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信息事前公示表
姓

名

李慧林

部

门

冰冻圈与全球变化研究室

出访国家
职

称

助理研究员

职

务

无

瑞士

（地区）
本次出访满足“分类管理”第二项：

出 访 任 务 是 李慧林博士以世界冰川监测网络（WGMS）中国代表及国际冰冻圈科学
否属于分类

联合会（IACS）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受到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地面观测专家组（TOPC）主席 Wolfgang Wagner 教授的特别邀请，参加

管理，如是，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地面观测专家组第二十次会议”。目的在

请具体描述。 于在全球气象组织（WMO）及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中为中国冰
川监测争取一席之地与合理权益，谋求更广层次的国际合作。

日程安排
往返路线

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地面观测专家组第二
十次会议”， 2018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前后路途中各一天）。
兰州 – 北京 – 日内瓦 – 北京 – 兰州
邀请人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地面观测专家组主席 Wolfgang

Wagner 教授。

邀请函（可附
后）及邀请单
位介绍

费用来源

GCOS 是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国际科学理事会（ICS）、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等国际组织联合支持的国际气候监测计划。GCOS 成立于 1992 年，
旨在获取解决气候相关问题所需的意见和信息，并将其提供给所有潜在用户。
GCOS 在国际科学社会的作用在于鼓励、协调和促进成员国或国际组织针对自己的
需求或共同的目标建立气候及其相关要素的观测系统；为建立一个以成员国或组织
的观测系统为要素的，侧重于解决气候相关问题的综合观测系统提供操作框架。并
不直接参与观测或生产数据。
TOPC 是 GCOS 框架下开发的一个针对陆地相关要素的“地、空、天”综合观测
系统。TOPC 侧重于确定地面观测要求、协助建立气候观测网络、提供观测标准和
规范的指导、促进获取气候资料和信息及其同化，促进气候研究和评估。TOPC 由
GCOS 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联合发起。

出访费用将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因公出国(境)经费标准由研究所相关课题
予以支付。出访经费的预算金额 2.18 万元，支付课题号 Y729A21001。

出 国 预 算(指出访期间差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其他费用等，参
照财政部规定的因公出国（境）经费标准)
国际旅费

1.2 万元 × 1 人 = 1.2 万元

国外城市间
500 元

交通费
住宿费

1250 元/夜/人 × 4 夜 × 1 人 = 5000 元

伙食费

450 元/天/人 × 5 天 × 1 人 = 2250 元

公杂费

300 元/天/人 × 5 天 × 1 人 = 1500 元

其他费用（签
450 元

证费）
其他费用（保
100 元

险费）
其他费用（会
-

议注册费）
……

-

合计

21800 元

注：(1 人以上团组全部人员姓名、职称、职务及部门请附后)

Our ref.:

03168-18/CLW/GCOS/TOPC-20

Annexes: 3

Dr Huilin LI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REERI/CAS)
320 Donggang West Road,
LANZHOU730000
China
GENEVA, 5 February 2018

Dear Dr Li,
On behalf of the Chairman of the GCOS/WCRP Terrestrial Observation Panel for
Climate (TOPC), Professor Wolfgang Wagner, I am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the Twentieth
Session of the Panel. The meeting will be held at the WMO Headquarters, Geneva, Switzerland,
from 19 to 21 March 2018.
A draft agenda is attached for your review and comments. Please advise us of any
suggestions for addition or modification, which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next iteration.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s, the meeting will focus on work in small groups, therefore there is very limited
time for presentations. You can provide background details on your area in a separate
document which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participants prior to the sessio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inform Simon Eggleston (SEggleston@wmo.int).
The meeting will focus on two tasks: the defini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ECVs and
their products, and how to monitor the tasks in the GCOS Implementation Plan (GCOS-200).
One aim will be to allocate responsibilities to individual panel members.
meeting.

I look forward to your attendance at TOPC and to a productive and enjoyable

Yours sincerely,

(Dr Carolin Richter)
Director,
GCOS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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