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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方便公众及时获取气象信息，提高气象信息应用成

效，海南省气象局组织编写了《海南省公共气象服务白皮书

（2022）》，简述了 2021 年海南省天气气候概况、气象服

务情况，介绍了 2022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并对海南省气

象部门现有的公共气象服务信息渠道进行了详细介绍。

海南省气象局将根据气象业务发展，每年第一季度更新

发布公共气象服务白皮书，期间我省气象部门新增或变更部

分气象服务将不另行通知，欢迎社会各界对海南公共气象服

务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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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天气气候概况

2021 年海南省主要气候特点是：一是气温偏高，高温日

数异常偏多。全省年平均气温 25.1℃，较常年偏高 0.6℃，

与 2010 年并列为有历史记录以来第四位高值；全省年平均

高温日数 42 天，较常年偏多 22 天，与 2019 年并列为有历

史记录以来第三多。二是降雨略少，区域性暴雨过程强度接

近常年。全省平均年降雨量 1784.2 毫米，较常年偏少 1.0%。

年内共出现 8 次区域性暴雨过程，次数较常年偏少 2 次，综

合强度接近常年。三是日照略少。全省平均年日照时数为

1990.7 小时，较常年偏少 82.0 小时。四是热带气旋影响个

数、强度接近常年，登陆偏多。全年共有 10 个热带气旋影

响本省，接近常年，其中 4 个登陆，较常年偏多 2 个；热带

气旋影响强度总体接近常年，但年末出现个别超强台风影

响。

除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外，年内我省还发生低温阴雨、

清明风、大雾、高温、气象干旱、雷击和局地强对流天气等

气象灾害事件，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6.8 亿元。相比常年，

2021 年海南省热带气旋和暴雨灾害年景正常，高温灾害年景

较差，干旱灾害年景较好，气候年景属正常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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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气象服务工作情况

2021 年海南天气气候复杂，海南省气象部门全面履行公

共气象服务职能，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做好对各类天气的监测预报预

警服务工作，圆满完成气象服务任务。

全年成功应对 10 个热带气旋、2 次强冷空气、8 次区域

性暴雨等灾害性天气过程，启动应急响应 12 次，共 48 天，

发布台风、暴雨、高温、海上大风、寒冷等气象灾害预警 472

次、预警信号 4307 次，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全年“零错情”。

特别是 10 月连续遭受台风“狮子山”“圆规”及 2 次偏东急

流影响，全省出现历史罕见的持续强降雨和大风天气过程，

做到预报准确、预警及时、服务主动，为各级政府科学防御

备足了时间。面对 2016 年台风“莎莉嘉”以来登陆海南的

最强台风“圆规”，海南省气象部门提前精准预报登陆点、

重点影响区域和风雨分布情况，沈丹阳常务副省长签发台风

二级预警，各级政府部门提前转移涉灾群众 13.22 万人，渔

船全部回港。面对 1949 年以来影响南沙岛礁最强台风“雷

伊”，进入南海前 4 天已全面开展台风预报服务，精准的预

报和科学的防御建议，多部门的有效联动，实现了全省 20566

艘渔船分区域安全避风，64311 名渔船渔排人员零伤亡的高

质量防御效果。

组织做好各类重大活动、重要节假日气象保障工作，为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和“天舟”货运飞船火箭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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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世界新能

源汽车大会等重大活动提供高质量精细气象服务；打造“体

育+气象”国际赛事定制化服务，为环岛海钓比赛、亲水运

动季提供精细气象服务，助力中国帆船帆板队在 2020 年东

京奥运会上取得一金一铜的好成绩，受到主教练及运动员的

高度称赞。

针对春夏季气象干旱，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388 次，增加

降水 3.77 亿吨，有效缓解全省旱情。北斗船载终端实现图

文同步，可视化台风预警信息直达渔民；开展南沙、西沙、

琼州海峡范围内 30 余条固定航线气象预报，预报精细至 1

公里。完成潜水、登山、漂流等 13 种特色旅游活动的影响

预报，开发海钓休闲气象服务产品。联合省卫健委开展 2021

年度“海南气候康养市(县)”评价工作，保亭县成为首个获

得“海南气候康养市（县）”称号的地区。助力琼海、琼中

获得 2021 年度“中国天然氧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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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气象服务工作计划

2022 年，海南省气象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落实中国气象局、

海南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将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作为“国之大者”，立足新发展阶段，全力推进海南气

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

的总体要求，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社会经济发展、重大

突发事件等气象保障服务，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

高公众获得气象服务的便捷性和满意度。

（一）坚守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增进人民福祉安

康

全力做好重大转折性、关键性、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

警服务和应急响应工作。加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精准靶向发

布能力建设，提升预警信息针对性和时效性。滚动做好天气

气候趋势预测及其影响评估，精细精准做好春运、中高考等

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服务。提升旅游、农业、交通、环境等

气象服务的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完善丰富气象公共服务产

品供给。

（二）提升智慧气象服务水平，深化气象服务高质量发

展

推进网格化预报产品研究应用，推动预报技术向精准

化、智能型发展。加大“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手段的全省服

务力度，提升气象服务辨识率和信任度。促进气象与行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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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融合，强化在交通、旅游等领域的个性化、定制式气象服

务，提升对公众按需定制、智能推送、靶向互动的智慧气象

服务能力。

（三）强化科普宣传，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加强重大天气过程新闻发布、科学解析，及时回应关切。

继续加强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活动和培训讲座，多形式宣

传 2022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以气象科普进校园、进社

区、进农村、进企事业活动为桥梁，丰富气象科普活动，创

新手段、丰富内容，增强气象科普互动性、实用性、有效性，

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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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象服务渠道简介

（一）网站

1.海南省气象局门户网站：是为公众提供气象服务和公

开气象政务信息的官方网站，用于传播海南气象新闻和文

化、普及气象科学知识、提供在线便民服务。

服务内容：提供全省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公开

有关规范性文件、气象政务服务和重大气象工作动态等信

息。

获取途径：http://hi.cma.gov.cn/

2.海南气象信息服务网：是海南省气象局为公众提供最

新气象信息和服务产品的官方网站。

服务内容：提供全省天气预报预警、气象监测、台风路

径、决策服务、气候分析、生活气象、农业气象、气象科普

和气象视频 9 大类的信息和服务产品。

获取途径：http://www.hainanqx.cn

http://hi.cma.gov.cn/
http://www.hainanq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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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天气网海南站：是中国天气网 33 个省级网站之

一，主要提供海南全省的最新气象信息和海南特色的气象服

务。

服务内容：提供全省各类天气实况、预报预警信息，海

洋天气、旅游天气、生活气象、气象科普等气象服务专题产

品。

获取途径：http://hainan.weather.com.cn/

http://hainan.weath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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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海天气”中英文网：由海南省气象局主办、面向

泛南海区域的公益性综合气象服务平台，致力为泛南海区域

海上贸易、海洋经济、海上安全、国际旅游、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等提供优质、高效的气象服务。

服务内容：提供泛南海区域主要城市预报、旅游景点、

机场、港口、岛礁、 航线、渔场等精细化气象信息，提供

泛南海区域主要气象灾害防灾减灾科普知识、气象防灾减灾

交流平台“南海风云论坛”相关信息。

获取途径：http://www.scsweather.com/

（二）短信

1.预警短信：是海南省发布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提供发布机构、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的突发

事件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

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

获取途径：由各大手机通信运营商向相关地区的公众免

费发送。

http://www.scsweat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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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天气短信：提供全省未来 1-2 天的天气预报、节

假日天气预报、下周天气趋势、转折天气提醒以及气象小贴

士等信息。

获取途径：根据个人需要主动订制，编辑手机短信“市

县拼音首字母”发送至“106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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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讯电话

1．“12121”气象声讯电话：提供全省各市县的天气预

报预警、气象热点以及交通、旅游、岛礁、渔场等气象信息。

获取途径：拨打电话“12121”

2．“9699121”气象管家声讯电话：提供全省各市县的

天气预报预警、气象科普、农事建议、旅游景区以及全国省

会城市天气预报等信息。

获取途径：拨打电话“9699121”。

3．“4006000121”气象服务热线：提供气象服务的问题

解答、需求了解、网站合作和投诉建议等。

获取途径：拨打电话“400-60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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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博

1.“海南气象服务”新浪微博：提供全省天气预报、气

象灾害预警、海上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森林火险气象指数预

报、重要节假日天气预报、气象科普等信息，开展在线便民

服务，与公众交流互动。

获取途径：https://weibo.com/p/1006061416331690

2.“海南预警”新浪微博：提供海南省气象灾害预警、

海上预警信号、各市县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获取途径：https://weibo.com/u/5345420852

https://weibo.com/p/1006061416331690
https://weibo.com/u/534542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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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信公众号

1.“海南气象”公众号：提供全省各地天气实况、预报

预警、卫星云图、雷达图像、台风路径等信息及气象热点新

闻。

获取途径：通过微信搜索“海南气象”或扫描“海南气

象”服务号二维码关注，每日推送全省天气预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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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预警信息发布”公众号：提供全省预警、台风

路径、全域旅游和重大气象服务专题预报等信息。

获取途径：通过微信搜索“海南预警信息发布”或扫描

“海南预警信息发布”公众号二维码关注。

（六）抖音

1.“海南预警发布”：提供海南省级预警、海上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和科普宣传。

获取途径：通过抖音搜索“海南预警发布”或通过抖音

扫描“海南预警发布”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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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南气象”：提供海南省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气

象科普等。

获取途径：通过抖音搜索“海南气象”或通过抖音扫描

“海南气象”二维码关注。

（七）今日头条

“海南气象”今日头条号：提供海南全省各地天气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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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预警、台风路径、生活提示等服务产品及气象热点新闻。

获取途径:下载《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搜索“海南

气象”并关注。

（八）电视

本地传统频道：海南省级主要电视频道的早、中、晚时

段均有天气预报节目播出。有重大灾害性天气时，各频道以

走字幕的形式及时滚动播发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服务内容：提供全省陆地和海洋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

警，环境气象、生活气象指数、旅游景区、森林火险气象等

级以及气象科普和灾害防御指南等信息。

获取途径：全省主要电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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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级及海口市主要电视频道上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播出时间表

播出时段 节目名称 播出频道 播出时间 备注

早晨 南海天气 三沙卫视 08:30

节 目 时
间 偶 有
调整，以
实 际 播
出为准

上午

南海天气 三沙卫视 11:55

午间气象 海南经济频道 12:20

午间热带天气 海口新闻综合 13:20

下午

生活气象站 海口新闻综合 18:50

天气预报 海南卫视 18:55

南海天气 三沙卫视 18:55

天气预报 海南经济频道 19:15

旅游天气 海南经济频道 00:30

（九）气象信息显示屏

是面向农村、学校、社区、车站和人口密集区提供气象

预报预警和专业气象服务的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实时发布当地天气实况、预报预警、灾害防

御指引、农业气象预报与农事活动建议、科普知识等。

获取途径：联系当地气象部门安装建设。

（十）气象预警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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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农村、偏远山区等地区群众传播气象预报预警信

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服务内容：发布当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防御指引。

获取途径：联系当地政府部门或气象部门安装建设。

（十一）电台

1.传统广播电台：海南各大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后一般

都设有天气预报节目，灾害性天气影响时以实时播报和专家

连线的方式提供最新天气动态。

服务内容：提供全省陆地和海洋天气预报、灾害天气预

警以及气象热点、气象分析师和专家访谈等服务。

获取途径：海南新闻广播（海南应急广播）、海口新闻

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海南交通广播、海南民生广播等。

2.三沙海洋气象短波电台：发射终端建在西沙永兴岛，

由海南省气象局主办、三沙市气象局承办，主要为南海海上

作业、海洋运输、海洋渔业以及近海、滩涂养殖等提供气象

服务，实行普通话和海南话双语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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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提供南海各海域的海洋气象天气实况、预报

预警、灾害防御通知、导航气象信息等。

获取途径：接收频率白天（8:00-20:00）为 8910 千赫

兹，夜间（20:00-8:00）为 4560 千赫兹。

三沙海洋气象短波电台每日直播时间表

不同天气条件 播出时间 播出时次

正常天气
06:00、08:00、09:00、11:00、15:00、

16:00、17:00、20:00、21:00、22:00
共 10 个整点时次

特殊天气 比正常天气增加 23:00 共 11 个整点时次

省局启动二级及

以上应急响应时
比正常天气增加 23:00、24:00、01:00 共 13 个整点时次

（十二）北斗卫星

通过海南省气象局海洋渔船气象信息卫星发送系统发

送海洋预报预警信息。

服务内容：提供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

中沙和南沙群岛附件海面的海洋天气预报，海上预警和海上

预警信号等气象信息。

获取途径：轮船上安装北斗船载终端并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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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报刊

提供天气预报、气象专题报道、热点天气气候事件解读、

气象科普等信息。

获取途径：海南日报、海口晚报、海南特区报、南国都

市报、国际旅游岛商报等。

（十四）气象政务服务

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公共服务、其他权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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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6项政务服务事项，公众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办理。

服务内容：

行政许可8项：1.迁移除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站、

国家基本气象站以外其他气象台站的审批；2.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3.除电力、通讯

以外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资质认定；4.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资质延续、降低等级或者注销认定；5.取得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资质单位发生合并、分立以及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变更的资质核定；6.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站和国

家基本气象站迁建行政许可初审；7.取得资质的单位，因遗

失、损毁等原因补办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核实补发；8.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发生

变更的资质证变更。

行政确认1项：雷电灾害鉴定。

公共服务1项：外省（自治区、直辖市）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资质的单位在本省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登记。

其他权力 6 项：1.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气候可行性

论证报告审查；2.对外国组织和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参与或

者从事气象活动的审核转报；3.涉外气象探测站（点）设立

审核转报；4.向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参加世界气象组

织全球和区域交换站点以外的气象资料审批；5.气象信息服

务单位备案；6.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迁移、撤销本部门或者本系统气象台

站的，迁移、撤销备案。

获取途径：

1.窗口办理：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综合窗口（电话：0898-6532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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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上办理：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办理

https://wssp.hainan.gov.cn/hnwt/department

https://wssp.hainan.gov.cn/hnwt/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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