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击毒品犯罪现场。
（文昌市公安局供图）

抓获“2014-398”部督案件
在逃主犯1名

始终保持严打态势，拓展戒毒工作思路，扩大宣传形成禁毒合力

文昌：创新举措合力编织“禁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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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2016
年年底，文昌市被省禁毒委列为毒品问题
严重地区进行挂牌整治一年的市县之一。

为此，文昌市以“八严”工程为抓手，
推进禁毒“两打两控”、禁毒“春雷行动”等
专项工作，经过奋战，文昌市禁毒工作各
项战果显著，毒情蔓延、毒品犯罪高发的
态势得到有效遏制，禁毒工作被动局面得
到有效扭转，社会治安持续明显好转，群
众满意度达到新高。

2016年至今年6月21日，文昌市共
破获贩卖毒品案653起，刑拘797人。其
中特大案件12起，重大案件21起；成功破
获部督案件“2016- 289”“2017- 284”

“2018-262”共3起；抓获“2014-398”部
督案件在逃主犯1名，抓获“2016-75”部
督案件在逃主犯1名；破获省目标贩毒案
件 4 起；共缴获毒品 30.79 公斤，毒资
103.89万人民币；共查获涉毒人员1878
人，后转强戒950人，社区戒毒291人，社
区康复747人；共停业整顿娱乐场所3家，
查获涉毒人员114人，行政拘留107人。

此外，文昌市在2018年全省禁毒工
作绩效考评中取得市县类第一名的成
绩，并成功摘掉挂牌整治一年的帽子。
在今年 4月 29日举行的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第十六次月调度例会暨阶段性表
彰视频会上，文昌市有4个“八严”工程

先进集体、11个先进个人获得表彰。这
一串串数字和一项项荣誉，是文昌市打
击毒品犯罪的见证，也是文昌向省委、
省政府以及人民群众交出的一份禁毒优
秀答卷。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表示，要始终保
持严打态势，以“八严”工程为抓手，扎实
推进各专项工作，再掀“两打两控”禁毒工
作新热潮。同时，紧紧围绕将文昌市现有
吸毒人员占比控制在4‰以内的总目标，
把开展禁毒专项行动与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以及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安保维
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为文昌市禁毒工作
再建新功。

新成绩 始终保持严打态势 有力遏制毒品蔓延

作为文昌市禁毒工作的重要部分，美
沙酮治疗自助服务站的建设工作仅是文昌
创新思路开展戒毒工作的有效举措之一。

2017年11月，文昌市开始对美沙酮
自助终端设备及管控系统进行终端制作
和系统开发，并于2018年11月底投入使
用。这项工作的开展不仅得到国家禁毒
办的通报表扬，还在2018年 12月 19日
举行的全国禁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暨宣
传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为亮点进行经验
介绍。

文昌市禁毒办负责人介绍，美沙酮治
疗自助服务站解决了传统美沙酮维持治疗
站建设运营成本高、治疗点少、入组率低、
治疗效果欠佳等问题，且有效杜绝因“偷
药、含药”导致非法流散社会现象的发生，
萎缩毒品消费，提高入组率，遏制吸毒人员

肇事肇祸的案件发生。
该负责人还介绍，目前文昌市还积极

推进铺前镇、文教镇、潭牛镇三个美沙酮
治疗自助服务站点的建设，预计今年7月
底前可投入使用，并计划逐渐向其他重点
镇铺设。

不仅如此，在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上，
文昌市以文城镇、东郊镇、锦山镇3个省级
示范点和先进单位龙楼镇为重点，以点带
面，推进会文、潭牛、铺前、重兴、罗豆、东
阁等镇场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创建工作，
推动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全面铺开，并按
照现有吸毒人员30：1的比例配齐社区戒
毒（康复）专职工作人员。

同时，根据《文昌市社戒社康人员精
准智能服务管控平台试点实施方案》，文
昌市委、市政府投入179万元经费，将潭

牛镇确定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精准智能
服务管控平台“椰风送暖”APP的建设试
点单位，目前该试点单位已完成管控平台
的建设并正式运行使用，下阶段将逐步开
展在全市推广该APP的应用工作。

此外，文昌市正加快戒毒康复农场建
设步伐，将在市戒毒康复农场建设简易养
猪场1个、淡水鱼塘2个、文昌鸡养殖场2
个、康复人员宿舍和厂房1栋、蔬菜种植基
地20亩，其中包括蔬菜种植大棚1个，可为
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多种劳动培训项目。

文昌还将创新建立半强制性的劳动
康复场所，以引进企业项目的模式，为社
区戒毒、康复人员留场进行戒断治疗、劳
动提供有利条件，逐步建成戒毒、康复、生
产、生活、培训、医疗服务等功能配套齐全
的新型社区模式。

新做法 利用科技手段 巩固戒毒康复成效

遏制毒品蔓延的根本则是要从源头
抓起，做好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文昌市高度重视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人人参与的方
式，不断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一方面，全面组织实施青少年毒品预
防教育“6·27”工程，通过禁毒知识进校
园，举办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培训
班，在全市28所中学建设禁毒教育展览
室，举办禁毒手抄报评比、禁毒知识竞赛、
禁毒征文等活动，让文昌市各学校的师生

深入了解毒品的基本常识。
另一方面，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开展全

方位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氛围。包
括制定《文昌市无业青年情况登记簿》《文
昌市辍学、失学留守儿童登记簿》《文昌市
失学、失管未成年人登记簿》等基础台账，
加大力度对辖区内失学、失管的未成年人
进行引导；组织“妈妈训教团”、巾帼禁毒
志愿者等共同举办各类活动，在基层加大
宣传禁毒工作力度。

此外，积极发动文昌市各镇（场）组织

“商会杯”足球赛、“禁毒杯”排球赛、女子沙
滩排球邀请赛等活动，同时借助新修订的
《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例》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塑造“美好新文昌、绿色无毒”村镇。

王晓桥表示，下阶段将大力宣传大会
战以来各阶段禁毒工作成效，强化对重点
人群的预防宣传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学
生、农村和社会闲散人员等重点关注人群
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的识毒、防毒意识，净化社会风气。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

多举措 营造浓厚禁毒氛围 形成全面禁毒合力

禁绝毒品，功
在当代，利在千
秋。一直以来，文
昌市高度重视禁
毒工作，特别自
2019 年以来，在
文昌市委书记钟
鸣明和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禁毒
委主任王晓桥的
高度重视下，文昌
市以冲刺禁毒三
年大会战收官之
年为主线，以压实
责任为核心，以实
现大会战总任务
目标和完善文昌
禁毒治理工作体
系为重点，以加强
禁毒工作能力建
设为保障，继续深
化各项举措。

同时，紧紧围
绕将全市现有吸
毒人员占比控制
在 4‰以内的总
目标，文昌市全面
推进禁毒“两打两
控”、禁毒“春雷行
动”、以及“夏秋攻
势”行动等专项工
作，从严从细从实
抓好各项措施落
实，为政治安全和
社会稳定保驾护
航，为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献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作出
积极贡献。

活动

■ 容朝虹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容朝虹）
为进一步加强文昌市吸毒人员检测
工作，完善毒品检测体系，提升公安
机关排查管控吸毒人员的能力，文昌
市公安局于6月13日正式启动涉毒
人员毛发检测工作。

“通过应用毛发检测技术，可充

分发挥毛发验毒更长的吸毒追溯期，
弥补尿液检测的不足，进一步完善毒
品人体生物检材检测的完整性和实
战性。”文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毛发检测技术可全面排
查隐性吸毒人员，挤压毒品消费市
场，加大收戒收治力度，科学客观评

估毒情，在禁毒实战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据了解，为更好地推动毛发检
测工作，文昌市公安局提前谋划，于
6月 6日举办文昌市社戒社康专职
人员业务暨涉毒人员毛发检测工作
培训班。6月 10日，文昌市公安局

昌洒派出所利用毛发检测技术，查
获吸毒人员并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这也是该市首次通过这一技术查获
吸毒人员。

下一步，文昌市将结合禁毒
2019“两打两控”、“夏秋攻势”等专项
行动及《文昌市开展现有吸毒人员占

总人口比例控制在4‰以内工作实施
方案》有关要求，深入开展吸毒人员
毛发检测技术工作，将毛发检测纳入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日常监督管控工
作当中，有效降低涉毒人员复吸率。
同时，以潭牛镇作为试点，以点带面，
在全市逐步铺开毛发检测工作。

完善毒品检测体系

文昌市启动涉毒人员毛发检测工作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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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文昌

数说

文昌市举办全民禁毒
“万人彩妆徒步”活动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容朝虹）
“拒绝毒品从我做起，从每个家庭做
起，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共同创造美
好、健康新文昌！”6月24日上午，在文
昌市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体育馆举办
的“健康文昌·国庆70周年”2019国际
禁毒日全民禁毒“万人彩妆徒步”主题
活动上，来自文昌市龙楼中学的禁毒
志愿者代表邢文娱用振奋昂扬的语言
宣读《致幸福家庭的一封信》，引来现
场阵阵掌声。

据了解，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2019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主题活动，同时，更好地宣传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禁毒理念，倡
导健康、绿色、阳光、文明的生活。共吸
引了文昌市众多师生代表、各单位代
表、禁毒志愿者、禁毒工作者、学生家
长，以及各乡镇群众等近万人参与。

此次活动除了在海南外国语职业学
院和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设主会场，还
在文昌市各镇（场）、居委会设立分会场。

除了徒步活动以外，在活动主会
场还设置了观看禁毒展板及毒品模
型、现场抽奖、拒毒签名等活动。

文昌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举办此次活动的同时，文昌市还充
分利用各类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微
信和微博等进行全媒体宣传，掀起全
民参与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之年的宣
传高潮，营造全社会参与禁毒三年大
会战的浓厚氛围，让文昌各界人士手
牵手，以信心和决心为文昌市禁毒三
年大会战收官之年加油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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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主犯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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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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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全民禁毒徒步活动现场。黎多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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