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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一豪

6月25日，海南省琼山强制隔离戒
毒所。面对包括省领导在内的1000多
名观众，卓祥辉淡定地走上宣讲台，十分
平静地向现场观众讲述了他从一名“瘾
君子”转变为创业榜样的不凡经历。

卓祥辉，万宁市长丰镇人。1998
年，38岁的卓祥辉因为一时好奇染上了
毒瘾。2009年11月21日，卓祥辉走出
戒毒所的大门，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
不回到这里了。但此前的经历，使得家人

并不信任他，邻居们也敬而远之。卓祥辉
没有丧气，他非常平静地跟着父亲收购胡
椒、吃饭、做家务……有吸毒人员来找他，
他都避而不见或跟对方讲毒品的危害。

卓祥辉的表现终于赢得了家人的
信任，后来他拿着家里给的1万元本钱，
开始自己收购槟榔，并挣了不少钱。
2012年，卓祥辉的父亲患上鼻咽癌，他
把几年挣来的钱全给父亲治病，而且还
欠下了外债。

2013年，看到商机的卓祥辉四处借
钱，建了一个槟榔加工厂，但因当年槟榔

价格低迷，亏了100多万元。卓祥辉说，
尽管心情很低落，但他没有再从毒品那
里寻找安慰。度过一段低迷期后，卓祥
辉继续干起槟榔加工生意，2014年他赚
钱还清了所有外债。2015年，他响应政
府号召，把原先的土灶全部拆除，换成了
环保烘烤槟榔设备。同年7月，卓祥辉
的鑫旺槟榔加工厂建成并投入使用，生
意越做越大，成了远近闻名的创业榜样。

获得成功的卓祥辉，没有忘记帮助
他人。2016年，鑫旺槟榔加工厂招收工
人60多名，其中20多人是贫困户，还有

6人是戒毒康复人员。“目前厂里的戒毒
康复人员已有20多人，今年计划招到50
人。”卓祥辉说，只要能通过考验期的戒
毒康复人员，他都愿意接受。

卓祥辉努力走回了人生正确的道
路，也感动了他人。2017年，卓祥辉获
评“感动万宁”2016—2017年度十大年
度人物，在颁奖晚会上，他感慨地说：

“曾经家人不信任，朋友看不起，我就下
定决心一定要把毒瘾戒掉，不能被毒品
毁了自己的一生。”

（本报万城6月26日电）

一时好奇染上了毒瘾，戒掉毒瘾后自强自立创业致富

卓祥辉：从“瘾君子”到创业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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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共投入禁毒专项
资金7465.77万元，抓获
涉毒犯罪嫌疑人 1086
名，摧毁毒品犯罪团伙12
个；2017 年抓获涉毒犯
罪嫌疑人405名，同比增
加55.21%；实有吸毒人
员逐年减少，2016 年底
实有6633人，至2018年
6月下降至 4947 人，降
幅达到25.18%；“两抢一
盗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20.77%……这一串串数
字，是万宁市禁毒三年大
会战成就的一个缩影，也
是万宁向省委、省政府以
及人民群众交出的一份
禁毒优秀答卷。

2015年万宁市被省
禁毒委列为毒品危害重点
整治地区，2016年底又被
列为通报警示市县进行挂
牌整治。面对严峻的禁毒
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工作部署，万宁市以全省
禁毒三年大会战为契机，
全力推进“八严工程”（严
打、严整、严堵、严收、严管、
严教、严奖、严责），带动禁
毒整治工作有效开展。

经过3年时间的不懈
努力，万宁全市禁毒工作
形势得到根本性扭转。
在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一
阶段，万宁市公安局因打
击毒品犯罪工作成效突
出，被省委授予“全省禁
毒三年大会战第一阶段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3年共投入禁毒专项资金7000余万元，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1086名

万宁：“八严工程”肃毒害

作为全省禁毒工作的“落后生”，万
宁面临的情况复杂、任务繁重。为打赢
禁毒三年大会战，万宁把禁毒整治作为
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来抓，市委书
记张美文亲自动员部署，每季度听取汇
报，多次调研、督导检查。市委副书记、
市长周高明担任禁毒委主任，加强对禁

毒工作的组织领导。
省里对万宁的禁毒工作也非常重

视。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等领
导多次到万宁检查指导禁毒工作。省
禁毒委、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等部门领导
多次到该市调研指导。

为了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万宁市

结合禁毒三年大会战等专项工作部署，
制定了实施方案，市禁毒委与各成员单
位、各镇（区）签订了责任书。市禁毒委
每月组织召开一次全市禁毒工作例会
（推进会），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禁毒整
治工作进展，解决实际问题。

禁毒三年大会战，经费保障很关

键。万宁市把禁毒工作专项经费纳入
全年财政预算，三年共投入专项资金
7465.77万元，作为市、镇（区）、村居三
级禁毒机构人员配备、打击整治、禁毒
宣传、收戒收治、表彰奖励等经费，为
全市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
障。

经过长达一年的苦心经营和缜密
侦查，2016年底，万宁边防支队成功侦
破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捣毁一个
以“90后”为主的贩毒网络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11名，缴获毒品海洛因2.938
公斤，铲除了一个长期藏匿在万宁地区
的巨大“毒瘤”。

破毒案、抓毒贩是禁毒工作的重

点。近年来，万宁公安以实现打击毒品
零包犯罪、毒品团伙犯罪、惩处毒品犯
罪效能“三个上升”为目标，以侦破大宗
毒品犯罪案件为攻坚重点，以整治病残
人员犯罪为突破口，强化打击措施，严
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

3年来，万宁全市共破获毒品犯罪案
件1018宗，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086

名，摧毁毒品犯罪团伙12个，缴获各类毒
品311.38公斤，缴获毒资95.06万元，破
获公安部督、省督毒品目标案1大批。其
中，2017年5月破获的公安部目标毒品
案（编号：2017-105），抓获团伙成员11
名、缴获疑似冰毒物品10.255公斤、仿六
四手枪2支、子弹41发，摧毁了1个自广
东省流入的特大贩毒犯罪团伙。

除了破大案要案，万宁公安还加大
力度打击市内贩毒犯罪活动，破解难题
铲除病残人员涉毒犯罪，持续高压打击
零包贩毒犯罪，极力压缩市内毒品犯罪
生存空间，铲除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的毒瘤，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戒毒
环境。此外，还通过多次召开公判大会
教育警示群众，有效形成震慑力。

万宁市和乐镇港北港，琼岛东部最
为繁华的渔港之一，每天数以百计的渔船
在此出海、停泊，在繁荣当地渔业的同时，
也给贩毒运毒犯罪活动提供了较为隐蔽
的通道。为加强海上管控能力，严防毒品
从海上通道流入，2017年4月万宁建立
了港北边防派出所毒品检查站，开展常态
化、全覆盖、全天候毒品查缉工作。截至
2018年6月21日，共计检查船舶2560
艘次，处罚船舶22艘次，对海上违法犯罪
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

港北边防派出所毒品检查站是万
宁堵源截流、严控毒品流入的一个缩
影。为遏制毒品滋生蔓延，万宁公安大
力推进沿海口岸防线建设，加强市内查
缉，加强物流寄递查缉建设，严密海陆
邮路毒品堵控。各警种在重点路段、路
口设立临时检查点，加强对过往车辆的
检查，做到查车、查人、缉毒相结合。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万宁相关部
门共开展联合清查行动14次，设立临时
治安卡点132个，公开查缉点2个，治安

卡点6个，检查车辆25897辆次，检查人
员142412人次；检查船舶7296艘次，
渔船民15030人，联合海洋渔业等部门
开展海上执法163次；联合检查物流寄
递企业网点616家次，多方位堵住毒品
流入万宁的渠道。

此外，万宁警方还积极开展跨区侦
查，攻坚重大案件，斩断毒品市外流入
渠道。大会战以来侦破“2017-105”

“2017-660”部督目标案件，斩断从广
东等地流入市内的3条毒品源头渠道，

有效地减少毒害。
同时，万宁还严密阵地控制，整治

毒品危害重点地区和公共娱乐场所。
以后安等7个镇、曲冲村委会等20个村
委会（社区）毒品问题相对突出的地区
为重点，不断压实当地党委、政府、有关
部门及村（居）委会责任。严厉整顿违
规娱乐场所，对涉毒场所“零容忍”，建
立娱乐场所业主和从业人员“黑名单”
库。自2017年5月份以后，全市未再发
生公共娱乐场所涉毒问题。

领导重视 3年投入专项资金7000余万元

严打开路 破毒案1018宗

堵源截流 严控毒品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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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买必有卖，有市场就有生意人。
万宁市在严厉打击贩毒活动的同时，对
吸毒人员实行严管严收，努力萎缩毒品
消费市场。一方面保持对吸毒人员收
戒工作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深入推进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通过定期开展吸毒人员摸底排查
工作，万宁警方及时掌握了全市吸毒人

员底数，并推进严收工作常态化，对吸
毒人员做到发现一个，查获一个，依法
处理一个，做到“应收尽收、满员收
戒”。3年来，万宁全市共查获吸毒人员
4262人次，其中行政拘留886人次，强
制隔离戒毒3376人次。

在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方
面，万宁通过建立健全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机构和工作阵地，加强专职队伍建
设，落实出所吸毒人员无缝对接，推进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做好吸毒人员帮扶
就业等举措，夯实吸毒人员管理服务工
作基础。

目前，万宁全市13个镇（区）均已
成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机构和办公
室；全市共配备专职人员156名，兼职

人员48名，兼职网格管理员255名；大
会战以来，出所吸毒人员1117人，全
部实现无缝对接并纳入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管理；全市应参加社区戒毒（康
复）2621 人，落实社区戒毒（康复）
2557人，管控率97.76%；2017年全市
帮扶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岗位
327个。

“对不起，我正忙着筹备禁毒日宣传
活动，只能跟你长话短说了。”6月 25
日，记者致电万宁市众志禁毒工作服务
中心负责人汪腾时，他忙得不可开交。
汪腾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在全省14个市
县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今年又承担着
多个市县的禁毒宣传任务。

万宁市众志禁毒工作服务中心成立
于2017年3月，是一个以禁毒公益宣传
为主的机构。该中心自成立以来，联合
万宁市各责任单位承办了近470场次大
型系列禁毒宣传活动。通过创作清新舞
台剧、琼剧、话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节目，积极参与“五进”宣传，使禁毒观念
深入人心。

成立众志禁毒工作服务中心是万宁
创新禁毒宣传教育的举措之一。为将禁
毒宣传教育贯穿始终，万宁市不断创新
形式，采取多种有效方法，不断扩大禁毒
宣传教育的广度、深度，全面开展“无毒
单位”创建活动、组织开展培训活动、利
用各类媒体宣传、开展普及性的禁毒宣
传等，营造良好的社会禁毒氛围。

据统计，至2017年底，万宁全市13
个镇区全面开展“无毒单位”创建活动，
村委会一级基层单位开展创建“无毒单
位”活动达到100%。全市达到“无毒单
位”标准的村委会（社区）18个，村民小
组（连队）497个，学校87个，机关单位
144个，无毒家庭户126722家。

严管严收 萎缩毒品消费市场D

创新宣教
营造良好氛围E

奖惩并举，严肃追责，也是万宁确保
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举措之
一。结合省有关奖励办法，万宁制定了
《万宁市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
坚持落实有功奖励、破案奖励、举报奖励
等规定，大会战以来共兑现奖励金
406.7万元。

在侦办“2016·11·21”特大贩毒案
中，办案人员英勇无畏、飞车勇擒毒贩，
成功侦破大会战第一宗特大毒品犯罪案
件。万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表
彰奖励活动，张美文、周高明亲自对办案
单位和有功人员进行颁奖，表彰奖励和
乐派出所和办案人员13万元。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万宁市禁毒
办共分6批发放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案件
奖励给41个办案单位合计275.3万元。

在奖励先进的同时，万宁也启动问
责，倒逼责任落实到位。一是明确责任，
市禁毒委主任与各成员单位、各镇（区）
主要领导逐一签订任务目标管理责任
书；二是将禁毒工作绩效纳入党政领导
干部工作绩效考核范围；三是定期督导
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四是落实每十日一
通报制度；五是严格落实问责工作机制。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万宁市禁毒
办、市公安局、市教育局等单位先后对全
市76个打击、收戒、毒品预防教育、吸毒
人员摸底排查工作滞后的单位进行了通
报批评，市禁毒办、市公安局约谈工作落
后的单位负责人70人次。

聚万众一心，换家园安宁。在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万宁禁毒三年大会
战已然迎来胜利的曙光。

（本报万城6月26日电）

奖惩并举
确保工作成效F

数读万宁禁毒
整治成效

自2015年9月至2017年底
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899宗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962名

缴获各类毒品131.06公斤
毒资92.6万元

共查获吸毒人员
3904人

今年以来
截至6月26日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9宗

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124名

缴获各类毒品0.32公斤
缴获毒资2.4592万元
查获吸毒人员382人

2017年3月17日，万宁市众志禁毒工作服务中心成立，这是一个致力于禁毒公益宣传的机构。

万宁全警动员，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本版图片均由万宁市
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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