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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多种因素影
响，文昌市是海南省较早出现毒品输入
的市县之一，因在册吸毒人员基数高、流
动吸毒人员多、复吸率高、戒断难，毒品
滥用问题成了困扰文昌市禁毒工作的一
大难题。

毒品不禁，民不安生！
近年来，文昌市公安局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
省禁毒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公
安机关主力军作用，以“三个体系、两项
活动、一个平台”（简称“321项目”）为主
要抓手，全面提档升级禁毒三年大会战

“八严”工程，深入推进“春季禁毒流动课
堂”“净边2021”“寄递渠道禁毒百日攻
坚”等专项行动，不断优化社会治安环
境，为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和文昌国际
航天城平安建设贡献了公安力量。

强化“打、堵、收、整”
扎实推进“八严”工程

自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文昌
市公安局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共破获
毒品案件705起，刑拘犯罪嫌疑人1038

人，其中破获特大案件12起、重大案件
23起；收缴各类毒品31公斤，盐酸1180
公斤，毒资104万元；查扣手机737部、
小轿车29辆、摩托车34辆；查获涉毒人
员2060人。与此同时，文昌市现有吸毒
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
2016年全市现有吸毒人员占总人口比
例为6.6‰，2021年全市现有吸毒人员
占总人口比例为1.61‰。

探索建设
“科技+禁毒”样板工程

“建设这个服务站，能够有效帮助治
疗人员控制毒瘾，治疗人员服药的经济
负担全部由政府解决，同时服务站提供
24小时自助服务，为治疗人员的工作和
生活提供了便利。”近日，在文昌市美沙
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系统监控中
心，文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潘碧
雯介绍，2021年以来，文昌市公安局共
投入89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锦山、潭牛、
铺前镇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
建设，并顺利通过省卫健委评估。目前，
文昌市已完成1个监控中心和5个乡镇

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建设，
形成“一中心多站点”管理模式。据统
计，截至2021年12月，在美沙酮药物维
持治疗自助服务站投入使用后，文昌市
的入组服药人员从使用前的22人提高
到35人，日服药平均人数上升37%，累
计达到9408人次。美沙酮“科技+禁
毒”新模式得到国家禁毒办的通报表扬，
并在全省推广。

打造海南省首个
市县级社戒社康指导中心

2021年6月15日，海南省司法厅府
城强制隔离戒毒所驻文昌市社戒社康工
作指导中心在文昌市公安局揭牌。该中
心是全省成立的首个市县级社戒社康指
导中心，中心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文昌市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戒毒人员刘某患有高血压、脑梗等
多种疾病，吸毒二十多年，多次复吸，家
庭支持系统不健全。驻站民警获悉刘某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日期后，第一时间赶
赴其户籍所在地文昌市铺前镇，协助派
出所民警和禁毒专干完成接收建档工

作，并与刘某谈心谈话，落实“平安关爱”
措施，确保后续照管无缝衔接落地落实。

指导中心成立以来，驻站民警参与
了禁毒检查督导、考核评估、创建培育

“无毒镇（场）”等多项工作；先后组织召
开社戒社康工作推进会3次，举办禁毒
专干培训班2次，参与“防范毒品滥用宣
传教育”“寄递渠道禁毒百日攻坚”等活
动13场。2021年文昌市无在校学生、
未成年人涉毒，无种毒、制毒问题发生，
无涉毒化学品流失滥用，无公共娱乐场
涉毒，无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指
导中心为文昌市实现禁毒管理“五无”目
标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昌市公安局：

锻造禁毒劲旅 守护一方净土

2021年，文昌市禁毒
工作绩效考评荣获全省市
县类第一名，连续多年位
居全省优秀行列。2020
年，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上，文昌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获评全国禁毒工作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表彰大会上，
文昌市公安局东郊派出所
等 4个单位、黄宏光等 9
位同志，分别被评为全省
禁毒三年大会战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

说
文昌公安

2021

圆满完成全国“两会”、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首届消博会、建党100周年、长

征系列火箭发射等重大安保任务16次

圆满完成安保任务

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打掉

涉黑涉恶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49名

强力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破案数同比上升

65.3%，开展反诈宣讲27次，发放宣

传资料20余万份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破获刑事案

件667起，破案数同比上升8.1%，打

掉犯罪团伙 46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98人，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

降6%，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升高

严厉打击突出犯罪

有序推进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攻坚战，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

比下降 30.91%，财产损失金额减少

8.8 万余元，同比下降 7.93%，全市

未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全力保障公共交通安全

（本版策划/梁子 撰文/李奕恒
图/文昌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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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警营开放日，交警向群众宣
讲交通安全知识。

2022年1月8日，文昌市公安局警营开放日，举行升旗仪式。

奋力攻坚
忠诚履行打击违法犯罪职责

2021年，乐东公安始终突出打击违
法犯罪的主责主业，持续推进“控发案、多
破案、压事故、防事件”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全年立现行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7%、
破现行刑事案件同比上升24%，查处治安
案件同比上升10%，重大安全事故零发生。

强力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乐东
公安对全县未破命案大起底，梳理出全县
重点命案积案案件和逃犯，成立专案组，
集中优势资源、骨干力量，穷尽一切手段
开展案件侦破和逃犯追捕，取得丰硕的战
果。2021年以来，共破获命案积案11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有效化解了一批信
访积案，维护了法律尊严和公平正义。

深入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始终保持
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对涉毒人员有效
管控，广泛深入开展宣传，禁毒成果进一步
巩固，禁毒形势进一步好转。共破获贩毒
案件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查获吸毒

人员16名。现有吸毒人员占总人口比例
从大会战前的5.57‰下降到2.38‰，为新
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结束时降到全国平均
水平以下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不断强化工作措施，严格线索核
查，对专项斗争期间的存量案件再起
底，进一步梳理深挖一批重点涉黑涉恶
案件（线索），在全县范围开展倒查、复
查；加强执法监管协作，精准收集掌握
涉及各领域违法犯罪线索，全面调查证
据，固化证据链条，持续对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2021年，共打
掉4个涉恶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5
名，破获刑事案件19起，进一步夯实社
会稳定的根基。

竭诚服务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乐东公安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公安

政务服务职能作用，聚焦服务群众和企
业堵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民生保障、营
商环境等方面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和护航自贸港建设中进一步彰显忠诚
担当。

零距离服务群众和企业。在乐东政
务服务中心建成400多平方米公安政务
分中心，公安审批业务全面进驻，“一门
通办”工作顺利完成；投入200多万元购
置警务便民设备，覆盖全县11个镇，方
便群众就地办理公安业务；引导群众通
过“海南警民通”“互联网+公安政务管
理服务”体系办理业务，实现以线上办理
为主、自助办理为辅、线下办理为补充的
公安政务服务模式。组织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落实民生实事
359件。

扎实推进“四访”“五帮”。深化对有
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进行一对一、点对点
的“四访”“五帮”服务，共走访帮教对象
698人次，帮助 15名辍学学生回归校
园，引导7名学生参加了技能培训，帮助

2名16岁以上未成年人上岗就业，有效
引导了问题未成年人回归正道。

帮扶脱贫户得到巩固提升。2021
年，为实现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共选派37名乡村振兴工作队员
入村持续帮扶169户脱贫户，深入了解
群众脱贫后的生活及生产情况，有针对
性地宣传和讲解相关帮扶政策，精准制
定帮扶措施，解决实际困难，脱贫攻坚成
果不断得到巩固提升。

开拓创新
筑牢群防群治防控体系

乐东公安认真贯彻落实专群结合的
方针，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发
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防控，提高预防犯
罪、发现犯罪的能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向纵深发展。

全面铺开警务助理工作。坚持以
创建“平安社区”“平安乡村”为目标，
招聘 217 名警务助理，在城区和农村

派出所全面推行警务助理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警务助理“八大员”作用，入
户走访率58%，排查矛盾纠纷293起，
开展便民服务 183 次，协助破获案件
42起（其中命案2起），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33人。

织密群防群治防控网络。报请县政
府印发《乐东黎族自治县群众举报违法
犯罪线索奖励办法》，对协助公安机关查
破案件的群众给予奖励，有效调动群众
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与县人民武装
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
制的通知》，与县园林中心、县供电公司、
县龙马环卫公司等单位建立联防联控合
作机制，动员遍布全县的民兵和电力、环
卫、市政工人共计4000余名力量参与到
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工作中，推动更有保
障、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

一批工作机制相继出台。2021年，
乐东县委县政府相继出台了《乐东黎族自
治县风险防控网格工作整合实施方案》
《命案防控八条措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
防护十项措施》等；成立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委员会，推行“交警入所”改革，提前完
成“两站两员”建设；构建“1、3、5”分钟城
区网格化巡控机制，健全完善“镇村队警”
四级联动机制、治安“黑名单”制度等，初
步构建起全域性“群防群治”工作体系。

踏上新征程，乐东公安重整行装再
出发，将牢记初心使命，勇毅奋进，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和乐东高质量发展再立新
功，以更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本版策划/梁子 撰文/吴彦华）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以忠诚担当书写最美平安“警色”
2021年，乐东黎族自治县公

安局在县委县政府和省公安厅坚
强领导下，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一步
筑牢忠诚警魂，全警牢记训词精
神，扛起光荣旗帜，忠诚履职尽
责，护航海南自贸港建设，助力乐
东高质量发展，换来群众的平安
幸福，以忠诚担当在平凡的岗位
上书写最美平安“警色”。一年
来，因成绩突出，该局喜获诸多殊
荣，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荣立
集体一、二等功各1个、集体三等
功3个，9个单位被省委政法委和
省公安厅表彰；荣获“全国公安系
统二级英雄模范”、个人一、二等
功3人次，49人被省委、省政法
委、省公安厅等单位表彰。

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乐东县公安局全体民警向警旗敬礼。

乐东县公安局民警持续追凶，抓获潜
逃22年重特大命案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