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州市2022年度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事项目录

填报单位：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填报时间：2022年5月26日

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主体 承办部门 法律政策依据 公众参与方式 公众参与渠道 计划完成时间 备注

1 霸州市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发展和改革

局

《河北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廊坊市市级储备粮管理
办法》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2022年12月

2
编制《霸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2022年12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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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实施以东环路、朝阳路、泰
安路、镇府路、温泉南道为重点

的一批市政工程项目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住建局

河北省“双创双服”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
2022年20项民生工程专项工作
方案》的通知（冀双创双服办
[2022]1号）、河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
城市易积水区域整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冀建城建[2020]15
号）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东环路裕华道至
112线，预计2022
年12底主路、辅
路、便道、亮化
、绿化全部完成
管网一期：朝阳
路2022年12月底
完成金康道至翠
竹道主路、辅路
、便道、亮化、
绿化工程，镇府
路2022年12月底
全部完成，泰安
路：112国道至建
设道、迎宾道至
裕华道2022年12
月底全部完成。
温泉南道朝阳路
至泰安路段2022
年12月底全部完
成

4 实施霸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住建局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的实施意见》、《廊坊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
见》、《霸州市2022年10项民

生实事专项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2022年12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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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动实施霸州市全市污水处理设
施及配套管网工程全覆盖项目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住建局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
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
》、《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霸州市城乡
总体规划 （2013-2030 年）
》、《霸州市市域污水专项规
划（2019-2030）》、《霸州
市益津城区（京九铁路以东、
牤牛河以西）、胜芳城区雨水
工程专项规划（2021-2030)》
、《霸州市益津城区、胜芳城
区再生水专项规划
（2021~2030）》等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2022年12月

6 2022年停车设施建设工作 计划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局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停车设施
建设的实施方案》、《河北省
2022年20项民生工程实施方案
》、《霸州市2022年20项民生

工程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2022年12月

7 津霸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名共和国公路法》、

《河北省公路条例》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2022年12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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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开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的通知
霸州市人民政府

霸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议      
□媒体吹风                        
□新闻发布会                                       
□网上调查      
□人民建议征集      
□在线访谈      
□其他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调查问卷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市长热线      
□广播电视      
□领导信箱      
□其他

2022年12月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