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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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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堵、防、治相结合推进禁毒工作

东方：多措并举守护“西岸明珠”
■ 许春媚

禁毒，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在这场较量中，东方市禁毒战线

捷报频传——现有吸毒人员从2016
年禁毒三年大会战初期占全市总人口
的 3.7‰降至 2019 年的 2.17‰；新发
现吸毒人数从最高峰 2017 年的 263
人降至 2019 年的 18 人，降幅率达
93.2%；案发地在本市的涉毒案件由
2017年的 61起下降至 2019年的 18
起……

数据彰显出东方全市上下对禁毒
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禁毒部门工作
措施给力。

东方市委、市政府把禁毒工作纳入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规划，建立“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共同治理”
的工作格局。禁毒大会战期间，东方市
委主要领导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听取研究禁毒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还定期召开禁毒工作月调度例会，
传达中央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批示精神
及下阶段工作要求，并深入一线调研指
导，考察禁毒工作，着力推动禁毒各项
工作的贯彻落实。

“今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局
之年，要持续巩固提升上一轮大会战的
成效，掀起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新
高潮。”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在东方市
禁毒三年大会战（2020—2022）动员部
署会上提出，要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和全省打赢禁毒人民战争扛
起东方市的责任担当。

严打、严整、严堵、严收
斩断“输毒管道”

据了解，自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
来，东方紧紧围绕“八严”工程要求，强
化各项措施，坚持打、赌、防、治相结合

推进各项禁毒工作。第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结束后，东方禁毒工作局面呈现
出“两降一无两升”的良好态势：即现有
吸毒人员数明显下降、新增吸毒人员数
明显下降，无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件，
戒毒康复成效明显提升、群众安全感明
显提升。

“对于禁毒，我们坚持以打开路。”
东方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杨伟俊
说，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东方坚
持多警种联合打击毒品源头犯罪，建立
健全公安禁毒、交警、治安、网警、情报
及海岸警察等多警种联合查控机制，将
日常打击与专项打击结合起来，深入开
展禁毒严打战役。

据统计，上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中，东方全市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15
起，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345人，缴获
各类毒品5418.96克。

在严打的同时，东方市也在同步推
进严整、严堵工作，斩断“输毒管道”。

为了堵住毒品的流入，东方市禁毒
部门强力推进“三道防线”，即路面防
线、海上防线、物流寄递防线。东方市
绝大部分的毒品从车辆携带流入，为
此，警方在进出城区的3个主要路口设
立缉毒检查站，堵源截流。同时，警方
对来往船舶尤其是快艇、游艇和无牌无
证船舶进行管控，“严堵”毒品从海上流
入。东方还对市内的24家快递物流严
格落实 100%实名制、100%验视、
100%安检。

与此同时，东方禁毒成员单位还通
过暗访、突击检查和定期检查等手段全
力遏制娱乐场所涉毒问题，并强化易制
毒化学品的管理。

打、整、堵之余，还需要收戒吸毒人
员来斩断毒品的需求市场。上一轮禁
毒大会战中，东方共查获吸毒人员

851人。针对“有生命危险”和“生活
无法自理”的病残吸毒人员，由东方市
卫健委牵头，东方市公安局联合东方
市人民医院在戒毒所内设置了病残吸
毒人员专用收治病房。此外，东方还
在东河镇新建强制隔离戒毒所，承担
收监东方、白沙两个市县吸毒人员工
作，逐步朝“应收尽收、全员收治”的目
标迈进。

强力打击毒品带动了东方社会治
安持续明显好转，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
件为零，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进一步提
升。

严管、严教、严奖、严责
织密“防毒网”

6月 11日，共青团东方市委员会
开展“一誓一课一体验”禁毒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活动，组织东方中学、八所中
学共190多名共青团员前往东方市禁
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视觉、听
觉、触觉等方式，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了
毒品的危害，纷纷表示将自觉抵制毒品
诱惑。

这是东方市各级部门联手推进禁
毒预防教育的一个缩影。

禁毒，预防为先。东方市禁毒办
等相关单位结合地区实际，创新宣传
措施，推出了“上门式”禁毒预防教育，
同时陆续开展了“智闯毒魔宫”、禁毒
电影进农村、“最美禁毒人”评选等活
动。东方教育部门积极推进毒品预防
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此外，东方相关
部门还在市区公交候车亭和乡镇主
干道设置禁毒广告牌，营造和引导群
众参与禁毒，“严教”工程成效显著。

严教的同时还需要严管。
“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东方市

某单位经理陈平提到东方市八所镇禁
毒专干蒙美菊满是感激。陈平曾是蒙
美菊管控的吸毒人员之一。为帮陈平
戒掉毒瘾，顺利回归社会，蒙美菊对他
进行多次家访，帮助找到了工作，一年
时间内陈平就在单位中竞岗当上了经
理。

像蒙美菊这样的禁毒专干是东方
构建的“严管”网络中重要的一环。为
确保社区戒毒（康复）发挥作用，除了按
照国家要求的比例配齐社区戒毒专职
工作人员外，东方市禁毒办还联合东方
市综治办指导各乡镇筹建乡镇禁毒
办。同时，东方市公安机关严格落实吸
毒人员出入所无缝对接管理；东方市委
政法委推进省社戒社康人员精准智能
服务管控平台落实；东方市卫健委加强
艾滋病监测和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管
理。

严管、严教，还要严奖、严责，加强
禁毒成员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心与荣誉
感，才能进一步织密全社会的“防毒
网”。为此，在上一轮禁毒大会战开展
期间，东方对禁毒有功的集体和个人进
行了重奖，并对工作滞后的单位进行了
约谈。

截至今年6月17日，东方市现有
吸毒人员从2016年会战初期占全市总
人口的3.7‰降至目前的1.89‰；戒毒
三年以上未复吸人数从2016年的559
人增长至目前的863人。

扬优势、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
打响新一轮禁毒战役

结束上一轮的禁毒三年大会战后，
2019年11月22日，海南启动了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东方市响应号召，再
次打响了新一轮的禁毒战役。

今年4月29日，东方市召开了全
市禁毒三年大会战（2020-2022年）动
员部署会，将持续巩固提升上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的成效，进一步扬优势、固
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把新一轮禁毒人
民战争向纵深推进，以高压强劲的态
势、高效有力的举措，坚决打赢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

“五一”小长假前夕，东方市公安
局治安大队、禁毒大队及市旅文局等
部门对市区娱乐场所开展联合执法检
查，严查娱乐场所涉毒违法犯罪行
为。这是新一轮禁毒大会战开启以来
东方的日常禁毒工作之一。今年以
来，东方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继续推进

“八严工程”，毒品违法犯罪高发势头
得到进一步遏制。

据统计，截至6月17日，东方市共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6起，刑拘犯罪嫌疑
人17人；共查处船只违规案件116起；
共开展各类禁毒宣传活动44场次，发
放各类禁毒宣传资料18000余份。

“我们将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禁毒工作的要求，认真总结固化经
验，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打造‘精准禁
毒’工作模式。”东方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韩运发表示，在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中，东方将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
击惩处毒品犯罪分子，全面遏制毒品蔓
延，减少毒品社会危害，为东方加快建
设“宜居宜游宜业的热带滨海花园城
市”，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营造良好
的治安环境。

（本报八所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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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妇联赴板桥镇中心学校开展禁毒小品汇演。 东方市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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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推进“禁毒+扶贫”“识别+监管”“严打+严整”“宣教+帮扶”等禁毒举措，效果显著

临高：3993名“瘾君子”戒断毒品开启新生活
“恨死毒品了！有谁再想跟我说毒

品，理都不理，直接拉黑他！”近日，临高
县博厚镇道灶村 37岁的村民符生（化
名）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他 30岁时在
KTV玩时开始吸食K粉，后被强制戒毒
2年，回村后在村干部、帮扶责任人的关
爱帮扶下，他已经成功戒断毒品3年以
上，并且在附近的房地产小区找到了工
作。他每天接送孩子上学，重新找回了
生活的滋味。

2016年以来，临高县统筹谋划、同步
推进禁毒综合整治工作，创新思路，因情
施策，构建“禁毒+扶贫”“识别+监管”“严
打+严整”“宣教+帮扶”的精准禁毒格局，
截至目前，全县毒品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
初步统计有3993人。一大批“瘾君子”重
新回归社会，开始新生活。

“禁毒+扶贫”“识别+监管”
治毒助治贫，脱毒固脱贫

临高县委、县政府以“治毒助治
贫，脱毒固脱贫”为工作思路，精准构
建禁毒扶贫新格局。由县委书记担任
扶贫领导小组组长兼任禁毒工作领导
小组的组长及禁毒委主任，各相关领
导，依据扶贫工作责任分工进行包片
联系、分片督导，各镇（农场）党委、政
府作为禁毒扶贫工作主要责任单位，
建设镇级禁毒工作办公室，配备禁毒
专干、禁毒社工，保障办公场所、经费、
人员和制度的落实。

临高县实行禁毒扶贫网格化管理
机制，将扶贫责任人与禁毒工作人员

“捆绑”成为一套人马，组建由全县各
贫困村定点帮扶责任单位、驻村第一
书记、禁毒专干以及村（居）“两委”干

部组成的村级禁毒扶贫大网络，对涉
毒人员、涉毒家庭进行包户包人脱毒
康复。

博厚镇道灶村曾经是一个吸毒人
员比较多的村庄，现在这个村正在创建
无毒村。据村委会提供的信息，截至今
年5月，道灶村在册吸毒人员45人，戒
断 3 年未复吸 29 人，13 人正戒断中。

“这 13个人都打工或者务农。村里过
去吸毒的人现在有的做了生意，有的结
了婚，有的忙着打工，他们生活都变好
了。”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国
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识别+监管”确保涉毒贫困户一个
不漏得到帮扶。临高县将公安机关吸贩
毒人员数据与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
行比对，组织人员逐户上门、逐人见面，逐
一登记，最终识别核定涉毒贫困人员登记
在册为865人。由各禁毒扶贫责任单位，
对涉毒贫困人员实行定点、定人、定时和
定责管控，让每一个涉毒贫困人员“有人
看、有人管，有人关心”，消除管控盲区和
死角。

此外，2019年9月起，临高全面推行
涉毒人员毛发检验样本工作，“毛发检测，
可以追溯6个月内有没有吸毒。可以高
效检测复吸情况。”临高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长王焕勇说，2019年临高共采集涉毒
人员毛发检验样本2244份，对其中鉴定
结果为阳性的8人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措
施，有效防止复吸致贫。

“毒品在村里绝种了！”符生说。他的
帮扶责任人是村委会副主任符光法，村委
会多方帮助他到附近小区打工，他和妻子
还种水稻和瓜菜，生活大变样了。像符生
一样，临高865名涉毒贫困人员在精准帮
扶下，全部实现脱贫。

“严打+严整”
娱乐场所涉毒“一次性死亡”

临高县全面实施“严整”工程，以零容
忍的态度整治涉毒重点行业违法行为，坚
决执行“一次性死亡”。2019年，临高警
方对全县娱乐场所进行经常性清查整顿，
累计出动警力3553人次，巡查娱乐场所
213家次，清查152家次，对娱乐消费人
员1012人次进行尿检。

“2016年以来，因为涉毒，我们辖区关
闭了‘好莱湾’‘百虹’‘皇后’‘三宫’四家娱
乐场所。这些被关闭的娱乐场所的经营
面积有的达三四千平方米，此举对娱乐场
所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倒逼娱乐场所平
时做好巡查。”临城镇西门派出所所长符振
学说，各娱乐场所人员一发现有涉毒可疑
情况就会立即上报，“否则一旦我们明察暗
访发现涉毒就会关闭娱乐场所。”

严打方面，临高仅2019年就破获毒
品刑事案件89宗，抓获犯罪嫌疑人169
名，侦破了公安部督办毒品案件1宗，省
公安厅督办案件1宗。其中，侦破的以符
聪为首的涉黑涉毒团伙系列案件，是海南
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第一起死
刑判决案，国家禁毒办对成功侦破此案给
予通报表扬。

“经过严打严整，打掉毒链，压缩毒品
消费空间，有效地卡住了毒源。”王焕勇说。

临高连续三年超量完成省禁毒委下
达的破获毒品刑事案件数及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数任务目标，年均完成率130%。
近年来，临高由吸毒人员引发的社会治安
问题大幅下降，吸毒人员肇祸现象得到有
效治理，2019 年全县刑事案件立案数
789宗，同比2018年下降25.8%。其中

“两抢”案年下降最为明显，2019年立案
数28宗，同比下降55.6%。社会面治安
环境全面扭转。

“宣教+帮扶”
构建全社会齐抓共管体系

“吸毒人员明显少很多，现在治安情
况很不错！”近日，在临城文澜江卫生院

“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服务点，医护人员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美沙酮是一种人工
合成的麻醉药品，可以用来治疗毒品成
瘾。服用美沙酮的吸毒人员可以正常地
工作和生活。

从2019年6月开始，临高在全县8个
“美沙酮”门诊实行免费就诊服药服务。仅
2019年6月至10月就减免金额共计11.7
万余元。“在2012年和2013年，一天最多
有100多人次，现在平均每天30人次左
右，有些人服药的量越来越少，有些人两三
天才来一次，很多人已经戒断不来了。”文
澜江卫生院“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服务点
医生林小芬说。林小芬印象最深的是临
城镇的两兄弟，父亲是某村委会干部，兄弟
俩都吸毒，吸穷了家。他们坚持服用美沙
酮两年，都成功戒断了毒品，“前几天还看
到他们，体重增加，气色也好，并且现在都
做小生意，很让人欣慰。”她说。

临高全面加强禁毒宣传，构建覆盖全
社会的宣教体系。针对学校、家庭和社
区，组织开展各种类型宣教活动，全面开
展“无毒村”示范创建活动，建立戒毒康复
示范点，帮扶戒断毒品人员就业，禁毒成
效显著。在各方多重努力下，截至5月31
日，临高县吸毒人员戒断 3 年未复吸
3993人，正在社区戒毒86人，正在社区
康复1019人。 （本报临城6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毛志君

临高各乡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图为东英镇中心学校
开展校园禁毒宣传。 临高县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