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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以来，白沙
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
扎实做好各项禁毒工
作，同时自我加压提出
创建“无毒县”这一标准
更高、更有突破性的目
标任务。在近一年的创
建过程中，白沙禁毒工
作实现了“三降二无二
升”的工作目标。该县
现有吸毒人员数量从
2016年第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初期占全县总
人口的2.5‰降至占全
县总人口的0.5‰，成
为全省现有吸毒人员数
量占比最低的市县之
一。2020年度的民意
调查显示，白沙禁毒工
作的群众满意度位居全
省前列。目前，该县细
水乡和阜龙乡已达到
“无毒乡镇”要求，全县
共有无毒村（居）66个。

“非常感谢政府的帮助，让我掌
握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现在家里
的日子越过越好。”近日，白沙牙叉
镇道阜村戒毒康复人员阿刚对上门
回访的工作人员感激地说。

在创建“无毒县”的过程中，白
沙扎实开展戒毒人员“平安关爱”行
动，落实各项吸毒人员动态管控和
关爱帮扶措施。有序推进吸毒人员
见面核查和检测工作，通过入户随
访、视频连线、异地管控等方式开展
面对面核查，掌握社会面上有吸毒

史人员去向，做到核查不漏人、检测
不漏人、管控不漏人。加快建设帮
扶体系、专业队伍和信息平台，探索
建立精准脱毒康复工作新模式。有
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救助工作，“一人
一策”精准帮扶关爱吸毒人员。组
织戒毒康复人员参加就业指导培训
会和现场招聘活动，给他们推荐工
作。在各级各部门的合力帮扶下，
去年12月白沙贫困吸毒人员全部
脱贫。目前，该县在册吸毒人员就
业率达98%。

开展“平安关爱”行动 “一人一策”精准帮扶

白沙创建“无毒县”的目标是用两年
时间（2020年中旬到2022年底），做到不
发生制造毒品案件或者制造制毒物品案
件、不发生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不
发生影响较为恶劣的吸毒人员肇事肇祸
事件、不发生脱管失控吸毒人员引起的重
大违法犯罪案件、不发生在校中小学生吸
毒案件的“五个不发生”。实现群众禁毒
知晓率上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率上

升、戒断3年以上未复吸人员增幅上升、群
众对禁毒工作满意率上升的“四升”和新
滋生吸毒人员增幅下降、未成年人员占涉
毒人员比例下降、外地抓获本地籍吸贩毒
人员数量下降、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和治
安案件数量下降。

白沙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刘蔚担任总指
挥的创建“无毒县”指挥部，统筹指挥创建
工作。建立县、乡（镇）、村三级书记抓禁毒

工作机制。各乡镇成立创建“无毒乡镇”指
挥部、创建“无毒社区”指挥部（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健全驻村包点创建工作机制，强
化创建工作专班建设。该县建立“四套班
子”领导挂钩联系工作制度，“四套班子”领
导中，每2人负责一个乡镇，督促指导所联
系乡镇的“无毒社区”创建工作。全县形成
了党委政府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新格局。

“三级书记”抓禁毒 齐抓共管开新局

6月17日晚，由白沙公安局主
办的“禁毒三年大会战”禁毒宣传轻
骑兵文艺巡演活动走进牙叉镇高峰
新村。快板《禁毒永不停》、竹木乐
器演奏《黎寨晨曲》等节目受到村民
欢迎。活动还设置了禁毒知识有奖
问答环节。

据了解，禁毒宣传轻骑兵文艺巡
演活动是白沙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一
大亮点。白沙公安局通过开展该活
动，借助文艺节目向群众普及禁毒知
识、传播禁毒理念，增强重点人群的拒
毒、防毒意识。目前，该活动已先后在

白沙11个乡镇（村）举办。
在创建“无毒县”的过程中，白沙

充分发挥教育局、团县委、司法局、交
通局等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的职能
优势，联合各乡镇、街道、村居等做好
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白沙法院将庭
审现场搬进学校，让师生代表旁听涉
毒案件庭审。该县面向在校学生开
展毒品预防教育，将毒品预防教育
列为学生必修课。目前，白沙在校
学生在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
字化平台的注册率超过98%。

（本版撰文/梁子）

多种形式宣传教育 营造全民禁毒良好氛围

加强组织领导，严打毒品违法犯罪，扎实做好帮扶关爱和宣传教育工作

白沙：创建“无毒县”守护美丽家园

“要做到‘五个不发生’，就必须持续保
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主动进攻和高压严打
态势，严厉打击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贩毒活
动，震慑吸贩毒人员。”白沙县委常委、公安局
局长马琼才介绍，白沙公安以“打团伙、摧网
络、抓毒枭、缴毒资”为主攻方向，以打击零包
贩毒犯罪为重点，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

“毒品断梢”“毒品大堵截”“冬季迅雷”“春季

攻势”等专项行动，落实物流行业实名、验
视、过机“3个100%”。为打击网上毒品犯
罪，建立网络涉毒线索通报机制、网上网下
联动查处机制。通过跨地区合作查缉毒品
堵源截流，依托“路长制”，公安禁毒大队联合
交警、派出所等开展毒品联合查缉行动。积
极开展吸毒人员大排查、大管控、大收戒行
动，对全县娱乐场所开展大规模涉毒突击清

查，对出现涉毒问题的娱乐场所严格执行
“六个一律”和“一次性死亡”规定。白沙公
安打防控并举，不给毒品犯罪留下空间。

此外，白沙县政法委和县公安局积极推
动各乡镇、各派出所落实吸毒人员出所无缝
衔接工作要求，确保吸毒人员出所衔接和后
续管控工作有序有效推进，确保出所衔接
率、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执行率达100%。

坚持打防控并举 不给毒品犯罪留空间

白沙公安局在牙叉镇高峰新村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禁毒宣传轻骑兵文艺巡演活动。 本组图片由白沙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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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他们平时对我的帮助，要不
是他们，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呢。”保城镇城北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黄某
寿在社区和禁毒专干多次帮助协调下，进
入一家采石场担任保安。生活有了着落，
日子有了盼头，黄某寿再也不想吸毒了。

“你还有什么困难？”日前，保亭妇联
联合县委政法委、县禁毒办等单位，通过

“座谈会谈心”“面对面帮教”及“温情慰
问”对40名吸毒人员慰问帮扶。

这都是保亭开展“平安关爱”行动，构
建县、乡镇、村（社区）三级精准帮扶工作体
系的缩影。保亭依据“全面排查，逐人分
析、科学评定、动态调整”的原则，对社会面
吸毒人员现状精准评估，明确开展“平安关
爱”行动的对象和具体任务。深化吸毒人
员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完善社区党组织
成员任组长，社区民警、网格员、禁毒社工、

禁毒志愿者作为成员的关爱小组工作机
制，组织、动员吸毒人员家属、亲友等参与
关爱小组，共同开展社区关爱工作。

同时，司法、共青团、妇联等各个部门
落实对戒毒康复人员的出所衔接、心理疏
导、家庭关爱、就业帮扶、社会救助和医疗
教治等方面的工作责任。各村（社区）纷
纷开展常态化心理辅导，积极协调医疗单
位加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医帮扶。
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帮扶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就业。据统计，2020年7月至2021
年5月，全县共开展关爱帮扶362人。

一项项雷厉风行的禁毒行动、一场场
形式新颖的宣教活动、一幕幕通俗易懂的
文艺演出、一次次帮扶关爱之行……禁毒
工作任重而道远，保亭正在全力以赴打好
打赢新时代的禁毒人民战争。

（本版撰文/梁子）

落实22项措施助推禁毒工作再上新台阶

保亭：织密禁毒安全网 教育帮扶全覆盖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开

展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坚
持高压严打毒品犯罪等，推动22
项措施落实，禁毒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实现了“三降二无二升”
目标：现有吸毒人员数明显下
降，从2016年会战初期占全县
总人口的2.22‰降至0.54‰；全
县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立案
数明显下降，与2016年同比分
别下降了35.5%和25.8%；新滋
生吸毒人员明显下降，从2016
年的42人已降至目前的“零滋
生”。无重点关注地区，无发生
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群众的拒毒、识毒和防毒意识显
著提升，全县创建“无毒村委会”
26个，占全县村委会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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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保持毒品打击高压态
势，不给毒品进入保亭留缝隙，离
不开领导重视和各项保障。保亭
深化县长担任禁毒委主任，乡镇
（街道）党政负责人为禁毒工作组
组长的组织体系，全面压实责
任。将禁毒工作纳入各级党政各
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
核评价、政府绩效考核、平安建设
（综治工作）和文明创建考核等重
要内容，作为干部任用考核的重
要依据。

保亭位于海南岛中部五指山
南麓，山清水秀，风景秀丽，是“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吸引省内外游
客蜂拥而来。元旦、春节、五一、
端午等重大节日，保亭的娱乐场
所都会迎来人流和消费高潮。每

当这个时候，也是禁毒民警忙碌
的时刻。每逢节日，保亭公安都
会联合旅文、市场监管等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对易涉毒场所的娱
乐场所、网吧、足疗店、旅店等开
展全面清查整治。

“娱乐场所监管一直是保亭
高压严打的重点。保亭坚持对发
现涉毒的娱乐场所予以重罚，实
行‘一次性死亡’。”保亭县委常
委、公安局局长林梦灵介绍，该县
建立健全“黑名单”制度，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力度，全面推进娱乐
场所规范管理。为堵截毒品入
县，保亭公安局制定了《2020年保
亭县毒品大截流工作方案》，禁毒
大队联合刑警大队、巡防大队、保
障室、交警大队、各派出所持续开

展毒品缉查行动，扎实推进“禁毒
2020两打两控”和“断梢”“冬季迅
雷行动”“2021年春季攻势”“毒品
大堵截”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贩
毒犯罪，严格管控制毒物品，严密
防范制毒物品流失。加大吸毒人
员排查收戒力度，强化吸毒人员

“清隐”“清零”“清库”工作，对吸毒
人员特别是病残吸毒人员继续保
持“应收尽收、全员收戒”。

截至2021年5月，保亭共破
获毒品案件4起（均在外市县发
生），刑事拘留 12人；查处吸毒
人员8人，其中强制隔离6人，完
满完成各项任务指标。没有发
现团伙贩毒案件和网络贩毒案
件，2021年1月至今，复吸0人，
新增0人。

高压严打 不给毒品入县留缝隙

保亭毛岸学校地处偏远，只有70多
个学生。今年5月，该校举办“一誓一课
一体验”活动。“虽然孩子们还小，但让他
们认识毒品的危害总是好的。”校长黄王
雄一直很支持和配合禁毒活动。今年4
月至5月，保亭禁毒办、县教育局与团保
亭县委组织发动全县各中学开展“一誓一
课一体验”禁毒宣传活动，在国旗下禁毒
宣誓、开展主题班会等。活动在保亭中
学、毛岸学校等中小学顺利开展，覆盖师
生1.8万余人，让学生了解毒品危害，远
离毒品，建设美好、无毒校园。

抵制毒品，预防更重要，宣传教育要
先行。保亭坚持预防教育分级分类实施，
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减少新涉毒人员滋
生。一是常态化与节日集中宣传相结

合。禁毒办联合团县委、妇联、司法局、禁
毒志愿者、妈妈训教团在街道、闹市、小区、
社区开展主题为禁毒流动课堂宣传活动。
大会战开始至2021年5月30日，共开展禁
毒宣传90余场次，受教群众达5万余人
次。二是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宣传禁毒。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好保
亭”APP等媒体，多方位、多渠道在主要时
段开展禁毒公益广告滚动播放、新闻宣传
报道。三是重点人群精准宣传教育。在中
小学校开展“春季禁毒流动课堂”“一誓一
课一体验”等活动，组织走访涉毒家庭，对
失学未成年人进行精准宣传，做好青少年
帮教保护工作。通过多维度全面宣传，广
泛提升了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2021年1月至今，复吸0人，新增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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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在各学校开展宣读禁毒誓言活动。

保亭警方加强毒品堵截查缉力度。

白沙公安局禁毒大队跨
区域跟踪线索并在某酒店抓
获涉嫌贩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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