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1年6月13日 星期日
版面编辑：张晓蓉 视觉编辑：孙涛要闻

建设石家庄机场
河北党史百年百事（66）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河北日报社主办

郭好礼：威震路南的虎胆英雄燕赵英烈燕赵英烈6161

郭好礼。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近日，华
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姜
德林一早来到省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药
品委托生产行政许可事项。和以往不
同，他这次仅用 2 小时便顺利拿到了行
政许可证，这得益于省政务服务大厅最
新创建的“大一窗”综合受理窗口。

“我们公司需要经常来大厅办理药
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及变更、化妆品生产
许可证核发及变更、农药登记初审等10
余项业务。之前递交材料、咨询问题和
领取证件都要依照事项分类，在不同区
域的不同业务窗口办理，存在一定的不
便。”姜德林告诉记者，现在有了综合窗
口，再不需要在多个分区的办事窗口间
来回跑，办事效率更高、人力成本更低、
服务体验更好。

今年 3 月 8 日起，省政务服务大厅
坚持“极简、极速、极效”改革思路，扎实
推进“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全面实行

“大一窗”综合受理服务模式，将线下分
散化的“小专窗”升级为集成化的“大综
窗”，打破原有分区受理模式，以“三个
着力”+“三个优化”为依托，打造三优型

“大一窗”综合办事服务平台，真正实现
“进一扇门、到一扇窗、办所有事”。据
悉，我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省级“大
一窗”综合受理的省份。

——着力调整分区布局+优化窗口

设置，打造便民利企的“大一窗”优质服
务平台。

调整优化功能分区布局。全面实
行“大一窗”综合受理后，将省政务服务
大厅原先1号楼、2号楼办理的所有业务
集中至1号楼办理，共设置快捷即办区、
互联网体验区、综合受理区、自助服务
区、咨询帮办区、跨域通办区、投诉举报
区、休闲等候区 8 个功能分区。打破大
厅原有农林资源与投资建设区、市场开
办区、科教文体区、社会事务区等功能
分区界限，强化全事项综合受理，将省
人社厅、省医保局、省教育考试院等5个
进驻部门的 16 个即办事项纳入快捷即
办区办理；将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市
场监管局等 34 个进驻部门的 580 个事
项全部纳入综合受理区办理。据统计，
目前服务窗口由 50 个减少到 40 个，窗
口数量压减率达20%。

整合设置综合受理窗口。集中设
置 15 个综合受理窗口，负责集中受理、
分类办理除快捷即办区以外的所有政
务服务事项，为企业、群众提供“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服务。企业人员、办
事群众只要到任何一个综合窗口，即可
办理34个进驻部门的业务事项，极大减
少跑办次数，办事更加高效便捷。

规划设置便民利企专区。设置“不
打烊”服务窗口、快递邮办窗口，提供现

场办理“不间断”和邮寄办理“不停歇”
的服务；设置联审联办窗口，通过并联
审批、开通绿色通道、设置党员示范岗
等方式，落实项目落地投产全链条审批
协调和“共产党员红色帮办”服务；设置
跨域通办窗口，加强京津冀互联互通，
探索省域跨层级通办，不断提升企业和
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着力推进标准化建设+优化流
程规范，打造扁平高效的“大一窗”优良
审批平台。

深入推进标准化建设。对进驻省
政务服务大厅事项名称、流程时限、申
请材料、网办信息、办事指南、收费标
准、结果样本等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逐
项细化完善实施清单要素，加强进驻事
项标准化、规范化、颗粒化管理。同时，
编制完善《政务服务“一窗（网）集成办”
工作规范》，对“一窗集成”“综合受理”

“集成审查”“效能评价”等工作内容予
以规范，打造从事项到审批、从服务到
场所的全链条标准化引领。

优化收件受理流程规范。按照“大
一窗”综合受理模式要求，建立线上线
下、前台后台收件受理流程，严格落实
前台统一收件、后台集中审批、统一出
证送达的“两不见面”运转流程，优化完
善进厅事项收件登记、受理审批、补齐
补正、制证送达等办理流程，建立高效

顺畅的收件运转工作机制。
强化进驻事项规范管理。坚持“应

进必进”原则，对未进驻的省级依申请
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进行梳理和论证，
同步调整进驻事项清单，推动更多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省政务服务大厅
办理。

——着力强化自身能力+优化系统
提升，打造保障完备的“大一窗”优秀管
理平台。

健全人员培训轮岗机制。在跨功
能分区域轮岗交流学习的基础上，梳理
业务清单，逐项分情形对各类业务申办
条件、办理材料、业务流程及收件审查
要点等进行集中学习。同时，依托一窗
受理云平台，增加业务办理信息快查模
块，快速提升工作人员对进驻事项收件
办理的业务熟识度。截至目前，窗口工
作人员可实现全科综合受理事项已达
百余项。

加强信息化技术支撑。从“大一窗”
业务模式下的办事导引、叫号取号、统
一受理、统一出件、服务评价等各个环
节的业务办理需求出发，科学配置省级
大厅智能引导、办事评价、自助服务等
配套设备，调配专网、专线等网络资源。
持续推进进厅事项业务系统与一体化
平台的对接，改造升级一窗受理云平
台，调整完善页面设置，拓展业务功能。

打破分区受理模式，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到一扇窗、办所有事”

省政务服务大厅打造“大一窗”综合服务平台
河北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省级“大一窗”综合受理的省份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近日，省
教育厅印发《关于加强普通高中招生
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应积极稳
妥做好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维护正常
的教育教学秩序。

严格管理招生计划。各市应将每所
普通高中学校年度招生计划控制在
2000 人以内，起始年级班额控制在 55
人以内，不得出现新的大校额、大班额。
各市应将各民办普通高中今年在审批
地以外招生计划控制在学校招生计划
总数的 30%以内，并逐年递减。各市教
育局要协商其他市教育局，确定本市域
民办普通高中在其他市的招生计划。

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县（市、区）

属公办普通高中在本县（市、区）域内
招生，设区市市属公办普通高中在本
市城市区范围内招生。民办普通高中
以审批地招生为主，在优先满足审批
地初中毕业生就学愿望和需求的前提
下，经协商可在审批地外招生。最迟
从 2024 年开始，民办普通高中只允许
在审批地招生。

规范特殊类型招生。落实好随迁
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政策，保障随
迁子女上高中权利。各市要将公办省
级示范性高中按照不低于招生总计划
80%的比例定向分配到区域内各公办、
民办初中，促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
均衡发展。各市可以选择部分开设体

育、艺术、小语种特色课程的普通高
中，在本市域范围内招生，积极推进普
通高中学校有特色发展。

按时完成学籍注册。普通高中录
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到学校报到；
未报到且未向录取学校说明原因的，
其他任何普通高中不得再录取并为其
办理注册学籍手续。公办、民办普通
高中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确认的录取学
生名单为学生注册学籍，不得为未经
确认录取的学生注册学籍。生源地教
育行政部门不得为未经确认录取的学
生转移电子档案。不得为超计划招收
的学生注册学籍。

严禁违规招生。严禁普通高中以任

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免试招生、超计
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禁普通高
中之间借对方名义混合招生、招生后违
规办理转学；严禁公办普通高中参与举
办的民办普通高中以公办普通高中名
义招揽生源；严禁公办普通高中以“帮
扶”“集团办学”“联合办学”等名义参与
民办普通高中招生；严禁普通高中与社
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
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
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严禁普通
高中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
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普通高中招
收已被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
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加强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工作

各高中年度招生计划不得超过2000人

1995年 2月 17日，石家庄机场通过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民航总局、河北省
人民政府等联合组成的国家验收委员会
的总验收，18日顺利首航。石家庄机场
位于石家庄市东北侧，距市中心 33 公
里，占地 300 多亩，1992 年 8 月 30 日奠
基，1993 年 3 月正式开工建设。石家庄
机场的建成和通航，结束了河北省及省
会石家庄没有民航机场的历史。

郭好礼（1904-1943），河
北省临漳县人。早年参加冯玉
祥的国民军，任连长。中原大
战冯玉祥战败后，郭好礼回到
家乡组织自卫武装，任保安中
队长。全面抗战爆发后，组建
抗日民军，任河北民军第一路
军副司令员兼第五支队司令
员。1938 年秋，率部转战鲁西
北，同八路军东进纵队协同作
战。1939年夏，任临漳县县长。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思想觉悟

有了很大提高，主动提出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0 年 1 月，任
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 774 团副
团长。8月，参加了百团大战和
冀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
1942 年，经冀南区党委批准，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南边
区轮训队副队长、冀南军区第
一军分区参谋长、第一军分区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抗战最
艰苦的时期，郭好礼率领 100
多人的队伍，活动于晋冀各

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
粉碎了日军封锁和“扫荡”。
1942年秋，兼任路南支队司令
员。1943 年，率路南支队接连
拔除敌人多处据点，并于 2 月
4日晚，攻克了魏县城。敌人穷
凶极恶，调集大批兵力，向魏
县以东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
区实施“铁壁合围”。2 月 27
日，路南支队被日军包围在魏
县漳河村。激战中，郭好礼头
部中弹，壮烈牺牲。

这是近日拍摄的迁西县花乡果巷田园综合体（无人机照片）。迁西县依托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政府+企业+合作
社”的形式，利用当地自然生态资源，打造以创意农业、农事体验和观光旅游为主要内容的田园综合体，吸纳当地农民
就业，增加农业附加值，为当地农户开拓增收新渠道。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
6 月 11 日，副省长葛海蛟带领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廊坊
市调研检查分包的永定河防
汛工作情况。他要求，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织密防汛责
任网，强化防汛救灾措施，全
力做好迎汛备汛工作，确保安
全度汛。

葛海蛟一行实地查看了廊
坊市安次区永定河泛区、固安
县永定河右堤西玉险工，详细
了解堤防险工整治、防汛预案
措施落实等情况。他指出，当
前我省已进入汛期，防汛任务
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以临战姿态迅速行动起
来，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救
大灾，对各项度汛措施进行再
检查、再落实，完善防汛救灾方
案和应急预案，提高科学性、针
对性、有效性，确保有备无患、
万无一失。要盯紧水库、行洪
河道、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全
面排查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
建立台账，尽快整改到位。要
建立健全责任体系，落实重点
部位行政、技术、预警、转移等
责任人，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
公里”。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强雨汛情监测预警，扎实做
好物资储备、实战演练和应急
值守，一旦发生险情确保迅速
反应、有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从省总工会获悉，6月至 12月，
我省组织开展2021年度劳模工
匠、疫情防控医务人员和一线
职工（技术工人）疗休养活动，
引导劳模职工学党史、知党情、
感党恩、跟党走。其中，劳模工
匠 、疫 情 防 控 医 务 人 员 安 排
1500名，每批50至100人；一线
职工（技术工人）安排 1000 名，
每批50至100人。

此次疗休养的劳模工匠包
括省部级及以上劳模工匠、先
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全省疫情防控医务人
员包括河北省疫区防控医务人
员（含驰援疫区医务人员、带队
人员）、新冠肺炎疾病控制岗位
工作人员，河北省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定点收治医院隔离区一
线医务人员，未在 2020 年参加
疗休养活动的援鄂医疗队医务
人员（含带队工作人员、随行记

者）。一线职工（技术工人）包
括疫情防控一线的快递小哥、
公 交 司 机 、派 出 所 民 警（协
警）、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小
区保安，以及疫情防控物资生
产运输企业的一线工人、货运
司机；工伤或患有职业病、慢性
病的职工，有毒有害等特殊工
种职工，苦脏累险艰苦岗位职
工；市、县劳模，生产工作一线
优秀职工，优先考虑参与过全
国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或即
将退休从未参加过疗休养的技
术工人。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度疗休养活动以“党
史教育赋能、职工健康助力”为
主题，将疗休养活动与党史学
习教育紧密结合，组织开展健
康讲座、保健理疗、座谈交流、
文化体育等疗休养活动，就近
参观考察红色教育基地、博物
馆、先进企事业单位社区和社
会主义新农村。

葛海蛟在廊坊调研检查永定河防汛
工作时要求

织密防汛责任网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月至12月

我 省 组 织 劳 模 工 匠
疫情防控医务人员等疗休养

河北日报讯（记者尉迟国
利 通讯员梁志青）6月 12日，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金山岭长城
保护修缮工程开工仪式在金山
岭长城举行。

金山岭长城位于承德市滦
平县境内，与北京密云区相邻，
全长10.5千米，共有敌台67座，
关隘 5 处、烽火台 3 座，距北京
市区130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作
为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金山
岭长城也是国家确定的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
的重点段落。金山岭长城自始
建以来虽历经多次修缮，但仅
对部分病害严重部位进行修
缮，没能全面消除其存在的各

项病害隐患，各敌台、边墙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残损情况，并在
不断发展，对文物本体安全和
游客的人身安全均造成较大
威胁。

本次工程计划投资1100万
元，对金山岭西五眼楼至六眼楼
段、窑沟楼至后川口段、涝洼五
道梁段12座敌台1300米墙体进
行保护修缮和抢险加固，工程计
划于今年10月份完工。据介绍，
本次修缮工程以排除长城边墙
及敌台现存的结构安全隐患为
主，严格控制工程量及工程范
围，坚持最小干预和“原形制、原
工艺、原做法、原材料”原则，采
用成熟、合理、可逆的技术措施，
传承建筑原有风貌特点。

承德金山岭长城
保护修缮工程开工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
云 通讯员胡德仁、何菲）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就业创业的决策部署，有效
促进全省创业担保贷款的开
展，近日，省财政厅联合省人社
厅、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
支行在全国率先印发《河北省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绩效评
价暂行办法》，构建了一整套绩
效评价指标、标准和方法，强化
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引导市县
有关部门推动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落地落实。

暂行办法明确，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政策绩效评价由省
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实
施，原则上以一至三个会计年
度为一个完整评价期。适用
于各市县开展创业担保贷款
业务的财政部门、人社部门和

承担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的担
保机构。

全面建立制度指标体系。
围绕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主
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暂行办法
按照可比性、全面性、系统性、
操作性原则，分别制定了政策
产出、体系建设、风险控制、基
础管理等绩效指标框架，绩效
评 价 采 取 百 分 制 和 特 殊 加
扣分。

建立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
制。省财政厅会同省人社厅对
各地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绩
效进行综合评价，按得分进行
排名。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各
级创业担保贷款奖励资金分配
的重要参考依据，对评定等次
为“良”及以上的市（县、区），在
奖 补 资 金 分 配 时 给 予 重 点
倾斜。

创新措施支持就业创业

我省推行创业担保贷款
贴 息 政 策 绩 效 评 价

大清河生态补水
线路实现全线通水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员任

树春）6月 9日，经白洋淀枣林庄四孔闸下
泄入大清河的生态补水水头顺利进入冀津
交界处静海王口镇台头村，标志着大清河
生态补水线路实现了全线通水。

大清河生态补水线路是 2021 年夏季
滹沱河、大清河补水线路之一，6月 7日正
式启动。省水利厅周密计划、科学组织，确
定补水河流关键断面及控制流量，调度上
游水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及时开启、调整闸
门实施生态补水。沿线地方政府提前开展
了河道整治清理，实现了河道清洁通畅。

大清河是我省七大水系之一，受缺水
影响下游河段断流时有发生。这次生态
补水抓住水库腾空防洪库容迎汛的“窗口
期”，主要利用上游安格庄水库、旺隆水库
和南水北调引江水进行生态补水。全线
通水后，对大清河下游水生态修复、水环
境改善和地下水回补，推进河北天津等地
河湖生态系统复苏，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