初始时引进许多新的信息逐渐

2周左右。

失去价值，最后只有气候信息保留下来。由于这

集合预报：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即便

种不确定性的增长速率取决于大气流动的三维结
2.3

天气预报

构，因此很难进行估算。解决方法是采用一系列

2.3.1

临近预报：从0延伸至6—12小时的预报

有适度差异的初始条件的预报和/或一组具有不

是以加密观测方法为基础的，称之为临近预报。

同但同样似乎合理的近似值的NWP模式预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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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一方法称为集合方法。如果集合设计得好，其预

大气与海洋和陆地表面状况相连接，这样，季节

报将涵盖所有可能的结果并提供一系列可能会增

尺度的可预报性在某种程度上传递给了大气。已

长不确定性的型式。从这组预报中可以自动得出

经知道在热带这种耦合尤为显著，在那里，对全

适合用户需要的概率信息。

球尺度天气型起决定性重要作用的大气对流型与

预报集合受前文讨论过的NWP局限性的

海洋表面温度的变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ENSO现

制约。此外，由于一组预报是同时计算的，每个

象是这一耦合最重要的实例，它以2—7年的时间

预报的计算机能力有所减少。为此要增加网格

间隔产生全球气候的大振荡。

距，这使得描述某些水平尺度较小的局地强天气

3.4

事件更为困难。加之集合中的预报数量有限，致

可预报性的性质。它并非具有较长时间可预报性

使很难直接从集合估算出极端和稀有事件的概

的天气序列（季度或更长），而是具有潜在可预

率。此外，目前不可能对那些NWP模式进行修改，

报性的天气统计学的某些方面，如季节温度/降

所以它们也会采集模拟误差，因此有时所有模式

水的平均或方差。虽然在较长时间的未来，某一

会产生相似的误差。

天的天气是完全不确定的，但缓慢演变的表面状

应采用概率术语去理解季节时间尺度上

业务气象工作者：人工预报员在解译输

况其持久影响可以改变那一天发生的特定天气类

出产品以及协调不同资料源中有时看上去相互冲

型的可能性。在对掷骰子过程的粗略模拟中，边

突的信息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在局地灾害性天

界强迫的细微但系统的影响可以同“加重”的掷

气情况下这一作用尤为重要。尽管正在做出巨大

骰子相比拟。在任何一次特定的投掷中，我们不

努力为预报员提供高质量的系统来显示和处理基

能对结果做出预言，但在许多次投掷后，同其他

本信息，如交互式工作站，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应

结果相比，加偏重的骰子倾向于一个特定结果。

付大量信息，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此外，

这就是季节预测的有限的可预报性特征。

预报员面临紧跟最新科技发展的挑战。

3.5

2.3.4

目前的季节预报是应用统计方案和动力

模式制作的。统计方法试图寻找与海平面温度这
3.

季节至年际时间尺度的预测

样的预报因子场有关的气候重现型式。在预报厄

3.1

如果时间超过2周，详细的周平均预测

尔尼诺和它的一些全球气候影响时，这类模式证

的技巧很少。但是，如果利用预测到的海面温度

明是有技巧的。动力预报的基本工具是耦合模

距平的数值天气预报方法，从一个月至几个月的

式，这些模式包括大气和其他重要介质（特别是

月平均预报对一些地区和季节仍然具有很大的技

海洋）。用可以获得的观测记录对这种模式进行

巧性。

初值化和时间前向积分，以制作季节预报。不确

3.2

对天气事件或者天气型序列做季节时间

定性问题采用集合的方法处理，处理时以稍微不

尺度的详细预报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随着有

同的初始条件（在观测误差和采样误差范围内）

缺陷和不完整观测记录引起的初始条件误差的迅

多次运行气候模式。由此得出结果的分布，随后

速增长，大气的浑沌性质把这种确定性预报基本

可以对气候统计进行计算。最近，根据多个组合

限定在两周时间的量级。然而在有限意义上，业

在一起的模式的集合输出获得了鼓舞人心的结

已表明温度和降水异常在某些较长的超前期甚至

果。

几个季节尺度上具有一定可预报性。这是由大

3.6

气、海洋和陆地表面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它在

模式（以及数量少一些的非耦合模式）表现出一

季节时间尺度上很重要。

些严重的系统误差，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预报技

3.3

陆地表面和海洋变率的内在时间尺度与

巧。无论对统计模式还是动力模式，资料的可获

大气相比都要长，其部分原因是它们的热惯性相

得性都是一个限制。在动力模式情况下，对于大

对较大。由于密度结构的较大差异，海浪和海流

多数全球海洋以及陆地表面状况，只能获得十分

同气波和气流相比其速度要慢。在一定程度上，

有限的信息。此外，目前的初值化方法没有恰当

目前的预报存在一些局限性。多数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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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模式的系统误差，这进一步限制了预报性

理能真实地反映出气候的很多方面，虽然存在着

能。最后一组局限性是实际原因造成的。由于资

与云、气溶胶及其辐射效应，以及与许多海洋过

源的需求，多数季节预测的分辨率无法与天气预

程有关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有理由相信，现

报的相比拟。此外，有些模式使用很小的集合数

代气候模式确实提供了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有用预

（10的量级），这肯定小于制作强有力的概率预

测。这种自信是基于对模式在一系列空间、时间

报所需的最佳数量。目前正致力于用各种手段研

尺度上的演示情况。

究气候预报的区域“降尺度”的潜力，以及从一

4.3

个或多个模式的扩展集合中获取更详细的概率气

反映的理解（例如：包括海冰动力和更实际的海

候信息的可能性。

洋热量输送）在近几年得到了改进。现在许多模

3.7

目前正在各个领域探索季节预报的可能

式无需象过去那样对海气界面的热通量和水通量

应用。在所有情况下，有效的应用都需要仔细注

进行非物理调整就能给出令人满意的气候模拟。

意季节预报中固有的不确定性问题。可以期待更

此外，包含自然和人为强迫估算的模拟更能反映

多的进展，以改善同预报有关的不确定性的评

出观测到的20世纪大尺度地面温度变化。模式和

估，从而更好地利用预报产品。

观测都反映出的这种大尺度的一致性，使得我们

显然，对关键气候过程及其在模式中的

对预计下个世纪变暖率的估测值有信心。对观测
4.

未来气候预计

到的自然变率（如ENSO、季风环流、北大西洋涛

4.1

正如上述解释那样，根据观测到的当前

动）的模拟也有了改进。

大气状况，天气预报能够提供大约2周时间尺度

4.4

的具体地点和时间的具体天气信息。温度和降水

在全球不同区域或大气不同部分的温度分布模拟

距平的可预报性已表现在更长的超前时间至几个

方面，在降水场、云（特别是海洋层状云）方面。

季节。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气、海洋和陆面

一个影响气候预计自信的因素是外部强迫的不确

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在季节时间尺度中变得很重

定性（如，在预测未来大气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

要。由于地球-大气系统的基本混沌性质，在更

气体浓度、气溶胶含量等方面）
。

长的时间尺度上，当前观测到的大气状态和提供

4.5

季节至年际时间尺度预测技巧的那些大规模异常

也极为重要。集合使得能对自然气候变率的幅

不再具有该功能。然而，气候时间尺度（几十年

度、效应和对未来预计的影响进行度量，以及从

至数个世纪）上的地球－大气系统内的长期变化

统计上能更清楚地挑出显著的气候变化信号（自

依赖于改变地球－大气系统能量收支平衡的因

然气候变率的幅度将与未来数十年气候变化的幅

素。这些因素可以是自然的（例如太阳能散发和

度进行比较）
。

另一方面，系统误差还是很明显，如：

与NWP和季节预报一样，集合气候预计

火山的变化）或者是人为引起的（例如不断增加
的温室气体）。因为对未来可能气候状况的模拟

5.

向终端用户分发产品

依赖于这些因素的设定构想，所以更精确地讲，

5.1

天气预报必须以及时和用户可使用的形

它们被称为“预计”
，而不是“预测”或“预报”
。

式传递给大量用户，如紧急事件管理单位、空管

4.2

为进行气候预测，需要基于物理的气候

部门、洪水预报员、公众事件管理单位等。这本

模式以反映微妙的反馈过程，这些反馈对气候时

身又提出另一项重要挑战，这一挑战正日益从信

间尺度是非常重要的。在NWP，甚至季节预报中

息技术的进步中获益。季节至年际时间尺度的预

不很重要的物理过程和反馈，在试图进行长时间

测和气候预计正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

尺度的气候模拟中变得至关重要，例如：云辐射

5.2

相互作用和反馈，水汽反馈（及对长期水汽趋势

化，预报对决策者的价值会大大提高。灾害性天

的正确模拟），海洋动力及其过程（特别是对温

气的情况尤为如此，对它可能造成的财产和生命

盐合成环流的精确反映）。对这些关键性质的处

损失可以提出预防性建议，即便事件不一定发

如果能够对这种固有的不确定性加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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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却有可能发生。概率是表示不确定性的自

模式和有关的资料同化技术的发展。由于预报员

然方法。可以用相关概率描述各种可能的结果，

和决策者在制做和应用预报产品中具有大量的丰

用户在权衡各项决定的具体代价和风险后就能在

富经验，所以大大地促进了该项工作。然而，天

知情情况下做出决策。

气预报和气候预计科技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其自己

5.3

以概率或集合表示的预报比确定性预报

的不确定性。有些与缺乏对高复杂过程的可预测

包含更多的信息，很难将其全部传递给用户。广

性的完整了解，或与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有关。

播预报员只能大概地给出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其

其他还与对进一步发展观测、计算技术的需求，

中可能知道一些严重的风险。用户的每一项决定

或在科研与业务转化不够有关。最后，也不能低

可以根据几个具体发生概率做出。那么拟选取哪

估天气预报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用户之间适当沟通

些事件，需要对预报采取行动的概率阈值是不尽

的重要性。

相同的。因此对于重要的用户决策，有必要对详

6.2

细预报信息采用特定标准。

将此转化到预报实际中将获得显著的收益。进

毫无疑问，对科学研究的持续重视，并

而，认识到天气预报和气候预计的局限性，以及
6.

结论

可能的话对不确定性的程度做出估测，将改进决

6.1

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天气预报技术已

策者对预报和其他天气信息的使用。最终的目的

有了显著进展，主要得益于计算技术、观测（特

是，科学界和用户更好地共同工作，实现更大的

别是雷达、卫星）和通讯系统的发展，还有NWP

收益。

附录Ⅵ
总摘要第 7.1.15 段的附录

政府间淡水评议和行动机制概念
构所对应。

背景
1.

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3.

因此，在更广泛的国际扶贫和可持续发

资源，现有确凿证据表明，目前的用水模式在全

展行动中，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政府间的机制，负

世界的许多地区不能继续维持。有限供应淡水压

责评议世界上淡水资源的形势，以引起各成员国

力的不断增大和淡水供应的日趋减少，正在削弱

的关注。该机制应就水资源的事实、当前形势、

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资源之一，人类的生命

未来趋势和可能行动方案，提出统一的、具有广

和财产因而越来越受旱涝的影响。改变目前这种

泛基础的建议。各非政府组织，包括最近建立的

趋势的行动已成当务之急。

世界水委员会和全球水合作伙伴，能够与这样的

2.

政府间机制寻求某种合作。

目前，政府间对水和水资源各种问题的

正式考虑在许多UN机构和有关计划之间按扇面形

4.

相应地注意到1999年WMO执行的一种

式分割，每个机构和计划只侧重于各自本身的具

以寻求WMO可能起到最佳合作和催化作用的重

体领域。完整情况只在举行大型国际活动时偶尔

要领域为目的的评议程序。其中两条建议是这样

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向会员国进行说明。在这些

的：WMO应加强与其计划和活动相关且相互作

会议上，既没有统一的规格和国家代表，也没有

用的其他机构和团体的合作；WMO应探索建立

统一接受UN系统意见的形式和层次。总之，UN系

一个在水文和水资源领域提供有关科学评估和就

统的机构和计划很久以前就建立了秘书处间的合

影响、政策/响应战略发表建议的机构，
。

作机制，但政府间层次上却至今还没有相应的机

5．

提供一个现行的政府间淡水问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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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各成员国阐明他们关于涉及许多学科间问题

(b) 设立政府间持续评议机制以及酝酿有关淡水

的主张，并大力支持机构间的合作。这样做，能

领域国际合作的协议，随时向以淡水为主题

帮助各个UN机构，例如WMO，在重要的领域里，

的政府间大会或部长级会议提供素材；

包括确定每个联合国机构所对应的国家机构的相

(c) 设定一个支持机制，将现有水事建议和协定

应作用中起着更加建设性的作用。对WMO来说，

综合起来并阐明和扩充各组织共同负责的系

这些对应机构是各国的NMHS。

统，包括找出联合建议中有用的联系；
(d) 推出诸如基于季节至年际气候预报的科研成
果和指南来制定政策框架，供各国用来评价

目的
6．

或进一步完善有关公平和持续使用淡水资源

要求为人类和环境安全的持续用水建立

的国家政策。

适当的机制，确保对水形势的一个连续而可靠的
评估，从而保护和合理管理全世界的淡水资源。
其目的是在最高决策层促进一个切实可行的、政

WMO的作用

府间淡水评议和行动机制的发展。

8.

随着越来越关注世界所面临的水危机，

EC-49认识到WMO在联合国系统内要起独特作用的
预期的成果

要求。认为WMO不仅在气象和气候方面，而且在

7．

其公约中所述的水文和水资源方面，应该成为公

预期这个程序的成果最起码能继续确保

使用淡水的公平性和持续性，并通过对水资源包

认的国际活动自然中心。

括供与求的合理管理，保护淡水资源免受洪水的

9.

侵害。该程序的具体结果是：

的经验，建议WMO在UN机构中通过寻求Cg-XIV 的

(a) 通过对世界淡水资源的性质和范围的详细科

认可，带头将该程序促成为政府间的平台。但是，

鉴于WMO在召开都柏林会议和建立IPCC

学考察以及水资源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因子如

WMO不应该在这方面单独采取行动，而且每个阶

人口增长、污染和环境要求的反映，形成深

段都要寻求UN其他机构的认同和支持。

入的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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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Ⅶ
总摘要第9.25段的附录

VCP(F)概算现状和对2002年的建议拨款
(单位:美元)
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
和新建议项目

EC批准的
1968-1999年

的拨款

以往年份
余额
2000年
2001年 2000-2001年
余额
2002年的拨 预计新
(01/01/00)
的支出
EC-52批 EC-53批准 的支出和债 (31/12/01) 款和调整建 拨款后的
*
务 (不包括
1968-1999年
准的拨款 的拨款
议
余额
管理费）

1 处于良好工作条件的
VCP零部件/设备运输
2 专家服务

563 750

513 219

50 531

1 289 300

1 255 686

33 614

30 000

20 000

31 143

52 471

10 000

62 471

3 短期奖学金

2 192 200

2 194 954

-2 754

100 000

105 000

226 536

-24 290

120 000

95 710

20 000

14 845

5 155

10 000

15 155

30 000

73 762

8 391

20 000

28 391

-10 000

1 689

52 072

-10 000

42 072

49 059

-20 000

29 059

17 707

60 610

-10 000

50 610

61 414

14 653

10 000

24 653

2 633

29 109

-10 000

19 109

24 969

-10 000

14 969

3.1

10 000

团体培训活动***

4 TCDC活动

393 285

371 132

22 153

5 GTS的改进

82 841

19 080

63 761

139 020

89 961

49 059

169 900

91 583

78 317

5.1
5.2

加勒比海地区
GTS的改进
亚太地区GTS的改
进

30 000

5.3

非洲GTS的改进

579 995

543 928

36 067

20 000

5.4

南非GTS的改进

357 900

336 158

21 742

10 000

196 750

171 781

24 969

61 213

29 019

32 194

404 729

297 348

107 381

10 000

372 000

306 953

65 047

10 000

100 000

82 710

17 290

10 000

55 000

45 965

133 500

5.5

六区协东南部
GTS的改进
5.6
中欧和东欧/新独
立国家（NIS）
GTS的改进
6 GOS和GCOS高空观测
子系统的改进
6.1
中欧和东欧/新独
立国家（NIS）
高空站的改进

10 000

20 000

31 164

39 367

10 000

49 367

2 975

29 219

124 824

12 557

40 000

52 557

70 629

4 418

10 000

14 418

10 000

31 413

5 877

10 000

15 877

9 035

10 000

8 098

10 937

82 605

50 895

10 000

34 640

26 255

10 000

80 000

45 608

34 392

3 436

30 956

10 000

40 000

22 436

17 564

10 000

15 288

42 276

11 ASMC

111 000

67 569

43 431

12 ACMAD

150 000

149 703

297

20 000

10 000

13 EAMAC

40 000

27 624

12 376

10 000

10 000

115 000

86 292

28 708

10 000

20 000

15 卫星接收的改进

10 000

732

9 268

16 因特网的能力

7 GDPS的改进
8 农业气象活动
9 对CLICOM和气候活动
的支持
10 减灾
10.1

紧急灾害援助

14 业务水文活动

30 000

-10 000

40 000

7 808

32 192

10 000

17 2000年问题**

30 000

12 190

17 810

10 000

18 准备金

15 332

4 764

10 568

7 722 715

6 856 808

865 907

合
*
**
***

**

计

初步的临时数字，将与200—2001两年期帐目一起审计。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一次届会批准的新项目。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三次届会批准的新项目。

20 000

10 000

290 000

10 937
36 255
40 956
42 276

33 431

-10 000

23 431

18 431

11 866

10 000

21 866

32 139

237

10 000

10 237

50 446

8 262

20 000

28 262

949

8 319

11 353

40 839

22 249

5 561

-5 561

0

5 568

-4 439

1 129

588 144

220 000

808 144

-5 000
320 000

29 219

887 763

8 319
40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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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Ⅷ
总摘要第 12.10 段的附录

执行理事会关于秘书长对第十四财期计划和预算建议的报告
总体预算水平
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关于第14财期计划
和预算的预算实施和可承受性方面的需求和限
制。在作了广泛讨论之后，理事会建议将以下
两个拟由评定会费出资的方案提请第十四次大
会审议：(i) 253 800 000瑞郎；和(ii) 258 800 000
瑞郎。为了与基于结果的预算编制方法一致，
在 (ii)项 下 提 出 的 计 划 建 议 应 明 确 指 出 增 加 的
投入和效益。
对计划进行比例预算分配
2.
以上第1段提到的两种方案有可能导致
对单个科学和技术计划进行相对的比例分配：

主要计划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

总体协调
WWW
WCP
AREP
AMP
HWRP
ETP
TCP
区域计划

253.8百万
瑞郎方案

258.8百万瑞
郎方案

3.5%
10.0%*
10.2%*
5.7%
6.7%*
4.8%
6.0%
2.2%
6.8%

3.8%
10.4%
10.0%
5.6%
6.6%
4.7%
6.0%
2.3%
7.0%

第五十三次届会批准的四个关键计划领域给予
特 别 注 意 :(i)对 生 命 和 财 产 保 护 的 贡 献 ； (ii)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iii)发展NMHS并为人民的
社 会 经 济 福 利 提 供 服 务 ； 和 (iv) 水 文 和 水 资
源。
4.
执 行 理 事 会 一 致 认 同 ， WWW计 划 是 本
组织 的 基本 计 划， 且 为WMO计 划的 第 一优 先 。
为此，应对该计划给予最高比例的预算拨款。
5.
执 行 理 事 会 还 指 出 它 继 续 支 持 ETR、
TCO和 区 域计 划 也是 优 先重 点 ，以 便 帮助 发 展
中国家解决技术问题及其他诸如防灾和减灾等
其他问题。
6.
认识到通过预算第4部分—“语言、出
版 和 会 议 服 务 ”和 第 5部 分 —“资 源 管 理 ”对
科学和技术计划支持的重要性，并为了确保对
会员提供适当的支持，执行理事会同意不应进
一步减少分配给这些预算部分的资金。

*

该 计 算 反 映 了 从 主 计 划 3.1（ WWW ） 向 主 计 划 3.4
（AMP）调拨的用于气象应用计划组织机构性支持
的 基 金 （ WWW-A）， 它 是 由 执 行 理 事 会 第 五 十 三 次
届 会 为 2002—2003两 年 期 批 准 的 。 当 这 些 基 金 如
第 十 三 财 期 的 情 况 一 样 增 加 到 WWW时 ， WWW的 比 例
高于WCP的比例（11%）。

执行理事会指出应在资金分配方面对

附录Ⅸ
总摘要议题 12.12 的附录

结合 6LTP 9 项战略提出的第十四财期
（2004—2007）的关键业绩指标
6LTP战略1
保证在全世界提供日益精确和可靠的与天气、
水、气候和相关自然环境有关的灾害性事件的警
报，确保警报能够及时提供给服务对象（个人、
紧急服务部门、决策者）
，并能为他们所用。

关键业绩指标1
WMO参与建立和有效地运行区域/次区域中心以
及它们在为备灾发布早期警报方面的活动：根据
新建立的中心的数目和发布恶劣天气、水、气候
和有关自然环境事件早期警报的所有中心运行的
有效程度来衡量。

附录Ⅸ
6LTP战略2
保证向全世界的公众、政府和其他用户/客户提供
效益与日俱增的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的环境服
务。
关键业绩指标2
可供WMO会员使用的一些指导原则以帮助它们
促进用户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根据WMO
会员对这些指导原则的有用性的反响来衡量。
6LTP战略3
加强WMO作为联合国系统在有关地球大气的状
态和运动、大气与海洋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气
候和所导致的水资源分布方面的权威声音；包括
确保它为有关的国际公约、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
书做出贡献并确保有关的协议是建立在科学基础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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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TP战略6
观测、记录和报告天气、水资源、气候和有关自
然环境的情况，应用这些资料来制作业务预报和
提供警报服务及相关信息，同时维护和改进这些
资料、产品和信息的交换系统。
关键业绩指标6
关于支持天气、水、气候和有关自然环境方面的
业务服务的观测系统、通信系统和资料处理系统
的实施和有效运行水平的统计和报告资料：根据
关于支持服务的业务系统的成效报告得到改进的
程度来衡量。
6LTP战略7
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提供服务的
能力并改进它们之间的合作。

关键业绩指标3
关于建立和维持与包括气候学、水文学和海洋学
在内的气象学有关的业务活动的手册、指南和技
术文件：根据国际上认可的WMO手册、指南和
技术文件的数量、它们的分发情况以及用户对这
些文献的反响来衡量。

关键业绩指标7
会员和受训人员对培训活动和奖学金发放的满意
程度以及上述活动对会员NMHS的人力资源发展
的贡献程度：根据NMHS和受训人员对培训活动
的满意程度的评估结果和培训活动及奖学金发放
对人力资源发展的贡献程度来衡量。

6LTP战略4
就认识天气、水、气候和相关环境可以带来的社
会经济利益问题向公众、政府和其他感兴趣的部
门开展宣传和教育。

6LTP战略8
与国际伙伴、其他有关组织、学术界、媒体、私
营部门更加有效地携手合作。

关键业绩指标4
会员和其他外部用户对WMO网址接入情况的满
意程度：根据对外部用户访问WMO网址点击数
的统计和所收到的关于网址有用性的评价意见来
衡量。

关键业绩指标8
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和团体以及与其他政府
间组织在共同感兴趣的计划领域的合作机制：根
据新的和得到积极实施的合作协议和联合活动的
数量以及正在规划中或已在执行中的有关项目的
数量来衡量。

6LTP战略5
理解和改进对影响大气的当前和未来状态、天
气、水资源、海洋的物理状态、气候变化和空气
质量与污染程度等相关环境状态的过程的模拟。

6LTP战略9
改进WMO结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的成效、
效率和灵活性，以便使WMO更加迅速地响应社
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

关键业绩指标5
有关的大气和海洋模拟工作在促进天气预报、水
资源管理、气候预测、气候情景构想和空气质量
和污染程度等环境事务方面的技能上的进展：根
据为评估WMO对上述进展的贡献所产生的利益
而对WMO会员进行的调查结果来衡量。

关键业绩指标9
秘书处根据现代化和一体化的基于结果的管理体
系而运行的程度，包括基于结果的业绩衡量和报
告体系：根据财务咨询委员会和和执行理事会在
其各自的会议上所表达的满意程度和会员的其他
反馈信息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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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Ⅹ
总摘要第 14.1.6 段的附录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5LTP）实施情况评估:
对 WMO 计划的总体评估（2000—2001）
利用 5LTP 中的计划目标作为指导，对 2000
—2001 年 WMO 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总
体来说，各计划的实施是成功的，推动了 WMO
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协助了各会员，尤其是协助各
NMHS 提供了所需要的服务。
尤其在下述领域取得了进展：
(a) 帮助会员提高了其 NMHS 的水平，使其能
向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b) 改进了对于恶劣天气、水文和其他有关环境
事件的警报；
(c) 改进了全球许多地区的 WWW 通信系统，决
定扩展 GOS 空基部分以纳入有关的研发环
境卫星的活动；
(d) 认识气候及其变异，为探测气候变化提供更
有力的科学依据；及
(e) 加强了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活动和有关国际活
动的支持，如 UNFCCC 和 UNCCD。
在 WWW 发展方面，GTS 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特别是在建立数字化 MTN 电路和 TCP/IP 规
程的实施。会员通过直接读取而接收到的卫星资
料稳步增长。为确保向下一代气象卫星 X-波段资
料传输的过渡需要进行充分的规划，这一过渡会
大大提高接收设备的成本。
对 1990 年代后期 GOS 状况的恶化引起了极
大关注，各个区域高空报告的平均数量在 2001
年呈上升趋势，RBSN 地面部分的实施水平基本
上保持稳定。耗材的高成本，尤其是无线电探空
仪成本，是该站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如此，没有国际援助，它们
在运行 RBSN 站方面将继续面临严峻的困难。许
多 NMHS 提高了其观测站网的自动化水平。一些
国家建立了新的自动站，它们通常是由商业性服
务提供单位建立的。许多中心的数值模式在质量
上取得了明显的改善，其中一些中心还引进了集
合预报。
在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的业绩方面，它成功

地解决了气象和相关环境仪器的质量、可靠性和
标准化问题，从而为 WMO 群体和仪器行业提供
了重要的服务。通过检定和比对活动，改进了仪
器的质量和可靠性。“水文气象仪器行业协会”
的建立成功地得到了推进，从而促进了 WMO 和
商用仪器行业之间的合作。与 RIC 有关的发展仍
然备受关注。
WCP 为会员和 IPCC 进程提供的气候评估和
概要引起了 WMO 群体内外的重视并且被新闻媒
体广泛报导。
在促进与学术界、最终用户和私营部门在气
候信息应用方面的沟通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的进
步。
CLICOM 项目在分发单址软件最终版本和
加强各国在新的气候资料库管理系统方面获得了
成功。这标志着国家级的气候资料管理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使得将来更加有可能将各国广泛的
项目体系综合成统一的国家资料管理系统。尽管
在全球资料网络方面存在着大面积的空白，阻碍
了对资料稀少地区的详细区域分析，但是提高了
温度和降雨全球趋势分析的可信度。这些分析为
IPCC 做出越来越正确的结论奠定了基础。然而，
仍需进一步开展资料拯救活动。
通过 CLIPS 项目，气候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得
到了改进。这方面发展的核心活动是气候论坛进
程，该论坛已经在 WMO 各个区域以多种多样的
形式发挥作用。与对气候产品和服务在各行业中
的应用感兴趣的群体之间建立了伙伴关系，如粮
食安全、水资源和健康等，这种伙伴关系有待继
续建立和巩固。
在 AREP 方面，GAW 的观测计划继续提供
宝贵的资料。同时继续采取行动来确保巨大的国
际基础设施的运行。在 WWRP 和 TMRP 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进步，包括关于气旋和季风可预测性
计划、资料同化计划和观测战略。GAW 的资料
释用部分和热带干旱的活动可以进一步得到改

附录Ⅹ
进。
气象应用计划各组成部分的实施取得了进
步。在 PWS 计划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城市
预报和警报网址的试点活动。在农业气象方面，
成功地改进了农业领域资料的质量和利用信息技
术开发了有用的农业气象产品。成功地利用了专
家会议来发展方法和进行能力建设。航空气象领
域 的 主 要 成 就 是 成 功 地 发 展 了 WAFS 和
AMDAR，这使得高空资料的精度和数量得到了
改进。此外，通过收取成本费用从航空业获取核
心系统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的状况依然不变。在海
洋气象及相关海洋学活动计划中，主要的成果包
括海洋广播系统的改进、新的 ASAP 航线的实施
以及资料浮标网络的继续扩展。
HWRP 计划的实施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成功
地 发 展 和 实 施 了 WHYCOS 、 推 广 了
WMO/UNESCO《水资源评估：国家能力评估手
册》中介绍的方法、更新了 HOMS 指导手册。同
时，在 NHS 的洪水预报和管理、水资源评估和
NHS 的组织发展等领域，会员得到了帮助。为满
足与新的国际活动有关的需求还建立了伙伴关
系。
在 WMO 所有的科学和技术计划中，开展了
难以计数的活动，它们旨在通过与 ETR、TCO 和
区域计划的密切协调，帮助会员发展其 NMHS 和
进行人力资源与技术设施方面的能力建设。但是
仍有空间来改进对用户需求的响应时间。另外，
资金紧张也影响了某些活动的实施。
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进展，特别是通过技术合作、教育和培训及
区域活动等。然而仍需进一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部门之间的差距，在某些地
区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在改进研究、技术和
培训的分享方面仍需更多努力。WMO 必须通过
其自身的计划和通过激励有关的国际技术合作来
维持和促进其在缩小这一差距方面的活动。
WMO 继续将重点放在解决会员关心的主要
问题上，如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
NMHS 的作用和运作、可替代的气象服务方式、
WMO 的作用及其在未来与联合国系统的关系。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 WMO 结合影响 WMO
科学与技术计划的全球大趋势和发展来确定其展
望、预期结果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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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进步的同时，WMO 及其会员，特别
是 NMHS，一直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变化和挑战。
大多数计划一直受资金紧张的困扰，而会员为支
持 WMO 目标的实现而开展的活动也在减少。由
于许多 NMHS 的核心业务预算经费被削减，它们
依然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这限制了资料的提
供并使得服务减少或水平下降。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总体目标
WWW 计划的总体目标是：
(a) 维护有效的全球综合系统用以收集、处理和
快速交换气象和相关环境资料、分析、预报
和警报；
(b) 根据情况以实时和非实时的方式提供观测资
料、分析、预报、警报和其他产品以满足所
有会员、其他 WMO 计划和其他国际组织的
有关计划的需求；
(c) 安排采用标准方法和技术使会员更加充分地
参与和受益于 WWW 系统并确保充分的服务
水平，以及系统之间的兼容性以便能与 WMO
之外的机构开展合作；
(d) 提供基础设施以便让针对全球环境问题而设
立的有关国际计划能获得观测资料。
总体计划评估
根据 5LTP，WWW 计划继续得以实施，并
朝着预期的目标取得了重大成果。GDPS 在 NWP
质量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主导中心提供了其
他更多的新型产品。在各个区域，GTS 在不同程
度上得到了现代化和加强。国际互联网的作用进
一步增加，在业务化服务上成为对 GTS 的补充。
通过通信和资料处理计划，一些发展中国家的
WWW 业务能力得到了改进。为在非洲国家建立
新一代的卫星接收站和一些系统的维修而发起了
一个综合项目。
1990 年代后期存在的 GOS 恶化状况很大程
度上得到了遏止，例如，全球高空报告的数量目
前呈上升趋势。环境卫星提供的重要服务可能得
以维持，但是一些卫星运营单位必须解决技术问
题和延迟问题。会员目前为新一代卫星的应用作
了更充分的准备，并且继续通过 WWW 获得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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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咨询。
一些与现代技术和新的程序有关的实施活动
通过更多的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措施得到了支
持。但是，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受到资金紧张和有
限的人力资源的影响。
WWW 计划是由 CBS 领导和协调的，由于
采用了新的工作结构，其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
并且能有效地响应执行理事会和第十三次大会的
重点要求。区域协会，特别是它们的 WWW 区域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在会员国的 WWW 实施方面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CBS 和区域协会的合作得
到加强，主要表现在一些专家同时兼这两个机构
的成员以及区域协会派代表出席 CBS 的届会、大
会和其他活动，这种合作关系是 WWW 在会员国
实施活动的关键部分和重要基础。CBS 也寻求与
其他技术委员会积极开展合作来制订计划和技术
解决方案以满足所有 WMO 计划的需要。
全球观测系统
在全球一级，GOS 产品更加可靠和可持续，
但是可以获得的气候观测资料没有显著增加。
GOS 计 划 和 站 网 的 运 行 是 与 COSNA 、
EUMETNET、NAOS、GOOS、IGOS 等其他观
测计划相互协调的，其目的是确保计划的互补性
和实现全球标准化。从卫星获得的观测资料，包
括研究卫星提供的观测资料一直在增加。但是，
仍明显需要加快进展，特别是加快 GOS 的重新
设计，以便实现 5LTP 确立的目标。
上一个十年后期令人担心的无线电探空仪网
恶化的问题得以遏止，探空站的实施水平和报告
数量稍有增长。由于 OMEGA 无线导航系统而造
成的不利影响也已完全克服。
2000—2001 年 RBSN 的总体实施水平与 1999
年相比稍有提高（约为 3%）
。一些国家的站网增
加了补充性观测站，大部分是提供每小时报告的
自动天气站，它们主要是由私营部门提供的。1999
年以来，高空站网增加了大约 5%。耗材的成本，
特别是无线探空仪，仍然是阻碍站网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问题。
会员通过直接读取而接收到的卫星资料一直
在稳步增长。2000—2001 年，接收站的数量在原
有 1363 个的基础上增长了大约 7%，WMO 所有
区域的大多数会员目前都能直接读取卫星资料。

但是，向下一代气象卫星 X-波段资料传输的过渡
将大幅度提高接收设施的成本，同时也将会淘汰
现有的许多基础设施；这将会成为 WMO 关注的
主要问题，应该得到正确的解决。
全球通信系统
GTS 的效率、成本效益和业务可靠性得到了
提高。在一些 NMC 对 GTS 连接进行了技术改进，
这提高了 GTS 的整体功能，并且使有关的 NMC
的水平有了重大改进。在稳步提高中，23 条 MTN
电路中有 14 条实现了数字化（速度为 32 至 128
千比特/秒）
。大多数 RTH 和许多 NMC 已经采用
或有可靠的计划来实施 TCP/IP 规程。基于卫星
的通信系统覆盖了所有的 WMO 区域。
六区协的 RMDCN 按照计划发展。二区协和
三区协的 RMDCN 项目进展较慢，因为一些会员
要求比计划更长的时间来解决其国内的资金和法
律方面的问题。
确认气象活动所需的无线电频率分配对于会
员来说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 ITU 为
此组织召开漫长而频繁的会议，这项工作需要大
量的投入。
如果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则能力建设活动，
特别是有关现代通信功能和操作办法的培训，会
更有成效。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
通过引进新产品增加了 RSMC 产品的数量，
其质量也得到提高。会员接受了有关 NWP 产品
的培训，包括 EUMETSAT 极轨系统的培训，但
是如果有资金，仍需要也能够开展更多的培训。
标准化模式产品检验程序的开发对于客观的
模式对比和在各 GDPS 中心之间开展合作具有重
要意义。NWP 恶劣天气预报为早期预警和减灾
做了重大贡献。
在十多个主要的 GDPS 中心和其他机构的网
址上提供长期预报产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这使得 50%以上的会员能够直接进入至少上述的
一个中心。
GDPS 运行的数值模式的改进使某些先进的
中心将 24 小时预报的 500hPa rms 误差降低到 15
米。许多中心正在加强集合预报方面的努力。

附录Ⅹ
WWW 资料管理
会员能够在关于协调使用国际互联网使之成
为 GTS 的补充方式的指导之下，提高其资料交换
能力。新的综合监测程序预计将促进监测在 40
号决议（Cg-12）—“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象及
其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规范以及商业化
气象活动中有关各方的关系准则”框架下提供的
资料和产品。关于有前景的新信息系统技术的情
况得到交流，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了解情
况。
让所有的 WMO 用户从传统的字符电码转换
到使用表驱动码的战略已经开始实施，它将最终
增加资料和产品的获取，并不必再花费很大代价
来更新字符电码。
目前迫切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才/专家来使
NMHS，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NMHS 准备好应用新
的技术、未来的 WMO 信息系统、二进制电码和
其他新的发展。
WWW 系统支持活动，包括业务信息服务
WWW 的系统支持活动在实现 WWW 相关
系统功能和基础的可靠和具有成本效益的运行方
面为会员、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
帮助。一区协 WWW 重建计划和综合通信战略的
制订是非洲 WWW 基础设施重建计划的重要里程
碑。
业务信息服务继续改进服务和减少了对人员
的需求。但是，通过增加使用国际互联网和电子
出版方式也许可以更加有效地改进服务。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通过开展检定和比对活动，在改进仪器，特
别是 GPS 探空仪、雨量器、和日照表等仪器的质
量和可靠性方面取得了进步。确定自动天气站的
功能定义和标准促进了这些系统的生产和应用。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仪器和观测方法计
划的技术出版物，包括《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指
南》
（WMO-No.8）新的或修订过的章节以及技术
大会促进了仪器的安装、应用和维护。与 BIPM、
ISO 和 ITU 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对于解决无线电频
率之类的跨学科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与仪器行业
密切合作的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水文气象设备行
业协会，巩固了会员的 NMHS 和该行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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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促进了对彼此需求和机遇的了解。
发展中国家区域仪器中心的发展和 NMHS
需求与 RIC 可能提供的服务之间的相互联系比预
计进展得慢。由于难以请到来自 NMHS 的专家和
获取资金，某些计划活动被延迟或推后，包括培
训活动。
WMO 卫星活动
WMO 卫星活动成功实施。空基 GOS 的扩展
得到批准以便将有关的研究发展卫星活动纳入其
体系，这是一项值得注目的成绩，将会对 WMO
会员 NMHS 产生很大的影响。新的卫星气象教育
和培训虚拟实验室及其核心组的建立是朝着改进
已很有成效的培训计划迈出的重要步骤和为新的
研发卫星而开展教育与培训提供了基础。
建立虚拟实验室、发行重要的技术出版物和
使用国际互联网分发现有的资料极大地促进了
WMO 会员在利用卫星资料、产品和服务的知识
与能力。
新的由 WMO 联合管理的国际降水工作组将
提供基于遥感资料定量估测降水量的算法，这将
极大地提高 NMHS 的能力并促进 WMO 会员的
能力建设。
热带气旋计划
该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由热带气
旋区域机构立项和监督并协调的技术计划的实
施，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减少热带气旋灾害开展
综合性的服务。
通过为预报员的培训活动和提供指导材料，
该计划有效地促进了会员能力的提高以便它们能
提供更好的热带气旋、洪水、风暴潮的预报和警
报，特别是使得预报更及时、更有效、更准确和
更可靠。在技术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本计
划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促进了在区域一级以减
灾活动为重点的热带气旋、风暴潮和洪水预报的
设施与服务。该计划还有助于建立和增强热带气
旋区域机构的成员和 RSMC 之间在减灾方面的合
作与协调。
紧急响应活动
该计划的目标已经达到，有关的业务机制安
排已经通过定期的国际演练活动得到检验。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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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得到了 8 个指定的 RSMC 的全力支持，130 多
个 NMHS 积极地参与了该计划。该计划通过促进
NMHS 与国家灾害管理部门的密切合作提高了
NMHS 的知名度，在发生紧急事故和进行有关演
练过程中，NMHS 向灾害管理部门提供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的支持。需要对非核类环境紧急事故
（如陆地火灾和化学事故）的紧急响应活动提供
更多的支持以促进其发展。
南极活动
WMO 南极活动在维护南极气象业务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召开专家会议来继续评估监
测结果和加强与南极条约缔约国家的积极协调使
得 WWW 计划在该区域的实施能够保持可持续和
协调。

世界气候计划
总体目标
WCP 的总体目标是：
(a) 促进有效地收集和管理气候资料以及对全球
气候系统的监测，包括气候变异和变化的探
测与评估；
(b) 促进气候知识和信息的有效应用以造福于社
会并提供气候服务，包括预测由于自然原因
和人类活动引起的重大气候变迁；
(c) 对可能显著地影响经济或社会活动的气候变
异和变化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向政府提出有
关建议，同时推动制订可以为政府和社会所
用的社会-经济响应战略；
(d) 改进对气候过程的认识以确定气候的可预测
性，包括气候变异和变化的可预测性，确定
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程度，并发展气候预测的
能力。
总体计划评估
在突出对气候观测系统的关注的重要性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方面的活动在 UNFCCC 内
特别见成效，COP 的数次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强调
了必须维持和改进气候观测系统。知名度的提高
加上气候研究计划产生的重要成果，使得一些项
目在现有海洋研究观测系统（TAO/TRITON 阵）
的机制化和发起新的系统（PIRATA、ARGO）方

面取得成果。但是，许多业务大气观测系统产生
的用于气候目的的资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偏低。
对 RBSN 的系统监测正在进行中，其目的是提高
资料的整体返回率和质量水平。在进行上述监测
过程中还配合针对性的资料拯救项目以确保已有
的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和可用性。通过发展由多方
参与的 IGOS，卫星和原地资料的一体化取得了
重大的提高。尽管在全球站网中存在着很大差
距，而且这些差距阻碍了在资料稀少地区进行详
细的区域分析，但是温度和降水的全球趋势分析
结果的可信度有了改进。这些分析为 IPCC 做出
越来越正确的结论奠定了基础。
提高气候产品和服务的主要计划是 CLIPS 项
目。通过与一些有共同兴趣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
立伙伴关系，促进了 CLIPS 的发展。合作的核心
是气候论坛进程，该论坛目前几乎成为例行的活
动，在一些 WMO 区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挥作
用。尽管取得了进步，但是论坛进程仍然需要成
为有保证的持久的业务机制以便能够提供包括预
测在内的季节到年际时间尺度的气候信息。CLIPS
已经在发起评估过程以确保论坛进程能够长期存
在，并确定如何使论坛进程能够从结构上形成对
RCC 的补充。同时还致力于与对行业应用感兴趣
的群体建立伙伴关系，如粮食安全、水资源和健
康。这些活动需要各计划间的协调和技术委员会
之间的互动，而近年来这种协调和互动得到了稳
步提高。在气候和人类健康领域的机构间协调在
逐渐改善，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在这些领域和
其他方面开展更加广泛的活动计划，如可再生能
源。关于对气候变异和变化影响的评估，WMO、
UNEP 和其他伙伴对 1997/98 年的厄尔尼诺事件
从科学、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了一致评估。这
一活动特别成功，为未来的合作活动和项目树立
了典范。
CLIVAR、GEWEX、SPARC 等 WCRP 的核
心项目以及更加充实的模拟活动日程在评估期内
均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进展
还包括 WOCE 接近完成，另一重要的进展是
WCRP 及其在全球变化项目的合作伙伴，即 IGDP
和 IHDP 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上述计划共同为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提供了科学支持。
气候议程内的协调活动

附录Ⅹ
气候议程作为在二十一世纪议程大框架下对
WCP 进行全面协调的中心机制的地位得到了成
功的维护，但是气候议程的知名度仍然偏低。
尽管气候议程协调活动在总体上存在着结构
问题，但是仍然成功地进行了一些合作。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对 1997/98 年厄尔尼诺事件的科学和
社会-经济评估，这一活动集中了 WMO 与其合作
伙伴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广为称道的成功。
UNFCCC COP 的初步决定呼吁关注充分维护气
候观测系统这一重要问题，其中强调了气候议程
适合作为机构间机制，GCOS 应该与气候议程加
强合作。更具计划性的机制和更具侧重点的机制
或许可以促进机构间的协调。
由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一次届会建立的执行理
事会气候与环境咨询组提供的指导对于制订
WMO 长期的气候和环境事务战略具有重要的意
义。CCl 也提供了必要的协调和指导，特别是关
于 WCDMP 和 WCASP 的协调和指导。成功召开
的科学会议“二十一世纪的气候服务”确定了气
候服务不断变化的作用以及 NMHS 必须调整以适
应这种不断变化的作用。CCl 参与协调和指导的
另外一项活动是编写、评审和完成了《气候学规
范指南》
（WMO-No.100）的第一部分。
对包括 IPCC 和气候变化公约及荒漠化公约在内
的气候变化相关活动的支持
在本评估期内继续通过参与主办会议和培训
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以及对 UNFCC 和 UNCCD
秘书处直接提供支持。通过向会员发出通函使它
们随时了解两个公约的 COP 与 WMO 计划和项
目有关的成果。GCOS 还努力通过 UNFCCC 的
附属机构来推进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方面的工作。
通过承办秘书处，WMO 继续为 IPCC 提供
有力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IPCC 编写第三
次评估报告期间，WMO 为繁多的会议提供了资
源，这是对本计划取得的成绩的额外贡献。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被公认是提供气候观测资料以满足包
括气候变化探测、影响和适应在内的广泛的气候
观测需求的主要和最关键的系统。通过与其主办
组织以及 UNFCCC 的共同努力，通过向 COP 提
供国家报告，GCOS 对各国在气候观测系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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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产生了影响。
GCOS 站网，如 GUAN，构成了支持各种应
用的全球主干，如再分析和卫星标定所需要的长
期基准观测以及区域气候观测标准等。
为改进系统观测，GCOS 与 UNFCCC 开展
了有效的合作并得到了 UNFCCC 的支持。由全
球环境基金提供 50%资金的 GCOS 区域研讨会计
划帮助确定了发展中国家气候观测系统的区域重
点。
由于各种原因，对观测系统进行的实时改进
进展缓慢且复杂。例如，实施多维的气候观测系
统不具备政府间进程，因此只能依靠现有的为其
他目的设立的进程。而且，GCOS 秘书处的人员
开支和许多活动实质上依靠的是各国和其他国际
或区域组织提供的外部资金。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成绩包括：
(a) 编写和分发关于 1999 和 2000 年全球气候状
况的 WMO 年度声明，以及关于气候变化探
测的报告；
(b) 通过完成 CLICOM 软件（CLICOM3.1）最
终版本的开发，以及用其替代客户-服务者气
候资料库管理系统的准备工作，资料管理的
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c) 提供专家评估、技术报告、与其他机构的联
系，以及提供其他建议，以确保以协调的方
式来维持和开发气候站网、气候观测系统和
气候资料库，包括 GCOS 的系统和资料库；
(d) 协调和发展气候资料和产品的分发与交换方
式，包括气候系统监测信息，以及在各
NMHS、其他气候研究团体之间和秘书处内
部进行交流的方式；
(e) 根据技术的发展（扫描仪、数字相机）和包
括当前资料与历史资料在内的新的资料拯救
概念来确定综合 DARE 及其 ARCHISS 活动
的新目标。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尽管存在组织和人员上的问题，WCASP，
包括 CLIPS 项目，仍然根据 5LTP 得以发展。提
高气候产品和服务的可用性的主要工具就是
CLIPS 项目。通过与有共同兴趣的国家和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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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立伙伴关系，CLIPS 的发展得到了促进。这
一合作活动的核心是气候论坛进程，该论坛进程
几乎已成为例行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在 WMO 的一
些区域发挥作用。通过这些论坛，提高了 NMHS
在气候预测方面的能力。对气候预测和信息用户
进行培训使它们能了解和更好地释用产品。总体
来说，成功地与对行业应用感兴趣的群体，如粮
食安全、水资源和健康等，建立了伙伴关系。在
气候和人类健康领域的机构间协调在逐渐改善，
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在这些领域和其他方面开
发更加广泛的活动计划，如可再生能源。除此之
外，在一、五区协的 NMHS 已经开始提名各国的
CLIPS 联络人；预计在其他区域将继续提名工作。
这些联络人须经过专门的培训以更好地认识
CLIPS 的相关问题。
为推广与气候协调的建筑活动这一概念展开
了大量的活动。为了开展热带城市气候试验，
WMO 与 UN-HABITAT 结成了伙伴关系以便使国
际社会认识到“健康的”建筑的重要性。同时还
努力与国际生物气象大会之类的其他科学组织开
展合作，其目的是创建必要的论坛以支持该领域
的活动；例如国际城市和建筑气候学大会。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的主要成绩为实现 5LTP 中设定的
WCRP 主要长期目标做出了直接和重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 WCRP 核心项目和有关活动之下获得
的新的研究成果、资料收集和分析、模式开发直
接促进了对所有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气候变异和可
预测性的认识。这反过来又直接提高了实验性的
和业务性的季节到年际气候预测水平和对人为气
候影响及其引起的气候变化的认识。该计划为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直接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 CLIVAR 研究中，发起了许多具有很好的
设想和计划的具体活动；这将为 CLIVAR 的整体
实施打下基础。
由于建立了新的 CliC 项目，WCRP 的全球
冰雪圈和气候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更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参加了
WCRP，这主要归功于进一步发展和实施了区域
研究（特别是在 GEWEX 和 CLIVAR 框架下）
、
组织了与本地相关的研讨会和继续积极地主办和
参加联合的 WCRP/IGBP/IHDP 全球变化分析、

研究与培训系统。
加强跨 WCRP 核心项目和活动协调与合作，
以及 WCRP 与其他关于全球变化的国际计划的合
作。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总体目标
AREP 的总体目标是：
(a) 进一步发展 GAW 的功能系统，包括对一些
大气成分参数的实时或准实时的观测以便对
地球系统的未来状况进行预测并对其变化及
早提供警报；
(b) 发展 WWRP 以促进重大影响天气（它们影响
生活质量，并且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预报
技术和成本效果的改进，并促进这些技术在
会员中的应用；
(c) 研究与低纬度有特别关系的过程和现象，以
及它们对低纬度以外地区的影响；
(d) 提高对包括云物理和化学在内的大气过程的
认识；
(e) 促进大气科学和有关教育与培训的应用研
究；
(f) 确定和维护大气科学中的标准；
(g) 确保推广有关的气象科学的发展。
总体计划评估
应 WMO 组织机构的要求，同时为了支持
5LTP 的实施，AREP 继续将 GAW 作为重中之重。
这一方面要求加强 AREP 中全球大气成份的监
测，另一方面在 GURME 下发展新的区域和局地
环境活动，活动将侧重于技术转让和在城市环境
活动和空气质量事务方面对 NMHS 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AREP 继续有效地发展其高度优
先项目 WWRP 以提高具有成本效益的预报技术，
重点是有重大影响的天气，并更多地考虑社会经
济因素。WWRP 发起了一些项目向 WMO 会员
展示和推广先进的技术。
CAS 每年向所有的 WMO
会员分发关于国家数值天气预报活动及其进展的
报告。同时还分发 AREP 范围内的会议和研讨会
的论文集和摘要。2002 年 2 月的 CAS 第十三次
会议提出了 WMO 关于天气预报和气候预计的科
学依据和局限性的声明，该声明将递交给执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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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批准。
在热带气象研究计划中，对各项目重新进行
界定以强调应加强与科学界的合作和确保通过系
统的培训研讨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知识。
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加大
力度促进云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科学进展在人工影
响天气试验中的应用。在这一重要的活动领域，
本计划成功地发挥了向所有 WMO 会员提供指导
的作用。关于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的执行理事会专家组/CAS 工作组审议并更新了
WMO 关于人工影响天气状况的声明。执行理事
会随后调整并批准了该声明。
总的来说，气象科技进步的推广可能会遇到
困难，例如可预报性提高了但是仍然是变化不定
的并有其局限性。但是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得到
改进。
对臭氧和其他环境公约的支持
在与会员、有关的联合国系统的伙伴和其他
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之下，该计划向许多国际
环境公约的缔约方提供了高质量的大气成份信
息。其中包括 UNFCCC、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和远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公约等。此外，通过
GESAMP 框架下建立的工作关系，向防止地中海
污染的巴塞罗纳公约提供了关于重金属和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大气资料。
按照计划制订并执行了有针对性的成果和相
关的计划活动。本计划中对于维也纳公约至关重
要的一项成果是臭氧仪器比对，它确保了 2002
年的臭氧评估能继续使用高质量的臭氧资料。特
别是，通过臭氧探空仪比对，各种臭氧探空系统
将可提供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的臭氧垂直廓线。
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
在 2000—2001 年期间，GAW 计划取得了许
多进展，取得了有针对性的成果并充分完成了计
划的活动。GAW 观测站的复杂基础设施结构（22
个全球站和约 300 个区域站）、世界、区域和国
家标定中心、6 个世界资料中心、一些质量保证/
科学活动中心和 GAW 培训计划等的运行状况一
直良好。
目前的 GAW 实质上是大气化学成份的监测
网络，包括监测温室气体和由直接或间接人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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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产生的其他重要的大气组成成份。这些资料都
须经过系统的质量保证和控制程序，因而具有可
靠的质量。GAW 依靠大量的国际基础技术设施
来运行观测站网并确保必要的资料质量。这些基
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 WMO 会员和有能力
的个别机构来维护的。多年来，各有关方的辛勤
努力才取得了今天令人满意的状况。
目前 GAW 本身的预测能力仅限于对观测资
料的类推。通过全球大气化学模式来预测未来的
大气化学状态尚不属 GAW 活动内容，但是实施
这一活动的团体与 GAW 保持着联系。
GAW 中实时和准实时部分仍然十分薄弱。
许多观测资料并不真正适合于实时业务；例如需
要实验室样品分析的业务。GAW 的这一目标应
当予以重新审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迅速
和高效地提供观测资料。
GURME 项目旨在提高 NMHS 在气象和与城
市污染有关领域的能力。GURME 活动很积极但
是仍然在努力寻求其明确的方向。这主要是因为
不同国家的 NMHS 在城市污染管理方面的职能不
同，因此所面临的支持需求不尽相同。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P 得到成功实施。从临近预报到长期天
气预报等不同时间尺度的不同天气现象的预报方
面取得的成果达到了该计划的预期。该计划促进
了更具成本-效果的天气预报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重点放在重大影响天气事件。WWRP 将研究成果
应用于预报示范项目，该项目显示了在会员国应
用现代预报技术的好处。迄今为止，共组织了 10
个项目，其内容包括起源于资料稀少地区的气旋
的可预测性研究、资料同化技术的开发、观测战
略和观测系统模拟、复杂地形区中尺度气旋的生
成、先进预报系统的实际应用和技术与能力的转
让。与数值试验工作组建立的合作关系运作状态
良好并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加强了 WWRP 的基
础理论平台。但遗憾的是，由于难以集结国际资
源，已批准的登陆热带气旋研究与发展项目进展
缓慢。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该计划成功地实施了规划的活动，并促进了
会员在热带气象这一高度优先领域的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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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天气系统尺度有关的活动外，区域一级的
季风、干旱和其他季节性时间的变异和可预测性
研究也得到了重视。此外，该计划中的大多数活
动都是为了加强受热带天气系统影响的发展中国
家的能力建设。TMRP 的工作清楚地显示更好的
热带气旋预报需要具有高分辨率和先进的物理过
程参数化的数值模式。当然，关于初始状况的精
确资料对于好的预报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
方面，TMRP 的工作促进了自动探空仪（或小型
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展，这表示观测系统有可能
改进这一令人兴奋的事实。一般说来，TMRP 在
热带气旋和季风方面的工作中，通过组织许多国
际研讨会，在预报员和科学家之间建立了良好的
联系。但是，在热带干旱和有关的降雨生成系统
方面的活动水平很低。
云物理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所有计划的活动和成果在这一时期都成功地
提供给了会员，使会员随时了解云物理和人工影
响天气方面的最新发展。该计划鼓励会员开展合
作，积极参加云物理和化学的基础研究，并鼓励
将研究应用于天气预报、人工影响天气以及与大
气成份和空气污染有关的活动中。很明显，对云
和降雨形成过程的认识并不充分，因此用吸湿性
微粒进行云催化所产生的结果并非都是理论所能
预见的。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关于云物理和化学及
人工影响天气研究的执行理事会专家组/CAS 工
作组十分怀疑关于消雹技术确实起作用的说法。
若要在这一领域取得进步就必须提高对云过程的
基本认识。

气象应用计划
总体目标
该计划的总体目标是：
(a) 促进并帮助提供气象服务，以实现国家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目标及可持续发展；以
及
(b) 推动并协调提供所需的或建议的相关气象
服务。
总体计划评估
AMP 的四个组成部分是根据 5LTP 确定的

输出产品和目标实施的，重点放在编制指南材
料，以及通过组织巡回讲习班和区域研讨班在
会员国中进行培训和能力建设。然而，在某些
情况下，特别是培训活动方面，预算的制约限
制了对会员的援助。
已编制完并出版的大量技术文件和指南符
合 NMHS 对发展现代公共天气服务以及改进
对农业、航空和海洋活动的服务的主要需求，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PWS 计划是严格按照 5LTP 通过的目标实
施的。该计划对增强会员提供有效和相关的公
共天气服务能力以支持生命、财产的保护工作
特别有帮助；它是防灾、备灾和抗灾，及实现
国家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一部分。一项非常重要
的进展是建立了城市预报和警报试验互联网
站，它将为全球社会带来可观的利益。由于 2000
年奥运会期间同 CAS 的成功合作，目前正在
讨论 2004 年奥运会时获得更多的联合公共天
气服务/WWRP 示范项目。
农业气象计划
农业气象计划活动的重点仍然是经 CAgM
赞同的以下主题：“促进农业气象学和农业气
象在高效、可持续农业、林业和水产业中的应
用，以适应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增加的世
界人口”。
通过举办多次主题广泛的国际和区域研讨
班及专家会议，努力加强会员的本土能力。由
该计划出版的二十多种出版物也为实现计划的
目标做出了有效贡献。举办了九次培训讲习
班。会员提供业务农业气象信息能力的改进有
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审议期间，该计划积极参加与 UNCCD
和 CBD 有关的会议，为会员履行两个公约提
供了相应指导。
一些专家组召开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包括
农 业 用 自 动 气 象 站 技 术 、 干 旱 的 管 理 /减 轻 、
改进国家农业气象公报，以及农业资料管理用
软件。这些会议不仅在对出版报告的审议方
面，而且在报告的质量、内容和效率方面都十
分成功。召开专家组会议重点关注特殊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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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在这一期间得到了明确证实。首先，各区
协的专家都是由区域协会主席指派的，使得技
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间有了合作的基础。第
二，一些精心确定的科学和技术讨论中的热点
和相关课题已作为任务委派下去。要求准备好
预备材料供会议审议和讨论。第三，中心议题
侧重于分析和做出决定。一份附有结论和建议
的完整报告草案已准备好供会议闭幕时审议。
最后，在会议召开当年的六个月内完成技术报
告的出版。
航空气象计划
总体而言，尽管资金不足，但通过利用一
些会员提供的支持和秘书处从替代资金来源为
一些计划活动提供资助的努力，该计划的目标
已经实现。在 WWW 计划的实质性支持下，
通过将航空预报职责完全从所有 RAFC 转移到
WAFC，WAFS 的实施工作已进入了重要的里
程 碑 。 该 计 划 在 朝 着 实 现 90% 的 会 员 访 问
WAFS 产品以及 WAFC 能够使 SIGWX 的大部
分产品自动化（84%的会员有 WAFS 卫星广播
接收机）的目标已取得重大进展。在改进风和
温 度 的 预 报 方 面 也 取 得 了 进 展 。 关 于 到 2003
年使航线高空风预报准确度提高 5%的目标，
来自伦敦 WAFC 的信息表明 24 小时 250hPa
的风预报已有 11—28%的改进。
在促进与用户联系、鼓励实行成本回收、
更新定期和指南材料，以及增加及时的全球高
质量航空报的可用性方面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
果。由于采用了新的和修改的技术文件以及通
过成功开展培训活动改进了技能，使得能够为
航空提供更好的气象服务。
AMDAR 项目业已证明是对 WMO 计划需
求做出响应的有很高成本效率的资料源，并为
终端用户带来利益。目前，每天的飞机自动观
测记录超过 110,000 份。ECMWF 最近开展的
效果研究强调这些资料对预报准确性的重要贡
献；它们使第 8 天的预报技巧增加 0.4 天。
关于在四年的 5LTP 期间内开展 16 次培训
活动的目标，现已进行了 7 次，活动的主题从
成本回收到 WAFS 产品对火山灰的应用。
建立面向用户的 TAF 检验全球一致性方
法的工作已取得良好进展，确定了在澳大利亚

和法国的试验项目。应对这一领域给予更多的
关注，以保证航空，特别是空中交通管制能从
降落机场预报的改进中获益。
2000 年 6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ICAO 会议
上，WMO 和会员在通过成本回收为核心系统
提供资金以维持航空影响的现有地位方面取得
了成功。已拟定出指南材料草案，其中向会员
提出了改变其国家服务体系的建议。
海洋气象及有关的海洋活动计划
海洋计划包括所有业务海洋监测、WMO 的
资料交换和资料管理活动，以及为海洋用户提供
海洋气象和海洋学服务。由于 JCOMM 的建立，
目前该计划的实施是在同 IOC 充分合作中进行
的。在解决主要的长期计划目标方面已取得重大
进展。主要成果有：加强用于 GMDSS 的海洋广
播系统，并获得很高的用户满意度；实施新的
ASAP 路线，特别是在南半球，并继续扩大资料
浮标网络；实施 VOSClim 项目，以提供高质量
的 VOS 参考气候资料集；确定 SEACAMP 和
WIOMAP 项目；以及制定 JCOMM 能力建设战
略。其他重要成就包括 GTS 上的海洋资料质量得
到适度改进，以及建立了 JCOMM 实地观测平台
支持中心。财务上的制约使得专家会议和培训活
动的数量减少，技术报告的出版被推迟。另一方
面，JCOMMOPS 的预算外资金在运行海洋观测
平台和使用这些平台制作的资料两方面加强了向
会员提供的技术支持。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总体目标
HWRP 的总体目标是：
将水文学应用于满足可持续发展和水及相关
资源的使用 ；减缓与水有关的灾害；在国
家和国际层面上有效地管理环境。
总体计划评估
近年来 WMO 会员对水文和水资源领域的
援助需求一直稳步增加，主要重点是洪水预报
和管理、水资源评估，以及 NHS 的组织发展。
对水领域不断增长的这种兴趣也为国际层面上
开展的许多新举措所证实，毫无疑问这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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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但它给 HWRP 带来了一些紧张，有
时这种紧张超出了 5LTP 和目前的计划和预算
的预计。因此，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
和财务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对确保计划的成功实
施，包括 WMO 组织机构的相关活动以及技术
合作和其他多边项目的实施就变得十分重要。
CHy-11 建 立 了 三 个 工 作 组 ， 区 域 协 会 水
文工作组已拟定了其未来活动的详细计划，计
划现在是面向项目，而不象传统的那样面向报
告。此项工作的成功对会员意义重大，因为这
些项目能够为 NHS 在其日常业务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有关成就在下文的每个
组成计划中详述。
水文基本系统计划
CHy 有关这一主题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正在
实施，包括组织多次专家会议。在对《水文规
范 指 南 》 （ WMO-No.168） CD 版 的 分 发 工 作
进行研究的同时，正在为 CD-ROM 的分发和
定价制定明确的政策。
工作重点放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评
估，包括资料拯救试验项目；培训研讨班；
HOMS 的恢复；促进 WMO/UNESCO 的《水
资源评估：国家能力评价手册》中所介绍的方
法的使用：国家能力评价手册和各种技术援助
活 动 。 所 有 这 些 内 容 有 助 于 加 强 参 与 国 NHS
的人力资源和组织机构能力。
WHYCOS 继续扩大。WHYCOS 制定和实
施的速度比期望的要慢，其制约因素是 WMO
人员的资金，以及需要保证预算外资金既用于
HYCOS 项目的制定又用于它的实施。
水文预报和应用计划
CHy 这一主题工作组的工作非常富有成果，
未来的重点是提供改进的预报工具和方法，包括
在应对和防止灾害的活动中使用的工具。
由于近年来会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FAH
下的水文灾害方面的活动得到相当大的扩展。
尽管从外部渠道保证资金提供的努力已获得很
大成功，但这还不足以满足会员进行洪水预报
和洪水管理项目的需求。
关于与全球环境问题有关的水文学，值得
注意的是该计划合作活动的增加，包括同外部

机构和其他 WMO 计划的合作（如 WWW 和
WCP），已开始结出丰硕的成果。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计划
这是两个新组成计划中的一个，它的有效
实施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不过，已拟定出有
益于帮助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小岛发展中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水管理活动的文件。
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计划
该计划拟在水文部门的组织和发展中为会
员提供帮助，特别是在产品的分发和提高公众
的水文和水资源意识方面。已向 NHS 提供了
指导和建议，包括分派一些任务。不过，这是
HWR 的另一项新组成计划，它可能需要更多
的资金来为众多 NHS 的需求提供实质性支持，
以满足同用户的有效互动和快速提供服务所需
要的组织和技术标准。
水相关问题计划
该计划有助于在联合国系统内突出 WMO
与水有关的活动，并保证同相关的政府间和非
政府组织的合作。WMO 在第二次世界水论坛
上（2000 年 3 月，海牙）有出色表现。论坛
的汇编报告包含了对水文资料收集和预报的支
持。同样，WMO 也参与了国际地下水会议（2002
年 12 月，波恩）的筹备和指导工作。保持了
同世界水理事会的联系。与全球水伙伴的联系
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果，其表现形式是为洪水管
理全球协调项目提供支持，以及干旱伙伴项目
的规划。谈及这一问题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
注意需要继续努力保持同迅速变化的国际淡水
界的联系。这需要人员时间和其他资源，以便
参加许多相同层次上的新的非政府活动。

教育和培训计划
总体目标
ETR 计划的总体目标是：
(a) 确保提供受过充分培训的人员，以承担起
会员提供气象、水文和相关信息和服务的
责任；
(b) 通过协助 NMHS 获得在满足其培训需求

附录Ⅹ

115

和开发人力资源方面的适当自足水平来促
进能力建设；
(c) 促进和加强会员间在知识、资源和专业技
能培训方面的交流，特别是相关新兴技术
的应用；
(d) 促进气象、气候、水文和相关学科的高质
量继续教育，使会员相关人员的知识和技
能跟上最新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并提
供在其他领域如与用户沟通方面所需的能
力和技巧。

功。参加活动人员的满意度通常较高。会员对
上述活动的满意度将通过 2002 年展开的培训
需求综合调查确定。
在结果评估报告中（经执行理事会教育和
培训专家组审议）特别鼓励 RMTC 更新它们
的培训计划和调整其服务以适应区域的需求。
会员，特别是培训机构已获得了培训教
材，并通过虚拟图书馆获得了那些特别使用到
新兴技术的主要气象和水文学科的现代化和更
新的文件与产品。

总体计划评估
为了使最新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得到最
好的应用，以便为社会提供有效和可靠的服
务，对 NMHS 来说，开发有能力、受过良好
教育和全面培训的人力资源是一项基础性工
作。尽管可用资金有限、RMTC 网络的大规模
扩充，以及培训出版物制作的高成本，该计划
的实施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取得了成功。每年
组织或联合资助约 40 次培训活动，保证了大
量 NMHS 员工得到培训。
一项显著的业绩还反映在颁发奖学金的工
作中，共颁发了约 500 个短期奖学金和约 80
个长期奖学金。
WMO 培训图书馆通过提供培训出版物、
视听教具和培训软件继续有效地为会员服务。
一项重要的业绩是通过更新和补充信息、现有
链接，以及经由这一基于互联网的学习入口下
载可用资料，使虚拟培训图书馆得到加强。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该计划通过必需的专家和其他人员的培训
为许多 NMHS 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些经过
培训的人员进而又将其改进的知识运用于相关
活动。特别是，管理培训有助于受训人员规划
或推动适当的改革或措施，以改进他们自已部
门的管理。
目前的资金水平可以满足约半数已收到的
短 期 奖 学 金 申 请 和 不 到 10%的 长 期 奖 学 金 申
请。因此只有通过促进费用分担计划，以及尽
可能在可以获得预算外资金时将其用于奖学金
计划以补充传统的奖学金融资渠道，才能使有
限的可用资金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

人力资源开发
这一较为简单也较为灵活的新的 WMO 气
象人员分类方案更强调对任职资格的要求，涉
及到各气象学科和子学科，同时也强调继续专
业开发、终生学习文化和学习组织的概念。
在 RMTC 和其他培训中心完全实施这一新
的 WMO 分类和课程将促使相关 NMHS 的人
力资源开发活动更为有效也更加一致。做好
2002 年 会 员 培 训 需 求 调 查 的 准 备 工 作 是 实 施
完整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十分重要的一步。
培训活动
开展培训活动和制作培训出版物已取得成

对其他 WMO 主要计划下培训活动的支持
与主要 WMO 技术和科学计划有关的主题
的人员培训，实际上涉及到 NMHS 感兴趣的
所有气象和业务水文学科与主题。该计划有效
地帮助 NMHS 的参与人员更新和扩展他们在
专门气象学科以及业务和科学活动所关注的领
域内的知识与能力。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资
金，该计划的潜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

技术合作计划
总体目标
该计划同区域计划及 WMO 其他科学和技
术计划密切合作，其总体目标是：
(a) 帮助各会员确定发展和加强其 NMHS 的
要求以及为满足这些要求所需要的外部支
持；
(b) 帮助各会员制定适当的项目/计划建议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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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NMHS 的要求；

(c) 充当有关潜在受援国的需求与潜在赞助会员
和社会机构提供机会的信息交流中介，通过
与相关资助机构接洽筹集所需资金，并帮助
各会员实施所需的项目/计划；
(d) 为各会员的技术合作提供必要支持并保证
项目的所有相关科学技术问题符合既定的
标准和计划；
(e) 帮助各会员进行 NMHS 和相关国家与地
区机构的能力建设,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参
与国家发展活动并履行其国际义务；
(f) 在气象、水文、环境和其他有关问题上帮
助各会员,特别是通过来自会员的适当政策
性和经济支持，来推动和实施地区项目与
计划；
(g) 通过与赞助机构和区域国际组织，如联合
国系统内的组织建立机动灵活的伙伴关
系，确保建议项目和计划的气象、水文及
环境的相关问题能按照认定的标准和方针
得以开展和实施。
总体计划评估
在 5LTP 的前两年里，采取了一些新举措
以保证对会员的援助请求给予充分响应，这些
举措包括发展国家和区域项目、从伙伴机构特
别是银行筹措资金，以及通过 WMO 的 VCP
增加捐助，以维持许多国家的重要气象设施的
运行。
这一期间通过实施本计划的和一些资金渠
道的资助，技术合作活动总体是增加的。通过
UNDP 的资助和利比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参
与的政府费用分担，以及由芬兰、法国、意大
利和瑞士提供资助的基金批准了一些新的项
目。在巴西也发展了一些重要的新项目。
特别通过与世界银行和 IDB 签订谅解备忘
录加强了同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的合作。
已着手同非洲和亚洲的开发银行进行谈判，以
加强在防灾减灾、水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和环
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一些会员在新项目的制定和资金筹措中接
受了帮助，以支持国家和区域的气象与水文项
目。对任务，特别是来自 WMO 次区域办公室
的任务进行了组织，以确定会员的需求并为资

金筹措工作提供帮助。
在 WMO VCP 框架内，为支持 WWW 系
统的优先项目提供了资助，以保证一些会员国
的设施能继续运行。
此外，继续在一些区域开展了能力建设活
动。
自愿合作计划
应当指出的是通过 VCP 向会员提供的支
持保持不变，并表现出 TCO 计划良好的在执
行方面的百分比。会员继续对 VCP 活动保持
浓厚兴趣。不过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满足会
员不断增长的需求。
正常预算合作活动
正常预算对技术合作活动的支持水平不足
以完成该计划的核心活动。未来需要加强这一
组成部分。
本计划的其他部分
考虑到目前扩大援助的趋势，注意到一些
会员和捐助国继续通过 WMO 秘书处开辟它们
的援助渠道，这是很令人鼓舞的。需要继续加
强同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和欧盟委员会的
合作，并努力推动 WMO 的技术合作活动。应
当鼓励同 NMHS 和这些国家的投资机构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

区域计划
总体目标
区域计划的总体目标是：
(a) 为 WMO 全球计划提供支持，并为各区域
WMO 计划的规划、实施、监控和评估做
出贡献，同时考虑到区域利益及其关心的
问题；
(b) 与区域和次区域经济集团和机构合作，帮
助和/或支持单个或作为国家集团的会员国
的气象能力建设，从而有效地在各自区域
实施 WMO 计划，并使得 NMHS 能够在
本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充分发挥其
作用；
(c) 促进就交叉问题向各区域会员提供建议和

附录Ⅹ
指导，如 NMHS 的作用和运作、资料和
产品的交换、商业化和替代性服务提供；
(d) 与其他计划合作，确保各区域会员及时了
解气象、水文科学、其他相关领域及不断
出现的环境问题方面的发展，并传递对各
区域会员有影响事件的信息。
总体计划评估
在各区域开展了区域计划活动，各区域协
会的工作组和报告员以及 WMO 秘书处通力合
作，其中也包括区域和次区域办公室。其结果
如定期监测结果和任务报告所表明的那样，记
录下许多国家和区域中心的资料和产品的有效
性获得改进，使会员从中受益。这些成绩也是
对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的贡献。
该计划为一些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做出了重
要贡献，其中有些项目是同区域经济集团合作
的，有些是为了支持 NMHS 的发展。
该 计 划 一 个 十 分 重 要 的 部 分 是 为 NMHS
提供技术和专家咨询，以及人力资源开发活
动，特别是在向受自然灾害影响的 NMHS 提
供援助的框架内。这些活动使得 NMHS 的知
名度得到提高，并筹集到额外资金用以修复被
自然灾害毁坏的气象和水文设施。
该计划有助于向 NMHS 提供有关气象、
水文科学和不断演化的环境领域的发展信息。
已成功地组织了区域技术会议和一些有关这一
主题的区域讲习班，如现代管理技术、资料和
产品交换、通信和替代性服务提供，以及新的
技术。
2000—2001 年期间的这些成果是在财务制
约的情况下取得的。应保证有足够的资金，包
括对区域报告员的支持，以及能够组织区域工
作组的届会。应该获得补充资金，以满足向会
员提供支持的需要。由于政府支持的减少，
NMHS 要想完全实施 WMO 的计划和活动面临
着困难。结果是，2000—2001 年期间基本气象
设施的运行不象要求的那样得到明显改进，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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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区域协会已采取
措施来制定加强国家和区域基本气象设施的战
略。NMHS 面对的进一步挑战是改组它们的服
务部门，以建立起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机构，
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和通过成本回收方案产生收
益。目前，会员要求 WMO 提供替代性服务派
送 领 域 的 专 业 技 能 /建 议 的 呼 声 不 断 增 加 。 此
外，由于全球化和不断发展的新技术的影响，
NMHS 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管理风格，以保持其
竞争力和适应性。为此，WMO 经常要求帮助
NMHS 的局长和高级人员获取现代管理知识，
以及通过技术转让帮助会员在能力建设方面的
努力。
对区域计划的组织机构性支持
二区协第十二次届会和三区协及四区协的
第十三次届会已成功召开。在这些届会期间拟
定了区域战略计划，有些已开始在其基本气象
和水文设施的实施工作比较落后的区域执行。
会员对其各自区域协会的工作表示满意。
非洲的 PUMA 和 DMC 项目、伊比利亚美洲气候项目、加勒比雷达网和亚洲的霾项目
特别值得关注。随着这些项目的进一步实施，
它们对 NMSH 的影响也将显现。这些项目将
有助于会员能力建设的长期目标。
向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提供的援助有助
于改进 NMHS 的状况和改进服务的提供，使
用户满意，这些灾害包括中美洲的飓风 Mitch
和 Keith、南部非洲的热带气旋 Iline 和 Gloria，
以及东南亚的森林大火。
区域活动
通过各区域组织的各种活动，会员协
助改进了其 NMHS 的结构、状况和知名度，
并建立起提供服务的能力。问卷调查和任务报
告表明，这些活动和技术转让的最终结果及建
议的实施改进了 NMHS 的服务，赢得了用户
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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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Ⅺ
总摘要第 15.1.2 段的附录

WMO 关于 JIU 报告的后续程序
(试点方案)
1.

JIU 章程（特别是第四章）及 JIU 年度报告

的网站。

A/52/34（1997）附录 I 中的后续体系构成了处理

6.

JIU 报告的基本框架。

求，秘书长将采取措施以保证“联合检查组的主

2.

题报告列入适当的独立议程。
”

一旦收到 JIU 报告征求意见的草案，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大会 50/233 号决议第 4 段的要

应说明他认为此报告是否与 WMO 有关，如无关，

7.

则做出为什么无关的解释。

告的文件格式、内容及特点将予以调整，以便于

3.

确定这些报告与 WMO 是否相关的基本标准

对各相关建议采取行动。报告将包括秘书长对报

是上述报告及建议是否符合下列任何一个因素：
(a)

告中的建议所提的评论，以及：(a) 表明所提的

在本组织权限和宗旨范围之内；(b) 影响服务的

建议中哪些是他能接受的；及（b）提请执行理

成效及资金的适当应用；(c) 旨在提高管理和方

事会对这些需要立法行动的建议做出具体的决

法，并加强组织间的进一步合作；(d) 旨在协助

定。执行理事会将主要评审需采取行动的建议，

执行理事会开展其所负责的计划和活动的外部评

这点各方都知道。然而，这并不排除提交秘书长

估；(e) 旨在就这些计划和活动的外部评估的方

的建议及其意见也会由执行理事会审议。

法，或对这些方法进行周期评估，或进行特定的

8.

评估而向本组织提供咨询。

组的现状为基础，JIU 作为 WMO 立法机构的附

4.

根据 JIU 章程第 4（a）段第 11 条，无论最

属机构在其认为必要时，有权利在届会期间就其

终版本的报告是否提交给秘书长，JIU 将认真讨

报告向执行理事会做出解释并在有关会议上露

论上述决定中第 2 段的评论以供执行理事会评

面。

审。

9.

5.

关于 WMO 秘书处提交执行理事会 JIU 各报

根据 JIU 章程的第 1 条第 2 段，以联合检查

秘书长将定期向执行理事会提交关于实施已

无论相关的 JIU 报告有没有受到秘书长的评

通过的联合检查组的建议所采取措施的状况报告

论，都将通过 WMO 秘书处发放给执行理事会成

（包括提交秘书长并被接受的建议）。可以表格

员。这些报告还将贴上 WMO 的网站并链接 JIU

形式对当前实施状况进行综述。

附录Ⅻ
总摘要第 15.3.3 段的附录

WMO 与加勒比气象组织的工作协议草案
1.

为有效实现各自纲领性文件中规定的目标，

业务和研究能产生最大效益，使有关会员通过将

世界气象组织（WMO）秘书长和加勒比气象组织

这些活动应用于可持续发展而最大程度地受益，

（CMO）协调总干事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务相

特别是在减少自然灾害、气候、农业、水资源管

互密切合作与定期协商。

理、运输、航空、旅游、工业和环保方面。

2.

3.

为有效地协调双方组织的活动，WMO 与 CMO

同意开展这样的合作与协商以便确保气象、水文

双方组织同意就目前和计划中的、关系双方

共同利益的活动互通信息。双方还同意在关系双

附录ⅩⅢ、Ⅹ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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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实施 WMO 项目。

5.

4.

能作为观察员参加另一方讨论关系双方共同利益

WMO 与 CMO 同意交换有关此类及相关领域的

出版物。

应做出适当安排使本工作协议的任何一方都

的事务会议。

附录ⅩⅢ
总摘要第 15.3.3 段的附录

WMO 与国际度量衡委员会的工作协议草案
1.

为有效实现各自纲领性文件中规定的目标，

系统（SI）单位体系标准。

世界气象组织（WMO）秘书长和代表国际度量衡

3.

委员会（CIPM）的国际度量衡局（BIPM）总干事

共同利益的活动互通信息。双方还同意在关系双

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务相互密切合作与定期协

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实施 WMO 项目。

商。

4.

2.

WMO 与 CIPM 同意相互协商以确保 WMO 计划所

双方组织同意就目前和计划中的、关系双方

WMO 与 CIPM 同意交换有关此类及相关领域的

出版物。

产生的资料，特别是涉及大气成分和水资源的资

5.

料，能根据该委员会订立的国家计量标准相互承

都能作为观察员参加另一方讨论关系双方共同利

认协议和 WMO 技术规则中确定的程序，符合国际

益的事务的会议。

应做出适当的安排使本工作协议的任何一方

附录ⅩⅣ
总摘要第 15.3.3 段的附录

WMO 与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的工作协议草案
1.

为有效实现各自纲领性文件中规定的目标，

水力发电及环保方面的应用。

世界气象组织（WMO）秘书长和尼日尔河流域管

3.

理局（NBA）执行秘书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务

共同利益的活动互通信息。双方还同意在共同感

密切合作并定期协商。

兴趣的领域合作实施 WMO 计划。

2.

4.

为有效地协调双方组织的活动，WMO 与 NBA

两组织同意就目前和计划中的、关系到双方

WMO 和 NBA 同意交换这些领域及相关领域的

同意开展此类合作与协商，确保业务水文活动、

出版物。

水资源管理和相关研究能产生最大效益，并使有

5.

关会员通过将这些活动应用于可持续发展而最大

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另一方讨论关系双方共同利

程度地受益，特别是在减少自然灾害、洪水预报

益的事务会议。

和警报、优化天气和气候信息在农业、荒漠化、

应做出适当安排使本工作协议的任何一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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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ⅩⅤ
总摘要第 17.1.1 段的附录

第十四财期（2004—2007）组织机构届会计划草案
2004
EC-56
RA II-13
CBS-13
CHy-12
JCOMM-2

2006
EC-58
RA V-14
CBS-Ext.
CAgM-14
CAeM-13
RA I-14

2005
EC-57
RA III-14
RA IV-14
CCl-14
RA VI-14
CAS-14

2007
CIMO-14
Cg-15
EC-59

附录ⅩⅥ
总摘要第 18.3.3 段的附录

第十四次大会临时议程草案
1.

会议组织
1.1
会议开幕
1.2
建立证书委员会
1.3
批准议程
1.4
建立委员会
1.5
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6
批准记录

2.

报告
2.1
2.2
2.3
2.4

3.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财务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技术规则修正案汇总报告

科学和技术计划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3.1.0 WWW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
CBS主席的报告
3.1.1 全球观测系统

3.1.2

3.2

WWW信息系统和服务；包括
全球电信系统和资料管理
3.1.3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包括紧急
响应活动
3.1.4 WWW系统支持活动；包括业
务信息系统
3.1.5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CIMO
主席的报告
3.1.6 WMO卫星活动
3.1.7 热带气旋计划
3.1.8 WMO南极活动
世界气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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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和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和荒漠化等公约
3.2.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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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4.

3.2.4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3.2.5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3.2.6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3.2.7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3.0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CAS主
席的报告
3.3.1 支持臭氧和其他针对环境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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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计划
气象应用计划
3.4.1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3.4.2 农业气象计划；CAgM主席的
报告
3.4.3 航空气象计划；CAeM主席的
报告
3.4.4 海 洋 气 象 及 相 关 海 洋 活 动 计
划；JCOMM联合主席的报告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3.5.0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CHy主席
的报告
3.5.1 水文基本系统计划
3.5.2 水文预报和应用计划
3.5.3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计划
3.5.4 水文和水资源能力建设计划
3.5.5 水事计划
教育和培训计划
3.6.1 人力资源开发
3.6.2 培训活动
3.6.3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3.6.4 支持其他WMO主要计划下的
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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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计划
3.8.0 区域活动；区域协会主席的报
告
3.8.1 区域活动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4.1
会议
4.2
语言

4.3
4.4

出版物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5.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6.

长期计划
6.1
WMO第五个长期计划实施监督报告
6.2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2004—2011）
6.3
制订WMO第七个长期计划
6.4
WMO的结构

7.

WMO面临的主要问题
7.1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
7.2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的作用和运作
7.3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关系
7.4
减灾活动

8.

汇总计划和预算2004－2007

9.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9.1
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9.2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10. 行政和财务问题
10.1 财务事宜
10.2 会员比例会费
10.3 人事事宜
10.4 秘书长的合同
11. 总务和法律问题
11.1 IMO和WMO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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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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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次大会的日期和地点
15.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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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ⅩⅦ
总摘要第 18.3.6 段的附录

拟邀请参加第十四次大会的国际组织清单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1
联合国*
欧洲经济理事会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理事会
非洲经济理事会
西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世界粮食理事会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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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世界粮食计划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司办公室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
联合国培训和研究机构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万国邮政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海事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贸易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与WMO签有与会规定协议或工作安排的组织
多瑙河委员会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国际海洋探测理事会
欧洲空间局
阿拉伯国家联盟
非洲统一组织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尼罗河水体常设联合技术委员会
国际地震中心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阿拉伯旱区和干地研究中心

国际房屋建筑研究与创新理事会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
波罗地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
常设南太平洋委员会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独联体国家间水文气象理事会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
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
世界旅游组织
国际度量衡委员会
尼日尔流域管理局
加勒比气象组织
具有磋商地位的组织2
国际土壤科学学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海事无线电委员会
国际农业生产者联合会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
国际民航驾驶员协会联合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国际文献联合会
世界能源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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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盟
石油工业国际勘查和生产论坛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水文气象仪器行业协会
其他组织
欧洲理事会
国际空中运输协会
国际红十字联合会和红新月协会
美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合作
美洲国家组织
世界航天教育组织
萨赫勒地区常设国家间抗旱委员会
东南亚国家联盟
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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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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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
国际半干旱热带地区作物研究所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国际水稻研究所
欧洲联盟
国际航空器拥有者和飞行员协会理事会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
世界水事理事会
全球水事伙伴关系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葡萄牙语国家气候和其他环境问题机构
国际空中交通控制协会联盟
国际海洋研究所
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
国际气候预测研究所
伊斯兰会议组织
政府间发展机构
东非共同体

法语系国际组织
议会联盟
根据第39号决议（Cg-7）—“邀请纳米比亚民族联合委
员会和民族解放运动参加WMO会议”发出的邀请
巴勒斯坦3

1

总则第130(a)条要求向联合国发出邀请。联合国系
统内标有星号的组织是与WMO签有协议或工作安排
的，有互惠与会的规定。故通常应邀请这些组织参
加大会。
磋商地位（决议2（EC-4）—非政府国际组织的磋商
地位）与第26(b)条和决议2(EC-4)相一致，是给予
非政府国际组织派观察员参加组成机构届会但无投
票权的权利。
采用“巴勒斯坦”这一名称是根据执行理事会第四
十一次届会的决定（《执行理事会第四十一次届会含
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告》（WMO-No. 723）总摘要中
的第13.3段）。

2

3

附录 XVIII
总摘要第 18.4.11 段的附录

WMO 秘书处的女职员状况
(1995 年 1 月—2002 年 6 月)
各类职员的全球分析
1995
D-2
D-1
P-5
P-4
P-3
P-2*
P-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

1

1

1

4
9
7
1

4
10
8
2

4
9
10
3

3
9
9
3

3
7
7
2

5
8
10
2

6
8
10
2

7
9
8
1

G-7
G-6
G-5
G-4
G-3
G-2
G-1

9
28
47
31

9
26
44
31

9
23
43
27

3
1

3
1

2
1

9
22
48
22
1
1

8
23
54
25
1
2

7
24
58
22
1
2

7
26
69
11
1
2

6
28
58
18
3
0
0

合计

140

138

131

127

133

140

143

139

职员 总 数( 不 计
临时雇员)

269

264

258

249

266

264

266

260

女职员百分数

52%

52%

51%

51%

50%

53%

54%

53%

* 相当于初级专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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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的专业人员
1995

D-2
D-1
P-5
P-4
P-3
P-2*
P-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
1
1
1

2
1
3

1

1

5

6

1

1

1

合计

2

1
1
1

1
1

2

3

2

0
全球分析

1995

D-2
D-1
P-5
P-4
P-3
P-2*
P-1
合计

1996

1997

1998

科技
人员

管理
人员

翻译/
编辑

科技
人员

管理
人员

翻译/
编辑

科技
人员

管理
人员

翻译/
编辑

2

2
3
4
1

6
2

2
1
1
1

2
3
5
1

6
2

2
1
1
2

2
3
7
1

5
2

10

8

5

11

8

6

13

7

1

3

科技
人员

管理
人员

翻译/
编辑

2
1

5
2

2

1
3
7
1

5

12

7

* 相当于初级职业官员
112

专业人员总
数(不计临
时雇员)
女职员百分
数

3%

9%

101

7%

5%

1999

科技
人员
D-2
D-1
P-5
P-4
P-3
P-2*
P-1
合计

管理
人员

8%

6%

2000

翻译/
编辑

科技
人员

1
2
1

11%

104

管理
人员

3
2

1
4

11

5

2
2

7%

5%

2001

翻译/
编辑

科技
人员

1

1
3
5
1

13%

102

管理
人员

1
3
2

1
5

16

6

2
2

7%

2002

翻译/
编辑

科技
人员

1

3
3
8
1

12%

管理
人员

翻译/
编辑

1
1
3
2

2
3

5
3
6
1

1
3
2

1

4
3
8
1

5

17

6

5

16

6

* 相当于初级职业官员
104

专业人员总
数(不计临
时雇员)
女职员百分
数

4%

11%

108

5%

5%

15%

109

6%

5%

16%

118

6%

4%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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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ⅩⅣ

附录ⅩⅣ
总摘要第 18.5.10—18.5.12 段的附录

财务条例的修改建议
9.1

(修订)

*

(d) 周转金基金赚的、为扩大周转金基金

应当建立一项总基金以结算本条例

7.1，7.2 和 7.3 款所授权的支出。总基金包

水平所需的利息；
(e) 出租空闲的场所、会议室和自助餐设

括各会员国按本条例 8.1，8.10，8.11 款交
纳的会费和按 10.1 款确定的杂项收入。除

施的收入；

执行理事会另有决定外根据条例 7.3 和 7.4

其它所有收入都应归入杂项收入，存入总

款理算的总基金的现金盈余和除了周转基

基金中，除财务条例第 9.9 款另有专门规

金之外的各项基金所得利息的盈余部分，

定外。

应按如下方法在各会员（会费）评定比例

14.5 (修订)

[在一个财务时期结束以后的十三

的基础上计存：

个月内，]秘书长应在第一个两年期的帐目

(a) 对已全部交纳会费的会员，从下一次

中[向外部审计员]提交的包括[该]前一个财

评定中扣除；
(b) 对在以往所有财务时期都已交纳全额

务时期总支出的[帐目]财务报表。
15.9 (修订)

外部审计员应对能够反映每个两年

会费、但在与要分配盈余的相关时期

期[和财务时期]决算情况的财务报表和有关

没有交纳全额会费的会员，扣除其拖

明细帐的审计提出报告，其中应包括他认

欠金，之后从下一次评定中扣除；

为必要的、针对财务条例第 15.4 款和补充

(c) 对拖欠会费时间长于要分配盈余的财
务时期的会员，它们在盈余金中的分

职责中提及的情况。
15.11 (修订)

秘书长应将两年期的财务报表[和

成将由世界气象组织存入特别帐户，

财务时期的帐目,]连同外部审计员的证明分

直到符合了 9.1（a）或（b）后再交付。

发给本组织各会员。

10.1 (修订) 除了以下各条之外：
(a) 向预算提供的会费；
(b) 两年期内开支的直接偿还款；
(c) 各基金和帐户的预付款或存款；

*

下划线部分建议增加列入文本。方括号内的文字建议
删除。

附件A
与会人员名单
1.

执行理事会成员

J. W. Zillman
J.-P. Beysson
A.-M. Noorian
Y. Salahu
M. S. Mhita
A. Majeed H. Isa
N. Salazar D.
A. J. Dania
Woon Shih Lai
F. Quintas Ribeiro

主席
第一副主席
第二副主席
第三副主席
一区协主席
二区协代理主席
三区协主席
四区协主席
五区协主席
六区协主席

C. Carvalho Gomes
A. M. Dall’Antonia
J. M. Rezende
M. Vasconcelos de
Freitas
O. Vieira

B. Angle
B. Angle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A. C. Athayde的顾问
A. C. Athayde的顾问
A. C. Athayde的顾问
A. C. Athayde的顾问

(临时)

A. C. Athayde的顾问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代理和顾问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J. W. Zillman的代理
J. W. Zillman的顾问
J. W. Zillman的顾问
J. W. Zillman的顾问
J. W. Zillman的顾问
J. W. Zillman的顾问

F. Duvernet
T. Berthelot

J.-P. Beysson的代理
J.-P. Beysson的顾问

A. H. Delju
Z. Bankoo (女士)

A.-M. Noorian的代理
A.-M. Noorian的顾问

P. F. Tibaijuka

M. S. Mhita的顾问

H. Alaali
H. K. Lam

A. Majeed H. Isa的顾问
A. Majeed H. Isa的顾问

A. I. Bedritsky的代理
A. I. Bedritsky的顾问
A. I. Bedritsky的顾问
A. I. Bedritsky的顾问
A. I. Bedritsky的顾问
A. I. Bedritsky的顾问
A. I. Bedritsky的顾问
A. I. Bedritsky的顾问
A. Diouri的代理

A. Simard (女士)

(14-21/6) M. D. Everell的代理
(临时)
M. D. Everell的顾问
(11-13/6)
(临时)
M. D. Everell的顾问

G. Ryall (女士)
J. Bradley
M. Gray
C. Richards
C. Smith (女士)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P. D. Ewins的代理
P. D. Ewins的顾问
P. D. Ewins的顾问
P. D. Ewins的顾问
P. D. Ewins的顾问

D. Frömming
G. –R. Hoffmann
K. Hofius
D. K. Keuerleber
P. Päffgen
M. M. Wesseler (女士)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U. Gärtner的代理
U. Gärtner的顾问
U. Gärtner的顾问
U. Gärtner的顾问
U. Gärtner的顾问
U. Gärtner的顾问

当选成员

G. K. Ramothwa (女士)
T. W. Sutherland
K. Yamamoto
J. Zielinski

Woon Shih Lai的顾问
Woon Shih Lai的顾问
N. Al-Shalabi的顾问
N. Al-Shalabi的顾问

M. L. Selassi

秦大河

2.

(临时)

A. Bejjani
L.-M. Michaud

A. V. Frolov
L. I. Anisimove (女士)
V. Asmus
V. Bakoumov
P. Chernikov
V. Kovalenko
A. E. Sherbakova (女士)
N. Sikachev

Z. Alperson
N. Al-Shalabi
A. C. Athayde
M. L. Bah
A. I. Bedritsky
A. Diouri
M. D. Everell
P. D. Ewins
U. Gärtner
R. R. Kelkar
J. J. Kelly, Jr
H. M. Bongmum
J. R. Mukabana
D. Nadison
A. Ndiaye
H. H. Oliva
L. P. Prahm
R. Prasad

V. K. Tsui
L. Brodrick
B. Stewart
R. Webb
M. Williams
D. E. Woods (女士)

J. R. Lumsden
A. Ngari

M. Yerg
W. Bolhofer
W. Bohlofer
H. L. April
J. Block
R. Hopkins
D. Koran
C. C. Lautenbacher
R. Masters
S. Rayder
D. Rogers
R. Rosen
D. Stone (女士)
C. Stonecipher

(11-19/6)
(20-21/6)
(临时)
(11-19/6)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J. J. Kelly将军的代理
J. J. Kelly将军的代理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附件 A
J. Stuart
Whung Pai-Yei (女士)
G. W. Withee
W. M. Chebukaka

(临时)
(临时)
(临时)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Kelly将军的顾问
J. J. Mukabana的代理

D. Amos (女士)
H. Kajee (女士)
V. P. Maluleke
P. Maqubela (女士)
E. Poolman
S. M. Rensburg (女士)
R. B. Scharneck (女士)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D. Nadison的顾问
D. Nadison的顾问
D. Nadison的顾问
D. Nadison的顾问
D. Nadison的顾问
D. Nadison的顾问
D. Nadison的顾问

A. Ngari

(20-21/6) R. Prasad的代理

郑国光
韩莉 (女士)
陈振林
沈晓农
施培亮
汤绪
章国财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秦大河的代理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秦大河的顾问

F. Sambula

T.W. Sutherland的代理

S. Bukhari
J. A. Bantan

N. I. Tawfiq的代理
N. I. Tawfiq的顾问

K. Nagasaka
S. Nakagawa
H. Nanao
R. Nomura
I. Takahashi

K. Yamamoto的代理
K. Yamamoto的顾问
K. Yamamoto的顾问
K. Yamamoto的顾问
K. Yamamoto的顾问

(临时)
(临时)
(临时)
(临时)

3. 技术委员会主席
N. D. Gordon
R. Motha
A. Eliassen
A. I. Gusev
(代理主席)
Y. Boodhoo
D. G. Rutashobya
S. K. Srivastav
J. Guddal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大气科学委员会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水文学委员会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WMO/IOC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
术委员会（联合主席）

4. 水文顾问
J. Wellens-Mensah
Z. Kopaliani
R. Coimbra
E. Planos Gutierrez
(代替C. Barrett)
R. Raj

5. 应邀专家
D. Bonin
M. C. Dumesnil (女士)
P. Mason
R. Pachauri

一区协
二区协
三区协
四区协
五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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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erroir (女士)
6. 报告员
J. Baker
C. Tucci
7. 国际组织代表
H. Wuester

欧洲经济委员会 (ECE)

E. Bonev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F. Schlingeman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A. Cissoko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H. L. Hernandez
E. Kudryavtsev
A. Nour

联合检查组 (JIU)

L. Mandali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P. Bernal
C. Summerhayes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A. Majeed

国际减灾战略 (ISDR)

C. Corvalan

世界卫生组织 (WHO)

J. Neale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I. Also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ACMAD)

L. Finke-Fictime
M. Sissako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厅
(ASECNA)

T. Mohr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P. Counet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EUMETSAT)

T. Mohr
G. Fleming
T. Molina
I. Niedek (女士)
J. Teather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IABM)

R. List

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
会(IUGG)

M. El-Sayed

阿拉伯国家联盟 (LAS)

M. Mbenga

萨赫勒干旱控制国家间常设委员会
(CILSS)

A. A. Diallo

农业气象和业务水文及其应用区域
培训中心 (AGRHYMET)

K. Nitschke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SPREP)

附件B
议
议题

程
文件编号

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1.
1.1
1.2
1.3
1.4
1.5

会议组织
会议开幕
批准议程
设立委员会
届会工作计划
批准会议记录

2.
2.1
2.2
2.3

报告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一区协主席的报告
二区协主席的报告
三区协主席的报告
四区协主席的报告

2.4
2.5

2.6
3.
3.1

3.4
4.
4.1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

3.2
3.3

1, WMO 主席
1.2(1); 1.2(2)

2.1
2.2
2.3(1)
2.3(2)
2.3(3)
2.3(4)
2.3(4); CORR.1
2.3(5)
2.3(6)
2.4

五区协主席的报告
六区协主席的报告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001 和 2002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报
告
2001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报告
2.5(1)
2002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报告
2.5(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2.6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WWW 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CBS 主席
的报告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CIMO 主席的详细
报告
WMO 卫星活动
WMO 空间计划
热带气旋计划

4.1.1 执行理事会气候和环境咨询组报告
4.1.2 CCl 主席的报告；CCl 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4.1.3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通过的决
议和建议

2.1, WMO 主席
2.1, WMO 主席
2.3, WMO 主席

2.4, WMO 主席
2.5, WMO 主席

2.6，WMO 主席

3.1

3.1, A 委主席

3.2

3.2, A 委副主席

3.3
3.3(2)
3.4

3.3, A 委主席
3.3(2), A 委主席
3.4, A 委副主席

4.1(1);
4.1(1), REV.1
4.1(1)
4.1(2)；
4.1(2), ADD.2

4.1(1), B 委主席
4.1(2), B 委主席

1

2

附件 B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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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4.1.4 世界气 候应用和 服务 计划，包 括 CLIPS
和气候资源

4.1(2)
4.1(2)；
4.1(2), ADD.2

4.1(2), B 委主席
4.1(2), B 委主席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4.2(1)

4.2(1), B 委主席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4.2(2)

4.2(2), B 委主席

生物多样化公约

4.2(3)

4.2(3), B 委主席

4.3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4.3

4.3, B 委主席

4.4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4.4

4.4, B 委主席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4.5

4.5, B 委主席

4.2

5.
5.1

通过的决
议和建议

气候议程内的协调活动

提名联合科学委员会的新成员

4.5(2), WMO 主席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5(1); 5(2)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CAS 主席的报告；

5(1); 5(2), B 委主席
3

和 CAS 第十三次届会的报告
5.2

对臭氧和其他环境公约的支持

5.3

全球大气监测计划

5.4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5.5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5.6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6.
6.1

气象应用计划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

6.1; 6.1, ADD.1

6.1, C 委副主席

6.2

农业气象计划；CAgM 主席的详细报告

6.2；6.2, ADD.1

6.2, B 委主席

6.3

航空气象计划；CAeM 主席的详细报告

6.3

6.3, C 委主席

6.4

6.4, C 委主席

7(1); 7(2)

7, C 委主席

8; 8, ADD.1

8, C 委主席

4; 5; 6

航空气象服务成本回收框架的实施
6.4

海洋气象及相关海洋活动计划；JCOMM
联合主席的报告；和 JCOMM 第一次届会
的报告

7.
7.1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CHy 主席的报告

7.2

水文基本系统计划

7.3

水文预报和应用计划

7.4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计划及水文与水资源能
力建设计划

7.5

与水问题有关的计划

8.

教育和培训计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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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文件编号

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9.

10.

技术合作计划

9(1)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的报告

9(2)

区域计划，包括三区协（南美洲）、五区

10(1); 10(2);

10, C 委主席

协（西南太平洋）和六区协（欧洲）第十

10(3); 10(4)

10, C 委副主席

通过的决
议和建议

9, C 委副主席

8; 9; 10

三次届会的报告
11.

减灾活动

11

11, 秘书长

12.

第十四财期(2004—2007)的计划和预算

12(1)；

12, WMO 主席

11

12(1), ADD.1
第 十 四 财 期 （ 2004—2007） 的 关 键 业 绩

12(2)

指标
13. WMO 面临的重大问题
13.1 NMHS 的作用与运作

13.1

13.1, WMO 主席

13.2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

13.2

13.2, WMO 主席

13.3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合作

13.3

13.3, WMO 主席

14. 长期计划
14.1 对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实施的评估

14(1); 14(2)

14, WMO 主席

14.2 WMO 第六个长期计划的编写

14(1); 14(3);
14(3), ADD.1

14.3 关于审议 WMO 结构的报告

14(1)

15.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15.1 联合国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联合国致专门机构的报告
15.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后续行动，包括

15.1, B 委副主席

11

15.2, B 委副主席

12

15.1(1)
15.1(2)
15.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活动
15.3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与加勒比气象组织和国际度量衡委员会的

15.3(3)
15.3

15.3, B 委副主席

工作协议草案
水文气象仪器工业协会的咨询地位

15.3, ADD.1

与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的工作协议草案

15.3, ADD.2

15.3, B 委副主席

15.3(2)

15.3(2), B 委副主席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
全球综合观测战略伙伴关系

15.3(3), B 委副主席

附件 B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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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16.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

16

16, B 委副主席

17.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17.1 会议

17.1

17.1, B 委副主席

17.2 出版物

17.2

17.2, B 委副主席

17.2(2)

17.2(2), B 委副主席

17.3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17.3

17.3, B 委副主席

18. 总务、法律和行政事宜
18.1 第 47 届国际气象组织奖

18.1

18.1, WMO 主席

语言

18.2 章程和法规事宜

通过的决
议和建议

13; 14; 15;
16
18.2(1)

18.2(1), A 委主席

18.2(2)

18.2(2), A 委主席

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18.2(3)

18.2(3), A 委主席

WMO 区域机构“协会”名称的修改

18.2(4)

18.2(4), A 委主席

总则附录Ⅱ的修改

18.2(5)

18.2(5), A 委主席

关于 WMO 公约问题

18.2(6)

18.2(6), A 委主席

18.3

18.3, WMO 主席

关于管理 JCOMM 的共同规则和程序的谅
解备忘录草案
探讨和评估对 WMO 公约可能修改专题组
的报告

18.3 第十四次大会的筹备
18.4 人事事宜

18.4(1), 18.4(2);
18.4(3), A 委主席
18.4(4), WMO 主席

关于专业级及以上职员的人事任命、提名
和轮岗的报告
对人事规则的修订
人力资源项目组的建议，含有关给予长期
合同的当前政策的审议要点
按照评议秘书处时建立的项目组及评议
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而做出的决定
不定级官员的薪金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01 年度报告
职员对其服务条件的看法
18.5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审议 2000—2001 两年期帐目

18.4(1)；
18.4(1), ADD.1
18.4(2)

18.4(3)
18.4(4)
18.4(5)
17;18
18.5(1)；
18.5(1), ADD.1

18.5(1), A 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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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文件编号

PINK 文件编号

及提交人
审议 2000—2001 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出资的 WMO 项目的帐目

18.5(2);
18.5(2),
CORR.1
18.5(2), ADD.1
18.5(3);

18.5(2), A 委主席

财务条例的修订

18.5(4)

18.5(4), A 委主席

内部审计员的年度报告

18.5(5)

18.5(5), A 委主席

18.6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18.7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专家组和其他机构

18(6)

18.6, WMO 主席

19.

科学报告和讨论

19

19, WMO 主席

20.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20

20, 审议执行理事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 2002—2003 两年期财务
和预算状况的临时报告

18.5(3), A 委主席

18.7, WMO 主席

会以往决议报告员
21.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五次和第五十六次届会

21, WMO 主席

的日期和地点
22.

会议闭幕

通过的决
议和建议

22, WMO 主席

19

附件 C
缩略语
ACC
ACMAD
ACSYS
ADM
ADPC
AGRHYMET
AMDAR
AMOSSG
AMP
ANEEL
AOC-HYCOS
AOPC
ARCHISS
AREP
ARGO
ASAP
ASEAN
ASECNA
ASMC
AWS

协调管理委员
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北极气候系统研究
可替代分发方法
亚洲灾害防范中心
农业气象和业务水文及其应用区域培训中心
飞机气象资料中继
机场气象观测系统研究小组
阿拉伯农业开发组织
巴西电力管理局
非洲西部和中部水循环观测系统
大气观测气候小组
气候历史档案调查项目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实时地转海洋学阵列
船舶自动探空计划
东南亚国家联盟
非洲与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自动天气站

BIPM
BMTC

国际度量衡局
气象局培训中心

CAeM
CAgM
CARIB-HYCOS
CAS
CASPAS
CASPCOM
CBD
CBS
CCl
CEB
CEMAC
CEOS
CGMS
CHy
CICG
CIDA
CILSS
CIMO
CIPM
CliC
CLICOM
CLIPS
CLIVAR
CMA
CMM
CMO

航空气象学委员会
农业气象学委员会
加勒比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大气科学委员会
里海地区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综合计划
里海水文气象和污染监测协调委员会
防治荒漠化公约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脑协调委员会
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静止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水文学委员会
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加拿大国际发展局
萨赫勒干旱控制国家间常设委员会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国际度量衡委员会
气候与冰雪圈
气候计算机系统
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气候变异和可预测性
中国气象局
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加勒比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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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T
COP
COSNA
CSD
CTBTO

业务气象教育和培训合作计划
缔约方大会
北大西洋综合观测系统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DARE
DBCP
DIVERSITAS
DMC

资料拯救计划
移动浮标合作小组
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计划
干旱监测中心

EAMAC
EART
EC
ECE
ECOSOC
ECMWF
EDRG
ENSO
EPS
ESA
ESCAP
ETR
EUMETNET
EUMETSAT
EUROCONTROL

非洲气象和民航学校
紧急事件援助小组
执行理事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紧急事件和灾难响应组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集合预报系统
欧洲空间局
亚太及太平洋地区经济与社会问题委员会
教育和培训
欧洲气象网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欧洲航空安全组织

5LTP
FAO
FRIEND

WMO第五个长期计划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国际试验性网络数据集流动方式

GAW
GAWSIS
GAWTECH
GCOS
GDPS
GDSIDB
GESAMP
GEWEX
GLOSS
GMDSS
GODAE
GOOS
GOS
GPCC
GPS
GRDC
GSN
GTOS
GTS
GTSPP
GUAN
GURME

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站信息系统
GAW教育和培训中心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
全球数字化海冰资料库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专家联合组
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
全球海上救险和安全系统
全球海洋资料同化试验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观测系统
全球降水气候中心
全球定位系统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
GCOS 地面网络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全球通信系统
全球温度和盐度廓线计划
全球高空观测网络
GAW城市气象环境研究

HKH-HYCOS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附件 C
HMEI
HOMS
HRIT
HWR
HWRP
HYCOS

水文气象仪器工业协会
水文业务多用途系统
高速信息传输
水文和水资源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IABM
IAEA
IATA
ICAO
ICSC
ICSU
IDB
IEG
IFRC
IGAD
IGBP
IGOS
IGOSS
IGRAC
IHDP
IHO
IHP
ILO
IMD
IMMT
IMO
IMSO
INFOHYDRO
IOC
IODE
IPA
IPCC
IPM & IS
ISDR
ISO
ITU
ITU-R
IUGG

国际广播气象协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空中运输协会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公务员委员会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美洲开发银行
国际环境管理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
政府间开发机构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全球观测综合战略
全球海洋服务综合系统
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道计划
国际水文学组织
国际水文计划
国际劳工组织
印度气象局
国际海事气象磁带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水文信息查询系统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
信息和公共事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监测和信息系统综合项目（CASPAS）
国际减灾战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ITU无线电通信分组
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JCOMM
JCOMMOPS
JIU
JMA

WMO/IOC 海洋和海洋气象学联合技术委员会
JCOMM现场观测平台支持中心
联合检查组
日本气象厅

LAS
LDC
LRIT

阿拉伯国家联盟
最不发达国家
低速信息传输技术

MCSS
MEDEX
MED-HYCOS
MERCOSUR
MONEX

海洋气候概要方案
地中海试验
地中海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南部共同市场
季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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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RSS
MTN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主干通信网

NAOS
NASA
NBA
NCDC
NEPAD
NESDIS
NHS
NMC
NMHS
NMS
NOAA
NWP

北大西洋台站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
国家气候资料中心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国家环境卫星、数据和信息服务
国家水文局
国家气象中心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
国家气象或水文局
国家海洋大气局
数值天气预报

OOPC
OPAG

海洋气候观测小组
开放计划领域组

PAHO
PROMET
PUMA
PWS

泛美卫生组织
提供民航所需的气象信息
在非洲使用第二代气象卫星的准备工作
公共天气服务

R&D
RA
RAFC
RBCN
RBSN
RCC
REDSO
RIC
RMDCN
RMTC
RMTN
ROSHYDROMET
RSMC
RTH

研究和发展
区域协会
区域预报中心
区域基本气候网络
区域基本天气网
区域气候中心
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办公室
区域仪器中心
区域气象资料通信网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区域气象通信网
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总局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区域通讯枢纽

7LTP
6LTP
SADC-HYCOS
SATCC
SBSTA
SBSTTA
SCHOTI
SEACAMP
SI
SIGWX
SMC
SOOP
SPARC
SPREP

WMO第七个长期计划
WMO第六个长期计划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水文循环观测系统
南部非洲交通和通信委员会
科学和科技咨询附属机构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国家气象部门培训机构领导常设会议
东南亚大气和海洋预报中心
国际系统
重要天气
卫星气象中心
随机船舶
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TCDC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附件 C
TCO
TCP
TCP/IP
THORPEX
TMRP
TOPC
TRACECA
TREND

技术合作
热带气旋计划
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
半球观测系统研究和可预测性试验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陆地气候观测小组
欧-亚运输大走廊
航空气象方面的培训、环境和新发展工作组

UCAR
UNCCD
UNCED
UNCSD
UNDP
UNEP
UNESCO
UNFCCC
UN-HABITAT
UN/OCHA
UPU
UNSAID

大学大气研究合作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
全球邮政联盟
美国国际发展局

VAMOS
VCP
VCP（F）
VOS
VOSClim
VSAT

美国季风系统变异
自愿合作计划
自愿合作基金
自愿观测船
自愿气候观测船
甚小孔终端

WAFC
WAFS
WCASP
WCDMP
WCIRP
WCP
WCRP
WHO
WHYCOS
WIOMAP
WIPO
WMO
WOCE
WRC
WSSD
WWRP
WWW

世界地区预报中心
世界地区预报系统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
西印度洋海洋应用项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海洋环流试验
世界辐射大会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世界天气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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