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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治毒瘤 合力除毒害
——儋州市禁毒工作纪实

禁绝毒品，功在
当 代 、利 在 千 秋 。
近年来，特别是开
展“铁拳整治社会
治安突出问题行动
年”活动以来，在儋
州市委、市政府和
省 禁 毒 委 的 领 导
下，儋州各级禁毒
部门科学分析复杂
多变的禁毒形势，
准确把握禁毒工作
规律特点，有效应
对禁毒工作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预防教育、缉毒
破案、规范管理、基
层缉毒等方面迈出
了新步伐。

在儋州市那大镇西干社区居委会，
有一本特别的台账——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台账，上面详细记录着社区内每一
名吸毒人员的基本情况、尿样检测和谈
话记录。这些记录，不仅记在本子上，还
录入了那大镇网格化管理系统，轻点电
脑鼠标，吸毒人员的动态一览无遗。

西干社区是人口最为密集的社区之
一，固定人口近2万人，登记在册的吸毒
人员共12名，占总人口的0.6‰，远低于
3.14‰的全市平均水平。由于基层禁毒
工作抓得好，2014年5月，西干社区被评
为全省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示范点。

据西干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魏尧清介
绍，西干社区的禁毒工作没有什么窍门，一
方面是积极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禁毒宣传，提
高大家的防毒意识；另一方面是彻底摸清社
区内吸毒人员的情况，逐一登记，逐人核实，
信息上网，并将跟踪帮教工作落实到人。

每个月，居委会干部都要深入吸毒
（康复）人员家中了解其动态，并帮助解
决一些实际困难。“找他们聊天，提醒他
们远离可能重新染上毒品的圈子，如有
需要，还会帮他们联系就业局，帮助安排
工作岗位。”魏尧清说，细致的跟踪帮扶
服务，赢得了吸毒（康复）人员及其家属
对禁毒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抓好社区禁毒工作，只是儋州夯实基
层基础工作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儋州全
市各级禁毒部门始终把基层基础工作抓
在手上，在上网入库核查、重点地区治理、
创建无毒社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开展上网入库核查工作。儋州
市公安局开展吸毒人员调查摸底集中统
一清查行动，全面清理登记在册吸毒人
员，对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逐人见面排
查，逐人核实上网入库信息，登记入库本
地籍吸毒人员身份信息核实率、现状情
况和管控业务信息准确率均达100%。

二是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治理。2014
年，省禁毒委将那大、白马井、新州、木
棠 4 镇列入毒品危害重点镇，儋州市
禁毒办加大禁毒重点整治工作的力
度，组成督导小组，多次下到各镇进
行各项禁毒业务指导，全面落实禁毒
工作领导责任追究制，构建齐抓共
管、综合治理的禁毒工作格局，力求
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三是指导无毒社区创建工作。儋州
市禁毒办工作人员多次深入南丰、和庆
两镇，部署安排“无毒社区”创建工作，从
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吸毒人员管控及帮
教、个人档案建立等方面进行指导，并加
大对排浦镇、西联农场、西流社区、热科
院试验场、兰洋农场等“无毒社区”巩固
试点单位的检查指导力度。

“一人吸毒，全家遭殃。每个人都有
责任和义务参与禁毒工作。”西干社区居
民老王说，吸毒人员往往会成为社区内的
不稳定因素，抓好社区禁毒工作，有利于
为社区营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这所公安监管医院，别看面积
不大，作用可不小。有了它，儋州的
社会治安环境会好很多。”日前，儋州
市公安监管医院协助负责人王雄业
高兴地说，儋州曾经存在的病残违法
犯罪嫌疑人和被监管人员“收不了、
治不了、放了乱”的难题，如今已不是
问题了。

长期以来，受客观原因限制，病残
违法犯罪嫌疑人常因病无法收押而逍

遥法外，甚至以此为“护身符”多次作
案，成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环境的隐
患，如染上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性疾
病的吸毒、贩毒人员，以前没有条件关
押，只能是抓了放、放了又抓，公安机关
束手无策。2013年12月26日，儋州市
公安监管医院建成投用，正式开始收治
患有肺结核、艾滋病的违法犯罪嫌疑
人，患病涉毒人员终于没了“护身符”。

儋州市公安监管医院位于儋州

市第一看守所内，是我省目前仅有
的 2 家公安监管医院之一。该院占
地面积 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931
平方米，投入资金 400 多万元，建成
医院综合楼一栋、公安监管房一栋、
病人收治房一栋，设置床位 36张。

据介绍，该院收治的病人，绝大
多数是因吸毒染上传染病，在违法犯
罪以后，普通监所无法关押，只好收
治于此。2014年，儋州公安监管医院

共收治病人 47人次，其中肺结核 40
人次，肝炎病人1人次。每天，公安监
管医院的医护人员会为这些特殊的
病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

“以前，这类病人知道公安机关拿他
没办法，于是借病‘护身’，在外面盗窃、
抢劫，有恃无恐，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
影响。如今，监管医院可以收治他们，对
这类人产生了巨大威慑作用，从而减少
了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王雄业说。

儋州公安监管医院收良效

患病涉毒人员没了“护身符”

社区管控
夯实禁毒基层基础

齐抓共管
形成禁毒合力

儋州市当前毒情形势总体平稳，
但由于受全球毒品持续蔓延、境外毒
品多头入境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全市毒情形势仍不容乐观。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及全省复
杂严峻的毒情形势，儋州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按照省禁毒委的安
排部署，对禁毒工作做到早规划、
早研究、早部署。儋州市委书记严
朝君、市长张耕和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铁刚等市领导高度重视禁
毒工作，经常听取禁毒工作汇报，
及时研究解决禁毒工作中的困难和
问题，对全市禁毒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和安排。

“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调动
各方面的力量参与进来，形成禁毒的
合力。”儋州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儋州市开展了“百镇禁毒大
会战”专项行动，制定了相应实施方
案、工作要点、任务分配表等等，明确
了该市禁毒委成员单位、各乡镇、农
场禁毒工作的任务和目标。

同时，儋州市财政对强制隔离戒
毒及治理特殊人群贩毒问题所需的经
费保障，市财政年度预算增拨禁毒专
项经费达30万元。此外，部分乡镇、农
场也加强了禁毒投入。

强化打击
加大缉毒破案力度

2014年 10月 30日，抓获毒贩梁
某，缴获毒品海洛因 34.46 克，冰毒
141.44克；2015年 3月25日，抓获毒
贩段某，缴获毒品海洛因 16.84 克；
2015年4月20日，抓获毒贩吴某，缴
获海洛因2.66克、冰毒9.85克……近
年来，儋州打击贩毒工作捷报频传，
一批毒品犯罪嫌疑人落网。

据统计，2013年以来，截至今年5
月份，儋州全市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20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2名，缴获
各类毒品约 26千克；查获吸毒人员
1191名，其中强制隔离戒毒503名；查
获涉毒歌舞娱乐场所32家次，查获吸
毒人员387名，取缔和处罚歌舞娱乐场
所2家、责令停业整顿4家、限期整改4
家。2013年、2014年，儋州均超额完
成省下达的破毒案、抓毒贩任务。

“儋州禁毒工作之所以初见成效，
源于严打、严防、严管、严守。”儋州市
委常委、公安局长易向阳介绍说，近年
来儋州市公安禁毒部门以打击区域性
涉毒犯罪和新型毒品犯罪为重点，全
警参与、上下联动、重拳出击、严厉打
击了各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一方面，全市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
打高压态势，建立多警联动的打击零包
贩毒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强化娱乐场
所监管力度，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组织召
开各歌舞娱乐场所业主、负责人会议，
签订禁毒责任书。

此外，完善堵源截流工作机制。加
强边防毒品查缉点建设，强化沿海港口
查控，落实重点部位禁毒堵源截流的责
任制，对海岸码头的人员、物品、车辆、
船只实行“逢疑必查”，围堵、截断毒品
贩卖上岸通道，严密防范毒品案件从儋
州市口岸入境。同时加大公路、车站、
邮政的监管，严防毒品非法流入渠道。

重在预防
增强全民禁毒意识

“禁毒工作不仅要重视打击毒品
犯罪，同时也要重视预防，抓好宣传教
育工作，增强全民禁毒意识，尤其是要
从未成年人抓起。”铁刚表示，近年来，
儋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颇具特色的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全
方位、立体式的禁毒氛围，取得了一定
成效。

今年5-6月份，儋州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开展“美丽宝岛·远离毒品”全
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宣传月期间，各
镇、农场和禁毒委成员单位围绕禁毒
宣传“六进”内容，集中开展“禁毒课
堂·毒品知识进校园、“健康生活·禁毒
宣传进社区”、“流动讲堂·毒品知识进
乡村垦区”、“阳光娱乐·毒品知识进场
所”、“拒绝毒品·毒品知识进单位企
业”、“防毒计划·禁毒宣讲进家庭”等
六大主题活动。

除“6·26”国际禁毒日等重要时
段外，儋州还注重抓住一些关键节
点，适时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如，利
用春运期间返乡返城、外出旅游的
高峰期，组织协同工商、文体、教育
等单位通过张贴宣传海报标语、摆
放宣传展板、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宣
传车巡游广播及发放宣传手册、传
单等形式，在人员聚集场所集中开
展宣传活动。

此外，还积极开展校园禁毒宣传
教育活动，如，去年儋州市禁毒办牵头
组织了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不让毒品
进校园”系列预防教育活动，印制了4
万本“青春无悔——禁毒校园行”日记
本，分别发放给12所重点中学学生；还
在部分中学设“校园禁毒教育宣传专
栏”，进一步提高在校学生对毒品的识
别和预防能力，扩大了禁毒预防教育
宣传的效果。

突破瓶颈
打响禁毒人民战争

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儋州的禁毒
工作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儋
州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体
制机制不健全、考核问责不得力等原
因，儋州市禁毒委一些成员单位存在
对禁毒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
履行职责主动性不强等问题，制约了
禁毒工作的全面深入。

譬如，在体制机制方面，由于没有
实体化的机构去组织、协调各成员单
位，禁毒工作多数时候是公安部门一
肩挑，其他成员单位多数在应付，甚至
根本不干事。在考核问责方面，禁毒
工作在全市四大综治考核中占的内容
少、分值低，禁毒工作做得好不好，对
考核结果的影响不大，以至于一些成
员单位积极性不高。

“目前，这些问题已引起市领导的
关注，经初步讨论，我市计划将禁毒工
作列为各单位各部门今年综治考核的
一项重要内容，禁毒办将参与考核、评
分，对禁毒工作不力的部门，将进行问
责。”儋州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说。

铁刚说，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
族兴衰、人民福祉，是一场输不起的“人民
战争”，全社会都应积极参与进来，为禁毒
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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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主会场。 在禁毒宣传栏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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