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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毒品，如洪水猛兽，
埋葬一个个幸福的家庭，
吞噬一颗颗健康的心灵，
驱使人们一步一步坠入
罪恶的深渊，让原本明媚
的天空黯然失色。

一直以来，东方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禁毒
工作。特别是自2016年
11月开展禁毒三年大会
战以来，东方市禁毒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禁
毒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全
市上下齐心合力，紧紧围
绕“八严”工程工作要求，
强化各项措施，坚持打、
堵、防、治相结合，全面推
进各项禁毒工作。

截至目前，东方市实
现了毒品蔓延势头有效
遏制、公共娱乐场所吸
贩毒明显减少、全民禁
毒意识普遍增强、新滋
生吸毒人员和“两抢一
盗”刑事案件发案大幅
下降、社会治安形势明
显好转、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升的总体目标，为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为
加快建设美好新东方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东方市公安局举
行誓师大会，力保社会
治安平稳。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容朝虹）“非常感谢帮
助我的禁毒专干小黄，让我在众多诱惑
面前，更加坚定戒掉毒瘾的信心，重新
找到自信和希望。”6月25日，在东方市
八所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中心，正在参
与戒毒康复的陈某（化名）由衷地说。

“要帮助吸毒人员成功戒毒，思想
意识上的转变是关键。只有帮助他们
尽快恢复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让其对

未来、对生活充满自信和希望，才能够
从根本上帮其戒掉毒瘾，远离毒品的危
害。”基层禁毒专干黄佳伟表示，因为经
常沟通互动，自己被陈某亲切地称呼为

“小黄”。
一直以来，东方市把社区戒毒康

复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特别在当前
毒品种类多样化，毒品犯罪形式隐蔽
化的形势下，戒毒人员存在复吸的可
能性极大。为此，东方市自开展禁毒

三年大会战以来，加强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工作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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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
做到专人专管，巩固戒毒康复成效，同
时让戒毒康复人员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关爱，去年9月，东方市正式启动禁毒专
干招聘工作，并将成功招聘的56名禁毒

专干分配至东方市10个乡镇及华侨经
济区禁毒办，充分发挥禁毒专干的作
用，全力做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吸毒人
员管控帮教工作，切实降低吸毒人员复
吸率，确保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按照
既定目标推进。

此外，在社区戒毒（康复）方面，东
方市禁毒委还积极开展吸毒人员摸底
排查工作，完善见面拍照、尿检和谈话
记录等措施，避免出现“漏管”现象。

摸底排查 专人专管

东方紧抓社区戒毒康复工作见成效

决胜禁毒三年大会战

开展“双打双控”，出台奖惩办法，强化宣传教育

东方：多措并举推进禁毒大会战
6月25日，东方市东河镇的一处工

地上，水泥搅拌机和大卡车正在井然有
序地忙碌着。

“这里是目前东方市正在新建的强
制隔离戒毒所，建成后可最多收戒1000
名吸毒人员。”东方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作
为东方市禁毒工作的重要部分，正在新
建的强制隔离戒毒所不仅是东方市落
实“八严”工程的小小缩影，同时，也是
东方市积极推进“两打两控”专项行动
的有力举措。

据了解，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扎实深入推进禁毒三年大会
战，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毒品违法犯
罪，有效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按照
国家禁毒委员会和省禁毒委员会的工
作安排部署，东方市于今年3月起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以打击制毒犯罪、打
击贩毒犯罪和管控制毒物品、管控高危
吸毒人员为重点的“禁毒2018两打两
控”专项行动。

东方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陈东
表示，力争通过“两打两控”专项行
动，进一步深化打击措施，提升全链条

打击制贩毒活动的基础和能力；堵截
毒品进入市内，铲除地域性、家族性贩
毒团伙网络。同时，强化行业阵地控
制，加大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力度；加强
高危吸毒人员管控，防范吸毒人员肇
事肇祸事件发生，力争实现“四个上
升、两个下降”的目标。从而不断推动
禁毒三年大会战向纵深发展，为建设
美好新东方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
环境。

数据显示，自2016年11月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整治
和严打、收戒，截至今年6月24日，东方

市公安机关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16起，
其中部督贩毒案件1起、特大贩毒案件
4起、重大贩毒案件6起，团伙贩毒案件
4起，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141人；共缴
获各类毒品3公斤，毒资7.1万元人民
币；共收戒收治吸毒人员724名，其中强
制隔离戒毒411名，社区戒毒226名，行
政拘留87名。

此外，东方市共清查娱乐场所1462
家/次，依法取缔无证娱乐场所23家，停
业整顿违规娱乐场所6家，责令整改15
家。从而做到有效遏制毒品蔓延，净化
社会风气，治安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打击毒品犯罪，人人有责。主动
举报涉毒线索，是我们作为一名合格市
民应尽的责任。”日前，在东方市感城镇
禁毒办，前来提供涉毒线索的吉某（化
名）说道。正是吉某提供的有利线索，
让东方市感城镇公安干警以最快的速
度掌握了当地涉毒犯罪的最新情报。

“正因为有了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
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在打击毒品犯罪、
遏制毒品蔓延，控制吸毒人员时才能又

快又准地采取行动。”东方市公安局禁
毒大队队长欧明华表示。

据了解，为了更进一步调动社会各
界的力量，鼓励动员全市人民共同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东方市于今年5月
出台了《东方市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
办法》，用于奖励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的
有功人员及侦破。

在此之前，东方市已按照省委、省
政府、省禁毒委的部署，积极推进“严奖

工程”。据统计，2017年东方市共对举
报线索和组织开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的14个先进单位、26名先进个人、10名
线索举报者等多个集体和个人进行奖
励，累计发放奖金15.14万元，极大调动
了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
性。

“有奖有惩，奖惩结合才能更好地
开展禁毒工作，确保每项禁毒工作落到
实处。”东方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第12次月
调度例会后，针对东方市禁毒任务进度
下滑、工作滞后的被动状况，东方市禁
毒委对17个参战单位进行约谈通报。
并成立督导组开展新一轮的督察行动，
进一步加大禁毒工作督查督办力度，及
时解决问题，对工作开展不力、持续落
后、“零战果”的单位或部门及其负责人
启动进一步的问责措施，以此凸显严责
作用，促进禁毒工作有序进行。

“毒品的危害确实太可怕了，我们一
定要远离毒品。”6月26日，位于东方市
体育馆二楼的东方市禁毒教育基地一开
馆，就吸引了众多学生及家长前来参
观。东方市八所中学的一名学生看完展
馆内的宣传资料后，发自内心地说。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建设，东方市
禁毒教育基地于6月26日正式开馆展
览。据工作人员介绍，场馆内共设有领
导关怀、百年禁毒、毒情形势分析、毒品危
害、毒品认识、滥用药物的危害、共同责
任、禁毒知识抢答、禁毒成果及战果9大
模块。内容新颖丰富，活动参与方式多样
化，是全市最大的禁毒教育宣传场所。

近年来，随着新型毒品种类的增加
和不断蔓延，吸食新型毒品的群体也在
逐渐扩大，并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特
点。为此，东方市大力开展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6·27”工程。

此外，东方市通过多方面、多层次
进行综合施策：广泛深入社区、学校、企
业单位等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专项行
动宣传活动；在车站、市区主要主干道
的户外LED屏幕上设置禁毒公益性广
告牌；发放毒品预防宣传资料；在各类
学校开展禁毒知识竞赛以及宣传讲座；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微信等宣传阵地
进行毒品预防教育宣传；发挥“妈妈训
教团”的作用积极动员广大妇女及其家
庭成员主动参与禁毒工作；以及利用本
土特色文化在各乡镇进行宣传等。

通过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东方市
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毒品危害性认
识和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明显得到增强。

东方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以深入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6·27”工程”为主线，继续创新禁毒
宣传教育理念，充分运用各类传播载

体、渠道和手段，构建以禁毒办牵头，组
织宣传、教育、文化、广电等部门密切协
作，学校、家庭、街道、社区等各方面力

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毒品预防
教育的整体合力。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

加大力度 推进“双打双控”

奖惩结合 建立有效机制

广泛发动 形成禁毒合力

东方今晚举办
禁毒日主题晚会
将为10位最美禁毒人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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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毒人员深入监
管中心检查指导监所
安全管理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
东方市公安局提供

本报八所6月26日电（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容朝虹）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和第31个

“6·26”国际禁毒日，进一步倡导“禁绝毒
品 人人有责”的禁毒理念，持续营造“珍
爱生命 远离毒品”的社会氛围，深入宣传
禁毒三年大会战，东方市将于6月27日晚
举办国际禁毒日主题晚会暨首届最美禁
毒人颁奖活动。

今年4月，由中共东方市委、东方市人
民政府主办，东方市禁毒委员会、中共东
方市政法委员会承办的最美禁毒人评选
活动全面启动，致敬禁毒英雄，向全社会
展示东方“禁毒人”的风采。活动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此次评选主要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
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据统计，在网络投票
期间，活动共吸引了10万人参与。综合公
众投票和专家评审成绩后，最终评出10名
最美禁毒人。

东方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最美禁毒人评选活动旨在挖掘一批在缉
毒、戒毒、预防、宣传、志愿服务等禁毒工
作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人员，以
及热心禁毒公益事业并作出突出贡献、品
德高尚的先进个人，从而激发全民禁毒的
社会正能量，掀起全民禁毒热潮。

活动当晚，主办方将邀请知名表演团
队通过丰富多彩的歌舞表演，展示东方市
禁毒工作成果，展现东方市全社会积极参
与禁毒工作的昂扬斗志，以及坚决打赢禁
毒斗争的决心。

此外，晚会现场还将通过视频等多形
式展示获奖人员的禁毒事迹，邀请禁毒形
象大使进行现场宣誓，以此呼吁全社会群
众积极参与禁毒工作，营造全民禁毒氛
围。

东方禁毒三年大会战
专项行动成绩单

东方市组织缉毒人员带着警犬在街头开展路面查缉行动。

数说

截至今年6月24日
东方市公安机关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16起
其中
部督贩毒案件 1起
特大贩毒案件4起
重大贩毒案6起
团伙贩毒案件4起
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 141人

共缴获各类毒品3公斤
毒资 7.1万元

共收戒收治吸毒人员 724名

其中强制隔离戒毒411名
（包含病残吸毒人员 179名）

社区戒毒226名，行政拘留87名

共清查娱乐场所 1462家次

依法取缔无证娱乐场所23家

停业整顿违规娱乐场所6家

责令整改 15家

四个上升、两个下降

破获走私、贩卖、运输毒品
和制毒物品等案件数上升

缴获毒品和制毒物品总数上升

打掉制贩毒团伙数上升

抓获和起诉制贩毒犯罪嫌疑人数上升

脱管失控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数下降

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数下降

禁
毒
宣
传
走
进
社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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