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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关平

6 月 19 日上午
10时，澄迈金江派出
所，民警天明（化名）
等3位民警带着一名
吸毒人员回到所里。
“上次抓吸毒人员是
好几天前了。”天明一
边办理收押手续一边
对记者说，他得到情
报这个吸毒人员可能
以贩养吸，行动之前
做了充分“准备”，才
成功将其抓获。

2016 年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澄迈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禁毒工作，把
禁毒工作作为“一把
手”工程。无数像天
明这样的公安民警，
每天奋战在缉毒一
线。

一年来，澄迈在
缉毒破案、禁吸收戒、
场所整治、场所建设、
帮教扶助、宣传教育
等各个方面开展系统
性治理取得了一定成
效，为当地社会发展、
治安稳定做出了积极
贡献。

澄迈开展
禁毒宣传游园活动

本报金江6月26日电（记者李关平）“毒
品真的太可怕了，我们一定要告诫身边的亲朋好
友，提高毒品防范意识，拒绝毒品，远离毒品。”日
前，在澄迈县禁毒宣传游园系列活动现场，澄迈
二中一学生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珍惜生命·爱护家庭·远
离毒品”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学生对毒品知识的了解、认清毒品危
害，形成对“毒品零容忍”的良好舆论氛围。当天，
内容丰富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学生参与。

活动采用了传统的禁毒宣传方式与充满
趣味性的游戏相结合的形式，在现场设置了学
习区、禁毒游园咨询区、禁毒知识竞答区、禁毒
图片展示区、禁毒签名区等8个展区。让市民
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在体验游戏乐趣的同时，接
受禁毒教育，提高毒品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
自觉远离毒品。

据活动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游园活动仅
是澄迈开展禁毒主题活动月的系列活动之一。
在活动月期间，澄迈还将举办2017年“6·26”国
际禁毒日“禁毒有约·全民健走”活动、“禁毒科
普图片展”“6·27”工程进校园主题活动、禁毒法
制宣传进社入村活动等。

澄迈县紧紧围绕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行
动和全县毒品问题三年综合治理工作的部署，
以国际旅游岛建设治安环境整治为目标，以建
设法治澄迈、平安澄迈、美好澄迈为契机，通过
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全力推进各项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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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式摸排，源头打击，制度夯实责任，创新收戒体制机制——

澄迈系统性治毒筑起反毒长城

吸毒人员的收戒和回归正常生
活，一直以来是禁毒工作的难点。

澄迈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唐守兵表示，澄迈
县政府投入500万元建成公安监管
中心卫生门诊部和病残吸毒人员特
殊收治区，迅速收治了161名病残吸
毒人员，已有38人经治疗康复转普通
监区收押。同时，可容纳800人的强
制隔离戒毒所扩建项目已动工建
设。还投入28.5万元增建面积158
平方米的板房，扩增70个床位对吸毒
人员进行收押，有效缓解收戒压力。

“公安监管中心卫生门诊部配有
专职医护人员，24小时上班。”该门诊
负责人介绍，门诊可对病残吸毒人员
进行收押入所前的健康“5项检查”；建
立三监所所有在押人员的健康档案并
进行管理；提前发现在押人员身体健
康疾病；实现对在押人员普通疾病的
治疗；更重要的是，门诊区内设置的5
个特殊监仓，可收押病残吸毒人员。

对于完成戒毒回归社会的人员，
澄迈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他们的回
归之路。各镇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
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开展基层基础建

设和帮教扶助工作；落实“无缝对接”
制度，实行戒毒出所人员由户籍所在
地禁毒办、派出所、村（居）委共同派
员接领，落实后续管控帮教措施。

“县里还启用吸毒人员入出所预
警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监控，严
防吸毒人员脱管失控。”金江镇党委
委员林海能介绍，每一个从戒毒所出
来的人员，当地都要实时跟踪3年追
查有无复吸。同时，想方设法安排就
业，比如金江镇江南社区建立了海岛
家园工场，通过引进工厂半成品进行
手工加工，实现就业基地管理与家庭

监护无缝对接。
经过集中开展对毒品问题的凌

厉攻势，有力促进澄迈县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向纵深发展。从2016年11
月8日至今年5月31日，澄迈各类案
件发案率大幅下降，日平均有效接警
量17.9起，刑事警情平均1.2起，治
安警情平均4.91起，特别是抢劫案
件发案率同比下降52%，环比下降
52.9%；抢夺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44%，环比下降28.5%；盗窃案件发
案 率 同 比 下 降 45% ，环 比 下 降
51.3%。 （本报金江6月26日电）

制度建设往往是一项工作能否
持之以恒开展的重要保障。澄迈县
制定印发《澄迈县禁毒“十有”工作标
准》，对禁毒工作进行细化规定，并纳
入考核标准。同时压实责任，24个
县禁毒委成员单位和12个镇与县
委、县政府签订禁毒工作责任书，压
实党委政府第一责任。

澄迈还强化责任追究，对各单位

禁毒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跟踪督导，对
工作进展缓慢、完成任务落后的单位
严厉追责。澄迈县公安局对11个工
作疲软的派出所下发了《公安督察建
议书》，对4个缉毒破案工作排名靠
后的派出所所长进行诫勉谈话；报请
县委组织部对未完成任务的仁兴派
出所所长、教导员副科级职务考察转
正时间推迟半年。通过严肃问责，为

禁毒工作顺利推进提供纪律保障。
娱乐场所往往是毒害重灾区。

澄迈县以推动执行涉毒场所“一次性
死亡”和“六个一律”规定为核心，对
不依法依规经营、藏污纳垢、涉毒的
娱乐场所实施严厉查处乃至“一次性
死亡”，坚决铲除新型毒品滥用平台，
有效萎缩了毒品供应市场。

潘秋光介绍，澄迈县共清查娱乐

场所269家次，查处涉毒娱乐场所
14家（其中停业整顿8家，吊销3家，
取缔2家，1家正在处理中）；除查处
的14家涉毒娱乐场所外，对22家证
照不齐的娱乐场所责令关停。打击
了一批利用娱乐场所容留吸毒的不
法业主和涉毒违法犯罪分子，取缔了
一批违规经营、无证经营的娱乐场
所，有效地净化了当地空气。

去年底，面对近年来严峻的毒
情，澄迈县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动员、
全员参与、集中力量，开展大范围、全
方位、多层次、横到边、纵到底的毒情
大排查专项工作。

同时，澄迈县设立有奖举报热
线，受理群众举报，并专款保障禁毒
奖励，激发禁毒工作积极性。截至目
前，共发出奖励资金214.35万元。

通过排查和群众举报，一方面通
过对澄迈11个镇、原4个农场的850
个村、队毒情状况进行全面的排查，

初步摸清吸毒人员底数、分布情况。
同时，一个个重要“线索”也浮出水
面。

澄迈警方查处的一宗部督案
件，正是从排查中发现的可疑线
索。经过深挖排查，最终打掉了一
个由 10 名贩毒成员组成的团伙。
该案也是澄迈有史以来查获的最大
毒品案件。

“这场战斗，从侦查、抓捕、讯问
持续了7个多月，禁毒、刑警、治安、
法制、特警、网警、情报、派出所等单

位100多名警力参与，多次往返于广
西、海南等地，行程近万公里。案件
破获后，斩断了一条重要毒品供应渠
道，从源头上控制了毒品流入澄迈及
周边市县。”澄迈县委常委、公安局长
潘秋光表示。

截至今年5月底，澄迈警方共破
获毒品刑事案件240宗，同比上升
131%。其中，包括部督案件1宗，省
督案件2宗，特大案件7宗，重大案
件 4宗；查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263
人；缴获毒品43.452公斤，缴获毒品

量是去年同期的10倍。
每一宗案件的破获，都凝聚着民

警的心血和智慧。在侦办“12·11”
特大制贩毒案件中，为了抓捕主犯陈
某，在偏僻的野外村庄，民警伪装公
路勘察人员与其搭话，伺机抓捕，最
终成功将其抓获。在侦办部督

“2016-771”案件中，办案民警仅凭
一张换锁单据敏锐地意识到该换锁
房间极有可能是一个藏毒地点，循线
追踪，成功在该房间查获毒品海洛因
标准版42板。

广撒网+重点击破——破贩毒大案控制毒品流入

制度压实责任——落后派出所被问责 涉毒场所一次死亡

完善收戒——让吸毒者有归途

综合施策 广泛发动
澄迈形成全民禁毒氛围

本报金江6月26日电（记者李关平）“要
打好禁毒战争，关键要增强群众禁毒防毒意
识，提高群众抵制毒品积极性，树立起全民防
毒、反毒的心理长城。”澄迈禁毒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县主要通过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施策，
广泛发动，强化全民禁毒意识。

一是以中小学校作为主阵地。以“6·27”
工程为抓手，以创建“无毒校园”为目标，切实
落实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通过在全县
中小学广泛设立禁毒知识宣传栏、开设禁毒专
题法制课、举办禁毒文艺晚会和丰富多样的活
动形式，在潜移默化中筑牢广大青少年识毒、
防毒、拒毒的意识；并引导学生充当小小禁毒
宣传员。

二是充分利用春节以及重要节庆日为宣
传契机，在人员密集地开展大规模宣传教育，
并突出对举报有奖等规定的宣传。

三是因人施策。县检察院、县司法局、青
年志愿者、“妈妈训教团”等单位和团体广泛深
入社区开展禁毒宣传警示教育。

四是通过县政法委、公检法联合举办毒品
案件公开宣判大会，进一步提高禁毒法制工作
的震慑力。

通过全面广泛的宣传发动，澄迈群众参与
禁毒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大大提高，全民
禁毒意识进一步提升，当地全民禁毒氛围的逐
渐形成，为澄迈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核心
提示

要有规范资料档案。一是形成各镇、各村毒情分析档案，摸清本辖区基本
毒情，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对辖区内所有吸毒人员实行一人一档，且分类
清楚、内容详细、保存齐全。

要有丰富多样宣传形式。一是要创新宣传形式，开展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
宣传活动；二是要打禁毒人民战争，积极发动群众，让群众成为禁毒工作的“千里
眼”、“顺风耳”，让每一位群众都成为禁毒宣传员；三是要从娃娃抓起，充分利用中
小学校这个主阵地，做好广泛的禁毒宣传工作。

要有禁毒工作情况通报制度。要加强禁毒情况通报工作，各单位各部门要
将本辖区在册吸毒人员总数、新增吸毒人员数量、破获毒品案件情况、禁吸收
戒、帮教扶助、宣传教育等工作情况进行月通报。

要有禁毒督导机制。各单位要对本单位的禁毒责任落实情况定期进行督
导检查，对存在问题单位予以通报，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约谈。

要有禁毒奖惩制度。要建立奖励制度，对在禁毒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
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举报线索的个人一经核实查处马上兑现奖励；对在禁毒
工作中不作为、工作后进、影响禁毒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究责任。

要有专门禁毒工作机构。各单位要成立专门的禁毒工作班子
专司禁毒工作，配齐专职禁毒工作人员。

要有专门禁毒工作方案。各单位要认真研究省、县两级禁毒
工作方案，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做到
责任清、任务明、有目标、有措施。

要有禁毒工作进度栏。要设立禁毒工作进度栏，公布各项工
作进度，包括本辖区吸毒人员总数，新增吸毒人员数，破案数，抓
获贩毒、吸毒人员数，重点整治工作进度等。

要有规范管理机制。要定期研究禁毒工作，分析毒情工作开
展模式，要有工作记录、工作小结、工作总结。

要有明确帮扶机制。要落实好帮教扶助措施，一是对戒毒出
所人员的帮教率要达到100%；二是由各地禁毒办、村委会、派出
所、家庭成员组成的“四位一体”帮教组织要健全，职责明确，人
员落实到位；三是对每一位戒毒出所人员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等
要一一摸清；四是要帮助解决戒毒人员就业问题，因地制宜，探
索打造经济合作社等创业帮扶的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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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开展“远离毒品 青春无悔”禁毒宣传活动。

澄迈中小学生签名远
离毒品。

澄迈中小学生在观看
禁毒宣传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