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侦破毒品犯罪案件902宗
其中

部督案件3宗 省督案件3宗
特大案件10宗 重大案件15宗

摧毁毒品犯罪团伙 35个，缴获各类毒品
17.6公斤

吸毒人员戒断成功率达48.6%，执行管控
率达97.85%

现有吸毒人员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从 2016
年的 11.4‰下隆到当前的5.44‰。全市毒情
蔓延、毒品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截至目前

全市 达到“无毒单位”标准的村居社场8个
无毒村民小组（连队）1080个
无毒家庭户达到184347家

全市已建立禁毒教育展馆18间
成立市禁毒工作服务中心
成立市禁毒志愿者服务队
2600名禁毒志愿者分成226支宣传小队
聘请校外禁毒辅导员的学校达到100%

全市表彰奖励禁毒先进集体48家、先进个
人187名

主管部门奖励各个专项行动、专项工作先进
集体75家次、集体嘉奖先进单位3家

共落实奖励、兑现破案奖励747.6万元，其
中对1355名举报线索群众兑现奖励162.8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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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一日不绝，
禁毒一刻不止”。如
今，毒品的威胁离人民
群众并不遥远。

根据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万宁市把禁毒
三年大会战作为“一把
手”工程和中心任务来
抓，市委书记贺敬平亲
自部署落实，市长周高
明担任“八严工程”指
挥部总指挥，全程抓好
禁毒工作。各部门齐
抓共管，层层压实禁毒
工作责任，构建全市严
密的禁毒管理体系。

万宁举全市之力，
迎难而上，开展禁毒
“角力”战。全市投入
禁毒资金共1亿元，共
侦破毒品犯罪案件
902宗，其中部督案件
3宗、省督案件3宗、特
大案件 10 宗、重大案
件 15 宗，摧毁毒品犯
罪团伙 35个，缴获各
类毒品 17.6公斤。现
有吸毒人员占全市常
住人口比例从2016年
的 11.4‰下降到当前
的5.44‰，全市毒情形
势得到根本性好转。

经过全市人民的不
懈努力，万宁全市禁毒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得
到充分肯定。全市15
个单位被省委、省政府
或省禁毒委授予大会战
阶段性先进集体、全国
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先
进集体、海南省毒品预
防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
称号，51人被授予了禁
毒荣誉称号。

严教严打显成效 法治禁毒入民心

“打击犯罪，举报有奖”，无处不
在的警示标语警醒着人们，互相督
促，共同坚守社会文明新风尚。

6月24日下午，由万宁市禁毒
委员会主办的2020年“6·26”国际
禁毒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万城镇
群庄村群庄小学举行，万宁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市禁毒委副主任
杨应龙出席。活动现场，来自该市
各级机关单位、企业、学校的3000
余名志愿者们参与，以实际行动宣
传全民禁毒理念。

活动以开展禁毒签字活动，发放
宣传资料、参观禁毒图片展、观看仿
真毒品模型、咨询禁毒知识等形式，
增强群众识毒、拒毒、防毒的能力，使
禁毒宣传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活动，万宁市积极构建全覆盖毒品
预防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方式，进一
步扩大毒品预防教育社会覆盖面。

据了解，万宁各地区、各责任部门
共组织开展春季禁毒流动课堂活动
40场次，万宁市旅文局、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借助对辖
区内27家娱乐易涉毒场所开展禁毒
工作排查整顿之机，张贴禁毒“禁贩、
禁吸”系列挂图，同时深入各镇（区）联
合开展宣传活动，以设立咨询台、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深入宣传毒品常识、
毒品危害、毒品预防知识。

今年来，万宁市禁毒办和市教育
局主办的“全民禁毒校园行”系列毒
品预防教育活动已开展68场次毒品
预防教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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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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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传活动，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互
联网+禁毒”的形式，推动禁毒宣传
在潜移默化中取得良好成效。

禁毒工程重在防范，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是禁毒工程的重中之重。
万宁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万宁牢
牢抓住学校主阵地，将“6·27”工程

“五个一”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贯穿禁
毒三年大会战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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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
体”禁毒教育网络。

目前，万宁全市达到“无毒单
位”标准的村居社场8个，无毒村民
小组（连队）1080个，无毒家庭户达
到184347家。全市已建立禁毒教
育展馆18间，成立市禁毒工作服务
中心，成立市禁毒志愿者服务队，招
募2600名禁毒志愿者分成226支宣
传小队，聘请校外禁毒辅导员的学
校达到100%。

5月19日晚，万宁市禁毒办联
合海南省东部邮政管理局、市公安
局治安大队举办2020年万宁市邮
政快递业禁毒、涉枪涉爆暨行业安
全生产培训。全市13个镇区开设禁
毒宣传栏“全民禁毒宣传月”宣传
189场次，在邮政公司18个邮政营
业网厅点每日滚动播放禁毒宣传教
育视频。

万宁开展“禁毒进校园”宣
传活动。

筑牢禁毒防线 夯实戒毒帮扶

为保障万宁禁毒工作的顺利开
展，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将禁毒工作
落细落小，万宁市不断加强禁毒专
管员督导，将镇（区）分管领导、禁毒
专干、专业社工、社区民警、乡村振
兴责任人、村“两委”干部“六位一
体”责任制人员安排配置到位。

通过建立禁毒网格管理机制，
实行禁毒学员“一人一档”摸底排查

建档信息的收集，实现全市禁毒工
作双向互动，使禁毒治理工作更加
规范化。

“禁毒要管也要治”，为切实保
障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管控措施，万
宁市13个镇（区）禁毒专干按照人员
分工，全部深入到社区戒毒（康复）
管理对象家中进行家访活动，落实
定期尿检、帮教工作，推进“日见面、

周抽检、月评估、季督查”精准管控
工作。

万宁市设有8个美沙酮药物维
持治疗门诊（点），建立了18个禁毒
教育基地场馆，定期对戒毒康复人员
进行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援
助，开展心理辅导，降低毒品复吸率。

在全省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中，万宁市公安局将持续推进“八严

工程”，深化打、防、管、控、宣各项措
施，加大打击收戒力度，紧盯打击收
戒目标任务，强化“毒品大堵截”“断
梢行动”等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严厉
打击毒品犯罪行为，建立严密查堵，
严防死守，堵源截流的禁毒整治风向
标，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早日实
现万宁“无毒市”工作目标作出更大
贡献！ （本报万城6月28日电）

齐抓共管，全民参与，促进全市毒情形势根本好转

万宁：深化“八严”立新风

忠诚履职严监管 综合治理新突破

2016年 11月 21日晚，万宁市
公安局和乐派出所组织民警对毒贩
李某军进行追捕，李某军驾驶车辆
疯狂逃窜，民警韦海飞和卢家飞紧
抓着嫌疑车辆副驾驶车门，不慎被
拖行几百米远。两人全然不顾身上
多处淤伤，与毒贩进行激烈搏斗，在
多名干警的协作下，最终将李某军
缉拿归案。

韦海飞、卢家飞等多名干警不顾
自身安危，一心想将毒贩缉拿归案，不
让毒品危害群众，无畏艰险的精神令
人肃然起敬。韦海飞等9名有功人员
和办案单位获得表彰奖励，卢家飞和
韦海飞被评为“感动万宁”2016—
2017年度十大年度人物。

弘扬正气、树立典型。他们是社
会维稳的先行者，是城市安全的护航
人，是勇谋兼备的缉毒卫士，也是万宁
打击毒品毒贩的决心与缩影……

为持续保持“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禁毒工作格局，万宁市除了在
严防严控、全民教育上加强禁毒机
制建设，还加强了“海、陆、路”等场
所的治理力度。

万宁建立多部门多警种联合巡
查和“双随机”工作机制，按照“六个
一律”“六个一批”的要求，以“零容

忍”的态度，整治歌舞娱乐场所涉毒
违法行为，清查整顿全市歌舞娱乐场
所和地下涉毒场所，巡查娱乐场所54
家次，停业整顿公共娱乐场所23家
（涉毒4家），取缔2家（涉毒1家），并
督促娱乐场所建立管理制度。

禁毒专干多次对往年涉毒犯罪
案件、吸毒违法发案地进行摸排调
查，实地调研。在“陆路、海路”方
面，进行日常检查防控工作，组织各
边防派出所严格落实出海船舶信息
报备制度，加强沿海港岙口、码头、
岸线治安巡逻检查。开展港口、码
头、岸线巡查，查处11起治安案件，
罚款11人共计9500元。

同时，在火车站、汽车站设立2
个固定毒品检查点，6个治安卡点，
万宁海岸警察支队派驻20名官兵对
港口实行全天候执勤巡查，推行“双
岸长”工作机制，强化市内沿海岸线
20处港口、码头、岙口、海湾、船舶停
泊点巡查管控，与市海洋渔业部门
联合巡查执法，与辖区各类船舶负
责人签订责任书，有效打击了万宁
市毒品源头犯罪、摧毁了毒品销售
网络，斩断了经万宁运毒的链条。

在邮路禁毒防控方面，切实督促
万宁全市内各邮递站点认真落实寄“3

个100%”、收“1个100%”检查验视工
作制度。加强对寄递物流网点联合检
查力度，督促寄递物流企业落实收寄

“四个100%”制度，处罚违规寄递物
流企业238家，责令整改寄递物流企
业103家。

在堵源截流的同时，进一步加强
全市21家使用、储存易制毒化学品和
涉精麻药品41家企业的管制工作，从
源头上杜绝制毒、贩毒。

通过重点治毒，堵住毒品经万宁
分销全省的漏洞，开拓禁毒工作新局

面，万宁市现有吸毒人员占比大幅下
降。

万宁市通过建立健全表彰奖励机
制，在一定程度上威慑涉毒犯罪者，鼓
励社会发扬健康文明之风。万宁市
委、市政府表彰奖励禁毒先进集体48
家、先进个人187名，主管部门奖励各
个专项行动、专项工作先进集体75家
次、集体嘉奖先进单位3家，共落实奖
励、兑现破案奖励747.6万元，其中对
1355 名举报线索群众兑现奖励
162.855万元。

万宁公安检查整治娱乐场所。

充分利用戒毒康复中心助社区戒毒
康复人员解决就业

万宁着力帮助
戒毒康复人员“重生”

举措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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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绿色无毒

本报万城6月28日电“我曾经和他们是同
一种人，陷过同样的泥潭，我有责任和义务告诉
他们，怎么走出来”。时隔多年，万宁鑫旺槟榔加
工厂负责人卓祥辉坚定地说。他利用自建的长
丰鑫旺槟榔加工厂作为万宁市康复教育转化就
业基地，吸收30名戒毒康复人员务工，被评为“感
动万宁”2016—2017年度十大年度人物。

2017年，卓祥辉又在万宁长丰镇政府的号召
下，成立槟榔产销合作社，采取“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以用工、入股分红的方式，带动长丰镇南
联村贫困户20户60人脱贫。“当年加工厂的槟榔
销路比较窄，不好卖，万宁市政府联系国内一些
厂商，有人愿意要我的槟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让我重拾信心。”卓祥辉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20年，卓祥辉的槟榔加工厂已经从小作坊
扩张为两个厂区，工人主要以戒毒康复人员和贫困
村民为主，在旺季时可容纳80名工人同时作业。除
了扩建槟榔加工厂，卓祥辉即将开办的新型建筑材
料加工厂选址在万宁市和乐镇的戒毒康复中心，一
期用工100人，二期用工将达到400人至500人。

“在这里工作包吃包住，工资照常发放，有了
稳定的收入保障，生活会越来越好。”卓祥辉说，
希望能真正地帮助到戒毒康复人员，改变自己，
回归社会，成为有用之人，“这是我的愿望。”

生理戒毒并不是十分困难，如何保证他们的
身体康复、从心理上彻底摆脱毒品却是一个难
题。戒毒最难的是复吸率，从根本上帮助戒毒康
复人员，才能真正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远离毒品
的再次侵害。

通过定期邀请心理老师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
疏导，鼓励他们学习自强，树立生活信心，同时在
产业、技术培训等方向增设课程，近一步完善戒毒
康复人员的就业培训，是降低人员复吸率的关键。

为打通禁毒“最后一公里”，在万宁市委、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万宁市公安局充分利用市戒
毒康复中心，帮助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解决就业和
巩固戒毒成效。

据悉，万宁市戒毒康复中心从2015年开始
投入建设，占地面积70亩，总建筑面积1.25万平
方米，设计床位500张，设有学员楼、生产劳动工
场、农业生产基地、生活区、活动区等。

万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宁市戒毒
康复中心将最大限度地接纳戒毒康复人员，让更
多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获取劳动机会，自食
其力，较大程度上帮助一大批戒毒康复人员顺利
回归正常社会，极大程度上解决了涉毒人员“管
控难”“就业难”“戒段难”的“三难”问题，为打通
禁毒工作“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基础保障。

（程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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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禁毒三年大会战

全市投入
禁毒资金共1亿元

万宁“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活动现场。

抓获贩毒嫌疑人。

■ 程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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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看万宁禁毒宣传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