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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县气象为农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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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平遥县气象为农业服务工作实际袁简要探讨了平遥县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现状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几点气象为
农业服务发展对策袁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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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遥县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现状

高尧及时性较强袁在指导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曰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尧太原盆地西南尧太岳山之北尧

特别是高精确度的复杂天气现象预报袁有效降低了气象灾害

太行山和吕梁山两襟中央遥境东南部群山环绕袁中部丘陵起

对农业生产的危害遥但是气象部门针对长期天气预报的准

伏袁西北部为广袤的平川遥平遥县属温带季风气候袁四季分

确率不高袁很难满足农业生产中对气象服务的需求遥

明袁冬季多风少雨袁春季旱象比较明显袁夏尧秋两季雨量集

2.3 气象信息覆盖范围低

中袁比较湿润袁常年多晴朗天气遥近年来袁平遥县气象局为增

现阶段袁平遥县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机制不断完善袁

强农村气象防灾减灾能力袁拓宽农村气象信息服务覆盖面袁

手机短信预警服务基本覆盖相关部门遥受到外界多种因素

在推进为农服务野两个体系冶建设过程中袁对野直通式冶气象

的影响袁当地灾害性预警信息公众信息覆盖率不高尧气象信

服务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成效遥平遥县气象局为

息不对称现象严重尧气象信息覆盖范围窄袁与农民需求还存

段村﹑东泉
了更好地观测暴雨山洪气象灾害袁在卜宜﹑
朱坑﹑

在一定的差距遥

野六要素冶自动气象站袁截至 2014 年袁全县已有乡镇区域气

3.1 树立正确的农业气象服务理念

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中小尺度强降水监测预报预警水平袁

业生产过程中对气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基层气象部

4 个丘陵山区乡镇建成降水﹑气温﹑风向﹑风速﹑湿度﹑气压
象监测站 12 个遥野六要素冶自动气象站的建成袁能够提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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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气象为农服务水平的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袁农

实现提前 3 h 以上发出暴雨预报预警袁提升气象水文信息共

门是为农服务的主体[1]遥为了做好农业气象服务袁平遥县气

享水平袁实现气象站雨量与水文站雨量的实时共享袁全面促

象部门应始终秉承野走出去冶的方针袁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

进山洪灾害预报﹑预警﹑预防水平的提高遥通过农村气象手

应从解放思想尧改变自身观念的角度出发袁不断提升气象服

机短信服务袁建立农村气象信息服务站袁实现预警信息的快

务的主动性水平袁应根据农民实际需求提供相应的气象服

玉米种植
速传递曰同时与县农业局合作袁收集了蔬菜﹑
果树﹑

务产品遥农业气象人员可以深入到田间地头袁了解农民的服

大户和农科技术人员的手机联系方式袁利用移动短信手机

务需求袁通过分析规划后袁使用科学有效的方式制定针对性

雨情信息﹑
平台和微信平台袁发送短期天气预报﹑
气候评价﹑

强和精确度高的气象服务方案遥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地质灾害等级预报﹑
森林火险等级预报﹑
等遥与县广播电台合作袁坚持每天发布最新天气预报和气象
情况遥
2 平遥县气象为农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气象预警信息传播手段落后
受电话尧传真尧手机短信等传统传播方式的制约以及农

村社会经济和劳动时间等方面的影响袁在有突发性灾害天
气出现时袁尽管当地气象部门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相关的气
象预警预报信息袁也很难保证所有的农民都可以接收到预
警信息袁也就很难将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做好遥因此袁应
将农民能否及时准确接收到气象预警信息作为防灾减灾的
关键遥现阶段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袁电视尧微博尧微信尧
电子显示屏等新媒体平台不断显现袁进一步拓宽了气象信
息传播渠道遥
2.2 气象预报准确度和及时性水平不高
对于平遥县气象部门来说袁中短期天气预报的准确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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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了解简单农业气象知识
平遥县气象服务人员应了解一些简单的农业气象规
范尧方法尧内容等袁掌握农业气象预报类别尧要求和方法等袁
学习农业气象灾害种类尧危害尧指标尧防灾减灾对策尧气象灾
害区划等曰尤其应对平遥县气象条件进行全面了解袁认识到
不同农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气象灾害袁并提出
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袁不断降低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
危害[2-3]曰而且要了解农业生产过程中受灾害性天气尧关键天
气和转折天气的影响程度遥只有初步掌握相关的农业气象
知识袁才能做好气象为农服务工作遥
3.3 进一步拓宽气象信息发布渠道
气象为农业服务在政府公共服务工作中占据了重要地
位袁与野三农冶问题的关系较为密切遥平遥县气象部门应尽快
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引入农业气象服务袁不断推动当地
气象为农业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4]曰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袁在
各个乡镇增加电子显示屏和高音大喇叭数量袁增强气象预警
信息的自动发布水平袁提高气象信息的时效性曰将各个乡镇
的基本区域站升级成多要素自动站袁以实时监测气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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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萍院莫索湾气象站 野三农冶气象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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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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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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