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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每年的春秋开学季，“禁毒流动
课堂”都会走进万宁中小学校园，课
堂通过设置禁毒图片展、展示毒品仿
真模型等方式，向学生讲解毒品种
类、危害及防范毒品技巧。呼吁学生
要进一步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提高对毒品的警惕性。

6月5日，2021年万宁市举行青少

年禁毒知识竞赛，这已经是万宁市连续
第5年举办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了。
全市青少年学生踊跃参与，家长、亲友
积极“陪练”，校内外营造浓厚禁毒氛
围。连续3年，万宁在全省青少年知识
竞赛中获得先进，并在去年摘得桂冠。

万宁市在打造无毒校园上动脑
筋、下苦功、出实招，要求全市学校在

禁毒教育上做到教学计划、大纲、教
材、课时、师资等“五到位”，开展参观
一次禁毒展览（馆）、组织观看一部禁
毒影片、召开一次禁毒主题班会、举
办一次禁毒教育征文或知识竞赛、上
好一堂禁毒课等“五个一”活动等。
各学校在开展规定动作外，还通过师
生们自编自演禁毒情景剧、制作手抄

报等方式的“自选动作”，让禁毒宣传
教育在校园内开展得如火如荼，合计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累计2552场次。
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学校接入和学
生注册率100%，维持创建毒品预防
教育示范学校省级标准7家、市级标
准2家，连续5年在校学生零涉毒，
连续2年未成年人零涉毒。

276名热心“五老”
助力禁毒工作

万宁礼纪镇戒毒人员家中的院子树下，大
门口，茶几前，一群穿着蓝色志愿马甲的老人
坐在塑胶椅上，笑着与戒毒人员聊天，询问着
他们的近况。

这是万宁“五老”助力禁毒工作宣传的一
个缩影。在万宁走村入户进行禁毒宣传，到戒
断毒瘾3年以上人员家中帮教访谈等的队伍
中，常常可以见到拿着禁毒宣传小册子，穿着
蓝色志愿马甲的老人。他们都是老党员、老干
部、老军人、老楷模、老教师中的一员，自愿报
名参与到万宁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中来，希望发
挥余热，为万宁禁毒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万宁根据本地禁毒工作实际情况，发动老
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楷模、老教师等276
名“五老”参与禁毒治理工作，辅助禁毒专干对
责任网格内戒断三年以上吸毒人员和易涉毒
高危人群进行精准施教。禁毒“五老”是万宁
热心“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
老模范）的延续和拓展。早些年，朝阳社区居
委会是万城镇毒情较为严重的社区，4866位
居民中吸毒人员多达67人。为了有效遏制辖
区毒情蔓延，控制复吸率和新滋生吸毒人员，
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的社区“五老”决定携起
手来，以“一对一”的形式向毒魔“伸手要人”。
在“五老”的帮助下，林某丰等一批批戒毒人
员开启新的人生。

针对万宁对戒断毒瘾3年以上人员和社
会面易涉毒人群管理仍存在盲区漏洞的情
况，2020年5月22日，在万宁市全市省级禁毒
重点地区整治动员部署暨禁毒三年大会战
2020年第4次调度会例会上，万宁市委书记贺
敬平提出“五老”辅助禁毒治理工作的新思路
新模式，要求吸纳全市老党员、老干部、老军
人、老楷模、老教师“五老”参与到禁毒工作中
来。之后，各镇（区）充分发动“五老”积极报
名。目前，已经有276名“五老”参与到辅助禁
毒治理工作中来。

高位推动 齐抓共管 层层落实

万宁：禁毒整治攻坚战见成效

毒品一日不除，禁
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
懈。万宁市委、市政府
把禁毒工作当作“一把
手”工程和中心任务来
抓，定期调度推进，全
市各单位各部门联席
协作层层落实，以大会
战“八严工程”工作措
施为着力点，下重拳、
出重手、悬重赏，全面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共
治禁毒工作格局，推动
禁毒斗争向纵深发展。

自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开展以来，万
宁市成效显著。全市
现有吸毒人员、新增吸
毒人员下降明显，连续
1年辖区居民零新滋
生吸毒人员，连续3年
公共娱乐场所零发生
涉毒案件，2020年历
年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复吸率降至历史最低
点，2021年 3月污水
验毒监测综合排名位
居全省前五。

“五到位”“五个一”致力打造无毒校园 全市连续5年在校学生零涉毒

2020年7月22日晚，海口市海
甸岛美丽沙小区，禁毒民警在小区地
下车库蹲守。22时许，贩毒团伙目标
嫌疑人吴某洲的身影出现在楼梯出
口处，民警一拥而上，当场将其抓
获。同案一号人物林某斌次日清晨
被海南海警局民警巡逻发现，当场抓
获。吴某洲、林某斌是万宁公安破获
的公安部“部目标2020-259”毒品案
的头目。该案先后有20名涉案人员
落网，警方缴获毒品疑似物净重共计
331.39克，摧毁长期盘踞在海口、澄

迈、儋州、临高等地的特大贩毒团伙。
万宁严打涉毒犯罪，露头就打，甚

至跨省跨市打击。万宁建立专班负责
涉毒大要案、抽调精干力量建立7个跨
区攻坚小组，压实打击毒品犯罪工作
责任，分解细化责任到各办案部门和
派出所，定期通报推进。强化禁毒业
务技能培训，对全市公安民警辅警开
展禁毒知识和缉毒执法技能培训。
2020年至今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41
起，其中“2020-259”部督毒品目标案
件1起、“2020-32”省督毒品目标案

件1起；摧毁涉毒犯罪团伙5个，查获
毒品犯罪嫌疑人92人，缴获各类毒品
724.17克；行政拘留吸毒人员67人，
强制隔离戒毒吸毒人员94人。

严整严堵、打防结合筑牢防线。
万宁构建情报导查、延伸侦查、联查
联控的“海陆邮”立体化防控体系。
陆路防线设置万宁高铁站、汽车站、
高速路口和主要路口共10个陆路站
点常态化检查毒品；海路防线在港
北、乌场设置毒品检查站 ，推进全市
港口和海岸线“双岸长”制，结合“三

无”船舶管理，加强沿海岸线治安巡
逻、检查、抽查、走访工作；邮路防线
检查寄递物流企业238家次，使用缉
毒犬公开查缉嗅检抽查邮递物品。
坚持责任单位每月“双随机”联合巡
查整治公共娱乐场所，公安机关多警
种每周联合检查整治重点场所。对
各类重点场所和社会面吸毒人员落
实重嫌必检吸毒检测工作机制，通过
尿样、瞳孔检测仪、毛发等检测方式
开展吸毒检测，连续3年公共娱乐场
所零发生涉毒案件。

下重拳涉毒犯罪露头就打 打防结合立体化防控筑牢防线

万宁市委、市政府坚持以“八严
工程”为抓手，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基
础工作，全力实施“165”战略，即实
现“一个行动目标”，开展“六清整治
攻坚行动”、狠抓“五大保障支撑”，举
全市之力，大力开展整治攻坚战，推
动万宁市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

一是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为强
化对禁毒工作领导，万宁把禁毒工作
提升为“一把手”工程，由市委书记担
任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总指挥长，

市禁毒委领导每月主持召开调度例
会，部署推进重点整治工作，市“八严
工程”指挥部召开22次联席工作会
议，及时做好毒情形势分析研判和工
作调度。

二是强化经费制度保障。2020
年市镇两级财政投入禁毒经费累计
近2900万元，有效保障了禁毒各项
工作经费。2020－2021年，市级预
算投入禁毒经费4100多万元，占全
市2020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2.73%。配强禁毒力量，增聘人员配

齐村级禁毒专干共计98人，落实岗
前培训和年度学习培训，制订政策并
按季度考核奖惩，提高专职队伍业务
技能和管理力度。

三是重奖激励示范创建单位及
有功集体和人员。在万宁范围开展
镇区、村居（社区）、村组三级“无毒单
位”创建活动，以点带面，夯实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基础。加强对创建
工作的支持奖励力度，获得省级示范
创建单位的奖励30万元，获得市级
示范创建单位的奖励20万元。提高

群众举报涉毒线索奖励标准：毒品犯
罪案件奖励30000元，吸毒案件奖励
20000元。对上年度全市禁毒工作
考评排名前三的三更罗、北大镇、兴
隆区等三个地区，各给予创建禁毒先
进示范地区补助经费30万元；对5
名举报吸毒有功人员，兑现奖励金
91000元。奖励先进单位13家、优
秀禁毒专干25人共30万元，通报表
扬先进单位159家次、先进个人35
人次，大力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
与禁毒斗争的热情。

领导重视高位推动 齐抓共管层层推进落实

这几天，万宁市万城镇禁毒专干
文学正在为戒毒人员林某办理戒断
手续。马上就要完全回归正常工作
和生活的林某十分感激，“我们已经
和朋友一样了”。残疾吸毒人员杨某
也视文学如兄长，在文学和村干部等
帮教小组人员的帮忙下，2020年从
戒毒所出来的杨某有了低保，还获得
医疗补助，目前恢复较好。

万宁为每名现有吸毒人员配置
一个“六位一体”（ 镇分管领导、禁毒

专干、责任区民警、村社干部、志愿
者、乡村振兴责任人）帮教责任小组，
压实责任到人到位。并参照脱贫攻
坚“三级战斗”体系，建立了全市、13
个镇（区）、40个重点村庄三级禁毒
整治攻坚战斗体系、市镇村“脱毒康
复攻坚”三级体系。设立市脱毒康复
攻坚调度中心，13个镇（区）普遍建
立镇（区）“脱毒康复攻坚行动”指导
站，各涉毒基层行政单位普遍设立

“脱毒康复攻坚行动”落实点，帮助吸

毒人员脱毒康复，回归家庭和社会。
全市针对戒毒康复人员，开展就业培
训，帮助就业1159人，低保帮扶困难
家庭救助金103万元，临时救助34
人救助金35400元。全市纳入贫困
户的历年登记在册吸毒人员511人
全部脱贫。

“吸毒人员少一个，社会就多一
份平安”。据统计，万宁侵财案件发
生率下降，2020年全市发生“两抢一
盗”侵财案件433起，与2019年发生

的同类侵财案件（543起）比较，下降
20.26%；吸毒人员引发“两抢一盗”
侵财案件比率下降明显，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之初调研发现吸毒前科人
员引发“两抢一盗”侵财案件数量占
总数的70%，2021年第一季度调研
显示吸毒前科人员引发侵财案件数
量 仅 占 总 数 的 17.86% ，下 降
52.14%。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本版撰稿/梁静）

“六位一体”帮教关爱 “脱毒康复攻坚”助力吸毒人员回归社会

数说
万宁禁毒

■ 全市现有吸毒人员2572人
占户籍总人口数比例为4.06‰
■ 与2019年、2016年相比

降幅分别为2.45‰、4.83‰
■ 与2019年底相比

现有吸毒人员减少 1598人
■ 与2016年底相比

现有吸毒人员减少3117人

■ 2019年全市

新滋生新发现吸毒人员43人
■ 2020年新增吸毒人员6人
新增吸毒人员下降86.05%
连续 1 年辖区居民零新滋生吸
毒人员

■ 历年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建档立卡 100%
■ 全市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执行率 100%
■ 吸毒人员包括病残吸毒人员

收戒收治率 100%

吸毒人数下降

新增吸毒人员大幅下降

三个100%

■ 连续3年公共娱乐
场所零发生涉毒案件

■ 连续2年邮递渠道
零毒品流入

■ 2020 年历年登记
在册吸毒人员复吸率降低
到历史最低点

■ 全市达到“无毒社
区”标准的基层行政单位达

到 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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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警方到市劳动戒毒康复中心调研。

本版图片由万宁市公安局禁毒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