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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综合施策、持续发力，禁毒成果进一步巩固

乐东：全面筑牢拒毒禁毒防线
自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来，乐东黎族
自治县委、县政府紧紧
围绕平安海南建设总
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部署，多次
专题研究部署禁毒工
作，广泛深入开展“八
严”工程，使禁毒队伍
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
禁毒工作群众基础进
一步夯实，禁毒成果得
到进一步巩固，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现有吸
毒人员从大会战前的
3033 人下降到现在
的 1629 人。现有吸
毒人员占总人口比例
从大会战前的5.57‰
下 降 到 现 在 的
2.96‰，由毒品问题
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
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明
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帮扶关爱 扎实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C

乐东县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
严打高压态势，县公安局坚持“打团
伙、摧网络、破大案、抓毒枭、缴毒资”
的侦查指导思想，充分发挥打击毒品
违法犯罪主力军的职能作用，全面梳
理涉毒犯罪线索，坚持“打小、打早”，
对零包贩毒坚持“露头就打”，并实时
通报打击成果，营造“你追我赶”的氛

围，促使大会战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大会战以来，全县共破获贩毒案件
455 宗，其中破获省级目标案件 6
宗、特大案件7宗、重大案件12宗，
团伙案件30起，抓获贩毒犯罪嫌疑
人625人，共缴获海洛因等各类毒品
5734.29克。不仅狠狠打击了涉毒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带动该县社

会治安持续好转。
大会战以来，该县禁毒委部署全

县各镇对辖区吸毒人员进行摸底排
查，并登记造册，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大力开展收戒专项整治行动，共
查获吸毒人员1223名；共收治病残
吸毒人员375名，进一步净化社会
面，消除了社会隐患。

通过严管严控，该县新增吸毒人
员实现逐年大幅下降的良好局面，
2018年全县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63.9%；2019年全县新增吸毒人员
同比下降64%；2020年全县新增吸
毒人员同比下降66.7%。全县毒品
扩散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禁毒形
势持续向好。

严厉打击 持续向毒品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A

2020年4月，在全省、全县禁毒
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乐东县万冲
镇却因新增吸毒人员大幅上升被省
禁毒委列为毒品重点关注地区。万
冲镇委、镇政府痛定思痛，在省禁毒
委和乐东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成
立了以镇委书记为组长，镇长和分管
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同时加强禁毒办禁

毒专干的配置，各行政村也成立了相
应的禁毒工作机构，以禁毒三年大会
战为重要抓手，认真对照《海南省毒
品问题严重地区整治考评实施细
则》，把禁毒工作纳入全镇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确保禁毒工作与经济
建设、法制建设、文明建设和平安建
设同规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
在吸毒人员排查管控、预防教育宣

传、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戒治康复、就
业安置等方面全力开展毒品危害问
题整治，2021年6月如期摘掉了重
点关注地区的帽子。

2020年，万冲派出所破获毒品
案件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毒
品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在强力
的管控下，现有吸毒人员占比由
2019 年 底 的 3.17‰ 降 至 目 前 的

1.92‰ ，远 低 于 全 县 平 均 水 平
（2.96‰）。全镇吸毒人员戒断三年
未复吸的占比为66.32%，高于全县
62.75%水平；未发生吸毒人员漏管
失控。2020年发生刑事案件9起，

“两抢一盗”案件同比前三年平均数
（13起）下降30.7%。万冲镇通过整
治，一跃成为全县最安全的地区，人
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高。

为切实做好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乐东县全力推进“平安关爱”“脱
毒康复攻坚”行动，力争实现社戒社
康人员“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就业安
置、融入社会”的工作目标。全县各
镇禁毒办已全部设立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工作办公室，严格按照30：1比
例配备禁毒专职人员82名，并落实
经费保障，近三年来县政府投入802

万元（不含各镇政府和职能部门投入
经费），保证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的正常有效开展。目前，全县责令
1211名吸毒人员参加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共有1211名参加社区戒毒（康
复），执行率为100%。

“政府的关怀终于把我从毒潭中
拉回，使我真正认识到毒品的危害，重
新体会到做人的幸福与快乐！”日前，

成功戒毒并走上创业致富的乐东县佛
罗镇某村村民王某和感激地说。王某
和今年45岁，曾是一位“毒瘾君”，在镇
政府和村委会的持续帮助下，他成功
戒掉毒瘾，走出黑暗生活，并走上创业
致富的道路。出于感恩，他还免费帮
助村里整修道路，为危房改建的困难
群众免费挖地基、填土方等，实现了

“毒瘾君”到“励志者”的蜕变。

王某和的例子是乐东开展“平安
关爱行动”的一个缩影。为切实解决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就业安置问
题，该县依法依规，多方位、多形式满
足吸毒人员需求为准绳，“一人一策”
落实帮扶关爱吸毒人员，主动引导和
鼓励7家企事业单位及个体民营企
业，共建设6个“海岛家园”就业安置
点，集中安置就业戒毒康复人员。

实现逆袭 万冲镇从毒品重点关注地区到最安全地区B

乐东县丹村：

“问题村”的美丽蝶变
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的丹村，

有6000多名村民，是一个有着500年历史
的古老村落。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开始，毒品蔓延、抢劫盗窃等治安问题多
发，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至2002年，丹
村吸毒人数近100人，成为一个臭名昭著
的“问题村”。

外村人谈丹村“色变”，外地姑娘不敢嫁
进来，外村人也不敢到丹村来做生意和探亲
访友，村里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吸毒仔扰乱
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村民生活贫困，人
均收入极低。用老丹村人的话说，“以前外
出说自己是丹村人，都会没面子”。

改变源自2004年——刚上任的丹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谢上强，提出“精准
扶贫+精准禁毒”工作机制，按照“安居才能
乐业、安居必先治乱、治乱必先治毒”的治村
理念。经村“两委”干部认真研究，对该村毒
品问题治理制定“全面排查，造册登记；预防
为主，帮教为重；警民同心，严抓共管；跟踪帮
教，责任到人；对症下药，安置帮扶；关爱感
化，指引正途；知识抵诱，文化兴家”的五十六
字“禁毒扶贫”工作机制，同时，该村强化以党
建为引领，积极开展乡村文化教育和精神文
明建设，全面开展精准扶贫、不断完善乡村
治理体系。

禁毒三年大会战后，丹村已没有新增吸
毒人员。在村干部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通
过发展热作产业，全村98户贫困户在2019
年已全部脱贫，全村人均收入从2004年的
3000元增加到2019年的12900元。

如今的丹村风景如画、乡村文明、文化
氛围浓郁。近年来，丹村先后走出了400多
名大学生，村里男女老少茶余饭后议论的话
题，已从“谁家孩子进去了”变成“谁家孩子
读书又获奖了，谁家孩子又考上大学了”。

近年来，丹村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村
镇”“中国美丽乡村”“海南最美乡村”等国
家级和省级荣誉称号，成了乐东新农村建
设的示范点。昔日“问题村”由乱到治、由
贫到富，走出一条禁毒扶贫双赢双促进的
成功之路。

（本版撰文/梁子 吴彦华）

加大宣传 营造全民禁毒的舆论声势D
5月2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禁毒

拍手操汇报演出在乐东万冲镇中心
学校举行。当天，万冲镇中心学校全
校24个班级、1248名学生参加了此
次汇报演出。据了解，今年3月，乐东
县司法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禁
毒办邀请县歌舞团创作编排禁毒拍
手操，组织全县各中小学及幼儿园教
师开展培训并在全县共304所幼儿

园及中小学校的83469名学生中推
广学练。通过少年儿童的深入参与
互动，强化少年儿童拒毒防毒意识让
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更加走心、走实。

乐东县始终坚持禁毒工作预防为
先，把禁毒宣传工作贯穿禁毒大会战专
项行动始终，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扩大
覆盖面，大造禁毒严打声势，广泛动员
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禁毒斗争。

一是狠抓禁毒知识宣传。组织
法律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普法讲师
团、禁毒工作人员、民警及志愿者等
进行禁毒知识宣传，普及毒品知识。
二是重点突出毒品危害宣传。对很可
能涉毒或复吸的重点人员及家属重点
加强毒品危害性及法律法规的宣
传。三是扩大禁毒战果宣传。依托
中央、省级媒体，及时报道禁毒大会

战新战果新成效。四是多部门联
动。县团委、教育、司法、工会、妇联等
部门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乐
东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
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务实的作风，深入推
进“八严”工程，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
众的新期盼，以良知担当打好禁毒战争。

文化氛围浓郁的丹村。乐东在中小学幼儿园推广禁毒拍手操。

数说
乐东禁毒

严打工程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乐东共破获贩毒案件455宗
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625人
共缴获各类毒品5734.29克

严收工程

查获吸毒人员 1223名
共收治病残吸毒人员375名

严教工程

组织开展各类宣传走访600余次

2018年至2020年
全县新增吸毒人员分别同比下降

63.9%、64%、66.7%

严管工程

全县参加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 1211名
执行率为 100%
建设6个“海岛家园”安置就业点

全县戒毒（康复）人员

累计就业人数 1182人

严堵工程

全面加大堵源截流力度

排查可疑车辆6000多辆次

1万多人次

物品4万余件次

严奖工程

共收到举报线索473条
根据线索破获涉毒案件384宗
奖励举报人347名
奖励举报金额67.4万元

严整工程

不断加大全县娱乐服务场

所禁毒管理力度，对全县 117家
重点场所进行摸排并登记造册，
开展随机抽查和全面清查行动，

共计出动警力5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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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冲镇组织开展娱乐场所清查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