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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开出全省首张《施工准备函》
工程建设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2至3个月

我省将招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5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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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

全省水利系统强化
5项措施全力防汛

告别雨季“城市看海”模式

迁安海绵城市建设实现智慧防汛
排水防涝已达到20年一遇暴雨不成灾水平

石家庄市区普通
高中录取线415分

年年“城市看海”的囧，
能破不？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王 宁

今天要说的，是个已经
“无力吐槽”的问题——入汛
以来，省内外不少城市又出
现严重内涝现象，道路、地铁
站，特别是地道桥等基础设
施积水严重，城市运转及百
姓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更令
人尴尬的是，一些城市除了
老城区“逢雨必涝”外，新城
区也“乘风破浪”，甚至建设
多年的海绵城市一场暴雨就
被打回了原形。

那么问题来了——年年
“城市看海”的囧，究竟能不
能破？今天河北日报刊发报
道《迁安海绵城市建设实现
智慧防汛》，或许给我们一些
启发。

什么叫海绵城市？就是
整个城市像海绵一样有“弹
性”，下雨时能吸水、蓄水、渗
水和净水，久晴或干旱时能
放水，最终实现“雨天不湿
鞋、夏天不烫脚、暴雨不看
海”。

2015 年起，作为全国首
批海绵城市试点，迁安市用
海绵理念进行了大范围改
造，将一座城市变成了一块
巨大的“海绵体”，排水防涝
达到 20 年一遇不成灾的水

平。7月5日，迁安市区遭遇
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广、强
度最大的一次暴雨过程，以
往“城市看海、汽车抛锚、岸
上 捕 鱼 ”的 场 景 ，已 成 为
历史。

在我看来，迁安海绵城
市建设经验有两方面值得
借鉴。

重面子更重里子。立足
形成立体城市生态系统，重
点建设那些埋在地下的排水
管网、泵站、调蓄池等“隐蔽
工程”，不做表面文章。此
其一。

重建设更重管理。针对
不同类型的海绵设施，提前
摸排，提前布控，重点部位及
时维护维修，一体化信息监
测平台实现了智慧管理。此
其二。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下
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从入汛
以来多地的内涝遭遇来看，
河北不少城市抗洪排涝能力
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海
绵城市建设依旧任重道远。
把城市打造成真正吸水的海
绵，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需
要科学长远的眼光，更需要

“功成不必在我”的实干！

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
梅 通讯员任树春）从省水利
厅获悉，目前，我省防汛工作已
进入关键时期，全省水利系统
进一步强化5项防御措施，全力
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强化值班督查。每天不定
时对各类责任人履职情况和防
汛值班等工作进行明查暗访，
严肃值班值守纪律，保障信息
畅通，及时、高效、稳妥处置防
汛突发事件。

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
注视天气变化，实时监测雨
情、水情、汛情，会同气象、应
急、自然资源等部门适时启动
联合会商，做到科学预报、及
时预测、主动预警，视情况向
省防指提出启动防汛应急响
应建议，牢牢把握防汛抗灾工
作主动权。

强化薄弱环节防范。在
做好全省主要行洪河道、大
中型水库、大中城市防洪安全
的同时，督促各地突出抓好小
水库、中小河流、蓄滞洪区、
山洪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
值守巡查，确保险情早发现、
早处置，风险早预警，群众早
转移。

强化水利工程调度。根据
汛情变化和防洪工程能力，综
合运用“拦、泄、蓄、分、行、排”
等多项措施，科学调度各类防
洪工程。

强化近期强降雨防范工
作。针对近期强降雨多发频
发，省水利厅超前安排部署，盯
死盯紧每次强降雨过程，视雨
情水情汛情适时启动应急响
应，上下联动，协力做好防范应
对处置工作，确保安全。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
立 通讯员姜慧婕）7 月 28 日
11 时，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
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受降雨天气影响，7月28
日11时至7月29日11时，宽城

满族自治县、兴隆县、迁西县、
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
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
上述地区有关责任单位和监测
人员做好地质灾害监测、巡查
等防范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汤润清 通讯员
彭月娟）“上午10点多出去买点菜准备
做午饭，一场大雨把我截在了超市。”7
月17日迁安市城区下的那场大雨，让燕
经小区居民曹景堂印象深刻，“足足下
了一个多钟头，等雨停了往家赶，一路
上都没存水。这回可真明白了啥叫‘海
绵城市’！”

进入7月，多场短时强降雨袭击了
迁安。截至7月26日6时，迁安城区降雨
量达到210毫米。在多次强降雨过程中，
迁安经过海绵化改造的各小区、公园绿
地、市政道路、公建区排水效果良好，城
区没有形成内涝，大部分路段没有积
水，个别低洼路段积水较少，完全不影

响市民出行。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海绵城市县级

建设试点和河北省唯一一个全国海绵
城市试点城市，迁安市将海绵城市建设
与绿色生态城市发展理念、创新城市发
展体制机制和百姓实际需求相结合，坚
持“面子”“里子”一起抓，在21.5平方公
里范围内，以“渗、滞、蓄、净、用、排”六
字方针为指导，实施了城市低影响开
发、内涝防治、水质改善、供水保障与能
力建设五大类共189项工程。如今，“小
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的海绵城市建
设愿景得以完美实现。

“经历几次强降雨考验后，我们可以
说，经过三年海绵城市建设，迁安市排水

防涝已达到20年一遇暴雨不成灾的水
平。”迁安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
张小彬介绍，2018年7月，在台风“安比”
过境造成的短时强降雨过程中，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区域排涝效果显著，易涝点
位监测数据始终未超警戒线。“而在改造
前的2016年7月25日，一次数据类同的
强降水过程，曾让迁安城区开启‘看海模
式’，交通几近瘫痪。”张小彬说。

在迁安市滨湖东路东侧绿化带景观
公园，笔者看到，这里红绿相间的步行道
同周边的花红柳绿相映成趣。“现在市民
都叫它‘海绵公园’。”张小彬说，这个公
园以雨水综合利用为主题，同时承载市
民健身、游憩功能。在建设过程中，通过

建造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生物滞留池等
源头减排设施，不仅解决了公园内部的
径流削减问题，经净化、传输、调蓄后的
雨水最终服务于园区植物浇灌、生态厕
所冲洗，而且还能够吸纳、消化周边137
公顷地块内的雨水径流，使城市内涝风
险得到最大限度缓解，实现了智慧防汛。

据介绍，去年4月，迁安市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目前已进
入大面积运营维护阶段。临近汛期，迁安
市针对不同类型的海绵设施，提前摸排，
提前布控，督促指导运营维护单位对公
建小区、道路管网、调蓄设施、一体化信
息监测平台等重点部位进行及时维护维
修，力保各项海绵设施平稳有效运行。

7月29日18时网上填报系统准时关闭

高考报志愿需抓紧时间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7月29日

18 时，我省网上志愿填报系统将准时
关闭，届时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
本科批一志愿填报将正式结束。省教
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应抓紧时间，避免
因网络等原因影响志愿填报，在规定
时间内未填报志愿的，将视为自愿
放弃。

“好不容易上了本科线，咨询了很
多学校，希望都不大。”与往年类似，压

线生报志愿依然有难度。对此，省教育
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录取控制
分数线是根据考生成绩，从高到低，按
略多于招生计划总数确定的，压线生
属于“略多于”部分。从近三年我省本
科各批次一志愿投档情况来看，个别
院校一志愿生源不足，压线考生应避
开热点，重点关注这些一志愿没有录
满，或者是虽然录满但生源状况不佳
的院校。总体来看，农林地矿类或地理

位置偏僻的院校、刚由专科升格本科
的院校，填报热情不高，考生可以
尝试。

近日，有院校接待考生咨询时表
示“把我们学校放第一个，有优先投档
权，不然没法选择专业。”这让考生左
右为难：照此操作，会与“闯一闯”的院
校失之交臂；不这样操作，又担心会影
响录取。相关人士分析，这是院校吸引
生源的一个策略。真正投档时按考生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检索考生填
报的院校，直到有符合投档条件的。而
院校为了保证生源数量、质量，希望成
为考生的首选，这样优秀考生不至于
旁落。但是院校无从知道考生平行志
愿具体的排兵布阵，更不会因此而影
响录取及专业分配。

有的高分考生，分数优势显著，被某
所院校录取十拿九稳，为此，在填报平行
志愿时认为没必要全部填满。省教育考
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只填一两所
院校志愿，投档时，一旦分不够，就失去
了本轮的录取机会，只能参加二、三志
愿征集或后续批次录取。因此，为了增
加录取几率，最好将院校志愿全部填
满，把最想去的院校放在第一位。

河北日报讯（记者桑珊、马利）
日前，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我省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
550人，其中本科318人，专科232人。

据了解，我省安排河北医科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
医学院为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
费5年制本科医学生，专业为临床医学
（其中河北中医学院为中医学）。专科

层次免费医学定向计划，由沧州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承德护理职业学院、邢
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廊坊卫生职业
学院承担。农村订单定向本、专科医
学生，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
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并按标准免
除学费、住宿费。

填报志愿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本科医学生招生计划列在本科提前批
A段，执行本科批文化控制线；专科层
次免费医学定向计划批次为专科提前
批，执行专科批次文化控制线。计划
性质均为“定向”，通过当地招生考试
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

生方可填报，否则填报的志愿无效。
设一志愿和二志愿，每个志愿只能填
报1所院校，不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二
志愿实行征集方式。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录取
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须与培养高校
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有关部门签署定
向培养和就业协议。毕业后按照协议
规定，到指定单位连续服务时间不少
于6年。

关于毕业到岗后待遇，本科定向
医学生主要面向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
岗位，毕业按期报到后落实岗位，并按
有关政策逐步落实编制，纳入编制内

管理。专科定向医学生主要面向乡镇
卫生院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和欠发达
地区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岗位。毕业
报到后，根据工作需要，优先保障村卫
生室医疗服务需求，承担农村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等工作，并享受村
医待遇，不承诺纳入编制内管理。

此外，本、专科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生毕业后须主动到定向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报到。报到后，由定向单
位委派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培训时间（本科3年、
专科2年）计入服务期。原则上服务期
内不得变更定向地，不得解约。违约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纳入诚信管
理，按协议约定及其他相关规定追究
法律责任。

通过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相

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

的考生方可填报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从石家庄市教育局
获悉，该市中考阅卷、划线工作已于7月28日全
部结束，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
415分。

市区普通高中音乐、美术、书法特长生最低
文化控制分数线332分。最低专业控制分数线为：
音乐专业成绩43分，美术专业成绩112分，书法专
业成绩127分，专业成绩合格后方可报考。普通
高中体育特长生最低文化控制分数线208分。

辛集中学、正定中学、石家庄实验中学、石
家庄第二实验中学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为527分
（含42中招各县部分的考生）；音乐、美术、书法
特长生最低文化控制分数线422分，专业控制
分数线与市区一致；体育特长生最低文化控制
分数线264分。

“3+4”本科、五年制和“3+2”高职最低控制
分数线待省考试院确定后公布。各县（市、区）普
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辖区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和考生分数按招生计划的1∶1.2划定。

据了解，该市填报志愿时间为7月30日上
午9时至8月1日上午9时。主城区所有考生，
各县（市、区）报考市属省级示范性高中的考生，
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等职业学校以及市教育
局规定招生范围内的考生，均应采用远程网方
式进行志愿填报。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醒考
生：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保管好相关密码，
防止志愿信息被非法篡改；如因身份证号码错
误、遗忘密码等因素不能登录，请到所在县（市、
区）招办复核予以修正；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小
语种考生，高中志愿只能填报本校；报考学前教
育专业的考生经过学校面试合格后方可录取。

普通高中录取时间为8月5日至13日。

近日，位于成安县的邯郸市垚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在水培蔬菜大棚内采摘蔬菜。成安县不断优化
农业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特色种植，采取“企业+农户”模式，建立果蔬生产基地，实现订单生产，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该县已建成10个蔬菜生产基地。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建成）近日，
承德恒大悦府项目负责人岳晓拿到
了承德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全省首
张《施工准备函》。“拿到了《施工准备
函》，可以边干边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开工时间比我们预期提前了 2 个
月。”岳晓说。

一张《施工准备函》，突破了多年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瓶颈，让企业切实
感受到了“放管服”改革带来的便
利。据介绍，承德市行政审批局目前
已发放4张《施工准备函》。有了《施
工准备函》，这些项目可以先期开展
土方正负零至底板工程、边坡工程、
降水工程，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2

至3个月。
今年以来，承德大力深化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聚焦制约项目
建设的关键环节，下大力度优化审批
服务流程。制定出台《承德市优化政
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若干措施》

《承德市优化民营投资建设项目审批
流程若干措施》等一大批含金量高的
改革文件。先后压缩 61 个审批环
节，削减49个申请材料，促进了审批
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特别是围绕压缩工程建设项目
施工许可阶段审批时间，该市出台
实施《施工准备函》制度，对房屋建
筑工程土方正负零至底板工程、边

坡工程、降水工程，在满足已取得土
地所有权手续、出具规划总平面图
及坐标定位图、施工图审查合格等
条件的前提下，由建设单位申请，经
行政审批部门召集相关管理部门召
开专题会议审议后，由行政审批部
门核发《施工准备函》，允许先行开
工建设。

围绕推动该制度的落地实施，
承德市行政审批局还推行全程代办
服务，针对消防设计审查、人防结建
审批、施工许可审批、商品房预售许
可等环节，与企业提前对接，安排专
人实施全程代办，有效缩短了审批
时间。

■ 中考生7月30日至8月1日填
报志愿

■ 普通高中录取时间为8月5
日至13日

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黄色预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