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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工作总摘要

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第 49 次届会在澳

换政策和措施、包括商业气象活动中各项关罩指南对

大利亚气象局局长和本组织主席 J.

W. Zillman 博士

稳定国际资料交换的意义。他还邀请理事会审议进一

的主持下，于 1997 年 6 月 10 一 20 日在日内瓦国际会

步加强第 40 号决议 (Cg 一 12) 、包括关于将免费和无

议中心举行。

限制资料交换的参考文献列入 WMO 公约的建议的
方法。他敦促理事会审议技术变化对世界天气监视网

1.

会议组织〈议题。

1.1

会议开幕(议题1.

1. 1.1

1997 年 6 月 10 日上午 10: 10 ，本组织主席宣

(WWW) 和 NMHS 的影响。他强调 WMO 需要对实

施气候议程提供有效的领导，并提醒理事会:气候学

1)

布本次届会开幕。

是气象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WMO 和 NMHS 关注

的中心。关于联合国系统结构调整的辩论，他认为

在开幕辞中，主席对全体执行理事会成员、其

WMO 应审议扩大和加强其同在相关领域密切合作

代理人和顾问、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代表表示了

的联合国和非联合国机构与组织已有的广泛合作。主

热烈欢迎。全体与会者名单见本报告附件 A 。

席提出了几个其它问题，有些对 WMO 未来的业务有

1. 1. 2

1.1.3
席 A.

他特别对理事会的新当然成员一四区协主

].

Dania 先生、以及最近当选的代理成员 L

影响，并建议了使理事会成员保证届全顺利、有效进

行的方法。

Amadore 博士表示了欢迎。而后理事会卫任命了三个

1. 1. 7

代理成员。

对 WMO 的邀请表示感谢，这对发展 SPREP 和

1.1.4

主席对理事会离任成员 A.

Cheang 、 G.

E. Or tega

B. Diop , B. K.

Gil 和当然成员 S.

Pollonais

先生表示了感谢。

应主席的邀请， SPREP 主任在会上发言。他

WMO 间早已确立的良好关系进-步提供了机会。他

指出在南太平洋区域人民极其关注影响他们生命的
天气和气候的时候，它们越来越认识到它们通常是受

主席特别对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SPREP)

世界其它区域的诸多因素影响的。他注意到为解决区

主任 T. Tutangata 先生表示了欢迎，并回顾了 WMO

域环境的问题特成立了 SPREP ，它与 WMO 的活动，

和 SPREP 在过去几年中的紧密告作， 1994 年理事会

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自然的联系。 Tutangata 先

第四十六次届会之后两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达到了

生赞赏了 WMO 特别关注南太平祥岛国的发展，期待

顶点。

着 WMO 西萨摩亚次区域办事处的建立以及由位于

1.1.5

1. 1. 6

主席向理事会指出了他认为将影响各国家气

阿皮亚的 SPREP 总部充当东道主。

象和水文部门 (NMHS) 未来作用和业务的关键。在承

认私营机构参与各国专业气象服务的潜在利益的同

1.2

时，他认为各国政府必须认识与公共安全和福利相关

通过议程(议题1.

2)

执行理事会通过丁议程，见附件 B 。

的基本气象服务的需求，维护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

施，从而使之继续成为国家基本职责。他呼吁理事会

1.3

建立委员会(议题1.

提供明确的指南，帮助各国政府全面理解发送气象服

1.3.1

执行理事会决定建立三个工作委员会。这些

聋的替代方法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它们按照第 40 号

委员会分担各个议题目第一副主席 C.

决议 (Cg-12)- WMO 气象和有关资料与产品的交

生任 A 委主席， Z. Alperson 先生为副主席;第二副主

3)

E. Berridge 先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2
席 N.

Sen Roy 博士任 E 委主席， R. A. Sonzini 先生

为副主席; A.

学官的任职延长 9 个月到 1997 年 10 月 31 日

L. Be dritsky 先生为 C 委主席， H.M

止，反 Cc)WMO;也都大楼管理小组大楼项目员

Zohdy 博士为副主席。

1. 3. 2

的任职延长 12 个月到 1998 年 5 月 31 日止。

按照总则第 28 条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由本组

理事会确认丁主席为批准 VCP 通函而采取

2.1.3

织主席和两个同时担任工作委员会主席的副主席、 c

的行动，该通函宫会员提交的 108 项自愿告作计划

委主席、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或其代表以及其

CVCP) 申请。还确认了主席批准第 15 号建议的行动

它主席邀请的人员组成。

CCBS-96) 一修订 FM

1.3.3

理事会决定建立若干分委会审议以下具体议

94-X Ext.

建议 CCBS-97) 一修订 FM

94- XI

BUFR 和第 9 号
BUFR 以及常用

编码表。

题·

1998-1999 年计划与预算分委会，由 J. Hunt 教

Ca)

授主持。该分委会向全体理事会成员开放，其核

2.2

秘书长的报告(议题 2.2)

心成员是:

2.2.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

E. W. Friday , S. Karjoto , P. Leyva

Franco. E. A.

Mukolwe 和 A.

W.

Noorian 先

称赞该报告完整地提出 WMO 和国家气象本文局

生;

CNMHS) 所面临的有关问题和挑战。该报告集中阐述

执行理事会第 50 次届会期间科学讲座安排与

了 WMO 在高度优先领域的行动，包括 1997 年 6 月

第 9 次 IMO 讲座安排分委会，由 T.Ono 先生

特别联大将审议的环发大会 21 世纪议程的实施情

主持。该分委会向全体理事会成员开放 .E.W

况，及与气候有关活动的进展。该报告也审议了协调

Friday 和 J.Hunt 先生同意担任其核心成员。

问题，尤其是联合国系统内的地球科学，影响 WWW

Cb)

1.3.4

理事会任命 G.Ramothwa 女士为审议执行理

事会以往决议报告虽。

功能的问题，国际资料和产品交换的及时行动，为与

其它组织加强活动的协调所采取的措施。理事会对为

实施科技计划，向会员提供更好的服费及提高秘书处
届会工作计划(议题1.

1. 4

4)

届会同意有关会议工作时间和全会、联委会

的有效性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

2.2.2

在这方面，理事会感到，在 WMO 理事会的领

议题与工作委员会议题的分配计划。本次届会的文件

导下， WMO 在有关气候、减轻自然灾害、水资源及其

总清单列入本报告见附件 C.

它环境问题方面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理事会也感
到，有必要继续参加 WMO 感兴趣的其它论坛，应利

批准记录(议题1.

1. 5

5)

理事会决定用通信方式批准在届会期间无法
通过的全会记录。

用全球感兴趣的问题，发布有关城市环境和海平面的
类似全球气候状况的定期报告。有关正在进行的关于

本组织结构的研究，理事会感到有必要协调有关长期
规划、 NMHS 的作用及资金调动方面的问题。理事会

2

报告(议题 2)

对本组织的未来作用表示乐观。

2. 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议题 2.1)

2.2.3

2.1.1

执行理事会对主席的报告表示赞赏。

议题下得以处理。

2. 1. 2

执行理事会确认了主席根据总则以 7) 从上届

执行理事会至今代表执行理事会批准延长任职.

Ca)

Cb)

2.3

本报告内有关采取行动和决定的问题在相关

区协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剖)第十一次眉

世界气候计划司世界气候应用处处长的任职延

会和四区协〔申美洲和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

长 6 个月到 1997 年 7 月 31 日止;

的报告(议题 2.3)

世界气候计划司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处科

2.3.1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区协 CRA) 主席的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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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并对区协开展活动的有效方式表示满意.执行

员能为应付此类变化而提前做好准备。高科技的花样

理事会称赞主席作出的不断努力，使得会员在各自协

翻新对会员造成了严重影响，故理事会也要求秘书长

会能帮助 NMHS 的发展。

促进会员之间就此交换意见.这种意且交流可安排在

2. 3.2

理事会欢迎澳门(二区协〉、库觅群岛(五区

区域技术会议和其它告适的 WMO 场合上进行。

协〉、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五区协〉和马尔 i-t夫共

2.3.6

和国〈六区协〉己行使隶属各自区域协会的权利。

限，这对其效力有所影响，理事会对此感到担心。因

2.3.3

理事会对分别主办二区协第十一次眉会和四

目前可用于支持区协附属机构活动的资金有

此，理事会敦促区协审议其附属机袍，并建立有效的

区协第十二次届会的蒙古政府和巳晗马政府表示感

工作机制，同时考虑活动的资金问题。

谢，并对二区协〈亚洲〉主席和四区协〈中美洲和北美

2.3.7

洲〉副主席的开会效率表示赞赏。理事会关注地注意

(CLIPSl 项目并在文字和精神上坚持 12 次大会的第

到四区协于 1997 年 5 月在巴哈马拿骚召开的上一次

40 号决议 (Cg-12l 的重要性。

届会上会员的出席情况不佳。为此，理事会要求秘书

2.3.8

长寻找适当的机制，协助需要帮助的会员参加区协今

(NMSl 知名度的各种方法。达到目的的有效方法之

后的届会。理事会进一步邀请所有区协在休会期间在

一是加强 NMS 的公众天气服务 (PWSl 。理事会敦促

各自区协内继续努力实施 WMO 计划。

会员提高该领域的能力并与用户群、私人部门和传媒

2.3.4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区域在实施 WMO

理事会强调丁迅速实施气候信息与预报服务

理事会审议了在各个区域内提高国家气象局

建立联罩。在这方面，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在资金许可

科技计划中所取得的普遍进步。理事会尤其注意到在

范围内支持会员。

建立巳西利亚

2.3. 9

华盛顿、布宜诺斯文利斯一华盛顿主

理事会感到提高管理技巧将有助于提高

干网 (MTNl 电路和三区协国家气象中心 (NMCl 自动

NMS 的业务并在向用户提供实用和有效服务方面帮

化协调项目上所取得的进步。也注意到在四区协通过

助他们。在这方面，鼓励使用现代管理技巧，包括现代

卫星建立的新的 38.4 kbps/ :ll!向多点通信服务区域

通信和计算机设备，理事会欢迎捐款来帮助会员加强

气象通信网络 (RMTNl 正投入业务运行。然而，理事

这方面的能力 a 理事会也要求秘书长为争取资金而继

会对协会的几个会员在实施 WMO 计划上继续面临

续支持会员，并鼓励将现代管理技术纳入区域技术会

的困难表示关注。这些包括一区协和六 E 协东南部国

议和其它有关区域活动。

家的通信设备及设施问题。理事会获悉二区协在其第

2.3.10

十一次届会上提出的问题，尤其是该区域西部和东南

协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分别在第 1 号和第 2 号决议

部观测计划的减少。理事会也获悉 1997 年 5 月四区

<EC-49l 中载列了其决定。

理事会审议丁二区协第十一次届会和四区

协在其第十二次届会上提出的有关举办四区协腿风

委员会年度届会的资金需求。理事会在议题 B 下记录

2.4

下了有关该问题的决定。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议题 2.4)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此外，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1997 年 9 月

它对该委员会的各种建议表示了赞赏，并注意到本报

OMEGA 无线电导航罩统的停止将导致许多高空站

告附录 1 中的各种建议。理事会在制定各种有关议题

运行的终止。也注意到未来气象卫星运行模式的预计

的决定时考虑了这些建议。

2.3.5

改变将对该地区几个国家 NMHS 的顺利运转造成巨
大困难。理事会欢迎向会员提供 OMEGA 无线电导

2.5

航系统将于 1997 年 9 月终止及为代替依赖该系统的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6 年度会议报告
(议题 2.5)

现有地面设备所采取措施的信息。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2.5.1

继续及时向会员提供有关技术转变的信息，从而使会

月 9 日在日内瓦召开，本组织第二副主席 N.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6 年度会议于 1996 年 9

Sen 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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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主持了会议。

2. 6. 1 B.

Bolin 教授最后一次作为 IPCC 主席向执

理事会注意到各位主席对于联合向理事会提

行理事会提交了这份报告。理事会赞赏了 IPCC …贯

交文件这一新措施总体上表示满意，理事会同意届会

致力于保持其评估工作的科学完整性。理事会强调了

报告可以酌情更多地反映此类文件中涉及的情况.

有必要在这方面继续保持警惕并希望 IPCC 在未来

2.5.2

理事会还注意到各技术委员会正在考虑有助

的科学评估中继续贯彻第 4 号决议 (EC-45) 一政府

于非政府机枪 (NGO) 参与其届会的方法和措施，其

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精神。理事会感谢Bolin 教

中包括邀请 NGO 参加其咨询工作组 (AWG) 会议。

授不断努力加强小岛国、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

2.5.3

2.5.4

理事会还高兴地获悉，各位主席还研究丁技

IPCC 的活动。理事会认为 IPCC 的报告是珍贵的信

术委员会和区协间的联系。理事会还特别注意到己邀

息源，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请区协主席在各技术委员会届会的与会人员中指定

2.6.2

一名或数名代表.

的 Robert T. Watson 为新任主席. WMO 作为 IPCC

理事会注意到并衷心地欢迎 IPCC 选举美国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改进文件和减少工作组及

的两个主办组织之一，参加了主席选选委员会。表示

报告员的数量，正在继续理顺技术委员会的内部结

作为 IPCC 的联合主办单位，以及过去与 IPCC 有着

构。对于后者，理事会注意到难以找到那些能投人足

出色的关嚣， WMO 将确保这次交接顺利、有效。执行

够时间从事分配给他们工作的专家服务.理事会认为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Bolin 教授自 1997 年 9 月起不

WMO 会员常任代表的全力支持对工作组和报告员

再担任主席职务。对他在过去九年中的领导工作表示

系统履行其职能十分重要。

感谢并通过了第 3 号决议 (EC-49).

2.5.5

2.5.6

理事会对各位主席愿参与对 WMO 结构的审

议，尤其是各自技术委员会工作的审议表示欢迎。

2.5.7

各技术委员会打算通过交流有助于各会员

3.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议题 3)

3. 1

世界天气监视网的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

NMHS 发展的信息和经验来帮助各 NMHS 重新评估

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报告和委员会第

在千变万化的形势下它们的作用和业务，理事会对此

11 次届会报告(议题 3. 1)

表示欢迎。

2.5.8

理事会注意到，各技术委员会主席认为，缺少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的实施现状

资金和由此产生的 NMHS 对确立优先的认识不足是

3. 1. 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关于 WWW 实施现状的

发展中国家很少参与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和会议的主

第 18 号报告，其摘要己报送本次届会。自向第 12 次

要原因。

大会提交第 17 号现状报告以来， WWW 的发展未出

理事会认为，各技术委员会指定或建立的教

现重大变化。然而，一方面各区域基本天气站网

育和培训报告员或工作组在其职责方面拥有共同的

(RBSN) 中地面和高空站的实施水平基本上未变，但

指导原则是有益的。

最新的监测结呆表明，高空资料减少，特别是一些前

2.5.9

理事会对各位主席愿通过鼓励各自的技术

苏联国家.尽管 OMEGA 无线电导航系统即将来临

委员会为即将出版的出版物二十世纪的气候作出贡

的关闭使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但令人满意的是许多有

献的意向表示欢迎。

关会员正采取行动装备替代系统。此外，飞机自动化

2.5.10

2. 5. 11

理事会认为，技术委员会年会非常有用并富

有建设性，今后应继续召开.

报告系统资料的增加以及增幅较小的固定和漂浮浮
标资料的增加令人鼓舞。执行理事会赞赏在改进资料
质量方面正在取得的进展。

2.6

理事会还以赞赏态度注意到全球电讯系统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主席报

3. 1.2

告(议题 2.6)

(GTS) 线路升级中的不断进展，这包括几条 64

k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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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投入运行以及四区协通过卫星提供的两路多点

有关会员提供这些新通信技术和服务的信息。

通讯服务为基础的新的 RMTN 的究成。大多数中心

3. 1. 7

的各业务系统和 GDPS 基础设施一直保持稳定的改

临关键形势，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国家一级已经开

进，某些中心目前提供远至第 7 个预报日的数值天气

展了一些有关高空观测站和网络的影响研究，以及

预报 (NWP) 产品。理事会特别注意到 9 个全球资料

由 WMO 和北大西洋综合观测系统 (COSNA) 协调组

处理系统 (GDPS) 中心目前已具有提供全球尺度、半

联合组织、于 1997 年 4 月召开的"观测罩统对数值天

球尺度或区域尺度的污染浓度和轨迹估算值。

气预报的影响讨论会"以及"未来综合高空网专家会

3.1.3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支持会员有关 GDPS 中心

鉴于全球观测系统 (GOS) 高空部分的实施面

议"，审议了许多有关的问题，包括·

职能的能力建设，恃别是为发达中心和发展中中心

(a)

重组球载高空探测网络结构的需求;

在实施区域 NWP 模式上的合作提供帮助。理事会还

(b)

以 OMEGA 为基础的测风系统的替代系统 s

要求秘书长与主要中心运行会员合作，就有关 WWW

(c)

自动飞机观测系统的影响;

中心内的现代处理系统，如用于 NWP 的高性能计算

(d)

卫星资料的提供和质量;

机和工作站的使用闯题，加强经验和信息交流。理事

(e)

..匹配性"观测计划的使用;

会还强调丁使洪水预报成为 NMHS~只能一部分的重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过下

要性，并认为应将此反映在有关的 WWW 的规划和

一个两年期将召开的高空观测设备技术会议，进一

应用活动中 a

步探索提供替换系统。理事会欢迎 CBS 开始提高
WWW 业务近实时监测的计划，以便提高观测资料的

基本系统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和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

质量与提供.

报告

3. 1. 8

注意到为确定观测系统的最佳和最经济的组

理事会注意到 CBS 主席关于第 48 次届会以

合项目已经在北美 (NAOS) 和欧洲 (COSNA/

来有关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其主要事项是 1996 年

EUMETNET) 开展，理事会强调需要有一个全球性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7 日在开罗召开的 CBS 第十一次

的协调方法，以从根本上对 GOS 进行重新设计。理事

届会;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该会与会情况良好、届会

会要求 CBS 通过其工作组，可能的话并通过专事协

取得了成功。

调这类活动的专题组继续积极努力，充分利用已开展

3. 1. 4

关于 CBS-ll 的报告，理事会对该委员会就

的研究和实验的成果并确定未来研究的需求。理事会

理事会提出的几个问题而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包括

还要求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和仪器与观测方法委

对该委员会工作结掏的审议、国际互联网的使用以及

员会 (CIMO) 主席确保其委员会给这些活动提供支持

WWW 资料交换中卫星分发系统 (SADIS) 的使用对

和帮助。理事会还邀请有关会员在专家、设备和资金

各 NMHS 业务上的影响。理事会还赞赏其在休会期

上尽全力扩大合作范围。理事会进一步敦促 CBS ，如

间完成了对 WMO 法规材料的实质性修改和补充工

果需要，与 CIMO 和其他技术委员会合作，继续跟踪

作，这些文件包括与由 CBS 负责的 WWW 的业务有

并尽量预想出操作性技术的变化和发展，以便指导和

关的《手册》和《指南》。

帮助会员充分做好采用的准备。

3.1.5

3. 1. 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U CBS 正在对新通信技

3. 1. 9

关于用全球性协调方法重新设计 GOS 以提

术和服务的作用不断扩大进行研究，包括卫星系统、

高卫星资料的利用，理事会认为关注以下三个领域

商业性网络管理服务和用于 GTS 的现状和将来评估

是很重要的 z

的传输控制规程/国际互联网规程 (TCP/I凹，特别是

(a)

更好地利用当前气象卫星的现有资料 g

MTN 。理事会要求 CBS 积极从事这项活动，以便提高

(b)

利用其它地面观测卫星系统的资料，

GTS 上的资料通讯服务，并要求秘书长保证向所有

(c)

准备使用新仪器的数据流，如子 1998 年早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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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提供的高级 TIROS 业务垂直探测器

3.1.13

理事会认为，英国为许多 NMC ，特别是 GTS

(ATOVS) 等。理事会坚信 WM。在继续与空间

线路不足或不稳定的 NMC 获得更多的资料和产品

机构的对话中应有力保持其目前的领导作用，

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理事会同意英气象局提供的卫

特别是在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CEOS) 、和气象

星系统能力应用作 GTS 区域间的}个补充，以帮助

卫星协调小组 (CGMS) 中，从而使空间机构能

气象资料和产品的分发，并要求 CBS 为其充分纳人

以连续、协调、经济和有效的方式满足 WMO 计

GTS 而进一步开发制定适当的计划。覆盖区域是一

划的要求。

区协、二区协和六区协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理事会注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该委员会正不断向其

意到由于 GTS( 现有和计划〉的能力，包括 RETIM 和

它计划提供支持，特别是环境应急响应、全球气候观

FAX-E 卫星分发系统，六区协还没有提出在上述系

测系统 (GCOS) 和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为此，理事会

统上传输 WWW 资料的要求。理事会还注意到在一

支持 CBS 的建议，使每个区协考虑接受该委员会开

区协加入了 RMTN 的 METEOSAT 上的气象资料分

发的 GCOS 高空和地面站网(一旦形成)的相关部分，

发 (MDD) 任务已经满足了重要资料分发的要求，第

使涉及 WWW 事务的区域工作组不断审议这些网络

二代 METEOSA T (MSG) 资料分发的扩展能力为满

的业务情况。

足一区协资料和产品分发的新要求提供了机会.理事

3.1.10

关于委员会的结构和未来工作计划，理事会

会注意到根据二区协 GTS 实施协调会议 (1997 年 2

对该委员会积极关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充分利用

月，普吉〉的一项调查，正在考虑将支持 SADlS 的卫

有限的专家资源等表示赞赏;虽然委员会建立了一个

星系统加入二区协的 RMTN 。理事会认为在国家一

新的公众天气服务工作组，但目前并没有提出对机构

级分发 WWW 产品和服务完全属于 NMHS 的职责，

进行大的调整。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制定了工作计

并为此数促岳会员考虑第 40 号决议 (Cg-12) 。

划、建立了实施该计划的工作组，但仅仅是截止到委

3. 1. 14

员会下一次特别届会的二年期计划，届时将根据休会

事会还注意到五区协 GTS 实施与协调会议(斐济，

期间开展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现有安排作全面审

1997) 建议太平拌上国际卫星通讯系统 (!SCS) 的

议。理事会还满意地注意到 CBS AWG 要任命一个

GTS 部分应作为 GTS 的一个区域组成部分加入五区

NMHS 与 CBS 工作有关的业务和作用报告员。

协的 RMTN ，以帮助气象资料和产品的分发。

3.1.11

3. 1. 12

第十二次大会已经要求理事会从技术方面

对利用国际民航组织 (]CAOl提供的 SADIS 进行

3. 1. 15

关于在 GTS 上加入卫星多点通信系统，理

理事会关于 CBS 第十一次届会的建议记录

在第 4 号决议<EC-49) 中.

WWW 资料交换予以审查，并审议其法律、政策、财务
和战略意义。根据第十二次大会向 CBS 提出有关技

无线电频率事宜

术研究的要求，理事会注意到了 CBS-11 就此事的

3. 1. 16

报告 e 注意到 SADIS 指的是由 ICAO 确定并资助的

配给无线电探空仪的频率带受到威胁一事表示关注。

世界区域预报系统 (WAFS) 和业务气象信息

将于 10 月 27 日 -11 月 21 日召开的 1997 年世界无

<OPMET) 信息分发，是由一个卫星多点通信系统支

线电通信会议 (WRC-97) 的议题包括了几项气象所

持的，这个系统还支持其它资料分发业务，特别是英

关注的事宜，特别是气象援助及气象卫星的分配、空

国气象局的国内要求。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英国

间遥感和风廓线霄达的频率需求。理事会满意地注意

愿提供其卫星系统中的备用能力为 WWW 广播资料

到 WMO ，包括尽管仍然有限但越来越多的来自

和产品，以此作为英国对 WWW 计划的一部分贡献;

NMS 的专家和气象卫星运控人员积极参与国际电信

并保证 WWW 最低报量能力，并保证系统寿命自

联盟(lTU) 一元线电通讯部(lTU-R) 的活动，它为

1995 年开始不低于 10 年。

保证气象关注的问题在 ITU-R 向 WRC 的报告中

理事会再一次对气象元线电频率，特别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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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反映和支持起到了作用。还注意到，一个特别专

事宜。鉴于这些活动还在继续，理事会决定目前不再

家会议(1 997 年 2 月〉已经为元线电探空仪的无线电

要求 CBS 进行新的研究。

频率需求作出了估定 .CBS 通信工作组/元线电频率
协调研究小组已统编了就 WRC-97 问题给 WMO

2000 年问题

成员的文件和指南，并将成为最近发出的一份通函的

3. 1. 20

补充件.理事会还对 ITU-R 最近作出决定，支持

化，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甚至硬件可能会产生一些问

WMO 有关制订 ITU-R 气象活动无线电频谐使用

题。理事会强调此问题不仅影响到某一个国家，而且

手册的建议表示赞赏。希望此手册能够极大地提高气

会对整个 WWW 特别是区域通信枢纽 (RTH) 、世界

象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气象部门和其它有关团体

气象中心 (WMC) 和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 的业

对气象用元线电通讯的意识。

务造成影响。它敦促 NMHS 严重关注此事，确保及时

理事会注意到，随着自 1999 到 2000 年的变

理事会要求 WMO 秘书处继续进行在元线

对计算机系统及其应用进行必要的修改。理事会注意

电频率方面的重要协调活动，特别是与 ITU-R 的fI}

到 CBS 在其第十一次届会上讨论了 "2000 年问题"并

调。理事会还注意到 WMO 成员之间有关各种气象罩

要求其工作组特别是资料管理工作组审议此事，并给

统(如无线电探空仪和气象卫星系统〉频率使用的有

各 NMHS 以指导。秘书处已经向气象仪器制造厂家

效协调，以及 WMO 和其它组织之间有关元线电颜谱

发信了解情况。

规划的更多要求，理事会同意 CBS 通信工作组/研究

3. 1. 21

小组扩展现有职责，以便在 WMO 秘书处的协助下促

并将它作为最优先事项以确保所有 WWW 中心能保

进上述有效的协调。还要求 CBS 将目前的研究小组

证 "2000 年顺应"，并要求秘书长向各 NMHS 提供有

变成 CBS 无线电频率协调指导小组，在对预算不造

关此事的信息以支持它们在国家一级解决这个问题。

成影响的情况下，更好地改善协调和促进涉及大量不

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和它可能对 WWW 业务造成的

同罩毓(电信、仪器、传感器、卫星等〉的行动。

影响，理事会通过了第 5 号决议<E C-49) 。

在世界天气监测网中使用新技术而涉及的财务、政策

3.2

3.1.17

和战略问题

3.1.18

理事会要求 CBS 继续审议 "2000 年问题'气

仪器和观il!~方法计划 (]MOP) ，仪器与观测方
法委员会 (CIMOl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3

根据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的意见并第十二次

2)

大会的要求.请执行理事会审议在 WWW 中采用新

3.2. 1

技术的财务、政策和战略问题，理事会讨论丁与此有

Kruus 先生的详细报告。对该委员会工作计划取得的

关的一些 WWW 的突出问题和困难。理事会意识到

进展、建立区域仪器中心 (RIC) 的努力和举办培训专

大部分关键的问题已经由 CBS 进行丁考虑，包括

题讨论会感到高兴。在这方面，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GOS 结构和业务的逐渐老化、气象观测和通信需要

自第 48 次届会以来 .RA II 已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两

的无线电频率受到威胁、通过对 WWW 业务准实时

个 RIC ，在 RA IV 第十二次届会上，就在哥斯达黎

和全过程的监测以便促进观测的可获得性和质量、

加、巴巴多斯和美国建立 RIC 达成了一致意见。理事

NWP 新能力的使用、互联网络及相关技术对 NMS

会感谢所有向 CIMO 派遣专家支持 CIMO 的会员表

的影响、以及涉及资料管理和通信服身的新机遇。

示感谢，特别要感谢那些主办专题讨论会和仪器比对

执行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IMO 主席 L

本组织长期计划制订过程中还涉及了其它

的会员。强调相互比对以确定在业务条件下新的传感

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有关在 NMS 内就 WWW 基础设

器和仪器的性能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在引进新的、

施投资和业务建立公众、有偿和私人部门基金的概念

特别是自动化仪器时应慎重，以避免在气候应用中长

性计划，包括费用平等分担和联合(跨国〉集资安排的

期资料序列的非均匀性。并建议现有仪器和新仪器的

3.1.19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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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观测应经历足够长的时间，以充分确定新仪器性

区域的代表参与。理事会敦促会员主办 IMOP 培训活

能。理事会注意到，在 IMOP 下开展的工作给所有会

动、仪稽对比和技术会议并派专家作为讲师参加

员带来丁很大的收益，它在 GDP5 和气候计划要求的

CIMO 及其工作组的工作。

观测精确度、覆盖面、均一性和及时性方面尤为重要。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CIMO 己对用户新的特殊用途

Vilbo

要求作出了恰当和及时的反应，如公路气象观测。

3.2.6

V国 sala 博士教授奖

1996 年第 12 届叽lho Vaisala 博士教授奖共

理事会注意到届会休会期间制定的工作计划

收到七篇论文。理事会推选委虽会由美国的 E.W.

大部分已经完成。令人高兴的是，气象仪器和观测方

Friday 先生(主席) ，捷克共和国的1. Obrusnik 先生

法指南 CWMO- 第 8 号〉第六版第一部分英语版本已

和 CIMO 主席 J. Kruus 先生组成，它推荐 B. W.

经出版，第二和第三部分计划在 1997 年出版。官要求

Forgan 先生(模大利亚)为第 12 届 V吕ho Vaisala 博

秘书长尽快用其它 WMO 语言出版此指南。理事会还

士教授奖得主，他的获奖论文是 z"鉴定标准新方法与

认识到 CIMO 准备的出版物的宝贵价值，它包含

外场天空辐射表"，发表在大气与海祥技术学报 1996

IMOP 涉及领域的比对结果，具体研究和现状报告，

年 6 月第 3 期，第 13 卷 638-654 页上。理事会批准

以达到气象和相关地球物理及环境测量的均一性和

了推选委员会的建议。

3.2.2

高质量。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CIMO 与其它技术委员

3.3

卫星活动(议题 3.3)

会现有的广泛合作，以及 CIMO 对其它技术委员会提

3.3.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G05 的空间于系统继续

出要求的响应。高兴的是， CIMO 对高空资料的长期

为 WMO 会员提供关键的卫星资料，包括提供商半球

质量保障问题非常关注，继续在准备测风罩统的指导

和西南太平洋资料稀少地区的资料。特别是日本

性材料，尽最大可能防止由于 1997 年 9 月停止使用

CGM5 )、美国 C GOES , POES) 、 EUMETSAT

Omega 无线电导航系统而造成高空网络资料的丢失。

(METEOSAT) 和俄罗斯联邦 CGOM5 ， METEOR) 的

理事会尤其赞赏 CIMO 与 CBS 在元线电探空仪和风

静止和极轨气象卫星计划的继续进行，提供了至关重

廓线仪的无线电频率分配领域现有的密切合作，与航

要的资料。理事会十分高兴地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空气象委员会 CCAeM) 在航空观测具体要求方面的

于 1997 年 6 月 10 日发射了其静止卫星 FY-2 ，调试

合作.它鼓励其它技术委员会利用 CIMO 在解决技术

过程进展顺利。理事会全体成员为此重要的里程碑事

资料收集问题和测试新资料收集技术方面的知识专

件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告知 FY-2 的星下点

长。

为东经 105 度， FY-2 的成像仪器有三个通道 g 可见

3.2.3

3.2.4

生产厂商对 CIMO 工作的兴趣和参与给理事

光、红外和水汽，数据将通过 S 波段脉冲转发器分友。

会留下丁深刻的印象。它鼓励 CIMO 扩大这项富有成

3.3.2

果的合作，使会员和生产厂商可将他们各自的知识专

(a)

中国于 1997 年 6 月 10 日发射了 FY-2;

长结合起来。但是，在这种合作中应保持慎重，确保它

(b)

美国于 1997 年 4 月友射了 GOE5-10 ，并将于

不对生产厂商之间的克争造成负面影响。理事会还高
兴地注意到一些会员参与丁国际标准化组织 (50) 有

1998 年 2 月发射 NOAA-K;

(c)

关仪器和观测技术的工作，它鼓励会员加强与 150 的
合作，并要求路书长继续促进这些活动，因为它们对

有关 CIM。在仪器和观测方法领域的能力建

设活动，理事会同意应继续开展这些活动，并请有关

俄罗斯联邦将于 1999 年发射第 2 颗静止卫星
GOM5-2 ，定位在 76 E;

0

(d)

仪器和技术的国际标准化将有所助益。

3.2.5

卫星运控国的发射时间表包括 2

EUMET5AT 将于 1997 年发射 METE05AT
一 7;

(e)

日本将于 1999 年发射一颗多功能交通应用卫
星 (MTSAT -]). MTSAT 将向 MDUS 站分发

且摘要

9

S-VISSR 格式的高分辨率图象资料以及

俄罗斯联邦允诺通过提供专家、资料和培训材料加入

LRIT 和 WEFAX 格式的低分辨率资料。 LRIT

未来的培训活动。

资料将包括格点值 CGPV) 产品。日本指出它将

3.3.6

完成有关 MTSAT-l 资料分发细节的最后定

CAPT) 和天气传真 CWEFAX) 转换成数字式低分辨

稿，并于 1997 年 8 月前通报有关 NMHS 。

率阁象传输 CLRPT) 和低速信息传输 CLRIT) 的情况，

为使 WMO 会员不断了解模拟自动图象传输

有关当前卫星状况、广播时间表和今后计划

秘书长己批准了一个项目，规定广泛散发 LRIT 和

的信息可在 WMO 主页 http : www.wmo.ch 选择

LRPT 全球和区域技术规格，规定使用数字接收革统

WMO 卫星活动寻找。理事会认为让会员继续了解空

的运行标准，并就重大事件的时间表和行动建议向会

基 GOS 的空间和地面部分以及卫星资料应用的最新

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意见.

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并高兴地注意到 WMO 的互联网

3.3.7

络主页包含了目前空间和地面部分的信息。另外，卫

协、 MSG-l 在一、六区协不久将提供 LRIT/LRTP

星技术应用年度进展报告也已广泛地分发给 WMO

服务，很多地西部分的基础设施需要更替和大的变

会员，其中包括所有 WMO 计划古应用水文中有关卫

化。理事会还赞赏 EUMETSAT 发起通过利用用户

星资料应用的信息。

论坛，制订并实施一个地西部分过渡的战略。一紧迫

3.3.3

理事会注意到，随着 MTSAT-l 在二、五区

关于教育和培训，澳大利亚于 1996 年 11 月

事项是 WMO 积极参与寻求捐赠的活动，并应起到领

18-29 日在墨尔本的区域气象培训中心主办了二、

导和协助的作用。 EUMETSAT 对地处 RA-I 的

五区协参加的亚太卫星应用培训研讨会。该研讨会由

WMO 会员的强烈反响表示赞赏，并表示愿意为由

日本气象厅共同主办，它提供了二位讲师和大多数卫

APT/WEFAX 到 LRPT/LRIT 的平稳过渡进行工

星云图， IBMC 澳大利亚)也共同主办丁此项活动，提

作.理事会还特别鼓励 VCP 捐赠国将提供新的地面

供了几台 IBM 个人计算机供研讨会使用，以及吉几

接受设备

乎所有材料拷贝的价格便宜的 CD-ROM ，该 CD

3.3.8

ROM 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分发，使得各与会人员能用

性 .CGMS 第 24 次届会注意到气象界非常担忧印度

一张 CD-ROM 把所有材料带回国(包括所有的计算

洋地区上空的静止卫星轨道的图像和产品的可获得

机辅助教学 CCAL) 模块 λ

性，并强调印度洋上的业费覆盖是公认的 WMO 一项

3.3.4

事给予优先考虑。

关于 GOS 空间子系统的业务持续性和可靠

WMO 在卫星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新战略重点

基本要求。尤其是，希望在该地区求出的风矢量，能成

之一是每个卫星运控国至少共同支持一个区域气象

为全球数值天气预报和 WMC 的一项主要输入值.另

培训中心 CRMTC)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外 .RAI 热带气旋委员会提醒会议注意获得印度洋上

CEUMETSAT) 和美国作出了响应，分别在尼亚美、

空实时卫星云图对热带气旋监测的重要性。

内罗毕，哥斯达黎加和巴巴多斯共同支持 RMTC 。亚

3.3.9

洲一太平捍卫星应用的教学大纲规定要对目前

识到发射 GOMS-l 已经取得的主要进度，积极鼓励

WMO 战略和进一步向亚太地区扩展的前景开展小

俄罗斯联邦继续努力将 GOMS-l 投人业务运行，业

组讨论。与会者特别支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优秀

务分发图像和产品，使用 401-403MHZ 运行资料收

中心气并强烈支持气象培训中心局应和两个主要卫

集平台 CDCPl 业务，并确保 GOMS-2 定位在 76 。

星运控国(中国和日本〉在深入发展此类中心中起关

E. 以保证 GOMS 系统的持续性.

键作用的想法。理事会对卫星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新战

3.3. 10

略的继续实施表示满意，并认为二、五区协的有关卫

的、响应 WMO 第 44 次屈会要求增加空间全球观测

星运控国考虑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联合发起一个"优

系统可靠性的应急战略。 EUMETSAT 报告说，美国

秀中心"是重要的。为此，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印度和

与欧洲之间长期互为岳份的协议已经开始生效，目前

3.3.5

在牢记这些重要要求的同时 .CGMS-24 认

CGMS- 24

还提醒会议在 CGMS-23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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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丁切实的西经的应急规划。 CGMS-24 确认了对

和塔拉哈西举办的热带气象学和热带气旋预报培训

东经应急规划的同样要求，并注意到目前俄罗斯联

班，并注意到在墨尔本举办的南半球热带气旋培训

邦、中国、 EUMETSAT 和日本的规划应使此问题以

班，该培训班为南太平洋和西南印度洋发展中小岛国

最有效的方式解决。

培训了预报员。为进一步加强热带气旋预报员的人才

CGMS - 24 获悉 EUMETSAT 和俄罗斯联

资源开发，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作出努力继续举办此类

邦巳就今后双边互为各份协议开始了初步讨论。

培训班.理事会对成功地组织了西南印度洋地区热带

CGMS-24 还注意到，中国的试验卫星 FY-2 ，将定

气旋灾害预防、准备和减缓讲习班 0996 年 9 月，塞舌

3. 3. 11

0

位在东经 105 ，她在 GOMS 和 GMS 的中间位置，它

尔玛埃岛〉表示赞赏。理事会赞成为第一区协热带气

可被看作在此领域需要采取应急措施事件时一颗可

旋委员会的内陆会员国举办一个热带气旋培训讲习

能的备份卫星。

班，以代替那种热带气旋巡回报告.

3.3.12

理事会还高兴地得知 CGMS 第 25 次届会

理事会认识到 1996 年 11 月在 RSMC 迈阿密

3.4.2

于 1997 年 6 月 2-6 日在圣彼得堡(俄罗斯)举行。在

一腿风中心召开的第二次 TCP RSMC 技术协调会议

CGMS-25 上，再次根据空基 GOS 目前状况和计划

显示出的重大成果，它的目前是协调五个 TCP 区域

中补充讨论了全球意外事故计划，特别是定位在东经

机构的计划。考虑到此次会议的几项建议，理事会 z

76。的俄罗斯联邦 GOMSN-1 ，和最近发射的中华人

(a)

同意在 TCP 出版物系列中每年出版全球热带

民共和固定位在东经 105。的 FY-2 和定位在东经
140' 的日本的 MTSAT- 1. CGMS-25 讨论的其它

气旋季节概要;

鼓励 NWP 中心，如有能力的话，提供路径和强

(b)

重要议题包括 LRIT 和 LRPT 的全球技术规格、通过

所有卫星进行目前由 METEOSAT-6 承担的全球图

度业务预报作为对 TCP RSMC 的指南$

(c)

要求 TCP RSMC 应向国际媒体提供包括热带

象资料转发、校准与确认的频率分配。 CGMS 注意到

气旋目前和未来的运动和强度的一级基本信

WMO 在讨论中的大量贡献并鼓励其继续如此积极

息，国际媒体需要明确可靠的信息源 p 并要求，

的参与.

此类中心应建立国际互联网络连接口;

3.3.13

理事会注意到认清其它地球观测卫星的巨

要求 TCP RSMC 制作并散发各自区域的业#

(d)

大潜力的重要性。例如，日本指出最近的 NWP 影响
研究表明由高级地球观测系统 (ADEOS) 卫星星载的

热带气旋预报作业统计;
(e)

要求提供热带气旋预报指南的 NWP 中心，在

NASA 散射计 (NSCAT) 得到的地表风观测在七天预

TCP

报中带来了三分之一天预报技巧的进步。理事会因此

展预报性能评估。同意 TCPRSMC 负责为各自

认为 WMO 在和那些参与 CGMS 和 CEOS 的卫屋运

的预报区出版"业务"性能统计。

RSMC 准备的"最佳路径"资料基础上开

控国之间的对话中继续保持其领导作用是非常重要

3.4.3

理事会认为， TCP RSMC 应进一步重视协调

的，向所有卫星运控国明白地说明其需求并鼓励这些

热带气旋预报和警报服务。因此，理事会批准在 1999

要求被满足是符合 WMO 利益的。理事会还忆及第十

年组织第三次协调会议，此会可当作开发 WWW 设

二次大会曾强调的 WMO 继续与 CGMS 和 CEOS ，以

施的一次专家会议。理事会提议该会议继续审议标准

及其它在联合国系统之内或之外的用户国际组织密

术语和持续风速的统一平均期。

切积极合作的重要性，此举意在实现费用分担和效益

3. 4. 4

的持平。

NMHS 与媒体的关系的机制，以及使预报员更好地

理事会认为应当注意阵风课题以及加强

理解警报服务，特别是热带气旋警报服务机制。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1996 年 11 月 20-22

3.4

热带气旋计划 (TCP) (议题 3. 的

3.4.5

3.4.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996 年在迈阿密

日在 RSMC 迈阿密召开的专家会议形成了 TCP 第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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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号子项目"利用卫星资料估算热带气旋的降水

南极气象工作组组长赞同的关于南极基准天气姑网

量'气它强调该子项目对业务气象和水文服务都很重

的修订。理事会将此项决定记录在第 6 号决议<EC-

要，并建议考虑就"低洼地风暴潮和问流洪水的共同

49) 中。

影响"问题建立一个 TCP 子项目.

3.5.2

理事会欢迎专家会议为避免资料和产品重复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应第 48 次届会的要

分发，以及在 GTS 的发展框架内协调南极的通信尤

求 .WMO 正在积极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OC) 和

其是在卫星分发系统中的进展，对目前南极电信协议

其它组织合作，特别为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北部地区建

进行评审的动议。考虑到目前的电信协议与全球电信

立一个风暴潮项目。它同意 WMO 应组织国际专家和

罩统手册 (WMO 一第 386 号〉有不同之处，理事会同

当地专家进行协商，特别就:

意专家组会议提出的修订建议，并通过了第 7 号决议

3.4.6

(a)

气象资料收集，

<E C-49) 。

(b)

措岸风暴潮最高值，

3.5.3

(c)

风暴潮造成的沿岸和内陆洪水，

国际组织，如甫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 、南极研究

(d)

必要的能力建设，

科学委员会 (SCAR) 且 IOC 会保持合作， WMO 曾积

(e)

防灾减灾等问题形成项目建议 a 理事会还敦促

极参与了 ATCM-XX 、 SCAR-XLV 及第一次商部

秘书长安排人员出席计划于 1997 年 10 月召开

海洋论坛等会议。理事会鼓励继续开展这些活动。

的专家会议以便详细说明该提议项目的最终草

IOC 总干事为两组织间在南极事宜上现有的出色告

案。

作，特别为南海计划的重新激活对 WMO 表示赞赏，

3.4.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997 年 2 月 20-28 目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继续与其它相关

他认为 WMO 和 IOC 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联军应得

在泰国普吉岛召开的 WMO/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

以继续。

(ESCAP) 热带气旋专业小组和 ESCAP/WMO 台风

3.5.4

委员会第二次联合会议取得了成功。它要求这两个相

月 31 日从澳大利亚气象局退休，并终止了其作为 EC

邻区域性热带气旋机构间的系列联合会议继续举办

南极气象工作组主席的工作。理事会衷心地感谢 N.

下去。

Streten 博士在其任 EC 工作组主席期间的卓越领导

3.4.8

理事会通过了五区协南太平祥和东南印度洋

理事会获知 N. Streten 博士己于 1997 年 1

才能，这为南极气象的发展作出丁重大的贡献。
理事会提名 H. Hutchinson 先生(澳大利亚〉

热带气旋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

3.5.5

1996 年 10 月〉建议的"那边 RSMC 一热带气旋中心"

担任工作组组长。

这一名称。

3.4.9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活动与欧洲联盟

<EU) 资助的(1， 950 ， 000 埃居)"南太平洋热带气旋警

4.

世界气候计划 (WCP) (议题。

4.1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会 (CC])

报更新项目"的密切协调问题。该项目的目的是帮助

主席的报告(议题 4.1)

南太平洋参与国/地区不断更新热带气旋警报服务能
力。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保持 WMO 与该项目的密切合

《气候议程》

作，特别是有关 TCP ， WWW 和 PWS 计划。

4. 1. 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各组织的管理机构

《气候议程》发展中的伙伴一己表达丁支持《气候议

3.5

WMO 南极活动(议题 3.5)

程>>，并同意《气候议程》机构间委员会 (IACCA) 所开

3. 5. 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996 年 10 月 21-

展的工作。理事会认为，这给实施《气候议程>>，如若必

23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南极电信协议专家会议的

要，制订更佳方案的联告行动提供了机会。理事会称

报告。理事会批准由专家会议提出并得到执行理事会

赞秘书长为保证支持 IACCA 工作，尤其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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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CA 第一次届会 (]997 年 4 月 29-30 日)所采取

日举行的第 12 次届会上进一步细化。理事会强调委

的行动。

员会有必要就气候变化问题中气候服务的地位、时间

理事会认识到，世界气候计划协调委员会

序列气候资料的统计分析以及气候资料的质量控制

(CCWCP) 的活动对建立 IACCA 作出了重要贡献。理

和保存制订指导材料并促进其有关荒漠化气候方面

事会希望对 CCWCP 主席及成员表示书面感谢。理事

的活动，

4. 1.2

会认为，按照 IACCA 对有关国际气候相关计划的协
调功能， IACCA 最适合协调 WCP 。因此，理事会决定

气候学委员会 CCCI)和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终止 CCWCP。

CWCDMP)

4. 1. 3

理事会赞同 IACCA 第一次会议关于在

4. 1.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通过 CCl 、 CBS 和

WCRP 会议(即于 1997 年 8 月 29 日〉之后立即召开

GCOS 间的联合协作，在建立 GCOS 地面站网络

《气候议程》战略会议的建议，并欢迎 IACCA 主席 G.

CGSN) 所取得的进步。理事会敦促会员在指定的地点

A. McBean 先生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理事会意识

维持观测计划，并使用 CLlMAT 电码，经 GTS 分发

到此次会议将使来自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资金

日常资料。此外，敦促会员审议这些 GSN 站作为发展

机构的与会者进一步讨论《气候议程》的发展。理事会

密度更大的国家基准气候站的基础，这对区域和国家

进一步注意到此次会议应被看作是探讨《气候议程》

尺度的气候变化研究，及加速实施 CLlPS 十分必要。

发展优先次序的论坛，而非直接提出更多资金的需

理事会强调有必要认真地协调气候观测系统的需求

求.

和实施。

4.1.4

在此，理事会审议了第十二次大会预计的政

4.1.7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会员仍用旧电码传输其

府间承诺会议，以便向各国政府提出为实施《气候议

每月 CLlMAT 信息，因此敦促他们尽快使用新电码。

程》的资源需求.理事会注意到十二次大会指出"此项

此外，理事会鼓励会员修订载人天气报告 CWMO 一第

活动要在、只在未来的科学和/或政治发展情况能充

9 号〕中那些指定在 GTS 上传输日常地面气候月报

分说明召开此会议的理由时才能进行"(((第十二次世

CCLlMATl 和站网气候月报 (CLIMAT TEMPl 的站

界气象大会决议最终节略报告以 WMO- 第 827 号〉

网清单。

总摘要第 3.2.0.14 段〉。理事会决定目前的形势不能

4.1.8

说明这一点。考虑到尽可能全面实施世界气候资料和

界气候研究计划 CWCRPl 对气候变率与可预报性

监测计划 (WCDMP) 以及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CCLlVARl 研究在开发极端气候指数和指示器方面

CWCAS酌，特别是有关 CLJPS 的需求，理事会认为

的合作，以监测和探测气候变化。因此，理事会忆及第

大会为此承诺会议拨的款应更有效地使用，以满足这

12 次大会关于建立一个 CCl/CLlVAR 气候变化探测

些活动的需求。理事会在议程 11 下记录丁有关的决

联合工作组的建议，并重申 CCl 和联合科学委员会需

定。

为 WCRP 而采取紧急行动。

4.1.9
气候学委员会 CCC]) 主席的报告

理事会注意到 CCl 气候变化检测工作组和世

理事会注意到草案已准备出来，旨在促进有

关 20 世纪气候的回顾文件的出版.意识到建议的出

理事会注意到 CCl 主席的报告，包括他作为

版日期与正在筹备的庆祝 WMO 五十周年活动时间

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会 CACCAD)主席的报告。

十分接近，故理事会敦促会员最大可能地支持该工

理事会注意到 ACCAD 、 CCl 工作组和报告员在规划

作。

和实施 WCDMP 和 WCASP 时所做的重要贡献。理

4.1.10

事会且的赞同 CCl 主席就委员会未来高度优先活动

的一次会议上， CCl 专家开始了检查气候资料库管理

所持的意见，这些意见将在委员会 1997 年 8 月 4-14

罩统的过程，以便评估该系统要调整到何种程度才能

4. 1. 5

理事会注意到于 1997 年 5 月在图卢兹举行

且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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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那些需要比目前的气候计算 (CLICOM) 更高级

外资金的要求。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已经通过额外

系统的国家的要求，并敦促会员通过向受援国提供开

的预算资金对该项目提供了一些经费支持，包括气候

发新型资料管理系统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改进计算机

和大气环境活动 CCAEA) 信托基金。理事会敦促会员

设备所需的资金来支持这项颇有希望的工作。理事会

也通过为试点/示范项目的协调和培训提供专业知识

要求今后在通过 WCDMP 下的 WMO CLICOM 项目

支持该项目。理事会强调 WMO 与其气候伙伴们的联

来发展未来的气候资料库管理系统的同时，应充分考

络是为确保解决有关问题以及协调活动，故是必要

虑各会员保留其国家气候资料管理系统的需要。考虑

的，并鼓励 CLIPS 活动在机构间恰当的地点进行。

到 CLICOM 软件当前版本的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发

4.1.14

展中国家的广泛使用，理事会敦促继续对其实施和维

加强其使用方面所进行的活动予以批准。注意到许多

护进行支持，并敦促在向J!':先进系统转换中要考虑到

NMHS 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 NMHS 还没有资源

当前 CLICOM 用户的需求。

进行气候预报的制作。有关各种不同格式的预报可能

理事会对 CLIPS 在促进气候预报发展以及

理事会忆及有关 CCl 针对遗留气候资料收

造成不一致信息的问题在会上得到了强烈反映。因

集的倡议的第 5 号决议 (EC-46) 一继承气候资料收

此，注意到了计划中的气候展望论坛的价值。理事会

集，并欢迎通过 CCJ 渠道准备一篇题为气候分析、研

鼓励继续与国际研究所 C !RJ)等一类的机柑进行联

究和服务中气象资料应用的介绍和管理指南的文件。

络。

关于资料保护，理事会注意到资料拯救(DARE) 活动

4.1.15

在第一和第四区协继续发展。由于比利时在作出多年

尼科尔斯(英国〉先生准备的气候信息和服务经济和

重大贡献后不得不终止对第一区协 DARE 的支持，

社会效益报告已经出版。

用微缩胶卷总共拯救了约 5 百万份气候资料文件，对

4.1.16

比利时这一长期努力，理事会表示赞赏。理事会欢迎

CHABIT AT II)涉及 WMO 的后续行动。理事会认识

在非洲气象应用与开发中心 (ACMAD) 制订一个开

到一些活动与庆祝 1997 年世界气象日 (WMDJ 有关，

发 DARE 支持功能的计划，并强调原始资料记录和

1997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为"天气和城市水"。理事会

微缩拷贝应在原始国保存。

赞同在城市气候领域推动 WMO 活动的计划，以便人

4. 1. 1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由 CCJ AWG 成员 M

理事会注意到第二次联告国人类住区大会

类居住议程后续行动能适当反映基本的气象、气候和
气候学蚕员会 CCC]) 和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水文问题。理事会也赞同 WMO 应联合主办和参与下

CWCASP)

一次城市气候学国际大会 CICUC' 白日〉的规划和实施

4. 1. 12

理事会称赞秘书长依照第 9 号决议 CCg-

建议，该大会初步定于 1999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12) 一气候信息与预测服务 (CLIPS) ，为促进 CLIPS

与下一次国际生物气象学大会 CICB'99) 相衔接。

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 WMO 秘书

4.1.17

处建立 CLIPS 项目办公室。理事会注意到 CLIPS 活

区域级、国际级与城市发展相关项目后续行动上的作

动除了总体上为各国带来直接的社会经济利益，还对

用。尤其应包括对实施热带城市气候试验 CTRUCE)

各 NMHS 在其国内获得知名度有潜在的益处。理事

活动的支持。注意到 TRUCE 特别工作组会议提出的

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准备 CLIPS 国家实施计划，尤其

建议。然而，虽然 WMO 在进一步发展 TRUCE 中应

是准备和开展示范项目上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赞同

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但还应寻求其它国际组织更积极

开展一场信息运动，也赞同在 WMO 各区域中开展的

的参与。

各种培训活动中提供 CLIPS 培训。

4.1.18

4. 1. 13

理事会重申要鼓励会员考虑第 9 号决议 CCg

-12) 一气候信息与预测服务 CCLIPS) 提出的对预算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高 NMHS 在国家级、

理事会注意到城市的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

多人口以及对水需求的威胁，因此

些极端事件如城

市洪水将带来更严重的威胁。理事会强调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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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CE 和 CLlPS 项目开发中考虑到这些问题。

4. 1. 19

提供支持的意向。

理事会获悉在气候和人类健康领域内与世

界卫生组织 (WHO) 和联合国环境署 (UNEP) 的密切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CWCRP)C 议题 4.5)

合作，并高兴地注意到己出版有关气候变化和人类健

4.5.1

执行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就 WCRP

康的专题著作及气候变化和人类健康 CWMO- 第

计划进展提供的信息。理事会特别期待看到 WCRP

843 号〉的手册。理事会欢迎在 WCASP 内关注入类

CLIVAR 研究初期执行计划的成果。 CLIVAR 的执

健康和生活，并注意到 lACCA 正在审议在该领域的

行将以早期的观测系统(例如，作为早期的 WCRP 热

进一步发展.

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计划 CTOGA) 和世界海洋环流实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气候变化监测、预测和服

验 (WOCE) 的一部分而实施的系统〉为基础，并充分

务研讨会将于 1997 年 12 月 7-8 日在联合国/气候

地利用目前对观测罪统和资料的管理活动。理事会建

变化框架公约 CUN/FCCC) 缔约国第三次会议(1 997

议把重点放在实施计划中的两、三个首要主题上。尤

年 12 月 1-10 日，京都〉期间在日本神户举行，由日

其是短期气候预测，它是建立在 TOGA 的成功和对

本气象厅主办，理事会欢迎会议讨论国家气象和水文

季风与厄尼诺和南方涛动 CENSO) 之间关系和影响季

部门 CNMHS)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作用和未来

风年际变率的其它因素更深的理解基础之上的。

作用，并就 NMHS 未来将进行的气候变化监测、预报

4.5.2

和服务活动提出建议。理事会认为所有 NMHS 应得

会备受鼓舞，该机制决定了 WCRP 全球能量和水循

到会议通知以便他们能参加这一重要事件，并尽可能

环实验 CGEWEX) 中的全球水文循环和能量预算。理

地参与 UN /FCCC 缔约国第三次会议的工作。

事会注意到所组织的一系列大气/水文区域过程研

4. 1. 20

大气和热力重点机制调研的继续开展使理事

理事会强调气候应用和服务对水资源管理

究，即密西西比同流域 GEWEX 大陆级国际项目

的重要性，以及通过世界气候计划 CWCP) 一水事加强

CGCIP) 、加拿大马肯泽 GEWEX 研究 CMAGS) 、亚马

有关组织和计划协作的必要。

逊河热带雨林大规模生物圈大气实验 CLBA) 及

4. 1.21

GEWEX 亚洲季风实验 CGAME) 。东亚许多国家正在

4. 2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CWCDMP)

支持最后一个实验，主要研究亚洲季风期间从每天到

(议题 4.2)

每月的能量和水循环过程和陆地/大气的相互作用。

执行理事会注意 jjJ WCDMP 的进展报告，并

4.5.3

将有关决定记录在上述 4. 1 中。

理事会回顾到，迄今为止 WCRP 中与极地有

关的主要活动是北极气候系统研究 CACSYS) 。理事
会获悉 .WCRP 组织几乎所有参与气候极地研究的团

4.3

世界气候应用和服务计划 CWCASP)

体及计划的代表进行了多次讨论，以确定两极地区有

{议题 4.3)

待解决的主要科学问题，并考虑建立有关低温层和气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WCASP 的进展报告，并

候的总体国际协调研究计划的需求和可能性。

将有关决定记录在上述 4. 1 中。

4.5.4

理事会支持联合科学委员会为保证在 WCRP

中更加综合统一地进行气候模拟而采取的行动。 JSC
世界气候影晌评估和对策计划 CWCIRP)C 议

己组成一个有关锅台模式的核心工作组，目的是协助

题 4.4)

成立已久的 JSC/CAS 数值实验工作组(该工作组将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 UNEP 代表关于 WCIRP

继续牵头开发气候模拟和数值天气预报大气模式〉。

的实施报告。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WCIRP 是气候议

这一组织调整将促进与 IPCC 第一工作组和国际地

程重点 3 下国际气候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并欢

圈、生物圈计划 CIGBP) 、全球分析、解释和模拟

迎 UNEP 愿为气候议程机构问委员会 CIACCA) 工作

CGAIM) 间的联系，从而对各小组在具体情况下作出

4.4

总摘要

15

的气候预测进行协调，并加强与计划中的 CAS 世界

(JSTC) 主席 J. Townshend 教授表示欢迎。理事会对

天气研究计划 (WWR凹的联系，以便使 WCRP 研究

他的报告表示赞赏，并对制定该计划取得的进展表示

成果更多地反馈到业身预测中去。

非常满意。理事会关注地注意到，只能得到极为有限

理事会总体上强调 WCRP 的重要性，更重视

的资金用以规划、协调及执行此计划，它敦促会员和

在实际预测和气候影响领域内对所取得的成果加以

其它 GCOS 发起者尽可能提供另外的资源，按照规划

应用。可从季节内、季节、和年度间的短期气候预测获

继续发展 GCOS ，理事会对加强实施表示支持并注意

得巨大好处。几个国家正在规划和实施这种活动，在

到了国家计划的重要性。

理解原因和机制上利用已取得的进步，强调 WCRP

4.6.2

和研究机构所认识的短期气候变化及现有的日益强

拿大召开的 JSTC 第 6 次会议和 1996 年 11 月 1 日与

大的计算能力。理事会急切要求对极端气候事件，如

此会连接召开的公众信息专题讨论会的情况。 JSTC

洪水、干旱及罕见的热浪和寒流的预报引起注意.

决定，虽然已经出版了全面的、详细的计划，其今后的

4.5.5

理事会丁解到 1996 年 10 月 28-30 日在加

希望 1997 年 8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

首要重点是落实建议的各个部分。 JSTC 认识到，它的

WCRP 成就、利益和挑战大会将审议在处理这些问题

计划将主要通过发起组织现有的机构和计划，和国家

上 WCRP 战略和计划，理事会强调该大会在解决

的承诺来实施。所以 .JSTC 很重视与适当的机构和组

WCRP 重要问题上的重要性。理事会认为将于 1997

织的密切合作。

年 8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WCRP 成就、效益、和挑战大

4.6.3

会的组织工作正在令人满意地进行，临时会议安排包

(AOP) 提出丁逐渐改进现有气象网络的建议，把它作

括一批引人注目的具有代表性的发吉人和报告。鼓励

为实施全球气候罩统的第一步。因此，理事会高兴地

采取措施以确保为与会者发表意见和相互交流提供

看到，会员已经同意参加 GCOS 高空网络 (GUAN).

充分的机会。大会欢迎广泛地分皮大会通知，并敦促

并正在考虑同样也加人 GSN 。这些活动正与 WWW

尽一切努力确保最大范围，特别是友展中国家的参

进行合作。当前， AOP 正在解决大气化学及气溶胶的

与。理事会获悉， FCCC 科技咨询附属机构 (SBSTA)

问题，并将提出与 GAW 一起进行工作的意见和建

要求得到大会的全面报告，该报告将提交本机构

议，以确保获得适当的气候相关观测.理事会鼓励会

1997 年 10 月的届会。

员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支持附加重要参数的观测以

4.5.6

4.5.7

理事会注意到 JSC 表示的某种担忧，即原地

理事会注意到. JSTC 通过其大气观测小组

及新技术的评估(如基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新技

大气和海详观测系统的减少会危及许多环境监测与

术〉。

研究所依赖的一些基本资料的收集和基础设施要素。

4.6.4

理事会对 JSC 呼吁维护环境观测罩统，在第 40 号决

少地区进行观测方面的进展。这些新的观测是 GCOS

议 (Cg-12)-WMO 关于气象和相关资料与产品包

与 WMO/IOC 联合全球海洋服务系统 (]GOSS) 、资料

括商业气象活动指南的政策和实施的范围内免费和

浮标合作小组(DBCP). 通过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无限制地交换一切有关气候资料及理事会在本次届

(GOOS) 的气候模式，以及联合支持气候海拌观测小

会上就气象研究实验(参见议题 12. 1) 的资料获得政

组 (OOPC) 等密切合作的成果。理事会敦促 CGOS 联

策表示赞同，这是成功进行全球气候研究的先决条

合计划办公室继续努力通过与恰当机构和计划相互

件。理事会要求 JSC 将在这方面碰到的困难向秘书长

合作增加海详观测。

汇报。

4.6.5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提供世界海洋资料稀

理事会很高兴地收到 GCOS/GTOS 陆地相

关气候观测 2. 。版。此综合计划是在陆地气候观测小

4.6
4.6.1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议题 4.

6)

执行理事会对 GCOS 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

组 (TOPC>的共同主办下完成的，它已汇总了北陋、冰

冻层和生物圈的要求，并确定丁气候模拟、预报和影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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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所需的重要变量。在现有的国家和区域的工作基础

国家活动中的规划和早期发展提供一个机会.理事会

上已经开始集中实地生态系统网络的诸环节。建立起

强烈支持 JSTC 在组织和筹备此次会议的努力。它进

来的资料库将是第一个 GCOS/全球陆地观测罩统

一步敦促会员支持此会，提供使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

CGTOS) 网络成果.理事会认识到，该资料库远未完

的资源。

善，并敬促 JSTC 和 GTOS 指导委员会尽快完成资料

4.9. 10

库的开发工作。理事会建议对那些从国际互联网络上

GCOS 计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欢迎在中国建立

获得大量资料有困难的国家使用 PC 版的资料库会

GCOS 委员会。这些支持包括向联合办公重提供援

有很大帮助，并邀请联合计划办公室 CJPO) 调研其发

助，旅费、主办会议，改进现有观测系统。理事会强调

展情况。理事会注意到 GCOS 与水文学和水资源计划

需要特别支持 GCOS 达到优先的观测要求，并鼓励会

之间的密切合作，保证了气候相关问题能得到水文信

议尽可能增加承诺的义务。

息。联合会议已经有效地制定相互的措施以达到这些

4.9.11

接求。理事会敦促 GCOSJSTC 和 JPO 继续在确定和

和 UNESCO 的 IOC 的两个支持性声明。目前，前者

建立有效的气候陆地部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正在对 GCOS 进行审议，后者与 GCOS 一起，正在全

4.6.6

理事会高兴地看到 GCOS 在解决空间观测和

理事会最后满意地注意到，一些会员为

理事会注意到代表国际科联理事会 CICSU)

面参与 GOOS 的气候部分的实施工作.

信息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几年前， GCOS 建立了专
家小组解决每一个问题，并且建议他们可以为三大

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CAREP)C 议题 5)

全球观测系统机梅同发起小组 CG30S) C 即， GCOS ，
GOOS 和 GTOS) 的需要提供服务。在近期会议上，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

GOOS 和 GTOS 同意共同成立该小组。理事会高兴地

5.0.1

看到 .CEOS 认识到了全球观测系统空间小组的重要

向 H. R. da Rocha 先生(巴西〉授予了 1997 年奖。其获

作用.该小组将与建立的工作组密切工作来审议联合

奖文章是发表在 1996 年 4 月《皇家气象学会季刊》第

观测的战略。理事会注意到 GCOS 在联合组织和主办

531 卷、 122 册、 567-594 页的题为"利用外场资料和

全球观测系统实地观测重要会议方面的作用。理事会

单栏模式开展亚马逊森林采伐中植被一大气交互作

注意到 GCOS 在这些问题上加强的作用将严重消耗

用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办公室的资源，因而请求会员支持 JPO 迎接这些额

5. O. 2

外的挑战。

Bedristsky , P. Leyva - Franco , S. Karjoto 先生和

4.6.7

理事会满意地看到 G30S 的建立，并注意到

G. K.

理事会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推选委员会

理事会重新组建其推选委员会，由 A.

Ramothwa 女士组成。

了第一次会议取得的进展。该小组将提供机会协调三

个系统的活动，并将加强各发起机构和计划之间的合

5.1

作。理事会重申丁对发起机构向 GCOS 捐助的忧虑。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CAREP) ，大气科学委员

会 CCAS) 主席的详细报告(议题 5.1)
大气科学委员会 CCAS) 主席 D.

它敦促各发起组织认识到 GCOS 从事的工作的重要

5. 1. 1

性，对其活动提供适当程度的支持。

先生向理事会提交了有关该委员会最近活动情况的

J. Gauntlett

理事会注意到 GCOS 将在气候系统"专门观

详细报告，并提请理事会注意在一些领域取得的出色

测"第四个重点中发挥的带头作用。 JSTC 和 JPO 将

进展，诸如热带气象研究、全球大气监测网 CGAW)

积极参加气候议程的制定和颁布。

实施新进展，并注意在一些传统领域，如天气预报研

4.6.8

理事会注意到 JSTC 关于举办 GCOS 与会者

究(各种时间尺度〉以及在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

会议的建议。 IACCA 坚决地赞同这次会议.该会将为

气研究计划中取得的进展。为了维持这一进展， CAS

政府代表审议 GCOS 在《气候议程队 UNFCCC 和其

主席强调指出重要的是 WMO 逐渐被视为在支持其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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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计划方面以及在未来计划确立明确的重点方面

WWRP 非常必要密切注视技术转让问题，并做好与

更加注重科学的质量.

其它 WMO 计划的协调，包括 WWW 、应用气象计划

理事会对 CAS 主席表示感谢，不仅感谢他提

CAMP) 、 HWR 和 WCRP 下的活动，特别是依靠数值

供了内容极其丰富的详细报告，而且还感谢他在担任

试验工作组的工作，另外，要求与一些目前国际上的

CAS 主席期间为 WMO 和 AREP 做出了很大贡献，

气象和应用计划保持密切合作，特别是与 ICSU 机构

1998 年 CAS 一 12 会议后他的主席任职将到期。

如国际气象和大气科学联合会 CIAMAS) 进行合作。

5. 1. 2

理事会还表示对 CAS 各项计划所取得的进

在表示普遍支持的同时，理事会还注意到很可能通过

展表示相当满意，特别是高优先的领域，如:进一步

重新调整 CAS 内部的工作重点顺序的方式来实施

发展和实施 GAW 。对于后者，会议注意到外部资金

WWRP 计划，该计划将于 1998 年召开的 CAS 一 12

来源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个别会员为此提供了重大支

次届会期间进行深人讨论。 CAS 主席应邀将就有关

持。理事会还注意到并赞同 CAS 主席的发言，大意

定义和实施 WWRP 概念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事态通报

是 z 在进一步发展 GAW 过程中，重点正逐步放在加

理事会。

强它与科学界的联系方丽。这一政策正在产生效益，

5. 1. 6

人们日益认识到 GAW 不仅对于监测大气成分的演

时间尺度的描述用语的不连续问题及进一步注意到

变而且对于我仍深入了解它与环境各方面的相互作

在精确描述正在进行的天气和气候研究中，使用正确

用而言， GAW 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

术语的重要性，理事会要求 CBS 、 CAS 和 CCI 主席进

5.1.3

5. 1. 4

在审议有关改变理事会环境将染和大气化学

和城市环境专家组 /CAS 工作组的职责，而不重新政

针对理事会提出的有关天气和气候预报不同

行磋商以便提出一个在所有 WMO 计划中统}的科

学定义。

换其名称的建议时，理事会同意通过增加以下内容来
修改其第 7 号决议 CEC-46) 一关于重建执行理事会

5.2

全球大气监测 CGAW)C 议题 5ι2)

专家小组 /CAS 环境污染与大气化学工作组·

5.2.1

执行理事会欢迎提出的 GAW 活动概耍。它

"通报城市大气耳境领域的科学动击.并向各会员的国
家气盘水土部门提供咨询"。

5.1.5

在评论 CAS 未来的重点工作时，理事会表示

证实，大量工作已经完成，一个真正协调的世界观测
站网及相关设施，包括进行全球大气化学成份及相关
物理特性变化监测的质量保障和有关科学评估活动

广泛支持 CAS 内部提出的关于设立 WWRP 的倡议，

业己实现。

旨在建立改进后的经济有效的技术，用于预报影响大

5.2.2

的天气系统，并促进这些技术在会员中应用。 WWRP

各 WMO 会员的合作，其中包括那些己作出承诺要在

的基本原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中尺度模式、

其国内建有 GAW 站进行长期大气监视的会员和/或

"匹配性"观测技术) ，目前有建立 WWRP 这样一个正

那些提供诸如质量保证/科学活动中心 CQA/SAC) 、

式国际计划的条件和需要，以促进新的一致努力，解

世界检定中心 CWCC) 或世界资料中心 CWDC) 的会

决短期 CO-3 天〉预报问题，从而使所有会员受益。特

员，另一方面，它还依赖于与 NMHS 以外的大气科学

别受益之处很可能包括:靠一项正式的国际计划就能

界的密切相互配合。在这方面，理事会欢迎挪威提出

够促使一国为区域研究活动而承诺资金(如:阿尔卑

的有关在挪威空气研究所建立一个 WMO 世界地图

斯山中尺度计划 CMAP) 和锋面与大西拌风暴轨迹试

臭氧资料中心的提议。在诸多作出贡献的名单中有 z

验 CFASTEX) 以及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科研问题(如

国际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 CIAEA) 、 WHO) 和一些计

热带气旋登陆预报) ;有助于扩大可用于有关研究所

划如 UNEP 、国际臭氧委员会、国际气象与大气物理

需的特别观测支持的基础;扩大外部团体增加资助的

协会 CIAMAP) /ICSU 、 IGBP 、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

前景 P 促进技术转让。为确保计划利益的充分实现，

CIGAC)/IGBP 以及大量的以大气化学和气候为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 GAW 的成功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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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考虑其主要专业的 IAMAP 活动。同时，对

和国家气象学院<INM)/WMO 地中海气旋和灾害天

UNDP 通过全球环保基金 (GEF) 给予的支持表示感

气国际研讨会<1 997 年 4 月于帕尔玛德马洛卡〉。执理

谢，这一支持使得 GAW 站网取得重大扩展成为可

会鼓励正在进行的有关活动以改进重要天气预报的

能。

准确性和可靠性并增进向所有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

还注意到为确保总体质量保证而采取的各种

家转让预报方法和经验，这与把新的重点放在

措施。 GAW 资料质量的改进是开展各类评估的基本

WWRP 所开创的当今天气预报研究的情况一载。理

前提，如已发布的关于臭氧评价或于 1997 年初刚分

事会敦促秘书长将该计划列入高度优先项目清单。

5.2.3

发的酸雨沉降评价。它们对于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可
以预料 21 世组时影响环境的国家决策和国际决策将

申期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以 GAW 收集的科学资料为基础.

5.3.2

执理会有兴趣地注意到，有关动力延伸期预

一方面认识到 GAW 正对大气监测和研究作

报 (DERF) 的国际讨论会安排在 1997 年 11 月 17 日

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执理会认为还有更多的需求

一 21 日在位于图卢兹的法国气象局举行。希望所有

要落实，提出了以下活动 2 回顾 GAW 全球站的地理

感兴趣的 WMO 会员宣传此事并参加该讨论会。

5.2.4

分布的合理性，强调三维常规观测的需要如使用商业
飞机.但是站网进一步扩展这样的重要考虑是必需

5.4

热带气象学研究计划 (TMRP)( 议题 5.4)

的，虽然科学效益是清楚的，但年复一年充分连续记

5.4.1

执理会满意地注意到第三届国际理论物理学

录的资料单个地看可能并不重要，但累积起来看则确

(ICTP)/WMO 热带有限区域模式国际研讨会(1 996

实能给我们提供许多有关星球变化的最佳指标，而缺

年 10-11 月在章大利里雅斯特〉的成功召开。执理会

乏做这项工作所需的资金。由于这一缺欠，地球科学

欢迎 WMO 与 ICTP 在过去几年中组织微机培训班

的情况要糟得多。各会员必须为改变这种情况继续通

和各种科学会议方面的良好合作。

过 WMOGAW 做出最大努力。

5.4.2

执理会注意到各会员增加丁参与季风研究方

理事会对 GAW 正在向全世界提供非常重要

面的活动以及成功召开了第一届 WMO 季风研究国

的基本资料表示满意。针对平流层臭氧和酸沉降方面

际研讨会(1 997 年 2 月，印度尼西亚登帕萨 λ 执理会

编写的评估文件体现了重大成就，并掏成了现在和今

鼓励受季风影响地区的会员在未来的研究活动和外

后制定重大环境政策的重要基础。感谢科学家们为此

场试验中相互合作。

5.2.5

做出的勤奋努力。从这些例子，人们同意 GAW 正在
实现它的目标。

5. 2. 6

5.5

理事会注意到 GAW 策略计划已经编写完

云物理学和化学以及人工影自由天气研究计划
(议题 5.5)

成，它的一些实施正从瑞士政府友善地提供的财力中

执理会注意到对这一计划持续有兴趣的情

得到助益。 GAW 计划已被证明是 GAW 长期发展的

况。执理会还满意地丁解到在 WMO 人工影响天气活

一个工作文件，

动中的专门知识正被要求用于该组织以外的活动.

天气预报研究计划(议题 5.3)

6.

气象应用计划 (AMP) (议题 6)

6.1

公众天气服务计划 (PWS) (议题 6.1)

甚短期和短期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6.1.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PWS 的进展报告。

ι3.1

6.1.2

理事会对 PWS 计划自建立以来所取得的进

5.3

执理会获悉了 WMO/业务气象教育与培训

合作计划 (COMET) 甚短期和短期天气预报国际讨论

展表示满意.有效的 PWS 的提供能为减少自然灾害

会 0996 年 10 月一 11 月在博尔德举行〉的成功召开

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做出极大的贡献.在地球上的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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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地区更是如比。理事会注意到这些高度优先活动

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并提供必要的指导。

是特别的焦点，并形成了 PWS 计划和国际减轻自然

6. 1. 8

灾害十年 (IDNDR) 优先项目之间的联系.

旋警报服务更新项目"协调员提供的信息。理事会对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欧盟南太平洋热带气

理事会重申各 NMHS 最基本的作用之一是

WMO 与几个区域工作计划间的密切合作感到高兴，

提供 PWS 。在这方面，国家气象水文基础设施对这

这些工作包括向公众提供气象服务。作为合作的一部

些服务的制作和提供非常重要。结果，通过 PWS 计划

分，将于 1997 年 9 月在斐济为南太平津岛国举办一

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必须有效地集中于发展对提供

次公众天气与警报服务讨论会。

6. 1. 3

PWS 十分重要的综合国力上。为了提高 NMSs 在公
众和政府机构中的知名度和地位，各 NMHS 向公众

6.2

提供高效服务的能力建设是最基本的方法。因此，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 (CAgM) 主席
的报告(议题 6.2)

PWS 计划的教育和培训活动是高度优先的内容。理

6.2.1

事会注意到，为了保证所有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

(CAgM) 主席 c.

与其它 WMO 有关活动一起并与之协调，举办了有些

提交的报告。理事会审议丁所取得的进展，特别在出

培训活动，并将在未来继续举办下去。理事会注意到

版技术注解和 CAgM 报告、以及组织培训活动方丽

这个新趋势已取得了成功，将进一步鼓励在诸如技术

的进展，并审议了目前该委员会针对确认农作物信息

会议、培训研讨会和讨论会等 WMO 活动中加人

需求的个例研究的收集工作。理事会要求该委员会开

PWS 的内容，并不断加以重视。

展研究，确定会员使用这些出版物的程度，以便对这

6. 1. 4

理事会买J PWS 计划的资源水平较低表示关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农业气象委员会

J. Stigter 先生就委员会的最新活动

些内容的有效性进行定量评估。

注，并敦促加强该计划。理事会保证继续支持该计划，

6.2.2

理事会注意到该委员会强调了与天气极端现

使之成为 PWS 在国家一级，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发

象，如干热天气和热应力、植雨和洪水、热带风暴和风

展和进步的推动力。

暴潮等相关的农气因素。理事会建议在本项目中加入

理事会很高兴 CBS-11 (开罗， 1996 年 10/11

海岸耕地盐侵蚀问题，并要求鉴于 ENSO 现象的重要

月〉建立了一个开放的 PWS 工作组，各个区协有一名

性，起码应在一区协、二区协和五区协考虑这一现象

报告员是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理事会要求该工作组

的影响。

尽快开展活动，以便不断集中开展有关 PWS 问题的

6.2.3

活动。为此，理事会获知 PWS 专家计划会议(靠骚，

中国、以色列、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联邦最近组织了农

1997 年 5 月)预期将召开工作组会议，准告了一整套

气培训讨论会等活动，并赞赏 WMO 最近组织了讨

战略目标和工作计划以便帮助工作组在起始阶段的

论印度极端天气现象的轮训班。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今

工作.理事会希望不断了解其适时的发展。

后继续重视类似的培训研讨班和讨论会。

6.1.5

6. 1. 6

理事会强调了将 NMS 作为准备和发布重要

6.2.4

理事会重申了农气培训问题并高兴地注意到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WMO 与 FAO 在农气

天气警报的核心机构的重要性。为此理事会强调需要

问题上已有的合作，包括组织轮训班和其它活动，并

对所有天气警报和预报提供者和分发者，包括国际电

特别注意到 WMO 积极参与了 1996 年 9 月联合国粮

视广播网进行协调。理事会还强调需要充分确认

农组织 (FAO) 主办的世界粮食高峰会议。理事会注意

NMS 的预报和警报。

到 FAO 加入丁 IACCA. 并要求在今后的报告中加入

理事会感兴趣地考虑到对照和交换国际城市

有关 FAO 和 WMO 在农气领域的协调活动信息。鉴

预报的问题。媒体经常要求这方面的信息。虽然 NMS

于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理事会认为

已经做了尝试以满足要求，但是还缺乏国际公认的交

FAO 可以使各 NMHS 更积极参与其粮食安全计划，

换程序。理事会要求 PWS 工作组与其它 CBS 工作组

包括在资料传输和使用方面加强合作。理事会敦促秘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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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继续就此与 FAO 总干事做工作。

Gerbier- MUMM

发展中国家气象部门至关重要，并敦促扩大此方面的

奖

活动。理事会欢迎 CAeM 正在准备指导材料并建议

推选委员会详细审议丁提名论文的评价报告，并向理

它要反映出具体成本回收的事例。理事会还认为航空

事会提交丁报告。理事会注意到该推选委员会未能确

气象信息的成本效益以及对航空安全的贡献如可能，

定获奖论文。理事会因而决定·鉴于该奖的重要性，应

应在指南中得到量化和宣传，此举对发展中国家尤为

再次征求 1998 年度提名，提名截止期为 1997 年 9 月

有益。理事会认为此项事宜十分重要，可据此召开专

30 日 a 理事会要求推选委员会建议 WMO 主席在

门的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可以是在区域范围，以便根

1997 年 11 月的第一周内作出决定。

据所获得的经验制定和改进指导材料。

6.2.5

1998 年度国际 Norbert

I

6.3.5

6. 3

理事会祝贺 CAeM 主席和 WMO 秘书处工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CAeM) 主

作人员代表 WMO 会员所采取的及时、有效行动，指

席的报告(议题 6.3)

出航空气象一直并且仍然是国家气象部门的支柱，航

H. Sprinkle

空使得气象达到了目前的高水平。但是也注意到，有

先生报告了为响应理事会在其 48 次届会表达的忧虑

时某些气象领域取得的进步引进到航空气象的过程

而采取的行动。他说与 ICAO 的协调工作实际上一直

非常缓慢，似乎这种进步的价值与航空无关。理事会

每天都在进行。为促进气象在航空领域的应用，为满

敦促巳AeM 和其它相关委员会采取行动向航空界介

足安全、经济和有效的航空飞行的要求提供帮助，

绍有关进展情况，并就如何最有效地付诸应用给出建

WMO 己积极参与 ICAO 会议和研究小组，如非洲/

议。

印度洋区域航空导航会议， SADIS 业务小组、欧洲空

6. 3. 6

中导航计划小组气象组、航空服舟经济组、自动航空

CWAFS) 气象资料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实现了卫星广

报告研究小组和 WAFS 研究小组。在这方面， ICAO

播表示由衷的高兴。也注意到伦敦世界区域预报中心

己了解到 WMO 对业务气象资料用于非航空用途的

CWAFC) 在自动制作重大天气预报图表方面所取得

关注。

的进展。理事会对继续重视加强 WAFS 资料和产品

6.3.1

航空气象委员会 CCAeM) 主席 C.

理事会对 1996 年世界区域预报系统

1996 年 11 月，鼓励所有是 WMO 会员的

释用的培训表示欢迎。注意到 1996 年 7 月已举办了

NHMS 尽一切努力被各自政府指定为国家气象权威

第四次英国川市MO 航空预报 NWP 释周培训班。计划

机构并积极参与 ICAO 的计划。另外，应 WMO 的要

1997 年 7 月还要举办类似培训班。另外 WMO 与

求， ICAO 气象权威指定机构名单已被 ICAO 豆新。此

WAFS 组成机构和南非于 1996 年 11 月在比勒陀利

名单完成后， WMO 将分发给各会员。

亚为南非发展共同体 CSADC) 国家， 1997 年 3 月与非

6. 3. 2

关于航空气象服务的成本回收问题， Sprinkle

洲与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机构 CASECNA) 合作在尼

先生报告说 WMO 通过积极参与 ICAO 航空服务经

亚美为第一区域协会的法语国家举办了非常成功的

济组的活动为其会员争取利益。此小组已完成了对

培训活动。理事会还得知，应巴拉圭常任代表兼 RA

《航空服务经济手册以文件贝贝 /3) 的修订， WMO 己

III 主席 Castro

与 ICAO 进行丁紧急安排以便向所有 WMO 会员足

WAFS 资料和产品的加工、处理和显示的 USA/

量提供各种语言的《手册 )0 ICAO 手册中 NMS 的指

WMO 航空气象联合培训班将于 1997 年 7 月在已拉

导材料部分是由 CAeM 航空气象服务的经济利益联

圭的亚松森举办。一个为太平洋地区举办的类似培训

合报告员 C.

R. FloodC英国〉和 j. GoasC 法国〉先生起

班计划于 1998 年进行。有建议说应探寻由商业航空

草的。另外，已安排请航空服务经济组书记向理事会

公司为举行航空气象培训活动所需往返机票提供帮

成员简要介绍这一《手册儿

助的可能性。

6.3.3

6.3.4

理事会认为成本回收对所有 NMS ，特别是对

6.3.7

W rede 先生的热情邀请，一个着重

理事会得知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会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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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摘要

航空气象出版物的出版情况。理事会对 1996 年底

各个领域受益。

ICAO(WMO 第一次联合出版的《为国际直升机运行

6.3.10

提供气象服务指南 ICWMO- NO. 842) 表示欢迎。理

AMDAR 专家组的建议，此专家组由愿意为协调和促

事会赞许地注意到由于有了 ICAO 附录 3(WMO 技

进全球 AMDAR 发展而正在或计划执行国家飞机气

术规则 [C.

象资料中继 CAMDAR1 计划的 WMO 会员组成，理事

3. lJ第

70 号修正案，从而对这本非常实用

理事会因此批准了 OCAP 关于尽快建立

的《机场报告和预报，用户电码手册lC WMO-NO

会敦促大家为此进行合作.考虑到很多 WMO 计划都

782) 一书进行了更新，理事会得知 WMO 技术说明第

需要这些资料，理事会认识到 CAeM 和 CBS 在此专

195 号一《用于航空气象的数值天气预报产品解释方

家组的工作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并进一步认为在

法 ))CWMO-NO.770) 正在更新.<<热带气象概况》即

OCAP 飞机自动气象报告 ASDAR 项目中获得的宝

将完成。 CAeM 应用于航空气象的先进技术

贵经验应被吸取到专家组的工作中去。但是，它也指

CATEAM) 工作组，在未使用 WMO 经费的情况下于

出从 OCAP 获得的支持是有限的，因为 OCAP 计划

1997 年 2 月藉长滩美国气象学会会议之机开丁会，

将于 1999 年底完成。有人担心 AMDAR 小组可能会

并将于 1997 年出版包括会上所提交文件摘要等内容

对 WMO 产生财务影响，对此可以明丁的是其职责和

的 ATEAM 业务通讯。

预算只能由 WMO 会员在小组的最初组织会议上决

理事会得知 1997 年 3 月在马德里召开飞机

定。任何财务方面的影响将与 WMO 常规预算元关，

}卫星资料中继 CASDAR1 参与者业卦协议计划董事

因为此小组的运作和资料浮标合作小组有着同样的

会 COCAP1 会议。赞许地注意到最初购买的 23 个

原则，即由小组成员为所批准的项目提供资金。 ICAO

ASDAR 中有四个己安装好并用于飞行 g 有 10 个在

由于其在空

英国航线上 .3 个在 KLM 上，毛里求斯和南非航道的

用通信、导航和监视/空中交通管制使得它参与此建

飞机上各有两个 .SAUDIA 和 Lufthansa 的飞机上各

议小组是非常重要的。

6.3.8

地资料联系领域的专门技术和首先利

有一个。理事会得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与阿根廷
NMS 和阿根廷航空公司已于 1996 年 12 月 16 日签

6.4

海洋气象和有关的海洋活动计划 g 海洋气象

署了一份合同，把当初西班牙购买的 ASDAR 安装在

委员会 CCMM1 主席的报告 F 和该委员会第

阿根廷的波音 747-200 飞机上。阿根廷航空公司还

12 次届会的报告(议题 6.41

同意在其它波音 747一 200 飞机上安装另外两个
ASDAR.- 个属于英国，另一个属于 OCAP ，另外，理

全球联合海洋服务系统 CIGOSS)

事会注意到世界上还有其它形式的飞机自动气象报

6.4.1

告。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欧洲间航空公司使用丁法国气

立了国际协调和管理机制，以在业务上长期保留一只

象局开发的软件，并把它安装在 A320 飞机上，其资

机会船 XBT 网，支持 GCOS.GOOS 和 WCRP ，理事

料向 WMO 会员免费提供。

会认识到 IGOSS 与 GCOS.GOOS 和 WCRP 的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IGOSS 成功地建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 OCAP 在 1996 年己就

。OPC 为气候观测成立的海洋观测专家组在规划方

飞机自动数据报告进行了调研，并与各个国家气象

面建立联革有着重要意义，并敦促会员尽可能支持长

周、航空公司及其他感兴趣的团体进行的广泛磋商。

期保留这一观测网。理事会还进一步注意到 IGOSS

鉴于 OMEGA 全球导航系统即将被淘汰，以及由此

业务协调员作为中心联络员和该计划协调员所傲的

可能导致 WWW 全球高空测风网的削弱，理事会承

出色工作。它感谢美国多年来一直派遣专家担当此

认飞机自动气象报告已获得新的重要地位，它将提供

职，但并极为担心地注意到此次派遣专家任期将于

大量优质、及时的高空资料，尤其是在全球资料稀少

1997 年 4 月结束，可是其替代人还没有确定。理事会

地区。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这一资料来源将使气象的

强烈敦促其它会员，作为急事，考虑派遣专家填补这

6.3.9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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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的职位。

6.4.4

理事会很高兴地注意到 CMM 主席 J.

Guddal

先生的报告，并希望代表 WMO 对他、对前任主席 R.
资料浮标合作小组 CDBCP)

J.

Shearman 先生和副主席 Lim

100

Tick 先生、对

理事会饶有兴趣并满意地注意到 DBCP1996

CMM 各工作组、子工作组的组长和报告且以及本委

年年度报告。理事会对 1996 年制定的国际印度洋浮

员会全体成员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理事会

标计划 CIBPIO) 并成立 DBCP 行动小组，及正式将全

对 CMM 的工作表示满意，这主要体现在本委员会第

球漂浮器计划〔以前称为 TOGA/WOCE 海平面测风

十二次届会的最终报告和下一届会期间的工作计划

计划)纳入 DBCP 和建立行动小组尤其表示满意。理

中。

事会意识到专家小组和行动小组成功地增加和改善

6.4.5

了 GTS 中浮标资料传输的数量和质量，这一成功在

的重要性，并强调 TCMM 在计划执行中所起的领导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协调员的协调作用。例如，在

作用，包括应用气象领域和对其它 WMO 计划所提供

GTS 上传输的得标气压观测数量由 1987 年年中的每

的大量支持，尤其是对 WWW 和 WCP.GCOSC 全球

月 17 ，∞0 个增加到 1996 年年中的每月 105 ， 000 个，

气候观测系统〉和 GOOSC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等计划

而同期的均方根 CRMS) 观测误差囱 3.2hPa 降至1.

下的全球气候研究和服务提供支持。理事会批准了由

5hPa. 理事会因此敦促其它对浮标计划和/或浮标资

CMM 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lOC) 共同采取的步

料感兴趣的会员参与专家组和行动小组的工作，越多

骤，其目的在于在现有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尽快准备

越好，并从资金方面对技术协调员的工作给予支持。

GOOS/GCOS 有关组成部分实施的详细行动计划。这

6.4.2

理事会强调了海洋气象及相关海洋活动计划

些行动计划将通过现有的机构如 CMM 各工作组、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CGOOS)

6.4.3

理事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联合 GOOS 科技

IGOSSC 全球海洋服务综合系统〉和 DBCP( 资料浮标
合作委员会〉来执行。

委员会。- GOOS)/IGOOS 指导小组的领导下，

6.4.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WMO 和 IOC 之间在

GOOS 在规划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其中包括最终确

执行整个海洋计划方面已有的良好合作与协调，并对

定 GOOS 原则草案和 GOOS 战略计划草案，以及制

IOC 的支持表示感谢。理事会忆及在其 48 次届会上，

定《实现 GOOS 目标:一项行动计划》这一实质性文

对 CMM 主席提出的 IOC 共同负责海洋气象学委员

件。后者待完成后将提交 1998 年年中召开的一个高

会的可能性所进行的讨论。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

层政府间会议。理事会认识到将在 1998 年国际海洋

IOC 理事会会议(1 996 年 10 月，巴黎〕对此的看法以

年召开这一高层会议对 GOOS 的实施有重要意义，

及 CMM 就未来 CMM 和 IOC 之间更密切的合作所

并敦促会员在国内积极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理事会

提出的建议。理事会同意了该建议，即继续对此问题

进

步敦促召开这样一个高层会议应尽可能地与

进行完全和细致的研究，并要求秘书长与 IOC 执行

GCCS 和 GTOS 一起协调和组织，以便向各国政府提

秘书进行协调，以便准备一份单套的、联合的 WMO/

出对全球观测系统发展和要求的尽可能一致观点。在

IOC 报告于 1998 年交两组织的理事会审议。 IOC 代

这方面 .GOOS 作出努力，根据 G30S 建议建立了内

表发言谈到 CMM 和 IOC 目前的合作以及在梅详计

部结构，理事会对此表示感谢。还应慎重的是，在开发

划其它领域的主要联合活动对他们其的价值，理事会

和实施其要求时 .GOOS 应明确集中在那些有可能且

对此表示欢迎。并支持他的有关进一步发展联合行动

实际的要求，并直接通过现存系统和机制进行工作。

寻求国际资金机构如 GEF 支持联合计划和行动的建
议。理事会还对 IOC 代表提出的利用 IOC 的国际广

海洋气象委员会 CCMM) 主席报告、委员会第十二次

域网主页宜传 WMO 庆祝 1998 年国际海洋年各项活

届会报告

动的承诺表示欢迎。

品摘要

理事会对届会期间 CMM 在海洋服务、观测

6.4.7

7.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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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注意到，区域水文顾问 CRHA) 第一次

系统和资料管理、海洋领域的专业培训、技术转让和

参加理事会全部会议，欢迎他们参加。还赞赏地注意

支持服务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肯定。理事会

到一些理事会成员有起北文顾问随行。

对 CMM 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敦促其继续做出努

力.特别是，理事会，

Ca)

Cb)

Cc)

Cd)

Ce)

CHy 第十次届会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 CHy 主席就 1996 年 12

敦促考虑在提议中的 RMTC 内罗毕专门长期

7. 1. 4

培训课程使用 CAL 技术，考虑到对受过培训的

月 2 日至 12 日在德国科布伦茨举行的 CHy-10 提

海洋人员的迫切需要，应进一步努力获得必要

交的报告以及他对会议的评价意见。理事会对委员会

支持，使此课程能尽早进行。

及其主席在本次届会上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称赞。

要求 CMM 加强与近海石油工业的联系，争取

7. 1. 5

增加近海平台对全球海洋资料交换的贡献 s

CHy 主席， D. G. Rutashobya 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

支持海洋将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 CMPERSS) 的

和国)当选为 CHy 副主席表示祝贺。

继续测试和最络业务应用;同时，要求秘书长与

7. 1. 6

IMO 就扩大和澄清在所有易于发生海洋污染

中国家为数较少这一现象表示关注。

地区任命海洋污染响应中心的可能性进行讨

7.1.7

论;

件供秘书长介绍情况的做法再次受到了欢迎，建立会

支持 WMO 海浪计划的实施，包括海浪预报检

议工作组(本次会上建立了 9 个〉的做法极大地有助

验机制，以及特别是为封闭和半封闭海洋以及

于会议的成功和按时闭幕。历时 9 天而不是以往 10

附近岛屿使用的海洋盆地尺度海浪模式;

天的 CHy-l0 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理事会注意到会

敦促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确保利用 INMARSAT

议提出要进一步缩短今后届会的时间问题。 Chy

搜集到的船舶报告能通过 GTS 返回到它们地

AWG 目前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理源区的国家;

7.1.8

理事会对K. H。自US 先生(德国〉再次当选为

理事会与主席共同对参加 CHy-l0 的发展

CHy 主席的报告认为仅准备一份"汇编型"文

CHy 主席的报告指出在上一休会期间委员会

理事会将 CMM 第 12 次届会有关建议记录在第 8 号

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其支配的资

决议 CEC-49) 中。 1998 一 1999 年间海洋计划实施的

金。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

有关经费预算包含在议程 11 中。

广泛的计划，其成果之一就是编写了 22 份技术报告

和多种指导材料。

7.
7.1

7.1.1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CHWRP)C 议题 7)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z 水文学委员会 CCHy) 主

CHY-10 的成果

席的报告以及委员会第十次届会报告(议题

7. 1. 9

7. 1)

对于委员会让上述工作组更充分地参与委员会工作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根据第十二次大会的决

的举措表示欢迎。

CHy-10 了解丁 RAWGH 的活动，理事会

理事会注意到，依照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

定 .HWRP 继续得以执行，前十二个月的重点是召开

7. 1. 10

CHy 第十次届会及其后续行动，进一步发展世界水文

会对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所傲的讨论， CHy-l0

M"环观测系统 CWHYCO凹，向 6 个区协水文工作组

讨论丁需由 NHS 解决的问题，并且相应地通过了第

提供支持以及与 UNESCO 及联合国军统内的其它机

1 号建议 CCHy-l0) 一水文网络，此建议要求继续努

构合作。

力维护和改进世界范围内的此类网络。理事会完全赞

7. 1. 2

理事会认为 .HWR 文件使用的新格式是一种

提供信息的极好方式，它把问题阐述得很清楚。

成这种建议。

7. 1. 11

理事会注意到 CHy-l0 批准了下

休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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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HOMS 新的执行计划，计划的重点是从组织机构

径流预报作为水资源管理的辅助手段。理事会认识

上加强 HOMS 的业务和开发新的分件和序列，尤其

到，更多、更精确的水文资料需求的增加需要科学界

重视培训和重视该罩统对更大范围用户的潜在价值.

更广泛的参与和新技术的使用。

7.1.12

理事会欢迎 CHy-l0 采取了一条新的途径

7. 1. 15

理事会注意到对 CHy 职责进行修改的建

来规划其未来活动。由于资金有限，同时为了灵活应

议，并且要求秘书长安排将建议的新职责按常规程序

付迅速变化的需求，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咨询工作组和

递交给第十三次大会。

仅两个专题工作组·一个是有关基本系统的，另一个

7. 1. 16 CHy 还起草丁关于水文资料交换的材料，包

是有关应用的，这些小组的每位成员都分担一个具体

括一份有关该主题的决议草案.该材料由理事会在议

的领域，但并未给他们明确规定活动内容。其工作重

题 12. 1 下进行了审议。

点不是准备技术报告，而是帮助执行针对成员需求的

7.1.17

项目，因此对于承担这些责任的个人冠之以"专家"的

过的各项决议和建议之后，理事会将其决定记录在第

称谓而不是"报告员"。

9 号决议 CEC-49) 中。

7. 1. 13

在审议丁 CHy-!O 的报告，包括该届会通

主席还报告了 CHy 希望让范围更广的专家

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在这方面，特别注意到会议通过

水文和水资源在 WMO 的地位

了第 2 号建议 CCHy一 10)- 妇女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7. 1. 18

以及 CHyAWG 对限定提名专家任职期限的可能性

事会注意到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因绕各国的日益严重

所做的研究。理事会热情赞同本建议，注意到 CHy 是

的问题表示深切关注。在这方面，执行理事认识到在

第一个采取此类行动的技术委员会。许多 NHS 雇佣

联合国革统内 WMO 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因而，不仅

大批妇女，而其它 NHS 则雇佣很少，这个事实已被注

在气象和气候学领域，而且在公约范围的水文和本资

意到.所雇佣妇女的专业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理

源领域内，本组织作为国家重点在国际活动中发挥了

事会希望在国家级实施第 2 号建议 CCHy-l0) ，以便

重要作用。

今后改变这种情况.理事会也从更广泛的主题讨论了

7.1.19

妇女地位的提高，参见议题 14.6 下的论述。

织合作的压力。需关注这些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不断

7. 1. 14

应第十二次大会的要求， CHy 一 10 就起草

由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水源短缺及洪灾，理

要考虑 WMO 在水资源领域与其它国际组

扩散，机构间的合作十分必要，因为这种合作对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 C5LTP) 进行了讨论。理事会

WMO 自身工作的有效性有多重影响。

注意到委员会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建议记录在《水

7. 1. 20

文学委员会第十次届会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 应把 HWRP 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和尽可能加强

第 852 号)的附录六中。其中包括将能力建

其在 WMO 的中心地位。理事会建议这应该在一项新

设、水文应用于可持续发展以及受威胁地区的保护等

的活动中加以反映，以在 WMO 文献中、在新总部大

方面的新活动纳入长期计划的建议。理事会赞同该建

楼里尽可能广泛地宣传水文在 WMO 中的作用。这种

议，认为应将这些新活动以 HWRP 的两个新的组成

对加强 HWRP 的需要，正如下面议题 13.2 下记载得

计划纳入 5LTP 之中，并要求秘书长在准备下一个财

那样，当 WMO 讨论其未来结构时，应予以考虑。它也

期的计划和预算建议时给予考虑。在这方面，理事会

使理事会联想到 WMO 的未来前景及第十二次大会

忆及曾向秘书长提出为这些强化活动准备具体的费

和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为提高 WMO 解决全球水

用建议。此外，理事会注意到解决城市间题的重要性，

资源问题所握的建议，包括本组织为全面反映其职责

包括暴洪引起的日益增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理事会欢

范国而最终改变其名称的可能性。

迎委员会把重点放在洪北预报上，并将其视为

7.1.21

NMHS 间合作的重要领域。理事会注意到，有必要将

要性。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为补充 HWR

CWMO

理事会认识到，上述情形的逻辑结果是，

理事会认识到向 HWRP 提供适当资金的重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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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空缺所采取的措施，并希望一旦该进程结束，各

B.3 项目是关于水文资料网格化的。全球径流资料中

个项目将得到比当前更多的支持.关于财务，理事会

心 (GRDCl 为区域和全球研究不断作出贡献，受到欢

注意到，在其第 48 次届会的要求下， 1996 年 8 月建立

迎。

了水文和水资源信托基金。理事会敦促秘书长继续努

7.2.6

力争取捐款。

系的项目的友展情况，包括对 GCOS 和 GTOS 的水

理事会注意到一些将水文与气候及环境相联

文部分的支持，对联合国范围内有关山区工作的贡

7.2

7.2.1

业务水文计划;基本系统、应用与环境(议题 7.

献，和 1998 年 8 月在芬兰召开第二次国际气候与水

21

大会的计划等.在业务水文计划下的 C LlPS( 参且议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其上一次届会以来的大

题 4. 。和相关活动间建立密切的关罩十分重要。

部分活动都把筹备 CHy 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是推动

7.2.7

届会确立的工作计划。出版了一些技术报告和指南材

毕(肯尼亚〕和戴维斯(美国)开办的 WMO 赞助的水

料。特别是，其中包括第五版《水文实践指南 I(WMO

文学研究生培训课程。理事会注意到会员对此十分满

一第 168 号〉的法语译本以及 WMO 基本水文网络评

意，并继续要求开办这些课程。理事会同意 WMO 将

估计划的结果。

在资金许可的范围内继续支持他们。

7.2.2

理事会获悉了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内罗

理事会获悉了 WHYCOS 的发展情况。它注

意到在执行地中海水循环观测系统 (MED-HYCOS1

7.3

和在非洲，尤其包括为 SADC 、政府间开发权威机构

一字 3d

与水相关问题的计划(议题 7.31

执待理事会获悉芋 WMO 与 UNESCO 之间

。GAD1 和中、西非次区域地区推进计划的各项活动

在水事务方面的持续而密切的合作。它注意l'J

方百不断取得值得称道的进展。但是，在继续重点关

参加了 UNESCO 的 IHP 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为进

注非洲的同时，也考虑了在欧洲，如波罗地海、黑海流

一步执行 IHP 第五阶段制定了计划 (]HP 一 5 ，1 996 一

域，以及在加勒比海与墨西哥发展区域子计划。理事

200 1)并且同意 WMO 应与 UNESCO 就相互感兴趣

会高兴地得知，随着第一批数据收集平台 (DCP1 站在

的计划进行合作。

突尼斯和克罗地亚向系统传输资料， MED-HYCOS

7.3.2

现已投入业务。理事会注意到， WHYCOS 为 NMHS

有关水文资料与信息交换的决议，该决议有助于 CHy

之间以及与 UNESCO 的国际试验与网络资料集流况

-10 形成总摘要第 7. 1. 16 段中的决议草案.

(FRIENDSl 计划的合作提供了极好的框架。

7.3.3

WMO

理事会特别注意到政府间理事会通过了一项

关于与 UNESCO 的联合行动，理事会欢迎

理事会注意到， 1995 年出版了洪水预报系统

《水资源评估活动国家评估手册》修订本的完成，以及

管理概况 (MOFFSl 第三版之后，其开发阶段目前巴

术语常设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的任#是不断回颐

结束，作为继续努力协助各会员在国家一级应用该罩

和更新《国际水文学词汇》。在这方面，理事会赞同不

统的一项工作， 1997 年在汉城举行了一次研讨会。

仅以硬拷贝，而且在全球网上提供《词汇》的未来版

7.2.3

7.2.4

理事会注意到 WMO 和 UNESCO 于 1997 年

本，从而使尽可能多的人可以获得，造福会员理事会获悉 WMO 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以完成

5 月 13 日至 16 日在科布伦茨联合召开关于 WCP 一

7.3.4

水的第七次计划会议。会议考虑了 WCP 一串各个项

联合国秘书长给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SD1 的

目的现状，并根据最近的发展，建议对 WCP 一水目的

报告《世界淡水资源综合评估》。它欢迎与其它联合国

和未来实施进行一次基本审议。

有关机构，以及与加拿大、丹麦、挪威和瑞典政府部门

理事会了解到关于 WCP 一水最近的发展情

建立的良好关累，理事会注意到， 1997 年 4 月召开的

况，包括在执行 A.2 与 B.3 项目方面的一些进展，

CSD 届会指出，为了促进水资源综合评估和管理，并

儿 2 项目是关于对水文资料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的，

为信息的散发和交换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急需加强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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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第 12 次大会的决

政府和国际机掬搜集和管理信息，包括科学、社会和

8.1

环境资料的能力。理事会感兴趣地期待着即将召开的

定，教育和培训 I1 计划 CETRP) 对 WMO 会员特别是对

联大特别届会对该主题辩论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在其为力争得到足够的受过教育和培训

理事会非常高兴地注意到作为 WMO/美洲

的人员方面继续给予了支持，使其国家气象水文局能

间开发银行 CIDB)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水资源评估与管

够担负起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责任并能迎接新的挑

理战略大会(哥斯达黎加. ]996 年 5 月〉的后续行动，

战。

7.3.5

WMO 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了有关这次大会的报
告、论文集和小册子。为组织一次有关覆盖亚洲和太

人力资源开发

平洋地区的水资源发展知识库的会议，已与亚洲开发

8.2

银行和 ESCAP 取得了联系。同时，作为对联合国人类

家气象水文局估算其未来对受训人员的需要和为满

住区大会一 HABITAT 2C 伊斯坦布尔， ]996 年)的贡

足此需要协助动员必要的资金和其它资源的重要性。

献， WMO 发行了一本题为《我们城市中的丽和洪水.

另外，理事会注意到最近发行了多语种、义务性出版

衡量问题》的出版物(第 53 号水文和水资源技术报

物《气象和业务水文培训设施大纲》第七版 CWM。一

告， WMO/TD一第 741 号)

第 240 号)。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本《大纲》设计新

7.3.6

0

3 月 22 日庆祝丁世界水日，主题是"水资源评

理事会重申了人力资源发展计划在协助各国

颖，采用活页形式，可通过国际互联网提供主要内容。

理事会注意到本《大纲》是在计算机化的资料

估"， WMO 与 UNESCO 被指定牵头组织有关的机构

8.3

间公共关系活动。理事会很感兴趣地了解到秘书长参

库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建议考虑在将来提供该出版

加了由世界水理事会借"世界水论坛"的机会在马拉

物的修订本时.附上录有全部内容的软盘或只读光盘

喀什组织的 WDW 庆祝活动。在这方面，理事会同意

的可能性。

WMO 应该成为 WWC 成员，并且要求秘书长采取必

8.4

要的行动。理事会还得到了有关全球水伙伴 CGWP)

议和修订 WMO<< 气象和业务水文培训人员和教育指

发展情况的报告.理事会赞同 CHy-]O 认为 WMO

南》分类 CWM。一第 258 号〉调查表的情况。按惯例每

应与 GWP 合作以便于获得业务水文计划所需的资

四年调查一次会员对培训的要求，理事会还获悉有关

金，这一观点引起了理事会的注意。

评议此项调查表所采取的前期行动。

7.3.7

理事会获悉 WMO 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在京领

8.5

理事会获悉有关编写并向各会员分友关于评

理事会认为， WMO 分类和课程的审议是一

域继续进行合作。它注意到在国际7J<文科学协会

项极其复杂和敏感的问题，需要相当大多数国家气象

(!AHS)/WMO GEWEX 工作组的主办下， 1996 年 11

和水文局给予投入，才能对这一重要问题找到满意的

月在英国的 WALLlNFORD 召开了大陆尺度水文模

解决办法。故如有的会员尚未开始此项工作的话，请

式研讨会，理事会还对一些新的举措表示欢迎，通过

尽快投入这项工作。

这些举措， IAHS 被邀请参与审议 CHy 今后的工作计

划以便该协会能对这项工作做出有效的贡献.就

培训活动

WMO 本身来说，它己对 IAHS 的第五次科学大会

8.6

(拉巴特， ]997 年 4 月 /5 月〉给予了支持，并且主办了

月 1-12 日在巴巴多斯区域气象培训中心成功地举

ISO 第 113 技术委员会

水文测量鉴定的一次会议。

办了国家教师区域培训讲习班.卫注意到，在理事会

理事会批准了这项行动，并且建议在将来以适当的方

前次会议的鼓励下，这次讲习班的内容包括讲课和动

式，在资金允许范围内向此类机构提供类似的支持。

手实习计算机辅助学习的技术。还注意到 WMO 另外

理事会注意到三区协和王区协于 1996 年 7

3 个教师培训活动也将在今年举行。

s

教育和培训计划 CETRP)C 议题 8)

8.7

理事会注意到在 22 个 WMO RMTC 组成的

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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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网中，大多数培训中心为本区域业费人员的培训

学教学大纲 ))CWMO 一第 726 号)已经译成阿拉文，另

做出了很大贡献。理事会尤其获悉 WMO 在中国、印

一个出版物《三级与四级人员气象仪器培训教学大

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肯利亚、尼日利亚和

纲以WM。一第 622 号)译成了西班牙文。还注意到荷

俄罗斯联邦的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活动。理事会也注

兰皇家气象局 CKNMD 出版的《市场营销和商业技巧

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气象局将其在马什哈德市的

基础:气象人员培训》模块已在 ETR" 技术文件"系列

国家气候研究中心并到了德黑兰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下于以发行，另在印制的还有 ((WMO 培训图书馆目

以便集中于各层次的应用气候学。

录以WMO/TD 一第 791 号〉。

8.8

理事会鼓励 WMO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继续对

8.13

理事会获悉 WMO 秘书处已于 1996 年 10

ETRP 作出贡献并要求秘书长继续帮助区域气象培

月 14-18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各国家气象局培训机构

训中心，尤其是对教员进行现代培训方法和技术的培

主任常务会议协调委员会第 5 次会议。高兴地注意到

训。

国家气象局培训机构主任常任会议 CSCHOTD 的目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其第 48 次届会批准的教

标为促进和协助 WMO 教育和培训计划。还特别注意

育和培训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有关 RMTC 活动连续监

到 1997 年 7 月将在墨尔本与 WMO 联合发起组织召

测机制的建议，最近秘书处提出通过向所有 RMTC

开 1997 第三届国际计算机辅助学习和远距离学习气

散发具体内容调查表来进行自我评估。

象学会议 CCALMet- 97).

8.9

8.10

理事会获悉一区协气象培训中心非正式会

8.14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王区协第 11 次届会的要

议巳于 1996 年 11 月 21-22 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求，即研究指定纳迪(斐济〉培训机梅作为该地区

举行。此会是作为非洲气象局友展管理技术会议的一

WMO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可能性，秘书处考察了各

项辅助活动。出席会议的有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

项设施后认为，由于培训部门人员非常有限，尚不具

和尼日尔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主任和安哥拉常任代

岳将其确定为 WMO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条件。但承

表以及来自非洲气象开发应用中心和摩洛哥气象局

认该培训部门自 1990 年起，为当地和邻国人员定期

培训中心的观察员。会议讨论了区域气象培训中心在

开设了观测员 C !V级水平〉实用基础和人门培训班，

ETRP 中的作用，评议了非洲各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目

为当地人才开发做出丁很大贡献，令各方满意。

前和未来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加强区域气象培

8. 15

训中心在区域会议上相互配合和联罩的建议。

部门为本地区 IV 级水平培训做出了很大贡献。建议

理事会支持秘书处的意兑并承认纳迫培训

理事会欢迎某些发达地区的会员和欧洲气

作为纳迪热带气旋预报区域气象专业中心的一项重

象卫星组织提出的倡议，在 CAL 和卫星气象方面，协

要活动，继续并扩大这种培训，并请秘书长继续支持

助 WMO 某些区域气象中心增强应用现代技术的能

来自邻国的学虽参加，以从这种培训中受益。

8.11

力。理事会注意到非洲卫星气象教育和培训

CASMET) 项目下的活动，该项目由 EUMETSAT 和

确认农业气象与农业环境分析学院(IATA) 伟为意大

德国资助，旨在支持肯尼亚和尼日尔的 RMTC. 以及

利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附加部分

由美国的加勒比一拉丁美洲气象教育与培训

8. 16

CCALATMET) 活动资助，旨在支持巴巴多斯和哥斯

的培训设施列为 WMO 意大利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

达尼加的 RMTC ，鼓励其它会员国在各自的区域内

一部分，进行培训农业气象、农业气候、遥感在农业上

为支持 RMTC 而开办类似的项目。

的应用和应用数值天气预报方面的 I 级气象人员。 注

理事会获悉意大利常任代表提出将 IATA

理事会注意到两个培训出版物《中尺度气象

意到六区协主席和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组给予的肯

与短期预报:一级和二级气象人员培训教材和学员学

定意见，理事会决定确认农业气象和农业环境分析学

习材料 >>CWMO 一第 701 号)和《三级与四级人员气候

院 CIATA) 作为 WMO 意大利区域气象培训中心的一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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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附加部分，进行农业气象领域 I 级气象人员的培

置作一研究，以便第卡三次大会审议。

训.

9.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西非次区域;!J事处、北

美和中美洲次区域办事处已分别设在拉各斯(尼日利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亚〉和圣何塞(哥斯达黎加)。理事会对尼日利亚联邦

理事会以感激的心情注意到某些 VCP 认捐

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作东承办各自次区域办

会员继续为 VCP 提供奖学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理

事处表示感谢。理事会进一步赞赏地注意到为在西萨

事会提请秘书长继续为优化使用现有 VCP 奖学金和

摩亚建立西南太平悻次区域办事处而采取的步骤。理

常规预算资金作出进一步努力，特别是通过三方分摊

事会对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PREP) 为办事处的

费用的安排，。呼吁 VCP 认捐者保持，如可能并扩大

运转而提供的设施表示感谢。理事会要求适当了解次

对 VCP 奖学金计划的资助。还没有给予捐助的会员

区域办事处的活动，尤其是技术合作领域的。

国，请予以捐助。在此，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沙特阿拉

9.4

伯愿提供七个在该国学习气象的长期 VCP 奖学金。

自区协进行有效的服务，向其主席和区域附属机构及

8.1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区域办事处继续为各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UNDP 资助的奖学金

各区域会员提供帮助。在这方面，理事会欢迎修改区

在大量减少。为充分利用有限的奖学金并减少培训费

域办事处职责和界定次区域办事处的功能，目的是让

用，理事会敦促会员最大限度地利用各自区域的培训

这些办事处和技术合作司 CTCO) 之间取得协调。理事

机会，尤其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会认识到，所采取的措施也将促进区域和次区域办事

8.18

理事会注意到，尤其在一、三、四区协对一、

处为支持会员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

二级长期奖学金的急切需求，鼓励捐款方和秘书处为

在第十二次大会批准的预算拨款内继续加强这些办

帮助满足这些需求而尽一切努力。为此，理事会要求

事处，从而使他们的活动能满足会员的具体需求，并

秘书长寻求其它可能的资金来源。

使 WMO 和 NMHS 的作用和贡献在次区域和区域层

8. 19

次上凸现出来。

9.

区域计划(议题的

9.5

9. 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获批准的 1996-1997 两

域内的次区域集团和区域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

年期区域活动的实施进展令人满意。它强调需要把

过这些机构组织的各种活动促进着气象和业务水文

WMO 区域计划与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减少自然

事业。理事会鼓励区域办事处继续努力，从而使气象

灾害、环境保护和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国家努力联罩起

和业务水文在这些机构的计划中得到充分反映。理事

来。在这方面，理事会鼓励区协确定和处理各自区域

会尤其注意到，应开展区域针对性研究和项目，以解

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为了更有效地帮助会员，理事会

决会员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为支持诸如非洲

要求区协和技术委员会进一步协调两者之间的活动。

气象应用发展中心 CACMAD) 、东南亚国家联盟

理事会同意在现有资金范围内继续加强区域计划并

CASEAN) 专业气象中心 CASMC) 和干旱监测中心

要求区协在这方面努力。

CDMC) 等区域气象机构，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在现有

9.2

非洲、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和美洲区域办事处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区域办事处与各自区

方式内继续努力。

继续分别设在布琼布拉(布隆迪〉、 WMO 总部(日内

9.6

理事会认识到各区域会员对区域性高度优先

瓦)和亚松森(巴拉圭〉。理事会注意到，按照第十二次

活动的需求，比如某些工作组会议如四区协腿风委

大会的要求，非洲区域办事处的国际职员继续在

员会和一区协农气工作组。理事会的决定反映在议题

WMO 总部临时行使职能，从而保证区域计划的有关

11 下。

部分能在非洲顺利实施。理事会也注意到，二区协(亚
洲)要求秘书长对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位

10.

技术合伟 CTCO) 计划(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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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摘要

10.1

执行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已采取行

动，包括提高妇女地位、摆脱贫困和重建环境等。

动保证技术合作司与区域办事处职能自 1997 年 1 月

10.6

1 日起得以协调。在这方面，修订丁区域办事处的职

人满意，秘书处继续协助会员国制订提交 GEF 的项

责和职能，补充了对 WMO 区域计划进行支持的有关

目建议。

内容，如加强与当地和区域基金机构以及区域非政府

10. 7

组织的密切联络等。另外，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建立了

WMOVCP 提供的捐赠约 630 万美元.共向捐赠国分

西非次区域办事处，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建立了北

发了 74 个 VCP 设备项目和 90 个奖学金申请单，其

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区次区域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已

中 38 个 VCP 设备项目得到了部分或全部支持， 132

于 1997 年 2 月初开始进行工作，将对这些次区域国

个奖学金得到了 VCP 资助 e 理事会感谢会员对 VCP

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加强支持。已着手在西萨摩亚群岛

的贡献。

的阿皮亚建立西南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

10.8

理事会注意到IJ GEF 资助的项目进展情况令

理事会注意到， 1996 年 28 个会员为

理事会注意到尽管 1996 年获得了上述捐

理事会对为实施 EC 技术合作专家咨询小

助，截止 1996 年 12 月 31 日仍有 293 项 VCP 设备项

组的建议而采取的适当后续行动表示满意，特别是在

目和约 630 个奖学金申请未得到资助或全额资助.理

相应的技术合作活动中为 WMO 有关工作人员提供

事会敦促会员国继续对这些项目进行捐赠.

培训，以及建立核心目标。

10.9

10.2

对第二次评估报告摘要的回顾显示，服务的

有效性有丁明显的改进，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VCP
技术合作计划的实施

项目的成功。理事会感谢秘书处在提供有用的评估报

10.3

理事会注意到，通过 UNDP 、信托基金、全球

告摘要方面所做的工作，并鼓励秘书处继续进行这一

环境融资 CGEF) 、世界银行和其他基金组织如欧洲联

有价值的工作。理事会鼓励捐赠国以设备和培训的形

盟、新太阳基金以及私人部门等为各项计划的实施寻

式提供后备支持，保证已提供设备的正常运作。

求资金的努力仍在继续。 WMO 的自愿合作计划也在

10.10

继续进行。

VCP 协调计划:

考虑到会员的需求，理事会通过了如下

尽管 UNDP1996 年度资金交付有所减少，

(a)

全球高空站网的改进，

仍有额外的资金支持国家和区域项目的实施。另外，

(b)

GTS 的改进 i

一些新项目也在此框架下获得了批准。理事会注意到

(c)

国家气象中心 (NMC) 的自动化，

利用 UNDP 的资金支持而组织了几个部门支持访问

(d)

低成本、低分辨率卫星资料接收设备的应用，

团，帮助一些 NMHS 进行设告状态评估，并制订有关

(e)

对 TCP 的支持;

提交政府部门和资金机构的项目建议。

(1)

对各国家水文气象部门互联网络能力的支持;

理事会得知，作为 UNDP 执行董事会第 95/

(g)

对公众天气服务活动的支持;

23 号决定的后续活动，新的后继计划安排已于 1997

(h)

对气候资料管理和 CLIPS 的支持;

年 1 月生效。有关这些安排对 UNDP 资助的优先领

(i)

10.4

10.5

在气象包括海洋气象，特别是用于小岛屿和群

域以及项目形式和执行的影响，秘书长已经向 WMO

岛社会的洋盆尺度波浪模式和应用水文领域对

常任代表通报丁情况。理事会强调 WMO 常任代表在

CAL 模块的使用进行制作和培训;

寻求 UNDP 资源中的重要作用，并要求那些是

(j)

UNDP 执行董事会会员国家的常任代表帮助提高包

10.11

括气象和本文在内的科学技术资金，以及获得项目、

(F) 的使用报告，并在预计收入的基础上批准了附件

政策开发和技术支持所需的新设施。同时，理事会要

2 中 1997 年约为 41 万美元的附加配额。理事会授权

求秘书长继续致力于促进新的 UNDP 优先领域的活

秘书长在资金到位后实施这些项目。

对 ACMAD 示范性项目的支持。
理事会审议了 1996 年自愿合作基金 V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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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理事会审议丁 WWW 实施支持流动基金

美洲和 ASEAN 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理事会要求

状况报告。注意到，截止 1996 年 12 月 31 日 .13 个国

秘书长继续与有关的区域经济集团和研究机构开展

家已偿还丁从流动基金中的贷款。秘书处己发函提醒

合作。

那些尚未清偿贷款的国家，有两国己表示他们正在归

10.17

还应偿还差额。

动。"西北太平津地区台风、洪水利环境灾害减灾综合

10. 13

理事会注意到 VCP 及相关技术合作计划

系统"的建议在 UNDP 通过 UNOPS 的支持下正在拟

非正式计划会议 (IPM) 己于 1997 年 2 月在日内瓦召

定，项目文件西部和中部非洲水循环观测罩统 (AOC

开，其最终报告已向各会员分发。注意到根据执行理

-HYCOS) 通过 WMO 和法国签署的一项合同正自

事会第 48 次届会关于 IOC 和 WM。在 VCP 领域合

WMO 和当地专家准告。 Congo-HYCOS( 刚果河流

作事宜的讨论 .IOC 代表应邀出席了 IPM 会议，考虑

域〉正作为中部非洲地区区域环境信息管理计划

并审议了与 WMO VCP 计划主要捐赠国之间可能进

(REIMP -

行的合作活动。 IOC 已准备了一个计划建议，旨在为

SADC-HYCOS 的项目文件是应欧洲联盟 (EU) 要

WMO 和 IOC 进行资源动员联合采取行动。理事会还

求由 SADC 和 WMO 进行起草的，目前正在申请 EU

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项目服务办事处 (UNOPS) 向

资助 .WMO 担任其指导机构。"威海一 HYCOS" 项目

IPM 会议提供丁其技术合作活动的信息并鼓励秘书

文件是由 WMO 和瑞士专家协作起草的，它将成为世

处继续与 UNOPS 进行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

界银行威海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10. 14

理事会注意到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在气

10.18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一些新项目正在启

CAR) 的一部分由世界银行进行审议。

理事会鼓励秘书处继续努力协助会员开发

象和水文部门管理领域执行了能力建设信托基金项

新的计划和项目，以支持各国家水文气象部门和相应

目。考虑到能力建设活动对 NMHS 的重要性并注意

的区域组织。

到几个会员表示丁有兴趣参与这些活动，理事会要求

其技术合作专家沓询组在下次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

秘书处对科技合作计划的支持预算

并向理事会提交相应的建议。该工作组应考虑议题

10.19

12 下所指出的有关各点。

-1997 年秘书处对 TCO 计划支持预算的配额将满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通过节约措施 .1996

理事会注意到在信托基金的框架下，一些

足两年度可预凡的开支。理事会还审议了 1998-1999

国家和区域项目得以继续实施，一些新项目得到了批

年秘书处对技术合作计划支持预算的建议，并注意

准.预计 1996 -1997 两年度信托基金项目金额达

到，根据可能项目的实际估算，以及 UNDP 和信托基

1130 万美元。理事会特别高兴地注意到一些新的信

金的计划配额，这一预算资金大约可达到 450 万瑞士

托基金项目已开始启动，并正利用会员国、国家和区

法郎。另外，常规预算还将为 1998-1999 两年度拨款

域机构、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资金机构如欧洲联盟的资

150 万瑞士法郎，使该单预算达到 600 万瑞士法郎。理

金进行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在这方面近期有两个信托

事会指出任何支持资金偿还的不足将相应地减少

基金安排，第一个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气象局

1998 一 1999 年 TC 基金的开支。

(lRIMO) 建立雷达网，第二个是在沙特阿拉伯开展

10.20

10.15

理事会通过了第 10 号决议 (EC-49l 。

云物理研究.理事会鼓励各会员利用这一渠道。

11.

1998 -1999 年计划和预算(议题

济团体和组织进行合作，开展区域气象项目，并为这

11.1

执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为第十二个财期

些项目寻求资金。特别是 .WMO 己经与西非国家经

第二个两年期 (1998-1999) 提交的计划和预算建议。

济共同体<ECOWAS) 、 SADC 的南非交通和通信委员

在这个议题节，理事会按照第十二次大会第 31 号决

会，政府间开发机槐(IGADl、加勒比海、伊比利亚

议一第十二个财期期间的最大支出，对第二个两年

10.1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 ~JWMO 继续与区域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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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各个部分和计划的拨款进行了审议并作出了决

免各项计划在第二个两年期进一步削弱。

定。有关各个科技计划、其它活动和理事会有关的决

11.5

定记录在有关的议题中。

次大会的决寇准备了提案，并注意到关于计划和预算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已经按第十二

理事会回顾了大会批准的第十二个财期

的文件非常清晰、质量很高。理事会支持 WWW 、

(1 996-1999) 的最大支出是 2.55 亿瑞士法郎，因为

WCP 、 AREP 、农业气象计划、 HWRP 、 ETRP 、区域计

已决定将秘书长第十二财期的预算提案压至零实际

划和出版物计划中的高度优先项目 a 理事会还强调了

增长以下(总摘要，第 8.4 和 8.6 段. ((第十二次世界

保持足够的资金以达到语言政策要求的重要性和必

气象大会决议最终节路报告lC WM。一第 827 号))。

要性，包括按大会的决定及时提供各种官方语言的文

理事会因而批准第一个两年期 099自一 1997) 为1.

件(总摘要第 8.20 段， 1 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

11.2

244

亿瑞士法郎。留给第二个两年期 0998-1999) 的最大

最终节略报告 ))CWMO 一第 827 号》。

支出余额为1. 306 亿瑞士法郎。然而，由于日内瓦的

11. 6

通货膨胀低于预计水平，而且 1998 一 1999 两年期金

号建议案。财务咨询委员会有关 1998- 1999 两年期

额预算备付款较低，根据修正后的行政问题咨询委员

预算的建议案是审批相对于第一个两年期 024.4 百

会 (CCAQ) 推测通胀预估，第二个两年期(1 998

万瑞郎〉的零名义增长水平的拨款，并审批第一个两

1999) 调整的基本提案为 124.3 百万瑞郎。理事会注

年期向第二个两年期的余额平衡调拨。然而，理事会

意到秘书长提议的预算为 127.1 百万瑞郎。该金额包

注意到，财务咨询委员会成员间就两年期的预算水平

括了秘书长根据第十二次大会第 31 号决议授权的灵

缺乏共识，一些成员强烈支持秘书长的 127. 1 百万瑞

活性而提出的 2.8 百万瑞郎的额外金额，以用于高度

郎预算的建议案。

优先的活动。理事会还注意到除以上提案以外的一个

11. 7

最后一分钟提案 s 将 485.000 瑞郎用于关于自然灾害

的文件中提交的有关高度优先活动的提案。理事会希

脆弱性和减轻的全球科学和技术大会.

望确定目前哪些高度优先提案必须在预算内首先执

理事会审议了财务咨询委员会第1. 1 和1. 3

然而，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在要求仔细审查

秘书长介绍丁关于计划和预算的提案，描述

行，哪些应视为次耍的.理事会注意到对秘书长的财

了几个主要的、 WMO 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改革，

务提案中的优先项目进行如此详细审议是符合理事

突出丁每个主要项目中的高度优先计划要求。秘书长

会以往程序的，这是与有关议题下讨论的计划一起

还指出经过长期反复的预算筹备，他的提案仍旧在第

进行的。理事会特别决定对有关全球会议的预算项目

十二次大会批准的最大开支平衡内，其提案反映了正

或在计划的详细讨论中认为次耍的项目进行审查。

在开展的高度优先项目与为满足新优先领域进行的

11. 8

资金调拨之间的平衡。但是，他指出在第十二次大会

策和战略问题"的活动建议完全由 CBS 下的活动所

决定的低于零实际增长的限度肉，许多重要议题得不

覆盖，因此不再需要灵活性骨付款下要求的额外预算

到资助，希望紧急说服理事会批准所有提案，包括灵

金额.

活性备付款下的提案，以便利用必要的资金、以更有

11.9

效的方式实现丰组织的重要计划目标。

统的活动，理事会决定为此支持秘书长关于 WWW

11.3

1 1. 4

秘书长讨论了本组织面临的财#困难，因

理事会总结出，题为"采用新技术的财务、政

认识到急需开展帮助会员更新 OMEGA 系

的提案。

理事会决定分配除了秘书长关于 CBS 公

为有低于零实际增长的局限。尽管各项计划的要求不

11.10

断增加，还是采用丁低于零实际增长。鉴于会费迟付

众天气服务计划工作组会议的提案以外的资金。理事

和拒付加重了预算和财#困难，秘书长要求理事会批

会还要求秘书长与其它计划一起，执行 PWS 的其它

准其全部关于 1998-1999 两年期的提案，并批准将

能力建设措施。上述其它计划包括信息和公共事务

第一个两年期的预算余额调拨到第二个两年期，以避

C]PA) 、 ETRP 、区域计划和 TCP ，全部采用丁计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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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WMO 捐款数额达到 4 ，。 饨， 200 瑞士法郎。

资金.理事会对这些计划的决定包古在有关议题中。

理事会决定，考虑到世界气候计划的最新

11.11

11.18

理事会注意到第十二次大会授权秘书长在

进展和各种气候论坛中的讨论， WCP 建议召开的政

批准的区域计划预算资金泡围内试建次区域办事处，

府间会议不再举行，该项资金可用于其它高度优先活

审议了秘书长提供的关于 WMO 与西萨摩亚政府和

动。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SPREP) 之间为建立西南太

决定全额资助 1999 年召开的四区协腮风

平祥次区域办事处而进行的谈判的报告。理事会获悉

委员会会议，这是秘书长建议的高度优先计划与活动

该办事处在本财期任用为期 29 个月 P 一人员所需的

之一。

金额为 350 ， 000 瑞郎。理事会授权秘书长将区域计划

11.12

理事会审议了 WMO 秘书处经费询

预算中所批的资金用于半个 D.1 职位，即秘书长办公

IDNDR 秘书长后的提案，即于 1999 年召开一个关于

室特别助理并根据财务规则 4.2 ，通过预算拨款方式

自然灾害脆弱性和减轻的全球科学和技术大会，以

将整个该笔费用打入秘书长办公室.这将使任用西南

此作为减灾十年的闭幕活动的一部分。理事会强烈支

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代表一事成为可能。

持各个计划领域下有关 IDNDR 的需求，它注意到在

11.19

各种政府间论坛中正在考虑为该会议作其它安排和

秘书长根据第十二次大会(见第十二次大会品摘要第

资金筹措。

8.31 段， ((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最终节略报

11.13

11. 14

理事会审议丁具体优先计划和总预算水平

关于理事会在议题 10 下作出的决定，授权

告以WMO- 第 827 号》规定的条件和第 24 号决议

的限度，有些会员认为这是他们提供支持的极限。之

(第十二次大会)

后，理事会决定对秘书长预算提案的其余削减要求，

TCO 计划人员使用常规预算基金.

将通过有选择地调整在灵活性备付款下为各项需要

11.20

提供的金额加以实现。

和区协届会拨了款

11.15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寻求额外预算外资金

I

技术合作计划的组织和资助)对

理事会为 1998-1999 年以下技术委员会

1998 年

尽可能补充高优先级计划活动的需要。还要求各会员

第一区域协会(第十二次届会〉

在筹集预算外资金方面予以协助。

第五区域协会(第十二次届会〉

11.16

关于人员问题，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根据

第六区域协会(第十二次届会〉

《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决议最终节略报告》

基本系统委员会(特别届会〉

(WMO一第 827 号〉总摘要第 8. 15 段的决定提出的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

建议.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建议内较高的 15.8% 的

1999 年

空职率是根据 EC-47 的决定作出的，以逐步达到第

农业气象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

十二次大会决定的职位减少的要求。还讨论丁对第一

航空气象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

个两年度节省资金重新划拨，这将对实现整个财期

理事会同意财务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即区域协会应在

约为 10% 的整体空职率是部分有必要的。

其议题中包括收取各区域会员会费的讨论，以便确定

11.17

理事会批准了 1998 -1999 年度 WMO!

可行的办法促进会费收集工作，并将其决定列入议题

ICSU!IOC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预算，且本报告附录

17.4.

m.预计

11.21

ICSU 将为此基金捐款 846 ，∞ o 瑞士法郎

理事会通过了 1998-1999 两年期有关预

(古 600.000 美元)， IOC 将捐款 705 ， 000( 含 500 ， 000

算和捐款的第 11 号决议(EC-49) 。为此批准的拨款

美元〉。理事会决定捐赠等同数量的款项，并根据

达到 125 ， 100 ， 000 瑞士法郎.在第十二财期的最后两

WMO !ICSU !IOC 所达成的协议，代表 WMO

再进一

年期，为使第十二次大会批准的计划得到最大程度

步向此联合基金单方面捐款，使 1998 -1999 年度

的实施，理事会决定将第一个两年期(1 996 一 1997)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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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理事会注意到 39 个会员和欧洲中期天气预

理事会还批准了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

报中心 (ECMWF) 向秘书处通告了有关实施第 40 号

清单及座谈会、技术会、研讨会和讨论会会议清单，已

决议 (Cg-12) 的计划或行动。这些通告可分成以下有

载于本报告附录 4 中。根据第十二次大会制定的指导

部分重叠的 5 类

原则，这些活动的实施应视在巴批预算范围内资金的

(a)

11.22

提供情况。

一步信息的会员(1 0 个反馈)
1998 一 1999 两年期的折中预算水平为

11. 23

确认愿实施第 40 号决议 (Cg-12) ，但不包括进

(b)

声明不愿对任何为商业目的再出口的资料和产

品设置条件的会员 (6 个反馈 h

12510 ， 000 ， 000 瑞士法郎 s 达成这一折中的谅解是理

事会对秘书长制订第十三个财期计划和预算建议案

,

(c)

明确了"额外"资料或产品、为其商业目的的再

提出了忠告:第十三个财期的零名义增长参考点将以

出口设置条件，并为此规定一般公式化条件的

每两年 124.4 百万瑞士法郎的水平为基础，即财务咨

会员 (23 个反馈 h

询委员会所表示的意见 z 四年零名义增长额为 248.8

(d)

百万瑞士法郎。

明确了"额外"资料或产品、为其商业目的的再
出口设置条件的会员 (23 个反馈)

(e)

,

在"额外"类别下包括新资料或产品、以便扩大

12.

WMO 面临的主要问题(议题 12)

在 GTS 上交换资料和产品的范围的会员(1 1 个

12.1

资料与产昂的国际交换〔议题 12.1)

反馈〉。

12.1.1

执行理事会回顾了建立气象与有关资料和

12.1.3

理事会对目前所有收到的通告都遵循了第

产品交换咨询组的决定(第 3 号决议 (EC-47) 一回

40 号决议 (Cg-12) 附件一中的交换资料和产品免费

顾第十二次大会关于气象和有关资料与产品的交换，

和无条件使用的定义(即"重要"类)感到欣慰。它注意

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系指南在内的 WMO 政策和实

到区协通过的经修改的区域基本天气网 (RBSN) 可能

践的实施情况及其影晌) ，建立气象和有关资料与产

有与通告所依据的旧的 RBNS 有所不同的国家台站

品交换咨询小组，从而

设置。理事会因此敦促会员不断审查"额外"资料的通

(a)

(b)

不断回顾第 40 号决议 (Cg-12)- 关于气象和

告并将任何改变通知秘书长。与此类似，要求秘书长

有关资料与产品的交换，包括商业气象活动关

将秘书处记录的通告同相应的最新 RBSN 比较，如果

罩指南在内的 WMO 政策和实践的实施情况;

需要，要求有关会员解释。

对准备有关商业化影响和实施决议的解释性信

12. 1. 4

息和报告提供适当的指导。

资料和产品的通告列入通函是通知会员的恰当做法。

理事会认为秘书长将收到的会员就"额外"

理事会审议丁 1997 年 5 月 6-9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它还欢迎在 WWW 业务通报中出版"额外"资料清

气象与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咨询组第一次会议的报

单，该通函在 WMO 国际互联网服务器上也能得到。

告，对咨询组开展的工作表示满意。理事会同意成功

它同意秘书长应继续收集会员提供的信息，为了实际

地实施第 40 号决议 (Cg-12) 的内容与精神和重申国

和经济有效，每年只通过通函向会员提供两次通知，

家对免费和无限制的气象与有关资料和产品国际交

最好是在 4 月和 10 月。

换的承诺代表了 WMO 在第十二个财期面临的两个

12. 1. 5 注意到 23 个会员和 ECMWF 对其"额外"资

最重要的挑战。理事会根据咨询组的建议估计丁目前

料和产品附带了一般措辞的条件。且然各个文本都稍

的情况，作为在第 50 次届会准备向第十三次大会报

有不同， WMO 欧洲经济区 (EEA) 的会员已对一个一

告的基础。

般公式达成一致意见。几个非 EEA 的 WMO 会员也

用这个文本作为其一般条件的基础。
第 40 号决议 (Cg-12) 的实施情况

12. 1. 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10 个会员和 EC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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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其在 GTS 上交换的资料和产品的范围，以便

础上)初步总结 TNMHS 关于 INTERNET 的优缺点

取得资料和产品的实际增如，这是第 40 号决议 CCg-

的观点， CBS 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理事会注意到

12) 发展的主要目标。理事会得知对于多数新产品和

一且研究结束， CBS 主席将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全面报

一些新的观测资料，有关的区域通讯枢纽 CRTH) 和

告.应当关注 INTERNET 规程 CIP) 地址的减少这个

NMC 之前的协调很有必要，这样才能帮助在 GTS 上

直接的问题，理事会要求 CBS 主席紧急向计划建立

的真正交换。

域服务器的会员提供有关的建议。理事会还要求研究

12.1.7

理事会认为秘书长继续向各会员提供咨询

利用 INTERNET 、把它作为 GTS 的非实时资料交换

和指南是最重要的，以便尽量帮助实施第 40 号决议

的补充这一问题。

CCg 一 12) 。在征求有可能形成的一般条件时，应不断

12. 1. 12

向会员提及第 40 号决议 CCg-12) 的内容和精神。如

题，理事会注意到有些 NMHS 的反馈意见暗示出某

果会员决定制定一般公式的条件，秘书长最好提供文

些行动会导致违背第 40 号决议 CCg-12) ，而

字指导，以便保证其文本与第 40 号决议 CCg-12) 和

INTERNET 会扩大这种影响。有些会员直接关心的

WMO 其它有关决议相一款。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在未

问题是通过 INTERNET 可能"泄露""额外"资料和

来的有关第 40 号决议 CCg-12) 的实施状况的报告中

产品、以及最后它们有可能未经原始 NMHS 的同意

加入对会员所规定的条件的摘要。

为商业目的再出口。由于 INTERNET 是全球范围的

关于第 40 号决议 CCg-12) 可能的分支问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实施第 40 号决议 CCg

公开通讯网络，与此环境相连的服身器上的气象资料

-12) 的经验总体上是积极的，普遍有令其运作的承

和产品的内容应与第 40 号决议 CCg -12) 保持一致。

诺。同意未来几年的主要努力集中在继续监测其实施

结果是，会员们应重视第 40 号决议 CCg-12) 关于将

情况，解决出现的实际困难上。理事会强烈建议在第

"额外"资料和产品放到公开获取服务器上的问题。当

十三次大会上对第 40 号决议 CCg-12) 重新讨论是不

"额外"资料和产品提供给不能识别根据第 40 号决议

适当的。

CCg-12) 设置的资料和产品条件的用户时，这种泄露

12. 1. 8

12.1.9

关于进一步强化支持第 40 号决议 CCg-IZ)

最容易发生。

有鉴于此，理事会高兴地获知美国国家天

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的可能性，理事会考虑将"免费

12. 1. 13

和无限制国际交换"的参考意见写入 WMO 公约。(另

气局不再将"额外"资料和产品放在 INTERNET 服

见第 12. 1. 31 段〉。它要求秘书长进一步研究这个问

务器上供大家获取@

题并提交建议供第五十次届会审议。

12. 1. 14

另外，理事会欢迎欧洲正在努力使研究和

教育领域更好地了解实施第 40 号决议 CCg-12) 的意

第 40 号决议 CCg-12) 实施的技术部分

义，避免将"额外"资料和产品列在可公开获取的

12. 1. 10

理事会忆及，根据第十二次大会的要求，它

JNTERNET 服务器上。建议会员进一步努力、广泛宣

已邀请基本系统委员会 CCBS) 主席与其他有关技术

传国际资料和产品交换的新政策和措施.比如，将第

委员会一起，对第 40 号决议 CCg-12) 实施的技术部

40 号决议 CCg-12) 文本和其他相关的解释或指导材

分提供指导和帮助.这还包括按照第 40 号决议 CCg-

料放在有关的 INTERNET 网址上(如主页) ，这是最

12). 通过 JNTERNET 及其所有可能分支交换资料

有帮助的@

和产品的问题。

12. 1. 11

理事会注意到 1996 年 JNTERNET 上约有

其他考虑

理事会注意到，在应用第 40 号决议 CCg 一

170 个网点有气象资料和产品，另有 200 个网点有气

12. 1. 15

象信息网站点指针。对 WMO 会员实际使用

12) 于 NMHS 以外的资料这个问题上，虽然经验有

JNTERNET 的调查结果的评估(在 101 个反馈的基

限，但很积极。这将是未来几年相互间建立信心的重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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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终通过这项决议对所需资料交换的国际合作非

理事会确认(在 WMO 第 40 号决议 (Cg-

常重要，例如为减轻洪水和干旱的威胁、以及鼓励在

12) 敦促 3 下〉为"保护生命和财产"释放额外资料和

区域和全球一级为基础和应用研究建立资料库等。

产品的承诺，以支持那些对时间敏感的行动，如在自

12. 1.22

然和人为灾害发生时，以及复杂的紧急关头，向人道

咨询工作组 (AWG) 按水文学委员会的要求对该问题

主义援助活动提供最大的帮助。理事会要求 CBS 研

所作的解释性注释。其中论及了气象资料和水文资料

究根据第 40 号决议 (Cg-12) 为公众安全提供支持

交换情况上的差异等问题 a

时，得到这些资料和产品的途径。

12.1.23

12. 1. 17

还强调了有关第 40 号决议 (Cg 一 12) 的实

在研究该决议草案时，理事会考虑丁 CHy

理事会还注意到"气象与有关资料和产品

交换咨询组"对此议题的意见以及该咨询组同意 CHy

施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咨询、协调和合作的问题。

-x 准备的决议草案。

12. 1.四

12. 1. 24

理事会为举办资料交换国际论坛事(长滩，

理事会忆及 WMO 技术规则确定了 NHS

1997 年 2 月 2 日)向 WMO 美国常任代表表示感谢。

的日常职能为包括"按用户要求的时间、地点和形式

论坛为促进有关各方相互理解提供了机会。理事会同

提供资料"(技术规则第三卷 (WM。一第 49 号) ，第

意进一步建立这种论坛会对未来有益处，并鼓励在其

CD. 1. 1. )8.3.

他区域，特别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举办类似的活

常由各种机构收集和分发，而且可以从卫星上获取.

动。

因此鼓励会员考虑将有关职能和活动统一到一个国

12. 1. 19

关于气候资料与产品的交换，理事会要求

lCk) 段) ，但除 NHS 以外，这些资料通

家机构中。还认为分清按决议草案交换的资料类型和

CCl 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帮助确定第 40 号决议 (Cg-

交换的目的是很重要的.

12) 中有关气候资料与产品的部分;考虑 GCOS 的发

12.1.25

展、 IPCC 评估对气候资料与产品的要求，以及实施

有关的进一步工作、以及利用该委员会和 RA/WGH

UN/FCCC 的谈判。关于 INTERNET 对气候资料和

的材料准备向大会提交的最终报告的过程中考虑上

产品交换的重要性，理事会鼓励 WMO 会员尽早上

述意见。还建议进一步咨询其它有关水土资料交换的

INTERNET 网。

国际组织，主要有 UNESCO 、 ICSU 和 IAHS 的意见。

理事会要求 CHy 主席在开展与决议草案

它还要求 CHy 主席向理事会第 50 次居会报告取得
木文资料的交换

的进展。

12.1. 却理事会回顾第十二次大会和理事会第四十

八次届会请水文学委员会主席继续就商业化和水文

提议中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资料库条约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问题开展工作。该委员会主席

12.1.26

报告丁水文学委员会 AWG 在起草商业化问题《备忘

组织 (WIPO) 保护的资料库的保护机制的发展。

录队关于资料交换的立场文件和会议决议草案方面

WMO 对此有兴趣，因为它潜在影响着第 40 号决议

所做的工作。注意到虽然大会和理事会都没有专门要

(Cg-12) 的实施。理事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求水文学委员会准备这样一个决议，但水文委员会

及其与其它各个 WMO 关心的问题的关系。

第十次届会认为这确实是最好的行动方式，他们作了

12. 1. 27

大量的努力把原始草案完善为一个既专门针对水文

题，以及有必要反映出其他部门的利益，所谓其他部

资料同时卫忠实地遵循十二次大会第四号决议的精

门包括科学、教育、和研究界，特别是 WMO 。

神和结构的决议。

12. 1. 28

理事会注意到提议中的、受世界知识产权

理事会意识到有关资料库制作者的立法问

理事会赞赏秘书长采取的各项行动以便使

理事会感谢 CHy 为准备决议草案所做的

WIPO 和各国注意本组织面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特别

工作，这项决议标志着朝前迈出了一大步。理事会认

是向 WMO 会员常任代表提供的常规信息流和建议

12.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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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有帮助的。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采取了行动，以

12. 1. 31 Ca) 和 Cb) 条下的资料和产品的释放.理事会

便协调同 ICSU 以及其他有关联合国组织如

敦促会员尽最大努力保证有关研究和教育领域的成

UNESCO 及其 IOC 的关系.理事会感谢 IOC 于 1996

员丁解第 40 号决议(第十二次大会〉的有关条款.

年 9 月，就提议中的 WIPO 资料库的潜在影响向包括

12.1.35

WMO 在内的各个秘书处阿海祥科学计划委员会

来说，通常无法从第 40 号决议 CCg-12) 范围内得到

CICSPRO) 机构发出了警报。

的补充资料和/或产品形成了研究资料库的一部分，

理事会认为对一个特定的 WMO 研究试验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就有关的发展继续向会

在获准获取前，提出要求的研究人员应同意资料持有

员提供信息和指导，特别是帮助进一步确定涉及的问

者对提供补充资料和/或产品的条件。接受这些条件

题、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使 NMHS 有能力

就能使研究和教育领域有更大的资料库，否则便不

采取适当、及时的行动。

行。

12. 1. 29

12.1.30

理事会同意这个问题对 WMO 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应谨慎处理以便保持本组织内部在促进免费

世界资料中心 CWDC) 的资料政策

和无限制国际交换问题上的统一。这是有风险的，作

12. 1.36

为资料库保护的总体法律手段的一部分，对这个议题

有正式的获取资料的管理政策.但在实际中，这些中

深思熟虑的审议为清楚地认识己在第 40 号决议 CCg

心分发资料是在免费和公开交换的原则基础上进行

-12) 中详细说明的免费和无限制交换的原则提供了

的。

机会。

12. 1. 37

12. 1. 31

理事会同意 WMO 不应反对保护资料库。

理事会注意到多数 WMO 世界资料中心没

理事会忆及 WMO 第 40 号决议敦促成员

"在免费和无限制地收集和分发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

理事会还认为希望在任何保护资料库的法律手段中

品方面加强对 WMO 和 ICSU WDC 所做的承诺。"

寻求对第 40 号决议 CCg-12) 的清楚的认识和/或列

12. 1. 38

入第 40 号决议 CCg-12) 的本质。这是保证使第 40 号

料分发作法在第 40 号决议，以及更早一些的大会、理

决议 CCg 一 12) 中表明的原则取得更高的法律地位的

事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决定中有古蓄的体现。根据有关

方法。(另见且摘要第 12.

WMO 计划最新的和可预见的进展，关于获取 WMO

1. 9 段〉

理事会认为 WMO 世界资料中心目前的资

世界资料中心的资料问题需要与有关技术委员会合
气象研究试验的资料藐取政策

12.1.32

理事会强调丁确保 WMO 组织的研究试验

作制订正式、明确的政策。

12.1.39

理事会同意制订一系列与第 40 号决议(第

的资料政策与第 40 号决议 (Cg-12) 保持一致的重要

十二次大会〉相一致的且原则，并归顾了一些供

性。

WMO 世界资料中心使用以便制订一套其资料获取
注意到并强调 WMO 第 40 号决议 CCg-

政策的初步方针(且附录 5) 。在此，理事会认为世界

12) 通过 (3) 一为研究和教育领域免费和无限制地提

资料中心、 ICSU 、和 IOC 等其它组织应参与未来政策

供所有 WMO 交换的资料和产品，理事会同意关于

和指导原则的制订。

气象研究试验，通过 (3) 中的"所有资料和产品"应包

12. 1. 40

括

供有关它们没有的其它有关资料的信息(如地点)(即

12. 1. 33

(a)

Cb)

理事会还同意 WMO 资料中心应尽可能提

第 40 号决议 CCg-12) 定为"重要"和/或"额外"

作为 meta 资料中心 λ

的资料和产品$

12.1.41

试验中特殊观测阶段得出的所有气象和有关资

谢，感谢它就国际资料交换和该议题下讨论的有关问

料。

题所做的工作和合作。他重申该组织 m 进一步加强这

12. 1. 34

理事会确认第 40 号决议 (Cg-12) 包括

种合作。

IOC 的代表表示丁该组织对 WMO 的感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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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同意这些职责和考虑应在给 NMHS 的指南中

12.2

12.2.1

国家气象水文局 (NMHS) 的作用和业务(议

明确。

题 12.2)

12.2.9

执行理事会忆及有关该问题的早期讨论并

料收集和交换以及气象服务提供方面的职责，这些职

理事会同意应鼓励会员明确各自在气象资

证实其重视该问题。理事会也认为，应连同下面提供

责可概述如下:

的方针一道向 NMHS 提供适当的指导。

(a)

12. Z. 2

理事会重申有必要强调 NMHS 在为保护生

命和财产、保护环境和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上的作

保证那些为公众利益，特别是与公众安全和福
利相联系的基本气象及相关服务的提供;

(b)

保证那些属于承担环境公约(特别是 UNj
FCCC 、荒漠化公约、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

用。

的义务以及第 40 号决议规定的原则和实践方
国家气象部门和替代服务分发

12.2.3

面的气象和相关资料及产品的收集和交换 z

理事会意识到各国家气象部门 (NMS) 就保

(c)

证向其国内用户最有效地提供气象资料、产品和服务

维护国家经济和人身安全，为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提供必要支持;

事宜的广泛关注，并得知一些 NMS 被要求回顾并评

(d)

继续进行环境研究和相关应用的开发;

估替代服务分发机制，即利用其它途径提供所需服

(e)

维护国家气候记录的长期完整性和连续性因

务，包括在提供气象服务中更多地使用私人部门机

12. 2. 10

制，

气象合作，以及对在国家一级提供有效的气象及相关

12.2.4

理事会承认这种变化的形势对 NMS 既是挑

关于以上职责，理事会认识到对保持国际

服聋的考虑是至关囊耍的.理事会同意应鼓励会员考

战又是机遇;而且各国与各国的环境不同，这就导致

虑如下意)í\，

了各 NMS 的任务有所不同、组织结构也有不同。

(a)

12.2.5

考虑到保持自由和无限制交换资料和产品

的意义，理事会认识到其在解决商业化和私有化这一

律形式成文;

(b)

紧迫问题及制订正确战略上的义务，积极解决这一问
题，并为 NMHS 提供信息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家一

意识到有必要为那些有需求的气象部门提供完
成任务所需的基本的基础设施;

(c)

级解决这个问题。

12.2.6

意识到 NMHS 的核心任务，并以契约或其它法

意识到气象部门的特殊性就是要求高层次的国
际合作和集体行动;

理事会注意到，鉴于一些国家的经验，重要

(d)

的是应考虑为公众利益而保证 NMHSs 的整体性和
知名度，包括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得到恰当地、公

开地信任。为此，理事会考虑了说明各 NMS 有相应科

意识到为公众利益提供单一的、有权威的警报
和咨询的必要性;

(e)

意识到有必要在一个国际框架下进行告作，它
将促进提供服务的多种渠道的并存。

学和技术能力提供更广泛服务的重要性。

12.2.7

理事会意识到促使政府考虑使用其它部门

法律文书

的分发机制的一个主要动因是对效益的更高要求，并

12.2. 11

同意 .NMHS 总体上很好地显示了其经济有效的特

书的举措及对此所傲的分析表示赞赏。理事会邀请还

性。

未编辑法律文书的会员向秘书处寄送要求的法律文

12.2.8

理事会注意到公众希望政府在资料收集和

理事会对秘书长编辑有关 NMHS 法律文

书和其它有关信息。

必要公众气象服务的提供方面承担一些基本的义务

12. 2. 12

(见总摘要第 12.

的恰当法律文书对保证 NMHS 对社会所做贡献能得

2.

9 段) .并提出了一些在完成这些

职责时应给予的基本考虑〔见总摘要第 12.2.10 段)

0

理事会认为，一份规定 NMHS 任务和授权

到公正承认和其职责得到恰当规定是十分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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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3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通知会旦有关信息和发

12.2.21

理事会也对秘书长在资金调动和向会员提

供帮助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展。

12. 2. 22

鉴于水文气象现象造成的灾害越来越频

繁，理事会意识到有必要继续加强 NMHS 的能力建

地位和知名度

理事会注意到， NMHS 的地位和知名度是

设。理事会对很多 NMHS 财政支持的减少表示关注，

关心的重要领域。理事会认识到这两方面与 NMHS

并要求秘书长就这种预算紧张对 NMHS 的影响，特

的作用和运转关系密切，包括获得支持方面。

别是对全球尺度灾害警报能力和活动的影响进行研

12.2.14

12.2.15

理事会重申， NMHS 的独特能力和相对优

究.

势，比如提供公众感兴趣的信息、产品和服务，是提高
下-步后续活动

NM日S 形象的有效途径。

12.2. 16

理事会也认识到帮助 NMHS 建立信息和

12.2.23

理事会听取了 WMO 一些正在进行的有关

公共事务部分/功能的重要性。即使对于那些已经具

NMHS 作用和业务活动的报告。

备信息和公共事务功能或相关活动的 NMHS ，也应

12.2.24

继续加强这些功能，特别是通过加强信息和公共事务

包括互联网络能力开发、战略计划框架制订、网络设

计划对需要指导和协助的 WMO 联络人给予支持，以

计、与传播媒体的关系、人力发展和培训等。

便制订出一个对整个组织都有益的信息和公共事#

12.2.25

协调战略。

(a)

12. 2. 17

为此，理事会同意通过提供进

步发展的

基础，如强化 PWS 计划和适当转让技术等，向会虽的

(b)

促进并加强有关 NMHS 作用和业务活动的协

就正在进行和纳入规划的活动的互补性提供有

关信息和咨询;
(c)

能力建设

向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EC WG/LTP) 下一次

屈会报告。在这方面，理事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
理事会忆泉， NMHS 的能力建设是本组织

已经任命助理秘书长办公室为此事的联络处;

的一个长期重点，已在该领域开展了相关的活动。

12.2.19

理事会因此要求璐书长:

调和统-;

NMHS 提供帮助。

12.2.18

理事会意识到这些活动相互交叉的特性，

理事会认识到，能力建设包括三个基本要

这将促进有关活动的信息交流和协调。

12.2.26

理事会要求长期计划工作组在其下一次届

会上考虑理事会就此事的意见并考虑秘书长提供的

素:
建立一个具有适当政策和法律框架的授权环

信息，以及要求该工作组确定能促进这些活动的潜在

境;

项目，以供秘书长采取行动。理事会要求工作组就此

(b)

机构性发展，包括有关各方的参与;

议题向 EC-50 汇报。

(c)

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体系的加强。

(a)

因此，理事会呼吁尤其在先进科技领域帮助 NMHS.

12.3

为此，理事会强调丁全面利用科学进步以及对需求演

12.3. 1

变作出响应的重要性。有必要强调 NMHS 内部实施

WMO 许多重要计划中起着关键作用。鉴于在气象、

的那些作法会促进对环境变化以及对公民未来要求

水文、海洋和其它地球物理学科领域， WMO 的许多

的适应性和敏感性。

计划与其他国际计划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

与其它学科和计划的关系(议题 12.3)

执行理事会清楚地认识到，地球科学在

理事会尤其强调 NMHS 管理领域能力建

增长。因此，理事会同意，更加紧密地联合开展有关活

设的重要性。理事会对"国家气象7)(文局管理领域能

动，这对保证世界气象组织范围内的各项活动进一步

力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展表示赞赏。

取得进展极为重要。

12. 2. 20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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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对秘书长就此问题，特别是为组织召

行的主动活动，包括建立全球综合观测战略，特别是

开地球科学和联合国罩统著名人士会议(1 996 年 12

组成 CEOS 战略实施小组 CS!T)和 CEOS 分析小组。

月 12 至 13 日，日内瓦〉提出的倡议表示赞赏。

并注意到 CEOS 能通过其成员的权力和专门技术以

12.3.2

理事会注意到该会审议了有关全球关注的

及对业务和科研活动的贡献帮助协调全球综合观测

问题，这些问题应由地球科学及其应用以综合形式加

罩统的空间部分。在这方面， WMO 作为附属机构加

以解决，包括全球气候、自然灾害、水资源和其它环境

人 CEOS 可以为进一步加强空间观测的用户和提供

问题。理事会回顾了第十二次大会指出 WMO 在国际

者之间的对话提供很好的机会。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协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例如有关自然灾害和

CEOS 已经意识到 WM。在气象和水文领域的业务

IDNDR 等方面，这些可以在地球科学界得到更广泛

和科研方面有着长期的经验，在全球气候研究活动中

的应用。(且总摘要第 9. 1. 14 段，<<第十二次世界气象

起积极的领导作用，它将在 CEOS 活动中起至关重要

大会决议最终节略报告 ))CWMO 一第 827 号》。

的作用。

12.3.3

12.3.4

理事会注意到此次会议的报告并表示支持

理事会意识到有需要继续这种动力，并欢

12.3. 10

此次会议提出的建议，即建立"包括主要参与方(啻感

迎 CEOS 希望由 WMO 制订空间观测系统要求的愿

兴趣的政府、有关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以便确

望，理事会要求在其下一次届会上能被告知此领域的

保地球科学和有关服务方面的联合计划活动有所增

新进展，并鼓励 CBS 和秘书长继续它们已经开始的

加，工作能够一致的工作程序'二理事会敦促 WMO 和

初步行动。

地球科学界有关组织在业务和研究领域依赖现有的
协调机制，特别在自然灾害〈如自然灾害技术交流革

13

长期计划(议题 13.1)

统 CSTEND川和气候变化(如 IACCA ，包括 ICSU ，其

13.1

长期计划(议题 13.1)

下属的 !GBP 等计划有强烈的地球科学因素 λ

13.1.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对长期计划的监测和评

12.3.5

理事会鼓励秘书长进行有关后续活动，加快

实现此次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

12.3.6

理事会还要求各会员支持此次会议倡议的

估以及第五个长期计划 C5LTP) 的准备活动进展顺
利。

13.1.2

理事会审议了在议题 13.3'0 为准备第五个

后续工作，并请各国气象水文机构积极着手进行和/

长期计划 C5LTP) 而提出的计划结构。理事会要求秘

或参加有关国家级的地球科学活动联合计划;有关此

书长就各会员对气象水文服务的要求、以支持社会经

方面的任何倡议和发展情况请通知秘书长。

济发展以及有关科技新趋势一事进一步开展研究。理

事会进一步要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应在各项计
全球综合现自l 战略

12.3.7

划中确定优先项目。

理事会审议了建立全球综合观测战略的最

新进展。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WMO 在此领域极强的

13.2

次报告(议题 13.2)

领导作用并要求秘书长继续保持这种高知名度形象。

12. 3. 8

1996 年召开了两个特别会议，讨论全球战

执行理事会审议 WMO 结构专题组的第二

13.2.1

执行理事会审议丁 EC 审议 WMO 结构专

略性观测的问题。第一个会议由 GEOS 赞助， 1996 年

题组的第二次报告。该报告包括了对问题调查表答复

3 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审议了空间观测战略的可能

情况的分析，调查表是由专题组散发给会员的，以及

性，之后， G30S 会议于 1996 年 9 月在日内瓦召开，

对一些要求对本组织的主要子机构进行激进调整的

讨论了实地或地面部分。两个会议对卫星和地面观

提案的分析。

测罪统的密切结合的需求总体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13.2.2

12.3.9

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CEOS 于 1997 年所进

有些理事会成员支持激进型措施，如专题组

提的那些。但是建议这类提议应与长期计划的制定、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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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MHS 的作用和环境变化及与大多数气象局面临

会工作的问题，理事会提请秘书长探讨在不远的将来

的财务困难相挂钩。提出应新建立一个 EC 机构，以

与有关技术委员会联合召开会议的可能性。

充分考虑此类建议案的影响，之后提交其第 50 次届

13. 2. 8

会和第十三次大会。就此还建议执行理事会长期计划

Friday 先生至今所进行的出色工作表示热忱感谢。

理事会对专题组成员 Mukolwe 先生和

工作组的下次会议应该提前，于 1997 年举行。

13.2.3

其他理事会成员关心的是专题组在制订其

初步讨论第 13 个财务时期 (2000-2003) 的

13.3

建议案时，过多地强调了本组织节省费用方面。此类

计划和预算(议题 13.3)

秘书长回顾了在大会召开两年前的执行理

激进型建议案还会对会员造成严重的费用影响，能导

13.3.1

致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减少.应要求专题组也研究一下

事会届会上通常要初步讨论下一个财务时期的计划

这个方面。对扩大主席团的建议，其选举方式和功能

和预算。 2000-2003 年第 13 个财务时期的计划和预

还需要更多地研究，对所提的新技术委员会的功能发

算文件将提交 1998 年的理事会审议。然后再提交给

挥也同样需要更多地研究。目前的技术委员会已在采

1999 年的大会。讨论重点主要集中在审议一些基本

取行动，提高效率，更注重活动。对牺牲政府间机柏而

的政策问题和为秘书长准备第 13 个财务时期计划和

创建"专家"机构表示要谨;两者都需要。

预算建议提供总的指导意见。

13. 2. 4

理事会认为这种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本

组织的效率和效力，并能使所有会员更多地参与其活

计划优先事项

动，还认为任何调整都必须考虑目前正在进行的长期

13.3.2

计划， NMHS 不断扩大的业务责任，包括商业化，和

战略原则范围内，新的优先领域或新的继续优先重点

全球普遍的财政紧张。

可规定如下

13.2.5

理事会同意专题组的建议案应由拟至 1997

(a)

理事会注意到，在 2000-2009' 年的政策和

将全球观测系统 (GOS) 改进为综合性系统，尤

年底或 1998 年年初举行的长期计划工作组会议予以

其是以最佳配置的观测部分为基础的高空现

审议并向其第 50 次届会报告。应考虑邀请其他有关

测，包括地面遥感、 AMDAR 、卫星和全球定位

各方，如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区域协会主席与会的愿

革统一气象 (GPS-MET). GOS 为满足 GCOS

望。应按照 NMHS 的作用、职能和财务环境等方面可

气候监测和预测要求而提供 GOS 支持也将成

能产生的变化、以及气象和水文大范围的政府和私营

为一个优先目标;

机掏的发展，起草其建议案.应按照专题组的工作对

(b)

由于诸如互联网络的新技术和全球电信工业调

WMO 内部工作的重组及其影响;对 WMO 未来财

整带来的新机遇，改进 GTS 的结构和业务原

务、包括如何发展来自各国政府(考虑到其它部门和

理，

机构的利益〉和其它资金渠道的会费问题提交建议

(c)

提高短期至多季节尺度的数值预报产品的质量

案。建议案应在其 50 次届会之前分发给所有会员以

和使用，通过扩大使用高性能计算机和广泛应

征求意见。

用计算机工作站来大量增加供 GTS 交换的

13.2.6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帮助分析专题组的建议

案其对 NMHS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对本组织

GDPS 产品数量，

(d)

提高全球、区域、国家的气象能力以向会员和国

公约包括法律的影响、对常规预算的影响、和对本组

际组织在实施人道主义减灾活动中提供公众天

织会议表的影响，包括必要的秘书处支持。在进行分

气服务和有关信息;

析时，秘书长应寺虑联合国系统中其他类似规模组织
的情况，以及理事会成员的意见。

13.2.7

为了探索专题组提到的有关结合技术委员

:见《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最终节略报告》

(WMO 一第 846 号〉附录八

J总

(e)

(1)

(g)

摘要

帮助会员在复杂业务条件下将低分辨率图像卫

气咨询方法，并通过适当的媒介将它们转让给

屋服务从模拟转化为数字 z

农民以提高他们适当的农时管理决策能力;

通过改进热带气旋探测、预报和早期预警罩统，

(q)

质变化大的地区、面临严峻情况的许多沿海地

灾害预防意识和防范;

区、小岛、干旱和半干旱高重点地区的保护;

加强对城市环境的丁解，尤其是有关人口压力、

高这些信息在城市规划、建筑和管理中的使用 5

(r)

息系统的开发;

(s)

球的、区域的和国家的资料集及多种气候系统

和技能与最新的技术革新保持同步，并提供其

检测产品，包括对探测和监测气候变化的指标

官领域所需的能力和技能，如与用户的沟通;

(t)

要于系统，向会虽提供信息、咨询和指导，使他们

稳固的气候产品，加强包括区域和国家尺度、季

能够制定客观、明智的投资行动计划;

全面实施 GCOS 初始化业务系统，尤其是在海

(u)

信息和公共事务活动来提高其知名度和地位;

(0)

改进适当的适应机制以加强资源的利用，从而

G30S( 即 GCOS 、 GOOS 和 GTOS) 的资料和信

机构;

。")

将技术合作、区域和次区域活动的重点放在明

开发实用的综合气候模式以更精确地定量预测

确改进国家气象志文部门的能力建设需求、制

气候变化的量级(不仅包括物理气候系统，还包

订项目建议支持这些部门、改进和做好项目的

括化学和生物过程 λ 应特别注意云/辐射的相

后续行动及加强国家和区域一级资源的利用 e

为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200 1)和随后的第四
次评估报告作出贡献;

(n)

(v)

支持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及有关的区域和国际

互作用、气溶胶和全球水循环的影响，

(m)

帮助 NMHS ，通过支持改进服务分发以及加强

洋、木气和地面的实地观测并将一个服舟 T

息管理系统全部投入运行 p

(])

为会员的技术发展和更新现有的气象和水文业

通过在诸如互联网络和其它媒体上增加提供大

CLlPS) ，因为这可大大增加预报的提前时间;

(k)

促进气象学、气候学和水文学领域的高质量的
在职教育，以使会员的业务和科技人员的知识

节和年际尺度预测加强气候服务(通过

(j)

制订 WHYCOS 议案，旨在促进全球水资源信

通过电子通讯分发数据库系统，建立对若干全

和指数的最新时间序列分析;

(i)

推进水文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加强诸如水

开展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的后续行动，提高

水供应和污染、空气污染、交通和保健问题并提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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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提供一个综合的内部出版机构以支持电子和硬

拷贝格式的单色和彩色出版。

13.3.3

一致同意，在第 13 个财务时期计划和预算

进一步开发一个全球大气监视网 (GAW) 的实

中，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应继续成为本组织基本的和

用系统以便能实时或准实时地测量大气成分

最优先的计划。但是建议总摘要第 13.3.3 段中所列

从而预测地球系统的未来并提供其变化的早

的更为详细的优先事项可以单列成持续性、新优先活

期警报;

动。它们应着眼于项目的结果，它对全球项目以及各

通过改进的和经济有效技术为预报高影响天气

会员的影响应明确。

〈它影响生活质量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发展世

13.3.4

界天气研究计划 (WWR酌，并促进它们在会员

技术计划结构，并同意将此框架用于秘书长为第 13

中的应用 g

个财务时期科学和技术计划的计划和预算建议中〔见

促进在气象、水立和其他环境过程中有关干旱

本报告附录的。

理事会同意第五个长期计划建议的科学和

地区和荒漠化的活动，特别是有关气候变率和

(p)

气候变化的，

预算战略

从可获取的气候预测技术中开发和应用实时农

13.3.5

关于计算第十三个财期的预算水平，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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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伽

向理事会建议以下三种可能途径·

(a)

零实际增长预算、全额预算以及秘书处 246 个

理事会处理了这些与各议题下的 WMO 科

14. 1. 2

学和技术计划直接相关的决议。

职位的全额预算。

(b)

(c)

零实际增长预算和全额预算，以及 10% 的空职

联合检查组(J IU) 的报告

率、职位数量减少 25.

14.1.3

基于零名义增长的预算为 248 ， 800 ， 000 的瑞士

意到秘书长的意见。

法郎;空职席率 15.7% 、职位的数量减少 38.5.

14.1.4

在零名义增长预算情况下，秘书处工作人员的

(EC-4的。

理事会注意到 JIU 转给 WMO 的报告，并注

理事会通过了针对]lU 报告的第 12 号决议

工资和津则如要获得联合国系统批准的较大幅

度增加，贝u 未来还需要由理事会批准追加概算。

13.3.6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l一后续行

14.2

秘书长指出根据目前瑞士较低的通货膨胀

动(议题 14.2)

率，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差别大约为 16 ， 800 ， 000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提交的进展报告。
议候

mm
川气
V

/自

N

约处时

mw

交

提甜

f

HU

约

公

13.3.8

化
变

际增长，而另一些会员则支持等名义增长预算。

公书射
架秘寸

种途径进行的，一些会员支持继续进行全额预算零实

框到的
化意充
变注补
候会表

预算水平的讨论是围绕着秘书长建议的三

气。事代
国 M 理处

13.3.7

3

M

瑞士法郎.

舍凹行书
联题执秘

瑞士法郎，第一项和第三项的差别大约为 30 ， 400 ， 000

那些支持零实际增长金额预算的会员强调，

鉴于在减灾、气候、环境等领域增加了一些新的和紧

14.4

防止荒漠化国际公约 (ICCD)( 议题 14.4)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在 ICCD 实施方

急的要求，本组织需要为计划准岳资金。
那些支持零名义增长的会员则强调国家气

面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确认 WMO 将璀续支持这一

象和水文部门面临的预算压力，以及减少会员对

过程，包括支持公约秘书处。理事会意识到 WMO 需

WMO 义务的需要。在此特别提到了会费是不可回收

要更多地参与公约实施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通过研究

的这一情况。

荒漠化和荒漠化与气候的相互作用的项目活动。理事

13.3.9

13.3. 10

几个会员提到了获得预算外资金的潜力。

建议已批准的计划应与可提供的资金相匹配。

13.3.11

会要求长期计划工作组在制订第五个长期计划提案

和 WMO 下个财期计划和预算提案时对此予以考虑。

理事会最后认为，秘书长应根据表达的观

点仔细选择预算策略 a

14.5

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lDNDR)(议题 14.5)

14.5.1

执行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为达到 IDNDR 目

14

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议题 14)

标的有关活动和所做努力的报告。本报告强调 WMO

14.1

联合国(议题 14.1)

和 IDNDR 秘书处之间存在的密切合作。理事会特别
注意己结束的事件和减灾十年后继续减灾的建议。

联合国给专门机构的决议

14. 1. 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第 51 次届会

给本组织的以下决议 z

14.5.2

理事会回顾了自然灾害对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大影响。因此，理事会对 WMO 在减轻气象和

水文自然灾害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欢迎，并赞同

4 , 16.18 , 20 , 32 , 34 , 56 , 67 , 69 , 121.123 , 141 ,

WMO 重大科技计划，包括四个具体示范项目，向

151 , 171 , 173 , 174 , 177 , 180 , 182 , 183 , 184 , 185 ,

IDNDR 提供的支持。理事会注意到， WMO 修订

194 ， 202 ， 216 和 217 。

WMO IDNDR 行动计划和第四个 WMO 长期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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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是一个重大贡献，考虑到自然灾害的交叉性和跨

知道， 1999 年召开的经社理事会 CECOSOC) 届会将有

学科性，理事会强调在 WMO 相关活动中综合开展这

很大一部分讨论 IDNDR 事宜。这可使各政府之间能

些活动的重要性。 WMO 参加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机

对十年的后续行动进行协商，但是，必须考虑科技界

构间工作组届会，作为 WMO 积极参与和支持有关机

出现的研究和业身方面的政策问题。借助与积极参与

构减灾 10 年的一部分。

减灾领域各学科代表所建立的交往和机制，比如

理事会有兴趣地注意到， WMO 以自身能力

STEND ，理事会强烈认为 WMO 应召开一次焦点明

作为共同任务管理者与 IDNDR 秘书处密切合作为可

确的会议。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为减灾十年后活动准岳

持续发展委员会第 4 次届会 0996 年 4 月，纽约)准备

-个连贯的、跨学科的、面向政策和业务的计划，并提

了自然和环境灾害的补遗.根据届会的建议，联合国

交给 ECOSOC. 本次会议将考虑 IDNDR 巩固阶段所

大会已通过一项决议来保证小岛发展中国家全面参

组织的各个区域活动的成果。

与制订一项 21 世纪减灾战略，并将提高那些国家的

14.5.6

灾害管理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认识到区域

灾害并注意到业务地震学方面没有针对协调工作的

组织和计划的重要作用， WMO 参加丁在地中海地区

国际机制。理事会认为，秘书长应提请 IDNDR 秘书处

召开的国际减灾研讨会 0996 年 9 月，罗马) ，该会讨

注意该问题。

论了地中海地区防灾和减少脆弱性区域战略区域定

14.5.7

义进程的王可能性。

期间横滨行动计划的成功，需强调某些主要问题。这

14.5.3

理事会注意到 IDNDR 涉及范围广泛的自然

理事会认识到，为保证减灾十年内剩余年份

理事会得知根据 1995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

包括灾害评估、灾害意识和防范、早期警报、研究和技

联合国第 50/117 B 号决议一国际减灾十年，要求

术发展、政治承诺和国家计划以及共享技术和知识。

IDNDR 秘书处对改进早期警报能力继续进行国际努

这些重大问题的工作成果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实施一

力。每个工作组由一个主要协调机构的代表召集五个

贯战略的基础。 WMO 在协调全球和区域气象和水文

专门工作组，己赋予五个工作组负责确定早期警报标

服务计划、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长期经验将成为十年后

准的主要因素及需要协调和(或〉有效的区域。 WMO

提高灾害了解、气象、水文和相关灾害早期警报能力

已同意召集水文气象灾害早期警报工作组。各工作组

建设及相关的研究和发展的极好基础。这需要

的报告将包括在提交给联大的各方面有关早期警报

NMHS 的参与，需要发达的基础设施及认可不仅对

各方面的最终报告。该报告也将成为 1998 年 9 月由

发布警报，而且对评估灾害风险的需求，并保证易受

德国赞助召开的早期警报国际大会的基础，该大会是

灾社区能得到并理解此类灾害警报。灾害警报能力和

减灾十年终结行动的一部分。理事会高兴地注意到，

公众了解在 WMO 计划内应继续作为高度优先活动

WMO 参与规划了丰次大会并预计 CBS 、 CHy 和其它

和公众天气服务计划的一个特殊问题。该计划的主要

WMO 机构会积极参与这一过程。国际减灾十年结束

目标是通过提供及时而准确的警报预报和气象和水

第二次国际大会预计将于 1999 年在法国召开，主题

文灾害公众了解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讨论减灾的经济问题，包括可持续发展。 1997 年 1 月

14.5.8

在巴黎召开的 IDNDR 科技委员会第 8 次届会期间讨

继续友挥作用，理事会同意根据财务规则第 9 ， 7 条将

论了减灾十年最后综合和评价阶段计划.理事会得知

为开展这些活动而在秘书处建立一个信托基金。

14.5.4

考虑到减灾十年后 WM。在减灾活动中将

关于在最后一年是以一次性活动还是以一系列国际

活动来结束国际减灾十年一事仍在联合国的参与机

14.6

专门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议题 14.6)

构和科技委员会协商。

14.5, 5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减灾十年最后阶段的活

动代表了二十一世纪全球减灾意识继续的基础。大家

与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SESCO) 的工作性

协议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44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

查表的具体分析，美国将在早些时候帮助组织一次代

组织 (ISESCOl为建立与 WMO 的工作性协议而提出

表团会议。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分析的成果将为妇

的要求。

女参加气象和业务水文的专家会议(1 997 年 12 月 16

14.6.1

14.6.2

考虑到 ISESCO 的目标和职能及 WMO 在

-19 日于泰国的曼谷〉和理事会第 50 次届会将审议

与其它组织建立科技合作工作性协议方面的惯例，理

的该同一主题文件提供方便。

事会同意，建立密切的工作联军将对 WMO 和

14.6.8

ISESCO 都有益处。

持该工作组的工作，理事会注意到对 72 个会员答复

理事会对特色工作组的工作表示满意，并支

理事会因此授权秘书长根据载人本报告附

的问题调查表进行部分分析得出的初步结果，从中反

录 7 的文本与 ISESCO 总干事一起确定工作性协议。

映出妇女对气象和业务水文的参与情况各个国家视

14.6.3

职业的具体性质而太不相同.视活动情况，女性参与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续活动和北京行动宣言一在

WMO 活动的平均值在百分之 9-14 之间。平均而

气象和业务水文方面促进妇女事业

言，妇女占民选政府雇佣的专业人员的百分之 23 ，而

根据联合国第 50/42 号决议一第四次世界

平均占本科大学生人口的百分之 44 。约三分之一的

妇女大会， 1995 年 12 月 8 日通过，和 1995 年在中国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具有性别性很强的政策:人事编制

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理事会第四十八次

(百分之 36) 、业务活动(百分之 33) 、和决策(百分之

届会要求会员鼓励在气象和业务水文方面促进妇女

28λ 百分之 19 的会员的任务报表和中期计划里有性

事业。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会员一道努力，评估妇女

别方面。

在这些领域中的现状并将结果向下次届会报告。

14.6.9

14.6.4

14.6.5

理事会忆及联合国行政协调委员会已成立

了妇女和性别平等机梅同委员会，

执行理事它欣赏地注意到水文学委员会

(1 996 年 12 月 2 一 12 日，科布伦茨〉在第十次届会期
会赞扬秘书长和各会员在鼓励妇女参与 WMO 计划

以便在表现指示器基础上监督第四次世界妇女大合通

和活动方面所作的努力。间就扩大妇女参与 CHy 工

过的行动纲领的联合国军统的实施和近来联合国会诅

作和参与水文和水资源领域及囚区协就妇女参加区

直高峰会议在该;}.统范围之内产生的有关性别的建议

协第十二次届会工作而通过决议的举措表示赞赏。另

的实施。

外，鼓励会员在选人参加由 WMO 组织的培训班和会

在执行理事会第 48 次届会和本次届会期间，对妇女

议方面对妇女给予特别的考虑，如发展中国家和六区

参加气象和业务水文问题特设小组一事进行了讨论，

协新成员信息和公共事务传媒培训讨论会(1 997 年 5

秘书长还在秘书处任命了一名妇女问题联络人，理事

月 26 日一 6 月 6 日，伦敦〉和即将在曼谷举行的会议。

会对此表示欢迎。

理事会要求各会员采取类似行动，鼓励妇女在未来参

14.6.6

秘书长己要求会员指定妇女问题国家联络

与 WMO 计划和活动。

人，以便对旨在收集基本情况和获取基准资料的问题

调查表给予答复，确定妇女对 WMO 计划和活动的参

国际测地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UGG) 就能力转让联

与水平。这些联络人将负责承担研究工作，协调各个

盟 CACT) 的建议

国家对 WMO 问题调查表的答复。截止 1997 年 4 月 2

14.6.10

日，有 65 个会员指定了联络人，有 72 个会员答复了

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特别高兴地获悉本报告附录 8 所

问题调查表.理事会敦促尚未开展这项工作的会员填

讲的 WMO 和 IUGG 之间达成建议的能力转移联盟

写闯题调查表，指定妇女问题联络人，以便使秘书处

(ACT) 。理事会希鼓励这种工作关系并赞扬 IUGG 和

能对气象和业务水文方面的妇女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秘书长的这一倡议。

14.6.7

在这方面，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为完成调

理事会高兴地获悉 WMO 和 IUGG 之间具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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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倍息和公共事务活动 CIPA) (议题 15.2)

1999 年和 2000 年世界气象日 (WMDl主题

15.2.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了 IPA 计划为成功实施

〈议题 15. 1)

WMO 科技计划所做的贡献，强调了应加强该计划，

执行理事会确认 1999 年世界气象日

特别是在 UNCED 和其它有关国际会议的后续活动.

(WMDl的主题是"天气、气候和健康气还确认 2000

理事会还注意到该计划在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过程

年 WMD 主题是"世界气象组织 -50 年的服务"。

中为改善本组织的形象所傲的努力，从而建议将该

15. 1. 1

根据第四次大会关于制定 2000 年 WMO

计划的重点列入 WMO 第 5 个长期计划。尤其通过本

五十周年庆祝活动计划草案的请求， WMO 50 庆祝

组织分别在内罗毕 (994) 、新加坡。 995) ，圣何塞

活动的草案计划正在准备过程中。为此，理事会决定，

(1 996) 和伦敦 (1997)举办的三次成功的培训讲习班，

WMO 五十大庆的目的不仅集中在本组织过去 50 年

NMHS 为能力建设在改进传播和公共信息的技术上

的成就，而且也将考虑 WMO 在未来世界全球议程中

提出了一个动议，理事会对此表示了赞赏。哥斯达黎

的作用。将在全球公共信息活动中使用一套统一的口

加讲习班上制定了一份媒体关系指南，并进行丁实地

号和一罩列重要信息。

测试，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该手册最近以《天气与媒

15.1.2

理事会注意到，信息和通信战略的基本成分

体新闻关系指南 I(WMO 一第 860 号)的名称出版，

将包括 3 准备一套包括"成功故事"的宣传材料、录像

它作为一种培训工具在伦敦 BBC 电视中心为发展中

片、广播电视报道和纪录片、电视公益节目，在日内瓦

国家和六区协的 WMO 新会员使用。理事会呼吁各

举办一次展览，发纪念邮票，纪念品销售项目，在日内

国 IPA 项目联络员继续参与本组织未来的培训和公

瓦和 WMO 公约诞生地开展"启动性"活动及其它能

共信息活动。理事会对主办国英国、美国和其它感兴

集中反映 WMO 在国际合作、保护生命财产及国家可

趣会员为这些能力建设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理事

持续发展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相对优势的活动。此

会对埃及提出主办下次培训研讨会表示欢迎，该培训

外，为使 WMO 在解决世纪之交之际有关天气、气候

研讨会计划于 1998 年为阿拉伯语国家召开。

和水等重要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15.2.2

预计会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

议

15.1.3

理事会支持 1995 年提出的一个媒体联合动

与广播部门和其它媒体一起宣传世界气象日

考虑到为支持筹备工作而对资金产生的需

(WMD) 。注意到这个动议推动了 WMO 与全球大量

求，理事会决寇建立一个会员和其它赞助商可以捐款

的电视网络和传播专业机构进行联系。欢迎 WMO 参

的 WMO 50 信托基金。为资助一些活动，将开展资金

与各种展览，如每年在伊西莱幕里诺(法国〉举办的国

筹集活动，尤其针对私人部门、气象和水文学会和其

际天气电视节和美国气象学会广播气象会议。欢迎

它伙伴单位。

WMO 与会员协作参与主要活动，包括第二次人类安

15.1.4

为向全体会员和兄弟组织提供庆祝 WMO

居大会 0996 年于伊斯坦布尔)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50 周年的充足机会，理事会要求会员在世界范围组

0996 年于罗马) ，第一次世界水事论坛(1 997 年于马

织长达 2 个月的各项活动。这将使 NMHS 能够利用

拉咯什〉及国际环太平洋海洋学大会(1 996 年于新加

WMO 50 并促进在各自国家内开展的其它特殊活动。

坡 λ 建议 WMO 应参与有关的展览和活动以提高

全体会员以主人翁的身份在准备阶段的积极参与对

WMO 和各 NMHS 的作用。

WMO 50 大庆的成功将十分关键。

15.2.3

15.1.5

15. 1. 6

根据讨论，理事会通过了第 13 号决议 (EC

49) ，并要求秘书长在第 50 次届会上就 WMO

大庆的准备进展作出报告。

50

理事会赞赏 WMO 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CIOC) 签署的谅解岳忘录，以及与美国国家气象局/
国家海洋与大气署 (NOAA) 合作制作的指数热卡，该

卡在 1996 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进行了广泛散
发。理事会建议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公众、体育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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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之间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运动"、以及其他反映

而，应一些会员的要求，附设机掬会议元范围限制的

各 NHMS 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其它体育活动的有益支

文件印刷本一经用不同语言寄出，即将其放人 WMO

持等方面的公众意识活动。理事会对马来西亚气象局

国际互联网络服务器。这些可提供的文件清单应司在

和 WMO 为 1998 年英联邦运动会生产热指数卡的举

WMO 互联网络服务器最新主页上拿到。理事会获

措表示欢迎，支持为其它如 2000 年悉尼夏季奥运会

悉，正在考虑对限制性文件(包括为理事会制作的〉进

等全球性活动开展类似活动。

行加密的问题。

15.2.4

由于大众观点是政府政策的主要推动力，而

16.3

理事会注意到，使用国际互联网络向会员提

且各种形式的公共信息是提高公众长期兴趣和支持

供服务正在快速发展，正采取措施以一种更有序的方

WMO 等国际组织的计划和活动的关键，理事会因此

式组织这些服务，从而保证提供的信息质量。理事会

强调需要提供和分发针对各种观众的公共信息材料。

鼓励秘书长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以期以最佳和具

特别是有关世界气象日、世界水日、国际防制荒漠化

成本效益的方式为会员服务.因此，根据所获经验，理

和干早日、世界 IDNDR 日、和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等

事会要求秘书长为 WMO 文件和出版物使用国际互

WMO 主要活动的媒介覆盖率不断扩大，理事会还对

联网络服务和其它电子媒体准备一份文件和制订指

此表示了赞赏。理事会要求各会员庆祝这些活动、向

导原则草案，并提交第 50 次届会审议.

秘书处提供有关信息，供诸如 <<WMO 公报》等有关出

16.4

版物使用。

议设岳的需求，这有节约资金的可能，包括旅费.

15.2.5

理事会注意到 WMO 总部新大楼对电化会

理事会支持与广播公司联合制作录象，并鼓

励 NMHSs 同国家元钱电和电视公司合作制作，以便

17.

总务、法律和行政事宜(议题 17)

能专注于当地的事务和经验。理事会要求各会员将录

17.1

第 42 次国际气象组织 CIMOl桨〈议题 17. 1)

象和其它公共信息材料提供给 WMO 秘书处，供今后

17. 1. 1

使用.

Mariano A.

15.2.6

理事会赞赏 WMO 在和 UNESCO 一起准备

执行理事会将第 42 次 IMO 奖授予了
Estoque 先生(菲律宾〉。

17. 1. 2 指定L. A. Amadore 先生为推举委员会成

1997 年全球庆祝世界水日的宣传策略以及全套新闻

员，替代 R.

材料方面起到的领先作用。它还进一步呼吁未来通过

Noorian 先生(主席)、L.

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 CACC/

Mhita 先生和I. Obrusnik 先生组成。

JUNIC) 等机楠，加强同其它 UN 机构和计划的合作。

17.1.3

A.

Sonzini 先生.委员会现在由 A.

M

A. Amadore 先生、 M. S.

理事会欢迎 IMO 奖推举委员会主席 A.

M

Noorian 先生的提案，即为丁在平等的基础上对所有

16.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议题 16)

提名进行审议，制定一个提名 IMO 奖候选人的标准
格式.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应尽早分发提名要求及提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名衰，以便推举委员会在 EC 届会前有足够的时间研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办公自动化和信

究收到的提名并就最终简短的名单提交建议案。理事

息技术支持的进展报告。理事会尤其注意到，办公自

会要求秘书长经询推举委员会主席，为此采取必要的

动化革统 COAS) 的所有用户可得到内部和外部电子

行动。

16. 1

邮箱服务，该工作方式提高了秘书处内和与一些会员
的通讯.

16.2

17.2

组织与规章事宜(议题 17.

2)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总体来说，全面根据

WMO 总则之条款，秘书纯正以邮寄形式为 WMO 会

更改区域机构的"协会"名称

议提供文件，虽然用各种语言提供文件时有耽误。然

17.2.1

应十二次大会的要求，执行理事会研究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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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秘书长

区协第十一次届会上的观点，要对 WMO 区域机构的

$166.808

名称"协会"进行更改，以便更好地反映其政府间机

17.3.4

柏的地位。

依照第 51/216 号决议一联合国公共系统国际公务

17.2.2

理事会注意到一区协对使用"协会"有困难

员委员会的报告， 1996 年 12 月 18 日通过，通过了专

表示关注，该词既未反映其机构水平，也未显示其作

业人员及以上职类职员新的基薪等级，从 1997 年 1

为 WMO 区协在与大多数会员政府关系中的重要地

月 1 日起生效。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该等级比以前

位。

等级增加了 5.68% ，在不增不戚的基础上，这也对岗

17. 2. 3

理事会还注意到一区协关于使用法语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在 1996 年 12 月

位的净基准工资进行丁 5.26 倍数点的调整，结果工

"Assemblée régionale de 1'OMM pour. . . "的建议，并

资实际增加了百分之 0.4.

研究其它 WMO 官方语言相应的名称。

17.3.5

17.2.4

经过仔细研究，尤其因为将要对公约和且则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人事规则第 3.1 条，秘

书处 P.l 至 D.2 级的人员已实施了修改后新数额的

进行修改，理事会同意对名称的更改将适当反映区域

工资表。

机构对所有区协中各国权威机构的重要性。理事会继

17.3.6

而要求秘书长征求 WMO 会员对修改建议的意见，以

会，在第 12 财期内，如果联合国类似人员的工资增加

及会员批准后选择适当机柏名称的意见。

了，则有必要对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工

17.

2. S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向下一次届会提交有关

理事会忆及第 12 次大会已决定授权理事

资进行调整。

修改公约和总则的建议，以便进而提交第十二次大

17.3.7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类似机构 (ITU 和

会。

UPU) 根据下面的比例正对或已对其不定级人员的

工资作出了调整。
人事事宜(议题17.

17.3

3)

17.3.8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理事会决定建立如

下 WMO 不定级官员净基本工资年度比率，生效日期
上溯到 1997 年 1 月 1 日

修改人事规则

17.3.1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自第 48 届理事会

有受赔养人的净工资

以来对人事规则所作的修改，这些修改既适用于秘书

秘书长

$111.818

处工作人员，又适用于技术援助项目人员。

副秘书长

$ 102.639

助理秘书长

$94 , 294

国际公务员制度蚕员会<ICSC) 年度报告

17.3.2

理事会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按照

该委员会章程第 17 款提交的第 22 届年度报告。

17.3.9

理事会注意到，由于通过了基本工资增加 O.

4% 及通过了新的普通职员评定标准，大会遂通过丁

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职
员新的退休津标准，形式为联合国联合职员退休基金

不定级官员的工资

17.3.3

理事会注意到. ICSC 公布了要增加退休津

贴，类似的联合国机构<ITU 和万国邮联 (UPU)) 巳

规则第 54 款修正案。因此，理事会决定采取以下年度
退休津标准，生效日期上溯到 1997 年 1 月 1 日。

相应调整了其不定级官员的退休津贴。因此，理事会

秘书长

$195.765

也决定采用以下标准的年度退休津贴，生效日期上溯

副秘书长

$180.926

到 1996 年 11 月 1 日，

助理秘书长

$167.435

秘书长

$194.977

17.3.10

副秘书长

$180.214

动。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按决定要求采取适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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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41 与国籍

职员对服务条件的看法

17.3.11

理事会注意到职员意见的重点放在一个问

题上，即职员士气。理事会指出，关于这类问题，听听

T.ABRATE 先生

水土与水资源司本

1997 年 5 月

〈章大利〉

士扯科技官 (P.3)

1 日

BAN巳HIERI 女士
〈章大利〉

大气研究与环境计
划司环挠处技术图

1997 年 4 月
1 日

j.

理事会注意到，继职员委员会发放了调查

表之后，秘书长建立了一个职员士气特设小组，并希
望该小组能找到介绍给秘书长实施的用于提高士气
的可行办法。
17.3.13

有效日期

书馆管理员 (P.3)

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也很有用.

17.3.12

职务、级别卫组织单位

-G.PARK 先生

〈韩国)

亚洲与西南太平详

1997 年 2 月

IR 域办事扯下等专

l 日

职官员 (P.2)

C. M. RICHTER 博

全球气候观测罪统

1996 年 10

士(德国)

品公室下等专职宫

月 13 日

虽 (P.2)

K.SUDA 先生

全球气候观测革统

1996 年 7 月

(德国〉

办公室下等专职宫

1 日

理事会对职员在如此困难的财务情况下表

虽 (P.2)

现出的敬业精神表示感谢.

17.3..14

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在联合国普通系统论坛

上继续努力提请对 WMO 职员提出的问题给于关注。

17.3.16

理事会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秘书长根据

空缺岗位通知发布后进行竞争的结果而作的提名和/
或提升，名单如下:

关于专业提及以上各类人员的人事任命、提升、提名
姓名与国籍

和调动的报告

17. 3. 15

根据公约第 21 条 (b) 款，理事会审议和批

准的自第四十人次届会以来秘书长所作的任命如下·
姓名与国籍

职#、级别且组织单位

有效日期

M. j. COUGHLAN

世界气候计划司司

1997 年 9 月

博士〈澳大利亚)

长 (D.2)

1 日

D. D. C. NANjIRA

秘书 t主办公室联合

1997 年 6 月

悔士(肯尼亚〉

联络官 (D. l)

1 日

j. B. GR Al'\l ADOS-

支持服#司信息革

1997 年 2 月

FERNANDEZ 先生

统处处长 (P.5)

3 日

j.P.MATRAS 先生

秘书长办公室内部

1997 年 9 月

〈法国)

审计员长官 (P 的

1 日

{哥伦比亚)

D.

E.

McGUIRK

先生〈美国〉

世界天气监测网司

1997 年 9 月

贤料管理办公室高

1 日

j. L. BASSIER

班主与l):贤源司J](

1997 年 2 月

士址处长 (P.5)

1 日

A. K. LEE CHOON

贵源管理司财#与

1997 年 4 月

先生〈宅里求斯)

预算挫处长 (P.5)

1

秘书长私人助理 (P.

1996 年 4 月

3)

29 日

GLAVL"l女

士(瑞士)

17.3.17

世界气候计划司

1997 年 9 月

博士〈盖国)

CLlPS 项目办公室

1 日

主任 (P.5)

据岗位分类的结果而作的提升，名单如下.

姓名与国籍

职费、级别且组织单位

D. L. SUTTON 先

贤源管理司财卦与

1997 年 4 月

生〈美国)

预算处预算官员，从

1 日

l):立与北资源司l):

1997 年 1 月

〈乌拉圭)

资源处科学官 (P.4)

5 日

C.U.GWAM 先生

敬育与培训司奖学

1997 年 6 月

〈尼日利亚〉

盘处官员 (P.4)

2 日

大气研究与环境计

1997 年 12

划司环境处科学官

月 1 日

I. M. jAIKANEN

女

士(芬兰)

(P.4)
M.V.K
SIVAKUMAR

世界气候计划司农

1996 年 7 月

业气盘处科学官 (P

30 日

博士(印度)

4)

M. M.

TAWFIK 先

生(埃且〉

位改为高级预算官
员

理事会也注意到自理事会上次届会以来秘

书长提出的调动，名单如下.

职务、级别且组织单位

有效日期

j. B. L. BRESLl N

司长代理(专卦) ，暂调

1996 年 8 月

(英国)

UN/FCCC 秘书处任

26 日

特别助理

职，重新任命为副秘书

姓名与国籍

茸的

E.A.
ROUSSEAU

J](立与l):资源司水

1997 年 8 月

土处科技宫 (P. 的

1 日

有效日期

P. 4 提升到 P.5 职

17.3.18

G.ARDUINO 先生

a

理事会还注意到自上次届会以来秘书长根

级科学官 (P.5)

F. H. M. SEMAZZI

有效日期

(圭亚那)

M. A.

先生

职务、级别 E 组织单位

生(智利)

先

支持服务司果购处来

1996 年 6 月

购官员恒的临时重新

24 日

任命为技术合作司项
目经理

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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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己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来调整计划标准、人员配
姓名与国籍

职务、级别 E 组织单位

有效日期

A. O. BABIKER

非洲区域;IJ，事处 E 域

1996 年 11

先生〈苏丹〉

官员 (P. 的临时重新任

月 24 日

FCCC 秘书处科技官
A丑ANGO

先生〈哥伦比亚)

这些情况。

17.4.5

命为德国波恩 UNI

O. N.

置和支持性活动，秘书长正以其远见卓识认真地处理

理事会应第十二次大会(<<第十二次世界气

象大会决议最终节略报告 ))(WMO 一第 827 号〉总摘

美
E 洲区域办事处 E 域

1997 年 2 月

官员 (P. 4) 任命为

3 日

WMO 北美、中美和加

要第 8. 12 段〉的要求审议了技术合作计划和技术合
作资金的财务情况，并按财务规则第 14.6 款对未来

勒比、圣何塞、哥斯达

黎加次区域如事处

的财#情况进行了年庭审议。为了不突破授权的预算

WMO 次区城代表

M.BOULAMA

非洲区域如事处区域

1997 年 2 月

(尼日如〉

官虽 (P. 4) 任命为

10 日

WMO 西非、拉各斯、

限额，理事会对秘书长为实施批准的计划和减少开支

而正在开展的必要活动表示满意。

尼日利亚次区城办事
处 WMO 次区域代表

17. 5
17.4

财务事宜(议题 17.4)

17.5. 1

WMO 总部大楼(议题 17.5)

执行理事会注意到自 1996 年 6 月以来

WMO 总部新大楼建筑工地上的工作进展。
审议第十一个财期 (1992 年 1 月 1 日 -1995 年 12 月
31 日〉的帐目

17.4.1

执行理事会审议并批准了按照财务规则 14.

5 和 14.3 条第十一财期经审计的财务帐目。并通过

了第 14 号决议 (EC-49) 。理事会对外部审计员在第
十一财期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理事会注意到外部

17.5.2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经常获悉工作进展，

根据理事会的要求，在秘书长授予合同前，就 WMO
总部新大楼问题征求丁理事会委员会主席的建议。理

事会注意到，该工程没有超过确定的预算，该大楼预
计 1998 年年底完工。

17.5.3

理事会还满意地注意到，理事会 WMO 总部

大楼委员会表扬了负责工程管理的 WMO 工作队所

审计员的意见，并对秘书长管理本组织第十一财期的
开展工作的质量。

财务事宜所用的方式表示满意。理事会注意到由于未

17.5.4
缴和拖欠的巨额会费，第十一财期以出现赤字而告结
束。因此按照财务规则第 9 条，将连续第三个财期无
盈余返回各会员。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根据瑞士当局给予的

贷款条件，主要贷款减少到总计为 75 ， 862 ， 918 瑞郎，
这样大楼的总概算为 101 ， 862 ， 918 瑞郎。结果，即使

没有空间出租，也可以在1， 500 ， 000 瑞郎范围内偿还
贷款。理事会注意到，己签署了与国际组织总部大楼

秘书长申期财务报告(包括技术合作基金的状况〉

17.4.2

理事会审议了本组织 1996-1997 两年期秘

书长的财务和预算情况报告。

17.4.3

理事会对本组织的财务情况再次表示严重

关注，并敦促会员尽早支付其会费。

17.4.4

理事会审查了提交的预算情况，并满意地注

意到，虽然预算和财务形势普遍困难，但为丁不突破

基金会 (FIPOD 的主要贷款合同。理事会获悉，作为告
同内容的一部分，出租办公室时将必须优先考虑其它

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理事会委员会的
观点，即在出租办公室时要适当谨慎。

17.5.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对秘书长要求向

WMO 总部新大楼提供礼物的通函作出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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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任命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议题 17ω

18.1.1

执行理事会任命 A. Jaime 先生(墨西哥〉和

本次届会期间进行的三个科学讲座的题目

在上次届会上，执行理事会选出了以下将在

F. J. B. Hounton 先生(贝宁〉为理事会代理成员，分

(a)

气候变率和粮食生产;

别取代.

(b)

卫星观测能力的新发展及其对天气预报的贡

G. E. Ortega

Gil 和 A.

B.

Diop 先生。理事

献5

会继而任命 P. Ewins 先生(英国〉为代理成员，取代

电子媒体在公众天气服务中的使用。

J. Hunt 教授。理事会感谢 Hunt 教授为理事会的工

(c)

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8.1.2

主席介绍了三位应邀做上述讲座的著名科

学家 g

17.7

17.7.1

审议执行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和其它机构(议

题目也) -

M. V. K. Sivakumar 先生 (WMO 秘书处〉

题 17.7)

题目 (b)

- A. Hollingsworth

继理事会成员变动之后，理事会决定在其专

题目 (c)

- C. Fuller 先生(伯利兹国家气象局〉

业委员会和其它机构的组成上做出如下替代和变化·

18. 1. 3

但)

EC 气象及相关资料和产晶交换咨询工作组

Ho l1ingsworth 先生和 C. Fuller 先生的讲座，讲座后

第三副主席(主席〉取代 M. Bautista 先生

是生动活泼的讨论。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作出安排，适

提名 A.

当出版这些讲座。

L. A.
(b)

L. Bedritsky 先生出任副主席

EC WMO 总部大楼委员会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次届会期间科学讲座的

18.2

安排〔议题 18.2)

A.B. Diop 先生和 S. Pollonais 先生

18.2.1

WMO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推选委员会

座将为:

执行理事会决定第五十次届会期间科学讲

(a)

气象、水文和地球科学

WMO 职员退休金委员会

(b)

遥感资料的使用一现在和未来

A. Jaime 先生取代 G. E. Ortega Gil 先生

18.2.2

S.
(d)

V. K. Sivakumar 先生， A.

Amadore 先生取代 B.K. Cheang 先生

F. J. B. Hounton 先生和 A. J. Dania 先生取代

(c)

主席感谢 M.

先生 (ECMWF)

17.7.2

Karjoto 先生取代 B.K. Cheang 先生

理事会注意到其它向理事会报告机构在构

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为

此挑选报告人。

成上的如下变化
EC 南极气象工作组2

H.

Hutchinson 先生取代 N.

18.3

A.

Streten 先

第九次国际气象组织 (IMO) 讲座的安排(议
题 18.3)

生担任主席

Hugo

Lobato 先生取代 B.

G. Echeverria

先生(乌拉圭〉
此工作组由是南极条约缔约国常任代表提名的成

18.

科学讲座和讨论(议题 18)

员和在南极积极开展气象计划的非南极条约缔约

18. 1

科学讲座和讨论(议题 18. 1)

国常任代表指定的专家组成。

总捎要

18.3.1 执行理事会决定 .WMO 应继续按照惯例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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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第 15 号决议 (EC-49) 。

选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做 IMO 讲座并准备专题论文 a

18.3.2 理事会还决定，将邀请 G. A. McBean 先生

20

(加拿大)在第十三次大会上做题为"二十一世纪的天

执行理事会第五十次和第五十一次届会时
间和地点(议题 20)

执行理事会决定理事会第五十次届会拟于

气预报"的讲座。自 1994 年以来， McBean 先生担任助

20. 1

理副部长及加拿大环境署大气环境局局长，是大气物

1998 年 6 月 16-26 日在日内瓦举行。

理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大气研

20.2

究计划的教授和主席.请秘书长就此作出必要的安

于 1999 年 5 月 27-29 日在日内瓦举行。

理事会暂时同意理事会第五十一次届会拟

排。

1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议题 19)
按照程序规则第 27 条的规定，执行理事会

审议了在第 49 次届会时仍旧有效的以往的决议，并

21.

会议闭幕(议题 21)

21. 1

执行理事会第 49 次届会于 1997 年 6 月 20

日下午 3' 30 时闭幕。

届会通过的决议

第 1 号决议 (EC - 49)

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要求秘书长提请一切有关人士注意以上决定。

审议7 二区协第十一次的报告;
决足 E

(1 ) 注意该报告;
(2) 注意第 1-17 号决议(二区协第十一次眉会);

注:该诀议代替第 1 号决议 (EC-4S) ，原决议不再生

效。

第 2 号决议 (EC - 49)

四区协(中美洲和北美洲)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执行理事会，

要求秘书长提请一切有关人士注意以上决定。

审议7 囚区协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5
决定:

( 1)

注意该报告;

注:该决议代替第 2 号决议 (EC-4幻，原决议不再生

(2)

注意第 1-14 号决议(囚区协第十二次届会) ;

效。

第 3 号决议 (EC - 49)

政府闰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执行理事会，

就涉及气候变化问题各个方面的实情信息进行了全

注意到:

面评估，其中第一次评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

第 8 号决议 (Cg-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

员会;

(2)
(3)

的谈判和订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表示感谢Bolin 教授曾做出不懈努力鼓励和促

第 1 号决议 (EC-4S) -二区协(亚洲)第十次届

进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积极参与

会报告;

E吧C 的活动;

第 3 号决议 (EC-48)-IO心切MO/CPPS 厄尔尼

祝愿Bolin 教授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诺调查联合工作组:

祝贺并欢迎美国的 Robert T. Watson 博士当选为配C

表示感谢瑞典的 B. Bolin 教授在 1988 - 1997 年担任
配C 主席期间的杰出领导;在他任职期间，先后两次

新主席。

决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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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号决议 (EC-49)
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报告
执行理事会，

(a)

批准此建议， 1997 年 7 月 1 目起生效;

考虑了基本系统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最终节赂报告

(WMO- 第 854 号);

(b)

(c)

( 1)

注意报告:

(2)

特别注意 (CBS 】 11) 第 1-7 号决议，关于委员

要求秘书长将这些变化列入 GDPS 手册，并
与 CBS 主席协商，如需要，对手册进行编辑
性修改;

会工作组的建立;

(4)

要求 CBS 征询 Cα 和 CAS ，重新审议预报尺
度的定义;

决定 t

(3)

除了 GDPS 手册附件1. 4 的修改建议以外，

还注意报告总摘要中第 4.12 和 12.4 段，关于分

(d)

要求 CBS 进一步推敲向 UN/DHA 提供气象

别建立国际互联网专门小组和 CBS 结构调整审

帮助的安排，目的是明确 NMC 和配到C 的

查咨询专门小组;

职责以及所提供产品的定义;

对如下各建议采取行动:

第 5 号建议 (CBS-11)- 指定中、南非洲有地理特点

第 1 号建议 (αS- l1) -资料和产晶国际交换的要求

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

-修改《技术规则~>>

第 6 号建议 (CBS-11) -为环境应急响应提供传输模
式产晶，指定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SMC)

(a)

批准此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做出安排，将资料和产品清单

(a)

批准此建议，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载入"技术规则"第一卷的筒介部分;

(b)

要求被指定为具地理特点的 RSMC 的会

(c)

(d)

要求基本系统委员会对该清单不断审议，

员，按 GDPS 手册中有关部分所述，根据区

必要时提出更新建议;

域有关会员的要求，不断提供专业产品;

要求其它技术委员会在每个休会期间至少

(c)

要求各个被指定为提供传输模式产品的

对清单审议一次，必要时向 CBS 主席提交

RSMC 的会员:

更新建议清单;

(i)

如 GD凶手册中附件1. 3 和 11.7 所述，

第 2 号建议 {αS- l1)-修改《全球观测系统手册>>

不断向有关会员提供所需的专业产

第一卷第二部分

品;

(a)

批准此建议，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b)

要求秘书长将这些变化列入 GOS 手册，并
与 CBS 主席协商，如需要，对 GDPS 和 G拍

。i)

积极参与 1997 和未来的国际 WMO

EER 活动，

(d)

要求秘书长做出安排，将新指定的 RSMC
连同其专业功能载人 GDPS 手册 g

手册进行相应修改;

第 3 号建议 (CBS-11 卜修改《全球电讯系统孚册>>

第 7 号建议 (CBS-l l)-修改《电码字册>>， 1'1 卷字母

第一卷第一和第二部分

数字码，和1. 2 卷二进制码和公共电码褒

( a)

批准此项建议， 1997 年 11 月 5 日起生效;

(a)

批准此建议， 1997 年 11 月 5 日起生效，

(b)

要求秘书长将这些变化列入 GTS 手册，并

(b)

要求秘书长将这些修改列入《电码手册>>;

与 CBS 主席协商，如需要，对手册进行相应

第 8 号建议 (CBS-11 卜审议基于 CBS 或有关 www

修改;

以往建议的执行理事会决议

第 4 号建议 (CBS-111

修改《全球资料处理系统手

册>>-第一和第二部分和增加附件1. 5

同意第 16 号决议 (EC-43) 和第 4 号决议 (EC- 47) 不
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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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号决议 (EC-49)
2C削年问题
执行理事会，

些 www 组成部分顺应 "2000 年问题"的保证。

注意到随着 1期年向 2阳年转变，各种问题，普遍称

与所有会员联系，请它们使秘书处了解他们保

(2)

证其系统，特别是组成 www 的部分顺应 "2000

作矗立则年问题"，有可能出现在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甚

年问题"的计划。

至硬件上;
考虑到 2000 年可能对 NMHS 以及 WMO 的 www 带来

(3)

决该问题的现状和进展的报告，以便由 CBS 】

很大的问题，将会危害到 NMHS 天气预报的基础工

Ext. (98) 对形势进行评估;

作，并对最终用户，特别是航空和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带来严重的后果。

(4)

确保向各 NMHS 提供有关 "2000 年问题"的充分

(5)

邀请会员紧急任命一名 "2000 年问题联络员飞

信息，帮助在国家一级解决问题;

要求 CBS 作为高度优先项目，着手考虑飞m 年问
题"，以便确保 www 各个系统业务的持续性和可靠

根据在( 1) 和 (2) 下提供的信息准备一份关于解

性。

帮助就这个问题的信息和经验的交流。(江阴

敦促会员在国家一级采取必要行动，保证所有系统，

年问题联络员名单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在 www

特别是向组成 www 的系统顺应"‘20C盼阳年问题"

业务通函上、以及 WMO 网络服务器上 (URL

要求秘书长:

ht甲 ://www.wmo.ch) 公布。

(1)

与运行 RTH、WMC 和 RSMC 的会员联系，寻求这

第 6 号决议 (EC

- 49)

南极基准天气站网
执行理事会，

(1)

项目的全面实施;

注意到:

(1 ) 第 10 号决议 (EC.-49)一南极基准天气站网，
(2)
(3)

(2)
(3)
(4)

网，是各会员在 WMO 公约第 2 条下最重要的义

(2)

码程序和资料收集标准;

为充分满足各会员和世界天气监测网的需求，

建立和维持南极地区地面和高空基准天气站

遵照 WMO 技术规范和全球电信系统及全球资
料处理系统手册的要求，完全执行观测时间、编

考虑到:

(1)

考虑与其它会员分担台站重开和维持业务运行
费用的可能性;

全球观测系统手册，第 I 卷，第皿部分，第 2. 1. 4
和 2. 1. 6 段;

寻求在南极西部地区和南部半岛地区建立额外
的无线电探空站;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中世界天气监测网
(WWW) 和南极的有关内容;

不遗余力地确保本决议附录中所列台站和观测

(5)

尽可能地保证 α且{AT 和/或 CI皿ATETEMP 报
的整编，并供国际交换，

务之一:

要求秘书长将有关南极天气基准站网中所有变更情

总的来说现有地面和高空站网的密度远小于需

况通知 WMO 会员。

求;
决定本决议附录中所列的台站和观测项目组成南极
基准天气站网;
敦促各会员.

注:本决议代替第 10 号决议 (EC-46) ，原决议不再生

效。

决议

第 6 号决议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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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49) 的附录

构成南极基准天气站网的台站和观讯~项目

站

站号
8891:诅

各

BASE 因mRANZA

倒四8

BASE

S庆J34

BASEBELιRANO

OR巳ADAS

8贝固3
E田野

地商

无测线风
电

无探线空
电

x

CilMAT

τ'EMP

x

x

x

x

x

队SE 且JBANY

x

x

ABJN6TE
AEMA10R0AMVBI臼
EOC(OαMNDmIRORDMEMT础J\AMBIO)

x

II

αJMAT

x

x

x

x

89<困

BASE SAN MARTIN

x

89564
89571

如ßWSON

x

x

x

x

DAVIS

x

x

x

x

又

89611

CASEY

x

x

x

x

x

89.虫迫

1GE35 AWS
AWS

x

89577

EιE46

x

8回'57

x

x
x

89774

1GE20 AWS
1GE 10 AWS
1GBω- GE03 ( P = ) AWS
1GB 59 A耶唱

898ω

GF 咀 AWS

8四05

GC46 AWS

89原Tl

SNYDER ROCKS

89810

CASEY ARlSTIUP AW唱

x

89811

LAW DOME SUMMIT AWS

x

89813

∞41 (阳lJOK)AWS

x

四1814

B皿.AENA

ISLAND AW唱

x

89815

HAUPT NUNATAK AWS

x

8周56

CENTRO MEf. ANTAR'IICO
RESIDENTE EDUARDO FBEI

x

8四57

BASE ARTURO PPAT

x

x

8叹)59

BASE BERNARDO 0 • IGGINS

x

x

89058

GREATW且L

x

x

8田73

ZHONGSHAN

x

x

89014

NORDENS阻:OWA职18

x

e国42

DUMONT D. RVlllE

x

x

x

x

x

8筑lO2

MEUMAYER

x

x

x

x

x

x

89758
8回归

89514

MAITRI

酣也

TER丑A

89532

x
x
x
x
x

A顶18

NOVA BAY

x

x

x

x

x

x

SYCWKINGS日ONGA

x

x

x

x

x

8归51

因 NGS囚ON

x

89050

BELLINGSHAUSEN

x

x

x

x

x

89512

NOVOLAZAREVSKAJA

x

89542

MOωDEZlINAJA

x

x

x

x

x

S归'92

MrRNU

x

x

x

x

x

8 反目4

S.A.N.A.E.AWS

x

8 贝记4

JUAN

89022

HA且EY

x

x

x

x

x

8反到52

ROI'HERA

x

x

酣面

FO任丑LBLUFF

x

x

89063

VERNADSKY

x

x

CA丑LOS

1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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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站

站号

地面

自拥054

ARTIGAS

x

g刚卫9

AMUNDSEN-SCσrr

x

自沁61

P瓜MER

x

89108
89208
flS257
89261
89262

HENRY AWS 替
C皿AN AlR AWS*

x

MBERTAWS 祷

x
x

ω266

RACER ROCK AWS *
LARSEN !(卫 SHELF AWS 传
IJRAN(后 GLACAER AWS *
BUTI.ER ISLAND AWS 铃

四ω

BONAPAR四 POIl'叮 AWS*

x

S阻-H1 AWS 铃

x

TIIERESA AWS 将
BYRD TA:咽ON AWS 铃
MOUNT SIPLE AWS 钱
EUZABETH AWS 伪
SIPLE JOME AWS 快
倪。rr lSLAND AWS 铃

x

四64

89272
89314
89324
89327
89332
893245
89371
89376
89377

x

89667
89674

阻G必USNOR四 AWS 祷

x

W1ILIE

x

AWS 铃

x
x

89744
89768

AGO- A8 1 A\I呜怜
DOME FUJI AWS 怜
PEIAY STA:τ10N AWS 钟
MINNA BLUFF AWS 铃

897由自

LINDAAWS 祷

x

89799

N1COAWS 快

x

89828
89832
89834
89836
89847

DOME C Il AWS 传

x

D- !O AWS 钝

x

J-47 AWS 祷

x

D-80AWS 怜

x
x
x

x

POINT AWS 祷

LYNN AWS 赞
MANUELA AWS *
WH1TLOCK AWS 钟
MARBιE POINT A轧咀铃
sα1WERD'ITEGER AWS 祷

x
x
x
x
x
x

MAR且:m AWS 祷

x

PERREIL AWS *

x

政AlNE A'咽ïS捻

x

R览SESS!ON

lSLAND

x

x

x

精百薪震夏灭哥FA二WS

x
x

x

M~怔JROO

89869
89872
89873
89879

x

x

89644

89创8

x

x

x

898ω

TEMP

x

x

即"自

89864
89865
89866

ClJMAT

x

x

阻NGUlN

ClJMAT

x

LETTAU AWS 祷
YOUNG lSLAND AWS 祷

部734

运线皇

x

GIlL AWS 祷

897臼

击线民

AWS 怜

x

x

x

x

x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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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号决议 (EC - 49)

对《全球电讯系统手册》第 H 卷，区域方面一南极的修改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 2
( 1) 第 2 号决议(Cg -12)一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区域方面一南极的修改;
要求秘书长对本决议附录中的全球电信系统手册第

E 卷，区域方面一南极作适当修改。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第 E 部分，第 I 卷，世界

(2)

天气监视网计划， 1剪西- 2005;

ω)

第 14 号决议 (EC-46)一对全球电信手册第 H

注:本决议取代第 14 号决议 (EC-46) ，原决议不再生

效。

卷，区域方面一南极的修改;

决定通过本决议附录中对全球电信系统手册第 E 卷，

第 7 号决议 (EC-49) 的附录
对<<GTS 手册>>-第 E 卷，区域方面-南极的修改
以下各页代替第 B.ANT-1 页到第 B. 灿IT-3 页:
南极资料通信协议
总则

1.
1.1

南极的电信网和南极与 GTS 之间的相互连接应保证南极气象资料及时和可靠的收集与交换，并进一步

1. 2

许多南极站的气象服务是由各国南极计划而非操作国气象主管部门管理。

分发，以满足 WMO 各会员的需求。
被传输的资料

2.

从南极传出的资料应包括:

(b)

主要和辅助时次的地面天气报告 (α则， ω∞， 06ω， α则， 12∞， 15∞， 18∞和 21∞ UTC) ，所有南极基准天
气站网测站 α)()() 和 12l刀盯巳(如可能，其它的时次)的元线电探空资料，及可能情况下其它测站的报告;
所有船舶、飞机和器标资料:

(c)

陆地和海洋测站月平均报告，

(d)
(e)

优先报告，如危险天气现象警报;

(a)

同意的其它形式的信息。
资料的收集和分发

3.

3.1 负责收集南极气象站观测资料的中心的职责如下:
收集中心

站

|

Davis

回'571 ， 89573

F时

8阳54 ，旧)56 ， 8 四157 ， 8回到， 8回到， 8但51

H曲时

囚犯4 ， 89611

M四mbio

88 灾白，回国8.8'筑>34， 81织l53 ， 8四'55.8庆活6

Mcl\funlo

g用09 ， 8Ç)(记4

M白白w

(Note l)
New De1hi

回614

D""田国 t(EUMEfSAT)

8阴阳2 ， 81庆应 ， 89532

号

89050 , 89512 , 89542 , 89592

Rome

警沃元
1

R咄回

缸泪42 ， 8贝]6 1 ， 8巩固.2 ，8'筑施.3 ， 89C陷5

T凶l剧团

舶剧2

Too1由国 (AR∞S)

8叹曰4 ， 89014 ， 898臼， 898时， 898 町，
89757 撞到乳足妇也， 89774

k曲目 (AR'ωs)

四108 ， 89♀鸣，脏261 ， 8但缸， 81归64 ， 8归!Xi， 89269 , 89272 , 89日 14 ， 89327 ， 89332 ， 89371 ，
8四76 ， 8归 77 , 8~民剧，翩而， 89674 ，即邸，四734 ， 89744 ， 8归曲， 89769 ， 8'归99 ， 89828 ，
89目，2 ， 89也6 ， 89847 ， 89860 ， 89届4 ， 89，届5 ， 8鸣曲， 89岳8 ， 89869 ， 89872 ， 89873 ， 89879

Washington

8锁]69

注 1 : Molcd.ezhnaya 是岳份果集中心

89810 , 89811 ,

898 日， 89814 ，回815 ，

89568 ,

895'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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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极现有的每日国际气象资料交换线路如图 1 所示。南极气象资料进入 GTS 的主要线路如图 2 所示。

4.
4.1

关于对观测资料交换的特别安排

对于船载报告，南极的资料收集站应尽力去收集，这些船载资料在南极以外地区不再传入臼古中心。

4.2 来源于南极浮标和 AWS 的资料通过 ARGOS 收集，并通过位于图卢兹(法国)和 landov町(美国)地区的收
集中心分发。

5.

GTS 业务监ilYJ

除了参与南极资料交换年度特别监测以外，各会员也可开展自己的监测。如发现问题，可将其调查结
果通知包括南极资料收集中心在内的有关臼百中心和 WMO 秘书处，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

提然保{申由伸山间叶惺

提瑞睽撑惺

〈啤dT
聪惺)
聪惺 「
F 、

Eω244ι

口;

-E

-"

悲剧g
制 u始
m盟冥想聪旷巳庸嚣怪

「虽因啊川阿

想 J』但署 1|1'

444〉
Z4旧且由

悲剧创Ht贺吸 Ali-

MM啊
M边回用

=ωZ

国，~

峭附平|器制鉴召阶
白棋|02主民推眼里甚缉 MH制VU
由冉KM
叫学运
幽暗」辱岳阳川平哥巡.
以E

自
>-

国崛惺uh

i飞;

《M
国祺瑞制〉

j→国

呈

稳 J』哥时
t唰
m

咱

OFFENBACH

BUENOS AIRES

)lf
F喜
、a

TERRA NOVA BAY
DUMONT 口， URVILLE

口口

GOESDCPs

METEOSAT DCPs

E二~ NMC或具有同等功能的站
E二3

......

南极采集成传输站

.. 雨极各份采集站
图去南极气象资料进入GTS 的主线路

: MOLODEZHNAJA :
MAITRI
自 ELLl NGSHAUSEN

ZHONGSHAN

NOVOLAZAREVSKAJA
MIRNYJ
-一一一--恤，

MTN线路

4‘=悔，

出入GTS 中心的主「线

喝喝一一一一-

入GTS中心的主I 线

剖， ARGOS接收中，白位于兰欧弗(美国〉和图卢兹(法 l司)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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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号决议 (EC

- 49)

海洋气象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报告
执行理事会，

(垣)

已考虑了《海洋气象委员会第 12 次届会的决议和建
议最终摘要报告)(WMO- 第刷刷;

协助维持浮标资料委员会 (DBCP) 的基本
技术协调能力;

(c)

注意到:

要求 DBCP 提出其他的建议，以长期保持其技术
协调者的地位，

(1 )

此报告;

建议七 (α[M -12)- 经修改的最低质量控制标准

(2)

第 1 号 -5 号决议(α[M -12);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向 MCSS 提供资料，并将该标准应用于

(c)

要求秘书长将经修改的标准列入《海洋气象服

决定就有关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所提供的资料;

建议一 {α[M町 12) -α剧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间

更密切的合作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

(i)

务指南》。
建议A( α1M -12) -符合应用 IMMT 格式的国家代

与 IOC 执行秘书协商，在现有预算范围内，

码和《选样、补充和辅助船只国际清单浏阳[0-第 47

就 ι，MM 和 IOC 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准备一

号)

份详细的研究报告 5

(ii)

准备一份 WMO/IOC 研究报告和建议，供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

EC-50 考虑;

(i)

安排将JSO- Alpha - 2 代码列入{海洋气

建议二 (CMM-12) -修改 WMO 金球海险和安全系

象服务指南).从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替代

统 (GMDSS) 海事广播系统

现有的 IMMT 国家代码;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将有关修改列入《海洋气象服务指

建议九{巳，MM-12) -对《选样、补充和辅助船只国际

南);

清朝阳10-第 47 号的修订

(ii)

相应地通知各会员;

建议三 (CMM-12) -使用国际 NAVTEX 系统为海岸

(a)

批准该建议，

带服务

(b)

要求秘书长: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将该建议的附件列入《海洋气象服

(i)

安排执行修改的〈选样、补充和辅助船只

国际清单》的格式和内容;

务指南);

(ii)

相应地通知各会员，要求按修改的内容提

供资料，

建议四( ClIIlIι12) -海浪预报检验计划

作出安排，使《选样、补充和辅助船只国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运行全球或小区域海浪预报模式参与

际清单》数据库不断得到更新，并使各会

该计划;

员可通过互联网络上的主页进行了解或

建议五 lα[M -12) -

(iü)

WMO 1剪7-2∞I 海浪计划

持贝，

(a)

批准该建议;

建议十 (CMM-12) -<<海洋气象服务指南)(嘀嘀O 】第

(b)

敦促会员全力参与该计划;

471 号)

(c)

要求秘书长将此建议提请 IOC 注意，并邀请其

(a)

批准该建议;

(b)

要求秘书长安排出版修改的《指南)，以替代现

参与该计划;

建议六 (α[M -12) -支持气象和海洋业务与研究的

有的《指南);

资料浮标

建议+-(CMM 币 12) -联合国《海洋地图集》

(a)

批准该建议;

(a)

批准该建议;

(b)

敦促会员:

(b)

敦促会员国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协助 WMO 为

(i)

努力确保现有移动和固定浮标维持业务
运行;

该《地图集》的出版作出贡献;

(c)

要求秘书长在现有的预算资金范围内，推

决议

9 ， 10

61

动WMO 为该{地图集》的出版作出相应的贡献。
建议+二 (ω删甲 12) -以海洋气象学委员会以前的
建议为基础，修改执行理事会的相应决议

注:本决议取代第 10 号决议 (EC - 45) ，原决议不再生

效。

(执行理事会在审议以前的有关决议时，己对该
建议采取了措施。)

第 9 号决议 (EC - 49)
水文委员会第十次届会报告
执行理事会，

(.)

批准建议;

考虑 7水文委员会第十次届会决议和建议的最终节

(b)

要求秘书长提请会员注意该建议;

略报告(~咽。由 No. 852);

(c)

敦促会员在国家一级和参与 CHy 工作上
实施该建议;

决定 z

( 1)

注意该报告 3

第 3 号建议 (CHy- 10) -对 WMO<<技术规则}，

(2)

注意第 1 ，2 号决议(αly- 1O);

第三卷，水文的修改

(3)

在第 15 号决议 (EC-49) 中体现建议四的实质;

(.)

批准该建议

(4)

就其它建议采取如下行动.

(b)

要求秘书长将对现行《技术规则》第 3 卷
-7.1<文的修改意见纳入他提交给第十三

第 1 号建议 (CHy- 10)- 水文网络

(.)

大会的《技术规则》报告。

批准建议，

(b)

要求秘书长提请会员注意该建议;

(c)

注意到许多 NHS 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并

敦促他门为维护其水文网络而竭尽全力。

注:本诀议代替第 11 号决议 (EC-45) ，原决议不再生

效。

第 2 号建议 (α1y-l0) -妇女参与委员会的工

11'

第 10 号决议 (EC 一 49)

1998 - 1999 秘书处对技术合作计划的支持预算
8.12 和 8.13 段)

执行理事会，
考虑到:

(1)

资助的技术支持项目和计划的实施;
注意到 z

;

1998 - 1999 年度实施 UNDP 和信托基金项目的
预计收入;

技术合作计划是 WMO 活动的组成部分; (2)

WMO 经常性地参与由 UNDP 和其它渠道如信托基金

(1)

(2)
(3)

1998-1珊年度秘书处对技术合作活动进行支
持的预算及人员需求，

批准本决议附录中 199也 -1999 预算;

关于技术合作计划的组织和资金提供的决定

授权秘书长根据第十二次大会的财务规则和指南，在

(决议 24(Cg 町 12) 和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决

必要时对预算各拨款部分进行资金调拨。

议的最终节略报告 (WMO- 第四号)总摘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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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号决议 (EC - 49) 的附录

1998 -1999 秘书处支持 WMO 技术合作计划的预算
(单位: 1000 瑞士法郎)
收

出

支

入

1.

UNDP

1 ，刷 .0(1)

2.

其它预算外资金

3 ， 5∞ .0(2)

见第 2 页

(如信托基金等)

3.
合

常规预算拨款

1 ， 5∞ .0(3)

计

6 ， αlO .O

6 ， αlO .O

注·

( 1)

基于两年度预计交付总额为 8 ，翩，刷美元

(2)

基于两年度预计交付总额为 30 ，删，删美元

(3) ，此拨款的条件和限制为句 -12 决定的那些(见总摘要第 8.12 和 8.13 段)。所建议之常规预算对 T巴基
金的拨款见秘书长 1唰 -1阴年计划和预算建议 (EC-49 文件 3 第 0451 段)。

1998 -1999 秘书处支持 WMO 技术合作计划的预算
支出
第 4 部分对技术合作计划的支持

建议 1998-1999

4.0.01

TCO 人员

4.0.02

回R 人员(奖学金)

4.0.03
4.0.04

REM 人员 (FIN ，因丑，旅行和登记处)
SE唱人员(获得)

938.0
585.0

4.0.05

派遣专家、顾问及临时雇员

79. 。

第 4 部分合计

5 , 340.0

3 , 410.0
328.0

第 6 部分业务费用

6.0.30
6.0.40

文具及办公室用品
办公设备和机器

6.0.50 通信
6.0.60

房产

6.0.70

计算机支持

6.0.80 旅费
第 6 部分合计

70.0
30.0
30.0
30.0
4∞ .0
5ω 。

第 7 部分其它预算规定
7.0.40

保险、审计、应急和不可预计开支

l∞ .0

第 7 部分合计

1∞ .0

总计

6 ， αJO.O

决议

11

第 11 号决议 (EC

63

-

49)

第十二财期中第二个两年期 (1998 -1999) 预算
执行理事会，

通过决议附录中 1998 -1阴年两年期预算，

注意$IJ:

按照第 33 号决议 (Cg-12) 附录的规定，决定将评估

( 1) 第十二财期财务规则中第七条第 7.1 、 7.7 段和

会员的会费;

(2)

第六条第 6.5 段，

授权秘书长-

第 31 号决议(Cg -12)- 第十二次财期最大开

(1) 将第一个两年预算 (1996 - 1997) 的剩余资金划
拨到第二个两年预算 (1阴- 1999) 的相应部分;

支，

(3)

第 33 号决议(Cg -12)- 对第十二财期会员比

(2)

如有必要，在两年期预算各部分内各节问调拨

资金。

例会费的评价，

第 11 号决议 (EC-49) 的附录

第十二个财期第二个两年期(1 998 - 1999) 预算
[单位: 1C肌瑞士法郎}
收入

捐款 I

1251∞ o

支

1.

政策制定机构

出

4138.5

2.

行政管理

3.

科学和技术计划:

3.0

科学和技术计划的总体协调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

13716.1

3.2

世界气候计划

11763.2

3.3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3 .4气象应用计划

3.5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

6735.9
1985.2

7358 .4
665 1.5
5190.8

3.6

教育和培训计划

7330.1

3.7

区域计划

7αJ6 .2

第 3 部分小计

61∞1. 5

4

技术合作计划

5
6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24188.7

管理

218η2

7

其它预算备付款

1494.7

8.

获取资产-总部大楼

1625.0

1251∞ o

1 根据财务规则第 8.2 条，拨款的一半是为两年期中的每一年而评定的。

384立 5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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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号决议草案 (EC - 49)
联合检查组(职J) 的报告
一种更可操作的做法(且U/R四'/95112) ;

执行理事会，
忆及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 1457 号决议 (XLVll)

加强联合国系统的冲突预防能力(肌J/REP/951

(7)

13);

通过的关于传送和处理联合检查组的报告的程序;
注意到联合检查组的下列报告己正式传送给了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审议机构性和计划问

(8)

题(皿J/REP/96/1) ;

WMO:
(1)
(2)

(3)
(4)
(5)

人道主义援助与维持和平行动之间关系的调查

进一步注意到 JIU 于 1如年 7 月 1 日至 1酬年 6 月

(肌J/REP/95/6) ;

30 日期间开展的活动的年度报告;

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的工作的管理(且U/l哑:FI

记下了联合检查组的这些报告及其中的意见;

95/8) ;

对检查员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

联合国系统对提供和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的参与

要求秘书长:

(皿J/REP/9519) ;

(1)

在注意到下提到了涉及 WMO 并在有关议题下

联合国里的旅行:效率和节省问题 (JIU/REPI

向理事会汇报的报告，内含对建议的实施情

妇110);

况，对此给予认真的考虑;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军事部分(皿J/REP!951

根据约定程序，将该决议传送秘书长，以便转给

(2)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11);
(6)

评价联合国 1酬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朝着

第 13 号决议 (EC

- 49)

WMO 五十周年纪念 (2∞0 年)
执行理事会，

同意制订一个公众信息和传播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恰

注意到:

如其分地庆祝 WM050. 并力求获得最重大影响。其

(1) 立即年是 WMO 五十周年;

(2)

第十二次大会要求准备一个庆祝 WMO 五十周
年的计划 (WMO

祝计划，以最恰当的形式庆祝 WM050. 经费由其国内

50);

考虑到:

( 1)

(2)

中应包括一历时十二个月的活动计划;
敦促会员设立国家联络人，并制订一个在其国内的庆

筹集;

意识到过去五十年中气象和应用水文取得的重

进一步敦促会员与 WMO 秘书处合作计划和实施一个

大成就、对社会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所作出的

活动方案，其经费由各会员或者由其他 UN 机构和政

贡献，以及各 NMHS 在这方面起到的决定性作

府间以及非政府间组织包括国家气象学会和私人部

用的重要意义;

门集资得到，

保证 WMO 在面临二十一世纪挑战和新的机遇

要求秘书长:

时，在全球的环境议程中保持领导地位，正如

(1 )

WMO 总部曾设在那些国家的会员一起寻求机

WMO 第四个长期计划 1996-2005 所表达的 3

会，组织纪念活动，并积极参与 WM050 的准备;

意识到 WMO 要继续通过其会员进行工作，保证与 UN
系统、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学术和科研单位、私人部

(2)

建立所需信托基金，为 WM050 制订公众信息和

传播战略，并为动员资金采取恰当行动;

门以及大众传媒的更好的协调，促进气象和应用水文
的发展，而以上活动又增强了 WMO 的知名度;

与那些在 WMO 的建立中起关键作用、以及

(3)

提交 WM050 计划，由 EC 【 50 审议。

决议

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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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号决议 (EC-49)
审议第十一财期总支出帐目
注意到 1归自 1阳和 1994 - 1995 两个两年期的财务

执行理事会，
注意到财务规则第 14.5 和 15.3 条;

帐目以及外部审计员和秘书长的报告，均已按照财务

考虑到外部审计员向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和秘书

规则第 15.11 条转发给 WMO 所有的会员;

长关于本组织 1四至 1995 年财期帐目的报告;

要求秘书长将第十一财期帐目连同他本人的报告，以

正式批准经审计的 WMO 第十一财期 (19虫9 年 1 月 1

及外部审计员的报告一起转发给 WMO 所有的会员。

日 -199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帐目;

第 15 号决议 (EC

- 4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执行理事会，

EC - XXXVII

13

注意11IJ:

EC-XXXVIII

8 , 9 , 10 , 19 , 20

(1)

总则关于审议执行理事会决议的第 155 条 (9);

EC-XXXIX

5 , 7 , 10 , 17 , 24

(2)

有关此议题的议事规则第 27 条;

EC-XL

2,4

4 , 6 , 10

审议了其过去通过的仍然有效的决议;

EC 【沮1

决定:

EC- 沮11

4 , 5 , 13 , 19

EC- 双皿

4

(1)

保留以下决议

EC-X

2

EC- Xll

6 , 30

XIX

EC 臼沮JV

15 ,20

9

EC-XLV

EC- XXl

15

EC - XLVI

EC- XXll

18

EC-XLVll

EC-

EC-XXV
EC-XαE

EC XLVIII

8 , 12
11

EC-XXX

17

EC-XX刀V

13 , 18

EC-XXXV

18 , 21

EC- XXXVI

1, 2 , 6

1 ， 5 ， 9 ， 14( 决定下的段落除外)

<

(2)

3 , 5 , 6 , 7 , 8 , 9 , 13 , 16 , 19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1 , 12 , 19

1, 2,3, 5 ,6 ,7, 8
1 ， 2 ， 3 ， 4 ， 5 汀， 8 ， 11 ， 12

不再保留其在第 49 次届会前通过的其它决议。

注:该决议代替第 13 号决议 (EC - 48) ，原决议不再生

效。

附录

附录 I
总摘要第 2.4 段的附录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与建议
1酬 -1:期计源和漂算

的会员，并鼓励他们讨论相关问题。

第 1 号建议:

1.1执行理事会批准 1卿 -1阴两年期 124 .4百万

1. 2

对第十三财窥(2f)().自 -2003) 计划和雷算的初步讨论

瑞郎的预算，该预算的授权中并包括增加预先

第 4 号建议:

确定的高度优先计划和活动清单，此类计划和

对秘书长第十二财期 (2000-2∞ 3)计划和预算的建议

活动的开展前提是能够找到额外的资金。

方式，执行理事会建议其形式和内容宜能满足配

授权秘书长重新划拨截止 1997 年 12 月 31 日尚

50 和 Cg-13 的期望。

朱开销的金额，以便资助第一个两年期推迟的

财务咨询委员会希就比传达下列建议.

活动，并使预算文件中解释的那个财期当中的

(a)

人员编制能够维持在平均空缺率水平上。

1. 3 执行理事会批准 EC-49/文件 3.ADD.1 中所提

计划建议的拟定方式应使活动的效力明确可
测，故所确立的计划优先级应是可评估的。

(b)

计划和预算的确定要考虑是否用的是核心常规

的载入 EC-49 总摘要的草案，使秘书长能够任

预算资金或是有望得到预算外资金，包括来自

命亚洲和西南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代表。

其他联合国组织的资金。

(c)

应组织计划优先分级工作，重新调整 WMO 授权

财务事窒{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窜议第十一个

目标，这样计划和预算建议就不会超过零增长。

财务时期(1992-199.坊的就吕

为此，通过增加使用计算机和其它现代技术及

第 2 号建议:

从其它联合国组织中获得经验，应寻求管理层

理事会批准其报告中载入总摘要的草案，和秘书快就

改革领域的方式方法。会员也表示了有责任不

第十一个财务时期 (1现年 1 月 1 日- 1阴年 12 月

要让无度的计划或不重要的计划来加重本组织

31 日)总开支帐目的财务报告决议草案。

的负担。

(d)

如果财务资金降低 10%. 秘书长提出的零增长

秘书长中部财务报告{包括技术合作基金的状况}

建议也应包括一项清楚明晰的计划和活动影响

第 3 号建议:

报表，从而 Cg- 13 可以制定良好的决策。

3.1

3.2

执行理事会再次要求拖欠会费的会员尽早结清
应付款项，以使己批准的 WMO 计划能在计划可

技术合作基金预算

预见的时间范围和水平上得以实施。

第 5 号建议:

为劝说成员结清应付款项，秘书必应坚持向区

批准秘书长提出的第 12 个财期中第 2 个两年期技术

协届会报告应缴纳会费清单，提醒那些有拖欠

合作基金的预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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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附录 E
总摘要第 10.11 段的附录

1996 年 VCP(F) 状况和 19岁7 年拨款建议
(单位:美元)

正执行项目和新建议项目

1
VCP 运行正常之仪器备件和运
输

已批准顶目

EC-48

1996 年

已批准或目

拨款余额

通过的 1996 年

主出租'{í!f务

拨款余额

(96.1.1)

拨款和商整

(包括管理费;

(96.12.31)

2

3

4

5

批准的

1胃7 年

新黯加拨款批余准的额 飞

1

6

7

58 , 428

40 ，旺xl

15 ， 9但

钮，制6

10 , 000

饨， 446

2

专家服#

39 ，叙到

10 ，仪E

4 ，制6

45 , 214

10 ， αn

55 , 214

3

短期奖学金/培训

35 , 713

l∞， αm

127 ，自6

7 , 777

l∞， 000

1fJ7, 777

4

τ1:DC 活动

35 , 302

30 ，仅xl

23 , 589

41 , 713

2lJ, 000

61 , 713

5

GI'S的改进

53 , 761

10 ， αxl

。

63 , 761

63 , 761

5.1

加勒比海GI'S的改进

49 ，因9

。

。

49 ，仍9

49 , 059

5.2

亚洲/太平洋臼百的改进

714

30 ， αm

1 ,983

28 , 731

5.3

非洲。币的改造

64 , 703

10 ，旺E

16 , 275

58 .428

58 , 428

5.4

南美洲 GTS 的改进

12 ，喃自

20 ，仅E

2 ，岁78

29 , 502

29 ， 5但

5.5

六区协东南地区 G丽的改进

33 , 5433

。

。

33 , 543

33 , 543

5.6

中欧、东欧和新础立国家(N1S)

7 ，国8

。

。

刀，面8

古1 且盹

217 , 950

58 ， 1回

58 , 109

161 ，制。

30 , 000

191 ，剧。

30 , 234

由， 245

凹， 245

-11

l∞， 000

99 , 989

79 , 997

绍， 253

88 , 253

46 , 744

却， 000

面， 744

9 ， ω5

。

。

9 , 035

G岛的改进

6

GOS 和 GCOS 高空观测于系统
的改进

6.1

中欧、东欧/新独立国家(N1S)

高空观测站

2lJ, 000

喝， 731

7

GD囚的改进

8

非洲且虫控制

9

支持 CUCOM 及气候活动

11 ，回8

8 , 451

8 ,451

42 , 817

2lJ, 000

臼， 817

10

减少自然灾害 (IDNDR)

35 , 186

13 ， 2∞

13 ,2llO

31 , 986

10 ，任泊

41 ， 9届

11

ASMC

73 , 457

30 ，但6

30 ，但6

43 , 431

12

ACMAD

21 ，因1

73 , 854

73 ，臼4

-1 , 923

13

EA岛IAC

。

。

。

2lJ，因E

14

应用直文活动

21 , 537

。

。

31 , 537

15

改善卫星接收

10 ， αE

。

。

10 ， αm

10 ， α页。

16

储备

10 , 568

。

。

10 , 568

10.568

943 ，于呗9

剧。， 000

5∞， 527

回3 ， 266

总额

注: 1酬年立出和 96 年 12 月 31 日差额为暂时数据，需和 1酬 -1阳两年帐目

起通过审计。

9 , 035

43 , 431
40 ，旺旧

!

38 ,fJ77
2日，旺阳

30 ，旺m

410.αm

61 , 537

!

1 ， 2目， 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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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总摘要第 1 1. 17 段的附录

1998 - 1999 两年期 WMO/ICSU/IOC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CRF) 预算
{千瑞郎)

1998 -

1使用

对 W侃F 的机构性支持

人员

25ω4

临时人员

'J7 .5

JSC 届会

248.0
116.8
165.6

机构间协调

JPS 运作
气候模拟计划

386.2

气候过程研究
云川辐射反馈

185.7

云系统

1口'2.8

陆地表面

49.6

全球能量和水循环实验 (GEWEX)
科学协调

280.1
120.1
42.9

观测和数据管理
项目办公室
气候可变性和可预测性 (CUVAR)
科学协调

366.5

观测和数据管理

1∞ .3

项目办公室

42.9

世界海洋循环实验 (WOCE)

228.1
248.7
212.0

北极气候系统研究 (AIα:;YS)
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SPARC)
总开支

5 ,554.2

ICSU 对 JCRF 的贡献

创6.0

IOC 对 Jα町的贡献

705.0

WMO 常规预算贡献

4 ，∞ 3.2

总收入

5,554.2

附录四

附录 rv
总摘要第 11.22 段的附录

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专题会、技术会、
研讨会和讨论会建议会议清单
专业委员会、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会议
A. 拟于 1998 -1阴两年期的第一年 1酬年实施的
预算代码
第一部分

1. 03.220

(a)

1. 05. 归。

(b)

EC 长期计划工作组
财务咨询委员会
第三部分第 0 节

30.01. 020

(a)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30.0 1.0:却

(b)

30.02.α29

(c)

关于 NMHS 管理的能力减少会议
关于 NMHS 社会经济效应的技术会议

3 1.∞口却

(a)

CBS 咨询工作组

31. 01. 020

(b)

EC 南极气象工作组

3 1. 12.ω。

(c)

区域天气网专家会议

31. 12.021
31. 13.020
31. 2 1. 021
31. 21. 020

(d)
(e)
(f)
(g)
(h)

资料浮标合作专业委员会一第 14 次会议

第三部分第一节

3 1. 24.α20

31. 3 1. 021
31. 32.020
3 1. 4 1. 020
31. 4 1. 022
31. 43.020
31. 5 1. 020
3 1. 53.021
31. 61. 063
31. 62.021
31. 70. 口'20
3 1. 80ω。

3 1. 80.αn
3 1.四.但4

31. 81. 021

。)

(j)
(k)

(1)
(m)

(n)
(0)
(p)
(q)
(r)
( s)
( t)
(u)
( v)

GOS 手册/指南会议

无线电频率协调 CBS/WG-τELI研究小组会议

CBS 通信工作组会议
具体通信系统专家会议
GDPS 中心实施专家会议
GDPS 业务事宜专家会议
资料管理需求审议专家会议

CBS 资料管理工作组
CBSWGDM 资料代表性和电码分小组会议
技术/业务需求专家会议
综合观测系统专家会议
WMO 比对
τECO

- 98

CBS 卫星会议工作组
E民AP!WMO 台风委员会第 31 次会议

WMO/E也AP 热带气旋专业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
囚区协腿风委员会一第 20 次会议
热带气旋预报先进技术专家会议
第三部分第二节

32.02.020
32.1 1. 020
32.13.020
32.3 1.<l也

32.32.021
32.32.022
32.33.020
32.33.020
32.34 口 '20
32.35. 倪。

32 .41. 021

(a)

国家气候计划状况评估专家会议

(b)

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会会议

(c)

气候议程组织-伙伴代表会议

(d)
( e)

20 世纪气候审议项目专家会议

(1)
(g)
(h)
( i)
(j)
(k)

气候变化检测索引制订专家会议
20 世纪项目 WM'口气候特别五人小组会议
三区协 αlCOM 实施会议
评估和确定气候资料库管理系统专家会议
气候统计、产品开发和资料交换会议
cα 气候资料工作组并基准气候站任务组会议
CUPS 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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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代码

32 .43.020

(1)

τRUα 专家会议

第三部分第三节

33.01. 020
33.1 1. 020
33.12.020
33.13.021

(a)
(b)
(0)

CASlJSC 数值试验工作组
臭氧资料处理专家会议

(d)

改进区域大气化学问题评估专家会议

33.14.ω。

(e)

GAW 质保专家会议

33.15.020
33.21. 021
33.21. 022

(f)
(g)
(h)
(i)

GAW 资料应用和管理专家会议

33.41.但1

GAW 技术课题专家会议

甚短和短期天气预报专家会议
WWRP 活动专家会议
热带气象研究专家会议
第三部分第四节

CAgM咨询工作组

34.23.020

(a)
(b)
(c)

34.30. 归。

(d)

巳AeM 咨询工作组

34.35.αIf)

(e)

ωeM 先进技术应用于航空气象工作组 (A:咀AM)

34.41. 020

(f)
(g)
(h)

CMM 海洋气象服务工作组，第 6 次会议

。)

全球温度盐度试点项目指导小组，第 7 次会议

34.20.020
34.20.ω1

34 .41.但3

34 .42.021
34 .42.022
35.02. 0:却

(a)
(b)
(c)

WMO/UNDPI阳也AT 撒赫勒风侵蚀专家组会议
农业气象资料管理工作组

I∞IWMO/CPPS 厄尼诺调研工作组

全球数字化海冰资料库指导小组，第 6 次会议
第三部分第五节
在 HWRP 下的能力建设会议
CHy 基本系统工作组会议

35.12.020
35.12.023
35.21. 022

(d)

预报模式比对专家会议

35.3 1. α却

(e)

回回D 咨询委员会会议

35.32.020

(。

全球 WHYCOS 协调会议

WMO/UNJISCO 水文活动联合联络委员会会议

第三部分第六节

36.01. 020

(a)

EC 教育和培训专家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
第三部分第七块
六区协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

37 回归 .023

(a)
(b)
(c)

37.02. 但6

(d)

37.02.031
37.02.030

(e)

五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一第 7 次会议

(f)
(g)

一区协气候和环境工作组

37. 但 .020

37.02.021

37.ωω8

五区协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
六区协水文工作组
二区协农业气象工作组

五区协气候事宜工作组
第四部分

44.20.020
44.20.021

(a)
(b)

执行理事会技术合作专家咨询组第二次会议
VCP 和有关技术合作计划非正式规划会议

实施协调会议
1998 年
第三部分第一节

31. 23.020
31. 53.020

(a)
(b)

MfN实施协调会议
项目实施协调会议

第三部分第二节

32.1 1. 021

(a)

气候议程机构问协调委员会

第三部分第七节

37.06.020

(a)

三、四区协 GTS 和 WDM 实施协调会议

附录四

预算代码

37.06.023
37.06.028

(b)

一区协 GTS 实施协调会议

(c)

六区协 HOMS 实施协调会议

专题会、技术会、研讨会、讨论会和培训班
1998 年
第三部分第 0 节
30.12 创吕

(a)

欧洲信息和公共事务讨论会

第三部分第一节
NWP 产品应用业务后处理技术培训研讨会

3 1. 33.ωs

(.)

3 1. 42.048
3 1. 43.048
3 1. 52.031
3 1. 62.029
31. 72.031
3 1. 83.029
3 1. 87.048

(b)

资料管理区域培训研讨会

(c)
(d)
(e)
(f)
(g)
(h)

二级码使用培训研讨会
系统实施专题会
与 CIMO-12 衔接的技术会议
云路径风专题会
台风预报系统改进技术会议

热带气旋流动讲座服务
第三部分第二节

32.35.029
32 .41. 048

(.)
(b)

六区协新独立国家气候资料管理流动研讨会

32 .42 日29

三区协 αJPS 流动研讨会

32 .42.030
32.42.028

(c)
(d)
(e)

33.13.ωs

(.)

33.3 1. 029
33 .41. 029
33.50.029

(b)

海-气搞合模式应用于中长期预报国际讨论会

(c)
(d)

第四次 WMO/1CSU 热带气旋国际讨论会

两个三区协和四区协 αJPS 培训讨论会

二区协 ClJPS流动研讨会
C江自培训讨论会

第三部分第二节
城市和中尺度污染和空气质量问题培训讨论会

第七次 WMO 人工影响天气科学会议

第三部分第四节

34.14.048
34.20.029
34.22.030
34.22.048
34.23.030
34.24.030
34.25.030

(a)

数值天气预报产品用于航空和公众天气服务联合培训研讨会

(b)

"21 世纪的农业气象一需要和展望 "WMO/FAO/CGlAR联合国际讨论会

(c)
(d)
(e)
(f)
(g)

两个作物产量天气模拟流动研讨会
农业气象信息发布区域培训讨论会(二区协)
两个自动天气站流动研讨会

两个利用气象资料有效规划和管理水，实现可持续作物生产流动研讨会
两个极端事件农业气象流动研讨会

第三部分第五节

(.)
(b)

国际江何流域业务水文讨论会

35.02.029
35.1 1. 029
35.12.029
35.21. 029
35.22.029

(c)
(d)
(e)

36.23. 凶8

(a)

一区协基本农业气象培训讨论会

36.24 创8

(b)

一区协主级气象人员培训班

36.24.050
36.25.049
36 .41. 050
36 .41. 051
36 .41. 052
36 .41. 053

(c)
(d)
(e)
(f)
(g)
(h)
(i)

一区协和六区协国家教员区域培训研讨会

水文服务效益和成本技术会议
资料收集和传输系统新发展技术会议
水文模式和洪水预报技术会议
气候和水国际会议 (UNFSCO 支付 500毛的费用)
第二部分第六节

36 .42. 创8

专业服务培训11研讨会
第二区域 GTS 技术和程序区域培训l研讨会
二区协仪器专家区域培训讨论会

热带气象和热带气旋预报培训班
三 I Il!I 区协卫星气象培训讨论会
气候资料管理培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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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预算代码
36.44. 创9

36.46. 臼2

(j)
(k)

海洋污染紧急响应支持系统培训讨论会
资料处理设施开发研讨会
第三部分第七节

37.04.048
37.04.052
37.04.053
37.04.056
37.05.048
37.05.049

(a)

二/五区协水资源开发和管理知识、基础建设区域研讨会 (50% 的费用计划由 ADB 支付)

(b)
(0)
(d)
(e)

二区协 CIlPS讨论会

(。

三区协新通信设施的利用讨论会

六区协 CIlPS讨论会
三区协和四区协气象产品商业化技术技术会议
六区协气象服务管理技术会议

WMO/ICSU/IOC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CRF)
资助的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会议
1998 年
(a)
(b)
(0)
(d)
(e)
(f)
(g)
(h)
(i)
(i)
(k)

(1)
(m)
(n)
(0)
(p)
(q)
(r)

WIαIP 联合科学委员会会议
联合科学委员会官员会议
政府阅或机构间协调专业委员会会议

CASlJSC 数值试验工作组会议

CUVAR ∞'AlS数值试验组会议
CUVAR 桐合模拟组会议
G即EX 模拟专业委员会会议
输送模拟讨论会
海冰模拟专业委员会会议

辐射通量工作组
BSRN 科学审议讨论会
云系统研究专业委员会会议
云系统模拟科学讨论会
地表过程工作组会议
G即皿科学指导小组
G即EX 水文气象专业委员会
G回应外场试验讨论会
辐射项目资料管理专家会议

(,)

CUVAR 科学指导小组

(1)

CUVAR 季风专业委员会

α1VAR 町 DECαN 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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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CE 综合和模拟小组

(植)

海洋-流域审议讨论会

α1VAR 科学和实施会议
海气通量讨论会
全球海洋观测和资料管理实施规划会议
WOα 科学指导小组

(00)

AI臼YS 科学指导小组

(配)

外场观测协调会议

(ad)

北冰洋气候过程会议

(时

SPARC 科学指导小组

(af)
(ag)
(00)

平流层模拟协调会议
对流层-平流层交换专家会议
平流层研究项目专家会议

B. 拟于 1粥 -1阴两年期的第二年 1哪年实施的

附录囚

预算代码
第-部分

1. 03.320
1. 05ω。

30.01. 021
30.13. 口m

(a)
(b)
(a)
(b)

EC 气象及有关资料和产品交换咨询组
财务咨询委员会

第三部分第 0 节
技术委员会主席会议
在 WMO 新总部的目N1C 会议

第三部分第一节
CBS 咨询工作组

3 1. 51. 021

(a)
(b)
(c)
(d)
(e)
(f)
(g)
(h)

3 1. 61. αE

。)

指南 -αMO 研究组

3 1. 6 1.阻挡

(j)

测量标准化和精度专家会议

3 1. 6 1.臼53

(k)
(1)
(m)
(n)
(0)
(p)
(q)
(r)

3 1.∞口m
3 1.1 2.ω2

31.14.021
3 1. 2 1. ω2

3 1. 2 1. ω3
3 1. 3 1. ω2
3 1. 44.ω。

3 1. 62. 0:泪
3 1. 71 血泪

31. 80.021
3 1. 80.ω3

31. 80.025
31. 82.020
31. 92.020

资料浮标合作专业委员会一第 14 次会议

资料稀少地区专家会议
新无线电通信服务专家会议
非洲 GTS 升级专家会议
GDPS 结构专家会议
监测程序-资料管理专家会议
技术/业务需求专家会议

WMO 比~;j"

仪器能力建设专家会议
WMO 卫星应急计划和频率协调专家会议
ESCAPIWMO 台风委员会由第 32 次会议

WMO/E就AP 热带气旋专业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
四区协腿风委员会

www 设施开发专家会议
ERA 技术和程序专家会议

第三部分第二节
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会

3 1. 33ω1

(a)
(b)
(c)
(d)
(e)
(f)

六区协 CLICOM 实施会议

32.34ωI

(吕)

气候统计、产品开发和资料交换会议

32.1 1. ω1
32.13 口m

32.31. 021
32.32ω。
32.32ω3

气候议程中的组织町伙伴代表会议

基准气候站资料集评估专家会议
20 世纪和 1蜘 -1期年气候审议准备专家会议
20 世纪项目 WMO 气候特别五人小组会议

1999 年
第三部分第三节

33.01. 021
33.10.020
33.12.021
33.13 口m

33.15.021
33.21. 023
33.32.020
33 .41. om
33.41. 022
33.5 1. om

(.)
(b)
(c)
(d)
(e)

ωS/JSC 数值试验工作组

(θ

具成本效益型的甚短和短期天气预报系统专家会议

(吕)

CAS 中长期天气预报研究工作组会议

EC 专家委员会/CAS 环挠污染和大气化学工作组
GAW 技术课题专家会议

在日回P 内大气污染评估和远距离输送模拟专家会议
GAW 资料应用和管理专家会议

(h)

热带地区甚短和短期天气预报专家会议

。)
。)

热带气象研究专家会议
云物理化学专家会议
第三部分第四节

34.12.om
34.25.021

(.)
(b)

CBS 公众天气服务工作组

34.25.022
34.40.020

(c)
(d)

三/囚区协极端事件专家组会议

WMO/FAO/UNEP/IαlSAT/

lCARD血干旱专家组会议

10。切MO l'ωss 联合委员会-第 8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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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预算代码

CMl\I咨询工作组，第 9 次会议

34 .43.0:却

(e)
(f)

CMM 海洋观测系统工作组-第 5 次会议

34.43.021
34.43.022

(g)

Iωss 随机船舶实施专业委员会-第 2 次会议

(h)

34.40.021

WMO/IOC 海洋卫星和遥感子组
第三部分第五节
CHy 咨询工作组会议

35.01. 020
35.12.022
35.12.024
35.13.020
35. 21. !l却
35.22.020

(.)
(b)
(c)
(d)
(e)
(f)

CHy 应用工作组会议

35.23.α泊

(g)

小岛屿水文专家会议

35.3 1. 022
35.32.021

(h)
(i)

αASH 专家会议

城市化和业务水文专家会议
全球 WHYCOS 协调会议
HO↓回国家基准中心代表会议

α1y 基本系统工作组会议

WMO/UNES∞水文活动联合联络委员会会议

第三部分第七节
二区协 www 规划和实施工作组

37.02. 但7

(.)
(b)
(c)
(d)
(e)
(f)

四区协农业气象工作组

37.06.0型1

(g)

二/五区协区域仪器比对

37.06. 口2

(h)

37.02.022
37.02.024
37.02.025
37.02.032
37.02.029

四区协水文工作组
二区协水文工作组
一区协热带气旋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
六区协气候事宜工作组

三/四区协区域仪器比对
第四部分

44.20.022

(.)

V巳P 和有关技术合作计划非正式规划会议

实施协调会议
1999 华

3 1. 25.ω。

31. 41. 021
3 1. 42. !l却

(.)
(b)
(c)

第三部分第一节
GTS 支持 GCOS 协调会议
计划间协调会议由资料管理

实施协调会议-资料管理
第三部分第二节

32.1 1. 022

(a)

气候议程机构间协调委员会

第三部分第三节
33.16.0却

37.06.024
37.06. 但5
37.06. 归6
37.06. 但7

37.06.029

(.)
(.)
(b)
(c)
(d)
(e)

实施协调会议-臭氧研究管理人

第三部分第七节
第二区域 G罚实施协调会议
第五区域 G而实施协调会议
第六区域 GTS 和 WDM 实施协调会议
第六区域 GOS 实施协调会议
第二区域 HOMS 实施协调会议

专题会、技术会、研讨会、讨论会和培训班
1999 年
第三部分第 0 节

30.12.049

(a)

中东信息和公共事务讨论会

第三部分第一节

31.11. 029
31. 22.049

(a)
(b)

高空观测设备和网络技术会议
GTS 程序流动研讨会

附录囚

预算代码

3 1. 52.048
31. 72.032
31. 74. 创8
3 1.邸，倒8

31. 87.049

(c)

系统实施培训研讨会

(d)
( e)
(1)
(g)

探测改进专题会

二/五区协卫星应用培训研讨会
热带气旋工作站研讨会
热带气旋流动研讨会
第三部分第二节
四区协气候资料管理流动研讨会

32.35 口31

(a)
(b)

32.42.031
32 .42.032
32 .43.029
32 .43.030

(c)

CLIPS 流动研讨会-囚区协

(d)
(e)
(1)

α血流动研讨会 F 六区协

32.35.030

五区协气候资料管理流动研讨会

含 αm 问题的 TRUα 技术会议
城市发展和气候变化会议
第三部分第三节

33.13.049
33.22.031
33.21. 048
33.33.030
33 .42.030

(a)
(b)

城市和中尺度窍染和空气质量问题培训讨论会

(c)

高影响天气事件中尺度模拟和预报培训讨论会

(d)
(e)

天气系统热带-亚热带相互作用国际讨论会

第三次 WMO 气象观测同化国际研讨会

极端事件长期预报国际讨论会

第三部分第四节

34.22.032
34.23.032
34.24.032

(a)
(b)

作物产量天气模拟流动研讨会

(c)

应用气象资料进行有效水规划和管理，实现可持续作物生产流动研讨会

35.22. 创S

(a)
(b)

35.31. 030
35.32.031

(c)

自动天气站流动研讨会

第三部分第五节
全球变化研究水文资料区域会议
WMO/l川ESCO 第五次联合国际水文会议 (50% 的费用由 UNESCO 支付)
在第二十二次町GG 大会上支持 IAHS 研讨会
第三部分第六节

36.23.049
36.24.049
36.25.030
36.25. 创8
36 .41.例。9

36 .43.049
36.44. 创8

36.46.049
36.46.0:到

36.46.051
36.46.053
36.46.054

(a)
(b)

一区协基本农业气象培训讨论会

(c)

教育和培训研讨会

(d)
(e)
(1)
(g)
(h)

培训机构管理研讨会

(i)
(j)
(k)
(1)

一区协三级气象人员培训班

GDPS 产品使用区域培训研讨会
囊点在培训方面长期预报国际讨论会
一区协港口气象官区域培训讨论会
二/五区协本底大气成分监测跨区域讨论会
腮风预报和警报培训研讨会
航空气象应用培训研讨会
一区协针对卫星系统和通信服务等技术变化的战略研讨会
水文能力建设区域讨论会
第三部分第七节

37.04.049
37.04.050
37.04.051
37.04.054
37.04.055
37.05.050

(a)
(b)

第六次 WMO 以培训方面为重点的亚洲/非洲季风区域讨论会

(c)

一区协农业气象工作组

(d)
(e)

五区协气候事宜工作组

(。

第二次五区协气象服务管理技术会议

三区协和四区协"气象部门在促进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区域研讨会

四区协商业化技术应用于气象产品培训研讨会

WMO/ICSU/IOC 联合气候研究基金(JC盯)
资助的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会议
1999 年

(a)

wαlP联合科学委员会会议

75

76

第四十九崩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预算代码

(b)
(c)
(d)
(e)
(f)
(g)
(h)

联合科学委员会官员会议

政府间或机构间协调专业委员会会议
CAS/JSC 数值试验工作组会议
αlVARω且S 数值试验组会议
CUVAR 藕合模拟组会议
G丽EX 模拟专业委员会会议
再分析项目讨论会

。)

海冰模拟专业委员会会议

(j)
(k)

辐射遁量工作组
W<αIP 辐射项目实施专家会议

(1)
(m)
(0)
(0)
(p)
(q)
(r)
(s)

云系统研究专业委员会会议

(1)

CUVAR 季风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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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lVAR-DECαN 讨论会
CUVAR 人为气候变化研究讨论会
古气候资料专家会议

(y)
(z)

WO臼综合和模拟小组

(坦)

海洋【流域审议讨论会

(ab)

(af)

αYS 科学指导小组
外场观测协调会议
AJ臼YS 资料管理讨论会
SPARC 科学指导小组
对流层-平流层交换专家会议

(唔)

平流层研究项目专家会议

(配)

(.d)
(.e)

云系统模拟科学讨论会
地表过程工作组会议
G即EX 科学指导j、组

G即EX 水汽气候学项目专家会议
全球降水气候学项目资料管理专家会议
G田蓝卫星观测专家会议
CUVAR 科学指导小组

αlVAR 实施规划会议
WOα 科学指导小组

注:
①

除了上述所列的专题会、研讨会和会议外， WMO 可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lAl击队 I臼U 和其他国际组织

②

办其他一些与 WMO 有关的此类会议，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通过联合项目联办一些会议。
在现有资金范围内，授权秘书长视需要进一步组织专家会议和实施协调会议。

③

道联

上述清单不包括预算外资金，如 UNDP、 GEF 和 UNEP 或信托基金活动，如 WMO/UNEP 联合配C 基金、气候观
测系统基金(∞SF) 和大气环境活动基金 (CAEA) 资助的其他会议。

附录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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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总摘要第 12. 1. 39 段的附录

获取 WMO 世界资料中心 (WDC) 资料的管理原则草案
这些原则的总体目的是帮助全面、公开和及时地使用

资料。

质量有保证的资料。它们的筹备与 WMO 有关计划的

5

敦促参与有关 WMO 计划的会员努力按照各中心

目的，以及第 40 号决议 (Cg-12)规定的 WMO 国际资

制定的程序尽量及时向有关的 WMOWDC 提供资

料交换政策相一致。

料。

1.

WMO 世界资料中心 (WDC) 是通过 WMO 有关机

6

构协调的。作为对 WMO 有关计划的贡献，这些
中心自己完全在国家和国际实体中建立、组织、

7.

WMO WDC 存储的资料必须包括便于获取的介绍
资料集、包括质量评价的综合信息。

支持和管理。

2.

WMO 会员共同拥有 WMOWDC 的资料。

3.

WMOWDC 应在兔费和无限制的基础上，以不超

8.

过复制和分发成本的最低费用提供资料。资料

WMO WDC 应尽最大可能利用与国际标准和协定
兼容的媒体以及灶理和通信系统。

9.

本身不收费。

4.

向 WMOWDC 报送资料的程序和标准由各中心
制定。

向 WMOWDC 提供的所有资料应保证能长期保

存。

WMOWDC 不应接受那些限制免费和公开获取的

附件 VI
总摘要第 12. 1. 39 段的附录

秘书长第 13 个财务时期计划和预算建议的目录建议
页次
前言…......

WMO 的新举措和改革

............ .

一般性解释.........

计划和预算(第一至第七部分)….

第-部分

决策机构……

第二部分.

行政管理

..………………·…

第三部分.科学和技术计划

3.0

科学和技术计划总体协调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计划 (www)

3. 1. 1
3. 1.2

……..
........…..

全球观测系统…
全球通信系统..…........

3. 1. 3

全球资料处理系统…·

3. 1. 4
3. 1. 5
3. 1. 6

WWW 资料管理

3. 1. 7
3. 1. 8
3. 1. 9

WMO 卫星活动

……

吉业务信息服务在内的 WWW 系统支持活动……·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E

热带气旋活动…

…"
..

紧急响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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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次

3. 1. 10
3.2

WMO 南极活动……..

世界气候计划 (wcp) …… u

3.2.1
3.2.2
3.2.3

气候议程中的协调活动….......

对古lPCC 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和荒漠化公约在内的气候变化活动的支持......….... ..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3.2 .4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3.2.5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目…

3.2.6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与响应战略计划…·

3.2.7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大气研究与环境计划 (AREP)

3.3

3.3.1
3.3.2
3.3.3 铃

3.3 .4铃

3.3.5
3.3.6
M

...

对臭氧和其它环境有关的公约的支持…..........…........……全球大气监视网.........…………-……
短期和甚短期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

中期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云物理和化学与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

气象应用计划 (AMP)

3 .4 .1 含减轻自然灾害的公众天气服务计划 ..
3.4.2

含支持防止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农业气象计划-

3 .4 .3

航空气象计划…… ..

3 .4.4海洋气象及有关的海洋活动计划...

3.5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HWRP) …

3.5.1

业务水文计划-基本系统......

3.5.2

业务水文计划-应用与环境。

3.5.3

与水相关问题计划…………

3.5 .4水文在持续发展中以及确水地区的保护中的应用...........

3.5.5
3.6

能力建设.....

教育和培训计划 (E1R)

...

3.6.1

人力资源开发....

3.6.2

培训活动……

3.6.3
3.6.4

教育和培训奖学金........

对其它 WMO 主要计划下培训活动的支持

3.7

技术合作计划 (rcO)

3.8

区域计划 (RP)

第四部分.

计划支持服务与出版物......

4.1
4.2

计划支持服务

4.3

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出版物计划

…..

第五部分

管理-……·

第六部分

其它预算条款… ..

第七部分

固定资产获取-总部大楼…………

预算外资金摘要…"…....
附件.......

拷将由 CAS-12 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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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八

附录 VII
总摘要第 14.6.3 段的附录

WMO 和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ISESCO) 工作性协议

1.

世界气象组织 (WMO) 秘书长和伊斯兰会议组织

(OIC)下属的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JSESCO)

究的最佳利益，尤其要建立这样的合作和协商。

2

区因CO 和 WMO 两组织同意，通报对双方有益的

总干事为有效达到各自法律文件中规定的目标，将彼

当前和计划活动，并将交换有关出版物。

此密切合作并将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定期进行协商。

3.

为了有效协调两组织的活动，从而保证气象业务和研

工作性协议的另一方作为观察员参加。

在一方开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时，将适当安排

附录 VIII
第 14.6.10 段的附录

WMO 和国际测地学与地球物理学联盟之间
在气象和大气科学包括水文学和海洋学方面结成能力转让联盟 (ACT) 的建议
"A'口"的目标是:通过使用Intemet 促进和扩大在

做事的方法以及产品，即程序、技术、资料处理、概念

NMHS、大学、和科学界范围内及相互间进行自愿合作

和数值模拟、理论方法、资料结果和释读、资料本身、

和信息资料交流。

和软件。"能力"一般适用于业务、观测、测量，但也适

"ACT"的具体目标是:

用于服务管理和项目管理以及教育和培训方菌。还

(a)

为业务和科研之间、科学家个人和大学之间、及

包括对用于实现目标和目的的各种设备的了解。

气象部门和水文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

(b)
(c)

ACT 将由一松散、灵活的框架组成，将利用现有

还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动性科

的气象、水文和海洋Intemet 网址。这些网址目前已

研;

存在于 WMO、 UCA丑、 IUGG 和其他组织。这等于提供

在 WMO 第十二次大会第四十号决议的范围内

大量愿投身于此的科技人员，通常为退休者并愿主动

尽可能促进气象和相关资料的获取和交换;

成为资金人、合作者和顾问。 Aα 将向一定区域里最

(d) 促进区域范围内或与尺度或课题有关的小组内

丁解具体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各组和小组之间或有类

的合作;

似兴趣的小组提供快速的联系。一般而言，将不收取

(e)

促进新开发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应用 5

任何费用。

(f)

提供并交换用于业务、资料她理、综合和模拟的

该联盟将严重依赖Internet 的运用，这是众多人

软件;

员和单位间开展联系的便宜和有效的手段。将安排

(g)

开发教育和培训的新方法，及

主要枢纽(网页)。大学和个人都将贡献自己的网页，

(h)

通过 mternet 创建国际"讨论"、"支持"和"帮助"

因为在主要枢纽县一切都是相联着的。

公报栏和其他讨论和合作方式。
在 ACT 里"能力"的定义是各个气象工作者和科
学工作者及其部门的知识、经验和能力。"能力"包括

参与组织负责其任务的资金;所需资金无法划

拨。

附件 A
与会人员名单
M.N.Fl酬rl( 女〕

1 执行理事会会员
J.W 扭曲回1
C. E. Berridge
N. Sen Roy

(兼任 )A.Athayde 的顾问

主席

L. C. Ga揭缸

(兼任 )A.A由 ayde 的顾问

第一副主席

A. Karpov

A. 1. Bedrit冉的代理

第二副主席

。 α回回归V

(兼任 )A. I.Bed血肉的顾问

K.K由aré

一区协主席

R.Kolodlå丑

(兼任) A. I. BedriISky的顾问

Z. Batja耶l
W 臼耐o Wrede
A.J. Dania

二 E协主席

A.K趴咀回h

(兼任 )A. I.Bedrit曲的顾问

三区协主席

P.lmje

(兼任) A. I. BedriISky的顾问

四区协主席

E.A.Pe肌khov

(兼任) A. I. Bedrit曲的顾问

S.K呵。ω

五区协主席

A.A.V四且 ev

(兼任 )A. I.Bed血曲的顾问

P.St由也剧酣

六区协主席

V. Yucün

(兼任) A. I. BedriISky的顾问

A. Al- Gain

V. Zi时皿ioe

(兼任 )A. I. Bedri国q 的顾问

Z. Al阳酬

D. l.m曲创事四1

JωP.B叮酬1 的代理

L.A. Amado由

P.H世阳t

J. -P.B叮酬1 的顾问

A.Athayde
A. I. BedriISky
J. -P.B叮跚跚

H.FJ町(女)

(兼任 )(20/6 下午 )P.Ewí固的顾问

R.Lyne

(兼任 )(20/6 下午 )P.EwU丽的顾问

P. Ma剧

{兼任 )(20/6 下午 )P.E阳菌的顾问

E.W.Frid町

G.Ryall( 女)

(兼任 )(20/6 下午 )P.E咐血的顾问

U. Garm&

F.Smi血(女)

(兼任 )(20/6 下午 )P.Ewíns 的顾问

F.J.B.H回nton( 临时)

R. S. Greenñeld

E.W 阳 day 的代理

J.C.R.H皿1(10/6 啕 20旷6 上午)

G.D. Cartw司igbt

(兼任 )E.W.Frid町的顾问

A.J，回国(临时)

D. Ga岳阳(女〉

(兼任 )E.W.Friday 的顾问

P.l苟咀 -Fmn∞

C.C.Mc~时'on( 女)

(兼任 )E.

G.A. 协k皿

B.PI阳ell

(兼任 )E.W.Friday 的顾问

K.E.WI回ton( 女)

(兼任 )E.W.Friday 的顾问

当选成员

M. S. Mhita
E.A. Mukol晒

M.C. Ye<g

L.l咽，orimana

H. 5<均由审

A.M.Noorian
I. Obru..uk

(兼任 )E.W.Friday 的顾问
口臼血田的代理

C 冒出(女)

U.G缸钮e茸的顾问

C. Wolf

U 臼rtn'" 的顾问
(10/6 -20/6 上午 )J.C.R.Hunt 的代

G.Ryall( 女)

T. 曲"

W. Frid坷的顾问

理

G.K. Ræ田thwa( 女)

Y.Salahu
G. C. Schulze

H. F""，，(女)

(兼任) (10/6 皿 20/6 上午汀 .C.R

R.L'严，e

(兼任 )(10/6- 却16 上午 )J.

Hunt 的顾问

且 .A.Sα曲咀

C. R

Hunt 的顾问

J. Zielin法i

H. Zohdy
zou Jingmeng
J.C.R. Hunt(20/6 下午替换为 P.Ewíns)

(兼任 )(10/6- 却础上午 )J.

P. Maaon

C. R.

团圆的顾问

F. Smith( 立)

(兼任) (1016 - 20/6 上午 )J.

C. R

Hunt 的顾问
2。

A.J四田的代理

C. Eapin酬

代理和顾问
J.W. Zi曲回血的代理

E.C咀跚

J.W. Zilh四1 的顾问

J.D.Pabon

P. Leyva - Fran∞的代理

K.G阳，(女)

J.W. Zilh回黑的顾问

M.G町ia de 蜘~ia(女)

P 问va- Franco 的顾问

N. Sen Roy 的代理
N. Sen Roy 的顾问

Gα田

A.Jaime 的顾问

V.K.Tsui
T. Casrn.d..，(女)

R.D.Grir配到S

(10-14/6)G.A.McB咀血的代理
(16-2日16)G.A.McB国且的代理

U.S. De
R.P.Smgh
C.Fullec
S. Diharto
J. R. I.mosden

A.J.Dania 的顾问

H. Alliu<I
B. AogIe

S. Kmjoto 的顾问

B. Cl.即由

G.A.McBean的顾问

S.K呵。 to 的顾问

K. I.Ea拥岖i

E . A. Mul1w晒的代理

A.J.B血国1

A. Al-臼m 的代理

A.H. Delju

A.M.N∞ rum 的代理

S . A. Bukhari

A. Al-Gain 的顾问

M.Bij皿国耐，(女)

A. M. Noorian 的顾问

J.M.R但也，de

A.Athayde 的代理

R. Cointbm

(兼任 )A.Atha严de 的顾问

M. Khoohkam( 女)
M.Wolek

I 咄咄..uk的代理

G.A.McB咽1 的顾问

A.M.N∞，rum 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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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销路交巳

l. Obru皿ik 的顾问

J. -

P.Skod.
H.Ohno
M. Ka眼...
H. Satoda

1. Obru田生的顾问

J.TI恻呻end

P. Ma国S

T 臼10 的代理
(兼任 )T. Ooo 的顾问

6

(兼任 )T. 曲。的顾问

讲座报告 λ

M.Ts'皿曲i

(兼任 )T 阳的顾问

C.Fuller
A. Hollingswoc也

J.O.&舱叮

Y. Salahu的顾问

M.V. L. Si飞 akw田r

I. D.Nnl叫u

Y 刨血圆的顾问

F.P.R呵U咀a

R.A. So回ni 的代理

7

C.A. o..由ri....

R. A . sonzllú 的顾问
R. A. sonzllú 的顾问

S. Kl布时ni盹i

联合国 (UN)

A. Babiker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国际组织的代表

D. Malpede
J. Sadon

J.Zielin剧的顾问

A.A. 1m曲n

H. Zohdy 的代理

A.S. Ciω础。

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 (C∞)

A. El Etr(女)

H. Zohdy 的顾问

H. Zohdy 的顾问

Wang Call皿g

Zoo Jing<田Jg的代理

E. Bonev
P. Usher
P. Boullé

联合 E 开发规划署 (UNOP)

A.M. ReI池a

NiYw呼

(兼任)Zoo Jin阳19 的顾问

。1 勘曲(女)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UN/FCCC)

Guocai zl田19

(兼任)Zoo Jingr田屯的顾问

W.W，晤1位

W吨丑剧血(女〉

(兼任)Zoo Jingr叫的顾问

Y皿 Hong

(兼任) zoo Jingmeng 的顾问

zh曲 Y皿拱晤(女)

(兼任)岛u Jingn盟屯的顾问

G. Kullenberg
1. Oliω皿ine
T.Kjells_
H.Teboum;

3 技术委员会主席
C. H . Sprinkle
航空气象委虽舍
C.J .Stigter
农业气象委员会
D.J.G也mdett

大气科学委员会

S. Mildner
K.Hofius
J. Knrus
J. Guddal
Y. !loo<丑hoo

基本军统委员会

4.

联合国耳挠规划署 (UNEP)
国际减灾十年(!DNDR)
国际减灾十年(1m们DR)

政府间海洋委虽会(1∞)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1∞)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电讯联盟(町U)

I.Al田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AαIAD)

M.S.B佣凶1y.

非抽气象应用于发展中，r.'(A'αIAD)

J.

-P.M政届国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A组CNA)

B. Mb曲F国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全局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 (αω)

海祥气象委员会

G.B_"
D. Bunidge

气候学委员会(副主席)

T.M出r

欧拙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EUMEISAT)

水文学委员会

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文顾问

M. Sakh。

第一区域协会

Z. 险lpsli皿j

第二区域协会

C 臼阳让

第三区域协会

(ASECNA)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旺WF)

J .Lafi回血e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EUMETSAT)

N.L.K低唱P

论坛秘书处

R.üst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培物理学联合

S.A.臼d

阿拉伯国家联盟

合(田ω)

C. 阳恤 edo( 女)

第四区域协会

N. Sal田

阿拉伯国家联盟

F.Nobilis

第六区域协会

T.Sh也.Hat

阿拉伯国家联盟

5 特邀专家
B. Bolin
M. -α1. 0..黯扭曲 l( 女)

M.N.A. E=t

尼罗河域长期联合技术委员舍

K.A. Moham<对

尼罗河城长期联合技术委员会

T. Th胆19ata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SPREP)

P. Lefale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 (S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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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议

1

会议组织

1. 1

会议开幕

1. 2

通过议程

题

通过的决议

文件
PIl'低 10

1;2

1. 3 建立委员会
1. 4

届会工作安排

1. 5 批准记录

2.

备类报告

2.1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50;PINK 5

2.2

秘书长的报告

27;PINK 29

2.3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

16;25;28;39;48;

二rK协(亚苦的第十-次届会和四区协(北美和中美)

51;65;70;PINK 36

1;2

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2 .4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73;PINK 32

2.5

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6 年度会议报告

24;PINK 8

2.6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配C) 主席的报告

34;PINK 28

3.

世界天气监视网 (WWW) 计划

3.1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5 , 5. ADD.I; 5 , ADD.

(CBS) 主席的报告及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2; 29; 32; 69;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JMO) 主

ADD.I;PINK 37
12;PINK 17

3.2

3

4;5

69 ,

席的详细报告

3.3

卫星活动

3 .4 热带气旋计划 (TCP)
3.5

WMO 南极活动

4.

世界气候计划 (Wαi

4.1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会 (0α) 主席的详细

lO ;PINK 11
6;18;P卧低 12

21;PINK 6

4O;Pll咀(

53

报告

4.2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WωMP)

36; 凹NK 王3

4.3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WCASP)

36;PINK 53

4 .4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计划 (WC即)

45;PINK 15

6;7

附件 B

议

83

噩

4号

文

4.5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α的

4;ω;PINK

4.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14;PII'也 16

5.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30;PINK 52

5.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主席的详细

30;31;PINK 52

通过的决议

27

报告
5.2

全球大气监扭 (GAW)

绍 j30;PINK

5.3

天气预报研究计划

30;PINK 52

5.4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30; 1':剧K52

5.5

云物理化学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计划

30;PINK 52

6.

气象应用计划

6.1

公众天气服务 (PWS)计划

7;PII'慌 39

6.2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 (CA吕M) 主席的报告

3S;PINK 35

6.3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巳M) 主席的报告

52;PINK 38

6 .4海洋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 (CMM) 主席的详细报告

7.
7.1

52

ll; S4 ;PINK 18

8

永文和水资·原计划 (HWRP)

23; PINK 49

9

水文和水资源计划;水文委员会 (αly) 主席的报告和委员

23; PINK49

会第十次届会报告
7.2

业务水文计划;基本系统，应用与环境

23; PINK49

7.3

水事务计划

23;

s

教育和培训计划 (ETRP)

63;PINK 54

9

区域计划

47;PINK24

1':剧K49

10.

技术合作 (TCO) 计划

55;PINK55

11

1隅 -1999 年计划与预算

3;3 , ADD.1 ;3 , ADD.2;
3 , APPENDIX G; PINK 44

12

WMO 菌临的主要问题

12.1

资料与产品的国家交换

22;71 ;PIl'也33

12.2

国家气象水文局 (NMHS) 的作用和运作

72;PINK34

12.3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关系

42;46;PINK 22

10

11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略报告

84

议

题

13

长期计划

13.1

长期计划

43; PINK 3

13.2

执行理事会审议 WMO 结构任务小组的报告

59;

13.3

1
第十三个财务时期 (2删
- 2(03)计划和预算的初步讨论

57; 因NK43

14.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14.1

联合国

P剖K23

62;68; 因NK13

14.2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UN臼:0)年后续行动钝

38; PINK 2S

14.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33;33 , REV.l;

14.4

防止荒漠化国际公约 (ICCD)

37;

PIl咽(42

14.5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41;

PIl低 40

14.6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61; 66;
E肌K

7击;

15.1

1阴和 2刷年世界气象目主题

17;17 , ADD.l;

15.2

信息和公共事务活动

20; PINK 9

16.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

53;

17.

总务、法律和行政事宜

17.1

第 42 届国际气象组织 (IMO) 奖

9; PINK 31

17.2

章程和法规事宜

67;

PIl仅 4

PIl啄 51

13;19;58;74; 阴NK

19;

PIl低 30

15;56; 因NK20

17.5 WMO 总部大楼

49;49 , ADD.l; PINK41

17.6

64 , 64 , CORR. I;PINK 1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17.7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专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即1K 2

18.

科学讲座和讨论

44

18.1

科学讲座和讨论

44; PINK 47

18.2 EC-50 期间科学讲座的安排
18.3

第九届国际气象组织 (IMO)讲座的安排

13

PIl低 56

PINK 21;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P卧1K 26

14; PINK50

信息和公共事务 (IPA) 计划

17.4

12

PINK 7;

15

17.3 工作人员事宜

通过的决议

件

文

44;PINK48
44;PINK48

14

附件 B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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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19.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8;PINK 57

20.

第五+届和第五十一眉执行理事会的时间和地点

PINK45

2 1.

会议闭幕

PINK46

通过的决议
1王

附件 C

文件清单
文件

题

号码

议

吕

1.

1

题

提交者

"DOC" 系列

通过议程

1. 2

WMO 主席

1. 2

WMO 主席

临时议程

2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解释性备忘录

3

1998 - 1哪年计划与预算

11

秘书长

4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

秘书长

5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3.1

秘书长和 CBS 主席

(α5) 主席的报告及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ADD.l
ADD.2
6

热带气旋计划(冗p)

3.4

秘书长

7

公共天气服务(阿S)计划

6.1

秘书长

8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决议

19

秘书长

9

第 42 届国际气象组织 (IMO) 奖

17.1

秘书长

10

卫星活动

3.3

秘书长

11

海撑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海洋气象委员会 (α1M)主席

6 .4

秘书长

3.2

秘书长和 CIMO 主席

的详细报告
综合全球海洋服务系统 (IGOSS)I资料浮标合作小组 (DBCP)I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ω05)

12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主席的
详细报告

13

工作人员事宜

17.3

附件 C

文件

题

号码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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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噩

提交者

14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6

秘书长

15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7 .4

秘书长

2.3

一区协主席

15.1

秘书长

审议 199♀年 1 月 1 日卢 1995 年 12 月 31 日第十一财期的帐目

16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囚区协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一区协主席的报告

17

信息和公共事务 (IPA)计划
1999 和 2000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
WMO 五十周年(阴阳的

AOD.l
18

热带气旋计划 (TCP)

3.4

秘书长

19

工作人员事宜

17.3

秘书长

国际公务员委员会年度报告

20

信息与公众 (IPA) 活动

15.2

秘书长

21

WMO 南极活动

3.5

秘书长

22

资料与产品国际交换

12.1

αly 主席

水文资料的交换

23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HWRP)

7 (7. 1
-7.3)

秘书长和 CHy 主席

24

技术委员会主席 1酬年度会议报告

2.5

WMO 第二副主席

25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归区协

2.3

囚区协代主席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四区协主席的报告

26

全球大气监测 (GAW)

5.2

EC 专家组/CAS 环境
污染，大气化学和城
市环境工作组主席

27

秘书长的报告

2.2

秘书长

第四十九届执行理事会最终节赂报告

88
文件

题

号码

28

自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四区协

议

题

提交者

2.3

秘书长

3.1

秘书长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二区协主席的报告

29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报告及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30

大气研究与环境计划 (A虹:1')

5(5.1- 5.5)

秘书长

31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大气科学委员会 (CAS) 主席的详细报告

5.1

CAS 主席

32

世界夭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3.1

秘书长

主席的报告及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世界天气监测网中新技术使用的财务、政策和战略方面

3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14.3

秘书长

REV.l
34

政府阔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配C) 主席的报告

2.6

IPCC 主席

35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巳A吕M) 主席的报告

6.2

秘书长和巳AgM主席

36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wω'MP) 和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

4.2 和 4.3

秘书长

划 (WCASP)

37

国际防止荒漠化公约(ICCD)

14 .4

秘书长

38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UNα丑。)白后续行动势

14.2

秘书长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四区协

2.3

39

秘书长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二区协主席的报告

40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会 (Cα) 主席的详细报告

4.1

秘书长和 cα 主席

41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14.5

秘书长

42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关系

12.3

秘书长

附件 C

文件

题

号码

43

长期计划

44

科学讲座和讨论

自

89

议

提交者

题

13.1

秘书长

18(18.118.3)

秘书长

EC-50 期间科学讲座的安排

第九届四0 讲座的安排

45

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计划 (WC即)

4.4

UNEP

46

与其他学科和计划的关系

12.3

秘书长

47

区域计划

9

秘书长

48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囚区协

2.3

三区协主席

17.5

秘书长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三区协主席的报告

49

WMû)总部大楼

ADD.1
50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1

WMO 主席

51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四区协

2.3

五区协主席

ωeM 主席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五区协主席的报告

52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ωßM) 主席的报告

6.3

53

计划支持服务和出版物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支持

16

54

海洋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海洋气象委员会 (CMM) 主席的

6.4

技术合作(叹。)计划

56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秘书长和

α1M主席

报告和委员会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55

秘书长

10

秘书长

17 .4

秘书长

13.3

秘书长

秘书长的临时财务报告(包括技术合作基金现状)

57

长期计划
第十三个财务时期(立即- 2003)计划和预算的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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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噩

号码

58

自

工作人员事宜

议

题

提交者

17.3

秘书长

13.2

执行理事会审议

不定级官员薪金

59

执行理事会审议 WMO 结构任务小组的报告

WMO 结构任务小组
ω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

秘书长

61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14.6

秘书长

14.1

秘书长

8

秘书长

17.6

秘书长

2.3

六区协主席

14.6

秘书长

17.2

秘书长

14.1

秘书长

3.1

J.Hunt 教授

2.3

秘书长

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ISESCO) 的工作安排

62

联合国
有关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决议

63

教育与培训II( EfR)计划

64

执行理事会代理会员的任命

CORR.l
6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四区协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六区协主席的报告

"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北京行动宣言后续行动四促进妇女在
气象和业务水文领域的发展

67

章程和法规事宜
修改 WMO 区域机构的"协会"一词

68

联合国
联合检查组(皿J) 的报告

ω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报告及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立即年问题

ADD.l
70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四区协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六区协主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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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号码

71

91

议

自

资料与产品的国际交换

提交者

题

12.1

气象与有关资料和
产品咨询组第一次
会议主席

72

国家气象水文局 (NMHS) 的作用和业务

12.2

秘书长

丁3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4

WMO 主席

17.3

工作人员协会主席

14.6

国际测地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IUGG) 关于 WMO 和 IUGG 阅技

国际气象和大气科
学协会(lAMAS)秘书

术协议的建议

长

REV.1
74

工作人员事宜
关于工作人员服务条件的意见

75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II.

"PINK" 系列

1

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

17.6

WMO 主席

2

审议执行理事会的专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17.7

WMO 主席

3

长期计划

13.1

WMO 主席

4

1期和 2000 年世界气象目主题

15.1

B 委主席

WMO 五十周年 (WM050)

5

本组织主席的报告

2.1

WMO 主席

6

WMO 南极活动

3.5

A 委主席

7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14.6

B 委副主席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北京行动宣言后续行动

促进妇女在

气象和业务水文领域的发展

8

技术委员会主席 1蜘年会议的报告

2.5

WMO 主席

9

信息与公众事务 (IPA) 活动

15.2

B 委主席

10

届会的组织

11

卫星活动

WMO 主席

3.3

A 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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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号码

吕

题

议

提交者

12

热带气旋计划(冗p)

3.4

A 委主席

13

联合国

14.1

B 委主席

14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14.6

B 委主席

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ISESω) 的工作安排

15

世界气候影响评价与对策计划 (WCIRP)

4.4

C 委副主席

16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COS)

4.6

C 委副主席

17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CIMO) 主席的详

3.2

A 委主席

6.4

A 委副主席

细报告

18

海洋气象和有关海洋活动计划;海洋气象委员会 (CMM) 主席的
报告和委员会第十二次眉会的报告

19

工作人员事宜

17.3

B 委主席

20

财务事宜(包括外部审计员的报告)

17 .4

B 委主席

审议 1992 年 1 月 1 日 -1995 年 12 月 31 日第十一财期的帐目秘
书长的临时财务报告(包括技术合作基金现状)

21

工作人员事宜

17.3

B 委主席

22

与其它学科和计划的关系

12.3

WMO 主席

23

执行理事会审议 WMO 结构任务小组的报告

13.2

WMO 主席

24

区域计划

9

B 委副主席

2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续行动

14.2

C 委主席

2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14.3

C 委主席

zl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4.5

C 委主席

28

政府同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配C) 主席的报告

2.6

WMO 主席

29

秘书长的报告

2.2

WMO 主席

30

工作人员事宜

17.3

WMO 主席

31

第 42 次国际气旋组织 (IMO) 奖

17.1

WMO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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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号码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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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噩

提交者

32

财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4

WMO 主席

33

资料和产品的国际交换

12.1

WMO 主席

34

国家气象水文局 (NMHS) 的作用和运作

12.2

可I'MO 主席

3王

农业气象计划;农业气象委员会(CAgM)主席的报告

6.2

A 委副主席

36

区域协会主席的报告;二区协(亚洲)第十一次届会和四区协

2.3

WMO 主席

3.1

A 委主席

(北美和中美)第十二次届会的报告

37

世界天气监视网基本系统和支持功能;基本系统委员会 (CBS)
主席的报告及委员会第十一次届会的报告

38

航空气象计划;航空气象委员会 (CAeM)主席的报告

6.3

A 委副主席

39

公共天气信息 (PWS)计划

6, 1

A 委主席

40

国际减灾十年 (IDNDR)

14.5

A 委副主席

41

WMO 总部大楼

17.5

B 委主席

42

国际防止荒漠化公约(lCCD)

14.4

C 委副主席

43

第十三个财务时期 (2000 - 2003)计划和预算的初步讨论

13.3

WMO 主席

44

1998 - 1朔年计划与财务

11

WMO 主席

45

第五十届和第五十一届执行理事会的时间和地点

20

WMO 主席

46

届会的闭幕

21

WMO 主席

47

科学讲座与讨论

18.1

WMO 主席

48

EC-SO 期间科学讲座的安排

18.2 币U

18.3

第九届四[û讲座的安排

EC- 50 科学讲座及
第 50 次 IMO 讲座分
委会主席

49

水文与水资源、计划 (HWRP)

50

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国际测地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町GG) 关于能力转换联盟 (A'σ)
的建议

7
14.6

B 委主席
B 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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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题

号码

51

吕

章程和法规事宜

议

题

17.2

提交者
B 委主席

修改 WMO 区域机构的"协会"一词

52

大气研究和环境计划 (AREP)

53

世界气候计划及其协调;气候学委员会 (cα) 主席的详细报告

5

C 委副主席

4.1 ,4.2 , 4.3

C 委副主席

世界气候资料与监测计划 (W，ωMP)
世界气候应用与服务计划 (WCASP)

54

教育与培训计划(囚RP)

B

C 委副主席

55

技术合作 (TCO)计划

10

B 委主席

56

计划支持服务与出版物

16

B 委主席

19

报告员

办公自动化与信息技术支持

57

审议执行理事会以往的决议

附件 D
缩略 i吾清单
ACC

联合国协调管理委员会

ACCAD

气候应用和资料咨询委员告

ACMAD

非洲气象应用于发展中心

A臼 YS

北极气候革统研究

Acr

能力转让联盟

ADEC路

高级地球观测罩统

AlIIDAR

飞机气象资料中继

AMP

应用气象计划

A∞ -HYCC自

西部和中部非洲水循环观测罩统

AOP

大气观测专门委员会

A丑EP

大气研究和环境t七划

ASDAR
ASEAN
ASECNA
ASMC
ASMEr
ATCM

飞机-卫星资料中继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τEAM

应用于航空气象的先进技术

ATOVS
AWG

高级 τlROS 业务垂直探测器

东南亚国家联盟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空中安生局
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非洲卫星气象教育和培训

咨询工作组

巳AeM

航空气象委直会

CAgM

农业气象委员会

CAEA

气候和大气环境活动

巳AL

计算机辅助学习

GALATMEr
CAVVAT

加勒比-拉丁美洲气象教育与培训

CAS
CBS

大气科学委员会

cα

气候学委员会

CCWCP
CEOS

世界气候计划协调委员会

校准/验证
基本罩统委虽会

地球观测卫星蚕且会

CGMS

气象卫星协调小组

CHy
ClMO

北文学委员会

αlCOM

气候计算

αE唱

气候信息和预报服务

CI1VAR

气候变化性和预测性

CMM
COMET
COSF

海祥气象委员会

仪暗和观测方法委员会

业虫子气象教育与培训合作计划

气候观测系统基金

C由NA

北大西洋综合观测罩统

岱D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DARE

资料拯数

Dα

资料收集平台

DBα

资料浮标合作专门委员会

DERF
DMC
EANPG
EC

动力延伸预报
干旱监测中心
欧洲空中导航计划小组
执行理事会

Eω何F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OSOC

经社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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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EA

欧洲经济区

ENS。

厄尔尼诺f南方涛动

因CAP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EU

欧盟

ErRP

教育和培训计划

EUMESAT

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5LTP

WMO 第五个长期计划

FAO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SfEX

锋面与大西祥风暴轨迹试验

FIPOI
FRIENDS

国家组织总部大楼基金会

G3臼

三大全球观测罩统机构间发起小组

GAIM
GAME

圭球分析、解释和模拟

GAW
GCIP
GCOS
GDPS
GEF

全球大气监测

GEWEX

圭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

GOOS

全球海洋观测军统

GC附

全球观测革统

G研ìSP

全球观测革统空间专门委员会

G因

全球定位罪统

国际试验与网络资料集流况

GEWEX 亚洲i 季风实验
G四EX 大陆级国际项目
全球气候观测革统

圭球资料处理罩统
全球环挠融资

GPS-MET

全球定位革统一气象

GPV

梅点值

GRDC
GfOS
GSN

全球径流资料中心

GIS

全球通信革统

全球陆地观测军统
GCOS 地面网络

GUAN

GCOS 高空网路

GWP

全球水伙伴

HABπAT

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

HWR
HWRP
lACCA
lAEA

革文和水资源

IAHS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IAMAP

国际气象与大气物理协会

IAMAS
lATA

农业气象与农业环境分析研究院

B凹O

国际印度祥浮标计划

lCAO
ICB
ICCD
ICSC
ICSPRO

国际民航组织

荒模化国际公约

I臼U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水文和水资霄，

机构闹气候议程委虽合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气象和大气科学联合会

国际生物气象学大合
国际民事服务委员舍

秘书处间海洋科学计划委员会

I口E

国际基础物理中心

ICUC

国际城市气候学大会

IDB

美洲开发银行

IDNDR

国际减灾十年

IGAC
IGAD
IGBP

政府闻开发权威机构

lGO臼

全球海洋服身综合系统

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
国际地圆明生物阁计划

附件 D

IIlP

国际水文计划

JMO
JMOP

国际气象组织
仪器和观测方法计划

INM

国家气象学院

INMARSAT

国际海事卫星系统

IOC

政府向海拌委员会

IOS

初始业务罩统

IPA

信息和公共事务

Eα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M

非正式计划生议

IRI

国际研究所

IRIMO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气象局

ISCS

国际卫星通讯革统

I但SCO

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πu

国际电信联盟

阳GG

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盟

J- GOOS

GOOS 科学和技术联合委且会

nu

联合检查组

JPO

联合规划室

JSC

联合科学委员会

J町巳

科学和技术联合委虽会

且刑IC

联合国新闻事#联合委员会

KNMI

荷兰皇家气象局

LBA

大规模生物圈大气实验

LRIT

低速信息交换

I且PT

低分辨串图象传输

MAGS

(加靠大)马肯择 GEWEX 研究

MAP

阿尔卑斯山中尺度计划

Mα;s

海草草气候摘要方案

MOD
MED-HYCOS

气靠资料分发
地中海水文圆规测罩统

MOFFS

洪水预报系统管理概况

M咀，RSS

海洋污染紧j急响应支持罩统

~刃

第二代 METE明AT

EπN

主干网

NGO

非政府组织

NHS

国家水文服务

NMC

国家气象中 4岛

N阻B

国家气象和水文局

NMS

国家气象或水文气象局

NOAA

国家海洋与大气署

NSCAT

NASA 散射汁

NWP

数值天气预报

NWS

国家天气局

OAS

办公自动化革统

OCAP

ASDAR 参与者业务协议计划董事会

OOP(口

气候海津观测小组

üPMET

业务气象信息

PWS

公众天气服卦

QAlSAC

质量保证碎叶学活动中 J t"

M

区域协会

MWGH
RBSN

区协水文工作组

REIMP- CAR

中非地区区域环境信息管理计划

,RHA
RMIC

区域水文顾问

区域基本天气网

区域气象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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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气象迫信网

RSMC

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RTH

区域通讯枢纽

SADC
SADIS

卫星分发革统

南非主展共同体

SATCC
SBSfA

南非交通通讯委员会

SCAR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咨询于机掏

sαzσE

国家气象局培训机构领导常设会议

SIG胃Z

重要天气

SPARC
SPREP

南太平洋区棋环境计划

平流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回'END

自然灾害技术交流系统

TCO

技术合作

τ'CP

热带气旋计划

Tα'IIP

传输控制规程/国际互联网规程

TC RSMC
TMRP

热带气象研究计划

TOGA

热带海佯与全球大气计划

热带气旋 RSMC

TOPC

气候地面观测专业委员会

TRUα

热带城市气候试验

UCAR

大气研究大学合作

UN臼D

联合国再境与发展会议

UNDP
UNEP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UNES∞
UN/FCCC
UNOPS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PU
VCP
VCP(F)

万国邮政联盟

WAFC

世界区域预报中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项目 i~ 卦办公室

自愿合作计划

自愿合作基金

暂且E

世界地区预报系统

WCASP
WCC
WCDMP
WClRP
WCP

世界气候和应用服务计划
世界检定中心
世界气候资料和监测计划
世界气候影响评估和对策计划
世界气候计划

wαu'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DC
WUW

世界水目

WEFAX

天气传真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HVCOS

世界水丈圈观测军统

WIF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MC

世界气象中心

世界资料中心

WMD

世界气象日

WMO

世界气象组织

WMC目D

世界气象组织 50 周年

w 。但

世界海带循环试验

WWC
WWRP

世界水事理事会

www

世界天气监视同

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