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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of Yuncheng
County was discussed. After analyzing new situation and existing questions, we pointed out som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cluding standard management, healthy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more local financial support and talents' enrollment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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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郓城县气象科技服务发展概况，通过分析科技服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推动郓
城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的建议，明确了以“规范管理、健康发展、集约发展、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引进人
才和培训等”等为主要思想的气象科技服务发展思路。

关键词
气象科技服务，现状分析，建议

1. 引言
近几年，菏泽市气象局高度重视气象科技服务工作，不断完善科技服务管理办法及服务项目集约化
发展。基层气象科技服务随着气象部门的改革、创新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气象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
是依托基本气象业务充分发挥气象服务效益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气象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2]；是气象事业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郓城县气象科技服务发展概况
郓城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隶属菏泽市，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气
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光热资源丰富；降水多在夏季，水热同季，年降水量变化较大，季节分配不均匀；
年平均气温 13.9℃，年际变化较大。同时，郓城也是气象灾害天气的多发地区。旱涝是其中之一，尤其
是干旱发生频繁且影响范围大，危害最为严重。
郓城县气象局属国家一般气象观测站，创建于 1959 年 1 月 1 日。从 1986 年起开展了专业有偿服务，
1991 年在乡镇建设警报网，每天定时发布天气预报、警报和有关情报。1996 年开展了庆典气球施放，受
菏泽市气象局委托负责郓城区域防雷设计审核和检测工作。1998 年开展电视天气预报服务，2008 年实行
市代县制作电视天气预报。2006 年菏泽市气象局实行防雷集约化发展，郓城县气象局设立了防雷所，作
为菏泽市气象局防雷中心的分支机构，独立开展防雷检测，联合市局开展防雷图审、验收、灾害鉴定评
估等技术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郓城县防雷所不具有独立事业法人的资格和无防雷技术性服务专业资质的
问题，促进了防雷技术服务的发展。
随着市县防雷集约化规范发展，郓城县气象局充分利用每年的 3.23 世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日和安全
生产月等多个时间节点，通过广播电视、大篷车、固定场所广泛宣传防雷防灾减灾知识，提高了公众、
企业对防雷防灾减灾的认知程度。从 2009 年至今《雷击风险评估报告》的投入使用，防雷工作呈现出快
速发展势头，防雷验收和防雷风险评估收入占气象科技服务收入的比例较大。气象科技服务工作取得了
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3.1. 赶超先进市县压力大
一是近几年郓城县科技服务收入虽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菏泽地区排名靠前，但如果再提升标准难
度就很大。由于郓城地处经济欠发达的鲁西南，地方财政收入低，地方政府对气象部门的投入较少，制
约气象事业发展。科技服务整体水平与山东省东部先进县市还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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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压力大。行业竞争日益显现，其他行业或部门只要申请到从业资质和资格就可从事防雷技术
服务和气象信息服务。气象部门面临其他行业的竞争。三是国家政策影响，随着国家深化改革，简政放
权、优化营商环境，逐年清理和减少行政许可及收费项目，势必对防雷等依托社会管理职能的项目带来
不利影响。

3.2. 政事企分离势在必行
中共十八大从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任务，强调要按照建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
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这种形式下，气象部门政事企分开将对气象科技服务的发
展产生影响。

3.3. 气象科技服务资金安全问题
近几年基层台站气象科技服务收入不断增多，县局台站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也不是每年都要投入，有
时还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和地方资金。如何管好用好这部分资金也是郓城县气象局面临的问题。

4. 目前气象科技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肯定气象科技服务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气象科技服务的发展和运行中存在着一些不足，特
别在对气象科技服务部门管理方面还相对比较薄弱，在运行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郓城
县气象局如不在思想上引起重视，尽快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下决心采取措施，将不利于气象科技服务
的健康发展，也会对气象事业的全面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4.1. 气象科技服务收入比例不合理的现象
目前郓城县防雷服务收入占科技服务比例很高甚至过高，从数据分析和近年科技服务遇到问题的现
实来看，要实现气象科技服务的健康发展，不能过重依赖防雷收入。一旦防雷市场放开，气象部门的优
势将不存在，直接影响科技服务收入。另外基层防雷减灾服务在许多地方存在的体制不规范、政事企不
分，以及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不仅难以适应防灾减灾的需求，而且因其普遍性而风险大隐患多，面临
着诸多问题。解决以前只重视服务收入，轻管理的思想，严格按照各项工作流程、各项规定操作，进一
步规范管理、科学管理。

4.2. 气象科技服务水平不能够完全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
随着气象现代化设施的不断改善，气象科技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气象科
技服务的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对特殊行业的气象科技服务手段还不够先进。对广大农村气象科
技服务产品比较单一，不能够完全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求。

4.3. 基层台站气象科技服务人才严重不足
由于受人员编制和地方条件的影响，基层台站人才严重缺乏，不能满足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的需要。
郓城县气象局人员知识结构相对老化，平均年龄在 50 岁以上，接受新知识较困难，开拓创新意识不强，
工作走老路，只能满足于正常的工作开展。直接制约了高精尖气象科技服务产品的使用，制约了气象科
技服务水平的提高。

4.4. 存在“重收入轻投入”现象
前几年气象部门提出气象业务工作是生命线、科技服务是生存线，随着气象科技服务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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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反哺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台站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作用越来越大。但对气象科技服务产业
的投入明显不足，表现在没有高层次科技人员的引进，虽然加大了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但培训结果只
能满足于正常工作的开展；科技服务市场缺乏调研，特别是专业气象服务产品就是资料统计，根据用户
需求，由业务人员统计相关数据，采用纸张打印或网络传输。目前的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形成制约发展的“瓶颈”。

5. 几点建议和思考
5.1. 规范管理、健康发展
加强对气象科技服务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山东省气象科技服务财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气
象科技服务财务管理补充规定》，落实好《菏泽市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气象科技服务工作要紧紧围绕地方政府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排部署来进行，贯彻落实县委、县政
府关于优化行政服务环境，规范涉企收费等规定。首先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学习和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
学习《气象法》和部门、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熟悉国家的大政方针及与气象工作相关的政策等。
作为气象部门的领导干部，除熟练掌握气象业务知识外，还应该结合当前的形势，结合所分管的工作，
有针对性地学习研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才能做一个
合格的管理者。要潜下身子认真研究当前气象科技服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查明原因，理清思路，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切忌走过场。

5.2. 完善项目集约发展模式，增强气象科技服务活力
气象科技服务产品开发要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打破地区地域界线，进行优化
配置人力资源。集中全市气象部门的科技人才，组成专门的科研攻关小组，有针对性的开展科研项目攻
关，提高气象科技服务产品的科技含量，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气象科技服务产品。然后将该产
品分发到各县气象局进行共享。

5.3. 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对气象事业的支持
由原先的免费向政府提供气象服务逐步转变为地方政府购买气象服务的模式，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
金的投入，加快气象现代化建设。

5.4. 加大高水平气象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工作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气象科技服务也不例外。只有抓住这个关键，才能快速发展，才能可持续
发展[3]。采取措施为引进高水平气象专业人才创造优惠条件，为高水平气象专业人才发展事业搭建平台，
使高水平专业气象人才能够引进来、留得住、起作用。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力度，采取委派到上级主
管业务单位挂职学习或到相关学校学习的方法，进一步提高现有人员的专业技术素质和创新的能力，更
好的适应气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6. 结论
总之，气象科技服务是气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郓城县气象局要围绕山东省气象局“抓发展，促和
谐，强管理”的工作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公共气象服务的发展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托基本气象业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改革、转变发展观念，
突出创新、提高科技内涵，完善发展机制，集约协作、优化资源配置，规范管理、提高服务效益，充分发
挥气象科技服务在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保障作用，推进气象科技服务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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