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气象 局
湘气函〔2020〕171号

湖南省气象局

关于印发《湖南省气象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气象局，省局各直属单位、各内设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国气象局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气象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做好我省气象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工作，省局组织制定了《湖南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实施方案》，现予印发，请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附件：湖南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方案

湖南省气象局

  2020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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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国气象局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气象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决策部署，推进我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工作，依据《全国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中气

函〔 2020 〕 130 号）和《湖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总体方案》，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普查，摸清气象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全面客观

认识全省气象灾害风险水平，提升气象灾害风险预报预警和管

理能力，为地方政府及各部门有效开展气象灾害防治工作提供

科学决策依据。本次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的目标是：

（一）获取我省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信息；通过信息共

享，掌握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

资源和环境等重要承灾体信息，历史灾害信息，以及重点隐患

情况，查明区域气象抗灾能力和减灾能力。

（二）以调查为基础、评估为支撑，客观认识当前全省

主要气象灾害的风险水平，科学预判气象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和

特点，形成气象灾害风险区划。

（三）通过实施普查，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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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立分类型、分区域、分层级的气象灾害风险数据库以

及多尺度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制图、风险区划的技术方

法和模型库，建立完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和评估业务。

二、实施原则

政府主导，地方负责。各级地方政府是落实本地区气

象灾害风险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本地区普查工作的组织

实施，协调解决重大事项。

突出重点，分类施策。此次普查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

单元，开展气象灾害致灾因子调查和评估，开展气象灾害风险

评估和区划。承灾体调查和评估、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由其他

相关部门承担，气象部门通过共享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并开展应

用。

统一设计，规范实施。强化顶层设计，明确普查工作

任务和要求，统一普查技术标准规范，统一系统平台，集中开

展培训，确保全国按照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展普查

工作。

试点先行，分步实施。 2020 年为普查前期准备与试

点阶段，在安化县、石门县、长沙县组织开展试点；2021 年

至 2022 年为全面调查、评估与区划阶段，完成全省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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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调查和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汇总普查成果，开展成果应

用。

统筹集约，避免重复。要充分利用各地已开展的气象

灾害风险普查的成果，统筹做好相关信息和数据的补充、更新

和新增调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普查。要充分利用山洪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普查的成果，强化与气象信息化工作的对接融合。

结果导向，强化应用。坚持边普查、边应用、边发挥

效益的原则，充分应用普查成果提高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服务能

力。

三、气象灾害普查范围与内容

（一）普查灾种

根据我国气象灾害种类的分布、影响程度和特征，本次

普查的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干旱、台风、高温、低温、风雹、

雪灾、雷电等 8 种。

（二）普查时空范围

普查空间范围：灾害风险普查实施范围为全省 14 个

市州122个县市区，不设气象机构的县市区气象灾害风险普查

任务由所辖市州局承担。

普查时间范围：气象灾害致灾因子调查收集 1978 年

至 2020 年连续的数据资料。如建站时间晚于1978 年，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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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建站以来至 2020 年的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普查内容

根据《湖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

案》，气象部门主要负责气象灾害致灾调查和评估，气象灾害

的风险评估与区划两部分。

1. 气象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开展气象灾害的特征调查和

致灾孕灾要素分析，针对主要气象灾害引发的人口伤亡、农作

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等影响，全

面获取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信息、特定承灾体致灾阈值，

评估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危险性等级，建立主要气象灾害省、

市、县三级危险性基础数据库。编制省级 1:25 万、市县级

1:5 万或 1:10 万主要气象灾害危险性区划等专业图件。

2.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针对暴雨、干旱、台风、高温、低温、风雹、雪灾和雷

电灾害，评估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经济产值、房屋建筑、基

础设施等主要承灾体脆弱性，评估不同重现期危险性水平下省、

市、县三级各类承灾体遭受主要气象灾害的风险水平，编制各

类气象灾害的风险区划方案。

— 6 —



四、普查成果

（一）主要成果

1. 数据成果

包括主要气象灾害风险要素调查数据。通过与其他部门

共享普查信息，掌握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

害、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要素调查数据，主要承灾体调查数据、

历史灾害调查数据、综合减灾资源调查数据以及主要灾种重点

隐患数据，形成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

2. 图件成果

各级气象灾害致灾孕灾要素分布与危险性评估图谱等，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图谱，形成图谱数据库。

3. 文字报告类成果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文字报告，包括各类、各级风险评

估报告，数据成果、图件成果、风险评估报告等各类成果分析

报告，普查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专题及综合类工作和技术总结

报告。

4. 软件系统成果

包括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数据采集、数据质控、评估与区

划、制图以及集成与可视化服务平台、数据平台系统本地化部

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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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汇交

主要包括调查数据类成果、评估与区划图件类成果、文

字报告类成果。按照成果汇交要求和规范，各级气象部门逐级

向上纵向汇交各类成果，横向汇交同级普查办，由省局汇交省

普查办。成果汇交工作依托普查软件开展。

五、普查任务及进度安排

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一）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的准备（ 2020 年）

1. 制定普查实施方案。制定《湖南省气象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明确普查的目标、任务、内容及各级分

工，印发执行。

责任单位：减灾处，省气候中心

时间节点： 9月底

2. 经费测算和申请。完成 2021 年气象灾害风险普

查省本级预算的测算和申请，报省财政厅。

责任单位：计财处，省气候中心

时间节点： 10 月底

3. 标准规范培训。组建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技术团队，

学习培训 8种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和区划的技术规范，明确普查

的内容、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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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省气候中心，各灾种技术组

时间节点： 10 月底

4. 启动试点任务。制定普查试点工作方案。按照气

象部门独立普查、联合其他部门共同普查、需要相关数据支撑

（明确数据的种类、数据的属性）三个方面制定各灾种普查任

务表格，开展普查。发现问题，及时完善（详见附件）。

责任单位：省气候中心，各灾种技术组，益阳市气象

局、常德市气象局、长沙市气象局、安化县气象局、石门县气

象局、长沙县气象局

时间节点： 10 月底

5. 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系统部署应用。对接山洪地质

灾害风险普查系统，部署应用气象灾害数据采集、质量控制与

审核系统，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系统，实现普查数据的传输和

汇集。

责任单位：省信息中心、省气候中心

时间节点：

2020 年 11 月，部署应用采集系统和数据质控系统。

2021 年，部署应用风险评估和区划系统。

（二）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的实施（ 2020 年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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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展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梳理历史气象灾害事件，

制定客观化的气象灾害事件识别指标。开展8类气象灾害危险

性致灾因子调查。

责任单位：省气候中心，各灾种技术组，各市州气象

局

时间节点：

2020 年 12 月底，完成安化、石门、长沙县气象灾害

风险普查。

2021 年底，完成全省各级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和数据汇

交。

7. 建立综合灾害风险数据库。基于气象大数据云平

台，建立各灾种气象灾害风险数据库,实现综合灾害风险数据

的统一管理。

责任单位：省信息中心、省气候中心，各灾种技术组

时间节点： 2021 年底

8. 开展数据的共享。加强与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各技术组的沟通，强化水旱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海洋

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数据的共享以及人口、经济、基础设

施、房屋建筑等承灾体数据的共享。

责任单位：减灾处、观测处，省气候中心、省气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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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信息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各市州气象局

时间节点： 2021 年底

9. 开展气象灾害危险性区划。针对承灾体，评估主

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危险性等级，建立主要气象灾害省、市、

县三级危险性基础数据库。编制省级1:25 万、市县级1:5 万

或 1:10 万主要气象灾害危险性区划等专业图件。

责任单位：省气候中心、省信息中心，各灾种技术组，

各市州气象局

时间节点： 2022 年底

10.完善气象灾害风险区划。针对 8种气象灾害，评

估人口、经济、房屋建筑、基础设施等主要承灾体脆弱性；评

估不同重现期危险性水平下省、市、县三级各类承灾体遭受主

要气象灾害的风险水平，编制各类气象灾害的风险区划方案。

责任单位：省气候中心，各灾种技术组

时间节点： 2022 年底

（三）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结果的应用（ 2021 年至

2023 年）

11.开展气象灾害风险大数据分析。开展气象灾害风

险大数据分析，建立分灾种气象灾害承灾体信息及针对特定承

灾体的致灾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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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省气候中心、省气象台、省信息中心，各

市州气象局

时间节点： 2021 年至 2023 年

12.完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预警业务。基于气象灾害

风险区划和致灾阈值，综合承灾体数据，完善针对承灾体的气

象灾害风险综合评估和预警业务。

责任单位：省气象台、省气候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

各市州气象局

时间节点： 2021 年至 2023 年

13.开展气象灾害风险产品的应用。利用气象灾害风

险评估产品，开展针对防灾减灾决策部门，重点行业用户的气

象灾害影响服务，拓展气象灾害风险产品在专业领域的应用。

责任单位：省气象台，省气候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

各市州气象局

时间节点： 2021 年至 2023 年

六、普查职责分工

根据工作内容和性质，全省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分省、市、

县三级实施。主要分工如下：

省级：编制全省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组织开

展全省普查宣传和培训工作；组织开展全省普查数据收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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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审核、分析，为市县两级提供全省气象灾害致灾因子数据；

负责省、市、县三级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研制工作；负责

全省普查数据成果审核汇集，形成省级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成果。

市级：负责指导本地区所属市、县开展气象灾害风险

普查工作；负责承担不设气象机构的县（区）气象灾害风险普

查工作；负责本地区普查数据成果审核汇集，形成市级气象灾

害风险普查成果。

县级：根据省级提供的气象灾害致灾因子数据，负责

本地区气象灾害致灾因子（气象数据）的审核、补充、上报、

汇交。通过整理历史灾情资料、档案查阅、现场勘查（调查）、

与其他部门共享普查信息等方式获取本地区历史气象灾害信息，

开展历史气象灾害信息的校对、补充和上报。加强与本级政府

和相关部门的沟通，获取承灾体信息并上报。

七、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

成立湖南省气象局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协调解决气象灾害风险普查重大事项，督促和检

查气象灾害风险普查任务的实施。

（二）强化技术指导

成立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技术组，暴雨、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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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高温、低温、风雹、雪灾和雷电灾害8 个技术分组和信

息技术组。负责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工作的技术指导，编制气象

灾害风险普查培训，开展技术培训和普查系统开发和数据库建

设等工作。各市州可根据实际，成立相关技术团队，加强气象

灾害风险普查的技术支撑。

（三）落实经费保障

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以地方保障为主，省本

级相关支出由省局争取省财政支持。各地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灾

害风险普查工作相关支出需争取地方财政支持。

（四）加强沟通协作

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层级，既要

采取措施强化部门内的上下协同，也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横向

沟通，确保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工作融入全局，取得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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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局领导。

公开属性：内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