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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6月 25日电（海报集团
全 媒 体 中 心 记 者 李 金 波 通 讯 员 何
胜 陈笛）为切实提高学生群体识毒
防毒的意识和能力，6 月 22 日，昌江
黎族自治县禁毒委举办的“开放海
南·绘画无毒人生”万人彩绘大型禁
毒宣传活动昌江分会场在昌江中学

举办。昌江县委常委、县禁毒委副主
任、县公安局局长林雄，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县禁毒委副主任黎吉维，
副县长、县禁毒委副主任陈光华，县
政协副主席、石碌镇党委书记郭勇，
县禁毒办主任、公安局副局长陈健统
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社会各界代表现场进行
了禁毒题材的书画创作。人民群众
将自己对毒害的感知认识、理解体
会，通过书画表达出他们的心声，将
无形的毒品危害理论转化为有形的
禁毒书画作品，真实的诉说毒品危害
之大、之恶，并表明识毒、防毒、拒毒

的决心。
昌江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各乡镇、

昌江中学高年级师生、禁毒志愿者共
20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引起了广大
群众的热切关注，进一步宣传了禁毒知
识，有效形成了“远离毒品、健康生活”
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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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禁毒三年大会战 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林容宇 美编：张昕A12

“开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

万人彩绘大型禁毒宣传活动昌江分会场启动

核心
提示

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省委部署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昌江黎族自治
县禁毒委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在县委、县政府的
直接领导下，在省禁毒委
的指导下，坚持“源头治
理、重点打击、打防结合、
长效管控”的禁毒工作思
路，“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禁种、禁制、禁贩、禁
吸并举”的工作方针，以
持续加大毒品犯罪的打
击强度、增强毒品流入的
堵截密度、提升吸毒人员
的收戒力度、扩宽禁毒教
育的宣传广度为目标，着
重从组织领导、缉毒执
法、堵源截流、禁吸戒毒、
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社区
戒毒（康复）点建设、宣传
教育和基础建设等工作
入手，持续推进“严打、严
整、严堵、严收、严管、严
教、严奖、严责”的“八严”
工程，突出服务实战的重
点，狠抓各项工作措施落
实，全力打开昌江禁毒工
作新局面。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
展至今，昌江共破获涉毒
刑事案件77宗，抓获犯
罪嫌疑人104名，其中部
督案件1宗、省级目标案
件3宗、特大案件7宗、重
大案件1宗。缴获各类毒
品 1412.87 千克，毒资
120余万元。共查获各类
吸毒人员155人，其中行
政拘留53人、强制隔离
戒毒84人、社区戒毒34
人、社区康复27人。“山
海黎乡，无毒昌江”的美
好愿景正一步步在纯美
昌江实现。

本报石碌6月25日电（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 通讯员何胜 陈笛）
6月25日，在第31个“国际禁毒日”即将
来临之际，为深入推进昌江黎族自治县全
民禁毒工程，倡导健康无毒生活方式，号
召全民参与禁毒，昌江禁毒委、司法局、
法院、公安局、检察院、妇联、总工会、团
县委、关工委8家单位在县城主要路段
开展2018年“6·26”国际禁毒日宣传一
条街活动。

活动中，禁毒工作人员和禁毒志愿
者通过禁毒法律咨询、摆放禁毒展示图
板、摆放禁毒签名平台和悬挂横幅等形
式，向广大群众揭露毒品的危害性，呼
吁大家积极参与到禁毒行列中。

活动共发放《宪法》、禁毒宣传折
页、《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宣传资料
5000余份，发放围裙、扇子等法治小礼
品600余份。

随后，昌江司法局还组织20名社
区服刑人员深入县戒毒所，开展集中警
示教育暨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通
过参观戒毒治疗区，听取禁毒法治教
育，社区服刑人员深有感触。他们纷纷
表示，要珍惜现在的社区矫正机会，遵
纪守法，并且回去后还要教育身边的朋
友和亲属，远离毒品。

全民动员 上下齐心
昌江开展
禁毒宣传一条街活动

昌江禁毒经费逐年增加，高度重视毒品预防宣教工作，高配禁毒专干

“八严”组合拳重击毒品犯罪行为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通讯员 何胜 陈笛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关心和支
持全县的禁毒工作，禁毒专项经费投入
力度逐年提高。”昌江县委常委、县禁毒
委副主任、县公安局局长林雄介绍，为
保障禁毒三年大会战的顺利开展，昌江
县政府已将 2018 年禁毒预算经费由
2017年的200万元增加到417万元，从
举报奖励、破案支撑、宣传教育、社区戒
毒、情报收集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昌江公安局
成立禁毒专班，从刑侦大队、禁毒大队、

技网大队、情报中心、边防支队、各派出
所抽调人员组成，全面梳理各类情报信
息进行研判，并组织开展缉毒执法、禁
吸戒毒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依法严
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2017年 9月10日，在省公安厅禁
毒总队直接指挥及儋州市公安局的大
力支持下，昌江公安局联合海警总队一
中队成功侦破一起部督“2017-385”毒
品目标案件，摧毁一条横跨海南、广西
的贩毒网络，抓获涉毒违法犯罪人员15

名，破获贩毒案件5起，缴获K粉毒品疑
似物约2公斤、麻古毒品疑似物约1000
粒、小轿车3辆、手机10部、银行卡20
余张、毒资30余万元、仿64式疑似枪支
1把、子弹18发、砍刀5把、斧头3把以
及吸毒工具、电子秤、包装工具等涉毒
工具一批。

林雄介绍，昌江禁毒委按《海南省
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的相关
要求，对有功人员及举报人士进行实
时奖励。2017年，昌江共发放禁毒奖

励款55.6万元。2018年，为深入推进
禁毒三年大会战，60万元禁毒专项奖
励款已划拨到位，对昌江公安局收戒
破案有力部门进行奖励，共发放奖励
款11.3 万元，充分调动各界力量参与
到禁毒工作中来，全面掀起禁毒人民
战争新高潮。

2018年至今，昌江禁毒三年大会战
指挥部召开的阶段小结暨工作推进会
中，对信息报送不及时的单位、部门进
行了点名通报批评。

禁毒专项经费逐年增加，严打态势强劲

严教为主，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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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政府和社会，也谢谢我的妻
子当初没有放弃我！”昌江石碌镇赵某
2011年因吸食毒品被昌江公安局铁城
派出所查获，行政拘留15日。目前赵
某已成功戒断毒品3年以上，他自主创
业，种植了30亩圣女果，开始了新的
生活。

“赵某妻子知道丈夫吸毒后及时反
映，积极主动联系社区戒毒办公室，在
管控、帮扶工作过程中尽全力积极配

合。”石碌镇禁毒办主任、禁毒专干郭淑
丽介绍，社区戒毒（康复）办公室在赵某
初吸阶段，及时介入进行管控和帮扶帮
教，同时，禁毒专干在帮教过程中对其
加强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禁毒办、派
出所、社区、家属共同努力，多方位多举
措切切实实关心赵某，使得他坚定了信
心，成功戒掉了毒瘾。”

近年来，昌江举全县之力禁毒，除
公安禁毒队伍，各成员禁毒单位充分履

行责任，同时拥有一支高标准、严要求
的禁毒专干队伍。而石碌镇禁毒办主
任郭淑丽，就是优秀禁毒专干中的一
位。

“石碌镇总人口9.8万人，下辖22个
社区居委会，目前我们成立了5个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点及美沙酮药物维持治
疗门诊，初步建立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网络。”石碌镇委副书记钟秉壮介
绍，全镇按照一定比例，配备了22个社

区专职工作人员，为镇禁毒工作提供了
组织保障。

据了解，昌江近年来加强专干队伍
建设，目前禁毒专干总数已达41人，吸
毒人员与禁毒专干比例为21：1，已达到
并超过国家禁毒委30：1的要求。每个
乡镇大的村委会都会配一名禁毒专干，
负责辖区内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的管理，
进行定期尿检，家访等，控制现有戒毒
人员，保证戒毒人员彻底切断毒瘾。

高配专干严管社区戒毒、康复，严收体现人情味B

开展病残吸毒人员排查
工作，经排查统计，该县现有
病残吸毒人员49人，其中肝炎
22人、精神病2人、肾脏疾病2
人、肺结核9人、脑血管疾病2
人、其他12人。

目前：死亡 4 人、戒断三
年以上7人、服刑1人、安宁医
院治疗 1 人、药物维持治疗 1
人、因贩毒判刑期满释放 1
人、强制隔离戒毒22人、社区
戒毒 4 人、社区康复 8 人。病
残吸毒人员从未有肇事肇祸
事件发生。

“昌江历来高度重视毒品预防的宣
传教育工作，尤其是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昌江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县
公安局禁毒大队长何胜认为，禁毒，除
了控制吸毒人群数量，防止复吸，同时
还要严控新吸毒人群的滋生。

“学生是一个数量庞大又很容易被
迷惑的人群。但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
886名吸毒人员中，只有3个是18岁以
下未成年人，而且没有一个是在校学
生。”何胜介绍，昌江历年以来都没有在
校学生吸毒，未成年人吸毒人数每年统
计数据也没有超过7人。

目前，昌江全县有4所省级毒品预
防教育示范学校，昌江中学今年被国家
禁毒办评为全国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
校。

“除了日常的班会、征文演讲比赛、
发放资料等形式，我们在校内开设有专
门的禁毒宣传栏，同时开设了小型的禁
毒展览馆，将毒品预防教育知识深入学
生内心。”昌江中学政教处主任叶保吉

介绍，学校一直以来把毒品预防教育作
为学校德育法制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把禁毒教育与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教育相结合，使广大师生了解毒品基本
常识，无人参与涉毒、吸毒活动，不断增
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

同时，昌江禁毒民间团体热情高
涨。成立于2015年的纯美昌江哥隆歌
协会，已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全县乃至省
内的“明星禁毒演出队”。一百多名协
会成员均为昌江县昌化镇大风村、耐村
当地的村民，他们自发聚集到一起，主
动参与禁毒工作，通过自编自导自演，
将一个个典型生动的禁毒形象，以家乡
话歌舞小品的形式呈现到老百姓面前，
将本土特色与毒品预防教育知识紧密
融合，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禁毒。

据了解，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昌
江禁毒委各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观
念，先后开展了“流动课堂”、“全民禁毒
宣传月”、“6·26”国际禁毒日系列活动、

禁毒三年大会战文艺宣传巡回演出等
共计179场禁毒宣传活动，通过“禁毒部
门点上造势、成员单位线上联动、基层
社区面上呼应”的“点线面”结合的宣传
格局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
活动，掀起了全民参与禁毒的宣传高
潮，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

近三年来，昌江全县吸毒人员群体
呈萎缩状态，推进了禁毒人民战争向纵
深发展。为了努力巩固“无毒县”工作
成果，昌江各禁毒单位脚踏实地开展工
作，力争打造“山海黎乡大花园”、实现

“无毒昌江禁毒梦”。
（本报石碌6月25日电）

昌江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禁毒集中训诫活动。

千人齐举画布，共读禁毒誓言，发出无毒号召。

2017年9月，昌江公安
局联合海警总队一支队和儋
州市公安局成功侦破公安部
督办“2017-385”毒品目标
案件，缴获K粉毒品疑似物
约2公斤，麻古毒品疑似物约
1000粒。图为犯罪嫌疑人
指认毒品。

本版图片均由昌江禁毒办提供

数读昌江禁毒工作
禁毒三年大会战至今

严打
大会战开展至今，昌江共破获

涉毒刑事案件77宗，抓获犯罪嫌疑
人104名，其中部督案件1宗、省级
目标案件3宗、特大案件7宗、重大
案件1宗。缴获各类毒品1412.87
千克，毒资120余万元，快艇2艘，
小轿车9辆，手机33部以及吸毒工
具一批。

严整
目前已开展大小清查行动76

次，清查各类场所300余家次，抽
查尿检2700余人次，目前尚未查
获涉毒违法情况。

严堵
昌江边防支队组织沿海巡逻

423次，检查沿海船舶2850艘，渔
民 3270 人，查处海上违规案件
122起，罚款8100元，查处沿海行
业场所案件35起，组织与渔船签
订责任书累计1590份次。

严收
共查获各类吸毒人员155人，

其中行政拘留53人、强制隔离戒毒
84人、社区戒毒34人、社区康复
27人。

严管
目前昌江社区戒毒应报到人员

86 人，实际报到 86 人，执行率
100%，社区康复应报到人员 64
人，实际报到64人，执行率100%。

严责
2018年至今，昌江禁毒三年大

会战指挥部召开的阶段小结暨工作
推进会中，对信息报送不及时的单
位、部门进行了点名通报批评。对
开展不力的单位领导进行约谈2次
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