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确责任、强化宣传、严格监管

海口秀英：构建全网络禁毒管控体系

开展2019年禁毒“春雷行动”是
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秀英区委、区政府坚持把2019年禁
毒“春雷行动”作为进一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禁毒工作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有关禁
毒工作要求的政治任务，作为冲刺全
省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之年的主线
之一。

2月25日和2月28日，该区先后
召开了区委常委（扩大）会和区政府常
务会议，动员部署该区2019年禁毒春
雷行动。

根据省、市禁毒部门的部署要求，
秀英区禁毒委制定下发了《秀英区
2019年禁毒春雷行动方案》，明确了
行动目标，细化分解了工作任务，落实

“八严”工程责任单位的责任。3月2
日，在全区禁毒工作部署会上，区委常
委、副区长吴腾越听取各镇（街）及“八
严”工程牵头单位“春雷行动”进展汇
报，强调要深入推动“春雷行动”，确保
按时完成目标任务，层层压实禁毒工
作责任。

截至6月24日，秀英区共抓获贩
毒嫌疑人48人，完成全年抓获犯罪

嫌疑人指标任务的 20%；强制隔离
戒毒19人，完成全年强制隔离戒毒
指标任务的17.27%。破获省督案件
1 宗，完成全年省督案件指标的
50%。

同时，根据省、市禁毒委的部署，
秀英区禁毒委还结合秀英实际，对全
区“禁毒2019两打两控”专项行动，确
定了“两升两降三不发生”、控制现有
吸毒人员人口占比3.5‰以内、高标准
通过国家创建考评验收三大目标，部
署了“大缉毒、大查缉、大整治、大管
控”四大行动，和打击新型毒品违法犯

罪、禁毒堵源截流、清理整顿制毒物
品、吸毒人员“清隐”四个具体行动。

为将禁毒工作落细落小，秀英区
还不断加强禁毒专管员督导，以及重
点边缘人员管理工作。该区按照现有
吸毒人员 30：1 和戒断三年未复吸
40：1的比例配备135名禁毒专管人
员，均在一线岗位认真履职。各镇
（街）组织开展边缘人员登记工作，以
村（居）为单位进行分类统计并建立档
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禁毒
专管人员将每月走访一次，以便及时
掌握情况。

强化力度、明确责任 启动禁毒2019两打两控专项行动

“奶茶怎么也会是毒品？”“这是一
种伪装的新型毒品，大家平时一定要
提高警惕。”日前，借着“魅力秀英 潮
玩寻尝里”美食狂欢节的高涨人气，秀
英区秀英街道办在寻尝里美俗夜市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禁毒主题趣味游
戏，送上“禁毒知识大餐”。

期间，秀英街道禁毒专职人员将
禁毒宣传和趣味运动相结合，分别将
毒品知识、辨毒技巧等知识融入禁毒知
识连连看、慧眼识毒、无毒猜猜猜等互
动游戏中，寓教于乐，使居民在轻松愉

快的游戏中有效掌握毒品相关知识。
为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活

动，秀英区积极构建全覆盖毒品预防
体系，营造浓厚的示范创建宣传氛
围。全区创新禁毒宣传方式，进一步
扩大毒品预防教育社会覆盖面。

结合春节、元宵、“三八”妇女维权
周、学雷锋志愿服务月、“3·15”消费者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利用火车站、汽车
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平台，通过

“琼剧+禁毒”“普法+禁毒”“文艺演
出+禁毒”“传统节日+禁毒”“公益活

动+禁毒”“公开审判+禁毒”“志愿集
市＋禁毒”等“N+禁毒”有区域特色的
禁毒宣传活动方式，同时充分利用微
信、微博等“互联网+禁毒”的形式把
禁毒宣传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大力宣
传禁毒三年大会战阶段性战果。

禁毒工程重在防范，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6·27”工程是重中之重。秀
英区牢牢抓住学校主阵地，完善毒品
预防教育课程体系，确保各中小学校
教学计划、大纲、课时、师资、教材“五
落实”，继续推进“致家长的一封信”的

发放活动，有效构建学校、家庭、社区
“三位一体”禁毒教育网络；结合团区委
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品牌项目——“护航
青春，寄语花季”青春期健康教育进校
园活动，开设禁毒防艾专题；积极打造
覆盖全区的校园禁毒图书角，购置各类
书架，各类禁毒书籍，积极筹划，精心布
置，把禁毒知识固定于校园中。

今年来，该区已开展多种形式的
禁毒宣传活动105场次，集中展示宣
传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取得的显著成
绩，扩大了禁毒宣传工作的社会效果。

深入宣传、营造氛围 构建全覆盖毒品预防体系

扎实推进吸毒人员100%纳入网格
化管理；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实施一对
一帮扶管理，网格员每月上门走访，做
实笔记；辖区街道、综治禁毒办、司法等
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秀英区将禁毒工作进网格作为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探索社区
戒毒康复人员服务管理新模式，提高村
（居）戒毒社区康复服务管理水平。

该区还大力推进社区戒毒（康复）
“8·31”工程建设，有序开展吸毒人员
出所无缝对接工作，确保出所必接；及
时对吸毒人员进行社区戒毒工作衔接
和谈心教育，采取多种方式落实帮教

措施，促进就业安置，帮助戒毒人员回
归社会，最大限度避免失管失控情况
的发生。全区现已开展无缝对接共
182人，吸毒人员出所必接率100%，
出所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率达100%。

为构建全网络戒毒管控体系，秀英
区深化整治、从严查处，着力解决突出毒
品问题。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加强
了场所建设，全区现设有3个禁毒教育基
地、7个禁毒教育馆、1个禁毒教育园地、1
个禁毒文化广场和毒品预防教育师资培
训基地，充分发挥场所宣传教育阵地作
用，预防为先，整治与教育并进。

同时，该区不断加强娱乐场所的整

治和管理，建立并落实三级巡查工作机
制，实行了“双随机”和“黑名单”、“责任
倒查”等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秀英公安分局与文旅、工商等部门
建立联合查控制度，对辖区内4家歌舞
娱乐场所逐一建立台账，对娱乐场所负
责人以及从业人员开展宣传教育培训
工作，加强行业自律教育，做到场所全
覆盖、从业人员全覆盖。签订《禁毒责
任书》，设置责任公示牌8个，治安警示
牌8个。每月定期进行检查，现已开展
大规模联合检查6次，出动检查人员79
人次，检查娱乐场所32家次。

加大对娱乐场所涉毒行为的查处

力度，治安大队、禁毒大队共同对辖区
娱乐场所开展每周一巡查工作，派出
所对各自辖区娱乐场所开展每日检查
工作，全区共出动警力190余人次，清
查娱乐场所72家次。公安、文旅、工
商等部门坚持做到了常态化巡查，加
强了娱乐场所的整治，取得明显效果。

秀英公安分局与文旅、工商等部
门共同建立“黑名单”人员库，坚决防
范涉毒场所和从业人员“累犯”，最大
限度地防止涉毒娱乐场所变更复开和
从业人员改头换面、死灰复燃，目前录
入“黑名单”人员零人。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全力排查、严格监管 编织禁毒网络保净土

毒品，如洪水猛兽，
摧毁一个个幸福的家庭，
吞噬一颗颗健康的心灵，
驱使人们一步一步坠入
罪恶的深渊，让原本明媚
的天空黯然失色。

今年是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的收官之
年，也是海口市秀英区
全面提升禁毒工作的重
要一年。今年来，在秀
英区委、区政府的直接
领导下，秀英区上下聚
焦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
市这一工作目标，在
2018年示范创建工作的
基础上，紧紧围绕创建
工作的八大体系，紧盯
“五个不发生”和“四升四
降”的目标，把创建工作
与“春雷行动”“2019两
打两控”等专项行动结
合起来，采取有力措施
抓好落实，构建全网络
禁毒管控体系。

秀英区政法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禁毒三
年大会战开展以来，秀
英区禁毒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八严”工程硕果
累累，破获贩毒案件
627宗。其中，破获部
督目标案件4宗，破获
省督目标案件7宗，特
大案件 1宗，缴获毒品
1087.32 千克，抓获嫌
疑人847人，抓获吸毒
人员1190人，全面完成
各项具体任务指标。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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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特刊·海口秀英区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今年3月
8日，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妈妈训
教团”禁毒志愿服务队走村入户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用这种有特殊意
义的方式庆祝国际妇女节。

当天，“妈妈训教团”禁毒志愿
者们带着禁毒宣传手册、毒品仿真
样品和禁毒小礼品，挨家挨户上门
开展禁毒宣传。她们用妈妈式叮
嘱，劝告大家要远离毒品。

张凤华就是秀英区“妈妈训教
团”的成员之一。因在禁毒宣传、帮教

工作中成绩显著，张凤华赢得了大
家的赞誉，2016年还被授予海南省
优秀“妈妈训教团”成员荣誉称号。

“我们充分发挥‘妈妈’‘姐姐’
性情温柔的优势，面对面交流，心贴
心开导，用心感化社康社戒人员，同
时了解他们日常家庭生活情况，帮
他们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让社戒社康人员的心理关系、
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得到修复，使
他们戒毒后能真正回归社会。”张凤
华说，看到他们生活有了好的变化，

打心底里开心。
“因为有吸毒经历，我和人交往

时非常自卑和紧张。张姐经常来我
家帮助我，鼓励我，让我感到很温
暖、很感动。”王某今年47岁，除了要
面对周围人的有色眼镜，肢体残疾
的他也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
非常困难。2015年，当张凤华得知
王某的情况后，主动帮助王某申请
了成为低保户，每月可以领到370
元的基本生活补贴。

“逢年过节的时候，我都会尽力

帮她申请一些慰问品和慰问金，询
问她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希望
能让她感受到‘妈妈训教团’的关
怀”。张凤华笑着拍了拍王某的肩
膀说道，“只要你远离毒品圈子，好
好生活，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谈起张凤华，曾有吸毒经历的
梁某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因有
吸毒经历，梁某一直找不到工作，两
个小孩都在上学，生活面临巨大的
困难。张凤华在帮教过程中了解到
梁某有两口罗非鱼鱼塘，梁某也有

卖鱼的想法。张凤华积极协调多部
门在秀英小街市场为其安排一个卖
鱼摊位。

据介绍，秀英区“妈妈训教团”
于2014年3月正式成立，从当初的
三、四人发展到了现在200多人，越
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这支队伍，
为禁毒工作奉献一份力量。“接下
来，我们打算组织社戒社康人员去
参加免费的技能培训，让他们拥有
一技之长，从而成功就业创业，过上
幸福生活。”张凤华说。

海口秀英区举办多项
活动宣传禁毒知识

本报海口 6月 25日讯 （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陈创淼 陈勤）6月22日上午，
海口市秀英区在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举
行2019年“远离毒品、健康生活，燃烧你
的卡路里”“6·26”国际禁毒日湿地漫步
户外活动，活动旨在增强全民禁毒意识。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活
动现场，志愿者代表发出禁毒倡议，倡导
大家远离毒品、抵制毒品，迅速行动起来，
争当“禁毒卫士”，为助力海口创建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活动启动后，志愿者、市民等近百人
在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漫步，他们呼吸湿
地清新的空气，欣赏美丽的湿地风景，并
在漫步过程中体验“禁毒”游戏闯关，学习
禁毒知识，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在
户外漫步的路程上还设置了“禁毒知识小
达人”“火眼金睛辨毒品”“禁毒射手”“别
让毒品蒙蔽双眼”“禁毒有话说”等五个关
卡，参与群众只要通过了全部关卡，就可
以领取精美的礼品。

“通过户外活动，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学
习禁毒知识，在寓教于乐中，我学会和了解
了很多禁毒知识。”长流镇居民郑作同说，
回去后将把学到的禁毒知识普及给身边的
朋友和家人，带动大家一起参与禁毒。

6月23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在时代
广场举办“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国际禁毒
日主题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禁
毒知识、展示毒品样品、开设禁毒图片展
等形式，调动全民参与禁毒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不断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抵
御毒品侵害的能力，引导全民参与禁毒宣
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拥有一个绿色、
健康的人生。

“原来毒品也可能被伪装成我们平时
喝的奶茶、可乐、糖果。”活动现场，通过设
立展板展示区、现场咨询区、禁毒签名等
方式营造禁毒宣传氛围。工作人员通过
禁毒图片展览及毒品样品展示，向群众讲
解毒品危害和防毒拒毒禁毒常识。另外，
禁毒文艺演出和游戏竞猜也吸引了不少
过往群众驻足参与。活动当天共发放《禁
毒条例》3000余份，禁毒宣传手册3000
余份，购物袋等礼品近4000份，现场接受
群众禁毒咨询200多人次。

活动

亮点 海口秀英区“妈妈训教团”：

用爱和温情让吸毒人员重拾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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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召开全民禁毒月工作部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