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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绿色无毒

加强堵源截流和缉毒破案，深化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琼海：提升管控效能 筑牢禁毒防线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毒品一日不
绝 ，禁 毒 一 刻 不
止”。近年来，在琼
海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琼海始终坚持
“预防为主、以打开
路、打防结合、综合
治理”的禁毒工作思
路，持续深化禁毒三
年大会战，以严打、
严整、严堵、严收、严
管、严教、严奖、严责
的“八严工程”为抓
手，加强堵源截流和
缉毒破案，深化毒品
预防宣传教育，完善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机制，发挥禁毒
委成员单位的职能
作用，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深入
扎实推进禁毒人民
战争，确保了琼海社
会大局持续稳定。

加强组织领导
责任落实到位出实效
6月10日，琼海市禁毒办有关负责

人到万泉镇高风险、精神病和贫困吸毒
人员陈某某家走访。通过和陈某某的父
亲交谈，了解到陈某某的精神状态很好，
情绪较稳定，没有发生过激的行为。

琼海市禁毒办有关负责人耐心细致
地向高风险、精神病和贫困吸毒人员及
家人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宣传禁毒知识，
指导高风险、精神病和贫困吸毒人员的
家属如何给患者提供正确的帮助和教
育，勉励他们下定决心，远离毒品，珍爱
生命，珍惜生活。

一方面，为加强重点地区整治，琼海
坚持从组织领导、保障机制、基础工作、
执法打击、宣传教育方面着手，加强对辖
区的禁毒重点整治地区进行有效治理。
坚持将禁毒重点地区整治纳入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考核、平安创
建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研究部署
到位，责任落实到位。

另一方面，为加强组织领导，琼海市
委、市政府带头履责做表率，对琼海禁毒
工作进行强调部署，并加强禁毒专干队
伍建设，充分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将禁
毒工作经费由原来的600万元增加到
704万元，为全市禁毒工作开展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并草拟制定了《琼海市禁毒专
职人员管理考核实施细则》和《琼海市禁
毒专职人员绩效考核规定》，进一步明确
禁毒专干职责，推动吸毒人员管控落实
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琼海还结合禁毒工
作的实际需要创新机制，将原设置在市
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市禁毒办调整为独立
设置，直属市禁毒委管理，实现了禁毒办

职能实体化运行。通过加强禁毒装备升
级，推广毛发检测技术，琼海市禁毒办通
过运用毛发检测技术，收集有关线索，对
1522人进行毛发检测。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琼海依旧
紧抓严抓禁毒工作，全市共设置22个执
勤点，出动警力4197人次，车辆738辆
次全天候开展路面车辆排查，累计核查
车辆1.39万辆次，2.1万人次，均没有发
现运毒、藏毒和吸毒人员。

“八严”一创新
助推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

今年2月4日，琼海市嘉积镇城北
派出所在疫情防控基础走访工作中，收
到辖区群众举报：嘉积镇银海路恒德酒
店附近，有人员经常不定时聚集，昼伏夜
出，致使附近深夜噪音嘈杂，但具体活动
地点不明确。

时值疫情防控关键期间，城北派出
所对上述警情高度重视。为落实好防控
工作要求，查明聚集人员，依法依规教育
宣传，敦促遵守防控工作“不聚集、不串
门”等规定，城北派出所依托“路长制+
地网工程”“百万警进千万家”勤务工作，
持续组织对酒店及附近小区、出租屋、民
房进行走访摸排。

在掌握相关情况后，2月6日，琼海
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立即出动，打
掉一个聚集吸毒窝点，抓获吸毒人员9
人，并扣押吸毒工具、毒品包装袋、“神仙
水”粉末、K粉各一小包。

与此同时，琼海市公安局根据全省
禁毒“毒品大堵截”专项行动要求，组织
力量进一步深挖出售毒品的上家，力争
实现全链条打击。

为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琼海以“八

严工程”为抓手，开启“缉毒十二时辰新
模式”，坚持战斗力标准，调整勤务模式，
整合警务资源，深入推进公安禁毒专班
建设，以禁毒专班为尖刀，动员组织各镇
（区）、各派出所，在动态管控中掌握可疑
情况，在情报经营中发现可疑活动，实现
涉毒情报共享，打控双向互动。

为了更好地推进禁毒工作的执行，
琼海持续推动常态化巡查机制工作的完
善，打造共治共管综合治理新格局，并持
续推动立体化防毒防御体系完善，通过
FIS系统、电子雷达系统、北斗导航系
统、无死角电子监控系统等“四大”系统
发力，深度跟踪中远海作业船舶动态轨
迹、研判分析及监管港内船舶动态，利用

“黑科技”筑牢海上屏障。
截至目前，琼海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

9起，刑拘犯罪嫌疑人23人，收戒17人，其
中强戒10人，行拘7人。

多举措扎实推进
始终保持强大震慑力

“看了这些血淋淋的案例，让我们更
加下定决心要远离毒品。”6月11日，为
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加强基层禁毒宣
传教育工作，琼海市禁毒办与石壁镇人
民政府、石壁派出所等多部门联动，在石
壁镇开展了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
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中，石
壁中学学生李闻深受教育。

这是琼海持续推动禁毒宣传活动
“全域”覆盖的工作之一。当前，琼海正
结合“6·26”国际禁毒日，在全市各镇各
学校全面推进毒品预防宣传工作。

琼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坚
在此前召开的琼海市禁毒工作会议上
说，琼海将继续聚焦禁毒重点工作，扎实

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将以专项
行动为抓手，全市政法各部门和禁毒委
其他成员单位继续主动出击，以国家、省
禁毒办要求组织开展的“两打两控”“毒
品大堵截”专项行动为抓手，“严”字开
头，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始终保持对
毒品打击的强大震慑力；将以重点整治
为牵引，铲除毒品犯罪滋生蔓延土壤；以
示范创建为推手，进一步夯实禁毒基础
工作。同时坚持关口前移，抓好源头预
防教育，坚持风险防范，构建分级管控体
系，坚持规范体系，完善社戒社康工作。

6月23日，琼海召开禁毒三年大会
战（2016-2019年）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表彰72名先进个人，并对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琼海
市委书记何琼妹表示，琼海各级各部门
要深化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建设自贸
港，决不搞黄赌毒”的理念，坚持以上率
下，逐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统筹
形成禁毒工作合力；要加大督查问责，加
强自我检查，不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
题；要强化正向激励，充分发挥禁毒骨干

“传帮带”作用，全面提升禁毒队伍综合
素质能力，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旺盛的斗
志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把新一
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推向深入，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和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本报嘉积6月28日电）

琼海举办“6·26”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
校园行活动。 琼海市禁毒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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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严工程”为抓手，禁毒工作成效显著

文昌：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潘碧雯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
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
就一日不能松懈。

要加强党的领导，充
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
势，完善治理体系，压实工
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走
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
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
人民战争。

文昌市自 2016 年 11
月8日与全省同步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全市上
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和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上来。文昌审时
度势，直面问题，落实每年
1000万元禁毒专项保障经
费。各级各部门以开展严
打、严整、严堵、严收、严管、
严教、严奖、严责的“八严工
程”为抓手，使得禁毒工作
取得可喜成果。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建引领，文昌充分发挥各级支

部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开
展“作风建设年”“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等活动，不断强化禁毒队伍和日常监
督管理工作，做到工作上“零差错、零投
诉”、队伍“零违纪”。

据悉，在2016年底，也就是省委、省
政府提出禁毒三年大会战初期，文昌的禁
毒形势非常严峻，是被省禁毒委列为毒品
问题严重地区进行挂牌整治一年的市县
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文昌市委、
市政府直面问题、正视差距、知耻后勇、鼓
足干劲，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扎实推动禁毒各项工作——

为从根源上消除毒品祸患，文昌在严
厉打击犯罪团伙上精准发力，以“打团伙、
摧网络、抓毒枭、缴毒资”为主攻方向，集中
优势警力攻坚，破获一批重大毒品案件；

为强化重点领域整治，文昌针对网络
涉毒犯罪多发趋势，建立网络涉毒线索通
报机制、网上网下联动查处机制，不断深
化互联网涉毒整治行动；

为严厉打击公共娱乐场所涉毒犯罪，
文昌市公安、旅文、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化
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对娱乐场所等容易滋
生毒品犯罪场所的管控巡查力度，对存在
问题的发现一起、清除一起，决不允许“下
不为例”；

此外，文昌市公安、交通、邮政、边防、
海警、边检等部门还增强情报信息公开联
合查缉的意识，形成海、陆、邮一体化防控
体系，对入市的可疑人员、车辆、物品做到

“逢人必查、逢车必查、逢物必查”，努力遏
制毒品入市。“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
止。”文昌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靠人民群众
禁毒工作，打击是关键，预防是根

本。做好禁毒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禁毒意
识，才是有效遏制毒品危害的治本之策。

为构筑起全民禁毒防线，2017年以
来，文昌先后投入禁毒专项资金98万元，
利用2年多时间，在全市28间中学建设
禁毒教育展室，创建国家级毒品预防教育
示范学校1间、省级5间、市级6间，并协
助文昌市田家炳中学组建“珍爱生命 远
离毒品”文艺宣传队。

与此同时，文昌在省教育厅、团省委
等单位指导下，在文昌中学开展“一誓一
课一体验”禁毒宣传教育试点活动，通过

“小手拉大手”共建拒毒防线，全面推进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禁
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文昌市没有出现在
校学生涉毒现象，实现“学生不吸毒、校
园无毒品”。

为收治病残吸毒人员，文昌响应人民
群众呼声，投资420万元用于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特殊监室”建设，增设床位。文昌
市公安局、卫健委和市人民医院三方通过
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派驻医疗人员，有效
解决部分因患病而肆无忌惮贩、吸毒人员
的收治收戒难题，铲除病残吸毒人员危害
社会治安稳定的“毒瘤”，维护人民财产安
全和社会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自开展禁毒三年大会
战以来，文昌全市共破获毒品案件70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93人，其中特大案
件11起，重大案件23起；缴获各类毒品
30.79公斤，盐酸1180公斤，毒资103.89
万元，手机737部，小轿车29辆，摩托车
34辆；查获涉毒人员1978人。

2016年至2019年，文昌市禁毒工作
绩效考评工作连续位居全省优秀行列；

2020年，文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获得“全
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完善治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为构筑起有效禁毒管

控体系，文昌在全省部署开展禁毒大会战
伊始，便率先推行《文昌市涉毒人员工作
手册》，对镇、所、村、家禁毒工作责任进行
四级分解，对全市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全面
开展大调查、大摸底工作，建立起一套行
之有效的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新模式，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去向知”。
2018年，文昌市还开启“科技+禁毒”

新模式，投入资金240万元建设4个美沙
酮药物治疗自助服务站，同时建设“文昌
市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系统
监控中心”，形成“一中心多站点”的美沙
酮药物维持治疗管理新模式。

在美沙酮药物治疗自助服务站，戒毒

人员通过计算机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和终
端自助服务一体机，便捷、高效完成取药
和服药。此项工作曾得到国家禁毒办的
通报表扬，并在全国禁毒重点整治示范创
建暨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为亮点做经
验汇报。近年来，文昌共接待省内外13
个市县禁毒办200多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此外，文昌还全面启动了涉毒人员毛
发检测工作，提升排查管控能力，净化社
会风气。2019年以来，共采集重点涉毒人
员毛发样本1241份，查获涉毒人员53人。

今年文昌还将动员基层组织广泛参与
禁毒工作，以创建省级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示范点为契机，同步推进重兴镇育英
村、潭牛镇大庙村、龙楼镇春桃村、会文镇
官新村等示范点创建，以点带面，打造一批

“无毒村”“无毒村（居）委会”等，逐步实现本
地户籍新增吸毒人员“清零”目标。

（本报文城6月28日电）

1.制订推行《文昌市涉毒人员
工作手册》

2017 年起，文昌市率先在全
省制订推行《文昌市涉毒人员工
作手册》，对镇、所、村、家禁毒工
作责任进行四级分解，率先完成
全市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摸底排查
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去向
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吸毒
人员动态管控新模式。

2.开启“科技+禁毒”创新模式
2018 年，文昌市开启“科技+

禁毒”新模式，投入资金 240 万元
在全国首创建设 4 个美沙酮药物
治疗自助服务站，同时建设“文昌
市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
站系统监控中心”，形成“一中心
多站点”的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
管理新模式。

3.建设禁毒教育展览室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青少

年 毒 品 预 防 教 育 规 划（2016 －
2018）》，拓展毒品预防教育社会资
源在校园的应用效果，文昌投入
资金98万元，完成全市28间中学
的禁毒教育展览室建设。

亮点点击

文昌市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文昌市禁毒工作获国家表彰。
文昌市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