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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共享广州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方便公众获取优质

气象服务，广州市气象局组织编写了《广州市气象公共服务

白皮书（2020 年）》，总结回顾了 2019 年公共气象服务工作，

介绍了 2020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并对广州市气象部门现

有的公共服务渠道进行了详细介绍。

广州市气象局将根据气象业务的发展每年更新发布公

共服务白皮书，欢迎社会各界对广州气象公共服务提出宝贵

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20-3116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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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气象服务总结回顾

（一）2019 年天气气候概况

2019 年广州市平均气温 23.1℃，较常年（1981-2010 年

平均）偏高 0.9℃，为历年（1951 年以来）最高。年雨量 2336

毫米，较常年偏多 25.8%。天气气候具有“暴雨频繁开汛早、

降水虽多秋冬旱、高温突出气温高、台风不多灾情轻”的特

点。2018/2019 年冬季为历史第 2 暖冬，同时广州经历了历

史最暖春节。入汛时间较常年偏早近 1 个月，汛期雨量历史

第 2 多，龙舟水偏重，暴雨偏多偏强，导致内涝频发，部分

地区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全市平均年高温日数 33.8 天，为

历史第 8 多，较常年同期偏多 17.1 天，高温天气来得早、

强度强、范围广。本年度仅有“韦帕”和“白鹿”2 个台风

先后影响我市，且都集中出现在 8 月，均未造成严重影响，

是近十年来台风对我市影响最轻的一年。9 月中旬至年底，

我市平均雨量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少 78%，位列历史同期第 4

少，导致我市出现重度以上气象干旱。年内全市空气质量持

续好转，平均灰霾日数为 18.2 天，为近十年最少。总体来

说，2019 年广州因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少，气候属较好年景。

（二）2019 年气象服务情况总结

2019 年，广州市气象局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提高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能力，加强部门合作共建共享，不断完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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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气象服务体系。成功应对“2.21”强对流过程及台风“白

鹿”等极端恶劣天气，气象防灾减灾服务效益显著。

全市共发布各类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 1781 次，制作天

气报告 365 期、重大气象信息快报 48 期、专报 12 期、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专报 28 期、治水治气气象服务专报 4 期、环

境气象月报 12 期、生态气象年报 1 份、决策材料服务效益

评估报告 1 期。发布花市出行、清明拜祭提醒、龙舟水防御

提醒等应急信息 28 次。预警决策短信服务覆盖用户 14409

人，公众短信用户 59.3 万。微博粉丝总数 163 万，微信用

户总数 42 万。新浪微博发博数 10971 条，微博总阅读量 8.6

亿余次。2019 年广州天气在政务微信影响力“Y 指数”排行

榜荣获广州市职能部门第二名，在全国政务 V 影响力峰会上

荣获“十年·应变”代表称号。圆满完成春运、广交会、中

高考、世界港口大会、横渡珠江、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焰火

晚会、广马等以及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重阳等

37 次重大活动和重大节日的气象保障服务工作，参与现场保

障 98 人次，服务时长 194 天，提供专题材料 700 多份。2019

年广州市气象服务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二。

二、2020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实现高质量气象现代化的关键之年。广州市气象局

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牢记使命、凝心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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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牢牢把握住气象工作的战略定位，保护生命安全，做好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作用。紧扣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气象强国的

战略目标，科学谋划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推进高质量

气象现代化建设。为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推进“四

个出新出彩”、在全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

个重要窗口”中提供高质量气象保障。

（一）全力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聚焦重大灾害、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时段，全力

以赴做好全年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深化部门间提

前通报、信息共享、联合会商和应急联动。推进气象灾害风

险隐患识别评估，开展台风、暴雨等重大灾害的定量化风险

评估。编制《广州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行动方案》气象

部分内容，做好相关贯彻执行工作。

（二）加强基层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落实镇（街）、村（社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职责，加

强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和技能培训，发挥气象信息员、协

理员和网格员作用，进一步提高基层气象灾害预警能力。落

实气象生产安全监管职责，推进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多灾

种风险管控、监测预警、能力评价和隐患排查治理业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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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互联网+气象服务”

立足主渠道，完善“广州天气”网站功能建设，不断创

新气象服务产品，多利用视频、图文产品提升“广州天气”

微博和微信的影响力。积极推广“停课铃”本地化服务。开

拓新渠道，将气象服务融入地方政务服务平台，完成渠道服

务媒体融合展示平台建设。

（四）拓展专业气象服务领域

学习国家和省级气象部门的专业气象服务先进理念、技

术和经验，加大专业气象服务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技术和

产品。细分行业气象服务需求，提高气象信息数据在供电、

供水、航空、海运等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关键敏感要素上的

融合式场景应用，提升专业服务核心竞争力和用户体验。

三、气象服务渠道指引

广州市气象局主要通过以下 15 类服务渠道提供官方气

象信息。

（一）网站

1.广州市气象局官方网站

服务内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服务指南、网上业务咨

询、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各类气象监测信息等。

获取途径： http://gd.cma.gov.cn/gzsqxj/

2.“广州天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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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各类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各类气象监测信息、

专项预报服务信息、科普资讯、气象视频、政策法规等。

获取途径：http://www.tqyb.com.cn/

3. “广州天气”手机网站

服务内容：在移动终端设备上提供各类气象监测、预警、

预报信息查询服务，类似于官方网站的手机版。

获取途径：http://www.tqyb.com.cn/pda/

（二）“广州天气”官方微博

服务内容：除提供今日天气、上下班天气、广州天气提

示等常规信息外，还提供气象灾害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天

气实况、应急等信息。重点跟踪灾害性天气过程，根据天气

变化随时在微博发布相关提示信息。

获取途径：http://weibo.com/gztq

http://www.tqyb.com.cn/pda/
http://weibo.com/gzt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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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州天气”官方微信

服务内容：服务号提供精细化天气预报、逐日天气预报

和天气趋势、当前生效预警和灾害防御指引、各类气象监测

信息等常规天气信息、以及“天气世界”、“实况大 PK”、“缤

纷微天气”、“个人中心信息定制”等个性化天气信息服务，

主动推送灾害性天气过程和节假日服务信息。订阅号提供基

于区划的均等化气象服务，可以获取实时天气、三小时天气

预报、逐日天气预报、当前生效预警和灾害防御指引、各类

气象监测信息等常规天气信息和防灾科普等信息。

获取途径：在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广州天气”，或者

扫描以下“广州天气”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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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州天气”抖音号

服务内容：自动同步气象预警信号、天气气候微视频。

获取途径：在抖音平台搜索 “广州天气”或者抖音号

“gztq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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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直播节目《广州新气象》

服务内容：广州市气象局和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深

度合作打造网络直播节目《广州新气象》。每周一至周五（特

殊天气或重大节日另加）晚高峰 17:00—19:00 期间，通过

互联网+现场直播的方式，及时、权威、准确地发布最新气

象资讯。市民可通过手机随时随地知晓全市各区天气实况，

及时获取天气预报预警等资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也

会在每周一至周五晚 20:05 播出《广州新气象》电视版节目。

获取途径：1.在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直播广州”、“新

闻日日睇”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点击“天气直播”便可获

取；2.下载“花城+”客户端，点击“直播”便可获取。

（六）手机应用“停课铃”

服务内容：“停课铃”手机客户端可提前通知用户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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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提供广州市各区停课预警信号和天气，另外还提供精

细化天气实况、一周天气预报、逐小时预报、空气质量指数、

PM2.5、台风路径、雷达图、天气黄历等个性化服务。

获取途径：1. 进入“广州天气”服务号微信—天气微门

户—服务介绍下载；2.通过各大 APP 市场搜索“停课铃”下

载。

（七）手机应用“广州台风”

服务内容：提供当前正在活动的以及历史台风信息、雷

达图、卫星云图、风雨影响、预警信息、防御指引。

获取途径：通过以下 APP 市场下载：

百度应用：

http://as.baidu.com/software/22423944.html

华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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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pstore.huawei.com/app/C100089605

小米应用：

http://app.mi.com/details?id=com.linkcm.gztyphoon&ref=

search

（八）订制天气短信

服务内容：每天定时发送最新天气预报及生活提醒信息，

遇重大灾害性天气或天气事件，将以特别提醒的方式告知最

新的天气变化情况。

获取途径：可分别定制早晚天气预报信息。晚间短信：

编写手机短信“11”到“10620121”。早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

“11AM”到“10620121”。

（九）电视

通过广州广播电视台广州主频道、新闻频道、广州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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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州气象频道播出天气预报节目，为公众提供天气预

报、气象生活信息服务。当有预警信号发布时，所有本地电

视频道在 20 分钟以内播出。

1.广州广播电视台

服务内容：广州生活指数预报、珠三角天气预报、国内

城市天气预报。

获取途径：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

2.广州地铁电视

服务内容：广州出行天气预报、地铁站点天气预报、广

州生活指数预报、珠三角城市天气预报、国内城市天气预报

以及预警信号。

获取方式：在广州市地铁站台、站厅及列车车厢显示屏

中播出各类天气预报信息以及预警信号。

3.广州气象频道

服务内容：本地及全国天气、预警、气象科普。

获取途径：广州珠江数码有线网 43 频道。每小时逢 26

分、56 分播出本地天气预报节目、科普宣传片；全天候通过

走马字幕、挂角图标等方式实时播出广州天气预警、预报、

预警信号、实况数据和防御提示等天气资讯；快速播放各类

应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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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广播电台

服务内容：灾害性天气预警及提示、天气展望和出行、

交通、旅游气象信息提示等。

获取途径：

广东电台（频率 FM93.6），发布台风警报、强对流天气

警报、预警信号；

广州电台（频率 FM96.2），发布台风警报、强对流天气

警报、预警信号；

羊城交通台(频率 FM105.2)，连线时间不定时；

广州交通台、广州应急广播电台(频率 FM106.1)，每天

12 次滚动播出，遇特殊天气情况时，随时增加播出次数。

（十一）报刊

服务内容：广州天气预报与预警、广州天气分析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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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气候预测、广州气候分析与解读、气象科普等。

获取途径：从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羊城晚

报、信息时报等报纸上查阅天气预报等气象信息。

（十二）显示屏

服务内容：提供各类气象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获取途径：在火车站、学校、公众广场、社区、旅游景

点等重点场所的显示屏播出。

（十三）甚高频防灾气象警报系统

服务内容：提供各类气象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获取途径：在学校、街镇社区、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重点场所的显示屏、专用接收机、大喇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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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广州塔

服务内容：气象预警信号生效时，晚上灯光同步播放广

州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获取途径：广州塔塔身。

（十五）咨询电话

1. 12121 应急气象电话

服务内容：

“12121”应急气象电话是气象部门向社会公众提供气

象信息服务、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的主要渠道。服务内

容包括：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天气预警信息、台风消息、天

气实况、最新天气解读、未来 3-5 天天气预报、气象热点（专

家谈天气）、外地天气预报、海洋天气、应急气象科普知识、

报平安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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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拨打电话 12121 或 020-12121(外地)。

2.气象资料咨询电话

服务内容：咨询相关研究、论证项目等有关气象资料获

取方式及收费情况，咨询专项服务、定点服务相关流程等。

获取途径：工作时间拨打气象资料咨询服务电话

“020-66619758”

3.行政咨询电话

服务内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及其他行政服务咨询。

获取途径：020-38920933

4.气象科普活动预约电话

服务内容：气象科普活动咨询、预约等。

获取途径：020-66619663

5.防雷装置定期安全检测咨询电话

服务内容：防雷装置定期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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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广州市气象公共服务中心(番禺区大石街道

植村工业一路 68 号，电话：020-66619550)。

6.投诉电话

服务内容：气象服务投诉、提出意见建议等。

行政审批、执法投诉电话：020-66619456

气象服务投诉电话：020-3116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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