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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全球科技高度发达,经济突飞猛进,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逐渐增多,必然会导致气象灾
害呈现多发、频发的现象,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本文综合分析广东省部分沿海地区的主要气象灾
害危害、特征和主要气象灾害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而探讨该如何科学合理制定气象灾害防御
措施与应对手段,以期提升防范气象灾害发生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气象灾害对生命财产造成的
损失。
[关键词] 气象灾害；防御措施；防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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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highly developed, the economy is advancing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by human being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leading to frequent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which must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hazar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in some coastal area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n discusses how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response mea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prevent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and minimize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caused by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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