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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琼海

——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琼中

预防为主 以打开路 打防结合 综合治理

琼海：毒品一日不绝 禁毒一刻不止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冼才华

2016年11月14日，琼海市委书记
何琼妹向全市人民发起动员，要把“禁毒
三年大会战”作为一场人民战争，全市动
员、全民参与，以铁的纪律落实禁毒工作
部署，“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坚
决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

在琼海市委、市政府的有力领导
下，琼海市始终坚持“预防为主、以打开
路、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禁毒工作思
路，以“八严”工程为抓手，不间断地开
展“春雷行动”“夏秋攻势”等专项禁毒
行动，在打击犯罪、堵源截流、禁吸收
戒、动态管控及预防教育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社会治安持续
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一个良好
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成功将吸毒人员
占比降至千分之四以下，提前实现了第
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总目标。

各部门齐抓共管

何琼妹在禁毒三年大会战行动伊
始就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做了部署动员，
在后续工作中更是多次召开市委常委
会议，专题听取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汇
报，针对性研究解决禁毒难题。2018
年7月，琼海市将禁毒工作提升为“一
把手”工程，由市长符平担任禁毒委主
任，从领导层面进一步保障禁毒三年大
会战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基于对毒品危害的深刻认识，琼海
市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的号召，先后出台
了系列禁毒工作文件、方案，并逐年增
拨禁毒工作经费，由原来的每年200万
元逐步增至每年500万元，有力地保障
了工作的有序开展。琼海市13个镇区
全部成立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社戒社康

工作机构及各村（居）委会禁毒小组，机
构领导均由当地“一把手”担任，构建了
从上到下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禁毒办
组织协调，成员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2019年5月23日，随着主犯吴某
的落网，琼海市公安局历时6天的收网
行动圆满完成，20余名吸毒贩毒分子
无一漏网，一个活跃于万宁、陵水等市
县的贩毒团伙被连根拔起。

这仅仅是琼海市有力推进禁毒三年
大会战的一个缩影。为形成一体化打击
合力，对毒品犯罪进行全方位打击，琼海
市公安局成立由禁毒、刑侦、技网、情报、
巡特警等部门组成的禁毒合成作战专
班，全面负责琼海市涉毒情报信息收集、
研判、推送及外围侦查、抓捕等工作。为
了及时获取重要情报，专班研判小组经
常连续数十个小时不眠不休进行技术追
踪，而外勤小组连续奔波在犯罪嫌疑人
可能出现的地点之间日夜蹲守埋伏。在
合成作战引领之下，琼海市公安局快速
掀起一波缉毒打击浪潮。

构建海陆防控体系

琼海市地处海南岛东线，海岸线长
达82.3公里。为防止毒品从海上渠道
流入琼海市，琼海市投入200万元建设
潭门港毒品检查站，并于2017年3月
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检查站占地仅150平方米，工作人
员只有14名，但却管控着4.5平方公里
陆地、18公里海岸线、1个村委会、6个
自然村、5家企事业单位、1处公共场
所。检查站工作人员介绍，在日常出入
港船舶检查的工作中，船管民警都会不
疏漏任何一个角落地开展检查，船管员
在毒品检查站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实时
监控船舶在港内是否存在验关后私自

装货卸货、上人下人的现象，防止检查
后不法分子把毒品运到船上或者通过
人体藏毒的方式把毒品运到船上。当
船舶驶离潭门港时，利用FIS系统查看
船舶是否以正常速度驶向报关作业地
点，监控船舶有无偷越国边境的行为，
防止船舶在行驶中将毒品运到船上。

在陆地，娱乐场所往往是毒品犯罪
的高发地点，为有力管控整治这些高危
地点，琼海市由辖区派出所每天对辖区
内娱乐场所例行巡查1次，对辖区娱乐
场所进行长期、持续及常态化的管控。
公安局、旅文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每月
开展联合巡查1次，有针对性地对重点
场所开展全方位的巡查管控。而在重
大节假日期间，琼海市公安、旅文及市
场监督部门更是紧抓不放，联合组成数

支检查小分队，开展大规模突击清查。

精准帮扶“出所必接”

山叶社区居民王某40出头，这些
年来断断续续被强制戒毒10次以上，
但都不能戒掉毒瘾。在了解王某的情
况后，工作人员多次上门与其谈心交
流，了解到王某想发展养羊业后，工作
人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镇政府的帮
扶和信用联社的帮助下，王某养了20
只羊，逐渐尝到发展产业的甜头。

琼海市嘉积镇居民林某也是个戒
毒比较成功的典型，他今年40多岁，曾
经被毒品折腾得死去活来，尽管如此，
这些年政府、社会、家庭并没有放弃
他。政府的关照、社会的温暖、家庭的

亲情，使他痛下决心，戒掉毒瘾。
类似王某、林某这样的戒毒案件还

有很多，这得益于琼海市推行的精准管
控帮扶措施。对于涉毒新出所人员，琼
海市坚持“出所必接”原则，落实出所无
缝衔接，由辖区派出所到戒毒场所将戒
毒人员接回，移交当地政府进行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为加强基层禁毒基础队
伍建设，琼海市全市配备了90名禁毒
专职工作人员，按照一对一的管控帮扶
措施，对辖区内戒毒人员实行精准动态
管控，切实落实定期见面、尿检、谈心制
度，掌握人员动态，及时发现、及时报
告，管好管住戒毒人员。同时，琼海市
通过为吸毒人员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协
调企业单位为吸毒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发动吸毒人员在自家发展养殖业、种植

业，对吸毒人员进行心理劝导，鼓励吸
毒人员家属参与“解毒”斗争等方式，帮
助吸毒人员回归正常生活。

多举措宣传禁毒知识

“没有想到毒品竟然离我们这么
近，以后一定要时刻注意、时刻警惕！”
海南省琼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旅游
组专业主任张庆爽看到班里一名特别
调皮的男同学发出这样一条朋友圈后
特别感动，“觉得自己讲的东西，学生真
真正正的听到心里去了。”张庆爽从
2017年接触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开始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毒品预防教
育这项工作做好。

比起枯燥的理论灌输，学生们更容
易被“血淋淋”的案例吸引。张庆爽把
每天在生活中、电视上、手机里看到的
听到的有关于禁毒的知识和案例都记
下来，再添加到自己的课件中。两年
来，她组织禁毒知识校园竞赛、带领学
生加入禁毒志愿者队伍，参与禁毒宣传
等，一直奋战在毒品预防教育一线。

琼海市还有许许多多像张庆爽这样
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者，巾帼志愿者、“妈
妈训教团”、讲师、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称
呼不尽相同，校园、企业、社区、农村、城
镇，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探望
戒毒人员，到家中慰问家属，帮助戒毒人
员拾起戒除毒瘾的决心，组织开展禁毒
电影巡回下乡，举办禁毒文艺汇演，开展

“禁毒进校园”“社会文明大行动”等活动，
他们教育、引导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的方式更是多样。“深入基层、全面覆
盖”，琼海市始终坚持推进基层禁毒教育，
突出本地特色，利用本地案例开展禁毒
教育工作，竭力减少新吸毒人员滋生，真
正做到“遏增量、去存量”。

（本报嘉积6月25日电）

多措并举巩固“无毒县”成果，营造人人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琼中：禁毒祛害 护美好家园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王艺霞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紧跟脚步，打造禁毒

“一把手”工程，完善“县—镇—村”三
级禁毒工作机构，在全县掀起严打整
治、堵源截流，管控帮教、预防宣传教
育禁毒新高潮，进一步深化巩固了“无
毒县”创建成果，保琼中一方净土。琼
中县委、县政府领导对禁毒工作的高
度重视，县委书记孙喆，县长、县禁毒
委主任王琼龙多次在会议上强调禁毒
工作的重要性，并指示各单位要配合
禁毒委解决禁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琼中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王伟章多
次在禁毒会议上要求各部门积极开展
打击涉毒行动。琼中县政府拨款320
万元作为禁毒经费，为禁毒三年大会
战提供有力资金保障。

自2016年 11月 8日禁毒三年大
会战实施以来，琼中县禁毒办、县公安
局充分发挥禁毒主力军的作用，多措
并举，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先后开
展“再掀禁毒工作新高潮”“禁毒2018
两打两控”和“夏季攻势”一系列专项
行动。截至2019年6月15日，全县共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64宗，抓获毒品犯
罪嫌疑人90名，缴获各类毒品1178.38
克，行政拘留207人次，强制隔离戒毒
95人次。经过长期打击，琼中毒品违
法犯罪现象近乎绝迹，社会治安环境
得到进一步净化。

落实新举措，提升社戒
社康服务管控

为了加强社戒社康人员的管控力
度，2019年3月，琼中对社区戒毒和社

区康复的人员进行毛发检测，对全县
81名涉毒人员进行毛发取样，经福建
省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共检测出3名人
员有吸毒行为，随后公安机关对3名人
员实行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琼中县禁
毒办副主任李武介绍，开展此次行动，
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进行全面管控，杜绝他们偷
偷吸食毒品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这
是琼中首次实行毛发检测鉴定，也是
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人员加强管
控的新措施。

为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管理
服务工作，探索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精准智能服务管控工作新路子，根
据工作部署，琼中推广社戒社康精
准智能服务管控平台，举办社戒社
康精准智能服务管控平台培训班，
并根据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帮
教单位、查处单位来进行账号分配，
根据需求，琼中预计配备 250 台平
台手机，分发给禁毒工作人员、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配备手机的整
体预算共计 15万元，项目经费预算
已审核通过，为下一步的智能管控
平台推广夯实基础。

奖惩分明，鼓励人人参与
禁毒行动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始之初，琼中
县政府出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打
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提出“举
报吸毒仔，一个奖500”的口号，表明
了县委、县政府与毒品作斗争的决
心，有力促进全县人民群众举报毒品
违法犯罪的积极性，在最短的时间内
迅速扫清面上的吸、贩毒现象。随着
严打力度的加大，吸、贩毒人员的行动

更加隐蔽，发现、打击的难度越来越
大，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琼中县政
府迅速作出反应，在今年初调整了奖
励方法，大幅度提高奖励力度，奖金最
高达20万元，为大会战的开展打下了
坚实的保障基础。鼓励公安机关“打
出去”，坚决斩断外市县贩毒分子伸向
琼中的魔爪，为琼中吸毒人员彻底摆
脱毒品的困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
境。禁毒三年大会战期间，共奖励个
人10万元，奖励集体125万元，合计
135万元。

强化工作组织，为禁毒
工作注入新力量

2019年 3月 28日，琼中“禁毒协
会”成立，这是个纯公益性社会团体组
织。据了解，“禁毒协会”由退休的老
干部、职工组成，协会负责组织民间志
愿者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和对吸毒人员
的帮教工作，以及青少年和外流人口
的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协会会长
孙平表示，作为退休老干部的代表，他

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感谢政府
能提供这个平台，给关心和支持琼中
禁毒工作的中老年人提供发挥正能量
的机会，协会成立后，将广泛动员积极
推动全社会、全民参与禁毒活动。

此外，琼中面向社会招聘禁毒工
作人员，严格按照吸毒人员30：1的比
例的标准，给涉毒严重的乡镇配备了
18名禁毒专干。目前，禁毒专干在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乡镇禁毒宣传等工
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报营根6月25日电）

创新禁毒宣传新思路

■ 在纸杯上印制鼓励举报涉毒线索
标语

2017年，为了宣传琼中县政府出
台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收集
涉毒线索，琼中县禁毒办将“举报吸毒
仔，一个奖500”的宣传标语印制在30
万个纸杯上，免费提供给医疗场所、服
务大厅、娱乐场所、汽车站等。

■ 在包裹上粘贴禁毒宣传小标签
继2017年禁毒宣传标语“举报吸毒

仔 一个奖500”印制在小纸杯上的创新
之后，2018年，琼中再出新招，将这条简
短有力的宣传标语的宣传阵地转向物
流包裹上，让禁毒宣传流向千家万户。
据不完全统计，发现每月进出琼中的包
裹达30多万件，琼中县禁毒办自行印制
了100万张印有“举报吸毒仔 一个奖
500”的可粘贴小标签，免费发放给县邮
政、顺丰、中通等11家物流、快递企业，
要求他们将收寄包裹都贴上标签，这一
创新举措扩大了禁毒工作的宣传面。

■ 自创有本土特色的三句半
自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琼中

禁毒宣传文艺晚会在各乡镇进行巡回
演出。晚会以歌伴舞、黎歌独唱、男女
合唱、三句半等演出形式向观众宣传禁
毒知识，让更多的村民了解毒品、远离
毒品。其中老年大学艺术团带来的节
目《远离毒品保性命》，以幽默诙谐、朗
朗上口的三句半形式让观众们印象深
刻。据了解，《远离毒品保性命》是由
琼中县老年大学的学员们根据本土文
化自己构思设计，用通俗易懂、生动活
泼的说唱形式表现出来。（良子 整理）

琼中举办青少年禁毒书画比赛，图为活动现场。 琼中县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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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琼海市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