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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象灾害是当前我国第一大自然灾害,农业是受气象条件影响最大的产业,农民是气象服务最
广大的对象,气象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农村是气象服务工作最广阔的领域,
同时也是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最为薄弱的地方,尽管目前农村基本基础设施有了一定改善。但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较弱,信息的传递与广大农民对抵御自然灾害的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农业生产。本文从基层气象服务工作的现状出发,指出了基层气象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
高基层气象服务工作水平的几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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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is the first natural disaster in our country,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dustry influenced by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farmers is the most gene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bject.
The quality of 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income of
peasants, and r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ork is the most extensive field and the weakest areas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some improvement in rural basic infrastructure, the
ability to resist natural disasters is weak,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urgent needs of farmers to resist natural disaster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which restric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a large exten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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