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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永远不忘记历史。
毒品这个恶魔，曾给国家和民族
带来极大耻辱和深重灾难，以五
千年文明为自豪的中华民族，因
抽鸦片使人变得瘦骨如柴，落个

“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成为任
人宰割的奴隶。国耻家恨不堪
回首，我们必须时刻铭记，充分
认识到毒品是全人类的公敌，毒
祸猛于虎，毒品害己、害人、害
家、害国，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市
民同胞，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大
声对毒品说“不”，决不能让深恶
痛绝的毒品悲剧再次重演，更不
能让毒患毁害美丽海口幸福家
园！

二是要筑牢拒毒防线。拒
绝毒品要从我做起，希望广大市
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要掌握毒
品知识，了解毒品危害，从内心
深处憎恶毒品，拒绝毒品，做到
知毒、识毒和拒毒，自觉远离毒
品，进一步提升抵制毒品诱惑的
能力，努力构筑起一道坚固的心
理防线；要从家庭做起，积极参
加“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向自
己的家人宣传毒品的危害性，努
力营造无毒的家庭环境，牢固构
筑起拒绝毒品的家庭防线，将毒
品彻底拒之门外，保护好家庭这
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不受侵蚀。
要以“小家”促“大家”，积极参与

“无毒社区”、“无毒村”的创建活
动，树立禁毒人人有责、责无旁
贷的意识，当好禁毒预防工作的
宣传员、监督员，积极支持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为禁毒工
作奉献爱心，为共创无毒社区而
努力。

三是要积极参与禁毒。禁
毒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禁
毒人人有责、人人参与，这是每
位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我们打
赢禁毒人民战争的根本保证。
市民发现涉毒违法犯罪行为要
大胆举报，积极检举吸毒、贩毒
的违法犯罪行为，主动配合政法
机关打击处理涉毒案件，努力在
全社会形成对毒品问题“人人喊
打”的良好氛围，使海口的生活
环境更美丽；对已经沾染毒品
的，要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积
极接受戒毒治疗。大家要消除
对吸毒人员的歧视，关心、关爱
吸毒人群，对他们“不抛弃、不放
弃”，尊重他们的人格、关心他们
的生活、保障他们的权益，鼓励
他们下决心戒毒，使他们迷途知
返，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温暖，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帮
助，增强摆脱毒瘾，回归社会的
信心决心。

四是要大力支持禁毒。国
运兴衰，系于禁毒，禁毒工作，事
关社会稳定、民族兴衰和国家前
途。“美丽海口·拒绝毒品”这决
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与全市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个
家庭的幸福紧紧相连，与整个海
口的美丽发展相融，解决毒品问
题，需要大家的共同力量。广大
市民同胞要积极响应，主动投身
到禁毒活动中来，为禁毒工作贡
献自己的力量。

6月26日，第28个国际禁毒日，也是我国颁
布实施《禁毒法》之后迎来的第8个国际禁毒日，
为此，海口特别策划组织了“美丽海口·拒绝毒品”
禁毒宣传主题活动，在椰城掀起一股拒毒禁毒热
潮。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活动仪
式现场，海口市长倪强表示，“美丽海口·拒绝
毒品”禁毒宣传主题活动，旨在引起人们对毒
品问题的重视，唤起人们对禁毒工作的关注，
号召人们共同抵御毒品危害，充分调动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支持禁毒工作，打一场禁毒人
民战争。

据悉，近年来，海口上下围绕平安海口建设总
目标，坚持以法治海口为引领，以深入开展禁毒人
民战争为主线，突出堵源截流和缉毒破案、完善禁
毒体制机制、深化禁毒宣传教育、遏制新吸毒人员
滋生四大重点，特别是高度重视对毒品犯罪的打
击整治，破获了一批毒品案件，抓获了一批犯罪嫌
疑人，收戒了一批吸毒人员，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从而有效遏制了毒品的蔓延势头，为维护

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由于受到国际毒潮泛滥和国内多种因

素影响，海口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现象仍然时有发
生，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一是吸毒人员
不断增多，目前，海口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
14000多名，以每年1000多人的速度递增；二是
贩毒违法行为持续增加，去年以来，海口公安机关
共破获各类毒品案件1千多起，缴获各类毒品297
公斤，因毒品犯罪被判刑的达到1400多人，其中，
被判死刑、死缓的达65人；三是毒品已严重危害

公共安全，据统计，约有60%以上的“两抢一盗”案
件系涉毒人员所为，80%以上的吸毒女靠卖淫维
持吸毒消费；此外，毒品滥用者在自我毁灭的同
时，也加剧了艾滋病等疾病的传播，引发严重社会
问题。

为此，海口市禁毒委发出呼吁，希望全社会都
积极关注和支持禁毒工作，全体市民尤其是青少
年应熟知毒品的危害性，强化拒毒、防毒意识，预
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进一步净化海口生活环境和
氛围。

海口开展“美丽海口·拒绝毒品”禁毒宣传主题活动

营造全民禁毒的热潮

面对艰巨而繁重的禁毒任务，时刻充满危险
的案件侦破工作，今年49岁的海口市公安局禁毒
警察支队支队长孙其标，已经算不上是年富力强
了。但是，他始终以昂扬的工作激情、极强的工作
责任感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其中展现出来的
杰出指挥才能和过硬的侦查业务能力，带领一起
战斗在禁毒第一线的同事们，团结协作，艰苦奋
战，经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拿出了一项
项靓丽的禁毒成绩单。

2010年以来，孙其标以“打毒枭、摧网络、破
大案、缴毒资”为目标，着力抓住禁毒严打主动权，
带领民警积极强化专案侦查，加强办案协作，精心
组织开展侦查破案行动，全力打击团伙犯罪，先后
组织开展“惊雷”、“猎鼠”、“春风”、“亮剑”、“利
剑”、“百城禁毒会战”等禁毒专项行动，对毒品违
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取得了丰
硕成果。

5年来，孙其标所在支队共破获毒品案件
5614起，抓获嫌疑人6275人，其中特大毒品案件
107起抓获397人，重大毒品案件84起抓获102
人，摧毁贩毒团伙73个抓获390人，缴获涉案枪支
40支、子弹988发，缴获各类毒品424公斤。

其中，2011年11月10日，孙其标带领民警
侦破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3名，缴获毒品海洛因1.91公斤、冰毒2.1公斤及
数量不等的K粉、麻古、大麻等合成毒品，作案工
具摩托艇一艘、汽车四部，毒资一百余万元、仿“六
四”手枪一把，有效地斩断了一条犯罪分子利用摩
托艇跨越琼州海峡运送毒品新的贩毒通道，遏制
了毒品危害在海口市乃至全省其它市县的蔓延扩
散。

该案的成功告破，引起了公安部禁毒局、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极大关注，先后发来贺电表
示祝贺。同时，也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肯定
和赞誉。

在破获此案过程中，孙其标杰出的指挥才能
和过硬的侦查业务能力得到充分体现。从案件线
索的排查到收网、抓捕、审讯工作的开展，孙其标
均身先士卒，以过人的胆识，过硬的侦查本领，精
湛的审讯技能，使案件峰回路转成功突破并顺利
结案，并因此荣获个人二等功的殊荣。

在狠抓贩毒吸毒的同时，孙其标还积极协同相
关部门，开展预防宣传教育活动。且重视抓好信息
化建设，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进度效能。

特区首府的禁毒先锋
——记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

支队支队长孙其标

今年47岁的邢福涛，从警已经26年了，是一
个多年奋战在基层岗位的人民警察。从1989年
参加工作以来，先后从事15年刑警、11年缉毒民
警，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2次，并被评为海口
市青年岗位能手。现任海南省海口市禁毒支队二
大队大队长。

说起邢福涛，同事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为了
侦查破案，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始终坚
持在第一线的“拼命三郎”干劲。

一位和邢福涛共事多年的同事对记者说，在
跟随邢福涛办案这几年，几乎所有经手的案件，
从线索来源、梳理、研判，到侦查、收网、破案、起
诉，邢福涛都以身作则，以严明的工作作风和饱
满的热情，投入到案件侦破中去，处处起到引领
带头作用。

从2010年以来，邢福涛带队侦破公安部目标
案件18宗，省目标案件5宗，参与侦破公安部目标
案件15宗，省目标案件6宗，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252人，缴获海洛因15.6公斤、冰毒92公斤、K粉81
公斤，摇头丸、麻古、开心果3万粒，神仙水800多
瓶，贩毒工具小轿车20多辆，毒资几百万人民币。

尤其是在侦破2007年“7.15”专案（特大贩毒
团伙系列案）中，邢福涛凭着过硬的侦察本领和超
人的毅力，为侦破该案立下汗马功劳。该案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16人，缴获毒品K粉21.5公斤，缴
获毒品和作案工具一批。是海南建省以来破获的
一起最大的新型毒品案。因此，邢福涛荣获个人
二等功殊荣。

在侦破2012年公安部目标案件（吴多文团
伙贩毒案）中，邢福涛负责带队收网，根据情报，
老板的马仔从广东到海口交易，收网民警共分
两路，一路负责抓捕吴多文，另一路邢福涛带队
到码头准备收网，情报反馈货已到海口码头，马
仔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老板每次送货都派不同
的马仔送货，加上过往的船只、车辆比较多，技
侦人员到场也无法从中确定目标，邢福涛根据
掌握的情报，及时使用阵地特情，对来往的大货
车进行排查，只用一个小时，就成功将马仔抓
获，缴获20公斤K粉。

2013 年，在侦破公安部目标案件（2013-
273）中，由于案件每次交易都是在路边，交易时车
都是处在启动状态，邢福涛同志作为现场指挥官，
果断下令，提前收网，将主犯李雪平和送货马仔林
木潮分开抓捕，当场缴获冰毒5公斤。随后，邢福
涛同志带队收集大量证据，并加大追逃力度，将李
雪平的马仔莫贤清抓捕归案，最终法院以零口供
将李雪平判处死刑。

2014 年，在侦破公安部目标案件（2014-
639）中，其表现十分的沉着、勇敢，在侦查过程中
发现案件的一号人物蔡建鞍随身带有枪支，邢福
涛主动带队抓捕他，在其交易的地点路线和住处
设伏，其交易回到住处的楼道上，邢福涛同志扑上
去和抓捕组同志及时将其按住，当场缴获仿制六
四手枪一支、冰毒一公斤。

能力突出的“拼命三郎”
——记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

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邢福涛

今年34岁杨成龙，是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
支队一大队侦察员，在海口禁毒一线的队伍中，算
得上是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2008年从武警海
南省总队第二支队司令部转业至海口市公安局禁
毒警察支队工作至今，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
被评为“海口市青年岗位能手”、“海南省十大禁毒
标兵”。

从警以来，杨成龙始终战斗在打击毒品犯罪
第一线，他利用情报信息研判系统开展并亲自参
与侦破各类贩毒案件580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
390余起，缴获各类毒品670余千克、各类枪支17
支、子弹96发。其中仅2013年就缴获毒品海洛
因 117.81 千克、K 粉约 183.09 千克、冰毒约
155.21千克，屡建奇功。

经过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杨成龙一步
一个脚印，逐步从一名普通侦察员成长为一名智
勇双全的禁毒战线上的优秀侦察员。

从警以来，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杨成龙经过
细心专研，将传统人力资源研判与信息技术研判
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情报信息研判的新路子，先后
总结提炼出了嫌疑人虚拟活跃指数研判法、嫌疑
人同行关系指数研判法、嫌疑身份虚假指数研判
法、二次基础信息采集跟踪研判法、同户籍地嫌疑
人照片比对确认法、交叉查控法、嫌疑人冒用身份
快速研判法等行之有效的研判技巧。不仅缩短了
研判时间、提高了准确性，还有效地利用各类日常
工具拓宽了情报信息收集渠道。

2012 年 4 月 ，在 侦 破 公 安 部 部 督 的
“2011.4.28”林某特大贩卖毒品案件时，由于广东籍
林某曾在武警部队服役过，其有着强烈的反侦查意
识，手段格外狡猾，按照常规办法弄不好会打草惊
蛇，稍有不慎，就会使该犯逃脱打击。为此，杨成龙
通过对林某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对案件的仔细分析
后，及时向领导建议将守候抓捕阵地大胆前移，在
犯罪嫌疑人最有可能出现的交通要道上设点守
候。在守候中，杨成龙连续四个昼夜布控守候在犯
罪嫌疑人有可能出现的道路上，困了就轮流在车里
眯一会，饿了就吃方便面，最终将贩毒嫌疑人林某
抓获，缴获海洛因1673克、冰毒9000余克。

在侦破公安部“2012-467”跨省涉枪涉黑贩
毒团伙案中，毒犯王某为了逃避抓捕，驾车连撞数车
后，继续驾车撞向抓捕民警，当参与抓捕的侦察员杨
成龙在闪身躲避的同时，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猛击
车窗，玻璃四散，杨成龙的右手被玻璃划破，血流不
止……车子终于被逼停，但犯罪嫌疑人拒不开车门。

为了防止嫌疑人持凶器反抗，杨成龙不顾伤
情，迅猛冲上前去用铁锤把车门砸开。王某从车
上掏出匕首，杨成龙见状，立即挥拳击向王某头
部，致其瞬时失控，随即王某被制服，成功避免了
伤亡事情的发生。

现在杨成龙已经成长为单位情报分析的“研
判能手”。因工作成绩突出，杨成龙2012年度被
评为“海口市青年岗位能手”，2013年度被评为

“海南省十大禁毒标兵”。

智勇双全的侦察能手
——记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

支队一大队侦察员杨成龙

吴大福是一位具有30年党龄的人民警察。
他从1982年参加公安工作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
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所热爱的公安事业之
中去。他先后在预审部门任科员、副大队长，现任
海口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从事公安工作二十几年，无论做什么工作，吴
大福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喊累，
从不叫苦，一心扑在事业上，是同事们眼中公认的

“老黄牛”。特别是担任禁毒大队大队长以来，他
用一个缉毒警察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树立了一名新时期优秀缉毒警察的良好形象。

2002年5月，海口市公安局组建成立禁毒支
队，局党委决定让从事侦察工作多年、且有过缉毒
工作经验，让贩毒分子闻风丧胆的吴大福同志担
任禁毒大队大队长。他上任伊始，在离海口的偏
远县城，贩卖毒品、非法加工毒品问题比较突出。
一些市区毒品贩子与县城山区农民相勾结，形成
了加工贩卖一条龙的贩毒网络，在社会上造成了
很坏的影响，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

吴大福受任于危难之中，挑起禁毒、缉毒这副
重担。他深知作为禁毒大队的大队长，如果在短
时期内不能彻底扭转禁毒工作的被动局面，就愧
对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信任。上任后的第二天，
他就带领全队干警分别深入到毒情较为严重的澄
迈、万宁、屯昌等地了解情况。

为掌握第一手材料，摸清毒品的来源、加工
详情，吴大福带领缉毒干警深入到各个县市的每
一条大街小巷，详细掌握毒品来源的情况。鉴于
海南情况特殊，毒品的来源无疑多是从海上过
来，他带领缉毒干警定时与随时相结合到各个码
头设点设卡检查，从源头上很大程度上堵住了毒
品的流入。

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多年的工作实践，使吴大
福积累了丰富的禁毒工作经验，练就了过硬的擒
毒贩本领。贩毒分子的贩毒手段越来越狡诈，作
案手段越来越高明，而他炼就了一副“火眼金睛”，
善于与贩毒分子进行斗智斗勇。

2013年，经过5个月的跟踪调查，吴大福带
领的海口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一大队，一举破获了
海南省建省以来手段最为新颖的一起制造贩卖毒
品案，缴获海洛因、冰毒共计 35 公斤、毒资
110万元、快艇一艘、小轿车四辆、仿“六四”手枪
一支、子弹五发及作案工具一批。此案的侦破，震
惊了社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事禁毒工作以来，吴大福先后亲自参与侦
破各类贩毒案件 3000 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
2600余起。

“禁毒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吴大
福工作的座右铭。吴大福同志忘我的工作热情、
出色的禁毒工作业绩，上级领导、同事和人民群
众看到眼里，记在心间。他先后荣立一等功一
次、三等功三次，多次被上级政法部门和局党委
授予优秀人民警察、人民满意的公安干警等多项
荣誉称号。

禁毒战线的“老黄牛”
——记海口市公安局禁毒警察

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吴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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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日的
“海口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