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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深入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新实效

昌江：铁腕打击涉毒 全民参与禁毒

2021 年 6 月 22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按
照第二轮禁毒三年大
会战严打工程工作安
排，果断出击，刑事拘
留1人、抓获涉毒上网
在逃1人、强戒吸毒人
员1人，这是昌江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推动完
成全年破案强戒任务
的最新成果。

2020 年全省新
一轮禁毒大会战开始
以来，昌江县委、县政
府、县禁毒委高度重
视，提高政治站位，加
强顶层谋划，将其作为
“一把手”工程来抓，层
层压实各成员职责，禁
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强化阵地控制 全力严防严堵毒品流入

2020年以来，昌江紧紧围绕新
一轮禁毒大会战总体部署，加强组织
领导，认真总结上一轮禁毒大会战经
验，在指挥体系、工作机制上下功夫，
确保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其中，今年昌江先后印发了《昌
江“净边2021”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
案》《昌江禁毒“2021春季攻势”专项
行动方案》《关于征求昌江黎族自治
县禁毒社会工作者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试行）》修改意见的通知等方案文

件，稳步推动各项禁毒工作开展。
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建设上，昌

江由县委书记陈儒茂高位谋划推动，
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县长林谟谐任
总指挥，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卢
义，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长林雄任
副总指挥，县委政法委、公安局、司法
局、教育局及各乡镇负责同志任小组
成员的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总指
挥部。

在协调工作机制建设上，昌江新

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总指挥部将全
县37家成员单位纳入“八严”工程，
明确工作任务以及牵头单位，每项工
程都制定具体、周密的实施方案，做
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各部门协作配合抓。

在调度作战运转机制建设上，昌
江实行“月调度、季小结”工作机制，
通报各个工程以及各部门、各乡镇工
作开展推进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解
决困难和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时

限，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推动落实。
在攻坚机制建设上，昌江围绕

2022年底将全省实有吸毒人员占
比下降到1.8‰以内这个总目标，制
定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把握节
奏、步步为营，争取每季度实有吸毒
人员占比下降 0.025‰，每年下降
0.1‰，到2022年全县吸毒人员占比
下降到0.9‰以下，截至目前，昌江
现有吸毒人员212人，占全县总人
口的0.9‰。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完善高效指挥协调体系

近日，昌江梳理前期分析研判的
情报线索时，梳理出一条贩毒案件线
索，县禁毒大队联合新港海岸派出所
立即就线索开展了侦查，经过数日侦
查发现梁某有贩毒嫌疑，随即依法传
唤犯罪嫌疑人梁某接受调查，经审
讯，梁某如实供述其向郭某某贩卖冰
毒的犯罪事实。

这是昌江始终对涉毒违法犯
罪保持打击力度“只增不减”高压
态势的最新写照。今年以来，昌江

紧盯 2021 禁毒工作目标任务及
“2021春季攻势”，持续发力，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组织梳理前期分
析研判的情报线索，细化侦查措
施，确保打击成效，坚决完成破案
强戒任务。

据统计，2021年至今，昌江共破
获贩毒案件3宗，刑事拘留5人，抓
获涉毒上网在逃5人，完成“2021春
季攻势”专项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目
标 2人的 250%，查获吸毒人员 16

人，完成“2021春季攻势”专项行动
目标查获吸毒人员4人的400%，完
成全年刑拘任务数9人的55.56%，
完成全年查获吸毒人员任务数13人
的 123.08%，缴获毒品（摇头丸）
14.22克。

在打击的同时，昌江加强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执行力度，不断提高巩固
戒断人员总数。截至6月23日，昌
江现有吸毒人员212人（在戒毒所强
戒8人，在看守所羁押7人、监所服

刑19人，社区戒毒8人，社区康复
149人，社会面活动21人）。

为时刻掌握吸毒人员最新动态，
严防复吸，昌江禁毒办还组织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吸毒人员摸底排查工
作，切实做到发现一个，收戒一个。
2021年 2月1日至5月25日，已深
入排查社区、村居、学校、家庭、单
位、场所共29家，已完成毛发检测
1708人，实现吸毒在册人员毛发检
测100%。

为严防严堵毒品流入，昌江强力
推进“三道防线”建设（即岛外防线、
海上防线、口岸防线），加强流入通道
管控和网上巡查力度，确保查缉工作
不留死角。

今年以来，按照积极巡查，疏堵结
合的原则，昌江禁毒办联合工商、文体
联合开展娱乐服务场所检查6次，公安
局自行开展检查11次，尿检人数275

人次，娱乐场所未发现涉毒违法行为。
同时，昌江禁毒办联合海南西部

邮政管理局、昌江公安局开展易制毒
企业及寄递物流安全检查工作，对易
制毒企业及寄递物流进行摸排，强化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严防毒品流入流
出。易制毒企业检查覆盖率100%、
检查完成率200%，检查企业46家
次，整改3家，开展寄递物流检查5

次，检查27家次，今年以来均未发现
涉毒犯罪。

昌江禁毒办还以海尾、昌化等沿海
乡镇为重点，以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
第六支队为主力军，联合相关职能部
门，充分利用昌化、海尾、新港三个海
岸毒品查缉站开展海岸线毒品查缉工
作，依托港口毒品检查站、船管站，积
极开展海上查缉，今年以来共开展船

舶检查710艘次，渔船民2106人次。
去年，省禁毒办在昌江昌化镇镇

区污水处理厂和昌江县水务有限公司
昌江县污水处理厂开展集中污水检测
工作，经检测，昌江污水毒品物质含量
全省最低。今年以来，昌江继续强化
污水检测工作，开展巡查17次、提出
整改意见2件，保持了污水毒品物质含
量全省最低成绩。

保持严打态势 坚决完成破案强戒任务

深化严教工程 有效延伸禁毒宣传广角触角

近日，一场内容丰富的禁毒宣传
活动走进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昌江
石碌镇委负责人向企业职工介绍了
毒品危害及如何认识毒品，并带领
企业员工一同观看了禁毒宣传片。
禁毒社工及禁毒志愿者向企业职工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发放各类宣传
单页300余份，解答各类禁毒知识
20余条，受教育职工达到200余人
次。

类似这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在昌
江一年下来还有很多。今年以来，昌
江围绕重点节点、重点部位、重点场

所、重点人群，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进一步鼓励、引导广大
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禁毒斗争，
全面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
教育工作力度，深化和巩固禁毒教育
成果，提高群众禁毒意识，有效抵制
毒品侵害，今年昌江禁毒办紧密结
合“春节期间禁毒宣传”“2021春季
攻势”等专项活动，在春运、110宣
传日和三八妇女节等节假日，广泛
发动各方力量，面向禁毒重点人群，
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开展融合程度

高、针对性强、实际效果好的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
参与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浓厚
氛围。

同时，昌江还积极开展禁毒流动
课堂“进校园”宣传活动，筑牢广大师
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理念，推动
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向纵深发
展。2020年，昌江各校通过线上线
下，多形式开展的主题班会达600多
节，发放禁毒教育宣传读本23300余
册；2020年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
赛活动接入学校 50 所，接入率

100%；注册学生17306人，注册率
100%，连续多年保持在校学生“零”
涉毒。

据统计，今年昌江已共组织禁毒
宣传活动51场次，发放《毒品预防教
育宣传进校园、进农村、进家庭、进社
区》等宣传小折页30000余份、禁毒
宣传购物袋、写字笔等10000余件，
解答咨询10000余人次，宣传教育群
众近50万人次。通过今日头条、微
博、抖音及微信视频号等新媒体发布
短视频119条，省禁毒办刊发我县禁
毒宣传稿件21条。

昌江创新禁毒宣传形式

哥隆歌禁毒文艺节目
走进社区农村

今年6月是我国第11个“全民禁毒
宣传月”。连日来，2021昌江县“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暨哥隆歌禁毒、扫黑除
恶法治宣传文艺晚会分别走进昌化镇新
城村、大风村和海尾镇海尾社区，通过精
彩纷呈的节目，加大对禁毒专项斗争的宣
传，增强群众参与禁毒、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了浓厚禁毒宣
传氛围。

此次文艺演出利用话剧、快板、舞蹈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禁毒、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号召村民积极行动、主动
参与，为禁毒、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贡献自
己的力量。小品《扫黑除恶惩毒贩》《扫
黑除恶扬正风》等节目取材于村民生活，
通过生动的表演，呼吁大家扫黑除恶。

其中在海尾镇海尾社区的演出，现场
吸引了200多名群众前来观看。在近1个
小时的演出中，演员们带来了舞蹈《又见
春暖花开》、歌曲《欢聚一堂》、小品《冬去
春来》、话剧《重击黑恶平民愤》等精彩纷
呈的节目，内容紧贴禁毒反毒、扫黑除恶
等主题，展现了昌江近年来维护社会安定
和谐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据了解，为有效遏制毒害，昌江部分
老干部、老党员、老战士、老教师、老模范、
老职工等于2016年自发组织成立了纯美
昌江哥隆歌协会。该协会已开展宣传活
动7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000余份，
受教育群众达到1500余人次。

“下一步，我们会争取到更多乡镇开
展禁毒宣传工作，让禁毒宣传的影响力度
越来越大。”纯美昌江哥隆歌协会编辑邱
振超说。

（本版撰文/萧淦 黄兆雪 赵丽）

昌江共破获贩毒案件3宗
刑事拘留5人
抓获涉毒上网在逃5人
查获吸毒人员 16人
缴获毒品 14.22克

数说
昌江禁毒

2020年

昌江 100%完成全年省级

毒品目标案件破案任务数

实有吸毒人员占比下降0.42‰

2021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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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举办“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暨哥隆歌禁毒、扫黑除恶法治宣传文艺晚
会。

本版图片均由昌江禁毒办提供

禁毒宣传进企业，筑牢昌
江防毒安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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