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陵水广泛开展
禁毒宣传月活动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见习记者李
艳玫 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符宗瀚 胡阳）连
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以“珍珠海岸·无毒
陵水·全民禁毒”为主题，开展以“禁毒全民
健走”和“禁毒游园”为主要内容的禁毒宣
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识毒防毒拒毒知
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禁毒专项斗争
的积极性。

6月24日上午8时，“禁毒全民健走”
活动在陵水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前开始，正
式拉开了陵水县2017年全民禁毒宣传月
主题活动的序幕。

“珍珠海岸·无毒陵水”这支由陵水县
禁毒委成员单位以及各乡镇干部职工、志
愿者、中学生代表等约600人组成的健走
队伍，一边高喊口号，一边举着旗帜和宣
传牌，从该县政府出发，沿中心大道、文化
路、建设路前行，最终返回县政府。整齐
划一的健走队伍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
来观看，为本次禁毒月活动营造了浓厚的
宣传氛围。

6月 26日，该县相关部门在县文化
体育广场举办为期一天的“禁毒游园”系
列宣传活动，现场将分为学习区、游戏
区、知识竞答区、咨询区、领奖区、禁毒图
片展示区、禁毒签名墙和中心指挥台 8
个区域。

在知识竞答区，采取“先举手、后抽
题、再答题”的有奖互动形式；在游戏区
一共设置 3 个小游戏：禁毒大转盘、禁
毒套环、识别毒品；在咨询区，该县人民
法院、县司法局、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
将设咨询台接受群众咨询并发放宣传
资料。

据该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陵水通
过严打、严防、严管、严守，有效地遏
制合成毒品违法犯罪蔓延势头，取得
初步成效。截至今年 6 月，陵水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共 53 起，超额完成省禁
毒 委 下 达 大 会 战 第 一 阶 段 任 务 的
132.5%；抓获犯罪嫌疑人 56 名，缴获
各类毒品约 627 克；查获吸毒人员 359
名，其中强制隔离戒毒 294 名，收戒收
治病残吸毒人员 101 名，超额完成省
禁毒委下达收戒收治病残吸毒人员任
务的 505%。

此次禁毒月宣传活动，陵水在结合
当地的实际情况基础上，开拓思路、创新
形式、突出特色，最大限度地把禁毒防毒
拒毒知识传播到千家万户。

■ 见习记者 李艳玫

海南省禁毒三年大会战行动以
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严厉打击吸毒、贩毒违法犯罪行
为，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其中陵水
警方顺藤摸瓜打掉“上线”系列贩毒
案是一起典型案例，通过查处一起吸
毒案件，警方顺案深挖毒品来源，成
功逮捕4名涉毒犯罪嫌疑人。

今年2月初，陵水县禁毒大队接
到群众匿名举报：在椰林镇中山东路
黄某鹏的家中有人涉嫌吸毒。该队
立即组织警力赶往举报地点，将黄某
鹏和邓某招依法口头传唤回禁毒大
队接受调查。经尿样检测，二人的尿
检结果均呈阳性。

在对二人审讯过程中，办案民警
得知二人吸食的毒品均从一位郑姓
男子处购买。经分析研究，警方决定
由邓某招与郑某觉联系，引诱其出来
进行交易，然后实行抓捕。起初，邓
某招心里有顾虑，不愿意配合公安机
关抓捕涉嫌贩毒的郑某觉。办案民
警耐心对邓某招进行教育，最后使其
答应配合公安机关抓捕郑某觉。

该县禁毒大队对抓捕郑某觉制
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狡猾的郑某
觉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几次变更
贩毒地点。但是办案民警毫不气馁，
始终沉着应对。当郑某觉再次联系
邓某招告知毒品交易地点变为椰林
镇海韵广场某网吧门口时，禁毒大队
立即组织警力在周围进行埋伏，最终
成功将郑某觉抓获，当场缴获毒品疑

似物4包、手机1部以及若干元毒资。
在对郑某觉进行审判时，他拒绝

交代其毒品来源，使审讯一度陷入僵
局。为了尽早破案，办案民警针对郑
某觉的家庭情况对其进行心理攻
势。通过一番努力，郑某觉的心理防
线被攻破，交代了其长期帮一名黄姓
男子贩毒，并指出黄某的情人邓某妙
也帮黄某贩毒。办案民警得知此消
息立即赶往邓某妙的出租屋内进行
抓捕，但是邓某妙并不住在出租屋
里。后来郑某觉又交代了一条重要
线索，称邓某妙在椰林镇文化路的一
家理发店内打工，但是不清楚是哪家
店。文化路是椰林镇的繁华地段，且
理发店较多，抓捕小组一一进行排
查，最后在该路段某小学路口附近的
一家理发店内将邓某妙抓获。

面对办案人员的审讯，邓某妙称
其是被冤枉的，拒绝承认其贩毒，审讯
再次陷入僵局。办案民警了解到邓某
妙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生活，日子过
得很拮据。针对她的实际情况，民警
重新部署审讯方案，经过一番斗智斗
勇，邓某妙卸下了防备心理，对其帮黄
某贩毒的事实供认不讳。在邓某妙的
带领指认下，民警在其出租屋阳台的
鞋架下搜到9包毒品疑似物。据邓某
妙交代黄某为澄迈人，当日不在陵
水。目前警方正对黄某进行追捕。

目前，该县公安局已对郑某觉贩
毒案、邓某妙贩毒案向县检察院提起
起诉；因黄某鹏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对其向县检察院提起起诉；已对黄某
贩毒案立案侦查，相关工作在进一步
侦查中。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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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陈思国

我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行动以
来，陵水黎族自治
县禁毒委、公安局
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和省禁
毒委的决策部署，
按照县委、县政府
的部署要求，坚持
严打开路、惩教结
合、综合管控、源
头治理，深入推进
打击毒品犯罪、整
治娱乐场所、会战
宣传等“八严”工
程，有效打击了涉
毒违法犯罪行为，
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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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构建禁毒大格局 擦亮“珍珠海岸”

大会战以来，陵水公安机关破
获毒品刑事案件53起，超额完成省
禁毒委下达大会战第一阶段任务
的132.5%；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
缴获各类毒品 627.418 克。同时，
该县公、检、法三机关多次召开毒
品案件法律适用工作座谈会，专题

研究涉毒案件侦办及法律条文适
用问题，力求打击毒品犯罪取得新
突破。据统计，会战开展以来（截
至 6月 17日），陵水检察机关共受
理移送审查起诉涉毒案件 47 起，
44人，受理公诉涉毒案件39起，41
人；法院受理公诉涉毒案件51起，

被告人51人。
与此同时，该县公安局多次组

织警力对重点娱乐场所巡查，共
盘查可疑人员 4058 余人次，已清
查各类娱乐场所 1206 家次，查获
涉毒娱乐场所1家，并对其吊销其
营业执照；取缔了无证经营娱乐

场所1家，还对娱乐场所管理人员
涉毒的 1 家娱乐服务场所下发停
业整顿通知书，对无证经营的3家
娱乐场所下发停业整顿通知书，
坚决遏制娱乐场所内违法犯罪活
动的发生。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

“物流、港口、渔船都是毒品可以
流通的渠道，严打的同时，我们也需
要肃清毒品流通渠道。”该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负责人称。大会战以来，陵
水公安机关对全县57家寄递物流单
位全面开展定期、不定期检查，要求
从业人员切实落实3个100%制度，

深入开展“海上毒品堵源截流”专项
查缉行动，对县域内265艘次渔船进
行全方位、立体式检查。

2017 年之前，按照相关标准，
该县戒毒所仅能容纳约300人，随
着禁毒工作的开展，为戒毒所拓容
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据了解，大会

战以来，陵水共收戒吸毒人员 359
名，其中收戒病残吸毒人员超额完
成省禁毒委下达收戒收治病残吸
毒人员任务的505%。

“新建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工程
是去年4月开工建设的，计划今年7
月交付使用。总用地面积为3.7万

多平方米，即约56.1亩，总建筑面积
为 4.4 万平方米，设计床位为 1500
张，整个项目预算总投资为 1.4 亿
元。”该县禁毒大队负责人说，新戒
毒所的投入使用将极大的缓解收戒
压力，同时也为陵水县的禁毒工作
提供了阵地基础。

如何落实“八严”工程，陵水县结
合实际情况，严格按照省公安厅的要
求，周密安排部署，总结出了一套本
地特色的实施方案。

2016年11月8日，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动员大会后，陵水立即组
织了禁毒三年大会攻坚战。“在全县
禁毒三年大会战动员大会和全县
公安机关禁毒三年大会战誓师部

署会上，陵水县委主要领导多次专
题听取禁毒工作汇报，多次做出
批示安排部署禁毒工作，形成了
党委政府主导、各单位负责人主
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禁毒工作
格局。”该县县委常委、公安局局
长陈俊华说。

按照禁毒三年大会战要求，该
县各乡镇成立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领导小组及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办公室，配备了169名专（兼）职禁毒
工作人员，初步形成县、镇、社区三
级戒毒康复网络。依托现有网格员
体系，该县禁毒委对全县 560 名网
格员进行防毒、识毒、拒毒培训，网
格员在全县各网格区域进行禁毒
宣传、巡查走访、重点人员管控、群
防群治。充分利用吸毒人员入出

所预警平台，做实出所管控、社区
康复等工作，实现吸毒人员帮教矫
治、关怀救助、教育挽救、就业安置
的无缝对接，严防吸毒人员漏管失
控、肇事肇祸。

同时，依托该县现有1间美沙酮
药物维持治疗门诊部和2个美沙酮
药物维持治疗延伸点，累计治疗人数
1343人。

构建禁毒大格局，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封堵流通渠道，加强阵地建设

重拳出击，进一步压缩毒品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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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县禁毒宣传进校园。

陵水县戒毒所内一角。

（本栏图片均由陵水县公安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