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完善禁毒工作机制，加强全链条打击力度，不断提升城市毒品治理整体水平

海口：全力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数说
自从海口被确定为创建全国禁毒

示范城市以来，海口专门建立了一把
手负总责的创建领导体系。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张琦多次深入一线调研、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针对关键节点、关
键环节作出批示。海口市成立了以市
委副书记、市长丁晖为组长，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鲍剑，市委常委、公安
局局长易鹏，副市长龙卫东为副组长
的创建领导小组。各区、各成员单位、
各镇街也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
及时召开各级创建动员会，层层压实

责任，落实安排部署。
同时，海口健全完善禁毒工作机

制，制定了《海口市创建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实施方案》《海口市“禁毒2018两
打两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18个创
建工作方案，出台了《海口市禁毒工作
责任制规定实施细则》和《海口市毒品
问题严重地区整治考评实施细则》，将
禁毒工作纳入文明创建、平安创建、政
府绩效考核、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范畴，
建立了禁毒考评通报制度。

海口市委、市政府还要求海口市禁

毒委成员单位挂点包干督导，海口市委
政法委（市综治办）、市禁毒办联合成立
三个督导检查组，从2018年6月20日
开始，对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全市43个
镇街等基层单位进行督导检查3个轮
次。11月14日，市禁毒委召开创建禁毒
示范城市推进会，通报了13个工作存在
薄弱环节的职能部门，责成13个职能部
门“一把手”向市禁毒办作出说明，真正
做到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对标不合
格不放过、成效不明显不放过，有效推动
了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发展。

高位推动 健全完善禁毒工作机制

海口公安机关按照“打上家、打
下家、打源头”的全链条打击思路，以
侦办省、部级毒品目标案件为重点，
强化线索摸排和案件经营，完善“三
级”破案机制，实行多警联动作战，取
得显著战果。2018年以来，共破获毒
品案件1122起，其中包含破获部级案
件7起、省级案件19起、其他特大案
件5起、重大案件10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1830人，摧毁贩毒团伙127个
608人，共缴获各类毒品约397.01公
斤（毛重），抓获吸毒人员1952名。

同时，海口公安机关以涉毒娱乐场
所为重点，以延伸打击触角为手段，全
力整治涉毒场所，实现整治范围全覆
盖，共清查整治3502家次，查处涉毒娱
乐场所案件91起，查处涉毒非娱乐场
所案件458起，停业整顿2家，责令整改
2家，取缔3家，吊销营业执照3家。

海口公安机关依托海安港琼粤联
勤公安检查站，以“四道防线”为阵地，
全力打好堵源截流阻击战。共组织查
港查船171次，检查船舶1.556万艘次、
渔民约1.8万人次，查处违规船舶97

艘。严密“站点”防线查缉。组织3000
余名警力深入汽车东站、西站、总站等
长途客运站点，督促企业对进出站乘客
展开安检，做到逢包、逢液必查。

此外，严密“空港”防线查缉，海
口公安机关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联
系，全年对1406余万人次旅客及携带
物品展开安全检查，寄递行业落实开
箱验视、X 光机安检、实名制 3 个
100%的机制，检查寄递企业1492家
次、物流企业1560家次，责令存在问
题的157家企业进行整改。

全链条打击 2018年以来破获毒品案件1122起

经过近一年努力，海口创建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在国家禁毒委2018年
11月8日印发的《关于全国36大城市
毒品治理监测情况通报》中，海口在

“全国36大城市工作成效监测结果”中
排名第三，达到了“四升四降”目标。

“四升”一是青少年拒毒意识增
强、群众满意率上升，海口全市师资
分级培训落实率达到100%，在校学
生接受毒品预防教育率达到了
100%。二是打击成效不断提升，破
获毒品案件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
目标案件数、缴毒量、强戒数等主要
缉毒指标在全省市县均居首位，超额

完成省禁毒办下达的各项任务目
标。三是戒治水平不断提升，海口市
公安局强戒所二号康复楼扩容已完
成投入使用，启动强制隔离戒毒所二
期建设工程；海口市司法局罗牛山强
戒所场所二期改建工程已完工并投
入使用，有效缓解了吸毒人员收戒关
押难的状况。全市吸毒人员出所必
接率达到了100%，依法责令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率达到100%。四是管控
力度不断提升，全市继续保持易制毒
化学品流入制毒渠道“零纪录”，没有
发生制毒物品案件，没有发生制毒物
品流失案件，全市没有发生大规模非

法种植毒品源植物案件。公共娱乐
场所实行常态化清查打击，实现巡查
100%全覆盖，没有发现娱乐场所涉
毒反弹情况。

“四降”则是新发现吸毒人员不断
下降，外省抓获本地籍贩毒人员下降，
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和治安案件下降，
以及刑事、治安总体发案率不断下降。

下一步，海口全市各级各部门将
严格按照国家禁毒委关于禁毒重点
整治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城市毒品
治理整体水平，实现示范城市创建与
禁毒三年大会战的“双赢”效果。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创建收成效 实现“四升四降”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2018年 6月25日，海口市公
安局禁毒支队联合相关部门成功破
获序号为“2018-265”的部级毒品
目标案件，打掉一个特大跨区域贩
毒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3名，缴获
合成毒品K粉2.6公斤、毒资2万余
元、涉案车辆5辆及赃物一批。

2018年3月初，海口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对已破获案件遗留线索进
行梳理，发现一名海南籍外号叫雄
哥的男子涉嫌频繁和广西南宁的上

家联系购进过大量毒品运到海口、
澄迈、屯昌等市县贩卖，海口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迅速将此线索上报省公
安厅，呈报公安部禁毒局批准为部
级 毒 品 目 标 案 件（序 号“2018-
265”）开展侦查,并抽调精干警力组
成专案组。

历经2个月的缜密侦查和架网
布控，专案组查实了“雄哥”真实身
份为陈某雄，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
组织结构以及其他成员覃某辉、韦
某羽、覃某云等人的身份信息和行

踪轨迹，全面掌握了陈某雄、覃某辉
向广西上家韦某羽、覃某云购买毒
品运至海南海口贩卖给张某伟、刘
某堂、陈某文等人的违法犯罪事实。

2018年6月25日，专案组掌握
陈某雄将向广西上家购进大量合成
毒品K粉的情报后，禁毒支队支队长
方向明严密部署，分派13个抓捕组
在广西柳州、海南海口二地同时“收
网”。当天19时许，海口抓捕组在海
口市龙华区玉沙路某酒店和椰海红
绿灯处分别抓获陈某雄、覃某辉等3

人，当场缴获合成毒品K粉2.5公斤，
随后在海口市文明东路抓获张某
伟。6月26日1时许，在海口市南沙
路某酒店510房抓获刘某堂等6人，
之后在海口美兰机场抓获陈某文、周
某。同日16时许，在海口市文明东
路69号某房内抓获梁某智、朱某庚。

2018年6月25日20时，在广西
柳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大力协作
下，广西抓捕组在柳州市某酒店617
房抓获韦某羽、覃某欢、杨某华，当
场缴获毒资2万余元、合成毒品K粉

17余克、作案轿车1辆；在701房间
抓获熊某推、韦某朋、韦某金，当场
缴获合成毒品K粉25余克。同日
23时在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某村抓
获覃某云，当场缴获作案轿车1辆。

在抓获主要贩毒嫌疑人陈某雄
等19人后，专案组立即开展审查深
挖工作，迅速扩大战果，形成全链条
打击。2018年6月25日至7月5日，
对陈某雄的所有下线开展抓捕，共计
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提升了打击
犯罪团伙效能。

2018 年 初 ，
海口市被国家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
确定为第一批全
国禁毒示范城市
创建单位。海口
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创建工作，多
次召开市级层面
关于工作推进、汇
报、督导检查等专
题会议，把成功摘
得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牌子作为必
夺目标，把它作为
推进和巩固禁毒
三年大会战成果
的重要契机，作为
塑造省会城市名
片的重要机遇，作
为建设滨江滨海
花园城市发展的
大事，统筹推动创
建工作深入开展。

海口警方破获“2018-265”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亮点

海口综合施策
确保戒毒管控精准到位

本报海口 6月 25日讯 （记者邓海
宁）近年来，海口以管得好为目标、以管得
住为抓手，全力构建全网络戒毒管控体
系，精准做好吸毒人员管控服务，实现

“管得到、管得住、管得好”的目标。
精准管控离不开“底数清、情况明”，海

口在2017年下半年全省专项行动基础上，
2018年、2019年均再次部署开展全市吸毒
人员摸底排查“回头看”，对登记在册吸毒人
员重新进行深入滚动摸底排查，实行逐一
见面排查、查清真实身份、如实采集现状信
息、高质量录入信息数据。全市共排查核
实吸毒人员1.8万余人次，见面排查现有吸
毒人员占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总数的99.7%。

在前期对现有吸毒人员按30:1比例
配备专管员基础上，按照戒断三年未复吸
人员40：1的比例全市共配备禁毒专管员
515名，将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全部纳入
专管。在海口全市43个镇（街）建立了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办公室，458个村（居）全
部设立禁毒工作站，并将全市2934名网
格员纳入禁毒工作体系，对吸毒人员实行
网格化管理。

对海口综合保税区、高新技术
开发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以及全
市43个镇街等基层单位每年进行
多个轮次的督导检查。实现了禁
毒三年大会战与创建禁毒示范城
市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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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禁毒宣传活动现场。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本版图片由海口市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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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海口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截至2019年6月2日

全市破获
贩毒案件

2921起

海口公安机关在毒品案件中缴获的
部分枪支。

毒品案件中缴获的部分磷酸可待因口
服液。

抓获
犯罪嫌疑人 3919人

破获公安部
毒品目标案件 17起

摧毁
贩毒团伙

176个
861人

共缴获
各类毒品约

6.969吨
（毛重）

海口市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7.7％

经过努力，海口市禁毒三
年大会战和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四升四
降”目标。

2018年以来

全市社会治安持续不断好
转，为历年来最好水平。

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15.3%

因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42.5%

“两抢一盗”案件
同比下降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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