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数说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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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国家禁毒
委召开全国禁毒工作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
视频会议。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禁毒大队被
评为“全国禁毒工作先进
集体”。“能获此殊荣，离
不开全县警民的团结一
心。禁毒工作任重道远，
陵水禁毒大队将不忘初
心，继续奋战在禁毒斗争
的路上。”陵水禁毒办常
务副主任王三玉说。

除此之外，陵水有2
个单位和8名个人荣评海
南省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2016—2019年）“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这一项项的荣誉，凝聚着
陵水全县警民坚决打好
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智慧
和汗水，彰显了陵水警民
有信心有能力打赢禁毒
大会战，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和全县各项事业
发展保驾护航。

2016 年以来，特别
是在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开始后，陵水县
委、县政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
毒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以“禁毒
大会战”总目标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积极主动作
为，围绕“打、防、管、教、
整”等工作方针，以超强
工作措施和力度，强力推
进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社会治安
状况明显转好，禁毒形势
持续向好，禁毒工作迈上
新台阶。

以打促防 构建遏制和打击毒品犯罪强大体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陵
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禁
毒工作，成立专门禁毒领导小组，确
保措施到位，人员配备到位，经费保
障到位。以全县公安机关为禁毒前
沿力量，以侦破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为抓手，精准发力，重点打击毒品犯
罪团伙，摧网络、抓毒枭、缴毒资，按
照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工作要
求，深入开展“秋冬攻势”“两打两
控”“保四争三冲刺战”“春雷行动”

“夏秋攻势”等专项行动。以零容忍
的态势，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打

出声势，打出了战果。
大会战以来，陵水共破获毒品

刑事案件194起，其中2起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1起特大毒品案，9起
重大毒品案；打掉贩毒团伙21个，
抓获贩毒嫌疑人291名，缴获各类
毒品 2511.445 克。依法从重从快
惩处毒品犯罪分子，检察机关加快
对毒品案件的审查批捕起诉，共受
理移送审查起诉涉毒案件 173 起
206人，受理公诉涉毒案件179起
207人；审判机关提高毒品案件重
刑适用比例，依法从重从快顶格处

罚，共受理公诉涉毒案件186起，被
告人212人。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陵
水公安局坚持防控疫情与打击毒品
犯罪两不误，公安局禁毒大队在抽
调人员前往疫情一线的同时，在各
个疫情防控卡点部署警力，严查过
往车辆、人员，不给犯罪分子留一丝
钻空子的机会，期间成功抓获两名
在逃贩毒嫌疑人。

通过深入开展禁毒三年大会
战，陵水禁毒工作实现了“三降两
升”目标。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

件和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特别是“两
抢一盗”案件 2018 年同比下降
77%，2019年同比下降17%；现有吸
毒人员占比大幅下降。

此外，全县吸毒人员戒断率大幅
上升。截至目前，共有954名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人员得到有效管控，“执
行率和报到率”均达100%。目前全
县戒断三年吸毒人员1167名，戒断
三年未复吸毒人员占登记在册吸毒
人员总数比例为42%。2019年省回
访组对陵水381名出所满两年的吸
毒人员回访调查，戒断率达97%。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禁毒工作成效显著

陵水：筑牢立体化禁毒防控体系

巩固无毒成果 维护一方净土

陵水倾力打造
25个特色“无毒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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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绿色无毒

“海南是一个岛屿型省份，毒品
海上流入已成为毒品输入的主要来
源，陵水位于海南省东部沿海，特殊
的地理位置使陵水堵源截流工作面
临着长期、复杂和艰巨的挑战。”陵
水县委常委、县公安局长、县禁毒委
副主任陈俊华介绍，大会战以来，陵
水不断加强海上巡逻力量配备，通
过组织边防、禁毒、治安及巡控等警
种常态化开展港口、码头巡查工作，

特别是加强新村镇地区外来船只和
渔民的管控和教育。

针对海上堵截毒品难的问题，
陵水县委、县政府加大经费投入，对
陵水54.7公里海岸线建成高清监控
摄像头全覆盖，通过公安局指挥中
心监控系统24小时全天候掌握海岸
线船舶和人员动态情况，织密海上
堵截毒品的防线。

在筑牢海上防线的同时，陵水

构筑“陆、邮、海”全方位、立体化毒
品堵截防控网，全面堵截毒品流入
陵水的渠道。一方面，由县禁毒委
牵头联合各派出所、交警、治安、巡
控和交通等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开
展日常查缉工作，严格检查过往可
疑车辆、人员及随车物品。同时，
利用火车站检查卡口，加强对涉毒
预警人员和旅客、货物的毒品检查
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寄递物流管

控力度，鼓励寄递物流从业人员积
极举报涉毒违法行为，严密防范和
打击利用物流和寄递渠道从事贩
毒活动。

目前，全县4个沿海乡镇已建立
4个毒品查缉站（点），组织各警种、
各职能部门，按照联控联查机制，依
托“路长制”，在全县范围内全覆盖
开展毒品查缉工作，全力堵截毒品
通过各种途径流入陵水。

堵源截流 构筑“陆、邮、海”立体防护网

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民生
工程。加强毒品宣传教育，是从源
头上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土壤
的关键。只有从思想根基上全面
提升人民群众“拒毒”意识，激发人
民群众拒绝毒品的内在动力，才能
彻底扭转禁毒工作被动局面。陵
水高度重视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
作，通过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人
人参与的方式，营造全民禁毒的良
好社会氛围。

一方面，陵水扎实推进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在全县
11个乡镇建设25间毒品教育展览
室，利用禁毒重要节点，走进全县各
个中小学校园开展“禁毒第一课”、
禁毒趣味游戏、禁毒巡回演出等活
动，强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增强
在校师生对毒品危害的深刻认识；
深入推进禁毒宣传“八进”活动，通
过全县多部门联动，组织禁毒志愿
者在火车站、超市等公共场所组织

开展“禁毒流动课堂”，组织各单位
观看禁毒电影和下乡放禁毒电影等
形式宣传活动，增强广大群众自觉
抵制毒品的意识；针对重点人群，县
禁毒办组织开展“禁毒精准宣传”系
列活动，切实提高重点人群的法律
意识、责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巩
固加深社戒社康人员识毒、防毒、远
离毒品的良好思想根基。

另一方面，陵水全县投入200
多万元在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建成县

禁毒教育基地，组织学校师生和广
大群众通过参观教育基地，提高自
觉抵制毒品的意识。首次引入了国
内先进的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数字
VR体验设备，让青少年学生和广大
群众更立体、更直观、更深刻地体验
到毒品带来的严重危害，从而真正
做到拒毒、防毒，大大增强禁毒宣传
的实效，实现了禁毒宣传教育全覆
盖，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深
入人心。 （本报椰林6月28日电）

宣传教育 筑牢防毒安全墙

陵水禁毒三年大会战

本报椰林6月28日电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
县光坡镇章宪村举行“无毒乡村”禁毒文艺汇演
活动。活动中，由“无毒示范村”章宪村村民自发
组建的禁毒文艺宣传队和儿童禁毒朗诵队，为村
民带来精彩的原创禁毒广场舞和禁毒“三字经”
朗诵表演，获得在场村民一致好评。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陵水县委、县政府高
位推进各项禁毒工作，以示范创建为抓手，创建
了25个无毒村，并于2019年以章宪村和乐利村
为试点，全面启动‘美丽陵水，无毒有约’无毒乡
村禁毒工作长效机制建设。制定了‘2个无毒示
范村+23个无毒乡村’建设规划，以‘试点先行，以
点带面，全面开花’的方式推进。”陵水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张纳军介绍。

光坡镇章宪村和本号镇乐利村，均是纯黎族
村落，优良传统积淀而成的淳朴民风和勤劳的品
质造就了章宪村和乐利村干净祥和的气氛，村内
无处不见的禁毒警示标语牌和禁毒宣传横幅，时
刻警醒着村民要远离毒品，也展现了两村村民坚
决抵制毒品的决心。除此之外，村里还增设了禁
毒教育展馆、禁毒文化长廊等，不断完善禁毒基
础设施建设。

“章宪村是我县主要的圣女果种植基地，村
民积极发展生产，对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十
分强烈。长期以来，章宪村因地制宜，想方设
法，发挥无毒示范村的示范引领作用，将禁毒宣
传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光坡镇党委书记
龙靖说，通过举办“禁毒乡村大讲堂”“禁毒广场
舞汇演”“禁毒三字经朗诵”“禁毒社工入户帮扶
宣教活动”等特色鲜明的无毒乡村文化活动，进
一步增强了广大村民抵御毒品的能力。

今年3月，省禁毒办检查组在检查指导光
坡镇禁毒工作时，也参观了章宪村，充分肯定
了陵水创建“无毒乡村”的工作，并表示“美丽
陵水，无毒有约”禁毒长效机制方案，有效让禁
毒关口前移，充分发挥了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
优势。

目前章宪村和乐利村的“无毒示范村”基础
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已基本完成，其他 23个

“无毒乡村”基础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正稳步
推进。 （马卉）

基础管控 构建基层禁毒防控体系

围绕第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严管”工程部署要求，陵水压实工
作责任，各部门协同作战，密切配
合，不断推动全县禁毒工作向纵深
发展。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方面，
陵水按照30：1的要求，从全县优秀
网格员中招聘61名禁毒专职人员，
对出所的吸毒人员进行无缝对接，
全面落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措施。

“做禁毒专干两年来，我们始
终秉承服务的理念，耐心地接纳和
尊重每一位需要帮教的戒毒人员，
日常深入戒毒人员家庭开展谈心
谈话、心理矫正、报到执行、帮扶救
助等工作，不断强化对吸毒人员的
服务管理。”三才镇禁毒专干李春
燕介绍。

从目前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实际运行效果来看，禁毒专干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后，禁毒专干的定点帮扶，让戒毒人
员遇到困难时，有了心理依靠，戒毒
人员内心往往是很敏感的，有时候，
禁毒专干一个小小的关怀，都能给
他们很大的慰藉。”李春燕说。

“党风纯正惠民心，政策英明开
盛世”这是挂在社戒社康人员许某
（化名）家新房门上的对联。现年50
岁的许某曾经有2年的吸毒史，三年
前从戒毒所出来后，李春燕主动找
到他，深入了解许某的精神状况及
家庭生活现状，为许某争取到了危
房改造资金，政府及时对其房屋进
行改造，让许某感受到政府和社区
的关心。

为进一步推动戒毒康复人员

就业帮扶和救助服务工作落实，陵
水禁毒办发动陵水愿达禁毒工作
服务中心举办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职业技能培训班，各乡镇开展产业
扶贫活动，为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
会就业创业创造有利条件，真正解
决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困
难的问题。

“禁毒工作人员会不定期来看
菠萝蜜的种植情况。”46岁的阿聪
（化名）去年3月出戒毒所，开始进行
社区戒毒康复，本号镇禁毒专干了
解到他就业困难的问题后，结合当
地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根
据实际情况为他发放了110多棵菠
萝蜜苗，鼓励他自主发展生产。由
于菠萝蜜三年才能成果，阿聪在种
下菠萝蜜并悉心照料的同时，积极

下乡收购菠萝蜜果出售给收购站，
每月约有4000元的收入，从根本上
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禁毒工作人
员对我的帮助，让我重拾信心。我
一定戒断毒瘾，早日融入社会。”阿
聪说。

三年来，陵水加大禁毒扶贫和
吸毒人员救助帮扶力度，将47名吸
毒人员列为禁毒扶贫对象，落实精
准扶贫措施；解决了18名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人员的生活低保问题，通
过组织开展招聘会和职业技能培
训、落实优惠政策支持等工作措施，
帮助解决一批吸毒人员生活就业困
难的问题，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
76名，累计就业195人，累计帮扶救
助326人，打通吸毒人员顺利回归社
会“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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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战以来
陵水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94起

其中

◆ 2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 1起特大毒品案

◆ 9起重大毒品案

打掉贩毒团伙21个
抓获贩毒嫌疑人291名
缴获各类毒品2511.445克

检察机关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涉毒案件
173起206人
受理公诉涉毒案件179起207人

审判机关依法从重从快顶格处罚
共受理公诉涉毒案件186起
被告人212人

实现了“三降两升”目标
● 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
大幅下降

●“两抢一盗”案件
2018年同比下降77%
2019年同比下降17%

● 现有吸毒人员占比大幅下降

全县吸毒人员戒断率大幅上升
截至目前

共有954名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
得到有效管控

“执行率和报到率”均达100%

2019年省回访组对陵水381名出所满两
年的吸毒人员回访调查，戒断率达97%

■ 马卉

陵水全县公安机关举行禁毒三年大会战誓师大会。

学生参观陵水禁毒教育基地。

陵水多警种联动开展海上毒品
查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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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无毒乡村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