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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
刘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张博 王书能）日
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省委政法委原副书
记、秘书长刘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经查，刘诚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订立攻守同
盟，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
规收受礼金，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
游安排；违反组织纪律，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
反廉洁纪律，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住房；违反
工作纪律，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便利
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案件处理、财政资金
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刘诚身为长期在政法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党
员领导干部，本应坚守初心使命，秉公用权，做公
平正义的守护者，但其理想信念丧失，背弃职责使
命，罔顾党中央三令五申，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公
器私用、以案谋私，大搞司法腐败、权钱交易，严重
破坏司法公信力，严重损害政法机关形象。刘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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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给予刘诚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
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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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近日，在实地监管巡查后，陵水
黎族自治县隆广镇有关干部带队对
辖区内违法占用耕地种植芒果树等
破坏耕地行为“重拳出击”，分阶段有
序推进耕地“非粮化”专项整治工作。

在行动前主动谋划部署、到一
线去查摆堵点问题、在实战中补齐
业务能力短板，以民意为导向办结

办好实事……自“能力提升建设年”
暨深化拓展“查破促”活动开展以
来，陵水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紧盯
发展问题和民意导向，坚持“常规动
作”做到位，“自选动作”做出彩，高
站位、全方位推动活动走实走深。

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陵
水积极探索创新举措，指导各级领
导干部在保障重点工作、发挥岗位
作用中苦练内功本领：选派95名干

部到省直单位及上级主管业务部门
跟班学习和挂职锻炼，选派干部到
各项重点工作专班历练45人次，同
时通过“业务讲解+互动研讨”等形
式，搭建“小擂台”“小讲堂”和开展

“读书日”、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共
2000余场。

为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陵水
将特色化大比武划分为深化拓展

“查破促”、营商环境改革领跑、揭榜
挂帅攻关三项比武平台。其中，形
成 3 个县级“揭榜挂帅”第一批榜
单，并签订“揭榜挂帅”目标责任书，

实行全链条联合攻关。
账目有新旧之分，而责任却无

区别，“新官理旧账”成为干部能力
提升的题中之义。陵水全县各级干
部主动下沉一线，摸准摸实堵点难
题，根据问题难度系数进行分级管
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牵头包办
推进，并深入开展“新官理旧账”专
项行动，采取面上摸排、难题征集等
方式，积极推动 339 个“久拖不结”
政府投资项目开展结算工作。

实现赋权事项跨乡镇通办，全
力化解不动产权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健全医保共济保障机制，实现普
通门诊业务和个人账户结算全覆盖
……陵水紧盯群众关心的养老社
保、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等民生领
域，多措并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同时，陵水通过自查自纠、明察
暗访、专项监督、联合监督等方式对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督办，压实
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各
活动单位成立监督小组，结合单位
自查问题解决情况，定期开展督促
检查，确保重点任务按序时推进。

（本报椰林11月10日电）

新闻发布

陵水多举措推进“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破促”活动走深走实

“常规动作”到位“自选动作”出彩
聚焦能力提升建设年能力提升建设年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11月 10日举
行的海口市公交线网优化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市公
交集团组织编制了海口新一轮公交
发展及线网规划，调整后将形成以

“骨干+接驳”为主，多样化公交为
补充的线网结构。此外海口还将实
行60分钟内换乘减免1元的优惠政
策。目前正进一步征求市民的意见
和建议。

按照规划，海口将保留线路56
条（含多样化线路22条），调整线路
68条（含拆分线路8条），整合线路
28条，新增线路20条，调整后形成
以“骨干+接驳”为主，多样化公交
为补充的线网结构，共计152条线
路，实现公交服务全覆盖。

针对海口带状城市，为匹配客

运走廊，将打造骨干线19条，将过
去单一、未成体系的干线调整为识
别度高、发车高频、走向稳定的准轨
道化运营的网络骨干线。在骨干线
网基础上，依据线路客流分析，加密
支、微线接驳网络，强化公交覆盖，
共设置102条接驳线，其中支线79
条、微线23条。为满足特定需求，
布设多样线31条，包括含机场、园
区、旅游专线类，假日、夜间、大型活
动、早晚高峰特殊时段类，穿梭巴
士、定制公交“点对点”直达类等多
样化线路。

“本次线网规划主要是侧重于
从优化线网结构、匹配乘客出行需
求两个方面来提升公交服务保障能
力。”深圳综合交通院院长乔相荣
说，“针对市民乘坐公交意愿低的问
题，本次线网规划将集中优势资源

解决客运走廊上的核心需求，通过
打造一批发车频率高、运行速度有
保障、出行时间可靠的服务于客运
走廊的高品质骨干线，让市民出行
首选骨干线。”

根据评估，线网调整后海口公
交分担率、公交服务水平将明显提
升，线网布局趋于合理，换乘次数小
幅增长，随着公交线网结构、线型优
化，并通过高频发车、配套公交专用
道，市民平均公交出行时间降低约
28%，日均增加换乘次数 1.2 万人
次。“十四五”期末，公交机动化出行
分担率由现在的12%提升至18%—
21%。

为了节省市民换乘的出行成
本，2022年 12月 1日至2023年 11
月 30日，针对刷卡、电子支付乘坐
公交车的乘客以及享受半价优惠人

群实行60分钟内换乘减免1元的优
惠政策。线网调整后，还将实行15
天免费乘坐公交的惠民措施。

根据规划，今年底，海口实施中
心组团线路，先期改善城市核心区
的公交服务水平；2023年上半年，
实施中心组团至长流组团、江东组
团的线路，实现公共交通服务网络
的整体优化。

此外，海口还将推进秀英大道
等11条客运走廊公交专用道建设，
下一步还将合理确定允许使用车
型，保证公交车辆优先通行和车道
资源充分利用；并加快推进丘海大
道、滨涯路等24个公交场站规划建
设，为公交线网优化提供支撑；结合
线网规划方案，配套改造提升 17
个公交换乘站点，提高换乘便捷度
与安全性。

海口大幅优化公交线网

搭建“骨干+接驳”为主的线网结构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马
珂）11月10日，健康海南行动暨人均
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新闻发布会在海
口召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两年多来，我省健康风险因素得到有
效控制，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保障能力
明显提升，有效遏制重大慢性病及各
类重点传染病、碘缺乏地方病发病率
上升趋势，健康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健康海南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
实现。

健康风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推进健康促进县区、健康促进场所建
设，建立并完善科普专家库，构建健

康科普知识的发布和传播机制。围
绕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健
身、控烟限酒、心理健康、健康环境促
进等，全方位控制影响健康的风险因
素。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2.28%，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82平
方米，无烟党政机关建成率79%，每
十万人拥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
4.7名，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9.6%，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8.8%，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100%，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突破98%。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保障能力明
显提升。聚焦重点人群的主要健

康问题，我省创新推出高血压、糖
尿病和结核病、肝炎、严重精神障碍

“2+3”健康服务包，适龄女生HPV
疫苗免费接种项目覆盖全省。开展
新生儿先心病筛查，婚前、孕前和孕
期夫妇地中海贫血筛查诊断等民生
项目。产前筛查率77.06%，新生儿
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99.04%，职
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服务覆
盖率87.5%，均提前完成2022年工
作目标。

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
病，以及各类重点传染病、碘缺乏地

方病，持续强化综合防控措施，有效
遏制发病率上升趋势，提前完成
2022年工作目标。

为突出自由贸易港引领和海南
特色，健康海南行动创新提出实施中
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和健康产业促进
行动。两年多来，我省以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抓手，探索高水
平医疗服务业、健康旅游业、先进医
药制造业等多元化产业模式。2021
年全省医疗健康产业增加值为
197.18亿元、占GDP的3.0%。优质
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全省
健康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今年5月，健康海南行动推进委
员会办公室对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落实“健康海南行动”情况进
行了考核及现场督导。海口、五指
山、文昌、琼海、三亚、白沙位列排名
前六，评定等次均为优秀。儋州、陵
水、保亭、澄迈、屯昌、琼中、昌江、临
高评定等次均为良好。万宁、定安、
乐东、东方评定等次为合格。

下一步，我省将充分发挥统筹协
调作用，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
地，不断提高全省居民健康水平，为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筑牢健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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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风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健康海南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

我省3个集体和5名个人
荣获全国第六届消防奖

本报讯（记者孙慧 良子）11月9日，应急管
理部在北京市召开第六届全国119消防奖表彰大
会。三亚市吉阳区卓达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3
个集体和五指山市通什消防救援站站长姬星等5
人分别荣获全国第六届119消防奖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应急管理部表彰大会结束后，我省在省
应急管理厅分会场以视频形式召开荣获全国119
消防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向未到北
京主会场参会的3个先进集体和4名先进个人颁
发奖章奖牌。

全国119消防奖是专门为热心消防公益事业
的基层社会单位和个人设立的奖项，每两年表彰
一次，海南先后有12个集体、13名个人获得表
彰。119消防奖是消防工作领域面向社会的最高
奖项，是党和国家褒奖热心消防公益事业集体和
个人的崇高政治荣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也高
度重视消防公益事业，2021年批准设立了海南
119消防奖，表彰我省消防公益事业中表现突出
的先进典型集体和优秀个人。

此次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分别为海口
市龙华区金融消防救援站、三亚市吉阳区卓达大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海政蓝”
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
官杨军、海口市应急管理局二级科员陈其俊、中国
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安全督查站站长陈
武、五指山市通什消防救援站站长姬星、省消防救
援总队宣传文员钟坚。

琼海市与白俄罗斯
奥斯特洛维茨市互结友好城市

本报博鳌11月10日电（记者陈子仪）11月9
日，2022全球食品饮料论坛开幕式在琼海博鳌举
行。开幕式上，琼海市与白俄罗斯共和国格罗德诺
州奥斯特洛维茨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

自2019年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代表团首次来
访琼海后，琼海与奥斯特洛维茨市保持着友好交
流。此次签署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是两市近年友
好交往推进的结果，也是两市深入交往的良好开端。

白俄罗斯共和国在海南自贸港文化和信息联
络站主任康津晟表示，奥斯特洛维茨市十分重视
与琼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下一步，琼海市和奥斯
特洛维茨市将计划于明年签署正式友好城市协
议，期待双方能持续增进互动友谊，在医疗、旅游、
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加深合作往来。

五指山举行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暨“雨林徒步·消防同行”活动

本报讯（记者良子）11月9日上午9时30分，
五指山市国家森林公园细雨蒙蒙，人头攒动，五指
山市2022年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雨林徒步·
消防同行”活动在此展开。

“出发了，前面有答题点，大家注意脚下安
全。”随着现场指挥一声令下，100名徒步爱好者
身着消防主题服装，手持消防答题卡穿梭在热带
雨林栈道中，朦胧细雨也没能阻挡徒步爱好者们
的脚步。

此次活动4个沿途答题点均设置在国家森林
公园内，全程1.5公里。

5分钟后，大家到达第一个卡点——“消防知
识答一答”答题点。“灭火器如何使用？厨房油锅
起火正确处置方法有哪些……”200道选择题，让
现场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参与者们纷纷积极抢
答，热闹非凡……

接下来，“火灾隐患查找”答题点需要参与者
仔细、耐心排除隐患；“消防器材认一认”与“消防
标识猜一猜”答题点则需要参与者熟悉各类消防
器材和标识。一路答题打卡盖章，通过参与消防
宣传活动，大家学习了消防安全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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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

11 月 10日，在五指山市
水满乡，几位苗族姑娘在进行
冬管期前的最后一次茶叶采
摘。目前，我省茶树陆续进入
冬管期，茶农们按照标准化技
术、标准化流程开展管理工
作，一直持续至11月底，以保
障12月的春茶生产和茶叶的
质量以及产量。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五指山

苗族姑娘
采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