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守护美好家园。”6月21日，五

指山市在“禁毒宣传进万家”

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出倡议，号

召全民积极参与禁毒斗争。

自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来，尤其是去年以

来，五指山市以“八严工程”为

载体，念好加、减、乘“三字

经”，强化打、减、控“三举措”，

取得显著成效，全市现有吸毒

人数占全市总人口比例从

2020年底的1.8‰下降至当

前0.53‰，明显低于全国、全

省平均数；吸毒违法案件从

2016年的161起161人降至

今年来的5起5人；五指山全

市无省级毒品问题严重整治

的乡镇。自2020年以来，连

续两年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

满意度达98.56%，位列全省

前列。

“五指山禁毒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高位推进是重要保障。”

五指山市政府副市长、公安

局长李夏表示，市委书记朱

宏凌对禁毒工作亲自过问指

导，多次作出批示。市禁毒

委各成员单位认真履职，密

切配合，有力推动禁毒工作

扎实有效开展。

念好“三字经”，强化“三举措”

五指山：大力推进无毒山城建设

“争取今年娶个老婆，将来再生个可爱的
孩子，过好自己的小日子。”6月23日，在五指
山市通什一家酒店，39岁的阿勇（化名）说起
自己将来的生活时满脸笑容。

从一家娱乐餐饮公司的领班做到主
管，如今已当上经理，每月薪水一两万元，
现在阿勇又有了新的梦想……看着眼前的
阿勇，谁能相信，他曾经是一名“瘾君子”。

阿勇从15岁开始吸毒，之后多次戒毒，
总因“难以摆脱毒友和心瘾”而深陷毒淖。
2017年11月是阿勇最后一次走出戒毒所，
当年海南在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看到那
么多吸毒人员被抓，我被吓着了。”阿勇回
忆道。深感整个社会氛围变了的他，下定
决心要改过自新。

自全省禁毒大会战以来，五指山市以
高压态势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同时，更是
立足于戒毒康复人员“平安关爱行动”，将
重心倾注在戒毒人员的帮教、心理辅导和
回归社会上。

“过去，我们上门家访，他常常不开门，
甚至用难听的话骂我们。现在，他主动配
合工作，遇到困难也会主动和我们诉说，我
觉得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五指山市通
什镇社区戒毒（康复）专管员马兴怡介绍，
为了帮助阿勇重回社会，他隔三岔五就要
到阿勇的家里走访。在得知阿勇就业的意
向后，更是积极联系就业培训、安排工作岗
位。在马兴怡的热心帮助下，阿勇谋得了
一份娱乐餐饮公司的工作，就此开启了人
生的“奋斗之旅”。

“我们信任社区戒毒（康复）专管员，他
们会真心实意帮我们解决困难。”阿勇说，
没有大家的帮扶，就没有他的今天。

在这场阳光与阴霾的较量中，五指山市
社区戒毒（康复）专管员们用爱心、决心、诚心、
恒心，为戒毒康复人员铺就“回归路”。而戒
毒康复人员也在全社会浓厚的禁毒氛围中，
脱胎换骨走向新生。 （撰文/梁子 林文鑫）

“实现全市毒情形势根本好
转，就要加大打击力度。”五指山市
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陈云江介
绍，通过“禁毒+刑侦+派出所+多
警种”参与破案，使毒品供应市场

大幅萎缩。
去年以来，五指山市公安局充

分发挥打击毒品犯罪主力军作
用，全力开展“夏季攻势”“秋冬攻
势”和“2022 年清源断流”等专项

行动，全力开展破案攻坚。去年
以来，共侦破贩毒案7宗，抓获贩
毒犯罪嫌疑人8人，查获吸毒案件
12起12人。

此外，强化堵源截流，举办物流

寄递行业培训班，严格落实寄递物
流企业网点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
机安检“三项制度”，堵死了毒品通
过寄递物流渠道流入，有效遏制毒
品蔓延。

念好“加”字经，强化严打堵住毒品流通

五指山对吸毒人员管控全覆
盖，不断强化吸毒人员戒毒管控和
戒断巩固工作。

全面开展社会面吸毒人员大排
查，切实做好社会面吸毒人员社戒社

康工作。目前，全市除了3个“无毒乡
镇”外，其余5个乡镇均成立了社戒社
康领导小组，率先在全省完成“海岸线
驿站”建设，按实有吸毒人员30：1的
比例配社戒社康专（兼）职人员17人。

强化吸毒人员的管控，对戒毒
出所人员全部做到“无缝对接”，严格
执行社戒社康规定，社戒社康执行率
达100%。目前，全市共有28名正
在执行社戒社康人员，全市未出现复

吸问题，戒断三年以上未复吸人数从
2016年底的146人增长至目前的
373人，预计今年底有10人到期解
除社戒社康。全市8个乡镇（居）已
有3个现有吸毒人员全部“清零”。

念好“减”字经，强化管控减少毒品危害

近年来，五指山持续开展禁毒宣
传，使更多的人从我做起，教育身边的
人，充分发挥禁毒宣传“1×n”的倍增效
应，不断提高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我已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在政

府的帮助下，我已成功戒断毒瘾，并
在一家商店有了一份工作。”曾有吸
毒史的通什镇黄某表示，今后要珍
爱生活，决不再沾毒。

据了解，去年以来，五指山市禁

毒宣传既突出重点，又面向全民，一
方面，加强对吸毒人员的教育引导，
另一方面，坚持禁毒教育从小抓起，
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收到良好效
果，多年来未出现在校学生吸毒问

题。此外，持续推进禁毒宣传“六进”
活动，群众拒毒防毒意识明显增强。

目前，畅好乡、毛道乡、水满乡3
个乡（居）被评为全省“无毒乡镇”。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王雷）

念好“乘”字经，强化宣传遏制毒品蔓延

五指山开展“平安关爱”行动

昔日“瘾君子”
今日酒店经理

■■■■■ ■■■■■ ■■■■■

6月21日，五指山市举行“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 参加活动的学生代表在进行禁毒拼图游戏。本组图片由五指山禁毒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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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启动以来，乐东黎族自治县

大力开展禁毒人民战争，聚焦

重点难点精准发力，全力争

优，在2021年全省16个县级

市县禁毒绩效考评中取得了

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曾经的

“差生”变成如今的“优等生”。

乐东县委书记孙世文表

示，乐东禁毒工作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政法战线同志们的

辛勤和努力，要持续筑牢禁毒

防线，保持高压打击，坚决打

好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坚决打好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乐东：保持高压打击 筑牢禁毒防线

乐东全县对毒品违法犯罪持续
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始终坚持“打小、
打早”“露头就打”“查吸毒必倒查贩
毒，查贩毒必追查吸毒”的工作要求，
整合资源，全面掀起打击涉毒违法犯
罪活动的新高潮。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启动以来，全县共破获贩毒案件

460宗，其中破获省级目标案件7宗、
特大案件7宗、重大案件12宗，团伙
案件33起，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637
人，共缴获各类毒品5935余克，查获
吸毒人员1246人。乐东毒品市场不
断萎缩，由毒品问题引发的违法犯罪
案件明显减少，社会治安达到近年来

最好水平。
为有效遏制毒品来源和流通渠

道，乐东继续强力推进“三道防线、两
个加强”建设。海岸线巡查方面，分
段分级管理全县84.3公里的海岸线
及各码头，坚持定人、定时、定岗、定
责的“四定机制”，持续开展海岸线巡

查工作，坚决防止毒品上岸入县。公
路运输方面，全县公安机关积极联合
邮政、商务等部门加大对毒品流入的
查缉力度，共排查全县74家快递点、
31家物流点，排查可疑车辆6000多
辆次、1万多人次、物品4万余件次、
渔船15艘，未发现毒品流入情况。

高压打击 清源断流 做到“防得住、堵得牢”

乐东始终坚持禁毒工作预防为
先，把禁毒宣传工作贯穿禁毒三年
大会战专项行动始终，利用多种媒
体，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扩大覆盖
面，大造禁毒严打声势，广泛动员人
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禁毒斗争。
2021年9月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
毒所驻乐东县社戒（社康）工作指导
中心（以下简称乐东指导中心）挂牌
成立，乐东依托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蒲公英”宣讲团的师资优势，大力
开展精准化、品牌化禁毒宣传，
2021年9月以来先后针对学校师生
开展了“护航青春助成长 禁毒宣传
进校园”系列活动24场，受众师生
11000余人，发放资料11000余份；
联合中部邮政管理局开展“百日攻
坚行动 筑牢寄递物流禁毒防线”专
题讲座，覆盖全县寄递物流企业从
业人员；深入沿海地区开展“打赢禁

毒战争 共同抵制毒品 维护海上无
毒环境”系列禁毒宣传活动等。

为了进一步落实“禁毒宣传进
万家”活动，乐东禁毒办还联合乐东
指导中心印制口罩、酒店指示牌、酒
吧桌牌、房间警示标语等各类宣传
品5000余件，做到场所标语突出，
禁毒宣传入脑入心。

乐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禁
毒宣传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实现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下降
的同时，实现新增吸毒人员逐年
下降。2018年全县新增吸毒人员
同比下降 77.8%；2019 年同比
下降64.2%；2020年同比
下降72.2%；2021年
同比下降 20%，
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 明
显提高。

精准发力 全民参与 毒品预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为了让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
员有更好的“归属感”不再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乐东大力发展“海岸线
驿站”建设工作，万冲镇、利国镇、黄
流镇、佛罗镇、志仲镇已建成集动态
管控、戒毒治疗、心理矫治、帮扶救
助、就业指导、宣传教育“六位一体”
的海岸线驿站并投入使用，抱由等其

他6个镇，也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县委政法委、禁毒办同乐东指导

中心高度重视社会面吸毒人员关爱
帮扶工作，成立帮扶小组，从摸底排
查、谈心教育、给予资助、帮助就业、
落实城乡居民基本保险、给予创业贷
款优惠等方面，对全县全部4771名
社会面吸毒人员全面开展精准帮扶。

为切实解决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人员的就业安置问题，乐东创新管
理模式，积极主动引导和鼓励企事
业单位及个体民营企业建设“海岛
家园”安置就业工程，为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人员戒断毒瘾、融入社会创
造了良好条件。全县设有6个“海
岛家园”就业安置点。截至目前，全

县 戒 毒
（康复）人
员已就业
人数 1178
人，其中集
中就业安置
69 人，分散推
荐就业1105人。

一人一策 靶向发力 平安关爱温暖人心

乐东“6·26”国际禁毒日
主题活动启动

禁毒宣传进万家
6月22日上午，乐东黎族自治县禁

毒委在乐东民族中学举办“6·26”国际
禁毒日“禁毒宣传进万家”系列主题活
动。乐东县禁毒委及成员单位主要领
导，各个企业、社区、机关、单位、场所、
农村代表，禁毒志愿者、学生代表等共
6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上，省禁毒宣传教育模范家庭代
表王丽云向全县家庭、师生发出共建“无
毒家园”的倡议。 全体参会人员在签名
墙签名，并在各个互动区参观和体验。

互动区设置有禁毒大会战成果
展、禁毒科技设备展、游戏互动体验、
毒品仿真模型展、禁毒青少年绘画、剪
纸比赛、相关成员单位禁毒咨询、禁毒
综合展板等。广大群众纷纷热情参
与，在沉浸式互动体验中深刻认识到
毒品危害，增强毒品防范意识，切实提
高拒绝毒品的能力。

据了解，该县各镇也开展了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6·26”国

际禁毒日主题活动。
（撰文/梁子

陈海洲）

本组图片均由乐东公安局提供

图①②为乐东举办“6·26”国际禁毒日“禁毒宣传进万家”主题活动。

乐东公安机关联合邮政等部门
加大毒品流入的查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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