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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在“山竹”影响下，风暴潮倒灌入喇叭口状的珠江口，导致

珠江水位急速涨高。

从湖南来广州务工的陈大康从未见过台风。他不顾朋友劝说，执意到江

边“观风”。不到两分钟，网格管理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出现，将他“抱”离危

险区域。

原来，陈大康的举动早已被遍布市区的视频监控系统拍下，并出现在广

州市番禺区预警中心的大屏幕上。通过该中心的应急决策辅助系统，城市网

格管理员锁定了他的方位，并采取强制劝离措施。

预警发布的“最后一公里”，实际也是预警发出后能否产生防灾减灾效益

的“最终环节”。解决这一问题，既要靠强化基层预警发布和响应能力，也要

靠全社会重视预警信息、强化风险防控意识。

2015 年 8 月成立的番禺区预警中心，办公地点就在区政府。它由区气象

局管理，与区应急办、区城市管理运行指挥中心等部门合署办公，并加挂区

长专线、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视频系统运维管理中心、三防指挥部等

13 块牌子。在省、市、县 （区） 三级预警发布体系中，它身处基层，既遵循

标准化建设，所设岗位、工作流程与省、市预警中心完全一致，也有本地化

创新。譬如，在省应急决策辅助系统的架构上，该中心的应急决策辅助系统

叠加该区 1：500 的高清航拍地图，整合区内 12 个部门的 18 类静态数据和 10

类动态数据，接入 1200 多个高清摄像头，并整合了网格化管理系统、区长专

线的部分数据。以此为支撑，预警信息能够直接“触及”所有街镇，乃至

2025 个社区网格！

从 9 月 14 日起，番禺区金沙湾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智浩一连 48 个小时都没

怎么合过眼。接到预警后，他根据该社区防灾预案，组织百余名物管人员，

仔细巡查社区所有地下车库和水浸黑点，提前预备沙袋、水泵。预警信息则

通过社区电子显示屏、公告栏、业主微信群等进行“无死角”转发。“重点关

注社区‘五保户’和行动不便的业主，要帮他们把防御工作做到位。”通过

“钉钉”系统，兼任气象信息员的陈智浩及时反馈应急举措。

同样位于番禺的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则根据预警信息提前启动预案，

妥善安置数万名游客，并在 16 日、17 日采取了闭园措施。

2018 年，《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 出台，这是

全国首部规范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地方政府规章，旨在强调重点单位的气

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要求其必须制定预警响应预案。类似长隆旅游度假区这

样的大型景区，以及包括第九十八中学在内的所有学校，都属于气象灾害防御

重点单位。

在省气象局局长庄旭东看来，围绕防灾减灾，过去单个部门“独唱”变

为了各级预警中心“领唱”，而带动全社会提升抵御灾害的综合防御能力才能

唱好“和声”。从预警发布，到部门联动，再到重点防御单位主动应对、公众

避险能力与意识的加强，防灾减灾的“生态闭环”就此形成。

在这样的“生态闭环”下，孔颖梅和老师们不仅在台风到来时转发预警

信息，在平时，他们也组织了全校学生参与防灾应急演练，学习预警信号和

避险常识。如此一来，学校不仅是预警接收者，也是传播者。更重要的是，

像肖志恒一样的少年，会将风险防范意识与理念带入千万个家庭。就像一颗

种子，终会在未来长成参天大树，不惧风雨。

播撒预警种子 收获万家平安
——广东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段昊书 赵晓妮 通讯员 郑文丝 钟晨 郑华珠

9 月 14 日，孔颖梅在手机里收到第一条有关台风

“山竹”的预警信息——那是广东独有的白色预警。

作为广州市第九十八中学的校长，孔颖梅通过微信及

校讯通发送台风提示信息后，就一整天“耗”在校园

里，仔细巡查每个窗口，生怕留下一点隐患。

15 日，广州晴空万里，台风预警级别却一路升

级。肖志恒等 800 多名同学的家长，都收到了孔颖梅

和老师们发来的提示信息。他对父母讲，如果预警达

到黄色，周一应该不用上课了。当天 18 时 30 分，广州

全市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

此时，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下

简称省预警中心）启动了双岗机制，超过一百人在紧

张有序地忙碌着。各类决策辅助信息在大屏幕上展

现；预警及服务信息随时更新并审核、发布；在开放式

的演播厅里，气象专家引导公众关注台风动向……

16日，“山竹”如期而至，其主体云系直径超过1200

公里，广州市也出现了 10 级以上的大风。看着窗外一

棵碗口粗的树被拦腰折断，肖志恒这才有些怕了。

在预警信息的驱动下，广东多地采取停工、停产、停

业、停课、停运措施。“山竹”造成的灾害损失远小于预

期。突发事件预警发布体系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应急”深入人心
——11年探索走出“阳江模式”

广东是我国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统计，该省

80%以上的自然灾害与气象因素有关。

以台风为例，渔船是否及时回港，低洼地区人员是否及时疏散，对

港口高高伫立的集装箱龙门吊是否采取了防风措施……每项工作，都

与预警信息的及时、准确发布关系密切。从 2015 年的“彩虹”，到 2017

年的“天鸽”，再到“山竹”……每一场台风“防御战”的背后，都有预警

发布的贡献。

时间拨回到 2007 年，通过气象短信平台发布的 280 万条短信，对

“湛江大暴雨将要引发大地震”的传言紧急辟谣，稳定了民心。同年 9

月，省政府决定，全省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由省气象局牵

头建设。中国气象局则将广东列为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系统建设试点省份。

此后，广东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从 2008 年

印发《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到 2010 年颁布《广东

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从 2012 年“创新体制健全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体系”被列为广东省与中国气象局省部合作重点内容，到 2015 年省

预警中心正式挂牌……

11 年的实践探索，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建设所引领的“大

应急”思维，已深入人心。

过去，灾害应急工作涉及部门众多、环节繁冗，导致各类资源重复

消耗。这在预警发布环节中就有深刻体现——三防办、应急办、气象、

水务、国土、消防等部门和单位都有各自的信息发布渠道和手段，长期

“单打独斗”。一条信息在各部门间的流通、审核环节就要消耗大量时

间，各自进行信息发布，既浪费资源，还存在发布“死角”。

打破部门藩篱，急需一群敢“吃螃蟹”的人！

2013 年，在阳江，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正式成立，由省气

象局派员驻点指导、阳江市气象局牵头承办，负责统一发布各类突发

公共事件预警信息。一年半之后，阳江市成立应急指挥中心，加挂市

政府应急办、市预警中心的“牌子”，从而实现应急、三防、气象及地震

应急机构人员合署办公。

通过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阳江全市实现“纵向

到底”的省、市、县、镇四级互联互通，视频连线直通乡镇三防办及气象

服务站，预警信息直达各村；实现“横向到边”的业务格局，结合气象、

三防、地震等部门网络基础，接入公安消防、海事、海洋渔业、电力等部

门的应急平台和视频监控系统。

凭借“大应急”理念，预警发布真正落子于防灾减灾“一盘棋”！在

此次台风“山竹”来临前，阳江市除了做到停业、停课等“八停”外，还将

预警发布与响应落到诸多细节中。譬如，供电部门接到预警信息后，

出动人员 1313 人次进行特巡特维，处理隐患缺陷 684 处；旅游部门在

14 日便关停全部 24 家旅游景区；市场管理部门加强对食品价格监

控……在各部门联动应对下，全市不仅没有一人因台风伤亡，百姓生

产生活亦平稳有序。

“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是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最重要的决策参谋。

在阳江，‘参谋部’和‘指挥部’设在一起，使得一切有力有序，实现资源

调配效益最大化。”广东省防总副秘书长黄志坚评价说。

“阳江模式”也为广东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建设提供了思

路和经验。更多人意识到，要让预警信息“报得早、审得快、发得出、传

得畅、收得到、用得好”，需要集合各部门之力，打破思维定势，转变发

展思路！

本版图片由文章作者及广东省气象局提供

“四个有”夯实基础
——创新制度与科技赢得决策信赖

“‘山竹’路径北调，珠江口附近渔船是否已全部撤入港口或内河？”9 月

15 日，当决策部门把疑问抛出时，工作人员在省预警中心的大屏幕上立即调

出一幅珠三角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分布着许多长条形色块，每一块都代表着

一 艘 船 舶 。 广 东 有 3.6 万 余 艘 登 记 在 册 的 船 舶，通 过 船 舶 自 动 识 别 系 统

（AIS），点击每个色块，都能查询到船舶信息、位置以及目前的航速、航向。船

舶是否在预警发出后回港，一目了然。

之所以能赢得决策者的信赖，广东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所凭借的

是其坚持的“四个有”——有机制、有平台、有手段、有标准。

——有机制。通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广东明确各级预警中

心的职责；成立预警中心 103 个，在省、市级实现“全覆盖”。在预警中心建设

上，因地制宜，明确“三种模式”。“充分集约型”整合了应急、三防、气象等多部

门的预警信息发布业务，其工作平台设在政府部门，由政府委托当地气象部

门代管；“适度集约型”整合了应急、气象等部门预警信息发布业务；“整合集

约型”则授权预警中心发布气象灾害类突发事件预警等信息。“阳江模式”正

是“充分集约型”的代表。

——有平台。围绕实现预警高效、统一发布，广东的预警发布平台建设

被形象总结为一张图、一张网和一键式“靶向发布”。

这张“图”上不仅有全省船舶信息，在相关部门支持下，其共享的地理信

息数据，包含了行政区划、水系、人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 16 个部门的 40 类基

础数据，同时初步集成各地学校、医院、危化点、水库等实时状况与位置数据，

从而真正涵盖重点防灾减灾目标、重大危险源、应急队伍、应急资源、应急预

案等信息。

以精细化智能网格预报的“网”，叠加上气象致灾影响模型产品、地理信

息数据、部门数据等，最终利用云计算平台织就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气象

防灾减灾“一张网”。广东研发的预警发布决策辅助系统为各级政府防灾减

灾决策指挥提供了综合分析支撑；促使传统天气预报向影响预报转型。

同时，广东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坚持“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原则，省、

市、县一体化设计与国家预警发布系统无缝连接，与决策辅助系统、发布渠道

对接，实现一键式、多渠道、靶向式发布，突出信息发布的“在线监控，在线显

示，在线管理”，确保信息发布准确且有针对性。

——有手段。根据不同地域、领域特点，广东在充分用好传统媒体的基

础上，拓展建设微博、微信、网站、手机客户端、农村大喇叭、电子显示屏、海洋

广播电台、应急气象频道、12121 气象电话、短信等十余种信息发布渠道和手

段。该省共建成 1551 个气象服务站、3822 个电子显示屏和 5852 个预警大喇

叭；气象信息员 3 万余人；三大电信运营商每秒可全网发送预警短信 5000 条，

年均发送气象服务及预警短信达 10 亿人次；各级气象微博微信粉丝近 1400

万……至此，广东全省预警信息发布覆盖率达到 90%。

——有标准。预警发布要实现上下贯通，要“因地制宜”，不能“各行其

是”。广东制定了预警中心建设规范等一系列地方标准，以统一规范环境和

系统硬件配置、岗位职责和上岗人员要求以及业务运行和预警信息发布传

播行为，形成安全可靠、投入合理、技术先进、运转高效的突发事件应急体

系。2018 年，省气象局与省质监局联合发布了全国首个省级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标准体系规划与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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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团”联通基层
——在“最后一公里”增强全民风险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