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自然灾害多发，
天气预报预警是其中比较
关键的一环。省气象局一
级巡视员梁建茵表示，“十
四五”期间计划从以下三
方面持续地提升气象灾害
精细化预报预警服务的能
力，重点建设“两大项目”，
全力打造“三大系统”，完
善“四个机制”。

一是建设更加精密的
气象监测体系，努力实现
灾害性天气“看得清”。重
点建设两个项目：首先实
施村村自动雨量（气象）站
建设项目，实现全省行政
村（社区）雨量监测全覆
盖，补齐灾害易发区、重点
防汛区的监测空白。其次
强化相控阵雷达建设组
网，加密珠三角区域布局
并向粤东粤西粤北拓展，

补齐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监
测能力短板。

二是强化气象预报预
警技术支撑，努力实现灾
害性天气“报得准”。全力
打造三大系统：建设“天
聪”系统（气象灾害智能预
报系统），加快发展我省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区域数
值预报模式，发展数值天
气预报与人工智能深度融
合的智能预报技术。建设

“御天”系统（智慧防灾系
统），强化多尺度灾害性、
极端性、高影响天气预报
预警业务，研发行业致灾
模型。打造“知天”系统
（智慧服务系统），开展个
性化、订单式、互动式、全
链条的智慧型气象服务。

三是不断健全以预警
信号为先导的主动响应机

制，努力实现灾害性天气
“防得好”。未来将不断完
善四个机制：强化重点企事
业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机制，
深入落实《广东省气象灾害
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
理办法》，充分发挥社区、企
业在气象灾害防范应对中
的作用。健全预警联动社
会响应机制，联合高影响行
业制定极端气象灾害防御
行业标准，建立基于极端气
象灾害天气预警的自动停
工、停产、停运机制。推广
靶向分区预警机制，不断提
升预警信息覆盖面、时效性
和精确度。完善公众防灾
科普常态化机制，推进气象
科普进校园、进企业、进社
区、进乡村，特别是加强极
端气象灾害危险性和防御
知识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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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构建集约融合的智慧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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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省应急科技
支撑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协同创
新机制进一步健全，建立“1+1+1+
N”联合创新机制，实施“防灾减灾
与应急救援”重点专项研发计划，
创建应急管理联合创新中心、安全
生产科技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
智慧大应急建设深入实施，基于
24个部门57大类数据的应急管理
大数据平台建设完成，自然灾害应
急指挥、危险化学品监测预警、尾
矿库“天眼地眼”、安全生产执法等
十大信息化系统成功上线，风险全
域感知网络建设全面推进，实现监
测预警“一张图”、指挥协同“一体
化”、应急联动“一键通”。

在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方
面，《规划》提出，强化应急管理科
研、技术、装备、产业支撑，优化整
合各类 科技资源，推进应急管理
科技创新，依靠科技提高应急管理
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
水平。

一方面实施应急管理科技研
发计划。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编制实施应急管理科技发展中长
期规划。深入实施省重点领域研
发计划“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重
点专项，推动灾害事故机理、多灾
种耦合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进
展，推动风险防控、监测预警、应急
救援等应用技术和关键装备研发
取得新突破。鼓励社会团体、行业
协会设立应急管理科技奖项。

另一方面搭建应急管理科技
创新平台。引导和整合多方技术
力量，建设应急管理领域科技创新
平台、科技产业服务综合体。依托
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新企
业，建设智慧应急、城市安全、台风

灾害防御、危险化学品安全、森林
防灭火等重点实验室。建设广东
省安全工程试验基地等重大创新
平台，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
享。鼓励引导各地推进应急科技
支撑平台建设，建设覆盖全 省的
科技支撑网络。

此外，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装
备。完善应急管理科技成果转化
激励制度，通过创新创业基金等渠
道支持转化一批先进适用应急技
术和产品。加强先进适用技术装
备推广力度，制订并定期更新先进
适 用技术装备目录和技术改造
计划，鼓励和支持先进安全技术
装备 在应急管理领域的推广应
用。支持举办“高交会”（深圳）
应急科技展，中国（广州）应急博
览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应急科
技装备展，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合
作交流。探索建设技术装备线
上展示平台，交流推广先进适用
技术、装备和产品。

推动安全应急产业健康发
展。加强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战略
布局，促进安全应急产业向中高端
发展。推动安全应急产业集聚发
展，推动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以技术
研发和总部基地为核心的安全 应
急产业聚集区，在粤东、粤西、粤北
地区形成具有特色的安全应急产
业聚集带，鼓励支持申报国家级安
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和 生产能力
储备基地。加大安全应急产业扶
持力度，通过财政补助、税收扶持
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应急装备研
发。培育形成一批技术水平高、服
务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
牌优势、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百亿
级大型企业集团。

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和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风
险工艺、技术、装备和产能加
快淘汰，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日益提高。“数字政府”建设
全面推进，信息技术在应急
管理领域的深度应用，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
为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
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提供了有力支撑。

《规划》提出，主动适应
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一切
围绕实战，一切服务实战，瞄
准融合指挥、应急通信、短临
预警、全域感知、数据智能
等应急管理信息化“五大主
攻方向”创新攻关，以信息化
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

强化智慧应急联合创
新。发挥“1+1+1+N”联合
创新机制作用，推动建设20
个智慧应急研究基地，构建

“一个联合创新中心、多个智
慧应急研究基地”的联合创
新格局。建立社会、市场技
术资源参与智慧应急联合创
新机制，推动高端前沿智慧
应急信息技术创新成果转
化。坚持“省一级统筹建设，
省、市、县（市、区）、乡 镇（街
道）四级共同应用”的原则，
实现应急管理主要业务信息
化全覆盖。

建立融合指挥体系。实
施广东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工
程，高标准建设全省应急指

挥中枢。制订全省统一的应
急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标准，
到 2022 年，实现省、市、县
（市、区）、乡镇（街道）四级应
急指挥中心标准化建设全覆
盖。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

“一张 图”、指挥协同“一体
化”、应急联动“一键通”，推
动“粤治慧”一网 统管应急
专题建设，加强部门专项应
急指挥平台数据互联共享，
形成全省贯通的灾害事故应
急指挥中心网络。

完善应急通信网络。提
升卫星、短波、现场自组网等
非常规通信能力，构建布局
合理、技术先进、自主可控的
应急通信网络体系。推进卫
星地面站、通信指挥保障车、
卫星电话、单兵图传、无人
机、宽窄带集群等应急通信
设备应用，保障“断网断电断
路”等极端情况下的通信能
力，灾害事故救援现场应急
通信保障率达到 100%。加
快偏远地区应急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区域通信 网
络保障能力。推动省、市、
县（市、区）应急通信保障队
伍建设，强化通信技术装备
配备。

提升短临预警能力。完
善精细到乡镇（街道）的短临
预报预 警功能，提升精准预
报能力。健全省、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四级联动
工作机制，精准发布“暴雨预
警信号”“每小时 50 毫米以
上降雨预警”“10 年（及以

上）一遇强降雨实况和洪水
预警”。扩展自然灾害短临
预警功能，提升灾害性天气、
森林火灾和 地震地质灾害
的精细化预报预警能力。

建设全域感知网络。通
过视频感知、物联感知、航空
感知、卫星感知和全民感知
等方式，釆集汇聚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自然灾害、城市安
全、现场救援等领域的监测
预 警 和 应 急 处 置 动 态 数
据。推进应急管理信息化系
统平台感知数据的釆集、汇
聚、管理和分析，实现全省应
急管理网络感知对象全覆
盖、感知终端全接入、感知手
段全融合和感知服务全统
一。拓展应急管理感知数
据来源和类型，提升感知覆
盖范围及数据处理能力。

创新数据智能治理。整
合应急管理数据资源、制订
数据标准规范，完善应急管
理大数据库。开展风险管控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建设风
险分级动态管控系统，推动
实现安全风险精准研判。开
展 灾害事故监测预警大数
据分析，建设灾害事故智能
研判预警系统，实现风险演
化进程及受灾群体动态跟
踪，推动实现安全风险精准
预警。开展应急指挥救援大
数据应用，优化升级新一代
应急平台。开展政务管理大
数据治理，优化综合政务服
务平台，实现政府数据与社
会信息的精准融合。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广东省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正式发布

省委、省政府在《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设立“统筹发展和安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
章进行部署，并将《广东省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列为省“十四五”重
点专项规划。日前，《广东省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正
式发布。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介绍及解读。
《规划》提出，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构建集约融合的智慧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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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灾害性天气“看得清”“报得准”“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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