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党建引领
建强队伍为民担当

党建引领促发展。近年来，市市场监
管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从严从细从实的要求，全
面落实“一岗双责”，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
工作的切入点，把党建的谋划、引领体现在
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扛稳主体责任，认真
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和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体现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生动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

关键时刻，党员冲锋在前。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创文巩卫、重要节假日市场监
管等关键时刻，全局 290 名党员均能坚守
岗位、担当作为、守土尽责，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各项
急难险重任务，在为民服务解难题，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展现
出了三亚市场监管人的崭新风貌。

当前，市市场监管局已有 A 级党支部
规范化示范点 3 个，达标党支部 16 个，该局
机关党委被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评为 2020
年“先进基层党组织”，共有 5 名党员被评
为 2019-2020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2 名党员
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因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表现突出，该局被评为三亚市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2 名党员被评
为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员；东城市场监督管
理所被评为 2019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彰的全国市场监管系

统先进集体，光明市场监督管理所被评为
2019 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优秀市场监管
所。在 2021 年 6 月 19 日由海南省委组织
部和省深改办（自贸工委办）主办的“建功
自贸、勇当先锋”海南省 2021 年党员自贸
港知识竞赛电视擂台赛决赛中，由市市场
监管局两名党员组成的三亚市代表队荣获
决赛第二名。

聚焦营商环境
优化服务提升效能

自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以来，三亚市
营商环境建设持续优化，城市虹吸效应不
断增强。截至 2021 年 6 月，全市现有市场
主体 18.22 万家，较 2019 年初增长了 9.75 万
家，增长 115%。其中，企业主体现有 7.66
万家，较 2019 年初增长 266.5%。

市市场监管局坚持把市场主体和群众
办事的堵点、痛点、难点作为推进商事制度
改革的切入点、着力点、突破点，在优化营
商环境方面持续赋能。当前，该局通过“先
照后证”“多证合一”等改革已实现了企业
登记注册“全岛通办”、全程无纸化“e 登
记”，企业登记设立单环节 3 个工作日已压
缩至企业开办全流程 2 个工作日，并将于
2021 年底实现 1 个工作日开办企业，大力
推进了市场主体准入便利化改革。

同时，不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2019 年
12 月开始推进三亚市承接中央层面设定的
98 项和地方层面设定的 3 项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管理。

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适应更
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市市场监管局以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为重点，高质
量推进三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助推商标
专利持续增长。截至 2021 年第一季度，全
市有效商标注册量为 19869 件，比 2019 年
初增长 134.55%；截至 2021 年 5 月，专利授
权量 436 件，比 2019 年初增长 54.36%，其
中有效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 822.5%。通过
开展系列专项行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2019 年以来共查办商标专利案件
586 宗，罚没款 165.43 万元。

多点并进夯实知识产权发展基础，市
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司法局成立三亚市知识
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知识产权
纠纷调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落地崖
州湾科技城，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2021 年 5 月 12 日，中国（三亚）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
意建设，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与崖州湾
科技城全力打造五位一体的“崖州湾模式”
知识产权先行示范区，为三亚创新发展提
供重要支撑。

强化监管 保安全、惠民生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
以维护三亚旅游形象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为
监管核心内容，全面加强以“旅游消费、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五大安全及
其它重点领域市场监管力度，切实维护市
场秩序、保障群众安全、提升产品质量。

市市场监管局以服务建设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为目标，严格落实省委书记沈晓明

“严管重罚”的指示要求，以旅游购物、海鲜
餐饮、旅游水果、婚纱摄影为重点，保持高
压态势，严厉打击欺客宰客等扰乱旅游市
场秩序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一次性死
亡”，严把旅游消费安全关。

为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守
住安全底线，市市场监管局严把食品生产、
流通、餐饮关口，特别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全
力抓好了野生动物交易、冷链食品、防疫物
资监管，实现疫情防控闭环管理。

同时，市市场监管局大力推进餐饮服
务单位“明厨亮灶”建设，学校（含幼儿园）

“阳光餐饮+智慧监管”平台安装覆盖率达

100%，并积极推进“公筷行动”“文明餐桌”

等活动落实。在 2019 年海南省食品安全

工作评议考核中，三亚市位列“优秀”等次。

严把药品安全关，市市场监管局通过

日常监管巡查，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加强高

风险药品安全监管和有序开展药品抽检

等，保障了药品质量安全。

在特种设备安全方面，市市场监管局
依托信息化系统将全市 23206 台特种设备

纳入动态监管，249 台锅炉、77 台大型游乐
设施及 15 家气瓶充装单位使用的危险化
学品相关特种设备实现监管全覆盖，并对
11892 台电梯赋位置码，公示应急救援电话

“961333”，累计解救被困人员 2522 人次，
切实提升了市民游客出行的安全感，近 5
年来全市未发生一起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在产品质量方面，市市场监管局立足
质量强市战略，通过开展各类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和专项整治，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同
时全面推动“禁塑令”实施，推进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提升。

为切实维护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消费权
益，市市场监管局不断创新完善消费者保
障体系，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先行先试
在全省探索试点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率先
在省内开展线下零售企业 7 日无理由退货
承诺服务试点，并设立了三亚市消费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

同时，按照“有诉必接，有接必果”的要
求，全力做好三亚市消费者投诉举报工作，
已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正式完成了三亚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与全国 12315 互联网
平台互联互通，发展 ODR 企业 100 家，数量
位居全省第一，为更便捷、更快速维护消费
权益畅通了渠道。

据统计，自 2019 年至今，市市场监管局
共处理消费者诉求 5 万多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达 698 万元。

此外，该局通过推进跨部门“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全覆盖，开展失信联合惩戒等
工作，助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不
正当竞争行为，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
格价格监管，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深入开展计量惠民和诚信计量体系示
范建设，落实强检计量器具登记备案，实施

计量器具监督抽查，确保市场在用计量器
具准确可靠；推进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工
作和推进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化建设，助力
城市形象提升；以大型电商平台和三亚地
区自营网站为重点，加强对重点商品和服
务的网络监管；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和有
机认证产品监督检查等工作，加强认证认
可监管；积极采取严格广告内容审查等措
施加强广告监管等，全力落实全面监管，维
护市场秩序稳定。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党建为引领 高举旗帜
全力推动三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赵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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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市场监管局企业注册登记服务
窗口注册官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
方式，为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办理迁移登记，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
得到企业好评并获赠锦旗。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以 下 简 称 市 市 场 监 管
局）自 2019 年 2 月 成 立 以
来，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坚持从严治党，围绕
中心任务、建好建强队伍、
真心服务群众，统筹推动党
建和业务工作互相促进、共
同 进 步 ，通 过 优 化 营 商 环
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
强重点领域市场监管力度、
做好“六保”“六稳”工作，切
实维护市场秩序稳定，更好
地服务和保障民生，全力推
动三亚高质量发展。

在建党 100 周年即将来
临之际，市市场监管局全体
干部职工表示，将不断从党
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
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进性，
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立足
职能，加强市场监管，为推
动三亚在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打造标杆不断
努力奋斗，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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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百年路不忘百年路扬帆再起航扬帆再起航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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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市场监管局企业开办综合窗口强化帮办导办服务，提倡“店小二”精
神，认真服务企业。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三亚市市场监管局对农贸市场售卖的蔬菜、肉类等生活
必需品进行检查，查看其是否存在哄抬物价、供应不足、短斤缺两等情况。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体处级干部 、各党支部负责人瞻仰参观仲田岭革命烈士纪念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体验学习活动。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