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获吸毒人员46名

捣毁吸毒窝点11个

酒店

32家
娱乐场所

9家

宾馆

88家
网吧

36家

■■■■■ ■■■■■ ■■■■■

以禁戒战遏制毒品蔓延，以除源战根除贩毒源头

定安：打防并举 铁腕禁毒见成效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来，
定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工作，
把禁毒三年大会战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统筹各部门，全面实施“八严工程”，
扎实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向纵深发
展。2018年以来，陈军和县委副书记、
县长、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以及县委常
委、公安局局长、禁毒委副主任李忠山
等领导先后 16 次深入全县各单位和

镇、农场检查指导禁毒工作，对全县各
镇、农场的禁毒办公室创建、禁毒办领
导机构建设、禁毒帮教小组领导职责等
创建问题进行实地指导。

大会战开展以来，定安县委、县政
府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将禁毒三年大会
战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到目前为
止，定安县委、县政府已投入了 2292.5
万元。定安县委、县政府明确要求，各

乡镇要将本地区禁毒经费列入本级政
府的财政预算，各乡镇一年的禁毒经费
投入不得少于 10万元，确保禁毒工作
顺利开展。原计划于2012年建成投入
使用的定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因种种
原因，直到 2017 年年初都未落成。在
县委主要领导的亲自推动下，3 个月
后，强制戒毒所竣工，为推进“禁毒三年
大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位推动 全面实施“八严工程”

“定安毒品主要来源于广东、广西及
毗邻的几个市县。”李忠山介绍，定安交通
方便，地理位置特殊，为此，定安严控涉毒
人员、严打毒品犯罪，筑起禁毒防火墙。

定安控制各辖区毒品来源的主要通
道，特别是东线高速公路两侧的辖区车
站，定安在县汽车站设立稽查站，下设
毒品查缉点。定安全县寄递企业也已
经落实开包验视和实名制登记两个
100%制度，防止毒品通过各种渠道流
入该县。

娱乐场所是吸毒、贩毒的温床。定安
严格执行涉毒场所“一次性死亡”和“五个
一律”规定，完善公安、文体、工商等部门

联合工作机制，严厉打击娱乐场所涉毒问
题。截至目前，共清查歌舞娱乐场所9
家、酒店20家、宾馆68家、网吧26家，查
获吸毒人员23人，停业整顿娱乐场所一
家。

此外，定安县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各
镇实行包干责任制，定期对正在营业的9
家娱乐场所开展常态化巡查，形成震慑，
倒逼娱乐场所业主创新工作方式，主动加
强管理。目前，定安全县辖区大部分娱乐
场所均能主动举报涉毒行为。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定安积极落
实“应收尽收，全员收戒”原则，集中开
展大收戒、大收治行动，共查处吸毒人

员 959 人，其中强制隔离戒毒 690 人、
行政拘留 269 人、收治病残吸毒人员
309人。

对于社会面隐性吸毒人员，定安认
真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印发涉毒人
员毛发样本检测规范的通知》文件精
神，定时或不定时地开展抽查。截至
目前，全县共抽查社会面吸毒人员110
名，20 名呈阳性吸毒人员被依法强制
隔离戒毒。

随着禁毒工作不断深入，全县新增吸
毒人员增幅率得到有效控制。去年，全县
共查获新增吸毒人员30名，较2017年下
降了144名。

严防严控 筑起禁毒防火墙

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定安县公安
局分别制订打击毒品犯罪、情报支撑、
督导检查等工作方案，落实各警种、各
部门的工作责任，同时，建立健全以县
公安局禁毒大队、各警种、基层派出所
为架构的打击模式，着力建立全警参与
缉毒破案的联合工作机制。公安局长
亲自挂帅办大案，组织治安、刑侦、巡
警、禁毒、监管、派出所等部门、警种，全
方位加大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力度，形成
了各警种各部门全警参与打击毒品犯
罪的工作格局。专案侦查模式从简单
的短线侦查、破案结案转变为深度经

营、长线推进，从单纯打团伙网络的分
支转变为摧毁整个网络体系，实现各个
击破、全网摧毁。定安公安主动进攻、
多措并举，形成全方位打击毒品犯罪的
凌厉攻势。

2018年8月27日，定安县公安局联
合省港务公安局，一举侦破了“2017-
65”省级毒品目标案件，摧毁了以谢某
为首的特大跨区域贩毒团伙，抓获涉案
嫌疑人18名、刑事拘留15名，缴获毒品
258.33 克，毒资人民币 4137 元，港币
38700 元，查扣小轿车 3辆、银行卡 23
张。案件的成功侦破，斩断了一条由广

东湛江至海南海口、定安、陵水的重要
贩毒通道，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

定安警方捷报频传：2018 年 10 月
13日至11月 23日，定安县公安局联合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一举侦破了一
宗省级毒品目标案件，在海口、定安两
地同时收网，摧毁了以张某宝为首的特
大跨区域贩毒团伙，抓获涉案嫌疑人3
名，缴获冰毒 1 公斤多，毒资人民币
6910 元。案件的成功侦破，斩断了一
条由缅甸至海南海口、定安的重要贩毒
通道。

全警联动 打击毒品犯罪

“要以禁戒战
坚决遏制毒品蔓
延，以除源战坚决
根除贩毒源头，以
‘零容忍’态度坚定
不移地加大对毒品
犯罪的打击力度，毒
品问题一日不绝，禁
毒斗争一刻不止！”
这是2016年底，定
安县委书记陈军在
全县禁毒工作大会
上对各镇、各部门提
出的具体要求。

禁毒三年大会
战以来，定安县举全
县之力，以铁的决
心、铁的纪律、铁的
手腕，强力实施“八
严工程”，以“打团伙、
摧网络、破大案、抓
毒枭、缴毒资”为目
标，打防并举，强力
推动全县禁毒工作
纵深发展，禁毒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截
至目前，全县共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295
宗。全县刑事案件和
治安案件发案数，分
别同比下降20.8%、
37.5%，特别是盗窃
案件发案数同比下
降43.4%。

经过两年多的
综合治理，省禁毒
委通过实地考核，
于 2019 年 4月 28
日摘掉了定安“通
报警示县”的帽子。

活动

“喂？你什么时候过来报到呀？
哦，好的，那我在办公室等你！”6月21
日上午，和往常一样，张冬梅开始督促
出所的戒毒人员前来报到。挂了电
话，她开始整理社区戒毒人员的材料。

2017年10月，张冬梅被调到海
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驻黄竹镇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担任戒

毒康复专干。从此往后，登记吸毒人
员名单、找戒毒人员谈心、对戒毒人
员进行家访等工作成为了张冬梅的
日常。

张冬梅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从未
懈怠，她知道自己肩负着非同一般的
使命。目前，全镇在册吸毒人员中，
随便说出一个戒毒人员的名字，她都

能迅速找到该人员的资料。在今年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阶段性表彰活
动中，张冬梅获得了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
但她并没有为此骄傲，依然坚守在禁
毒岗位上。

“平时我们都叫她冬梅小妹，她特
别贴心。”在黄竹镇戒毒人员的心中，

张冬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知心小
妹”。45岁的符原平（化名）介绍，他
从1989年开始接触毒品，去年年底，
第三次从戒毒所出来，经过戒毒所里
工作人员的教导以及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指导站的工作人员帮教后，他下
决心要将毒瘾戒掉。在戒毒过程中，
他特别感谢“冬梅小妹”对他的劝导与

关怀，让他不断增强戒毒的信心。
张冬梅坦言，在一年多的禁毒工

作中，也有过辛酸和苦楚，但更多的
是在帮教吸毒人员戒毒过程中获得
的成就感。她表示，会将戒毒康复专
干工作进行到底，帮助更多“毒患”远
离毒品，过上健康生活。
（本版策划/良子 撰稿/良子 柳莺）

戒毒康复专干张冬梅：

真情帮扶助“瘾君子”重获新生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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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定安开展
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提高全民禁毒意识

“我曾经是一名吸毒人员，现在成
为了一名禁毒宣传志愿者。希望我的
经历能给大家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
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珍爱生命，远离
毒品……”6月 19日晚，以“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日全民禁
毒宣传活动走进定安县第四小学。为
了让禁毒宣传教育深入人心，活动邀
请了曾经的吸毒人员上台现身说法，
用自己惨痛的经历警示大家千万别以
身试毒。

自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大大
小小、各式各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出现在
定安县的大街小巷。这些活动通过禁
毒文化表演、禁毒讲座、禁毒知识问题
抢答和社区义诊等多种形式，让广大群
众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了解吸毒成瘾
的严重后果，增强广大群众禁毒、防毒、
拒毒意识。

随着禁毒工作的深入开展，禁毒宣
传的方式也不断创新。电视台每日黄
金时间滚动播出禁毒新闻、户外LED
宣传屏播放禁毒警示广告、各大社区和
学校里发放禁毒宣传材料……这些不
同形式的宣传工作，为定安县营造了全
民禁毒的浓厚氛围，体现了定安群众坚
决与禁毒做斗争的决心。

除此之外，定安县还通过自编自
演禁毒小琼剧进行禁毒宣传。禁毒小
琼剧《回头路宽》《回归》《回头是岸》已
经走遍龙河镇、翰林镇、雷鸣镇等乡镇
的所有村委会，受到大家追捧。

禁毒三年大会战
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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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共破获毒品刑事
案件292宗，摧毁贩（运）毒

团伙9个

缴获各类毒品3.2公斤

全县刑事案件和治安
案件发案数，分别同比下降

20.8%、37.5%，特别是盗窃

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43.4%

共查处吸毒人员955人
收治病残吸毒人员309人

｛

●对举报并破获的毒品案
件和查处的治安案件的577人次

群众给予奖励共计76.58万元

●对侦办案件的906人次

有功人员给予的奖励共计63.21
万元

制图/陈海冰

定安开展丰富多彩的禁毒宣传活动。

（本版图片由定安县公安局提供）

清查

定安开展毒品清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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