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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戒毒管理局深入推进“严收”工程，大力提升戒毒场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匠心抓戒毒 贴心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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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
大力提升戒治能力

海南省戒毒管理局作为禁毒“严
收”工程的牵头单位，在禁毒三年大会
战中承担着对公安机关转送吸毒人员
的收戒任务，对患有艾滋病、肺结核、
肝炎等病残吸毒人员做到“应收尽收、
全员收戒”。

第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考验了戒
毒场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砺练
了戒毒系统民警队伍能力和素质。三
年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始终坚
持强化管理，保持场所持续安全稳
定。在收治任务量一度爆满、警力不
足、医疗救治能力不强的情况下，通过
明职责、重研判、深排查、抓演练、严防
控、强执行等措施，扎实落实民警值班
巡查、戒毒人员一日生活规范等各项

安全管理等制度，不断提高戒毒工作
水平，共完成收治公安机关转送戒毒
人员 10614 人，其中病残戒毒人员
2781人，实现了场所“六无”，连续24
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三年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坚持科学戒治，全力推进全国统一戒
毒模式。组织各戒毒所分期分批完成

“四区五中心”全国统一戒毒工作基本
模式实体化、一体化、整体化运作，引
进和应用了VR虚拟现实矫正、经颅磁
等一批先进的戒治技术。创新职业技
能培训，共培训戒毒人员11350人，获
证率达93.91%。与职业技术学校联合
开办“金不换”职教中专班，开创了“入
所即入学、出所即毕业、毕业即就业”
的新型戒治模式，为打赢禁毒大会战
做出积极贡献。

三年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主动延伸，确保禁毒宣传全覆盖。于
2016年成立了“蒲公英”禁毒宣讲团，
深入乡镇、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社
会性禁毒宣讲145场，受教群众73503
人次，成为我省毒品预防教育的一张
代表名片。

认真履职
扎实抓好社戒社康工作

2019年11月，省委省政府果断决
策，继续开展第二轮“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2020-2022），目的是全面提高
毒品问题综合治理能力，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营造平安稳定和谐的社会
环境。

第二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不
久，正赶上新冠疫情暴发。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发生以来，

海南省戒毒管理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
央、司法部及省委省政府、省司法厅党
委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六必”“三防
一安全”“三个一切”等工作要求，坚持

“标准高于社会、要求严于社会”，认真
做好源头管控、规范信息采集、隔离观
察、医疗处置、卫生防疫等常态化防控
工作，今年1月27日以来，已组织10
批次民警严格执行“14+14+14”值班
备勤模式，累计有9批次、1900余人次
在戒毒大队一线封闭执勤，其中最长
封闭执勤时间达90多天。运用“互联
网+远程医疗”方式提升医疗救治能
力，确保了戒毒场所持续安全稳定和
疫情“零输入”。

多年来，省戒毒管理局以“匠心”
精神铸就戒毒工作品牌，坚持对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扶上正路、帮教一程”，

每年都组织跟踪回访调查组，对出所
戒毒人员回归后的生活、操守保持情
况等进行回访调研，并针对性开展慰
问关怀、就业指导、家庭关系修复、普
及禁毒戒毒知识宣传等。按照《关于
规范戒毒人员出所衔接工作的意见》
《海南省戒毒管理局戒毒人员出所交
接及后续指导中心实施方案》，全省司
法行政戒毒系统已建立16个社戒社康
指导站，并不断加大跟踪指导力度，扩
大社戒社康覆盖面。4月20日以来，
利用近2个月的时间对从司法行政戒
毒系统各戒毒所解除的近1.4万名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进行回访调查,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

6月2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2020年“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在省司法厅举行，厅党委书记李永利

在讲话中要求：创新形式内容，努力开
创禁毒宣传工作新局面。启动仪式
后，省戒毒管理局结合宣传月“健康人
生 绿色无毒”主题，依托“蒲公英”禁
毒宣讲团，开展了以“七个一”为主要
内容的禁毒宣传活动；结合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创新宣传形式，通过“椰岛
蒲公英”公众号、网红直播禁毒知识、
设立省局禁毒宣传月活动专题网站等
途径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天候禁毒宣
传，进一步加强广大群众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目前“蒲公英”禁毒宣讲活
动正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举行，亮点
纷呈。

牢记使命
深入推进平安海南建设

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公布，明确了海南自贸港建
设时间表和路线图。6月11日，省委
七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海南省
委关于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的决定》指出，要零容忍

“黄赌毒”，深化平安海南建设。
省戒毒管理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的丰富内涵和省委七届八
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
真履行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职责，坚决
守住不搞“黄赌毒”的底线要求，助力
打好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
头仗”：

一是积极参与全省禁毒“断梢”行
动，全面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按
照《2020年全省禁毒“断梢”行动方案》

部署要求，积极应对收治下降的形势
变化，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继续
做好吸毒人员“应收尽收、全员收戒”
工作，特别是对病残吸毒人员切实做
到即送即收；

二是坚持以“六无”安全为目标，
更高水平推进平安场所建设，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进一步
细化安全研判和风险评估工作，预判
预防和从严从快查处各类违规违纪行
为，坚决维护场所安全稳定，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营造平安社会环境；

三是做精做深全国统一戒毒模
式，进一步健全完善“四区五中心”实
体化运作体系，不断创新提升场所教
育戒治质量和水平；

四是加快“智慧戒毒”达标建设，
推进省局政务信息化项目与社区精准
智能服务管控平台共享数据；

五是指导出所戒毒人员在社区建
档立卡，每年对解除出所的戒毒人员开
展跟踪回访，做细“精准帮扶”，实现戒
毒工作在更深层次上参与社会治理；

六是充分发挥“严收”工程牵头单
位职能作用，不断加强与省公安厅、省
禁毒办的协作配合，督促推进戒毒康
复场所建设以及戒毒康复人员安置等
工作。

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有决心有
信心，继续以“匠心”铸就戒毒工作品
牌，不断提高科学戒毒工作水平，在认
真落实疫情常态化机制的同时，积极
推动戒毒工作不断向社会延伸，进一
步提升戒毒管理整体工作效能，坚决
完成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严收”任
务，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扛起
责任与担当。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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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11月海南省
委省政府部署开展“禁毒三
年大会战”以来，全省毒品蔓
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社会
治安明显向好，现有吸毒人
员 占 总 人 口 比 下 降 至
3.21‰，挺进全国禁毒工作
优秀行列。

海南省戒毒管理局积极
推进“严收”工程，大力提升
戒毒场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坚持科学戒治，全力推进
全国统一戒毒模式，为打赢
禁毒大会战做出积极贡献。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李文献 逄金霞

这是澄迈首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的
战绩：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151宗，其中
部督案件9宗，省督案件5宗，重特大案
件65宗，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379人，
缴获毒品79.159公斤，缴获毒资140万
余元；全县共收戒吸毒成瘾人员4529
人。治安类案件同比下降30%，刑事类
案件同比下降29.68%，“盗抢骗”案件
同比下降50%，实现日接警量和刑事案
件发案数“双下降”、刑事案件“零发案”
天数大幅上升……澄迈禁毒工作这张
丰厚的“成绩单”赢得了民心，全县人民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攀升，从88.5%
上升到96.87%，取得了禁毒工作和社
会发展双丰收。

回首 2017 年 4 月，澄迈县被国
家禁毒委列为“重点关注地区”，面
对严峻的禁毒形势，这一压力变成
无尽的动力。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工作部署，澄迈以禁毒三年大会战
为契机，紧跟脚步，迎难而上，禁毒

整治工作有效开展，举全县之力，向
毒品开战。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
2018年12年，澄迈县顺利通过国家禁
毒委考核，摘掉了毒品问题“重点关注
地区”的帽子，成功实现了毒品问题形
势明显改变的综合治理总体目标。

党政统筹 全民参与
万众一心抗击毒品

为强化禁毒工作组织领导，澄迈把
禁毒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紧抓不放，
完善设置“县—镇—村”三级禁毒工作
领导机构。推动12个镇级禁毒办、社
戒社康机构和191个村级社戒社康机
构的设立，实行“战时状态”，建立统一
调度、高效运转的指挥系统，形成了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禁毒工作局
面。推行“月调度、季小结、年总结”制
度，各单位相互配合，共同攻坚，全县形

成立体式、全方位、全链条作战体系，为
全县毒品综合治理工作提供了组织和
力量的保障。

三年期间，澄迈县动员全社会力
量投入到禁毒工作中来，创建“无毒
示范学校”2所，实现了在校学生无人
染毒；推动才存社区和福山敦茶村

“无毒社区”创建，坚持“试点先行，以
点带面”；充分发挥“妈妈训教团”“老
年广播站”等团队优势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2600余次，通过举办禁毒晚会、
宣讲报告等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提升
了人民群众禁毒意识，全县成立了
212支 2570人的禁毒护村队，利用村
规民约，进一步夯实了禁毒工作基
础，营造了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毒品
共治的良好局面。

同时，在经费上给予大力保障。
2017年以来澄迈共投入禁毒工作经费
近1.7亿元，调动和激励全社会力量投
入禁毒工作，发放奖金1200余万元。

打源头 摧网络 破大案
铁腕斩断贩毒链条

澄迈县公安局以“打源头、摧网络、
破大案、缴毒资”为主攻方向，明确全县
毒品源头方向，全面强化毒品案件的研
判和精准打击，抓实老城镇、桥头镇海岸
线的防控和渔船的管控工作，斩断了经
澄迈海岸线运毒的链条。

澄迈公安吹响缉毒冲锋号，2016年12
月11日，成功捣毁一个特大涉毒窝点，破获
澄迈有史以来最大的制贩毒案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10名，缴获制毒原料一批等。2017
年1月，澄迈公安再创佳绩，破获“2016—
771”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缴获海洛因
19.494公斤，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捣毁了
一个跨琼桂贩毒集团。此案是海南建省以
来一案查获高纯度海洛因最多的一宗案件。

澄迈公安严遵涉毒场所“一次性死
亡”规定，联合文体、工商，对重点地区的娱
乐场所开展“地毯式”的集中整治。查处、
关停涉毒娱乐场所39家，严厉打击城乡
结合部、野外树林等隐蔽地区的聚众吸贩
毒窝点，共铲除窝点48个，查获吸毒人员
269名。全县共收戒吸毒成瘾人员4529
人，其中收治收戒病残吸毒人员179人，实
现了社会面上吸毒成瘾人员应收尽收。

建长效巩固机制
大力推进社戒社康

澄迈全面落实国家禁毒办有关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要求，创建禁毒工
作长效巩固机制，把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纳入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各镇落
实职责，明确任务，禁毒三年大会战共戒
断4250人；落实禁毒专干268人配备任
务，配齐镇禁毒办专职人员，100%落实出

所对接工作，三年综合整治共责令社戒社
康2097人，责令率100%，执行率100%。

同时，澄迈积极探索戒毒康复场所建
设工作，积极引入戒毒社区理念，建戒毒康
复农场，对刚出所戒毒人员组织为期一年
集中康复劳动，构建出所戒毒人员回归社
会的“适应期”“缓冲期”，提升戒断率。与
出所人员签订合同移送戒毒康复农场自食
其力，阻断复吸机会，再进行3年的戒毒康
复，巩固戒断毒瘾。仁兴康复产业园先后
收纳93名戒毒康复学员就业。永发、瑞
溪、加乐等镇也相继建立戒毒康复劳动场
所，形成覆盖全县的吸毒人员就业帮扶体
系。截至目前，全县帮扶回归社会的戒毒人
员就业326人。解决了涉毒人员“管控难”

“就业难”“戒断难”的“三难”问题，为打通禁
毒工作“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基础保障。

敢为人先出新招
“五创新”全面织牢禁毒网

澄迈禁毒工作始终以问题为导向，不断
探索新招数新打法。探索创新堵源截流机
制，在全省率先试点实行“双岸长”工作机
制，严密封堵毒品流入该县渠道。创新病
残吸毒人员收治工作机制，投入500多万
元建公安监管门诊部，在全省率先建立公
安监区门诊部，整合医疗资源为收治场所
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有效解决病残吸毒人
员收治难的问题。创新奖励机制，率先启用
县级政府公务员评功授奖制度，重奖禁毒有
功人员，并在全省率先对5名禁毒有功人员
授予个人三等功。探索创新戒毒康复工作
机制，建戒毒康复农场，对强制戒毒出所人
员再进行3年的戒毒康复。创新改进吸毒
人员管控手段，推行精准智能管理平台
APP建设，有效防止吸毒人员漏管失控。
澄迈将继续抓好“五创新”，打好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 （本报金江6月28日电）

创新管控机制，密织缉毒网络，推进社戒社康

澄迈：全面构建毒品综治体系
今年4月20日，澄迈公

安机关成功破获“2019-
551”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全案共抓获涉案人员
37名，缴获成瘾化学品“笑
气”近2000升，扣押涉案
资金10万余元。该案是我
省首次通过刑事立案严厉
打击成瘾化学品“笑气”的
一起成功案例，全链条打
掉了一个非法生产、销售、
吸食“笑气”的团伙，强力
遏制了成瘾物质非法贩卖
滥用活动在我省发展蔓延
的势头。

■ 本报记者 良子

严打严收：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151宗，其中部督案件9宗，省督
案件5宗，重特大案件65宗，抓获
毒品犯罪嫌疑人1379人，缴获毒
品79.159公斤，缴获毒资140万
余元。共收戒吸毒人员4529人。

严整：查处、关停涉毒娱乐场所
39家，铲除吸贩毒窝点48个。

严管：戒断4250人，扶持就
业326人。

严教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2600余次。

严奖：奖励禁毒有功单位、办案
人员、举报群众共750余名（个），
共兑现各项禁毒工作奖励共计
1200余万元。

“控增去存”:吸毒人员总数整
治后降幅49%；新增（发现）吸毒
人员下降至2019年42人的历史
低位，降幅达94.4%。

“三下降”：治安类案件同比下
降 30%，刑事类案件同比下降
9.68%，“盗抢骗”案件同比下降
50%。

澄迈禁毒三年大会战

■■■■■ ■■■■■ ■■■■■

6月2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2020年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
海南省戒毒管理局供图

澄迈县2019国际禁毒日全民禁毒“万人彩妆徒步”活动现场。
澄迈县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