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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严密查堵、严防死守，多措并举推进禁毒工作

东方：打造绿色无毒城市

毒品一日不绝，禁
毒一日不止。

近年来，东方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禁毒
工作，始终保持对毒品
违法犯罪“零容忍”，始
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
罪的高压态势，通过严
密查堵、严防死守，织
密织牢毒品违法犯罪
防控网，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2016 年以来，东
方市共破获毒品刑事
案件 237 起，刑拘毒
品犯罪嫌疑人391名，
缴 获 各 类 毒 品
5427.13 克，毒资 10
万余元，现有吸毒人员
占常住人口比例从
3.7‰ 降 至 1.53‰ 。
新增吸毒人数大幅减
少，从2017年的263
人降至2020年6人，
降幅高达97.72%；毒
品供给渠道萎缩，毒品
刑事案件发案数由
2017 年 61 起 降 至
2020年22起，降幅高
达63.93%；吸毒人员
戒断率提升，戒断3年
以上且未复吸人数从
2016年的559人增长
至 2021 年 的 1060
人，占登记在册吸毒总
人数的57.51%。

东方市委书记田
丽霞表示，进一步强化
党的领导，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增强禁毒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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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毒宣传深入人心

3月22日，东方市禁毒大队民警
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在对全市吸贩
毒前科人员进行研判分析时发现，一
名庄姓男子与多名涉毒前科人员有
密切联系，并且有多次涉毒前科记
录，同时发现其频繁更换手机，昼伏
夜出，行动轨迹极其不正常。

随后民警对该名男子进行深入
排查研判的时候，发现该名男子庄
某某系2016年12月16日文某贩卖
毒品案的上线，一直在逃未到案。

之后，办案民警多方搜集情报
与案件线索，最后在市局网监、情指
等多部门密切配合下，将庄某某一
举抓获。

东方市公安局按照省公安厅禁
毒工作部署，以全市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为主线，以开展“净边

2021”及禁毒“2021春季攻势”专项
行动为抓手，主动作为，统筹谋划，
开展缉毒破案工作。同时，对容易
滋生涉毒行为的娱乐场所进行检
查，坚持“查通道、打源头、控环
节”，斩断毒品通道，全面遏制毒品
进入东方市境内。

4月12日凌晨，东方市公安局
组织80名警力对辖区娱乐场所进行
全面检查。通过开展突击清查行
动，进一步规范了娱乐场所的管
理。确保了全市娱乐场所的安全、
健康、有序发展，严防易涉毒重点场
所涉毒问题和吸毒人员肇事肇祸等
案件发生。

“通过加强市内防线建设，加大
对进入市区车辆的抽查和检查，并
在市内设置3处固定缉毒岗，各主交

通要道设置交通卡点，有效堵截毒
品贩运通道，并通过加强海上防线
查缉，强化对来往船舶尤其是快艇、
游艇和无牌无证船舶的有效管控，
把毒品拒于海岸线外。”东方市公安
局禁毒大队大队长杨伟俊说。

今年以来，东方市相关职能部
门密切合作，共组织巡查港岙口
2679次，检查船舶1296艘次、渔船
民2204人次，与873艘船舶负责人
签订禁毒责任书，查处船舶违规案
件60起，罚款33700元；加大对物
流、快递行业的管控，严格执行寄递
物 品 收 寄 验 视 3 个 100% 制 度
（100%实名制、100%验视、100%安
检），共检查寄递企业22家次，出动
警力48人次，检查隐患6起，责令整
改2家，罚款金额7000元。

打防结合筑牢防线

禁毒工作不仅要打得准，还要
管得住。东方整合各方资源，以“打
源头、催网络、缴赌资”为主攻方向，
进一步创新戒毒康复理念，完善戒
毒康复模式，扎实推动禁毒工作取
得成效，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

针对列入风险评估社会面吸毒
人员，东方市通过各乡镇、派出所、
村居和社区等基层工作力量，扎实
做好吸毒人员分级分类管控、见面
家访和调查问卷工作，做好出所人
员的无缝对接工作及吸毒人员分类
管控，并按照“一人一档一策”的工
作要求进行管理，严加管控。

“感谢派出所和康复中心对我
的帮助，才有今天安稳幸福的生
活，不像以前那样东躲西藏。”这是
八所镇玉章村村民伍诚（化名）戒
毒成功后的最大感受。戒毒2年，
他彻底改变了过去的自己，赢来了
新生。

“在派出所民警的协调帮助下，
我在村里种玉米、养猪、养鸡，空闲
时还做电焊工增加收入，生活越过
越好了。”伍诚说。

有着多年吸毒史的阮磊（化
名），在派出所和康复中心的教育和
关心下，在2019年戒毒康复成功后，
自己创业，当起了养猪倌。令人欣
喜的是，去年3月份他还娶上了老

婆。“真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
和帮助，生活过得甜蜜蜜的。”阮磊
说，现在他只想努力赚钱，给家里盖
个新房子。

一个吸毒人员成功康复，是全
家人的幸福。东方市公安局东海派
出所所长符夏清说，无论是派出所
的民警，还是社区戒毒康复的工作
人员，都对戒毒人员怀着关爱之心，
从生活上、精神层面等多方面去了
解他们的诉求，帮助他们改过自新，
开始新生活。

据统计，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东方市共查获吸毒人员875名，其中
强制隔离戒毒539名，社区戒毒242
名。

人文关爱巩固成效

6月23日，东方大田派出所“背
篼警务”民警走村入户，开展禁毒宣
传，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毒品的危
害，提高禁毒意识。今年，东方市公
安局创新推出“背篼警务”模式，民
警走村入户将禁毒等信息传给群
众，切实提供便民、利民服务。

近年来，东方不断创新宣传禁
毒的方法和手段，坚持预防为先，深
入开展示范创建活动，积极打造东
方特色禁毒宣传活动。

6月 3日，东方在25所学校开
展了“护航自贸港—禁毒我们在行

动”主题日活动，通过播放电影《林
则徐》，开展“禁毒干部讲禁毒”、禁
毒志愿者等活动，掀起了禁毒宣传
热潮。

“通过禁毒宣传，让学生们知道
毒品的来源、毒品的种类、吸食毒品
的危害性及如何拒毒、防毒等，劝
诫同学们提高对毒品的防范意识，
做到识毒、防毒、拒毒，并号召大家
争当禁毒宣传员，积极向周边人宣
传禁毒知识，不让毒品进校园、进
家庭。”东方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温武
君说。

今年，东方持续推进“八进”活
动常态化普法宣传教育，紧扣春季
流动课堂活动，各成员单位深入社
区、乡村，开展集中精准禁毒宣传
教育活动 50 场次，积极将第二中
学、第一小学、广坝农场中心学校
和铁路小学等 4 所常新创建成为

“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深入
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加强对失学、
辍学、失业等易涉毒重点人群实施
精准禁毒宣传，进一步提升禁毒宣
传效果。

（本版撰文/静淑 方宇杰）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新型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
产安全。东方市砺剑铸盾，精密部署，从
源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行
为，护住老百姓的“钱袋子”。

措施有力破案神速

“近期，常有不法分子盗用班主任头
像进入家长微信群，并冒充班主任向家
长收取资料费，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在
接到群众报案后，东方市公安局反诈研
判室民警立即对诈骗分子使用的虚拟身
份、涉案账号进行提取，开展研判分析，
于5月12日快速锁定并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刘某。

经查，刘某通过社交软件搜索家长
群关键词，冒充学生家长进入家长群，
而后又将自己包装成老师，并将事先编
辑好的收取学杂费信息和支付宝收款
二维码发布到群里向家长收取学杂
费。目前刘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为了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
法犯罪活动的领导，东方市公安局成
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
作领导小组，并先后牵头制定下发《东
方市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工作方案》等工作方案，为开
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大力融
合部、省、市三级组织保障资源，推进
市局反诈合成作战中心筹备建设，集
中组织研判串并、追踪溯源、侦查取证
以及落地抓捕等工作，将“抓金主、挖
幕后、打回流”等工作进一步落实到

位。
该局党委还将此专项工作列入全

年公安工作重点内容，将此作为检验
全市公安队伍教育整顿成效的重要指
标，并明确各级一把手是打击治理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同时，市局反诈研
判室由指导职能向实战职能转变，牵
头各派出所，整合资源，为基层一线提
供强有力实战服务和情报支撑。

打防结合成效显著

5月 7日，东方开展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暨法律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活动让青少年了解毒品和电信诈
骗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巨大危害，引
导他们自觉远离这些“毒物”。此次宣
传教育活动走进 7 所城区学校，共计
2600多名学生参与。

东方市公安局还结合“百万警进
千万家”活动，走进乡镇、社区、村居、
超市、农贸市场等，开展上门宣传走
访活动。宣传手段也与时俱进，与超
市、农贸市场联合在瓜果蔬菜上粘贴
反诈小标语，一颗颗瓜果蔬菜带着特
殊的使命入千万家宣传反诈新知识。

在持续高压打击之下，2020 年
至今，东方市公安局共侦破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9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9 名，其中抓获电信网络诈骗在逃
人员 32 名，摧毁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29 个，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18个，扣押手机 222 部、电脑 168 台，
追缴涉案赃款 120 万余元，有效遏制
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势
头。

东方市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成效显著

砺剑铸盾 护住百姓“钱袋子”

东方市东海派出所民警结
合背篼警务，开展上门宣传和
服务工作。

本版图片由东方市公安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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