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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毒害，利国利
民。一直以来，文昌市高
度重视禁毒工作，特别是
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文昌
市在省委、省政府及省禁
毒委的指导和支持下，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找差
距、抓重点、补短板，举全
市之力，以铁的决心、铁
的纪律、铁的手腕，坚持
标本兼治，强化综合治
理，全力推进禁毒重点地
区整治工作。

自2016年11月8日
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
来，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
同比下降13%，侵财案件
下降22.9%，其中抢夺案
件下降41.7%，入室盗窃
案件下降16.4%，盗窃机
动车辆案件下降24.4%。
共破获贩卖毒品案件475
起，同比上升56%，抓获犯
罪嫌疑人521人，同比上
升 58%，缴获各类毒品
30.4 公 斤 ，同 比 上 升
450%。

全市禁毒工作各项
战果显著，毒情蔓延、毒
品犯罪高发的态势得到
有效遏制，禁毒工作被动
局面得到有效扭转，社会
治安持续明显好转，群众
满意度达到新高，为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治安稳定
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龙楼航天城建
设风貌、全民体育运动健身场景、“两
桥一路”沿途风景……一幅幅五彩画
卷展示出文昌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彩多
姿。6月22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
绘画活动在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操场
精彩上演。

据了解，为了加大禁毒宣传力度，
营造全市人民参与全省三年禁毒大会
战的浓厚氛围。在第31个国际禁毒日
即将到来之际，文昌市委、市政府、市禁
毒委在文昌市以及各乡镇同步举办
2018 年“6·26”国际禁毒日“开放海
南·绘画无毒人生”万人彩绘活动，并以
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操场作为本次万
人彩绘活动的主会场。

活动当天吸引了众多师生代表、文
昌市各单位代表、禁毒志愿者、禁毒工
作者、以及学生家长等3000余人参与。

启动仪式上，首先由禁毒志愿者宣
读“禁毒倡议书”，倡议全社会遵纪守
法，远离毒品，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
斗争，共同奏响“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的主旋律。现场还通过放飞绿色气球
的方式，展示了文昌人民对建设美好新
海南，以及追求健康、绿色、阳光、文明
生活方式的美好愿望。

此外，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环节，
活动当天，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的学生
们，通过自己的画笔将一幅幅美好的画
卷展示在世人面前，呼吁社会大众积极
参与到禁毒活动中来。

文昌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形式宣
传禁毒知识，营造禁毒氛围，能够更好
地调动人们参与禁毒活动的积极性，
从而呼吁全社会“珍爱生命 远离毒
品”，展示出文昌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真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
社会局面。

文昌举办
万人彩绘禁毒活动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自从推行《文
昌市涉毒人员工作手册》以来，为我们
跟踪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提供了强有力
的动态数据依据。”6月22日，在文昌市
公安局禁毒大队办公室内，一名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

这一本小小的册子，就是文昌市在
全省率先推行的《文昌市涉毒人员工作
手册》，包含了吸毒人员的基本信息、身
体健康状况、家庭成员信息、帮教小组
成员、就业安置情况等。工作手册的推
行使用为文昌市禁毒工作提供了行之
有效的动态管控数据，为打击涉毒违法
犯罪夯实了基础。

据了解，去年以来，为全面掌握全
市涉毒人员基本情况，文昌市禁毒委集
中力量，率先在全省制订《涉毒人员工
作手册》并推行使用，在全市范围内积
极组织基层派出所牵头乡镇、社区、街
道、农场等有关部门和人员，通过走访、
见面核实等形式，对已经登记在册的吸
毒人员逐一进行排查，核实登记信息，
确保各类吸毒人员底数清、情况明、不
失管、不漏管。

同时，工作手册由吸毒人员户籍地
派出所辖区民警入户核查填写后，镇
（场）禁毒办、村（居）委会各一份，派出
所留存一份，对禁毒工作责任进行镇、
所、村、家四级分解落实，实现对吸毒人
员的动态管控。

据悉，今年以来，为了进一步加强
对社会面上吸毒人员的动态管控，文昌
市还将继续加大吸毒人员摸底排查工
作力度，即对镇（场）、所、村、家、美沙酮
治疗门诊等禁毒工作责任进行六级分
解，开展对全市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见面
排查尿检工作，做到对吸毒者不失管不
漏管。

决胜禁毒三年大会战

文昌创新机制打好禁毒组合拳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日前，在文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手
工车间内，近百名戒毒人员正精心有序
地做着手工活，正在参加劳动的戒毒人
员王某充满信心地说：“做一些简单的
手工活，不但能让自己的心态平稳下
来，还能为将来出去社会以后增加一项
谋生的本领。”

除了手工活以外，王某平时还会接
受知识教育和体能训练，身体素质和精
神面貌都逐渐好了起来，对未来生活的
期盼向往取代了过去的颓废迷茫……
这些正是文昌市禁毒整治工作卓有成
效的有力体现。

一直以来，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禁毒重点地区整治工作，始终坚持
把禁毒工作作为解决民生热点、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的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但由于受国际毒潮的影响，近些年
来文昌市毒品问题形势变得严峻复
杂。毒品来源多头入市，毒品种类多样
化，毒品贩运隐蔽化、毒品滥用扩大化
的趋势明显。

为此，文昌市委、市政府推行禁毒
“一把手”工程，并多次组织召开市委常
委会、政府常务会议，对文昌市毒品整治
工作进行调研部署，成立文昌市禁毒三
年大会战总指挥部，对全市开展禁毒工
作实行实时指挥。此外，还通过加强禁

毒经费保障，强化考核督办，落实领导责
任、建立考评制度，以及规范吸毒人员网
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等方式健全组织机
构，确保禁毒工作有序进行。

“除了强化健全禁毒组织机构，我
们还通过实施‘八严’工程等系列举措
重拳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对毒品犯
罪‘零容忍’，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
打’的高压严打态势”。文昌市委常委、
公安局长陈文慧表示。

自2016年11月8日开展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整治和严
打、收戒，截至目前，文昌市公安机关共
破获贩卖毒品案475起，刑拘521人。

其中，重大案件20起、特大案件10起、
部督“2017-284”贩毒目标案件1起；打
掉团伙4个，抓获部督贩毒目标案件在
逃主犯1名，破获省级目标案件“2017-
59”“2017-11”“2018-11”3起、非法买
卖制毒物品1起；共缴获各类毒品30.4
公斤，毒资 25.2 万元；查获涉毒人员
1550人，其中行政拘留1447人，罚款
103 人，行政拘留后转强制隔离戒毒
707人，社区戒毒267人，社区康复278
人；收治病残吸毒人员431人；停业整顿
娱乐场所3家，查获涉毒人员110人；从
而做到有效遏制毒品蔓延，社会治安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

“只要在这里插入服务卡，按照屏
幕上显示的阅读提示来操作，就可以自
助完成美沙酮药物服药过程。操作简
单易懂，有利于降低复吸率、萎缩毒品
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美沙酮治疗自
助服务站的建设和投入使用，将大大提
高对吸毒人员的现状进行数据分析管
控的力度。”6月22日，在文昌市美沙酮
治疗自助服务站，工作人员一边调试设
备一边介绍。

作为文昌市禁毒工作的重要部分，
美沙酮治疗自助服务站的建设工作仅
是文昌创新机制，全面开展禁毒工作的

一个缩影。
毒品是万恶之源。毒品之所以屡禁

不止，就是有一定的消费市场、高额的利
润和一定的消费人群。为此，除了严厉
打击毒品犯罪以外，文昌创新机制，通过
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巩固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成效，帮扶吸毒人员回归社会。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文昌市禁毒三
年大会战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确保

“八严”工程落到实处，全面提升文昌市
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的效果，提高入组
治疗率，降低和减少毒品社会危害，萎
缩毒品消费市场。文昌市于2017年7

月正式启动美沙酮治疗自助服务站的
调研工作。

截至目前，文昌市已在市皮防中心药
物维持治疗门诊、文教镇中心卫生院社区
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锦山镇中心
卫生院社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等
3个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点处，推行设立
美沙酮治疗自助服务站建设工作。

文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队长陈激
介绍，目前美沙酮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
已经建好，并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正式
投入使用后将有利于降低复吸率、萎缩
毒品消费市场，减少社会危害。

此外，文昌市全面组织实施社区戒
毒（康复）“8·31”工程，对吸毒人员进
行心理辅导和教育培训，帮助其回归社
会。其中，包括在文昌市的17个镇、3
个农（林）场、以及4个居居委会均设立
了社区帮教机构；同时，以文城镇、锦山
镇等省级示范点和龙楼镇先进单位为
重点，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文昌社区戒
毒（康复）工作，实现对全市505名社区
戒毒及274名社区康复人员的有效管
理，巩固戒毒成果，并实现2017年社区
戒毒以及社区康复执行率达到85%以
上的任务目标。

“近两年来，铺前镇的社会环境真
的有了很大改善，不但治安稳定，平时
在街上还会看到很多禁毒宣传标语，人
们的禁毒意识也在逐步提升，我们在这
里做生意放心多了！”在文昌市铺前镇
做生意的外地人李闯对记者说出了自
己的感受。

禁毒工作人人有责，责无旁贷。而遏
制毒品蔓延的根本则是要从源头抓起。

一直以来，文昌市禁毒委高度重
视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精心统筹
协调，连同多个部门开展毒品预防宣
传教育工作，全面组织实施青少年毒
品预防教育“6·27”工程，从而形成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人人参与的良好
氛围。

据了解，文昌市主要通过五个方面
进行综合施策，广泛发动，强化全民禁

毒意识。其中，包括突出学校阵地宣
传，把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作为治
理毒品问题源头的举措和基础工程；创
建示范学校，努力实现“学生不吸毒、校
园无毒品”的目标；积极探索多元化的
宣传方式，在组织各类文体活动的同
时宣传禁毒知识；加强娱乐场所阵地
宣传，并定期举办娱乐场所从业人员
禁毒培训班；以及利用本土特色文化进

行宣传等方式，来达到营造全民禁毒
氛围的目的。

文昌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阶段将积极谋划，继续加大禁毒宣传力
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禁毒工作
中来，上下联动营造全民禁毒氛围，净
化社会风气，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创
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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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禁毒三年大会战专项行动成绩单

美沙酮治疗自助服务站主要功能

共破获贩卖毒品案475起
刑拘521人
其中特大案件 10起，重大案件20起，部督毒品目
标案件 1起，省级目标案件3起，抓获部督贩毒目
标案件在逃主犯 1名，打击毒品犯罪团伙4个。

共缴获各类毒品
共计30.4公斤

毒资25.2万元人民币

查获涉毒人员 1550人
其中行政拘留 1447人，罚款 103人
行政拘留后转强制隔离戒毒 707人
社区戒毒267人，社区康复278人

收治病残吸毒人员431人
停业整顿娱乐场所3家
查获涉毒人员110人

文昌市公安缉毒人员
带着缉毒犬开展检查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
文昌市公安局提供

级级分解落实禁毒工作责任

文昌推行吸毒人员
“手册”管控新模式

1、智能取药功能

2、验证治疗人员服药情况和封闭式管控功能

3、药品储存和多种剂量药品发放功能

4、紧急一键报警功能

5、注意事项提示功能

6、数据库建设

7、自助治疗设备人脸识别功能

8、治疗人员IC卡使用功能

9、查询功能

10、终端设备管理功能

11、远程视频监控功能

12、统计分析功能

13、业务监管功能

美沙酮治疗自助服务站。

6月22日，文昌市举办“开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万人彩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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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警方抓获涉毒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