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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邢台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扎实有序推进气象现代化建
设，不断提升气象服务保障生命安全、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能力。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气
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邢台位于河北
省中南部，地处太行山脉南段东麓和华北
平原交会处，灾害性天气频发、突发、重
发，防灾减灾形势严峻。近年来，邢台不
断聚焦“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
大力提升气象科技创新及协同服务能
力。以“精”字为先，完善观测站网布局，
新建双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风廓线雷达
等一批气象监测设备，实现了气象监测站
点乡镇全覆盖，有效提升了精细化监测预
报预警能力。以“防”字当头，将气象防灾
减灾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建立健全以气象
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多部门、多行业应急联
动机制，推动灾害性天气预报向气象灾害
风险预警转变，全面提升气象灾害防御能
力。以“广”字为要，建立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快速发布“绿色通道”，完善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发布与传播机制，开展防灾减灾救
灾科普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公众气象
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助力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以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为核心，依托“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底
色，高品质气象服务为生态清丽的魅力邢
台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支撑。优化人
工增雨（雪）防雹业务布局，在全省率先探
索无人机增雨（雪）作业，在减轻气象灾
害、改善空气质量、修复生态环境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加
强大气环境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
建设，建立常态化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机
制，为科学精准治污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
参考。围绕深化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充
分开发空中云水资源，增加地表水、涵养
地下水，全市21条河道实现“河河有水”，
水面面积达77平方公里，断流近40年的
百泉泉域实现稳定复涌。围绕生态环境修复，加强太行山生态涵养区气
象保障服务，助力造林绿化和森林防火，全力守护“太行山最绿的地
方”。围绕产业绿色转型，加强气候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开展气候可
行性论证，助力打造绿色发展的“邢台样板”。

坚持“乡村兴则国家兴”，推进气象为农服务提质增效。邢台是农业
大市，素有“棉海粮仓”之称，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现代农业发展都离不
开高质量气象保障服务。聚焦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强化粮
食生产全链条气象服务，加强重点区域、重要农事季节的动态监测和区
域联防，优化直通式服务，助力粮食产量实现“十八连丰”。聚焦农业现
代化发展需求，开展特色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助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聚焦防灾减损，推进“气象+保险”合作，探索气象灾害风险转移
新模式，为农业生产撑起“防护网”。聚焦

乡村建设行动，“一村一策”推进美丽
乡村气象服务，推动城乡科普服务均
等化发展，不断提升农村气象防灾
减灾能力。

下一步，邢台市将以实施《气
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
年）》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气
象高质量发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牢牢把握目标要求，优化各项

气象服务，进一步开拓创新、狠
抓落实，努力为推动气象高质

量发展作出邢台贡献。
（作者系河北省邢

台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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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赋能 推进气象与行业融合发展

8 月 8 日，邢台市迎来强降水过程。暴雨来袭前，

邢台气象部门提前做出精准研判及预报预警——7 日 11

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8 日 12 时，接续发布暴

雨黄色预警信号；8 日 18 时，发布今年首次暴雨红色

预警信号。

同时，基于位置的预警信息实现“指哪儿、发哪

儿”精准发布。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多部门应急联

动机制高效运转，应急管理、教育、交通、宣传、水

务、地质部门迅速启动联防联动机制。学校停课、景区

关停、道路施行交通管制……防汛应急响应工作链条迅

速运转，各项工作稳步走在这场强降水的“前方”。

这样的工作画面，在汛期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递

进式精准服务，见证着邢台气象部门防灾减灾能力的不

断跃升。十年间，邢台气象部门不断夯实“内功”——

密织“观测网”，大力增强观测能力。在暴雨山洪

地质灾害易发区加密建设地面雨量监测站；增建 X 波

段双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扩大雷达探测覆盖区域；

升级邢台探空站，建设地面北斗探空接收站；建设风

廓线雷达、毫米波测云仪、微波辐射计和激光雷达

等，提升大气垂直探测精度。

锻造预警“利器”，靶向发布技术应用取得实效。

邢台市气象局联合运营商，将智慧短信靶向发布技术

应用于灾害性天气预警和重大活动保障中，开辟了基

于位置的预警精准发布渠道，有效提升重大活动精细

化服务水平。与此同时，气象部门与广电、应急管

理、通信等部门共同构建广覆盖、立体化的预警信息

发布网，深化“网格+气象”预警属地发布机制，提升

预警信息“最后一公里”覆盖率。

持续勤修“外功”——

夯实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

应急联动机制，切实提升气象灾

害防范应对能力。制定出台重

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

联合教育、旅游、交通部门建立暴

雨高级别预警学校停课、景区关停、

营运车辆管控机制；与水务、地质部门建

立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精细化监测预报

预警联动机制；与水文部门建立雨水情信息共享

和中小河流洪水预警信息发布机制；与应急管理、

城管等部门就暴雨灾害预警对防汛应急预案进行充分

衔接；与宣传、网信部门建立健全“早”和“广而告

之”预警信息传播机制；与本地广电集团、通信运营商

和 《邢台日报》 分别建立全频道插播、开机画面插播、

电子阅报栏即时播发机制。

此外，邢台气象部门还开展了全市主要气象灾害

的风险普查和精细化风险区划，联合多部门构建分灾

种的气象灾害致灾阈值体系，完善山洪、地质灾害、

城市内涝等气象风险预警业务，加快推动从灾害性天

气预警向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延伸和转变，为党委、政

府做好科学应对提供针对性气象服务。

随着气象防灾减灾体系的不断健全完善，邢台市气

象监测预报能力显著增强，防灾减灾成效日益凸显，气

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明显降低。目前，0

至 72 小时格点预报分辨率达到 1 小时、1 公里，暴雨预

警信号准确率超过 85%，强对流预警信号提前量达到 63

分钟。

夯基固本 共筑防灾减灾基层防线

创新引领 夯实事业发展人才基石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人才”是竞争

之本、创新之源、强业之基。

“在研发流动岗，能够静下心研究，遇到问题还能得到

专家的一对一指导，科研业务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张

杰是邢台市气象局研发流动岗成员，在专家“点对点”精准

指导下，个人创新潜力和内在动能充分激发，从一个技术“小

白”成长为业务骨干，以第一作者发表科技论文3篇，其中核

心期刊1篇；主持申报市科学技术局课题2项、市气象局课

题1项，研发了《供暖气象服务专题》《邢台市新能源气象服

务专报》等多个紧贴当地需求的精细气象服务产品。

在人才培养方面，邢台市气象局坚持把气象科技创

新和人才培养摆在核心位置，对标“监测精密、预报精准、

服务精细”要求，坚持“产品为王、效益至上”理念，紧贴需

求，聚焦业务服务短板，开出研究型业务“药方”，构建“业

务-科研-业务”闭环链条，激发业务人员精于研发、主动

担当的科技创新精神，促进科研和业务充分融合，不断提

升气象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各项工作开创崭新局面。

邢台市气象局通过强化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人才发

展的“生态圈”。

为此，邢台市气象局先后印发《邢台市气象局关于

组建智慧气象创新团队的通知》《邢台市气象局推进研

究型业务管理制度》《邢台市气象局外聘专家培养人才

实施方案》《邢台市气象局研究型业务建设方案（2020—

2022 年）》《邢台市气象局精细气象服务产品研发室和研

发流动岗设置方案》《创新工作室管理办法》《研究型业

务成效考评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激励措施，为人

才干事创业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不仅如此，邢台市气象局还通过搭平台、组团队，建

设创新发展“蓄水池”。

瞄准核心气象业务发展方向和重大气象服务需求，

邢台市气象局自 2019 年起创建智慧气象创新团队，到

2022 年发展为雷达应用、卫星遥感、生态气象等 12 个创

新方向，涵盖市县两级近 90 名队员，基层气象业务技术

人员分别与 12 名国家级、省级专家签订人才培养协议，

实施导师精准指导。与此同时，成立精细气象服务产品

研发室，设立“研发流动岗”，建立市气象局 3 个月、县气

象局 1 个月的业务技术人员脱岗流动研发机制，13 批 67

人次完成研发流动岗学习。

通过一系列重点突出、精准化、滴灌式人才培养政

策，引导科技人员立足岗位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聚集优

势科技力量集中攻关，切实激发气象人才创新活力，提

高气象服务质量和效益，助推气象人才队伍成长。

邢台气象部门还通过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增添事业

发展“新动能”。

全市气象部门基层业务技术人员聚焦提供高质量

气象服务，面向政府决策、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

紧贴部门和企业个性化、特色化需求，在立体化精密观

测、人工智能精准预报、特色农业气象精细服务、大气环

境生态文明保障等方面积极作为，优化创新了 110 多种

气象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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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靶向发布预警信息，开启服务新模式；创建“气象村”，气象为农服务不断提质增效；大力推进科技

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打造基于北斗定位的交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服务系统；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作

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邢台气象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牢牢把握气象工作

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筑牢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

展望未来，邢台气象部门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提供高质量气象服

务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标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抢抓机遇、踔厉奋发，

努力谱好新时代邢台气象发展新篇。

锦绣牛城阔步奋进
——邢台气象高质量发展十年纪实

本报记者 文科 通讯员 赵娜

①①

③③

①2019年12月27日，河北省环境气象中心、河北科技大学、邢台市气

象局在邢台国家气象观测站联合开展系留艇臭氧观测试验。

②图为梅庄气象村

③邢台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开展无人机增雨试验。

④邢台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在金银花种植基地开展直通式气象服务。

⑤图为巨鹿金银花获得“中国气候好产品”称号

⑥图为中国气象局邢台大气环境野外科学试验基地（皇寺站）

邢台市气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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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邢台市首个“气象村”在隆尧县牛家桥乡

梅庄村揭牌，全市美丽乡村气象服务保障试点工作正式

拉开帷幕。“气象村”揭牌后，市县两级气象部门将围绕

梅庄村产业发展，开展气象防灾减灾、粮食安全、气象科

普、生态文明建设、党建共建等一系列“气象+”赋能行

动，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基于场景和影响的气象服务技术，推动气象与

农业、交通、能源、旅游、生态等气象敏感行业深度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邢台气象部门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需求牵引发展、多方协同发展，以提供高质量气象服

务为导向，主动融入地方发展战略，多举措全方位深化

重点行业领域气象服务，推动专业气象服务提质增效，

气象服务保障邢台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正日益显现。

围绕农业气象服务，邢台气象部门不断深化与农业

农村部门合作，全力做好粮食安全气象保障服务。面向

高标准农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在农作物及特色农产

品关键生育期，针对低温冻害、高温日灼及连阴雨、大

风、冰雹等重大天气过程，利用精细化格点预报，制作干

热风、麦田火灾、病虫害等级预报并及时开展预报预警

服务；制作棉花播种期预报及冬小麦收获期预报等，开

展农作物全链条服务；积极开展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

深挖农产品气候资源附加值，“巨鹿金银花”“宁晋鸭梨”

获评河北省首批“气候好产品”，“巨鹿金银花”成为河北

省首个获评“中国气候好产品”的农产品；大力推进金银

花气象指数保险，2021 年理赔金额 206 余万元，受益农

户 7321 户，实现参保种植户减产不减收，充分发挥气象

“趋利避害”作用。

聚焦交通气象服务，以服务保障现代交通物流业为

主线，研发了基于北斗定位的重型货车与“两客一危”车

辆气象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打造商贸物流智慧气象服务

新模式，为从邢台驶向全国的近 6 万辆运输车辆提供基

于位置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依托精细化智能网格预报

产品，建立能见度预报模型，搭建精细化能见度预报平

台，为高速公路实现各路段“基于气象条件的精准管控”

提供科技支撑；自主研发气象服务信息微信智能定时推

送系统，每天 5 次自动向邢临高速推送实况和预报信

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增强高速公路气象灾害监

测预警能力，加强雨雪、大雾等灾害性天气监测和联防，

全方位提升邢台境内“三纵三横”高速公路网气象保障

服务能力。

针对能源气象服务，研发能源保供气象服务专题

产品，滚动制作《秋冬季能源保供气象服务专题》，组织

技术人员开发能源保供气象服务系统，建立电力、热

力、迎峰度冬协调联动等相关微信群组，及时向发展和

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热力、电力、天然气等相关部门

和企业发送气候趋势预测产品和低温、寒潮、大风、雨

雪冰冻等高影响天气的预报预警；聚焦风光资源高效

利用和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推出《邢台市新能源气象服

务专报》，科学分析未来天气形势，对风力发电、光伏发

电气象条件进行预报。通过未来逐日累计日照时数数

据，科学判断光伏发电优、良、中、差气象条件等级，依

据全市 100 米高度平均风速精细化预报，为风力发电

场风电切出、满发、高发、低发、零发状态提供参考，新

能源精细化气象服务为风电及光伏发电企业提供科学

决策调度依据。

聚焦旅游气象服务，主动赋能乡村旅游，结合美丽

乡村、3A 级以上旅游景点服务需求，推进智能网格预报

应用到村和旅游景点，因地制宜加强预报，每日两次定

时制作基于位置的美丽乡村精细化天气预报，并开展中

暑指数、晾晒指数、观星指数等指数预报。

围绕生态气象服务，加强遥感数据挖掘应用，不断提

高气象卫星遥感应用业务服务质量和效益，研发“灯光指

数”“植被指数”“滞洪区水体变化”等卫星遥感监测分析

产品，实现气象服务赋能绿色发展。强化与生态环境部

门合作，加强重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提升环境气象预报预

警科技水平，为大气污染精准治理提供气象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