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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中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范围广、数量大、管理对象
复杂的特点，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严守“风险点”，把牢“执法线”，以

“点、线、面”为抓手，下沉一线，全力
筑牢“防疫网”。

严守“风险点”，确保重点领域重
点管控。该局各执法分局加强巡逻，
及时劝返沿街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确
保市容市貌整洁有序、避免出现区域
人员聚集情况。

与此同时，三亚市场监管执法部
门深入农贸市场、商场超市、药店等行
业开展执法监督检查。督促各类市场
主体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要求零
售药店严格做到退烧、止咳、抗病毒、
抗菌素类药品凭处方销售并实名登记
上传，对有发热症状购药者，及时告知
其至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强化冷库、超市、冷冻冷藏肉类
（含水产品）销售点等冷链食品销售地
的市场监管，确保在处置涉疫食品流
入事件时追溯渠道畅通。加强疫情防
控相关物资、群众生活必需品价格监
管，要求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明码标
价，严禁散布涨价信息、价格欺诈等扰
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卫健执法部门检查网吧、KTV、
酒吧、酒店、景区、影院、教堂、医疗机

构等场所200余家次。交通执法部门
强化动车站、机场等重点场所监督执
法。渔监执法部门加强海上执法和渔
港渔船巡查。安监执法部门加强特殊
时期加油站、加气站等重点保供企业
的安全生产情况检查，确保社会秩序
稳定可控。

把牢“执法线”，确保执法人员在
岗在线。疫情期间，该局每日派出
300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集中隔离点、
管控区、封控区、方舱医院、交通卡口、
核酸检测采样点的一线执法工作，协
助参与值班值守、物资配送、秩序维护
等工作。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积极响应“动员令”，主动出战应战，调
动一切力量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以
实际行动扛起责任担当，值守卡口岗
点500多个，管控隔离酒店23个，劝
返车辆150多辆次、人员140多人次，
协助转运人员4000多人次，巡查商铺
3万多家。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
结合“十大专项行动”等行动要求，出
动执法人员3万余人次，值守隔离酒
店53个，设置卡口岗点93个，查验健
康码、通行证、地点码，劝返近两万人
次，劝返车辆上万辆次，维护核酸采样
队伍秩序600余次。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
派出执法人员，前往崖州区、吉阳区支
援疫情防控工作外，还肩负辖区相关
酒店等区域的隔离管控任务。同时，
配合职能部门在相关区域核酸采样点
做好采样队伍的秩序维持工作；配合
公安交警对辖区高速路互通、国道卡
口的来往车辆进行严格检查。同时派
出执法人员到映连红酒店核酸采样
点、免税店核酸采样点及龙江村核酸
采样点维护秩序100余次，确保市民
有序进行采样。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
全面落实封控卡口值班值守、核酸采
样点位秩序维护、社会面静态管控等
各项防疫措施，全力筑牢疫情防控安
全防线。积极协助参与35个封控卡
点、3个隔离酒店、86个核酸采样点位
管控、秩序维护、查验健康码及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工作，落实落细临时性全
域静态管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同
时，在全辖区开展扫街工作，加大社会
面巡控力度，全力督促商铺超市等各
类营业场所暂停营业、关门营业，齐心
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育才分局
共出动车辆114辆次，执法人员595
余人次加强街面巡查管控，共清理流
动摊贩61个，纠正不落实静态管理措

施店铺60余家次，配合市市场监管局
育才分局责令停止营业店铺（仓库）
16家，报警处理3家。

扩大“覆盖面”，不断强化协调联
动，加大群防群控执法合力。8月10
日，第三支队组建以党员李梅吉为组
长的10名疫情防控应急工作小组奔
赴疫情防控一线，夜间配合海南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在三亚某酒店方舱医
院入舱开展500多名患者综合管控保
障任务。先后外派100多人在重点执
法领域加强与行业职能主管部门协调
配合，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信
息共享，开展联合执法。成立疫情防
控督查组，对全市封控区和管控区、隔
离酒店的执法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履
职情况进行督查检查，推动各项措施
落地落实。

此外，三亚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充
分利用线上线下、联防联控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执法宣传工作，通
过对配送疫情防控物资、生活物资等
企业的购物电子平台进行价格监督检
查，全天候处理各类信访、舆情及突发
纠纷事件。8月1日以来，三亚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共处理移送案件线索56
条，处理网络舆情线索 30条，处置
12345热线线索300多条，做到“防疫
维权两不误”。

三亚综合行政执法队员携手抗疫展风采

坚守一线勇担当 执法抗疫两不误

这是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有
一群身着深蓝色制
服的勇士奋战在抗
疫一线。他们不是
医护人员，却一同
培训防护技能；他
们不是公安干警，
却并肩巡逻、守卡；
他们不是转运工作
人员，却为了数千
名增援的志愿者和
援琼医护人员能快
速到达工作地点而
日夜转运；他们不
是专家，却紧随专
家学习，全市 117
个隔离点中绝大部
分都有他们参与规
划指导、监工建设
和调配力量看管运
行的身影；他们不
是保供人员，但为
了几千名驰援人员
的生活物资，做到
了随叫随到精准保
障。他们就是三亚
市综合行政执法队
员。

三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该局将严
格按照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扎扎实实
做好每个防控环
节，做到守岗有责、
守岗尽责，站得出
来、顶得上去、冲在
前线，助力三亚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快”字为先 领导带头党员示范

身着天空蓝，逆风励上行。8月
以来，面对三亚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
形势，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
坚持“一把手”靠前指挥、党员干部齐
上阵原则，精准、科学调配人员，累计
出动人员3万多人次开展执法检查，
始终坚守一线，用实际行动保障千家
万户安全，在防控“疫”线彰显执法人
担当。

“我们是执法队员，也是战士，要
以实际行动展现使命担当。”8月2日，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主要负责人第
一时间召开会议，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执法人员积极投入抗疫第一线，
按照三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部

署，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执法检
查，多措并举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

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服务
员，三亚本轮疫情发生后，该局“一
把手”以指挥部为家，带头冲锋，研
判抗疫形势走向，有条不紊适时调
整抗疫力量部署，带领抗疫专班人
员在疫线现场指挥督导，强力推动
困难问题解决。

闻令而动，听令而行，抗疫“集结
号”吹响后，该局上下联动，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哪
里有疫情、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在
行动。

目前，该局成立党员突击队24

支，设置党员先锋岗 74
个，划分党员责任区39个，
协助参与623个封控点位、96
个隔离点、104 个交通卡点、
130个核酸检测采样点的疫情防
控工作。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该局
下沉社区的党员、干部、职工志愿者
151人，参与社区日常抗疫工作，同时
协助做好省直志愿者后勤保障工作，
妥善安排志愿者到核酸采样点、管控
区、封控区、隔离点进行秩序维持和管
控，做好支援工作队驰援工作人员生
活后勤保障以及健康安全工作。

如今，在防疫一线，“执法蓝”的身
影出现在三亚各重点行业、重要场所，
配合行业主管部门或属地政府做好区

域封控和隔离点管控工作，坚决打击
哄抬物价等涉及民生违法行为，严把
机场、火车站等人员进出关口。

“细”字为基 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

如何在疫情期间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保障社会
秩序平稳？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遵照组织命令与工作部
署，结合抗疫实际，通过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在
物价执法、打击价格违法，卫生防疫与服务转运、整
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固守海上防线、开展近岸海域
执法巡查，安全执法、维护社会面稳定等领域开展综
合执法行动，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重拳打击不法
行为，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屏障，保障市场和社会平
稳有序。

疫情期间，对于涉及哄抬物价、无证经营生活物
资以及违反三亚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违法行为。该
局严格采取“从快从严从重”“露头就打”毫不手软的
举措，在主流媒体曝光市场不法行为典型案例，震慑
不法分子，告诫市场主体规范经营。

打击市场秩序违法方面，共收到涉及价格违法
案件线索94宗，与市场局联合检查中发现违法线索
19宗，涉及猪肉、蔬菜等基本民生商品销售价格、配
送费用、宾馆酒店房费等方面。该局对上述案件线
索进行核查，目前已立案45宗，对疫情期间哄抬价
格违法行为予以从严从重处罚，目前已处罚款21.6
万元；其他案件线索正在办理中，拟处罚款30.2万
元。收到市场监管局移交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线
索34宗，针对以上线索，拟立案26宗，拟罚款金额
6.6万元。

开展旅文、卫生防疫检查方面，共计检查网吧、
KTV、酒吧、酒店、景区、影院、教堂、医疗机构等场所
200余家次，整改问题2个，下达意见书1份，对1家
公共用品用具未按要求检测场所调查取证，送达事
先告知书1份，其余检查对象均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各网吧、KTV、影院、教堂等均关停关闭。密切
配合国家级、省级疫情防控督导组检查验收各隔离
点，对空调是否符合要求、进出口、走廊、电梯间、仓
库、缓冲区、医疗废弃物暂存点等视频监控是否全覆
盖、是否规范处理化粪池，是规范管理医疗废弃物及
是否及时清运等，共摸排集中隔离点260余家。

打击交通违法方面，对私家车驾驶员利用疫情
期间通行证便利高价搭载乘客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工作，积极联合市公安局三亚港海岸派出所、大东海
派出所、天涯分局凤凰派出所对私家车驾驶员利用
相关车辆通行证便利高价搭载乘客等非法营运行为
开展专项打击整治，共查处6起非法道路客运违规经
营行为，查扣6辆非法营运车辆。

开展渔船管控方面，组织海上执法巡查38次，共
派出执法人员346人次，派出执法艇38艘次，在三亚
湾、崖州湾近岸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并派出6名执法
人员和中国渔政执法船，驻崖州中心渔港实行海上
24小时值班，加强崖州中心渔港渔政执法巡查，配合
主管部门开展防疫宣传和渔港渔船管控工作。

（撰文/孟南 张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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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突发故障，执法队员及时救助。

执法队员在雨中协助医护人员开展工作。

执法队员在卡口执勤，做好疫情防控“守门员”。 执法队员开展疫情期间物价检查。 本版图片均由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