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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在澳大利亚气

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CLlPS) 下的重要举措。他还特别

象局局长和本组织主席 J ohn W. Zillman 博士主持下

敦请理事会审议如何加强会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

于 1996 年 6 月 11 - 21 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举

经济转轨国家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的方法和

行。

手段。他指出 WMO 需要继续与有关的联合国机构
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目的是确保 WMO 的计划和国家

1

届会组织(议题 1 )

气象和水文部门能对全世界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同

1. 1

届会开幕(议题1. 1)

时避免工作重复。主席还提到技术合作洁动的资金、

1. 1.1

本组织主席于 1996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 ， 00宣

长期计划过程、和深入评价技术委员会工作是其它一

些要理事会审议的主要问题。他提出了一些理事会

布会议开幕。

1.1. 2

在开幕词中，主席热情欢迎执行理事会所有

成员可以帮助确保届会顺利和有效进行的建议。

成员、其代理和顾问以及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代

1.1. 8

表。本报告的附件 A 是与会者的完整名单。

要讲话，他赞赏 IOC 和 WMO 之间存在的坚固合作关

1. 1. 3

他特别向新近当选的理事会代理成员 U

应主席邀请， IOC 主席 G. Holland 先生作丁简

系。他指出在双方组织共同关心的领域需要进一步

Gartner 先生表示欢迎。理事会后来卫指定了 3 位代

加强合作，尤其是在联合国系统面临财务困难的时

理成员。

候。

1.1. 4

主席向理事会离任成员 C. A. 1ge1eke 先生、 K

1.1. 9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副执行秘书

Ninomiya 博士、 T. Monr 博士和 N. A.Salem 先生表示

(经济事务) Boubakar Ba 先生对秘书长代表 WMO 在

敬意。

两组织、最近签署工作安排协议后就邀请其向执行理
他提到因不可避免的情况. M. Bautista 先生

事会致词表示感谢。他指出 ECOWAS 非常重视国家

(本组织第三副主席)和 G. K. Ramothwa 女士未能出

气象水文部门在支持会员国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活

席会议。

动，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保障、运输和能源领域中的贡

1.1. 5

1. 1.6

主席特别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NESCO)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OOC) 主席和执行秘书

献。他再次重申了 ECOWAS 愿在实施 ECOWAS 气
象计划中与 WMO 密切合作的承诺。

表示欢迎，并强调 WMO 和 IOC 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
系。

1. 1.7

1. 2
在开幕词中，主席指出了本届执行理事会必

通过议程(议题1. 2)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本报告附件 B 中的议程。

须要审议的一些主要问题。他敦请理事会尽其最大
努力确保第 40 号决议 (Cg - 12) - - WMO 关于气象

1. 3

建立委员会(议题1. 3)

和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政策和作法，包括商业气象

1. 3.1

执行理事会决定建立 3 个工作委员会。各

活动关系指南

的顺利和和谐地实施。主席还呼

项议题的审议由这些委员会分别承担。 A 委由第一副

吁理事会认真考虑贯彻大会确定的落实气候议程这

主席 C. E. Berridge 先生担任主席， P. Leyva ← Franco 先

一重点工作，特别是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和气

生担任副主席 ;B 委由第二副主席 N. Se n Roy 先生担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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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席.

J.

ZLelinski 先生担任副主席 ;C 委由 G.A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一名高级科学官任期

( ii)

McBean 先生担任主席. M.S. Mhita 先生担任副主席。

延长 2.5 月至 1995 年 12 月 20 日，

根据总则第 28 条，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它

1. 3.2

世界气候计划司司长任期延长 9 个月至

( LLL)

1996 年 12 月 31 日，

由主席、同时担任 A 委和 B 委主席的第一和第二副主
席、 C 委王席、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

水文水资源司司长任期延长 9 个月至

(iv)

及，必要的话，主席邀请的其他人员组成。

理事会决定建立数个分委会考虑具体议题

1. 3.3
( a)

1996 年 12 月 31 曰: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分委会

WMO/

(b)

批准本组织 1994 -1995 年两年期预算各部分之

间的划拨。

IOC/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 CSU) 联合科学委员
会(J SC) 的成员构成，该分委会由 G. A. McBean

2. 1. 3

先生任主席，包括下列成员 :J.

项自愿合作计划 (VCP) 申请所采取的行动。

- P.

Beysson 先

理事会确认主席批准转发由会员提出的 143

生、 B. K. Cheang 先生和 E. A. Mukolwe 先生，

(b)

( c)

1998 年世界气象日王题分委会，由 E. W. Friday

2.2

先生任主席，该分委会对所有理事会成员开放，

2.2.1

第 49 届执行理事会期间科学讲座安排和第 9 次

报告重点论述了与气候、水、减轻自然灾害、大气污染

IMO 讲座安排分委会，由 A. I. Bedritsky 先生任

和环境等有关问题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理事会对其

主席，该分委会对所有理事会成员开放。

在保障本组织各项科学和技术计划的顺利实施，向

秘书长的报告(议题 2.2)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该

1.3.4 理事会任俞 A. M. Noorian 先生为审议理事会

NMHS 提供支持使其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上发挥作用

过去决议的报告员。

的同时，为解决本组织面临的财务现状问题所采取的

措施表示满意。理事会欢迎秘书长为提高秘书处的

1.4

届会工作计划[议题1. 4)

工作效能和效率所继续采取的措施。

同意了全会、全委会和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时

2.2.2

间、议题分配等必要的安排。本报告附件 C 是一份本

报告中提出的需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问题

分别在有关议题下考虑。

次届会上提交的文件的完整清单。

1. 5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议题 2.3)

批准记录(议题1.5)

2.3.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各区域协会 (RA) 主

执行理事会决定通过通信批准未能在届会

席的报告，并对各区协所从事活动的有效方式表示满

期间批准的金会会议记录。

意。对各区域在实施区域计划各组成部分中作出的
改进表示欢迎。执行理事会鼓励各区协主席在提交

Z

报告(议题 2)

强调各区域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的领域的报告时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议题 2.1)

尽可能地采用统一的格式。理事会赞扬各区协主席

2. 1. 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主席的报告。

在各自区协帮助发展其会员的 NHMS 方面

2. 1. 2

理事会确认了自上次届会以来，主席根据总

尽力。

则第 9 条 (7) 款代表理事会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的行

2.3.2

动:

外部资金投入的减少在改进和维持 NMHS 的业务活

(a)

批准延长以下任期

( i)

贯尽心

理事会注意到各区协中一些会员由于国家和

动方面面临的问题。对此，提到了在一些国家缺乏受

世界气候计划司农气处长任期延长 15 个

过培训的人员和气象通讯设施落后的问题。理事会

月至 1996 年 10 月 31 曰:

特别注意到…些会员由于缺少合适的专家和资金在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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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员参加技术委员会届会时碰到的困难。对此，理事

平洋区域办事处所采取的行动。

会鼓励各位区协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研究这一问题，并

2.3.8

提出一些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参加技术委员会会

灾造成了生命财产损失和大范围的环境破坏。在此

议和活动的方法。此外，还强调要加强国家气象部门

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WMO 采取了行动，通过协调国

(NMS) 的公众天气服务 (PWS) 和提高人们对正在出

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 提供气象信息支持了人道主

现的环境问题的认识。

义援助机构。

2.3.3

理事会了解了蒙古最近发生的严重火灾，火

理事会还注意到五区协一些新会员(发展中

的小岛国)的情况和它们迫切需要的支持。理事会了

2.4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议题 2.4)

解了于 1996 年 4 月在巳拉圭亚松森美洲区域办事处

2.4.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召开的南美洲南部六国气象局长会议情况。理事会

并满意地注意到在本报告附录 I 中该委员会的各项建

认为此类会议对于国家气象部门间交流经验是有益

议。

的，并使它们能研究以上列举的问题。理事会考虑了

NMHS 在各区域面临的挑战，并要求秘书长在它们寻
求常规和非常规额外资金时努力提供帮助。它还鼓

在 WMO 建立"内部监督"的建议

2.4.2

励各会员国增加对 VCP 的认捐，以加强对 NMHS 业

WMO 建立一个内部监督服务。日内瓦集

务的支持。

2.3.4

团佬建议的机构监督职能的基本特征在本报

理事会意识到区协主席和秘书处人员对会员

的访问，为发展它们的 NMHS，以及在协调 WMO 和
区域及次区域机构共同感兴趣的活动中提供帮助。
对此，理事会注意到为加强非洲和马达加斯加航空安
全机梅 (ASECNA) 与 WMO 的合作在最近采取的举
措。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作出努力对一些区域和次区
域机构给予支持，这些机构的活动与 WMO 及其会

员、和

些机构，如非洲气象应用和发展中心 (AC

告附录 II 中作了介绍。

2.4.3

第 8 次大会建议，批准设立一个内部审计员的职位。
但是，来自财务资源和实际零增长的压力阻碍了这个

建议的执行。

2.4.4

( a)

内部审计;

( b)

监督和检查;

( c)

集中评价，

( d)

调查。

执行理事会了解了由 13 个三区协和四区协

美洲气候计划"可行性研究的

最新举措。可行性研究计划由泛美开发银行( IDB) 、

加拿大、西班牙和美国提供资金，该计划重点集中在
目标国气象(包括气候)和水文学的发展。对此，理事

会要求秘书长继续支持实现这一重要的区域计划。

2.3.6

关于改变(区域协会)名称问题，理事会要求

秘书长研究这一问题，并向下次届会提出报告，最终

理事会还注意到联合国内部监督服务办公室

(orOS) 由以下 4 方面任务组成

(ARMC) 有关。

国家参加的"埃贝罗

理事会认为在 WMO 设立内部监督机制的需

要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上，早在 1979 年秘书长就向

MAD) 、干旱监测中心 (DMC) 和东盟区域气象中心

2.3.5

根据财务咨询委员会的要求，理事会考虑在

2.4.5

本委员会审议了 WMO 的 oros 应是小规模

的，应分阶段逐步进行，从第一年建立财务审查机制
开始，如有必要建立内部程序。采取的方式应特别针
对本组织的需求且应适合现有财力。这个机制应是
成本效益好的，它应证明是一种有收益的投资并不应

供第十三次大会审议。

2.3.7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在理顺技术合作司和区域

办事处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有关决定记录在议题
10 ，理事会欢迎秘书长动议建立西非、美洲和西南太

日内瓦集团的会员由下列国家组成澳大利亚、

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
兰、俄罗斯联邦、西班牙、瑞典、瑞士、联合王国、
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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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科学技术计划的实施。因此，联合调查组的作用

面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执行理事会对各技术委员会

和授权应该进行研究。起初，如秘书长建议的，本财

在大会决定的后续行动上采取相互行动方面形成的

期内应得到内部审计员的服务。可探讨的另一解决

意见表示支持。这些行动涉及 WCP 及其协调，它们

办法是要求所有感兴趣的会员在自愿的基础上捐助

包括确定优先，可采用的方法和资金需求，参与对有

一信托基金一支持 010So 另外，为了各项服务如评

关气候的各项计划的全面加强的协调，推动和实施

估，应探讨其它可能的方案，比如，会员推荐的作为副

WCP 及 GCOS ，以及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 WCP 活动

手的外部评审员的独立审查。

予以优先考虑。

2.4.6

对此，理事会通过丁财务咨询委员会的第一

号建议。其它建议是在适当议题下得以通过的。

2.5.7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就各位主席而言，结合

秘书长针对有关计划的报告向大会提交他们各自的

报告的新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会议注意到各位主席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5 年度会议报告(议题 2

的意见，即在整个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讨论他们各自职

5)

责范围内的计划时，他们的出席是重要的。理事会注

- 29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1995

意到他们要求充分参与有关工作文件和"粉红色"文

年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的报告由主持会议的本组织

件准备的愿望，强调丁其对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对会议

第一副主席 C.

E , Berridge 先生提交。理事会满意地

审议工作所作贡献的重视。理事会还注意到各位主

注意到本次会议与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会 (AC.

席的要求，即他们在准备详细报告中投入的时间和精

CAD) 届会衔接召开，后者是在同一星期早先召开的。

力应在理事会安排他们的报告及报告时间上得到更

2.5.1

1995 年 9 月 27

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在接受主办技术委员

恰当的反映，在本次届会的工作安排中对此己作出考

会届会的邀请时，往往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对届会工作

虑。主席 íl'J对作出的安排及对理事会对各委员会工

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在现有的规则中贝ti 未规定这些

作给于的指导表示感谢

因素。理事会注意到这些意见的同时认为，在根据第

2.5.8

十二次大会要求审议与此有关的规则时应征求各技

方涛动 (ENSO) 这一术语的定义和使其标准化的建

术委员会主席的意见。

议，并高兴地注意到此问题已提交给 WCRP 的

2.5.2

2.5.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各位主席将在各自的委

最后，理事会同意需要进一步确定厄尼诺南

WMO/IOC/l CSU 联合科学委员会付诸研究。

员会内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便对国际交换所需的资料
和产品目录加以确认，以及在每一财期内至少对此审

2.6

议一次。任何必需的修改均以建议形式经 CBS 审议

后提交执行理事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IPCC)( 议题 2.6)

2.6.1

IPCC 主席 B.Bolin 教授向理事会简要介绍了

会议注意到各位主席在有关理事会正在研究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 (SAR) 的重要成果。他提到大

的在 WWW 中使用新技术的有关财务、政策和战略方

众媒介对此报告的批评，他说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

面问题的基本看法，并且同意在研究中与他们进一步

IPCC 有时没有按程序行事，另一种是在评估报告中没

进行磋商(也见总摘要第 3. 1. 6 段)。

有恰当地反映对学科现状的不同看法。Bolin 教授断

2.5.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各位主席己做好准备，

然否定了第一种意见并建议应当完整地阅读评估报

以便审议它们在 WMO 中的作用，与 WMO 以外机构

告，这样才能看出报告已经忠实地反映了各种不同但

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工作方法，从而确保任何新的安排

技术上合理的意见。

将有助于各有关方面。会议还注意到现事会为研究

2.6.2

WMO 总结构而建立的专门小组己对此引起关注。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大会 (UN/FCCC) 科学技

2.5.5

2.5.6

各位主席还对技术委员会在实施气候议程方

理事会注意到 IPCC 现有的计划包括应联合

术咨询附属机构( SBSTA) 和柏林授权特设小组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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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BM) 的要求，在 1996 年 11 月至 1997 年 2 月完成

6 个技术报告。这些报告将解释和说明 S讯R 中的材

3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议题 3)

料。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

2.6.3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理事会称赞无数科学家和其他专家花费大量

时间编写、修改和审定 IPCC 的报告，称赞政府支持这

3.1)

些科学家和专家们的工作，这也就是支持了 IPCC 的

基本系统委员会 (C5S) 主席的详细报告

工作。理事会认为，本组织作为一个主管机构应为
IPCC 的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理事会要求愿意并有

3.1.1

能力支持 IPCC 的会员继续支持 IPCC 今后的工作。

告和委员会活动的进展。它特别注意到丁根据 C5S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CBS 主席的详细报

理事会强调了了解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和影响

新的职责，尤其强调丁为所有 WMO 计划，特别是与

评估区域形势的重要性。这对制定国家政策由为如

气候有关的计划提供基本系统支持，以及按照第 12

此，因为气候变化既有积极也有消极影响，在适当时

次大会批准的 WMO 交换气象和有关资料和产品的

机，本组织将散发有关上述影响的信息。

政策和方法所采取的和振作采取的行动。理事会还

2.6.4

理事会强调 NMHS 在维持和改进其观测系统

对新增加的公众天气服务计划，及最近要求 C5S 负责

以及在加强气候变化研究计划，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对

的紧急情况反应活动和 WMO 卫星活动等其它一些

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尤其是区域影响的研究计划中

计划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

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理事会敦促备会员，其中包括

3. 1. 2

发展中国家的会员更多地参与 IPCC 活动。理事会认

本系统以及实施整个卫星活动和 PWS 方面所承担的

为总得来说 IPCC 的活动，特别是在撰写技术报告方

重大责任，这些基本系统对于 WMO 所有计划的成功

面的努力将有助于 UN!FCCC 各机构，如 SBSTA 的工

和 NMS 实现其主要职能是十分重要的。充分利用气

作。

象学和有关学科的最新进展的需求以及现代技术日

2.6.5

理事会充分认识 CBS 在规划、推动和协调基

理事会获悉 IPCC 主席计划在 1997 年底第 13

益复杂和尖端化都要求的更多的技术和资金，这远远

次金会后退休，理事会一致称赞 Bolin 教授自 1988 年

超过了 CBS 现有的人力和财力。通过让专家会议和

来对 IPCC 的卓越领导及其在吸收发展中国家参与

专项任务组承担其大部分工作，并尽可能利用各会员

IPCC 各种活动方面付出的努力。理事会注意到，

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委员会充分利用了现有的

IPCC 主席团已经建立了一个人选物色委员会，向

潜力，对此理事会对 CBS 表示敬意。理事会再次请求

IPCC 第 12 次会议(墨西哥 .1996 年 9 月 11 日至 13

各会员考虑单独或集体提供预算外支持的途径和于

日)提出新主席人选建议。新主席在第 13 次会议后

段，协助 CBS 达到目标。理事会还要求该委员会在即

上任。 IPCC 的母机构，即 WMO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将召开的届会上进一步研究组织工作结构的最有效

署 (UNEP) 以及由 IPCC 区域(与 WMO 的区域相同)

的方法和手段。

推选的 6 位成员组成人选物色委员会，由 Bolin 教授

3. 1. 3

本人任主席。

间的充分协调所给予的关注，为此在一段时间以来实

2.6.6

理事会认识到IJ CBS 对保证 C5S 和区域协会之

理事会注意到预计在 2000 年完成的第 3 次评

行了相互出席对方的会议的适当安排，理事会同意

估报告的重点是区域方面以及诸如气候变化对水资

CBS 主席的如下意见:要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会员

源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尽管如此，有关区域气候变化

参与基本系统的规划和决策。执行理事会还回忆了

及其影响的可靠信息的形成将是缓慢的过程，各国在

大会强调各区协在确定其不足之处，提出具体要求和

其疆界内将会很好地控制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规划区域协调支持方面应发挥作用。

2.6.7

2.6.8

执行理事会通过了第一号决议 (EC48) 。

3. 1. 4

关于委员会的未来工作，理事会赞同 CBS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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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就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

些研究。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络，执行理事会邀请 CBS

包括:

考虑建立一个小的特设小组研究国际互联网络对气
考虑到许多国家面临的降低观测费用，和确保各

象部门的影响，切记使用国际互联网络不仅对

种资料的兼容的压力，在综合观测系统中优化各

WWW ，对其它许多计划都有影响。理事会要求 CBS

种观测手段的组合，包括环境观测，

主席向下次届会提交一份关于后一方面的报告。

(b)

确定卫星资料和产品要求，

3. 1. 7

( c)

进一步开发和制作中、长期预报;

造成的，理事会注意到 WWW 计划与水文和水资源计

( d)

进一步开发环境质量预报和改进产品，支持紧

划 (HWRP) 计划，特别是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 (WHY

急环境反应系统，其目标是在以上两方面提高

COS) 进行更好合作的必要性，主要的目标是减轻风

发展中国家的业务能力，

暴、洪水和干旱的影响。

( e)

制定一个 WMO 整体资料管理计划，

3.1.8

(1)

为保护满足气象需求的无线电频率分配，加强协

Vasiliev 博士表示深深的感谢，他在此职位上出色地工

调和支持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局，

作了 8 年。在他的领导下， CBS 在一个技术迅速发展

为改进全球道信系统 (GTS) 充分利用通信新技

的时期成功地迎接了其面临的诸多的挑战，完成了维

术和规程;

护和发展基本系统的任务，这一系统对 WMO 所有计

转让与 PWS 有关的知识和技术。

划和会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a)

(g)

(h)

3. 1. 5

认识到许多与水有关的自然灾害是气象原因

最后，理事会向即将离任的 CBS 主席 A.A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995 年世界无线电通

信大会 (WCR- 95)取得的可喜成果，即保护分配给气

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实施状况

象用的无线电频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些国

3. 1. 9

家代表团的支持。但应明白对这些频率的威胁，特别

摘要报告，注意到自向第 12 次大会提交全面(第 17

是无线电探空仪使用的频率的威胁依然存在。 1997

次)状况报告以来没有重大的变化。区域基本天气网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议程还将再次包括一些与

的地面和高空站的实施水平仍基本维持原样，最新的

气象有关的议题。理事会要求 CBS 和 WMO 秘书处

监测结果表明这些资料的获取率没有任何明显的变

把包括调配给气象活动使用的元钱频率作为一个优

化趋势。

先重点工作。它督促所有回忆支持第 12 次大会 (Cg

3. 1. 10

-12) 通过的第 3 号决议

用于气象活动的无线电频

进展表示严重关注，并考虑今后作出更大努力确保观

率，尤其要通过气象部门与国家通信管理部门之间的

测网运行。官要求 CBS 就此问题准备开展调研，根据

协调，以确保在今后世界无线电大会上对此问题给于

已同意的统一要求，提出如何维持观测网运行的建

恰当的承认和审议。

议，尤其是针对友展中国家的建议。关于高空站网，

3. 1. 6 理事会回忆起大会要求其考虑在 WWW 中采

理事会对 1997 年计划终止的 OMEGA 无线电导航系

用新技术的财务、政策和战略问题以及 1995 年 9 月召

统表示深深的忧虑。 240 个站依靠此系统。它直接或

开的各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的一个事项，理事会

通过会员向 OMEGA 系统拥有国发出了特别请求，要

特别强调.采用先进技术将能继续为改进 WWW 系统

求将该系统至少维持到 20ω 年，以便确定和实施替

和降低成本开拓新的可能性 ， i且同时要求在提供指导

代系统。尽管如此，理事会请秘书长立即开始对终止

和专业培训方面作出特别的努力。理事会欢迎 CBS

OMEGA 的影响进行评估，并为受到影响的会员提供

主席提出的如下建议作为第一步，应先邀请一名顾

解决办法，采取必要步骤通过其它方式继续全球的高

问或一名派遣的专家列出涉及的问题，并提出每个问

空覆盖。由飞机自动报告系统以及少部分由锚定和

题可以研究的范围，然后是第二步，委托 CBS 完成这

漂移浮标提供资料的持续增加是令人鼓舞的。

理事会注意到世界天气监视同实施状况的总

执行理事会对在实施基本观测阿方面缺乏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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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定牵头中心和任命国家联络员来保

委员会建议 A. Ryzhkov( 俄联邦访问学者)和 D.S. Zr-

证必要的反馈和订正措施使资料质量提高，理事会对

nic( 美国)先生因其"降水和以 10- cm 波长调谐测量"

此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它注意到目前 CBS 对监测

一文(发表于 1995 年 10 月 10 日的应用气象杂志第

活动的检查，并要求今后有关此题目的报告中的信息

34 卷上)而获第 11 次 Vilbo Vaisala 博士教授奖。理事

包括确定和修订了多少误差的数据。

会通过丁推选委员会的建议。

3. 1. 12

3.2.3

3. 1. 11

理事会还注意到在 GTS 线路升级，包括在四

考虑到由于利率降低导致托管基金资金收益

区协实施以卫星双路多点通信为基础的新的区域气

下降及提交该奖的论文有时有数个作者合著，理事会

象通信网 (RMTN) 方面的新的进展。在全球资料处

同意对 EC44( 总摘要第 3.3.13 段和附录 11) 批准的该

理系统 (GDPS) 基础设施和各主要中心的业务系统方

奖方针作

面一直维持着稳步的改进，目前某些中心己能在目窜'

报告附录][[经修正后的方针。

些小的修正是必要的。理事会通过丁本

业务中提供至 7 天的数值预报 (NWP) 产品。理事会

特别注意到，目前已有 9 个 GDPS 中心具有提供全球、

3.3

WMO 卫星活动(议题 3.31

半球或区域的污染物路径和浓度估算值的能力。理

3.3.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1'IJ WMO 卫星活动的

事会建议， αs 考虑是否需要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进展报告。理事会赞赏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EU

(RSMC) 承担季节预报，这些工作可能还要涉及 NMS

METSAT) 、气象卫星协调组 (CGMS) 和地球观测卫星

以外的机构和单位。

委员会 (CEOS) 代表的参与，并注意到 CEOS 的宗旨己

3. 1. 13

有关 WWW 南极活动，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得到确认。理事会还感谢日本向 WMO 秘书处派遣

该地区 SYNOP 报告明显地增加了。 Faraday 站(现名

一名专家担任初级专业官员职务。

Vemadsky 站)的业务工作由英国移交给乌克兰被认

3.3.2

为是在南极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典范。但是，会上也

其 1994 年的届会上对卫星拥有国表示感谢，它们至

对 Vostok 站的业务中断表示了关注，因为该站的钻掘

少承担着)个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RMTC) ，数个负责

取样计划过去为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独-无二的资

RMTC 的会员(阿根廷、中国、埃及、印度、肯尼亚、尼

料。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其南极区协工作组组长曾

日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成为担任卫星培训任

参加了 1995 年和 1996 年召开的南极条约咨询会议，

务的 RMTC。执行理事会鼓励卫星拥有国考虑所有

因此，要求秘书长为 WMO 接受 IOC 的邀请参加 1996

有能力承担此项任务的 RMTC 的要求。理事会还感

年 9 月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南半球海洋论坛作出安

谢 EUMETSAT 为一区协教育和培训计划 (ETRP) 作

排。

出的贡献，感谢德国政府为该地区的卫星气象计算机

关于教育和培训问题，理事会回忆到 CBS 在

辅助教学 (CAL) 提供的支持。还感谢英国为一些一区

3.2

3.2.1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

协 NMHS 提供丁卫星地面接收系统，感谢美国为四区

会 (CIMOI 主席的报告(议题 3.21

协贡献了 17 个卫星 WEFAX 站，感谢瑞士为发展中国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贡献了卫星接收设备。

(CIMO) 主席 1. Kruus 博士简要介绍该委员会活动的

3.3.3

理事会注意到卫星拥有国的现状报告，并特

报告。

别感谢俄罗斯联邦最近开始的从 GOMS N-l 卫星向
印度洋传输 WEFAX ，因此填补了这一至关重要地区

Vilho Vaisala 博士教授奖

缺乏资料的空白。它还注意到土壤湿度的水文应用

第十一届 V山。 Vai阻la 博士教授奖共收到 5

对卫星资料有着很大的需求和依赖。理事会还强调

篇论文，由美国的 E. W. Friday( 主席) ，捷克共和国的

了为确定业务天气分析和预报、气候研究、海洋气象

1. Obrusnik ，和加拿大的 J. Kruus 组成的理事会推选

和农业气象所需的卫星资料要求应继续为优先活动。

3.2.2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8

3.3.4

理事会建议 CBS 考虑下列与卫星有关的主

能范围内配合 TCP 的活动组织 PWS 讲席班或研讨

会。理事会注意到澳大利亚同意为参加第二次商半

题.

交换卫星资料和产品时考虑 12 大第 40 号建议

球热带气旋培训班的学员(且 3.4.1 段)主办一次

中的规定… WMO 关于交换气象和有关资料产

PWS 讲席班，和美国确认将主办一次重点为风暴潮的

品的政策和作法，包括商业气象活动中各种关系

PWS 讲席班，作为王区协南太平洋和东南印度洋地区

的指导原则;

热带气旋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1996 年 11 月 13 一 19

通过气象卫星资料分发系统传输气象资料和产

日，夏威夷火奴鲁鲁)的一部分。

品，

3.4.4

( c)

扩大 GTS 能力，使之可以传输卫星图象资料，和

的 RSMCs之间的协调是重要的。理事会高兴地注意

(d)

将各种地面接收和资料处理工作站标准化。

到第二次 TCP RSMC 技术协调会议将于 1996 年 11

( a)

( b)

理事会认识到加强活动重点侧重子热带气旋

月 13 -19 日在 RSMC 迈阿密一咫风中心举行。

3.4

热带气旋计划 (TCP) (议题 3.4)

3.4.5

3.4.1

理事会认识到，在联合国关于小岛屿发展中

热带气旋灾害活动等互利措施的重要性，理事会赞同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决议和国际减灾十年计划

召开第二次热带气旋专家小组和台风委员会联席会

(IDNDR) 的框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南半球小岛国家

议。联席会议将由 WMO 和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

热带气旋预报员培训。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第二期

(ESCAP) 共同举办，将于 1997 年 2 月 20 至 28 日在泰

南半球热带气旋培训班将由澳大利亚与 WMO 合作

国蒲克特 (Phuket) 召开。理事会对 ESCAP 代表未能

于 1996 年 9 月 23 日- 10 月 4 日在墨尔本澳大利亚

出席 1996 年 3 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 23 次

气象局举办。因此执委会同意通过在现有预算资金

WMO/ESCAP 热带气旋专家组会议表示遗憾。理事

内由 WMO 资助有限数量的与会使选人共同主办培

会认为 ESCAP 代表参加专家组的年会是必要的，因

训班。

为专家组的成功需要 WMO 和 ES 巳 AP 两个秘书处提

考虑到相邻地区的热带气旋机构开展的减轻

理事会对 TCP No.22 子计划(编写热带气旋

供协调的支持。理事会注意到第四次 SPECTRUM

教科书)的执行情况卡分满意。该子计划的实施导致

(台风转向和异常运动特殊试验)技术会议于 1995 年

了〈热带气旋全球展望)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在日本 Tsukuba 日本气象厅气

3.4.2

(WMO/TD …No. 693 , TCP 报

告 No.38) 的出版。 CAS 热带气象研究工作组热带气

象研究所举行。这次会议是 lóY

旋报告员 R. L. Elsberry( 美国)教授为该书的出版做大

员会的要求，由日本气象厅与 WMO 和台风委员会秘

量出色的编辑工作。该书是{热带气旋面面观}教科

书处密切合作举办的。

书的修订本。〈热带气旋面面观}一书是根据为第一

3.4.6

次 WMO 热带气旋国际研讨会(IWTC-l)( 泰国曼

困境，十二大决议关于设立联合风暴潮项目，尤其是

谷， 1985 年 11 月)准备的材料撰写出版的。执理会高

为孟加拉湾和印度拌北部地区的项目的实施工作未

兴地注意到，这本新教科书全面地包罗了热带气旋的

取得实质性进展。理事会建议 WMO ，

科学和理论，是对另一本业务手册{热带气旋预报综

和 UNEP 进行努力，为设立这一项目探索争取额外资

合指南}的补充。该手册也是一本属于 TCP 系列的

金的方法。理事会从 10C 代表处了解到印度洋区域

WMO 技术文件 (WMO/TD

海洋资料中心 1996 年 1 月在印度 Gao 成立。理事会

- No. 560 ,

TCP 报告一

台风委

理事会注意到由于有关国际组织面临的财务

10C, UNESCO ,

注意到这些海洋资料对促进包括孟加拉湾和阿拉伯

31) 。

3.4.3

ESCAP /WMO

WMO 的 IDNDR 行动计划的重点之一是将促

进公共信息，教育和宣传计划作为国家战略中一个基
本的组成部分。理事会邀请 TCP 与 PWS 协调，在可

海的印度洋北部的风暴潮研究将是非常有价值的贡

|

献。

3.4.7

理事会高兴地了解到中国将为台风委员会成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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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台风预报员组织一次考察活动，可能是在 1996 年

负责突破点四飞执行理事会敦促秘书长为 CCWCP

12 月，其目的是交换台风业务预报的经验和知识及提

的这些和其它活动制订一时间表，并诠意需要为气候

高业务预报员使用最近研究成果的能力。

议程指定实施计划，以便在 1997 年上半年向未来的

3.4.8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RSMC 报告在过去两年

里热带气旋预报准确率提高丁。

3.4.9

理事会希望王个区域热带气旋机构在不同流

机构问委员会提交关于气候议程的修改报告。为此，
理事会回顾了 12 大的要求，即秘书长应与其它有关
组织的执行首脑一起，在世界气象组织第 12 ，，'1''"财务

域的重要活动报告应提交理事会，并要求秘书长对此

时期的中期提出资金需求提交各国政府争取承诺。

采取适当的措施。

4. 1. 5 理事会获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其第
四次会议 (1996 年 4 月 18 至 5 月 3 日，纽约)上"支持

4

世界气候计划 (WCP)( 议题的

了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的关于建立气候计划一体化国

4.1

世界气候计划j 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会 (Cα)

际框架的举措"。理事会希望这一支持会有助于为国

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4.1 )

家和国际气候有关活动提供资源。理事会认为，应当

探索各种渠道，以获得对气候日程的政治支持。这些
世界气候计划 (WC凹的协调

4. 1. 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作为制定气候议程过

努力包括通过联合国机构和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促
进气候议程。
理事会注意到，未来 CCWCP 的职能将被并入

程中的合作伙伴的各组织的理事会均已表达丁它们

4.1.6

对该气候议程的支持。理事会认为这为采取联合实

机构间委员会的职责，同时认为下一届理事会有必要

施气候议程行动并使其完善提供了一个机会。

从组织体制土作出决定。理事会认为，在未来机掏问

4. 1. 2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已采取行动以

委员会的活动中，世界气象组织应继续发挥其曾在

使得到各姊妹组织执行首脑的对建立气候议程机构

CCWCP 内发挥过的主导协调作用。

问委员会的支持，这正是第 12 次大会所要求的。理

4. 1. 7

事会敦促完成这个过程，并请各姊妹组织对机构|同委

意继续作为气候议程突破点三"气候影响评估和减少

员会的工作提供支持。

脆弱性对策的研究"和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环境署 (UNEP) 已经同

理事会记得，它曾提名其 4 名成员参与此机

(WCIRP) 的牵头组织开展工作。理事会已在关于

构间的活动。理事会请上述成员积极参与该机构问

WCIRP 的议题 4.2 下记录了它在这一问题土的看法。

委员会的工作从而促进气候议程的进一步发展。

4. 1. 8

4. 1. 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政府向海洋委员会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世界气候计划协调委

(IOC) 主席关于 IOC 将继续支持气候议程下的各项机

员会 (CCWCP) 业己提出具体建议，这些建议是对秘书

构间活动的声明，以及 IOC 在与气候有关的各计划方

长为建立气候议程机构间协调委员会所采取的协调

面与世界气象组织继续合作的愿望。

活动的支持。理事会赞同在机构问委员会开始工作

4. 1. 9

4. 1. 4

之前， CCWCP 应继续作为一个实质上的机构问组织
起到推动气候议程发展的作用。理事会支持 CCWCP
的建议，开始进行一些交叉问题的准备工作，这些问

理事会对于 WMO 积极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 (CSD) 的工作表示满意。特别是与 UNEP
一起作为此任务的管理者共同为联合国秘书长准各

关于 21 世纪议程第 9 章"保护大气层"的报告。理事

题是审议气候议程突破点中的活动、确定优先项目，
评估它的实施带来的效益和资金要求、以及公共信息

和能力建设。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这些任务由以下组
织起带头作用，国际科联负责突破点一， WMO 负责突

破点二， UNEP 负责突破点三， GCOS 科学技术委员会

突破点一:气候科学和预测的新前沿
突破点二.气候服务为可持续发展

突破点三气候影响评估和减少脆弱性对策的
研究

突破点四:气候系统的专门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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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任务 C5D 和联合国大会对此项报告的审议为向各

国政府强调 WMO 和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工作重要

气候信息与预测服务 (CLIPS)

性提供了极好机会，以保证为当代和未来子孙后代保

4. 1. 16

护好地球大气和气候。

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WCASP) 的气候信息和预测服务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迄今为止在实施世界气

(CLl P5) 项目方面已取得的进展。理事会欣慰地注意
气候委员会 (CCI)主席的详细报告

4. 1. 10

理事会注意到 CCl 主席的详细报告，包括他

到有两个会员，即加拿大和美国已经为此捐献了基
金。理事会感谢它们的慷慨揭助。理事会还注意到

作为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会 (ACCAD) 主席的报

秘书长在世界气候计划中为 CLIPS 活动的拨款额。

告。理事会注意到 ACCAD 和 CCl 工作组和报告员在

4. 1. 17

计划和实施 WCDMP 和 WCASP 方面的重要作用。理

象水文部门在对过去和现在气候的了解和气候预测

事会一般性通过赞同 CCl 主席关于委员会未来高度

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气候服务方面的能力。理事会

优先活动项目的意见。执行理事会对即将离任的 CCl

同意，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能否获得气候监测

主席 W. J. Maunder 博士表示感谢，感谢他对 cα 卓越

所需的气候资料和对气候模式的投入，它还敦促会员

的领导，使委员会跟上气候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快速发

为此促进气候资料的交换。理事会强调丁向发展中

展。

国家转让有关技术和方法的重要性，以及需要在

理事会强调， CLIPS 项目是为了加强国家气

理事会注意到第三版{气候实践指南}

CLIPS 项目中开展试点和示范项目明确展示气候服

(WMO- No.100) 准备工作的进展，并敦促早日完成

务给主要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效益。理事会要求秘

第三版的工作。

书长探索在 1997-1998 年间，在有财务资源的情况下

4. 1. 11

4.1.12

理事会建议气候委员会在其 1997 年下一次

举办一系列有关提供气候服务的区域研讨会和培训

届会期间，应当审议其内部结构，以提高工作效率。

班。

理事会还认为，气候委员会应特别注意各种交叉问

4. 1. 18

题，如公共信息和外延.通过培训和教育加强能力建

网络的迫切必要性，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再一次向潜在

设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转让。

的认捐国发出呼吁，以便获得用于上述重要活动的资

理事会认识到利用现有资金实施全球 CLl PS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12 大的决定，已在气候

源资金和实物捐助。理事会要求秘书民在资金允许

委员会专家的积极参与下为回顾准备审议 20 世纪的

的情况下，探讨通过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UNDP)j 全球

气候采取丁行动。它还注意到，一些国际组织，如 10C

环境融资 (GEF) 和/或通过 UNDP 21 世纪能力建设基

会愿意参加此项工作，并会对出版物的内容作出很大

金寻求资助的可能性。

贡献。

4. 1. 19

4. 1. 13

4. 1. 14

理事会获悉，来自 42 个国家的 500 多名与会

者参加了第一届区域气候变化大会(1 996 年 5 月 21-

在没有充足的预算外资金的情况下，执行理

事会批准从正常预算中划拨 300 ， 000 瑞士法郎用于
世界气候计划，以加速实施 CLIP5 项目。

23 日，德黑兰)。由世界气象组织参与共同发起这次
会议，讨论了科学评估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和对策，并

4.2

重申了加强会员间的合作和技术转让。

4. 1. 15

关于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WCDMP) 的各项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WCIRP) (议
题 4.2)

4.2.1

理事会注意到由 UNEP 提交的 WCIRP 进展

活动，理事会强调获取气候资料和产品的重要性，并

报告及 UNEP 代表发言所提供的 WCIRP 实施状况的

敦促气候委员会继续与基本系统委员会就收集 CLI

补充信息。理事会了解到 UNEP 在完成其作为

MAT 信息和通过 GT5，可行的话通过 INTERNET 分

WCIRP 牵头机构的职责中继续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

发气候产品进行密切合作。

理事会注意到为克服这些困难已采取了一些行动，同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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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再次呼吁 UNEP 成员国和理事会在这方面进一步

事会同意在气候变化与预测( CLIVAR) 范围内和

采取措施。理事会希望 UNEP 能将其与气候有关的

WMO 气候委员会气候变化观测工作组一道进一步进

活动作为最优先的工作并在气候议程框架内继续将

行模式基础的观测和人为气候变化归因的研究，人为

其活动与其它姐妹机构的活动进行协调。 4.2.2

气候变化是 1995 年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中提出个

理

事会注意到 UNEP 对与气候变化问题有关的国际活

一个有意义的新要素。

动作出的重要贡献，包括其广泛开展的气候变化影响

4.3.3

国别研究计划。其准备的各种 IPCC 气候变化影响和

圈

适应评估指南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亢其值得称

HDP) 之间在指导区域内部研究网络的分析、研究和

赞。

培训系统 (START) 以及能力建设开展适当的活动方

执行理事会欢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国际陆

生物圈计划(lGBP) 与国际人类活动范围计划(1-

理事会还注意到 UNEP 与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面加强联络，强调了对利用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国际

环境及社会影响小组 (ESIG! NCAR) 开展的研究爱尔

陆圈-生物圈计划(I GBP) 成果的项目作详细说明的

尼诺-甫方涛动影响的摆动。在欢迎这些活动的同

意义在于使发展中国家也能从这些计划己取得的进

时，理事会考虑在气候变率影响评估方面应采取更为

展中充分受益。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获得开发供区

宏观的方法，含括全球各地区主要气候变率特征。

域使用的气候模式。

4.2.3

4.3.4

执行理事会赞同联合科学委员会(j SC) 组织

4.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议题 4.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科学会议的建议，该建议在 1995

4.3.1

执行理事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提供的

年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科学回顾

关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项目进展的情况，尤其对规划

与评估中已经提出。会议应根据 1995 年 IPCC 第二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气候变化与预测 (CLIVAR) 研究方

次评估报告，并考虑到随着有关实施气候变化框架公

面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这种进展尽可能充分利用海

约谈判的深入，决策者和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兴趣的

洋缓慢变化的记忆改善气候预测，从增进对完全祠合

变化。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优先项目形成共识。理

的气候系统的理解，因为气候系统会受到自然进程，

事会指出，会议建议的优先项目应与气候议程中的国

人类活动及地球的化学与生物群变化的影响。执行

际气候研究框架相一致。会议将于 1997 年 8 月下旬

理事会也认识到了独特的全球气候数据集的重要性，

在日内瓦举行，包括回顾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已取得的

该数据集包括云、降水、地表辐射通量是由世界气候

进展，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持续进展的展望，会议还将

研究计划全球能量与水分试验 (GEWEX) 和北极气候

邀请发起组织和感兴趣的团体概述它们对世界气候

系统研究 (ACSYS) 提出了在深海和北极发生变化的

研究计划的期望。要求会议达成)项声明，提出世界

重要数据。理事会强调了需要保证 WCRP 结果在全

气候发展计划未来 10 至 15 年的主题，优先项目和目

球范围内进行全面分享和使用。理事会对许多成员

标。理事会注意到正在计划于 1997 年召开一个大型

就支持 WCRP 所采取的重大国家性举措和活动表示

GCOS 会议，并敦促秘书长探索先后召开这两个会议

赞赏。

的可能性。

4.3.2

执行理事会对联合科技委员会对 1995 年政

4.3.5

理事会决定了 WCRP 联合科学委员会候选人

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l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作

名单的最后建议。将就此名单与 ICSU 和 I口 C 磋商，

出的快速反应表示赞赏，即鼓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项

以选出替补人员取代离任成员或延长离任人员的任

目小组进

期。

步努力研究人为气候变化定量描述悬而

未决的不确定领域。#行理事会强调丁评估区域气

候变化的重要性，并敦促联合科学委员会首先调查获

4.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 二 S)( 议题 4

取由全球模式对区域尺度变化预测的方法。执行理

4.4.1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欢迎 GCOS 联合科学和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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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J STC) 新任主席约翰唐席德教授报告计划

作。理事会还注意到并赞赏 GCOS 和 WMO 各技术委

进展。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他的报告。会议感谢

员会之间的继续合作。理事会特别支持 CBS 所起的

JSTC 前主席约翰豪顿爵士对 GCOS 计划所作的贡

作用，它为将 GCOS 要求转变为业务活动提供了有效

献。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GCOS 主管机构|司的谅解

的机制，并愉快地注意到基本系统委员会出席所表达

备忘录E在延民，对其它主管机构迄今所给予的支持

的支持。它还注意到在发展 GC 口 s 基准地面站网时

表示感谢，并敦促他们为朝着建立有效的气候观测系

将与 CBS 和 CCL 工作组合作。理事会还注意到将通

统进行进步提供资金。

过 CMM 的活动来实现 GCOS 主要的海洋要求。例

理事会了解了于 1995 年 10 月 16 -20 日在日

如，资料浮标合作计划己推动了南部海佯捍标的布设

本举办的 JSTC 会议的结果并特别注意到东京的公众

以满足 GCOS 的需要。其它的各技术委员会，尤其是

座谈会。理事会很高兴地见到 GCOS 项目规划文件

CAS， CIMO 和 CHy 对 GCOS 计划也同样提供了支持。

已完成，并注意到现在这些项目包括 GCOS 的总体计

理事会赞扬 GCOS 的紧密合作并敦促这种合作活动

划，资料和信息管理，空基观测，地面气候观测和海洋

能继续 τ 去。

气候观测。这些文件还由联合计划办公室(J PO) 广泛

4.4. 5

分发并得到广为赞许。理事会对这些项目表示满意。

(GCOS) 及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GTOS) 之间的密切合

理事会还高兴地注意到其它有用的 GCOS 刊物，包括

作。它赞扬了 GCOS 在提出气候需求和观测能力统

大量的会议报告和技术文件及内容丰富的 GCOS 简

一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特别是 JSTC 和 JPO 在提供

讯。会议高兴地注意到 JPO 以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络

协调机制和联合小组在加强 GCOS ， GOOS, GTOS 和

的优势，建立了当地页面，提供各类 GCOS 近期文件

有关努力方面所起的作用。理事会对 IOC 主席所做

的电子版本并扩大了与资料提供者的联系。

的支持性发言表示满意。他表示 10C 将积极参加

4.4.2

4.4.3

GCOS ，特别是海洋观测，空间和资料管理工作小组以

进展。会议注意到已有若干/、大气，海洋和陆地观测

及实施国家计划而和活动方面的工作。

计划应邀参加 GCOS 以满足观测的需求。同样，许多

4.4.6

全球资料中心和拥有具体气候资料中心也以同意对

(CEOS) 之间持续的交流，并且赞扬了 CEOS 主席的发

GCOS 资料和信息管理系统提供支持与合作。将空基

言。在他的讲话中，他认识到了正在加强的合作，并

观测和实地观测相拟合的试行计划和特别适合于发

注意到在两组织之间召开丁一系列的会议对综合全

展中国家的展示信息用途的计划己开始实施。理事

球观测战略中的空基和实地观测部分进行了协调。

会成员门注意到在实施 GCOS 中所遇到的许多困难，

理事会还注意到欧洲卫星组织总干事关于 G ∞ s 在

特别是目前的财务紧缩。大家对气候要求长时间稳

建立有效的空间气候计划中的重要性的讲话。另外，

定的高质量资料和必须向用户提供这些资料表示关

有些国家与 GCOS 一起开始制定一项综合的战略来

注。会员门注意到了在满足这些要求中 WWW 全球

满足广泛的观测要求。理事会强烈支持 GCOS 和

观测系统 (GCOS) 的重要贡献，但是，理事会敦促注意

JSTC 为与其它计划建立有效的合作所发挥的作用，

不要使 GCOS 使用过度。理事会建议 JSTC ，各 GCOS

并敦促各成员支持有关 GCOS 和 GTOS 的国家活动，

专门小组和 JPO 应将该计划关键部分的实施和为参

尤其是涉及气候的活动。

与国提供有用的信息列位优先。理事会敦促各国国

4.4.7

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开发 IOS 中积极参加 GCOS 小组。

用并敦促 JSTC 对突破点 4 ，观测部分的重点、资金和

4.4.4
~

理事会注意到 GCOS 初期业务系统(l OS) 的

理事会注意到U GCOS 和全球海洋系统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GCOS 计划和其它

理事会注意到 GCOS 和地球观测委员会

理事会注意到 GCOS 在制订气候议程中的作

效益作进一步研究。

WMO 计划及项目，尤其是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世界

4.4.8

气候计划，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合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理事会注意到已得到的支持，例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一些会员对 GCOS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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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向 jPO 派员，为参加 GCOS 各个会议提供旅费和

6

气象应用计划(议题 6)

承办 GCOS 会议，以及改进和加强现有的观测系统。

6.1

公众天气服务 (PWS) 计划(议题 6.1)

理事会鼓励会员增加对 jSTC 和<5COS 小组的参与以

6.1. 1

改进观测系统和向用户分发信息的机制。理事会把

(PWS) 计划的进展报告。

重点放在决定那些通过观测也许可以达到的观测要

6. 1. 2

求，其中包括目前正在进行和正计划进行的卫星系统

进天气服务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发展中国家尤为如

的观测。 GαOS 在保证它们的广泛分发和获取方面提

此。为向社会和经济部门提供更好的服务，理事会要

供帮助。

求秘书长批准准备 CBS 评审 NMHD 可以采取具体步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公众天气服务

通过全面实施 PWS 计划，理事会注意到在改

理事会注意到 jSTC 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参

骤的指导资料。这些指导资料应考虑与政府和非政

与该计划的建议。在这方面，琐事会支持 jSTC 的设

府用户，如运输、农业、水资源管理、公共卫生、安全、

想，在 1997 年召开一次参与国代表的国际会议，根据

和环境质量等进行协调的必要性，以确定社会需求。

各国的重点和能力来审议 GCOS 的综合计划。

这些资料还包括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方法。最近召开

4.4.9

的区域经济效益会议提供的信息也应用来准备指导

5

5.0.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议题 5)

材料。执行理事会邀请 CBS 调查建立公众天气服务

大气研究和环统计划;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工作组的可能性。

主席的报告(议题 5.1)

6. 1. 3

全球大气监测 (GAW)( 议题 5.2)

要求在已有的信息基础上，公共天气服务活动初步指

天气预报研究计划(议题 5.3)

南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WMO 所有会员不久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议题 5.4)

就会拿到l 。该指南出版后，将征求会员们的补充意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议题

见，比把这些意见补充到指甫的最后版本中。理事会

5.5)

同意，该指南将构成 PWS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鼓

理事会注意到在支持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方

励会员提供国家的实例和国家方法。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按 CBS 和大会的

第十二次大会曾表示应把 PWS 计划中的教

面 WMO 会员国家作出的巨大努力并赞同进展报告

6. 1. 4

中提出的整体设施计划和目标。在其下次会议上，理

育和培训部分作为高度重点，并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

事会将对此计划进行深入的讨论。

金。理事会获悉，与 WMO 其它计划协作的培训活动

已经进行，今后还将继续进行，最有名的是热带气旋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计划和资料加工计划。因此，执行理事会欢迎一些会

执行理事会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推选委

员提出主办区域 PWS 培训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理

员会将 1996 年奖因其题为"地面锋和对流侵袭的波

事会进-步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1995 年 12 月在特立尼

浪发展"论文而授予 ChrÎstof Appenzeller 博士(瑞士)。

达和多巴哥召开了 PWS 专家会议和预防腿风灾害会

在推选中，推选委员会指出审议的论文是出

议，审议了目前的与公共服卦特别与减轻和减与自然

5.0.2

5.0.3

色的和高质量的。

5.0.4

灾害相关的季节和年际预报的现状。

理事会重新建立了推选委员会，包括:

A. Bedritzky( 俄罗斯联邦)

6.2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 (CAgM) 主席
的报告{议题 6.2)

B. K. Cheang( 马来西亚)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农业气象委员会

P. Leyva - Fran∞(哥伦比亚)

6.2.1

Mrs. G. K. Ramothwa( 博茨瓦纳)

(CAgM) 主席的报告和该委员会活动的进展。理事会
还满意地注意到该委员会工作组和报告员的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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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协活动之间的协调。它要求应将在 CAgM 序列报

员的巨大重要性，因此理事会强调了加强 WMO 和 1.

告中出版区协工作组报告的作法延续下去。

CAO 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它认为 WAFS 对航线气象

理事会强调了 WMO 区域培训中心各种计划

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理事会强调由于世界天气监视网

中的农业气象培训部分。理事会认为 WMO 所有地

为空中交通安全作出了主要贡献， WAFS 才得以存在

区会员应充分利用意大利佛罗伦萨为农业服务的农

这样一个事实。理事会还着重指出为在向航空部门

业气象环境分析研究所内的农业遥感应用设施。

恰当收取其应承担的费用中保持公平和透明度，会员

6.2.2

理事会注意到西非干早预防和管理培训讲席

6.2.3

应研究确定航空气象成本和有关会计方法问题。这

班子 1995 年 9 月在冈比亚班珠尔举行。类似的一个

将会帮助确保航空气象研究和开发的进步得以实现。

将于 1996 年 6 月在摩格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理事会

6.3.3

要求秘书长考虑在其它地区举办类似的讲席班。

书长:

6.2.4

理事会批准了 Norbert GERBIER - MUMM

为回答一些成员表示的担忧，理事会要求秘

继续与 ICAO 密切协调，改进航空气象服务，同

(a)

奖推选委员会关于 1997 年国际奖的建议，将 1997 年
奖因其题为"气候对温室气体和硫酸气溶胶水平上升

时考虑到 NMS 的担忧;

鼓励会员根据芝加哥公约的定义指定其 NMS

(b)

的响应"著作(于 1995 年 8 月在{自然}第 376 卷上发
表)而授予 J.

F. B. Mitchell、 T. C. Johns ,]. M. Gregory

和 S. F.B. Tett 先生(英国)。

为气象权力机构;

( c)

邀请会员通过 NMS 积极参与 ICAO 结构，

(d)

作为成本回收问题，包括为会员确定这些成本
提供指南的联络机构，

航空气象学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主

6.3

( e)

席的报告(议题 6.3)
执行理事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了航空气象委

6.3.1

经 ICAO 批准后，作为一项迫切的工作，分友 1CAO 关于确定气象成本的 ANSEP 文件，

(1)

要求 ICAO 提供和更新已指定的国家气象权力
机构名单(根据芝加哥公约的定义)。

员会 (CAeM) 主席介绍委员会开展的主要活动的报

告，并赞同进展报告中提到的实施情况和目标，并对

理事会要求 CAeM 和其主席在未来工作中将这些意

以下成果明确表示赞赏 z

见考虑进去，并跟踪了解以上问题的进展。
理事会注意到航空 OPMET 资料 (METAR 、

在全球实施世界区域预报系统 (WAFS) 卫星广

6.3.4

播;

TAF 等)未包括在第 40 号决议规定 -WMO 关于交换

在全球举办应用 WAFS 资料培训方面作出较大

气象和有关资料产品的政策和作法，包括商业气象活

的努力;

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导原则，因这些资料属于芝加哥国

( c)

由英国和美国提供 WAFS 应用软件，

际民航公约范畴。理事会认为应让 ICAO 了解 WMO

(d)

在全球通过标准航空气象电码，由法国提供

对一旦这些资料被用于非航空目的的担忧。

( a)

(b)

CALMETAR 培训辅助教材;

(e)

根据十二大规定，撰写一个事实篇，介绍各种欧

洲卫星通信系统，如 SADlS， RETIM , FAX - E 和

6.4

海洋气象及相关海洋活动计划，海洋气象委

员会 (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6.4)

METEOSAT 的 MDD 使命，

(1)

应四区协主席的要求，在与 WMO 和 ICAO 合作

海，草气象委员会 (CMM) 主席的报告

基础上，由美国承担的的利用 WAFS 和 RMTN

6.4: 1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海洋气象学委员会

双路卫星通讯服务系统项目在加勒比和中美洲

(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并对该委员会、工作组和子

国家成功地实施。

工作组组长、成员、报告员以及委员会全体成员表示

6.3.2

理事会着重指出丁航空气象学计划对所有会

感谢，感谢他们在过去的四年中完成了大量工作，以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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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为未来制定的重要计划。理事会还借此机会特别

书长与 IOC 执行秘书协商，并在下次 IOC 执行理事会

感谢了 R.

J . Sheannan 先生，感谢他多年来曾作为工

届会上寻求其对此种想法的意见。如果这些意见是

作组成员、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在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近

积极的，理事会建议进行一次调研，准备一份详细文

八年期间对 CMM 的全心投入和宝贵的支持。下次会

件阐述有关的规定和加强这种合作的财务问题，并评

议他将不再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在此时期

估其对 WMO 和 IOC 的利弊。此文件应提交 CMM

成功地实施了许多实质性的项目，这一成就在很大程

12 (1 997 年 3 月，哈瓦纳)进行全面和认真的审议，然

度上归功于该主席的远见、热情和英明的指导。

后向执行理事会提出关于此题目的进一步的咨询意

6.4.2

主席在其报告中回顾了海拌气象委员会的许

见。委员会在其审议中还应考虑到 EC 研究 WMO 结

多活动，执行理事会特别祝贺委员会成功地实施丁全

构任务小组的工作。

球海难和安全系统 (GMDSS) 中新的海事广播系统，海

6.4.5

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MPERSS) 试点，努力提高

CMM-12 建议，应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自愿观测船舶的资料收集工作，加强已获成功的海洋

(a)

气候概述方案;发展区域项目的努力，诸如 WMO/IOC
东南太平洋大气海洋预报中心 (SEACAMP) 项目巳特

关于该委员会的今后活动，执行理事会向

评估海洋资料和服务用户的要求，进一步开发晌
应这些要求的类似的服务，

(b)

评估并积极探索海洋资料的新资源，特别是遥

别是在后一方面，理事会认识到在区域内加强海洋观

感技术和新的海事卫垦，目的是使资料的获取

测网络和根据参与国家和机构在响应其不同用户要

性最大化并帮助会员获得井有效地使用遥感海

求提供专业海洋产品方面潜在的价值。因此，该项目

洋资料，

可以被看作为区域实施 GOOS 的

6.4.3

个典范。

( c)

执行理事会对计划在内罗毕 RMTC 举办的

技术以及海洋模式产品，保证所有国家可以获取

IOC/WMO 海洋气象和物理海洋学研究生课程由于缺
少外来资金的支持还未能实施表示失望。它再次深

并有能力使用此类指南;

( d)

信在该区域此重要的领域提供高水平，专业性的培训
的潜在价值，这样就在物质上支持了一区协的会员去

改进区域海洋观测系统和服务。理事会在次督促会

制定海洋服务技术指南，特别是有关分析和预报

建议并帮助参与的或有此愿望的会员开发区域

合作项目;

( e)

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海洋资料库，加强海岸海洋

服务和加强培训和其它能力建设活动。

员和国际资金机构提供实施和维持该课程所需要的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所有这些活动将从与 IOC 直接合

资金。

作中受益，因此非常欢迎 IOC 执行干事继续并扩大提

6.4.4

执行理事会注意并批准通过政府向海洋学委

供支持。

员会(lOC) ，在一些工作组、联合项目和其它活动领

域，扩大海洋气象委员会与海洋界之间合作和直接协

全球海洋服务综合系统 (IGOSS)

作。理事会一致认为，这种协作符合理事会关于

6.4.6

WMO 与 IOC 在平等基础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

IGOSS 联合委员会主席 I工 Kohnke 教授的报告及联合

合作的明确愿望。对此，理事会有兴趣注意到 CMM

委员会第 7 次届会 (1995 年 11 月，巴黎)的报告。第

主席提出的将来由 IOC 共同主管该委员会的建议。

6.4/ l( Eα8) 号决议记录了本次届会的各项建议的通

理事会同意"有必要就 WMO 与 IOC 在 CMM 计划中

过的决定，考虑到 IOC 执行理事会也将在 1996 年 9

密切合作问题，包括由 I∞共同主管该委员会一事作

月的第 29 次届会上对这些建议作出决定。理事会还

进一步研究，同时不要忘记 EC 审查 WMO 结构任务

诠意到 WMO 第 12 次大会已批准在第 12 财期内实施

小组的工作"。理事会饶有兴趣并满意地注意到 IOC

IGOSS 计划所需的财务保障，执行理事会第 47 次届

执行秘书欢迎就具体建议进行磋商的声明，并要求秘

会已为 1996/97 年的预算作出规定。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IOC-WM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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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对 IGOS 计划在届会期间取得的

册，区域行动小组的继续发展，建立印度洋新的国际

实质性成果以及为今后几年制定的具体、实际和先进

浮标计划的进程;第 11 次小组会期间的讨论会，规划

的计划规划和实施向 Kohnke 教授和联合委员会表示

新的全球浮标计划，继续与 GOOS、 GCOS 和 WCRP

感谢。执行理事会特别赞同和支持在 IGOSS 下对长

(WOCE 和 CLIVAR) 的密切合作。执行理事会对即

期随机船舶计划开展国际协调和管理的计划。它认

将退休的小组主席 D. Painting 先生(英国)在指导该

识到该计划对全球气候研究的主重要性及在支持

小组度过初建阶段所作的有价值的工作及该小组目

GCOS , GOOS 和 WCRP 方面的重要性，并敦促国家气

前的成功和享有的受尊重的地位表示感谢。执行理

象部门，作为具有海洋业务监测所需设备和技术的业

事会热烈欢迎南非天气局对该小组工作所作的新贡

务机构，尽一切努力为该计划的实施和随机船舶航线

献，强烈鼓励更多会员参与这项工作。它感谢 IOC 对

的长期维护作出贡献。

该小组的不断的目前合作和支持。

6.4.7

6.4.10

执行理事会重申厄尼诺现象区域研究 (ER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GOOS)

FEN) 的重要性，并恢复对 IOC - WMO - CPPS 厄尼诺

6.4.8 执行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去年整个全球海

研究联合工作组的支持。理事会通过了 6.4!2(EC48)

洋观测系统 (GOOS) 的活动和进展。这些特别包括进

关于联合工作组新职责的决议，并记住 IOC 和 CPPS

一步开发和改进∞ OS 战略计划，向着 _/i'_ 通过

的执行机构也将在各自下次届会上就这些建议作出

lGOSS 和 IOC!IODE 合作制定的 GOOS 资料管理计

决定。

划和 GOOS 卫星计划的初步阶段;根据 OOSDP 的最

终报告建立气候海洋观测委员会，并为更加详细的确

7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 (议题 7)

定海洋气候观测系统制定工作计划，以及开发一套符

7.1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水文委员会 (CHy) 主席的

详细报告(议题 7.1)

合实际的 GOOS 发展和实施重点。执行理事会认识

水文委员会 (CHy) 主席向理事会提交了有关

到 GOOS 在提供长期的海洋和沿海监测、服务和管理

7. 1. 1

的总框架方面已为许多国家政府所接受，并对 IOC

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并受到热烈的祝贺。在 CHy 主

在此方面进行的努力和合作表示满意。理事会认为

席和秘书长提供的信息基础上，执行理事会还原则上

国家气象部门应在国家一级的 GOOS 发展中发挥重

审议丁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 。区域水文顾问

要作用。因此它敦促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全面

(RHA) 出席本次届会有助于对这项工作的审议。

参与国家 GOOS 委员会和其它的国家 GOOS 计划活

7. 1. 2

动，并为国际 GOOS 计划工作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到了水文和水资源对国家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福

执行理事会欢迎目前进行的所有全球观测系统之间

利的重要性。水的重要性，特别是缺乏或过剩的时

加强合作的活动，特别是，建立一个 GCOS!GOOS!

候，是不言而喻的，水文和水文气象计划部门的工作

GTOS 资料和信息联合管理小组，这在 GOOS 第二次

被看作 WMO 正在进行的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目

在审议此项议题时，大家一致和明确地认识

J

计划会议上通过。

前不断加重的水危机给 WMO 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挑
战，理事会要解决的问题是 WMO 在次方面可能和应

资料浮标合作委员会 (DBCP)

6.4.9

该起的作用，以及它会在何领域，如何树立领导地位。

执行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IJ WMO!IOC 联合

资料仔标合作委员会的 1995 年度报告，并对去年委

气象与水文.-个不可分割的系统

员会及其技术协调员取得的众多重大成果表示感谢。

7. 1. 3

特别是全球观测自动中继系统 (Arg四)应用技术报告

WMO ，在其职权范围内总是与水文密切相关的。这

的出版和低成本带气压计的拉格琅目浮标的建设于

种联系是因为 WMO 工作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水文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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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4

水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为了完成其业务工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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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水文学委员会第十次届会计划于 1996 年 12 月召
开，也就是说届会期间的多数活动应在今后的几/、月

需要彼此的资料。这一点在自然灾害领域看得非常

中完成。

清楚，平均 80% 的自然灾害是由热带风暴、洪水和干

7. 1. 9

旱造成的。所有这些灾害都是气象引起的，但造成的

会只任命了 3 各主题工作组，它包括来自各区域的 19

生命与财产损失的 2/3 都是与灾害性气象的水文影

名报告员。己经作出努力，通过由 63 位具体领域的

响有关。正通过完善威胁评估，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

专家组成的副报告员网，促进水文学委员会的成员更

不断合作井联合使用雷达，卫星和数值模式的最新进

积极地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展提高预报，正在减少这些影响。在此方向的深入进

7. 1. 10

展是很关键的。

和西班牙文版的准备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水文学的

7.1.5

多数国家水文和水文气象部门，除了收集资

由于零增长的现状，水文学委员会第九次届

<水文学实践指南〉第五版的法文版、俄文版

各项对比计划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进一步对比计划

料和预报的核心任务外，都还有一些别的关于发展各

的建议要等待 CHy 第 10 次届会作出决定。

自国家与公民福利的职责。一些国际公约和 21 世纪

7. 1. 11

议程还对这些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使他们对各自的

经在环球网 (WWW) 土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提供使

水资源评估作出反应。这-点强调了它们要评估何

用，它列出了 450 个部分。在积累了近 15 年 HOMS

时处将被找到何种品质的水。

运行的经验并自 1981 年以来在它的指导下完成了

7. 1. 6

执行理事会认为 WMO 的

CHy 主席报告指出，现在 HOMS 标准手册已

项重要作用是通

3400 次传送之后，决定对该系统进行评审，以保证它

过鼓励和提高资料收集和预报工作来帮助各国水文

的运行可以在可获取的财力范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

部门去完成任务，但是它同时也认识到现在更要求

为成员国提供服务，因而准备了一份报告供 CHy 第

WMO 去满足各成员国新的需求，要在水资源评估和

10 次届会审议。

环境可持续性方面起帮助和领导作用。这就要充分

7. 1. 12

依靠气象专家而和水文专家紧密合作。早在五十年

期间委员会事务的管理和协调者以及作为 HOMS 的

前， WMO 的前身一国际气象组织就建立了一个水文

指导委员会继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召开了 4 次

学委员会。 1975 年 WMO 的第七次大会考虑到气象

会，最近的一次是与 UNESOC 的国际水文计划(I HP)

学和水文学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就在公约的第 2 (e)

局的一次会议衔接举行的。理事会欢迎加强与 IHP

条中写上了"要促进业务水文方面的活动，进

的联系并鼓励目前进行的联合规划这两个计划的努

步密

切气象部门与水文部门之间的合作"的内容。

7. 1. 7

执行理事会认为加强合作的呼吁是恰当的，

水文学委员会咨询工作组 (AWG) 作为届会

力。还建议扩大与非政府间团体的接触，因此就促进

了与私营部门的接触。

这是 20 年前提出的呼吁，到目前并未过时。但是

7. 1. 13

关于资料的商业化和交换，第 12 次大会第

NMS 和 MHS 背后的驱动力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因

40 号决议 -WMO 关于交换气象及有关资料产品的

此，保证官工作之间的全面结合不总是很容易的事。

政策和作法，包括商业气象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导原

WMO 四分之一以上的会员开展联合服务，将大量的

则

水文活动与气象结合起来。关于 WMO 的工作，特别

品。所以要求执行理事会"请水文委员会主席就水文

是其技术委员会，确实具有在水文循环内并在自然联

资料和产品的商业化和国际交换问题继续研究"。据

系的基础上结合许多活动的可能性。

水文委员会主席报告， CHy 认为第 40 号决议不容易

明确规定现阶段新的办法不包括水文资料和产

修订成使它也使用于水文学资料和产品。因此，理事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 的执行状况

7. 1. 8

水文委员会主席在他介绍的详细报告中注意

会注意到，第 12 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水文部门的
职能和职责" (第 8 章 (D. 1. 1)) 新的技术规定要求这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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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门收集与水有关的资料和水文信息，按用户要求

项。

的格式，让官们获取到这些资料。这一点要作为制定

7.1.21

水文资料交换政策的一部分给于考虑。在次方面，鼓

执行理事会要求在此提供的近一步资料以后.执行理

励该委员会在水文资料国际交流中制订一个明确的

事会得出如下意见和建议事项

立场。 7. 1. 14

在审议了 CHy 主席的建议和秘书处应 47 届

注意到一份修改的 CHy 职权范围草

案将提交 CHy 第 10 次届会，然后通过执行理事会交

在执行理事会和附属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

第 13 次大会最后通过。

7. 1. 22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CHy 主席在 WMO 各种

执行理事会建议， CHy-l0 要确定的重点活

组织机梅和下属机构中水文学的代表权的关注。执

动供 HWRP 起草第 5 个长期计划使用，这样做，就是

行理事会建议，把 RHAs 该名为区域水文代表

对秘书长和理事会本身规划今后的计划提供了支持。

(RHRs) ，它们和/或 3 名 CHy 代表被吸收为执行理事

7. 1. 15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CHy-l0 议事日程中其

会的有完全投票权的成员。虽然理事会欢迎 RHA 对

它重要议题将包括审议水文学委员会如何在执行

其工作提供宝贵的贡献，但是他认为不能同意要么增

WHYCOS 的区域部分时提供更好的技术帮助，以及

加会员要么改变 RHA 对其工作提供宝贵的贡献，但

实施 CHy 与各区协水文工作组 (WGH) 的联合项目的

是它认为不能同意要么增加会员要么改变 RHA 名称

可能性。希望 WHYCOS 为全球观测系统 GCCS 和

的建议。

GTOS 以及其它系统提供有价值的投入。

7. 1. 23

7. 1. 16

根据上述情况，理事会要求秘书长要求区域

会员们提及了特别要为那些在次领域工作

水文顾问全程参加今后 EC 所有的届会，大会后的届

的人员，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的要求。理事会高

会除外。这就使他们不仅能对水文问题，而且还对

兴地获悉，在内罗毕举办的水文研究生学位培训班还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商业化、技术合作、气候、教

在成功地继续着，它敦促会员支持这一努力。注意

育培训等问题作出贡献。会议注意到这不会有较大

到，将在布拉格开办一个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新培训

的财务影响，因为他们现在被邀请参加每个财务时期

班。还提及了巴巴多斯加勒比业务水文局提供的培

四次执行理事会的两次会议，附加的费用将在 HWR

训设备。

预算内解决。

加强水文和水资源在 WMO 中的地位

本组织的名称

7. 1. 17

7. 1. 18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 WMO 在水文学方面有

7. 1. 24

注意到，经常发生的一些问题是由于一些组

一个很茸耍的授权，它由设在秘书处的 CHy 和 HWR

织和个人不知道 WMO 负责水文学而造成的。秘书

司予以支持。

长报告说秘书处在联合国体系中也长长遇到这种麻

7. 1. 19

执行理事会考虑丁 CHy 主席在有关 HWRP

烦，有关水文和水资源的问题常常不找本组织磋商，

元力响应 NHS，区协合作组织提出的增加资助的请求

并把一些本该属于 WMO 职责范围内的项目年拿去

以及成为与淡水相关的全球创新活动的一部分的必

要求别的机构去办理。所以执行理事会考虑要不要

要性方面所表示的忧虑，注意到与 WMO 中别的技术

适当修改一下 WMO 的名称去反映本组织在水文与

计划相比之下 HWRP 的财力资源状况，和 HWR 司职

水资源方面的广泛职责。 CHy 主席的进一步意见是

员配备以及本组织名称等现况。执行理事会还回忆

本组织加上一个副标题反映其在气象、水文和气候方

丁以前各届执行理事会对次中状况的意见。

丽的职责。关于本组织改名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

7. 1. 20

执行理事会认识到第 12 次大会上的一项要

求，即要考虑 CHy 主席在提交大会的有关加强 WM。

水文与水资源 (HWR) 计划的预算与人员配备

在解决全球水问题中的作用的报告中提出的各种事

7. 1. 25

执行理事会回忆了它和大会以前都注意到，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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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R 计划因为财力缺乏不能影响已确定的要求。许

的 HWR 旬的结构获益，以使它与 HWRP 的长期发展

多重要治动，包括本该从事的 WHYCOS 的一些区域

建立相一致并给于水文和水资源更高的地位。为此

性部分都由于缺少钱和人员不得不推迟。

目的，也许把工作的重点集中于两个方面是优势。一

7. 1. 26

目前财务期中，希望各成员国通过调派人员

个将负责基本系统(包括 WHYCOS 、水文服务和网

111J WMO 秘书处或偿付特定活动费用的办法来继续

络) ，另一个负责水文应用(包括预报和 WCP

支持 HWRP 的工作。

7. 1. 32

水)。

理事会认识到在区域一级对水文和水资源

理事会注意到 HWR 司的二分之一的专业职

活动提供充分支持的重要性，并要求秘书长向区域办

位目前空缺，由于退休的原因，到 1997 年初这个比例

事处指派职员和起草下一财务时期的计划和作预算

将增加到三分二。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目前正在采

时考虑这一点。

7. 1. 27

取措施填补这些空缺，并敦促尽早任命以保证有效地

支持 HWRP 的实施。
7. 1. 28

8.

教育与培训计划 (ETRP)( 议题 8)

理事会看到今后 HWRP 可获得的人员和资

金将增加，必须把它作为一件根据指定给 WMO 各项

|

概述

活动的全面优先顺序来考虑。它要求秘书长根据

8.1

CHy-10 的建议(见 7. 1. 15 段)准备加强水文和水资

教育与培训活动的决定，特别是第 22 号决议(第十二

源活动的具体、成本好的建议，纳入其下个财期计划

次大会) -教育与培训计划。会议注意到大会已要

和预算草案中，这样大会也许在就此事作出决定会有

求理事会继续全面协调 WMO 的教育与培训计划

必要的信息参考。

(ETRP) 以确保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实现 WMO 第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第十二次大会关于 WMO

理事会欢迎为筹集水文学特别项目的资金

四个长期计划的目标。理事会还满意地注意到自上

进行的资金流动方面取得的成功，并要求秘书处继续

届会议来 WMO 的教育与培训活动情况(见参考文献

支持此项或其它恰当的努力增加预算外资金。

7) 。会议强调培训活动对 WMO 各项计划的成功是

7.1.29

至关重要的。
水文和水资源信托基金

7.1.30

理事会了解到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信用基金

执行理事会教育与培训专家组

扩大水文和水资源资金来源，会员通过向其提供资金

8.2

支持 HWRP 或具体的 HWR 项目。理事会欢迎这些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召开的教育和培训专家组

建议，它是会员支持该计划的一项比较可行的办法。

第 16 次届会的报告，并赞赏专家组在本组织主席 J

因此，它要求秘书长在 9.7 财务规定下建议水文和水

W ， Zil1man 博士主持下完成的工作。理事会审议了专

资源信托基金，根据类似第 11 次大会批准的气候和

家组的意见和建议。理事会的意见和决定记录在以

大气环境活动的专项基金的那些财务安排进行管理。

下各有关段落。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1996 年 4 月 29 日 -5 月 3

基金的课题和任务的重点写在本报告附录 IV 中。

人才开发
改组水文和水资源司 7.1.31

理事会注意到，如果水

8.3

理事会重申了人才发展计划在帮助各国气象

文和水资源计划将比以往给会员的 NMS 提供更多的

水文部门规划和筹集财政与其他资源以满足各国培

资金，有必要增加 WMO 在水文和水资源计划中的活

训需要方面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理事会赞许地注意

动。这将需要从草拟第五个长期规划开始，增加水文

到 1994 年的第十二财期各成员培训需求调查结果已

活动，将在下一个财务时期的计划和预算中反映出

作为 WMO!TD

来。水文和水资源活动的增加也许还会从改组现在

机构的各类会议，包括第十二次大会。

- No.

668 出版。出版物己提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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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注意到受训人数的增长，理事会鼓励备会员，

席有关组织机构会议的会员代表团应包括教育培训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尽一切努力制订人才发展国家计

专家与会。

划，使气象和水文人员的基础培训实现自力更生。会

审议 WMO 分级系统

议还注意到有必要吸引额外的财政，人力和其它资源

8.9

以满足己确认的多类培训需求。

WMO 第 258 号出版物"气象和业务水文人员的教育

8.5

理事会建议丁次对成员培训需求的调查应在

理事会回顾了第十二次大会的意见，即应对

与培训指南 "(WMO

- No. 258) 中提出的教育培训课

1998 年进行，并同意下次及以后的调查格式和内容

程和气象人员的分级进行审议，审议时应考虑 WM。

应:

"气象和业务水文教育与培训研讨会 21 世纪的课程

(a)

( b)

( c)

(d)

明确指出要达到目的所需的信息，能对教育内

需要"(法国图卢兹， 1995 年 7 月 24 - 28 日)的结果，

容、技能和技术的变化作出反应，并能提出早期

从而能更好地针对成员的实际需要以及在主要领域

警报，以便调整己制订的计划;

和技术方面的迅速变化提出指导意见。

调查表的设计应根据普遍接受的标准和以国际

8.10

参数为基础以保证其全球可使用性，

问题的主要结论和建议，并同意修改时应考虑涉及新

能针对一个国家的气象及业务水文教育和培训

的分级系统的各种新方法。理事会还同意为帮助和

的实际情况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并提供

指导新独立国家 (NIS) 和 WMO 新会员，提供俄语版

有关会员预计可能出现的国际反映，

是有用的。

适当的话还包括一些由被调查者提供的连贯的

8.11

信息。

题，要制订一个通用的分级系统是非常困难的。理事

理事会审议丁专家组就修订 WMO 叩 No.258

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高度敏感和复杂的问

理事会同意教育培训专家组的建议，即尤其

会还认为，目前的四级分类系统以工作特性分级并部

在处理区域问题时，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成立的工

分地以过时的气象业务结构为基础，这样的结构已不

作组或任命的报告员在职责中应遵循指南，在这些指

再适应迅速变化的并以技术为基础的气象框架。

南中应要求工作组和报告员

8.12

8.6

理事会建议应制定一个新的 WMO 分级系

( a)

就区域和专业教育培训的优先需求提供咨询:

统，并吸收具有这类经验的专业人员的咨询意见，新

(b)

审议在合适的 WMO 区域中心引进专业培训班

系统将分发给 WMO 备会员就以下各方面征求意见:

/计划的可行性，

(a)

现有系统在当地的应用，

就提供教育培训效率的方法，如采用新的教授方

( b)

足以覆盖专业工作中的多技术、自学和继续教

( c)

法，向组织机构提供咨询;

(d)

就培训材料的需求列出轻重缓急，并考虑出版

育的三级分类的例子;

( c)

会员提出的其它建议。

新培训出版物、对现有材料进行修订及翻译成

其它文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培训出版物

向有关组织机构和研究中短期优先行动的 EC

8.13

专家组提出建议以便改进区域和专业教育培训 1;

进展表示满意。会议敦促各成员继续在 VCP 和其他

(1)

帮助秘书处制订实施教育培训计划的长期规划。

有关计划内给于支持，以便对这方面的预算拨款提供

8.7

理事会呼吁各区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注

宝贵的补充。会议对各成员以及个人给予的合作与

( e)

理事会对在编写培训出版物方面所取得的

意以上指南，因为这些指南的实施将有助于更好地协

帮助表示感谢。

调和详细研究各成员的区域和专业培训需求，从而为

8.14

确任他们的需求提供一个相同的方法。

No.240" 气象和业务水文培训设施纲要"采用的新版

8.8

理事会还建议在讨论到教育和培训问题时出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指令性出版物 WMO

式，会议认为要重点利用现代化的数据库软件编写和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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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更多综合性、计算机化版本的出版物。理事会要

将有助于每个中心的改进，提高 RMTC 系统的效率和

求各成员定期地向秘书长提供有关他们的培训设施

重点满足 WMO 最优先的需求，以及使 RMTC 积聚潜

变化情况以便及时更新数据库。

在的影响，以便获得迫切需要的资金。
自我评估将涉及对作为一个 RMTC 的基本

8.21

标准作一内部检查，以及检查 RMTC 履行标准的程度

培训图书馆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有关培训图书馆活动

和在外部评估开始前改进明显的不足。外部评估将

的情况，以及各成员充分利用其设施租借录相，幻灯

由 EC 教育和培训 11 专家组主席指定的区域评估组进

片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块 (CAL) 的情况。会议还对秘

行，评估组将由专家组的一名成员担任召集人，一名

书长致力于利用高科技多媒体培训模块发展和扩大

由 RMTC 所在国常任代表指定的成员和一名由区协

培训图书馆服务表示赞赏，并且建议这些行动应予以

主席提名的成员(最好来自其它 RMTC) 。该小组将

鼓励，并得以继续进行。

审议自查结果，在现有资金条件下，至少安排一名成

8.15

员开展实地调查，以及向专家组报告评估结果，以便
世界气象组织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RMTC)

8.16

理事会注意到 RMTC 网内的绝大多数中心

提供有关区协和执行理事会审议。在要求其作出改
进前， RMTC 将有两年时间用以克服各自的不足。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1995 年 7 月 23 日在法

继续令人满意地执行它们的常规培训计划以及针对

8.22

本地区成员的需要组织专题培训班。会议还注意到

国图卢兹举行了区域气象培训中心主任会议。理事

秘书处对各中心的帮助，并希望发达国家继续向各中

会注意到为数不多的 RMTC 的主任或代表出席了此

心提供专家和软件以帮助他们适应培训方面的技术

次会议，希望各区域气象培训中心应充分利用相互间

选展。 8.17

的直接联系，并鼓励承办 RMTC 的会员将来出席此类

理事会敦促承办 RMTC 的会员在规

划和制订计划时要充分利用 1996 - 1999 财期备会员

会议。

培训需求的调查(发表于 WMO 出版物 TD/No.66 的

8.23

以满足各区域的培训需要。理事会还鼓励让先进的

CAL 和卫星气象培训领域向巴巴多斯和哥斯达黎加

培训中心帮助 RMTC 提高培训水平。

RSMC 提供支持。

8.18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美国最近提出要在

理事会忆及其以前关于审议指定 RMTC 的

程序和标准，以保证培训的连续性和高标准。为此理

培训活动

事会审议了专家组对 EC34 确定的认可 RMTC 的程

8.24

序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理事会还同意委员会的意见 z

了相当数量的有关 WMO 主要科技计划的各专题领

EC34 通过的目前仍在使用的确定 RMTC 的标准仍然

域的培训活动，其中包括

有效，但注意到需严格执行标准。

RMTC 的师资培训、气象培训中心的管理以及向公众

8.19

在此基础上理事会支持专家组的建议，将以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jWMO 己主办或协办

些专题培训，如 NMS 和

展示气象信息等方面的培训。对此，要求秘书长继续

下条件纳入第 34 届执行理事会含决议案的节略报告

开展此类活动。

附录 V 标准 (d)(WMO ← No.599)

8.25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法国图卢兹成功地

"中心应拥有必要的设施，以便有效地利用和交

举行了四年一次的 WMO 教育与培训研讨会 (1995 年

换现代技术的教学辅助手段和模式。"

7 月) ，它主要是讨论 2000 年以后培训各个级别的气

理事会还同意连续检测 RMTC 活动的新机

象和水文人才所需要的课程。理事会对联合国教科

制，并建议除秘书处监测以外，每个中心将在今后的

文组织参与主办这次研讨会表示感谢，开感谢法国为

财务期内执行双阶段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一个定期

此做出了极好的安排并提供了良好的设施。

的自我评估和一个外部评估过程。理事会认为这样

8.26

8.20

研讨会为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及利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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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的科技进步确定了所需培养的专业气象水文人

培训过程以解决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方面开展的合作

员的类型和层次，理事会肯定此方面会议成果具有相

活动是非常成功的。理事会还注意到;) RMTC 主任会

当的价值。理事会认为研讨会的建议是对 ETRP 未

议(法国图卢兹， 1995 年 7 月)己提名一名代表和一名

来发展的重要贡献。

代理人为 SCHOTI 的协调委员会成员，其主要目的在

理事会感谢联合国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与

于建立联系和促进 RMTC 的主动性。理事会要求秘

WMO 一起举办培训活动，感谢各成员及国家院校承

书长协助 RMTC 的行动，并为 RMTC 代表参加协调

办培训活动。理事会希望它们举办更多的此类活动。

委员会会议提供帮助。

8.27

理事会建议，在选择 WMO 重大培训活动地告时应尽
可能优先考虑 RMTC。理事会还认为发展中国家正

教育和培训11奖学金

常的培训院校对发展中国家人员的教育培训仍起到

8.32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金在近期的削减，要求秘书长采取新举措，通过寻

理事会关注地注意到 UNDP 和信托基金奖

理事会赞赏地设意到 EC45 批准的 WMO 卫

求奖学金计划的新的潜在捐赠者以便增加常规奖学

星培训战略将与 EUMETSAT 和德国政府共同承担，

金来源。但是，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一些 VCP 的认捐

其非洲区域培训计划重点集中在发展两个 RMTC 的

成员所做的慷慨贡献，它们为满足各有关方面继续提

气象卫星培训设施(在肯尼亚内罗比的气象培训和研

供 VCP 奖学金。理事会同时也呼吁尚未捐助 VCP 各

究所 (IMTR) 和在尼日尔尼亚美的非洲气象和民航学

计划奖学金的成员也能为此提供捐赠。

校 (EAMAC)) ，以有利于一区协所有会员(也见第 3

8.33

3.2 段)。由于数字卫星图象的最新发展，它将对改进

金资金来源在减少，而对奖学金的需求特别是正处于

业务应用，尤其对中尺度天气的辨认和预报将产生重

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的需求却在增加，理事会敦促发

大影响。因此执行理事会强烈地鼓励国家和区域的

展中国家和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的国家要做出更多的

培训院校在其未来的培训课程中适当安排这一题目。

努力从本国政府，其它成员和常规及非常规的奖学金

8.28

理事会注意到奖学金支出在增加，常规奖学

理事会同意专家组的建议， 1999 年将要召开

来源那里寻求资金，同时也要设法通过发展中国家间

的下一次研讨会的主题将有关气象和业务水文的继

技术合作 (TCDC) 提供的奖学金至少满足部分培训需

续教育，其重点是在 NMHS 的业务中及时引进新的研

求。 8.34

究成果和新技术的作用。理事会理解，确切的主题将

分担费用的办法，特别是在区域气象培训中心，以便

在以后妥拟。

对有限的 VCP 和常规预算奖学金实现最佳使用。

培训技术的交流

对其它 WMO 主要计划内的培训活动的支持

8.29

8.30

关于第四个长期计划 (WMO-

No. 705) 中的

8.35

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继续实行由三方

理事会注意到自从上次届会以来，在各区域

62.7 项"培训技术的交流"理事会赞赏她注意到，国

都组织了一些培训活动，它们涉及到 WMO 王要计划

家气象部门培训院校领导常设会议 (SCHOTI) 及其工

中的许多特别领域。理事会认为继续进行特别领域

作组在 1995 年开展的活动，尤其是计算机辅助教学

的培训对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利用现代技术和技术进

和气象远距离教学第二次国际会议 (CALMet95) (法

步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理事会敦促各成员在

国图卢兹， 1995 年 7 月)。理事会赞赏这些活动和其

选择参加培训的学员时，应仔细逃选并优先考虑那些

它 SCHOTI 的举措，建议秘书处应继续尽可能地促进

能最好地利用培训和能传播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的

和帮助这些活动。

人选。

8.31

理事会认识到 SCHOTI ，特别是它的 CAL 工

作组，和 RMTC 通过把最新的科技出版物引入教育和

9.

区域计划1]( 议题 9)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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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两年期实际和可能的技术合作计划资金，

1995 两年期区域计划下的区域活动已成功地实施。

以及预算分配和资源，调整秘书处的人员力量，
协调技术合作计划与区域办事处的职能。

有关批准的 1996 - 1997 两年期的活动，执行理事会

( c)

请秘书长尽其努力保证区域计划的有效实施，如可

10.2

行，还要与区域经济界进行密切合作。

量化目标，还要求秘书长向其后的执行理事会会议汇

9.2

非洲、亚洲和西南太平拌以及美洲的区域办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 EC49 提出上述活动的

报这些目标的实现进展及最新情况。

事灶继续分别设在布琼布拉(布隆迪)、 WMO 总部(日

10.3

内瓦)和亚松森(巳拉圭)。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12 大

与区域办事处之间在 TCO 活动有关方面的协调。理

的要求，非洲区域办事处的国际职员临时在 WMO 总

事会还注意到，秘书长己要求 WMO 有关会员表示是

部行使职能，以保证区域计划有关部分在非洲顺利地

否愿意成为下列地区的次区域办事处西非、北美、中

实施和办事处的运转。

美和加勒比地区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经选择后，将建

9.3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1'1J秘书长在审议区域

理事会得知秘书长己采取行动，加强 TCO 司

立大会所同意的试验性次区域办事处。要求秘书长

办事处的职责，目的是理顺它们与技术合作司的关

不断向理事会通报这方面工作的进展。

系。理事会还欣慰地注意到秘书长为在西非、北非和

10.4

中美洲、加勒比以及西南太平洋建立次区域办事处而

员提供如何向 UNDP 和其它捐赠者申请资金的指南

采取的行动。它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尽早建立这些区

和信息。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快为了确保世界

域办事处，使它们可以尽早发挥作用。

气象组织技术技术援助计划的新财源而采取的接触

理事会感谢加强寻求资金的努力，包括向会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区域办事处继续有效地

捐赠者的行动。为丁探索今后可能的财源，对一些主

在各自的区协服务，为区协主席和区域附属机构，以

要捐赠者，如 UNDP ， GEF、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和区

及各区域的会员提供帮助。另外，理事会感谢区域办

域银行进行了基本调查。与所有其它联合国机梅，如

事处作出的不断努力，确保丁气象和业务水文的贡献

IC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 FAD)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

被恰当地考虑到区域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特别是在

组织 (FAO) 和联合国项目服务办公室 (UNOPS) 进行

些优先领域，如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环境问题，水资源

丁接触，以开发一些共同计划和项目并制订为这些项

管理和自然灾害的减轻等。

目筹集追加资金的战略。

9.4

9.5

理事会还注意到区域办事处在气象和业务水

10.5

理事会注意到，已与其中的一些捐赠者特别

文领域与区域和次区域经济集团和组织建立密切关

是世界银行就主要的开发和实施，如墨西哥水资源项

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关于海洋气象和有关的海洋

目进行了磋商。在这一项目中，世界气象组织实施气

学活动，理事会对 WMO 的区域办事处和 IOC 区域秘

象、水文和通信部分。该项目在今后 6 年中的费用约

书处和计划之间不断增加的密切合作表示欢迎，并请

为 5.4 百万美元， 1996 年和 1997 年 100 万美元。

秘书长与 IOC 的执行秘书协商，考虑在对两组织会员

1996-1997 年与美洲开发银行就资助 2.5 百万美元

双方有利的地区开展联合行动的方法。

的伊比-美洲气候项目的谈判已经结束，并于 1996

年 3 月 7 日在世界气象组织与该银行间签署了协议。

10

技术合作 (TCO) 计划(议题 10)

此外，以建立区域计划以及寻求资源特别是区域开发

10.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 12

银行的资糠的形式向区域经济集团提供支持。理事

次大会和第 37 届执行理事会关于技术合作 (TCO) 计

会要求秘书长继续在这方丽进行努力，并鼓励各会员

划的决定所采取的后续行动，即

积极参加寻求资源的努力。理事会还重申其要求各

( a)

确保 TCO 计划的有效实施，

( b)

根据大会授权的和执行理事会批准的(1 996

国世界气象组织常任代表在制订项目和寻求资源方

-

面采取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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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审议了自 1995 年在各资助项目下所

的航空服务。委托基金还与瑞士签署了协议，由瑞士

进行的技术合作悟动。在 UNDP 的资助下，已实施了

出资 75 万美元，向非洲、欧洲和亚洲 30 个国家提供低

37 个国家和 4 个区域项目。理事会注意到，在 1994

分辨卫星资料接受器，并提供相应的培训。理事会鼓

1995 两年期 UNDP 资助的项目达到 4.3 百万美元。

励会员门向委托基金项目注资。

但是，由于这一周期的结束 (1992 一 1996) ， UNDP 提

10.9

供的资助从 1994 年的 2.7 百万美元降至 1995 年的

划捐资总额达 6 百万美元。在捐赠会员|司分发了 142

1. 6 百万美元。为确保覆盖 1997

- 1999 的下一个

个 VCP 设备项目和 123 个奖学金申请单，其中有 79

UNDP 国家合作框架下的新的国家和区域项目的资

个 VCP 设备项目得到了部分或金额资助，并有 100 个

助，已经作了特别努力。理事会鼓励所有会员继续努

奖学金得到了 VCP 资助。尽管 1995 年获得资助的项

力，以确保 UNDP 的资助。

目数量有所增长，理事会注意到，截止 1995 年 3 月 31

10.6

理事会注意到会员们为 1995 年自愿合作计

理事会注意到， UNDP 在 1995 年为世界气象

日 318 个 VCP 设备项目和 654 项奖学金申请未得到

组织拨款 55 万美元用于部门间支持项目。这笔钱被

资助或未获全部资助。成员们提出的 VCP 申请已大

用于在制订国家和区域气象水文和多学科项目时提

大增长。理事会敦促会员向该计划提供更多的资助。

供技术和科学咨询，还被用于为编写国家战略札记

10.10

(CSN) 而做的事实性调查。 1996 年将向世界气象组

注意到在 1994 和 1995 年， 11 个成员 VCP(F) 分别捐

织新拨 30 万美元用于根据 UNDP 所设标准与受援

赠了 453 ， 500 美元。在 1994 年至 1995 年期间，已批

国、 UNDP 和有关政府|司组织联合进行的部门支拌活

准项目的支出和待付款达到了 853 ， 746 美元。在此期

动。此项任务的结果是准备出了很多计划，其中一些

间，还向有关国家提供了地面观测站和高空站的消耗

由有关政府正在实施，其它正在有关基金机构包括

品和氢气发生器的零件。此外， 42 个国家的 75 个短

UNDP 的审议之中。

期奖学金得到了 VCP(F) 的资助。一些培训活动也得

10.7

10.8

理事会注意到， 1995 年信托基金的项目涉及

关于自愿合作基金 VCP(F) ，理事会满意地

到了部分资助。为了保持主要高空站的业务，还为中

如下万面站网的总改造、建立卫星通信系统和保护

欧和东欧的 NIS 和 WMO 新会员提供探空仪和气球。

环埠。在信托基金计划下， 1994

10.11

- 1995 两年期的总资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EC 技术合作计

助额达到 17 百万美元。已实施的主要项目有意大

划咨询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己于 1996 年 2 月 8

- 10 日

利、瑞士和每个赞助的 AGRHYMET 计划和英国、法

在 VCP 年度非正式计划会议之后在目内瓦举行。理

国和比利时资助的非洲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事会注意到，该工作组回顾了 TCO 计划执行情况以

(ACMAD) 。芬兰政府在过去 4 年为改进中美洲国家

及 WM012 大和 EC47 届会就 VCP 计划的有关决议。

的气象服务的 FINNIDA!WMO 项目及苏丹气象局提

10.12

供了资助。此外，通过与世界银行签署的一项协议，

TCO 计划总体结构的结论和建议，同时注意到，在其

世界气象组织已开始实施 MED-HYαClS 项目，以改

建议的许多措施中，不少已为秘书长所采用。理事会

进地中海国家水文观测和资料收集系统。世界银行

还同意，有必要加强项目管理，尤其是对一些大的、由

正在向该项目注资1. 7 百万美元。根据阿曼苏丹国

世界银行或地区银行提供资助的涉及数百美元及数

与信托基金的安排，目前正在改造其气象局。根据罗

家捐助者的项目的管理。

马尼亚航空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之间关于信托基

10.13

金的协议，世界银行正在向该项目注资1. 7 百万美

4 下，分给秘书处用于对 TCO 计划的预算支持。最新

元。根据阿曼苏丹国与委托基金的协议及 1995 年签

的有关技术计划费用的估算及有关补贴费用的偿还

署了罗马尼亚航空气象服务现代化项目协议。这是

金额的估算分别为 2170 万和 260 万美元。在 EC47

三年期项目，耗资约 7 百万美元，旨在改进罗马厄亚

第 9 号决议附件中显示的相应预算数额分别为 1730

理事会通过了工作组提交的、特别是有关

理事会审议了 1996 -1997 年度在议题 16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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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和 290 万瑞土法郎 (240 万美元)。执行理事会

还到期的贷款。考虑到这一点，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

还注意到执行计划费用实际约高出 440 万美元。理

长向 EC 和 EC 技术合作专家咨询小组提交一份流动

事会注意到，形势正不断得到监督，更具体的估算将

基金使用情况的进展报告。理事会同意给于国家的

提交给 EC49 届会进行讨论。理事会注意到，已采取

贷款最高额不得超过 10000 美元。

了行动吸引一些非传统的资金来源以资助 TCO 项

10.19

目，未来几个月中，一些多国财金机构的资助项目可

用情况的报告。为丁明确其使用原则，理事会批准了

望初见成果。

关于 VCP(F) 使用的基本原则(见本报告附录 V) 。理

考虑到会员的需求，理事会批准了如下

10.14

VCP 协调项目:

理事会审议了 1994 - 1995 年度 VCP(F) 使

事会同时批准了 VCP(F)1996 年分配方案(见本报告
附录 VI)，该方案是以预计收入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 a)

全球高空站网络的改造，

理事会授权秘书长在资金的到位是就如何支出进行

(b)

GTS 的改进;

分配。

( c)

国家气象中心 (NMC) 的自动化;

( d)

低费用、低分辨率卫星资料接受机的运行;

11.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议题 11)

( e)

对 TCP 的支持;

11. 1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 (NMHS) 的作用和运作

( f)

对气候资料管理及 CLIPS 的支持;

(g)

在气象和业务水文学领域对 CAL 模式的使用进

11.1.1

行制作和培训 1;

运作环境变化的挑战，如全球/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化

对 ACMAD 展示项目提供支持。

(导致向商业化和有偿活动及其它方面发展) ，和科学

(h)

{议题 1 1.

1)

理事会认为 NMHS 的作用和业务正受到其

认识到有必要简化 VCP 程序以确保对项目

技术的迅速发展。它尤其担心全球观测网的水平不

进行高效而节约的管理，根据 WM012 大有关将气象

断恶化。理事会还注意到，由于用户需求的增加，迫

应用活动纳入 VCP 合作领域的决定，执行理事会批准

切需要 NMHS 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采用综合手段。

了对 WMO 技术合作计划规章的修改。会议通过了

11. 1. 2

第 4 号决议 (EC48) 。

求，同时一些 NMHS 越来越无力应付这些变化，理事

10.15

由于发展速度向 NMHS 提出越来越多的需

另外，理事会注意到 IOC 对审议两组织在

会认为该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继续从事现代化。需研

VCP 领域扩大合作的兴趣，并同意可能有对双方都有

究的问题包括是对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向服务投资以

利的合作领域，并将容许有效地共享资金。理事会要

提高 NMHS 的形象及发展获得对现代化的支持的最

求秘书长与 IOC 协商审议可以联合支持的项目以及

佳战略，对此需作出决定。

为合作建立适当的机制。

11. 1. 3

10.16

理事会认识到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加

在 EC46 届会己达成协议，在协调项目的框

强 NMHS 方面有些共同点。对此，为丁制订总指导纲

架下可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将-部分基金转移至秘

要，理事会审议了以下有关 NMHS 作用和业务的方

书处以提供仪器和服务，这些协调项目的执行群正常

面:

预算之外需要秘书处的积极参与 c 理事会同意对于

(a)

10.17

国际气象是在大家贡献的各种要素的基础上运

所有转移到秘书处的 VCP 基金都应收取费用服务，有

作的，有许多诸如监测网络、通信、资料库和资料

关比例可按具体项目逐个确定。理事会授权秘书长

处理等要素，每个要素都很重要。必须使用综合

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

方法设计各种要素以保证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

10.18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至 1995 年 12 月 31 日，

服务。其中还应考虑到促销活动和强调了解用

12 个国家已经在 WMO 流动基金计划下偿还了所得

的贷款。但仍有 9 个会员没有在 24 个月的期限内偿

户需求及如何最佳地满足这些需求，

(b)

制定 NMHS 前景发展规划，其中包括任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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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目标和计划，将会对加强 NMHS 的作用和

加强密切关系，以便推动个改进对 NMHS 作用

业务作出重要贡献。对此， WMO 的长期计划

的正确评价。这应包括对 NMHS 的访问，

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c)

(k)

NMHS 必须更多地强调它们能够提供的(贡献)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的评估和客观资料，

以及它们需要的(投入) ，在寻求资金时更是如

NMHS 服务的高效益成本比应予以强调，

此。 NMHS 必须通过向各部门提供有效和基本

(1)

服务展示其特有的能力和相对的优势，以便通过
各个领域赢得持续发展，如保护生命财产、社会

(h)

(i)

(j)

NMHS 还应发展或加强在其它关键领域的能

规划和管理、筹集资金、信息和公共事务;

(n)

NMHS 应努力制定一个发展模式:提供优质服

支持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务以争取政府、公众和其它方面更多的支持，这

NMHS 必须提供能满足用户需要的有效服务，

种支持反过来又使 NMHS 进步现代化，从而

并优化使用已有设施、人员和其它资源，包括加

进一步改进服务，等等，

(0)

NMHS 的局长和其它高级官员对筹集资金和在

在制定有关问题的国家立场和国家协调计划时，

其关注并 NMHS 可发挥作用的领域采取行动方

有必要确保 NMHS 的意见被考虑进去。这些问

面应加以领导。建立或加强国家气候委员会是

题包括:气候变化、荒漠化、淡水供给、环境退化

此类举措的一个例子。

些意见:

(g)

(m)

UNCED 的 21 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和自然灾害。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是也应参考这

(f)

NMHS 作用和业务的行动的关键;

力，通过这些领域帮助改进其效率和知名度，如

强区域级合作，

(e)

人力资源开发和经验分享是任何旨在增强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其它优先领域，如

荒漠化国际公约。这是改善 NMHS 形象和获得

(d)

NMHS 应研究、推广和提供有关气象灾害对社

11. 1. 4

理事会认为继续对 NMHS 的作用和业务这

范围广泛的问题开展讨论是重要的，决定在 EC49

能力建设-包括进一步实施 WMO 关于缩小发

时将进一步讨论。理事会还要求技术委员会主席和

达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服务水平差距的概念-

区协主席针对各自的职责研究各有关问题，并向理事

应成为 NMHS 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而该发展计

会提交其意见。

划则应与国家发展计划的重点相一致;

11. 1. 5

NMHS 应酌情在择优使用区域/次区域及诸如

动帮助 NMHS，包括发起"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管理

ACMAI卫东南亚 RSMC 和 ECMWF 以及其它

方面的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改

NMHS 的活动向用户提供服务方面应努力发展

善管理更好地应用科技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广泛利

自力更生的能力，

用气象水文产品和服务以及增强决策者和公众对环

通过某些主要的途径(如区域中心)提供产品和

境和气候问题的认识来提高 NMHS 在管理方面的能

服务具有高成本效益，但这不应降低 NMHS 的

力建设。理事会认为这是对秘书长先前散发的"关于

重要性，尤其是它们在满足各类国家和地方用

NMHS 在实施 21 世纪议程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方面

户需要方面的作用，

的作用的指南"的补充。

NMHS 应采取措施促进与国内其它有关机构，如

11.1. 6

政府部门(象农业、环境、能源和旅游等)、学术机

改善 NMHS 提供帮助，如通过对 NMHS 项目提供支

构及非政府组织包括私营气象部门的战略结盟

持方面给于帮助及提供新的指导材料。理事会进一

和合作。这会促进以跨学科形式解决共同关心

步要求秘书民促进并鼓励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或

的相关闭题。对此应予鼓励，

改变职能和基本机胸的 NMHS 交况信息和经验。

NMHS 应强调与决策者、媒体、资助机构和公众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已采取有关行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对各会员进一步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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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关系(议题 1 1. 2)

11.2

理事会认识到在众多的 WMO 和气象、水

12

长期计划(议题 (2)

文、海洋及其它地球物理学科领域里的其它国际计划

12.1

理事会审议了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主席的报

|司的相互依赖性在日益增加。它满意地注意到秘书

告。主席子 1996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主持召开了第一

长为加强 WMO 与其它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正在进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报告己送交 48 届执行理事会。

行的各种磋商和采取的各种举措，这些磋商和举措总

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和工作组为响应 12 次大会关于

的来讲为提高联合国系统的效率和效能作出了贡献。

第四个长期计划所采取的后续行动。理事会还审议

11. 3

执行理事会的内部事宜(议题 11.3)

11. 3.1

理事会对为改进其届会的效率已采取的措

施表示满意。理事会审议了各种进

步改进的方法

了工作组关于第五长期计划的建议。

第四个长期计划

和手段，以及在今后届会上将讨论的主要问题。提及

出版第四个长期计划

的问题和建议包括

12.2

( a)

(b)

( c)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12 次大会的要求，第四

尽可能避免有关个别国家活动的报告。但理事

个长期计划的第一部分 (WMO- No.830) 及其决策者

会认为，区协主席有责任介绍其区协的意见;

执行总结己用各种所规定的语言出版并分发给会员

会员提出的所有行动文件应尽可能于开会前 45

们及有关组织和个人。理事会还注意到，根据大会的

天提交到秘书处以便翻译和分发，

决定，秘书处分发的信息指出，有关第二部分的详细

由于有些"进展报告"仍然导致较多的讨论，因此

内容尚未最后正式出版，但仍可根据要求，通过信函

应进一步审议处理"行动文件"和"进展报告"的

或电子格式提供给有关各方。

最佳方法:

( d)

( e)

(1)

( g)

(h)

( i)

一些文件仍可进一步缩短，应更多地介绍情况

监督和评价第四个长期计划

和具体的建议，请理事会采取行动;

12.3

到届会的前一年年底时，秘书长应请理事会成员

个长期计划就各有关部分所提出的目标向第 13 次大

就在理事会上要讨论的重要议题提交具体建议。

会报告世界气象组织 1994

这些建议可由主席团在讨论理事会下次届会议

行情况。因此，忆及通过第 1 号决议 (EC47) 一执行理

程时审议 3

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理事会己要求其在 1998 年第

秘书处应考虑提交关于 WMO 的工作与联合国

五次届会期间协助评价世界气象组织计划的执行情

其它组织的工作之间的关系的简洁报告，

况。

理事会注意到， 12 大要求其根据第三、第四

-

1997 期间科技计划的执

由于国家气象和水文界比 NMHS 所属的范围要

12.4

广， WMO 需检查其工作结构是否适合恰如其分

议上在对 1992 年 (EC44 第 12 号决议-监督和评价长

地参与其它小组或机构。(各常任代表或许在

期计划实施的指导原则)建立起的剖划监督与评价系

国家层次上也需考虑此问题) ;

统进行评估后建议对现行的监督和评估报告体制进

NMHS 如何对付当前财务压力越来越重的趋势

行修改和简化。工作组建议仅向 EC 提交一份包括

以及有偿服务趋势，此问题将在下次理事会上

WMO 总体活动及各主要计划的报告以作为其评估和

审议，

向 13 次大会报告的基础。理事会同意长期计划工作

执行理事会文件的封页上写出财务信息的作法

理事会了解到长期计划工作组在最近的会

组的建议并通过了第 5 号决议 (EC48) 。

应推广到工作文件和粉色文件上去。

11.3.2

请理事会成员和秘书长在准备下届及将来

的执行理事会届会时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

第五个长期计划
第五个长期计划的形式和内容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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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得知，根据 12 次大会和 EC47 的指导

国际组织在制订计划及执行有关项目时，都需要这些

及在过去准备长期计划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长期计划

有价值的信息。技术进步，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资料

工作组已经详细回顾丁 WMO 的计划程序。工作组

处理、通讯及遥感等方面，将为 WMO 及各会员国气

特别考虑了计划的形式、结构和内容。根据工作组的

象水文部门创造新的机会，以便进一步提高为公众服

建议和自身对有关问题的考虑，理事会就第五个长期

务的质量并开拓新的服务领域。鉴于以上原因，各会

计划的如下主要特征达成丁一致以作为未来准备该

员国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建立合作协定将有助于缩小

计划的基础。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应考虑有偿服

12.5

(a)

第五个长期计划应为一卷本，包含目前计划第

务的趋势和私人部门参与服务的因素。

一、第二部分的内容，并提供 WMO 有关政策、战

12.9

略及优先领域的概况，同时应清楚地描述 WMO

修改) .其摘要可参见本报告附录 VlII。

理事会同意了工作组的建议(有小的补充和

各项计划与活动在这期间的情况以有利于对其

( b)

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它的长度不应超过 100 页

计划结构

(英文版) ;

12.10

包含在其中的"决策者摘要"应集中描述长期计

财期和第五个长期计划期内有关计划结构的初步意

划可能带来的效益，并为这些效益提供组织和

见。理事会同意，在进一步研究计划结构时，考虑将

政策基础，它应该使用一种受人欢迎的风格和

为有关国际公约协定和国际机构提供服务的活动纳

格式。理事会批准丁(作了某些改动)工作组关

入 WMO 的计划结构。理事会批准了将区域计划纳

于第五个长期计划的恪式、结构和内容的建议

入第五个长期计划的建议并同意在计划中反映有关

(见本报告附录 V Il)。

WMO 参与减轻自然灾害活动。将在第五个长期计划

理事会注意到长期计划工作组有关第 13

中采用的 WMO 计划结构的初步建议载于本报告附
录 lX 中。

指导原则

12.6

理事会决定应将拟议中对第五个长期计划

12.11

理事会授权秘书长继续与长期计划工作组

形式、结构及内容的修改意见以及与长期计划监督和

及其它有关机构讨论计划结构优化的问题，并向

评估有关的内容在 "WMO 计划进程"指南修改本中得

EC49 提交一份修改后的报告，以便就第 13 财期的计

到体现。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为这些修改作出相应安

划结构作出认真的决定。

排，并将这些指导原则分发给参与长期计划准备和评
估工作的各机构主席和秘书处人员。

其它考虑

12.12
未来政策、战略及优先项目

12.7

理事会注意到长期计划工作组已回顾了内

理事会重申了它对 LTP 准备工作给予的重

视，因为它们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NMHS 提供了支

持。

部和外部的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在下 J 、世纪头十年可

12.13

能对 WMO 产生影响的政治、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领

过程中，重点必须放在将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

域的发展。根据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工作组准备了一

需要。

份有关 2000 至 2009 年的政策及战略原则的摘要以纳

12.14

入第五个长期计划。

划准备工作所需要的资金的情况。

12.8

理事会强调在准备第五 J 、长期计划 (LTP)

理事会要求秘书记提供有关第五个长期计

理事会同意将重点继续放在气候和持续发

展领域的有关问题上。气象水文信息用户的数量和

EC 研究 WMO 结构任务小组第一次报告

范围将不断扩大，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公众及其它

12.15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第十二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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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指令，由 EC47 建立的执行理事会研究 WMO 整

13

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议题 13)

体结构的任务小组的第一次报告。理事会对小组成

13.1

联合国{议题 13.1)

员 E. W. Friday 博士和 E. A. Mukolwe 先生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在自 EC4 7 以来非常短的时间里完成了非常

联合国针对专门机构的决议

全面的工作。

13. 1. 1

在审议报告时，理事会表述了下列意见和

12.16

针对专门机构通过的以下决议

观点

(a)

(b)

(c)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第 50 届会议

14 , 16 , 17 , 27 , 28 , 31 , 34 , 38 , 39 , 42 , 58 , 85 , 97 ,
该研究的基本目标是考虑本组织迅速和有效地

100 , 101 , 102 , 103 , 105 , 107 , 108 , 112 , 113 , 114 ,

完成其任务和职责所需要的结构。通过理顺和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122 , 126 , 130 , 134 ,

优化结构达到节减和降低成本也是其目的之一。

136 ， 143 ， 149 ， 157 ， 158 ， 160 ， 164 ， 177 ， 184 ， 203 和

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跨学科

208 。

活动，以及考虑到 WMO 面临的财务困境，可能

13. 1. 2 根据联合国第 50/42 和第 50/164 号决议，在

需要考虑对本组织计划进行全面和大的调整，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 1995 年)后，理事

在确定 WMO 各组织机构的作用时，需要确定

会要求会员鼓励妇女更多地参与气象和业务水文工

重点，强调效益。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有明确和

作。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同感兴趣的会员一道评估妇

具体的目标并制定行动计划，

女在气象和业务水文学领域的地位，并将结果提交给

不同区协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可能需要时间长短

下一次执行理事会会议。

不同的届会。要求区协限制建立工作组的数量，

( d)

而依靠技术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加强地区问题的

联合调查组的报告(j IU)

建议受到丁欢迎，但应考虑到个别地区的特殊形

13. 1. 3

势，

交的报告及秘书长的意见，并通过了第 6 号决议

对通过合并现有委员会来减少委员会数量的建

(EC48) 。

议也进行了讨论。对哪些领域需要委员会应重

13. 1. 4

新进行彻底的评价。重新评价应考虑到调整

活动应尽可能讲究经济效益，并要求 WMO 尽可能充

WMO 活动的整体结构，各委员会的工作量，出

分利用其在联合调查组中的成员身份，理事会注意到

现的新问题，战略问题，如为客户服务，以及委

如其愿意的话，成员有权要求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研

员会各种构型的财务需求。还应探讨委员会在

究。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联合调查组向 WMO 提

执行理事会强调 WMO 在联合调查组中的

跨学科问题上与 WMO 以外的技术机构合作的

( e)

(f)

可行性;

联合国系统有关非洲的动议

关于其它建议，认识到应尽可能保持文件简短，

13. 1. 5

{旦有些文件不得不较长些，如有许多技术附录的

委员会 (ACC) 提出了联合国系统有关非洲的动议，并

文件(如:与技术规则和电码有关的文件)。强调

注意到在这一动议下， WM。在本组织有关计划和活

了在任何情况下，需确保会前分 2主文件，这

动中己开始提出和执行一些优先项目。理事会注意

点

理事会注意到 1996 年 3 月联合国行政协调

应写入任务小组的建议案中，

到作为牵头机构， WMO 在"淡水评估"这一重点领域

理事会强调了了解会员对 WMO 结构需求的调

以及在"预防及减缓干旱"项目执行中所承担的责任。

查表的重要性。调查表应着重指出涉及的问题

在这方面，理事会对秘书长采取的支持该动议的措施

并给会员充足的时间评价拟议中的变化。

表示欢迎。理事会要求秘书长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

这一动议在与 WMO 有关的领域顺利执行，并及时向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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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通报项目执行的后续情况。

会员提供适当的包括提供背景科技材料在内的帮助。

13.2.6

理事会强调了 WMO 与 UN/FCCC 联系的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 己)(议题

要性，以及使 UN/FCCC 认识到保持观测质量和数量

13.2)

的重要性的要求，并敦促秘书长制定恰当的机制向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和各国气象水文部门

UN/FCCC 强调对观测的需要。 理事会敦促 WMO 会

(NMHS) 继续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

员常任代表尽一切努力保证，按 UN/FCCC 第 5 款设

FCCC) 的实施过程。同时，理事会重申在准备和参加

想的对气候监测研究的支持应被纳入各国在 UN/FC

UN/FCCC 有关活动过程中， NMHS 应充分地参与。

CC 机构会议时提出的国家立场之中。

13.2

13.2.1

执行理事会认为，应继续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的渠道向
国家政府提供有关如何在实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

13.3

充分利用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专家力量的咨询意见。

理事会注意到此标题下的进展报告及公约秘书必补

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为向会员转达 12 大

充的 1996 年 6 月 13 日前的信息，联合国 33 个会员国

的有关决定的采取的行动，并要求秘书长继续向会员

批准了荒漠化国际公约(I CCD) ，这将保证公约在

讲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6 年年底或 1997 年年初生效。理事会支持秘书长

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理事会赞赏秘书长的努力，他向

采取的确保 WMO 在过渡期内继续参与谈判过程的

缔约方大会和 UN/FCCC 的其它机构通报 WM。在

行动。

荒漠化国际公约(l CCD) (议题 13.3)

UN/FCOC 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并就有关 WMO 如何在
此过程中作贡献提出具体建议。执行理事会还重申

13.4

国际减灾+年 (IDNDR)( 议题 13.4)

了各会员应确保其国家出席 UN/FCCC 会议的代表团

13.4.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减灾十年的选展

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专业知识。

报告。理事会了解丁自 12 大以来关于国际减灾十年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UN/FCCC 各机

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和为支持

构，恃别是科学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SBSTA) ，表示愿

"十年"所开展的四个特别项目。根据 12 大的要求，

与包括 WMO 在内的其它国际组织就公约第 5 条提到

还提供了关于交换各种灾害预报和警报的信息。

的研究和系统观测问题开展合作的兴趣。理事会特

13.4.2

别注意王IJ WMO/UNEP 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

了为进一步推动"十年"的工作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

委员会(IPCC) 通过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对 UN/FC

各种国际论坛所做的努力。他感谢世界气象组织会

CC( 包括 SBSTA) 工作所作的贡献。

员和秘书长对国际减灾十年宗旨的不懈支持和承诺，

13.2.2

国际减灾卡年秘书处总干事向理事会介绍

执行理事会认为， WMO 应继续与 UN/FCCC

并希望将其感谢记录在案，他欢迎在其秘书处和世界

各机构密切合作，并请 WMO 各有关机构考虑将向

气象组织秘书处之间业已存在的密切合作。这种合

UN/FCCC 提供科学技术信息作为优先工作。理事会

作已扩展到就小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行动计划采取

要求 IPCC 对 SBSTA 提出的提供进一步信息和评估

共同行动。政府向海洋学委员会的代表确认了其继

的要求给予最优先的答复。

续与 WMO 合作，共同支持 IDNDR 的愿望。

13.2.3

13.2.4

理事会强调在国家对公约实施和公约缔约

13.4.3

理事会成员就预报某些灾害的潜力做丁解

方大会的工作的贡献中，国家气候计划和/或国家其

释并提供了补充情况，特别提到了区域合作和为此交

它安排的作用是达到最佳协调之目的。

换资料的重要性。理事会感谢那些为区域协调灾害

理事会鼓励会员考虑出版与联合国气候变

预报慷慨提供或正在计划提供技术设施的会员，并认

化框架公约有关的信息材料，供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

识到其它一些会员由于缺少此项工作的资金正面临

使用。理事会认为，世界气象组织应在现有资金内为

着困难。其目的是确保会员提供预报和警报和对随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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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来危险所作的评估，以避免险情成灾。理事会强

WMO 过去与其它组织建立科技合作工作协议的惯

调需要开展全面风险评估项目 (CRASH) 并迅速取得

例，理事会赞同在 WMO 和 ICH 之间建立密切的工作

进展，因这项工作为许多 IDNDR 项目的基础。

关系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 13.5.3

13.4.4

理事会对国际减灾十年秘书处所面临的不

确定财务形势表示关注。但是，理事会欢迎在国际减

理事会因此授

权秘书长根据本报告附录中的文本，与 ICH/CIS 执行
委员会主席确定最终工作协议。

灾十年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合作趋势，这不仅反映在
世界气象组织的各项计划中，在联合国系统的各机构

14

信息和公共事务计划{议题 14)

中，还反映在所涉及的各学科活动中。还提到了 1996

14.1

1998 年世界气象目 (WMD) 主题(议题 14. 1)

年 3 月与 ESCAP 和 IDNDR 秘书处在新德里共同举

14.1.1

执行理事会决定 1998 年世界气象目 (WMD)

办的气象水文灾害评估联合研讨会。另外一个援引

的主题为"天气、海洋和人类活动"准备的材料应包

的例子是越来越多地利用 GTS 传送与自然灾害有关

括从观测到预报(海洋、波浪等)、运输和其它经济活

的信息。理事会注意到需要扩大 GTS 的利用，用其在

动、灾害、海岸娱乐等主题。理事会注意到该主题是

太平洋地区，必要的话在其官地区，发送海啸警报。

对 1994 年第 49 届联合国大会宣布的 1998 国际海洋

理事会还注意到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国际机构象 WMO

年的一个贡献。

服务于气象和水文那样负责协调地震的业务活动，尽

14. 1. 2

管世界上许多地区的 NMHS 在其国内负责地震工作。

候和健康"， 2000 年的主题可以是"世界气象组织-

13.4.5

年的服务"。

理事会欢迎联合国 50/117日关于联合国系

理事会建议 1999 年的主题可以是"天气、气

50

统自然灾害早期警报能力的决议，该决议是在十二次
大会后的 1995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理事会注意到

15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议题 15)

了 IDNDR 科学技术委员会所采取的后续行动。理事

15.1

语言{议题 15: 1)

会对"十年"的后续活动表示了恃别的兴趣，并要求秘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已经建立丁一种监测组织机构

书长与 IDNDR 秘书处及其它有关国际组织磋商并向

会前文件量的机制，其目的是减少文件，因比降低出

Eα9 报告此事，以便让 EC 和大会明确规定本组织在

版六种语言文件的费用。理事会称赞秘书长在本次

今后管理灾害中应起的作用。

届会上将文件减少了 30% ，并鼓励他在第 12 财期内

13.4.6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十二大决议，为确定和发

继续采取同样措施。

挥 WMO 和 NMHS 在向联合国系统的人道和救灾工
作提供气象和有关信息方面的作用所刚刚开始的出

15.2

出版物(议题 15.2)

色的工作 G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在秘书处制立活动前

15.2.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出版物计划的报

安排，并安排适当的渠道为 UN 提供气候咨询。理事

告，它总结了 1995 年的活动。资金问题延误了某些

会认为目前这种势头应保持下去。

规定出版物的翻译，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确保最有效地

使用现代技术并寻求其它财源促进基本工作，目前是

13.5

13.5.1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议题 13.5) 与独

提高出版物计划的效率。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和其它

立国家联合体 (CIS) 国家水文气象国家间理

承包商在翻译、编写和印刷 WMO 出版物方面提供的

事会 IICH) 的工作安排协议

服务，并要求秘书长尽可能地扩大此类外部协作。不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独立国家联合体

过，认识到雇佣临时工作人员仍将是完成该计划所必

国家水文气象国家问理事会(ICH C1S) 提出的与

要的。

WMO 建立工作安排协议的申请。

15.2.2

13.5.2

考虑到 CIS/ICH 的目标和职能，并参照

理事会通过了第 7 号决议 (EC48) ，在实施出

版物计划中提供充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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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理事会注意到在引入出版物电子分发综合

16. 1. 1

执行理事会将第 41 届 IMO 奖授于 T.N.Kr萨

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该计划最初将以文件共享软件

ishnamurti 教授。

(便携式文件文档)为基础进行联机分发或软盘分发。

16. 1. 2

执委会认识到进一步发展该计划以更好地使用电子

代 J . Zielinski 先生。委员会现在由 A. M. Noorian 先生

分发媒体的重要性，同时保留文字出版物的使用并保

(主席)、 I.Obrusnik 先生、 M.

持所有会员能完整地得到官们。由于注意到分发印

Sozini 先生组成。

刷出版物的费用几乎与印刷它们的费用一样高，理事

16. 1. 3

会认为，电子分发的部分制作费用可由节省的邮费支

IMO 奖奖金的建议。正如第 12 次大会公认的， IMO

付。

奖是 WMO 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理事会认为，与

I. Obrusnik 先生被任命为推选委员会成员替

S. Mhita 先生和 R.A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提交的关子增加.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大约一半的出版物制作

WM。在气象和水文领域设立的其它奖相比， 3000 美

费用从销售收入支付，如果该计划能部分自给自足并

元是过低，如 Norbert GERBIER 】 MUMM 奖奖金是 5

完成其职能，就需要对它进行保护，理事会要求秘书

万法郎 1 Vilho Vaisala 教授奖和博士奖奖金是 5000 美

长寻求各种途径更有效地营销那些具有销售潜力的

元。理事会注意到从 IMO 基金中支付提议增加的奖

出版物，特别是那些在未来几年必然要从印刷形式转

金是有可能的。理事会因此决定将 IMO 奖的奖金增

为电子版本的出版物。理事会同意，用更简单的方法

加到一万瑞土法郎，从第 41 届奖开始生效。理事会

处理那些销售潜力小的出版物是恰当的。一旦完成

要求秘书长监督此事今后的发展情况，必要的话，向

规定的分发，它们只以电子格式存贮，但不限制用户

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报告。

15.2.4

的读取。任何可能的用户将能读取并打印拷贝。

15.2.5

为节约出版物的生产和邮寄费用，执行理事

16.2

章程和法规事宜{议题 16.2)

会要求秘书长调查如何得到电子和书面的出版物和

文件。执行理事会特别请所有技术委员会和 WMO

香港的未来会籍

各计划审议将其出版物和文件进行适当的电子转发。

16.2.1

执行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有类似设备的会员协商，进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就 1984 年 12 月 9 日签

行一项可行性调研来确定建立和维持一个合适的服

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致秘书长的声明。根据该声明中

务器(分发)系统的可能成本。

的条款，英国对香港的行政和司法管辖权将维持到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固和大不

认识到现有的出版物职责分工，包括出版物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 1997

编委会对出版物计划各方面的控制，理事会鼓励秘书

年 7 月 1 日起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将成为中国

长提高秘书处制作以印刷的和电子形式分发出版物

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将拥有高度自治权并将保留

的技能。

其气象部门。

15.2.6

15.2.7

理事会认识到，电子出版技术变化得如此之

16.2.2

理事会还注意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快，理事会必须在本财期结束前重新研究出版物计

王国政府 1948 年 12 月 14 日通知美国国务院它将

划，并且同意这样研究可以包括根据秘书处的内部交

WMO 公约援用于其香港领地，根据公约第二条( d) 和

易原则考虑出版基金的运作。在理事会第 50 次届会

第三十四条(功，香港现为 WMO 领地会员。

上对该计划和第 13 个财期预算进行初步讨论时，理

16.2.3

事会可能对这些事项进行审议。

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阐明从 1997 年 7 月 1

理事会还进

步注意到以上 16.2.1 段中提

日起该政府批准的 WMO 公约将包括"中国香港"。

16

总务、法律和行政事宜(议题 16)

因此"中国香港"将继续作为 WMO 的会员。

16.1

第 41 届国际气象组织 IIMO) 奖(议题 16.1)

16.2.4

理事会还注意到联合国法律顾问关于 1997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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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

"香港的 WMO 会籍将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自

动停止，除非从该日起负责香港国际关系的中华

工作人员对其服务条件的看法

人民共和国正式以文字形式阐明它将代表香港

16.3.5

援用公约。因香港现为会员，只要中国代表香港

会主席的报告。理事会注意到了自执行理事会上次

援用公约的声明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香

届会以来工作人员对其在 WMO 秘书处创造的服务

港元需再申请会籍，

条件各个方面，及他们对联合国公共体制看法。

此外，应注意到 1997 年 7 月 1 日后第三条( a) 继

16.3.6

续适用于香港的会籍。因中国为公约附录 I 中

境下在实施 WMO 计划中表现出来的忠诚和投入表

出席 IMO 局长会议的国家，还因为香港可因此

示崇高的敬意，并希望将此记录在案。

保留在公约附录 II 领地名单中，而负责其国际

16.3.7

关系的国家出席了上述会议。

体制内的适当论坛提请人们淫意 WMO 工作人员反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听取了 WMO 职工委员

理事会对 WMO 工作人员常常在困难的环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力在联合国共同

16.2.5

理事会通过了第 8 号决议 (Eα8) 。

应的问题。

16.3

人事事宜{议题 16.3)

关于专业及以上级别职员任命、晋升、提名和调动的
报告
16.3.8 根据公约第 21 条 (b) 款，执行理事会审议和批

修改人事规则

16.3.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从 EC47 以来秘书长对

准了自第 47 次届会以来秘书长作出的如下任命:

可适用于秘书处工作人员以及项目辅助人员的人事

名字和国籍

职务、组别和组织单位

生效日期

规则所作的修改。

C.H.VIGNY 女士

人事幅利官 (P.3)

1996 年 4 月 1 日

(瑞士)

(非生日制)，秘

国际公务员委员会 (ICSC) 的年度报告

16.3.2

执行理事会洁意到根据委员会章程第 17 条

提交的国际公务员委员会(I CSC) 第 21 次年度报告。

书记舟公室
T.KIMU队先生

相组专业官 (P.2)

(日本)

世界天气监视同司

1995 年 7 月 1 日

卫星活动处
不列级官员工资

16.3.3

理事会注意到自 EC47 次届会以来，虽然专

16.3.9

理事会还注意到自上次执行理事会届会以

业和高级官员的基本工资标准未作调整，但是 ICSC

来秘书长安排的调动，情况如下:

公布提高了(退休后)可提取养老金的生活补贴标准，

名字和国籍

职务、组别和坦织单位

生~~日期

类似的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 和万国邮联

R.A.de GUZMAN

技术合作司前司长 (D.2)

1996 年 4 月 l 日

(UPU)) 据此决定调整它 i门不列级官员的(退休后)可

再土(菲律宾)

调任副棉书证特别助理

提取养老金的生活补贴标准。理事会决定采用以下

D. WILLlAMS 夫人

秘书长前个人助理 (P.2)

。旦休后)可提取养老金的年生活补贴标准，从 1995

(法国)

调任秘书长特别助理卦
公室项目助理

年 11 月 1 目起追溯实行:
秘书长

$187 , 922

副秘书长

$173 , 693

16.4

助理秘书长

$ 160 , 772

16.4)

16.3.4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根据已通过的决议所需

199E 年 4 月 l 日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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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1994-1995 两年期怅目

16.4.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 1994 -1995 两年期经审

估算

16.4.7

执行理事会对 ICSU 和 10C 指出他们将增加

计过的一般基金、周转基金、其它特殊和信托基金帐

对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 CRF) 两年期 (1996 -1997) 的

目。理事会注意到 1994 -1995 两年期的帐目是按照

捐助表示满意。理事会还注意到两年期末在 JCRF 基

联合国会计标准推荐的格式准备的。执行理事会同

金的存款余额应续存在该基金内。

意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即与以前的帐目格式相

16.4.8

比，这种格式为一种改进，因这种格式形式简洁且包

的基金余额，理事会批准联合科学研究基金的两年期

含着更多的信息。

(1996 - 1997) 追加倍算(见 EC48 第 11 号决议的附

16.4.2

执行理事会担心地注意到一些会员国巨大

在此追加收入的基础上，并结转上一两年期

录)。追加预算不要求世界气象组织追加投入，其资

的未缴会费数额。同时决定再次呼吁会员尽快交纳

金完全来自 lCSU 和 10C 的额外付款以及 1994

拖欠会费，并根据财务规定中的条款结清目前的会

1995 两年期联合气候研究基金的结转额。

费。执行理事会还决定继续审议这一问题，要求秘书

16.4.9

长和财务宙询委员会就任何新的进展情况向 Eα9 报

候研究基金的投入。对于 ICSU ，理事会指出，世界气

告。

象组织各会员代表可对其国内的国家级科学理事会

-

理事会鼓励 ICSU 和 10C 继续增加对联合气

执行理事会对 F1NAC 表示的因没有及时收

或机构施加影响，以增加或开始其对 ICSU 气候研究

到外部审计员报告的担心具有同感，因此不能有充足

计划基金的投入。对于 10C，理事会注意到，除了它对

的时间对报告进行详细的研究，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

联合科学研究基金的投入外， IOC 完全承担了组织一

外部审计员共同研究上述问题，以找到确保双方能充

系列与海洋有关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活动，而这些会

分审议审计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议本来应由联合气候研究基金资助。

16.4.3

16.4.4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关于帐目的

证书没有任何限定条件。理事会得知，外部审计员的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 1996 - 1997 两年期财务和预算状

报告中包括了对分项预算间划拨，以当地货币和其它

况的中期财务报告

非瑞士法郎支付会费等不遵守财务规定、以及在托管

16.4.10

基金筹措安排方面的意见。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对

一 1997 两年期财务和预算状况的中期报告。

上述意见的答复，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运用

16.4.11

财务规定中的程序，当这些规定与本组织的利益出现

地注意到，尽管存在着困难的预算局面，但是巳采取

不一致时，提出修正案供第十三次大会审议。

必要的行动调整计划标准、人员配置以及保障活动，

16.4.5

最后，执行理事会通过了经审计过的 1994一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本组织 1996

理事会审议了所提交的预算信息，并满意

以便将支出保持在批准的预算范围内。秘书长以其

1995 两年期一般基金、周转基金、其它特别基金和信

远见和谨慎控制着这一局面。

托基金的财务帐目，并通过了第 9 号决议 (EC48) 。

16.4.12

理事会根据财务规则第 14.6 条关于财务年

审的规定，并根据第十二次大会的要求(总摘要第 ι
审议 1994 一 1995 年 UNDP 出资的 WMO 项目的账目

12 段)审议了技术合作计划和技术合作基金的财务状

执行理事会还审议并批准了经审计过的截

况。理事会对秘书长采取的所有必要的行动以实施

止 1994 年 12 月 31 日和 199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由

大会和执行理会批准的项目，并将支出减少到规定的

WMO 管理的 UNDP 项目相信托基金财务报表，并通

预算限度内表示满意。

16.4.6

过了第 10 号决议 (EC48) 。
周转基金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 CRF) 两年期 (1996 一 1997) 追加

16.4.13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执行第 12 次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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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大会决定的报告，即通过保留现金储备投资所

第 40 号决议 (Cg

得的利息将周转资金提高到第 12 个财期最大支出的

实施该决议产生影响的解释性信息和报告提出意见。

百分之二，并将这部分利息分发到每一个闻周转资金

16.6.2 理事会认为第 12 次大会采取的有关免费和

缴纳了预付款的会员的预付帐上。

无限制交换气象资料和产品的行动在扭转国际气象

秘书长为执行大会的决定采取的程序在效

16.4.14

率和支出方面是恰当的，执行理事会对此表示满意。

- 12) 的执行，并且对关于商业化及

合作瘫痪局面方面所发挥的主要作用;理事会还认为
目前 WMO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广泛承担执行
大会决定的义务。

16.5

WMO 总部大楼(议题 16.5)

16.5.1

执行理事会 lì 意到自 1995 年 6 月土次届会

有关实施第 40 号决议 (Cg-12) 的出版物

以来秘书长为 WMO 总部新大楼建设而采取的行动。

16ι6.3

16.5.2 EC 总部大楼委员会主席向执行理事会通报

的行动，包括为传达大会关于气象资料与产品囡际交

其委员会在随时丁解总部大楼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

换的决议而向国际组织负责人， WMO 会员的外交部

EC 委员会主席还向理事会进一步通报在第一次招标

长和常任代表发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给 WMO 会员

付清 70g毛的建设费用后，该项目维持在为新大楼批准

的信，全面和及时地通报丁从部分会员收到的关于其

的预算内。 EC 新大楼委员会鼓励秘书必在该项目余

附加资料与产品及有关的条件的信息，是非常有益

下的预算中，继续保持警惕。 EC 委员会希望该项目

的。

不要偏离最初的计划。理事会注意到 EC 委员会主席

16.6.4

对大楼项目的管理表示感谢。

传册 (WMO-No.837) ，包括第 4口号决议以及即将出

执行理事会感谢秘书长采取的迅速而彻底

解释大会关于资料与产品交换的决议的宣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将目前 WMO 总

版的有关气象与水文服务的经济效益的宣传册，对进

部大楼卖给 WIPO 一事进行的谈判已顺利结束，双方

一步理解新政策和规范看来是有益的。这些小册子

于 1996 年 3 月 13 目签署了有关财产转让证明，并于

也可以帮助国家气象与水文局的局长们向其政府介

1996 年 3 月 14 日交存"目内瓦用地登记处"编号， P

绍国家气象与水文部门对其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

j. N (1 595 。

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重要贡献。执行理

16.5.4 理事会获悉 1996 年 6 月 18 日瑞士联邦院同

事会注意到 1996 年 1 月发行的 WMO 公报己专门关

意了政府关于批准瑞士联邦以利率为 0% 向国际组织

于资料与产品交换及商业化问题。

贷款的建议。理事会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积极

16.6.5 有关第 40 号决议 (Cg -12) ，理事会认为现

进展。

在评价执行该决议的经验尚为时过早。尚需要一段

16.5.3

时间，以进一步获得有关执行该决议的经验。尽管如

16.6

第 12 次大会和第 47 届理事会关于资料和产

品交换的决议的实施{议程 16.6)

16.6.1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第 40 号决议 (Cg-12)

此，理事会注意到商业气象活动也许会对一些会员的
国家气象部门造成不稳定的影响。因此执行理事会
敦促所有有关各方遵守决议的文字规定和精神。

WMO 关于交换气象及有关资料产品的政策和作法，

16.6.6

包括商业气象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指导原则，以及会

对科研和教育所需的信息自由流通的承诺，这一点已

员、区协主席、技术委员会主席、秘书长和执行理事会

写入第 40 号决议 (CgI2) 中。

理事会获悉学术界欢迎 WMO 强烈表示的

就本决议的执行而采取的相应的行动。执行理事会
还回顾了在 47 次届会时成立了关于气象及有关的资

实施第 40 号决议 (Cg-12) 的有关信息

料和产品交换的咨询小组 (EC!AGE) ，其任务是监督

16.6.7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一些会员已表示它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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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资料和产品的再出口附加条件。对此执行理事

佳方法且将会员和秘书处所需要的财力和人力投入

会注意到一些会员和中心确定了"附加资料与产品"

保持在最低水平。理事会邀请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

同时提出关于其出于商业目的再出口的一系列具体

对问题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尽早提出建议，交

条件。

执行理事会气象及有关资料与产品交换咨询小组

16.6.8

执行理事会尤其对所有同意扩大通过全球

(EC/ AGE) 审议。

电信系统交换资料和产品范围的国家和机构表示谢

16.6.16

理事会要求 CBS 结合第 40 号决议解决有

意，这将将使 WMO 所有用户受益。理事会呼吁所有

关通过 Internet 交换的资料和产品问题，其中包括可

会员根据 WMO 免费和无限制资料交换的原则帮助

能产生的任何分歧。

扩大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数量。

16.6.17

理事会注意到 EC/AGE 将在 1997 年 3-4

理事会一致认为应当促进真正增加气象资

月期间召开一次会议，提供更多的时间集攒经验，并

料和产品交换并对其进行监测，这是第 40 号决议

使咨询工作组解决各种令人关注的问题，以便及时向

(CgI2) 的核心目标。

EC49 提交报告。理事会罔意邀请 CHy 和 CBS 主席作

16.6.9

16.6.10

理事会认为应鼓励加强各种意见的相互谅

为观察员出席 EC/AGE 会议。

解， WMO 应为进一步讨论提供论坛。还需要促进更

16.6.18

好地了解有关争端和问题以~如何运用第 40 号决

12) 针对商业化问题和水文资料产品交换问题所开展

议，特别是其附件1Il"

的工作。理事会还注意到在 1996 年 12 月举行的第

16.6.11

理事会要求各会员共同努力，通过确定在

执行第 40 号决议 (Cg-12)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具

理事会注意到 CHy 就第 40 号决议 (Cg

10 次 CHy 会议上将讨论这一问题，并将向 EC49 提交
报告(也见第 7.1.3 段)。

体问题，加以解决。理事会注意到关于第 40 号决议

(Cg-12) 解释问题目前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

16.6.12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至少有一次通过两个

其他方面

16.6.19

执行理事会鼓励所有会员在提交附加资料

会员之间的直接协商，使有关执行第 40 号决议时出

与产品及交换条件的详细清单之前，与秘书处进行非

现的潜在困境得以解决。

正式磋商。这将为秘书处根据已有的材料评估上述

16.6.13

理事会要求各会员随时将有关动向通报

建议，并向会员提出必要和可行的意见提供机会。
理事会高兴地收到 IUGG 的提出的在大气

WMO 秘书处，从而使秘书处能够通过发挥监督和促

16.6.20

进作用向会员提供帮助。

科学领域加强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和谅解

的建议。理事会同意在 EC49 土审议上述建议。
WMO 其他机构采取的行动

16.6.14

16.6.21

理事会通过了第 12 号决议 (Eα别。

关于满足 WMO 所有计划需要的资料与产

品国际交换一览表，以及将其纳入 WMO 技术规则

16.7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 16.71

执行理事会指定 T.Ono 先生(日本)、 Y

(WMO- No.49) 第一卷、适用气象标准及建议规程，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了技术委员会间现行的协调并请

Salahu 先生(尼日利亚)、 H. M.Zohdy 先生(埃及)作为

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提出相应的建议提交第 49 次执

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分别替代 K ， Ninomiya 先生、 C

行理事会进行审议。

A.lgeleke 先生和 N.A.Salem 先生。

16.6.15

关于未来会员和秘书处在报告，收集和处

理有关附加资料与产品的信息时使用的方法和格式，

执行理事会的结论是，需要精心地策划，以期找到最

16.8

审议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专家组及其他机
构(议题 16.81

总摘要

16.8.1

根据执行理事会成员的变动情况，理事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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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包括亚热带"作为本次届会科学讲座的主题。还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 EC 各专家组及其它机构的组成

选择了以下 3 个专题:

情况作出以下调整

( a)

沙尘暴预报的进展，

( b)

热带数值天气预报，特别是热带风暴预报的进

(a)

EC 气象和有关资料及产品交换咨询工作组
T.Ono 先生替代 K. Ninomiya 先生，

(b)

EC 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大楼委员会
T.On。先生替代 K.Ninomiya 先生;

(c)

Norbert GERBlER - MUMM 国际奖推选委员会

Y. Salahu 先生替代 C. H. Igeleke 先生担任主
席，

(d)

WMO 职员退休金委员会
U. Gartner 先生替代 T. Mohr 先生。

16.8.2

理事会注意到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的其它机

构组成情况的变化

(a)

EC 教育与培训专家组

应中国常任代表的要求，经本组织主席同意，

展;
季节预报的现状。

( c)

17.1.2

主席介绍了 3 位被邀请作下述讲座的杰出

专家，并特别对获得第 41 届 IMO 奖的 T. Krishnamuru 教授表示祝贺
题目 (a) -A.A.Hassan 博士(埃及)
题目 (b)

- T. Krishnamurti 教授(美国)

题目 (c)

- M. Davey 博士(英国)

17. 1. 3

主席感谢 A. A. Hassan 博士， T. Krishnamuti

教授和 M. Davey 博士的讲座，他们的讲座随后都引起
了热烈的讨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适当安排出版这
些讲座

在专家组中由孙照勃先生替代丑妃范先生;

(b)

EC 南极气象工作组庸

安排第 49 届执行理事会期间科学讲座(议

17.2
世界气象组织印度常任代表提名 R.R. Kelkar

先生，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英国常任代表提名， J. D

题 17.2)

17.2.1

的主题应是如下

Shanklin 先生替代 M.]. Atkins 女士;

( c)

(a)

气候变率和粮食生产，

(b)

卫星观测能力的新发展及其对天气预报的贡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
根据四个主管组织执行首脑的推选 .J.Town~

献，和

shend 先生替代 J ， Houghton 先生担任 GCOS

在公共天气服务中利用电子媒体;

( c)
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17.2.2
(d)

世界气候计划协调委员会

执行理事会决定第 49 次届会期间科学讲座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为

此选择报告人。

在该委员会中， GCOS 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王

席 J. Townshend 先生替代 J. Houghton 先生，

17.3
( e)

安排第 9 届国际气象组织 (IMO) 讲座(议题

资料漂浮合作专家组

17.3)
专家组选举 G.Br∞gh 先生(澳大利亚)担任组

长，取代 D. Painting 先生(英国)。

17

科学讲座和讨论{议题 17)

17.1

科学讲座和讨论

17. 1. 1

执行理事会在上次届会上选定了"热带气

执行理事会选择 "21 世纪的天气预报"为第
十三次大会期间第 9 届 IMO 讲座的主题，理事会要求

*该工作组由南极条约缔约国常任代表提名的成

员和在南极积极开展气象计划的非南极条约缔约国
会员常任代表指定的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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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按倾向顺序提出拟邀请报告人员名单，并向

EC49 提交报告。

(议题 19)

19.1

执行理事会决定理事会第 49 次届会于 1997

年 6 月 10

18

-

20 目在日内瓦举行。

理事会同意理事会第 50 次届会暂定于 1998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议题 18)

19.2

根据议事规则第 27 条，执行理事会审议了

年 6 月 9 -19 日在日内瓦举行。

其以前通过的在本次届会期|可仍然有效的各项决议，
并通过了第 13 号决议 (EC48) 。

20

届会闭幕(议题 20)

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于 1996 年 6 月 21

19

第 49 届和第 50 届执行理事会的时间和地点

日下午 3 ， 10 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第 1 号决议 (EC4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执行理事会，

赞同专业委员会的持续工作计划，

注意到

敦促会员注意到第二次科学评估报告及气候变化的

(1)

第 8 号决议 (CgI2)

政府问气候变化专业委员

(2)

最新信息:
还敦促会员，包括发展中国家会员更积极地参与 IPCC

会，
第 1 号决议 (EC4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

的各项活动。

会，

再敦促会员维持并改进其观测系统并加强气候变化，

祝贺该委员会按计划完成了第二次评估报告，包括审

包括其对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计划，特别要重

议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宗旨有关问题，

视区域方面的研究。

还祝贺该委员会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转轨

要求能够并愿意支持 IPCC 的会员继续支持 IPCC 今

国家的专家参与第二次评估报告撰写、评审和定稿方

后的工作。

面所取得的成功;

要求秘书长酌情安排散发 IPCC 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

感谢各捐助国政府对 WMO!UNEP 政府间气候变化

究结果，包括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各种后果。

专业委员会联合信托基金自愿和慷慨的捐助，

第 2 号决议 (EC4 8)

IOC/WMO 全球联合海洋服务综合系统( IGOSS) 联合委员会
第 7 次届会报告
执行理事会，

GOOS) 支持该计划的实施，特别要在国

已经审议了 IOC - WMO 全球联合海祥服务系统

家一级上确认船源供业务机构使用，

(I GOSS) 联合委员会第 7 次届会的报告:

(e)

该计划的实施和维护提供支持;

注意到·
(1)报告，

(2)

决定就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建议 1

建议 2 (j C 一 IGOSS-7) - lGOSS GTS 资料流向
监测

(2) 决议 1-5 (j C-IGOSS-7);

(1 )

要求秘书长在现有的预算资金范围内为

(JC - IGζSS - 7) - IGOSS 随机船舶

( a)

批准该建议，

( b)

敦促会员在 GTS 中心和海洋中心指定联
络员以便在 GTS 上交换海洋公报，

(SOO) 计划的规划

(a)

批准该建议，

(b)

邀请 WCRP ， GOOS 和 GCOS 共同主办
SOC 管理委员会 (SMC) ;

建议维持承认的缩写 GTSPP ，于是称之

(c)

敦促会员通过 SOO 航线的民期维护来支

为全球温度盐度巴兰Ie 计划，

排 SOO XBT 业务的继续;

(d)

要求全球海观测系统政府间委员会(1-

(3)

建议 3 (J C- IGOSS 一 7) 一全球温度盐度计划.

( a)

( b)

批准该建议，并接受该计划指导委员会的

敦促会员继续并扩大参与该计划，特别
是加拿大、美国要更多地维护和支持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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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6 (J C- IGOSS-7) 一 IGOSS 计划和(

决议。

(4)

建议 4 (J C

- IGOSS - 7) - IGOSS 与 GOOS 和

GCOS 的关系:

( a)

批准该建议，

(b)

邀请 IOC -

(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通过实施计划中详列的系统各

WMO - ICSU 的 GOOS 联合

组成部分积极参加 IGOSS;

科学技术委员会(J - GOOS) 酌请 IGOSS

要求秘书长酌情并在现有预算资金的范

( c)

专家参加该小组的工作;

(5)

围内帮助会员实施该计划;

建议 5 (J C 一 IGOSS-7) - IGOSS- IODE 资料管

(7)

理战略草案

建议 7 (J C-IGOSS-7)

WMO 决策机构的以前的决议

要求秘书长.

(b)

( i)

审议与 IOC 俨 WMO

的 IGOSS 联合委员会活动领域相关的 IOC 和

批准该建议，

(a)

1996

一 2003) 的实施计划

执行理事会在第四项议题下审议其以前的

帮助将 IGOSS 一 IODE 资料管理战略

决定时，已对该建议采取了行动。

提请 GOOS 政府间委员会注意:

( ii)

帮助 lGOSS 联合委员会和会员在现
有的预算资金范围内实施该战略，

注:本决议替代不再生效的第 7 号决议 (EC44 )

第 3 号决议 (EC4 8)
IOC/WMO/CPPS 厄尼诺研究联合工作组
执行理事会，

织密切持续的合作;

注意到 z

(1)

(2)

(3)

联合工作组成员向 WMO 所有会员开放;

1978 年理事会批准 WMO 参加 IOC-WMO-

决定

CPPS 厄尼诺研究联合工作组(指 EC ← 30 总摘

厄尼诺研究联合工作组新的职责，但这取决于其它发

批准本决议附录中的 IOC-

WMO … CPPS

要第 3.2.11 段) ;

起组织作出类似的决定。

第 12 次大会简要报告 (WMO-827 号)总摘要第

要求秘书长在已有的预算资金条件下对联合工

3.4.4.22 段满意地注意到 WMO 与其它有关组

作组提供必要的帮助和秘书处支持。

第 3 号决议 (EC4 8) 的附录

IOC/WMO/CPPS 厄尼诺研究联合工作组职责
初始成立的日期和 IOC 决议 1977 年 11 月，

调和支持机制，如能力建设- TEMA、

决议

号， X-2 决议

GCOS/GOOS 和 IODE/海洋信息管理及

IOC - WMO - CPPS 厄尼诺研究联合工作组将:

其它有关 ENSO 的研究，尤其是东太平洋

(a)

为加强有关厄尼诺计划的协调而推动研究活

动，其中包括对 ERFEN 的支持，以便在国家和

地区的计划，

( iii)

帮助成员国参与这些研究，以便制定太平

国际层次上帮助实现持续发展和能力建设。

洋地区 ENSO 周期的监测、模拟和预测及

应特别注意:

其影响的国家/区域项目建议，其目的是

( i)

与联合国系统及其它国际、区域和国家机
构有关活动的协调;

( ii)

对一些计划的投入和产出建立所需的协

向多边援助机构介绍情况;

(iv)

推动发展有关厄尼诺现象对社会

经济

影响的活动，尤其是为制定减轻厄尼诺不

决议

员向 3 个发起组织的会员国开放。希望踊跃参

利影响及最大程度地利用其优势的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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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的决策者提供支持和指南情

加各项计划，其它有关的组织和机构可应邀参

动。

与联合工作组的活动。

为各项行动和活动制定一个王计划，视需要每

秘书处

IOC 秘书处将代表 WMO 和 CPPS 秘书处并在

两年作一次审议，以确保其执行。

它们的协调支持下作为联合工作组的秘书处。

成员
IOC-WMO-CPPS 厄尼诺研究联合工作组成

第 4 号决议 (EC48)

对 WMO 自愿合作计划规章的修改
(1)

按照本决议附件修改 WMO 自愿合作计划规章

注意到第 16 号决议 (EC45)-WMO 自愿合作计划

(2)

修改后的规章将从 1997 年 1 月 1 起生效

(VCP) 规章并根据第 16 号决议 (EC38) 、第 15 号决

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相应修改自愿合作计划

议 (Eα2) 及第 11 号决议 (Eα6)一对 WMO 自愿合作

规章

执行理事会，

计划规章的修改。

认识到有必要修改 WMO 自愿合作计划规章以包括

注:本决议将代替 EC35 第 16 号决议及随后的 EC38

VCP 气象应用领域的合作，同时简化 VCP 的执行程

第 16 号决议、 EC42 第 15 号决议、 Eα6 第 11 号决议，

序以保证对项目高效节约地进行管理。

所有上述决议不再有效。

决定:

第 4 号决议 (EC4 8) 的附录
WMO 自愿合作计划 (VCP) 规章
国尽早通知其准备向下

术语

1

本计划名为 WMO 自愿合作计划 (VCP) ，包含

二个部分

及数额。

4

可以接受对 WMO 出版物的财务捐助，可承诺

(1)

自愿合作基金 (VCP(F))

无偿翻译或印刷其中的一部分以确保出版物能

(2)

仪器及服务计划 (VCP(ES) )

广泛地向发展中国家分发。

VCP 计划的目的及资金来源

2.

VCP 是由各成员国捐助的款项建立起来交予以

VCP 的管理

5.

VCP 应由秘书长根据如下原则进行管理

维持的，其目的是满足下文第 7 段所述的、在不

( a)

当前的规章;

同领域正式提出的合作项目的请求。捐助可表

(b)

本组织的财务规章，除非在这些原则中将
其作为信托基金看待;

现为随时用作 VCP 基金的任何货币援助和/或

为 VCP(ES) 的提供设备和服务，包括培训1[/奖学

( C)

财务捐助是无条件的，每年秘书长将请各成员

由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有关解释此类规定
的任何补充指令。

金在内的仪器和服务。

3

年度捐赠的货币种类

6.

VCP 的管理费用应尽可能降到最低限度，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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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等对于项目运行不可缺少的方面。

用应由正常预算拨款加上 VCP 基金的拨款支

付，后者的拨款不应超过 VCP 基金及利息总额

VCP 项目的标准

的 10% 。

10.

合作领域

7.

(a)

VCP 计划的舍作领域应包括

( a)

WWW 的执行应作为第一优先;

(b)

颁发短期和长期奖学金，

( c)

对参加与 WWW 计划以及其它 VCP 计划

通过上文第 8 段提出任何其它途径执行;

(b)

有理由相信此项目执行后的效益是长期
的，或者安装的相应设施将于以保留，

( c)

项目应有利于第 7 段中列出的同 WMO
各计划中有关的一项或几项活动的进

(d)

支持气象应用活动;

行。

( e)

支持 HWR 的活动，

VCP 基金使用的批准

(f)

WCP 建立必要的观测和资料处理设施;

11

(g)

支持 WCASP 里的活动，

其是在项目的批准。每批准一个项目时，执行

(h)

GAW 台站的建设和运行，

理事会应明确授权使用的货币及数量。执行

支持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气象和水文活动

应授权执行理事会批准 VCP 基金的使用，尤

理事会根据不数变化的形势，应有权在项目完

VCP 不得使用或与上文第 7 段所提的活动竞争

成前修改任何以前批准的项目。己授权秘书

经费。 VCP 应被视为如下计划的补充·

长，可调整不超过 15% 的已批准使用的 VCP

( a)

国家气象及业务水文学计划;

基金，以支持 VCP 项目的执行，除非他认为该

(b)

有关上述领域技术合作的双边或多边协

基金已有足够经费来源。

( c)

定;

建议项目的提出

联合国开发计划

12.

应该在收到成员国的正式要求后，才能提出合

在任何情况下，有关成员对于具体项目、自身及

作领域的项目建议(如第 7 段所示)。申请均

对方的行动应该有明确的协定;

应包含如下技术细节:

对于奖学金，执行理事会认为候选人应有较高

(a)

项目目标及项目描述，

的素质，并且在学成之后应视奖学金的期限在

(b)

说明为何无法从其它渠道获得支持，

气象或水文部门工作一定年限。对于长期奖学

( c)

说明该计-划如何整个 WWW 计划的执行
或第 7 段提到的其官活动相适应;

金而言，通常情况不应超过 3 年。
VCP 应作为一种合适的机制来推动 TCDC 计划

(d)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的执行。

该计划执行可望获得的全球、区域或国
家效益;

( e)

国家气象或水文部门发展计划的纲要，

考虑的上文第 7-8 段的有关规定，通过 VCP 提

(f)

对该计划的国家捐助的性质和范围;

供的援助应包括如下方面

(g)

建议捐助的 VCP( 含培训和专家服务在

合作类型

9

此项目无法在 UNDP 下执行，也不可能

活动的人员举办短期培训班，

( i)

8.

所有 VCP 项目应满足如下条件

( a)

仪器

(b)

专家服务

( c)

培训 11奖学金

( d)

相应服务
上述 (d) 小段谈到了有关项目国家捐助的

性质及范围，这些捐助包括食宿、人员、消耗品、

内)

(h)

;

包含培训在内执行该项目的期限(如有

的话)。
在( e) 小段中具体要求吕应包括该项目现有设

施的情况。在(f)小段中应包括如下内容，在试
运行阶段后的备用品及消耗品的预算支出，以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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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受援国象水文部门如何应付可能出现

vcp 项目有关或与其一致;

的关税减免等问题的说明。

(b)

秘书长可代表国家集团准备 vcp 申请。

13.

捐助国指定的人员代表另一方共同签

署，

只有在接到成员国的正式要求后，才能提出包

古奖学金在内的项目建议。每一申请应明确

(c)

如下内容

(a)

对培训要求进行评估的背景情况，

( b)

需要培训的具体领域，

( c)

培训期限的建议，

( d)

培训目的;

( e)

培训的重要性。

应包括有关仪器运输和安装的具体安

(1)

培训的重要性。

排;所包含的费用将由合作一方或另一

上并附上 WMO 奖学金提名表。在有关成员

目的日程安排;

(d)

并应明确移交的有效时间和地点，

( e)

20

在 vcp 项目下提供现金、仪器或服务时，
WMO 同受援国签署的协定应遵循如下原则

vcp 下提供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a)

在成员国正式要求下，可提出涉及短期培训班

vcp 项目有关或保持一致;

(b)

为该政府指定的人员代表另一方共同签

(b)

参与国家，

署;

( c)

同 WWW 以及 vcp 下其它项目的关系，

( d)

项目期限

( c)

一份涉及仪器和服务的项目建议清单由秘书

协定应说明由本组织转交给该政府的仪
器的详情以及本组织或其授权机构应提
供的服务，授权机构可能是援助图，

(d)

对于包含现金援助的项目，协定应说明

*在最短期限内通函成员国，并要求它们及时

援助款将用到哪些方面，同时应说明将

通知秘书长他 li'l准备为哪些已批准的项目提

由有关国家进行的财务审计的程序，

( e)

协定应规定项目执行的日程安排以及受

当同一项目收到不止一份的承诺时，秘书长将

援国在如下方面的职责，地方设施、国内

与有关国家协商以确定接受哪一国的援助。

运输、地址选择、有关人员的培训，仪器

秘书长将定期通知本组织成员国有哪些通过

的安装、仪器后续运行及维护，

(1)

项目执行程序

19.

协定应由 WMO 秘书长代表一方和 1 名

项目的性质和范围，

vcp 形式由各成员国提供援助的项目。

18.

每一协定都应同执行理事会批准公布的

(a)

供设施或有关服务。

17

尽管有 (d) 项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协定

方最大限度地承担，

提议项目的通函

16.

协定应明确说明将仪器捐赠给本组织，

国提交的申请中应表明将遵守 WMO 有关在

的项目，这些项目应包括.

15.

协定应详细说明援助国将提供的设施和
培训以及所提供的服务，并提出执行该项

每一份申请都应填写在正式的 WMO 申请表

14.

协定应由 WMO 秘书长代表一方和 1 名

在任何援助项目开始前，秘书长将代表本组织

协定应明确说明在何条件下由本组织将
仪器转交给有关政府;

(g)

协定应明确规定在项目完成后合作双

同有关成员国协商签订相应的协定。协定将

方应提交一份共同签署的总结报告，报

采取交换信函的形式。

告中应说明仪器设备已投入业务运行、

WMO 同提供仪器和服务的成员国签署协定

该项目结束，此后受援国将利用国内资

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金负责仪器未来的运行和维护。协定同

(a)

每协定都应同执行理事会批准公布的

时应说明有关成员国应定期间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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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提交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报告的时间

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交一份有关 VCP 项目的

期限将取决于所提供仪器的种类。

总体财务报告。

如 18 段所述，从开始协商签署协定时开始，秘

项目有效期

书长在整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应充当联络人。

24

应视实际情况对那些对外公布已超过 5 年而

他应不断评估项目进展情况，并采取一切措施

没有得到资助的项目进行评估、更新或取梢。

克服可能出现的困难，确保每一项目按预期速

秘书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同有关成员国联系，如

度执行。

有需要应帮助其重新修改并提出 VCP 申请。

秘书长将就项目执行情况向每次执行理事会

对规章的评估

届会提交一份进展报告。

25.

秘书长将向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提交一份己执

为确保自愿，合作计划的顺利执行，执行理事会

可对这些规章进行必要的修正。

行项目的报告及对结果的评估。秘书长应向

第 5 号决议 (EC48)

WMO 长期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的指导原则

执行理事会，

(1)

进一步简化监督和评估程序的需要，

注意 ~IJ ，

(2)

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和资源来协调实施 WMO 各

(1)

12 次大会在第 29 号决议中要求执行理事会使
用第四个长期计划作为标尺来评估本组织各计

计划的必要性，

(3)

划的进展和执行情况，并向第十三次大会提交

(2)

来的效益作出明确和公正的评价的要求，

一份报告:

决定 2

EC47 第 1 号决议要求长期计划工作组在 EC50

(1)

年对 WMO 长期计划进行一次监督和评估，结

划有关章节中确定的 1994一 1997 年 WMO 各项

果应提交大会批准;

(2)

考虑到·

(2)

应继续由执行理事会通过长期计划工作组每囚

期间协助执行理事会评估第三和第四个长期计

计划预期目标实施进展情况:

(1)

尽可能对各个项目执行进展情况及给会员国带

将把 WMO 各项活动视为一整体和对主要计划
进行监督和评估，同时根据这些计划各自的总

为了不断推动 WMO 各项计划的执行，监督和

体和长远目标将重点放在其进展情况进行评

评估应作为管理进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怕，

项目监督及评估报告应简短、有力、分析透彻，

(3)

任何→个监督和评估报告应说明所有有关王要

才能有助于在执行理事会和大会上就有关问题

计划执行所取得的进展及其缺点和不足，这样

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将有助于反映真实的情况，同时也有利于采取

进一步注意到·

措施解决问题，报告应描述每一计划给社会带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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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效益;

获得必要的数据，

要求:

(1 )

(2)

应根据本决议附录的规定，协调对长期计划执

(2)
各区域协会主席、各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

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过程中 WMO 各组织机

提交各自独立的监督和评估报告:

构和秘书处之间，各会员及 WMO 各机构之间

长期计划工作组对这些报告进行分析，并准备

不同的职责。

一份执行状况的评价报告在每次大会前一年提
交执行理事会;

注‘本决议取代 (EC44) 第 2 号决议。第 2 号决议不再

进一步决定

(1 )

有效。

报告应简明扼要，应该使用现有的框架和程序

第 5 号决议 (EC4 8) 的附录

会员与 WMO 各机构在监督和评估长期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进程中不罔的职责

WMO 各组织机构和秘书处参与长期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来评估长期计划一下各自领域的

的监督和评估工作可归纳如下

活动执行情况;

(a)

WMO 成员国-通过它们参与各组织机构的活

( ii) 在届会上和/或通过技术委员会主席，根

动对长期计划有关方面进行监督，同时通过回
答 WMO 秘书，处的各项问卷调查或通过其它

( b)

据评估情况对各计划不来的友提出建议，

( e)

区域协会负责确保 WMO 各项计划在区域一

途径一说明有关长期计划下各项活动的执行

级的执行和协调，

情况对各自国家气象及水文部门带来的影响，

。)

大会-作为成员国的大会，应考虑和批准执行理

过报告员提交的报告来评估长期计划下

事会关于沃期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和评估的报

各项目在各区域的执行情况:

告，并按要求作出决议以推动各项计划的执

(ii) 在届会上和/或通过区协主席，对各项目的

未来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í丁
T;

( c)

执行理事会 2

( i)

(0

( ii) 协助执行理事会深入监督计划的实施，并

(iii) 深入地监督计划执行的进展情况并向大

评估实现 WMO 计划王要长期目标的进

会提交报告;

展，代表执行理事会，提出监督长期计划执

技术委员会在 WMO 系统中主要负责提供科

(。

在委员会届会、在各咨询工作组和其它工
作小组的会议上并通过研究报告员提交

代表执行理事会，提出监督长期计划执行
情况的方法，程序和标准。

( ii) 为该计划的监督和评估提供指导;

学和技术知识

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工作组，

。)

明确对长期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

估时使用的机制;

(d)

在各自的届会上、在各工作组会议上并通

行情况的方法，程序和标准。

(g)

秘书长除监督和评价报告外，为所有参与监督
和评价过程的下属机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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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号决议 (EC48)

联合调查组 (JI 凹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告 .95/3);

忆及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 1457 号决议 (47 届)有

(7)

关转交并处理联合调查组报告的程序，

妇女大会后有何变化 1 (JlU报告 .95/5);

注意到 JIU 的下列报告已经正式转交给 WMO

(1)

(2)

(3)

(4)
(5 )

(8)

联合国系统对于非洲科学技术的支持(J IU 报

联合国系统对亚太地区科学技术的支持(J IU 报
告 .95/7)

告 .94/1);

还注意到 1994 年 7 月 1 日 -1995 年 6 月 30 日联合调

联合国系统中利用通讯支持发展计划(J IU 报

查组有关活动的年度报告，

告 .94/4);

注意到联合调查组的这些报告及有关评论意见，

人员调整及延期招聘(失误因素)(JlU报告 .94/

表达对调查人员的谢意，感谢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建

7);

议，

联合国系统在当地的房产及服务(JlU报告 .94/

要求秘书长

8);

(1 )

联合国系统的责任、管理的改进及不足之处
(JlU报告 .95/刀，

(6)

联合国系统各计划中妇女的参与第四次世界

认真考虑报告中"注意到"一段提到的涉及
WMO 的建议在可行情况下的执行，

(2 )

根据程序将此决议转交联合国秘书长由其再转
交给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联合国系统中通讯及有关信息技术评估(JlU报

第 7 号决议 (EC4 8)

出版物计划

执行理事会，

(2)

注意到秘书处的职责(如在 WMO 总则第 199(6) 条中
规定的那样)包括"编写或编辑和安排本组织批准的

本决议附录 2 中包括的关于出版物基金目的和
限制的规定:

(3 )

本决议附录 3 中给出的免费分发出版物的方

的出版物的出版和分发"。

案，前提是如果符合 WMO 的最佳利益，秘书长

考虑每届大会都审查出版物计划，批准指令性出版物

可在其权限内可以超出规定的数量或接纳新的

清单、授权秘书长负责该计划的日常管理(在大会建

受援国，

立的框架内，并在理事会的指导下) .并要求执行理事
会定期对该计划进行审查。

(4)

本决议附录 4 中给出的定期的 WMO 计划支持
性出版物的目录。

通过(根据目前生效的大会决定)

(1)

本决议附录 1 中包括的 WMO 出版物的规划、制

注意 z 本决议取代了 16 、 17 、 18 、和 19 号决议 (EC44).

作和分友的指导纲要;

它们不再有效。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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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号决议 (EC4 8) 的附录 1

WMO 出版物的规划、制作和发行指导原则
1.总况

出具有新意的贡献，大部分信息是易获得

本组织的出版物一般分为两大类

的出版材料中难以提供的，

(a)

大会确定从而 WMO 有指令在既定财务时期

(i i)

内容应是科学有效的，并具广泛兴趣，

内制作的指令性出版物;

(i ii)

文字将在相当时期内有效，并能预测其有

(b)

执行理事会确定的系列里制作的计划支持出

相当大的销量，

版物。

(iv)

( a)

大会决议确定了在既定财务时期内制作指

(v)

令性出版物的计划。资金由大会根据在出

( vi)

(b)

方的材料包括进去的书面许可。

计划支持出版物，如 WMO 技术札记、

( c)

指令性和计划支持性出版物由出版物处与负

出版物等，构成丁有关科学和技术计划

责内容的技术处协商编辑。出版物处还要安

的一部分，其制作是在那些计划下规划

排页面设计、照排拷贝准备、印刷装订和/或电

和资助的，

子发行准备。

语言

出版物的复制形式和方法，以及最经济地使用

大会确定丁发行指令性出版物应使用的语言。

现有出版物基金包括出版物销售收入，将是秘

计划支持出版物一般只用原文发行，除非技术

书长在大会制定的框架里并考虑执行理事会

机构提出需用其它语言发行其出版物的要求。

的总体指导情况下的责任。将协调努力以便

作为一项总的政策，对将业务和技术出版物，

在 WMO 出版物的制作方面尽量使用已回收

特别是教育和培训出版物翻译成本组织的正

的、可回收的和其它环境无害的材料。

式语言应视作优先重点，以便促进知识和成熟

除了指令性和计划支持性出版物外，还可以直

方法的转让。

接复制用照排形式提供的某些科学技术出版
物(如技术会议文集等)。这些出版物只用原

草稿的准备和批准

文制作，注明秘书处未做任何编辑这与技术文

新出版物草稿的准备可由大会、 WMO 其它机

件的制作程序类似，这些文件不在出版物计划

构或秘书处提出。

之列，也不用于销售。

指令性出版物草稿的质量大部分要靠下设机

4.WMO 出版物的发行

构来保证。为确保 WMO 计划支持性出版物

(a)

WMO 出版物的目录

的高质量，秘书长应有一份评判标准清单，并

秘书处将定期出版目录，向对订购 WMO 出版

安排对每份草稿进行评审，评审员要认真选

物感兴趣的气象工作者提供基本信息。该目

出，必要时可有顾问予以协助。技术委员会主

录还可供其它领域的图书馆人员、院所、科技

席通常担任与相关委员会有关的草稿的评审

人员参考，并可用于促销。可分为不同部分:

员技术委员会本身或其咨询工作组(或执行理
事会专门委员会)也可以就此提出建议，

( b)

编辑和印刷

学事务报告、特别环境报告、 WMO 培训

3.WMO 出版物的制作

( a)

作者有权向 WMO 提交材料供出版，并已
从版权持有者那里获得了将源自其它地

供;
WWW 规划报告、业务水文报告、海洋科

信息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现，草稿要完整并

配有必要的说明性材料:

版物计划节的秘书长的计划和预算建议提

(ii)

方面造成不适

当的失衡，

出版物计划的规划和资助:

(i)

题目的增加不会使 WMO 出版物总体清
单对本组织的活动的某

2.WMO 出版物的规划

历史清单和现可销售出版物，

(b)

WMO 出版物的编号

对于新的支持计划出版物，评审员有时还是出

指令性和计划支持性出版物将得到 WMO 出

版委员会应该考虑下列标准 2

版物编号和 ISBN( 国际标准书号，是明确图书

( i)

该项工作应为 WMO 活动范围内的文献作

行业垦的出版物，表明每个出版物的语言、编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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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 WMO 编号的编码)。此外，每个系列的
各个卷册将得到一个序列号。例如:

( c)

织，这类出版物将免费发行;

( d)

出版物的定价

Technical Note No.152 (序列编号)

出版物 (WMO 公报除外)的定价将不考虑草稿

WMO- No.467 (WMO 编号)

准备或副译和编辑的费用。要计算的费用只

ISBN 92 - 63 - 10467 - 0 (ISBN)

是那些有关实际图表和设计工作、排版、打印、

免费发行

封页和装订，再外加一部分以部分弥补免费发

每本 WMO 出版物的具体编号将免费向 WMO

行的册卷费用。某一出版物的各种语言版本
将定价相同。

各机构的会员国、官员和成员、与会人员、区域

培训中心、保藏图书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掏

5 出版物计划的审议

等提供。为此执行理事会制订了 "WMO 出版

(a)

执行理事会应继续在考虑现有资金和设施情

物免费发行清单"并授权秘书长对清单进行扩

况下定期审议出版物计划的现状，并审议由于

大，但要慎重，而且确是对本组织有极大好处

采用新技术而不断发生的需要，

的情况下才扩大。

(b)

秘书长应通过向执行理事会提供关于现有资

公共信息出版物，包括年度报告和 WMO 长期

金、设施、销售潜力、和任何其它可能的限制的

计划一般不于出售，根据秘书长不断批准的清

情况来协助这些审议。

单，为了最有利地向尽可能广的观众宣传本组

第 7 号决议 (EC4 8) 的附录 2
出版物基金
l 出版物基金的目的

(c)

的维护修理费用，

设立出版物基金是为支持出版物计划的实施。
2 收入

( a)

大会在出版物计划下为指令性出版物拨的款，

(的

大会为有关科技计划拨的款，此款按制作与计

制作出版物所需一切设备的费用和这类设备

(d)

WMO 出版物和所需的再版本的印刷、封皮、装
订、和/或电子出版等费用，

( e)

划有关的指定出版物和其它印刷和可视材料

目录和其它促销材料的制作和发行有关一切

费用，

而估算的数量记入基金的贷方，

(1)

( c)

出版物销售和征订的收入;

4 基金的管理

直接的和明显的有关行政费用。

(d)

WMO 公报的广告收入;

除非另有规定，该基金的所有财务活动均需遵守

( e)

本组织根据促进和/或制作 WMO 出版物的财

WMO 财务规则。

务规则而接受的自愿贡献、礼品和捐赠。

5 剩余

3 支出

每个财务时期结束时，视大会批准情况，出版物基金

为下列日的而发生的支出将记入基金的借方:

中尚有的未指定作偿还债务之用的现金结余将于下

(a)

(b)

指令性出版物的翻译、编辑、图示、设计、文字

一个两年期的一月一日划拨到基金的贷方。如果决

处理、排版、页面准备当需要额外帮助时，上述

定要封清出版物基金，那么未指定作偿还债务之用

服务的费用;

的现金结余将记贷人通用基金的杂项收入。

在为此目的从科技计划调拨资金之处，计划支

6 外部审计

持性出版物和其它项目必要时的翻译、编辑、

秘书长将提交基金的帐目供外部审计员审计，其方

图示、设计、文字处理、排版、页面准备等服务

法同本组织的常规帐目。

费用;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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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号决议 (EC4 8) 的附录 3
WMO 出版物的免费发行

指令性出版物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

1 基苏文件
基本文件 (WMO- No.15)
.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工作安排

1(+)

(WMO - No. 60)
-技术规则 (WMO- No.49)

1

1

1

1

1

(b)

(c)

1

1

1

(a)

.技术规则和有关区域规则的附录
WMO 手册，且第 26 号决议 (Cgll)

(叫

(d)

:业务出版物
世界气象服务 (WMO-No.2)
'WM 口的精成 (WMO-No.5)

(a)

天气报告 (A、B、 C 和 D 卷 )(WMO-No9)
选择性、补充性和辅助性船舶的国际清单

(WMO-No.47)
·气象和业务水文培训单位简编 (WMO-No.240)
3 正式记录

·吉大会决议案的报告缩写本
大会文集

(a)
( a)

·含执行理事会决议案的报告缩写本
.区域协会的届会报告

技*'委员会的届全报告
4.WMO 指南
5 国际气象词典 (WMO - No.188)

1
1

垦犀半主理且:
6WMO 年度报告3

1( + 1)

7WMO 公报

1( + 1)

( e)
( b)

1
1

(b)

(c)

(c)

(c)

1
1

l

1

(a)

计划支持性出版物(见第 7 号决议 (EC48) 的附录 3)

l. WMO 议期计划
第一部分

1(+ 1) 1

2 其它计划支持性出版物 3
1

见解释性注释 ;

2 与 UNESCQ 联合出版;

1

(的

2

(b) (c)

24
4WMO 培训出版物。

工作组成员和非有关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

会报告员，

政府(外交部长)括弧中表示另抄常驻日内瓦

联合国办事处代表团，

(2)

1

3 年度报告和公共信息材料的免费友行由秘书长决定;

解释:

(1)

1

(7)

会员常任代表;气象和水文气象局(注非常任

下设机构会议的与会者(如果该出版物在另外

情况下得不到) ;

代表的局长可免费得到两套所有出版物) ;世

(8)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保藏性图书馆(每个区域协会一个) ;

界和区域专业气象中 IÜ;

(9)

(3)

会员常任代表的水文顾问;

(10) 联合国和专门机构(注联合国达恪哈马舍尔

(4)

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德图书馆有权免费获得一本 WMO 的所有出

(5 )

技术委员会成员(注根据总则第 181 条而指

版物。根据要求，向联合国其它文件部门提供

定的) ;

额外的参考卷册。在交换的基础上，向所有联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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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专门机构和其官国际或科学组织和单位

下得不到，

免费提供一本该栏中未标出的各种出版物) ;

( b)

一本与水文学有关的那些出版物;

(11)

WMO 退休的工作人员，

(c)

一本与各具体技术委员会工作有关的那些出

(1 2)

联合国信息中心和 UNDP 常驻代表。

版物;

(d)

作直接有关的那些出版物;

注

( a)

给工作组主席和报告员一本与具体工作组工

接书面要求后提供，如果该出版物在另外情况

( e)

水文顾问所属的那个区域协会的报告c

第 7 号决议 (E C4 8) 的附录 4

WMO 常规计划支持性出版物

A

常规系列

5

科学会议和研讨会文集

1.

WMO 长期计划，第一部分.总体政策和战略

6.

IMO 讲座，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届会上作的讲座

2.

WWW 规划报告

7

小册子(包括世界气象日主题的那些)

3.

WWW 状况报告(两年期)

8.

仪器和观测方法报告

9

个案书

C

机构闰联合出版物

4

技术札记

5

特别环境报告

6

海祥科学事务报告

7

业务水文报告

1.

IGOSS 和 IOC!WMO 联合出版物

8.

WMO 培训出版物

2.

WMO!UNESCO 联合出版物

9.

自愿合作计划报告

3.

IAHS!WMO 联合出版物

4.

WMO!UNEP 联合出版物

B.

WMO 其官计划支持性出版物

1

手册(和服务信息)

5.

WMO 秘书长和另外机构的执行首脑之间商定

-的任何其它联合出版物。

2

气候图集

该清单可应任一下设机构的要求而由秘书长增删系

3

目录

列加以修正。

4

书目摘要

第 8 号决议 (EC48)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香港的会籍
执行理事会

联合王国政府收到声明称，前者政府将于 1997 年 7 月

注意，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 34 条( a) 和第 3 条

1 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d) 款， 1948 年 12 月 14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该日起将成为中华人民共

王国政府宣布其批准的 WMO 公约包括其香港领地，

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保留其

香港成为 WMO 的一个领地会员;

自己的气象机构，

还注意J;IJ 从中华人民共和固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又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宣布，根据公约第

决议

3 条( d) 款，她所批准的 WMO 公约将从 1997 年 7 月 1

51
国际关系的国家出席丁上述会议。"

日起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考虑到根据公约第 34 条( a) 款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

考虑到联合国法律顾问关于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香

继续保留香港会籍问题是因会员政治形势的变化，而

港会籍的意见，即·

不是申请会籍;因此香港将继续保留其在世界气象组

(a)

"香港的 WMO 会籍将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自

织的会籍并保留其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力和指令。

动停止，除非从该目起负责香港国际关系的中

要求秘书侯，

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以文字形式阐明它将代表香

(a)

港援用公约。鉴于香港现为会员，只要中国代

共和国政府声明及执行理事会本决议一起送交

表香港援用公约的声明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生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效，香港元需再申请会籍;"及

(b)

根据公约第 34 条 (a) 款，将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

( b)

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将"中国香港"作为本组织

"此如，应注意到 1997 年 7 月 1 日后第二条( a)

会员写入所有有关 WMO 文件，期刊和其它有

款继续适用于香港的会籍，因中国为公约附录

关出版物中，附脚注如下"从 1997 年 7 月 1 日

1 中出席 IMO 局长会议的国家，还因为香港可

起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特别行政区。"

因此保留在公约附录 2 领地名单中，而负责其

第 9 号决议 (EC4 8)

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1994

- 1995 两年期收支帐目

执行理事会，

担心地注意到由于拖欠和不交会费引发的财政困难，

注意到财务规定第 15 条，

呼吁拖欠会费的会员尽快交纳其应付会费，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本组织截止 1995 年 12 月 31 目的

注意到在 199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与债务报表中，

两年期帐目的报告，和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

百四十万四千七百二十一瑞士法朗的资金总额

的报告，

(SFR1 ， 404 ， 721) 是作为固定资产列在报表中的。

正式批准世界气象组织 1994

-

1995 两年期经审计的

批准将此数额减记至 1 瑞士法郎，并将此处理记录在

帐目，

199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的两年期收支帐目中。

要求秘书长将帐目财务报表连同他本人的报告，以及

注意到在 199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与债务报表中，关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一起分发给世界气象组织所有会

于技术书库(书、期刊等)八万七千四百一十二元瑞士

员。

法郎 (SFR 87 ， 413) 的资金总额，列在报表中。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在其报告中的意见:

批准将此数额减记至 1 瑞士法郎，并将此处理记录在

要求秘书长采取适当的行动，如必要的话，提出对财

199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的两年期收支帐目中。

务规定的修正案供第十三次大会审议。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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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号决议 (Eα8)

审议 1994 -1995 年账目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出资的
WMO 项目和信用基金
正式批准了经审计过的截止 jjlj 1994 年 12 月 31 日和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UNDP 财务规定和细则的第 15 条，

1995 年 12 月 31 日两年里由 UNDP 出资， WMO 实施

审议了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关于财务报表

的项目和信托基金的财务账目;

的报告，说明截止到 1994 年 12 月 31 日和 1995 年 12

要求秘书长将该账目财务报表核验的复印件和外部

月 31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资的 WMO 基金状况;

审计员的报告送交联合国审计员理事会。

第 11 号决议 (EC4 8)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 CRF) 两年期 (1996 一 1997) 追加估算
告 (WMO-No.829) 总摘要中第 6.5 段，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3)

第 10 号决议 (Cg-12)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1)

财务条例第 6.6 条，

通过本决议附录中所列 WMO/ICSU/IOC 联合气候

(2)

第四十七届执行理事会含决议案的最终节略报

研究基金的两年期(1 996-1997) 追加估算。

第 11 号决议 (EC48) 的附录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 CRF) 两年期 (1996-1997) 追加估算
(单位:千瑞士法朗)
收入

支出

ICSU 的额外投入

120.0

IOC 的额外投入

120.0

临时雇员

100.0

300.0

机构问协调 (WCRP 会议)

120.0

重新分配

1994一

1995 的结转额

对 WCRP 的部门支持

联合计划人员的工作

气候模拟计划
气候变化和预测 (CLIVAR); 科
学协调
北极气候系统研究 (ACSYS)
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
用 (SPARC)

共计

540.0

共计

60.0
80.0
50.0
50.0
80.0
540.0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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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号决议 (EC4 8)
实施第 40 号决议 (Cg-12) -WMO 交换气象及资料和产品的

政策和作法，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关系指导原则
执行理事会，

强调实施第 40 号决议 (Cg-12) 对研究和教育界的重

回顾了第 40 号决议 (Cg-12)-WMO 交换气象及有

要性，

关的资料和产品的政策和作法，包括商业化气象活动

提醒各会员为响应第 40 号决议 (Cg-12) 根据决议及

指南;

其附录中的规定和精神采取行动;

认识到通过再次强调各会员一致承担免费和无限制

敦促各会员在各自国内促进对第 40 号决议 (Cg-12)

在国际问交换气象资料和产品的指令，本决议对于未

的更好理解，并尽全力付诸于实施，

来的国际气象合作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之间开展有

邀请各会员将其有关在执行第 40 号决议 (Cg-12) 过

效的工作是至关重要，

程中积累经验和遇到的任何困难通报秘书长，以便通

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针对第 40 号决议 (Cg-12) 所采

过理事会气象及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咨询工作组引

取的行动;

起执行理事会的注意:

满意地注意到各会员采取行动，增加在 GTS 传送资料

要求秘书长邀请那些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通过

和产品信息量;

WMO 秘书处向其它会员通告其希望在 Gτs 上增加

考虑到需要进采取额外步骤，以完成第 40 号决议 (Cg

交换的资料和产品，以及根据第 40 号决议 (Cg-12)

12) 的实施并使各会员从该决议中全面获得效益，

哪些将被视为补充的资料和产品。

第 13 号决议 (EC48)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前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EC-36

1, 2, 6

注意到

EC-37

13

总则第 155(9) 条，有关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前的

EC-38

8, 9 , 10, 19, 20

决议，
关于同一事宜的议事规则第 27 条，

EC-39
EC • 40

2, 4

审议了以前通过的目前仍然有效的决议，

EC-41

4, 6 , 10

决定.

EC-42

4, 5. 13 , 19

保留以下决议有效:

EC-43

4, 19 , 22 , 23

EC-I0

2

EC-44

EC 一 12

6 , 30

EC-19

9( 除丁第 19 号决议 (EC-42) 附件

(1)

(2)

(1)

EC-45

18

EC-25

8 , 12

EC-29

11

EC-30

17

EC-34

13 , 18

EC-35

18, 21

15 , 20 , 23

1. 2, 3, 5, 6, 7, 8, 9 , 10 , 11 ,
13 , 14 , 16 , 17 , 18 , 19

EC-46

15

EC-22

1, 5, 8, 9, 14(" 决定"以下部分
除外)，

第 12 段代替的附录第 3.2 段

EC-21

5, 7, 10 , 17 , 2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12, 17 , 18 , 19

EC~47

(2)

1.2, 3, 4, 5, 6, 7, 8, 9

不再保留第 48 次届会之前通过的其它决议。

注.本决议取代不再有效的第 24 号决议 (EC46) 。

附录
附录 I
总摘要第 2 .4 .1 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关于在 WMO 建立"内部监督"的建议

4.2

通过秘书长提交的 EC-48 第 16.4/2 号决议草

建议 1

案一审议世界气象组织 1994 一 1995 两年度帐目

1. 1 要求秘书长作进一步研究，向 EC-49 提交一份

(见于 EC- 48/文件 42 ，附件 B) 。

文件，描述一种合适 WMO 需求内部监督机制

4.3

并基于能从本组织获得资金的模式。研究报告

批准载入其报告总摘要的草案(儿子 EC- 48/文

件 42 ，附件 42 ，附件 A)

中应考虑其他机构的经验和结果。还应参考
WMO 内现行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1.2 秘书长在一年内落实在 1996 -1997 的现在预算
资金内提供一内部审计服务的工作。

1. 3 秘书长向 EC-49 提交报告，将说明上述1. 1 的
哪些方面可在 Cg

-

12 批准的资金范围内进行

实施，建议其官哪些方面可提交 Cg-13 批准在
下一财务时期 (2000

-

审查 1994 … 1995 年间联合国开发现划署 (UNDP) 资

助 WMO 的项目。本委员会还注意到外部审计员的
报告
建议 5

执行理事会:

5.1

2003) 实施。

署 (UNDP) 资助 WMO 的项目决算。

5.2
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计划 (CLIPS) 的资金筹措安排
建议 2

批准 1994-1995 两年间由联合国计划开发规划

通过秘书长提交的 EC- 48 第 16.4.1 号决议

(见于 EC- 48/文件 25 ，附件 B)

5.3

执行理事会批准最多动用常规预算中的 300 ， 000 瑞

批准秘书长提交的载入 EC 报告总摘要中的草
案(见于 EC- 48/文件 25 ，附件 A)

朗用于世界气候计划加速 CLIPS 计划的实施。
周转资金
建议 3

建议 6

秘书长继续努力通过呼吁可能的捐助者，为 CLIPS 项

执行理事会批准了由秘书长提交的载入报告总摘要

目吸引财政支持。

第 16.4.1 和 16.4.2 段的草案，并写在 EC- 48/ 文件
12 ，附件 A 中，删除第 16.4.3 建议的内容草案。

财务问题(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第 11 个财期

(1992 - 1995) 内第二个两年期( 1994 一 1995) 帐目的审

秘书长的中期财务报告

查

建议 7
执行理事会

建议 4

7.1

(见 EC- 48/文件口，附件 A) 。

执行理事会

4.1

批准 1994 一 1995 两年期的决算项目。

批准秘书长提交的载入报告总摘要中的草案

7.2

注意到 EC-47 批准的 1996

-

1997 两年期技术

附录

合作预算的分配(见 EC - 48/ 文件的的附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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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9

5) 。

执行理事会
建议 B

9.1

批准 1996 -1997 两年期联合气候研究基金的追
加估算。

由秘书长监督技术合作计划的发展，特别是在计划的

9.2

通过 16.4/3 号决议 (EC-48/文件 49 ，附件 B)

1996 -1997 两年期联合气候研究基金的追加

转让和任何变动对支持费用收入的影响采取必要的

估算。

行动。

9.3
1996 -1997 两年联合气候研究基金的追加估算

批准秘书长提交的载入报告总摘要中的草案，
(见 EC- 48/:文件咽，附件 A)

附录 E
总摘要第 2.4.2 段的附录

机构监督职能的基本特点

独立于管理层的自主性 z 以此划分的职能是否能

何官员，讨论其责任内的问题。有无可秘密获取记

独立于管理控制?如何解除责任人的职务。是否需

录，报告和文件等的渠道，和必要的话，进行审计、调

要机掏主管部门的批准?

查或监督程序。

1

2

涉及范围:该办公室是否能够审查机构的整体运

5

充足的工作人员 z 该办公室或管理局是否配备了

作，检查该机构的任何业务，使之符合其职责，及业务

在宏观管理分析(如政府管理)和审计及财务分析方

效率和财务完整性?它是否评价计划效率和承担日

面拥有必要的知识的人员。

常的审计功能。

6

3

报告权利.是否要求该办公室定期向机构负责人

配合该办公室有无手段和机制跟踪要求采取修

正行动的落实情况。它能否审查实施各项建议所采

报告，然后要求该负责人将未修改的报告和其本人的

取的措施。

意见提交给最高层管理机构(即:世界卫生大会，国际

7

劳工大会)。

工作人员保密充分措施?这些措施能否保证不发生

4

要求提供信息的权利是否能确保责任人接近任

投诉保密性.有无为任何希望投诉或披露情况的

报复行为。

第四卡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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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皿
总摘要第 3.2.3 段的附录

颁发 VILHO

1

VAISALA 教授博士奖方针

宗旨

(a)

Vilho Vaisala 教授博士奖之宗旨是鼓励和激励在仪器

员，他们应是仪器和观测方法领域里出色的科学

和观测方法领域的重要研究，以支持 WMO 的计划。

2
(a)

(b)

( c)

家，而其本人不是该奖候选人:

颁奖标准

(b)

( e)

3
( a)

(b)

( c)
4

每位评审人员应给每篇论文打分，分数为数字

每奖将授于在上面第一段中确定的领域里突出

式从 O( 最低)到(最高) ，其评价结果将提交秘书

的研究论文;

长。评价工作应以以下原则为基础

只有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通常才有被考虑

( i)

题目的重要性;

的资格，但经成功答辩的博士论文摘要亦可接

( ii)

观点和方法新颖;

受;

( iii)

其结果对 WMO 计划有价值;

用 WMO 官方语言之外语种发表的论文如附有

其中各部分的分量相当，

WMO 一种工作语言的翻译将有被考虑的资格;

( d)

在与副主席磋商后， CIMO 主席提名三位评审人

( c)

获奖人的最后推选将由不超过两名执行理事会

只有在颁奖年前 18 个月内发表的论文才有被

成员和当然成员， CIMO 主席组成的推选委员会

考虑的资格，

选出。该委员会是由执行理事会为此目的特别

已先前获得过国际奖的论文无资格。

设立的，任期四年;

提名方法

(d)

邀请 WMO 所有会员常任代表根据秘书长确定

如提交的论文质量达不到标准，执行理事会推

选委员会可以决定不提出颁奖建议。

的时间安排在具体时间内提名，

5

提名函及四月份用 WMO 某种工作语言出版的

该奖将包括一个证书，一枚奖章和 5000 美元。只能

论文(原文或翻译)及完整的论文摘要应提及给

满足该奖项的其它标准，该奖可以由合著作者分享。

秘书长;

6

每位常任代表提名不得超过两个。

颁奖仪式通常在获奖人国内举行，颁奖安排将由

奖项性质

颁奖仪式

WMO 主席，有关常任代表和秘书长通过协商作出。

推选方法

附录 N
总摘要第 7. 1. 30 段的附录

水文和水资源活动信托基金
希望通过该基金捐助的重点课题和任务秘

2

水资源管理评估:系统评估拥有的可用于开发和
需要保护的水质和水量(项目 5 1. 2)

1

水文部门:支持对活动评估和合理安排，提高公
众意识，促进优良的管理方法和政策(项目 51
*与第四个长期计划(第 5 卷，第二部分 )(WMO;

TD • No. 704) 相关的项目酌情写在括号中。

附录

3

业务水文技术 (HOMS) 开发，检验和技术交换，

重点部分

包括计算机软件，使用说明及技术和一般手册

合作) ;

(项目 5 1. 3);

4

(b)

( c)

自然灾害对减轻与水文和水有关的自然灾害作

(d)

与其它国际组织合作，并作为对实施 21 世
tiO行动议程的贡献，进→步发展 WHYCOS

全球环境问题.促进水文界参与全球环境事务和

及其区域 HYCOSs 计划，

9

影响研究(项目 52.2);

国际流域管理当局和 NGOs ，

( a)

持续发展 2 支持水环境监测和实施评估发展项目

(b)

加强妇女参与专业的水文和水资源活动
(项目 53.2) 。

UN 系统内与水有关的活动(项目 53.1) ,

(a)

支持这些组织的与业务水文有关的工作(项
目 53.2);

的持续性的技术(项目 52.3)

8.

技术转让，在 IDNDR 框架内的洪水预报和

水文和干旱造成的灾害(长期) (项目 52.1) ;

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包括促进气候变化对水资摞

7

开展全球淡水资源全面评估，作为对联合

全面风险评估，

出贡献，包括改进洪水和干旱预报和警报及评估

6

牵头机构， WMO ，与 UNESCO

国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的贡献;

水文和水资源方面的能力建设:对教育和培训及

技术支持的捐助(项目 5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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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系统非洲淡水评估特别举措(第 3

附录 V

总摘要第 10.19 段的附录

关于 VCP 基金使用的指导原则

(a)

(b)

自愿合作基金 ep VCP( F) 应用于和 WMO 各项

耗品，即当

计划最优先需要的相应项目的执行;

受损，且受援国在接受 VCP 基金援助后承诺继

每个项目应给 WMO 各计划的执行带来直接和

续负责这些设备的运行;

明显的效益，

( c)

在没有 VCP 基金，许多计划难以全面执行的情

应使用 VCP 基金提供仪器、专家服务、奖学金，

况丁，应当优先考虑属于上述 c 类和 d 类的活动

以及为那些由于时间所限无法通过正常 VCP 渠

使用其它来源的资金时

道进行的合作项目提供相应服务;

(d)

(巳)

国气象部门因自然灾害的袭击而

(f)

在对现有设备提供备用品和消耗品时， VCP 基
金的使用应限于那些时间少于 3 个月、金额不超
过 10000 美元的一次性或短期项目。此外，只有

在如下情况方可通过 VCP 基金提供备用品和消

应优先考虑经执行理事会批准的 VCP 协调项目

清单中的项目，

(g)

EC 技术合作专家咨询工作组将审议有关在
VCP 基金资助下所开展活动的详细报告。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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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

总摘要第 10.19 段的附录

VCP(F) 的现状和未来分配建议

(单位:美元$ )

目前正进行的项目和新建议的项目

击目(

EC 批准的

94/

01/01)

1994

1995 分配

和调整

1994
SG1994 -

1995 投扭

的调整

表格内容如下:

(a)

第 1 栏列出了过去经 EC 批准、且目前正在执行

第 2 栏显示至 1994 年 1 月 1 日止这些项目的余

(d)

第 3 栏显示了经 EC46 (l 994 年 6 月)和 EC48

第 5 栏展示了除行政费用外 1994-1995 年度的
初步支出情况，

(f)

第 6 栏为截止到 1995 年 12 月 31 日止各个项目
的剩余款项，

额;

( c)

金额 (95/ I ì且如/调整 1:靳预计分
口/31)
|的建扭
|号后的古

于丁紧急援助;

( e)

的项目和准备由 VCP 基金资助的新项目:

( b)

1995 支出

和假如(不
包括行政
费)

( g)

第 7 栏显示了对过去分配方案的调整及"新"捐

(1995 年 6 月)批准的 1994-1995 年度资金分

助款的分配情况。如果来自于 VCP 捐助的"所

配和调整情况，

有"收入均能到位，则该栏包含的总金额将达到

第 4 栏展示了秘书长在 1994-1995 年间，根据

440000 美元。如果捐助额减少，贝ti 预计中的分

WMO 自愿合作计划规章对基金使用进行的调

配额将不得不减少。新的分配方案将考虑过去

整。按照 EC46 决议，秘书长从流动基金中向世

2 年的支出情况并优先考虑支持奖学金项目/培

界天气监视网计划的执行追加 25000 美元，使其

训活动，以及解决新独立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

预算额从 100000 美元增加到 125 ，口口 3 美元;同

紧急需要:

时也利用该基金对新独立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给

( h)

第 8 栏为考虑、丁新的捐助和方案调整之后对各

附录

项目预算余额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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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去，另一计划即"通过 SHARE 计划进行的自动化"

第 47 届执行理事会批准执行在第 6 行 "GOS 和

也已终止。己提出了 1 项新的计划 "GDPS( 全球资料

GCOS 高空观测子系统的改进"下第 6.1-6.4 行中一

处理系统)的改进"目的在于提高各 GDPS 中心的自

些具体项目。这些项目的目的在于对高空观测站网

动化水平。

运行不断提供帮助，同时应以不中断加拉帕各斯、巳
布亚新几内亚及彭亨群岛观测站的运行为前提。

注意到，除了支持 ASMC 和 ACMAD 等区域中心
外，现已提出了 1 项名为 AMAC 的新计划，其目的在

根据 EC47 的批准， "SHARE 计划(即为应用、科
研及教育提供软件服务)"已从 VCP 协调项目清单中

于加强非洲气象与民航学校 (EAMAC，位于尼目利亚
的尼亚美)的培训工作。

附录 w
总摘要第 12.5 段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第五个长期计划 (2000 -

2009 )建议的格式，

结构和内容
(1)

第五个长期计划将有一卷，题为世界气象组织

经济，以及世界气象组织所涉略的

第五个长期计划 (2000-2009) ，第五个长期计划

科技发展的总体展望，并对本组织

的总页数，包括图表，不应超过 100 页(指英文

负责协调的气象，水文和有关学科

版)。

(2)

的国际活动提供新的想法，

将分别出版通俗易懂，主要针对决策者，计划人

(ii)

员和资助机构的世界气象组织第五个长期计划

为制定本组织的政策和策略提供

(2000-2009) 决策者摘要。将强调世界气象组

基础，

织及其作用，特别是举例说明从第五个长期 ii

( e)

划中能够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这些
效益的组织和政策基础也讲写人。该文件将与

(3)

2004-2009 长期展望。本章节将

全球和l 区域优先领域一简述从全球和区域

角度来看的优先和重点领域:

(f)

世界气象组织的战略一描述世界气象组织

第五个长期计划中所宫的总结不完全一样。

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山起的作用，总结世

第直个长期计划将是具体阐明在计划期间世界

界气象组织的政策和主要目标，并提出了

气象组织各计划和活动，并为各成员国制定其
各自的气象，水文和环境领域的发展计划提供

实现目标的战略;

(g)

广泛指导的纲领性文件。其将主要针对国家气

WMO 各项计划章节

(i)

简要地勾画出 2000-2003 年期间每

象水文部门的领导和气象水文界。文件的结构

个 WMO 王要计划以及具体的科技

如下:

项目的目的，规模和目标，

(a)

秘书长的前言

(b)

引言简单介绍与世界气象组织有关的

见的以及尽可能量化的结果(实施部

一些问题

分) ，其将成为评价各计划执行情况

(c)

世界气象组织一简单描述世界气象组织的

的基础，

( ii)

宗旨和总体目标
(的

机会和挑战一这一章将包括

(i)

2000 -

2003 年间世界政治，社会和

(h)

描述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指出可预

资源一简述世界气象组织各计划的资助
系统以及实施这些计划的现有资源(这将
通过积极的探索资金来源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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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回
总摘要第 12.9 段的附录

写入第五个长期计划 (2000 -

2009 )的政策和

策略原则的总结建议

WMO 的宗旨 (WMO 公约第 2 条中已有规定)

(1)

促进在建立进行气象和水文以及其它地球物理

提供专家咨询，为适应这一需求，应努力提供具

观测站网方面的世界性合作，促进负责提供气

权威性的建议，

象和有关服务中心的建立和维持;

(2)

(3)

(4)

(7)

为联合国系统中气象学(含气候学)、水文学及

促进迅速交换气象和有关信息的系统的建立和

有关的环挠科学提供有效的、具有权威性的科

维持;

学咨询:

促进气象和有关观测的标准化，并确保统一出

(8)

参与一些超出国家界限的全球或区域问题的研

版观测资料和统计资料。

究，加强国际合作及各国之间的友谊，尤其是参

加强气象在航空、水运、水资源利用、农业及其

与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行动或救灾行动，

它人类活动领域的应用，

(5)

学)、水文学及与与各国有密切关系的环境问题

(9)

推动业务水文学领域的发展，进一步加强气象

致力于及时有效地宣传与气象学(含气候学)、
水文学和同全球社会有关的问题的科学知识。

和水文部门之间的联系，
(6)

鼓励气象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培训，并协调

WMO 的作用

在研究和培训领域的国际合作;

(1)

加强国家气象、水文及有关部门的作用并建立
重要计划和行动，以支持会员适应国家、区域及
全球的需要并履行指令，

总体目标

(1 )

(2)

(3)

(4)

(5)

(6)

致力于推动气象学(包含气候学)、水文学的应

(2)

椎动气象水文学在如下领域作出更大贡献，如

用及与保护生命财产全全及减轻损失有关的环

能力建设、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下的持续发展及

境数据、知识、设施及服务的发展，并支持国家

有关国际公约与协定的履约，如保护臭氧层公

一级和国际间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从而为

约、气候变化公约、荒漠化公约及小岛国持续发

所有国家带来最大的效益;

展公约。

为气象学(含气候学)、水文学及相关学科的国

际合作提供有效的机制;

总方针

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国家气象、

为了加强国家气象部门的核心活动 .WMO 将

水文部门的差距;

(1)

积极地帮助会员从现代化的、装备先进的、人员

预测将来人类对于长期可靠的气象、水文及有

训练有素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业务服务中全

关环境资料的需求，并确保届时能提供以上资

面取得效益，并从国际合作和气象、(业务)水文

料.

及相关学科的协调中受益，

通过有效的国家级和国际间的研究计划，加强

(2)

探索和开发所有妥善机制，鼓励和促进在各会

对大气层，7]<圈、冰雪圈及有关地球系统进程的

员之间进行知识、技术、经过检验的方法的转

了解;

让，

国际社会不断要求对有关大气科学(含气候

(3)

特别重视为在世界和区域范围内建立民系列的

附

(4)

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国际科联理事会(lCSU) 、

的需要，旨在履行各自的职责，并满足其它国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及其)政府间

机怕的需要，

海洋学委员会(lOC) 、(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根据 40 号决议(1 2 次大会)， (加强)促进免费和

(UNEP) 、国际民航组织(l CAO) 、联合国人道

无限制在国家气象、水文(或水文气象)及有关

事务司 (DHA)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及粮农组

部门之间进行免费和无限制国际气象及有关资

织 (FAO)

档案，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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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水文以及有关环境记录而确定未来可能

料的国际交换，鼓励各国政府开放其有关资料

(5 )

录

(1 5)

;

尤其要与其它有关机构进行协调，为减轻自然

灾害带来的影响作出重大贡献， ;

促进会员积极参与大气及有关研究和发展计
划，交流气象专业和技术交流，

主要宗旨

重点放在提高各技术委员会在本组织科学技术

全球观 ;~IJ: 加强全球、区域计划的有效结合，以便对全

总体规划和管理方面的效率，

球大气和整个地球系统进行综合而可靠的观测，在国

使各区域协会在规划和实施其职责范围内的科

家气象、水文及相关部门之间进行免费和无限制国际

技计划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资料交换。

为丁促进可持续友展， WMO 将

全球/区域预报和预测:加强具备重要计算资源、专业
预报和预测责任的中心的能力，以便制作并分发资料

(8)

(9)

(1 0)

(11 )

(12)

(1 3)

(14)

加强 WMO 与(其他)区域及国际气象、水文、海

和产品，供其宫中心使用，并支持最不发达的中心使

洋和相关学科计划之间的合作及协调交流，促

官们具备同化和分析主要中心提供的大量的信息的

进在 21 世纪及其它有关国际公约和协议框架

基本能力。

下为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诸如气候变化框架公

公共服务、福利和安全-保障所有国家获得公众对国

约、国际沙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减灾

家气象水文和有关部门提供的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

十年的后续行动，

改进的天气、洪水和环境预报和警报服务的价值及不

促进气候对影响(和限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影

断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有更好的理解。

响的了解，以及在联合国及其它国际、地区和国

减轻自然灾害·通过实施改进的监测、预测和警报系

家持续发展计划中促进对国家气象水文部门重

统为实施"广岛战略和安全世界行动计划..为国际减

要性的丁解:

灾十年(1 990 一 1999 年)后续行动，为加强对自然灾害

作为一项优先活动，及时把 WMO 专家对全球

的了解和防范，其中包括风险评价而作出贡献，旨在

和区域地球物理机地球化学问题的观点提供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减少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及环

给有关国际、地区和国家机梅和部门，

境的影响。

通过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并通过参与全球观测

水资源 z 通过提供有关水资源数最、质量和可用性的

和科研协作计划，加强 WMO 对全球环境有关

重要信息，帮助各国研究、规划和管理淡水资源。

的监测、研究和l 有关任务的贡献;

专业气象水文服务:帮助会员开发能力以满足不断增

通过鼓励区域财务分担和建立通信能力，扩大

多的用户对专业气象水文服务的需求，特别重视运输

WM。在促进国家和区域气象(包括气候)、(业

安全，粮食、棉花和淡水的供应，土地使用规划，能源

务)水文及有关环境学科能力建设方面的作

的生产和利用。

用，

气候，确保 WMO 发挥在气候监测、研究、应用，包括

加强对实现经济和环境持续发展各项宗旨的

全球气候预测方面发挥有效的国际主导作用，并就气

贡献;

候和气候变化问题发表国际权威性科学见解。

进一步加强与其它具备互补目标的国际组织

环境质量通过完善的科学检测和研究，为了解、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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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扭转大气、海洋和水文环境质量下降的局面作出贡

水文及相关部门提供其监测和预报灾害性天气

献，并通过利用 WMO 的能力，为可能出现的环境应

条件、洪水以及极端气候和环境条件的能力及

争情况和灾害提供有效的警报。

其发布警报的能力，

持续发展 z 通过气象(包括气候)、水文和海洋监测、研

(4 )

特别是通过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制作交流全球

究和预测设施以及国家部门的计划，为各国的环境和

和区域气候的评价和预测以及气候变率和气候

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变化的影响信息，

能力建设 z 通过协调的战略途径帮助制定国家计划、

(5)

在 WMO 现有的全球资料通信、加工的国际梧

公共关系、教育与培训及技术合作、确定可行的资助

架的基础上发展，并与其它国际组织一道开展

机制的方式，以缩小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国家气象水

合作研究和应用活动;

文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差距。

(6 )

加强 WMO 和各国在监测大气、水文，海洋学和

会员商业活动 z 推进会员的商业活动，促进与私营部

相关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环境方面的能力，和

门建立和谐的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提供有关重大变化的信息和警报，其中包括跨

城市环境:增进对城市环境，特别是有关人口压力、供

国界大气和水污染事件的预报，

水及水污染、空气污染、交通和卫生问题的了解并为

(7 )

此作出贡献，促进将此信息用于城市地区规划、建设
和管理方面。

通过科学技术知识交流、技术转让和系统应用
及管理，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8)

根据 40 号决议(1 2 次大会 )WMO 关于交换气象

经济效益 z 鼓励进一步建立评价气象水文服务有效性

及有关资料和产品政策和作法，包括商业气象

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的方式和方法。

活动关系指导原则，鼓励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私

营气象和水文界建立有效联系，
战略

(1)

(9)
各会员之间通过目前和未来地球物理和地球化

便使公众清楚地了解气象、水文及相关学科对

学观测系统，其中包括世界天气监视网、全球海

社会的保护以及对持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洋观测系统、全球大气监测网和世界水文循环

(2)

(10)

通过改进而有效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教育培训

观测系统获取的资料、信息、知识和专业技术，

活动，发展并扩大所需的人才，以帮助会员适

在其收集、管理和交流方面有待改进;

应新的任务和挑战，

建立监测、评价和提高 WMO 业务系统和计划
的系统规程;

(3)

继续加强会员在开展公众宣传方面的能力，以

通过合作研究、技术和技能转让，帮助国家气象

(11 )

通过积极的资金动员方式，更好地实施各项计
划和活动。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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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总摘要第 12.10 段的附录

制定 2000-2009 年第五个长期计划的初步计划结构
1.

世界天气监视网

1. 1

全球观测系统

1. 2

全球电信系统

1. 3

全球资料加工系统

1. 4

WWW 资料管理

1. 5

WWW 系统支持活动，包括业务信息服务

1. 6

观测仪器及方法计划

1. 7

WMO 卫星计划

1. 8

热带气旋计划

1. 9

紧急响应活动

1. 10

WMO 南极活动

2.
2.1
2.2

世界气候计划

2.3
2.4
2.5
2.6
2.7
3
3.1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3.2
3.3
3.4
3.5
3.6
4
4.1
4.2

全球大气监视l 网
短期和超短期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中、长期天气预报计划
热带气象学研究计划
云物理和化学及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气象学应用计划
公共天气服务计划，包括减轻自然灾害
农业气象计划，包括对国际荒漠化公约和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支持
航空气象计划

大气研究与环境计划

4.3
4.4
5.
5.1
5.2
5.3
6
6.1
6.2
6.3
6.4
7

对面向臭氧和其它环境公约的支持

8

区域计划

在气候议程下协调与活动
对气候变化有关活动的支持，包括 IPC 二和

UN/FCCC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系统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于对策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海洋气象机相关海洋学活动计划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业务水文计划

基本系统

业务水文计划一应用与环境
水问题计划

教育与培训11 计划
人力资源开发
培训|活动
教育与培训计划
WMO 主要计划对培训活动的支持
技术合作计划

附录 X
总摘要第 13.5.3 段的附录

世界气象组织 (WMO) 与

独联体 (CIS) 国家间水文气象学理事会 (ICH) 工作协议草案
为有效地促进实现各自法律文件中确定的目标，

WMO 和 ICH 两个组织同意就各自开展或讨如j

WMO 秘书长和独联体 (CIS) 国家闯水文气象学理事

开展的可能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动相互通报并定期

会(lCH) 执行委员会主席将在相互之间进行密切合

交换有关出版物。

作，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定期交换意见。建立这种

合作和磋商关系的目的尤其在于促进在水文气象业
务和研究方面的有效协调和确保产生最佳结果。

将作出合适的安排使工作协议的任何一份可以
观察员身份参加另一主讨论共同关心问题的会议。

附件 A
与会人员名单
执行理事会成员

S. Kadarisman

(兼任 )S. Karjoto 的顾问

J.W.Zil1man

主席

J. R. Lumsden

(兼任 )S.K町目。的顾问

C. E. Berridge

第一副主席

D. Moehario

(兼任 )S. Ka勾oto 的顾问

N.Sen Roy

第二副主席

M.Widodo

(兼任 )S.Ka甲 to 的顾问

K. Konare

一区协主席

S.A.Buk巾an

A.Al- Gain 的代理

Z. Batjargal

二区协代理主席

A.J. Bantan

A.AI-Gain 的顾问

W. Castro Wrede

三区协主席

J . M. Rezende

A. Athayde 的代理

S. Pollonais

四区协代理主席

L. C.G岱 "r

A. Athayde 的顾问

S. Karjoto

五区协主席

V. Benevides

A. Athayde 的顾问

P. Steinhaus町

六区协主席

S. Khodkin

A.I.Bedritsky 的代理

A.AI-Gain

A. Karpov

(兼任 )A. l. Bedritsky 的顾问

Z. Al person

P.Luηe

(兼任 )A. I. Bedr山ky 的顾问

A.Athayde

M. Zalikhanov

(兼任 )A.

I. Bedritsky 的顾问

A. l. Be只dritsky

V. Zimianine

(兼任 )A. I. Bedritsky 的顾问

].

D. Lambergeon

J. - P. Beysson 的代理

B. K. Cheang

D. Marbouty

J. - P . Beysson 的顾闯

A.B.Diop

R. S. Greenfield

E. W.Frìday 的代理

E 飞11.

M.C.Yerg

(兼任 )E. W. Friday 的顾问

-P.B町 sson

Friday

U. Gartner

E. K. Wh四ler( 女)

(兼任 )E. W. Friday 的顾问

]. C. R. Hunt

K.E.W田ton( 女)

(兼任) E.

W. Friday 的顾问

P.Iεyva -

C. C. McMahon( 女)

(兼任 )E.

W. Friday 的顾问

G. D. Ca rtwright

(兼任 )E. W. Friday 的顾问

D. Fromming

U. Gartner 的代理

Francc

G.A.M cB巳an

M.S. Mhita

当选成员

E. A. Mukolwe

E. von Shubert

U.Gartn町的顾问

L. Ndorimana

C. Wetz

U. Gartner 的顾问

A.M.N∞ nan

D.J. Griggs

]. C. R. Hunt 的代理

I.Obrusnik

N. C. R. Williams

(兼任)]. C. R. Hunt 的顾问

T.Ono

G. Ryall( 女)

(兼任)]. C. R. Hunt 的顾问

G. E. Ortega Gil

T.Simmons

(兼任)]. C. R. Hunt 的顾问

Y.Salahu

H. Frary( 女)

(兼任)]. C. R. Hunt 的顾问

G. C. Schulze

E. Chaolin

(兼任)]. C. R. Hunt 的顾问

R. A. Sonzini

M. Proctor

(兼任 )].C.R. Hunt 的顾问

J ' Zielinski

E. Olrich -

H.Zοhdy

]. D.Pabon

Zo u Jingmeng

M. Garcia de

代理和顾问

Smith( 女)

(兼任 )J. C. R. Hunt 的顾问

P. Leyva - Franco 的代理
M句>a

(兼任 )P.L可va - Fran∞的代理

B.Pon叫女)

P. Leyva -

V. K. Tsui

J. W.Zillman 的代理

H. Allard

G.A. McBean 的代理

G.B. Love

J. W.Zillman 的顾问

B. An gle

G.A. McBean 的顾问

M. E. Voice( 女)

]. W.Zillman 的顾问

B.O' Donnell

(兼任 )G. A. McBean 的顾问

U.S.De

N.S四 Roy 的代理

B. Appleby

(兼任 )G. A. McBean 的顾问

R.P.Singh

N.Sen

Roy 的顾问

F. Ruddock

(兼任 )G. A. McBean 的顾问

1

Franco 的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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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 Essendì

E. A, Mu!kowe 的代理

G.Gitonga( 女)

E.A.Mulk。飞陀的顾问

W. 1... Gates

M. Bijanzadeh( 女)

(兼任 )A. M. Noorian 的顾问

J. Townshend

M.A.Gholami

(兼任 )A.M.N∞nan 的顾问

B. Bolin

6

Beyraghdar
S.M.Momeni

(兼任 )A.M.Noorian 的顾问

讲座

M.Davey

M.Beninek

I.Obrusnik 的顾问

A. A. Hassan

M. WoIek

I.Obrusnik 的顾问

T. Krishnamurti

M. Saiki

T.Ono 的代理

M.τsunaki

(兼任 )T.Ono 的顾问

7

H.Ochi

(兼任 )T.Ono 的顾问

S. Khmelnitski

联告国 (UN)

H.Satoda

(兼任 )T.Ono 的顾问

K. Barlund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F.P.Requena

R. A. Sonzini 的代理

E. Bonev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UNDP)

国际组织的代表

S. Reichhart

] . ZieJi nski 的代理

M.Lowe( 女)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UNDP)

R. Klejnowski

J . Zielinski 的顾问

P. Usher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W.Zyla

J. Zielinski 的顾问

A.Purcell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A.M.Rebba

H. Zohdy 的代理

L. Breslin

联合国气候变化恒架公约 (UN/Fι

A.A.H田 53n

H. Zohdy 的顾问

CC)

Xu Jianmin

Zo u Jingmeng 的代理

H.A.DiaHo

荒漠化国际公约(1CCD)

Wang Xiaomin (女)

(兼任)Zou J;咱me吨的顾]\iJ

O.El。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Xu Xiaofeng

(兼任)Zou J;吨meng 的顾问

Ch.Ro，，(女)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Xu Baoxiang

(兼任)Zou J;吨meng 的顾问

W. Wagner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Zhang Zhiqin

(兼任) Zo u ] ingmeng 的顾问

M.S. Boulahya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ACMAD)
3

技术委员会主席

J . P . Makosso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M. Mbougoua - Aby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C. H. Sþrinkle

航空气象委员会

C. J. Stigter

农业气象委员会

A.A.Va刷 liev

基本系统委员会

W. ] . Maunder

气候学委员会

B. J. J. Embleton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K.H。们 us

水文委员会

D. Burridge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J. Kruus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B. Ba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R. J . Shearman

海洋气象委虽会

A. Mangane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WAS)

A 因!assen

大气科学委员会

T. Mohr

(ASECNA)
(ASECNA)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EUMET-

SAT)
4

水文顾问

M.Sakh。

J , Lafeuille
第一区域协会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EUMET

SAT)

第二区域协会

G. Kullenberg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0C)

D. Davis

第四区域协舍

G. Holland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10C)

P. Mosley

第五区域协会

J, Oliounine

政府问海洋委员会(I0C)

F. Nobilis

第六区域协会

M.S.Opel，(女)

国际原子能机构(I AEA)

R , List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

Li

Manqing( 女)

会(I UGG)

5

特邀专家

A.Faτ咱

非洲统一组织 (OAU)

附件 B

议程

议题

1

届合组织

1.1

届全开幕

1. 2

通过议程

1.3

建立委员会

文件

PINK I;PINK I , ADD.l

1; 1, REV. 1 ;2;2 , REV. 2

1. 4

届会工作安排

1.5

批准记录

2

各类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53;PINK2

2.2

秘书长的报告

41 ;PINK 3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1;43;44;45;46;55;PINK 35

2.4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65;PINK 16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5 年

4;PINK 13

度会议报告

2.6

政府|司气候变化专业委

23;PINK 51

虽会(lP 口。主席的报告

3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j 计划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牢系统和

29;PINK 51

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详细报告

3.2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

19;PINK 19

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主席的报告

3.3

卫星活动

59;PINK 39

3.4

热带气旋计划 (TCP)

8;27;PINK 40

4

世界气候计划 (WCPj

4.1

世界气候计划且其协调，气

30;54;PINK 30

候学委员会 (CCI) 王席的详细报告

4.2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

40;PINK8

如Ù(WCIRP)

4.3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9;39;PINK 33;PINK 49

4.4

圭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16;18;PINK 31

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j

36;PINK 14

通过的决议

附件 E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大气

通过的决议

文件

议题

5.1

67

36

科学委员会 (CAS) 主席的报告

5.2

全球大气监测 (GAW)

36

5.3

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36

5.4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36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

36

5.5

研究计划

6

气象应用计划

6.1

公众天气服务 (PWS)计划

11 ;PINK 20

ι2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

32;PINK 9

员会 (CAgM) 主席的报告

6.3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

24;66;PINK 52

员会 (CAeM) 主席的报告

6.4

海洋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

13;13;ADD.l;15;PINK 37

2;3

划，海洋气象委员会 (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

7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HWRP)

7.1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水文委

33;34;35;PINK 43

员会 (CHy) 王席的详细报告

8

教育和培训I!计划 (ETRP)

5;5 , ADD.l;PINK 55

9

区域计划

37;PINK 22

10.

技术合作 (TCO) 计划

50;5 日 ;58 ， ADD.l;PINK

11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

11.1

国家气象水文局 (NMHS) 的

44

4

48;PINK 47

作用和运作

11. 2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关系

PINK 42

1 1. 3

执行理事会内部事宜

PINK 36

12

长期计划

61 ;64;PINK 38;PINK 56

5

13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13 .1

联合国

56;62;63;PINK 12

6

13.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31 ;PINK 29

13.3

荒漠化国际公约(I CCD)

(UN/FCCC)
26;PINK 29

13.4

国际减灾十年(IDNDR)

17;PINK 41

13.5

专门机梅和其他国际组织

52;PINK 5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68

议题

14
14.1

信息和公共事各计划

15.
15. 1
15.2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1998 年世界气象日 (WMD) 主题

语言
出版物

16
16.1
16.2
16.3

总毒、法律和行政事宜

16.4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6.5
16.6

第 41 届国际气象组织(l MO) 奖
章程和法规事宜
人事事宜

WMO 总部大楼
第 12 次大会和第 47 届执行

文件

通过的决议

10;P1NK 6

6;P1NK 26
28;PINK 24

7

20;PINK 53
67 ;67 , ADD.l ;PINK 25
14; 14 , ADD.l ;22;60 68
P1NK 15 PINK 34 PINK 50
12 25 25 , ADD.l ;42;
42 , ADD. 1 47;49 PINK 17;
PINK 18;PINK 27;PINK 28
51 PINK l1 ;PINK 11 , ADD.l
38 PINK 54

,

, ,

,

,

8

, ,

,

,
,

, ,

9 10 11

12

理事会关于资料和产品交

换决定的实施

16.7
16.8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审议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

57;PINK 4
PINK 7 PINK 7, REV.l

,

专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17.

科学讲座和讨论

17.1
17.2

科学讲座和讨论
第 49 届执行理事会期间

7
PINK 32
7 PINK 23

,

科学讲座的安排

,

17.3

第 9 次 lMO 讲座的安排

7 PINK 23

18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3 PINK 48

19

第 49 届和第 50 届执行理事

PINK 45

,

会的时间和地点

20

届会闭幕

PINK 46

13

附件 C

文件清单

文件

题目

议题

提交者

号码

1. "ooc" 系列
通过议程

1. 2

WMO 主席

1. 2

秘书*

临时议程

REV.1
2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解释性备忘录

REV.1
3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18

秘书记

4

技术委员会 1995 年度会议报告

2.5

WMO 第}副主席

5

教育和培训计划 (ERTP)

8

秘书长

ADD.1
6

语言

15.1

秘书长

7

科学讲座和讨论

17(17.1-

秘书长

17.3)
执行理事会第 49 次届全期问科学讲座的安排
国际气象组织(I MO) 第 9 次讲座的安排

8

热带气旋计划 (TCP)

3.4

秘书长

9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3

秘书长

10

1998 年世界气象日 (WM副主题

14.1

秘书长

11

公众天气服务 (PWS) 计划

6.1

秘书长

12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6.4

秘书怯

6.4

秘书快

周转基金

13

海洋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海洋气象
委员会 (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
IGOSS ， GOOS 和 DBCP

ADD.1

第四十八届执行理事会

70

文件

题目

议题

提交者

人事事直

16.3

秘书 t~

6.4

秘书长和 CMM 王席

号码

14

人事规则修正案

ADD.l
15

海洋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海洋气象
委员会 (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

1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4

秘书怯

17

国际减灾十年(lDNDR)

13.4

秘书长

18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4

秘书长

19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

3.2

秘书长和 CIMO 主席

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主席的报告

20

国际气象组织(lMO) 第 41 次奖

16.1

秘书长

21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3

一区协主席

16.3

秘书长

2.6

IPCC 主席

6.3

秘书长和 CAeM 主席

16.4

秘书记

第一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2

人事事宜
国际民事委员会(l C目C) 的年度报告

2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lPCC)
主席的报告

24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主席的报告

25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审议 1994 -1995 决

算(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UNDP) 资助的 WMO 项目

ADD.l
26

荒漠化国际公约(l CCD)

13.3

秘书长

27

热带气旋计划 (TCP)

3.4

秘书怯

28

出版物

15.2

秘书长

29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

3.1

秘书长和 CBS 主席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详细报告

附件 c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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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议题

提交者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

4.1

秘书位和 CCl 主席

号码

30

会 (CCi)主席的详细报告

3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 己)

13.2

秘书长

32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

6.2

秘书长和 CAgM 王席

7.1

CHy 主席

7.1

秘书*

7.1

秘书怯

会 (CAgM) 主席的报告

33

水文和水资!í(计划，水文委员会 (αlY)

主席的详细报告

34

水文和水资摞计划;水文委员会 (Chy)
主席的详细报告

35

在文和水资源计划，水文委员会 (αlY)
主席的详细报告
秘书仕的建议

36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5

秘书长和 CAS 主席

37

区域计划

9

秘书怯

实施第 12 次大会和第 47 届执行

16.6

秘书长

38

理事会关于资料和产品交换的决定

39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3

秘书民

40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WCIRP)

4.2

UNEP

41

秘书长的报告

2.2

秘书长

42

财身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6.4

秘书长

2.3

二区协代理王席

2.3

三区协王席

2.3

四区协代理主席

审议 1994-1995 决算

ADD.1
4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第二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44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第二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45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第四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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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目

议题

提交者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3

五区协主席

16.4

秘书1f:

11. 1

Julian Hunt 教授

号码

46

第五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47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昔)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 1996 -1997 两年度

财务和预算形势的临时财务报告

48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 (NMHS) 的作用和运作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 (NMHS) 的现代化

49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6.4

秘书1f:

50

技术合作 (TCO)计划

10

秘书长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的报告

51

WMO 总部大楼

16.5

秘书证

52

专门机梅和其他国际组织

13.5

秘书长

与独立国家联音体水文气象国家间
委员会(lCH C1S) 的工作安排

53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1

WMO 主席

54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

4.1

秘书证

2.3

六区协主席

13.1

秘书*

委员会(旧)主席的详细报告
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 (CLlPS)

55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第六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56

联合国

联合国关于专门机构的决议

57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16.7

秘书长

58

技术合作(TCO) 计划

10

秘书1f:

WMO 卫星活动

3.3

秘书1f:

人事事宜

16.3

秘书长

12

审议 WMO 结构

ADD.1
59
60

无级别官员的工资

61

1f:期计划
审议 WMO 结构的执行理事会
任务小组的第一份报告

的 EC 任务小组

附件 C

文件

73

题目

议题

提交者

联合国

13.1

秘书民

13. 1

秘书长

12

ECj主期计划

号码

62

联合国系统范围关于非洲的倡议

63

联合国

联合检查单位的报告

64

长期计划

执行理事会民期计划工作组组长报告

工作组组-[(:

65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4

WMO 主席

66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6.3

J. P. Beysson 先生

(队eM) 主席的详细报告

67

和 U. Gartner 先生

章程和法规事宜

16.2

秘书长

16.3

工作人员关于其服务条件的

香港的未来会籍

ADD.l
68

人事事宜

意见
协会主席

11. "PINK" 系列
1, ADD.l

届全组织

WMO 主席

2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1

WMO 主席

3

秘书长的报告

2.2

WMO 主席

4

指定执行理事古代理成员

16.7

WMO 主席

5

专门机梅和其他国际组织

13.5

E 委副主席

6

信息和公共事务

14. 1

1998 年世界气象日 (WMD) 主题

1998 年世界
气象日主题
分委会主席

7, REV.l

总务、法律相行政事宜

16.8

WMO 主席

审议向执行理事会汇报的专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B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WC1RP)

4.2

C 委主席

9

农业气象计划，

6.2

A 委副主席

13.3

C 委副主席

农业气象委员会 (CAgM) 主席的报告

10

荒漠化国际公约(I 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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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议题

提交者

II , ADD.1

WMO 总部大楼

16.5

WMO 主席

12

联告国

13.1

B 委副主席

13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5 年度会议报告

2.5

WMO 主席

14

大气研究和环境叶划 (AREP)

5

C 委联合主席

15

工作人员事宜

16.3

B 委王席

16

财务i!f询委员会的报告

2.4

WMO 主席

17

财务事宜(包插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6.4

B 委主席

16.4

B 委主席

3.2

A 委主席

文件
号码

周转基金

18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996 -1997 两年度联告气候研究基
盘(J CRF) 补充估算

19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和现测方法
委员会 (CIMO) 王席的报告

20

公众天气服务 (PWS) 计划

6.1

A 委副主席

21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

3.1

A 委主席

9

E 委主席

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详细报告

22

区域计划

23

科学讲座和讨论

17.2 和

E C4 9 科学讲座和 IMO

第 49 届执行理事舍期间科学讲座的安排

17.3

讲座主题开放性分委会

国际气象组织(I MO) 第 9 次讲座的安排

主席

24

出版物

15.2

B 委副主席

25

章程和法规事宜

16.2

B 委主席

香港的未来会员资格

26

语言

15.1

B 委副主席

27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6.4

B 委主席

16.4

B 委主席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财务和预算形势的临时财务报告

28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审议 1994 甲 1995 两年度决算
审议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UNDP) 资助的
WMO 项目 1994-1995 诀算

附件 C

文件

75

题目

议题

提交者

联合国气盘变化惺架公约 (UN!FCCC)

13.2

C 委主席

t庄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

4.1

C 委主席

号码

29
30

委员会 (Cα) 主席的详细报告

31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4

C 委王席

32

科学讲座和讨论

17.1

WMO 主席

33

t!!: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3

C 委副主席

34

人事事宜

16.3

B 委主席

35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2.3

WMO 主席

36

执行理事会内部事宜

11. 3

WMO 主席

海洋气象和海洋有关活动计划，

6.4

A 委副主席

12

A 委主席

37

海洋气象委员会 (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

38

长期计划

执行理事会审议 WMO 结梅任务小组的第一份报告

39

WMO 卫星活动

3.3

A 委副主席

40

热带气旋 ii 划 (TCP)

3.4

A 委副王席

41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13.4

A 委副主席

42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关系

11. 2

WMO 王席

43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水文委员会 (C日y)

7.1

B 委副主席

主席的详细报告

44

技术合作 (TCO)计划

10

日委主席

45

第 49 和 50 届执行理事会的时间地点

19

WMO 主席

46

会议闭幕

20

WMO 主席

47

国家气象和水丈局 (NMHS) 的作用和运作

11. 1

WMO 主席

48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18

报告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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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议题

提交者

49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3

WMO 主席

50

人事事宜

16.3

WMO 主席

文件
号码

专业类且以上工作人员的任命、提升、

提名和调转报告

5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且会(lPCC) 主席的报告

2.6

WMO 主席

52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

6.3

A 委副主席

委员会 (CAeM) 主席的报告

53

第 41 届国际气象组织(lMO) 奖

16.1

WMO 王席

54

实施第 12 次大会和第 47 届执行理事会关于

16.6

WMO 主席

资料和产品交换的决定

55

教育和培训计划 (ETRP)

B

C 委副主席

56

长期计划

12

A 委主席

执行理事会议期计划工作组组长的报告

附件 D
缩写词清单
ACC
ACCAD

联合国协调管理委员会

ACMAD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ACSYS
AGBM

北极气候系统研究

AGRHYMET

农业气象和业务水文及应用区域培训中心

ANSEP

空中导航服务经济学专门委员会

AREP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SEAN
ASECNA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ASMC
AWG

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会

柏林授权特设小组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咨询工作组

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
CAgM

农业气象委员会

CAL

计算机辅助学习

CAS
CBS
CCl
CCWCP
CEOS
CGMS
CHy
C[MO

大气科学委员会

基本系统委员会
气候学委员会
世界气候计划协调委员会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水文委员会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UPS
CUVAR

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

CMM
CPPS

海洋气象委员会

CRASH

综合风险评估

CSD
CSN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气候变化性和预测性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

国家战略札记

DBCP

资料浮标合作专门委员会

DMC

干旱监测中心

EAMAC

非洲气象和民航学校

EC/AGE
ECMWF

执行理事会气象及有关产品和资料交换咨询工作组

ECO飞/ý 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NSO
ERFEN
ESCAP

厄尼诺/南方游动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ETRP

教育和培训计划

EUMESAT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FAO
F[NAC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NN lDA

芬兰国际开发周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厄尼诺现象的区域研究

财务咨询委员会

4LTP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

5LTP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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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OS
GDPS
GEF
GEWEX
GMDSS
GOOS
GOS
GTOS
GTS
HOMS
HWR
HWRP
ICAO
ICCD
ICHCIS
ICSC
ICSU
IDB
lDNDR
IFAD
IGBP
1- GOOS
IGOSS
IHDP
IHP
IMO
IMTR
IOC
IODE
IOS
IPCC
ITU
IUGG
JCRF
J - GOOS
JIU
JMA
JPO
JSC
JSTC
MCSS
MED-HYCOS
MIM
MPERSS
NCAR
NHS
NIS
NMC
NMHS
NMS
NWP
OI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

全球环境融资
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
全球海事遇险和安全系统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全球观测系统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全球通信系统

水文业务多用途系统
水文和水资源
水文和水资源
国际民航组织

荒漠化国际公约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水文气象国家 l可委员会
国际民事服务委员会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美洲开发银行
国际减灾十年
国际农业开发基金
国际地图-生物圈计划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政府间委员会

全球海洋服务综合系统
国际人道方面计划
国际水文计划
国际气象组织

气象培训和研究所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国际海洋资料交换

初始业务系统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

G∞S 科学和技术联合委员会
联合检查单位
日本气象厅

联合规划室
联合科学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联合委员会

海拌气候摘要方案
地中海水文圈观测系统

海洋信息管理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国家水文服务
新独立国家
国家气象中心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
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局
数值天气预报
内部督察服务室

附件 D

OPMET
OOSDP
PWS
RA
RHA
RMTC
RMTN
ROMATSA
RSMC
SBSTA
SCHOTI
SEACAMP
SHARE
SMC
SOO
SPEC1'RUM
START
TCDC
TCO
TCP
UNCED
UN !D HA
UNDP
UNEP
UNESCO
UN/FCCC
UNOPS
UPU
VCP
VCP(ES)
VCP(F)

业务气象信息
海佯观测系统开发专门委员会
公众天气服务

区域协会
区域水文顾问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区域气象通信网
罗马尼亚空中交通服务管理局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科学和技术咨询子机构
国家气象局培训机构领导常设会议

东南亚大气和海洋预报中心
软件帮助应用、研究和教育
SOO 管理委员会

随机船舶
台风转向和异常运动特别试验

分析、研究和培训11 系统
发展中国家问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热带气旋计划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司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项目服务办公室
万国邮政联盟
自愿合作计划
自愿合作设备和服务计划

自愿合作基金

WAFS

世界地区预报系统

、I{ CASP

世界气候和应用服务计划

WCDMP
WCIRP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引TCP

世界气候计划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WCRP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飞I{ GLTP

长期计划工作组

WHO
WHYCOS
WIPO
WMD

世界卫生组织

双TMO

世界气象组织

WOCE
WRC
WWW

世界无线电通信会议

世界水文圈观测系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气象日

世界海洋循环试验

世界天气监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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