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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已经逐步重视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做好决策气象服
务工作,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该服务的具体内容。气象部门决策层在生产、指挥以及防灾减灾的重
要环节,涉及到社会经济稳定建设,其属于一种高水准以及综合性的特殊的气象服务。如何做好决策气象
服务是面临的新问题。本文则对决策气象服务工作简要分析,以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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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cision-making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ork
Yanxin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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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relevant national departments have graduall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cision-making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ork.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In the important links of production, command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e decision-making layer of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involv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which belongs to a high-level and comprehensive speci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How to
make a good job of decision-making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s a new problem.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decision-making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ork to provide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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