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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定安禁毒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9宗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55人
完成省禁毒委下达任务的 106%

“春季攻势”专项行动

查获犯罪嫌疑人5人
完成省禁毒委下达任务的 100%
查处吸毒人员 11人
完成省禁毒委下达任务的 157%

截至到今年5月

累计救助吸毒人员3817人
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2920人
戒断率76.6%

2020年

排查可疑车辆27万多辆次

人员30万人次

物品30万多件

均未发现毒品可疑物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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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为进一步加大对定安县翰林镇
辖区内社戒社康人员帮扶力度，提高
社戒社康人员就业能力，促使其回归
正常生活。4月8日，定安县就业服
务中心、翰林镇政府联合开展挖掘机
操作培训班，社戒社康等人员参加为
期16天的培训，认真听讲并主动提
问，取得良好培训效果。

这是定安提升戒毒管理效能、减

少社会危害的举措之一。定安采取应
收吸毒人员“全员收戒”、复吸风险人
员“全员检测”、出所吸毒人员“全员对
接”、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全员帮
扶”、贫困涉毒人员“全员扶贫”等“五个
全员”举措，最大程度做好禁毒脱贫帮
扶工作，帮助涉毒人员回归正常社会。

加大吸毒人员排查收戒力度，坚
持“应收尽收，全员收戒”吸毒人员特

别是病残吸毒人员；积极推行对复吸
风险人员的毛发检毒等技术应用，加
大社会面吸毒人员和隐性吸毒人员排
查，将检测人员扩大到戒断3年以上涉
毒人员，以最大限度发现吸毒人员；加
强出所人员的“无缝对接”，10个乡镇
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办公室对预期戒
毒期满和涉毒刑满释放人员，列入重
点人口管理系统，逐一建立社区康复

档案；全面深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帮
扶救助工作，协调人社局、民政局等
部门落实社戒社康人员就业安置、技
能培训等帮扶措施；全面落实禁毒扶
贫政策，动态掌握涉毒贫困人口及其
家庭成员底数现状，将因毒致贫、因
毒返贫、因贫涉毒的家庭纳入国家扶
贫政策范畴，因地制宜开展精准禁毒
脱贫，目前涉毒贫困户全部脱贫。

整合资源 广泛参与 通力协作

定安：借禁毒东风 创静美祥和家园

大力推进禁毒斗
争，创一方净土，保一
方平安。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定安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精心部署，整合资源，
加强配合，通力协作，
积极发动群众和各界
人士参与禁毒活动，为
创建“静美定安·祥和
家园”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在全县上下的积
极参与、共同推进下，
定安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吸毒人员数量和
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社
会治安环境进一步好
转，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增强。

“五个全员”织密控增减存安全网

2021年2月22日，定安县第三
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参加开学典
礼，并举行国旗下的禁毒宣誓仪式，
将学习禁毒知识作为开学第一课，呼
吁全体师生远离毒品。

6月8日至7月5日晚，定安县委
宣传部、禁毒办牵头的以“乡村振兴·
党群同心”为主题的定安文化进万家
暨“四讲”“七送”宣讲晚会覆盖定安

县十个乡镇，将开展16场，通过文艺
演出和互动的方式，普及禁毒、党史
等相关知识，号召广大群众永远跟党
走，远离毒品，建设静美家园。

定安着力把毒品预防教育全面
纳入平安创建、文明创建重要内容，纳
入各级中小学校及各类教育培训计
划，与公民道德教育、普法教育、健康
教育、科普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相结

合，真正做到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
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社区、进农
村的“八进”活动。充分利用县级媒体
和微信等，宣传禁毒知识，提高群众健
康意识。在电视台开设专栏，每日黄
金时间滚动播出公益广告宣传片、禁
毒新闻；开通《定安警讯》《警民直通
车》等栏目，播放“聚焦禁毒大会战”系
列报道；突出校园禁毒教育，在中小学

校组织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全
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主题活动、全县
禁毒教育师资培训班、定安县青少年
禁毒知识竞赛竞猜等系列活动，广泛
动员师生参与禁毒活动；结合省乡村
振兴电视夜校，全县各村委会（社区）
集中播放禁毒宣传片，切实提高群众
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提高全民禁毒
意识，筑牢禁毒防火墙。

“八进”活动筑牢禁毒防火墙

“现在开庭！”2021年4月23日，
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庞某某贩卖毒
品一案在定安县人民法院开庭。定
安县城南中学共50名师生参与庭审
旁听，零距离接受禁毒法制宣传教
育。庞某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对毒品案公开开庭审理是定安
打击毒品犯罪和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的一个缩影。定安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县公安局局长江伟青要求全县各
级公安机关以抓好全县禁毒专项行
动、抓好娱乐场所整治、抓好合成作

战“三个抓好”为抓手，以“零容忍”、
“零懈怠”的态度，毫不动摇地强化严
打措施，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品犯罪。

抓好禁毒专项行动。自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定安充分发
挥公安机关禁毒主力军作用，开展

“毒品大堵截”专项行动、2020年全
县禁毒“断梢”专项行动、2020年全
县禁毒“冬季迅雷”行动、2021年开
展“春季攻势”专项行动等禁毒专项
行动，先后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4
宗，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60人，查
获吸毒人员42人，其中“春季攻势”

完成省禁毒委下达查获吸毒人员任
务的157%。

抓好娱乐场所整治。定安严格
执行涉毒场所“一次性死亡”和“一
律吊销营业执照，坚决予以取缔”规
定。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各镇实行
包干责任制，定期对正在营业的娱
乐场所开展常态化巡查，形成震慑，
倒逼娱乐场所业主创新工作方式，
主动加强管理，严厉打击娱乐场所
涉毒问题。通过打击整治和常态化
巡查，全县娱乐场所经营管理进一步
规范，目前未发现娱乐场所涉毒问题

反弹现象。
抓好合成作战。各警种密切配

合通力合作，深化公安、旅文、市场监
管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推动镇、各
有关部门将禁毒工作纳入当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纳入
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完善禁
毒工作考核评估标准，强化督导检
查，严格责任追究。推动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认真履行、积极落实禁毒责
任，定期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
决禁毒工作重大问题，确保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

“三个抓好”持续严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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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毒人员
就业获新生

泡上一壶茶或者咖啡，坐
在窗明几净、满眼绿意的“定安
县启航安置帮教基地”二楼大
厅，和禁毒专干李庆芳、禁毒大
队长罗利文聊天，这是林明（化
名）目前生活的一个常态片
段。“洗心励志从今启，迎新人
生再起航”是基地门口的一副
对联，也是林明人生的写照。

林明从初中开始沾染毒
品，先后3次进出强制隔离戒
毒所。以前，远远见到穿警服
的人，他就躲起来。因为怕被
抓，他长年累月不敢回家，都是
在外面混着。如今，他在基地
做着管工拿着工资，在荔枝、槟
榔、冬季瓜菜成熟时节，他帮着
同样从基地走出的老板陈某跑
收购。“有事情做，有钱赚，就不
会想着吸毒”，已经戒断毒品6
年的林明见到之前在派出所做
内勤、如今当着禁毒专干的同
学李庆芳的面再也不躲了，还
敢打招呼了。

为了使吸毒人员从内心深
处摆脱毒品，巩固禁毒工作成
果，进一步加强社区戒毒（康复）
等特殊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解
决特殊人员回归社会就业问题，
定安多次联系辖区社会爱心人
士周庆光进行深入的探讨，说服
其与定安司法局、龙门镇政府共
同创建启航安置帮教基地，利用
其创办的种养殖农场、槟榔加工
厂等产业，接纳特殊人员就业、
创业孵化，提供农业技能培训
等。

2020 年 12 月，占地面积
500多亩的“定安县启航安置
帮教基地”正式挂牌，每年长、
短期用工需求超过200人。无
烟槟榔加工厂位于定安县龙门
镇双塘村，占地10亩，可吸纳
特殊人员短期就业150人。

自“平安关爱”行动开展到
今年5月，定安帮扶救助吸毒
人员3721人，戒断3年未复吸
人员 2920人，戒断率 76.6%，
取得扎实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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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海南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中，定安队获得
冠军。 米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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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走进社区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定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