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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89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92名，缴获毒品113公斤

利剑斩“毒瘤”惩恶扬正气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和命运。禁绝毒品重在预
防，预防重在青少年。

省禁毒委统计显示，截至今年5
月底，在我省登记吸毒人员中，18岁
至35岁之间的青年、少年占到总数的
60.6%，17岁以下的有549名。

在花样繁多的新型（合成）毒品面
前，青少年如果没有毒品防范知识，不
知道毒品的危害，是很难抵御、容易上
当的。而一旦沾染了毒品，不但自己
身体受损，前途破灭，而且危害家人，
危害社会。

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危害大

青少年正处在身体生长发育期、心
理行为发展塑造期、人生观和价值观形
成确立期。他们好奇心强，模仿性高，
但辨别力差，承受力低，而毒品的诱惑

力大，一旦抵御不了诱惑沾了毒品，且
成了瘾，就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

吸食的毒品会对人体神经系统产
生高度的毒性和生理破坏。吸毒上瘾
后，不仅心理变态、人格解体、不知廉
耻，而且容易传染和导致各种疾病，甚
至死亡。属于“高消费”的毒品，青少
年为了凑毒资，易诱发多种违法犯罪，
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据悉，我省戒毒所不少青少年在
接受强制戒毒，问他们为什么吸毒，说

“好玩”，对毒品的危害更是一无所知，
引人深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
禁毒委主任陈志荣表示，如果我们不
抓好对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早晚
有一天，青少年毒品违法犯罪问题将
成为困扰我们的社会难题。

合成毒品“迷惑性”大

“打K后精力旺盛、心情愉快，这

又不是毒品，快来试试！”不少青少年
戒毒者反映，他们在吸食新型毒品即
合成毒品时，朋友都是这么向他介绍
的。然而，服用K粉、神仙水等合成毒
品数次后，就会逐渐依赖它们，每天夜
幕降临后，就想去酒吧打K。

省禁毒总队负责人介绍合成毒
品比传统毒品危害更大，其中一个主
要原因就是它更具有欺骗性。吸食
合成毒品确实能让人一时心跳加快、
精力旺盛、思维加速，但这种表面的

“效果”实则是以对身体造成严重损
害为代价的。

该负责人表示，一些人觉得合成
毒品没有成瘾性，这是一种错误认
识。我国流行病专家作过调查，合成
毒品成瘾者使用毒品的次数和频率与
传统毒品类似或者更甚，而长期吸食
合成毒品，人体会逐渐形成对苯丙胺
类兴奋剂的耐受，导致吸毒者用量逐
渐增加，对人的大脑造成不可逆转的

严重损害。

禁毒教育要入脑入心

陈志荣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
合自己的工作性质和特点，认真研究
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
的禁毒宣传教育，包括对社会面的各
类闲散青少年的教育，如何以“90
后”、“00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群体
为重点，拿出切实计划和措施。

“成功挽救一名青少年吸毒人
员，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增添了
一份社会和谐。”副省长、省禁毒委副
主任李富林要求，加强对青少年的预
防教育是禁毒宣传工作的重点。各
级教育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小学生毒
品预防专题教育大纲》，进一步发挥
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不断丰富课堂
教学内容，整合教学资源，创新教学
手段，增强专题教育的吸引力、感染

力，真正让毒品预防教育进学校、进
课堂、进教材，入脑入心，让青少年学
生从小就打牢远离毒品的思想根基，
从根本上排除青少年学生沾染毒品、
走向歧途的可能性，从源头上努力减
少新吸毒人员的滋生。

加强对青少年吸毒人员的教育
挽救，进一步减少毒品对青少年的
侵害。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对青少年吸毒人员不抛
弃、不放弃，千方百计做好教育、感
化和挽救工作。要坚持人性化管
理，把青少年吸毒人员既作为正常
人员来管理，又作为特殊人群来关
注，加强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做
到生活上多关心、工作中多交流、
心理上不歧视，引导他们自立自
强、自食其力，让他们感受到党和
政府以及社会的关心、关爱和帮
助，帮助他们增强戒除毒瘾、回归
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亲爱的中学生朋友们：
“毒祸猛于虎”。一个个

朝气蓬勃的青少年被毒品毁
掉，一个个美满的家庭被毒品
吞噬，面对苦苦挣扎的涉毒青
少年，面对夜夜无眠的父母，
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义无旁
贷。

禁毒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为此，我们发出倡议：

一、以身作则，遵纪守

法。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培养高尚的情操、良好的习惯
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崇尚
文明，倡导新风，做遵纪守法
好学生。

二、行动起来，争当志

愿者。要积极参加禁毒志愿
者队伍，竭尽可能向家庭成
员、社区居民、身边朋友宣传
毒品的危害和预防知识，帮助
他们提高自护意识，热心禁毒
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工作。

三、敢于斗争，抵制毒

品。我们要自觉做到不吸毒，
不沾毒，不染毒，不贩毒。发
现有吸毒和制贩毒现象，要及
时向有关部门大胆举报，坚决
抵制毒品侵害。

亲爱的中学生朋友们，拒
绝毒品任重道远，与之斗争神
圣光荣。要行动、快行动，让
我们一起加入到禁毒斗争中
来，携手共进，抗卫我们美丽
的校园，共同创造海南美好的
明天！

海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6月

近年来，在省委、省
政府和国家禁毒委的坚
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各
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禁毒工作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扎实
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
争，各项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多项考核指标
迈进全国先进行列，中
央政法委和国家禁毒委
多次通报表扬并刊发我
省工作经验，人民群众
对禁毒工作的总体评价
从2010年的72.91分跃
升至 2014 年的 87.11
分。

截至5月底，我省登记的17岁以下的吸毒人员达549名

挽救一名吸毒少年 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缉毒破案
挤压毒犯活动空间

全省公安机关坚持主动进攻，去年以来开
展“雷霆扫毒”、“利剑禁毒”、“百镇禁毒大会
战”、“整治互联网涉毒违法犯罪”、“飓风禁毒”
等针对性强的专项打击行动，向毒品犯罪活动
发起凌厉攻势，取得了阶段性战果。

特别是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89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92名，缴获各类毒品
113 公斤，同比分别上升 18.2%、23.2%和
28.5%。其中，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8起，同
比上升100%，破获重特大案件156起，同比上升
36%，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同时，全省出重拳整治涉毒娱乐场所，建
立退出机制，凡是存在贩卖毒品或容留吸食毒
品的娱乐服务场所，一经查获一律实行“一次
性死亡”。今年以来，共清查各类场所2256家
次，查处并处罚涉毒娱乐场所95家次，有力铲
除了毒品赖以滋生的土壤。

管控救助
压缩毒品消费市场

各地、各部门按照“以人为本、依法管理、
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落
实管控、戒治、康复等治理措施，积极帮助吸
毒成瘾人员摆脱毒品、回归社会。

一是按照“应收尽收，满员收戒”的原则，
扎实开展吸毒人员收戒工作。今年以来，全
省共查获毒品治安案件4304起，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1752名。

二是不断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全省在加强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示范
单位和示范点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推进61个
省级示范点和先进单位创建工作，以点带面，
推动各项戒毒康复措施落到实处。今年以
来，共责令参加社区戒毒人员628名，参加社
区康复人员364名。

三是扩大社区戒毒药物维持治疗覆盖
面。目前全省已设立32个药物维持治疗门
诊和20个延伸点，正在参加药物维持治疗戒
毒人员5877名，保持率达77%。

四是积极开展收治病残吸毒人员工作。
目前，海口、三亚、儋州、乐东、东方和司法行
政部门等已建成 8 个收治病残吸毒人员场
所，建有250个收治床位，累计收治病残吸毒
人员398人次，初步解决了病残吸毒人员羁
押收治难的问题。

堵源截流
斩断毒品入岛通道

去年以来，全省公安、铁路、港务、海关、
边防、邮政等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陆
海空邮”毒品查缉工作体系建设取得了积
极进展。

查缉网络更加严密。铁路、港务公安
机关分别组建了超过 20人专业查缉队伍，
边防部队和港务公安组成联合查缉队，全
天候不间断地开展毒品查缉工作。海关、
民航、邮政等部门也在不断加强毒品查缉
工作，初步形成了由港口、机场、物流及寄
递等重点部位构建的堵截毒品入岛的防
线。

机制更加完善。根据《琼粤两省加强毒
品堵源截流工作协议》，琼粤两省建立了堵源
截流联席工作会议制度和双向毒品查缉机
制，形成了分兵把口、协调配合、联动查缉的
执法体系和情报会商、人员培训等一体化运
行机制。

战果更加明显。今年以来，琼州海峡毒
品堵源截流工作在琼州海峡两岸共查获毒
品案件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缴获各
类毒品 11.81 公斤，抓获网上追逃人员 31
名，查获吸毒人员 144 名，有效遏制了毒品
入岛内流，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环境。

预防教育
增强群众禁毒意识

各地、各部门以青少年和合成毒品为重点，
组织开展了主题突出、富有实效的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充分利用春运、学生寒假生
活、“三八”妇女节等时间节点，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1至3月份，全省各地
散发禁毒宣传资料共40万份，举办禁毒宣传教育
讲座93场次、悬挂禁毒宣传横幅2000多条。

组织开展了“青春无悔 校园无毒”校园禁
毒系列主题活动。全省以17所高校学生为重
点，组织开展“禁毒骨干师资培训”、“禁毒图片
巡回展”和“不让毒品进我班”等校园禁毒系列
主题活动，接受禁毒教育师生达10万人次。

评选省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全省以创建
省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为抓手，扎实推进禁毒
教学任务落实，增强学生禁毒意识。今年海南中学
等五所学校被确定为省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

全省成立了省级禁毒志愿者总队和直属
队，禁毒志愿者支大队23个和巾帼志愿者队伍
27个，禁毒志愿者达1.56万人，基层组织和禁
毒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关注禁
毒、参与禁毒、宣传禁毒的热情不断增强。

省禁毒委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按
照全国禁毒工作的安排部署，紧紧围绕“平安海
南、法治海南”建设总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工作方
针，突出重点、多管齐下，不断创新禁毒工作体
制机制，完善毒品问题治理体系，深入推进禁毒
人民战争，坚决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

致全省中学生
防毒行动倡议书

(本版撰文/品观 洪涛 黄金)

缉毒民警正在清理缴获的毒品。 田和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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