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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五指山市禁毒工作
以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为引领，以“净边
2021”“禁毒春季攻势”等
专项行动为抓手，紧紧围
绕减少毒品社会危害这
一中心工作和新一轮会
战总目标，稳步推进缉毒
执法、收戒管控和毒品预
防宣传教育等工作，取得
了较好成效。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至今，共破
获毒品刑事案件10起（其
中团伙案件5起），抓获毒
品犯罪嫌疑人19人，缴获
毒品6.58克，查处毒品
行政案件6起，强制隔离
戒毒6人，有效地遏制了
毒情的反弹，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
治安环境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对五指山市现有吸毒人员的
帮教管控措施，一是深入推进社区戒毒康复

“8·31”工程，严格落实吸毒人员出所“无缝
对接”制度，会战以来，对8名强制隔离戒毒
期满出所人员和6名服刑期满释放的吸毒人
员如数接回并全面落实后续接管措施。二是
积极开展精准禁毒脱贫工作，全市25名涉毒
贫困人员实现了全部脱贫脱毒。三是依托乡
镇、派出所、村居、社区等基层工作力量，在深

入开展吸毒人员“三清”行动和“平安关爱”行
动的同时，切实做好吸毒人员见面走访和分
级分类评估管控工作。全市所有吸毒人员实
现100%见面核查和掌握情况，对本市有困
难的吸毒人员，根据每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不同的帮教方式，并联合民政部门对贫困吸
毒人员进行就业帮扶、心理疏导、大病医疗保
障救治等帮扶手段，确保每个贫困吸毒人员
实现回归社会。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启
动以来，五指山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和
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听取全市
禁毒工作汇报。五指山市委书
记宋少华在该市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动员部署会上要求坚
决打赢这场会战，不获全胜，绝
不收兵。

据悉，五指山全市建立了统
一调度、高效运转的指挥系统，
细化各责任部门任务目标，压实

主体责任，强势推进“八严工
程”，有效遏制了毒情的反弹，全
市毒情日趋减轻并持续向好，会
战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三
降二无二升”的工作目标：一是
现有吸毒人员数明显下降。现有
吸毒人员数从2016年会战初期
占全市总人口的 2.28‰已降至
0.77‰，是全省现有吸毒人员数
量占比最低的市县之一；二是全
市毒品刑事、行政案件数量明显
下降。与会战初期同比分别下降

了52.9%和11.58%，极大地促进
了全市社会治安的明显好转；三
是新滋生吸毒人员明显下降。从
2016 年的 72 人已降至目前的

“零滋生”；四是无国家和省级确
定的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五
是无发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
（事）件；六是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幸福感和对禁毒工作的满意
度明显提升；七是人民群众的拒
毒、识毒和防毒意识也得到了显
著提升。

严密组织保障 坚持高层推动

坚持毒品预防宣传教育为先、关口前移，
强化治本之策。5月12日下午，在海南省农
垦实验中学的支持下，五指山市禁毒办深入校
园，举办了一堂禁毒知识讲座，市公安局禁毒
大队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给全校师
生讲解了毒品预防知识。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五指山市紧
密结合春季禁毒流动课堂活动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积极借力“110宣传日”“虎门销烟纪
念日”“三八妇女维权日”及全民禁毒宣传月等重
要时间节点，扎实推进禁毒宣传教育，通过发放

禁毒宣传资料、宣传品、悬挂横幅、提供禁毒知识
讲解、海报和展出毒品仿真样品、推广禁毒新媒
体关注和展板等形式，向公众开展禁毒宣传活
动95场次，受教育群众3万多人次。组织开展
了群众满意度调查宣传工作和全市青少年毒品
知识竞赛活动，全市五年级以上在校学生禁毒
知识知晓率达到了100%，实现了年内新吸毒人
员的“零滋生”和未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的“零发
生”，在全市营造了全民参与禁毒斗争的浓厚社
会氛围，在这一场禁毒战争中发挥了自己的力
量，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版撰文/梁子）

加强宣教 提升全民禁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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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增量、减存量”为抓手，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五指山：筑牢禁毒防线 守护美丽山城
五指山市公安机关以对毒品犯罪“零容

忍”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发挥缉毒主力军
作用，实施多警种联合缉毒，全力攻坚，取得显
著战果，超额完成了会战各阶段省禁毒委下达
的缉毒破案和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的任务指
标。特别是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侦审
并举，一举打掉了长期以来盘踞五指山市的

“月亮帮”“烟酒帮”和“鹏辉帮”等三个黑恶势
力犯罪团伙中涉及吸贩毒团伙5个团伙共32
人，成功带破自2013年以来这5个团伙成员
所实施的毒品刑事案件106起，有力地打击和

震慑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控制了
毒品的来源。

此外，以严控场所涉毒问题滋生和反弹为
关键，五指山市公安、旅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深化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娱乐场所的联合
执法力度，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了多次联合巡
查和整治，严防场所涉毒问题“死灰复燃”。举
办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禁毒知识培训班，有
效提升了场所从业人员的识毒、防毒、拒毒的
能力和水平，有力地维护了场所正常合法的经
营秩序，实现了娱乐场所的“零涉毒”。

严打涉毒犯罪 保持势头不减

注重帮扶 持续巩固禁毒成效

——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禁毒，一场没有硝
烟的持久战。

自禁毒攻坚战打
响以来，临高县坚持高
位推动，压实责任，全
面推进“八严工程”，大
力整治地区突出毒品
问题，扎实推进禁毒工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
造更加和谐稳定的发
展环境。目前，全县毒
情发展蔓延态势得到
有效遏制，增量不断下
降，存量不断减少，社
会治安环境持续好转，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
安全感大幅提升。
2020年9月28日，临
高顺利摘掉“全国毒品
重点关注县”的帽子，
并在 2020 年的全省
禁毒综合考评中取得
了全省第四位的优秀
成绩。

如今，又是一年
“6·26”国际禁毒日，
禁毒战役的号角继续
在临高文澜江畔响起。

今年1月7日，在临高文化公园，临
高县公安局开展以“一心为民110，砥砺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推动禁
毒宣传教育进场所、进社区、进家庭，进一
步筑牢群众识毒防毒拒毒防线。这是临
高强化禁毒宣传，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八
进”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临高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创
新形式开展禁毒宣传。该县全力推进禁毒
宣传教育“八进”工作，抓好毒品预防教育

“6·27”工程，并利用“妈妈训教团”禁毒宣
讲、“青春禁毒”大会战、禁毒文艺晚会等本
土特色宣传载体，营造浓厚禁毒氛围。

同时，临高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大力推
进禁毒预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呵护学生健
康成长。日前，临高有关部门深入西南大

学临高实验中学等学校开展宣传活动，向
学生介绍毒品的基本常识和抵制毒品的方
法，引导学生认识毒品的危害。

此外，临高还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微
信、抖音等媒体平台宣讲禁毒知识。

2018年，临高全面改造禁毒教育基
地，建设禁毒综合展厅，让群众感受毒品
的危害。2020年，该县在5个乡镇、6个
学校共建立12个禁毒图书角。

多措并举之下，临高禁吸戒毒成效不
断提升。现有吸毒人员从2018年的3296
人降至目前的1891人；戒断3年未复吸人
员4654名，比2018年增长48.4%；2019
年新增吸毒人员28名，同比下降80.9%，
2020年以来仅新增吸毒人员5名。

（本版撰文/玟珺 王海玥 肖春英）

扎实推进禁毒工作，坚决打赢打好禁毒攻坚战

临高：利剑斩毒魔 钢铁铸防线

日前，临高召开了 2021 年禁
毒工作会议，总结去年禁毒工作经
验做法，并部署安排今年全县禁
毒工作。会议要求，结合实际深
入推进禁毒绩效考核等各项重点
任务，实现禁毒斗争形势持续好
转。

近年来，临高始终把抓好禁毒
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作为维护
社会稳定、提升人民福祉、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高位谋划推
动，压实责任，坚持“党政同责”。

县委书记文斌担任县禁毒委主任、
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多次召开
县委常委会议及系列工作推进会、
调度会。临高还将禁毒工作纳入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目
标考核和年度考核重要内容，细化
禁毒综合整治“工作表、责任书”，
层层签订责任书，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的禁毒
工作格局。

为保证禁毒工作顺利开展，临
高出台了《全县禁毒三年大会战

（2020—2022年）行动方案》等系列
方案和指导性文件。同时，临高强
化保障，禁毒专项预算经费由2016
年的 221 万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754.84万元，增幅高达341.6%。

记者了解到，临高不断完善禁
毒组织机构建设，按照现有吸毒人
员数30：1比例配齐配强禁毒专职
工作人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招聘69名禁毒专干充实到基层
一线，为戒毒康复和禁毒宣传教育
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2018年8月20日起，临高县公安局
陆续对以符聪为首的涉黑涉毒团伙集中
收网，共抓获该团伙成员35人，成功侦破
了以符聪为首的涉黑涉毒团伙系列案件。

为侦破案件，在省公安厅坚强领导下，
临高县委、县政府决定以县委常委、县公安
局局长武献志担任专案组组长，抽调刑侦
大队、辖区派出所10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
组。专案组全体民警在时间紧、任务重、人
员少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为统一收网和案
件攻坚突破，创造良机。

最终，专案组共抓获该团伙成员35
人，破获刑事案件38起，缴获枪支2支、
汽车12辆、刀具一批，扣押、冻结涉案资
金人民币89.2万余元，有力地维护了临
高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重拳出击，临高打击毒品犯罪战果显
著。临高禁毒部门始终保持对涉毒违法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开展一系列打击整
治专项行动。2018年12月以来，临高共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69名，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124宗。其中，成功侦破的以符聪
为首的涉黑涉毒团伙系列案件，是我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第一宗死刑判决的
案件，得到国家禁毒办全国通报表扬。

武献志表示，临高将继续扎实推进
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巩固去年摘掉“全国
毒品重点关注县”的禁毒成果。督促指
导各镇特别是被挂牌整治的波莲镇和重
点关注的加来农场强化措施，按期完成
禁毒任务。

接下来，临高将全面提档升级“八严”工
程，统筹推进禁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和农
村毒品治理，开展“净边2021”行动、“平安关
爱”行动等系列专项行动，为自由贸易港建
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高位推动 压实责任全面禁毒

6月17日，临高警方深入校园开展禁毒教育知识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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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 高压态势严打涉毒

强化宣传 构筑全民禁毒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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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警方抓获涉毒嫌犯。

五指山市举行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