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美昌江哥隆歌协会
积极开展农村禁毒宣传

乡音入心间
禁毒获成效
■ 李金波

“这样的晚会要多举办，对挽救下一
代很有帮助！”每次演出结束，这样的支持
赞赏声音不绝于耳。对于纯美昌江哥隆
歌协会的成员们来说，此时也是他们最有
成就感的时候。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大风村、耐
村自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吸毒现象后，
毒害逐渐蔓延。大风村、耐村的一批老
干部、老党员、老战士、老教师、老模范、
老职工等充分认识到毒品宣传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于 2015 年自发组织成立了

“纯美昌江哥隆歌协会”。
2015年年底，协会成员自筹经费，在

大风、耐村这两个吸贩毒重灾区举办了一
场村歌戒毒晚会，当晚到场观众有3000
余人，演出收获了不少肯定和赞赏。趁热
打铁，协会在昌江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
又相继到昌江其他的8个村庄进行了8场
演出，村民们均表示了热烈欢迎。

经过几年发展，纯美昌江哥隆歌协会
已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全县乃至省内的“明
星禁毒演出队”，曾受邀到东方等市县演
出。目前协会的100多名成员大部分是
大风村、耐村的村民，他们自编自导自演，
将一个个生动的禁毒形象，以家乡话歌舞
小品的形式呈现在老百姓面前，用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禁毒宣传。

协会成立以来，已义务为群众开展
禁毒演出69场。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
如此动情的宣传教育，这两个重灾村庄
的吸贩毒形势都大有改观，受毒品危害
的情况有了可喜可控的局面，新增吸毒
人员在逐年递减。大风村、耐村2018年
至今无新增吸毒人员，原有的吸毒人员
也有不少已成功戒掉了毒瘾。两个村
庄群众的戒毒、禁毒意识有了进一步提
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已家
喻户晓。 （本报石碌6月25日电）

健全机制，加强防控，禁毒大会战成效显著

昌江：牢固筑起“防毒墙”

数说
据了解，自全省部署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昌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制定全县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实
施方案，调整了县委副书记、县长林
谟谐兼任县禁毒委主任，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支红彬兼任常务副主
任。在全县禁毒工作第十六次月调
度会上，林谟谐强调：2019年是禁毒
三年大会战收官之年，昌江必将全力
以赴打好收官之战，为海南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贡献昌江力量。

“昌江历年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
员总数为873人，占全县总人口25.4
万的3.44‰，目前实有吸毒人员377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8‰，已达到省
禁毒委要求的控制在4‰以下的目
标。”支红彬介绍道。

据了解，昌江县公安局成立了由
县委常委、县禁毒委副主任、公安局
长林雄任总指挥，从禁毒大队、刑侦
大队、技网大队、情报中心、边防支
队、各派出所抽调人员组成的禁毒专
班，以高标准、严要求，依法严厉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至今，昌江
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93宗，抓获犯
罪嫌疑人 149 名，其中部督案件 2
宗、省督案件5宗、特大案件11宗、
重大案件1宗、团伙案件4宗。缴获
各类毒品18436.29克，毒资160余万
元。共查获各类吸毒人员210人，其
中行政拘留 208 人、强制隔离戒毒
164人。

今年以来的春雷行动期间，昌江
在4月30日前圆满超额完成各项指
标任务，并获得全省通报表扬。截至
6月10日，2019年昌江破获贩毒案件
5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3人，强
制隔离戒毒11人。

“严打”同时，昌江紧抓“严整工
程”，强化社会面监管力度，积极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对旅馆、网吧、KTV
等公共聚集场所开展经常性检查和
突击性检查，并加强了对重点企业易
制毒化学品的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昌江为重点整治
地区“摘帽”做出了有效行动。自石
碌镇2017年被省禁毒委挂牌整治后，

该县按照《海南省毒品问题严重地区
整治考评实施细则》对石碌镇开展了
整治工作。今年3月，省禁毒委对石
碌镇挂牌整治以来的工作进行督导
检查，经检查考核后，确定取消挂牌
整治。今年下发挂牌整治的市县和
乡镇中已无昌江相关名单。

聚沙成塔，水滴石穿。昌江举全
县之力禁毒，除公安禁毒队伍、禁毒
委各成员单位充分履行责任的同时，
也拥有一支高标准、严要求的禁毒专
干队伍，现有禁毒专干38名，与实有
吸毒人员比例为1：11，远远超过国家
禁毒委要求的1：30的比例。

禁毒专干的招聘、使用、管理、培
训及经费投入等工作已逐步规范化，
为全面管控社会面吸毒人员，定期尿
检社戒、社康人员，深化基层禁毒宣
传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了禁
毒事业不可忽视的一支新生力量。
截至目前，昌江社区戒毒53人、社区
康复 99 人，报到率与执行率均为
100%，出所必接率98.88%，出所转社
区康复率达到100%。

严打严整 禁毒成果显著

“让我们一起向毒品坚决说不！
共同打造美好家园。”6月23日上午，
昌江举办“健康海南·国庆70年”2019
国际禁毒日全民禁毒“万人彩妆徒步”
主题活动，参与活动的各界群众和学
生反响强烈，纷纷喊出禁毒心声。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禁毒除了
要控制吸毒人群数量、防止复吸，还
要严控新吸毒人群的滋生。禁毒三
年大会战以来，昌江县禁毒委各成员
单位树立“一盘棋”观念，将禁毒与
扫黑除恶、精准扶贫相结合，先后开
展了“流动课堂”“全民禁毒宣传月”

“6·26”国际禁毒日系列活动、禁毒三
年大会战文艺宣传巡回演出等禁毒
宣传活动，通过“禁毒部门点上造势、
成员单位线上联动、基层社区面上呼
应”的“点线面”结合的宣传格局和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

掀起了全民参与禁毒的宣传高潮，营
造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

今年以来，昌江全县开展禁毒宣
传活动23场，张贴禁毒宣传画报2万
份，发放禁毒宣传资料4万份，受教育
人数达22万人次。宣传教育深入人
心，增强了全民防毒意识。

“学生是一个数量庞大又很容易
被迷惑的群体，但昌江在册登记吸毒
人员当中无在校学生，历年来也没有
在校师生涉毒情况。”昌江县禁毒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一直以来，昌江在
巩固戒毒效果与控制毒品滋生蔓延
两方面并驾齐驱，成效显著。

据了解，目前，昌江全县有4所省
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昌江中学
还被国家禁毒办评为全国毒品预防
教育示范学校。

作为戒毒工作的第一线，戒毒所

肩负重大职责。据了解，昌江县戒毒
所经常开展戒毒电影观看、法治教
育、家属会见、现身说法等活动，营造
了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
勉励全体戒毒人员早日戒除毒瘾，重
新回归社会。

为严防吸毒人员漏管失控，昌江
建立了吸毒人员无缝对接沟通联系
机制，对出所的吸毒人员，由禁毒专
职人员、派出所干警负责接回，按照
社区戒毒（康复）的流程开展帮教工
作，提高了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率。

此外，昌江还发挥教育展馆功能，
挖掘禁毒基地效应。2011年6月建成
的昌江县禁毒教育展馆，配置了六大
禁毒展览区，以及禁毒多媒体视频系
统、毒品仿真样品展柜等五大功能展
区，建馆以来一直发挥着禁毒教育基
地的功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严控严教 营造浓厚禁毒氛围

禁毒，除了通过对内严打严教，
还要严防外部毒品流入侵害。近年
来，昌江大力推进“严堵工程”，堵源
截流不留死角，斩断毒品流通渠道。

昌江共有63.7公里海岸线，该县
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毒品检查站基础
建设，根据具体情况，严格按要求配
备人员、装备，目前设有1个县级毒品
查缉点、3个沿海毒品查缉站。截至
2019年6月10日，未发现毒品从该县
海岸线流入流出的情况。

在陆地及公路交通方面，设置毒
品查缉站，不定期设置流动查缉点，开
展城区路面不定期查缉行动，开展毒
品堵源截流和打击毒驾违法犯罪行
为，并对汽车站进站人员不定期进行
抽检。对全县48个快递物流营业点
严格按照“对收寄物品100%‘先验视，
后封箱’，100%进行安检，100%实名
制”的要求执行监管，目前全县未发现
通过寄递物流收、寄毒品的情况。

为保障禁毒三年大会战的顺利

开展，昌江县的禁毒预算经费逐年增
加，按《海南省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
励办法》的相关要求，在举报奖励、破
案支撑、宣传教育、社区戒毒、情报收
集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大会
战至今，仅对昌江县公安局收戒破案
有功部门进行的奖励，已累计发放奖
励款115.6万元。奖励工作充分调动
了各界力量参与到禁毒工作中来，全
面掀起禁毒人民战争新高潮。

（本报石碌6月25日电）

严堵严查 斩断毒品流通渠道

“坚决打击毒
品犯罪！毒品不绝，
我们的工作不止。”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
书记黄金城在谈到
禁毒工作时态度坚
决。

自2016年11月
全省部署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来，昌江严
格按照大会战工作
方案开展各项禁毒
工作。由于打击有
力、管控有效、宣传
到位，该县戒断三年
未复吸人员逐年增
加，新增吸毒人员逐
年减少，实有吸毒人
员逐年减少，实有吸
毒人员与该县人口
比逐年下降；至今无
在校学生吸毒案件
发生；无吸毒人员肇
事肇祸案事件发生。

2019年4月29
日，昌江县禁毒办、
县公安局、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被省委省
政府授予“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阶段性
专项行动和专项工
作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范冠婧、许有官、
周林海、郭淑丽等7
人被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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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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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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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昌江

全县涉毒刑事案件
立案数持续减少

亮点

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阶段性专项行动和专
项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昌江县禁毒办

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44宗

41宗

25宗

⬇6.82%

⬇同比下降

⬇39.02％

新增吸毒人数
明显下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1人

37人

10人

⬇39.34%

⬇同比下降

⬇72.97%

戒断三年吸毒人数
逐年提升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309人

365人

407人

⬆18.12％

⬆同比上升

⬆11.51%

与实有吸毒人员比
例为 1：11,超过国家禁

毒委要求的1：30

■至今无在校学生吸毒案件发生
■无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发生

出所转社区
康复率

达到 100%

现有禁毒专干

38名

戒毒人员
出所必接率

98.88%

昌江积极开展禁毒知识
宣教活动，学生踊跃参与。

昌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氛围浓厚的禁毒宣传是昌江禁毒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

昌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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