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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索湾气象站 野三农冶气象工作探析
李 萍
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气象局袁新疆石河子 832000冤

摘要 近年来莫索湾气象站针对野三农冶逐步建立和完善棉花和特色林果为主的农业生产气象服务体系袁建立完善气象防灾减灾服务
体系袁提升气象灾害预测预警能力遥本文分析了气象为野三农冶服务工作开展现状及存在的不足袁为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
议袁以期促进当地气象服务工作的开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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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农冶问题是政府部门长期高度重视的问题遥为了充
分发挥气象服务野三农冶的重要作用袁2010 年国家相关部门
颁布文件提出应针对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加以完善袁并且健

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系列化服务产品曰开发适合本地精细
化服务产品袁开展针对性的特色服务[1-2]遥

1.5 强化保障农业安全的气象防灾减灾服务

全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遥莫索湾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

在关键农事季节和灾害性天气来临前袁向农民专业合作

区袁气象灾害频发袁严重危害农业生产遥为确保莫索湾农

社尧农村种养大户尧150 团党委及连队提供滚动专题气象服务曰

业稳定有序发展袁减轻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袁必

深入田间地头调查袁实地指导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工作遥针对

须通过科学有效的途径开展服务袁加强野三农冶气象服务工
作能力遥

灾害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防御措施袁对农业受灾情况调查袁

1

建立和完善棉花和特色林果为主的农业生产气象服务

补救遥
1.6 加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决策服务

体系
1.1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评估农业气象灾害损失袁指导农民科学

加强农业气象试验技术能力和农业气象适用技术推广

针对莫索湾 150 团 21 个连队棉花尧小麦渊少量冤尧鲜食
渊酿酒冤葡萄尧蟠桃尧设施农业尧畜牧养殖业袁与乌兰乌苏农试
站共同建设多功能综合试验研究基地袁开展农业气象指标尧

进行主要作物尧特色林果尧区域特色产业尧设施农业精
细化气候区划和主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袁重点为棉花尧
工业番茄及蟠桃精细化气候区划和气象灾害风险区划袁并
上报 150 团党委和农业生产管理部门袁为农业结构调整服务遥

气象灾害防御和适用农业气象技术研究袁如推广野葡萄覆膜

2

安全越冬技术冶成果袁利用人工气候箱模拟冻害尧测定根系

务体系

生理生化指标尧明确不同品种鲜食葡萄根系安全越冬临界

2.1 建立长效机制

温度袁建立冬季气候预警指标袁试验不同效果的保温材料并
大面积推广袁防御鲜食葡萄根系冻害遥
1.2

提升气象灾害预测预警能力袁建立完善气象防灾减灾服

推动农场气象防灾减灾机构建设袁建成有地方编制和
经费的团级气象防灾减灾机构遥建立健全气象为农服务稳

完善有效的农业气象业务服务机制

定投入机制袁依托野三农冶服务专项将野两个体系冶运行维持

气象部门建立完善农业气象服务定期反馈机制袁促进为

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遥150 团继续出台农场气象灾害防御

农服务基本业务水平提升袁加强和组织管理体系建设袁每年

专门文件袁将气象工作纳入对农场绩效考核遥定期开展农场

3 月底前开展面向农业生产一线的野知农时尧懂农事尧察农
需尧接地气冶调研活动袁针对重点服务对象完善和扩展野直通
式冶联系袁解决气象服务野最后一公里冶作用袁实现针对性和
快捷性的农业气象服务遥
1.3

建设专业化农业气象监测预报技术系统
建设和完善农业气象试点田袁试点田设立标识牌袁安装

或配备农业气象观测系统袁建立完善农业气象服务平台和农
业气象服务指标集遥与乌兰乌苏农业气象试验站针对棉花
等主要产物播种尧施肥尧喷药尧灌溉尧收获尧晾晒等袁细化尧订
正农用天气预报等产品袁指导农民科学安排农事活动袁定期
开展农田调查袁提高服务针对性遥
1.4

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气象服务
结合莫索湾垦区农业发展布局袁发展适合优质棉尧特色

林果等专项气象服务业务遥莫索湾气象站与乌兰乌苏农业
气象试验站针对棉花尧蟠桃尧加工番茄开展农业气象服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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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防御典型事例和野三农冶专项建设效益宣传遥
2.2 构建基层有效联动的应急减灾组织体系
完善团场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工作机制袁召开气象灾
害防御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袁部署或总结年度气象灾害防御
工作袁强化气象信息服务站和信息员综合为农服务能力遥完
善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制度袁开展气象灾害应急准备
工作认证遥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应急演练袁完善乡镇气象灾害
应急预案体系遥
2.3 建设覆盖广的气象预警信息发布网络
建立完善团级公共气象服务业务系统袁制作符合农工
农场实际需要的气象服务信息袁提高服务产品的实用性和
科技内涵遥建立统一电子显示屏和大喇叭运行管理制度袁完

善 150 团气象信息手机短信用户库袁建立防灾减灾部门信息
发布手段共享机制袁实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手机尧电子屏尧
大喇叭信息传播全团 100%覆盖遥

2.4 完善预防为主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
为了增强农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袁应充分发挥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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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站尧气象科普宣传栏尧气象信息员的作用袁定期开

强全局气象监测点建设袁将高质量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供

展多种形式的乡村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遥统一制作气象

给农民袁以帮助其防灾减灾[3]遥

灾害防御指南和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手册袁开展分灾种的气象
灾害风险区划遥完善气象灾害风险数据库袁开展以连队为单

3.3

拓宽气象信息发布渠道
气象部门要建立多重气象重大灾害发布通道袁保证气

元的气象灾害风险调查遥

象预警信息及时送达到农民手中袁使农民做好灾前准备工

3

作遥同时可利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综合发布平台袁实现实时

莫索湾气象站服务能力提升对策
莫索湾地域面积宽广袁地形复杂袁气象灾害突发性强袁

信息互动袁鼓励群众发布最新灾情预报袁以掌握灾害发生情

受通信网络局限袁农牧民获取气象信息渠道少尧信息获取不

况遥培养农民掌握并利用气象信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意识袁

及时袁加上农牧民气象知识欠缺尧气象意识不强袁获取的农

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4]遥

业气象服务产品单一尧针对性不强等袁因而造成巨大损失遥农
牧业生产必须重视气象工作的重要地位袁着力提高气象为
野三农冶服务水平遥

3.1 提升气象为农服务意识
要提高气象为农服务工作袁首先要加强气象工作人员服

3.4 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地方财政应加大投入袁积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遥抓

住适当的时机袁充分利用有利天气进行人工消雹尧人工降雨袁
减少气象灾害损失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综合监测网建设袁使
动态监测能力有效提升袁逐步提升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作

务袁培养野以人为本袁为民服务冶意识袁深入农村调查实际情

业能力和科技水平袁有效提高服务效益遥

况袁开发适合农民的针对性气象为农服务产品遥加强对农业

4 参考文献

生产要素工作的观测研究袁满足农业生产需求袁为野三农冶提
供可靠的气象服务保障遥
3.2 加大气象监测点建设袁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
新疆地域宽广袁气象预报如果不能全方位报导袁就无法
满足辖区内农民的实际需要遥因此袁为了提高气象预报准确
率袁需要针对气象灾害多发区域开展全天候监测袁逐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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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最多袁为 129 d袁2018 年最少袁为 8 d遥

渊2冤近 5 年沈阳市霾日数季节变化明显袁最多日数出

现在冬季袁为 146 d袁其次是春季袁为 77 d袁最少出现在夏季袁
为 2 d遥
4

渊3冤10 月至次年 4 月是霾的多发月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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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曰为了进一步拓宽气象信息覆盖范围袁应借助于电视尧
报纸尧网络尧微博尧微信等多媒体平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袁降
低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危害[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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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应急响应的工作效率曰其次袁可以实施暴雨预警网
格化管理袁 逐步增强实时监测以及提升信息汇报的效率袁
切实达到实时尧有控尧有效的目的曰再次袁应强化防洪体系的
建设袁提升防洪标准袁突出海北州境内主要流域以及重点城
镇防洪设施建设袁完善水库的加固除险工作袁并结合其重
要性尧保护范围和受灾情况等资料袁制定精细化针对性的防
洪标准袁强化生态保护袁建立健全防洪工程袁以便有效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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