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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是具重大意义的国际论坛，旨在讨论如何平等地赋权女性
和男性，从而通过提供和使用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建立起更安全、更强大和更具抗
御能力的社会。此次大会阐述了世界气象组织(WMO)及其伙伴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通过后二十年来的落实情况进行审议所做出的贡献。此次大会还提出了若干建议，以便充实
材料，用于制定2015年后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和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GFCS)。
此次大会是世界气象组织(WMO)组织召开的第三次此类会议；此前是WMO女性气象和
水文工作者会议(1997年)以及WMO女性气象和水文工作者大会(2007年)。此次举行的第三
次会议是由联合国系统的一些组织(UNESCO、FAO、UN妇女署、UNISDR、WHO)、世界银
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以及WMO会员等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此，我要感谢国际指导委
员会各成员所给予的巨大支持。同时，我还要感谢WMO各会员、UN伙伴机构和世界银行为
此次会议提供财政支持，并感谢所有与会者所做出的贡献。正是这些众多利益攸关方的共同
努力和奉献，才使得此次大会极为成功。
显然，为了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天气极端事件的影响给世界带来的日
益严峻的发展挑战，我们有必要充分了解女性和男性的需求，并充分利用其能力，促进我们了
解天气和气候以及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在三天的会期中，来自93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的
男、女专家与会者帮助推动了此项工作。他们分析了在制定和提供天气及气候服务过程中有
哪些性别因素及其重要性、在各类天气和气候敏感领域(从减轻灾害风险到公共卫生、从水
资源管理到农业及粮食安全)如何促进并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此次大会提交了一份《声明》，就关键优先重点领域提出了一些实质性建议，我相信这将
指导未来行动，促进性别平等并建立天气和气候抗御能力。这些建议支持利用充分的战略、
结构和投资支持女性参与开发、制作和分发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通过教育、培
训和职业发展，来加强女性的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为此，此次大会就如何加强女性从事天
气、气候和水等领域的职业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分析。大会还将WMO的气象和水文工作者与社
会各天气和气候敏感行业的专家和专业人员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相信在未来若干年将会构
建起富有成效的专业网络。
我要代表WMO感谢大会所有与会者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所有伙伴和支持者为落实这些
建议所做的承诺。为了呼应联合国秘书长致此次大会的贺电，与会者带来了他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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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和决心，为所有女性和女童、男性和男童争取可持续的未来”。我确信此次大会已帮助我
们朝着这一未来迈出了重要一步。

米歇尔•雅罗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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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致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的贺电
2014年11月5日
我很高兴向出席此次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的所有与会者致以问候。
鉴于目前在努力制定2015年远大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此次会议尤为及时。明年还是《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获得通过20年。
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日益加大。洪水、干旱和气旋给全世界亿万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
胁，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生存。妇女和女孩对这些风险尤为脆弱，但她们也最有能力
成为社区抗灾力的支持者。
此次大会的议程反映出，各位共同承诺使妇女成为气候减缓和适应的核心 – 并更好地定制气候
信息。大会议程还进一步提出要制定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切实行动的指南。
我感谢各位关注妇女从事天气、气候和水等领域的职业。在教育、科学和技术专业及政策制定等
方面尚有显著的性别差距有待弥补。
我同样将此次大会视为对9月份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气候峰会上所提问题和所商定行动的一个具
体响应。WMO牵头下组织此次大会的六个联合国实体是一个杰出的例证，能够说明联合国如何与政
府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一体行动。
我相信，齐聚在日内瓦的发言人和与会者拥有想象力、创造力和决心，为所有女性和女童、男性和
男童争取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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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起方
中国气象局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FAO)

芬兰: 芬兰气象局
(FMI)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希腊

挪威：外交部

瑞士再保险公司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
文化组织(UNESCO)

南非：环境事务部
联合国减灾办公室
(UNISDR)
瑞士联邦：瑞士气象
局

英国：英国气象局

坦桑尼亚：坦桑尼亚
气象局

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
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
赋权实体)

世界银行

世界卫生组织(WHO)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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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文件是开创性的国际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会议录报告，此次大会于2014年11月5-7
日在日内瓦召开。本文件也可作为工具箱，协助解决在天气和气候服务领域的性别问题和妇女赋权：
本文件可提供关于性别在该领域重要性的信息以及参与方如何最有效地处理性别事宜等信息。

在寻求应对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过程中，性别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相互作用是重要的焦点
领域。社会众多行业都是天气和气候敏感型行业，包括减轻灾害风险、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以及农
业和粮食安全。在这些行业中，管理者和社会各界都需要当前天气以及未来长期气候的可靠的用户友
好型天气和气候信息，以便了解当前如何应对以及未来如何计划。

要使天气和气候信息服务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女性和男性。在众多社会
中，由于社会角色和局限及身体差异，女性和男性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天气和气候对他们的影响也
有差异，同时他们可提供、获取和使用的天气及气候信息也不同。为此，需要以性别敏感的方式设计
和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妇女在天气、水和气候科学领域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目前气象和水文领
域的专业人员中女性仅占三分之一，因此还要付出更多努力，促进这些职业中的性别平衡。妇女在这
些领域的权力将赋权全人类。

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对制定关于促进将性别和天气及气候服务纳入联合国各机构、
民间社会、区域和地方当局及私营行业工作中的建议提供了指导。此次大会还提出了若干战略，旨在
使妇女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在国家和国际上充满活力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的职
业。此外，大会的建议中提出了对关键国际进程的具体贡献：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后
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以及最终加快实施《北京行动纲
要》。

鉴于各行业均有其自身的具体挑战，此次大会确定了一些相重合的有待解决的性别问题。与会者
在最终《大会声明》的七个总体建议中论及了这些问题，
下见第13-16页。该《声明》还包含针对减轻灾
害风险、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和农业及粮食安全等大会重点领域提出的具体建议。

除了概述大会会议录外，本报告提供了来自有关性别如何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相互作用等方面的
大量实例。报告还包括大量推荐的机制和良好规范，用于将性别和赋权妇女纳入各项目、计划和法律
及政策框架。详情可查阅文件正文以及工具箱(参见82页)。

10

在大会后续行动中，WMO及其伙伴承诺采取具体行动，促进将性别纳入天气、水和气候服务中，
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进展。WMO及其伙伴进一步承诺要将性别问题更好地纳入其工作中、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的工作中以及所有相关团体和社区的工作中。它们还决定大力推动投资，以满足天气和气候
服务领域中针对性别的需求。所有这些行动将有助于在目前和未来建立更安全、更强大和更可持续的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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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
普遍可及|赋权女性
2014年11月5–7日，瑞士日内瓦

大会声明
我们，作为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的与会者；
应世界气象组织及其伙伴1的邀请，根据我们作为利益攸关方的各自职责和责任，参加了在瑞士日内
瓦召开的大会，以在各个领域商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原则，包括水文气象、气候变化、减轻灾害
风险、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领域；
寻求致力于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平与安全、有效气候行动、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并增强抗御
力、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改进卫生健康和改善福祉、消除贫困并增进和共享繁荣、环境公平、性
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等更大的目标，从而影响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童的生活；
忆及到在曼谷召开的第一次WMO女性气象和水文工作者会议(1997)以及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
WMO女性气象和水文学工作者大会(2003)的成果和建议；
注意到《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中承诺赋权所有女性，以实现男女平等，以此作为和平、以人为本的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和根本前提；
了解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关于性别敏感型气候政策的决定、推进性别平等的
决定以及促进女性参与谈判和参与为讨论气候行动而建立的技术机构；
注意到《兵库行动框架》承诺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计划和决策过程；
进一步注意到承诺着手落实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零饥饿挑战”运动，旨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粮食
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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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UN妇女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减
灾险办公室(UNISDR)、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

旨在促进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后减轻灾害风险框架、联合国2015年气候变化协议及
其它未来气候行动，以及加快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确认天气和气候服务可为气候敏感型社会和经济部门，尤其是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水安全、
运输、能源、减轻灾害风险、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提供极为重要的支持；
考虑到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其愿景是通过开发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预测，并将其纳入全球、区域和
国家层面的规划、政策和规范，从而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风险以及适应气候变化；
确认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性别与气候论坛关于天气和气候的影响有性别差异的结论，并认
识到根据性别、年龄、种族、文化、收入、电信服务的可及性、残疾和地点等社会因素的不同，天气和
气候信息的获取和使用也有所不同；
注意到由于妇女，包括土著妇女，具有天气和气候方面的宝贵知识，并且是提高国家和社会抗灾能力
的强大资源，因此，赋予她们在制作和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并平衡其代表性可以提高天气和气候服务
的有效性；
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尤其需要能力发展，以获取并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原住民和土著妇女尤其
会经常面临多种且过大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及有限的气候和天气服务；以及各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和男
性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获取和掌控现有的天气和气候信息服务；
寻求推进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分析，以便能够提供针对性产品，促进有效的投资决策、风险
分析、规划工作以及有效的计划、项目和政策制定，从而帮助减少贫困并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
展；
特此提出具体建议，以促进将性别和天气及气候服务纳入联合国各机构、民间社会、区域、国家和地
方主管部门，包括灾害管理部门以及私营部门的工作中，并力争在我们的现行活动中进一步完善这些
建议。
我们，大会的与会者，在此呼吁国际、区域、国家和社区层面的所有伙伴采取必要措施，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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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进研究、宣传和培训，包括通过系统收集和使用按性别和年龄分类的数据并通过开展性别分
析，以及通过制定和使用性别敏感指标来监督对服务的获取和使用，提高对天气和气候针对性别的
影响的认识以及提高对减轻灾害风险、水资源管理、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天气和气候
服务性别维度的认识；
从战略和结构上促进女性及男性参与开发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水文和气候服务，包括提升女性
的知识和技能；
制作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确保服务提供方和相关部门以及气候敏感行业的女性和
男性利益攸关方，在一定范围、以某种形式并利用使女性和男性用户易懂和有效的语言积极参与，尤
其是在早期预警系统，并与天气和气候敏感型行业密切合作，必要时提供针对女性的天气和气候服
务；
加强气候敏感行业中的女性和男性作为服务提供方、相关部门和最终用户的能力，通过技术和宣传
教育、培训和职业发展，包括性别培训，促进有效制作、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
增加对基于性别的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投资，以减少该领域内的性别差距，并提供更好的性别敏感型
服务以及支持女性在这些服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作用；
通过在教育机构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战略以及在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世界气象组织及其它伙伴和
利益攸关方等机构聘用、留用和晋升女性，扩大女性参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尤其是参
与气象和水文领域；
促进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重要组织、区域、国家(对NMHS具有关键作用)和地方参与者之间的计划
和倡议的合作及整合，以使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信息能够系统地纳入到利益攸关方、地方和国家
政府及区域委员会以及国际组织和会议承办的活动、网络、计划和方案中。
我们同意在减轻灾害风险、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领域以及天气、水和科学领域
女性和职业等方面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参见本《声明》后的附录；
我们，大会的与会者，特此：
承诺在我们的机构和网络中落实这些建议；
提请FAO、IUCN、UN妇女署、UNESCO、UNISDR、WHO和WMO及各伙伴以及其它UN机构和计
划，采取行动，贯彻落实这些建议；并采取行动，例如必要时制定具体目标及政策、业务指南和监测及
评估，以便能够推进落实这些建议并衡量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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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秘书长减轻灾害风险特别代表使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声明能够引起在日本仙台举行的
第三次UN世界减轻灾害风险大会的关注，尤其是在关于调动妇女在减轻灾害风险领域领导力的部长
级圆桌会议期间；
提请UN妇女署执行理事使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声明能够引起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次
届会的关注；
提请UNFCCC执行秘书使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声明能够引起在秘鲁利马举行的COP-20
的关注；
提请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报告和声明，以引起WMO各组成机构、
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和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以及相关的UN及其它组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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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声明附录
2014年11月5-7日召开的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针对行业的建议
I.

减轻灾害风险
1.	 投资于NMHS(提供方)，以提供更具性别敏感的服务并推广良好做法。
2.	 制定积极的行动措施，吸引和留住从事地球科学的女性员工(课程、目标等)。
3.	 提高服务提供行业将定制的天气和气候信息用于各级(从决策者到社区成员)做出有依据
的决策的能力。
4.	 通过利益攸关方平台与性别平等机构和妇女各级DRR组织加强伙伴关系(了解并借助支
持者、2015年后气候变化、DRR和SDG框架等)。
5.	 编写和分发妇女利用当地知识应对灾害的案例研究。
6.	 促进收集和使用以性别分类DRR资料，以便为设计针对性的干预提供依据。

II.

公共卫生
1.	 促进并鼓励开展涉及气候变化、健康和性别的跨学科研究，以便有足够的信息为政策提
供充分依据。
–

政策制定需要以证据为驱动。

–

罕有研究将气候变化、健康和性别等因素与政策制定相联系。

–

通常没有社区层面的性别分类资料。

2.	 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我们完善信息和沟通机制，从而最终改进决
策。
–

了解如何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

–

更好地了解人们如何评估风险。

–

做出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发布可保护个人和家庭健康的具体行为。

–

复杂问题：性别和多样化仅是这一更大难题的组成部分。

3.	 制定沟通战略，旨在认识获取天气和气候信息方面针对性别的潜在技术和文化障碍。
–

性别等因素通常会影响通信技术的获取。

–

侧重于妇女使用和熟悉的沟通路径。

4.	 提高关于推动低碳经济和社会具有改善公共健康(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效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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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与病媒疾病等更多灾害之间的密切联系。

–

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

–

不可持续的传播系统。

–

营养不良。

5.	 鼓励NMHS与卫生界建立联系，使卫生、天气和气候专家携手开展联合培训、业务合作及
其他倡议。
–

对卫生专业人员进行气候资料的使用培训。

–

根据卫生界的需求对气候专家进行培训。

–

同地设立气候观测站与卫生监控站。

–

使女性卫生人员参与。

–

通过卫生系统开展工作会自动将性别焦点带入信息传播。

–

还在相关方面与动物健康专家建立联系。

6.	 鼓励NMHS制定教育和宣传计划，尤其侧重于对女童和妇女的科学教育。

III.

–

促进社区对科学的认识。

–

制定在校课程，尤其是女子学校。

–

确保培训计划深入农村社区，而不仅是城市地区。

水资源管理
1.	 针对各层面的干预措施，从儿童到青年到成年(所有身份)。
2.	 通过提高性别意识，使高层人士能够发挥影响力。
3.	 按UN-水机制世界水资源评估方案的做法汇编性别分类指标。
4.	 针对风险最大的群体 – 贫困和弱势群体 – 并了解其观点和需求。
5.	 在不同利益攸关方和不同(特别是现有的)项目之间发展伙伴关系并促进协调。
6.	 通过最适当的通信方式(例如会议、电视、广播和信息图表)分发信息，使信息简单明了。
7.	 确保信息为定制(以当地语言) - 这是必要的且可接受。
8.	 将当地知识与科学认知相结合 – 建立信任。
9.	 为学校提供具备亲身实践接触水和天气的设施(例如一个天气台站)、参观和职业讲座。
10.	强调科学事业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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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立并维护水行业的年轻女性网络。
12.	在同等资质候选人的聘用和晋升方面实现逆向歧视 – 尽管这仅是开始。
13.	为身为父母者提供带薪家事假。
14.	通过性别视角审视所有的政策和计划。
IV.

农业和粮食安全
1.	 认可妇女在各地区农业领域所开展的具体活动。
2.	 听取农民的意见、将信息本地化并利用现有网络(倾听、本地化和利用)。
3.	 促进针对实施的研究(行动研究)。
4.	 在发布天气和气候信息时考虑最终用户的具体需求，并确保所有农民可获取正确的信
息。
5.	 为每位农民(男性、妇女、最脆弱群体)提供用于决策所需的简单产品和信息，其中包括各
类来源的信息，例如作物模型、水和卫生问题。
6.	 确保获得用户关于气候和天气信息质量或特点的反馈，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适应的反
馈。
7.	 制定并实施具体计划来弥补农村女性在教育、技术获取以及决策方案方面存在的差距。
8.	 更好地使用合作社、农业推广服务、社区以及示范户等网络分发天气和气候信息。
9.	 提高NMHS针对农民及其它粮食生产团体提供的服务和信息数量及质量。
10.	将性别因素纳入天气和气候服务计划，并将性别因素作为高级优先重点。

V.

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
1.	 集国家和国际的努力，在各职业层面促进和支持女性科学工作者。
2.	 在WMO及其组成机构和会员以及负责规划和运作此次大会的其它组织内促进和推广社
会性别主流化行动和目标。
3.	 言行一致。
4.	 提升天气、水和气候科学领域职业的知名度及其对女性和男性的吸引力。强调气象、水文
和气候科学的职业多样化，以及许多国家需要提高薪金及改善工作环境。
5.	 加强教师教育的性别意识，尤其是理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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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性别敏感性置入天气和气候服务。敏感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等到有更多妇女
进入科学界才开始。
7.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强化和推广针对女性的现行辅导、实习和奖学金计划。
8.	 制定并提供注重背景的培训计划，以支持性别敏感型服务，从而满足不同角色(用户到开
发方)、不同地区、文化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女性的需求。
9.	 寻找并宣传榜样的作用，以提升天气、水和气候科学职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10.	出版并推广此次大会会议记录，并在评审现有出版物时使用该材料 – 例如，可以是以性别
问题为主的《WMO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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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年前，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这是一个颇具远见
的妇女权益和赋权路线图。此后许多目标已经实现，但更多的尚待努力。鉴于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政
治和社会-经济形势在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地球的气候也是如此。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粮
食和水不安全等挑战加剧了不平等和脆弱性，对妇女和女孩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联合国系统决定加大努力，实现性别平等、赋权妇女，并建立气候抗御型社会。为此，世界气象组
织(WMO)及其伙伴于2014年11月5-7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其主题
为“普遍可及：赋权妇女”。来自93个国家的280多人参加了此次大会。与会者中有大使和部长、联合国
组织及其它国际组织的首脑和代表、全球联络人、女权支持者、研究人员、气象工作者、卫生保健专业
人员、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农民和工商界人士。
此次会议的关键成果是制定了各项行动和机制，以使天气和气候服务更具性别敏感性，以便女
性和男性能够在粮食安全、减轻灾害风险、水资源管理及公共卫生等领域做出同样有依据的决定。
此次大会还提出了赋权女性战略 – 气象和水文领域的专业人员中女性的比例不及三分之一 – 使之
能够抓住在国家和国际上的职业机遇，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的职业。此次大
会的成果进一步促进了关键的国际进程，例如制定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后减轻灾害风
险框架、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新的气候变化协议，以及最终加快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

背景
2014年的这次大会是以此前的会议为基础。1997年，也就是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做出
促进妇女权益的历史性承诺的两年后，WMO在泰国曼谷召开了国际妇女参与气象和水文工作专家会
议。这次会议决定开始收集关于男性和女性参与WMO活动的资料，并决定采用一系列针对女性专业
人员、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和WMO的初步建议。六年后，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第二次WMO
女性参与气象和水文工作大会(2003)，以评估妇女从事此项职业的进展，并制定战略，促进她们更多
地参与WMO的活动和NMHS的工作。因此，在2007年出台了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并在2011
年第十六次世界气象大会上获得通过。此外还建立了WMO执行理事会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
负责对WMO各层面社会性别主流化活动的实施情况加以监督、提出建议和做出报告。在各会员国、
区域协会和技术委员会进一步建立了性别联络人网络。
2009年，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WCC-3)宣布了建立GFCS，它是WMO牵头，由各政府和从事制
作及使用气候信息和服务的各组织结成的全球伙伴关系。在WCC-3期间举办了性别与气候论坛，得
出的结论是天气和气候的影响是有性别差异的，而且天气和气候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通常是不同的。
因此，注重更多连带因素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可有益于人们建立抗灾能力，同时人们应当享有平等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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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获取有效的信息。
2014年的大会没有局限于通过探究性别与GFCS最初四个优先重点领域(减轻灾害风险、公共卫
生、水资源管理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支持女性从事天气、水和气候职业。

大会愿景
赋权女性和男性制作、获取及使用天气、水和气候信息及服务，形成更有
效的服务，帮助所有国家建立起对灾害和气候具有抗御能力的社会。

目标
•

提供一个论坛，来听取女性和男性作为天气和气候信息用户及提供方的意见，并增强
意识。

•

具体说明气候变率和变化给女性和男性带来的挑战。

•

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并制定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新机制，满足女性和男性具体需
求。

•

展示关于提高女性和男性获取及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及信息能力的良好做法。

预期结果
•

更好地了解在提供和获取天气及气候服务以及用于建立抗灾能力方面的性别化需求，
包括通过收集性别分类资料。

•

坚定承诺提供和使用性别化天气和气候服务。

•

推动投资，满足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性别化需求，包括通过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
关系。

•

大会声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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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促进将性别问题纳入WMO及其伙伴、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以及所有相关机构和社
区的工作中。

o

推进关键的国际进程，主要是北京+20评审、2015年后减轻灾害风险框架以及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

.

筹备
2014年3月，国际指导委员会(ISC)召开了会议，旨在指导确立此次大会的主旨和内容。指导委员
会的人员构成包括来自WMO会员2和伙伴组织3的高级代表。附录4列明了ISC成员及其所在机构的详
细一览表。
ISC以电话/音频会议的形式轮流主持召开了九次月度会议。ISC讨论并批准了《大会概念说
明》，包括大会的目标、预期结果和结构；提出了关于大会日程和预算的建议；确定了发言人；提名了与
会者；参与共同主办大会的分场会议和特别活动；事先起草了大会成果；共享了信息；并促进了筹资。
此外，组建了五个主题核心组，人员包括WMO职员和ISC成员，他们共同负责大会的分场会议。

大会结构
大会的首场会议由各国家元首、联合国各机构首脑及各政府和伙伴组织的其他重要成员确定了
主要挑战，并确立了性别、天气、气候与四大会议主题之间的联系。半天的会议专门针对各项主题(减
轻灾害风险、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农业和粮食安全)，首场会议包括一次高级别全会和两场同时
举行的工作会议。此外还举行了女性与从事天气、气候和水职业专题会，会议提供了关于赋权妇女以
及将性别纳入天气和气候服务相关教育和能力建设工作的最佳做法的信息。会议的讨论结果反馈给
了第三天的闭幕会全会，在会上概要介绍了具体问题和建议、通过了《大会声明》，此外，各伙伴和与
会者还承诺将大会提出的对策纳入到其职责的落实中，并将其列入大会组织方所针对的主要国际进
程。

2

WMO印度、意大利、南非和美国常任代表以及中国气象局副局长。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实体(UN妇女署)、联合
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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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致辞

WMO秘书长米歇尔·雅罗宣布了大会开幕，并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
贺电，他勉励与会者携手合作，制定指南应对气候变化和性别不平等的双重挑战。
雅罗先生概述了此次大会的宗旨，提出了其主要概念，并简要介绍了历史背景。他
指出，由WMO发起的此次第三次性别大会将会有更广的视野；会议的宗旨之一是
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它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芬兰前总统塔里娅·哈洛宁女士阁下概述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性别不平等方
面的挑战，强调了宣传、教育及合作的必要性。芬兰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将性别
平等问题提上政府和社会的议事日程。教育和有广泛基础的网络可有效地使女性
参与未来的规划：规划她们及其子女的未来，以及规划减少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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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大使兼瑞士发展与合作署助理署长Pio Wennubst先生阁下强调指出，
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使社会更加开放并弱化等级。对气候变化最为脆弱
的群体是穷人，且最为贫困的是妇女和儿童。因此，我们必须将女性的平等问题整
合成为有效适应气候的必要工具。

萨摩亚司法与法庭管理部部长菲亚梅·内奥米·马塔阿法女士阁下强调了伙伴
关系的重要性。伙伴关系能够建立全球团结协作，有助于克服性别不平等。正如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在萨摩亚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我们能够看到我
们大家面临的脆弱性。能够帮助SIDS的工具同样可以帮助世界。妇女的参与对于
开发这些工具至关重要。
大会还收到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先生阁下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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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高级别会议

此讨论会的重点是社会的性别构成如何能够使天气和气候对女性和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以及
为什么赋权妇女是建立气候抗御力的重要部分。讨论会介绍了天气和气候信息、性别以及此次大会四
个主题领域：减轻灾害风险、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农业和粮食安全和女性与从事天气和水及气候
职业之间的关联。
米歇尔·雅罗(WMO秘书长)指出天气和气候服务应该根据性别来提供服
务。男人和女人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天气好气候信息，或者可能会以不同的
方式获得和使用这些信息。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以及各种约束，他们可能有
不同的需求和能力。事实上，女性往往更容易受到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提供方应该将这些差异考虑进去并提供针对不同用户定制
的信息。性别敏感型的环境服务可以加强应对与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的人类和人道主义需求，
还可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气候御灾能力。
UNESCO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强调指出，教育是帮助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部分。教育妇女即是教育整个社会，因为妇女是主要参与者并可建立强大的
社会网络。重要的是应将传统知识与科学相结合。对妇女进行气候变化教育将有
助于她们保护其家庭及其社区。因此，她们在面对气候变化时能够为自身、为其子
女、家庭及其社区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制定课程，而后使参加学习的妇女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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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建议要点：
1.	 考虑妇女掌握的气候知识，以拓展我们的常识并改变行为。
2.	 促进对妇女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 – 以降低气候脆弱性，同时促进性别平等。
3.	 赋权妇女和女孩作为建立更具包容性和抗灾型社会的重要步骤，使社会能够对气候变率
做出更积极的响应。
4.	 牢固确立性别敏感型方法，通过非正式教育，尤其是媒体和网络，塑造社会行为。

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拉克什米·普里的建议要点：
1.	 将性别观点纳入关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国家政策、行动计划及其它措施中。
2.	 确保在气候变化响应、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有充分的性别响应投资。
3.	 有效应对权力关系以及对妇女的歧视，并确保妇女的经济赋权和生计。
4.	 支持和重视妇女和女孩具备的用于构建更安全和更具抗御力的社会及国家的宝贵知识、
战略、解决方案和愿景。
5.	 支持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制定一个独立目标“实现性别平等并赋权所有妇女和
女孩”。

所学传授给他人。

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拉克什米·普里，强调了妇女和儿童对气候变化的特
殊脆弱性，尤其是贫困妇女和儿童。在我们的日常核算中，她们的许多价值是无形
的。目前迫切需要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到关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所有战略和计划
中，无论是涉及到农业、卫生、减轻灾害风险抑或水等领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
除贫困，推动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是社会的责任，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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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和意愿才能成为现实。

WHO公共卫生及健康问题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司司长奈拉(Maria Neira)
指出，妇女不仅对自然灾害更加脆弱，而且对其它气候敏感的卫生条件亦如此。例
如，获取水方面的变化意味着妇女肩负着繁重的责任，最终会影响其健康，并会限
制她们接受教育或争取工作的机会。对于许多妇女而言，获取洁净水是每日的挑
战，而且随着气候变化而日益加剧。世界上的有些地区，尤其是处于危机的地区，
医疗专业人员并没有很好地收集其病患健康状况的性别敏感资料。目前我们发现，此类资料极为重
要。我们必须要有性别分类资料，在收集到健康资料后，我们必须要侧重于性别-敏感要素，我们必须
对妇女进行培训，使之能够在气候危机时帮助其社区。

WMO副秘书长杰瑞·伦戈萨主持了此次会议。伦戈萨先生指出，妇女获取气
候信息反映出了WMO的核心价值：人人有权获得气候信息和天气预警。然而，由
于社会习俗，许多女性无法获得她们所需的气候信息。重要的是要能够定制各项服
务，帮助女性获取所需的信息，从而做出良好决策。广泛的伙伴关系对取得成功至
关重要。

空气污染的差异健康效应：WHO估计，每年有700万人因受空气污染影响而过早死亡。
其中有430万人是由于室内空气污染所致 – 通常是因明火产生的烟雾或炉灶通风不良，
因此，由于社会角色，妇女和儿童通常更多地暴露于此类环境。(Maria Neira)

巴哈马国特命全权大使罗达M.杰克逊女士阁下对此次大会表示赞赏，并指出，各国就气候变
化，当然还包括关于性别事宜继续与WMO及其它机构开展合作极为重要。
纳米比亚特命全权大使Sabina Böhlke-Möller女士阁下强调了为女性和男性参与决策创造平等
的机会的重要性。
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Cecilia B.Rebong女士阁下对此次大会表示赞赏，并指出，重视性别和气候
变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显然只有人人都付出努力，我们才能取得进展 – 我们必须要记住“妇女能
顶半边天”。
美国大使Pamela Hamamoto女士阁下同样赞赏WMO组织召开了这一迫切关注的主题大会，并
明确表示，她个人承诺要将气候和性别事宜作为重点议程。消除性别不平等具有变革意义，对妇女的
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尤其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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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她强调指出，
实际上妇女和儿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目前令人鼓舞的是，世界将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
对妇女而言，重要的是全面的参与。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遗产，来证明我们希望有所
作为。
南非副大使N.P.Notutela女士阁下表示支持南非政府关于促进在天气和气候服务领域的性别包
容和赋权的全球倡议。所有人的参与都要充分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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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午餐论坛

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189个国家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做出了承诺，
这是一个实现性别平等的政策纲领和路线图。这项承诺的20周年在即，此次午餐论坛提供了机会来
检验所取得进展和仍存在的挑战。此次论坛的结论认为，北京+20以及千年发展目标是将性别平等置
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地位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拉克什米·普里主持了专题讨论。她指出，许多团体 – 政府团体和非政
府团体 – 已利用该《纲要》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和歧视。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20行动计划》
呼吁各政府继续对《纲要》做出承诺，并加快其落实。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全球性别问题高级顾问罗兰娜·阿圭勒阐述了IUCN项目“环境与性别
指数”(EGI)。EGI建立了一个基线，以检验如何在气候服务中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该指数涵盖七十
二个国家的资料，将其分为六类：生计，基于性别的权利和参与；治理；基于性别的教育和资产；生态
系统；所报告国家的活动。各国可利用EGI成果指导关于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工作。
供水和卫生合作理事会(WSSCC)计划专家Rockaya Aidara指出，妇女和女童在水和卫生设施
方面的脆弱性尤为严重。在世界一些地区，气候变化正使获取安全用水变得愈发困难，获取安全用水
的重担主要是落在妇女和女童肩上，她们通常每天将耗费数个小时取水。卫生设施方面，全球目前仍
有25亿人无法得到完善的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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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组织(Reacción Climática)是妇女主要群体(WMG)为代表的全球500多个妇女组织之
一，Reacción Climática创始人和协调人Carmen Capriles评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性别主流
化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加剧了不平等，因此赋权女性至关重要。
巴基斯坦高山和冰川保护组织ESM和M&E官员Sameera Zaib在山区农村社区工作，她也概述了
气候变化如何对妇女产生成倍的影响，因为通常是由她们照顾家人、家庭、土地(包括耕作、林地、水
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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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

由于社会结构，灾害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有所不同。每天，天气、水、气候相关灾害和环境极端事
件 – 即源于风暴、干旱、洪水和极端温度 – 影响着全球的生活、生计和社会-经济发展。气候变率和
变化会加剧这些影响。
在灾害形势下，妇女可得到不同的相关信息，由于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流动性模式以及社会预
期的行为模式，因此，她们拥有不同的需求，帮助恢复重建的资源获取途径不同。灾害风险管理活动
中公平地听取女性和男性的意见对于降低影响及建立社区抗灾力至关重要。
减轻灾害风险(DRR)是此次大会审议的四个主题领域之首。此次大会举行了三次减轻灾害风险
会议 – 一个高级别全会和两个分场工作会议 – 会上共同审议了关于加强设计和传播用于减轻灾害风
险的天气和气候信息的理由和办法，以便加强妇女在DRR活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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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会议确定的主要问题
1.	 对妇女在灾害风险管理和减缓等方面的能力和技能的关注度有限。
2.	 无效的早期预警系统(例如不准确和无用的预警)威胁到女性和男性。
3.	 薄弱或未实施的关于性别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4.	 技术、社会和经济障碍限制着信息和沟通技术有效用于为妇女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
5.	 缺乏交流 – 天气和气候信息提供方(NMHS)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及用户之间缺乏联系/伙伴
关系 – 限制着气候信息的有效性。

从灾害风险减少会议的主要建议
1.	 为NMHS(提供方)投资，以提供更具性别敏感类服务，并推广良好做法。
2.	 制定积极的行动措施，吸引并留住从事地球科学的女性员工(课程、目标等)。
3.	 提高服务提供行业将定制的天气和气候信息用于各级(从决策者到社区成员)做出有依据
的决策的能力。
4.	 通过利益攸关方平台与性别平等机构和妇女各级DRR组织加强伙伴关系(了解并借助支
持者、2015年后气候变化、DRR和SDG框架等)。
5.	 编写和分发妇女利用当地知识应对灾害的案例研究。
6.	 促进收集和使用以性别分类DRR资料，以便为设计针对性的干预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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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女性作为变革推动者在减轻灾害风险中的作用高级别全会由UNISDR
主任、秘书长减轻灾害风险特别代表Margareta Wahlström主持。首位专家成员、
芬兰前总统塔里娅·哈洛宁指出，女性吃苦耐劳，完全能够作为减轻灾害风险的推
动者；不仅应将制作和发布的早期预警信息传递给妇女，而且还应当就如何响应
这些信息对妇女进行培训。对于减轻灾害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而言，社会需要利用
现有的全部人力资本，不仅在政府和民间社会，而且还有工商业界。.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坚决支持重点关注DRR和NMHS总体服务提供
领域的性别问题。她指出，鉴于妇女具体脆弱性与发生贫困和灾害之间的联
系，因此要特别关注农村妇女。

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性别事务计划主管Mubarak Mabuya先生强调
了社区层面宣传和对话等战略覆盖女性的重要性，尽管存在语言障碍和基础设施
不足。他指出在东非，妇女和关键脆弱人群尚没有技术类通信方法，如手机、互联
网和广播等。

技术局限性。在肯尼亚，IGAD试点项目表明，80%的妇女依靠口述传达其天气和气候信
息，因为其总人口仅20%的人能够经常使用入网电力，甚至收音机的电池都很昂贵，由家
中男性负责购买和控制使用。(Mubarak Mabuya)

世界宣明会日内瓦办事处主任、联合国驻日内瓦代表Beris Gwynne建议重新
构思在面对气候挑战时我们如何应对灾害和促进发展，优先关注于全面的多利益
攸关方战略；持续强化问责制；充分了解支撑性别及其它社会不平等的权力网、特
权和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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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探讨了如何使私营行业更好地参与、如何在各国之间建立联系并共享最
佳规范、如何使天气和气候服务提供方与脆弱群体之间的联系制度化，并讨论了需要扩大媒体对灾害
方面的关注点，以提供更多关于最佳做法的信息。

会议的最终建议包括将DRR视为公益、在政府内部并为所有人建立更好的问责制、NMHS更多
了解其不同的受众，并在制定和实施项目时更多针对具体的受众。会议还呼吁承认技术使用存在的障
碍、动员更多青年男女成为气象工作者和尽责的记者，并继续将女性视为宝贵资源及脆弱群体。

DRR教育和能力建设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赋权女性以及将性别纳入DRR天气和气候服务
教育及能力建设工作的最佳做法。UNESCO减轻灾害风险交叉专题组组长Alexandros Makarigakis
主持了此次会议。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全球性别问题高级顾问罗兰娜·阿圭勒阐述了IUCN在将性别纳入有关DRR的
气候变化政策过程的成功经验。她指出该过程分为多个步骤并具有变革作用。首先，IUCN对利益攸
关方开展了教育培训，以便促进发展女性团体与国家部长及总统之间的气候常识和语言。在建立起这
一共同基础后，IUCN鼓励了沟通对话、支持创新并推动转型，以便建立有成效和全面的国家政策，应
对气候变化活动中的性别问题。

肯尼亚气象局主管教育、培训、研究和发展的副局长Stella Aura强调了建立可促进平等(包括性
别目标)的相应法律和政策框架的重要性。例如，在肯尼亚，宪法赋予女性和男性平等权利，包括在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且要求国家采取行动纠正过去的歧视，包括确保在选举产生的机构中，
相同性别的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二。她指出了辅导和创新教育方法的价值，并支持监督课程设置，确保
课程旨在促进男孩和女孩对气候科学的兴趣。

转变利比里亚气候响应方面的性别关系。在利比里亚，IUCN将性别纳入气候变化政策的过
程包括支持关于聘用女性作为沿海气象台站的管理员、向国家环境部通报关键信息这一国
家政策，然后在发生灾害时转而通知妇女。此项政策有助于使妇女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加
入到管理气候和灾害风险工作中。(Lorena Aguilar)

怀柔委员会/妇女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顾问Ana Liz Flores介绍了她在南美洲和中美洲通过促进基
层妇女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双赢伙伴关系来发展有效气候抗御力的经验。例如在秘鲁、洪都拉斯和委
内瑞拉等国的社区，基层妇女提供了关于其具体状况的需求和挑战等基本信息，市长们报告称这些女
性领导者可提供极为有益的推动力，协助地方官员规划和实施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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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委员会顾问Suranjana Gupta倡议支持贫穷社区有组织的妇女团体帮助她们开展其优先发
展活动。她的目标不仅是帮助妇女，还要帮助其家庭整体提高抗灾能力。她呼吁在基层民众与专家之
间建立工作组，以制定研究和交流信息，从而使女性不仅能够获取信息，而且还能够参与分析和测试
使用的方式。

妇女团体在印度组织更好的信息服务。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团体Swayam Shikshan
Prayog帮助妇女组织建立了有机蔬菜种植组。为了接受通常只针对较大土地拥有者开展
的农业推广培训，以及获取租赁权及其他土地权，这些团体与政府进行了协商，并正在
尝试天气和气候信息联合SMS服务。生活质量的有效提升会使她们有更多的资源致力于
抗灾能力，以及完善信息和提升领导能力，使其能够与政府合作帮助应对风险。(Suranjana Gupta)

与会者分成若干工作组，且提出了如下行动建议：
DRR教育和能力建设工作会议的主要建议
•

•

投资于NMHS和教育，以使各组织能够提供下列更好的性别敏感服务：
–

通过提高认识以及将天气和气候科学列入学校课程，从而吸引女性工作人员；

–

通过提供灵活的工作条件和性别能力发展，留住女性工作人员；

–

针对用户群体的不同需求，为所有工作人员提供持续的服务培训；

–

改进NMHS所使用的设备，以便能够制作更高质量和更具体的天气和气候服务。

宣传天气和气候服务并分发天气和气候信息：
–

建立和/或支持在各层面利益攸关方平台，以使天气和气候信息的用户与制作方之间
能够保持互动；

–

支持妇女(包括妇女民间社会团体和代表贫穷社区的地方社区组织)参与这些平台；

–

简化并定制天气和气候信息，以使不同用户群体理解这些信息，包括适当使用当地语
言；

–

定制通信方式，包括利用低端技术解决方案，以满足目标团体的需求。实例包括教会
团体、村民信息板和大喇叭等使女性可易于获取(例如SMS和广播)。

DRR风险和沟通工作会议，会议主持人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气候变化知识与创新团体(Climate-KIC)创新领导Katherine Foster，会议分为若干小组，研究在涉及天气和气候服务的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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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方面如何最有效地解决性别差异。各小组探讨了造成涉及性别和减轻灾害风险天气及气候服务
方面具体‘典型’问题的相互作用因素，并确定了颇具前景的解决方案。这些小组的主持人为：国际红十
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性别和多样性高级官员Siobhán Foran、苏里南土著村长协会主席团(VIDS)政
策官员Max Ooft、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SPC)气候学家Dean Solofa；太平洋妇女联系组织性别和天
气社区组织者Adivasu Levu。
建议包括：
•

确定和使用‘支持者’牵头解决问题。

•

建立伙伴关系和网络。

•

‘秘密’战略–力图绕过问题、寻找其他途径，并在没有大肆宣传和/或与稳定的利益攸关
方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制定解决方案。

•

在希望改进性别平等和/或天气和气候服务的组织和个人之间开展交叉合作。

•

争取地方领导层参与。

•

能力建设。

•

研究针对经济援助、住房、培训及甚至保险等需求的当地方案。

•

提供适合当地状况的信息：文化敏感性、可靠性和背景情况。

•

当局的透明度。

•

开发和利用社区基础设施–从安全区域和路径到地方领导者和女性伙伴。

•

研究标准程序的备选方案–从改变作物到改变生计。

•

确定各类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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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

天气和气候的影响会带来许多健康风险，例如营养不良和疟疾，这表明在脆弱性和影响方面的
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出生理、行为和社会影响的综合效应。
性别差异还体现在对天气和气候相关灾害间接和长期影响的脆弱性。例如，干旱会造成饮用水、
做饭用水和卫生用水的减少以及粮食不安全，从而带来健康危害。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都会造成
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健康状况及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不平等。例如，妇女得不到必要的医疗保健，因为
其所处社会的规范不允许她单独就诊。
此次大会举行了一次高级别全会和两个分场工作会议，主要是分析研究天气和气候造成的健康
风险在哪些方面会体现出性别差异，以及如何改变性别不平等带来的不利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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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1.

促进和鼓励开展涉及气候变化、健康和性别的跨学科研究，以便有足够的信息为政策提供
充分依据。
• 政策制定需要以证据为驱动。
• 罕有研究将气候变化、健康和性别等因素与政策制定相联系。
• 通常没有社区层面的性别分类资料。

2.

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我们完善信息和沟通机制，从而最终改进决
策。
• 了解如何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
• 更好地了解人们如何评估风险。
• 做出基于影响的预报和预警、发布可保护个人和家庭健康的具体行为。
• 复杂问题：性别和多样化仅是这一更大难题的组成部分。

3.

制定沟通战略，旨在认识获取天气和气候信息方面针对性别的潜在技术和文化障碍。
• 性别等因素通常会影响通信技术的获取。
• 侧重于妇女使用和熟悉的沟通路径。

4.

提高关于推动低碳经济和社会具有改善公共健康(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效果的认识。
• 气候变化与病媒疾病等更多灾害之间的密切联系。
• 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
• 不可持续的交通系统。
• 营养不良。

5.

鼓励NMHS与卫生界建立联系，使卫生、天气和气候专家携手开展联合培训、业务合作及
其他倡议。
• 对卫生专业人员进行使用气候资料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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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卫生界的需求对气候专家进行培训。
• 同地设立气候观测站与卫生监控站。
• 使女性卫生人员参与。
• 通过卫生系统开展工作会自动将性别焦点带入信息传播。
• 还在相关方面与动物健康专家建立联系。
6.

鼓励NMHS制定教育和宣传计划，尤其侧重于对女童和妇女的科学教育。
• 促进社区对科学的认识。
• 制定在校课程，尤其是女子学校。
• 确保培训计划深入农村社区，而不仅是城市地区。

高级别全会：天气、气候、卫生和性别由瑞士热带与公共卫生研究所社
会、性别和健康室主任Elisabeth Zemp主持。会议分析研究了天气和气候造
成的健康风险在哪些方面会体现出性别差异，以及如何改变性别不平等带来
的不利健康后果。
气候敏感病媒疾病和疾病防治政策流行病学顾问Judy Omumbo发表了主
题演讲，阐述了在将性别纳入关于气候变化和健康的决策方面目前存在的不
足，并呼吁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研究加以配合。Omumbo指出在将性别纳入关
于气候变化和健康方面缺乏进展，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尽管有实质性的国
际政策工具鼓励这种性别主流化。她从理论上指出，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可
能包括缺乏研究；目前，在快速查阅的2010-2014年间的73600多份科学文章中，仅有121份论
述了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和性别等三方面问题 – 不及0.2% - 且仅有15份涵盖了那些问题及政
策。
Omumbo号召在场的与会者帮助弥补这一不足，将性别研究作为更有效降低女性及男性死亡率
的重要途径。她确定了一系列突出的具体研究及资料需求，包括能更好对应疾病类型的气候资料 – 例
如，医生对季节疾病的季节性概况缺乏充分了解 – 以及包括了解气候影响疾病传播和地理分布的机
制。其他‘差距’包括面临风险人群的空间和季节区划、完善早期预警系统、了解气候对发病率趋势的
作用、促进评估气候敏感干预的影响、进一步了解气候对性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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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变化、健康卫生、性别和政策的科学出版物

而后，UNISDR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副组长及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全球减轻灾害
风险公共卫生顾问Virginia Murray探讨了在2015年如何抓住机遇，通过未来国际
减轻灾害风险、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框架，更好地解决气候、卫生和性别
问题。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使这些框架成为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参与的机遇，也成
为非盈利组织及其他私营行业参与的机会。
美国国家天气局(USNWS)副局长兼WMO美国常任代表Laura Furgione介绍
了NMHS如何通过将社会科学信息和新技术纳入其预报工作以及如何通过促进沟
通，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极端天气和水问题带来的健康及其它影响。她指出，天
气相关的危险行为和死亡率有性别差异。同样地，即使在发达国家，灾害风险沟通
也有性别差异 – 美国的研究表明，在风暴来袭之前、期间和过后，女性的邻里交往
大于男性。然而，目前并未将她们作为一个网络用于备灾和减灾。.

美国 – 天气相关的危险行为和死亡率具有性别差异。在美国，妇女通常更愿规避风险，而男性更
偏于冒险。根据2006-2013年的统计，在美国，雷击死亡事件中81%为男性。(Laura Furg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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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因素
环境状况

公共健康能
力和适应

● 地理

直接暴露度

● 基线天气

● 水灾损害

● 预警系统

● 风暴脆弱性

● 社会经济状况

● 热应力

● 健康和营养状况

● 土壤/尘土

气候变化

社会基础设施

● 植被
● 基线空气/水质量

间接暴露度

● 降水

通过自然系统间接：

● 高温

● 过敏原

● 洪水

● 病媒

● 风暴

● 加剧的水/空气污染

● 初级卫生保健

健康影响
● 营养不良
● 溺水
● 心脏病
● 疟疾

通过经济和社会混乱
● 粮食生产/分配
● 心理压力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及健康问题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司司长奈拉(Maria
Neira)阐述了有关气候和性别行动对卫生界的重要性。她指出，未来几十年，健康
的决定性问题将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她给出了一些实例来说明气候影响的性别
差异的重要性：例如室内空气污染主要会使妇女和儿童致命，在特定情况下，在热
浪期间，温度和湿度的升高会导致女性死亡率上升，而男性则更多地面临中暑的风
险，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使其更有可能在炎热天气下更为活跃。评估脆弱性及开展健康影响评估、强
化卫生系统并确保获取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必要健康保护措施，而后开展更多的性别
分析将可促进解决此类问题。

(幻灯片由Maria Neir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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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国家气象局(MNMO)应用研究部门主任Nirivololona Raholijao
概述了WMO“边干边学”项目的结构和成果，此项目已使马达加斯加卫生行业和
MNMO有能力更好地将天气和气候信息用于卫生健康。

会议期间的讨论包括支持健康-气候综合培训，例如马达加斯加项目；关注气候加剧的健康问题
的必要性，例如印度的碘缺乏以及人畜共患疾病；男性和女性纳入性别主流化的必要性；对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民众开展疾病传播与气候之间关系教育的必要性。

使马达加斯加有能力更好地将天气和气候信息用于卫生健康。在马达加斯加，WMO“边干边学”
项目是使用疾病数据以及全国六个站点的相关气候观测结果。该项目培训包括许多妇女在内的当
地卫生人员如何收集和使用气候资料，同时对NMWS工作人员讲授关于气候在疾病方面的作用
和卫生界的需求，从而使这两个群体更有效地开展工作。(Nirivololona Raholijao)

促进获取和使用气候及健康信息工作会议由美国国家天气局(USNWS)副局长兼WMO美国常
任代表Laura Furgione主持。她首先强调，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与每位受众进行沟通，并指出，传递预
报信息尤其如此。她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将相对有限的资源用于那些信息有限、科学认识有
限以及行为准则有悖科学的群体。

斯洛文尼亚气象局局长顾问Tanja Cegnar简要介绍了NMHS可为健康方面提供的气候服务类
型，包括空气质量监测和指数、花粉预报、UV指数、热/冷预警系统、生物-天气预报(引发健康问题的
天气状况预报)以及极端事件。

加纳公共卫生顾问Ama Essel简要介绍了在极端天气事件期间与社会各界沟通所存在的困难(由
于多种因素，诸如缺乏硬件渠道，以及手机的覆盖范围和使用不足)以及伙伴关系对于通过现有网络
获取天气和气候信息的重要性，例如通过社区卫生志愿者和推广官员网络。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方法对
于确保我们适当归纳信息十分必要，但WHO/WMO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有助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制定和宣传各项政策及计划，从而帮助脆弱的家庭。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及健康问题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司气候变化及卫生小组技术官员Elena
Villalobos Prats认为，只有在三个方面同时发力，方可在处理性别与气候和健康关系方面出现真正
的转变。第一，需要通过脆弱性和适应、评估和影响监测，制作性别信息，其中包括性别分类资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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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使个人更好地获取信息，首先要进一步分析谁无法获取，而后通过能力建设来帮助他们。第三，
决策者必须将前两个方面的资料用于国家通报、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计划、监测系统等领域。

美国红十字会国际响应和计划执行主任Carrie Santos阐述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作为女性获得相
关气象信息的一种途径。目前在加勒比及东南亚地区12个国家可用的一款应用程序可分发全球、区域
和地方的天气和灾害信息资料以及最佳响应方法。推送通知具有地域的针对性。红十字会拟开展更
多研究以了解应用程序的使用群体，从而能够有更好的针对性。

与会来宾提出需要在事件过后加大对脆弱群体的监测，以了解人们是否收到了信息、信息是否有
作用以及信息如何改变行为。来宾们强调，发展中国家制作性别分类资料所存在诸多困难，乌干达等
国家需要相互学习如何发布信息，因为这些国家很多人没有广播、电视和智能手机。与会来宾表示需
要了解风险认知 – 例如有报告称，在塞内加尔，人们会对洪水和涌浪做出反应，但没有热浪的报道，
因为“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炎热的国家”。对此类差异化风险认知的响应可包括使用影响预报以及告知
那些可加以改变的具体行为方式，以保障身体健康。最终，与会来宾指出，不仅需要有性别分类的资
料，还要了解人们为什么会决定置身于风险之中 – 以考虑其它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
为促进天气和气候信息的发布，工作会议建议NMHS采取如下行动：
•

考虑备灾所需的时间。

•

使用更多的图表和图像。

•

假设你正在与持怀疑态度的人交流，那就告诉对方“这次会发生”。

•

建立可供卫生和气象行业合作的平台。

•

一致性信息至关重要，它将极有助于制定“通用通信协议”

–

商定信息发送以及预先采取的行

动。

确保能力和扶持机制的公共卫生工作会议围绕气候和健康讨论了关于能力建设及其它扶持机制的需
求和实例。工作会议由UNISDR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副组长及英格兰卫生署全球减轻灾害风险公共卫
生顾问Virginia Murray主持，她首先认可了气候服务与卫生行业之间伙伴关系的价值。她列举了英国
极为成功的国家灾害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将英国18个不同组织联系在一起，共同制作英国的《日常
灾害预警》。

英国气象局民事应急负责人Melanie Harrowsmith阐述了认识风险的重要性 –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影
响相结合 – 以便了解灾害的特性及其影响，并做出良好的对策。性别以及许多其它因素会影响到个人
和社区风险，因此，了解用户的性别及其它特点有助于NMHS定制服务。在将科学转化为服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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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组织要在探测、预报、预警和响应天气、气候和卫生事件等四阶段的每一阶段进行优势和弱点
评估。提供服务可在一系列错综的供需链中进行 – 各项改进需要诸多伙伴关系。

英国国家灾害伙伴关系 – 开展有效天气和气候服务合作。针对威胁英国驾驶员的大风进行有效
风暴预警需要英国气象局与17个公共机构合作，开发一个模式，来显示出在英国运输网络中，大
型卡车及其它大型车辆在哪些部分易于被大风吹翻。(Melanie Harrowsmith)

坦桑尼亚气象局公共天气服务负责人Hellen Msemo认可在获取通信资源方面和对气候敏感
型生计的依赖性方面存在性别差距。她呼吁通过建立气候和卫生工作组来弥补NMHS与卫生部
门之间的差距，从而能够率先将气候信息用于健康领域、确定差距和障碍，并制定克服困难的
方法。她指出，GFCS等论坛也将有助于弥补差距。

(幻灯片由Hellen Msemo提供)
乌干达卫生部卫生地理学家Didacus Namanya Bambaiha简要介绍了乌干达是如何受到气
候变化强烈影响的，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有性别差异。女性对粮食不安全更为脆
弱、受室内空气污染的影响更大，因为她们更多地负责做饭，同时疟疾和霍乱等疾病增加给她
们带来的负担最大，因为她们要更多地照顾病患。而另一方面，男性感到供养家庭的困难加大
影响了其自我价值和自尊，导致酗酒和滥用药物加剧。Namanya Bambaiha认为，卫生部门要
更多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帮助宣传气候变化对健康以及社区抗灾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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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性别、平等和人权司全球技术官员Joanna Jessie Vogel阐述了性别在健康脆
弱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有必要进行‘性别分析’，这是一个系统地确定男性和女性、女
童和男童在有关气候风险和适应方面的脆弱性及能力差异的过程。

埃及公共卫生中的性别问题。在埃及，对21世纪初出现的禽流感的初步响应是对鸡进行扑杀，因
为鸡是主要的传染风险源。然而，对与许多妇女而言，由于养鸡是仅有的可支配收入来源之一，
而且也没有明确告知她们传染的风险，因此，妇女对禽流感预警做出的反应是将家禽转到屋内饲
养。这种无性别差异的公共卫生响应以及妇女获得医疗保健的滞后，意味着埃及禽流感死亡率中
70%以上是女性。(Joanna Jessie Vogel)

(幻灯片由Joanna Vogel提供)

WMO公共天气服务处处长Haleh Kootval阐述了在社区层面建立专业人员及志愿者团队和网络
对于促进健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偏远社区及在乡村，这些地方比城市地区更加缺乏各类信息渠道。
她建议，聘请接受过多方位培训的天气、气候、环境和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作为在乡村和偏远社区
的“推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对环境影响、营养、洁净水和空气、公共和个人健康卫生等方面
的意识，开展有关促进健康的教育宣传和咨询。她指出尤其需要女性教员，她们能够接触到那些由于
文化习俗而不得与男性接触的女性。

会议讨论包括了详细研究如何将‘能力建设’活动转化为切实的解决方案和持续的能力。与会专
家认为，技能只有用于实践方能形成持续的能力；由于在对健康危害等非直接危害事件开展培训时会
遇到棘手的困难，因此，应当在对能力建设进行投资之前考虑技能实践和进修培训等常规机制。专家
还指出，不但需要制度上的持续性，还需要社区能够看到信息和培训的益处，从而他们会努力保持其
已拥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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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还提出希望了解有哪些激励因素来促使伙伴参与互动交流活动。与会专家认为，伙伴关
系的一个关键激励作用只是有促进因素存在 – 这一作用不必是资源密集型，而只是具有将人们聚集
在一起的职能。此外，许多现有的国家平台可支持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其它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
对话及伙伴关系，例如通过UNECE水资源公约《水与健康协议》建立的平台以及国家DRR平台。后
者可为继续检验卫生、性别和天气及气候服务的关系提供一个论坛。

此外，与会者指出贫穷城市地区以及乡村的通行出入需求；支持关于环境和健康的推广培训；呼
吁在农村地区举办研讨会。与会者建议更多地重视气象服务援助计划中的能力发展，而不是排定设
备捐赠的优先顺序。

最后结论认为，健康、气候和性别是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各不同层面开展能力建设。会议强调需
要在伙伴关系中开展交叉培训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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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

生命不可能离开水，而且也没有任何替代品。我们喝水，用水种植粮食、用水做饭、洗澡以及用于
清洁环境卫生。我们将水用于制造商品和服务，推动全球经济。

在水资源领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失衡和不平等，而气候变率和变化将会加剧这种状况。这些不
平衡 – 有利于男性 – 妨碍了有效的供水、水资源政策的制定、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减缓及适应。

女性不是一个无差异的脆弱群体：她们是一群个体，有能力参与规划和实现更可持续未来。女
性渴望参与完善天气和气候服务，满足其对便捷获取水资源供应的需求，并帮助她们管理水资源。

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下午，举行了三次水资源管理主题领域的会议。与会者讨论了女性在涉及
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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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会议上确定的主要问题
1.	 气候、天气和水的关联是多方面的。
2.	 我们必须满足性别差异化需求。
3.	 不能使用单一的方法对待社会-经济多元化的女性。
4.	 女性的时间有限，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负担过重。
5.	 天气和气候信息的提供通常滞后，有时难以理解，而且无法满足最终用户的真正需
求。
6.	 人们必须依据信息做出响应或采取行动。
7.	 水与和平紧密相连。
8.	 社会-文化背景和性别化预期中，性别不平等根深蒂固。
9.	 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着女性的职业选择以及如何看待科学。
10.	 科学事业中留用女性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领域。
11.	 我们需要女性在社区层面发表关于地方政策的意见。
水资源会议提出的主要建议
1.	 针对各层面的干预，从儿童到青年到成年(所有身份)。
2.	 通过提高性别意识，使高层人士能够发挥影响力。
3.	 按UN-水机制世界水资源评估方案的做法汇编性别分类指标。
4.	 针对风险最大的群体 – 贫困和弱势群体 – 并了解其观点和需求。
5.	 在不同利益攸关方和不同(特别是现有的)项目之间发展伙伴关系并促进协调。
6.	 通过最适当的通信方式(例如会议、电视、广播和信息图表)分发信息，使信息简单
明了。
7.	 确保信息为定制(以当地语言) - 这是必要的且可接受。
8.	 将当地知识与科学认知相结合 – 建立信任。
9.	 为学校提供具备亲身实践接触水和天气的设施(例如一个天气台站)、参观和职业讲
座。
10.	 强调科学事业的社会价值。
11.	 建立并维护水行业的年轻女性网络。
12.	 在同等资质候选人的聘用和晋升方面实现逆向歧视 – 尽管这仅是开始。
13.	 为身为父母者提供带薪家事假。
14.	 通过性别视角审视所有的政策和计划。

49

四位发言人牵头高级别专家组会议：获取水和社会性别平衡，由全球水伙伴
组织主席Ursula Schaefer-Preuss主持。专家会议讨论认为，围绕水和气候方面赋
权女性是十分复杂的，并且是终生挑战。有效的方法包括性别包容工作、协同工作
并强调教育培训。
Schaefer-Preuss宣布会议开始，同时指出，多数人首先体验到的气候变化是水的利用率和获取
问题。她指出，改进天气和气候服务对使水资源管理更具可持续性具有潜在作用，并探讨了此类改进
可如何提高女性的作用。

黎巴嫩能源和水资源部水资源主任Mona Fakih简介了共同主题，并指出，虽
然赋权更多女性参与水资源管理将会促进对实际水需求的了解，但也需要不同背
景下的不同赋权战略。在用户层面，女性需要掌握具体、相关的工具和方法，年轻
和贫困女性同样需要鼓励，以学习水科学和水资源管理，而高层决策者和男性需要
了解更具包容的决策方法所带来的附加值。

南非气象局首席执行官和WMO南非常任代表Linda Makuleni强调了为了解
并满足赋权女性的具体需求而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正在开展的许多活
动。她指出，赋权妇女在政策层面以及在资料层面都给气候服务提供机构(NMHS
等)带来了挑战，她强调了GFCS用户界面平台的赋权潜力以及针对按性别提供资
金的国家政策的赋权潜力。

UNESCO水科学处地下水系统和居住区部门主任Alice Aureli阐述了按性别
分类的气候和水问题资料缺乏的情况。她认为，大量投资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关键战
略。例如，单一的捐赠机构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与联合国水机制世界水资源评估计
划合作)，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共享的Stampriet Kalahari-Karoo含水层
开展了一项试点项目，这将能够创新性地开展性别分类资料收集工作。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社会和经济问题科负责人Jyoti Sanghera强
调，性别、贫困及其它社会方面相互作用，从而会造成不平等现象，这是大部分矛
盾的核心问题。她以尼泊尔的一个地区为例，这个地区完成了一项开发项目，将水
接入所有缺水的社区，但一项人权评审表明只有种姓的邻居才能使用水龙头，因
此，更多女性无法用水。她建议从根本上排除障碍，使妇女能够获得水资源，包括
认可并落实获得洁净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作为一项人权，同时，使受影响最重社区的男性和女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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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决策。

讨论的主题包括如何创造更多机会使女性参与水资源政策和决策，以及如何在气候变化和
社区变化以及在有冲突矛盾的情况下满足水资源需求。推荐的良好做法包括创建水科学领域有
资质女性的国际资料库；在政策和国际公约中明确涉及社会性别；制定积极措施和逆向歧视，
确保女性参与水资源机构和决策。与会者还建议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政府给予更
多投资；对现有技术和新技术开发更多应用领域；评价各类水资源管理做法，从雨水收集到传
统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利用现有的国际和区域平台，包括GFCS、人权法以及区域协会。

确保气候信息提供给女性用户的水资源会议呼吁信息提供方和用户之间建立更好的双向沟
通，确保气候信息是定制的、所需的、认可的以及有效的。与会者支持使用现有的沟通工具，
且他们还呼吁服务提供方给予更多关注，确保这些工具是适用的并确保各种相结合加以使用。

国际商业和职业妇女联合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水常设委员会主席Lesha Witmer主持该会
议，她将会议重点确定为确保有关水的气候信息及时提供给女性用户。她指出迫切需要能够改
变当前用水模式的更好信息，因为在15年内，近二十亿人将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与此同
时，对水的需求量将超过可用水量的40%。

WMO瑞典常任代表的水文顾问Cristina Eklund建议对那些负责提供气候和天气服务的人
员进行服务制定的培训，以便此类服务能够更符合最终用户的需求。

CGIAR性别、贫困和制度、土地、水和生态系统研究计划高级研究员/协调员Nicoline de
Hann强调了有必要开展女性如何认知水资源风险及其实际应对措施的研究。她还指出了及时
有效并在目前社会文化背景下易懂、合法地提供气候信息的重要性。

非洲气候变化适应联盟乌干达能力建设和宣传协调员Tracy Kajumba重申，气候和天气信
息目前并没有始终以及时、综合或有效的方式提供。不同社区之间的具体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在某些国家，可用水资源并不是问题，而是如何加以利用，例如通过雨水收集。为促进
沟通和效用，她呼吁利用脆弱性评估并配合科学知识更好地利用土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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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分成了六个讨论小组，并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1工作组：
•

信息必须及时。

•

使用符号应对学习挑战(例如文盲)。

•

当地语言。

•

科学与传统知识相结合。

第2工作组：
•

根据其用途，信息务必要具体(农业与家庭用水)。

•

确定地方需求和最佳沟通方式。

•

传统知识的重要性。

•

社区层面的能力建设。

第3工作组：
•

女性的需求优先并满足基层女性的需求。

•

使用更现代化的沟通方法。

•

沟通/信息要简明(例如通过利用色彩)。

•

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发展双赢的伙伴关系。

第4工作组：
•

针对不同的用户团体(例如农民)。

•

利用技术，例如通过核心平台收集并分发信息。

•

建立伙伴关系。

第5工作组：
•

了解特定背景的特点(作用、职责等)。

•

将性别视为研究某种背景的其它更具体特点的起点。

•

应共同参与服务的设计。

•

平衡权利(例如用水权)和服务。

第6工作组：
•

信息必须针对具体情况。

•

利用既有的机构(例如教堂)和最适合的渠道。

•

对具体需求采用具体方法。这些都需要加以了解，因为女性不是一个无差异的群体。
关于赋权女性参与水科学和政策的水资源会议审议了赋权女性参与水科学和政策的必要性及

战略。会议由尼泊尔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计划协调员Anjal Prakash主持。
UNESCO水资源教育研究所(IHE)水资源治理教授Margreet Zwarteveen认为，增加女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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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数量需要公开挑战对‘科学’职业的文化认知。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而且通常是潜意识的
偏见，被视为科学工作者几乎就等同于白种人 – 她将水科学职业表述为是女性的一个‘性别不可靠的’
选择。因此，研究记录下显著的偏见，表明女性署名撰写的科学论文，接受率显著低于不具名提交的
论文，而女性提交的经费申请历来得到的科学能力评定是偏低的。

“科学对于女性是一个不可靠的选择”
(幻灯片由Margreet Zwarteveen提供)

国际雨水收集联盟(IRHA)执行主任Vessela Monta简要介绍了雨水收集与妇女赋权之间的关
系，她举例介绍了肯尼亚马赛女性团体，她们建立了自己的雨水收集项目，而后证明了她们拥有了更多
空闲时间且在社区内得到了更大的尊重。她呼吁女孩接受学校教育和做好职业定位。

(图片由Vessela Mont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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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Bernadette P.Resurreccion再次呼吁新规范及促进了解在水
科学和政策方面的性别平等的必要性，并支持明确制定战略以及与有影响力的外部团体和支持者构
建网络。女性参与STEM领域存在个人、文化及结构上的局限，导致在科学教育以及水和气候官僚机
构中总体缺乏有利环境，包括缺少奖学金、信息、辅导员和网络。

此次会议的主持人Anjal Prakash简要介绍了目前南亚的性别不平等情况。在南亚，水资源教
育课程和培训并不涉及性别和平等，实质上鲜有妇女接受土木工程教育，水资源管理领域中的女性
很少–在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四个国家，妇女从事水行业的比例仅占1.5%到17.4%。因
此，Anjal Prakash所在的机构努力在研究中听取女性的意见，以明确挑战现有的社会性别关系，并给
妇女平等的发展空间。

孟加拉国水资源开发理事会(BWDB)技术类WWP
(全国数据)

印度安得拉邦APSIDC技术类WWP
（全邦数据）

描图员

助理执行工程师/助理工程师

绘图员

副执行工程师
名称

名称

副助理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部门副工程师

执行工程师
主管工程师

执行工程师
主管工程师

首席工程师

帮办总工
首席工程师

总工

WWP人数

WWP（工程师）人数

斯里兰卡水伙伴关系/NetWater主席Kusum Athukorala做出了补充提醒，指出在水领域赋权妇
女不是一个统一命题 – 在不同的水资源职业中，妇女所面临的障碍不同，简单地在引人注目的职位上
安排更多女性未必能够满足突出的社区需求。鉴于斯里兰卡的许多高风险社区在接收气候信息并据
此行动方面存在着经济及其它障碍，因此，她呼吁在这些社区赋权妇女不要通过正规的科学，而要通
过‘社区科学’ – 例如，培训她们如何维护和使用简易的雨量计。

后续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如何最有效地鼓励政治家支持女性赋权活动；如何克服妇女对于科学职
业的消极态度；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活动如何通过寻找性别区分的工作，从而在特定社区内解决经济
和文化上的具体问题。
在小组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了如下建议：
1.	 为提高女性在水相关决策方面的作用，女性应与男性合作组建水用户协会及其它团体，建立多重
用水协商链，并确保能够听到她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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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天气和气候相关的能力建设以及供水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各参与方应使社
区科学简明易懂、使用社区的语言，并创建使男性能够支持女性的空间。
3.	 为有更多的女性参与，相关科学界应当推广科学，使之成为做出改变和完善社区的途径，并产生
长期的转型影响，同时也成为从事高薪职业和寻求个人认可的途径。
4.	 为促进和支持青年女性参与NMHS，各组织应更多地在高中和大学进行初步宣传，使职业发展
步骤更简化，并提供奖学金及继续培训等激励措施，以及建立适合女性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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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粮食安全

使女性能够将天气和气候服务有效地用于农业对于实现无饥饿世界至关重要。

全球大约有8.42亿人食不果腹而且长年遭受饥饿。这其中有70%以上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
农村地区。许多是温饱型小农户和家庭农民，他们有时无法收获足够的粮食供养其家庭。其中许多是
女性。最新数字表明，全球大约有半数女性务农 – 发展中国家为60%，低收入的缺粮国家为70%。这
一数据还表明，女性农民获得的土地、化肥和机械通常很少，也很少得到资金和推广服务。因此，迫切
需要使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取天气和气候服务，以提高其农场的生产力。

天气和气候服务能够帮助农民应对生计危机。天气和气候服务可支持更有效地使用自然资源-土
壤、作物和气候 – 这此对农业生产力都非常重要。目前存在着诸多挑战。NMHS，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最新数字表明，全球有半数女性务农–发展中国家为60%，低收入的缺粮国家为70%。(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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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粮食安全会议提出的主要建议
1.	 认可妇女在各地区农业领域所开展的具体活动。
2.	 听取农民的意见、将信息本地化并利用现有网络(倾听、本地化和利用)。
3.	 促进针对实施的研究(行动研究)。
4.	 在发布天气和气候信息时考虑最终用户的具体需求，并确保所有农民可获取正确的
信息。
5.	 为每位农民(男性、妇女、最脆弱群体)提供用于决策所需的简单产品和信息，其中
包括各类来源的信息，例如作物模型、水和卫生问题。
6.	 确保获得用户关于气候和天气信息质量或特点的反馈，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适应的
反馈。
7.	 制定并实施具体计划来弥补农村女性在教育、技术获取以及决策方案方面存在的差
距。
8.	 更好地使用合作社、农业推广服务、社区以及示范户等网络分发天气和气候信息。
9.	 提高NMHS针对农民及其它粮食生产团体提供的服务和信息数量及质量。
10.	 将性别因素纳入天气和气候服务计划，并将性别因素作为高级优先重点。

NMHS，缺少必要技术能力和资质，无法提供及时和针对性的天气及气候服务来充分满足农业社会
的需求。此外，这些国家的许多农民 – 尤其是女性农民 – 对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有效作用缺乏了解，也
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即使是提供培训，女性也不太可能接受培训，而且她们通常鲜有机会根据此类信
息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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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这三次会议探讨了女性和男性在天气和气候信息获取及加工方式上的差
异以及气候变率和变化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给农业和粮食安全带来的挑战。与会者还讨论了如
何改进女性获取和使用信息以及在相关培训和决策中如何提升包容性。

范式论坛主席兼首席执行官Eleanor Tabi Haller-Jordan
主持了妇女、气候、农业和粮食安全高级别全会。赞比亚国家农
民联盟主席兼世界农民组织代理主席Evelyn Nguleka首先发
言，她强调指出，语言和知识对分发天气和气候信息构成了两个
重要障碍，尤其是对妇女，她呼吁NMHS尽可能更好地了解用
户需求。

随后发言的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驻日内瓦联络处主任姚向君，她
强调指出，实际上农村地区的女性承担着大部分的农业劳动，但她们常常无法获
取所需的技术，或缺乏对农场的决策权，或两方面都缺乏。

农业推广活动中忽视了女性的需求：许多农业教育服务都忽视了女性的需求 – 调查表明，
在95个国家中，针对女性的推广服务仅占5%，推广人员中仅有15%是女性。(姚向君)

意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WMO农业气象学委员会(CAgM)副主席Federica
Rossi指出，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必须开发出适用于不同地区的工具，因为各地
区都有差异。女性将在一线帮助应对环境问题，因为女性会留守在农场，而男性则
外出工作。网络在传授良好做法和建立团结互助方面非常有效。

埃森哲发展伙伴全球常务董事Gib Bulloch阐述了某些技术创新(例如手机)
为扩大农业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带来了希望。他还表示，在许多国家，由于女性在技
术获取方面仍然存在困难，因此必须要用其它措施长期弥补这些差距。他建议要
更多支持社区内部的创新并满足地方的需求，以及进一步努力向农民推广技术和
创新。
.

58

单凭技术无法解决对女性的服务差距。目前全球使用手机的女性比男性少3亿人，而在农村地
区，电话业务仅覆盖约25%的人群。(Gib Bulloch)

赞比亚：国家农民联盟可提供强有力的网络：在赞比亚，国家农民联盟成员的农业产量显著高于
非成员，因为他们能够获得良好的信息，并将信息分发给其成员，而且该联盟能够满足当地农民
的具体需求。(Evelyn Nguleka)

与会者之间的讨论包括认识到女性农民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而同时气候破坏力也在加剧；需要
利用已建立起的妇女组织，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妇女组织来增进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使信息传播至“
其它方向”的重要性 – 从当地团体和当地农民(他们每天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到研究人员和国际团
体。

关于促进获取和使用信息的农业和粮食安全工作会议，专家和与会者在会上就获取和使用信息
问题进行了小组讨论。专家成员有：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Edward R.Carr；IFAD性别和社会平等高
级技术专家Maria Hartl；佛罗里达大学UFIC课程开发主任Sandra Russo；尼日利亚气象局应用气象
服务主任Julie Ukeje以及马来西亚未来作物计划主任Sue Walker并主持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收集并共享了讨论组的结论。这些结论包括如下重点：
•

目前普遍认识到女性很少能获取气候和天气信息，尤其是针对其需求的信息。

•

从事农业劳动的女性有具体的信息需求，但在某些地区，要获得她们所需的信息仍存在着重
大障碍。气候和天气服务提供方在规划其服务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

特别是，服务提供方应确保信息不使用技术术语，用词适当，并确保提供的具体信息有助于
农民，尤其是女性农民做出明智决策。

•

在确定农民的需求时，重要的是提供方应确切了解需求所在，因此，提供方必须倾听用户的意
见并据此采取行动。

•

在开发相应的信息时，NMHS不仅要考虑到农民，还要考虑到渔业和家畜管理等其他粮食生
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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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能力和扶持机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弥补制度
和技术差距，这类差距限制着在农业领域公平获取和使用天气及气候信息。WMO
农业气象计划负责人Robert Stefanski主持了会议。

世界农民组织妇女委员会协调员Susan Carlson强调指出，包括其所在的组织
在内的各组织要在本组织内外共享信息。女性农民正在尽力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她
们正在尝试防虫、集水等方面的新方法。她们需要获得当地信息和信息共享平台。

(幻灯片由Susan Carls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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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气象和地质灾害局Philip Malsale指出，他所在的机构负责为80多
个多发自然灾害(地震、火山活动、海啸)的小岛屿提供，此类机构必须要响应许多
不同的需求，必须为讲不同语言(有些甚至是文盲)且对信息的理解和使用能力参
差不齐的农业提供相应的信息。这些难题已通过不同的创造性方法得到了解决，
例如使用动画片来阐释风暴的特点以及简化技术用语。NMHS需要听取用户意见，
了解他们的需求所在以及他们希望如何使用信息。

国际营养科学联盟气候与营养任务组组长Cristina Tirado指出，尽管全球
80%以上的粮食是由妇女生产，但在全球有契土地中她们只拥有不到2%，而全球
长期遭受饥饿的人群中60%为妇女和儿童。农业进步可以改善营养，因此，促进女
性农民获取信息及提高其农业专门知识和生产力，我们就能够应对饥饿。伙伴关系
与合作社极为有效。例如，在中美洲的WHO伙伴关系利用了当地的推广服务，不
仅为女性提供农业技术培训，还提供家庭营养需求培训以及如何干净和健康地做饭。合作社，尤其是
那些有长期历史的合作社，可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信息以及许多其它服务。

(妇女合作社图片，Cristina Tirad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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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南亚地区主席Madhav Karki强调指出，女性通常
掌握着当地和传统的知识及惯用做法。然而，女性却往往无法有效使用此类知识，
因为她们在其社区中没有决策权。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教育和赋权妇女计划。

(幻灯片由Madhav Karki提供)

Thato Supang是一位青年女性农民，同时也是博茨瓦纳涉农企业创始人，她
强调指出女性农民需要去发现对她们有用的信息 – 例如，购买哪类种子最好、何
时播种以及如何将作物销往市场。在非洲，有许多女性务农，因为男性均外出到城
市打工，因此，她们需要切实的帮助。NMHS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发送手机短信
到利用农民的各个组织，将信息传递至社区。

与会者探讨了培训的必要性以及受训人员须再培训其他人员的这种培训计划的有效性，同
时还探讨了整合活动和共享知识的重要性。孤立闭塞是巨大的危险，凡是女性孤立闭塞的领域
就会使其处于风险。信息和赋权可以全方位改变其生活。

会议在结束时要求与会者书面答复该问题：“我们如何弥补机构和技术能力发展需求方面
的差距来确保促进女性和男性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这些答复包括如
下重点：
机构能力发展需求
•

应开发综合性方法，使政府机构、NGO和私营部门及最终用户参与天气及气候产品/服务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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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建立或加强农业推广服务/天气服务与农业推广服务/农民之间的联系。

•

鉴于气候信息/预警有时无法传递给农民，而且在有些国家，信息提供/分发似乎不是机构
的一项职责，因此，应当开发国家法律框架，对各机构的任务/行动做出安排。

•

大学的有用研究信息转化为简明易懂的语言，得出的结论或产品不但在气候变化方面要有
针对性，而且要适用于农业界。

•

要为相关利益攸关方制定与政府职能部门协调和挂钩的能力发展活动，并加大为这些活动
的拨款。

•

要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原则和规范用于政策和项目的设计及实施。

技术能力发展需求
•

在向农民分发天气和气候信息时，科学性要简明，并使用农民易懂的术语。

•

天气服务应与相关当局和行业协会合作，开发性别化的农业天气和气候信息。

•

成功或优秀的农民能够理解并运用天气信息，应当借助他们对其社区的农民进行培训。应
当优先考虑女性。

•

应促进农民掌握气候变化知识以及了解如何利用简易的现代技术来适应极端天气事件，从
而减少对其作物生产的影响。

•

应将最佳做法的结果和建议用于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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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

在过去四十年来，从事科学相关职业和在科学机构中工作的女性人数有所增加。针对的科学领
域不同和特定国家或国家群体不同，表明女性就业比例和不同分工的统计数据有着极大差异。全球
气象和水文领域的专业人员中，女性仅占三分之一。如果气候服务要更具性别化，则需要更多女性参与
到服务开发、制作、提供及与最终用户沟通的工作中。

女性气象和水文工作者的人数相对较低(尤其是高级职位)并非独有，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
更大型的运动，确保女性在学校和大学系统内以及在职工中以及在科学协会或机构中不再处于弱势
地位。

探讨在科学领域尤其是在高级职位上女性人数偏低等问题的文献中以及坊间议论，都指出了诸
多障碍：男女资质评估中的性别偏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被视为“男性”职业；楷模少；
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家庭和家庭责任方面有不同的分工、预期和规范；或许还有陈规旧习带来的自尊。

大会包括一场该主题的高级别专家会议和一次午餐论坛。这些会议力图更广泛了解女性目前从
事气象和水文职业的情况以及STEM等更广大领域的就业情况；从业情况应当怎样以及如何改善这
一状况。同时，这些会议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阐述其个人职业经历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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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高级别会议由WMO助理秘书长Elena
Manaenkova主持，她分析了女性从事科学职业，尤其是从事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工
作所面临的挑战。WMO执行理事会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主席Linda Makuleni介绍了自2007年第十五次世界气象大会建立了该专家咨询组以来，WMO所开
展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取得的进展包括指定了网络联络人以及社会性别主流
化活动的协调员。统计表明，参与WMO工作的女性人数有所增加，但进展缓慢。目前实现性别平衡不
太可能，因为在水文和气象领域中有资质胜任关键职位的女性太少。
UNESCO总干事办公室性别平等处处长Saniye Gülser Corat阐述了女性科
学教育问题。统计数据令人痛心–全球7.96亿文盲中，女性占三分之二，3900万年
龄从11岁到15岁的女童未能入学，而且寻求高级学位的女性人数仍旧很低。文化
障碍仍然很大，但UNESCO及其它组织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帮助女性从事科学职
业，包括在教材中减少性别偏见、树立女性在科学领域的正面形象、为女性科学工
作者赞助研究奖项。

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Christiane Rousseau介绍了其所在机构如何促使女性
从事数学和科学。
《2013地球数学年》计划赞助了许多会议、讲座、研讨会和展示
会，以使公众了解关于数学在应对全球挑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UNESCO的支
持下，该计划还为学校制定了数学课程。

(幻灯片由Saniye Gülser Cora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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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司法与法庭管理部部长菲亚梅·内奥米·马塔阿法女士阁下强调指出，
有必要在需要其他科学技能的国家为今后发展开展科学教育。各政府正在权衡它
们是否能够或应当推动学生做科学方面的职业选择。

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Lakshmi Puri指出，实际上妇女的能力未得到充分
利用，因为她们在科技领域没有充分的代表性。没有女性的大力参与，我们不可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种参与包括妇女参与科技领域的工作。我们必须鼓励网
络和领导层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聘用、留用和晋升方面给予帮助。

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高级别会议是由Elena Manaenkova（世
界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主持召开。她强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科学仍
然是由男性占主导的时期，女性科学家实现了突破性的发现。她指出今天虽然女性
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中，但她们在领导位置和关键的科学及政治部门中仍
势单力薄。随后她展开了一项讨论，关注女性在科学职位（特别是在天气、气候和水
服务方面）方面的挑战。

如果气候服务要更具性别化，则需要更多女性参与到服务开发、制作、提供及与最终用户沟通的工作中。

WMO美国常任代表Laura Furgione主持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午餐论坛。她
讲述了自己工作经历中的挑战，她指出当你从事一份不错的工作时将阻力转化为支持是非常有
价值的。

肯尼亚气象局教育、培训、研究和发展部副主任Stella Aura讲述了她在肯尼亚的教育和工作经
历。作为大学理科类专业班级中唯一的女孩，她不得不极力反对女性不可能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理念。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事实说明现在理科类专业班级中约为40-50%的学生为女性。现在大学都组织
开放日来讨论职业，这有助于年轻女性认识到她们从事科学职业的可能性。

UNESCO自然科学部门计划专家L. Anathea Brooks有幸获得家人支持她从事科学研究，这是
因为其家庭成员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但是她也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获得支持 — 例如在大学里，她的
班级里都是男性，而教授也建议她成为一名科普作者，而不是成为一名工程师。良好的榜样对于鼓励
女性深入接受教育并进入科技领域是必不可少的。

66

哥斯达黎加大学的前任教授Vilma Castro讲述了她的经历，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来讲都极为不
寻常 — 她在一个乡村里长大，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农民的妻子，但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接受教育。她
所在的城市有一所学校，这是她涉足气象领域的部分原因 — 作为一名未婚女性离开家简直是不可想
象的事情。有这样经历的女性必须要作为年轻女性的良师益友。
芬兰WMO常任代表和芬兰气象局局长Petteri Taalas讲述了芬兰的情况。在芬兰，性别问题一直
国家议程中的重点，而且现在已达到了很好的平衡。他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应尽早开始规划自
己的职业生涯，特别是当她们想涉足气象领域，就算在芬兰这个领域也通常是男性的领域。申请接受
气象专业教育的女性正在不断增加。

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会议确定的主要问题
1.

女孩和妇女有能力获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

2.

教师缺乏性别意识可造成有意或无意地使女孩们学习数学和物理专业。

3.

相较于医学、法律、法医学等，物理科学的职业缺乏知名度。

4.

难以吸引物理科学专业的女性考虑从事天气、水和气候职业。

5.

社会观念和将女性定型为母亲，主要的照管者和全职留守者而是不是职员、经理和首席执
行官。

6.

男性和女性沟通方式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传达错误的信息(“爱出风头的女人”与“坚强的男
人”)。

7.

参与科学的女性较少可导致缺乏针对女性的性别敏感服务。

8.

将性别因素纳入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计划中并将性别因素定为高度优先。

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会议提出的主要建议

1.	 集国家和国际的努力，在各职业层面促进和支持女性科学工作者。
2.	 在WMO及其组成机构和会员以及负责规划和运作此次大会的其它组织内促进和推广
社会性别主流化行动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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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言行一致。
4.	 提升天气、水和气候科学领域职业的知名度及其对女性和男性的吸引力。强调气
象、水文和气候科学的职业多样化，以及许多国家需要提高薪金及改善工作环境。
5.	 加强教师教育的性别意识，尤其是理科教师。
6.	 将性别敏感性置入天气和气候服务。敏感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等到有更多
妇女进入科学界才开始。
7.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强化和推广针对女性的现行辅导、实习和奖学金计划。
8.	 制定并提供注重背景的培训计划，以支持性别敏感型服务，从而满足不同角色(用户
到开发方)、不同地区、文化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女性的需求。
9.	 寻找并宣传榜样的作用，以提升天气、水和气候科学职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10.	 出版并推广此次大会会议记录，并在评审现有出版物时使用该材料 – 例如，可以是
以性别问题为主的《WMO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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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性全会：汇聚我们的知识
世界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Elena Manaenkova主持了最后一次全会。她在致开幕词时，指出作为
WMO第三次性别会议，此次会议是展示WMO在此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一个机会。现在WMO已有能
力在性别领域开展工作并且为气象工作者与天气和气候敏感行业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报告员总结了此次会议五个专题重点领域中的关键性别相关问题，还总结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首
选建议。上述提到的成果和建议见专题摘要和9-16页的大会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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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成果和闭幕致辞
在介绍了针对具体部门的建议如何支持大会声明中的总体建议后，观众感谢报告员的辛勤工作并
以鼓掌的方式批准了大会声明。
大会伙伴组织提议的后续行动
大会的目标不仅仅编写一份大会声明，而是要促进所有的与会者在其工作和社区中落实大会的
建议，鉴于此主持人Manaenkova 要求与会者确定他们将如何推进大会的理念。首先，国际指导委员
会的成员为大会提议了一系列他们将就大会建议采取行动的方法，如下：
UNESCO(自然科学部门计划专家L. Anathea Brooks)
•

继续指导和设立科学领域的榜样，包括通过UNESCO - 欧莱雅“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计划”以
及爱思唯尔基金会发展中国家年轻女性科学家奖。关注2015年气候科学。

•

扩展参与科学的女性网络。

•

评估按性别分类的资料并编制一份可影响科学领域性别平等的政策工具的清单。UNESCO希
望借助UNESCO统计研究所来审查政策工具，以确定促进和留用从事科学职业女性的成功政策
并将这些政策纳入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工具的观察名单。世界水评估计划(UN-水)将开
发用于性别敏感型水监测的工具。

•

促进女性参与制定科学议程的高级别过程。

•

作为大会关于水资源工作会议的成果，UNESCO-IHE水教育研究所新任命的官方性别平等首
席代表以及关于水资源工作会议的其他演讲人，将合作编写一个短期课程，是有关水资源规划
和管理中性别敏感性的高级别培训。可为联合国系统内外所有的水专家提供在线版本。可根据
水科学领域的研究生的需求，编制一个更为深入的课程，包括在UNESCO-IHE水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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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DR(联合国关系和协调官员John Harding)
•

与WMO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将此次大会的建议提交给将于2015年3月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第三
次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

•

确保未来的政府间减少灾害风险协议认可需要更好地了解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性别影响和维度，
以及需要提高女性的参与以及相关的能力需求以支持后续行动。

•

与各国和地方当局合作以加强风险信息的可用性，从而做出有依据的决策并更好地做出发展投
资。这也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密切相关。

•

修订现有的指南和工具以确保根据大会的建议更好地考虑性别视角。例如，这将包括UNISDR
与各国合作来开发灾害损失数据库，目前已在85个国家可用，以及开展相关的风险评估。

联合国妇女署(政府间支持处政府间专家Verona Collantes)
•

将大会的实质性贡献引入联合国妇女署可积极参与的所有切入点，诸如政府间过程、可持续发
展目标、2015年后发展议程、妇女地位委员会、ECOSOC以及联合国大会。

•

使用会议报告作为制定政策和计划的实质性基础。

•

确定国家一级的关键信息和优先重点，这将有助于资源调动和最终促进了解女性的需求。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环境官员和GFCS联络人Selvaraju Ramasamy)
•

支持会员国加强提供给女性和男性的气候和农业信息服务；

•

将会议建议纳入：
– 监测用于气候风险管理的资料工具和方法；
– 管理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其中包括影响评估和女性面对的脆弱性模式；
– 管理粮食系统及其资源；
– 推进环境服务和风险转移机制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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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与粮食安全信息和应急相关的活动。
•

积极的伙伴关系和合作以弥合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性别差距，并致力于应对零饥饿挑战，其
目的是寻求根除全世界的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世界卫生组织(气候变化和健康项目技术官员Elena Villalobos Prats)
•

收集更多按性别分类的资料；

•

改进对气候产生的性别差异影响的认识。WHO已开发了性别工具包，这将用于健康脆弱性和适
应评估。

•

将性别与UNFCCC的整体进程联系起来并在气候谈判方的帮助下编制一份声明。

•

认可并将性别问题统一纳入国家总体适应计划，其中包括卫生、减少灾害风险、水、农业和粮食
安全。这也是一个机会，让各机构开展合作与各国就国家适应计划(NAP)开展合作。

•

确保将大会的建议纳入提交UNFCCC的国家通报中。

世界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Elena Manaenkova)
•

在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IBCS)会议上提出会议建议并将其纳入GFCS实施中。

•

让WMO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参与具体会议建议的实施。

•

促进女性参与气象以及推广榜样。性别大会网站有丰富的收集信息，并将作为WMO性别网
站。

•

在日常工作中促进性别问题。大会的组织直接涉及WMO所有司的40-50多名工作人员，他们会
将性别问题纳入WMO的各计划和项目。

•

WMO与区域培训中心和大学开展合作可编制针对女性的课程。

•

考虑建立女性奖学金。

•

编制一份指南，以便让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将性别问题纳入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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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写一份有关性别和气候变化的特别报告。

•

在2015年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上组织一次性别日。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
•

返回中国后广泛宣传大会的建议和提案，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将它们转换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做
可使中国气象局(CMA)更有能力将性别主流化纳入其日常工作和DRR服务。

•

可采用一个跨部门的合作平台来促进纳入性别视角的重要性，收集按性别分类的用户需求资料
以及制作针对不同性别的服务。CMA已与超过20个部委和政府机构建立了良好的跨部门合作。

•

作为WMO基本系统委员会(CBS)管理者的成员，承担性别主流化的职责。利用一切可能的机
会与同事讨论实施性别大会成果的进展和取得的经验。

WMO美国常任代表(国家天气局副局长Laura Furgione)
•

与WMO-WHO联合办公室密切合作，将天气、气候和卫生专业知识连续起来以更好地了解资料
和工具整合可如何支持我们保护生命的共同使命。利用联合办公室的协同效应。天气、水和气候
资料对于了解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是有用的。气象与医疗和公共卫生学科之间开展更密切的合
作是造福社会必需的。

•

建立更加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以促进一致的宣传以及向脆弱和欠发达社区传播信息。将有关女
性和少数民族的工作作为一项优先重点。美国常任代表近期当选为美国气象学会执行理事会的
成员。她将通过女性和少数民族AMS理事会在天气部门中促进一致的环境信息和信息传播。

•

针对在职员总数中增加女性的代表性，制定招聘和留用的目标。这可包括扩大宣传范围至科学
组织和学术机构，并在STEM领域增加招收女性学员。特别需要朝着这个目标开展行动，因为女
性在科学和在美国国家天气局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

•

继续将性别作为社会科学工作、倡议、活动和项目的重点。例如，发生极端天气事件后，工作人
员通常开展野外工作并进行服务评估，这可能包括分析性别对感知的影响以及对天气和气候信
息的响应。

•

共享大会期间产生的知识，提高对女性缺乏拥有手机的认识。各公司正在投资开发天气和气候
移动应用程序，而亿万女性无法获取。正如大会提到的，拥有手机的女性比男性少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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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南非常任代表(南非气象局首席执行官员和WMO EC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组长Linda
Makuleni)
•

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开展协作以制定各项举措，这将影响各研究机构(科学机构和商业学
校)审视如何制作性别敏感型产品和服务的研究。

•

在国际层面上让科学技术部门、艺术文化部门与诸如农业和环境等关键部门之间开展对话，以
开发与终端用户对话的平台。

•

开展有关使用本地知识的研究，以及开展有关解决涉及性别失衡文化的障碍的研究。

•

要求研究机构关注将性别敏感性、经济发展和增长等问题联系起来的指标。制定一个反馈机制
以及监测和评估。

•

使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作为一个平台和工具。

•

建立一个指导委员会，以制定针对不同性别和性别敏感型服务的国家框架。

IUCN (高级性别顾问Lorena Aguilar)
•

在国际层面上，建设气候谈判人员的能力并提请他们注意会议成果。离达成一份气候变化框架
新协议只有14个月的时间了。IUCN致力于将大会声明传达给女性代表。联合国妇女署和其他合
作伙伴也可采取此类的举措。

•

在国家层面上，与各国合作制定性别响应型气候变化战略，其中充分整合大会的关键要素、需
求和要求。

个别与会者的后续行动
接下来，观众成员成为大会的代表和变革的推动者，并至少确定了他们将推广大会理念和建议
的一种方法。他们的承诺总结如下。

Adivasu Levu Chute(太平洋妇女联络组织)：通过将本土的方法纳入天气信息的传播以及通过
建设沟通能力，加强太平洋社区的沟通。此次大会“真正赋予我能力让我回去...加强我们社区的媒体
和妇女天气监视网，并反馈给气象部门”，以帮助气象部门提供更准确和一致的天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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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rijoana Samuëline Rahariveloarimiza(马达加斯加常任代表)：认同多数的大会建议，“我将
邀请我的同事与我一起讨论这些建议”，作为开展联合实施工作的一种方式。

Amos Makarau(津巴布韦常任代表)：为津巴布韦的女性举办一次研讨会，旨在将性别政策纳入
津巴布韦的国家气候政策。此次研讨会不仅涉及妇女组织和民间社会，还涉及社区和政府。

Kusum Athukorala(斯里兰卡水网络和斯里兰卡水伙伴组织主席)：面对近期袭击斯里兰卡的山
体滑坡 — 伴随高强度的降雨，这类的事件越来越多 — 她希望在灾害易发地区工作以建立社区雨
量计，培训人们监测这些雨量计并且使用收集到的资料，在必要时进行疏散。她计划与全球水伙伴组
织、斯里兰卡灾害管理中心以及NMHS开展合作。

Thato Supang(博茨瓦纳农业商业组织)：在此次大会上了解到反馈和伙伴关系对于改进向农民
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是非常重要的，Supang致力于“召集社区里的女性，帮助她们与真正想帮助女性
的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伴可能包括NMHS和农业部门以及社区的领袖。

Lesha Witmer(国际商业和职业妇女联合会)：两项承诺：第一，作为世界水评估计划按性别分类
资料工作组的成员，她将促进开展“一次复检，以检查当前的计划中是否真正反映了此次大会的建议”。
第二，作为“蝴蝶效应”(一个国际和地方民间组织组成的联盟，倡导有效的地方解决方法，以便对改进
获得水和卫生条件以及水资源管理产生可持续的影响)的协调员，她将把此次大会的成果提交在韩国
举办的第七次世界水论坛(2015年4月12-17日)，供其讨论水和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

Odette Elisabeth Guerel Baile Touane(“中非之花”国家农村妇女组织)：与中非NMHS的代表
以及另一个大会的代表合作，为农村妇女、农业工作者和气象工作者创建一个平台，让他们共同努力
以适应气候变化。

Baya Zitoume(阿尔及利亚农村发展妇女协会主席)：寻求将性别这一重要的问题纳入阿尔及利
亚气象，她将此次大会的工作和建议带给她合作的其他协会，以及两个重要的女性国家部长、环境部
长以及家庭和女性团结会部长。

Julie Ukeje(尼日利亚气象厅)：“审视我们如何加强对气候相关灾害和其他灾害的防范”，使女性
免受影响。此外，她将寻求减少NMHS预估和预测中使用的术语，并让媒体参与帮助通过图形来传播
天气和气候信息。“我们需要增加职业的魅力来吸引人们的眼球”。

Diane Johnston(加拿大气象局)：她呼吁开展更多的工作，制定具体的行动，落实大会的建议，
并敦促与会者根据大会期间获得的信息来制定“如何达成目标”的任务和时间表。作为一个“很好的新
闻故事”和解决性别问题的良好做法的范例，她介绍了加拿大NMHS如何为女性气象工作者和物理科
学工作者设定目标以及甚至如何超越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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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Kijazi(坦桑尼亚气象局)：确保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坦桑尼亚NMHS的三年战略计划
中。“通过将性别方面纳入该战略，”Kijazi补充说，“我确保我们将更多的女性利益相关方带入气候服
务”。 她还承诺在审查和实施战略计划的期间与该国的气候敏感部门和大学合作，以确保纳入其需求
并帮助确保开展有效的性别敏感型研究和实施。

Anubha Kaushik教授(印度新德里GGS IP大学环境管理学院)：要求使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开展
大学研究，以便援助并供当地社区使用。她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非常古老文明的国家，有很多
传统的知识”，她继续说，“随着气候变化，需要更多将现代研究和现代知识与传统知识相结合，”Kaushik承诺“为了所有人的福利，建立一个协同模式以便将此类科学信息传播到社区”。

Peya Nicole Stelly(中非共和国女性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以及科学联络组织主席)。三项承诺：
第一，为其组织的成员组织一次多学科会议。第二，以简单的语言分享知识以帮助那些农村地区的人
们。第三，连同参与的大学成员，启动一项大型活动以促进物理科学和数学中的性别问题，让更多的
女性有机会从事科学工作。

Ekaterina Chumak(俄罗斯气象水文局)：继续与WMO和UN机构合作，在超出她所在组织之外
更广泛的背景下审视性别问题，以了解全球的背景并收集社会科学和气象研究方面的相关信息。

Vilma Castro(哥斯达黎加前任教授)：“会后，我觉得更有动力继续尝试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创建
宣传课程以推广至需要“气候、气候变化、气象仪器或动力气象学方面”培训的各个层面的人们”。“此
外，我要努力推动远程学习方法，这样那些无法离开家的人们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类教育了”。

Mona Fakih(黎巴嫩能源和水资源部水文局局长)：首先，注意到黎巴嫩正寻求批准成为新区域
培训和信息中心的地中海站点，Fakih着手“将性别问题纳入”到这项工作中。第二，Fakih承诺撤销针对
水用户协会的一项法律草案，以便对其进行审查并确保其中充分反映性别问题。第三，当大学毕业生
进入该部委开展研究时，“我将鼓励他们参与水和气候服务”。 最后，“我将推动政治家......因为我们没
有得到政治家的支持，那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

Tracy Kajumba (ACCRA –非洲气候变化恢复力联盟)：依托组织现有的向各社区传播天气和
气候信息的工作，Kajumba承诺与现有的部门间结构(如灾害管理委员会)合作将部门联系起来并促
进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以便进行卫生、农业、教育和所有部门的早期预警。此外，她着手“记录社区
层面上的[性别]影响”，因为“我们需要让国家和全球层面能够听到社区的声音”，因此是依据社区的经
验来进行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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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
WMO秘书长Michel Jarraud 感谢所有与会者展开的建设性讨论，还称赞大家超越传统的任务
的思维方式思考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解决更大的性别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愿景，即有一天能够实现性别
平等，性别方面已很好地整合，那么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他同时还鼓励与会者兑现自己的承诺。
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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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星期二

注册

时间

14:30 - 17:00

10:15 - 10:30
10:30 - 12:00

18:30 --

17:00 - 18:30

茶歇

16:45 - 17:00

*不提供口译

晚宴开始

工作会议1a(DRR)：教育和能力建设
奥巴西厅*
----------------------------------------工作会议 1b(DRR)：风险和DRR 沟通
C1厅*

高级别全会1：
加强女性作为减少灾害风险变革推动者的作用
奥巴西厅

茶歇

15:00 - 15:15
15:15 - 16:45

天气、水和气候的女性和职业高级别讨论会
奥巴西厅

----------------------------------------14:00 - 15:00

12:00 - 14:00

早晨茶歇
高级别开场会议
奥巴西厅

9:00 - 10:15

午餐
----------------------------------------(随后在WMO大厅举办午餐会)
北京+20午餐论坛 奥巴西厅*

注册
开幕致辞和大会愿景
奥巴西厅

11月5日，星期三

8:00 - 9:00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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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茶歇

10:30 - 11:00

18:00 - 19:30

16:30 - 18:00

14:30 - 16:00

12:30 - 14:30

11:00 - 12:30

高级别全会 2：
天气、气候、健康和性别
奥巴西厅

9:00 - 10:30

起草会议

----------------------------------------工作会议3b(水)： 赋权女性参与水科学和政策
奥巴西厅

*不提供口译

17:00 - 18:00
闭幕庆祝

16:00 - 17:00
会议成果和闭幕致辞
奥巴西厅

16:00 - 16:30
下午茶歇

工作会议3a(水)：确保女性用户获得气候信息
C1厅*

高级别全会5：
汇聚我们的知识
奥巴西厅

午餐
----------------------------------------12:45 - 14:15
起草会议
-----------------------------------------

工作会议4a(粮食安全)：改进获取和使用信息
C1厅*
----------------------------------------全工作会议4b(粮食安全)：确保能力和促进机制
奥巴西厅

早晨茶歇

高级别全会 4：
女性、气候、农业和粮食安全
奥巴西厅

11月7日，星期五

高级别全会 3：
获取水资源和性别平衡
奥巴西厅

-----------------------------------------

午餐
----------------------------------------12:45 - 14:15
天气、水和气候的女性和职业午餐论坛

工作会议2a(健康)：改进获取和使用信息
C1厅*
----------------------------------------工作会议2b(健康)：确保能力和促进机制
奥巴西厅

11月6日，星期四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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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支持大会声明的工具箱
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
普遍可及 – 赋权女性

本文件综合了为帮助实现会议成果的推荐行动，见大会声明草案。在会议讨论前，与会者和其他
性别专家欣然提出了这些建议。这些建议被分为五个领域进行讨论：农业和粮食安全、减少灾害风
险、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以及妇女与科学职业，另外还有一个章节讨论跨领域的建议。

农业和粮食安全
成果 1：改进我们对天气和气候的性别影响以及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认识。
了解不同背.景下的性别作用和职责强调了气候变化将日益加剧现有的性别脆弱性并产生新的性
别脆弱性，这是确定男性和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不同需求以促进适应的一个先决条件。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使用和推广现有的参与式方法以创建社会差异性研究。

•

在农业社区开展有关公众对气象服务和产品看法的研究，以及开展有关国家气象水文部门
(NMHS)开展的田间与农业相关活动的研究，以便按照性别和社区作用来建立用户的基线知
识。

成果2：提高女性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的参与度。
通常，女性在参与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例如NMHS，诸如
ACMAD、ICPAC、SADC-CSC和AGHRYMET等非洲的区域机构，诸如CORDEX、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GFCS)等WMO计划)，这是指在制作产品中未体现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同时，基层
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被边缘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为女性农民提供有关如何和为什么要获取和使用耕作的逐日和季节性天气预报的教育和培训。

•

收集有关如何使用天气和气候信息的反馈和记录相关成功案例文件(例如，有关MEGAGRI项目
结果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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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女性农民意识到他们的经历可有助于制作气象和其他服务。

•

作为培训的一部分，邀请女性农民讲述她们的成功经验。

•

在NMHS和WMO牵头的培训和在天气和气候产品开发演习上，通过预留一定的席位给女性来
增加女性参与的人数。

•

向女性农民和女性专家分发问卷，来评估其当前的需求和期望。

成果3：制作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
当前，通常是性别中立的方式来制作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也就是不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
求和偏好。因此，在适用信息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使用并从信息中受益方面存在差
异，这通常可加剧性别差异和脆弱性。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开发适用于文盲女性的通信工具。

•

针对女性及其作用定制农业气候服务。

•

通过采用当红女影星或音乐艺术家为季节预报提供配音，来促进气候服务更吸引女性并提高其
知名度。

•

制定更有效的沟通战略，通过使用当地语言以及通过走出传统的会议和培训场所的方式，向女
性宣传这些战略。

•

让女性和男性农民参与性别响应型季节诊断，利用参与性和性别敏感型工具来收集、记录和分
析信息。

成果4：技术和沟通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包括性别培训。
应该培训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传播和使用这些服务的各方(包括NHMS、区域机
构、媒体、NGO和农民)，以了解如何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了解作用和职责方面存在的性
别差异。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发展用户利用参与式方法工具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了解农村社区的多样性。

•

为女性农民提供有关如何和为什么要获取和使用耕作的逐日和季节天气预报的教育和培训。

•

编制材料(再培训)培训推广人员有关性别和天气相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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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供有关如何匹配接收天气和气候信息以及支持的性别需求方面的额外培训，实现NMHS
和WMO提供课程的多样性。

成果 5：增加针对女性的投资。
为了解决在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当前存在的女性代表性和参与度不平衡的情
况，需要采取有利于女性参与的正面差别待遇。通常这需要通过针对性的投入才能实现。
….
成果6：教育机构、WMO、NMHS和其他各方及利益相关方采用性别平等战略。
确保女性更多参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求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以及体现男女公
平代表性的政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在NMHS和WMO以及在其他机构招聘、留用和晋升女性。

•

在WMO，向技术委员会和WMO分支机构推荐引入专业女性进入工作组和专家组。

•

创建职业女性可利用的知识库或数据库。

•

与农业气象学委员会一起，创建一个“女性适应气候变化网络”来支持跨部门的农业和粮食安全
决策。

•

在NMHS和WMO牵头的培训和招聘活动中，通过预留一定数量的职位给女性来增加女性参与
者的人数。

成果 7：提高各组织间的协作和整合。
鉴于不同部门中参与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行动方很广泛，再加上对性别的具体
认识、推进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往往要求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与女性农业组织(如WOCAN、WOFAN(尼日利亚)和青年农民协会等)建立联系。

•

与其他相关的女性组织及其成员建立联系，以分发有关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信息。

•

支持WMO和FAO之间，以及与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之间开展联合国际行动，以创建性别敏感知
识，特别是有关给女性带来严重威胁的事宜(如重度营养不良、HIV/AIDS及其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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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联合会议并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

ii.

推广现有的工具，如CGIAR/CCAFS和世界农林中心开发的性别和包容性工具箱。

减少灾害风险
成果 1：改进我们对天气和气候的性别影响以及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认识。
了解不同背景下的性别作用和职责强调了气候变化将日益加剧现有的性别脆弱性并产生新的性
别脆弱性，这是确定男性和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不同需求以促进适应的一个先决条件。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审查NMHS和国家灾害管理组织的政策性文件和愿景声明，以确定性别基础和主流化的程度。

•

与终端用户开展研究以确定男性和女性对于气候服务的需求。

•

按照兵库行动框架的要求，确保更好地收集按性别分类的资料；并确保这项要求仍作为2015年
后减灾框架(HFA-2)中的其中一项要求。

成果2：提高女性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的参与度。
通常，女性在参与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例如NMHS、诸如
ACMAD、ICPAC、SADC-CSC和AGHRYMET等非洲的区域机构，诸如CORDEX、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GFCS)等WMO计划)，这是指在制作产品中未体现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同时，基层
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被边缘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针对女性提供有关评估和使用灾害早期预警信息的培训活动，以应对和降低风险。

•

确保女性积极参与(这可能需要培训)社区灾害应急队伍，在制定防备战略中起到实际的作用。

•

在DRR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实体中为女性代表预留名额。

•

确定女性先驱者，以更有效地进行信息传播。

成果3：制作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
当前，通常是性别中立的方式来制作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也就是不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
求和偏好。因此，在适用信息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使用并从信息中受益方面存在差
异，这通常可加剧性别差异和脆弱性。
建议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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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改进制作方、传播和分发信息的各方以及终端用户之间的合作，联合设计和联合制作气候
服务。

•

反映一个事实，即男性和女性以不同的方式获取、加工、释用和应对信息，这确保传播天气和气
候服务是性别敏感的。(这涉及到简化语言并使用女性敏感的沟通模式。)

•

调研创新式分发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早期预警信息的方案(例如手机)。

•

确保将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早期预警信息转换为当地语言，以便对女性来说，更加通俗易懂。

成果4：技术和沟通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包括性别培训。
应该培训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传播和使用这些服务的各方(包括NHMS、区域机
构、媒体、NGO和农民)，以了解如何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了解作用和职责方面存在的性
别差异。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为天气和气候服务专业人员制定和提供性别培训，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制作性别敏感的信息。

•

为女性提供有效减少灾害风险的培训，使她们可有效地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便为防灾和减少
风险活动提供依据。

•

将培训女性推广官员和救援人员作为国家风险管理机构培训计划的一部分。

•

有关气候信息和如何在两个层面上(决策者和脆弱群体)使用气候信息的宣传研讨会。

成果 5：增加针对女性的投资。
为了解决在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当前存在的女性代表性和参与度不平衡的情
况，需要采取有利于女性参与的正面差别待遇。通常这需要通过针对性的投入才能实现。
建议采取的行动：
•

鼓励增加对女性天气和气候科学工作者的投资。

•

为天气和气候服务专业人员制定和提供性别培训，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制作性别敏感的信息。

成果6：教育机构、WMO、NMHS和其他各方及利益相关方采用性别平等战略。
确保女性更多参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求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以及男女公平的
代表性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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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天气和气候服务制作方在招聘和推广活动中采取更注重性别敏感的方法。

•

确保NMHS和DRR权威部门在男性和女性工作人员的安全和福利方面同意性别敏感型政策，以
保障他们不受骚扰并获得适当的工作条件。

•

支持国家体制、立法和政策框架在风险防范方面开展性别分析。

•

通过培训和政策有效的实施，确保女性在减少灾害风险工作方面有权利维护其权益和待遇，包
括有足够的住房权。

成果 7：提高各组织间的协作和整合。
鉴于不同部门中参与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行动方很广泛，再加上对性别的具体
认识，推进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往往要求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建议采取的行动：
•

确保NMHS和DRR权威部门与负责性别的国家部委合作，以确保NMHS/DRR部门的政策与国
际性别要求和政府公共服务标准保持一致。

•

确保将性别问题有效地纳入国家层面上的DRR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可决定地方一级早期预警
系统和备灾的性质。

•

改进NMHS、其他DRR部门、民间社会机构之间在女性赋权等方面的合作，以确定脆弱地区和
人口并编制性别敏感型培训材料。

•

确保各国在“所有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计划和决策过程中，包括与风险评估、早期预警、信息管理
以及交易和培训相关的方面”坚持兵库行动框架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承诺。

•

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可开展合作，以确保女性权利并确保将加强妇女和女童的应变能力作为减
少灾害风险工作和核心，主要通过支持性别平等和赋权女性作为2015年后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HFA2)的一项独立原则。

•

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以解决围绕NMHS和DRR政府部门的知识差异，并促使他们有效地确定有
关性别敏感型方法的计划并加以实施。

•

建立性别工作组作为DRR结构的一部分。

公共卫生
成果 1：改进我们对天气和气候的性别影响以及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认识。
了解不同背景下的性别作用和职责强调了气候变化将日益加剧现有的性别脆弱性并产生新的性
别脆弱性，这是确定男性和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不同需求以促进适应的一个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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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的行动：
•

针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影响(特别是健康相关的影响)方面，开展有关性别和性别差异的研
究。

•

研究男性和女性如何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

成果2：提高女性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的参与度。
通常，女性在参与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例如NMHS、诸如
ACMAD、ICPAC、SADC-CSC和AGHRYMET等非洲的区域机构，诸如CORDEX、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GFCS)等WMO计划)，这是指在制作产品中未体现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同时，基层
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被边缘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提高女性卫生从业者(助产士、护士)参与提供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以监测和防止气候相关
的疾病。

•

积极推动女性参与减少灾害风险、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卫生应急行动，以减少性别差异影响的可
能性。

•

组建一个社区团体以鼓励女性参与科学领域，否则女性可能会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

成果3：制作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
当前，通常是性别中立的方式来制作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也就是不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
求和偏好。因此，在适用信息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使用并从信息中受益方面存在差
异，这通常可加剧性别差异和脆弱性。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将天气和气候服务纳入气候和卫生公报的编写工作。建设卫生(包括医生、护士、社区卫生工作
者和社区志愿者)和气候部门的性别方面能力，以了解女性和男性获取、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
不同方式。

•

采用多种沟通渠道(包括媒体)以确保男性和女性都能够收到天气和气候服务。

成果4：技术和沟通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包括性别培训。
应该培训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传播和使用这些服务的各方(包括NHMS、区域机
构、媒体、NGO和农民)，以了解如何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了解作用和职责方面存在的性
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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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为卫生工作者提供有关认识性别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培训，以便让他们有能力使用这些服务来
制定性别敏感型卫生防范战略，以及向基层的男性和女性传播这些信息。

•

通过加强社区了解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的能力以及如何使用天气服务来防范健康影响的能力，
来建设社区的健康应对能力。

•

确保所有参与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人员都接受性别培训。

•

确保气象领域的女性接受有关天气和气候变化(包括性别)的卫生和社会影响方面的培训。

•

确保各组织的领导层接受性别培训，以便让他们有能力通过设立目标、愿景声明和政策来进行
宣传，其中包括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敏感性重要性的联系。

成果 5：增加针对女性的投资。
为了解决在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当前存在的女性代表性和参与度不平衡的情
况，需要采取有利于女性参与的正面差别待遇。通常这需要通过针对性的投入才能实现。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开发性别响应型和易获取的卫星系统，以解决女性(例如生殖和孕产健康，以及易患传染病)和男
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特别脆弱性和卫生需求。

成果6：教育机构、WMO、NMHS和其他各方及利益相关方采用性别平等战略。
确保女性更多参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求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以及男女公平的
代表性的政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增加女性的招聘和留用工作。

•

确保NMHS的组织环境符合女性的需求和权益，并适合女性工作以保留女性的参与。

成果 7：提高各组织间的协作和整合。
鉴于不同部门中参与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行动方很广泛，再加上对性别的具体
认识，推进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往往要求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发布一份有关气候/天气/水和卫生的性别维度出版物，以便为GFCS的实施提供依据，例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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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HS制定模式政策/指南。
•

鼓励NMHS和卫生署/部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以确保针对天气和气候相关疾病的性别敏感型
早期预警。

•

促进与性别研究领域以及与天气和气候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士建立联系网络。

水资源管理
成果 1：改进我们对天气和气候的性别影响以及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认识。
了解不同背景下的性别作用和职责强调了气候变化将日益加剧现有的性别脆弱性并产生新的性
别脆弱性，这是确定男性和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不同需求以促进适应的一个先决条件。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开展全面和按性别分类的分析，以确定和评估男女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及其对天气管理和获取
水的影响。

成果2：提高女性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的参与度。
通常，女性在参与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例如NMHS、诸如
ACMAD、ICPAC、SADC-CSC和AGHRYMET等非洲的区域机构，诸如CORDEX、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GFCS)等WMO计划) ，这是指在制作产品中未体现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同时，基层
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被边缘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确保所有部门和社会各阶层的女性参与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水方案(包括水务委员会)的设计、
实施和监测。印度的某些地区(南部)有“女性水管理者”，由她们决定饮用水和灌溉用水的分配，
这一做法很成功。这种传统的水管理做法应该予以鼓励并将其纳入政府的水管理政策中。

•

授权妇女和儿童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确定水和卫生相关疾病、条件和灾害(包括干旱)的风
险。

•

促进女性使用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

•

设定女性参与培训课程的目标，特别是通常以男性为主的水工程等课程。

•

确保水和气候变化计划有让特定女性参与的空间，例如“一所房子、一个水箱”可让女性接受收集
雨水的培训。

成果3：制作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

90

当前，通常是性别中立的方式来制作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也就是不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
求和偏好。因此，在适用信息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使用并从信息中受益方面存在差
异，这通常可加剧性别差异和脆弱性。
建议采取的行动：
•

确定男性和女性最需要的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性质以及性别敏感的沟通渠道。

•

使用性别敏感的沟通方法来确保女性可平等地获取天气和气候服务，例如通过将其转换为当地
语言和使用多种媒体渠道等。

成果4：技术和沟通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包括性别培训。
应该培训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传播和使用这些服务的各方(包括NHMS、区域机
构、媒体、NGO和农民)，以了解如何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了解作用和职责方面存在的性
别差异。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为水务和NMHS专业人士提供社会性别主流化和性别平等方面的培训。

成果 5：增加针对女性的投资。
为了解决在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当前存在的女性代表性和参与度不平衡的情
况，需要采取有利于女性参与的正面差别待遇。通常这需要通过针对性的投入才能实现。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将女性参与管理作为考虑为国际投资水务项目提供资金的先决条件。

成果6：教育机构、WMO、NMHS和其他各方及利益相关方采用性别平等战略。
确保女性更多参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求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以及男女公平的
代表性的政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通过推广女性参与水务方面的成功案例以及提供奖金/奖学金，增加攻读水和其他相关科学及
工程领域研究生的女性人数。

•

确保工作条件具备性别敏感性，从而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在水资源管理领域继续受雇佣。

成果 7：提高各组织间的协作和整合。

91

鉴于不同部门中参与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行动方很广泛，再加上对性别的具体
认识，推进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往往要求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建议采取的行动：
•

通过联合国水机制及其世界水评估计划，在水管理、政策和科学中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主
流化。

从事天气、水和气候的女性和职业
成果 1：改进我们对天气和气候的性别影响以及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认识。
了解不同背景下的性别作用和职责强调了气候变化将日益加剧现有的性别脆弱性并产生新的性
别脆弱性，这是确定男性和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不同需求以促进适应的一个先决条件。
建议采取的行动：
……
成果2：提高女性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的参与度。
通常，女性在参与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例如NMHS、诸如
ACMAD、ICPAC、SADC-CSC和AGHRYMET等非洲的区域机构，诸如CORDEX、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GFCS)等WMO计划) ，这是指在制作产品中未体现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与此同时，
基层的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建议采取的行动：
•

确保为女性创造有利环境，让其更多地参与地方社区、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和有关气候问题的国际
机构、过程、谈判和政策方面的决策并提供实质性的内容。

•

确保女性参与制作各种天气和气候服务产品，以及参与制定相关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以就制作
此类服务的敏感性问题进行指导。

•

增加社区广播电台和其他媒体的数量，让女性和男性可容易地从中获取信息。

成果3：制作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
当前，通常是性别中立的方式来制作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也就是不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
求和偏好。因此，在适用信息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使用并从信息中受益方面存在差
异，这通常可加剧性别差异和脆弱性。
建议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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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4：技术和沟通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包括性别培训。
应该培训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传播和使用这些服务的各方(包括NHMS、区域机
构、媒体、NGO和农民)，以了解如何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了解作用和职责方面存在的性
别差异。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为天气、气候和水领域的年轻女性创建一个国际指导网络，以便向更多资深的女性学习。

•

为各级领导层面和工作人员提供有关社会性别主流化和性别平等问题的培训并让其重视该问
题，防止对女性直接和间接的歧视；支持建设天气和气候服务部门女性的领导技能。

•

为出席WMO论坛的女性代表提供定期的专业发展机会，包括技术知识(和性别方面)以及加强
其领导能力和谈判技巧。

成果 5：增加针对女性的投资。
为了解决在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当前存在的女性代表性和参与度不平衡的情
况，需要采取有利于女性参与的正面差别待遇。通常这需要通过针对性的投入才能实现。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增加对研发以及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例如通过提供奖学金)，以增加女孩和妇女参与科技的机
会。

成果6：教育机构、WMO、NMHS和其他各方及利益相关方采用性别平等战略。
确保女性更多参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求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以及男女公平的
代表性的政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在天气和气候服务领域的培训和招聘过程中，确定女性的配额 – 或者至少确保性别平衡。

•

利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来改进科学技术领域职业的印象。

•

从小学到大学层面将气象学和气候变化科学纳入学校课程，可能通过将学校与现有的科学推广
倡议相结合，诸如GLOBE(全球学习和观测以造福环境)计划。

•

建立对现有的气象学和气候变化三级课程的认识以及建设女性进入更高级教育机构(高中和大
学)所需的资质以提高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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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NMHS创造更多兼职和轮班制岗位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以便增强对于家庭和事业的兼顾
性。

•

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女性气象工作者和气候变化科学家网络，以共享知识和经验并强调事业发展
的机会。

成果 7：提高各组织间的协作和整合。
鉴于不同部门中参与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行动方很广泛，再加上对性别的具体
认识，推进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往往要求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

交叉性领域
成果 1：改进我们对天气和气候的性别影响以及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认识。
了解不同背景下的性别作用和职责强调了气候变化将日益加剧现有的性别脆弱性并产生新的性
别脆弱性，这是确定男性和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不同需求以促进适应的一个先决条件。
建议采取的行动：
•

针对将本土知识(IK)纳入科学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范围，开展研究。

•

调查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存在的性别差异，以便与NMHS当前提供和传播的服务进行比较。

•

针对男性和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需求，开展系统性的分析，以反映气候风险对不同性别的
脆弱性以及影响。

•

对在将性别观点纳入天气和气候服务中出现的良好做法范例和汲取的经验进行汇编和分发，旨
在推广成功的经验(联合国妇女署)。

成果2：提高女性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的参与度。
通常，女性在参与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例如NMHS、诸如
ACMAD、ICPAC、SADC-CSC和AGHRYMET等非洲的区域机构，诸如CORDEX、全球气候服务
框架(GFCS)等WMO计划) ，这是指在制作产品中未体现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与此同时，
基层的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建议采取的行动：
•

采取审慎的行动，让女性参与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决策，以促进性别敏感型适应气
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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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女性的参与，在地方层面上开展性别敏感型培训，以提高对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效用和局限
性的认识。

•

通过一项决定/政策，是关于WMO管理机构/决策过程中成员性别平衡的目的；以及在此类机构
和其他创建的机构(包括特设和临时机构及计划，如GFCS)中领导层成员的性别平衡。

成果3：制作和传播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
当前，通常是性别中立的方式来制作和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也就是不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
求和偏好。因此，在适用信息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使用并从信息中受益方面存在差
异，这通常可加剧性别差异和脆弱性。
建议采取的行动：
•

提高有关缓发型灾害(特别是影响女性的灾害如干旱)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可用性。

•

改进不同性别可能性活动对于天气和气候需求的研究(例如女性可能会种植与男性不同的作
物)，因此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促进可持续生产所需的信息可能与当前制作的信息有所不同。

•

针对性别平衡、性别预算和会员国开展的天气和气候性别敏感型政策和行动，开发国际监测和
报告机制。

•

扩大NMHS合作组织的范围，以传播天气和气候服务(例如宗教组织、社区女性领袖)。

成果4：技术和沟通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包括性别培训。
应该培训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传播和使用这些服务的各方(包括NHMS、区域机
构、媒体、NGO和农民)，以了解如何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了解作用和职责方面存在的性
别差异。
建议采取的行动：
•

发展涉及制作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各级专业人士的性别技能。

成果 5：增加针对女性的投资。
为了解决在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当前存在的女性代表性和参与度不平衡的情
况，需要采取有利于女性参与的正面差别待遇。通常这需要通过针对性的投入才能实现。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为华沙的实施附属机构落实决定23/CP.18提供财务支持，旨在逐渐并且大幅增加参与谈判的女
性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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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性别敏感型项目优先提供资金。

•

编制有关性别问题和经验方面资金来源的数据库。

成果6：教育机构、WMO、NMHS和其他各方及利益相关方采用性别平等战略。
确保女性更多参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求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以及男女公平的
代表性的政策。
建议采取的行动：
•

为从事天气和气候的女性创建一个国际指导网络以便向更多资深的女性学习。

成果 7：提高各组织间的协作和整合。
鉴于不同部门中参与提供、传播和使用天气和气候服务的行动方很广泛，再加上对性别的具体
认识，推进性别敏感型天气和气候服务往往要求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建议采取的行动：
•

鼓励政府(和政府机构)、联合国机构和NGO之间的合作，以改进获取用于适应的天气和气候服
务。

•

游说和倡导将性别平等和赋权女性纳入将于2015年通过的气候变化新协议的原则中。

•

鼓励联合国组织和多边、政府间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进一步开发额外的工具、知识、研究和战
略以便在国家层面上采取国际、区域和国家推动的方法来实施性别敏感型和响应型气候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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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适用性别敏感性的共识。

附录3：大会发起方
•

中国：中国气象局(CMA)

•

芬兰：芬兰气象局(FMI)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

希腊

•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

挪威：外交部

•

南非：环境事务部

•

瑞士联邦：瑞士气象局

•

瑞士再保险公司

•

英国：英国气象局

•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

•

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

•

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气象局

•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

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

•

世界银行

•

世界卫生组织(WHO)

•

97

附录4：国际指导委员会(ISC)

98

Laxman Singh Rathore
WMO印度常任代表

矫梅燕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

Selvaraju Ramasany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Linda Makuleni
WMO南非常任代表

Saniye Gülser Corat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NESCO)

Laura Furgione
WMO美国常任代表

John Harding
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

Verona Collantes
联合国妇女署

Luigi de Leonibus
WMO意大利常任代表

Elena Villalobos Prats
世界卫生组织(WHO)

Daniel Kull
世界银行

Lorena Aguilar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Elena Manaenkova
世界气象组织(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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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演讲1
“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开幕致辞
M. Jarraud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2014年11月5日，瑞士日内瓦)
各位阁下，
芬兰前任总统Tarja Halonen女士，
萨摩亚氏族族长和内阁高级成员Fiame Naomi Mata’afa女士，
瑞士发展和合作署助理总干事Pio Wennubst大使，
各位阁下，外交使团的成员们，
亲爱的同事们，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到位于日内瓦的WMO总部。这是由WMO主办的第三次性别和气象大会。前
两次会议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举办，可以这么说，前两次会议是“自省”，因为主要是针对我们自己
的组织。是什么让第三次会议如此特别，这是因为此次会议不仅限于WMO，还涉及了联合国和其他
组织的广泛合作伙伴。我相信，因为你们的参与，此次活动将为这个时代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挑战：
天气和气候变化以及性别平等提供重要的见解。
首先我想代表WMO感谢以下合作伙伴和赞助方：
•

国家赞助方：芬兰、希腊、挪威、南非、瑞士、英国、坦桑尼亚和美国；

•

联合国系统的合作伙伴：FAO、UNESCO、UNISDR、联合国妇女署、世界银行和WHO；

•

IUCN 和瑞士再保险公司。
我要感谢所有的应邀出席的嘉宾和与会者，感谢尽可能为此次大会做出贡献的各位。我要特别

感谢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的参与，感谢他们为了构思和组织本次活动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时间。
此次大会的目的是提高对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的意识。会议将展示赋权女性 – 和男性 – 的
良好做法和具体行动，以制作、获取和使用此类服务并在天气和气候敏感领域 – 粮食安全、减少灾害
风险、水资源管理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做出更有依据的决策。
会议背后的主要概念是女性和男性可能需要针对不同性别或是性别敏感型的天气和气候服务，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不同的需求而是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脆弱性以及现有不平等性的
根源。
1

本附录中的演讲以演讲人演讲时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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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近年来WMO一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组织培训研讨会，
为农民提供如何收集和使用农业气象信息的培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近50
％，但妇女参加这些培训班的比例仅为10％。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了培训的男性会将学习到的知识
传达给妇女。但很显然，我们正面临着障碍，社会和文化障碍往往会妨碍女性直接获取教育和知识，
他们需要在其生活和生计中更为独立。
重点是：如果女性和男性在我们与地球和不断变化的气候系统之间关系变化中是平等的，如果
他们要在气候适应中发挥平等的作用，那么他们需要平等地获取气候信息并获得使用这些信息的技
能。因此，赋权女性对于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有效性以及对于建设气候恢复能力都很重要。
现在就让我谈一谈WMO是如何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
2007年，第十四次世界气象大会引入了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这项政策确定了一个行动框
架，其中包括与治理、就业、服务提供以及监测和评估相联系的各个方面。
我想提醒大家特别关注WMO已承诺从性别视角来加强服务提供：
•

当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服务时，考虑女性和男性的具体需求；

•

让女性和男性参与设计为用户提供的服务；

•

当选择用户论坛的参与者时，关注性别平等。
实施情况如何？我想向大家展示去年在WMO会员中开展的一项调查中的一些资料。WMO执行

理事会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的组长Makuleni女士将更为详细地解释这些资料。
•

战略规划：平均而言，接近半数的WMO会员已将性别问题纳入了其战略规划文件。 当考虑收集
按性别分类的资料用于规划目的时，这个比例降至不足40%。

•

针对不同性别的论坛和关于脆弱群体的资料：在过去四年组织的针对不同性别的论坛非常少，而
收集的脆弱群体需求(包括妇女和儿童)的资料也很有限。

•

就业和代表性：女性占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员工人数的三分之一。咨询机构中也是相同的男女比
例，但当审查管理机构中的代表性时，比例下降到只有20%。

女士们先生们，
要将性别方面纳入天气和气候行动，仍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而这是我们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
将由助理秘书长Elena Manaenkova详细说明此次大会的愿景和形式。所以，请允许我强调我们
期望会议得出的成果，然后进行总结：
•

详细说明由于气候变率和变化导致女性和男性面临的挑战；

•

说明将性别方面纳入天气和气候服务以及GFCS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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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并制定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的新机制，以便可解决女性和男性的具体需
求；

•

提高对发展气象专业领导干部需求的关注，要做到性别平衡并得到足够的用户界面的支持。
此次会议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二十周年(或称北京+20)之前举行。我相信此次大会有助于以性

别敏感型的方式，扩展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的知识和能力，而且此次会议还将鼓励我们降
低女性和男性之间持续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现象。
我希望每位与会者为这个根本目标贡献自己的经验和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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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总统JAKAYA MRISHO KIKWETE阁下
在世界气象组织(WMO)天气和气候服务维度大会上的发言
2014年11月5日，瑞士日内瓦
芬兰前任总统Tarja Halonen女士阁下；
尊敬的萨摩亚司法与法庭部部长Fiame Naomi Mata’afa；
WMO秘书长Michel Jarraud先生；
尊敬的各位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向WMO秘书长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邀请我主持WMO天气和气候服务性
别维度大会。能够参与此次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我感到很荣幸。我想借此机会感谢WMO为实现在全
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提供各种气候服务所发挥的作用。WMO与国际气象水文部门(NMHS)合作为
数量广泛的用户提供天气和气候服务；诸如个人、社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研究机构和人道主义
组织。
气象资料和信息结合非气象资料，诸如农业生产、健康趋势、水资源管理、高风险区域的人口分
布和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等，可提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IDG)的途径。我还要表扬
WMO关于推进女性和男性专业能力和潜力的倡议，主要是通过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改进提供性别敏
感型环境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气候变率和变化的影响，地球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人类做出的不适当决定和采取的不适
当行动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由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率和变化影响的能力有限，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严重。这主要是因为财务资源、研究和资料监测、信息、技
术和人力技能都不充分，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环境挑战。
据观测，在过去几十年天气模式一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例如，以我的国家坦桑尼亚为例，由于
气候变率和变化，我国已经频繁遭受了洪水和干旱的袭击。降雨模式已经更得更加难以预测，进而影
响了天气和气候敏感部门，如农业、卫生和水务部门。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海洋区域若干部分海平面上
升的惊人速度，这导致一些小型岛屿如潘加尼附近的Maziwe岛以及鲁菲吉的Fungu la Nyani岛被海
水浸没。快速的气候变化没有让我们免受高温的侵袭。目前，在过去30年温度已升高了约0.2至0.6摄
氏度。不幸的是要注意，在高海拔温带地区像疟疾这样的疾病发病率速度惊人，这在以前是从未发生
过。地球的巨变要求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威胁，最脆弱的国家尤为突出。
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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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气候风险、脆弱性和性别不平等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妇女
面临着历史性的劣势，如获得的资源不足、拥有的权利受限、流动性有限以及在决策中几乎没有话语
权，从而使得她们极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农村地区妇女负责为家庭搜索和收集水和
木柴。水体的枯竭和森林砍伐导致缺少和缺少木柴，从而迫使这些妇女要在这些令人疲倦的任务上花
费更多的时间，同时这也减少了她们原本可用在创收活动和教育上的时间。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将
性别问题纳入天气和气候服务，确保妇女特别在采取行动拥有话语权，从而解决性别方面的差距和
不平衡。这将最终减少与极端天气和气候条件相关的风险，从而加强粮食安全、灾害风险减少、水资
源管理和公共卫生。
女士们先生们；
为了努力提供气候服务，坦桑尼亚目前正在实施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我想感谢WMO和
其他实施伙伴提供的支持。依照GFCS计划，坦桑尼亚正在建立国家气候服务框架，将由高级别部委
和早期预警机构通过坦桑尼亚赈灾委员会(TANDREC)对其进行监督。实施这一计划将确保从国家
到地方层面上提供性别敏感型气候服务，同时考虑利益相关方的需求。GFCS应解决性别多元化、包
装、释用、沟通渠道、获取性、能力建设以及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对于天气和气候信息的意识。事实上，
及时的公告和预警是至关重要的，将有助于决策，从而能够尽早采取行动和进行防备。
女士们先生们；
鉴于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和发展差距，环境变化最终使女性承担了更大的负担。因此，赋权女性
确保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建设有形的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恢复能力。我们需要朝着积极参与制
定目标而努力，这将确保制定各项政策、战略和决策，而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各项举措都是性
别响应的并可为女性和男性提供平等的机会。
女士们先生们；
我希望利用这三天的时间来探讨各种方式和方法，以确保天气和气候服务做到性别敏感，而且
此次大会的成果的目标都得以实现。我们还需要扪心自问，如何将本土知识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以降低
极端天气和气候条件对粮食安全、灾害和水与卫生部门的影响。可以定制和利用现有的当地适应性政
策，以确保各社区能够减轻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脆弱性。
最后，我想重申在个人、社区、机构、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所有人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将性别问题列入各个发展、政策、计划、战略和项目中。
我的发言就到这，祝愿大家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
感谢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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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前总统TARJA HALONEN的开幕致辞
11月5日，星期三
尊敬的各位会议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很高兴有机会在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这一重要时
刻致开幕词。
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而我们人类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的最新成果是令人震撼的：“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明确的，而近期的人为温室气

体排放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前气候变化已对人类和自然系统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这是上
个周日发布的IPCC综合报告中的说明。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而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最严重。我们都知道妇女儿童是受影响最深
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充分利用人类的一半，即女性的潜力来对抗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不言而喻，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女性和性别不平等现象，这一点非常重要。通过
倾听女性的心声、促进她们参与其中并接受教育，我们让女性有能力在灾害性天气的条件下以
及在农业规划中采取明智的决定。例如，在家庭中通常是由女性负责食品制作。同时，女性也
能够有效地将信息和良好做法传递给下一代。
为了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为国家气象部门提供支持。国家气象部
门在制作风险管理、粮食生产、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适应气候变化等方面信息中发挥着核心的
作用。这些机构往往也负责天气和水文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然而，它们并不总是有手段将信息
传达给公众、救援部门和决策者。
芬兰一直以来都积极协助国家气象部门发展提供天气、气候和水服务和加强相关基础设施
的能力。
在过去几十年间芬兰为超过100个国家提供了支持，总投资超过1亿欧元，其中有一半资
金提供给了非洲国家。目前，芬兰气象局(FMI)在超过50个国家开展各种项目，例如在加勒比
和太平洋地区、安第斯地区、喜马拉雅国家、中亚国家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欧洲东南部国家苏
丹和南苏丹以及越南开展项目。
多年来在芬兰提供资助和实施的所有项目中，已经将性别问题提到了议程的重要位置。我
们都知道，而且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投资于妇女和女孩是明智的决定。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
变化的风险。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将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预测纳入各级(全球、区域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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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层面)规划、政策和实践做法。所做的工作是出色的，而且非常重要。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70个国家不具备充分的气候服务。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制作
和使用高质量的气候服务来支持决策。负责管理GFCS的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将于下周在日
内瓦举行会议，以决定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地气候服务的措施。
女士们先生们，
我希望本次大会传达一条信息，即未来天气和气候领域规划新的发展项目时更加强调女性
和性别问题。具体而言，当就支持GFCS项目等问题做出决策时，女性必须参与其中。让我补
充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在国家层面上宣传和加强灾害性天气现象的沟通战略。
最后，我想强调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不同部门和网络开展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
扩展有根基的、具包容性的和有效的行动，以减少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并加强天气和气候服务，
从而造福所有人。
我知道今天全世界最优秀的天气和气候服务专家齐聚于此。我祝愿此次会议成功并富有成
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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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
瑞士开发和合作署(SDC)助理总干事，大使
PIO WENNUBST先生的开幕发言
Votre excellence Madame Fiame Naomi Mata’afa, ministre de la justice de Samoa,
Votre excellence Madame Tarja Halonen, ancienne présidente de la Finlande,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Madame la Sous-Secrétaire générale,
Excellences,
Mesdames et messieurs,
C’est un honneur et un privilège pour la Suisse d’accueillir ici à Genève la troisième Conférence
sur l’é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dans le contexte des Ser vices météorologiques et
climatologiques.
La clé de voût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se trouve dans l’évolution des sociétés qui progressent
en assumant les valeu rs féminins et masculins qui sont int r insèquement associés aux individus. Des sociétés moins hiérarchisées, plus ouver tes, tolérantes et responsables où l’égalité de
genre ne doit plus être une lutte mais un acquis sur lequel construire le futur. La Suisse est très
engagée sur cette voie.
C’est cette nouvelle société qui va réussir à trouver des solutions durables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Ceci est act uellement en train de modif ier fondamentalement nôt re
environnement en forçant une transformation de nos sociétés, pas nécessairement dans la bonne
direction, pour l’instant.
Le cha ngement cli mat ique af fecte tous les pays de mult iples ma n ières. Les populat ions les
plus v ulnérables sont les populations déjà fragilisées par la pauvreté. L’impact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su r les populations les plus pauv res dépend ra des capacités locales et nationales
d’adaptation aux changements, y inclus les capacités pour la mise à disposition des données et
ser vices climatologiques. Aujourd’hui, la réduction de la pauvreté est indissociable aux actions
liées aux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La Suisse s’engage depuis longtemps dans ce sens. Et elle continuera de le faire à l’avenir.
Face à ce défi majeur, la Suisse reconnait l’importance fondamentale des considérations de genre. Les rôles, les
responsabilités, les besoins et aussi les connaissances des femmes et des hommes sont souvent différents. De
même, l’accès aux droits et ressources est rarement égal. Ces différences peuvent provoquer un écart entre les
sexes dans des domaines différents comme la santé, l’éducation et l’économie. Les inégalités déjà existantes
sont souvent renforcées par les impacts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En conséquence, il semble évident que
l’intégration des droit des femmes et de l’égalité des sexes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n’est
pas seulement un outil essentiel afin d’éviter une aggravation des inégalités, mais que cette intégration offre un
potentiel énorme. L’égalité des genres est essentielle pour l’élaboration des solutions nécessaires à l’adaptation
aux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est pourquoi nous saluons la mise en commun de ces deux thématiques :
climat et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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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c, cette troisième Conférence sur l’é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dans le contexte des Services
météorologiques et climatologiques offre une plateforme excellente et absolument indiquée pour avancer et
approcher ces deux thématiques.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u Cadre Mondial pour les Services Climatologiques
(ou 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 il est absolument essentiel de comprendre et intégrer les besoins
de tous les acteurs et concernés lors de l’élaboration de ces services. Donc, les inégalités entre sexes doivent
aussi être adressées.
Dans les trois prochains jours de la conférence, il sera donc très intéressant de voir et discuter
comment la dimension des sexes sera intégrée dans les quatre initiaux domaines principaux du
Cadre Mondial pour les Services Climatologiques, les ressources en eau, l’agriculture et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la gestion des risques et la santé. D’ores et déjà, je vous souhaite tous beaucoup de
succès dans vos travaux pendant cette confé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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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司法与法庭部部长FIAME NAOMI MATA’AFA女士阁下的开幕致辞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雅罗先生阁下，
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阁下、领导人和尊敬的演讲人，
各位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我向大家致以太平洋的热情问候，在我的国家我们说 “Talofa”。我想祝贺WMO举办此次大会，
我知道这是针对其行动领域中性别方面职责举办的第三次大会。我认为此次大会的时机及其对审议
北京行动纲要和制定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贡献是值得高度赞扬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我想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今年9月在我国举行的SIDS
大会的情况。这是第三次SIDS大会，第一次大会是在巴巴多斯举办的，第二次是在毛里求斯，第三次
是在我国举办。SIDS大会的首要主题是通过真正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实现SIDS的可持续发展。萨摩亚
SIDS大会有很多口号，其中一个是“岛屿之声，全球选择”。着眼于伙伴关系，我想告诉大家，大会登记
的伙伴关系有300个，而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在此次会议期间建立的。伙伴方涉及多方，从政府、UN机
构和其他国际机构到私营部门NGO、社区组织和个人。这些伙伴关系的价值估计高达19亿美元，我
想在此表示WMO GFCS的SIDS计划是SIDS议程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本次大会另一个独特之处是会员国的主要全会，这是联合国会议的常规组织形式，除主会议之
外还同时举行六个重要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全会，而这六次会议的成果也将纳入大会的成果文
件。虽然伙伴关系一直是联合的语言和工作方式的一部分，但这是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将“伙伴关系”作
为其重要的主题。本次大会的秘书长，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吴先生确认在过去二十年是SIDS
成员倡导采取气候行动，而通过成功的伙伴关系已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我想带给开幕式的第一条
信息是，设定本次大会的愿景，那就是伙伴关系。这也许不是一个新的消息，但要求强调全球合作以
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挑战。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大会主席John Ash在SIDS大会开幕式上这样
说，“我们需要集体意志和全球团结，大家需要走到一起，开展合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开幕式
上发言中这样说，我引用他的话“我将SIDS视为一个放大镜”。 当我们通过他们的镜头来看问题时，
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有人面临的脆弱性，通过解决SIDS面临的问题，我们开发各种所需的工具来促进
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SIDS的重点问题是气候变化。对SIDS领导层的共同信息进行释义，那就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
气候问题，SIDS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不会有SIDS。
亲爱的同事们，SIDS不是居住在其他星球上，我们与大家同坐一条船。对于小岛屿国家来说，
脆弱的程度可能更为现实和不利，但潘基文是正确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很脆弱，这就是我们生存的问
题。这是第二条信息。
由于时间有限，我将通过认可和赞扬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来结束发言，GFCS是在WMO的主持
下通过高级别任务组的工作发展的，其愿景是促进社会更好地管理气候变率和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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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该框架是全球性的，但为SIDS开发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是对其职责的示范，将框架带入与多个
利益相关方合作的区域和国家行动。作为全球框架建立的高级别任务组的一员，我的言论可能有些偏
见。但是我以我作为国家政治家的30年职业生涯，我代表我的国家想说：通过WMO建立的全球框架
是努力将多个合作伙伴集合起来提供服务和产品的模式，这些服务和产品将造福世界。
我非常看重此次大会将重点放在性别上。人们特别是妇女如何更容易地获取气候服务和产品以
及如何提高妇女参与气象工作和其他相关领域，我非常期待在大会期间听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就此
进行对话。
秘书长先生，今天早上你宣读了潘基文带来的讯息，我想强调让妇女支持气候的战略。我不认为
我们都需要成为气象及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将使用
WMO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服务的重要性这一信息传达给各自的社区，从而为未来做出更好的选择。
总之，我只想说一点，祝大会圆满成功，我期待在未来三天与大家展开对话。
谢谢大家。

110

DISCOURS DE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L’UNESCO,
IRINA BOKOVA,
GENÈVE, LE 5 NOVEMBRE 2014
M. Michel Jarraud,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rganisation météorologique mondiale
Mme Lakshmi Puri, Directrice exécutive adjointe d’ONU-Femmes,
Excellences, chers collègues,
Mesdames et messieurs,
C’est un honneur de participer à cette conférence, qui aborde plusieurs thèmes qui sont au cœur
de l’action de l’UNESCO :
•

L’égalité des genres

•

Le rôle de la collaborat ion scient if ique pou r comprend re et at ténuer le cha ngement
climatique

•

Le rôle de l’éduc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J’y vois aussi le prolongement direct de l’événement organisé conjointement par l’UNESCO, l’Organisation météorologique mondiale et l’U NITAR, au mois de septembre dernier, sur la Science
du Climat dans le cadre du Sommet sur le Climat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à New York.
Cette conférence est une nouvelle occasion de rappeler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n’est pas
seulement un enjeu scientif ique ou technique, mais une question de société, de droits humains,
d’égalité des genres, de dignité humaine.
Et l’U NESCO est convaincue qu’en travaillant justement pour l’égalité, pour la dignité, pour les
valeu rs, nous pouvons const r uire des sociétés plus robustes, plus résilientes, mieux adaptées
a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st un message essentiel à por ter dans les négociations sur le programme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post-2015.
Et c’est particulièrement évident si l’on considère l’impact du genre sur la vulnérabilité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la première question que vous m’avez posée.
Bien que tout le monde soit touché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ce sont les femmes qui paient
le prix le plus lourd.
Dans la plupar t des régions r urales dans le monde, les femmes sont plus dépendantes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qui sont justement menacée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ans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les femmes ont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limentation, de l’eau et
de l’énergie pour la nourriture.
Elles font face à des obstacles sociaux, économiques et politiques qui limitent leur capacité à
faire face au ch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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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s sont également désavantagées dans l’accès à l’éducation, ce qui les rend moins susceptibles de s’adapter et plus susceptibles d’être victimes involontaires de leur environnement ou
de provoquer à leur insu des dégradations de l’environnement.
L’enjeu est de comprendre com ment, à par tir de cette sit uation, l’égalité des gen res peut permettre de mieux faire face a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a première piste, c’est déjà de mieux tenir compte de tous les savoirs qui sont détenus par les
femmes sur le climat, pour élargir nos connaissances et modifier les comportements.
En mat ière de changement cli mat ique, nous ne pouvons pas nous payer le lu xe d’ig norer la
moindre source de connaissance, et cela vaut naturellement pour les savoirs autochtones.
Depuis 2009 U NESCO a lancé plusieurs programmes pour que les voix, les connaissances et les
expér iences des fem mes et des hom mes des com munautés v ulnérables soient mieux pr ises en
compte dans les stratégies mondiale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Nous avons publié avec l’Université des Nations Unies la brochure « weathering incertainties »,
qui rassemble justement les con naissances t radition nelles pou r l’évaluation d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et s’y adapter, et qui décrit comment les peuples autochtones du monde entier ont
fait face aux impacts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Da ns de nombreuses sociétés pastorales d’Af r ique, les fem mes et les hom mes n’ont pas les
mêmes droits d’accès aux différentes ressources. Par conséquent, quiconque veut améliorer la
gestion de l’eau, la prévision des récoltes ou des intempéries, doit prendre en compte à la fois
la connaissance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des communautés autochtones et locales.
En Afrique, l’U NESCO va justement soutenir les éleveurs et partager leurs observations et leurs
prévisions météorologiques, leu r con naissance de l’environ nement, en recon naissant les systèmes de connaissances spécifiques des femmes éleveurs en particulier.
Je don ne u n aut re exemple: les fem mes de la nation Gitgathe au Canada sont t r ibutaires des
conditions météorologiques dont dépend la récolte des algues comestibles.
Depuis la f in des années 1990, elles ont remarqué que la récolte des algues ne cor respond plus
aux cycles traditionnels du climat, ce qui provoque une série de problèmes – pour la prévision,
l’anticipation des récoltes.
Pour répondre à cette situation, le savoir doit circuler dans les deux sens : les agricultrices ont
intérêt à écouter les scientif iques, qui ont aussi intérêt à recueillir le savoir de ces femmes, par
exemple, comment la croissance des orties sur la côte permet de prédire la croissance des algues
dans l’eau.
Ce pa r t age des con naissa nces, qui recon nait aussi la valeu r du t ravail des fem mes, per met
d’économiser un temps préci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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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此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促进女性接受教育。减轻气候脆弱性的同时促进性别平
等是正确的和明智的。
教育妇女就是教育整个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教育也是如此。
接受了教育的女性可担当行动者领导，因为她们往往可在自己的社区内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网
络，并可在集体管理变化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妇女提供信息和教育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应该作为一项优先重点 – 这也是UNESCO行动的一
个重要方面。
不久后我将出发前往爱知县名古屋，举办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
在名古屋，UNESCO已编制了一些有关将气候变化适宜纳入学校课程、教师课程的指南，我们
将启动实施全球教育行动计划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而其中女童和妇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
因素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促进根本性的变革。
UNESCO在小岛屿发展国家的当地社区开展的Sandwatch计划，让男童和女童有能力监测海岸
线，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并保护当地的环境。
我注意到Sandwatch计划及其《适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手册》是公众科学的一个实践
范例。
我们将这方面的经验与UNESCO核心计划联系起来 – 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水文计划、以及
50位从事气候变化的UNESCO主席网络 — 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启动了一个新的UNESCO水和性别主席的专门网络。
最终，赋权女童和妇女是建设更具包容性和抗灾型社会，更能适应气候脆弱性所必不可少的。
世界银行和全球发展中心发布的一些报告显示，教育女童和妇女是确保社区降低对极端天气事
件和气候变化脆弱性的最佳途径之一。
证据是明确的 - 在发展中国家，要在未来几十年中和不断恶化的天气的影响将要求教育年轻女
性。
秉着同样的精神，UNESCO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合作编写针对教育规划者的《气候变化入门指
南》，并将重点放在性别平等上。
我们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全球性别与气候联盟合作编制《性别和气候变化培训指南》，为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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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气候变化谈判的培训。
UNESCO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公共管理机构间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任务组，以更好地将性别
平等纳入所有的气候变化工作。
在乌干达，UNESCO在全球联系学校网络的框架下，创建了一个“性别服务台”，这是一个平台来
帮助年轻人改变与健康和环境相关的行为。
在墨西哥南部，另一个UNESCO联系学校已将性别平等的问题纳入其社会责任教师培训中。
在非洲，我们组织了针对女童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夏令营，以增长她们的知识，我们为非
洲农村地区的文盲妇女提供培训，让她们成为“赤脚学院”的太阳能工程师 — 太阳能电气化村可以主
办配备电台和计算机的社区中心，让最需要气候预测的级别能够获取这些信息。
这些都是科学教育赋权女童和妇女以及加强总体工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例子。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重点是，要取得成功，必须通过非正式的教育特别是通过媒体和网络，将这种
性别敏感型方法纳入各项工作以塑造社会行为。
虽然新闻报道强调气候变化的人力成本，但我相信很少有人认识到全球变暖的性别动态。
想想农业。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赖以为生的是农业 — 全世界约60%的粮食生产是由女性完成的，而在
非洲，这个数字攀升至80%。
地方一级的性别不平衡，同样也反映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决策过程中。
自由、独立和多元化的媒体可在帮助争取建立新平衡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让记者在报道气候变化时对于性别问题更加敏感。
关注性别意识，媒体还可将气候变化故事“人性化”，并使其更加具有冲击力和说服力。
在谈到摄氏度和全球趋势时，我们必须要分享关于气候变化对个人及其社区影响的故事。
通过突出妇女的困境，媒体可深入探索变化所带来的重点影响。
这是UNESCO《非洲气候变化记者指南》的目的，其重点是气候变化的性别方面 — 在国际环境
和发展研究所和英特地球新闻网共同发布。
UNESCO与领先的新闻教育家合作发布了新的新闻大纲汇编，其中包括性别和气候变化的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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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全球媒体和性别联盟的一个目标，该联盟是在联合国妇女署、世界气象组织和伊斯兰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举办的第一届全球媒体和性别论坛建立的。
UNESCO还积极推动性别敏感型媒体政策，主要是通过建立媒体组织适用性别敏感型媒体指
标的能力，从而将性别问题纳入媒体的实践。
关于可以做什么，还有很多例子。
我相信大家努力合作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调动全社会的性别平等力量，加强各方努力以应对气候
变化的影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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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大会高级别会议发言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米歇尔·雅罗
(2014年11月5日，瑞士日内瓦)
各位阁下，
UNESCO总干事 Bokova女士，
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Puri女士，
WMO公共卫生和环境司司长Neira博士，
亲爱的同事们，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大家参加此次大会。今天早上我全神贯注地聆听了各位的发言，很高兴看到WMO的观点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各位的观点更是锦上添花。
很显然，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性别平等是两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请允许我第二次就这
样重要和相关关联的主题发言。
我相信召开本次大会的时机非常合适。几个星期前，超过100位国家和政府元首以及800多位
商业、金融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由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的气候峰会，为气候行动注入动
力 — 从全球视野到国家政策，从企业筹资到地方行动。此次峰会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并表明国际
社会能够展开合作，以长远的眼光来应对气候变化 — 减排、创建市场和筹集资金、制定碳价格、建
立新的联盟，加强御灾能力...... 今天早晨，我们听取了秘书长带给本次大会的消息，对此我们非常感
激。
一个月后，UNFCCC缔约方大会将在利马举行，届时将讨论气候新协议的第一版草案，将提交
2015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供其通过。成功达成这份协议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子孙的生活，我
想感谢Christiana Figueres，感谢她做出的出色工作、她的激情以及坚定的决心，正是她的努力才让
我们有可能......签署那份协议。
当然，Christiana并不孤单，我们都支持她。在气候峰会上，WMO和UNESCO，Irina Bokova 和
我，共同举办一个专题会议，提高人们对科学指导气候行动的重要性的认识 — 因为决策者必须以完
善的科学为指导，而这些科学指导须转化为易懂和可付诸于行动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在气候峰会之前，WHO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日内瓦举办了一次气候和卫生的部长级会议。卫生部
长们对气候的健康影响非常关注，我对此印象深刻，他们发声要求所需的信息来指导其决策并支持
卫生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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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坚定的信息和相互理解，我相信我们已开始建立起气候行动的长期愿景。要做到这一点，还
要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指导下，将性别方面纳入规划阶段、实施阶段以及服务提供阶段。
实施的手段必定在将气候行动的长期愿景变成现实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而可惜信息是其中的一
种手段。我们已经知道因为人类的影响气候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并且对我们生活的多个方面造成了影
响。为科学提供更多的投资将进一步增长我们的知识并降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开发的知
识基础已可以协助我们做出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行动。有责任这样做，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否则，
天气极端事件和气候变化会让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徒劳无功，对减少贫困、粮食安全、安全和健康
造成破坏，还会使适应变得更昂贵和困难。
当然，要随时采取行动，必须制作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提供天气和气候信息，并且要便于获取、
理解和使用。这是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即GFCS的基本理念之一。这是一项倡议，旨在促进针对广泛
和多样性社区用户的需求来制作和使用气候信息。
为了充分满足这些用户的需求，良好的天气和气候服务需要做到重视性别的差异。各个社区的男
性和女性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天气和气候信息，或是获取和使用的方式不同。由于社会角色和约束，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和拥有不同的能力。
我能想到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涉及到家庭供水和卫生设施
的任务通常是按不同性别来分配和进行的。水资源匮乏、强降雨和更频繁的洪水将给妇女带来更重的
负担。
农业也是如此，因为在一些社区农业实践做法和责任也是按照性别来区分的。反过来，这可能会
影响农业系统对天气和气候灾害的抵御能力。
性别差异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发生天气和气候极
端事件时，男性和女性的流动性差异会以不均衡的方式影响他们。
卫生部门显然没有摆脱这些问题。例如，由热浪造成的死亡率显示出不同的性别模式，因此可能
需要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
天气和气候服务提供者应把这些差异考虑在内，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制作和提供针对用户定制信
息和服务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别敏感型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可以更好地帮助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建设气候恢复能力。
我在前面提到过，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是两个非同寻常的挑战。我们有责任将挑战转化为机
遇。通过更好的和性别敏感型的环境服务，我们可以加强响应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人道主义需求
并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
事实上，对于贫穷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妇女往往更为脆弱— 在相对男性，妇女的权利和社会经
济地位不平等的地区，在她们发言权和影响力较低的地区，以及当她们无法参与决策和分配资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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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妇女还为社区的抗灾能力贡献了重要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她们拥有自然环境的关键知
识，可促进气候减缓和适应。相反，当女性被排除在外时，机遇也就这样丢失了。
赋权女性和男性来制作、获取和使用所需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将有助于推进性别包容。这将给
全世界的妇女更多的机会，推进其利益并在其社区内发挥领导作用。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在与天气和气候最为相关的科学教育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当我们审视自
然科学时，我们看到了重要的差异。例如 — 我引述UNESCO同事编写的《2012年世界教育性别平等
图集》中的语句 — 尽管一般而言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高于男性，但从研究生水平前进至博士学
位，女性的人数则发生锐减。不过，在中亚和阿拉伯国家科学专业女性博士毕业生的比例较高(53％)，
而在北美和西欧则最低(40%)，如果计算从事科学研究职业的人数，女性的人数更加少。很显然，妇女
要从事科学职业有很多障碍，我希望女性和职业会议将提供一些成功经验和见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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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和气候服务性别维度
开场会议演讲
LAKSHMI PURI
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
日内瓦WMO，2014年11月5日 (10:30-12:00)
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嘉宾和与会者，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首先，我向世界气象组织祝贺组织此次大会。我想特别感谢WMO秘书长米歇尔·雅罗先生
以及助理秘书长Elena Manaenkova女士。联合国妇女署非常感谢举办此次论坛，让代表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的各位专家、从业者、男性和女性利用此次机会将性别观点纳入天气和气候服
务。
此次大会是一次适当的机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北京+20)通过的纪念活动正在进行
中。国际社会正在讨论和审议2015年后发展议程、2015年气候协议以及2015年后减灾框架。
本次大会的讨论和成果是对这些交叉性和同样重要的政府间进程的重要贡献。
确实，天气和气候服务存在性别方面的问题。在下述事实中有所体现，即女性和男性对于
气候变化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脆弱性，例如极端天气事件、干旱和洪水及其对粮食安全、农业
生产、生计、可用水、卫生、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北京行动纲要涉及12个重大关键领域中的多数，其中包括在教育、卫生、权利和决策、人
权、经济、体制机制和环境等领域与妇女相关的问题。
在贫困人口中，妇女占绝大多数。由于高度依赖其所在社区的本地和自然资源，她们也很
可能处于比较易受影响的境地。女性农民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她们获得的土地和其
他自然资源较少，获得的有关气候恢复力、适应性农业战略和技术以及天气和气候服务方面的
信息和服务也较少。
如果文化、宗教、社会或安全方面的限制使得妇女无法在男性的陪同下离开家，或是如果
她们需要照顾和首先确保孩子和老人的安全，妇女往往在响应灾害(如洪水、龙卷风、泥石流)
方面受到限制。
此外，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包括因气候变化或恶劣天气引发的灾害，报告破坏情况和丢失
财物情况是一个难题。往往不报告女性的损失，这主要是因为从正规部门的生产资源和损失的
角度来报告损失情况，而这些领域是男性占主导。主要由妇女从事的非正规部门和自给农业方
面的损失，以及妇女更大的照料义务(照顾病人、伤者、儿童和老人)往往不被计算在内，这就
造成了大幅低估了灾害对妇女的影响以及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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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于性别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和不好的做法损害了女性在
社会中的作用，这提醒我们急需将性别平等的观点纳入所有涉及天气和气候服务及本次大会相
关主题(农业和粮食安全、水、卫生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战略和计划中。
此外，尽管在面临危险时女性和男性面临的脆弱性不同，但现有的国家灾害管理框架和灾
害响应计划通常不分性别也不涉及女性。
虽然不是显而易见，但女性在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她们具备并保
存与保护资源和气候相关的传统知识。女性通过促进绿色投资、开发节能技术、管理小型灌溉
项目、参与回收和高效的废物管理系统、以及加大提高意识和动员群众的力度，采取并鼓励采
取行动。
因此，我鼓励大家在讨论中认可并支持妇女的力量 – 主要体现在：她们对可持续自然资源
管理的了解、她们在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领导力，从而应对气候相关危机并寻求
共同的解决方案。认识到并加强女性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 — 这是消除贫困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重申了妇女的贡献对于实现经济、社
会和环境这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本次大会的成果应当验证SDG开放工作组已提出的全球层面上的一个独立目标 — 即 “实
现性别平等并赋权所有的妇女和女童”，其最终目标是消除歧视和不平等的根源，主要是通过
确保：她们生活无忧，不受任何形式暴力以及不良做好的影响，如儿童早婚和强迫婚姻；她们
可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事情做决定；认识到她们的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通过平等地获得
经济资源，享有其经济和社会权利；她们能够参与各级决策并享有平等的发言权。
随着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0周年的临近，联合国妇女署将加紧努力，借助大家的支
持，提醒各国政府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做出的性别平等承诺，并敦促他们加速开展行动
和实施。大家的讨论是对形成2015年后发展议程、新的气候变化协议和2015年后减灾框架的
重要贡献。
在这方面，我提供一些可在气候和天气服务方面采取的具体行动的建议：
- 将性别问题纳入有关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行动计划和其他措施，通过
开展系统性的性别分析；收集和利用按性别分类的资料；建立性别敏感的基准和指标；并开发
实用的工具以支持更加重视性别问题；
- 确保在气候变化响应、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方面以性别响应的方式投入足够的资金；
- 解决针对女性的权力关系和歧视，并确保妇女在经济方面的赋权问题和生计。迫切需
要重视提高以女性为户主家庭的经济稳定性和恢复力，主要通过企业应对战略和资助团体将其
与服务相联系以及促进女性商贩进入安全、有健康认证的市场和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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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和强调宝贵知识、战略、解决方案和愿景，即为受影响社区的妇女和女童塑造更
安全、更具抗灾能力的社区和国家。
性别平等是一项社会责任，并要求各方的参与、行动和承诺，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使其成
为现实。
我想用联合国妇女署宣传活动以及北京+20纪念活动的口号来结束发言 — 赋权女性，赋权
人类，实现蓝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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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演讲者、报告员和组织者
会议开幕致辞和愿景
•

WMO秘书长米歇尔·雅罗

•

芬兰前总统Tarja Halonen女士阁下

•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助理总干事，大使，Pio Wennubst先生阁下

•

萨摩亚司法与法庭部部长Fiame Naomi Mata’afa女士阁下

•

WMO助理秘书长Elena Manaenkova

开场高级别会议(一层，OBASI厅)
•

WMO副秘书长Jerry Lengoasa(主持人)

•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UN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政府间支持和战略伙伴关系主席团Lakshmi Puri

•

UNESCO总干事 Irina Bokova

•

WHO环境和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司公共卫生处处长Maria Neira

•

WMO秘书长米歇尔·雅罗

北京+20午餐论坛
•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UN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政府间支持和战略伙伴关系主席团Lakshmi Puri

•

IUCN 全球性别高级顾问Lorena Aguilar

•

高山和冰川保护组织ESM和M&E官员Sameera Zaib

•

供水和卫生合作理事会(WSSCC)政策和宣传部门项目专家Rockaya Aidara

•

Reaccion Climatica创始人和协调员Carmen Capriles

从事天气、水和气候的女性和职业高级别讨论会
•

UNESCO总干事办公室性别平等处处长 Saniye Gülser Corat

•

WMO EC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咨询组组长 Linda Makuleni

•

WMO助理秘书长Elena Manaenkova(主持人)

•

萨摩亚司法与法庭部部长Fiame Naomi Mata’afa女士阁下

•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UN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政府间支持和战略伙伴关系主席团Lakshmi Puri

•

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Christiane Rousseau

从事天气、水和气候的女性和职业会议的报告员：哥斯达黎加大学大气和海洋物理系退休教授Vilma Castro
以及中国女子大学教授Liu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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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全会1：加强女性作为减少灾害风险变革推动者的作用
•

世界宣明会主任和联合国代表Beris Gwynne

•

芬兰前总统Tarja Halonen女士阁下

•

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性别事务项目经理Mubarak Mabuya

•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

•

UNISDR减少灾害风险事务秘书长特别代表(SRSG)Margareta Wahlström(主持人)

DRR工作会议1A：教育和能力建设
•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全球性别高级顾问Lorena Aguilar

•

肯尼亚气象局教育、培训、研究发展部副主任Stella Aura

•

怀柔委员会顾问Ana Liz Flores

•

妇女保护野生动物组织，怀柔委员会顾问Suranjana Gupta

•

UNESCO自然科学部门DRR专题室主任 Alexandros Makarigakis(主持人)

DRR工作会议 1B：风险和DRR 沟通
•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性别和多样性高级官员Siobhán Foran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气候-KIC创新牵头人Katherine Foster(主持人)

•

太平洋妇女联络组织(FemLINKPACIFIC)性别和天气问题社区组织者Adivasu Levu

•

苏里南土著村庄领导人协会政策官员Max Ooft

•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气候学家Dean Solofa

DRR报告员：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性别事务项目经理Mubarak Mabuya在DRR会议上进行报
告，协助他的是：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气候变化官员Dean

Solofa和UNESCO减灾跨领域专题组负

责人Alexandros Makarigakis。DRR会议的组织者：Josephine Wilson、John Harding和L. Anathea
Brooks

高级别全会 2：天气、气候、健康和性别
•

WMO美国常任代表Laura Furgione

•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全球DRR部门公共卫生顾问Virginia Murray

•

WHO环境和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司公共卫生处处长Maria Neira

•

气候敏感型虫媒传染病和疾病控制策略，流行病学顾问Judy Omumbo

•

马达加斯加国家气象局应用研究服务部门主管Nirivololona Raholijao

•

瑞士热带与公共卫生研究所性别和健康部门小组牵头人协会Elisabeth Zemp(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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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工作会议2A：改进获取和使用信息
•

斯洛文尼亚气象局局长顾问Tanja Cegnar

•

加纳公共卫生顾问Ama Essel

•

爱尔兰气象局预报处处长Gerald Fleming

•

WMO美国常任代表Laura Furgione(主持人)

•

WHO 气候变化和卫生部门技术官员Elena Villalobos Prats

•

美国红十字会国际响应和计划执行主任Carrie Santos

健康工作会议2B：确保能力和促进机制
•

英国气象局民事应急部门主管Melanie Harrowsmith

•

WMO公共气象服务部主管 Haleh Kootval

•

坦桑尼亚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部主管Hellen Msemo

•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全球DRR部门公共卫生顾问Virginia Murray(主持人)

•

乌干达卫生部健康地理学家Didacus Namanya Bambaiha

•

WHO性别问题全球技术官员 Joanna Vogel

公共卫生报告员：爱尔兰气象局预报处处长Gerald Fleming，协助他的是：马达加斯加国家气象局应
用研究服务部门主管Nirivololona R aholijao、和气候敏感型虫媒传染病和疾病控制策略，流行病学
顾问Judy Omumbo。卫生会议的组织者： Haleh Kootval和Elena Villalobos Prats。

天气、水和气候领域的女性及职业午餐论坛
•

肯尼亚气象局教育、培训、研究发展部副主任Stella Aura

•

UNESCO自然科学部执行办公室计划专家 L. Anathea Brooks

•

哥斯达黎加大学前任教授Vilma Castro

•

WMO美国常任代表Laura Furgione(主持人)

•

WMO芬兰常任代表Petteri Taalas

高级别全会 3：获取水资源和性别平衡
•

UNESCO水科学处科长 Alice Aureli

•

黎巴嫩能源和水资源部水资源司司长Mona Fakih

•

WMO南非常任代表Linda Makuleni

•

OHCHR社会和经济问题部门人权问题科科长Jyoti Sangera

•

全球水伙伴组织主席Ursula Schaefer-Preuss(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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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作会议3A：确保女性用户获得气候信息
•

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农业研究协商小组(CGIAR)水、土地和生态系统研究计划，性别、贫困和机
构核心主题的高级研究员/协调员Nicoline de Haan

•

瑞典气象和水文研究所(SMHI)瑞典PR的水文学顾问Cristina Alionte Eklund

•

乌干达世界宣明会非洲气候变化恢复力联盟能力建设和宣传协调员Tracy Kajumba

•

国际商业和职业妇女联合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水常设委员会主席Lesha Witmer(主持人)

水工作会议3B： 赋权女性参与水科学和政策
•

斯里兰卡水网络/斯里兰卡水伙伴组织主席Kusum Athukorala

•

国际雨水收集联盟(IRHA)执行主任Vessela Monta

•

尼泊尔国际综合山地发展中心计划协调员Anjal Prakash(主持人)

•

泰国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Bernadette P. Resurreccion

•

UNESCO-IHE水治理教授 Margreet Zwarteveen

水资源管理报告员： WMO气候和水司司长Bruce Stewart，协助他的是：UNESCO自然科学部项目
专家L Anathea Brooks和WMO顾问Isabel Riboldi。水会议的组织者： Bruce Stewart和L. Anathea
Brooks。
高级别全会 4：女性、气候、农业和粮食安全
•

埃森哲发展伙伴项目全球管理主任Gib Bulloch

•

范式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Eleanor Tabi Haller-Jordan(主持人)

•

世界农民组织代理主席Evelyn Nguleka

•

WMO农业气象学委员会副主席Federica Rossi

•

FAO驻日内瓦联络处主任Xiangjun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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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粮食安全工作会议4A：改进获取和使用信息
•

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Edward R. Carr

•

IFAD性别与社会公平部高级技术专家Maria Hartl

•

佛罗里达大学UFIC项目开发主任Sandra Russo

•

尼日利亚气象厅应用气象服务处处长Julie Ukeje

•

马来西亚未来作物组织计划主任Sue Walker(主持人)

农业和粮食安全工作会议4B：确保能力和促进机制
•

世界农民组织妇女委员会协调员Susan Carlson

•

IUCN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南亚地区主席Madhav Karki

•

瓦努阿图气象和地质灾害局Philip Malsale

•

WMO农业气象计划主管Robert Stefanski(主持人)

•

博茨瓦纳农业商业组织创始人、年轻女性农民Thato Supang

•

国际营养科学联盟任务组组长Christina Ti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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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粮食安全报告员：WMO农业气象计划主管Robert Stefanski，协助他的是：范式论坛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Eleanor Tabi Haller-Jordan、独立律师和作家Vickie Newman、以及农业气象计划
科学办公室的Jose Camacho，WMO农业和粮食安全组织者：Robert Stefanski和Selvaraju Ramasamy。
大会组织小组：Assia Alexieva、Bonnie Galvin、Teresita Concepcion、Aurea Reyes、和Amira
Rah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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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与会者名单
No.

Country/WMO
Member

Name

Organization

1

Albania

Harilla GOGA

Permanent Mission

2

Algeria

Baya ZITOUNE (Ms)

Algerian Women's Associ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3

Argentina

Monica Beatriz MARINO
(Ms)

Servicio Meteorologico Nacional

4

Armenia

Valentina GRIGORYAN
(Ms)

Armstatehydromet

5

Austria

Alma FELIC (Ms)

WSSCC

6

Azerbaijan

Khanim AHMEDOVA (Ms)

National Hydro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7

Bahamas

Shayvonne MOXEYBONAMY (M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8

Bahamas

Rhoda JACKSON (M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t UNOG

9

Bangladesh

Md Golam RABBANI

Bangladesh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10

Barbados

Margarette MAYERS-ALS
(Ms)

Caribbean Institute for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11

Belize

Dennis GONGUEZ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12

Benin

Terhas HAGOS (Ms)

Nature Tropicale (IUCN)

13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Carmen CAPRILES (Ms)

Reacción Climática

14

Botswana

Thato SUPANG (Ms)

AgriBusiness

15

Brazil

Andre MISI

Permanent Mission

16

Burkina Faso

Bienvenue Judith SANFO
(Ms)

Direction de
la Météorologie

17

Burundi

Norbert BIZIMANA

Permanent Mission

18

Cabo Verde

Ester ARAUJO DE BRITO
(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and Geophysics

19

Canada

Diane JOHNSTON (M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Canada

20

Canada

Jennifer MILTON (M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f Canada

21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Odette Elisabeth GUERELBAILE TOUANE (Ms)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Women "Flowers of Central Africa"

22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Nicole Stelly PEYA (Ms)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viation
civile et de la météorologie

23

Chile

Rodrigo PAILLALEF

Permanent Mission

24

Chile

Bárbara TAPIA (Ms)

Dirección Meteorológica de Chile

25

Chile

Paola URIBE (Ms)

Dirección Meteorológica de 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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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hina

Qing Chen CHAO (Ms)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27

China

Mingmei LI (Ms)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28

China

Meng LIU (Ms)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29

China

Jiao MEIYAN (Ms)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30

Congo

Brigitte MUKUNDJIE EALE
(Ms)

Permanent Mission

31

Cook Islands

Arona NGARI

Meteorological Service

32

Costa Rica

Maria Cristina ARAYA
VILLALOBOS (Ms)

Instituto Meteorológico Nacional

33

Costa Rica

Vilma CASTRO (Ms)

School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34

Côte d'Ivoire

Konan Aya Micheline
Epouse GONDO (Ms)

Direction de la Metéorologie
Nationale

35

Curaçao and Sint
Maarten

Pedzi V.J. GIRIGORI (Ms)

Metorological Department

36

Ecuador

Gilma CARVAJAL (Ms)

Instituto Nacional de Meteorología
e Hidrología

37

Ethiopia

Almaz Tadesse JIFAR (Ms)

Women's Affairs Directorate

38

Ethiopia

Sehile Tefera HAILE (Ms)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gency

39

Ethiopia

Yeshiwork Kassa HAILU
(Ms)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gency

40

Ethiopia

Merima Yesuf KASSA
(Ms)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gency

41

Ethiopia

Mihret Mulugeta
WOLDEMARIAM (Ms)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gency

42

Fiji

Dean SOLOFA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43

Finland

Päivi KAIRAMO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t UNOG

44

Finland

Veikko KILJUNEN

Diplomatic Advisor, Finland

45

Finland

H.E. Tarja HALONEN (Ms)

Former President

46

Finland

Petteri TAALAS

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47

Gambia

Isatou JALLOW GAYE
(Ms)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48

Germany

Ulrike BROMIG (Ms)

Deutscher Watterdenst

49

Ghana

Felicity AHAFIANYO (Ms)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50

Ghana

Ama ESSEL (Ms)

Public health consultant

51

Ghana

Liisa PETRYKOWSKA (Ms)

Ignitia

52

Guinea

Kadiatou Ecole BAH (Ms)

Direction Nationale de la
Météor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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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Guinea

Aminata KEBE (Ms)

L’Agence de la Navigation Maritime
Ministère des Transports

54

Guinea-Bissau

Feliciana MENDONCA
(Ms)

Instituto Nacional Meteorológia

55

India

Vikas DESAI

Urban Health and Climate
Resilience Centre

56

India

Anubha KAUSHIK (Ms)

University School of Environment
Management, GGS IP University,
New Delhi

57

Indonesia

FATCHIYAH (Ms)

Meteorological, Climat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Agency

58

Indonesia

Noer NURHAYATI (Ms)

Meteorological, Climat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Agency

59

Ireland

Gerald FLEMING

The Irish Meteorological Service
(Met Éireann)

60

Italy

Stefania DE ANGELIS (Ms)

Italian Air Force, Air Space and
Meteorological General Office

61

Italy

Federica ROSSI (Ms)

Institute of Biometeorology,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62

Jamaica

Roslyn JACKSON (Ms)

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63

Japan

Hiroyuki SUMINO

Permanent Mission

64

Jordan

Issa Farah BATARSEH

Jord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65

Kenya

Stella AURA (Ms)

Institute for Meteorological
Training and Research, Kenya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66

Kenya

Judith OMUMBO (Ms)

University of Oxford Collaborative
Programme

67

Kenya

Vivian TALASH (Ms)

Permanent Mission

68

Kyrgyzstan

Gulnare ISKALOVA (Ms)

Permanent Mission

69

Kyrgyzstan

Chinara BIALIEVA (Ms)

Agency of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70

Latvia

Inita STIKUTE (Ms)

Latvian Environment, Geology and
Meteorology Centre

71

Lebanon

Mona FAKIH (Ms)

Ministry of Energy and Water

72

Lesotho

Doreen Tlotlehang
CHAOANA (Ms)

Ministry of Forestry and Land
Reclamation

73

Liberia

Arthur GAR-GLAHN

Liberia Meteorological Service

74

Lithuania

Vida AUGULIENE (Ms)

Lithuanian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75

Madagascar

Soarijaona Samuëline
RAHARIVELOARIMIZA
(Ms)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Météorologie

76

Madagascar

Nirivololona RAHOLIJAO
(Ms)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Météor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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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Madagascar

Linah RAZAIARIVELO (Ms)

Centre de Santé de Base Niveau II

78

Malawi

Lucy MTILATILA (Ms)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and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79

Malawi

Shamiso NAJIRA (Ms)

Environmental Affairs Department

80

Malaysia

Sue WALKER (Ms)

Crop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Centre

81

Malaysia

Zawiah MOHD TAIB (Ms)

Malaysi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82

Maldives

Abdul Kareem
THAHUMEENA (M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83

Mali

Thiam Diallo AYA (M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t UNOG

84

Mali

Sidi Mohamed Youba
SIDIBE

Permanent Mission

85

Mali

Fanta Traore TANDIA (Ms)

Direction Nationale de la
Météorologie

86

Mongolia

Dolgorsuren AZZAYA (Ms)

National Agency for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 Monitoring

87

Mozambique

Juvenal DENGO

Permanent Mission

88

Myanmar

Tin YI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89

Namibia

Sabine BOEHLKE
MOELLER (M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t UNOG

90

Namibia

Jennifer MOETIE (Ms)

Namibia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91

Nepal

Rajendra ADHIKARI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oordin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92

Nepal

Prajwal BARAL

Consultant

93

Nepal

Meena KHANAL (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94

Nepal

Anjal PRAKASH

HI-AWA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95

New Zealand

Meredith DAVIS (Ms)

Permanent Mission

96

New Zealand

Seema SINGH (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Water and
Atmospheric Science

97

New Zealand

Andrew TAIT

Co-chair, Open Panel of CCl
Experts on User Interface for
Climate Adapt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98

Niger

Lucie NAMODJI (Ms)

Centre Régional AGRHYMET,
Niamey

99

Nigeria

Mary O. ISO (Ms)

Nigeri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NiMet)

100

Nigeria

Juliana Enyinnaya UKEJE
(Ms)

National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Climate Research Centre

101

Norway

Marit Dahl HJORT (Ms)

Permanent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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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Norway

Eugenia TAPIA (Ms)

Permanent Mission

103

Pakistan

Naeem SHAH

Pakistan Metorological Department

104

Pakistan

Sameera ZAIB (Ms)

Mountain and Glacier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105

Papua New Guinea

NANAO BOUAUKA (Ms)

Papua New Guinea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06

Paraguay

Esperanza CACERES (Ms)

Dirección de Meteorología e
Hidrología

107

Peru

Karim QUEVEDO CAINA

Servicio Nacional de Meteorología
e Hidrología

108

Philippines

Sharon Johnnette
AGDUMA (Ms)

Permanent Mission

109

Philippines

Flaviana D. HILARIO (Ms)

Philippine Atmospheric,
Geophysical and Astronom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110

Philippines

Cecilia REBONG (M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t UNOG

111

Republic of Korea

Seunghee SOHN (Ms)

Korean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112

Republic of
Moldova

Svetlana STIRBU (Ms)

State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113

Russian
Federation

Ekaterina CHUMAK (Ms)

Russian Federal Service
for Hydro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OSHYDROMET)

114

Russian
Federation

Marina PETROVA (Ms)

ROSHYDROMET

115

Samoa

HE Ms Fiame Naomi
MATA'AFA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Courts
Administration

116

Sao Tome and
Principe

Birnardina
Viana Femances VAZ (Ms)

Institut national de météorologie

117

Senegal

Aïda DIONGUE NIANG
(Ms)

National Civil Aviation Agency

118

Seychelles

Chantale BIJOUX (Ms)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19

Slovenia

Tanja CEGNAR (Ms)

Meteorological Office

120

Solomon Islands

Lloyd TAHANI

Solomon Island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121

South Africa

Gaborekwe Esther
KHAMBULE (Ms)

South African Weather Service

122

South Africa

Mark MAJODINA

South African Weather Service

123

South Africa

Linda MAKULENI (Ms)

South African Weather Service

124

South Africa

N.P. NOTUTELA (Ms)

Deputy Ambassador to UNOG

125

Spain

Ana MENENDEZ (M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t UN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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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Sri Lanka

Kusum ATHUKORALA
(Ms)

NetWater

127

Sri Lanka

Nicoline DE HAAN (Ms)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128

Sri Lanka

I.M.S.P. JAYAWARDENA
(M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129

Suriname

Max OOFT

Bureau of the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Village Leaders of
Suriname

130

Sweden

Cristina Alionte EKLUND
(Ms)

Swedish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Institute

131

Sweden

Cecilia SCHUBERT (Ms)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132

Switzerland

Christina ADAM (Ms)

Consultant

133

Switzerland

Gib BULLOCH

Accenture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134

Switzerland

Katherine FOSTER (Ms)

Climate-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y

135

Switzerland

Eleanor HALLER-JORDEN
(Ms)

The Paradigm Forum

136

Switzerland

Esther HOMMES (Ms)

MeteoSwiss (Federal Office of
Meteorology and Climatology)

137

Switzerland

Maria LISIAKOVA (Ms)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SwissRe)

138

Switzerland

Lea MULLER (Ms)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SwissRe)

139

Switzerland

Florence TEMPLE
ROSSETTI (Ms)

Cartier Charitable Foundation

140

Switzerland

Stefan RUCHTI

Feder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Directorate of Political
Affairs

141

Switzerland

Gabriela SEIZ (Ms)

MeteoSwiss

142

Switzerland

Patrick SIEBER

Feder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143

Switzerland

Stefan SIGRIST

Federal Office of Meteorology and
Climatology, MeteoSwiss

144

Switzerland

Elisabeth VIKTOR (Ms)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SwissRe)

145

Switzerland

HE. Pio WENNUBST

Feder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146

Switzerland

Elisabeth ZEMP (Ms)

Swiss Tropical and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Basel

147

Thailand

Bernadette Resurreccion
SAYO (Ms)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133

No.

Country/WMO
Member

Name

Organization

148

Togo

Mounto AGBA (Ms)

Permanent Mission

149

Togo

Polo NAKPA

Permanent Mission

150

Uganda

Alice Rhoda ATIM (M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151

Uganda

Tracy KAJUMBA (Ms)

Africa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
Alliance

152

Uganda

Didacus NAMANYA
BAMBAIHA

Environmental Health Division,
Ministry of Health

153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Yvette DAWKINS (Ms)

Independent

154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Melanie HARROWSMITH
(Ms)

Met Office

155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Beatrice MOSELLO (Ms)

Research Office, Water Policy,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ititute

156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irginia MURRAY (Ms)

Public Health England

157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Nyree PINDER (Ms)

Met Office

158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Emily WALLACE (Ms)

Met Office

159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Agnes L. KIJAZI (Ms)

Tanzania Meteorological Agency

160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Hellen MSEMO (Ms)

Tanzania Meteorological Agency

16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ura K. FURGIONE (M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6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chelle D. Hawkins (M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6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roline N. BROUN (Ms)

Economic and Science Affairs,
Permanent Mission

16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ankita BROWN (M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6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ward R. CARR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6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roline CORVINGTON
(M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6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usan DURDEN (Ms)

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16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talie ELWELL (Ms)

Office of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U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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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amela HAMAMOTO (Ms)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USA at UNOG

17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pe HASBERRY (Ms)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7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obin POSTEL (Ms)

Mannet Management Network

17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andra RUSSO (Ms)

University of Florida International
Centre

17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rrie SANTOS (Ms)

American Red Cross

17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eve ZEBIAK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175

Uzbekistan

Irina ZAYTSEVA (Ms)

Centre of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Uzhydromet )

176

Vanuatu

Philip MALSALE

Vanuatu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77

Zambia

Bathsheba MUSONDA
(Ms)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178

Zimbabwe

Emilia BUNDO (Ms)

Voice of Zimbabwe

179

Zimbabwe

Amos MAKARAU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80

Zimbabwe

Sanduro
CHIRAMBAGUWA (M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81

Zimbabwe

Egepha Victoria JOKOMO
(Ms)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Cabinet

182

Zimbabwe

Linia MASHAWI (M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83

Zimbabwe

Chameso MUCHEKA

Permanent Mission

184

Zimbabwe

Alice MUNYEPIWA (Ms)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185

Zimbabwe

Violet NJODZI (Ms)

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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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FAO

Malika MARTINI (Ms)

FAO Regional Gender Officer for
the Near East and North Africa

187

FAO

Unna MUSTALAMPI (Ms)

Gender Mainstreaming Officer

188

FAO

Alexandra PLUSS (Ms)

189

FAO

Selvaraju RAMASAMY

190

FAO

Yao XIANGJUN (Ms)

191

Global Gender and
Climate Alliance

Vera P. WEILL HALLE (Ms)

192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Barbara Ryan (Ms)

Secretariat Director

193

IFAD

Maria HARTL (Ms)

Gender and Social Equity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194

IFRC

Siobhán FORAN (Ms)

195

IFRC

Susil PERERA

196

IGAD

Mubarak MABUYA

19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Serena ODIANOSE (Ms)

198

IOM

Emily WISEMEN (Ms)

199

IRHA

Vessela MONTA (Ms)

200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Meg JONES (Ms)

201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Dina IONESCO (Ms)

202

ITU

Orhan OSMANI

203

ITU

Bèatrice PLUCHON (Ms)

204

OHCHR

Jyoti SANGHERA (Ms)

205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Wilfran MOUFOUMA
OKIA

206

UNESCO

Irina BOKOVA (Ms)

Director-General

207

UNESCO

Alexandros
MAKARIGAKIS

DRR Thematic Unit

208

UNESCO

L. Anathea BROOKS (Ms)

Natural Sciences Executive Office

209

UNESCO

Gulser Sanaye CORAT
(Ms)

Director, Division for Gender
Equality, Office of the
Director-General

210

UNESCO

Alice AURELI (Ms)

International Hydrological
Programme

211

UNESCO

Abdulaziz ALMUZAINI

Director, Geneva Liaison Office

212

UNESCO

Alton GRIZZLE

Media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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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Miriam MALUWA (Ms)

214

UNISDR

John HARDING

215

UNISDR

Muthoni NJOGU (Ms)

216

UNISDR

Margareta WAHLSTRÖM
(Ms)

217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arah COOK (Ms)

218

UN Women

Verona COLLANTES (Ms)

219

UN Women

Lakshmi PURI (Ms)

220

UN Women

Seemin QAYUM (Ms)

221

WHO

Florence FOUQUE (Ms)

222

WHO

Marina MAIERO (Ms)

223

WHO

Maria NEIRA (Ms)

224

WHO

Bernadette RAMIREZ (Ms)

225

WHO

Elena VILLALOBOSPRATS (Ms)

226

WHO

Joanna Jessie VOGEL
(Ms)

227

WIPO

Saito KAORI (Ms)

228

WIPO

Anja VON DER ROPP (Ms)

Gender and Diversity,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partment

229

World Bank

Alina TRUHINA (Ms)

Geneva Liaison Office

230

Business &
Professional
Women
International

Lesha WITMER (Ms)

231

FemlinkPACIFIC

Adi Vasulevu M.L. CHUTE
(Ms)

232

GWP

Ursula SCHAEFERPREUSS (Ms)

233

GROOTS
International,
Huariou
Commission

Suranjana GUPTA (Ms)

234

Huairou
Commission

Ana Liz FLORES (Ms)

235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

Christiane ROUSSEAU
(Ms)

Detail

137

N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ame

236

IUCN

Lorena AGUILAR (Ms)

237

IUCN

Madhav KARKI

238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Nutritional
Sciences

Cristina TIRADO (Ms)

239

The South Centre

Mariama WILLIAMS (Ms)

240

UNESCO-IHE
Institute for Water
Education

Margreet ZWARTEVEEN
(Ms)

241

World Farmers’
Organisation

Susan CARLSON (Ms)

242

World Farmers’
Organisation

Marco MANZANO

243

World Farmers’
Organisation

Evelyn NGULEKA (Ms)

244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Beris GYWNNE (Ms)

245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Alexandre MEMERY

246

WMO

Michel JARRAUD

Secretary-General

247

Jerry LENGOASA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248

Elena MANAENKOVA (Ms)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249

Nell ALEGRE (Ms)

250

Assia ALEXIEVA (Ms)

251

Yvette BURNET (Ms)

252

Jose CAMACHO

253

Claudio CAPONI

254

Maja CARRIERI (Ms)

255

Maxx DILLEY

256

Francoise FOL (Ms)

257

Bonnie GALVIN (Ms)

258

Veronica GRASSO (Ms)

259

Anahit HOVSEPYAN (Ms)

260

Liisa JALKANEN (Ms)

261

Rupa KOLLI

262

Haleh KOOTVAL (Ms)

263

Filipe LUCIO

264

Samuel MUCHEMI

265

Clare NULLIS (Ms)

266

William NYAKWADA

Detail

138

N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ame

267

Adriana OSKARSSON
(Ms)

268

Mary POWERS (Ms)

269

Amira RAHMAT (Ms)

270

Isabel RIBOLDI (Ms)

271

Claudia RICHTER (Ms)

272

Sophie SANDSTROM (Ms)

273

Aileen SEMPLE (Ms)

274

Joy SHUMAKEGUILLEMOT (Ms)

275

Lina SJAAVIK (Ms)

276

Robert STEFANSKI

277

Bruce STEWART

278

Xu TANG

279

Michael WILLIAMS

280

Josephine WILSON (Ms)

281

Jeff WILSON

282

WSSCC

Rockaya AIDARA (Ms)

Detail

Programme Specialist, Policy and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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