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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气象现代化精彩答卷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砥砺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秦皇

岛气象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以及河北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气象部门要

求，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松劲、不动摇、不偏向，全面推进更高

水平气象现代化建设，努力构建科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

精准、服务精细、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为河北建设气

象强省、秦皇岛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贡献力量。

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愈加牢固

气象防灾减灾体制机制日趋完善。以气象预警为先导

的快速响应工作机制，以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为基础的部门

协同联动机制和气象部门创建的“131631”递进式气象灾害预

报预警服务机制正发挥重大作用。全市已实现气象预警与应

急响应工作紧密衔接，强降水天气“叫应”服务标准和工作流

程更加完善；建立重大气象灾害临灾会商机制，形成了多部门

共同研判灾害风险，联合发布风险预警，协调调度指挥的工作

机制；实现网格员、信息员等“多员合一”；气象灾害防御支撑

平台被纳入各级政府及多部门应急指挥系统。

气象预警信息传播能力显著提升。组建预警传播融媒体

矩阵，与新闻媒体建立信息共享和传播机制，实现重要预警短

信全网发布、重大灾害性天气特定区域精准靶向发布；充分利

用全市应急广播系统以及“秦皇岛发布”等微信公众号，提升预

警信息发布效率；通过广播电视插播、户外广告大屏投放、出租

车广告屏滚动显示等手段，有效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

大城市气象保障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面向城

市生命线及其他高影响行业的秦皇岛城市安全运行气象保障

体系；气象服务融入秦皇岛“智慧城市”建设，为全市交通、物

流等工作，以及精细化防汛、排涝调度提供支撑。开展城市交

通、供暖、供电、供水等领域气象灾害致灾阈值研究，为换热站

精细化调节、城市内涝风险预报等提供精细化气象服务。

气象基础业务及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气象监测精密水平大幅提高。通过部门自建及与海洋、

林业、水文等部门合作共享的方式，不断增加气象观测要素种

类和站网密度，实现地面气象观测站乡镇覆盖率、自动化率均

达 100%；全市自动气象站平均站间距约 3.6 公里，多要素站平

均站间距6.3公里。卢龙新一代双偏振雷达业务运行稳定，雷

达产品空间分辨率由1000米提高至75米，两套地基遥感垂直

观测系统将在卢龙县和昌黎县落地。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

升，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水平居全省前列。

气象预报预警水平达到省内先进。建成一体化气象业

务、快速更新显示智能网格预报产品和决策服务制作平台；

构建秦皇岛强对流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和雷达回波外推短临

预报系统，为强对流天气监测，临近及强对流天气落区预

报，预警信号发布等提供有力支撑；暴雨预报准确率不分级

检验达 93%，较去年提高了 3%；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

警提前量达 57 分钟，较去年增加了 17 分钟。

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实施以“一站一家一室”

为核心的科技人才创新及服务平台搭建工程，建成河北气

象部门唯一一个院士工作站——秦皇岛市气象局院士工作

站，科技工作者之家被评为省级示范单位，秦皇岛市气象科

技创新工作室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组建气象数据应用

等 8 支创新团队，为提升重点领域气象业务能力不断“ 输

血”。近年来，市气象局共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2 项，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44 篇、SCI 论文 2 篇，出版论著 2 部，取得

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8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7 个；

15 人获得市厅级以上人才称号；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占业

务人员的 84%，浓厚科研氛围已然形成。

气象服务供给保障能力全面提质

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发展。持续推进现代气象为农服务

体系建设，初步建立特色农业气象灾害影响预报评估及灾

害防控、关键农事活动农用天气预报等服务产品体系；协助

划分酿酒葡萄种植小产区，出台多个相关地方标准，推出酿

酒葡萄气象灾害影响评估、灾害防控及农事关键期气象预

报等产品，助力多家酿酒企业获得国际奖项；打造青龙板

栗、昌黎葡萄等地方“气候好产品”，扶持板栗、葡萄农业气

象保险落地，实现气候惠农、气象助农。

服务保障海洋经济建设。不断优化海洋气象智能网格预

报应用，整合海洋气象业务服务资源，开展海上航线天气预报

服务技术研究，研发近海游船、帆船帆板海上运动气象风险预

报产品；加强气象与涉海部门合作，在海洋气象灾害防御、应急

救援、海上作业、海洋牧场建设、渔业养殖等方面提供精细化服

务，为推动蓝色经济发展、增进海洋福祉贡献了气象力量。

服务保障旅游健康战略。创新旅游和气象融合发展模

式，推动气候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建立气候舒适度评价模

型及旅游气象适宜度指标体系；研发健康气象风险产品，在

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易发时段提前对广大

公众进行提醒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研发户外游泳、康养、

户外锻炼等聚焦康养与生活的气象指数 8 个，制定相关地方

标准 9 个，逐步建立秦皇岛市旅游康养气象服务体系，为打

造京畿海岸、康养胜地贡献力量。

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气象站，开展“水土

气林生”生态气象通量观测；建立天气气候对生态系统影响

评估和预测业务，开展暴雨对森林、湿地、湖库等重要生态

系统影响研究和评估，建立生态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指标体

系；开展主要污染物气象机理研究，科学支撑“一厂一策”大

气污染差异化精细化管控；建成全市首个海上平台气象站，

同时积极开展河流污染物入海通量实时测算与强降雨天气

短期预测研究，为海域环境治理提供支撑；常态化推出非职

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等生

态气象预报预警产品。

风好正是扬帆时，快马扬鞭再奋蹄。面向未来，市气象局

将深入贯彻落实《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和河

北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

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迅速的行动、更加扎

实的作风，加快构建以智慧气象为主要特征，具有秦皇岛鲜明

特色的气象现代化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高品质

气象服务、争当全省气象工作“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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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十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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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
气象事业是党领导下的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社会

公益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秦皇岛市气象局坚定不移

落实党中央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以

党建为引领，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取得新成效。

旗帜鲜明讲政治，步调一致向前进。秦皇岛市气象

局始终突出政治统领，着力建设模范机关，制定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年度台

账，出台一系列重要制度，落实落细党建工作责任制，逐

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全市气象部门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捍卫“两个确立”，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思想引领方向，方向决定道路。市气象局始终把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市气象部门扎实

开展“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主题实践活动；始终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各类

会议第一议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主题、党员干部

培训轮训第一主课……在学思践悟中，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建设持续加强，把方向、管大局、

作决策、保落实的水平不断提高。

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健全干部提拔任用

和人才培养制度，全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推

动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同时，推动基层党组

织建设标准化规范化、融入业务抓党建齐头并进：成立市

气象局机关党委，设置专职党务干部；落实“支部建在连

上”要求，实现“一科一支部”；编制《秦皇岛市气象局党支

部标准化建设实用手册》，制订《中共秦皇岛市气象局机

关党委工作规则》等 20 余项符合上级规定的内部党建工

作标准制度；以“气象先锋 54449”特色党建品牌体系创建

为抓手，通过党员服务承诺践诺等工作机制，设置“两岗

一区”、组建党员突击队等工作方法，在气象防灾减灾、新

冠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市气象局党组从完善作风和纪律建设工作机制入

手，落实工作职责、推动工作落实。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

度，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推进气象

部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强化党组全面监督、党组纪检组

专责监督，做细做实日常监督、职能监督、市级对县级综

合监督，统筹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用好“四种形态”，

做到防微杜渐、抓早抓小。同时抓好省气象局党组巡察

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推动全市气象部门政治生态持续

改善，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氛围日渐浓厚。

天道酬勤，实干争先。秦皇岛市气象局机关党委先

后获评“秦皇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气象部门先

进基层党组织”，2022 年获得“全国气象部门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市气象局先后获得“全国文明

单位”“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气象工作先进单位”“全国

重大气象服务先进集体”等称号，在第六届河北省气象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团体第一名，另有多集体、多人次

受到市厅级表彰。

▲ 2021年7月23日，秦皇岛第一个海上平台气象观测站

建设完成，调试后观测数据采集、传输正常。

整版图片由秦皇岛市气象局供图

秦皇岛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
城市之一、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和重要港口、驰名中外的旅游休
闲避暑胜地。当前及未来，秦皇
岛正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
目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气象工作以及关于河北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气象高质
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持
续深化与河北省气象局合作，推
进秦皇岛气象高质量发展，以高
品质气象服务为建设秦皇岛现代
化经济强市、美丽港城保驾护航。

聚焦保障生命安全，着力完
善体制机制，切实筑牢气象防灾
减灾第一道防线。一是不断加强
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构建
覆盖城乡的气象灾害防御组织和
责任体系，连续多年开展气象防
灾减灾绩效管理，推动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落实。二是建立健全政
府和社会应急联动机制。实现气
象、应急管理、水务、自然资源、城
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推动气象
灾害防御支撑平台接入相关部门
应急指挥系统，将气象灾害应急
措施纳入安全生产应急体系。三
是充分发挥气象灾害预警先导作
用。建立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快
速响应机制，各行业、各部门按照
预警信息内容和影响程度提前采
取防御措施。

聚焦保障生产发展，推动禀
赋转为优势，切实提升国家和地方
重大战略气象服务能力。围绕实
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海洋强国建设
等战略，为高质量发展“蓝色引擎”
注入气象动能。加强雷达、卫星数
据融合应用，在防范和应对海洋气
象灾害、应急救援、海上作业、海洋
牧场建设、渔业养殖、港口运行等
方面提供精细化气象服务。推动
气象服务融入“旅游+体育”“旅游+文化”“旅游+康养”等业态，为提
升旅游吸引力和产业竞争力贡献气象智慧。充分发挥气候优势，
创新旅游和气象融合发展模式，提升旅游气象智慧化服务水平。
研发针对帆船帆板运动的精细化服务产品和健康气象风险产品，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推动北戴河区康养产业发展。突出能源保供、
物流保畅，防范化解“海陆空铁”综合交通安全风险，为确保经济行
稳致远当好气象“参谋”。加强部门协同，推动气象服务系统接入
市交管指挥中心、秦皇岛海事局指挥中心、北戴河机场气象台；向
全市快递员提供气象灾害预警直通式服务；为秦皇岛铁路段、高速
路段提供有针对性的气象保障服务。

聚焦保障生活富裕，注重实现民生善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气象获得感、幸福感。赋能乡村振兴，气象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充分挖掘农业气候资源禀赋，开展特色产业全生育期
气象服务，助力多家酿酒企业获得国际奖项。打造青龙板栗、昌黎
葡萄等“气候好产品”，出资扶持板栗、葡萄农业气象保险落地，实
现气候惠农、气象助农。开展太阳能、风能资源精细化评估，保障
抚宁抽水蓄能、青龙光伏发电项目落地实施。赋能美好生活，气象
让民生福祉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自主研发日出观赏、旅游、
游泳、杨柳絮飘飞、赏花采摘等指数预报产品。常态化推出非职业
性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火险气象等级预报等生态气象预报预
警产品。赋能精细治理，气象让城市更有品质、更具魅力、更加宜
居。融入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开发城市内
涝预报、换热站精细化调节等服务产品，全力保障城市生命线安全
稳定。开展城市通风廊道设计研究，提出构建多级通风廊道体系
的建议。

聚焦保障生态良好，擦亮港城生态名片，切实强化守护蓝天
碧海净土的气象作为。保障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利用遥
感资料评估天气气候对森林、湿地、水库等重要生态系统的影响，
提升生态品牌价值。科学实施空地联合一体化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为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提供强有力保障。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向纵深发展。气象、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常态化联
合会商机制，提出管控建议、明确巡查监管重点，支撑“一厂一策”
大气污染差异化精细化管控。助力北戴河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组建团队进行相关研究，科学提供赤潮发生发展、溢油处置气象
条件预报和治理建议。与河北省海洋地质资源调查中心共同开
展河流污染物入海通量实时测算与强降雨天气短期预测研究，为
入海河流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系河北省秦皇岛市副市长）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② 河北省葡萄气象中心在当地酒庄安装农田实景观测站。

③ 气象科技创新工作室于2015年12月由秦皇岛市局批复成

立，2018年12月28日被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评为市级创新工作室。

④ 2021年6月29日，秦皇岛市局全体党员到昌黎五峰山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教育活动。

⑤ 图为秦皇岛市卢龙县气象局观测场

本版图片由秦皇岛市气象局提供

⑤⑤

本报通讯员 赵铭 郭卫东 甄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