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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气象灾害防御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气象灾害防御，避免、

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经济社会安全运行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

御条例》《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和所

辖海域内的气象灾害防御活动。

本规定所称气象灾害是指台风、大风、龙卷风、暴雨、

高温、干旱、雷电、大雾、灰霾和冰雹等所造成的灾害。

第三条【政府职责 1】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分层分

级负责、分类处置、预警和响应一体化管理、部门联动的工

作机制，制定和完善气象灾害专项防御方案和应急预案，并

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

及政府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

息发布与传播、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急处置、气象灾害调

查与风险评估、防灾减灾救灾教育培训以及防御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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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工作所需经费，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气象灾害防御工

作的需要逐步加大投入。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分管领导以及承担气

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机构和人员，成立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小

组，协助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气象科普和防灾减灾

知识宣传、预警信息接收与传播、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应急

演练、应急联络、应急处置、灾情调查和报告以及基层应急

广播系统等气象灾害防御设施日常运行与维护工作。气象灾

害防御应急知识的宣传以及应急演练应当定期开展。

第四条【政府职责 2】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向社会宣传气象灾害防御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加强气象科

普场馆或者设施的建设，提高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

力。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应当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培

训课程。在各级领导干部管理培训课程和远程教育平台中增

加重大灾害性天气科普宣传、典型案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内容比重。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气象、应急管理、

教育、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交通运输、农业

农村、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重大气象灾害

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第五条【部门职责】 市、县级气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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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以及气候可行性论证、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人工影响天气、雷电防护等气象灾害防

御的管理、服务和监督工作。未设立气象部门的区人民政府，

应当确定承担气象灾害防御职责的具体工作机构，在市气象

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本行政区域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做好灾情调查和评估、受灾群众的紧

急转移安置的组织协调工作，救灾人员和物资的准备工作，

以及对工矿企业、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的督

促、指导和监督工作。

教育部门应当组织做好教育系统的防灾工作，将气象灾

害防御知识纳入学校安全教育内容，通过定期培训学习、应

急演练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和逃生能力。教

育部门和气象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的气象灾害防御教育进

行指导和监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做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巡

查加固工作，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和采取防避险措施的指导、

督促工作，以及建筑施工高空作业、水上等户外高危作业单

位防灾措施的督查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做好果农、菜农、林农和水产养殖户

防灾避险措施的指导工作，渔港、渔船集中停泊点和浅海滩

涂养殖点的安全监管工作，以及渔船安全避风的督促工作。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做好港口、码头加固防风设备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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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作，以及交通安全的管理工作，保障交通干线和抢险

救灾重要线路的畅通。

公安部门应当做好道路交通的指挥和疏导以及灾区社

会治安的维护工作。

海事部门应当做好船舶防风避险措施的指导工作，海上

航行的安全监管工作。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做好气象灾害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应当做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的巡查和市政排水管道的清畅工作。

水务部门应当做好应急水源水量调度，水利工程建设与

运行安全监管、水毁水利工程修复、水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的组织、指导工作，以及涉险水库、池塘坝体等险情排查、

灾害救助工作。

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民政、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电力、通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

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第六条 【基层组织职责】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

气象灾害防御信息人员，并在气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指导

下，协助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各项气象灾害防御工

作。

第七条【社会参与】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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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信息传递、应急演练、灾情

收集与报告、应急救援、灾后心理疏导、恢复重建等气象灾

害防御工作。提高科学避险避灾和自救互救能力。

鼓励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刊播气象防灾减灾

公益广告以及科普宣传节目。

鼓励和支持保险机构开发包括海水养殖保险、农业产品

巨灾保险、雷电灾害保险等气象指数保险产品。鼓励并引导

单位和个人参加气象灾害保险，减少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提高气象灾害风险防御水平。

第八条【气象科技能力建设】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鼓励和支持防御气象灾害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鼓励利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科

技的融合创新，推进气象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及推广应用。

鼓励开发智能化监测预警与综合应对平台，鼓励开发将

气象预警融入城市管理、应急处置和综合治理体系的城市生

命线安全运行气象服务产品，确保预警信息快速传递发布，

防御指令及时贯彻执行。

第九条【气象人才队伍建设】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气象灾害防御专业技术队伍、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专

业人才队伍、灾害管理队伍、防灾应急救援队伍、气象大数

据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防灾志愿者队伍和乡镇、社区、乡村

气象灾害防御队伍等基层防御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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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人才培养、人才共享机制和激励机制。

第十条【气象信息化建设】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气象部门及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气象灾害信息共享机制。

依托本地人民政府“一网统管”基础平台，依法共享气象灾

害数据资料和水旱灾害、农业灾害、城乡火险、电网故障、

环境污染、城乡积涝等衍生、次生灾害信息，形成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整体合力。

第十一条【预警信息传播设施建设】 市、县（区）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设施建设，强化边远

农村、渔区以及涉海预警信息接收终端系统建设，实现点对

点精准服务。

学校、机场、港口、车站、高速公路、旅游景点等人口

密集公共场所、交通枢纽和城乡显著位置，应当配套建设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设施或增设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功

能，完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途径。

鼓励大、中型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向当地气象部门提

出气象预警信息接收申请，建设安装气象预警信息传递接收

终端系统。

第十二条【气象灾害监测设施建设】市、县（区）人民

政府应当完善包括雷电监测网、台风综合观测系统、重大农

业气象灾害立体监测体系在内的气象监测设施建设，建设气

象灾害实时实景监测系统。加强区域自动气象站建设，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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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高密度区域自动气象站观测网。

在机场、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跨海大桥、航道、码

头、港口、粮食主产区、渔业养殖区、经济作物种植区等交

通要道和重要区域加强台风、大风、暴雨、大雾、霾、冰雹

的监测及防护设施建设，加强航线、锚地、避风港、临港工

业区以及对气象灾害防御有特殊作用的岛屿等海洋气象监

测站点建设。

第十三条【防风设施建设】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和完善沿海重要设施防风防潮防浪工程体系建设。在

台风、大风、龙卷风多发区域及沿海区域建设和完善运河和

水库堤防、海塘、避风港、避风锚地、避风带、防护林以及

应急避难场所等设施。并规范统一防护及应急避难场所标

志，使用醒目的颜色和通俗易懂的样式标注。

第十四条【防雨防涝设施建设】 市、县（区）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防雨防涝排涝设施建设，对包括备用供电、二次

供水、排水泵站、高价值设备等关键设施在内的城市地下管

网，根据受淹风险程度，因地制宜采取建设封闭抗淹设施、

迁移改造或建设备用设施等方式分类实施改造，提高灾害应

对能力。

对城乡易涝点、海水倒灌易发点等重点部位设置积水深

度监测和预警信息显示设施，加强河道、水库、运河、堤防、

闸坝、泵站等防洪设施建设，指导存在洪涝风险的供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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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单位采取必要的防洪排涝自保措施。

第十五条【抗旱设施建设】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修建和加固运河、水库

及其他中小微型蓄水、引水、提水和雨水集蓄利用等抗旱工

程，合理调度水资源，保障干旱期城乡居民生活供水的水源

贮备；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组

织做好抗旱应急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和节水改造，推广节

约用水的先进技术，完善排灌设施；加强对种植业、畜牧业

和渔业的指导，优化种植养殖方式，引进耐旱品种和抗旱耕

种技术。

第十六条【防雷安全设施建设】 市、县（区）人民政

府应当在雷电易发区推进农村雷电灾害防御示范工程建设，

引导农村村民完善自建房防雷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的学校、候车亭、文化楼、集贸市场、应急避

险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雷电灾害风险等级较高的村民

集中居住区、种养殖区等，应当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和雷雨天

气防雷避险告示牌。雷电防护装置的安装和维护纳入农村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计划。

第十七条【雷电预警系统建设】大型油气存储基地应当

安装符合相关标准的雷电预警系统并维护系统有效运行，依

法依规使用系统所采集的气象资料，按要求汇交气象资料。

第十八条【防雷安全检测】新、改、扩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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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和设施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建

设单位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根据

施工进度进行分项检测，建设工程的雷电防护装置的建设、

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按照相应职责承担建设工程

雷电防护装置质量安全责任。

已投入使用的雷电防护装置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

应当做好雷电防护装置的日常维护工作，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每年检测一次，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

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机构应当按照标准规范进行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和检测标

识，并对检测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市、县级气象部门应当建立所辖区域内的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机构信用管理制度，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的检测活

动、检测质量监督、检查结果、整改情况等纳入信用档案，

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的违法失信信息，通过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及湛江市防雷安全监管平台进行公示。

第十九条【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论证】 市、县级气象

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论证工作。

大型建设工程、重点工程，学校、医院、车站、码头、

体育馆、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油库、气库、弹药

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石化等爆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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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危险环境等建设项目应当进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城乡规划、重点领域或者区域发

展建设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区域农（牧）业结构调整建设项目、

大型太阳能、风能、核电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项目及其

他依法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规划和建设项目应当进

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第二十条【区域评估与论证】 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

新区及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应当开展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

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工程建设项目不再

单独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和雷电风险评估。区域气候可行性

论证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由区域管理职责的机构或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组织实施。区域评估费用不得由市场

主体承担。

区域内经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核准的重

大投资项目、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项目，符合省有关规定的

大型建设工程、垃圾焚烧发电工程、核工业及放射性药品工

程等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需要

进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列入例外清单

项目，需单独开展雷电灾害危险性评估和气候可行性论证工

作，不能直接采用相关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和区域雷电灾害

风险评估成果。



- 11 -

第二十一条【气象灾害预报预警】市、县（区）人民政

府应当完善分灾种、分区域、分时段、分强度、分影响的极

端天气监测预警服务体系，增强气象灾害风险早期识别能

力，发展精细化气象灾害预警预报体系，

气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应当分区域制作动态实时的灾害

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提升以台风、暴雨、雷雨

大风等突发灾害性天气为重点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实

现预警范围精确到乡镇(街道)，为群众提供精细化预警信

息。

第二十二条【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 市、县级气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解除与传播

的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预警信号发布与传

播及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由市、县级气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站

统一发布、变更和解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灾

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市、县级气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短信、报刊、网络、社交媒体、公共显示屏和国家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应急广播系统、智能外呼系统等

渠道向社会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信息。

第二十三条【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 市、县（区）

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机制，拓宽气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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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预警信息快速传输通道，形成县（区）—镇（街道）—村

（社区）—户直通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渠道。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和通信、户外媒体、车

载信息终端等通信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准确、无偿播发或者

刊载气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提供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相

关信息，并标明发布时间和发布的气象台站名称，不得更改

和删减预警信号的内容，不得拒绝播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不得播发虚假、过时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向公众传播非气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提供的灾害性警

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或者近似信号。

学校、医院、机场、港口、码头、车站、大型商场、文

化体育场馆、高速公路、旅游景点、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

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设置或者利用电子显示装置及其

他设施播发预警信号，并应及时更新。

第二十四条【气象灾害应急主体】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为先导的政府快速决策调度

机制、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和社会响应机制，设立相应的气象

灾害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本区域气象灾害应急处

置工作，在采取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措施时应当遵循快捷、高

效、灵活的行动方针，尽量减少应急响应系统的联系层次。

村（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应当配合各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的气象灾害应急措施，积极参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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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活动中。

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和通信运营单位应当

准确、及时地向社会传播气象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急处置

情况。

第二十五条【应急启动】 市、县（区）人民政府气象

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应当根据气象灾害的严重和紧急程度，按

照应急预案，及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确定气象灾害危

险区，向社会公布，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

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后，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应

急预案规定开展应急响应行动。

第二十六条【应急处置措施】 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

后，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和气象灾害

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在建工程单位接收到台风、雷雨大风、暴雨预警信息时，

应当采取加固措施，加强工棚、脚手架、井架等设施和塔吊、

龙门吊、升降机等机械、电器设备的安全防护，并设置必要

的警示标识，受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停止高空作业和户外施

工。接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时，应当暂停户外作业，切断低洼

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及时疏通地下排水管道或者加设临

时排水措施，地下工程施工要严密监视地质变化和施工支撑

体系变化。

在海域、水域从事捕捞、运输、开采等生产经营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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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接收到台风、暴雨等预警信息时，应当及时组织船舶和

相关人员采取停止作业、回港避风等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物业管理单位接收到台风、雷雨大风预警信息时，应当

在其服务区域内督促建（构）筑物、交通指示牌、霓虹灯、

户外广告牌、玻璃幕墙、危险室外搁置物的所有权人或者管

理人加强防风避险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加固、修复或者

拆除。

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主办者或者承办者应当将雷电、强对

流天气等气象影响因素纳入应急预案，主动获取气象预报和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适时调整活动时间、活动方案，并及时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确保活动安全。

公众应当注意收听、收看当地气象部门所属气象台发布

的最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根据气象灾害可能的影响及防

御指引，及时采取储备饮用水、方便食品、急救药品、应急

照明等必要的应急准备和避灾措施。

第二十七条【重大气象灾害预警自动停工停产停业停

课】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发布与相应应急措施的启动固化绑定，建立健全基于重大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气象灾害高风险区域、高敏感行业、高危

人群的自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课机制。

台风橙色、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期间，处于气象灾害高风

险区域内的各类工业园区、生产基地、工厂、作坊等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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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停止生产活动，港口码头、运输、建筑、景区旅游等气象

灾害高敏感行业应当停业，无需等待有关部门的二次确认和

通知。

台风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以及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生效期间，各类学校及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托儿所应当

停课，无需等待教育部门的二次确认和通知，并将停课信息

告知学生和家长。学校应当采取应对措施保护在校学生和校

舍建筑安全，在停课预警信号解除后，确保安全情况下，方

可安排在校学生离校。

第二十八条【后期处置】 市、县（区）人民政府气象

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应当根据天气情况发布解除重大气象灾

害应急响应命令，应急响应各单位自动解除应急状态，恢复

正常业务运行和管理状态。

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灾害影响情况，组织气象部门、应急管理以及其他

有关部门进行灾情调查评估，开展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实施

效果评估，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完善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和应

急预案，修复、加固气象灾害防御设施，并向上一级人民政

府报告。应急响应各单位应当对本次响应过程和工作成效进

行分析总结，为本单位应急预案的修订和完善做好准备。

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调查人员如实提供情况，不

得隐瞒、谎报气象灾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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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法律责任】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气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本规定第十一条至十七条规定的气象灾害防

御设施的；

（二）应当进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

建设项目，未进行评估、论证的；

（三）擅自向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的；

（四）灾情调查评估中，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隐瞒、谎

报气象灾害情况的。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