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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开展以来，海口市委、
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禁毒工作的决
策部署，以“八严”工程为
抓手，在全市迅速形成禁
毒大会战雷霆之势。海
口市委、市政府把禁毒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张琦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切实扛起省
会城市的责任担当，全力
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坚决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海
口市长、市禁毒委主任丁
晖，海口市委副书记、市
委政法委书记、禁毒委副
主任鲍剑，海口市委常
委、禁毒委副主任、市公
安局局长易鹏等市领导，
靠前指挥，亲自督战，及
时研究解决工作遇到的
问题，不断将海口市禁毒
大会战引向深入。

在海口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海口市禁
毒三年大会战在第一阶
段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
上，第二阶段继续保持禁
毒工作高压态势，强力推
进“八严”工程，先后组织
开展了“再掀禁毒新高
潮”“两打两控”“吸毒人
员摸底排查”“夏季攻势”
等专项行动，禁毒工作不
断取得成效。

5月8日，海口市禁毒办在海口新世界文化广场举办“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暨禁毒宣传进基层大型公益活动。

近年来，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办
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在推进社区戒
毒（康复）帮教工作中成效显著，连续6
年荣获“海口市禁毒综合考评优秀街
道”荣誉称号，2016年被省综治办确定
为全省社区戒毒（康复）联系点，2017
年街道被评为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第
一阶段先进集体，街道禁毒办副主任符
良玲被评为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一
阶段先进个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个人。

海甸街道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人民
大道以东，面积6.57平方公里，总人口
6.7万人。为深入推进社区戒毒（康复）
帮教工作，专门成立了由街道工委书记
任组长的禁毒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由
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组长的禁毒办公
室和社区戒毒（康复）办公室，辖区6个
居委会也挂牌成立了由社区书记担任
站长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并按照
30：1配备了禁毒专管员7名，整合共青
团、妇联、人社、派出所、志愿者、社区卫
生服务站医生等力量，组建“6+N”帮教
小组66支396人。

海甸街道现已建成省级帮教教室
示范点，完善了“谈心室”“尿检室”“接
待室”等功能室，组建了“社区工作服务
中心”“志愿者服务站”“社会组织协会”
等组织，构筑了党政“一把手”负责的禁
毒工作机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
导、综治部门牵头、禁毒部门具体指导、
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组织参与的联
动工作格局。街道探索推行的“对接无
缝化、管理网格化、帮教精准化、服务亲
情化”的社区戒毒（康复）“6+N”工作模
式，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在
全省综治现场会上推广。

目前，海甸街道有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66人，实现当年戒毒帮教对象列
管率达100%，帮教率达100%，社会面
现有吸毒史的人员安置就业198人，戒
断三年未复吸145人。 （邓海宁 辑）

海甸街道
暖心帮教
助戒毒人员远离毒魔

近些年，海口市教育局牢固树立围
绕教育抓禁毒，抓好禁毒促教育的指
导思想，紧扣“6·27”工程、禁毒三年大
会战等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决战决胜
的态势抓好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
广大师生的禁毒意识，提升了学校禁
毒宣传教育水平，形成了全市教育系
统“人人履行禁毒义务，参与禁毒斗
争”的良好局面。

为扎实推进禁毒工作深入开展，海
口市教育局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配合抓，纵横
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严
格按照“细化、量化、科学化”要求，合理
确定禁毒工作总体目标和“6·27”工程、
禁毒三年大会战等工作阶段目标，全面
推行目标责任书管理，建立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考核指标、考核制度，把“软任
务”变成“硬指标”，逐项落实，推动了全
市教育系统禁毒工作的整体发展。

海口市教育局按照禁毒工作“重点
在教育，关键在预防”的思路，通过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广大师
生的禁毒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预防青
少年沾染上毒品和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确保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开展了
禁毒知识竞赛、文艺晚会、向全市31万
中小学生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对全
市民办学校进行禁毒工作集体约谈、购
买《海南省学校毒品预防教育读本》、禁
毒教育宣讲员专题培训、“美好新海口·
创建示范城”主题活动等系列工作。

此外，海口市教育局还全面推进
“书法教育、养成教育、校园足球”区域
三大核心特色教育，培育学生优雅的品
格和强大的内心，促进学生自觉参加体
育锻炼，增强体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规范学生
日常行为和养成文明、健康的良好习
惯，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
识，自觉防患毒品，远离毒品。

（邓海宁 辑）

决胜禁毒三年大会战

加大保障、强化督导、落实责任、统筹推进

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海口在行动
海口公安机关充分发挥禁毒三年

大会战主力军作用，在市公安局党委领
导下，忠诚履职，主动作为，全警动员，
密切配合，进一步完善三级缉毒破案工
作机制，对毒品犯罪持续保持凌厉攻
势，不断掀起严打高潮。以“打团伙、摧
网络、破大案、抓毒枭、缴毒资”为目标，
以扫荡街头零星贩毒为重点，深入开展
禁毒专项行动，成功破获多起公安部、

省公安厅毒品目标大案，摧毁了多个贩
毒网络，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
效。

自大会战开展以来，共清查整治
娱乐场所 7992 家次，整治隐患 1737
处，查处娱乐场所涉毒案件112起，抓
获涉案人员 438人，取缔容留吸毒歌
舞娱乐场所4家，停业整顿14家；对全
市 124 家歌舞娱乐场所逐一建立台

账，歌舞娱乐场所涉毒现象基本根治，
涉毒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同时，交警
部门将“毒驾”和“酒驾”一起捆绑查
处，共出动警力 53106 人/次，检查车
辆118228辆/次，查获毒驾14起，查处
15人。

海口市还不断加大沿海边防巡查
力度，完善毒品违法犯罪情报信息收集
研判机制，实行精准打击，以切断港口、

码头、机场、寄递物流等贩毒通道为重
点，努力构筑起堵截毒品入岛内流的屏
障，最大限度地将毒品堵在岛外市外，
强力推进堵源截流工作。加强对寄递
物流行业检查监督，督促物流寄递企业
执行“开箱验视、实名寄递、过机安检”
三个百分之百，全市25家应配备X光机
的物流寄递企业已有24家完成设备安
装，并投入使用。

一是毒品案件破获数大幅上升

共破获毒品案件2195起（其中部督案件 13起）

同比上升31.7%

抓获犯罪嫌疑人2581人，同比上升36.1%

打掉贩毒团伙65个321人

按照“应收尽收，全员收戒”的工作
要求，尤其是针对病残吸毒人员，海口
大力开展收治收戒工作，减少社会治安
隐患，共抓获吸毒人员6543人，收治病
残吸毒人员978人，全市强制隔离戒毒
场所做到满员收戒、为增加收治收戒容
量，去年12月启动了戒毒场所改造、扩

建康复农场工程建设工作：一是市司法
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宿舍楼增
建扩容改造工程；二是公安监管医院改
扩建工程；三是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
所二期建设工程；四是启动龙华区美仁
坡戒毒康复管理所建设工作。

为了加强镇（街）和村（居）基层禁

毒组织建设，全市44个镇、街全部成立
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领导小组及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办公室，并配备了专职工
作人员，447个村（居）委会全部建立了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将吸毒人员
纳入了网格化社会管控体系，基层末端
基础进一步夯实。大会战以来，对强制

隔离戒毒出所人员全部做到了100%到
所接收，完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机
构与公安派出所联络协调机制，实现吸
毒人员出所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无缝
对接”，并按照“六位一体”工作措施开
展帮教、康复工作，最大限度防止吸毒
人员漏管失控和肇事肇祸。

海口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显著成
效，进一步树立了党委政府形象，极大
鼓舞了士气，坚定了各参战单位的担当
意识和责任意识。今年初，海口市也被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确定为第一批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单位。

据了解，海口将按照“创建示范城

市与禁毒三年大会战同步推进、同步落
实、同步实现目标”的思路，通过为期一
年扎实有效的创建，不断提升城市毒品
治理整体水平，实现示范城市创建与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双赢”效果。

海口市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为主线，以创建全

国禁毒示范城市为载体，全面加强和改进
毒品治理工作。做到“五个不发生”：不发
生制造毒品案件或者制造制毒物品案件；
不发生大规模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
不发生影响较为恶劣的吸毒人员肇事肇
祸案事件；不发生脱管失控吸毒人员引起
的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不发生在校中小学

生吸毒案事件。推动禁毒工作全面协调，
持续发展，不断适应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
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海口人民享受到毒品
治理带来的红利，把海口打造成全国城市
毒品治理的样板城市。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创新战法 全线出击

全员收戒 齐抓共管

持续发力 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挥利剑 斩毒链 出重拳 破大案

海口警方破获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二是刑事案件发案率大幅下降

全市共立刑事案件23167起，同比下降26.7％

其中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89起，同比下降 11.1％
盗窃警情同比下降42.2%，“两抢”警情同比下降53.6%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高，社会治安为近三年来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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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 25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陈玉明）记者从海口市公安
局获悉，近年来海口市大力打击毒品犯
罪成效明显，去年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
毒品目标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2017年7月25日至10月13日，海
口市公安局专案组历经近3个月，辗转
江西、重庆、湖北、河北、江苏、广东等省
市，在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成
功侦破了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代号
2017-463），摧毁了陶某、林某忠特大
跨省贩卖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贩毒
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上网追
逃1人，缴获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
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糖浆）约4.689
吨（毛重），斩断了一条贩卖国家管制的
二类精神药品通道。

第一战抓获5人

据了解，去年6月，海口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发现一条贩卖复方磷酸可待因
口服液（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的
重要线索。经初查，一团伙有组织地在
海口城区各网吧贩卖该口服液，了解情
况后禁毒支队第一时间将案件初查情
况及除恶务尽、全链条打击的侦办思路
向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鉴于案情重
大，经省公安厅申报，公安部决定将此
案列为部督目标案件。市局成立由禁
毒支队牵头，网警支队、龙华公安分局
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将犯
罪分子绳之以法。

经过10多天的侦查工作，去年7月
底，禁毒支队民警在金贸路将涉嫌贩卖
毒品嫌疑人陶某、林某忠等抓获，经审
讯，民警掌握到嫌疑人是联系江西南昌
和安徽蚌埠的卖家，通过物流接收复方
磷酸可待因口服液，再到海口市贩卖的
犯罪事实。第一战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5人，缴获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68.9
公斤。

远赴外地抓捕

去年8月1日开始，专案组派出2个
抓捕小组分赴江西南昌和安徽蚌埠开
展查毒源、抓捕上线毒贩工作。很快，
南昌工作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犯
罪嫌疑人彭某毅及其同伙屈某俏、程某
鹏抓获归案。第二阶段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4人，在江西南昌缴获复方磷酸可
待因口服液约2.20吨（毛重）。

专案组通过进一步开展侦查工作
掌握到还有重庆、湖北、河北三个上家
供货方，其中重庆是这一销售链条的主
要供货来源地。于是专案组决定将重
庆供货方作为调查工作的主攻方向。

专案组立即兵分三路赶赴重庆、武
汉、南通开展侦办工作。在重庆相关部
门的支持配合下，摸清了重庆市某医药
有限公司法人陶某锋伙同施某锋等人，
以重庆市医药有限公司名义（具有经营
二类精神药品资质），从沈阳、深圳、南

京等制药厂大量购买复方磷酸可待因
口服液，然后通过物流公司分发到海
南、江西、广东等地进行贩卖从中牟取
暴利的犯罪事实，并掌握了其活动规
律、资金来往、销售流向等情况。

一网打尽在逃人员

去年9月中旬开始，专案组赴重庆开
州、江西南昌、广东揭阳等地择机收网。
10月初，在重庆警方大力协助下，专案组
决定果断出击。抓获陶某锋同伙方玲、赵
娟以及施某锋，缴获医药公司印章、购货
记录、发票等大量物证。同时，专案组对
留在重庆及发往广东揭阳、江西南昌的共
180件磷酸复方可待因口服液全部查扣，
对沈阳、深圳、南京等药厂出售复方磷酸
可待因口服液的情况依法进行调查，将对
所有涉案物流寄递企业依法予以处置。
至此，一条向我省贩卖国家管制精神药
品的贩毒链条被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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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组织青少年签名，
承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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