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机制、严打严整、康复帮教，禁毒工作开创新局面——

禁毒祛害守护静美定安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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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
我们禁毒大队，更属于为
禁毒而战的定安县公安
局全体民警。”6月9日，
定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荣获“全省公安系统模范
基层单位”称号，领奖代
表王咸丰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激动地说。作为定
安县禁毒三年大会战的
主力军，定安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获得的荣誉，也是
对定安全县禁毒工作的
极大肯定。

抓获了一大批涉毒
犯罪嫌疑人，帮教了一大
群吸毒人员，社会治安明
显好转……近年来，定安
县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有
关部署，借正在开展的禁
毒三年大会战东风，组织
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禁
毒专项斗争，通过完善机
制、严打严整、康复帮教
等有效举措，开创了禁毒
工作新局面。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晚饭过后，夜幕降临。定安县龙湖
镇桐树村的小广场上，纳凉的村民三
三两两聚在一起。伴随着欢快的旋
律，妇女们跳起了广场舞。“现在村民
们很和谐，闲暇时间爱聚在一起喝茶
聊天，唱歌跳舞。”桐树村党支部书记
陈宁乐呵呵地说。

知道桐树村过往的人，定会对这里
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

桐树村位于龙湖镇东北部，下辖6
个自然村15个经济社，是“十二五”期
间省级贫困村。之前，桐树村委会下
辖的居丁村吸毒人员较多，盗窃、斗
殴、抢劫、敲诈勒索等现象经常发生，
是群众口中的“吸毒村”“烂仔村”。

“有一种说法是，只要能把居丁
村吸毒现象整治好了，整个龙湖镇的
治安就好转了一半。”陈宁介绍说，此
前村里的治安很差，外地人望而却
步，本村人惴惴不安，“值十块钱的东
西都不敢放在屋外，一些农民稻谷收
了没多久就被吸毒人员挑去卖了换
毒品。”

2013年换届选举后，村里的面貌
终于迎来转机。新组建的村党支部、
村委会认为村里要脱贫致富，必须从
禁毒工作开始。在龙湖镇党委、镇政
府、公安机关以及上级有关各部门的
帮助下，桐树村成立了村治安联防
队，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维护治安公
共秩序。

一方面是“抓”。村“两委”和治安
联防队配合镇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
对全村吸毒人员进行了全面摸底，最
终对全村49名吸毒人员登记造册，并
先后采取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经过不
懈努力，桐树村目前43名吸毒人员已
戒断三年未复吸，6人正在强制隔离戒
毒，没有新增吸毒人员。

另一方面是“帮”。对戒毒成功的
村民，村“两委”积极进行帮扶，支持其
就业创业。在村干部的引导和帮扶
下，全村43名成功戒毒人员已全部就
业，其中5人成功自主创业。

桐树村委会居丁村村民冯雪升
（化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染上了毒
品，荒废家业，生活无以为继。冯雪
升曾5次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戒毒措
施，还曾因敲诈勒索被判入狱 3 年。
2008年，冯雪升出狱后，陈宁自掏费
用，将他送去上海边打工边戒毒。

2010年，冯雪升戒毒成功，返乡准
备创业，村党支部为他提供贷款担
保。通过努力，他在龙湖镇创办了钢
材加工厂。如今，加工厂的年收入已
超过50万元，15名员工中，有9人是桐
树村戒毒成功的村民。最近几年，冯
雪升都资助村里的孤寡老人、残疾人、
孤儿、困难户和贫困大学生，成了村里
励志的典型。

“今昔对比，村里简直是天差地
别。”陈宁感慨地说，如今桐树村不仅
甩掉了“吸毒村”的帽子，社会治安状
况得到极大改善，村民们也逐步走上
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如今晚上睡觉甚
至可以不关门，电动车停在屋外再也
不用担心被偷了。”

（本报定城6月25日电）

一个“吸毒村”的
华丽转身

决胜禁毒三年大会战

“新建戒毒场所，3个月务必投入使
用。”去年2月8日，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调度会上，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在省委
副书记李军面前立下军令状。3个月
后，总投资1346万元的强制隔离戒毒
所（拘留所）如期竣工。

创造条件独立收治病残吸毒人员，
是收治病残吸毒人员，做到“应收尽收，
全员收戒”的前提条件。定安强制隔离
戒毒所（拘留所）建成投用后，大大提升

了全县病残吸毒人员收治能力，禁毒三
年大会战以来，定安全县共收治病残吸
毒人员283人。

摸清吸毒人员底数，是有效开展禁
毒工作的基础。为摸清定安登记在册
吸毒人员底数和现状，为三年攻坚战提
供基础决策依据并采取精准“靶向”行
动，定安县成立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在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县禁毒委副主
任李忠山强有力的指挥下，在全县范围

内集中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吸毒人员摸
底排查专项行动。截至2018年2月7
日，定安全县吸毒人员摸底排查完成比
例达99.89%，受到省领导的表扬。

新建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建成投用
和吸毒人员摸底排查，是定安县高度重
视禁毒工作的一个缩影。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启动以来，定安县高度重视，
持续加力，及时传达学习禁毒会议精
神、召开专题会议、深入一线调研，强力

推进“再掀禁毒工作新高潮”“禁毒2018
两打两控”“夏季攻势”等一系列禁毒专
项行动。

据介绍，去年以来，定安县委书记陈
军先后主持召开常委工作会议4次专题
研究“通报警示县”摘帽工作，县领导先
后 13次专题听取禁毒委汇报禁毒工
作。此外，定安县委、县政府，县禁毒委、
县公安局相关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
听取情况汇报，及时解决了存在的难题。

“禁毒2018两打两控快讯”“夏季
攻势快讯”……打开定安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大队长王咸丰的手机，一条又
一条的禁毒工作战果汇报短信涌入眼
帘。这是定安县禁毒工作通报制度的
直观体现。今年以来，定安将禁毒三
年大会战工作摆上了重要议程，通过
完善禁毒工作机制，加强督导、压实禁

毒工作责任。
一是实行目标定量制度。定安县

禁毒委和县公安局制定下发了“再掀禁
毒工作新高潮”“禁毒2018两打两控”
和“夏季攻势”等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和
考核办法，明确了各部门需要完成的破
案数、打击处理数、强制隔离戒毒数等
目标任务量，确保每个部门有任务，每

名民警有责任，以目标任务倒逼各警种
和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行动，
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二是完善工作通报制度。今年，定
安继续紧盯工作目标，实行战果每日通
报制度，每日将“禁毒2018两打两控”

“夏季攻势”快讯发送至全体公安民警、
协警手机，通报当天全县各单位战果情

况，切实增强民警的工作紧迫感，强力
推进专项行动各项工作。

三是落实工作督导制度。定安县
公安局实行局机关和派出所捆绑责任
制，局纪检监察部门在专项行动期间加
强对各单位的督导，对刑拘任务数、强
制隔离戒毒任务数连续三次倒数后三
名的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

今年2月2日，定安县定城镇广兴
幼儿园附近的一条小巷内，计划进行毒
品交易的男子陈某军刚露头，就被辖区
南海派出所民警发现，陈某军与他人进
行毒品交易时被民警抓了个正着。民
警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 10 包，净重
16.83克。

据介绍，定安以“打团伙、摧网络、
破大案、抓毒枭、缴毒资”为目标，多措

并举，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先后开
展“再掀禁毒工作新高潮”“禁毒2018
两打两控”和“夏季攻势”一系列专项行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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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自2016年11月开展大会
战以来，截至今年6月5日，定安全县共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40宗，同比上升

42.86%；抓获犯罪嫌疑人151名，同比
上升43.81%；缴获各类毒品4.6公斤，同
比上升53.3%；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4宗，特大案件5宗，重大案件8宗，分
别同比上升400%、66.7%和33.3%。

此外，定安还加强了对娱乐场所的
整治。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门联动出
击，下大气力整治涉毒娱乐场所，今年以
来，共清查歌舞娱乐场所9家、酒店20

家、宾馆68家、网吧26家。通过打击整
治和常态化巡查，全县娱乐场所经营管
理进一步规范，场所涉毒问题明显减少。

定安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打击整治，定安社会治安持续明显好
转。2016年11月至2018年6月5日，全
县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0.61%，其
中“两抢”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26.4%，
盗窃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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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公安局民警在一次道路夜查行动中缴获毒品。

监室整齐排列、窗明几净，院落干
净整洁，不见一点垃圾。走进定安县
去年新建投用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拘
留所），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监室，还

有医务室、社会矛盾化解室、心理咨询
谈话室、劳动技能培训室等，就像一所

“特殊医院”。戒毒人员在这里与“毒
魔”抗争，能得到民警、医生和社工的

暖心帮助。
据了解，在定安强制隔离戒毒所

（拘留所）内，建成了病残吸毒人员特殊
收治区，为吸毒人员戒断毒瘾、重归社
会提供保障，为解决病残吸毒人员借病
逃避处罚问题提供方案。自2016年11
月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定安全县
共强制隔离戒毒519人，收治病残吸毒
人员283人，使一批“瘾君子”看到了重
获新生的希望。

除强制戒毒外，定安还扎实开展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并将禁毒工作纳
入综治网格化管理。按照属地划分原
则，将吸毒人员信息一一录入，及时收
集掌握情况，提高戒治水平。全县10
个镇全部挂牌成立戒毒社区康复领导
小组办公室，并配备75名专门人员加
强日常管理，引导就业，帮助吸毒人员

回归社会。
此外，定安还注重把宣传教育作

为控毒的有效手段抓紧抓好，坚持将
禁毒公益宣传和专题活动相结合。

定安县有关部门充分利用流动
投影机，深入到各个村、社区放映禁
毒宣传片；在全县歌舞娱乐场所播放
禁毒公益广告；加强在校学生的毒品
预防教育力度，提高青少年、学生抵
制毒品的能力；以“流动课堂”“三八
妇女节”等活动为契机，大力开展“六
走”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群众
树立远离毒品、健康生活、阳光娱乐
的理念。

静美定安，祥和家园。“无毒”，才是
真正的最美家园。目前，定安全县上下
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

（本报定城6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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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禁毒三年大会战成果

（2016年11月-201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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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警方将强制隔离戒毒所（拘
留所）在押人员进行转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