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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何
菲、邢利）6 月 1 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我省将
稳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
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
步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
衡、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和保障机制。

据了解，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
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任务和责任，支出责任是政府履
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合理
划分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

容，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
质 量 和 水 平 。” 省 财 政 厅 相 关 负 责
人说。

该方案从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和发展需要、需优先和重点保障的主要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着手，将中央已明确
的 8 大类 18 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
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确定为省与市、
县共同财政事权。

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方面，执行
中央制定国家基础标准，所需经费中央
与地方按6∶4分担；地方分担部分，省与
直管县（市）按3∶1分担，省与市、市管县

（市）按 2∶1∶1 分担，省与市、市辖区按
1.5∶1.5∶1分担。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方面，

我省在国家基础标准上提高了省级标
准。国家基础标准部分使用中央资金
落实，省级提高部分，省与直管县（市）
按15∶5分担，省与市、市管县（市、区）按
15∶2.5∶2.5分担。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方面，
执行中央制定国家基础标准，所需经费
中央与地方按6∶4分担；地方分担部分，
省与直管县（市）按2∶2分担，省与市、市
管县（市）按1.2∶0.8∶2分担，市辖区所需
经费由市确定分担比例，统筹上级转移
支付予以保障。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方面，市、县结
合实际确定具体补助标准。省级统筹
中央资金，主要依据财力状况、保障对
象数量等因素确定分担比例。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执行中
央制定国家基础标准，所需经费中央
与地方按 6∶4 分担；地方分担部分，
省与直管县 （市）、市管县 （市） 均按
2∶2 分担，市辖区所需经费由市确定
分担比例，统筹上级转移支付予以
保障。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方案，省级财政将切实加强对市、县
财政履行支出责任的指导和监督，并
通过调整收入划分、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增强市、县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
障能力。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
原则，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我省出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明年实施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改革

“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
一堂课活动”在我省启动
我省组织讲师团赴百余所高校巡讲

关 注 2018 高 考

我省39.2万考生将走进考场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6日下午我省各考点向考生开放

本报讯（记者邢云）高考期间，
邢台交警部门将对部分路段进行
交 通 管 制 ，全 力 做 好 交 通 安 保
工作。

根据交通管制，每个考点将
有4至8名民警，执勤民警提前一
个半小时到位。各考点均实行临
时交通管制，采取封闭管制的考
点开考前 1 小时禁止车辆通行。
对接送考生和考试工作的车辆凭

准考证和高考通行证予以放行，
即停即走，其他社会车辆尽量绕
行。6 月 8 日下午英语听力考试时
段，将严格控制机动车噪声，确
保考区安静。

同时，每个考点安排1至2辆交
警高考服务车，供紧急情况下考生
使 用 ，为 考 生
开 辟 绿 色 通
道 ，提 供 交 通
便利。考生出
现遗忘准考证
或其他紧急情
况 时 ，可 第 一
时间向执勤交
警求助。

邢台全力做好高考期间交通安保工作

各考点均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为切实做好高

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为广
大考生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
境，6 月 5 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局启动2018年高考“护考行动”。

按照统一安排，高考期间，石家庄市
各县（市、区）交警大队将在考点附近安排
专门警力疏导交通、维护秩序。同时，在考
点两侧相邻路口设置禁止鸣笛和禁停标
志，考试期间禁止水泥搅拌车、大型货车
通行考点门前道路，禁止在考点门前道路
两侧50米范围内停车。

此外，每个考点配备一辆高考服务
应急车，每一处执勤岗点都设有护考小分
队，民警利用警用汽车、摩托车为遇到道
路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

证、准考证的考生提供应急救助服务。
针对高考期间运送试卷和考生车辆

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石家庄市交管部门
将采取不扣车、不扣证的处罚方式，一律
教育放行；对存在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先
记下车号，待高考结束后再进行处理。

另据了解，6月7日至8日，石家庄高
考学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地铁，从专用
通道优先进站、乘车，陪同家长需要正常
购票或刷卡进出站。石家庄地铁还在 1
号线的和平医院站、平安大街站、博物院
站、留村站和 3 号线的市二中站、东里站
设置了 6 个爱心助考点，配备应急文具
和爱心药箱等，如考生忘带 2B 铅笔、橡
皮、签字笔等文具，凭高考准考证可到客
服中心免费领取。

石家庄启动“护考行动”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优先乘地铁

本报讯（通讯员郭迎春 记者邢杰冉）省
气象台预计，6 月 7 日至 8 日高考期间，我省中
南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中南部最高气
温 31℃至 34℃，其他地区 32℃以下，没有大
范围强降水过程。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示，6
月6日白天，除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
定西北部以外，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7℃
至 38℃，局地可达 39℃至 40℃，中南部将有
重度干热风。

6日白天，承德东部、唐山北部和秦皇岛北
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傍
晚前后短时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6
日夜间到7日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和秦皇
岛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7日夜间到8日，
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高考期间
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

6 月 5 日 ，
中建路桥四公司
志愿者在私家车
上张贴“爱心送
考”标志。据悉，
自 2007 年 以
来，邢台市已连
续十一年集结社
会爱心车辆，累
计为万余名考生
提供了公益送考
服务。
通讯员 黄涛
记 者 邢云摄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6 月
5 日，地球卫士塞罕坝承德木
兰围场摄影展在北京奥林匹克
公园开展，展期将持续至 6 月
13日。开展当天，还举行了我
省首家以摄影为主题的特色小
镇——塞罕坝摄影小镇精准招
商推介活动。

此次摄影展由塞罕坝与木
兰秋狝、五十五载艰苦创业、塞
罕坝的美丽风光三大部分组
成，将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前世
今生完整展现。

55 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
几代人在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
和工作生活环境下，营造出世
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
2017 年 12 月 7 日，塞罕坝机械
林场建设者获得了联合国环保
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智慧与
方案。

为更好地为摄影爱好者提
供服务，同时使摄影成为塞罕
坝的一大特色产业，在开展当
天，塞罕坝摄影小镇进行了精
准招商推介。

塞罕坝摄影小镇是我省第
一家以摄影为主题的特色小
镇，是第三届省旅发大会重点
建设项目。小镇将建设坝上摄
影展馆、VR 体验馆、婚纱摄影
基地、摄影家创作室、摄影主题
酒店、摄影家公寓、帐篷营地、
房车营地、越野车运动功能区、
马术运动体验区、水上娱乐区
及满蒙特色餐饮商业区，为来
坝上拍摄婚纱摄影和风光摄影
创作提供交通、向导、食宿和拍
摄场地全程服务。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为大
力弘扬“时代楷模”吕建江精
神，持续推动省会公安机关向
吕建江同志学习活动深入开
展，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在全
市组织开展了“吕建江式好民
警”宣传推介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推介范围
是石家庄市各级公安机关在职
在编人民警察。6 月初至 6 月
20 日为典型推荐环节，即由民
警所在单位按照推荐标准，经
组织审核把关，向组委会推荐

省会公安机关“吕建江式好民
警”候选人。6 月 30 日前，组委
会将根据被推荐民警的事迹，
择优选出 20 名“吕建江式好民
警”候选人。7 月 1 日至 31 日
将全面宣传推介“吕建江式好
民警”候选人的典型事迹。8月
1 日至 15 日开始投票互动环
节，届时将开通石家庄公安网、
平安石家庄微信公众号等投票
平 台 ，广 泛 征 集 社 会 群 众 意
见。在9月底最终推选出10名
省会“吕建江式好民警”。

本报讯 （记者马利） 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和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教育部

“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
堂课活动”要求，6 月 5 日，

“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
堂课活动”河北省启动仪式暨
首讲授课在河北大学举行。我
省首届教学名师、河北大学哲
学系博士生导师宫敬才教授以

《从 〈共产党宣言〉 的世界历
史理论到习近平“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 为题授课，
来自我省10所高校的千余名师
生同上一堂课。

省 教 育 厅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师生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学深悟透、弄懂做实，在开展

“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

堂课活动”中，我省将组织部
分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思想
政治工作专家等具有权威性和
代表性的 60 余人，成立“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讲师团，根据
教育部要求，针对不同的学习
对象，设计教师版和学生版两
个版本的课程，近期将在全省
百余所高校进行巡回授课、网
络直播。

“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以
学促成，我们创新了活动形式、
丰富了学习载体。”该负责人介
绍，为配合开展好巡回授课活
动，6 月 10 日起，省教育厅将联
合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举办
河北省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线
答题活动，扎实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省会“吕建江式好民警”
宣传推介启动

地球卫士塞罕坝摄影展北京开展

我省首家摄影小镇落户塞罕坝

本报讯（记者曹铮）从省“扫
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今年 6 月至 8 月，我省将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网络文学专项整治
行动，规范网络文学市场秩序，
督促网络文学企业建立完善内
容把关制度，建立监管长效机
制，强化导向管理，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此次专项行动将严肃处理
传播低俗网络文学作品行为，
对文学网站、含有文学板块或
频道的网站及其移动客户端作
品进行定期抽查。严厉查处传
播恶搞红色经典、抹黑革命英
雄、解构歪曲历史等网络文学
作品的不法分子；坚决下架违
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低
俗、庸俗、媚俗网络文学作品；

约谈警示榜单（奖项）设置唯点
击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相
关企业或组织；严肃处理利用
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等渠道
传播低俗文学内容行为。坚决
打击传播淫秽色情网络文学作
品行为，严厉查处淫秽色情文
学网站及含有淫秽色情网络文
学内容的平台，惩处传播淫秽
色情网络文学作品的不法分
子，打击通过投放广告等方式
向淫秽色情文学网站提供资金
或者费用结算服务的广告联
盟。依法查处侵权盗版行为，
坚决关闭不具备 ICP 许可或备
案、涉嫌侵权盗版的文学网站，
加大对移动客户端监管力度。
专项行动还将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

我省开展网络文学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肖煜）6 月 5
日，由省作协主办的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专题采风创作活
动启动仪式在雄安新区举行。
我省知名作家关仁山、王力平、
胡学文、大解、刘建东、张楚等
参加了此次活动。

据悉，雄安新区是此次采风
创作活动的第一站。活动期间，
采风团将参观走访宋辽古战道、
南阳遗址、白洋淀旅游码头、雁
翎队纪念馆、千年秀林、雄安市

民服务中心、京雄城际铁路施工
现场等地。采风团作家们表示，
将以此次采风创作活动为契机，
深入改革一线，扎根燕赵沃土，
助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聚焦我
省重大战略和先进典型，加强现
实题材创作，努力推出一批无愧
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此次活动结
束后，采风团作家将创作一批反
映雄安新区历史文化底蕴、自然
生态保护以及规划建设等情况
的文学作品。

省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专题采风创作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马利） 从有关部门
了解到，我省考前相关工作已准备就
绪，考生可于 6 月 6 日下午到考点熟
悉环境。

适应考试环境，各类设施心
中有数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 48.6 万人，
前期已被高职单招录取 9.4 万人，实
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 39.2 万人，我省

共设306个考点，13000多个考场。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场内外万无一

失，全省教育、公安、无线电等部门
多次统筹协调，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
突发事件，建立了考试全过程应急反
应机制。

6 日下午，我省各考点向考生开
放，方便考生提前熟悉考试环境。考
生可了解考点办公室、医务室、饮水
处、厕所、应急疏散通道等所在位
置，距离考点较远的考生应提前安排

好食宿。

持“双证”入场，丢失及时
向考点报告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第一科
开考前 40 分钟，其他科目考前 30 分
钟考生开始入场，开考15分钟后迟到
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
试。外语科考试，考生需在考前30分
钟进入考场，考前15分钟禁止迟到考
生进入考场。考生需要合理安排时

间，万一遇到交通堵塞或交通事故，
可以出示准考证，求得公安交警的
帮助。

根据考试规则，考生应凭准考证
和身份证入场，万一丢失或忘带，在
入场时应立即向考点报告，由监考老
师会同考点主考核对准考证存根、指
纹等，确定无误后可以先参加考试，
但下一场考试前必须要交验准考证、
身份证。准考证到招办办理补发，身
份证到派出所办理。

考生出现遗忘准考证
或其他紧急情况时，可
第一时间向执勤交警
求助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高值医用耗
材集中采购对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
就医负担有着重要意义。日前，京津冀
三省市卫生计生委联合通报三地公立
医院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工作完成情况，
并宣布联合采购结果将于 6 月 30 日起
正式执行。执行本次联合采购结果后，
每年可为我省公立医院节约采购费用
1.52亿元。

2016年底，三地卫生计生委签署公
立医院医用耗材联合采购框架协议，并
相继制定了工作方案和第一批医用耗
材联合采购实施方案，共同谋划第一批

医用耗材联合采购。根据有关方案，京
津冀三地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实行分类
分批采购。第一批共选定了六大类医
用耗材：心内血管支架类、心脏节律管
理类、防粘连类、止血类、人工关节类和
吻合器类，共涉及 179 家企业的 32202
条产品。

在采购过程中，京津冀三地各有侧
重，北京负责心内血管支架类、心脏节
律管理类，天津负责防粘连类和止血
类，河北省负责人工关节类和吻合器
类。根据六大类医用耗材的具体情况，
牵头省市制定了集中采购的具体方式，

通过竞价、议价等方式，最终形成了采
购价格。目前，联合采购结果已具备在
京津冀三地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内共同
执行的条件，并将实现采购目录中全部
品种网上采购。

经过反复测算比对，采购结果覆盖
了三地医疗机构目前临床需要的产品，
能够保障使用，满足基本需求。据介绍，
六大类产品 2016 年三地历史采购总金
额约 53 亿元，执行本次联合采购结果
后，每年可为三地公立医院节约耗材采
购费用超过 8 亿元，整体降幅达 15%。
具体到我省，六大类产品2016年采购总

金额约 10.34 亿元，执行本次联合采购
结果后，每年可为我省公立医院节约耗
材采购费用1.52亿元，降幅达14.7%。

一年多来，三地卫生计生委坚持统
一标准、分类采购、结果互认、信息共享
的原则，共同搭建了京津冀医用耗材联
合采购平台（一期）。目前，该平台已正
式上线，具备了支持京津冀三地开展医
用耗材联合采购项目的能力。联合采
购平台的建设，不仅促进了京津冀区域
内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协同开展，还
实现了医用耗材采购、配送等信息的交
换共享。

京津冀公立医院联合采购医用耗材

首批六类医用耗材采购费用可降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