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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特刊—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特刊

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绿色无毒

“禁毒”事关百
姓幸福安康，事关社
会和谐稳定，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在这场正义与
邪恶的较量中，洋
浦经济开发区历经
百战，捷报频传。
一项项成果，彰显
出洋浦禁毒工作的
扎实步伐。

今年5月，洋浦
警 方 成 功 破 获
“2020- 06” 省 公
安厅毒品目标案件，
摧毁了一个以陈某
滨为首的贩毒团伙，
抓获涉嫌贩毒人员
9人，现场缴获冰毒
37.86克，斩断了一
条由内地至海南三
亚的贩毒通道。

据统计，2016
年11月以来，洋浦共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57起，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102人，缴
获各类毒品429.43
公斤，有力地打击了
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有效地遏制了新型
毒品的发展和蔓延。

狠抓缉毒破案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2017年5月，洋浦公安局刑侦分
局、情报中心、治安分局多警联动、联
合作战，经过6个月的深度“经营”，在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的协助下，成功
破获一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共抓获
涉案人员12人，缴获复方磷酸可待
因口服溶液420公斤、毒资30余万
元，扣押2台涉案车辆、31张涉案银
行卡等一批物品。该起案件是自我
省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洋浦警

方破获的第一宗部级目标案件。
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洋浦

公安机关以“秋冬攻势”“夏季攻势”
“两打两控”“保四争三”冲刺战、“春
雷攻势”和“夏秋攻势”等专项行动为
依托，按照“五升三降”的总体目标要
求，始终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

“必须狠抓缉毒破案，严厉打击
各种毒品犯罪。”洋浦公安局局长王
海堂说，为提升侦破重大毒品案件

的攻坚能力，洋浦公安机关以打团
伙、斩链条、挖源头、摧网络为重点，
形成了以公安刑侦部门为主，情报、
边防、边检等多警种多部门联合作
战、共同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格
局。同时还适时从派出所抽调民
警，组成打击毒品犯罪专案组，开展
毒品案件攻坚工作。先后破获重特
大毒品案件23起，其中部级目标案
件3起，省级目标案件7起。

此外，洋浦严打毒品运输，遏制
毒品流入。去年11月，洋浦公安机
关借助石化功能区巡防一体化工作
机制大力开展堵源截流工作，通过
完善毒品检查站、物流寄递通道、沿
海、公路等重点部位的全覆盖查缉
体系，切断一切毒品流通渠道，坚决
将毒品堵在区外。同时以“三无”船
舶整治为契机，全力阻截利用渔船
走私运输毒品。

多管齐下开展工作，禁毒取得丰硕战果

洋浦：全力筑牢防线 守护一方净土

强化对吸毒人员的服务管理，帮
助其重新融入社会，是减少吸毒人员
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
举措。洋浦始终把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工作作为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维护
地区和谐发展的大事来抓，已建成3
个标准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办公室，
并按照1：30的比例超额配备禁毒专
职工作人员，让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列
管率和执行率均达到100%。

同时，洋浦加大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就业帮扶力度，举办专题培训
班10次，专场招聘会12次，解决30

人就业。“我主要负责协助禁毒专管
员开展相关工作，每月有3000多元
收入，工作稳定，能重新融入社会，
真的很高兴。”洋浦三都区马兰村村
民吴壮（化名）对说，他曾是有吸毒
史的人，出狱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
就业受阻，生活艰难。经过介绍和
培训，他已成为三都区办事处的一
名禁毒协管员。

为切实加强对吸毒人员管控力
度，洋浦以开展吸毒人员“大排查、
大收戒、大管控”“毒驾整治”等专项
行动为抓手，采取“逢嫌必检”“重嫌

必检”、拉网式排查等措施，将吸毒
人员分级推送到社区帮教、社区戒
毒、强制戒毒等环节，并及时录入

“吸毒人员动态管理系统”，形成了
基层查控、网络监控、社区管控的工
作模式。此外还与省外专业鉴定机
构签订协议，大力推广毛发检毒技
术，最大限度发现隐性吸毒人员。
2016年11月以来，共查获吸毒人员
173人，其中强制隔离戒毒81人。

洋浦石化工业规模庞大，生产、
使用、销售易制毒化学品十分活
跃。针对这一情况，洋浦公安、市场

监管、应急管理、商务、海关等部门
密切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形成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合力，
确立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联络
员，定期交流管控工作情况，研究解
决突出问题。“对易制毒化学品严加
管理，才能有效控制易制毒化学品
流失，提高流失追溯能力。”洋浦禁
毒办专职副主任邓明辉说，目前，全
区18家易制毒化学品生产、销售，经
营、使用、运输单位全部实现网上备
案，未发生易制毒化学品和精神麻
醉类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事件。

突出重点整治 强化管控成效明显

预防是禁毒工作的关键环节，
宣传教育是治理毒品问题的根本之
策。

近年来，洋浦始终把禁毒预防
宣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全面加强
禁毒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识毒、
防毒、拒毒意识。

青少年防范意识弱，好奇心强，
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
对此，洋浦以校园为主阵地、以在校
学生为重点，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6·27”工程。为全区各中小学
统一分发《毒品预防教育读本》，落
实各中小学每学期不少于2课时的
毒品预防教育专题课程、每学期开
展一次禁毒教育班会，鼓励组织开
展禁毒题材绘画、漫画比赛和禁毒
征文活动。并对全区中小学德育老
师进行集中培训，目前已举办3期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师资培训班。

据了解，洋浦中学、洋浦一小、
干冲小学被授予“2017年海南省毒

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洋浦在
2018年全国青少年毒品知识竞赛中
成绩排名全省第一，同时连续2年获
得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网络竞赛第
一名。

此外，洋浦积极创新工作思路，
邀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
调声山歌的形式创作《一个戒毒人
的故事》等禁毒山歌剧，在全区举办
了36场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宣传禁毒知识，受教育人数达5万

人次。并通过在27个社区建立毒品
预防固定宣传栏、在30个公交站台
张贴禁毒宣传画、实行禁毒举报奖
励政策等途径，营造全社会禁毒氛
围，坚决铲除毒品滋生土壤。此外，
洋浦有关部门还组织人员深入流动
人口聚集地、娱乐服务场所，加强对
社会无业人员、娱乐服务场所从业
人员等各类吸毒高危人群的禁毒宣
传和法治教育。

（本报洋浦6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伍辉

洋浦连续2年获
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
网络竞赛第一名

本报洋浦6月28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
讯员汪秀萍）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社会发展局获悉，近年来，洋浦多措并
举加强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洋浦连续2年获得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网络
竞赛第一名。

据了解，洋浦各中小学校已把禁毒教育列
入学校工作计划，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
观看视频、黑板报、手抄报、征文、广播等方式
进行宣传教育。每学期开两节禁毒专题课，为
学生每人采购一本禁毒知识读本，每月开展一
次形式多样的禁毒活动，并形成常态化。全区
为每所中小学校建设了一间禁毒专用教室，供
学生观看禁毒电影、阅读禁毒画报或禁毒书
籍，组织开展区级禁毒漫画比赛、禁毒书法征
文比赛等多种活动，让青少年学生加深对禁毒
知识的了解。

今年受疫情影响开学较晚，教学时间紧
张的情况下，洋浦仍然持续推进青少年禁毒
宣传教育。各校开学第一课安排了禁毒教育
内容；外聘专家开展了三场中小学生禁毒知
识讲座，一场教师禁毒知识培训；邀请洋浦技
工学校禁毒预防知识学习先进代表到洋浦中
学和技工学校进行宣讲；开展禁毒教育问卷
调查活动。发放禁毒宣传海报和知识读本，
悬挂宣传标语，营造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不是简单的一句口
号，而是需要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号召。不要因
贪求一时的快感，而丧失原本属于自己幸福生
活。”洋浦技工学校学生代若飞说，作为一名青少
年，更要有责任担当，坚决禁毒，守护祖国的未来。

洋浦社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发挥禁毒小选手的作用，让他们在学生
当中成为禁毒预防教育知识宣讲员，影响更
多的学生。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对待戒毒康复人员一定要有
爱心、耐心，以情打动他们，与他
们交朋友，倾听其心声和意愿，为
其排忧解难，这样才算得上是一
位合格的禁毒专管员。”近日，在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办事处社
戒社康管理服务中心，禁毒专管
员周晓燕说。

去年6月，周晓燕来到三都区
办事处工作，加入了禁毒专管员队
伍。刚开始，她主要在办公室里更
新在册吸毒人员的动态信息、整理
禁毒宣传文字材料，没过多久，她
就坐不住了。“只有走出去与戒毒
康复人员接触、交心，才能了解情
况，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周晓燕

说，刚接触时内心还有些害怕，但
几次接触后，发现他们和常人没太
大区别，反而有不少难处。如今，
周晓燕还负责对社区戒毒康复人
员帮扶帮教、谈话谈心、协助尿检
等，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刘敏（化名）是三都区人，以前
是吸毒人员，去年2月离开强制隔
离戒毒所后，他的妻子就要和他办
理离婚手续，3个小孩不待见他，亲
戚朋友歧视他。面对这种状况，刘
敏一时间难以适应，自暴自弃，整
天浑浑噩噩过日子。为了帮助刘
敏重新被社会接受，周晓燕经常找
他交心，每天跟他通电话、周末去
他家走访，不断鼓励他要用干事创
业赢得身边人的尊重。

在周晓燕持续一个月的劝导

下，刘敏不再排斥工作，但由于无
一技之长导致就业受阻。“可以从
戒毒康复人员的亲人中寻找突破
口，毕竟他们有血缘关系。”得知刘
敏弟弟在卖羊肉后，周晓燕多次上
门，做刘敏弟弟的思想工作，打消
他的顾虑。最终，两兄弟一起卖起
羊肉，生意越来越红火了。“我主要
负责杀羊、运送羊肉，一个月有
4000 多元收入。”刘敏说，他的努
力得到了家人、亲戚朋友的肯定，
小孩主动与他亲近，日子过得更加
舒心。

助帮教对象就业创业、解决生
活困难，一直是周晓燕工作的重
点。26岁的羊学（化名）曾受朋友
引诱而走上吸毒道路，在戒毒康复
期间，周晓燕主动添加他的微信，

为他答疑解惑，帮助其重拾生活信
心。因为较年轻、有学习基础，他
掌握了理发技能，在父母支持下于
去年开了一家理发店，还成家了。

“我打心里感激她，我家里人也感
激她。”羊学说。

“周晓燕工作积极认真、主动担
当。”三都区办事处社戒社康管理服
务中心负责人吴铁毅说，平日里她
还主动参与禁毒宣传，组织开展禁
毒业务知识培训，为三都区的禁毒
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她被
评选为洋浦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据了解，目前洋浦各办事处禁
毒专管员共有11人，均持证上岗。
这将进一步提升基层禁毒管理水
平，推动禁毒工作纵深发展。

（本报洋浦6月28日电）

坚持预防为本 提高全民禁毒意识

洋浦禁毒专管员周晓燕：

用心用情助帮教对象就业创业

洋浦举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题讲座。

小学生志愿者开展禁毒知识
宣传。

辖区派出所民警到洋浦中
学开展禁毒知识宣传。

洋浦已完成
17个“无毒社区”创建

本报洋浦6月28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
讯员朱明金）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政法委获悉，自2016年打响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来，洋浦成功创建以漾月村为代表
的多个“无毒村”，并以“试点先行、以点带面、
全面开花”的方式，持续推进27个“无毒社
区”创建工作。截至目前，洋浦已完成颜村、
咸塘、共鸣社区等17个“无毒社区”创建，预
计今年内完成余下10个“无毒社区”创建。

共鸣社区是洋浦今年创建的“无毒社
区”。“人生再成功，吸毒一场空”“吸毒一口，悔
恨一生”……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共鸣社
区看到，社区里悬挂着各种禁毒标语，禁毒宣
传栏上贴满了宣传海报，介绍毒品的种类、毒
品的危害、吸毒的原因以及预防吸毒措施等
内容。整个社区营造出“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的良好氛围，社区居民禁毒意识得到提高。

“自‘无毒社区’创建以来，社区没出现过
一例吸毒、贩毒案。”共鸣社区工作站综治主
任符文强说，社区重视“预防”，做好无毒管
控，专门成立青年禁毒队伍，了解社区青年的
思想和行动动向，重点关注无业青年、常出入
KTV等娱乐场所青年的动态；每季度开展大
型社区禁毒宣传活动，通过领导干部走访入
户、张贴海报、分发宣传手册等方式，让禁毒
知识深入人心。

共鸣社区居民农海花说：“通过社区禁毒
宣传活动，我们能了解毒品的危害，吸毒不仅
有害身心健康，还会导致家庭破裂。百害而
无一利，必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据悉，洋浦于2017年重新修订印发了
《洋浦经济开发区开展创建“无毒社区”工作
方案》，并对“无毒社区”考核标准进行细化，
从组织领导、毒情掌握、无毒管控、戒毒帮教、
预防宣传等5个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还将创
建“无毒社区”工作纳入年底平安建设目标责
任考核范围，作为社区（村）基层组织班子及
成员绩效考核工作重要指标，并严格实施责
任追究。建立了经费保障机制，累计投入近
百万元创建“无毒社区”，为禁毒工作的顺利
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禁毒办民警在洋浦技工学校进行禁毒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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