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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将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2000平方公里以上

本报讯（记者马建敏）近日，新版河
北省《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
出台（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政府制定价格的范围主要为重要公
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自然垄断经营的
商品和服务等，具体以《河北省定价目
录》为准。制定价格应当依据有关商品
和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
能力。商品和服务价格与国际市场价
格、替代商品和服务价格联系紧密的，可
以参考相关价格。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
则制定。

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和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
政府（以下简称定价机关）依法制定或者
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
和服务价格水平以及定价机制的行为，
适用本实施细则。《实施细则》规定，定价
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社会
各方面的反映以及价格执行期限等，适
时制定价格。制定价格时应当履行价格
调查、成本监审或者成本调查、听取社会
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作出制定
价格的决定等程序。依法应当开展成本
监审、专家论证、价格听证、风险评估的，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制定价格时，还应
当对市场供求、社会承受能力进行调查，

分析对相关行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对列入《河北省成本监审目录》依法

应当开展成本监审的，按照成本监审的有
关规定执行，未经成本监审的，不得制定
价格。制定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商品和
服务价格时，定价机关应当邀请有关方面
的专家进行论证，与拟制定价格项目的经
营者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不得邀请。对列
入《河北省价格听证目录》以及其他依法
应当通过听证方式征求意见的，按照价格
听证的有关规定开展听证，未经听证不得
制定价格。对不实行听证的，定价机关可
以选择座谈会、书面或者互联网公开征求
意见等形式，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
方面的意见。制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重要公用事
业和民生价格，在制定价格草案形成后，
应当开展风险评估。

《实施细则》还规定，制定价格的决
定实施后，定价机关应当对决定的执行
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测，建立动态调
整机制。制定价格文件有效期一般为 3
年。期间，如果制定价格的依据发生重
大变化，定价机关应当适时调整价格。
经营者、消费者、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方
面可以向定价机关提出制定价格的建
议。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定价机关应当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通过政
府或部门门户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制定
价格的决定。

新版河北省《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明起施行

定价时要进行成本监审或调查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
省水利厅获悉，今年，我省将
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扎实推进水生态综合治
理和修复保护，以燕山—太
行山和坝上地区为重点，以
小流域为单元，合理配置工
程、植物、保护性耕作等综合
治理措施，年内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2000平方公里以上。

为有效拓展我省水生态
环境容量空间，今年我省将
坚持从源头抓起，采取“调
水、控源、净湖、清河、修复”
等措施，加快推进永定河、滹
沱河、白洋淀、衡水湖等重点
河湖综合整治，积极争取实

施一批河湖水系连通生态示
范工程，推动大运河水系生
态修复；支持有条件的市县
开展区域内河道综合整治，
组织开展农村河渠专项整治
和坑塘清淤整治。继续抓好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责任落
实，提出全省分流域、分区
域、分阶段水功能区限制排
污总量控制目标，开展入河
排污口规范整治专项行动。
继续推动做好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开
展水功能区达标状况评估，
逐步扩大水功能区监测范
围，确保年内水功能区达标
率达到64%。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日
前 从 河 北 水 务 集 团 获 悉 ，
2017 年，我省完成长江水供
应 9.66 亿立方米，超额完成
省政府提出的 9.25 亿立方
米的年度供水计划任务。

截至目前，我省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 2056
公里输水管线全线贯通，已
具备年消纳30.4亿立方米规
划分水量的能力。全省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近 600 亿元，在中线工程沿
线四省市中，我省南水北调
配套工程投资规模最大、输
水管线最长、新建水厂最多。

根据省政府印发的《关
于建立健全水价调整补偿机
制的意见》，我省将实行最低
引江水量计划管理，分年度
逐步落实国家分配给我省的
南 水 北 调 规 划 水 量 ，力 争
2020 年前具备完全消纳分
配水量的能力。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
1 月 30 日上午，2018 年 1 月

“河北好人榜”入选名单发布
仪式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在石家庄市井
陉县举行，高忠海等30个好
人（群体）以平凡大爱感动公
众，光荣上榜。

“河北好人榜”1 月入选
名单，助人为乐类：李化璟

（石家庄），霍占军（张家口），
郭金荣（秦皇岛），刘小宋（唐
山），邸浩然、王旭（保定），曹
国营（沧州），李学彬（邯郸），
王印芬（邯郸）。诚实守信
类：郭海川（秦皇岛），杨永达

（沧州）。见义勇为类：王子
卓（石家庄），徐维、陈宝生、
赵延芳（张家口），孟德军（唐
山），方润涛（唐山），王德伍

（廊坊），石磊（保定），姚国军
（沧州），马清龙（邯郸）。敬
业奉献类：尹海军（石家庄），
高忠海（石家庄），王启华（唐
山），段小户（保定），孙建宏

（邢台），董玉森（邯郸）。孝
老爱亲类：樊江华（石家庄），
师智明（张家口），尚文红（秦
皇岛），肖凤兰（秦皇岛），焦
福山（廊坊），李凤杰（沧州）。

本次活动由省文明办
主办。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
近日，我省首针HPV疫苗（宫
颈癌疫苗）接种仪式在石家庄
市长安区胜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举行，标志着宫颈癌疫苗
正式登陆河北。省疾控中心
专家提醒广大女性，如有需
要可就近到预防接种点预约
接种。

据介绍，HPV 疫苗分两

种：一是两价 HPV 疫苗，适
宜接种人群为9至25岁的女
性，接种程序为 0、1、6 月各
接种一针次，共接种 3 针次。
二是四价HPV疫苗，适宜接
种人群为20至45岁的女性，
接种程序为 0、2、6 月各接种
一针次，共接种 3 针次。目
前，宫颈癌疫苗在我国属于
第二类疫苗，需要自费接种。

去年我省完成长江水
供应 9.66 亿立方米

“河北好人榜”1月榜单发布

宫颈癌疫苗登陆河北
女性可到预防接种点预约接种

本报讯（记者王成果 通讯员张
辉）2018 年春运将于 2 月 1 日启动。
石家庄火车站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
站将发送旅客 411.61 万人次，同比增
长18.66万人次，增幅4.75%。

节后客流高度集中

石家庄火车站预计，春运期间，客
流将呈现节前相对分散、节后高度集
中的特点。

节前客流以探亲流和务工返乡流
为主。农历正月初六，将迎来第一个
返程客流高峰。农历正月十五之后，
客流逐渐上升，主要以探亲返程客流、
务工客流、学生返校客流为主。

根据目前售票情况看，预计节前第
一个客流高峰日为2月2日（农历腊月十

七），第二个客流高峰日为2月3日（农历
腊月十八）。节后第一个客流高峰日为3
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第二个客流高峰
日为3月4日（农历正月十七）。

增开33对旅客列车

春运期间，石家庄火车站计划增
开 33 对旅客列车。其中，高铁列车
11.5对，普速列车21.5对。

石家庄站增开的高铁列车，主要
开往北京、信阳、武汉、郑州、兰州、宝
鸡、西安等地。增开的普速旅客列车，
主要开往北京、邯郸、重庆、成都、汉
口、洛阳、郑州、襄阳等地。

增开学生、务工人员购票专口

春运期间，石家庄站共设置人工

售票窗口38个，客流高峰时会全部开
放。同时，车站还增设了 9 台自动取
票 机 ， 使 自 动 售 （取） 票 机 达 到
75台。

增开学生、务工人员购票专口。
石家庄站、石家庄北站、石家庄东站及
下辖八个高铁站均设立了学生购票窗
口，石家庄站、石家庄北站、邯郸东站、
邢台东站、保定东站、定州东站还设立
了务工人员服务专窗。

可“刷脸”检票进站

开通自助实名制核验通道。春运
期间，石家庄站南落客平台进站口将
增设2台人脸识别自助检票设备，旅客
可“刷脸”检票进站，以压缩验证验票
时间。

本报讯（记者刘荣荣）春节临近，出
境游将迎来高峰。日前，省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发出提示，在国外如遇紧急情
况，可申请领事保护。

据介绍，领事保护是指中国政府
和中国驻外外交、领事机构维护海外
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及正当权益的工
作。我国目前有 260 多个驻外使领
馆，他们都是实施领事保护的主体。
领事保护主要包括：人身安全、财产
安全、必要的人道主义待遇，以及与

我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持正常联系的权
利等。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提示中
指出，出行前要认真检查护照有效期

（剩余有效期应在一年以上）、空白页
（应有两页以上），办妥目的地国入境
签证和经停国家过境签证，确定是否
应携带疫病预防接种证明以备进入目
的地国的边境检查。同时，建议将护
照资料页复印，复印件背后写清紧急
情况联系人的姓名、地址、电话，一

份本人随身携带，一份留在国内直系
亲属处。提示还建议出行前以及在海
外居留期间，购买必要的人身意外、
医疗保险等。入境后，尽量避免携带
大额现金出行，如必须携带，入出境
时必须按规定向海关申报，并注意目
的地国外汇限制。慎重选择携带个人
物品，在海关规定允许的范围内选择
所携带药品的品种和数量，避免携带
违禁物品。

在国外遭遇恐怖袭击、严重自然

灾害、政治动乱等紧急情况时，应如
何寻求领事保护呢？省人民政府外事
办公室提示说，首先应立即与就近的
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取得联系。如你的
家人在国外失去联系，请立即与中国
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

此外，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还提
示说，外交部推出的 12308 热线提供
24 小时服务，在遇到涉及人身安全和
合法权益维护问题时，可第一时间提供
及时、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春节临近出境游将迎高峰，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发出提示

在国外如遇紧急情况可申请领事保护

2018年春运明日启动 石家庄火车站增开33对客车

石家庄站可“刷脸”检票进站

1 月 30
日，石家庄
火车站馨桥
爱心服务区
工作人员正
在补充常备
药物，以便
在春运期间
更好地服务
旅客。

记者
赵 杰摄

本报讯（记者高珊）2018年春运来
临前夕，省交管局根据历年春运期间
交通情况，汇总并公布了春运期间我
省 106 处易发生交通事故危险路段和
135 处易出现拥堵路段，提示广大驾驶
人合理安排出行，防范交通事故风险。

据预测，春运期间，全省高速公路
易发生交通事故危险点段 13 处，分别
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147公里、京
港澳高速 204 至 205 公里、大广高速
1692 公里附近、大广高速广州方向
1600 至 1602 公里、京台高速 43 至 45
公里、沿海高速秦皇岛方向 51 至 53 公
里、京哈高速 288 至 291 公里、石太高
速314至315公里、邢汾高速山西方向
33至38公里、京新高速北京方向93至
102公里、石黄高速98至99公里、京沪
高速北京方向 151 至 153 公里、长深高
速长春方向940至943公里。

另据省交管局研判分析，2 月 8 日
（小年）和 2 月 15 日（除夕）为返乡高
峰，春节七天长假和元宵节的后两天
为返程高峰。受小客车免收通行费影
响，京哈、京沪、大广、京港澳高速公路
和 102、106、107 国道等路段流量将趋
于饱和，在事故多发路段、施工路段、
交通枢纽路段、城市出入口等地易形
成堵点。其中，2 月 13 日、14 日和 15
日（除夕）驶离京、津的车流量较大，尤
其是京沪青县段、京港澳保定段，大广
固安段易造成短时拥堵缓行；2 月 20
日（正月初五）、21 日（正月初六），京沪
青县段、大广固安及衡水段、京港澳保
定段、京哈香河段、京藏怀来段、京承
金山岭段、石黄藁城段等路段易出现
交通拥堵；3 月 3 日（正月十六）、4 日

（正月十七），京沪青县段、京港澳保定
段、京藏怀来段、大广固安段易造成短
时拥堵缓行。

我省春运期间易发交通事故危险
路段和易拥堵路段详情已在河北公安
交管网公布。

春运期间

这些路段易堵
或易发生事故

本报讯 （记者刘清波 通讯员郜玉
乔、何菲） 为进一步加强各级财政安排
的扶贫资金在县、乡、村支付环节的监
控，保障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日前，省财政厅印发 《河北省财政
扶贫资金支付监控暂行办法》。根据该
办法，县级扶贫资金使用主管部门对扶
贫资金支付到扶贫对象个人、扶贫项目
实施单位的，分别建立扶贫个人资金、
扶贫项目资金联签联审的“四联签”确
认制度。

扶贫个人资金的“四联签”确认，
按以下程序进行：扶贫资金支付到扶贫

对象个人的银行卡后，县级扶贫资金使
用主管部门将资金支付明细表、代理银
行提供的拨款明细回执单 （代理业务清
单）、《XX 县财政扶贫资金四方联签单

（扶贫对象个人）》 一并提交乡镇，由
包村干部以村为单位，按照村务监督委
员会 2 名成员、村两委各 1 名负责人、
乡镇包村干部及负责人、县级扶贫资金
使用主管部门资金支付主管人及负责人
的顺序进行审核确认，并在 《XX 县财
政扶贫资金四方联签单 （扶贫对象个
人）》 上签字盖章后，四方各留一份。
其中，县级扶贫资金使用主管部门作为

资金支付记账凭证，其他三方视同会计
资料保存。

扶贫项目资金的“四联签”确认，按
以下程序进行：扶贫项目实施单位提出
每个项目最终一笔资金的支付申请时，
将资金支付申请书、已收到项目资金明
细表、《XX 县财政扶贫资金四方联签单

（扶贫项目实施单位）》一并提交，按照项
目实施单位、项目所在村的村两委各 1
名负责人、乡镇包村干部及负责人、县级
扶贫资金使用主管部门资金支付主管人
及负责人的顺序进行审核确认，并在

《XX 县财政扶贫资金四方联签单（扶贫

项目实施单位）》上签字盖章后，四方各
留一份。其中，县级扶贫资金使用主管
部门作为授权支付记账凭证，扶贫项目
实施单位作为收款记账凭证，其他两方
视同会计资料保存。

办法明确，县级扶贫资金使用主管
部门应组织联签各方，对扶贫个人资金
实施定期监督检查，对扶贫项目资金按
项目实施进度进行监督检查。县级财政
部门、县级扶贫资金使用主管部门、乡镇
应建立财政扶贫资金支付监控协调机
制，加强联签联审工作，确保财政扶贫资
金支付安全。

《河北省财政扶贫资金支付监控暂行办法》印发

“四联签”制度筑牢县级扶贫资金监控网

本报讯（记者马利）1 月
30 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2018 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美术类专业统考评卷和
分数登统工作已全部结束。
考生可登录河北师范大学招
生 信 息 网（网 址 ：http://
zsjy.hebtu.edu.cn/zsw/）
查询考试成绩。我省美术类

专业统考本科合格线为 180
分（其中 2 门科目各不低于
60 分），专科合格分数线为
160分。

考生报考对美术技能有
专业考核要求且符合教育部
艺术类专业设置规定的专业
均须参加我省美术类专业统
考并合格。

今年我省高招美术类
专业统考合格线划定

7条段高速预计今年开通
包括曲港高速、唐廊高速唐山段等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从
1 月 30 日河北交投集团召
开的 2018 年工作会议上获
悉，由该集团负责投资建设
的太行山高速 5 条段、曲港

（曲阳至黄骅港）高速、唐廊
（唐山至廊坊）高速唐山段等
7 条段共计 418 公里高速公
路，预计今年建成通车。

曲港高速建成后，将西
联山西省，北接张家口市，成
为我国西部地区、我省北部
地区出海的快速通道。该条
高速公路还将结束安国、博
野无高速公路的历史。

太行山高速北起北京门

头沟，南接河南林州，贯穿太
行山区全境，在我省依次经
过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
台、邯郸市，覆盖了我省全部
太行山革命老区，辐射面积
约 26000 平方公里，高速沿
线有4A级及以上景区50多
个，是一条连接太行山区众
多旅游资源的快速通道。

唐廊高速唐山段全长
14.679 公里，此路段是我省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打通断头路、接通连接路的
重要工程项目之一。目前，
与此路连接的天津东段已建
设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