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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禁毒大会战成果展示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朱晨鹏 任永峰）自全省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省公安边防总队
坚持“打、防、管、建”并重，先后查破
涉毒案件2021起2161人，同比上升
74.2%和65.9%，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488起，同比上升172%；抓获犯罪嫌

疑人486名，同比上升150%；缴获各
类毒品及管制类麻醉药品537.42公
斤，同比上升1071%，侦破部、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12起，破获重特大毒品
案件41起，打掉贩毒团伙12个，缴获
枪支22支、子弹257发。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坚决切断

贩毒通道，全力打好禁毒大会战这场
攻坚战……”2016年11月10日，该
总队在海口召开禁毒三年大会战动
员部署会，要求全省边防部队准确把
握当前禁毒工作严峻复杂形势，坚决
打赢毒品斗争这场硬仗。

会战第三天，澄迈公安边防支
队就成功侦破海南首宗利用快艇从
海上运输贩卖毒品案件，打响了禁
毒会战第一枪，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6名，缴获各类毒品 3.914 公斤，查
扣作案快艇1艘。不到一个月，临
高公安边防支队又破获一宗利用快
艇从广东至海南海上运输贩卖毒品
的案件，当场抓获涉案人员8名，缴
获各类毒品8.05公斤，查扣涉案快
艇1艘。

2016年11月，该总队查破了一名
广东湛江某海运公司的轮渡舵手张某
贩毒的案件，缴获海洛因1.56千克。

省边防总队破获毒品刑事案488起

7个多月，缴毒537.42公斤

海南一中院公开宣判
一起特大制毒案

一审判处2毒犯死刑，1毒犯死
缓，2毒犯无期徒刑

本报屯城6月26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
德文 陈伟）今天，海南一中院在屯昌法院公开宣
判一起横跨粤豫赣三省的特大制毒案，13名被告
人一审2人被判处死刑，1人被判处死缓，2人被
判处无期徒刑，其他涉案人员被判处12年到3年
不等的刑期。

该案涉案人员多，制毒数量巨大，现场缴
获毒品氯胺酮(K粉)及制毒原料羟亚胺、氨水
等 4.7 吨，是海南法院建省以来审理的最大一
宗涉毒案。

据了解，2015年7月初，谢某锋伙同田某健
在广东省惠州市淡水镇密谋出资制造毒品氯胺酮
（俗称“K粉”）。谢某锋让谢某平为其寻找制毒场
所，谢某平通过卢某斌、肖某及叶某庆等人的帮
忙，在江西遂川县大汾镇文溪村的山沟内寻找到
一处旧房屋为制毒场所。同月6日，谢某锋、田某
健、巫某飞、马某椅四人共出资249万元人民币到
河南省新乡市购买制毒原料，聘请制毒师傅，加工
制作毒品。

2015年7月11日14时许，公安机关对该制
毒场所进行突击搜查，现场缴获毒品、制毒原
料、制毒工具一批。经鉴定，现场缴获的25锅
咖啡色液体固体混合物共净重1236.6千克，均
检查出氯胺酮成分；现场缴获制毒原料羟亚胺
297.6 千克，氨水、乙醇等其他制毒原料共约
3200千克。同日，公安机关对广东省惠州市大
亚湾西区老畲居委会金坑组37号谢某锋家进
行搜查，在二楼卧室床底下搜出疑似枪型物品2
支。2015年 7月 11日至2016年 9月 13日，公
安机关陆续将田某健、谢某锋等 13人抓获归
案。

海南一中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案作
出一审宣判:以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数罪并罚，判处谢某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
处田某健死刑；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谢某平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制造毒品罪，判处巫某
飞、马某椅无期徒刑；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
人肖某等 6人有期徒刑 12年至 3年不等。以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判处赖某兴、赖某波两人
有期徒刑4年。

此外，为扩大禁毒工作宣传，屯昌当地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屯昌法院部分干警以及当地师生代
表共计100余人应邀参与集中宣判活动。

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 本报评论员

“坚定不移打赢这场不能输也输
不起的禁毒人民战争。”在第 30 个国
际禁毒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第一阶段总结表彰大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经验、表彰
先进，并对下一阶段禁毒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这对我们动员全社会形成
强大合力，坚决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按照会
议有关精神，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
会部署，以持之以恒的决心、更加有力
的举措，打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省禁毒
大会战，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和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全社

会、全人类的公敌。禁绝毒品，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
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
立场和主张。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禁毒工作，特别是去年启动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后，省委、省政府
把大会战作为“一把手”工程紧抓不
放，初步形成了“五级党政”抓禁毒的
良好工作格局。在国家禁毒委的有力
指导下，全省各级相关部门积极探索
禁毒斗争的新机制、新战术，围绕“八
严工程”强力攻坚，屡破大案要案，打
出了声势和威力，禁毒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

当前，我们要按照省第七次党代
会的工作部署，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
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保家卫
国”“守土尽责”的精神，坚定不移打赢
这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禁毒人民战
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需
要我们保持力度，持之以恒开展好禁
毒三年大会战。进入禁毒大会战的第
二阶段，时间跨度长，面临的形势更加
严峻，任务也更加艰巨，我们要坚持预
防为先、以打开路、打防结合、综合治
理的方针，通过狠抓“打”，始终保持对
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
通过狠抓“防”，统筹运用堵源截流、预
防教育等手段遏制贩毒吸毒增量；通
过狠抓“管”，最大限度地降低吸毒人

员的复吸率；通过狠抓“督”，通过激励
和问责推动禁毒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有效遏制毒
品蔓延势头。

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需要
我们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
同、社会共治、齐抓共管，形成强大合
力。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坚定不移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必须坚持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社会治理、依
法治理的基本原则，统筹各方力量，整
合各方资源，积极构建打防结合、专社
兼备的毒品治理体系。各级党委政府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党政
主体责任，要把禁毒工作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倾斜保

障；各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全面提升禁毒工作的专业化、社会化、
法治化、科技化水平，切实打好禁毒人
民战争整体战；要依靠人民，广泛发动
全社会力量禁毒，营造禁毒工作全民参
与、人人有责、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形
成毒品治理合力。

毒品问题一日不绝，禁毒斗争一
刻不止。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毒品零容忍的态
度，不断加强组织领导，不断采取强有
力的措施，持之以恒把禁毒工作深入
开展下去，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
争，使毒品绝于人民，绝迹海南，为加
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
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作出新的
贡献！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见习
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符宗瀚 胡阳）

“毒品的种类有哪些，请列举3个。”
“海洛因、摇头丸、吗啡。”今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在县文化体育广场
举行“禁毒游园”活动，来自该县中
山小学的5年级学生董楚欣正在进
行禁毒知识竞答游戏。

在活动现场，参与者首先在
咨询区领取游园卡以及宣传材
料；随后，在学习区和图片展示
区学习识毒防毒拒毒小知识以

及参观毒品案例图片展，更加直
观地了解毒品的相关知识及危
害；最后，在游戏区参加有奖知
识问答、快乐抛圈圈、禁毒大转
盘等游戏。

“趣味十足的游戏，让参与者
在开心游玩的同时能够收获丰富
的禁毒知识。”该县禁毒办有关负
责人说。据统计，当日共有来自
县禁毒委成员单位干部职工、学
校师生及市民群众约600人参加
游园活动。

陵水举办“禁毒游园”活动，600人参加——

在游玩中学到禁毒知识

6月26日，参加“禁毒游园”活动的小学生在观看禁毒知识展板，了解
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同济文昌医院助力戒毒

为戒毒所开辟
就医绿色通道

本报文城6月26日电（见习记者张期望 记
者许春媚）干净整洁的病床、规范化的药房……6
月26日，经过同济文昌医院全面规划和改造的文
昌市戒毒所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根据同济文昌医院与文昌市戒毒
所之前签署的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优质戒毒
所。目前，通过同济文昌医院全程深度参与改
造后，该戒毒所已拥有规范化的药房、设备完
善的病房、有现代化设备的放射科。同时，同
济文昌医院对该戒毒所戒毒人员的危重病转
诊、就医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就医，并在医
院感染科二楼病区设立隔离病房，作为戒毒人
员专用。

本报营根6月26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黄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昨晚在湾岭镇加章村举办禁毒普法琼
剧《回归》首场巡演活动。“国际禁毒日
来临，观看禁毒琼剧让人感触很深，吸
毒害人害己，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加章村竹埇村小组村民陈有兴说。

据了解，禁毒普法琼剧《回归》故
事情节生动，针对性强。讲述了一位
普通农民因吸毒导致家庭破裂，众叛
亲离，为了积攒毒资，抢劫入狱，最后
在政府关心教育下，重归家庭，重回社
会的曲折故事。

“《回归》将生动案例改编成琼剧，
剧情曲折，发人深省。吸引了附近村
庄近700余人观看。”加章村党支部书
记王世海表示，禁毒是一场持久战，毒
品是社会的公害与顽疾，琼中通过举
办禁毒普法巡演活动，让群众更加清
楚地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

专题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与康芝药业联
合举办的“全国儿科临床实用技术培训
班”6月16日—18日在湖南师范大学
医学院如期开讲，100多位基层医生现
场聆听专家的临床诊治技能讲座。

国家名老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博导徐荣
谦教授代表专家讲师团致辞，表示希
望通过这次培训班帮助基层医生把思

路打开，引发新的思维、新的领悟和新
的体会，从而激发基层医生临床技术
思想，发挥特长，提升医术。

培训开班仪式上，康芝药业执行
总裁朱学庆表示，康芝药业一直践行
着学术营销为本的理念，积极整合资
源，为广大基层医生搭建与权威专家
面对面教授的学习平台，为求提供专
业、系统、正规的教学组织，助力于基

层医生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提
高医术医技，为未来基层医疗服务而
努力！

徐荣谦教授讲授了《儿童体质体态
与病理辨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东区儿科主任、硕士生导师王瑞
萍讲授了《婴幼儿免疫低下原因分析
及治疗方法》《小儿厌食》以及《小儿腹
泻病的中医调制》。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特色科主任李建讲授了《老中医宋
祚民的主要学术思想》等。

据悉，康芝药业主要从事儿童药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是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高新科技企业。康芝药业秉承“诚
善行药、福泽人类”的企业宗旨，奉行“做
医药精品，做专业市场”的经营策略，积
极践行“儿童大健康战略”和“精品战

略”，在儿童药领域迅速成长，成为儿童
药生产领域领军企业。公司致力于打
造学术营销的康芝模式，以专业的态
度，高标准的品质，树立企业及产品品
牌形象。康芝药业追求与合作伙伴的
合作共赢，同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努力满足基层医生日益增长的学习
与进修需求，积极搭建全国知名专家授
课的培训平台！

康芝药业举行基层医生实用技术培训

全国儿科临床实用技术培训班现场。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见习记
者陈奕霖）今天是第30个国际禁毒
日，国家邮政部门首次发行禁毒主题
纪念邮票。当天，三亚举行该邮票首
发仪式，旨在拓展禁毒宣传形式，延伸
禁毒宣传触角，提高禁毒宣传成效。

此次发行的《国际禁毒日》纪念邮
票1套1枚，面值为1.20元。据介绍，
邮票以彩虹为界，分隔出绿树、蓝天、
和平鸽等元素组成的生活场景以及罂
粟花代表的毒品，寓意全社会共同拒
绝毒品、追求健康生活、共建和谐社会
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在
禁毒日临时邮局购买了纪念邮票，并
盖上“国际禁毒日”邮戳。

三亚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将借助纪念邮票的影响力，延
伸禁毒宣传的触角，把禁毒知识带进
千家万户，不断提高市民识毒、防毒、
拒毒的意识，努力创建“无毒三亚”。

《国际禁毒日》
纪念邮票首发

三亚举行首发仪式，拓
展禁毒宣传形式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宁丽）为提升青少年群体
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6月20日至
6月26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同共青
团海口市委员会、海口市司法局联合
举办“无毒海口 健康生活”2017年海
口市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期间，海口市检察机关青年
禁毒宣讲团的成员分别到海口桂林洋
中学、海口中学、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
等10所中小学校开展禁毒宣传进校
园活动。干警针对如何防范、远离毒
品和预防违法犯罪、加强自我保护，纷
纷向青少年“支招”。

省二中院、临高县人民法院
集中公开审理5起涉毒案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罗凤灵 周永高）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随
着“现在开庭”的法槌敲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临高县人民法院集中公开审理宣判5起毒
品犯罪案件。

临高县人民法院首先对4起毒品犯罪案件的
4名被告人分别进行当庭宣判，以贩卖毒品罪或
容留他人吸毒罪一审判处王某、黄某、钟某、李某
1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随后，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就1起涉毒案的3名被告人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10月，范某2次贩卖
毒品，其中贩卖海洛因18.73克、甲基苯丙胺7.59
克、美沙酮339.24克。2016年3月，符某贩卖海
洛因5克。2016年3月，范某、符某为吸食和贩卖
毒品，又与陈某共同购买毒品并实施异地运输，在
运毒过程中被查获352.75克海洛因。3被告人曾
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系累犯、再犯，范某在取
保候审期间仍继续犯罪，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
大，依法予以严惩。

6月26日晚，“6·26国际禁毒日”特别节目《忠诚无限·为了美好新海南》禁毒晚会在海南省广播电视总台演播厅内
直播，图为“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宣誓仪式。

本次晚会聚焦海南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一阶段的战果，体现禁毒工作者不忘初心，锐意精进的追求。而晚会请到央视
主持人倪萍，进行现场访谈，分别与涉毒当事人、戒毒帮教人员、禁毒执法民警直接对话，剖析事件背后故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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