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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路岛运输关卡 筑牢毒品查控防线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纪实

——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

近年来，随着琼州海峡水上运输的
快速发展，水路客运通道贩运毒品犯罪
活动等治安问题日益突出，给广东、海
南两省的社会治安环境带来了严重的
危害。海南港航公安机关充分发挥卡
口把关的区位优势，牢固树立“关口前
移”的工作理念，以强化入琼水路关卡
外围查控为主要抓手，有效构筑起了堵
截岛外毒品犯罪的防线。

2016年5月9日，海南、广东两省公
安机关共同签署了《省际公安检查站联
勤查控工作协议》，明确在广东海安港口
设置省际公安检查站联勤查控常态化机
制。省委副书记李军及海南省公安厅负

责人多次实地进行考察指导，并专题组
织召开两省调研座谈会，就强化和完善
省际公安检查站建设提出具体要求，为
完善勤务机制运行，加快各项建设提供
了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

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根据省公安
厅党委的工作部署，负责联勤机制的勤
务管理、指挥和队伍建设等具体工作。
该局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和健
全工作机制，推进查控勤务的科学、规
范、高效运行。除了成立临时党支部和
工作专班，到进一步完善战时勤务指挥
和工作规范等规章制度，还定期开展民
警缉毒等业务的技能培训，有效地提高

了民警的查控技能。并根据勤务需要
进行职责和任务分工，实现对进港人
员、小轿车、大货车查控的全方位覆盖，
坚决不漏过一个可疑人员和危险隐
患。与此同时，该局组织查缉骨干民警
担任教官，对我省派驻查控民警定期开
展缉毒等业务技能培训，有效地提高了
民警的查控技能，确保查控勤务的科
学、规范、高效运行，发挥了“桥头堡、过
滤器”作用。

2017年8月14日，儋州市公安局
专案组在广东省隆江高速路收费站前，
发现嫌疑人黄某手提两个可疑纸箱，上
了一辆由福建开往三亚的长途客车。

立即与琼粤公安联勤检查站联系，省公
安厅港航公安局派驻联勤检查站的民
警接警后，立即向局指挥中心报告，并
同时展开了相关准备工作。局领导高
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向下
部署。派驻海安民警积极响应落实上
级指示，开展拦截盘查，共计盘查各类
车辆500余辆次，最后在一辆客车的行
李舱中查获了藏匿在两个蔬果纸箱中
的冰毒30袋共计30公斤。自2016年
启动海安港公安检查站查控勤务机制
以来，广东海安港公安检查站共查获违
法犯罪人员 1266 名，其中吸毒人员
1040名，查获各类毒品50多公斤。

侦查案件需要团结协作、信息共
享，不仅是内部信息要共享，还要跨区
域协作，构筑密不透风、疏而不漏的信
息共享网。在禁毒三年大会战中，省公
安厅港航公安局积极开展多区域联动，
打好禁毒合成战，完善区域警务协作机
制，形成打击毒品犯罪合力。

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以《琼州海峡
堵源截流缉毒侦查工作协议》和《粤琼
两省加强毒品堵源截流工作协议》为依

据，主动与广西、广东等地公安机关禁
毒部门建立跨区域的业务交流和协作
机制。加强与琼州海峡沿线港口公安
机关的警务沟通机制，在毒情通报、信
息研判、联合查缉、大数据、“云+”等方
面加强合作，形成对琼州海峡水域毒品
犯罪打击合力，为毒品要案侦办提供坚
实可靠的战斗支撑。“堵源截流工作，不
但要对毒品进行现场查缉查控，还要构
建多方联动体系，实现信息共享，进一步

发挥联合警务机制的重要作用。”提及禁
毒堵源截流工作，该局政委林峰如是说。

2018年4月，根据广西崇左市公安
局、宁明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提供的线
索，该局主动进行研判分析，逐步掌握
了宁明籍人员黄某等人从越南购买毒
品运输到海南万宁市贩卖的团伙网络
架构。该线索经逐级上报，由公安部禁
毒局批准立为部督毒品目标案件。

立案后，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技

侦总队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该局
联合万宁、昌江两地公安局进行联合侦
办。经过两个月的外围摸排和细致侦
查，当年8月12日凌晨，黄某与马仔宁
某等人驾驶2辆汽车携带着毒品准备
来海南，办案民警抓住战机，果断出击，
统一收网，抓获以黄某旺为首的犯罪嫌
疑人 6 名，当场查获海洛因 5 板（重
1906克）。成功打掉了一个跨越桂、琼
两地的贩毒团伙。

信息共享 多方合谋强战力

海南港航公安机关在禁毒三年大会
战中，始终坚持夯实基础，以打开思路、重
拳出击、形成合力的工作思路，紧盯“打毒
枭、摧网络、断毒源”禁毒目标，鼓励缉毒
民警要切实筑牢思想之舵，不断加强业务
学习和案例研究，建强缉毒骨干队伍。在
办案过程中充分运用侦查谋略，不断深化
内外协同作战，打好破案攻坚组合拳，持
续压减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打铁还需自身硬，绣花要得手绵
巧”。在重拳打击毒品犯罪中，海南港
航公安机关分区域、有重点地运用堵源

截流禁毒尖刀力量，积极发挥骨干队伍
作用，实现全线开战，重点开花。“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何宁善于以信息制胜，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智多星”。他说，随
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毒贩运
输、藏匿、销售毒品的手段更加隐蔽，单
靠传统的方法难以对贩毒团伙形成毁
灭性打击。为此，他充分运用大数据，
从毒品案件信息管理日常工作入手，对
海量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将信息逐步
转换为战斗力。

“禁毒工作就是这样，一定要有细

心和耐心。”何宁说，“我有一个习惯，在
侦查破案的过程中，将有价值的信息随
手记录，在记录的同时也是在分析研
判，寻找破案关键。”

一次检查中，何宁发现一辆外省号
牌的小轿车，几个月内频繁进出岛，且
均不在旅游旺季，不符合自驾游特征，
形迹可疑。通过查阅该轿车进出港记
录，何宁结合时间、人员、地点三个要
素，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该驾驶
员卢某存在重大涉毒嫌疑。

何宁第一时间将此情况上报，并加

强对嫌疑人的监控，通过调取监控录
像、现场蹲点等方式展开调查。经过侦
查，一个跨境跨省的家族式贩卖毒品团
伙浮出水面，港航公安机关经过几个月
的艰苦努力，成功在海口将卢某等6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缴获冰毒2.12千克，
麻古0.877千克，毒资20余万元，斩断
了一条从缅甸到云南临沧、昆明，再通
过快递邮寄到海口的贩毒通道，为这宗
公安部督办毒品案件的成功告破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得到国家禁毒委、公安
部的充分肯定。

海量甄息 办案成效获提升

海口港是海南
进出岛客运通道的
主要关卡，旅客车辆
流量极大，人员成分
复杂。这里，有一支
公安队伍不分昼夜
长年坚守于此，日夜
鏖战，打击毒品犯罪
成绩突出。在近期
我省召开的全省禁
毒三年大会战第十
六次月调度例会暨
阶段性表彰会上，省
公安厅港航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宋红
举，民警符朝明、李
长熙被省委、省政府
授予“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阶段性先进
个人”称号。在去年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第一阶段工作中，
该局刑侦支队被省委
授予“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第一阶段先进
集体”称号，民警李国
徽获先进个人表彰。
宋红举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禁毒三年大会战
的主力军之一，维护
港口治安稳定的中坚
力量，不仅要牢记使
命在心、责任在肩，也
要在服务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中扛
起应有担当。

海南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开展以来，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
公安局党委高度重
视，按照统一部署，
坚持高位推动，立足
港口口岸特点，发挥
口岸优势，重拳出
击，充分利用海南港
航公安机关毒品堵
源截流的工作优势，
加大把关力度，筑牢
禁毒高墙，斩断毒品
入琼通道，为琼州海
峡陆岛运输构筑坚
固外围安全屏障。

港航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对禁毒
专业队作战前动员。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亚春明

全副武装穿梭于40℃高温的船舱
中，查缉民警们大汗淋漓，却不放过任
何一个角落，确保查缉不留死角。不
论是在烈日炎炎的太阳下，还是在狂
风暴雨的暗黑中，奋斗在缉毒战线的
缉毒民警始终牢记使命在心，担当责
任在肩，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
就是港口缉毒民警的真实写照，正是
有了缉毒民警甘于奉献的不懈努力，
才使港航公安局的禁毒堵源截流工作
取得了优异成绩。

现场查缉工作要从成千上万擦肩
而过的旅客中，准确查缉出混迹其中的
毒贩和不法分子，不仅需要一身过硬的
本领，而且时时刻刻都要保持高度警
惕，全神贯注。

战机总是稍纵即逝的。客运广场

上，同时就有上百人通过，停留在每位
旅客身上的时间可能只有一秒，一秒就
要识破毒贩子的伪装，即使有火眼金睛
也要付出百倍的勤奋。为此，港航公安
局积极探索贩毒分子的犯罪规律和特
点，总结出了“望、闻、问、切”等一套切
实可用的查缉技战法。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符朝明
是港航公安局禁毒队队长。有一次，符
朝明和缉毒民警正在秀英港对抵港船
舶的小轿车进行检查，发现一名司机神
色异常慌张，形迹十分可疑。民警随后
发现这辆小汽车后尾箱里的音箱有改
装痕迹。丰富的缉毒经验告诉符朝明，
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当民警将音箱撬开后，一包包用透
明塑料袋包装的疑似毒品立即露出

来。后经检验，这些塑料袋包装的物品
为冰毒，重达5000余克。符朝明等人
当场将驾驶该车的男子抓获。

为了保命，毒贩低声对符朝明说：
“只要你把我放了，我立马给你送上15
万元。”符朝明严词拒绝：“不要痴心妄
想！”随后这名男子恶狠狠地说：“我记住
你了，只要我不死，以后我会来找你的。”
符朝明听了后只是一笑：“希望你认真悔
过，重新做人。”在诱惑和威胁面前，港口
缉毒警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多年来，海南港航公安机关始终牢
记使命，忠实守护着海南的港口，无怨
无悔地付出，伴随着海运交通的发展，
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留下了坚实的足
迹，收获了沉甸甸的光荣与骄傲。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不辞劳苦 履职尽责筑警魂

部督案件2起
省督案件4起

■破获重特大案件8起
■刑拘犯罪嫌疑人13名

■共查获毒品案件4起
部督目标案件1起

省督目标案件1起

■抓获涉案嫌疑人33名
■刑事拘留28名

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

自2016年11月8日
全省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共破获毒品案件20起

其中

打掉毒品犯罪团伙4个

查获各类毒品共计

83.843公斤

抓获涉案嫌疑人79名

刑事拘留74人

缴获六四式制式子弹8发

霰枪弹7发

雷管2根

缴获涉案毒资16万元

查扣涉案车辆12辆

“秋冬攻势”专项行动期间

“夏季攻势”专项行动期间

其
中

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民警抓捕毒贩。

关口前移 立体防控筑高墙

位于海安的省际公安检查站。

■■■■■ ■■■■■ ■■■■■

充分利用配备的设备开展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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