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2
——2021年“6·26”
国际禁毒日“云”
特刊
2021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一

严把陆岛运输关卡 锻造禁毒精兵劲旅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禁毒工作纪实

海口港是海南进出岛客运通道的主要关卡，输送旅客车辆流量极大、人员成分复杂，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流窜和实施犯罪活
动的可能中转站。
这里，有一支队伍不分昼夜长年坚守，日夜鏖战，缉查毒品犯罪成绩突出，在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中，因工作表现突出，获评先
进集体 2 次，
荣立个人二等功 1 人次、三等功 16 人次。他们就是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以下简称港航公安局）。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查缉队伍 。

立足港口口岸特
点，筑牢禁毒高墙，斩
断毒品入琼通道，海南
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
展以来，港航公安局按
照统一部署，认真贯彻
落实省禁毒委指示精
神，在海南省公安厅的
领导下、在海南省禁毒
办和禁毒总队的指导
下，重拳出击，严把琼
州海峡陆岛运输关口，
以“八严工程”为主要
抓手，打好“毒品大堵
截”
“ 断梢”和“冬季迅
雷”专项行动，加强港
口口岸查缉毒品工作
力度，主动出击、攻坚
克难，严把港口运输通
道这一关卡。
坚持高位推动，发
挥口岸优势，充分利用
毒品堵源截流的工作
优势，海南港航公安机
关加大把关力度，为琼
州海峡陆岛运输构筑
坚 固 外 围 安 全 屏 障。
通过将查缉堵源工作
和信息研判充分结合，
港航公安局一方面不
断加强堵源截流工作
力度，推动堵源截流工
作向整体防控发展，最
大限度地减少毒品入
岛和内流；
另一方面根
据港口口岸毒品犯罪
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
分析、调查挖掘，并开
展严厉打击，切实斩断
毒品入琼通道。
作为禁毒三年大
会战的主力军，维护港
口治安稳定的中坚力
量，港航公安局不仅要
牢记使命在心、担当责
任在肩，也要扛起服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责任担当。

A
“近年来，随着琼州海峡水上运
输的快速发展，水路客运通道贩运
毒品犯罪活动等治安问题日益突
出，给广东、海南两省的社会治安环
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港航公安局
局长林峰介绍，海南港航公安机关
充分发挥卡口把关的区位优势，牢
固树立“关口前移”的工作思路，以
强化入琼水路关卡外围查控为主要
抓手，有效构筑起了堵截岛外毒品

犯罪的严堵防线。
2016 年 5 月 9 日，海南、广东两
省公安机关共同签署《省际公安检查
站联勤查控工作协议》，明确在广东
海安港口设置省际公安检查站联勤
查控常态化机制。海南省委副书记
李军及海南省公安厅领导多次实地
考察指导，并专题组织召开两省调研
座谈会，就强化和完善省际公安检查
站建设提出具体要求，为完善勤务机

B
“针对毒品犯罪的新特点、新趋
势，我们立足实战实效，时刻紧抓打
击毒品犯罪全链条战斗要素，通过合
成作战、情侦结合的新思路、新方法
追上家、打下家，深挖扩线，走出了一
条港口禁毒新路子。”对于禁毒堵源
截流工作新常态，港航公安局政委杨
宪忠介绍。
2021 年 5 月 26 日晚 21 时许，港
航公安民警在海口新海港对双泰 28
号客滚轮停靠 17 号泊位进行卸车后

严检细查 情侦结合

的毒品公开查缉时，将下船入岛的一
辆本田小车拦下进行检查，当场在车
内缴获冰毒 12.24 克并将车上两名男
子控制住。据两名男子供述，二人与
一男子林某合谋前往广东徐闻向上
家麦某购买毒品，然后将毒品带回海
南后进行零包贩卖。港航公安局党
委立刻要求成立专案组，
全力破案。
经过缜密侦查和周密部署，专案
组了解到林某在海口振东街一带活
动，立即前往该地开展走访摸排，并

C
禁毒大会战开展以来，他们全副
武装穿梭于炎炎烈日下的船舱中，不
漏一个角落、不留一个死角、不分昼
夜，
港航公安局全体禁毒民警、
辅警用
大汗淋漓诠释了“钉钉子精神”
，默默
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就是港口缉毒
民警的真实写照。
现场查缉工作要从成千上万擦肩
而过的旅客中，准确查缉出混迹其中
的毒贩和不法分子，这不仅需要一身
过硬的本领，而且时时刻刻都要保持
高度警惕，
全神贯注，
因为战机稍纵即
逝。为此，港航公安局积极探索贩毒

关口前移 立体防控

不畏艰辛 不辞劳苦

构筑毒品防火墙
制运行，加快各项建设提供了坚实有
力的组织保障。
港航公安局根据省公安厅的工
作部署，负责联勤机制的勤务管理、
指挥和队伍建设等具体工作。该局
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和健全
工作机制，推进查控勤务的科学、规
范、高效运行。从成立临时党支部和
工作专班，到进一步完善战时勤务指
挥和工作规范等规章制度，并根据勤

务需要进行职责和任务分工，实现对
进港人员、小轿车、大货车查控的全
方位覆盖，坚决不漏过一个可疑人员
和危险隐患。与此同时，该局还组
织查缉骨干民警担任教官对我省派
驻查控民警定期开展缉毒等业务的
技能培训，有效地提高了民警的查
控 技 能 ，确 保 查 控 勤 务 的 科 学、规
范、高效运行，发挥了“桥头堡、过滤
器”
的作用。

实现工作新突破
在其居住地楼下埋伏，待林某下楼时
将其成功抓捕归案。
5 月 29 日，专案组积极与广东徐
闻县公安局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跨区
域协作机制，根据港航公安局提供的
线索，在徐闻县前进路出租屋内抓获
犯罪嫌疑人麦某，同时查获一批毒品
冰毒可疑物和一批毒品麻黄草可疑
物（经称量，净重 40.45 克）和吸毒工
具。至此，该跨省毒品案件的 4 名犯
罪嫌疑人全部到案，共缴获毒品可疑

物 52.69 克。目前该案正进一步侦
查中。
在今年禁毒“春季攻势”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该局组织专人加强情报
收集，利用大数据充分分析研判，立
足实际，发挥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的
精神，前往广东、广西等地迅速开展
行动，一刻不停歇地抓好涉毒追逃工
作。今年 1 月至 5 月共抓获涉毒逃
犯 4 名，并圆满地完成了禁毒“春季
攻势”
专项行动的指标。

D
砥砺前行 不负韶华
争创禁毒新佳绩
伴着日出，陪着月落，海南港航公安始终
牢记使命，忠诚坚守海南诸港，无怨无悔付出、
竭诚为民奉献，洒下辛勤的汗水、留下坚实的
足迹，
也收获了沉甸甸的光荣与骄傲。
“严堵”工程和“严打”工程是港航公安局
重要的禁毒工作，为不断加强堵源截流“三道
防线两个加强”建设，该局以海口秀英港和新
海港为重点卡口进行公开查缉，以强化对入
琼人员、车辆及物品的检查力度，提高打击效
能、堵截运输环节、追击上家源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2 日，港
航公安局有针对地检查入岛车辆大货车 6634
辆、大客车 1135 辆、小轿车 18567 辆、盘查人
员 307210 人，共查获 4 宗毒品案件，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 8 人，缴获毒品海洛因 0.15 克。此
外，港航公安局还经过周密部署、研判分析，
和广州市公安局联动起来，抓获了 5 名该局涉
毒逃犯。
（本版撰文/梁子 亚春明）

履职尽责筑警魂

分子的犯罪规律和特点，总结出“望、
迹，丰富的经验告诉符朝明，这里有
闻、问、切”
等一套切实可用的查缉技
问题。当民警撬开音箱，一包包用透
战法。在港口客运广场上，往往同时
明塑料袋包装的疑似毒品露了出
有上百人通过，停留在每位旅客身上
来。经检验，这些疑似毒品为冰毒，
的时间可能只有一秒。只用这一秒，
重达 5000 余克。符朝明等人当场将
就要识破毒贩、
不法分子的伪装，
即使
驾驶该车的男子抓获。
有火眼金睛也要付出百倍的勤奋。
为保命，毒贩低声对符朝明说：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符朝 “只要你把我放了，我立马送上 15 万
明是港航公安局禁毒队队长。一次，
元。”符朝明厉声拒绝：
“ 不要痴心妄
符朝明和缉毒民警在秀英港对抵港
想！”这名男子恶狠狠地回应：
“ 我记
小轿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司机神
住你了，只要我不死，以后我会来找
色慌张、形迹可疑。民警随后发现这
你的！”符朝明听了后一笑：
“ 希望你
辆小汽车后备厢里的音箱有改装痕
认真悔过，重新做人！”

在这些诱惑和威胁面前，港口缉
毒民警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去年6月4日至8月15日，
在省公
安厅禁毒总队的组织领导下，
港航公安
局派员参与了在秀英港和新海港开展
的 3 次毒品查缉工作，
规范车辆、人员
及物品查控技能，
应对突发事件，
毒品
查缉战术等实地培训。随后的8月16
日至9月6日，
民警符朝明、
高杰带领7
名禁毒辅警赴云南参加
“红蓝对抗”
全
国毒品查缉大比武中荣获临沧主战场
蓝方队第一名和2020年
“红蓝对抗”
毒
品查缉技能大比武先进集体称号。

港航公安贯彻落实国家禁毒委在海南召开
环琼毒品查缉工作推进会议精神。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
查缉队伍开展例行检查。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开展现场查缉。
本版图片由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提供
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开展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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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开展现场查缉。
■■■■■

港航公安驻徐闻海安港琼粤省际联勤公安检查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