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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最脆弱的国家，
能够更好地适应极端天气、气候、水和其他环境事件的社
会经济影响，并有能力通过最好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
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年度报告的目的不在于全面审查WMO在这一年取得的所有成果（详情可查询
WMO网站上发布的官方文件），而是简要介绍近期对人们生活和福祉产生重大影
响的一些活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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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WMO愿景)

前言
气候变化清晰可见。2018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宣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
发布的《全球升温1.5°C》特别报告“向全世界敲响了震
耳欲聋的警钟”。该报告强调，与2°C相比，将升温限
制在1.5°C，会给人类福利、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经济发
展带来显而易见的效益。根据该报告，在物理定律范围
内，将升温限制在1.5°C从技术角度是可能的，但需要到
2030年前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至低于2010年45
％的水平，随后进一步削减，到2050年降至零。

事会和世界气象大会开展筹备工作。在每次大会主要会
议召开两年后，预计将召开一次特别专题大会。希望有
更多的会员和WMO伙伴组织参与新的组成机构工作。

连续三年发布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风险报告
强调了应对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以及气候变化的紧
迫性。例如，2019年3月发生的气旋“伊代”袭击了马
拉维、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
数千人失踪。之后，幸存者因缺乏安全饮用水和卫生条
件较差而患疾病的风险增加。

WMO不断加大重视效率和影响。全球对我们在气候、
灾害和水等领域的专长的需求在不断增长。WMO已成
为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关键气候行为体，与联合国秘书
长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
（WHO）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姐
妹组织有密切合作。WMO的会议已变得更注重行动、
更短，文件量更少、更有针对性。

在过去半个世纪因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极端事件导
致的全球生命损失减少了十倍，而WMO的持续努力是
至关重要的。这也得到了吕志和 -“促进世人福祉”
奖的认可，其将2018年的奖项授予了WMO。
但本组织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WMO正在开展
一项历史性改革，以满足人们对其专长不断增长的需
求，更有效地为其会员服务。WMO执行理事会批准了
一项提议，即建立一个有关各种地球系统基础设施的委
员会 - 包括天气、气候、水、海洋和大气化学测量及
运行基础设施 - 以及一个应对所有地球系统服务的委
员会。该提议包括建立一个科学咨询专家组和一个研究
理事会。政策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协调委员会将为执行理

我们还希望使研究和创新伙伴以及水文界成为WMO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从其在科学、观测和服务方面的专
长中受益。近年来，私营部门参与WMO核心活动的次
数已大为增加。WMO计划以更有条不紊的方式与私营
部门互动，并从其在全球和国家层面的专长中受益。

在本文中，您将了解到2018年WMO所做的努力，即创
建一个所有国家都能更好地适应极端天气、气候、水和
其他环境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的世界，并使其能够利用
最好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促进可持续发展 - 面向二
十一世纪的WMO。

（P. 塔拉斯）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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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3月中旬，热带气旋“伊代”席卷莫桑比克、
津巴布韦和马拉维，在已经遭受干旱和贫困困扰的地区，
摧毁了气旋通过路径上的一切，引发了毁灭性的洪水，
造成数千人死亡和受伤，并破坏了庄稼。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其描述为非洲历史上最严重
的与天气有关的灾难之一。

天气、气候、水文、海洋和环境领域的综合观测和研
究对于我们了解地球系统和预测其演化的能力至关重
要。这构成了WMO及其会员开展工作的基础，也是
他们应对人类健康、粮食安全、可持续能源、供水和
环境方面挑战的基础。

WMO作为IPCC的共同发起方之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一道，不断被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气候变化
以及更多适应和减轻其最坏影响的政策和计划方面的
科学信息。

© UNFCCC

不幸的是，“伊代”只是近年来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中
的最近的一次事件，例如暴风、洪水、干旱和热浪，这
些事件造成了严重破坏，对人们的安全、国民经济以
及粮食和水安全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而且，这种
形势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根据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说法，由于全球变暖和
气候变化，这些极端事件的强度和频率都将会增加。1

在“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上，青年捍卫者Timoci Naulusala（斐济）
和Hanna Wojdowska（波兰）发表“行动呼吁”以及迅速动员所有利
益相关者采取步骤、努力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目标。

“我必须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为世界气象组织的工作
感到非常自豪。WMO为分析工作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科学基
础，而这种分析对于认知气候变化的演变规律至关重要，
也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了明确指导。”（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古特雷斯，2019年3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与
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加西斯和
WMO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年：《全球升温1.5°C》 – IPCC在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努力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关于全球
升温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ºC的影响和相关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路径的特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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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更好地服务社会
每年，气象、水文和气候相关的灾害都会导致灾难，造成重大的生命损失，并造成经济和社
会发展滞后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也会是几年。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2报告说，1998年至2017年期间，由于与气候有关
的灾害，有130万人丧生，44亿人受伤，并造成人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或需要紧急援助。
与此同时，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占全球经济损失总额的77%，即22.45亿美元。3
根据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的统计，仅2018年就有281起与气候相关的事件和地球
物理事件，全世界有10733人死亡，有6000多万人受到影响。4
由于气候变化使得与天气有关的高影响事件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增加，迫切需要将全球资源
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以减轻其影响。
WMO可提供相关的、基于科学的气象和水文信息，个人和组织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减少今天
和未来几十年的灾害风险。本组织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业务活动和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

用于决策的信息
WMO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WMO2018年 全 球 气 候 状 况 声 明 证 实 了 自 本 世
纪初以来观测到的变暖趋势。其主要研究结
果包括过去四年记录的特别高的陆地和海洋温
度 ， 其 中 2 018 年 是 有 史 以 来 第 四 个 最 温 暖 的
年份；海洋热含量大幅增加；创纪录的海平面
上升；北极和南极的海冰范围远低于平均水平。
该声明还指出，由于2018年全球平均温度接近高于工
业化前水平1°C，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剩余时间很
快就会耗尽。
WMO气 候 声 明 中 包 括 了 国 家 气 象 和 水 文 部 门
（NMHS）、广泛的科学界专家和联合国机构提供的
资料。其中详细介绍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对人类健
康和福祉、迁徙和流离失所、粮食安全、环境以及海
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其中还编录了世界各地的
极端天气事件。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特别报告
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是获得诺贝尔
奖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共同发
起方，其于2018年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
告，内容是关于全球升温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C的
后果。报告指出，如果目前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
续下去，世界将在2030年至2052年之间达到1.5°C的
升温。这份受到广泛尊重的报告表明需要广泛而立即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IPCC报告强调了一些影响可能会因升温降低而受到
限制。例如，降低全球升温将限制海洋温度和酸度
的增加以及海洋氧气的损失，从而降低海洋生物多样
性、渔业和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风险。但即使温度升高
1.5°C，预计珊瑚礁也会下降70%-90%，而升温为2°C
时则会损失99%以上。根据未来的社会经济条件，与
升温2°C相比，将全球升温限制至1.5°C可能会使受气
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短缺影响的世界人口的比例降低
多达50%。
该报告最后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将升
温限制在2°C以下，以保护人类福祉、生态系统和可
持续发展。

2 前身为UNISDR
3 
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SDR），2018年：经济损失、贫穷与灾害，1998–2017。
4 
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2018年灾害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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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评估过去25年海平面上升的新研究
1993年至今的全球海平面收支于2018年发布，这是
一项广泛的研究，评估了自1993年高度测定时代开
始以来用于估算海平面上升成分的各种数据集。该
研究是在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区域海平面变化和沿海影
响重大挑战活动的支持下进行的，该研究发现，基于
高度测量出每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为3.1
（±0.3）毫米，在25年间每年加速0.1毫米。这项研
究还将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海平面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
进行了比较。与同期相比，海洋热膨胀、冰川以及格陵
兰和南极冰盖造成的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分别占42%、
21%、15%和8%。然而，陆地储水部分仍然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

测量温室气体

对臭氧消耗和恢复情况的评估
2018年WMO活性气体公报提出需要更广泛的系统性
地表观测，因这类观测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很稀疏或缺
乏。这种更全面的覆盖将有助于对臭氧的全球分布和
影响进行更好的科学评估。该公报还呼吁对臭氧前体
进行更多的城市监测，这对于调查高臭氧水平事件和
验证是否符合空气质量法规是非常必要的。
该公报还指出，欧洲和北美的空气质量法规和反污染
措施有利于大幅改善空气质量。自2000年以来，在整
个二十世纪一直增加后，地表臭氧浓度的平均值和峰
值已经趋于平稳，在一些地方甚至已开始下降。
相比之下，东亚现有的少数几个监测站已经测量到臭
氧水平的持续增加。

© WMO

2018年WMO温室气体公报是一份关于大气温室气体浓
度的综合循证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大气中吸热性温
室气体水平再创新纪录。该研究显示，2017年全球平
均二氧化碳（CO2）浓度达到百万分之405.5（ppm），

2016年为403.3ppm，2015年为400.1ppm。甲烷
（CH 4）和氧化亚氮（N 2O）的浓度也有上升，而强
效温室气体和臭氧消耗物质CFC-11重新抬头，而这
种物质是受国际保护臭氧层协议的管制。

使用Brewer分光光度仪在阿根廷圣马丁站进行总臭氧测量（68.1°S，67.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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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专家还为“2018年臭氧耗损科学评估”提供了
资料，这是蒙特利尔议定书科学评估小组进行的四
年期审查，报告并于2018年在该历史性协定缔约方
第三十次会议上提交。该报告的调查结果首先证实，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采取的行动已促进大气中受
控臭氧消耗物质的丰度长期减少以及平流层臭氧持续
恢复。这些发现与《WMO活性气体公报》中展示的
结果一致。

在2018年8月举办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气候周
期间，WMO展示了基于观测的工具，用于
确定温室气体的来源和支持减排，以及开展
了建设抗御气候变化影响的活动。WMO还
组织了一次关于全球温室气体信息综合系统
（IG3IS）的会外活动，该系统是利用尖端科
学来确定温室气体的来源，并为减排活动提供
信息。WMO会外活动有力证明了可为拉丁美
洲地区的国家和次国家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科
学支持服务。

© WMO

评审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自2000年以来，平流层部
分区域的臭氧层以每十年1%-3%的速度恢复。按预估
的速度，北半球和中纬度臭氧层将于21世纪30年代完
全修复，其次是南半球将于21世纪50年代修复以及极
地地区为2060年修复。臭氧层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
受太阳有害紫外线的影响。

减少拉丁美洲的温室气体排放

臭氧评估专家组科学会议的与会者，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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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提供的业务活动和服务
加强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在加强和维护早期预警系统
（EWS）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早期预警系统是在
发生洪水、干旱、风暴、森林大火和其他灾害时的重要
救生工具。各国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有法律和道德
义务，通过发布早期预警来保护其公民和经济。一些风
险可以降低到可以容忍的水平，并且可以采取防灾措施
以减少损害。其他危害无法管理，但可以让人们了解其
可能性及其影响的严重程度。对于大多数威胁，同时存
在正式和非正式预警系统 - 每个系统通常关注一种危害
或一组相似或相关的危害，但这些系统同时是由个人、
业界、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运行。结合在一起，这
些系统可共同提供抵御各种威胁的第一道防线。这就
是为什么WMO将加强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建设作为
其第一项长期目标。

保护人们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清单
气候变化使高影响和极端天气、水和气候事件的频率和
强度成倍增加，从而加剧了现有风险。早期预警的多灾
种方法是建设社区和各国抵御灾害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WMO与国际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网络的广泛合作
伙伴合作发布了一份综合性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清单，
将其作为国际协调活动的一部分，以保护人员和财产
免受灾害性事件的影响。
该清单于2018年世界气象日发布，旨在成为提高抵御
能力的重要实用工具。它侧重于社区一级的参与和教
育、风险评估、健全的观测、监测和预测、以及有效
的预警传播，以便及时采取防备措施，及早采取行动
以及必要时撤离。
该清单意在作为开发早期预警系统发展的参考。这是
2017年5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第一次多灾种早期预
警大会的关键成果。第二次多灾种早期预警大会将由
WMO主办，于2019年在日内瓦举行，会上将讨论使
用该清单的反馈意见。

气候风险和早期预警系统倡议
气候风险和早期预警系统（CREWS）是一项不断发
展的举措，它将世界银行、UNDRR和WMO聚集在一
起，合作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项
目。CREWS秘书处由WMO主办。一些国家为CREWS
提供了资金，2018年12月瑞士加入了该倡议。

指导CREWS的原则包括制订重视性别考虑的计划安
排，例如与布基纳法索的女性农民进行的磋商，以了
解她们所需的农业气象信息以及如何最好地提供这些
信息。作为回应，CREWS通过其研讨会和无线电通告
以及与农业推广人员开展合作，为通常由女性农民种植
的高海拔、肥沃性较差的土地提供特定的种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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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CREWS深化并扩大了其对国家合作伙伴的
支持，以改进其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能力，并加强早
期预警机构之间的机构合作。启动了两个区域项目，
以支持西非和加勒比地区。通过区域性和国家驱动的
倡议，CREWS有助于实现其伙伴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自2015年启动以来，该倡议为
以人为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直接投资了3200万美元,
促进了1.18亿美元的额外协调投资，以保护最脆弱群
体的生命和生计。

风暴潮，英国克利索普斯

© Aaron Coghill
野火，昆士兰林维尔

2018年吕志和 -“促进世人福祉”奖授予
WMO
2018年，WMO荣获吕志和 -“促进世人福
祉”奖，这一年吕志和奖重点关注减少自然
灾害的影响。
吕志和世界文明奖成立于2015年，意在表彰
和奖励全球个人或组织在三个特定领域的杰
出贡献：可持续发展、改善人民福祉、促进
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增强积极的能量。

WMO与香港天文台扩大合作
2018年，WMO与香港天文台（HKO）签署
了一项协议，以扩大合作，特别是对WMO全
球多灾种警报系统（GMAS）提案的支持。
香港天文台迅速采取行动以实施该协议，其
改造灾害性天气信息中心的网站并开始更新
世界天气信息服务网站，而这两个网站都将
成为GMAS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全球系统
旨在加强汇总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NMHS
权威气象和水文警报以及与影响有关的信息
的能力。WMO会员、公众、决策者、国际组
织和人道主义机构将能够查阅GMAS网站上
的彩色编码地图（包括开放和限制访问），
该地图可链接到负责发布这些预警的NMHS
和其他国家警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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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加强其在水资源观测、服务和相关气候科学
方 面 的 作 用 ， WMO与 广 泛 的 国 际 组 织 合 作 ，
于 2018年 5月 召 开 了 首 次 水 文 大 会 。 该 活 动 的
时间恰逢“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
（ 2018-2028年 ） 的 开 始 。 此 次 大 会 期 间 共 有
85个国家的215个水文服务提供方和用户汇聚一堂，
旨在强化知识共享和协调。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要实
现水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减轻灾害风险，则只有着手
解决应对从资料收集到提供有效的水文服务等整个价
值链，从而做出有依据的决定和决策。
2018年，WMO领导层被邀请加入水问题高级别小组。
该小组是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建立，由11位国家元首
组成，其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管理水的方式，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在水文大会前夕，水问
题高级别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让每一滴水都有用”，
报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以应对与水有关的灾害，而自
1990年以来发生的1000次最严重灾害中有90%都是与
水有关的灾害。

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二十五周年
2018年是世界水文循环观测系统（WHYCOS）
二十五周年。在成立之初，WHYCOS的主要
目标之一是解决水文观测网络的恶化问题。25
年后，WHYCOS已提高了水文问题在全球范
围的关注度。在WMO内，WHYCOS已促
进提高了对水文挑战的认识以及对与WMO
任务中其他要素的协同作用的认识，特别是
天气和气候问题。通过数据管理和数据交
换，WHYCOS还有助于提高将WMO作为与水
有关问题的重要参与者来认识，问题方面包括
水文测量以及对与水有关的极端事件的预测。

© Lee Tsz-cheung/WMO

执行理事会在2018年届会期间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水特
别对话，将其作为协调活动的一部分，以加强水文服
务、改进对供水的预测、监测和使用，并解决水太多、
太少或太污染的问题。理事会同意改革本组织的水资
源战略，以应对缺水、洪水和干旱以及无法获得清洁
用水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WMO还正式为“世界水资料倡议”确立了方向，并启
动了首期“水文枢纽”创新征集活动，以寻求业务水文
的解决方法。该倡议将提供10万瑞士法郎的种子基金，
用于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水文枢
纽”创新征集活动是要解决水文监测方面遇到的困难。
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负责运行收集测量数据的观测网络，
这是预报和预警服务的基础。 这些网络非常昂贵，
人们对更具成本效益的产品的需求很高。

养育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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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预报服务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

与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不一样，北极也正在经历前
所未有的变化和变暖，其速度至少是全球其他地区的
两倍。2018年，北极气候问题和监测仍然是WMO的
优先重点。

国家气候服务框架（NFCS）是协调、促进和加强国家
机构、联合国和国际机构之间合作的体制性机制，旨在
改进科学气候服务的联合制作、定制、提供和使用。

“首届泛北极区域气候展望论坛”为2018年夏季提供
了预测，是国际事业的一部分，以期在这一正在经历快
速环境变化的地区，共同改善天气、气候和海冰预报。
此会由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在渥太华主办，WMO
是合办方，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出席了会议。
论坛采用对话形式，听取了世代生活在北极的土著居民
代表的意见。他们分享了对不断变化的条件、他们面临
的挑战以及他们所需的预测和气候服务类型的认识。
2018年10月，WMO还以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了第二届北极科学部长级论坛。会上，科学部长、研
究人员和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北极土著居民汇集一堂。
这次会议以2016年白宫主办的第一届北极科学部长会
议为基础，其主要长期目标是深化国际合作，使各国
能够应对大规模研究性问题并加快发现步伐。

2018年，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办公室发布了《建立国家气
候服务框架的步骤指南》(WMO-No.1206)，以WMO全
部正式语言提供。目前已被WMO会员广泛使用。
NFCS最初只有西非的四个国家 - 布基纳法索、乍得、
马里和塞内加尔 – 开展，在WMO的支持下，已经
扩展到其他地区。中国、德国、瑞士和英国等国家也
开发了NFCS。
2018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与WMO
合作，支持其成员开发NFCS。利用ECOWAS提供的
资金，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多哥进行了全
国协商，并开始制定战略性和明确了成本的NFCS行
动计划。
佛得角和尼日利亚也在开发NFCS。科特迪瓦政府能够
从非洲开发银行获得资金，以支持国家气候服务的发
展。同样，WMO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合作，支持在巴
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沙
特阿拉伯建立NFCS。
世界银行等其他主要参与者正在将NFCS纳入其水文气
象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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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全球健康、环境和气候变化联盟
2018年初，WMO、UNEP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发起了一个全球健康、环境和气候变化联盟。目标是
通过改进天气、气候、大气和水文服务以及改善对诸
如危害性空气质量等环境健康风险的监测和管理来改

善健康结果。该联盟可促进气象部门（负责观测和预
测空气质量）与卫生当局（负责处理人类接触污染物
的影响，这种接触每年可导致约1260万人过早死亡）
之间的密切协调。

空气污染-沉默杀手
空气污染是危害健康的主要环境风险。
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各国就能够降低：
每年，大约

7百万死亡
是因暴露于室外
和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
中风

根据WHO区域分组进行的区域预估：

心脏病

肺癌、以及
包括哮喘在内的
慢性和急性呼吸道疾病

2百多万
东南亚地区

2百多万
西太平洋地区

近1百万
非洲地区

约50万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死亡

约20万
欧洲地区的死亡

30多万
美洲地区

健康所需的清洁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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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WMO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教授和WHO
总干事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博士签署了新的气候、
环境和卫生合作框架。如协议中所述，WMO将集中
精力加强污染观测资料的质量和可用性，提供空气质
量预报和咨询服务，并将健康影响纳入关于气候和气
候变化的关键科学评估。
空气污染每年会使约700万人减寿，而十之有九的人呼
吸着饱受交通、工业、农业或焚烧排放所污染的空气。
为了应对这一重大的健康紧急情势，2018年，WMO与
WHO共同组织召开了首次全球空气污染与健康大会。
此次大会是在新合作框架下开展的首个行动。大会旨
在争取各政府、卫生当局、国际机构以及科学界做出
承诺，采取行动应对空气污染。在这次大会结束时，
所有与会方均承诺到2030年将空气污染致死的人数降
低三分之二。

与能源及航空部门共享信息
面对着全球能源需求日益增长和能源供给方式的巨大
转变，能源行业正日益寻求利用天气、太阳和风来实
现低排放电力。因此，为了预测发电量并维持满足需
求的能力，必需要获取气象信息。新协议的核心是帮
助能源行业更有力和高效地运行。
2018年，WMO与世界能源和气象理事会（WEMC）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在更快捷地向能源行业提
供气候和天气信息及知识。

该《谅解备忘录》还正式确定了双方的合作，以支持可
持续发展目标7：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
持续的现代能源。
除了与能源部门合作之外，WMO航空气象委员会还
与世界各地的WMO会员及国际民航组织（ICAO）
密切合作，支持航空业。
空中交通量每15年翻一番，因此，空中导航需求也在
不断增长。鉴于空中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对更大量
的国家和区域天气服务的需求在上升。2018年7月，
航空气象委员会在其第十六次届会上讨论了保障航空
的气象科技的当前水平和预见的进展，同时还审议了
如何将这些进展快速投入到业务中。
此外，WMO和ICAO强化了其现行的合作，以便在
2018年引入空间天气服务。一年来，应ICAO的要
求，WMO对潜在的空间天气信息提供方进行了九次
实地评估和审核。这些潜在提供方证明了其有能力满足
ICAO关于为国际民航提供新型空间天气信息服务的要
求。目前，指定的提供方正在开展工作，以便在2019
年在全球范围向航空用户提供业务服务。
WMO还就全球飞机气象资料中继（AMDAR）系统的
运行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达成了一项新的工
作安排。AMDAR观测系统于大约30年前投入运行，
现已发展到有40家航空公司及4000多架飞机参与。
作为WMO全球观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AMDAR
使用机载传感器、电脑和通信系统来收集、加工气象
资料，并通过卫星或无线电链路向地面台站传输。

该伙伴关系将确定和提供能源行业所需的各种类型及
格式的气候信息产品，用于全球能源系统的规划、
设计、运行和维护，以应对目前和未来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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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弥补能力差距
日益增多的气候挑战意味着健全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对于保护生命和生计至关
重要。
2018年IPCC特别报告详述了如果升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以上，则预计会对全球天气、
海洋、陆地、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造成重大变化。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是处于气候变化
监测、适应和再适应工作的前沿。
WMO活动的核心目标旨在加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跟踪和响应天气及气候相关新风险的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18年，WMO在世界各地牵头并合作开展各个项目。

国际合作及伙伴关系
全球水文气象契约
经与世界银行及其全球减灾和恢复基金（GFDRR）
协调，3月在WMO总部召开了关于投资于天气、气候
和水文服务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国际会议。来自国家
气象和水文部门、多边开发银行以及融资和技术机构
的8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共同探讨了：
• 如何应对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害对可持续发展造成
的风险；
• 如何突出强调加大有效措施推广的机会
• 如何确定财务机制来支持气象和水文服务并实现现
代化。

与会者表示大力支持建立全球水文气象契约，为
持续和有效投资水文气象和早期预警服务提供保
证 。 借 会 议 之 势 ， WMO和世界银行签署了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以加强和简化其合作，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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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承担创建水文气象发展联盟。该协议概述了
关于会员制作和使用天气、气候及水文信息用于
抗御型发展的能力建设框架。这一伙伴关系标志
着WMO与世界银行之间关系不断发展的里程碑，
是联合国与世界银行5月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
的组成部分。

WMO支持发展伙伴的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
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
届缔约方大会（COP 24）上，WMO和绿色气候基金
（GCF）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大合作力度
并利用WMO在天气、气候和水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提高
GCF所资助的各项活动的效能。因此WMO将担任GCF
及其所认证实体的科技顾问。《谅解备忘录》下的首
个任务是WMO为GCF提供咨询服务，为该基金的气候
理论确立气候科学依据，这将为未来所有GCF投资决策
提供依据。气候理论工作始于2018年末，并在整个2019
年仍将持续。

区域亮点
投资非洲
2018年，WMO加大力度，动员为非洲水文气象服务给予
政治和财务支持，以便促进气候适应及可持续发展。
9月末，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水文
气象论坛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和高级别磋商会，
重点是改进天气预报和早期预警面临的各种挑战和
解决方案以及倡议。根据磋商，签署了所称的《阿
比让宣言》，WMO启动了由气候风险和早期预警系
统（CREWS）倡议资助的西非区域项目。

CREWS西非项目的宗旨是在17个会员国和萨赫勒地区国
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中建立次区域机构开展业务灾害性
天气、洪水和气候预报的能力。该项目将检验和推广用于
农业气象、粮食安全和民防以及缓发灾害（例如干旱）
和突发灾害（例如洪水）的创新型工具和解决方案。
它还将通过在那些参与或打算参与早期预警系统大型投
资的国家（布基纳法索、乍得、科特迪瓦、马里、尼日
尔和多哥）之间建立实践团体，从而促进西非及萨赫勒
各国之间的知识和最佳规范的交流。

© GFDRR/世界银行

《阿比让宣言》承诺，通过更好地利用卫星技术可为
未来带来巨大效益。2021年，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
织（EUMETSAT）将发射Meteosat第三代（MTG）
卫星，将在未来20年显著改善对非洲天气和气候的空

基监测。因此，有必要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加强非洲
的能力，以便顺利过渡至MTG卫星，并加强获取及利
用卫星资料和产品的能力。《阿比让宣言》是区域和
国家机构、WMO及EUMETSAT之间达成的一项原则
性协议，概述了实现这一承诺的未来道路。

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绘制社区洪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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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2018年WMO在非洲开展的若干其它活动的
实例：
• 2017年在维多利亚湖流域启动的旨在改进区域早期预
警系统的三年期HighWAY项目继续与用户沟通互动，
以便了解和满足其具体需求。
• CREWS在马里启动了一个项目，旨在加强多灾种早期
预警系统以及提升抗御能力。
• 10月，WMO旨在加强洪水和干旱管理的沃尔特流域项
目得到了适应基金的大额拨款。该项目将使贝宁、布基
纳法索、科特迪瓦、加纳、马里和多哥等国的国家气象
和水文部门（NMHS）及其它相关当局具备针对降低灾
害风险和气候适应的健全及创新解决方案。项目包括针
对绿色解决方案及性别敏感型参与式方法的能力开发。
• 9月，启动了提高农业气候抗御力倡议。该项目由适应
基金提供资助，并由WMO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及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合作实施。该倡议旨在加
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小农户适应天气变
率和气候变化的能力及建立抗御力的能力。这一为期
三年的项目最终将在区域和地方层面提升非洲之角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
• WMO支持起草佛得角、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毛里塔
尼亚和赞比亚等国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发展计划。

关注美洲的早期预警

预报加勒比地区的登革热爆发
WMO加勒比地区区域气候能力建设计划由美国国际开
发署（USAID）提供资助，由加勒比气象和水文研
究所牵头，2018年，该计划报告指出，目前该地区
已获取了多种早期预警产品来保障身体健康。这些产
品包括利用气候信息预报登革热暴发风险的新型模拟
框架。该模式最初是针对巴巴多斯开发的，已可投入
业务，并推广至加勒比地区的其它国家。因此，这已
使加勒比地区稳步走上正轨，能够开发该地区基于气
候的登革热及其它蚊媒疾病早期预警系统。该计划的
下一阶段将侧重于落实在健康和气候研究方面的初步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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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加勒比地区的水文气象及早期预警服务
WMO与CREWS合作出版了加勒比2017年飓风季 –
基于证据的早期预警系统评估。该研究评估了端到端早
期预警系统的性能，包括其预报准确度、对预警信息的
分发和理解以及加勒比地区早期预警的性别方面等。
基于这一评估以及该地区以前的倡议，2018年11月启
动了一个新项目：加强加勒比地区水文气象和早期预
警服务。该项目得到了WMO、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减少
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的支持，项目旨在制定加
勒比区域早期预警服务战略、加强水文气象和早期预警
服务能力以及在区域战略下开展试点活动。

天气常备型国家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行动

美国国家天气局国际事务处、USAID美国对外灾害
援助办公室、大学大气研究联合会和水文研究中
心与各NMHS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合作，协助会员
从仅侧重于灾害预报准确度过渡到还概述预报的
潜在影响。2018年，在巴巴多斯、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天气常备型国家方法进入了
实施阶段。其目标包括制作局地尺度、相关的、
基于影响的预报，并可将其制作成准确、及时和易理
解的天气、水和气候信息，进而可便捷地纳入到决策
过程。

2018年9月，在新加坡新设的WMO亚洲及西南太平
洋区域办公室启动运行，其旨在力求促进灾害方面的
协调工作，包括极端天气和空气污染，以及旨在加强
为快速发展的经济部门（例如空中和海上运输）的气
象服务。
该举措是WMO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其区
域存在、强化区域合作与协调以提升对气候变化的抗
御力和适应性。区域办公室旨在促进对所在区域会员
的服务，并深化与发展伙伴的关系。目前的WMO西
亚办公室（巴林）和西南太平洋办公室（萨摩亚）
将向新加坡的团队汇报。

支持安第斯山脉的气候服务
安第斯山脉决策气候服务（Climandes项目）第二阶
段于2018年末结束。瑞士发展与合作署资助的涉及秘鲁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和瑞士气象局的结对项目显著提升
了秘鲁开发农业气候服务的能力。该项目明确展现出气
候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根据对该项目所做的非常积极
的外部评估，WMO正与瑞士气象局合作开发新的区域
项目，提升Climandes的效益。

中亚水文气象现代化项目
WMO继续支持世界银行的中亚水文气象现代化项目，
目前已在监测网络现代化、完善预报设施和技能以及
实现区域信息共享等方面投入了2800万美元。该项
目提供了尖端的技术设备 – 例如现代化的工作站、
自动观测网、获取卫星资料以及数值天气预报工具 –
并由GFDRR和WMO等多个伙伴为参与机构提供专业
培训。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气象支持

© Marlene Dapozzo Moali/WMO

2018年，WMO和中国气象局设立了信托基金，以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合作。该信托基金将促进落实
2017年所签署的协议，推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气
象支持。这包括在减少灾害风险以及提升区域灾害监
测、预报和早期预警能力、气候服务、综合观测、研
究和能力开发等方面的工作。

知识共享：来自库斯科的教师Mauro Zamalloa和Fortunato Puma，与气
象学家Tania Ita和Kris Correa（Climandes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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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东南亚的农民和农业综合企业

开发瓦努阿图气候信息服务

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已开始与WMO和
越南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合作开展关于保护东南亚农民
和农业综合企业免受与气候变化和变率有关的灾害的
项目。该项目由德国政府国际气候倡议（IKI）资助
1200万美元，项目包含季节气候预报和创新保险解决
方案，以管理短期和长期气候风险。这项为期四年的
国际援助项目将协助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缅甸和越南等国相关政府制定国家和区域适应及风险
管理战略。

该项目由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秘书处牵头，力求提
升决策者、社区和个人防备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
能力。该项目旨在通过收集和分发定制的气候信息和
服务，加强对气候变化的抗御力，侧重于农业、水业、
旅游业、基础设施和渔业。

加强太平洋地区水文气象和早期预警服务
该项目由CREWS牵头，主要目标是加强斐济楠迪区域
专业气象中心的能力，以支持其它太平洋岛屿国家，
并提升太平洋岛屿国家和领地的国家水文气象机构提
供基于影响的极端天气事件预报能力。
2018年，该项目侧重于开发人力资源、技术和制度安
排，以支持早期预警，包括针对灾害性及高影响水文
气象事件的基于社区的早期预警系统。

太平洋气候和海洋支持计划
该计划由澳大利亚政府提供资助，可向太平洋岛屿国家
提供基本气候信息服务，以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和气
候相关灾害。该计划的第二阶段始于2018年7月，将侧
重于太平洋海平面及大地监测、环境气候资料、季节预
测以及协调和沟通。
2018年亚太地区能力开发活动的更多实例：
• WMO、UN环境规划署、联合国西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UNESCWA）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与设在巴塞罗那
（西班牙）的WMO SDS区域中心合作，于2月份召开
了沙尘暴培训研讨会。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气和气候早期预警系统

• 灾害性天气预报示范项目（SWFDP）东南亚区域子项
目在越南河内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研讨会，以提高预报
员的分析技能。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CREWS力求改进干旱监测和早期
预警，以支持在农业、灾害管理、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
做出更好的决策。11月，WMO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
了实施该项目的协议书。

• 6月，WMO在新德里举办了山洪指南系统师资培训研
讨会，以评估预报员作为未来师资的能力。
• 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降低灾害风险示范项目（SWFDDP）
南太平洋区域子项目管理组于7月召开了会议，以审议
各项行动，确保向第四阶段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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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印度尼西亚的海岸带洪水预报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正在推进将海岸带洪水预报纳入其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印度尼西
亚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成功地为面临严重和持续洪水挑战的雅加达和三宝垄市建立起洪水预报和
预警能力。
这一为期五年的示范阶段将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海岸带洪水预报系统，预计在2019年投入业务。希望将
改进对最终用户的早期预警分发，并将预报系统扩大至覆盖雅加达和三宝垄市以外地区。同时还将考虑
到将该系统与海啸预警能力相结合，从而实现全面的端到端海岸带洪水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印度尼西亚的海岸线有99000多公里：长度位列世界第三。印度尼西亚位于三个构造活动板块之间，
地处太平洋火环带之内，因而面临着许多自然灾害，承受着毁灭性的影响。由于有极端天气和满潮以及
地震引发海啸，因此，海岸带洪水是一个重大风险，2018年再次大发，导致了悲剧性结果。
海岸带洪水预报示范项目已证明在组织印度尼西亚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水文和海洋各界的利益
攸关方等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该示范项目展示了预报和预警系统如何能够为雅加达和三宝垄市的
沿海人口带来巨大效益以及如何能够支持《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这个项目是预报提供方从最开始便与最终用户界以及与国际专家密切合作，共同开发预报系统的一个
典范。这种做法使印度尼西亚对该项目产生了真正的认同感，并可支持海岸带洪水预报系统的可持续性
和进一步加强，”项目指导组联合组长Val Swail表示。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海岸的港口城市-三宝垄的卫星照片，显示出易受沿海洪水影响的区域（哥白尼哨兵资料（2018年），由欧洲航天局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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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迎来新型、改进型水文气象服务
阿富汗民航局局长、WMO常任代表Mahmood Shah Habibi表示，世界气象组织牵头在阿富汗建立有
效水文气象服务的项目，因其可带来更好的早期预警和易懂、准确的天气预报，因而“取得了超乎想象
的进展”。
Habibi先生强调，阿富汗极易受到天气和水相关灾害的影响，平均每年有1000人丧生、20多万人需再谋
生计。
在世界银行和WMO联合主办的南亚水文气象论坛（2018年9月18-20日）上，Habibi先生说“气候变化
使山洪、洪水和滑坡的发生更为频繁。干旱的严重程度对生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极端天气的危险
性逐年加大”。
Habibi先生回忆称，“多年的战争阻碍了我们的发展，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机会；我们失去了与气象和水
文界的联系，也无法及时向人们发出预警并采取行动拯救生命和生计”。
然而，三年前，在USAID的资助下并在土耳其国家气象局的支持下，WMO启动了一项计划，以便在在
阿富汗气象局下建立有效的水文气象服务，提供端到端早期预警。
目前，阿富汗拥有一个自动观测网，可为阿富汗人民及世界提供天气信息。气象部门可制作天气预报并
可通过门户网站、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广播和电视为阿富汗人民提供早期预警。
通过与土耳其气象局签署的结对协议，培训了技术熟练的工作人员，负责提供基本服务并维护业务和设
备运行，从而保持这一势头。重点工作一直是性别平衡和培训女性。
新实施的山洪指南系统提高了对山洪和强降水早期预警的能力。
作为这些工作的延续，世界银行正与WMO及阿富汗国家水文和气象部门一道制定水文气象现代化路线
图。通过该图将设计该国未来的天气、水和气候服务，而阿富汗已请WMO落实该路线图。

LEGEND
Flash flood
Heavy rain
Heavy rain with snow
Extreme temp.
Heavy snow
High wind
No severe weather
Beware
Be prepared
Take action
Prepared by the AFGHANIST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阿富汗气象部门用英语、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发布的警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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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东南欧共享信息和资源
2014年，庞大的风暴系统给东南欧带来了历史性
的洪水，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造成20多亿美
元的损失，而且使塞尔维亚经济萎缩近1%。两年后的
2016年8月，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发生的雷暴仅在
几小时内便使降水量达到每平方米93升，在首都斯科
普里引发了山洪，造成至少21人死亡。
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正在共同努力促进跨境信息交换，
并通过东南欧多灾种早期预警咨询系统，加强区域早
期预警系统。2016年，在WMO的支持下，在USAID
的资助下，建立了该全区域系统。2018年2月，在世界
银行通过GFDRR的资助下，该项目的第二阶段启动，
重点放在为该区域开发试点业务水文模拟系统。

发展和保持核心能力及专业知识

在埃及、马达加斯加和菲律宾已开展了RTC评估。
评审包括以既定标准为依据的培训质量、课程影响、
参与人数以及年内开办的培训课程数量。

领导力与管理开发
9月，WMO与新加坡气象局合作举办了为期五天的领
导力与管理强化班。有二十名来自亚洲和南太平洋的
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该班内容有领导职能，包括政策
规划、经济学、绩效管理和沟通等。
2018年，WMO为布隆迪、伊拉克、莫桑比克、尼日
利亚、北马其顿和突尼斯的管理者开办熟悉情况班，
继续加强新就职常任代表的管理能力。

2018年颁发的奖学金
WMO向来自37个发展中国家的53名新学员颁发了教
育培训奖学金；69名学员完成了其培训。

专业出众可改进服务
2018年，WMO教育培训倡议继续确保当代及下一
代具备知识和技能来应对气象、水文和气候以及管理
和领导力等方面的当前及新兴挑战。WMO设定了培
训标准，提供了学习机会并监督课程的效能，以确保
最高水平的专业学习。

培训简介

WMO启动了对WMO气象工作者和气象技术人员基本
教学课程的全球评审工作，将其作为持续保持质量和
培训标准的一部分。此外，40个WMO区域培训中心
（RTC）及其它培训伙伴的继续专业教育课程受益于
WMO的支持。

区域培训中心为3480名国际学员提供了266个短期、149
个长期以及124个远程学习班，学员中有1344人为女性。

WMO协调制定了预报员、航空气象人员、WMO信
息系统用户、海洋气象人员以及气候服务人员的能力
框架。

2018年，有67个国家的122名人员获得资助参加了由
RTC及其它伙伴在六个WMO区域举办的29个培训班。
学员中有三十六人为女性。

11个拉丁美洲国家的14名专家参加了由WMO和西班
牙气象局（AEMET）联合举办的在线专业培训课程。
该课程是基于WMO气象工作者基本教学课程。
15个会员国的65名国家教员参加了WMO在线师资培
训专业课程，19名师资中有10人以前参加过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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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WMO治理、预算和人员配置
WMO治理
自2015年举办的上次世界气象大会（Cg-17）以来，
WMO执行理事会（EC）一直在酝酿新的治理结构，
拟遵循从资料获取和加工到预报和预测、以及向会员提
供服务的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过程，同时并不忽视研
究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新的治理结构旨在提升效能和
效率，并使会员和专家更好地参与整个过程。

2018年，WMO大步推进组成机构改革，执行理事会
在其第七十次届会上建立了两个新机构，并建议在
2019年6月举行的世界气象大会（Cg-18）上通过新
的治理结构。我们鼓励读者访问WMO治理改革网页
了解更多信息。

大会

技术协调委员会
系

统

气

期

早

统

报

系

协会

科学

研究理事会

拟议的WMO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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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和水服
务及应用委员会

会员

减缓和适应

无

缝

预

报

可持续发展

观测、基础设施和
信息系统委员会

区域

决

息

信

策

服务

基础
设施

测

警

政策咨询委员会

气候

监

天

减少灾害风险

球

科学咨询专家组

水

地

执行理事会

预算、人员配置和结构
按预期结果分列的2018年WMO常规预算（单位：瑞士法郎）
预期结果

共计

1.

改进了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

7 596 000

2

减少了灾害风险

2 455 800

3.

改进了资料加工、模拟和预报

6 716 200

4.

改进了观测和资料交换

5.

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

6.

加强了能力发展

11 130 100

7.

加强了伙伴关系

4 289 400

8.

提高了效率和效果

17 200 100

2018年常规预算总额

65 996 700

11 043 100
5 566 100

（按预期结果划拨的行政管理费：12 378 100）

注：这八个预期结果列入了2015年5月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批准的《WMO 2016-2019年战略计划》（WMO-No. 1161）。
该计划还确定了七个战略优先重点：降低灾害风险、全球气候服务框架、WMO全球综合观测系统、航空气象服务、极地和高山
地区、能力开发以及改进WMO治理。
只有会员及合作伙伴以实物和自愿捐款的形式提供更多的支持，才有可能强化落实WMO预期结果和战略优先重点。

秘书处人员配置表（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计

男性

女性

3

2

1

执行管理层

189

115

74

专业类人员及以上

96

23

73

总务类人员

288

140

148

总计

性别平衡
2012年至2017年实施的联合国系统性别平等和女性
赋权（GEEW）行动计划（UN-SWAP）第一阶段
涵盖66个联合国实体（94%），每年报告有关进展
情况。该框架对每个绩效指标采用从“不适用”到
“超额完成要求”的五分评级制。这样做可以对进展

情况进行统一界定、逐步衡量并按照所期望的方式
加以阐述。
2018年11月WMO收到了最新的UN-SWAP报告，情况令
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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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UN-SWAP 报告结果: 2016–2017
概要

按绩效指标评分(2017)

• 2016年至2017年期间，WMO保
持了整体强劲表现，略微增加了
被评为“达到”和“超出”要求
的指标数量，从2016年的10个指
标上升到2017年的11个指标

WMO (2017)：按业绩指标分配实体的评分
PI 1: 政策/计划
PI 2: 绩效管理
PI 3: 战略规划
PI 4: 监测/报告

• 评估指标从“不适用”提高到
了“超出”要求。
• WMO在政策/计划、组织文化、
和能力发展等领域保持了优异
表现。

PI 5: 评估
PI 6: 审计
PI 7: 计划审查
PI 8: 资源跟踪
PI 9: 资源分配
PI 10: 性别架构/平等
PI 11: 组织文化
PI 12: 能力评估
PI 13: 能力发展
PI 14: 知识生成/沟通
PI 15: 连贯性
不适用

缺失

接近

达到

超过

绩效方面的收获
超出

2017

PI 5: 评估

2016

WMO在评估领域的绩效有所提升，
从“不适用”上升到了“超出”
要求。
WMO略微增加了被评为“达到”和
“超出”要求的指标数量，从2016年
的10个指标上升到2017年的11个指标。

不适用

关键领域的进展
联合国妇女署祝贺WMO将“年度
性别平等推动者奖”制度化，以表
彰为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GEEW）做出重大贡献的工作
人员。
来源：联合国妇女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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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署很高兴地确认WMO
将应对无意识偏见作为一个组织文
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列为其优先事
项。

联合国妇女署赞扬WMO通过将性别
考虑因素充分纳入2017年灾害风险
计划评估的所有阶段，加强对实现
与性别相关任务的监督。

对比分析（按实体类型和年度）
综合表现
达到/超过评分（2017）

73% WMO

• 值得赞扬的是，WMO达到或超过
的指标占73％，而技术实体和整个
联合国系统报告的这一比例为42％
和64％。

64%联合国系统
42%技术重点

WMO（2017）：对比分析
5%

7%

13%
27%

27%

24%

22%

23%

29%
46%

Not Applicable
不适用

40%

31%

WMO

技术重点
Missing
缺失

整个UN系统

Approaches
接近

对全部绩效指标的评级：
2012-2017

6%

• WMO在降低被评为“缺失”要求
的指标的百分比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从2012年的53％降到2017年
的0％。相比之下，2017年技术实
体整体缺失要求的指标为22％。

Meets
达到

2012

Exceeds
超出

73%

27%

2017

WMO从2012年所有指标“达到”或
“超过”占27％，变为2017年的73％，
显着增加了46个百分点。

WMO: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tings by year
WMO年度评分的对比分析
总体评分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otal ratings
7%

7% 7%

7% 7%
13%

20%
53%
20%

2012
Not Applicable

27%

27%
32%

2013
Missing
不适用

7%

7%
13%

20%

27%

27%

33%
46%

2014
Approaches requirements
缺失
接近要求

47%

46%

2015

2016

27%

27%

46%

2017

Meets
requirements 超出要求
Exceeds requirements
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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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0–2023年重点

战略目标

长期目的

核心价值

总体重点

2030年愿景

• 能够获取和使用数
值分析和预报产品

• 地球系统观测资料
和产品的获取、交
换和管理

• 优化对资料的获取

• 加强国家多灾种早
期预警系统

• 扩大提供支持政策
和决策的气候、水
和天气服务

强化地球系统观测与
预测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需求

2 系统

• 推进与政策相关的
科学

• 强化科学至服务价
值链，以提高预测
能力

• 增进对地球系统的
科学认知

推进有针对性的研究

3 科学

包容性和多样性

天气、气候、水文和相关环境服务的
社会经济价值

• 扩大伙伴关系

• 发展和保持核心竞争
力和专长

• 使发展中国家有能力
提供和使用基本的
天气、气候、水文及
相关环境服务

缩小能力差距

• 促进平等、有效和包
容性参与

• 精简 WMO 计划

• 优化 WMO组成机
构结构

结构和计划的战略
调整

4 对会员的支持 5 智慧型组织

协作和伙伴关系

结果问责制和透明度

1 服务

气候智能式决策以建设抗御和适应气
候风险的能力

防备并减少水文气象极端事件造
成的损失

到2030年，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最脆弱的国家，能够更好地适应极端天气、气候、
水和其他环境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并有能力通过最好的天气、气候和水服务，促进可持续发展

WMO 2020–2030年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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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科学

对会员的支持

智慧型组织

2

3

4

5

EC-70向大会提交的新科学机构建议（非政府间）

EC-70向大会提交的建议（政府间）

由EC-70建立

战略性更强、增强型服务、最佳支持

区域协会

研究理事会

基础设施委员会

服务委员会

GLOBAL
LEAD/REGIONAL EXPERTISE
全球领导/区域专业知识

WMO组成机构改革旨在使其成为智慧型组织，使其治理和工作结构与WMO 2020-2030年战略计划相对接。

服务

1

Long-term
goals
长期目标

STRATEGIC
PLAN
战略计划

机构间协调机制

科学咨询专家组

技术协调委员会

政策咨询委员会

EXECUTIVE
COUNCIL
执行理事会
Policy, coordination,
政策、协调、整合、前瞻
integration, foresight

ALIGNMENT
OF WMO STRUCTURE
WMO结构的一致性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联系:

世界气象组织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 P.O. Box 2300 – CH 1211 Geneva 2 – Switzerland

沟通与公共事务办公室
电话: +41 (0) 22 730 83 14/15 – 传真: +41 (0) 22 730 80 27
电子邮件: cpa@wmo.int

JN 181843

public.wm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