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新闻

长城融媒

11月30日，在石家庄市举办的“星朵教育节”

教育高峰论坛上，教育专家与学生家长探讨家庭

教育理念。此次活动由石家庄市青少年科技文化

活动中心举办，以“未来教育”和“成长规划”为主

题，探讨科学育儿方法。 任光阳 摄

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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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学生的防灾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临城县祁村小学开展了防灾应急疏散演练，内容涵盖

消防、地震等。图为学校进行防震演练。 牛海军 摄

12月1日，《河北省行政执

法公示办法》《河北省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办法》《河北省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三

部省政府规章正式施行。这三

部省政府规章分别有哪些新规

定？将如何为推动我省高质量

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近日，

长城新媒体联合省政务公开办，

特别邀请到省司法厅副厅长赵

树堂、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

督处处长苏宝霞、省行政执法协

调监督处二级调研员孙广颖做

客演播室，聚焦源头过程结果，

探讨如何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

“三项制度”让行政执法
更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生活中，随意执法、粗暴执

法、执法寻租、执法不作为乱作

为问题时有发生。如何进一步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对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以下简

称“三项制度”）作出要求，为解

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

了明确指引。

赵树堂介绍，为建立“三项

制度”，从2015年开始，我省就

陆续出台了《河北省行政执法

公示办法》《河北省行政执法全

过程记录办法》《河北省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三

个文件，为顺利推行“三项制

度”提供了制度保障。近日，

“三个文件”经省政府常务会议

通过并公布，自2019年12月1

日起施行。通过持续推进“三

项制度”，我省市县党政领导和

部门领导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

明显提高，各级执法部门的办

事效率明显提高，执法形象和

执法公信力逐年提升，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可。2018年10

月，河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改革荣获第五届“中

国法治政府奖”。

下一步，省司法厅各级各

部门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四个意识”，把推行“三项

制度”、规范行政执法作为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

神的重要举措来抓。加强培

训学习，让执法者知道怎么去

落实“三项制度”，让社会公众

知道怎么去监督行政执法机

关及其执法人员严格按“三项

制度”办事。该公示的要按规

定公示，该记录的要按规定记

录，该审核的要按规定进行法

制审核，确保“三项制度”的各

项规定落实落地，为新时代全

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

供良好法治环境。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

《河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

法》共7章36条，通过事前、事

中、事后主动公开执法信息，方

便群众办事和监督。

苏宝霞介绍，《河北省行政

执法公示办法》从最大程度方

便群众出发，明确了行政执法

机关向社会公开执法信息的渠

道和载体；规定了事前需要公

开的信息内容，要求向社会公

开行政执法主体、事项、人员清

单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以及行

政执法流程图等信息，并按规

定进行更新；要求行政执法人

员现场执法时应当表明执法身

份，依法出具执法文书、履行告

知义务；在办事大厅或者服务

窗口设置岗位信息公示牌，公

开办事指南和申请材料示范文

本，提供便民服务；明确行政执

法机关主动向社会公开行政执

法决定，规范了公开内容和期

限，要求建立健全执法决定公

开的发布、撤销、更新制度和执

法统计报告制度，还规定了公

开执法决定时不予公开的信

息，以及执法决定不予公开的

情形。

行政执法机关要向社会公

开执法信息，在哪里公开呢？

孙广颖介绍，《河北省行政

执法公示办法》第8条和第9条

对公示载体予以明确规定，即

政府门户网站、部门网站或其

他互联网政务媒体、办事大厅

公示栏、服务窗口等载体。此

外，明确本省建立统一的行政

执法信息公示平台。设区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省、设区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政府网

站设立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栏

目，并接入全省行政执法信息

公示平台。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规范执法程序

《河北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

录办法》根据行政执法的一般程

序，采用列举方式，对行政执法

的程序启动、调查取证、审查决

定、送达执行等环节应当记录的

内容做了详细规定。

苏宝霞表示，全过程记录

采取文字记录、音像记录的方

式，以文字记录为主、音像记录

为辅。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对行

政执法文书进行规范，并对执

法中涉及的调查取证文书、内

部审批文书、听证文书、送达文

书等文字记录，逐一提出要

求。行政执法机关要根据执法

职责、执法程序，按执法类别编

制音像记录事项清单和执法行

为用语指引，对现场执法、调查

取证、举行听证、留置送达和公

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

执法环节，根据实际进行音像

记录；对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

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

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要

进行全程音像记录等。

赵树堂介绍，文字记录和

音像记录分别以静态、动态方

式证明执法情况，两者各具特

点。由于音像记录具有直观、

生动、高度准确性等特点，因此

对于现场执法、调查取证、举行

听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

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环

节，应当根据实际进行音像记

录；对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

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

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应当

全程进行音像记录。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保障合法执法

《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办法》通过加强法

制审核，确保守住法律底线，让

行政执法能够经得住复议、诉

讼的考验。

《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办法》要求各行政

执法机关根据实际编制法制

审核事项清单，并进行动态调

整。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重

大行政执法决定前，应当进行

法制审核，未经审核或者审核

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要

求行政执法机关明确法制审

核机构、按比例配备法制审核

人员，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

公 职 律 师 等 专 业 人 才 的 作

用。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的时间节点、提交审核

的材料、审核内容、审核期限、

审核意见、审核异议处理等内

容做了规定。明确行政执法

机关主要负责人是本机关重

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

孙广颖介绍，在行政执法

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

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等

具体行政行为中，涉及重大公

共利益的；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直接关

系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重大

权益的；需经听证程序作出的；

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

法律关系的都属于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

寒假在即，你买好回家的票了吗？寒假学生票

现已全面开售（2019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春节为 1

月 25 日，预计 1 月上旬

是学生返家集中时段，

在校学生可通过 12306

网站、12306 手机 App、

电话（95105105）、车站

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

代售点等 6 种渠道订购

车票。

12 月 2 日，记者

从 省 教 育 厅 获 悉 ，

2020 年河北省普通

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

选拔工作将于 2019

年 12月 9日 9时起接

受报名。

寒假学生火车票开售
这份购票攻略请收好

2020年河北省普通高校
专接本12月9日起报名

三部政府规章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记者 胡晓梅 郑白 武新杰 曾丝雨 见习记者 周黎燕

葡萄酒、海棠花、剪纸，融合

三种文化元素的“酒杯花型柱

廊”，从二层至顶，直接延伸到蓝

天下格外耀眼的“东花园北站”

五个红色大字之下，整体设计延

展舒适，线条运用简洁明快。京

张高铁东花园北站装饰装修工

程已经完工，11月27日，记者来

到京张高铁沿线站点之一的东

花园北站，初探这个出京第一座

高铁站的特有魅力。

从外观看，东花园北站一层

正中位置设有一面易县黑石材

文化墙，影壁上用阴刻手法再现

海棠花和葡萄的自然美。二层

外幕墙上六个“酒杯花型柱廊”

构成，表达了“花园新城”含苞待

放之势。

“东花园以海棠花种植基

地、葡萄种植和丰富的水资源而

闻名，因此整体以‘春华秋实’为

设计文化主题。”中铁建设集团

京张铁路站房项目部技术部长

刘健介绍，“整个柱廊像一个葡

萄酒杯，每个花伞之上镂空镶嵌

一朵盛开的海棠花，渐变的菱形

格类似剪纸窗花。站房两侧的

菱形窗采用渐变设计，通过虚实

对比体现了新时代科技发展的

节奏和韵律。”

据介绍，东花园北站站房建

筑面积5000平方米。沿着两侧

楼梯走进车站候车厅，墙面和天

花板均采用曲面圆弧设计，与幕

墙花伞内外遥相呼应，给人以舒

缓的视觉感受，有限的空间显得

更为高大宽敞。

刘健告诉记者，围绕在候

车大厅四周的一朵朵用五个

“人”字纹拼成的海棠花，既

能使旅客置身花海，减轻旅途

的疲劳，又可以牢记“人”字

形线路的创新，向我国铁路之

父——詹天佑致敬。

记者注意到，与其他车站

不同的是，东花园北站的售票

厅名为“综合服务中心”，没有

玻璃门隔断，售票窗口也是开

敞式售票模式，与智能售票机

搭配在一起，使旅客购票更加

人性化、便捷化。此外，站内设

有军人候车室、母婴室，照顾特

殊人群的需求。

凭身份证件，经由智能验检

一体闸机检票进站后，要经过全

部由玻璃制成的观景廊道，顶部

玻璃分格采用弧形彩釉图案，整

体形成水波涟漪，不仅丰富光影

效果，还能避免阳光直射。廊道

空间连续完整，视野开阔，可尽

揽官厅水库景观，洁白的风车和

碧水青山相映生辉，景色十分优

美，这也是“畅通融合、绿色温

馨、经济艺术、智能便捷”建设理

念的具体体现。

据了解，东花园北站旅客发

送量高峰近期每小时达260人，

远期320人，最高聚集人数800

人。刘健对车站的正式运营充

满期待：“我们的目标就是将东

花园北站建成地标建筑，给人们

的出行带来更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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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现场。 武新杰 摄

（上接第一版）
华能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设计年吞吐能

力5000万吨，是国内北煤南运的主力港口之

一。11月29日，公司提出申请采取“告知承诺

制”方式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接到申请

后，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管

理委员会积极协调各相关单位做好服务工作，

开证明、改地址等，均以最短时间完成。唐山

市港航局更是为曹妃甸片区及华能曹妃甸港

开辟“绿色通道”。经过努力，唐山市海洋口岸

和港航管理局于12月1日一大早批准了华能

的申请，并为华能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颁发了

曹妃甸片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后的

“第一证”。

（上接第一版）
为确保“小红帽”义务宣讲活动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该区积极创新宣讲方式方法，通过采取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等形式，

巧妙地把“讲给谁”“讲什么”“怎么讲”有效统一起来，重心下移、延伸触

角，深入到人口密集的小广场、晨练点以及田间地头、农家炕头、车间里

头，切实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截至目前，来自全区

各条战线的“小红帽”义务宣传团，深入到机关、企业、农村、社区、学校等

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身边，用最质朴、最“接地气”的声音开展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宣传活动50余场次，参与群众近万人。

河北自贸试验区曹妃甸片区办出“证照分离”第一证

京张高铁东花园北站。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京张高铁东花园北站亮相京张高铁东花园北站亮相
□记者 万前进 赵娇莹 刘潇 张琳

聚焦源头过程结果

本报讯（郝艳红 李光宇）11月30日，高碑店市首家

智慧养老中心乐康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公园首府

社区挂牌成立。该中心将向社会公众提供实时、快捷、

高效、低成本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据了解，乐康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经高碑店市

民政局批准，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建设

项目。中心本着“一个平台，集成养老”“一套数据，多方

应用”“腕宝在手，养老无忧”的原则，以先进的互联网科

技为依托，以“建设信息化、智能化呼叫服务及支援中

心”为核心，以“建立老年人信息数据库和居家养老服务

档案”为基础，可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居家养

老服务。以智能终端和热线为纽带，提供远程健康监

护，健康评估，远程医疗居家康复护理，紧急救助，转诊

导医，生活照料，配餐，精神关怀等基本服务。

该中心依托科学的管理体系，采用互联网+居家养

老的模式，组建了专业的服务队伍，不仅为全市老年人建

立了完整的老年人信息库，同时还为所有服务对象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居家养老服务档案和信息化监管系统，为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基础管理工具和服务评估数

据，可随时为政府及职能部门提供服务数据及需求动态。

高碑店市首家智慧
养老中心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