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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6月25日电（记者良子）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山小学在全校
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教育系
列活动，活动内容有观看禁毒宣传片、
学习禁毒知识折页（手册）、观看禁毒宣
传展板三项内容。

“禁毒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大业，教育学生远离毒品，我们学
校和教育部门责无旁贷。”陵水中山小
学副校长郑斌介绍，该校对学生的毒品
预防教育一直是紧抓不懈，此次活动旨
在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毒品的危害性，加
强学生的识毒、防毒、拒毒知识，激发全
体师生积极参与禁毒斗争，营造健康向

上的和谐校园。
活动当天，记者在该校五（3）班教

室看到，同学们都在认真观看禁毒视
频。记者在该校预防毒品教育室看到，
这里设有仿真毒品观展区、宣传展板
区、人员讨论区和放置各类禁毒教育读
本、多媒体设备等。

陵水全面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工作以各乡镇各类学校为阵地，实
现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全覆盖。截
至目前，陵水各乡镇已创建毒品预防
教育展览室 19 个，实现该县 11 个乡
镇全覆盖。各乡镇利用中小学内一
间教室建成预防毒品教育室，并设有

仿真毒品观展区、宣传展板区、人员
讨论区和放置各类禁毒教育读本、多
媒体设备等，实现了“学生禁毒知识
知晓率达 100%、在校学生无涉毒行
为面达 100%、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教
育活动面达100%”的目标，全力推动
该县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向纵
深发展。

今年以来，根据严教工程部署，陵
水禁毒委成员单位及各乡镇联合开展

“认识毒品，预防毒品”为主题的毒品
预防教育宣传活动，特别是元宵节期
间，利用陵水元宵喜乐汇系列活动开
展“主动拒毒品健康度元宵”灯谜有奖

竞猜活动。陵水禁毒委成员单位及各
乡镇还积极在全县各乡镇、学校联合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宣传活动，一是联
合教科局在全县各中小学开展“智闯
毒魔宫”系列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动员
在校师生积极参与，增强师生对毒品
危害的深刻认识；二是在各乡镇开展
琼剧《忏悔》下乡活动；三是借助4月
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氛围，在陵水海韵广场前，开展以“远
离毒品珍惜生命”为主题的毒品宣传
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次，
受教育群众 30000余人次，得到现场
群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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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各乡镇、学校联合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宣传活动

创建无毒校园 让学生畅享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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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画面多清
晰，沿海视频监控将陵水
周围的海域看得很清
楚。”6月20日，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指挥
中心，跟随着民警陈继钦
点击电子地图上的视频
监控图标，记者看到
DLP大屏视频监控的实
时画面：繁忙的海港码
头、美丽景点、一道道的
海湾区……陵水全线
57.5公里海岸线视频监
控的实时画面尽收眼底。

陵水公安局坚持贯
彻公安科技强警战略，创
新禁毒工作模式，认真调
研海岸沿线视频监控建
设情况，积极推进“雪亮
工程”，成功将陵水海洋
局沿海视频监控接入公
安局指挥中心，构建陵水
沿海禁毒科技防线，为海
上毒品堵源截流工作提
供有力技术保障。

作为陵水禁毒缉毒
工作的重要部分，打造
“雪亮工程”、开展“海上
毒品堵源截流”仅是陵
水全面开展禁毒工作的
一个缩影。

“毒品一日不绝，禁
毒一日不止。”这不仅仅
是陵水县委、县政府对
禁毒工作的要求，也展
示出陵水禁毒工作者的
决心，更反映出全县人
民的共同期望。

为确保禁毒三年大
会战专项行动取得成
效，陵水县委、县政府多
次召开禁毒专项行动推
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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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椰林6月25日电（记者良子）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港属国家级中心
渔港，海岸线长12公里，港内水域面积
33690亩，有全省最大的渔排养殖区。
一直以来，新村港海上辖区是新村港边
防派出所禁毒工作的先锋阵地，特别是
自“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新村港口的
堵源截流工作加大力度。“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新村港边防派出所通过海
上堵源截流工作，共破获毒品案件 6
宗，抓获涉毒人员28名。通过港口管
控、源头查控、流向布控，重拳出击，全
面净化了辖区涉毒环境。

近日，记者来到新村港码头，海
上毒品流动查缉站在海上一艘快艇
上。查缉站上悬挂着的“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禁毒横幅额外醒目。记者
登上长9米，宽2米的流动查缉站，只
见上面还摆放着禁毒宣传的小册子、
毒品检测箱，以及相关的执法抓捕设
备，以便随时做好打击海上毒品犯罪
的准备。

新村港边防派出所所长王永献介
绍，该所加大加强毒品查缉站警力，不
断深入推动毒品堵源截流工作，充分发
挥海上毒品查缉站的战斗先锋堡垒作
用，严格落实船舶巡查制度，并与陵水
公安局禁毒大队、海洋局等部门建立长
效联动机制，每月不定期出动警犬、专
业缉毒设备对港内停靠渔船进行全面
清查。通过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全天
候的毒品查缉工作，有效营造了港口严
控严查声势，对海上违法犯罪分子起到
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新村港边防派出所广泛物建禁毒
耳目，全面深挖渔船、快艇在海上从
事毒品运输、交易的情报线索。只要
接到涉毒案件线索，立即出击，抓住
不放，一查到底，并注重深挖，达到

“破一案，带一串”的效果，坚持露头
就打，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禁毒专项斗
争态势。

自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新村
港边防派出所通过毒品检查站开展堵
源截流工作，收集有价值涉毒信息 6
条，破获毒品案件6宗，抓获涉毒人员
28名。

由于禁毒工作表现突出，新村港边
防派出所被陵水县委、县政府评为
2017年度“禁毒工作先进单位”，所长
王永献、干事覃宏盛被评为“禁毒先进
个人”。

新村港边防派出所：
海上毒品流动查缉站
艇小威力大

“雪亮工程”布天网，57.5公里海岸线视频监控全覆盖

陵水构建沿海禁毒防线
■ 本报记者 良子

“海南省作为一个岛屿型省份，毒
品海上流入已成为我省毒品主要输入
来源。陵水位于海南省东部沿海，做
好海上毒品堵源截流工作已成为陵水
禁毒工作的重中之重。”陵水县委常
委、县禁毒委副主任、公安局局长陈俊
华对海上毒品堵源截流工作高度重
视，多次带队深入新村港、清水湾等地
开展调研工作，要求禁毒、指挥中心通
过科技技术手段提高海上毒品堵源截
流水平，并带队赴中电科海洋信息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做海上禁毒防控工
作技术交流。通过多次调研，获悉陵
水海洋局已建设沿海视频监控系统。
经商讨，陵水公安局先通过设立分平
台的方式将海岸沿线视频监控接回指
挥大厅和边防6所。第二步再通过平
台对接的方式，逐步推进海洋局海岸
沿线视频整合到公安视频共享平台。
因该路段未铺设光纤，需先完成光纤
铺设建设，陵水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警

第一时间与中国电信通信运营商协调
光纤架设事宜，于今年3月23日完成
光纤铺设工作。经陵水公安局主动协
调陵水海洋局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对
接、实地调试，于3月29日完成海洋局
沿海防线视频监控项目的对接事宜，
顺利将陵水海岸沿线视频监控接入公
安局指挥中心。

陵水公安全面推进“雪亮工程”视
频监控系统建设。自2012年以来，陵
水公安局先后启动了“平安陵水”“村村
通”“平安校园”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建
设，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治安监控
604路，其中县城314路、乡镇290路；

“村村通”道路监控系统筹划建设501
路，目前完成监控安装并进入链路布线
阶段；“平安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筹划建
设452路，配套212个紧急求助终端，覆
盖全县212所中小学校，目前完成监控
安装并进入链路布线阶段。

近年来，陵水公安局在主要干道建

成了15套人脸抓拍系统、74套卡口系
统、13组交通信号灯和高清抓拍系统，
配套36套视频监控系统。通过调取案
发地周边视频监控，成功锁定犯罪嫌疑
人行踪，为抓获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据了解，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
来，陵水深入开展“海上毒品堵源截流”
专项查缉行动，利用现有的2个毒品查
缉站（光坡毒品查缉站、新村边防毒品
查缉站）和2个毒品查缉点（黎安毒品查
缉点、赤岭毒品查缉点）缉毒严查，做到
中远海船舶出海必查、逢疑必查、重点
船舶必查以及外来船舶严查，严防毒品
从外市县流入陵水，通过开展常态化、
全覆盖、全天候的毒品查缉工作，有效
营造了港口严控严查声势，对海上违法
犯罪分子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陵
水对沿海乡镇在全县注册登记的1839
艘渔船、外来驻泊渔船上和鱼排张贴禁
毒 警 示 牌 ，实 现 了 禁 毒 宣 传 实 现

100%。据统计，陵水共检查渔船639艘
次，教育渔民3209人次。此外，建立堵
源截流立体防控网络连接，全县沿海防
线24个监控点实时视频图像信息全部
成功接入陵水县公安局视频监控中心，
实现陵水全线57.5公里海岸线视频监
控全覆盖，为加强海上毒品堵源截流工
作夯实了基础。

“打击毒品犯罪，让百姓免受其害
是一项民心工程，如何做好毒品堵源截
流是禁毒工作的核心关键点，通过打造

‘雪亮工程’构建海陆禁毒防控体系更
是一项群众性的民安工程，也是新形
势下治安防控工作的创新举措，是向
科技化、信息化要警力、要战斗力的重
要手段。”陵水县委常委陈俊华表示，
打造沿海防线“雪亮工程”既可以打击
毒品堵源截流，也可有效补齐社会治
安防控的短板，又能有效缓解警力不
足等问题，还能为构建良好的社会治
安秩序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6 年 11 月 22 日，陵水某酒店
员工举报酒店有涉毒人员。公安机关
随后赶到酒店，在一客房内查获9名吸
毒人员。举报人获得奖励6500元。

陵水认真落实、积极鼓励和引导广
大群众参与禁毒人民战争，严格按照“举
报有奖、举报必奖、举报重奖”的原则，对
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并经核实

的，受理单位要及时办理奖励报批手续，
按规定的不同等级给予最高可达20万
元的重奖。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至今，
共奖励122.4万元，其中奖励468名举报
人45.5万元、奖励先进单位31.9万元。

“严责”工程，传导压力。陵水认真
贯彻落实《海南省禁毒工作责任制》，对
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秋冬攻势”工作

落实不到位，任务指标完成缓慢，工作
滞后的椰林派出所全体人员（26人）进
行集体约谈，并对工作不力的一名辅警
进行辞退处理。

陵水多举措夯实吸毒人员管理服
务工作基础，在各乡镇成立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领导小组及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办公室，严格落实30：1比例配备社

区禁毒专管员；在11个乡镇和116个社
区（村居）成立综治中心，并设立网格管
理工作站，划分了458个网格，配备网格
员568人。自吸毒人员网格化管理工作
开展以来，戒断三年未复吸率提高到
40%以上的社区共有45个，目前陵水责
令参加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率达到
100%。 （本报椰林6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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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毒三年大会战过程中，
陵水始终坚持“零容忍”理念和“严
打”方针不动摇，以打击贩毒网络为
目标，陵水禁毒办联合公安机关禁
毒、治安、刑侦、巡控、监所、派出所等
部门、警种，充分利用各种情报系统
和应用平台等工具，认真梳理在侦案
件、已破案件，收集情报线索，集中优
势力量，向毒品犯罪发起猛烈地进

攻，缉毒破案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陵水共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116起（其中1起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2起特大毒品案件、5起重
大毒品案件，打掉团伙案件2个，抓获
在逃11个月的毒品案件网上在逃人员
1名，负案在逃人员6名），抓获犯罪嫌
疑人 126 名；缴获各类毒品 1250.287

克 ，其 中 海 洛 因 230.18 克 、冰 毒
661.107克、其他359克；收戒吸毒人员
905名，其中强制隔离697人、拘留208
人。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陵水检察机
关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涉毒案件106起
116人，受理公诉涉毒案件112起 118
人，法院受理公诉涉毒案件123起，被告
人126人。

在“严整”工程方面，县公安局积极
主动会同工商、文体等部门，多次开展
联合行动，对重点娱乐场所进行禁毒清
查，形成强大震慑，进一步规范娱乐场
所管理，净化娱乐场所风气。

据了解，陵水新建强制隔离戒毒所
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4 月开工建设，
2017年9月9日交付使用，目前在所在
押468人。

集中优势力量 | 向毒品发起猛攻B

陵水开展海上查缉。

陵水公安机关禁毒三年大会战誓师仪式。

禁毒亮点

新村港边防派出所民警在渔船上张
贴禁毒宣传标语。

2017年“6·26”珍珠海岸 无毒陵
水全民禁毒健走活动吸引众多人参与。

本版图片均由陵水公安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