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毒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

战。2020年以来，东方市深入开

展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不断

强化打防管控措施，健全毒品问

题治理体系，提档升级“八严工

程”，禁毒工作稳中有进，禁毒形

势持续向好。2021 年至 2022

年6月17日，东方共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4起，抓获贩卖毒品犯罪

嫌疑人15人，移诉毒品犯罪嫌疑

人56人，抓获在逃涉毒人员4

人；查获吸毒人员33人。东方现

有吸毒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从

2020 年的 1.77‰降至 0.92‰

（截至2022年6月1日），远低于

全省的平均水平。

禁毒工作是平安建设和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东

方通过打好禁毒战，为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提

供强有力支撑。

东方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平安东方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2020年、2021年全省平

安建设综合考评中，东方由后进

到先进，连续2年位列优秀，社会

稳定局面持续巩固，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工作实现新突破，群众

安全感更有保障。全市各级各部

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重点

环节，以闭环思维抓好工作落实，

积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东方路径，推动平安东方建设工

作迈上新台阶，全力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建设滨海城市带的节点城市和亮

点城市保驾护航。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
止。东方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严
打高压态势，今年先后组织开展
了“清源断流”专项行动、禁毒

“2022 春夏攻势”专项行动等一
系列行动。

以张某某、陈某某、吴某某为
首的吸贩毒团伙经常活动在东方
八所镇。今年5月中旬，获悉这一
重要线索后，东方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立即对其进行立案侦查。

经过连续多天的分析研判和
调查取证，东方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充分掌握了该团伙活动轨迹及涉

毒证据。办案民警于5月22日开
展第一轮抓捕行动，成功在八所镇
某村一私宅内将团伙主犯张某某
以及吸毒人员卢某某、苏某某等3
人抓获。次日，办案民警经过蹲守
将另一团伙成员陈某某抓获，根据
线索发现陈某某下线卞某某在八
所镇某村一废弃房屋内聚众吸食
毒品，办案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布控
并将卞某某、杨某某、张某等3名吸
贩毒人员抓获。

循线深挖，强化打击。办案民
警锁定张某某、陈某某、吴某某为
首的贩毒团伙的漏网之鱼，制定抓

捕计划，多警联动、协同作战。截
至6月17日，此次行动共抓获吸贩
毒人员12名，刑事拘留3人，强制
隔离戒毒3人，行政拘留5人，行政
罚款1人。目前，该案已提请东方
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悉，2021年至2022年 6月
17日，东方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
起，抓获贩卖毒品犯罪嫌疑人15
人，移诉毒品犯罪嫌疑人56人，抓
获在逃涉毒人员4人；查获吸毒人
员33人。

东方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以实施东方“123456”发展战略

为契机，在责任落实上再加强，切
实组织打好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收官战役，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壮声威、出气势、见成效。

此外，东方市检察机关立足检
察职能，全面实施“捕诉合一”办案
模式，依法从严从快精准办理毒品
犯罪案件，2021年以来共批准逮捕
8件8人，起诉19件21人；市人民
法院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毒品犯罪，
2021年以来共受理毒品案件21件
23人，审结21件23人，判处3年以
下有期徒刑22人，3年以上有期徒
刑1人。

严打 重拳挥向毒品犯罪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要
我们提供帮助。”近日，东方八所镇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中心禁毒专干
文育辉通过微信询问了解吴非（化
名）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吴非是八所镇玉章村人，现在
是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这些年，
在禁毒专干的引导下，他发展种
植、养殖产业，还在村里成立了一
支小型建筑工程队，多渠道务工就
业。当前，他正在积极学习备考，
准备考取电焊工有关资格证。

“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但我
们还是会持续关注他。”文育辉说，

禁毒专干主要负责对吸毒人员进
行尿检、毛发采集、心理疏导、就业
引导等，为他们及时提供帮助，帮
助他们回归社会及家庭。

目前，东方全市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217人，执行率100%，建
立社区戒毒（康复）指导中心1个，
乡镇级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中
心11个，配备禁毒专干56人。这
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管控、
心理辅导和就业工作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持续强化社会面吸毒人员管
控。东方各乡镇及华侨经济区严格

按照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和“一人一
档一策”的工作要求，已列风险评估
1625人，其中高风险吸毒人员9人、
中风险260人，低风险1356人。“对
社区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管控实行
动态管控。”东方公安局禁毒大队大
队长杨伟俊说，通过采取“三定”措
施（即定期走访、定期谈话、定期尿
检和毛发检测）做好信息采集，做到
吸毒人员身份信息真实、吸毒人员
现状情况真实、管控吸毒人员的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真实。

持续推进美沙酮维持治疗工
作。据悉，2021年以来，东方累计

接收治疗31人，本地在治疗人数为
15人，年保持率为85.71%，有效降
低复吸率。

禁毒工作的关键，在于铲除毒
品生存的土壤。东方对重点场所
进行常态化监管，坚持部门联动，
对该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多次开
展突击清查专项整治行动。2021
年以来，共清查968家次，累计在
场所内尿检1718人次。

此外，东方持续推进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工作，目前该市25家易制
毒化学品企业均纳入管控，管控率
达100%。

严管 收戒收治吸毒人员

严打、严管、严防，全力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东方：筑牢禁毒防线 推进平安建设

6月20日，走进东方市八所镇“海岸线
驿站”，只见驿站内设置办公室、会议室、档
案室、尿检室、心理咨询室、宣泄室等功能
室，室内整洁宽敞，设施齐全。

据介绍，“海岸线驿站”中的“海”代表是
海南，“岸”指呼唤戒毒康复人员早日回归社
会，“线”代表深入社区的禁毒专干组成的帮
教战线。

八所镇登记在册吸毒人员722人，其
中现有吸毒人员182人，社区戒毒7人、社
区康复83人。“驿站一方面是禁毒专干的
工作场所，另一方面是经常开展就业培
训，谈心谈话等活动场所。禁毒专干主要
为吸毒人员提供尿检、采集毛发、心理疏
导、就业指导等服务。”八所镇“海岸线驿
站”禁毒专干王杰说，今年以来，该站开展
了“平安关爱”活动，为吸毒人员牵线搭桥
提供就业帮扶，还在节假日期间去经济困
难的吸毒人员家中走访慰问并送去生活
物资等。

在禁毒专干的帮扶下，八所镇罗带村小
罗（化名）已是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禁毒
专干经常去他家走访，与他谈心、拉家常，时
常鼓励他要重拾生活信心，回归社会，并且
积极引导其参与工作。如今，小罗还成为了
村里的农技能手，生活越来越好，有奔头了。

近年来，东方按照“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讲求实效”的原则，积极推动“海岸线驿
站”标准化建设，旨在进一步夯实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工作基础，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人员管控力度，不断提升和持续巩固帮扶救
助工作成果。

目前，东方已完成八所镇、三家
镇、大田镇、感城镇、板桥镇、新龙

镇6个乡镇的“海岸线驿站”
示范点建设工作。下一
步东方将继续按照“因
地制宜，科学规划，
讲求实效”的原
则，统一标牌印
章、统一功能布
局、统一人员
配备、统一工
作证件、统一
档案样式、统
一工作流程，
以点带面、示
范引领，推进
四更镇、东河
镇、天安乡、江
边乡及华侨经济

区“海岸线驿站”标
准化建设。

加强管控
助戒毒康复人员早日回归社会

东方推进“海岸线驿站”
标准化建设

禁毒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
更是一场持久战。东方坚持以人
为本，强化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努力
营造全民禁毒氛围，筑牢禁毒源头
防线。

近日，杨伟俊走进校园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在课堂上，他根据不
同年龄段的学生的认知特点，讲述
鸦片战争的故事，介绍毒品的种类
以及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
害等内容，以答题互动的形式，引
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增强学生辨别毒品的能力和
自我防范意识。

2021年以来，东方在社区、乡
村、学校等地，组织开展“护航自贸
港，禁毒在行动——领导干部学党
史讲禁毒”讲堂共计77场次，受教
育群众达3余万人次。

同时，东方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 禁 毒 宣 传 活 动 。 2021 年 以
来，先后开展“春季流动课堂”

“全民禁毒宣传月”“禁毒电影巡
映”“防范新型毒品进校园宣讲”

“妈妈训教团进家庭进社区”等
系列活动 359 场次，发放宣传资
料 40 万余份，受教育人群逾 10
万人次。

根据有关部署，东方还不断
推动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宣传工
作深入开展。目前，东方全市中
小学全面落实毒品预防教育专题
教学4课时，2021年已申报创建
成功东方第二中学、第一小学、广
坝农场中心学校、铁路小学等 4
所省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
2022年，该市正在申报创建铁路
中学、第七小学、大田初级中学、
板桥初级中学等4所学校为省级
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申报创
建 35 所市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

学校。
东方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

示，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
先”，全面推广应用全国青少年毒
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把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置于优先
位置。教育部门要精心组织
开展学校毒品预防教育“五
个一”活动，努力实现新滋
生青少年吸毒人员大幅减
少、保持未成年人涉毒违法
犯罪为零的记录。同时结
合全民禁毒宣传月、“6·26”
国际禁毒日等节点，开展防
范新型毒品滥用主题宣传教
育，突出宣传教育重点，主动
适应全媒体时代融合发展新
趋势，创新禁毒预防教育工作方
式方法，推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实现新突破。

（本版撰文/玟珺 方宇杰）

严防 筑牢禁毒源头防线

东方禁毒大队联合邮政部门开展
寄递物流业专项检查。

东方禁毒大队组织志愿者开展禁
毒流动课程活动。

“蒲公英”禁毒宣讲团联合多部门组织开展的“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走进东方市第三小学。

本版图片均由东方市公安局提供

——2022年“6·26”国际禁毒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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