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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综合行政执法观察三亚综合行政执法观察

开展旅游市场检查，破解
三亚某公司涉嫌侵害消费者
权益难题，破解游客受伤医疗
赔 偿 难 题 ，确 保 市 场 平 稳 有
序；常态化整治三亚湾、大东
海等海滩网络直播乱象，整治

“黑”摩托艇非法拉客，营造文
明旅游环境；在三亚湾开展党
员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
全民保护海洋资源环境意识，
推动三亚市“创文巩卫”工作；
联合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天涯
分局、三亚市环境监测站等部
门，夜间对三亚市工业园路原
盆景园地的昼夜间生产作业
噪声进行检测；对天涯区区域
内无证出售非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的一家水族馆立案
查处……

三亚市“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高度
重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的部署和要求上来，将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与
党史学习教育、“制度建设年”

“作风整顿建设年”、解放思想
改进作风“大讨论、大对照、大
整改”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同
部署共推进。通过走流程、进
农村、进社区、进企业等形式，
将“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作为解决基层群众、企业
和管理服务对象急难愁盼问
题的重要途径，作为推动政策
落实、优化工作流程的重要方
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制度建
设年活动和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对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百日行动
暴露出的执法不规范、执法协作不顺
畅、管理制度不健全、问题易反弹等
突出问题认真进行思考，举一反三，
通过加强队伍培训、开展集中整治、
完善管理制度等方式，形成常态化长
效化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执法队
伍培训，规范执法行为和执法程序，
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和
文明执法意识，增强执法办案能力，
对违法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查处；通
过开展集中整治，结合生态环境整
治、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工作，全
面整治城市管理中存在的“脏、乱、
差”现象，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严
管重罚，不断改善城市面貌，营造整
洁、文明、宜居的环境。

“通过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进一步促使全市综合行
政执法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走进基层、
走近群众，提高发现问题、破解难题
的能力，改进作风、务实担当，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李平称，通过完善管理制度，进
一步加强同行业部门的执法协作，强
化投诉举报处理和执法应急调度机
制，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早日实现
执法力量有效整合、统一调度，把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打造成为为群众排

忧解难的重要窗口。
“人民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工

作的着力点。”李平表示，一座城市
是否环境整洁、秩序井然，既靠建
设，更靠管理。城市精细化管理，是
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群众殷切的期
盼。下一步，三亚综合行政执法系统
将不断通过运用智慧化、法治化手段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用“绣
花”功夫精心雕琢城市品质；深化改
革创新，完善执法配套制度，构建更
加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让
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文明，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过去，天涯区儋州村社区临街铺面
的广告招牌五花八门，一些商家为招揽生
意，还在门前的墙壁和门口装了 LED 广
告牌、“小耳朵”店招，看上去杂乱无章，
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现在街道的铺面干
净整洁多了。”该社区居民陈丽芬说，经
过三亚执法人员的治理，过去大大小小的
违规广告和乱停乱放、恶意占据停车位等
现象少了，各种车辆也有序排放，街道面
貌焕然一新。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
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以解决问题为抓手，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制度建设年、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
深挖“病灶”，以“钉钉子”精神破解制约
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堵点难题。

为深入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百日行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实
地调研走访，推动解决综合执法管理体制
机制和执法工作存在的堵点问题。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平上任伊
始就带头深入到各分局、各支队执法第一
线进行调研，着力解决提升执法“见员
率”问题及加强市容管理和三亚“创文”
工作。截至目前，李平带队下基层和执法
一线考察调研 60 余次，安排其他局领导
带队检查调研 90 余次，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督查组到执法一线开展“见员率”专项
督查 80 余次；该局处级领导聚焦堵点深
入基层260余次，科级领导下基层480余
次；各支队、各区分局领导深入基层和执
法一线，调研参与解决堵点问题，着力推
动执法不规范、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的解
决。

“我局高度重视省‘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办交办问题的办理，注重源
头破解难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
责人称，在接到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办转来的“三亚崖州区砖瓦厂的
洗砂场疑似偷挖盗挖国家资源河砂和山
体砂砾土、直排污泥水、灰尘漫天飞、噪
音不断”问题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
分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联合
崖州区委政法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崖
州分局、市生态环境局崖州分局、市公安
局崖州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第四行政执法支队等相关单位，对
砖瓦厂及其周边的砂场开展集中整治，同
时安排执法人员对砖瓦厂及周边区域实
行全天24小时布控管控。

目前，已拆除洗砂设备 3 套，砂土传
送带2个，筛砂网1个，排水管67米，取水
口 2 个，简易棚 6 个，已全部清运场内洗
砂设备和土方，拆除了供电线杆和线路，
砂场已完全恢复原貌，不再有任何恢复洗
砂的可能。同时，举一反三，深挖“病
灶”，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开展排
查，共对问题砂场立案 5宗，其中扬尘问
题初核立案3宗；涉及违法用地问题的砂
场 3家，1家违法用地问题当事人已在崖
州分局的督促下及时自行整改完毕，已对
违法用地问题立案2宗，其中 1宗正在履
行处罚程序，1宗已结案。

今年6月24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专
门印发《关于填报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实施计划
表的通知》，要求每名处级、市管正科级领
导干部要通过自己找、别人提、对照查的
方式查找堵点问题，通过下基层、亲身办、
陪同办、监督办、跟踪办等方式，至少解决
或推动解决群众、企业和服务管理对象反
映较多的政策落实、工作流程、工作效率、
吃拿卡要侵占群众利益和选择性执法、随
意执法等执法不规范及作风不严不实导
致执法不严肃等问题，并填报“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实施计划表。

各级领导干部按照通知要求，在各自
分管单位或科室的协调下，认真查找堵
点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实施方式、整改
方向、整改时限，填报个人“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实施计划表。

“为推动活动计划的有效实施，我局
安排专人作为联络员，接到市‘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办转办线索后，联
络员立即交办相关单位办理。”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称，该局对计划的
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监督，每周收集
汇总进展情况，更新动态问题台账,并于
每周五上午准时向市活动办报送。同
时，该局专门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各科

室、各支队、各分局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督促指导、监督
检查、组织协调、收集上报工作，定期通
报各单位工作落实情况，及时总结提炼
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压紧压实各下
属单位责任，要求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
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破解各自领域
在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项目以及综
合行政执法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堵点难点
问题。加强督办，确保取得扎实成效，对
工作组织不力、推进质量不高、排查不
细、整改不到位和工作流于形式的及时
予以通报；加强宣传引导和氛围营造，充
分利用微信工作群、每日工作简报等形
式，对活动开展的好做法、好经验进行大
力宣传，推动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
引向深入。

此外，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查
问题浮于表面、治标多治本少、破难题进
展缓慢等方面问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结合实际中存在的服务群众不上心、办
事拖拉不作为、统筹协调不及时、履职尽
责不到位四方面堵点，结合本单位、本领
域的堵点再次深入全面自查、举一反
三。精准纠治作风顽疾，全力打通堵点
难点，形成常态化的查找堵点机制。

全力打通堵点难点 形成常态化的查找堵点机制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开展以来，为通过依法行政推动城
市管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人民管，管
好城市为人民”理念，不断出台新的
各项制度，推动全市城市综合执法
系统“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
的践行和落实。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支队、各
分局针对发现的问题，专门制定了
相关制度规定 4 个：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崖州分局制定了《崖州区违法
用地及违法建筑整治工作制度》《三
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外包
人员管理规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天涯分局制定出台了《凤凰水城“红
树湾”小区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违法建筑重复投诉信访
办理暂行规定》。

自“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百
日行动开展以来，截至 11 月底，三
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共承办省、市
转办问题线索 44 件，已办结 43 件；
自查堵点问题共 44 个，均已解决；
堵点线索问题办结率98.8%。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加强执法
典型案例宣传，以“案”为媒助推法
治宣传提升实效，通过案件查办，曝
光一批典型案件，形成对违法者、违
法行为坚决打击和抵制的高压态
势。

行政执法有“制度”
推动城市管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形成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坚持问题导向 以“钉钉子”精神破解堵点难题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车辆乱停放进行整治。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检查相
关区域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有关部门
在渔港进行渔船安全隐患排查。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加
强三亚湾全线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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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拆除违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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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扎实有效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助力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