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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省级财政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平方米

项 目名称
广东

“
平安海洋

”

气象保障工程
主管部门 广东省气象局

项目建设 (使

用)单位
广东省气象局

项目总投资

金额
180,005.27

立项文号
粤政数函 (⒛⒛ )

1062号
项 目建设进

展情况

项目进度总体上按计划

推进 ,其中
“
海洋 自动

气象站建设
”
等3个子项

目己基本建设完成;其
余项 目正有序推进。

项目建筑面积 6500

项目资金来源
省级财政安排

中央投资补

助
市县财政资金

65000 90005.27 25000

资金到位情况

⒛21年资金到位情况:省级财政安排7000万元,中央财政
9500万元,市县财政暂未批复预算。

资金累计到位情况:省级财政累计安排16706.16万元,中
央财政累计安排30700万元,市县财政21600万元。

绩效目标

通过项 目建设,逐步建成结构完善、技术先进、稳定可靠的海洋气象

综合业务系统,实现
“
近海公共服务全覆盖、远海监测预警全天候、

远洋气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

的总体 目标。基本满足海洋权益维护、

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气象灾害防御、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需求,实现广东沿海和南海海洋区域的气象监测预报和预

警、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提升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水平。

资金到位情况 :区分中央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市县财政资金。



农 2

广东 “平安海洋
”
气象保障工程预算执行情况表 (⒛⒛年 )

序号
项目年度预

算总额
合同名称 中标单位

合同金额

当年支付合同金额 累计支付合同金额

财政支付金额 自筹金额 财政支付金额 自筹金额

小计 10,352.79 4,755.79 o.00 5,182.29 o.00

l

7/128,t^o

江门市气象局 Ⅱ川岛囚家夭气雷达项 H设计施I总承包
广东金辉集 tl有 限公司、广东大

竞建没有限公nl(联个 )

2,495 65 2,195 65 2,495 65

徐闻海洋气象综合探测基地片幕防浪堤I程 (=期 ) 广东巾禹港航△稆有限公司 8‘ 3 θ0 亻21 50 亻21 50

3
徐闻海洋气象综合探测基地配套幕础设施建设 广东新町宇建设I杜有限公 nl 94 28 145 70

茂名博贺海洋气象科学试验基地大竹洲岛用岛屮请材料编制
广东海兰图环境技术研宄有限公

司
249 25 107 48 182 δ6

5

⒛21年 广东
“
平安海洋

”
气象保障工租——海洋气象应急保障物

资储备建设 (一期)项 目

广东省气象计算机应用开发研宄
所

l,745 07 523 52 523 52

6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j海洋气象装备运行监控系统建没 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 422 60 126 78 126 78

7

⒛21年广东
“
平安海洋

”
气象保障工程-高对流层风廓线雷达与臭

氧雷达建设 (一 期)
广东大文防雷I杜有限公司 937 86 281 {;6 281 {)6

8 南海海洋气象要素释用系统项目(一期) 广东省气象台 706 00 211 80 211 80

9 近岸台风暴潮及漫滩淹没数值模式系统 (一 期 )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547 00 164 10

近海强对流监测与预警系统建设 IJ运 营服务顼H(一期 ) 广东省气象台 237 00 71

海洋大气边界层观测方案设计和配套试验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137 z0

南海海洋占影响气攸事件集合预测系统项H(一期 )个 ql 广东省气候中心 401 00 120 30 120|⒊ ()

广东平安海洋气象保障⊥杜一南海海洋预警信忠发布 (一期 ) 中数通估忠有限公 nl 273 8I 9· , 81 95

广东平安海洋气象保障工租-沿海恶劣天气防灾叫应系统 广东省气象公共服务巾心 205 10 61 53 61 5∶ ;

1

广东平安海洋气象保障I程 -沿海地区个性化微信服务系统和沿海
地区分布式消息推送省级管理系统 (一期 )

广东省气象公共服务中心 282 50 84 75 84 75

广东平安海洋气象保障工程一南海海洋泱策服务信息加工制作平台

和南海海洋气象传真业务开发系统
广东省气象台 ⒊18 00 104 40 lO440

广东平安海洋气象保障I稆一近海旅游气象服务平台 (一 期 ) 广东省狂态气象中心 (;5I 00 105 {)0 105{;0

备注:财政支小J金额包括屮央财政和省财政资金。另有部分项日支出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



表3

广东
“
平安海洋

”
气象保障工程项目招投标实施情况公开表 (zOzO年 )

类别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中标单位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设计

建筑工程 3510 06 V V
详 见表4

安装工程

监 理

设备 6593 48 V V
详见表4

重要材料 249 25 V V
详见表遮

其他



表 4

附件

省气象局广东
“
平安海洋

”
气象保障工程

项目核定表

序号 I夯名称 仝0(万元 ) 果珀议式

I 牧仵开发只务 9s2J,06

按玟府有关规

定采为

定钢软侔开发眼务 844433

南海海洋气轵绵合观测 I28413

●
‘ 南海海洋气宋预报与风险评估 162780

南淹海洋气求预扌倌忠发布与服务 368248

南海淖洋气未琬测装备保蹄攴0l 187,27

南海海洋气尔穴舂倌息网络支扌 166265

戍品软件租赁服务 (许 可)朕务 107873

121 南海海洋气宋顶报与凤险讦估 9000

1~22 市海海洋气宋预扌信忠发布与殁务 19708

1~23 南莳潜洋气象灾害信忠网络支# 79165

春鸵业夯运古双夯 :s792,B2

’
ι 南海海泮气尔预报与风险评估 lO68s85

22 南薄海洋气象顸舍佶忠发布与双务 361969

南海海洋气象碗溺装备保降攴Jl 5240

24 商海海洋气尔火寄信息网络束撑 143488

3 甚瑚设光Ⅱ办 l‘9903,49



表 4

南海薄洋气求娉合观测 91417.99

⒊2 南海海洋气宋预报与风险评估 IO42.8【

3.3 南海海洋气沫顸△倌 忠发布与服务 1179Q,53

⒊4 南海薄洋气尔琨测装备保阵友‖ 12631.78

3.5 南海海洋气求灾害倌息弭络支拧 18247~27

⒊6
南诤溥洋气求土浏预守中心和九个

基地配夸基础设施
1477:.11

4 第三方及夯 47臼 5.90

4.: 咨询服务 1218.89

4.2 安全测评服务 84,27

4.3 监理服务 I779.72

4,4 验收猁评裰务 953.!o

4.5 栗沟代理羼务 65.47

4,6 等级保护测讦汲务 76,00

4,7 英他 608.45

忠计 1801Kls。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