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县教育局行政处罚事项流程图

1.教育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简易程序）

承办机构：各执法科室 服务电话：84941326

立案：经举报、检查、相关部门移送、上级

机关指定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审核立案。

执法处室案件承办人员制作调查询问笔

录，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听取

陈述、申辩意见。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

20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 3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行政诉讼和复议的权利。

作出处罚决定 2 日内向主管局领导报告，并

于 7 日内将处罚决定报政策法规处备案。

执行

结案归档



2.教育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一般程序）

承办机构：各执法科室 服务电话：84941326

立案：经举报、检查、相关部门移送、上级

机关指定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审核立案。

相关执法处室依法调查取证，需要证据先行

登记保存的，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执法处室依据调查结果提出处罚建议，报政

策法规处审核。

政策法规处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审查处罚建

议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显失公正等行为。属

重大执法决定的按照重大决定法制审核程序

审核，其他按照一般程序审核。

主管局领导对处罚建议签署审批意见

执法处室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符合听证条件的，还应送达听证告知书，

告知管理相对人有陈述、申辩或依法听证的

权利。

符合听证条件，当事人提出听

证申请的，依法组织听证，经

听证后，制作听证报告，报局

领导决定。

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的，执

法处室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意见，提出处理建议，报局领

导审批。

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或听证

权利或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

陈述、申辩或听证申请的，处

罚建议报局领导审批。

主管局领导审批处罚决定，符

合集体研究决定的，还应由局

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后做

出处罚决定。

将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

告知诉讼和复议权利。

执行，重大行政处罚还应

报市司法局备案。 结案归档



赵县教育局行政确认事项流程图

12.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根据市局通知向各中心学校，直属学校下发定

期注册通知

县教育局组织教师按照要求开展定期注册，在规

定时间内,对学校提交的教师定期注册申请材料

进行初审,给出初审结论

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对本市教师

资格定期注册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给出复核结论

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要在规定时间内,对全省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

请材料进行终审,给出注册结论,为终审通过准予注册者办理教师资格定期

注册,并申领、打印、下发国家统一印制的《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结论贴》。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将准予注册者的《教师资格定期

注册申请表》一份存入其人事档案,一份由初审机构归档保

存;并要将《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结论贴》粘贴在教师资格证

书的备注页。



13.城市二、三类幼儿园、农村一类、二类、

三类幼儿园评估认定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教育科

服务电话：0311-84921488

赵县教育局行政奖励事项流程图

14.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奖励

自 评
各幼儿园对照省厅标准

自评并提交书面达标

检查申请、自评报告

复 评
县教育局教育科组织评

估组现场复评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实地查看

跟班评课

座谈访问

研究审定，以文件形式

公布评定结果

认 定

公 布

复 查
对评估认定的城市二类、

农村一类、二类、三类

幼儿园每四年复查一次，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15.对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工作中有突出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向各中心学校、直属学校下发评选通知

各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按照分配名额组织上报

县教育局组织召开评审会，选出本年

度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对评审出的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进行公示

印发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表彰通报

对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根据年度安排制定奖励通知，明确奖励范围、条

件，受理奖励申报材料。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思政体卫艺）

服务电话：84925488

16.对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

体等表彰

根据审核意见，决定奖励名单，并制定表彰奖励通报

公布结果,颁发荣誉证书。

根据年度安排制定奖励通知，明确奖励范围、条

件，受理奖励申报材料。

组织相关专家对奖励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评定。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思政体卫艺）

服务电话：84925488

17.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奖励

根据审核意见，决定奖励名单，并制定表彰奖励通报。

公布结果,予以公示，颁发荣誉证书。

定期组织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进

行奖励

下发奖励通知，明确奖励范围和条件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18.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等表彰

组织专家对奖励申报材料进行

审核评定

决定奖励名单，并制定证书

召开表彰大会，发通报，备案

根据年度安排制定奖励通知，明确奖励范围、条

件，下发通知，受理奖励申报材料。

组织相关专家对奖励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评定。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思政体卫艺）

服务电话：84925488

赵县教育局行政检查事项流程图

19.对学校体育工作检查流程

根据年度安排，教育局对学校体育工作进

行不定期检查，督导

制定督导检查方案，成立检查小组

根据审核意见，决定奖励名单，并制定表彰奖励通报。

公布结果,予以公示，颁发荣誉证书。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思政体卫艺）

服务电话：84925488

20.对职业学校办学行为的检查

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安排，落实情况督导检查

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并进行指导

对问题学校进行回访

总结年度学校体育工作

学校自查。职业学校对上一年度办学情况开展

自查，并按要求填写年检报告书。

材料报送。职业学校自查结束后按要求向教育

主管部门报送年检材料。

检查评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对职业学校报送

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进入学校开展实地检查。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职成教 服务电话：84944268

21.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督导评估

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开展督导评估

成立督导评估小组，下发督导通知，

审核督导单位的自评报告，对督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督导室 服务电话：0311-84921337

22.对学校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检查流程图

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访、销号

教育局、语委办下发通知部署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

检查工作

各学校组织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自审自查，向县教育局、县语委上报检查

情况。



承办单位：赵县语委办 服务电话：0311-84921337

23.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检查

定期组织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进

行督导检查

下发通知，明确检查内容

对各中心学校和直属学校培训

情况进行督导抽查

县教育局、语委办对各单位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县教育局、语委办对相关学校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县教育局、语委办组织专家实地抽查，专家组提出整改意见；

下发整改通知，限期整改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24.对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的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

对指出问题始终不整改落实的

学校和责任人进行通报

对整改情况进行回访、销号

第一受理人核准举报要素、完善举报信息

向处室负责人报告情况，按要求组织实施

视举报情节处理
（一）情节较轻，转相关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民办学校核处，2 日

内书面向县教育局反馈查处结果。

（二）情节较重，县教育局督导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民办学校核查，

3日书面内向县教育局反馈查处结果。

（三）情节严重，县教育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相关中心学校、

直属学校、民办学校依据核查实际，按管理权限 5日内书面向县教育局反

馈。

（四）凡实名举报，县教育局牵头进行核查，相关中心学校、直属学

校、民办学校依据核查实际，按管理权限 2—5日内书面向县教育局反馈。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25.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

不定期向全县通报典型案例

县教育局人事科及有关处室全程督导，人事科负责人审核查处结

果，向局分管领导报告有关情况

反馈举报人及有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民办学校

定期或因突发事件组织对学校安全隐患

排查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制定督导检查方案，成立检查小组

对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督导抽查

对发现的问题隐患下发整改通

知书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办公室（财务工作，安全工作，综治工作），

教育科（思政体卫工作，职成教工作），人事科，督导室，电教仪器

站。

服务电话：0311-84923136

26.学生资助资金的检查

1、审核学校贫困学生申请资料

2、审核学校评审流程

3、学生资助名单公示

4、补助金发放明细

（银行回执或家长/学生签字领取表）

对工作不落实、隐患问题严重的

学校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情节严

重的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访、销号



5、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系统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办公室（财务） 联系电话：0311-84941326

赵县教育局其他行政权力事项流程图

27. 学籍管理（注册、异动）

学籍注册流程图

小学新生办理入学手续

后，学校向学生下发纸质《学

生基本信息表》进行填写。

经班主任、学生学籍主管副校长核办后，

由学校打印《学生基本信息表》下发给学生和

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进行签字确认。

学校学籍管理员按照《学生基本信息表》所填内容将学生

信息录入或导入学籍系统，经学校和教育局核办通过后，

通过电子学籍系统获得学籍号，电子学籍正式建立。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

联系电话：0311-84921488

中小学生学籍异动流程图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

联系电话：0311-84921488

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所在

学校提出学籍异动申请

填写相应学籍异动申请表及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学校在“河北省学籍管

理服务平台”提交异动信息。

相关学校（部门）在学籍异动申请

表加盖印章

县教育局备案，并在“河北省学

籍管理服务平台”审核。



28.捐资助教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奖励审核

↓

根据上级表彰安

排，组织申报

对乡镇教育部门上报

材料进行审核

对申报县级先

进个人和先进

单位，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报

县人民政府批

准，并向市教

育行政部门备

对申报市级先进

个人和先进单位，

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报市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

对申报省级

先进个人和

先进单位，县

级教育行政

部门逐级报

省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后，



↓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办公室（财务） 联系电话：0311-84941326

29.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

中小学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 服务电话：0311-84921488

民办学校将本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材料交县教育局

县教育局备案留存

市级教育行政部

门报市人民政府

批准，并向省教育

行政部门备案。



30.学校擅自转让、出租、出借、抵押教育

设施及用地违法收入的收缴

经举报、检查、相关部门移送、上级机关指

定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

承办人员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告知当事

人陈述、申辩权利，听取陈述、申辩意

见。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依据，由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收缴违法收入。按照《石

家庄市教育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对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已发给予行政处分，

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行

政诉讼和复议的权利。

作出处罚决定 2 日内向主管局领导报告，并

于 7 日内将处罚决定报政策法规处备案。

执行

结案归档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办公室（财务） 联系电话：0311-84941326

31.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骨干教师的评选

向各中心学校，直属学校转发市局评

选通知

各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按照通知要求组织

上报

市教育局组织召开评审会，选出本年度市级

学科名师骨干教师

对评审出的学科名师骨干教师

进行公示

印发学科名师骨干教师评选结果

对学科名师骨干教师颁发证书

县教育局组织召开评审会，选出本年度县级

学科名师骨干教师

县教育局按照市局分配名额组织上报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32.民办教育办学机构年检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 0311-84921488

下发县管民办学校年检通知，对年检的内容、重点、方式和程序提出要求，并收集各民办学校

相关纸质材料

各县管民办学校按要求准备年检工作，做好自查自评。

县教育局组织检查组到各县管民办学校进行实地检查

县教育局根据实地检查情况，结合日常监管中掌握的学校办学情况，组织检查人员及相关专

家进行综合评议，对各受检学校做出最终年检结论，教育科留存档案档案，同时在县政府网

站面向社会公布年检结果。



33.对教师申诉的处理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申请人提出申诉

提交书面申诉书、学校处理决定、申诉人身份

复印件

受理

1 个工作日内

调查取证

以书面审理为主，必要时现场取证，

听取双方意见

决定

自接到申诉之日起 12 个工作日内做出



34.对学生申诉的处理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

服务电话：0311-84921488

申请人提出申诉

提交书面申诉书、学校处理决定、申诉人身份复印件

受理

1 个工作日内

调查取证

以书面审理为主，必要时现场取证，

听取双方意见

决定

自接到申诉之日起 12 个工作日内做出



35.校园文化美育环境示范学校评选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思政体卫艺）

服务电话：84925488

根据年度安排制定奖励通知，明确评选标准、程
序和范围。

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综合评估，提出评估
意见。

根据评估意见，制作评选通报

公布结果



36.特级教师的评选推荐

承办单位：赵县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84945306

37.教育类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

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根据省厅市局通知向各中心学校、直属学校下

发推荐通知

各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按通知要求组织上报

市教育局组织召开评审会，选出本年度特

级教师推荐人选

对评审出的特级教师推荐人选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省厅

县教育局按照分配名额组织上报

县教育局组织召开评审会，选出本年

度特级教师推荐人选

申请

申请人向县教育局提交申请材料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教育科、办公室（财务工作）

服务电话：0311-84921488 0311-84941359

受理

县教育局对申请人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

定形式进行审查，5 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书面

凭证

审查

教育科对申请事项依法进行实质审

查，提出意见报局领导研究审批。

送达

教育科根据局领导研究意见，制作审查批

文，送达申请人。



赵县教育局行政给付事项流程图

38.助学贷款审核给付

↓

↓ ↓

↓

↓

↓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办公室（财务） 联系电话：0311-84941326

网上自助办理

注册个人信息，录入申请信息

系统提示是否已通过预申请

根据提示完善相关表格

上传审贷材料

县级资助中心

贷前审

签订合同

高校录入回执

核对入账信息

网络自主办理



39.学生资助资金

1、审核学校贫困学生申请资料

2、审核学校评审流程

3、学生资助名单公示

5、补助金发放明细

（银行回执或家长/学生签字领取表）

5、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系统

承办机构：赵县教育局办公室（财务） 联系电话：0311-8494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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