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2021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也
是海南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加快建设自由
贸易港的关键之年，做
好禁毒工作意义重大。

近年来，受国内外
毒情影响，琼海禁毒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禁毒
任务艰巨繁重，禁毒工
作面临很大压力，深入
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
是守护琼海一方净土
的重要保障。

为此，琼海始终坚
持“预防为主、以打开
路、打防结合、综合治
理”的禁毒工作思路，
以空前力度和超强措
施实施“八严工程”，不
间断地开展“净边行
动”“春季攻势”等专项
禁毒行动，在打击犯
罪、堵源截流、禁吸收
戒、动态管控及预防教
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

在社会维稳和日常管理中，琼海市着重
打造共治共管综合治理新格局，构建易聚集
地常态化巡查机制，以全市娱乐场所“零涉
毒”为目标，制定娱乐场所大清查行动方案，
建立了公安机关打击、旅游文化部门行业管
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专项监督、宣传部门
广泛发动的多部门齐抓共管格局。

为此，琼海各个辖区派出所每天开展1
次例行巡查，每月开展1次联合巡查，坚持
常态化、针对性巡查管控，对不依法依规经
营、藏污纳垢、涉毒的娱乐场所实施“一次性
死亡”，确保娱乐场所整治工作取得成效。

据统计，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琼海市
公安部门牵头有关单位对全市20家歌舞
娱乐场所开展60次清查行动，累计出动警
力2300人次、警车520辆次，清查娱乐场
所530家次，检查宾旅馆、出租屋、工地工

棚、流动人员聚居地等吸毒人员易聚集场
所5000余处，对2家娱乐场所实施“一次性
死亡”，查获涉毒宾馆1家，对涉案场所罚款
5万元，对法人代表罚款1万元，并吊销特
种行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同时，琼海以港口、码头、机场、火车站、
汽车站、交通要道、物流公司等地点为重点，
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查缉机制，开展不定时、
高频率的设卡盘查行动，与日常查控相结合，
将打击吸贩毒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角落。公
安、海岸警察、海洋渔政、交通等部门构建情
报协作交流渠道，拓宽毒品情报共享“黑科
技”筑牢海上屏障。

琼海还通过对污水监测、毛发检毒、毒品
滥用人群、重点场所、群众满意度调查、出所
戒断率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完善毒
情监测体系建设。

建立多部门联合查缉机制 打造共治共管综合治理新格局

一直以来，琼海高度重视禁毒
工作。为此，琼海市各级党委、政府
把禁毒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党政一把手作为禁毒工作第一
责任人，各成员单位进一步明确职
责、细化分工、加强协作，切实打好
禁毒人民战争整体战、联合战、攻坚
战，并将禁毒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
政预算。各政法单位广泛发动社会
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坚持以“八
严”工程为抓手，牵头单位和责任单
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毒品治理，构建
全民禁毒工作格局。

随着近年来琼海市毒品打击的

持续高压态势，该市毒品消费市场
已逐步萎缩，毒品打击已呈现打出
市外、省外的趋势。

2020年，琼海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对线索深挖细查、循线追击，破获
一条利用物流寄递渠道从黑龙江到
海南的贩毒通道。据悉，该贩毒团
伙以牡丹江市潘某为首，多次将毒
品冰毒通过伪装，以寄递方式从牡
丹江市发到我省三亚、琼海等地，并
以三亚、琼海为中转，为常居海南的
下线提供冰毒，然后将毒品分销到
各自联系的吸毒人员。

为此，琼海市公安局在海南省
公安厅禁毒总队的带领下，先后4次
前往黑龙江省，与当地警方对接案件

线索，共同成立专案组。经过历时约
7个月的联合侦查，抓获潘某等涉毒
犯罪嫌疑人19人，缴获冰毒30余克；
在海口、三亚、琼海等地抓获涉毒犯
罪嫌疑人15人，缴获毒品冰毒0.62
克，涉案吸毒人员12人，成功斩断了
一条横跨南北的贩毒链条。

据统计，2020年以来，琼海市共
破获涉毒刑事案件22起，同比下降
76%（2019年92起），没有发生涉毒
人员“两抢一盗”案件。全市刑事案
件发案率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 ，其
中“两抢一盗”案件同比下降最为明
显，社会治安保持高度稳定态势，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位列全
省第二。

高压态势打击毒品犯罪 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6月18日，琼海市举行“护航自贸港—

禁毒在行动”琼海市“6·26”国际禁毒日宣
传教育活动。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吸引
了众多市民的目光。

活动现场，在仿真毒品展示台前，不少中
学生和市民纷纷停下了脚步。“看这个跳跳
糖，居然是毒品。”中学生吴翔飞指着其中一
罐和跳跳糖外形极为相似的仿真毒品说道。

除禁毒展览区外，现场还设置禁毒互
动区、禁毒打卡区、禁毒服务区等区域，以
赏、观、玩的动静结合方式，融入新颖的内
容，吸引众多群众主动走进宣传教育展，掀
起学习宣传《禁毒法》热潮，加强了社会群
体特别是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

一直以来，琼海注重禁毒宣传教育形
式多样性。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琼海市
累计开展禁毒宣传、巡回演讲活动650场

次，开展禁毒专题讲座200余场（次），发
放禁毒宣传资料20万余份，受教育群众达
30万人次。

琼海市在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中，各镇（区）将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
导，把禁毒工作上升为党政工程，置于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来统筹，纳入平安建设全局来
推进。各成员单位列出重点任务，加强协调
联动，狠抓措施落实。

此外，琼海还将推动形成“三级书记抓
禁毒”，形成环环相扣、整体联动的责任落
实体系，并按照省禁毒办“无毒社区”创建
方案，积极组织博鳌、中原、石壁、会山镇培
育“无毒社区”创建，制定出台“无毒村居”

“无毒单位”创建方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以点带面推动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本版撰文/孟晓 颜振科）

举全市之力 深入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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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市之力深入推进禁毒工作，构建全民禁毒工作格局

琼海：打造无毒城市 守护一方净土

琼海市“护航自贸港-禁毒在行动”活动现场。 孟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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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一日不绝，禁
毒一刻不止”。自新一
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
以来，万宁市委、市政府
举全市之力，迎难而上，
坚持以大会战“八严工
程”工作措施为着力点，
紧扣重点地区，扎实做
好基础工作，全力推动
各项禁毒工作向纵深开
展，构建起严密的禁毒
管理服务体系。

数据显示，截至5
月31日，万宁全市现有
吸毒人员下降至2572
人，现有吸毒人员占全
市户籍总人口比例下降
至4.06‰，与2019年
年底相比减少 1598
人，下降2.45‰。

在持续不懈的禁毒
攻坚战中，万宁禁毒工
作也得到社会群众的一
致肯定。连续5年在校
学生零涉毒，连续3年公
共场所零涉毒，连续2年
未成年人零涉毒，全市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
率达到100%。

近日，万宁市公安局通报该市侦破一起
部目标毒品案件，抓获20名涉案人员，截断
了一条由湖北至海南的跨省贩毒通道。

据介绍，万宁市公安局禁毒分局根据情
报确认以吴某洲为首的贩毒团伙长期在海
口、万宁、儋州、澄迈等地区贩卖毒品，且贩
卖毒品数量巨大。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吴某
洲贩毒团伙的毒品涉及外省且涉案人员较
多、毒品交易数量巨大。该案件于2020年7
月被公安部列为部目标毒品案件。

经过缜密侦查，万宁市公安局最终查
清了吴某洲贩毒团伙的贩毒网络、人员落
脚点以及活动规律、贩运规律、交易方式
等，并在第一阶段收网行动中抓获吴某洲
等20名涉案人员，成功摧毁了该团伙。

打击破获吴某洲贩毒团伙是万宁市公安
局对涉毒违法犯罪保持高压打击态势的一个

缩影。事实上，万宁市公安局通过结合“两打
两控”“春季攻势”等专项行动，采取扩线延伸
打击方法，将打击力度扩大至市外省外。

此外，万宁市公安局又专门成立专班
负责涉毒大要案，压实打压毒品犯罪任务，

“堵住源头”，杜绝毒品经万宁中转集散的
问题。在市内涉毒违法犯罪活动锐减的情
况下，又建立跨区攻坚专班，对市内涉毒违
法犯罪分子露头就打，甚至跨省跨市打击，
查获市外省外毒品犯罪嫌疑人43名。

在打击毒品犯罪过程中，万宁市公安局严
格实施“严堵工程”，打防结合把控防线，陆路
防线在市主要干道开展流动检查毒品行动，开
展陆路毒品公开查缉行动等；海路防线在乌场
毒品检查站、港北毒品检查站24小时常态化
对进出港船舶和人员进行检查。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效。

露头就打 对涉毒行为保持凌厉攻势

如何打赢禁毒攻坚战？万宁从
完善禁毒基础建设，夯实禁毒基础
工作着手。

结合万宁全市毒情形势和禁毒
工作需要，万宁市进一步配齐做强
禁毒力量，推进市禁毒办实体化，充
实禁毒分局力量。

同时，深入利用社会力量开展
禁毒工作。万宁市通过挖掘、发动，
建立起行为训练师、社会工作者、心
理咨询师、教师、警察、医务工作者
等人员组成的7人专家团队，为全市
禁毒工作者提供培训讲座服务。并
发动建立了老党员、老干部、老军
人、老楷模、老教师等276人的“五
老”禁毒志愿者队伍，辅助对易涉毒

人群开展精准施教工作，使禁毒工
作成为全社会共识，为打好打赢禁
毒攻坚战凝聚人心。

经过系统建设，万宁市已经建立
起市、镇、村三级禁毒整治攻坚战斗
体系，其中三级禁毒战斗体系工作机
构54个，并形成市有市禁毒办和“八
严工程”指挥办公室，各镇（区）有禁
毒办和社戒社康办，社会禁毒组织有
共青团志愿者大队和市众志禁毒工
作服务中心等禁毒格局。

万宁市公安局还进一步强化调
查研究，摸清毒情“有的放矢”。结
合“三清”行动，万宁强力推进流出
外地务工生活人员排查管控工作，

“查漏补缺”；开展禁毒基础情况毒

情调研，撰写系列综合类、专题类毒
情调研材料，为准确把握禁毒规律
特点决策提供依据。

向科技要战力，也成为万宁打赢
禁毒攻坚战的有力举措。通过加强
现代科技禁毒管理建设，推进国家和
省各类禁毒信息系统管理平台建设
管理维护等，万宁实现全市戒毒康复
人员线上线下同步动态管控，执行异
常交集、进入高风险地区戒毒人员预
警、召回功能，为戒毒康复人员稳步
巩固戒毒奠定良好基础。数据显示，
万宁已连续3年多保持全市现有吸毒
人员大幅减少的良好的工作局面，其中
2018年减少331人，2019年减少531
人，2020年初至今已减少1450人。

夯实基础 构建全民禁毒工作大格局
“禁毒要管也要治”。为切实保障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管控措施，万宁市13个镇
（区）禁毒专干按照人员分工，全部深入到社
区戒毒（康复）管理对象家中进行家访活动，
落实定期尿检、帮教工作，推进“日见面、周
抽检、月评估、季督查”精准管控工作。

万宁市设有8个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
门诊（点），建立了18个禁毒教育基地场
馆，定期对戒毒康复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就
业指导和就业援助，开展心理辅导，降低毒
品复吸率。

帮助戒毒者回归社会也是禁毒工作中
的重要一环。万宁市充分利用戒毒康复中
心最大限度地接纳戒毒康复人员，让更多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获取劳动机会，自食
其力，帮助一大批戒毒康复人员顺利回归正
常社会。在该中心，通过定期邀请心理老师

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疏导，鼓励他们学习自
强，树立生活信心，同时在产业、技术培训等
方向增设课程。

同时，万宁市公安局全面跟进服务管
控，做好就业帮扶救助扶贫等服务工作，落
实818名戒毒出所人员全部“无缝对接”纳
入戒毒康复管控服务范围，并深入开展吸
毒人员“三清”行动，吸毒检测重点人群、重
嫌人员合计37306人。数据显示，万宁全
市针对戒毒康复人员开展就业培训17次
316人，帮助就业1078人。

万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按照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要求，着
眼禁毒整治攻坚大局，紧盯中心工作目标任
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持续降低现有
吸毒人员存量，为建设海南自贸港营造和谐
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本版撰文/元宇）

“疏”“治”结合 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涉毒危害明显下降，治安明显好转

万宁：抓好禁毒工作 守护万家平安

万宁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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