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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定安警方破获
特大贩毒案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金世奇

日前，定安县公安局上下联动、多警协
作，成功破获一宗特大贩毒案，缴获毒品
1183.42克、小轿车1辆，抓获涉案人员3人。

2016年底，龙河派出所在工作中获
悉，雷鸣镇一外号叫“么星”90后男子具有
贩毒重大嫌疑。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么
星”系陈某，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曾在
2015年8月因吸毒被定安县公安局行政拘
留十五日。

定安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对陈某加大
展开侦查搜捕力度，尤其对其居住地和经
常出没的场所展开 24 小时摸排蹲守。
2017年1月16日晚上21时许，根据群众
举报，在县公安局黄副局长指挥下，龙河派
出所民警、协警在定城镇沿江二路某英语
补习班门口处一举成功抓获毒贩陈某，当
场扣押一包用锡纸包装的的K粉，二包稍
大一点的用有封口的透明塑料袋包装的K
粉，五十二包用金骏眉茶叶袋包装的“茶
粉”（冰毒），一包用有封口透明塑料袋包装
的“糖果”（里面有5粒丸状物品），十粒单
独包装的的丸状“开心果”，十二包稍小一
点的用有封口的透明塑料袋包装的K粉，
扣押的毒品净重1183.42克（经省公安司
法鉴定中心鉴定，在毒品可疑物中检出二
甲基砜、甲基苯丙胺、MDMA、咖啡因和氯
胺酮等成份）。两部iPhone手机，一把红
色电子秤，人民币2210元，一辆比亚迪小
轿车。

禁毒大队主要负责人赶到现场讯问犯
罪嫌疑人陈某。陈某后被警方强制隔离戒
毒二年。同时，定城所、治安大队共同协助
抓获向陈某购买毒品的吸毒人员两名。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对其以贩养
吸，贩卖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陈某现已被
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了解，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在
定安县公安局党委的部署下，该局充分发
挥公安机关禁毒主力军作用。以“打源头、
摧网络、破大案、缴毒资”为主攻方向，坚持
以“打”促“堵”战术，积极开展“严打”、“严
堵”工程，完善内部禁毒、刑侦、网警、治安、
情报等多警种的协同作战机制，建立健全
缉毒破案工作机制，加大对大数据、大情报
平台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加大对涉毒娱乐
场所和重点地区的整治力度，形成打击合
力，迅速掀起严打高潮，实现对毒品违法犯
罪的有效打击。（本报定城6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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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工作纳入各镇综治年终考核

定安群策群力打好禁毒“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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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陈军十分重视禁毒
工作，要求有关部门每两周就要报
送一次工作进度，有重大情况时马
上直接向他反映。”定安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开文说。

原本计划于2012年建成投入
使用的定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因
种种原因，直到2017年年初都未落
成。2017年 2月 8日，全省调度会
上要求戒毒所六个月要建成投入使
用。在省调度会刚结束两小时，陈
军即深入新建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
调研工作，要求充分认识新形势下
禁毒戒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全力抓好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工

作，并当场立下“新的戒毒所务必三
个月建成投入使用”的军令状。

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成立项目推进工作小组，由县委常
委、公安局长李忠山任组长，相关责
任领导任成员，明确分工，主动与部
门协调沟通。施工期间，陈军、刘蔚
多次深入工地现场，实地解决问题，
为戒毒所建设资金、供电、排水工程
提供有力保障。5月8日，新建强制
隔离戒毒所及室外配套工程按期圆
满竣工，并整体搬迁，为推进“禁毒
三年大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定安新建戒毒所用地面
积 19030.87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618万元。设有监室20间，每间设
床位10张，可关押200人。新建戒
毒所的投入使用，为吸毒人员的依

法管理、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回归
社会提供良好场所。

（本报定城6月25日电）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金世奇

定安县始终保持对毒品的“零
容忍”态度，严控涉毒人员，严打毒
品犯罪，遏制毒品问题，筑起禁毒

“篱笆”。
据了解，定安严密控制各辖区毒

品来源的主要通道，特别是东线高速
公路两侧的辖区车站，邮政部门加大
了对邮件收寄验视，防止毒品通过各

种渠道流入该县。
自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定

安全县共排查可疑车辆1595辆次、
人员2889人次、物品3227件次。

目前，定安已在县汽车站设立稽
查站，下设一个毒品查缉点，一个X
光验视点，一个值班休息室。定安全
县寄递企业也已经落实开包验视和
实名制登记两个100%制度。

定安县公安、工商、文体等部
门多次对全县娱乐场所开展联合

大检查，共清查酒店32家、宾馆85
家、网吧 36 家、歌舞娱乐场所 9
家，查获吸毒人员15名，取缔无证
经营娱乐场所1家，责令停业整顿
1家。

目前，定安全县辖区大部分娱乐
场所均能主动举报涉毒行为，形成了
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定安还充分利用本县电视台、
报纸、微博、微信等载体，宣传禁毒
知识，提高群众健康意识。通过参

观教育基地、禁毒教育进课堂、巡
回法庭进社区和发放宣传材料等方
式深入推动毒品预防进校园“6·
27”工程和禁毒宣传进社区“8·31”
工程。

结合省扶贫夜校，全县各村委会
（社区）在每周一、周四晚集中播放禁
毒宣传片，切实提高群众识毒、防毒、
拒毒能力。自编自演禁毒小琼剧义
务宣传禁毒。

（本报定城6月25日电）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金世奇

“结合实际，认真把省委和县委
的要求落到实处，打好‘合力战’、‘宣
传战’、‘禁戒战’及‘除源战’”。这是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在全县禁毒三年
大会战动员大会上对各镇、各部门作
的重要讲话及具体要求。

定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禁
毒工作。陈军多次要求，全县以合
力战齐抓共管，打好“四战”，以宣
传战提高群众参与禁毒斗争意识，
以禁戒战坚决遏制毒品蔓延，以除
源战坚决根除贩毒源头，以“零容
忍”态度坚定不移地加大对毒品犯
罪的打击力度，做到“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禁毒工作责
任制》，努力营造干净、无毒、和谐的
社会环境，定安县将禁毒工作纳入综
治网格化管理，把禁毒工作纳入各镇
年终综治（平安建设）考核。

定安县禁毒委成立禁毒工作领
导机构，建立健全运行工作机制，完
善监督指导，明确落实工作责任，县
委副书记、县长、县禁毒委主任刘蔚
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全面推动全县禁
毒三年大会战各项工作。

定安县不断加大督导力度，对
工作进展缓慢、任务落后、信息报
送不及时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其中，县公安局对2016年度禁毒破

案收戒任务情况滞后的一个大队、
3个派出所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诫
勉谈话。3月27日，县公安局对在
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中未能提前完
成破案任务和收治病残吸毒人员任
务的或已提前完成破案任务，但未
能提前完成收治病残吸毒人员任务
的3个派出所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

禁毒大会战开展以来，龙湖镇桐
树村村委会强化村治安联防队的作
用，开展打击毒品和维护治安行动，
对全村吸毒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并积
极帮助戒毒成功人员创业就业。村
委会通过鼓励困难户、戒毒成功的人

员加入天堂山黑山羊饲养专业合作
社，以“村委会+合作社+农户”的扶
贫模式，种植牧草、养殖黑山羊，致富
增收。

创业成功人员还起了带动作
用。龙湖镇成功戒毒人员冯某在镇
上开了1家龙湖钢材加工厂，年利润
可达百万元，共有员工15人，其中9
名是村内戒毒成功人员，每人每月
有4000-5000元收入。有10名戒
毒人员长期在钢材加工厂务工，繁
忙期可达30余人。目前，43名成功
戒毒人员已全部实现就业，其中5人
成功创业，2016年户均年收入超过
14万元。

亮点
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定安筑起禁毒“篱笆”

完成戒毒所项目建设 巩固禁毒整治成果

禁毒工作纳入年终考核 打响禁毒三年攻坚战

定安民警和志愿者向学生发放禁毒宣传单。

民警侦查贩毒案件现场。

定安县公安局举行禁毒
三年大会战誓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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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警方在转押强制隔
离戒毒所（拘留所）在押人
员。

自禁毒三年
大会战开展以来，
定安县打击涉毒
违法犯罪和加强
禁毒预防宣传教
育，深入开展禁毒
人民战争，初步实
现了“预防有新成
效、打击有新突
破、战果有新增
长、形势有新好
转”的良好局面。

禁毒三年大
会战开展以来，定
安县公安局破获
部督案件2宗，完
成部督任务指标
的200%，破获特
大案件2宗，重大
案件2宗，共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78
宗，抓获涉毒犯罪
嫌疑人78人，查
处吸毒人员 262
人,查获病残吸毒
人员217人，为定
安经济社会建设
创造了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