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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共享江门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方便公众获取优质气

象服务，江门市气象局组织编写了《江门市气象公共服务白

皮书（2021 年）》，总结回顾 2020 年公共气象服务工作，

介绍 2021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并对江门市气象部门现有

的公共服务渠道进行了详细介绍。 

江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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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社会各界对江门气象公共服务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750-328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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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气象服务总结回顾 

（一）2020年天气气候概况 

2020年我市总体天气气候特征：气温高，高温天气多；降雨

少，局地性明显；强对流早发多发；初台早，台风影响偏小；气象

干旱阶段性严重；年末寒潮致大幅降温。 

全市平均气温 23.5℃，较常年偏高 1℃，为历史第二高。全年

降雨量 1631.7毫米，较常年偏少 2 成，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龙

舟水”首日沿海出现破纪录强降雨；平均日照时数 1714.8小时，

接近常年。年内共出现 14次强降雨过程，发生 8次明显强对流天

气，其中 2-3 月出现 3 次冰雹，5 月 18 日和 6 月 1 日分别在台山、

开平出现龙卷。共有 5个台风影响江门，个数接近常年，但总体影

响程度偏轻，只有台风“海高斯”带来较严重影响。此外，7月出

现建国以来首次“空台”，同时温高雨少导致全市出现重等以上气

象干旱，为历年同期罕见。灰霾日数明显下降，全市平均年灰霾日

数为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少。 

（二）2020年气象服务情况总结 

为做好公众气象服务，江门市气象局以“你的冷暖，在我心

中”、“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为理念，在优化电视、短信等传

统媒体渠道服务产品的同时，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渠道，

及时、主动发布与公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气象服务产品。

2020 年共发布台风、暴雨、高温等预警信号合计 83 次，预警短



- 2 - 

 

 

信发布量达 1394 万人次。2020 年共推送微信文章 45 次,共发布

气象服务微博 4521 条，为市民日常出行活动、科学应对灾害性天

气提供参考。2020 年，全市已建成 1940 个预警喇叭终端，覆盖

所有县级村委会、镇政府，在全省覆盖率排名第一。 

二、2021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 

2021 年，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

遵循，落实广东省气象局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气象防

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先行示范市建设，全面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

展。 

（一）精细服务群众美好生活 

配合加强“粤天气”统一品牌建设，完善重大天气过程的

追踪服务、比较服务、解读服务以及知识服务，提升“粤天气”

品牌影响力。完善用户信息收集和评价反馈系统，动态评估服

务效果。拓展气象服务触角，将气象服务融入“邑网通”等政

府数字服务平台。发展融媒体气象服务以及“衣食住行游学康”

等领域的生活场景服务。 

（二）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智慧农业气象服务。以全链条思路挖掘气候生态资源

优势，开展国家气候标志和岭南生态气候标志评价服务。加强重

污染天气防治服务。推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实施。建设农业、林业等跨行业观测系

统，开展气候资源生态环境监测、评估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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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智慧气象 

借助区域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

技术，建立基于统一数据环境的新一代无缝隙智能网格预报业务

平台，构建三维网格立体预报体系，实现公里级分辨率的实时监

测、短临预报和中短期预报，重点提升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本

地小范围短时强降水 1-2 小时预报预警能力，为防灾避险提供支

撑。加快融入数字政府，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四）不断提升防灾科普能力 

拓宽与宣传、应急、环保等部门的宣传科普合作模式。挖掘气

象人气象事，弘扬部门正能量。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普宣传活

动，组织参加科普讲解大赛。建设五邑各具特色的气象科普教育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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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象服务渠道指引 

（一）气象网站 

介绍：江门市气象局公众网作为提供气象服务和公开气象政务

信息的官方网站，是传播江门气象新闻和文化、普及气象科普知识、

提供在线便民服务的重要渠道。 

服务内容: 天气实况监测、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办事服务、气

象科普知识、政务公开等。 

获取途径：http://jmqx.jiangm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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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门天气”官方微博 

介绍：“江门天气”新浪官方微博于 2011 年 8 月开通，注重

天气预报、预警发布、天气实况、气象科普和与公众的沟通互动，

目前微博粉丝数已达到 43.29万。 

服务内容：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等，跟踪发布灾害天气和突发

事件的最新动态，向公众宣传各类科普知识。 

获取途径：http://weibo.com/jmweather 

 

 

http://weibo.com/jm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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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门天气”官方微信 

介绍：“江门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于 2014 年 5 月开通，注

重预报、预警发布、气象科普、天气热点等。 

服务内容：发布江门三区四市的天气预报、天气实况、气象服

务资讯、气象预警信息及气象科普知识等。 

获取途径：扫描二维码或添加微信公众帐号“jmtqw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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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缤纷微天气 

介绍：“缤纷微天气”是一款基于实时位置的精细化格点预报

产品，搭建了个性定制和产品众创框架，以实现各地服务及属地化

产品的众创管理。 

服务内容：基于位置的实时天气、预警信号、精细化预报、分

钟级降水、雷达图，以及台风路径等气象信息，发布广东省热点天

气话题，气象知识科普宣传，能进行气象预报预警等产品的个性化

预约定制。 

获取途径：使用微信扫描缤纷微天气小程序码进入或添加广东

省或省内任意地市的官方天气微信公众号，如广东天气、江门天气，

从一级菜单中即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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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课铃”客户端应用 

介绍：“停课铃”是广东省气象部门官方客户端，包含手机客

户端以及电脑桌面插件两类，提供基于位置的天气实况、预报、预

警（特别是停课预警）和全国各地天气查询等服务。“停课铃”首

创家庭全景式天气服务，让“学校-家-用户"所在位置的停课预警

和天气情况一目了然。2015 年 3 月 1 日起，《广东省气象灾害防

御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规定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黄色、

橙色、红色预警信号和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为停课信号。广大公众和

学生家长都可以通过“停课铃”官方客户端，第一时间接收到用户

所在地区的停课信号以及天气预警信息，为孩子上学出行做好充足

准备。 

服务内容：气象预警、停课通知、一周天气预报、两小时天气

预报、空气质量、台风路径、天气黄历、潮汐等个性化服务。 

获取途径：可在 http://www.gd121.cn/和各大电子应用市场

免费下载，也可扫描二维码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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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铃”手机客户端 

 

   

“停课铃”电脑桌面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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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拍天气 

介绍：“拍天气”也是一款基于位置的灾情实时反馈系统，用

于拍摄当地实况天气，可在系统中报告本地灾害性天气，实现气象

信息的共享。 

服务内容：省内各地实景天气图片共享 

获取途径：在“广东天气”微信公众号-公众互动-拍天气中进

入，或在“江门天气”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14”，也可快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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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机短信 

介绍：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更方便、更快捷地得到天气预报信

息，江门市气象局联合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江门分公司、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以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向全市移动、联通、电信手机用户提供天气预报短信订制服务。 

服务内容：未来 24 小时天气预报，可分别定制早间、晚间天

气预报服务信息；上下班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天气预报；川岛海域

和海岸 48小时天气预报。 

获取途径：公众可根据个人需要自行订制。 

晚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发送至“10620121”； 

早间短信：编写手机短信“11AM”发送至“10620121”； 

上下班短信（仅限移动用户）：编写手机短信“SXB0750”发

送至“10620121”； 

一周天气短信（仅限移动用户）：编写手机短信“YZ”发送至

“10620121”； 

海洋天气短信（仅限移动用户）：编写手机短信“HY”发送至

“106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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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2121”应急气象电话 

介绍：“12121”是全国统一的天气预报查询特服号电话。为

整合资源，充分发挥“12121”电话作用，广东省政府应急办、省

气象局在“12121”电话基础上建设“12121 应急气象电话”，以

满足应急减灾服务的需求。升级完善后的“12121”应急气象电话

增加了包括“报平安（平安留言）”、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及防御指

引、应急气象知识宣教等功能。 

服务内容：江门“12121”应急气象电话是面向市民咨询气象

信息的公益电话，服务内容包括本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等服务查

询、提供突发事件报平安留言等。 

获取途径：电话拨打“12121” 

（九）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 

介绍：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是通过安装在各县、区、镇、村以

及城市小区、人口密集场所的气象信息显示终端，以视频、声音、

图片、文字等多媒体技术向公众发布气象实况、预报、预警等相关

信息，为定点地区提供本地化、个性化的实时气象信息服务。 

服务内容：发布当地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降雨量等实

时气象要素信息；发布短期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危险天

气（紧急）警报、农业气象情报、农业气象预报业务产品等数据和

文字信息。 

获取途径：学校、镇、村、社区、车站等公众场所电子显示屏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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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农村气象预警大喇叭 

介绍：农村应急广播系统是向农村、偏远山区等群众传播气象

预警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目前全市已建成 1737个预警大喇叭。 

服务内容：发布天气预报预警、防御指引及气象科普信息。 

获取途径：联系当地政府或气象部门安装建设。 

（十一）电视 

1、《侨都气象》节目 

介绍：江门市电视天气预报节目是政府部门、市气象局对外公

益性发布天气预报的重要窗口。 

服务内容：提供天气实况、天气预报、重大气象信息等。 

获取途径：1、江门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时间：每日晚

20:02 左右；2、江门电视台教育频道，播出时间：每日晚 22:00

左右；3、江门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时间：每日晚 23:35 左右；4、

江门市气象局官方网站，更新时间：每日傍晚 17:30 左右。（各频

道播出时间会根据当天情况进行调整） 

http://www.jmtv.cn/live/index.shtml 

  

http://www.jmtv.cn/live/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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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马字幕 

服务内容：当有预警信号发布时，江门市电视台播出灾害天气

预警信息，必要时以字幕形式滚动播放预警信号的含义和应对措施。 

获取途径：本地电视频道，每天 24 小时视预警信号发布情况

及时播出。 

3、中国天气频道 

介绍：由中国气象局主办，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与各

省级气象局共同承办的中国气象频道，于 2006 年 5 月正式开播，

全天候提供权威、实用、细分的各类气象信息和其他相关生活服务

信息，以“防灾减灾、服务大众”为宗旨，提供精细化、专业化、

实用性的气象信息服务和科普宣传。2018 年 11 月 06 日，中国气

象频道改名为中国天气频道。 

服务内容：提供全国、全省天气实况、天气预报、生活指数、

应急信息及科普知识。 

获取途径：数字有线电视“中国天气频道”或登陆网站 

http://www.weathertv.cn/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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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电台 

介绍：电台是播报天气信息的传统渠道之一，同时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江门市气象局与江门广播电台联合打造了每日傍晚播出的

《侨都新气象》（原《回家路上》）电台节目。 

服务内容：提供 24 小时天气预报，温馨提示，灾害性天气预

警等。 

获取途径：江门广播电台 FM93.3、FM100.2。 

（十三）报刊 

介绍：报刊是向公众提供日常气象信息的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天气预报、专题报道、热点解读、气象科普等信息。 

获取途径：江门日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广州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