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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共享广东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方便公众获取优质

气象服务，广东省阳山县气象局组织编写了《广东省阳山县

气象公共服务白皮书（2019 年）》，总结回顾了 2018 年公共

服务工作，介绍了 2019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并对广东省

阳山县气象局现有的公共服务渠道进行了详细介绍。

广东省阳山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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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社会各界对广东省阳山县气象公

共服务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763-780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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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天气气候特点

2018 年年平均气温 21.2℃（历年第六高），较常年偏高

0.7℃；其中 3 月偏高 3.2℃（历年同期第五高），5 月偏高

2.7℃（历年同期第二高）；全年共出现日最高气温≥35℃高

温天气 53 天，较历年偏多 18 天，年极端最高气温 38.4℃（8

月 13 日）。各地雨量 1400-2100 毫米，呈北少南多分布；县

城年降水量 1852 毫米，接近历史常年平均值（1845 毫米）。

降水阶段性变化大，1 月偏多 149%；2 月初-8 月下旬前期持

续少雨，降水量偏少 37%；8 月下旬后期到 12 月末较常年多

雨，降水量偏多 143%。

一、冬季持续暴雨罕见

受高空槽、切变线和强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 月 7-8 日

连续两天出现暴雨降水，是我县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连续性

暴雨天气过程。

二、开汛偏晚，冬春夏降水持续偏少，汛期降水前期中

期少、后期多

5 月 9 日我县正式开汛，入汛前（2 月 1 日-5 月 8 日），

降水偏少 46%，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汛期降水前期

和中期偏少、后期偏多，入汛至 8 月 25 日，降水量偏少 32%，

8 月 26 日至 10 月 10 日，降水量偏多 184%；“龙舟水”（5 月

21 日-6 月 20 日）降水量 183.2 毫米，偏少 45%，“龙舟水”

期间只出现一次大范围暴雨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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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风影响早，风雨明显

6 月 6 日在湛江徐闻登陆的 4 号台风“艾云尼”，造成我

县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降水。受 22 号台风“山竹”影响，9

月 16 日我县普遍出现 7-8 级大风，局部 10-11 级阵风，9 月

16-17 日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为 2018 年最强的降雨过程，未

出现洪涝灾害。

四、5 月持续高温创纪录

5 月 18 日-31 日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影响，我县出现罕见

连续性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多达 11 天，远高于 5 月历年平

均的 0.4 天，是有气象记录以来 5 月出现持续时间最长的一

次高温过程。

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明显，寒害严重

1 月 25 日傍晚起，受强冷空气影响，气温急剧下降，28

日夜间到 29 日白天出现了雨夹雪现象，29-30 日高寒山区路

段出现了冰冻和道路结冰，为 2016 年 2 月以来最明显的一

次低温雨雪冰冻过程，造成我县部分地区道路结冰厚达 3-4

厘米，车辆无法通行，7 个乡镇农林牧渔业受灾严重。

2018 年 12 月 27 日-2019 年 1 月 1 日早晨，受寒潮天气

影响，出现了持续阴冷天气，其中 30 到 1 日受寒潮主体影

响，出现大范围雨夹雪和冰冻灾害，山区公路出现了道路结

冰，交通中断，13 个乡镇都出现不同程度冰冻灾害，农业受

灾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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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气象防灾减灾

阳山县气象局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你的冷暖，在我心中；你若

安好，便是晴天”为理念，全力以赴做好公共气象服务。

一、气象防灾减灾保障能力提升

积极开展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有效应对冬季暴雨、春季

强对流天气、夏季高温、台风和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及时、

主动做好决策气象服务，2018 年共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

4 期、《重大气象信息快报》40 期，《天气报告》54 期，发布

决策短信 176 条 346939 人次，发布各类预警信号 125 次，

预警决策短信 197 条 603062 人次；启动突发气象灾害应急

预案 6次，与国土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5期，

圆满完成高（中）考、“春运”、汽摩运动、登山徒步、

韩愈文化研讨会和重大节日等气象保障服务，为县委县政府

及有关部门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气象信息。

二、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初步形成

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在气象防灾减灾救灾中起主导作

用，阳山县人民政府印发了《阳山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各乡镇成立了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全县各部门、乡镇、

行政村明确了气象灾害防御负责人；气象信息服务站乡镇全

覆盖，气象信息员行政村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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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提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性

阳山县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成立以来，肩负阳山县气象灾

害等预警、应急信息发布工作，电视、手机短信、显示屏、

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网站等渠道接入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系统，实现多渠道一键发布，有效提升了预警信息发

布的规范性。

四、助推精准扶贫

开展“三农”专项服务专项建设，提高为农服务能力；

建设农田小气候站，开展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建设；将驻村扶

贫干部纳入基层气象信息员队伍；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直通式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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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

2019 年，阳山县气象局将保持建设过硬的、经得起检验

的气象现代化的定力，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突出抓好气

象服务保障民生，增加气象服务有效供给，努力让公众有更

多获得感。

一、继续开展“三农”服务建设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直通式”服务；开展柑橘农

田小气候观测，为农业保险指标的建立、气候与品质模型的

构建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利用智慧农业气象服务手机客户端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针对性的智慧农业气象服务。

二、完善预警发布机制

开展预警信息需求调查，进一步提升预警信号传播的针

对性；推广应用停课铃 APP 和缤纷微天气，向广大家长、师

生提供停课铃 APP，促进台风、暴雨灾害时停课信号及停课

安排信息家喻户晓。

三、加强气象灾害防御管理

加强对易燃易爆场所和建筑工地防灾负责人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的指导、服务和监督，增强相关重点单位气象灾害

防御能力。

四、提高防灾科普宣传

围绕世界气象日主题，进行多形式宣传，积极参与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促使本地

群众对气候变化、气象灾害防御等有更深的认识与了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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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五、开拓公众服务新渠道

建立气象服务微信群，鼓励公众通过微博、微信相关渠

道提供灾情实景、气象美图照片等，促进广大公众积极参与

天气监测，同时也加强气象部门与群众的友好互动。



9

气象服务渠道指引

（一）微博

“阳山天气”官方微博于 2012 年 6 月开通，力求为民

众提供更多大众化、知识性、趣味性的气象服务产品。

服务内容：提供最新天

气预报、预警信息，气象科

普知识，跟踪发布灾害性天

气和突发事件的最新动态。

获取途径：扫描微博

“阳山天气”二维码或登录

http://weibo.com/p/1005

05283832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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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信

1.“阳山天气”官方微信

“阳山天气”官方微信于 2015 年 9 月开通，主要向公

众发布天气预报、气象科普等信息。

服务内容：提供天气过程预报、专题预报、气象科普知

识等信息。

获取途径：通过微信搜索“阳山天气”或扫描“阳山天

气”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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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缤纷微天气”介绍

“缤纷微天气”基于实时位置提供精细化服务，提供全

国精细化预报、分钟级降水、雷达图、台风路径等产品，更

加便民贴心。可通过以下四种方法使用“缤纷微天气”。

（1）关注“阳山天气”官方微信，进入公众号后，点

击左下角“缤纷微天气”。

（2）在微信“通信录”中点击右上角“+”中“添加朋

友”，选择列表中的“公众号”，在搜索行中输入“广东天气”

即可找到“广东天气”微信号，点击“关注”，进入公众号

后，点击菜单“缤纷微天气”。

（3）直接扫描“缤纷

微天气”二维码，点击“缤

纷微天气”页面右上角

“┆”，选择“在聊天中置

顶”，可实现后续快捷访

问。
“缤纷微天气”二维码

（4）扫描公众账号二

维码关注“广东天气”公

众号，进入公众号后，点

击菜单“缤纷微天气”。

“广东天气”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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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信

1. 应急预警短信

应急预警短信是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自然灾害类

突发事件预警应急信息的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提供气象部门发布的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应急信息，气象部门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的气象灾害风险预

警信息和其他自然灾害类预警应急信息。

获取途径：政府及各部门提供信息接收人员号码，录入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达到预警发布标准时，向决策

人员、防灾减灾负责人和天气预报订制用户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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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常天气短信

广东省气象部门于 2001 年率先开展手机短信气象服务，

目前全县有 2807 用户。

服务内容：提供未来 48 小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预

警、气象小贴士等信息。

获取途径：编写手机短信发送至“10620121”，公众可

根据个人需要主动订制，每个手机号码可以定制一种手机短

信天气预报。

本地手机定制阳山晚间天气：发短信“11YS”到

“10620121”，傍晚 16：00-20：30 发送；

本地手机定制阳山早间天气：发短信“11YSAM”

“10620121”，早上 7：00-8：30 发送

外地手机定制阳山晚间天气：发短信“110763YS”到

“10620121”，傍晚 16：00-20：30 发送；

外地手机定制阳山早间天气：发短信“110763YSAM”

“10620121”，早上 7：00-8：30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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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121 应急气象电话

“12121”应急气象电话是查询天气信息的专用电话服

务号。2012 年起新增“巨灾报平安”服务功能，发生巨灾时，

公众可拨打“12121”向亲朋留言报平安。

服务内容：提供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气象科普信息。当

发生巨灾时，提供巨灾报平安服务。

获取途径：电话拨打“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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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象信息显示屏

气象信息显示屏是向农村、学校、社区、车站、广场等

人口密集区提供气象服务的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实时发布当地气象实况、天气预报、气象灾

害预警与防御指引、农业气象预报与农事活动建议、科普知

识等。

获取途径：联系当地气象部门安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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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视

县级电视媒体晚间时段有天气预报节目。当灾害性天气

影响时，各频道以走马字幕形式滚动播出最新气象消息，及

时播出预警信号。

服务内容：提供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生活气象、气象科

普、气象灾害防御指引等内容。

获取途径：县级电视频道翡翠台、广东公共频道、珠江

台均在《阳山新闻》播出后播出电视天气预报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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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应急气象频道

应急气象频道于 2011 年 7 月开播，依托中国气象频道

发布我省应急预警信息和气象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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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线电视网“中国气象频道”。

（九）停课铃 APP

“停课铃”是广东省气象部门官方客户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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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内容：提供基于位置的天气实况、预报、预警和全

国各地天气查询等服务。可提供当前两小时内是否下雨，未

来 5~7 天天气情况，还有空气质量、预警预约、台风路径、

黄历、潮汐等。

获取途径：扫描二维码或在软件超市免费下载“停课铃”

APP。

注册和登录

方式一：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进入设置页面，点击上方的头像和立即登录区域，进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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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点击“注册账号”，输入您的手机号码、验证码和密

码即可。

方式二：使用微信账号登录。进入登录界面，点击使用

第三方登录，按照指示操作即可。

信息设置

点击屏幕右上角的“+”，进入“我的关注”页面，可添

加家、小孩、城市信息（添加前需要进行用户注册或登录）。

当前最多可添加两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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