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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新闻网

2019年气象部门创新工作

国家气象中心

创新点

● 以正确引导广大老同志树立大局意识，为破解改革发展
难题建言献策为创新出发点
● 以建立符合老干部自身特点的党政一体化工作格局为
创新发力点
● 以促进老干部队伍和谐稳定，提升老同志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为创新的落脚点

创新机制，推动市、区（县）
两级一体化预报业务发展

内容
重庆市气象局以改革试点为契机，针对业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创新

工作机制，推动市、区（县）两级一体化预报业务发展。

构建市、区（县）两级分工清晰、集约高效的天气预报业务布局。围绕

智慧气象发展思路，加快智慧气象“四天”系统建设，实现了全市灾害天气

监测无漏网、预报无失误、服务无疏漏的目标。

统筹集约，围绕智慧气象发展思路，构建两级一体化业务平台、流程和

联动工作机制。

上下交流，促进业务技术人员培养和成长。建立保障机制，畅通预报

员上下交流渠道。2018 年至 2019 年，共有 13 个区（县）18 名预报员到市气

象台开展业务交流，5 名市气象台预报员到区（县）交流和指导。落实主体

责任，促进预报员交流取得实效，一对一指导、加大科研指导、强化技术指

导、加强预报经验交流和效果评价，共同推进研究型业务发展。

成效
市区（县）两级业务布局更清晰，业务工作效率提升。通过构建两级分

工明确、集约高效的一体化天气预报业务布局，明确市、区县业务工作职

责，有效减轻了基层气象台站工作负担，提升了工作效率，为推动全国业务

技术体制重点改革提供了示范。

推动市区（县）两级业务一体化，提高防灾减灾效益。全市灾害性天气

预警准确率较之前提升 40%，灾害性天气造成人员死亡由 2017 年 47 人减少

到 2019 年 14 人，经济损失由 2017 年 24.12 亿元减少到 2019 年 9.5 亿元，气象

防灾减灾效益特别明显。

畅通业务技术人员交流渠道，带动基层人才成长。通过开展预报员上

下交流，促进了业务技术人员培养，区县预报员业务水平、科研能力、技术

论文撰写能力有效提高。

增强了业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全市灾害性天气预警命中率

较之前提高了 40%；市区（县）两级业务科研成果突出，激发了人才活力。

重庆

● 坚持因地制宜，构建两级一体化预警预报业务布局
● 注重集约发展，优化两级一体化预报业务平台
● 聚焦人才培养，完善两级一体化预报业务保障机制
● 提升工作效益，减轻基层气象台站工作负担

创新点

合作共建村域经济一站式服务平台，
构建贵州气象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内容
贵州省气象局依托贵州农经网五级服务体系，按照“政府引导、部门参与、

市场运营”的原则，开展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建设。

根据“一站式服务”综合平台的定位，以村级集体经济为运营主体，整合村

委会现有设备、服务场所、工作人员，面向村民提供公益类和第三方市场类服

务。为村民提供普惠金融、气象防灾减灾、电子商务、便民利民、劳务输出等综

合服务，通过可营利的第三方服务，产生规模效益，实现服务社可持续运营、村

级集体经济创收、服务社负责人就业增收。

省气象部门与 32 个县政府签订了服务社建设框架协议书，按照“整县推

进、一村一社”的方式建设，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项目作为助力当地村级集体经

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已在全省 54 个县建成并运营服务社 2302 个，其

中，在深度贫困村建设服务社 256 个，在贵州 500 亩产业坝区建设站点 362 个。

服务社集成了“买、卖、推、缴、代、取”等6项功能，已经开展农村普惠金融服务、

气象防灾减灾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劳务输出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等5项基本服务。

成效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贵州农经网联合贵阳银行推出了便民利民的“福农”银

联卡，为 41 万农户提供服务，提升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帮助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或返乡村民增收 7465 万元，带动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达 2680 人；促进当

地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累计组织 800 多个特色农产品上线贵州农经网电商平

台，实现农产品销售 5300 多万元。

得到社会高度认可，“大数据村域经济服务社信息管理平台”也被评为

“2018 年数字民生省级典型示范”项目。

实现预警信息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依托服务社及其微信工作群，贵州气象

部门建立了气象预警信息进村入户传播工作机制，推进了气象预警信息再传播

和气象科普向广大农村延伸。

贵州

创新点

● 首创服务社（农村“ 一站式服务”综合平台）建设，盘活了村集体闲
置资源
● 建立了贵州气象脱贫攻坚新模式，形成了气象牵头、社会力量参
与的脱贫攻坚新机制
● 提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解决方案
● 推动贵州气象农网从单一虚拟信息服务向多元实体综合运营转
型发展

西藏

新时代、新模式，共筑气象巾帼新品牌

内容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强化政治引领，以“党建带妇建、妇

建服务党建”为抓手，出台一系列政策优化工作环境，在制

度、经费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加强人才培养，将干部培养、

党员发展与妇女工作相结合；在机关党委委员设置中特别

预留女性委员的位置，不断提升妇女干部的政治地位。

强基固本，延伸基层网络。积极推行妇女组织“强基

固本”工程，全区气象部门共建立妇联组织 8 个；及时召开

妇女大会，强化妇女组织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依托

党建带妇建，不断强化对基层妇女工作的业务指导；发挥

榜样的力量，激励妇女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聚焦驻村点贫

困妇女，开展“巾帼脱贫行动、巾帼关爱行动和乡村振兴巾

帼行动”等一系列活动。

打造队伍，提升综合能力。依托党务、工会和青年干部

培训，大力选派优秀妇女同志开展专题培训；抓好妇女干部

的实践锻炼；探索将女性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使用和后备

干部培养纳入全区气象部门干部选拔任用规划中。

成效
条块融合，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通过与西藏

自治区妇联横向合作，有效破解了垂直单位横向交流少的

问题，逐步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妇女工作协调机

制和工作合力。

西藏气象部门妇女干部成长成才加快。目前，全区气

象部门女性县处级以上干部 21 人，女性正研级高级工程

师 8 人，女性副研级高级工程师 49 人，女性工程师 179 人；

涌现了卓嘎、扎西央宗、卓玛、张核真、格央、米玛卓嘎、次

仁卓玛等先进个人（省部级）和边巴卓嘎、赵静、李兰等先

进个人（自治区级）。

全区气象部门妇女组织基础不断夯实。气象部门妇

女工作由过去一人唱“独角戏”，变成地方妇联充分融入

的“集体舞”，实现了由过去“一根针”到现在“一张网”的

转变。

● 探索优化管理合作新品牌、与地方各级妇联组织合作
优化妇女管理工作新模式
● 打造西藏气象巾帼助力脱贫攻坚的品牌，主动融入国
家发展战略，依托巾帼助力脱贫攻坚
● 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品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家庭中落地生根

创新点

“五聚焦、五提升”，
锻造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河南

创新点

● 突出政治统领，率先印发《关于加强全省气象部
门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 突出标准规范，创新制度机制；突出机构建设，创
新组织保障
● 突 出 健 全 党 的 基 层 组 织，重 点 推 动 落 实;突 出 示
范带动，创新观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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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妇联和气象局联合举办首届气

象系统“格桑花”巾帼建功表彰大会。

天资·灾害天气智能预警平台

组织老干部参观新中国成立 70 年成就展

组织党员开展党建活动

激发老干部自我管理潜能，
提升为老服务管理水平

内容
国家气象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为做好新时代老干

部工作，积极探索和实践，成立了老干部自我管理委员会（以下称自管

会），下设 6 个工作组。

自管会的成立和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给老干部

自我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也使自我管理体系彰显出更加旺

盛的生命力；引领老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做到“两个

维护”。

自管会成立以来，在组织上形成了离退休办-党总支（自管会）-党

支部（行政小组）的有效工作链条，实现了老干部日常管理与党建工作

的高度融合。

建设和营造了和谐向上的单位文化。近年来，在国家气象中心老干

部中形成了和谐向上的单位文化和充满正能量的良好氛围，两名退休干

部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效
提高了政治站位，凝聚了正能量。老干部“两个维护”意识进一步加

强，国家气象中心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传承；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意识进一步增强，老干部对美好生活的获得

感和幸福指数大幅度提高。

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和齐抓共管的新局面。退休办主动与自管

会、党总支工作相融合，形成了老干部工作齐抓共管的新局面。

自管会模式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老干部自我管理体系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2015 年，中组部老干部局局

长吴卫新对国家气象中心创建老干部自我管理委员会的做法给予了高

度评价，并在 2016 年中组部老干部局号召全国老干部管理部门学习。

内容
河南省气象局“五聚焦”打造支部建设提质工程。聚

焦“三个表率”抓提质，制定 8 个方面 21 项内容推动党员

干部思想上对标、政治上看齐、行动上落实；聚焦支部标

准化建设抓提质，一系列文件推动基层党支部建设；聚焦

党建基础“四规范”抓提质，建立一系列督促机制和考核评

价机制；聚焦推进智慧党建抓提质，建设了党员活动室和

智慧党建平台；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抓提质，激励

全省气象部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为实现中原更

加出彩的宏伟目标建功立业。

“五提升”推动年度党建工作。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全面提升党员守初心担使命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开展

“逐支部观摩、整单位提升”活动，全面提升基层党建水

平；积极开展示范建设，全面提升党建与业务融合融入水

平；强力推动省辖市局机关党委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党组

织能力；强化对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全面提升党务干部履

职能力。

成效
旗帜鲜明讲政治更加凸显，全体党员干部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基层党组织功能更加强大，党建推动业务能力持续

提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凸显，22个基层党组织、38名

党员或党务工作者受到地方各级党委表彰。

纪律作风和政治生态更加清朗，党员干部纪律规矩

意识进一步增强，红线底线思维进一步树牢，廉政风险进

一步降低。2019 年 5 月 27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省局调

研气象工作时指出：“省气象局的党建工作抓得好，单位

的氛围好、职工精神面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