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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廊坊

廊坊启动主城区教育扩容提质三年攻坚
计划投入资金44.51亿元，对主城区教育资源进行大幅度补充、提升

固安：生态之城崛起创新高地

安次区

推出系列廉政
文化宣传作品

市本级行政执法
事 项 清 单 公 示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张 淼 记 者 解 丽
达、孟宪峰）10 月 24 日，位于廊坊市安
次工业园的廊坊第一中学迁建工程现
场，6 栋框架结构的教学楼、宿舍楼主体
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楼内隔断墙
施工。校长徐永辉告诉笔者，规划中的
综合楼、体育馆、艺术馆、操场等建设项
目也陆续进入施工阶段。新一中建成后
将能容纳 90 个教学班约 4500 名学生，
为学校“打造省内一流高中”目标提供
充足的办学空间。

投资 6.01 亿元、规划建筑面积 10.65
万平方米的廊坊一中迁建工程，是廊坊
市主城区教育扩容提质三年攻坚行动投
资最大的项目。近日，廊坊市出台《主城
区教育扩容提质三年攻坚行动计划》，计
划从 2017 年至 2019 年，投入资金 44.51
亿元，对主城区教育资源进行大幅度补
充、提升，强力推进“四个一批”（即新建、
改扩建、迁建一批学校，维修改造一批学
校，提升打造一批智慧校园，调整补充一
批 教 师），努 力 实 现 教 育 保 障 跨 越 式
提升。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
的人口转移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就学需求大幅增长，廊坊主城区学校设
施不足、师资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党
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廊坊的教育发展还有很多欠
账，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
离，必须加快补齐短板。”廊坊市委书记
冯韶慧说，当前廊坊发展正处于历史机

遇最为集中的爆发期，处于实现跨越提
升最为有利的关键期，要强力实施教育
强市工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为廊坊率先走新路、奋力走前列、
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市提供坚实
的智力支撑。

据介绍，在“四个一批”建设中，新
建、改扩建、迁建学校数量共 59 所，其
中小学 34 所，初中 13 所，高中 2 所，幼
儿 园 7 所 ，职 业 院 校 3 所 ，建 筑 面 积
93.33 万平方米，计划投资 40.27 亿元；
维修改造学校共 61 所，计划投资 2.18
亿元；提升打造智慧校园 64 所，计划投
资 2.06 万元；调整补充教师 2382 名。其
中，2017 年，投入 12.1 亿元新建、改扩
建、迁建学校 20 所，投入 7895 万元维
修改造学校 29 所，调整补充教师 672
名。2018 年，投入 14.07 亿元新建、改扩

建学校 20 所，投入 8900 万元维修改造
学校 29 所，投入 1.2 亿元打造智慧校园
38 所，调整补充教师 780 名。2019 年，
投 入 14.11 亿 元 新 建、改 扩 建 学 校 19
所，投入 5000 万元维修改造学校 3 所，
投入 8600 万元打造智慧校园 26 所，调
整补充教师 930 名。

“孩子不仅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也是
整个廊坊的希望。让孩子从小受到良好
的基础教育，是每个家长的热切期盼，更
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廊坊市市长陈
平介绍，他们将按照“分级管理，分工负
责”的管理体制，以超常的举措、超常的
投入、超常的工作，强化协调联动、共同
推进，全力推进主城区教育扩容提质三
年攻坚行动实施，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保质保量
按时完成三年攻坚行动的规划任务，廊

坊市成立了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
导小组，市财政每年安排部分资金，按学
校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广阳、安次两
区适当进行奖补，保障学校建设投入。同
时，严格执行配建管理办法，依法依规审
批、管理住宅建设项目，督导住宅小区开
发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及标准配建教育设
施。实施“还利于民”行动，启动 2011 年
以来教育设施配建历史欠账清理、追缴
行动，对原有已确认需承担学校建设资
金的开发企业，按照建设标准统一收取
学校建设资金，统筹用于学校、幼儿园
建设。

据廊坊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薛
树林介绍，三年攻坚行动完成后，主城区
可新增小学学位 4 万个、初中学位 2.1 万
个、幼儿学位 2000 个。到 2020 年，全市
主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将得到基本解
决，满足学生就学需求。

三年攻坚行动完成后，主
城区可新增小学学位 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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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学 位 2000 个 。 到
2020年，全市主城区学校
大班额问题将得到基本解
决，满足学生就学需求

本报讯（记者孟宪峰）为加强廊坊市
中心城区（包含主城区、廊坊开发区、万
庄及九州组团）新建住宅区配套中小学、
幼儿园建设管理，保障教育设施规划建
设与市中心城区社会发展、人口增长相
适应，促进中心城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廊坊市制定出台《中心城区新建住宅区
配套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并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根据市中心城区教育适龄人口与居
住人口比例，办法确定了住宅区配套教
育设施的设置规模。在市中心城区范围
内，每 0.3 万至 1.2 万人口区域内设 4 至
12 班规模的幼儿园；每 1 万至 2 万人口
区域内设 18 至 30 班规模的小学；每 2 万

至 4 万人口区域内设 18 至 30 班规模的
初中。

按照要求，廊坊市中心城区新建住
宅区配套建设的教育设施应当与建设项
目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分期建设的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
应优先安排在首期建设，并与首期同步
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新建住宅区开发建
设单位应当在房屋销售现场和施工现场
公示配建教育设施的规划条件、开工及
竣工期限、无偿移交等内容。

办法规定，对擅自改变配套教育设
施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用途
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
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

配套教育设施建设的，由市、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
改或改正不到位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处罚，并将违法违规企业在廊
坊市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予以公示，
情节严重的列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黑名单。

此外，该市还将建立教育设施配建
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包括教育、
规划、国土、建设、财政、发改、房管、综合
执法和广阳区、安次区政府及廊坊开发
区管委会。广阳区、安次区政府和教育、
规划、国土部门作为联席会议召集人，召
集相关单位，研究解决教育设施配建中
存在的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张春娥、王猛 记者孟宪峰）“以
前要去西柳河村，得绕县城走坑坑洼洼的土路，近一
小时才能到；现在走这条新修的路 15 分钟便可到
达，方便多了。”10 月 23 日，文安县刘么管区董各庄
村民刘国臣开车走在新修的西柳河至董各庄的乡道
上，难掩心中的喜悦。

西柳河至董各庄的公路是文安县规划中的一条
重要乡道，道路修通后，大大缩短了该县东北部乡镇
与东南部乡镇的距离，相邻几个村近万名百姓受益。

近两年来，文安县将农村道路建设作为惠民生
的头等大事来抓，以创建环型路网，服务重点区域，对
接周边县市，打通断头路、瓶颈路，增加路网密度为重
点，举全县之力，为农村道路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据文安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伟利介绍，该县两
年来投资4.85亿元，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95个共计
238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徐巍）10 月 25 日，2017 中国焙
烤设备及原辅料秋季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拉开帷幕，霸州产业新城都市食品产业亮相此次国
内最大烘焙食品展。

霸州抓住发展契机，全力打造北方食品产业的
新地标。截至目前，已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益海嘉
里，“中华老字号”北京稻香村，新兴品牌新辣道、海
底捞，知名品牌北京四季香等龙头企业入驻。

霸州着力发展休闲与烘焙食品、“中央厨房”两
大重点。休闲与烘焙食品方面，依托北京产业外溢趋
势，优先引入休闲与烘焙食品产业龙头企业，强化区
域产业特色；“中央厨房”面向北京大型连锁餐饮企
业，以共享型中央厨房打造为特色，搭建食品配餐、分
拣全链条配套体系。

目前，霸州市已拥有涵盖19个门类的食品加工
企业42家，一批都市食品品牌声名鹊起。2016年，全
市食品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9 亿元，纳税 1.32
亿元，成为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产业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张晓伟、刘杰）近年来，廊坊紧密
结合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力
推进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高
技能人才培养。截至目前，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15.4
万名，其中高级技师 809 人，技师 6901 人，高级工
20147人，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廊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培养工
作，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实施“产业蓝领技术革新能
力提升工程”，努力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能人才、特
别是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使高技能
人才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该市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创建、技能
比武竞赛”等重大评比竞赛活动为载体，积极搭建高
技能人才选拔和展示技能成果的舞台。

目前，全市有技工类学校 6 家，职业培训机构
100余家，毕业生就业率达100%。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 记者孟宪峰）打开廊坊市
政府网站，在《行政执法公示》栏目点进去，廊坊市
8743 名行政执法人员清单一览无余，包括单位、姓
名、职务、证件号码等信息均能查到⋯⋯近日，廊坊
市政府法制办联合市编办、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
工商局等单位对全市《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进行集中
审核，编制完成市本级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并在廊坊
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各部门网站公示。

在清单编制过程中，从行政执法的编码、类别、
名称、依据等方面，研究制定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合法
性审查标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经部门法制机构初
审后，编制小组对照审核标准，对清单的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执法主体、办理时限等进行逐项审查。

为切实推动执法事项公开透明清晰、规范高效，
廊坊在《河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的基础上，对公
示内容、专栏设置、公示形式等进行了细化。为方便
社会查询，在各部门网站公示的基础上，市政府门户
网通过汇总公开各执法部门的公示网址，有效形成
清单公示的完整链条。

全市技能人才
达 15.4 万 名

霸州

重 点 发 展 休 闲
与烘焙食品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王正瑾 记者孟宪
峰）近年来，安次区紧跟时代形势，利用
多种宣传形式，在基层唱响了“崇廉拒
腐”的主旋律。

从解决“不想看、听不进”问题入
手，由枯燥乏味、教条呆板向润物无声、
入脑入心转变，该区创作推出的“一问
责八清理”沙画广告和具有嘻哈风格的
防腐神曲《领导，你伤不起》等作品，令
广大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普遍接受
党性洗礼、纪律教育。

针对“看不懂、悟不透”问题，该区
由繁而杂、大而全向短平快、小而精转
变，采取漫画、诗词、讲故事的形式，创
作了小书签、口袋书、年历卡、信访小人
书等一系列廉政文化宣传作品，增强廉
政文化宣传的实用性、针对性、时效性。

此外，该区还打破单一手段，由少数
参与向现代多元、全员发动转变，在“廉洁
安次”微信、“安次廉韵”微博、纪检监察
网等媒体平台，设立有声悦读、曝光台、
基层廉音等30余个特色栏目。今年以
来，各类栏目的关注人数已超过3万人。

本报讯（通讯员刘建生、门丛硕 记
者解丽达）为加快推进廊坊市协同创新共
同体建设，加速京津科技成果孵化转化，
10 月 10 日，廊坊市科技局认定 22 家基地
为“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这份名单里
的前四名都来自固安产业新城——清华
大学（固安）中试孵化基地、固安卫星导航
产业港、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港、固安
智能网联汽车系统创新基地。多年来，固
安县聚焦绿色高端产业，打造宜居宜业的
生态之城，正在成长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创新高地。

本世纪之初的固安，还是一个典型的
传统农业县。县域工业的“四大支柱”与

“绿色”更是不沾边儿——钓具、肠衣、滤
芯、塑料等，传统的低端产业使固安与一
河之隔的北京郊县差距巨大，一度是“抱
着金碗讨饭吃”。

近年来，固安把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
强县作为强大引擎，强力引进培育创新主
体，大力发展创新平台，围绕打造“全球技
术商业化中心”，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争
创工作，加快基金小镇等资本平台建设，
加快各种创新孵化器平台建设，打造“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接力式孵化
体系，吸引京津冀科技成果到固安孵化转
化。

10 月 15 日上午，云谷（固安）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
在进行厂房外立面的装修。该项目主体
结构于 8 月底封顶，比预计工期提前一个
月，创造了行业主体结构建设最快速度。

“我们公司研发的手机柔性全面屏马上就
要正式上市，这一新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
供货商的垄断！”项目负责人张德强介绍，
云谷（固安）项目总投资额近 300 亿元，产
品将以柔性屏幕为主，广泛应用于智能穿
戴、手机、VR 显示和专业显示等应用领
域。这一“超级工程”不仅填补了河北“新
型显示”产业空白，还将在国际竞争中“独
领风骚”。

如今，以云谷（固安）项目为代表的绿
色新兴产业在固安持续壮大，京东商城订
单处理中心、鼎材 OLED 等高端项目投产
达效，京东方、航天振邦等项目持续发展，
全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五年翻两番。

“借助京津科技创新资源，对接全球技术，
固安打通技术商业化全链条，努力打造全
球技术商业化中心。”廊坊市委常委、固安

县委书记杨培苏介绍，该县以引进重大龙
头项目及产业配套项目为重点，着力培育
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商贸
物流、生物医药五大新支柱产业。五年
来，固安县累计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307
个，争列省重点项目 33 个，总投资 1678.5
亿元，数量和投资总额均居全省前列；三
次产业结构由 32.1:40:27.9 调整为 15.4:
24.1:60.5。

在客商们的眼里，今日固安是“绿色”
的。依托生态修复、绿色屏障生态规划、
三大生态治理工程，固安与北京进行全方
位生态对接，打造平原森林城市，形成生
态建设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构建起产业
新城生态绿色的城市底板。该县不仅在
廊坊率先跻身“国家园林县城”行列，日前
还顺利通过省住建厅“洁净城市”验收，获
评省级“洁净城市”荣誉称号，成为廊坊市
唯一上榜城市。该县大力发展生态环保
型产业，凡是不符合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环保不达标的项目，都被坚决拒之门外。

城在园林里，人在画卷中——走进
今日固安，大片的绿色尽收眼底，让人恍
若置身在一座城市公园中。宽阔平坦的
道路两旁，树木枝繁叶茂。以自然生态
资源为背景，永定河沿线、大广高速、106
国道、县城外环线 4 条生态绿廊为纽带，
以城市公园、街心花园、庭院绿地为点缀
的网络化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形成了广
阔的城市“绿肺”。在固安，你可以在欧
洲风情式的商业街区漫步，到星级酒店
享用全球各地美食，到大剧院欣赏高雅
剧目，还能享受与北京同城的教育、医疗
等优质资源。

“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
乡一体”——固安不仅变得宜业宜商，更
加宜居宜游。绿色生态的生产生活环境，
绿色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开创了固安绿
色发展的全新境界，支撑起固安产业新城
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产业高度
聚集、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生
态之城日益崛起为京南创新高地。

10 月 25 日，广阳区在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举办 2018 届毕业生秋季招聘会，近百家用人
单位共提供1100多个就业岗位。

冯 涛摄

中心城区新建住宅区配套
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出台

固安县的党员
志愿者在向村民宣
讲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 的 民 生 保 障 政
策。

近日，固安县
组织党员志愿者深
入 农 村、社 区、企
业，通过开展学习
会、讨论会等形式，
向广大群众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

门丛硕摄

文安

实施95个农村
公路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