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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海峡水上
运输通道是我省毒
品流入的主要通道
之一，作为毒品堵源
截流工作的主力军，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
公安局牢牢坚守一
方水道，始终战斗在
我省禁毒斗争的最
前沿防线，毒品查缉
管控成绩斐然，在第
一轮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中，因工作表
现突出，集体共获评
先进2次，荣立个人
二等功1人次，三等
功16人次。海南港
航公安作为自贸港
堵源截流的第一卡
口，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筑牢毒品
入岛内流防控墙。

2016年11月全
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开始至今，海南省公
安厅港航公安局党
委高度重视，严格落
实海南省委省政府、
省禁毒委、省公安厅
关于开展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的指示
精神和工作部署，坚
持高位推进，重拳出
击，严把琼州海峡陆
岛运输关口，扎实推
进“严堵”“严打”工
程。充分将查缉堵
源工作和信息研判
有机结合，一方面不
断加强堵源截流工
作力度，推动堵源截
流工作向整体防控
发展，最大限度地减
少毒品入岛和内流；
另一方面，根据港口
口岸毒品犯罪特点，
有针对性地研究分
析、调查挖掘，并开
展严厉打击，切实斩
断毒品入琼通道。

整合警务资源 高效提升合成作战硬实力

在当前，大数据互联网快速发
展、人财物大量流动、社会信息高
速发展，毒品犯罪动态化、隐蔽化、
智能化特点突出，叠加、复合、交杂
趋势明显，新的犯罪手段层出不
穷，贩毒、藏毒反侦控查缉能力增
强，公安机关毒品查控打击难度不
断加大，合成作战式警务已是大势
所趋。

“针对毒品犯罪的新特点、新
趋势，港航公安立足实战实效，时
刻紧抓打击毒品犯罪全链条战斗
要素，通过合成作战的新思路、新

方法追上家、打下家、深挖扩线，走
出了一条港口禁毒新路子。”对于
禁毒堵源截流工作新常态，该局政
委林峰介绍，港航公安局积极推动
禁毒联防联控建设，主动与广西、
广东等地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建立
跨区域的业务交流和协作机制，形
成了禁毒线索专人对接协查、指挥
作战的工作模式，通过禁毒情报系
统平台实现了多单位、多部门、多
警种的任务分工实施、直观地推动
案件侦查进度和监督缉毒执法规
范的双重效果。

2018年初，该局刑侦支队民警
通过对2017年度入岛卡口查获的
运输毒品案件分析发现，大多数嫌
疑人来自广西中越边境的崇左市，
其所运输的毒品主要流向海南万
宁等地。2018年4月，根据广西崇
左市宁明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反馈
的涉毒线索，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围绕广西崇左籍人黄某某进行了
排查研判，并基本掌握了其从越南
购买毒品运输到海南万宁贩卖的
团伙网络架构。在万宁、昌江两地
警方的协助下，经过两个月的外围

摸排和细致侦查，该局专案组民警
发现该贩毒团伙一般采取男女混
合随车、前车探路、后车运货的隐
蔽方式将从越南籍涉毒人员处购
买的海洛因辗转广西防城港、海
南万宁等地进行贩卖。2018年 8
月12日凌晨，收网时机成熟之际，
港航公安局成功打掉以黄某某为
首的贩毒团伙，成功抓获以黄某旺
为首的广西宁明籍嫌疑人5名，并
当场查获海洛因 5 板（重 1906
克），联合收网整个贩毒涉案链条
共11人。

坚守桥头堡 勇当过滤器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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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绿色无毒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亚春明

构筑铜墙铁壁 稳步增强缉毒破案实效性

近年来，随着琼州海峡水上运
输的快速发展，水路客运通道贩运
毒品犯罪活动等治安问题日益突
出，海南港航公安牢固树立“关口
前移”的工作思路，以强化入琼州
海峡水路关卡外围查控为主要抓
手，有效构筑起了堵截岛内外毒品
犯罪的铜墙铁壁。

针对码头口岸禁毒实战特点，

该局不断完善和健全禁毒工作机
制，持续推进缉毒勤务的科学、规
范、高效。从禁毒队伍成立伊始，该
局缉毒勤务便在刑事侦查支队的牵
头下，不断做实做细勤务指挥和工
作规范等规章制度，还定期开展民
警缉毒业务技能培训，有效地提高
了民警的查控技能，确保全体缉毒
民警遇到毒情、毒品、毒贩时都能稳

得下、查得了、控得住，充分发挥出
“桥头堡、过滤器”的作用。

2017年，该局刑侦支队禁毒队长
符朝明在新海港码头对琼B126XX
大巴车进行检查时，发现大巴车的行
李舱内有一无主纸皮箱，该箱内装有
五瓶“维他柠檬水”，出于职业敏感
性，符朝明当即对其进行扣押检测。
经现场检测，发现五瓶“维他柠檬水”

均含有甲基苯丙胺成份，事实再次印
证了一名老缉毒警的直觉。随后，该
局民警抓获一名“取货男”，进而成功
突破涉案主犯的真实身份。最后，顺
利将犯罪嫌疑人尽数抓捕归案。该
案中，港航公安局共查获可待因口服
液4瓶、袋装可待因口服液5320包、
已勾兑好未封装可待因口服液25瓶，
重量共计58.545千克。

以钉钉子精神 着力打造攻坚克难狠角色

在此次疫情防控斗争中，从冲
锋号角吹响伊始，港航禁毒人便一
直顶在防控疫情的最前沿。他们转
换身份角色，奋战“疫”线，两“毒”并
禁，坚守“疫”线的日日夜夜，港航禁
毒人时刻保卫海南自贸港防“疫”门
户的绝对安全。2月5日，面对拦截
下的一名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私家
车主，该局禁毒队民警李国徽从法
律法规、医疗卫生等多方面与其进
行耐心沟通，安抚其情绪，希望她能
理解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不要因冲
动做出不可挽回的错误而被法律制

裁。最终，成功安抚该私家车主，并
将其送到酒店隔离观察，避免了驾
车冲卡恶性事件的发生。

这三年来，全副武装穿梭于船舱
中，不漏一个角落、不留一个死角、不分
哪个昼夜，厅港航公安局全体禁毒民
警、辅警用大汗淋漓诠释了“钉子精
神”，砥砺前行肯吃苦，默默地履行着自
己的职责。海南港航缉毒警是一个狠
角色，以攻坚克难的狠劲坚守进出岛最
前线，为自贸港毒品堵源截流工作作出
了不可磨灭贡献。

战机稍纵即逝，从千千万万过

海旅客中，准确定位出隐匿其中的
不法分子，这需要丰富的实战经
验、扎实的业务能力，更要有高度
的警觉性、直觉的敏锐性。海南港
航公安积极探索贩毒分子的犯罪
规律和特点，总结出了“望、闻、问、
切”等一套切实可用的查缉技战
法，使不法分子无处遁形。

伴着日出，陪着月落，海南港航
公安始终牢记使命，忠诚坚守海南
诸港，无怨无悔肯付出、竭诚为民做
奉献，洒下辛勤的汗水，留下坚实的
足迹，收获了沉甸甸的光荣与骄傲。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局之
年，也是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开局之年，海南港航公安将坚持严打
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
高压态势，继续严密查堵、严防死守，
组织开展好“毒品大堵截”专项行动，
强化轮渡、物流寄递管控，强化与海
关、海警、出入境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密切合作，全面遏制毒品来源，切实
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纵向发
展，努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

海南港航公安缉毒队员积极参与全省毒品查缉实战练兵大比武

人人争当“缉毒能手”斩断毒品水上通道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亚春明)“请打开后备
箱，我们要检查。”在海棠湾号轮船
停靠的海口秀英港11号码头，广
东旅客黄先生驾驶粤G2A44X小
车下船准备离港时，港航公安局缉
毒队员立刻持查毒测毒科技设备，
对人员和车辆进行全面检查，确认
没有藏匿毒品后，方才放行。这是
近日海南警方开展“以赛为战”全
省毒品查缉实战练兵大比武的一
个场景。

在当天秀英港毒品查缉实战
练兵大比武现场，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烈日下，10多名缉毒队员分
别持X光扫描仪、快速检测仪和
车底镜，对车辆前后、里外逐一检
查。队员从车里提出行李物品，
一一检查检测，一名队员打开后

备箱仔细检查后，从里面抱出一
个备用轮胎，放在地上滚了滚，检
查得非常仔细。仅十几分钟的时
间，队员们已经汗流浃背……

“琼州海峡水上运输通道是
我省毒品流入的主要通道之一，
港航公安局作为承担着琼州海峡
水上通道毒品堵源截流工作的主
力军，始终战斗在我省禁毒斗争的
最前沿防线，发挥着重要作用。”该
局刑侦支队莫正传支队长表示，作
为参加本次练兵大比武的一员，又
是本次活动的东道主，该局禁毒队
充分发挥团队整体作用，采取“四
班三运转”的全天候公开查缉模
式，在查缉技能、工作作风、操作
规范、处置效果等方面下功夫。

“本次大比武活动，汇集了全
省多个市县公安局的禁毒骨干队

伍和业务强手,竞争激烈呀，我们
代表队民警之间也是你追我赶地
较劲呢。”民警高杰说，该大队指
派队内学习能力较强的队员到其
他比武现场观摩学习表现突出的
参赛队伍的工作方法，回头以“禁
毒查缉小课堂”的方式给全体队
员传授经验，对标先进，比学赶
超，以此次大比武为契机，着力培
养锻炼一批毒品查缉能手。

在6月4日全省毒品查缉实战
练兵大比武中，港航公安局代表
队充分发挥团队整体作用，被评
为“优秀单位”，禁毒队辅警周斌
被评为“毒品查缉之星”。据统计，
港航公安局代表队在大比武期间检
查入岛人数1754人、小轿车258
辆、大客车96辆、大货车73辆、摩托
车7辆，查扣管制刀具6把。

海南港航公安依靠人民群众

扎实筑牢
全民禁毒防控网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亚
春明)全民禁毒工程以禁绝毒品为终极目标，人
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禁毒工作的法宝，是毒品防
控工作的保障。在毒品犯罪手段日益复杂的当
下，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秉持“全民禁毒、立
体查控”的堵源截流新理念，创造性地将群众路
线应用到港口禁毒防控工作中。

据了解，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积极开
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全民禁毒总动员基
层行”活动，尤其是在“6·3”虎门销烟纪念日和

“6·26”国际禁毒日等重点时期开展宣传活动，
充分利用港口的区位优势，在港口小车和货车
通道、港口汽车站、客运和货运码头等地对进出
岛旅客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在辖区各地宣传栏、
进出岛船舶等阵地张贴禁毒图片和标语，公共
大屏幕滚动播放禁毒公益广告和宣传片，以铺
天盖地之势营造良好的禁毒氛围，使“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此外，该局还积极开展禁毒校园行宣传活
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禁毒宣传活动、辖区公共
场所禁毒宣传活动，以“公共场所警示教育周”为
载体，面向辖区内旅馆、餐饮、市场、店铺、娱乐服
务场所等经营业主、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开展禁毒
宣传行动，针对涉毒人员家庭、单亲人员家庭、

“辍学失管”未成年人家庭等重点人群家庭，采取
以案说法、法制讲座、流动宣讲、发放宣传资料、
设点咨询等形式，重点宣传禁毒法律法规、合成
毒品知识、药物滥用危害、预防艾滋病等防范常
识，提供个性化法律咨询服务，开展精准定向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

2起公安部督办毒品目标案件
4起省公安厅督办毒品目标案件20起毒品案件
缴获毒品约83.843公斤，共抓获79人

缴获六四式制式子弹8发
霰枪弹7发，
雷管2根，
缴获涉案毒资16万元
查扣涉案车辆12辆
因禁毒工作表现突出
荣立个人二等功1人次
三等功16人次

第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2016-2019）期间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先后破获

制图/王凤龙

在海口秀英港毒品查缉实战练兵大比武现场，港航公安局缉毒队员正在
对往来车辆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港航公安民警风采。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港航公安局提供 海南港航公安民警对涉毒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海南港航公安民警对过海车辆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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