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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宋顺勇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劳文）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省公安厅
原巡视员宋顺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经查，宋顺勇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
搞迷信活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反组
织纪律，大搞卖官鬻爵，严重污染破坏海口市公
安系统政治生态；违反廉洁纪律，借用管理和服
务对象钱款；违反群众纪律，充当黑恶势力“保
护伞”。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在案件查办、项目推进、干部职
务调整和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
受巨额财物。

宋顺勇身为长期在公安机关工作的党员领
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毫无纪
法底线，贪欲膨胀，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大搞权
钱交易，肆无忌惮收钱敛财。宋顺勇的行为严重
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
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
定给予宋顺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
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及孳息；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播出

介绍运用地理标志
助力乡村振兴有关知识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庄海燕）4月18日晚上
播出的第32期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
夜校邀请到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
记、局长肖超，为大家介绍如何运用地
理标志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肖超介绍，地理标志是国际贸易
和市场竞争的重要制度性支撑。截至
今年3月，全省共有12个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97件地理标志商标分布于17
个市县。

他表示，地理标志的价值是通过
市场主体对其积极运用而实现的，打
造地理标志品牌，需要全面谋划，重点
扶持，多元共治，合力推进。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视
台官网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同
步收看本期节目。

关注能力提升建设年

陵水解除提蒙乡
封控区、管控区管理

本报椰林4月 19日电 （记者王迎春）4月
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根据国家联防联控相
关文件要求，按照疫情处置进展，经研究决定，
自2022年 4月 19日 24时起，解除提蒙乡提蒙
村委会马村的封控区管理和提蒙乡提蒙村委会
的管控区管理。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为推动全省“能力提升建设年”
活动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走深走实，扎实锤炼干部
过硬本领，海口组织开展6个月实战
化大培训活动，通过举办高质量发展
等26个专题培训班，促使干部在实
践中提升本领能力。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从4月19日下午召开的海口市

实战化大培训集中开班动员大会上
了解到的。

据介绍，围绕解决如何体现省会
城市担当、破解困扰海口发展的瓶颈
问题、面对城市建设管理中的挑战和
突出问题等三个重大问题63项重点
任务，海口市委组织部会同海口市委
党校、市发改委、市商务局等相关单
位，联合举办26个专题培训班，培训

内容丰富，培训对象广泛。
在培训时间上，此次活动将采

取学期制，利用约 6个月的时间开
展实战化大培训。专题培训班采取
自主学习、课题攻关为主，集中学习
研讨为辅的形式开展，实行学分制
管理。

26个专题培训班中，高质量发
展、封关运作和风险防控等7个自贸
港专业能力培训班和处级干部进修
班、青年干部培训班，将按照“政治理
论课+业务课+实践课”构建教学体系

组织实施。其中，进修班、青干班学员
将全部进入高质量发展等7个重点班
次，联合开展实践课学习。

在教学形式上，政治理论课采取
个人自学加集中研讨的读书班形式进
行。业务课以菜单式教学为主，由干
部对照实战化重点任务需要，聚焦事
业所需、岗位所用、干部所缺，根据课
程菜单自主选课，采取集中授课、网络
视频授课等方式开展学习。实践课采
取行动学习、“揭榜挂帅”攻关和实战
化教学的方式进行。

在实践课中，海口将组织学员参
与“揭榜挂帅”攻关行动，建立破题小
组和攻坚团队，参与自贸港政策落
地、重大改革、园区建设、核心技术攻
关等堵点问题破解，推动干部在实战
中提升本领；开展一线实战培训，让
干部到改革发展的最前沿、项目建设
的主战场、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开展现
场教学。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有针对
性地设计情景，模拟情景过程，让干
部在高度仿真的情景中获取知识和
提高能力。

学什么？怎么学？
海口围绕63项重点任务组织开展6个月实战化大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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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
足球

4月17日，位于海口
的海南省足协青训基地，
小学生在一起玩耍。

我省各个学校落实
“双减”政策，激发学生运
动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
身体素质。像足球等特色
课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孩子们有了更多与足球接
触的时间和机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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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的四个
重要方面进行了规定：

（1）明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原则

《条例》以“保障基金安全，促进基
金有效使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
权益”为根本目的，明确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应当坚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

（2）强化基金使用相关主体职责
《条例》明确了基金使用相关主体

的职责，包括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医疗
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
员等。

一是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
组织制定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二
是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建立健全业务、
财务、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规范服务
协议管理。三是定点医药机构加强内
部管理，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
保管有关资料、传送数据和报告监管
信息。四是参保人员持本人医疗保障
凭证就医、购药，按照规定享受医疗保
障待遇。五是禁止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定点医药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和参保人员等通过伪造、变造、隐

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等有关资料或
者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

（3）构建系统的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体制机制

一是构建政府和医疗保障等行政
部门的行政监管、新闻媒体舆论监督、
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督体
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织密扎牢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的制度笼子。
二是建立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医
药、市场监督管理、财政、审计、公安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案件移送等监管合
作机制。三是要求国务院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制定服务协议管理办法，制作
并定期修订服务协议范本。四是规定
大数据智能监控、专项检查、联合检
查、信用管理等监管形式。五是规范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监督检查的措施及
程序。

（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条例》针对不同违法主体、不同违
法行为分别设置了法律责任

一是对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违法
的，责令改正、责令退回、罚款、给予
处分。二是对定点医药机构一般违

法行为，责令改正、约谈负责人、责令
退回、罚款、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
一定期限的医药服务；对定点医药机
构违反管理制度的，责令改正、约谈
负责人、罚款；对定点医药机构骗保
的，责令退回、罚款、责令定点医药机
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一定期限的医
药服务、解除服务协议、吊销执业资
格；造成医疗保障基金重大损失或者
其他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对其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给予限制从
业、处分。三是个人违法的，责令改
正、责令退回、暂停其一定期限的医
疗费用联网结算、罚款。四是侵占、
挪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责令追回、没
收违法所得、给予处分。五是医疗保
障等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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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医保基金监管网 用好人民群众“看病钱”
医疗保障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安全

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
今年4月，我省医疗保障系统启动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解读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宣

传医保基金工作成效，畅通举报投诉渠道、曝光典型案例，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开展医保基金监管
知识宣传，倡导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参与医保基金监管工作。

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已于2021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医保法治化道
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抓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基本遵循和重要依据。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对该条例进行梳理和解读，加强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多措并举
实现医保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全覆盖，共同营造维护基金安全的良好
社会氛围。

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该条例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基本医疗
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医疗救助基
金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及其监督管
理。第四十九条规定，职工大额医疗

费用补助、公务员医疗补助等医疗保
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参照本《条
例》执行。居民大病保险资金的使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据此，基本医

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医疗救助
基金等医疗保障基金适用本《条例》；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公务员医疗
补助参照本《条例》；居民大病保险资
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一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适用于哪些范围？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海南欺诈
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行为微信
举报通道

各级医疗保障局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举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