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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投入禁毒工作经费

7654.12万元

切实保障各项禁毒工作顺利开展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阶
段性专项行动和专项工作先
进个人”代表王经昀：
成熟的禁毒侦查员
需要责任心和耐心

本报万城 6 月 25 日电 （李 金 波
通讯员吴小静）烈日当头，吸毒人员赵
某不堪毒瘾折磨，忍不住来到贩毒者
黄某家中，以要买毒品为由将黄某约
到荒郊外。这时，隐藏在暗处的禁毒
民警王经昀和同事卡住黄某的车，下
车、拉开车门、扣住人和毒品，成功完
成抓捕任务。侦查、蹲守、抓捕……这
是王经昀日常工作中的普通一幕。

王经昀是一名“90后”禁毒侦查员，
先后就读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和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毕业后在万宁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和万城派出所工作，2017年2月
分派至万宁市公安局禁毒分局成为一名
禁毒侦查员，到现在已有两年多。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至今，王经昀
与其他专案组成员同时参与并主办多起
目标案件。其中包括“曾某”特大贩毒
案、“黄某鹏”省督贩毒案“2017-70”、部
督“2017- 660”毒 品 目 标 案 、部 督

“2018-311”毒品目标案件以及零散吸
毒贩毒案等。他凭着一腔正义与过硬的
业务素质，迎难而上，对贩毒犯罪团伙穷
追猛打，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为万宁市
无毒区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今年4月29日，在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第十六次月度调度会暨阶段性表
彰视频会上，省委、省政府表彰了全省
禁毒三年大会战阶段性专项行动和专
项工作 81 个先进集体、300 名先进个
人。因工作表现突出，王经昀被授予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阶段性专项行动
和专项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从事禁毒工作的以来，王经昀接触
过形形色色的吸毒以及贩毒人员，这样
的经历让他比普通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毒品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以及社会的危
害性，更坚定了他对于禁毒的决心。“现
在我每破获一桩案件，抓获一名吸毒贩
毒人员，万宁的社会治安就会更好一分，
我的家人生活也会更安全，这也是一种
别样守护家人的方式。”王经昀说，他希
望今后能为无毒万宁作出更多的贡献。

以打开路、以打促堵，加强戒毒干预、强化宣传教育

万宁：铁腕出实效“八严”清毒瘤

数说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面对全市

严峻的毒情形势，万宁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禁毒委主任周高明担任各个专项
行动总指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市禁毒委常务副主任杨应龙每月
听取禁毒工作汇报，副市长、市禁毒
委副主任王振羽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解决禁毒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
题和困难。

“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后，万宁
市公安局加强了大要案侦办力度，深
挖团伙犯罪，持续高压打击零包贩毒
犯罪。”万宁市公安局禁毒分局局长
吴永明介绍，大会战以来，万宁市共
侦破部督毒品目标案件3起、省督毒
品目标案件3起、特大毒品案件9起、
重大毒品案件15起，侦破涉毒团伙犯
罪案件28个，破获零包贩毒案件769
起，先后侦破重大疾病患者涉毒犯罪

案件65起。
尤其在今年4月底结束的禁毒

“春雷行动”中，万宁全市共侦破毒品
犯罪案件67起，摧毁贩毒犯罪团伙4
个，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87名，完成
省下达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任务的
124.3%。

此外，为体现严打声威，万宁市人
民法院先后召开9次公判大会，对55
名贩毒犯罪嫌疑人分别判处1年至15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通过公判，教育
警示群众，有效地形成禁毒震慑力。

持续严打的同时，万宁市加强堵
源截流联合防控工作，“海、路、邮”三
道防线得到有效巩固。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市公安局通
过加强源头打击，以打促堵，堵截住外
地流入该市的毒品源头渠道5条，破
获毒品犯罪案件5起，抓获贩毒犯罪
嫌疑人47人。同时，加强易制毒化学

品、精麻药品管理，对使用、储存易制
毒化学品、精麻药品的企业（单位）加
强监管；并组织各镇（区）禁毒办禁毒
专干、辖区民警深入各偏僻种植场、林
区、山区开展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排
查防控工作，加强社会面控制。

针对今年省禁毒委将万宁市调
整为“重点关注”禁毒整治地区、全市
现有吸毒人员占比偏高的实际情况，
万宁市禁毒委对被省禁毒委列为“通
报警示”整治地区的礼纪镇等地区，
分别纳入挂牌整治、重点关注范围，
对万城镇群庄村委会等86个现有吸
毒人员占比超全市平均水平的村居
社场纳入市禁毒委督办挂牌整治地
区，由镇（区）具体组织实施挂牌整
治，并指派市禁毒委成员单位对滥用
毒品最严重的20个村居社场实行挂
点督办，共同推动村级禁毒整治工作
取得实质进展。

以打开路、以打促堵 禁毒成效显著

“对于吸毒者来说，强戒所的两年
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大家一定要
抱着感恩的心，把这两年作为生命的
一个新起点。”6月16日，一场别具意
义的宣讲活动在万宁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举行。全国优秀禁毒志愿者孟进生
以自己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向在场的
将近200名戒毒人员发出真情劝告。

“我们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会
积极组织劳动、歌咏比赛、宣讲活动
等，并通过日常的谈话教育，对戒毒人
员进行心理矫正和感情疏通，帮助他
们成功戒毒。”万宁市公安局强制隔离
戒毒所所长冯时波介绍，目前该所总
体情况比较稳定，氛围也较好。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万宁市紧抓

“严收”工程，保持收戒工作的高压态
势，推进严收工作常态化。截至目前，
全市查获吸毒人员2120人，其中行政
拘留490人，强制隔离戒毒1630人。

此外，万宁市不断完善戒毒场所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吸毒人员医疗卫
生工作。万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特
殊病区改造工程、探视大厅建设工程
和市人民医院公安监管病区建设工
程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市人民
医院驻戒毒所门诊部正常运营，市疾
控中心多次到戒毒所开展疾病预防
知识宣教。

在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方面，万宁市通过建立健全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机构和工作阵地，配备专职

人员，对出所的1491名吸毒人员实行
无缝对接，全部落实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措施。截至2019年5月31日，全
市应参加社区戒毒（康复）人员2686
人，落实管控措施2645人，全部实行
一人一册一档管理，管控率达到
98.47%。

同时，万宁市积极做好吸毒人员
帮扶就业工作，落实社会面吸毒人员
分级分类管控措施，全面构建社戒社
康“网格管控+平台辅助+心理辅导”
综合管理服务新体系。由专业社会
机构安排专业社工对社戒社康人员
开展定期心理辅导、心理干预，增强
戒毒信心和决心，遏制复吸心态、巩
固戒毒成效。

严收严管、加强干预 巩固戒毒成效

“铲除毒害，刻不容缓！让我们万
众一心，同仇敌忾，以零容忍态度，用
实际行动共同参与到禁毒人民斗争的
行列中来！”6月23日上午，在第32个
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由万宁市禁毒
委员会主办，万宁市众志禁毒工作服
务中心承办的“健康万宁·国庆70年”
2019国际禁毒日全民禁毒“万人彩妆
徒步”活动在万宁市人民广场隆重举
行。周高明在活动现场向全市人民发
出将禁毒进行到底的号召。

来自万宁全市各界的3000余名
群众通过充满活力的徒步活动，展示
出万宁人民共同参与禁毒斗争的坚
定信心和决心，营造出浓厚的全社会
参与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万宁市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各个系列
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9701场次，开

展各类禁毒业务培训活动411次，各
大媒体平台报道该市有关禁毒工作
文章1228篇，开设全日制禁毒专题报
道广播电视栏目一个，组建社会禁毒
组织4个。同时，还全面加强禁毒教
育基地建设和民间禁毒宣传力量，收
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尤其是全市
连续三年实现了在校学生“零吸毒”
工作目标，2018年至今未发生本地未
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问题。

“我们通过举行专题讲座、主题
班会、禁毒征文和演讲比赛，组织参
观禁毒展览室、观看禁毒警示影片等
活动，推动禁毒预防教育工作。”万
宁市南林中心学校副书记潘娟介绍
道，作为一所省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
学校，该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禁毒宣
教工作。通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如今
南林中心学校已经形成了“个个能识

别毒品、家家都惧怕毒品、人人皆拒
绝毒品”的氛围。

近年来，万宁市持续加大禁毒经
费投入，2016年至2018年共投入禁
毒工作经费7654.12万元，切实保障
各项禁毒工作顺利开展。另外，万宁
市结合省有关奖励办法，制定《万宁
市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坚
决落实破案奖励、举报奖励等规定，
大会战以来，兑现奖励535.6万元，激
励全体禁毒工作者全力投入到禁毒
工作中来。

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努力。接下
来，万宁全市将进一步夯实基础，积极
探索总结新思维、新措施、新成效、新
进展，坚决打实、打硬、打赢这场禁毒
之战。

（本报万城6月25日电）

强化宣传教育 从思想源头禁毒

2016年 11月
8日以来，万宁市
根据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工作部
署，大力实施严
打、严整、严堵、严
收、严管、严教、严
奖、严责“八严工
程”，全方位打造
禁毒综合治理体
系，推动全市禁毒
工作纵深发展。

截至 2019 年
5月31日，万宁全
市共破获毒品犯
罪案件831起，刑
事拘留毒品犯罪
嫌疑人 969 人。
缴 获 各 类 毒 品
15.15 公斤，毒资
68.68万元，查获
吸毒人员2120人
（含病残吸毒人员
227人）。

万宁多方面
强有力的禁毒工
作受到了多方充
分肯定。全市共
有22名个人被国
家禁毒办授予各
项禁毒荣誉称号，
有15个单位和29
名个人被省委省
政府或省禁毒委
授予各项禁毒荣
誉称号。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万
宁
开
展
全
民
禁
毒
﹃
万
人
彩
妆
徒
步
﹄
活
动
。

■ 李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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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万宁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万宁全市 13 个镇区全面开
展“无毒单位”创建活动，村委会
一级基层单位开展创建“无毒单
位”活动达到 100%。截至2019
年5月底，全市达到“无毒单位”
标准的村居社（镇农村）从大会
战之初的5个增加至8个，无毒

村民小组（连队）达到 1080 个，

无毒家庭户达到18万余户。

涉毒团伙
犯罪案件

28起

全市共有22名个人
被国家禁毒办授予
各项禁毒荣誉称号

有15个单位和29名个人
被省委省政府或省禁毒委授予
各项禁毒荣誉称号

查获吸毒人员2120人
（含病残吸毒人员227人）

其中行政拘留490人
强制隔离戒毒1630人

部督毒品
目标案件

3起

省督毒品
目标案件

3起
特大

毒品案件

9起

重大毒品案件

15起

其中

截至2019年5月31日

万宁全市共破获
毒品犯罪案件831起

刑事拘留
毒品犯罪嫌疑人

969人

部督目标案件“2018-311”首
要犯罪分子被抓获。

（本版图片均由万宁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禁毒志愿者在万宁强制隔离戒毒所
进行宣讲。

万宁开展禁毒宣教活动。

今年1－5月发生的“两抢一
盗”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6.5%。

吸毒人员引发的
刑事和治安案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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