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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

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

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

同志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

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

叙永县从 2014 年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 农村居住环

境、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到 2020 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为乡村振兴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作为气象部门，气象服务是立业之本，是气象工

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本文通过分析叙永气象服务现状，探讨

把“以人为本、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气象服务融入到乡村

振兴中的方法。

2�叙永气象服务现状

农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坚持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 加强农村自然灾害监测

预报预警，必须解决农村预警信息发布“最后一公里”问题。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叙永气象服务现状，提出改进气象服务方法，探讨把气象服务融入到乡村振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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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发布、应急处置和风险管理工

作，全面提高农村趋利避害水平，切实保障农民生命财产安

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是叙永县气象部门在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中肩负的使命。

2.1�实时监测服务

影响叙永的灾害性天气主要有高温、干旱、大风、冰雹、

火风、暴雨、洪涝、低温冰雪和霜冻等，造成严重灾害的主要

是夏季的暴雨、大风、冰雹，以及由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

滑坡、泥石流等。 目前,叙永县气象局对雷电大风、暴雨、短时

强降水天气的监测主要通过灾害性天气临近预报系统

（SWAN）、 泸州人影业务平台和泸州市雨情监测平台对叙永

天气进行实时监控。 当各平台监测到雷达回波达到一定强度

时会自动报警，提示县域内有强对流天气发展，业务值班员

立即与市气象台开展临近天气预报会商，根据监测到的天气

情况,及时发布雷电、暴雨、大风和冰雹等短时预报服务产品，

提高了强对流天气临近预报命中率和时效，在防灾减灾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如 2015 年“7.13”大石和“8.17”白腊乡泥石

流都是利用这些平台， 提前监测到强对流天气发生发展情

况，第一时间对外发布预警信息，相关单位提前做好防范，提

前转移可能受影响的村民，有效避免或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图 1 至图 3 是叙永县气象局监测叙永天气的实况

图。

图 1：通过灾害性天气临近预报系统（SWAN）实时监视叙永及周边强对流天气发展情况，及时对外发布短临预报和预警信息

图 2：通过泸州人影业务平台监视叙永及周边强对流天气发展，及时开展人工增雨消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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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灾害性天气服务实施

依据气象灾害监测、预报数据，叙永县气象局以本行政

区为气象灾害防御责任区，根据地形、地貌和气象灾害移动

特点，在责任区外设立气象灾害防御警戒区和监视区。 根据

灾害性天气的发展移动，分别制定责任区、警戒区（50KM）和

监视区（50KM～100KM）三级服务策略，开展气象灾害分级防

御服务。 当责任区监测到强对流云团，启动灾害性天气预警

服务，制作本行政区域内的预警信息（含预警、预警信号、短

临预报等），向基层气象灾害防御人员、气象部门人员及社会

公众发布，同时向决策用户、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单位负责

人报送《重大气象信息专报》、《气象信息快报》、《气象工作专

报》等包括灾害性天气监测（或预计）出现的时间、范围、发展

过程、主要影响、防御建议等的决策气象服务产品。

在灾害性天气服务过程中，业务值班员根据灾害天气变

化以及灾害造成的影响情况，实时跟踪监测评估，同时加强

与上级台站和周边台站的沟通会商，及时滚动更新灾害性天

气的监测预警信息， 制作灾害性天气实况和预警服务产品，

利用各种平台发布预警服务信息，满足政府及相关部门防灾

减灾救灾的需要。 当监测到强度大、时效强的灾害性天气时，

业务值班人员还将及时通过电话“叫应”防汛减灾重点单位，

叫应县级政府、重点责任单位应急值班室，提醒防范灾害发

生，实现气象灾害的即时“叫应”，为开展防灾减灾工作争取

宝贵时间。

2.3 决策气象服务

为加强气象防灾减灾、气象为农服务，增强气象防灾减

灾综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保障民生和安全，根

据我县气候及气象灾害特点，精心研究服务需求，提高决策

气象服务的敏感性、针对性、通俗性、科学性和协调性，提出

各季节决策气象服务关注重点如下：

春季（3-4月）关注重点

图 3：通过泸州市雨情监测平台，掌握 1小时内全县各乡镇雨强变化情况，及时开展点对点服务。

灾害类型 主要影响 范围

春旱 春耕、春播 全县

寒潮、强降温 农作物、畜牧业、交通、电力、荔枝 全县

倒春寒、

低温连阴雨

小春结实、大春作物栽种、农作物病虫害 全县

大风、冰雹、

局地强对流

建筑物、交通、电力设施和人畜安全、

农作物影响及引发次生灾害

全县

焚风、林火 林区、果木林、农作物 全县

雾、霾 交通和空气污染 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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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12月 - 次年 2月）关注重点

秋季（10-11月）关注重点

夏季（5-9月）关注重点

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在春节、中秋、国庆节等节日、中高

考期间，为县委、政府及各部门重大活动或重大突发事件提

供气象保障服务。

叙永县的决策气象服务产品主要以《重大气象信息专

报》、《气象信息快报》、《短期气候预测》、《重大气象灾害影响

评估报告》、《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专题报告、专项气象服务

保障材料、手机短信发布平台等形式报送相关决策部门。

3�改进气象服务方法

长期以来，叙永县气象局在农村的天气预报、气象预测

预警、防御雷电灾害、农业气象服务等方面做出了不少的贡

献，并且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中，气象工作有着重要的地位。 气象服务产品要

融入乡村振兴， 必须对现有的气象服务方式进行完善和改

进，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致富、农村繁荣保驾护航。

3.1�利用气候资源进行产业规划

科学利用气候资源,合理挖掘气候潜力,充分发挥农业气

象科技的作用,是气象服务融入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一个地

区的农业布局、农业种植以及农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气候资源的影响，基于这点，气象部门要结合气候资源的特

点，对气候进行分析和评价，引导农民结合不同的气候条件

进行耕种；同时加强对气象灾害的预报预警能力，确保对气

象灾害进行准确预报， 在气候骤变时提前做出相应防范措

施，尽可能的减少农业生产损失，充分展现气象服务工作的

效用，为农业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2�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产品

针对性的服务产品，就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来提供服

务产品，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3.2.1发挥农业大户明显的示范带头作用

气象部门可以考虑与相应的农业大户进行合作， 强化特

色农业的气象实用技术研究， 在农事的重要季节给予关键性

的帮助，让农业大户的带头作用将气象服务的效益体现出来；

3.2.2�强化部门合作

气象部门要积极为构建气象大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开展

灾害类型 主要影响 范围

暴雨、强降雨、

城市内涝

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洪涝、渍害、江河湖库和城乡安全、城市积涝、

交通受阻、影响城市安全运行。

全县

高温、夏旱、伏旱 农作物生长受阻、人畜饮用水、用电矛盾加剧。 全县

局地强对流 航运、建筑物、电气设备和人畜安全，对工农业生产造成危害。 全县

低温、阴雨、寡照

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发育、播栽进度、茬口衔接、收晒、品质霉烂、

农作物病虫害加剧、山体滑坡、渍害等。

全县

灾害类型 主要影响 影响范围

高温、秋旱 加剧旱情、秋种秋收受阻、影响蓄水和晚秋作物生长、人民生活用水。 全县

连阴雨、寒潮降温 影响秋收、秋种、居民生活和晚秋作物生长、农作物病虫害加剧。 全县

雾、霾 交通和空气污染。 全县

焚风、林火 林区、果木林。 全县

灾害类型 主要影响 影响范围

冬干 小春作物生长和蓄水 全县

寒潮降温、霜冻 农作物、果树冻害，影响居民生活 全县

低温雨雪冰冻 交通、电力、通信、能源、林业和农作物、畜牧业 全县

雾、霾 交通和空气污染 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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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网格化的气象预报预警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向林业、

农业等相关部门开放气象数据接口，整合、交换和共享气象

信息， 促进特色农业和种养大户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强

化气象大数据在农业生产、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森林火险预

警监测等领域的作用;同时与林业、农业等部门进行联合，针

对病虫害的防治、农作物创收等进行探讨和研究，开发适合

于本地农作物增收的预报系统，提高气象服务融入乡村振兴

的效率。

3.2.3�夯实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工作

对空中的云水资源进行合理的运用，积极的开展人工降

雨、消雹以及驱雾等技术性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减少自然

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4�小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

是根本。 叙永县气象局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优势，顺

势而为，让气象服务工作更好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

兴提供更高效的气象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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