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吸毒全家遭殃，

我们一家人都支持禁毒，

这样的活动搞得好。”6月

22日，在澄迈县金江镇绿

地广场，前来参加澄迈县

2022年“6·26”国际禁毒

日“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

的市民王霞说。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

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

近年来，澄迈县禁毒办始

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

零容忍高压态势，在澄迈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积

极推动新一轮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紧紧围绕“控增

去存”总体目标，抓好毒品

大堵截、“清源断流”“净边

2022”等禁毒专项行动，各

项管控措施有序推进，成

效符合预期。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部门责
任。澄迈县委县政府把禁毒工作
作为“一把手”工程紧抓不放。
2016年以来，澄迈县委常委会、澄
迈县政府常务会坚持每季度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禁毒工作，及时准确
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禁毒
工作的部署，坚持打防结合、源头
治理、收治并重、多管齐下的方针，

统筹谋划开展禁毒工作，为毒品综
合整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

有力的组织保障助力打击涉毒
犯罪活动。澄迈涉毒羁押人员从
2019年343人下降至2022年5月
89人，降幅达74%；涉毒服刑人员
从2018年271人下降至2022年5
月61人，降幅达77.4%，基本扭转澄

迈籍人员涉毒犯罪问题，规模化、团
伙化、网络化涉毒犯罪基本清除。

同时，澄迈县持续保持综合整
治“战时状态”，建立统一调度、高
效运转的指挥系统，形成严密、灵
活和顺畅的组织保障，细化综合
整治、大会战行动方案，明确任务
目标。

“为确保整改工作有序推进，我

们推行‘月调度、季小结、年总结’制
度，确保指挥高效、执行有力。”澄迈
县禁毒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同时实
施“八严工程”，相应建立分指挥部，
明确指挥长和牵头部门，并充分授
予其统筹协调的权力，责任到人，共
同攻坚，形成立体式、全方位、全链
条的作战体系，大大提升决策部署
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高位引领 打击毒品犯罪战果显著

禁毒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大局，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澄迈县不断探索创新禁毒工作
新思路、新举措，从新平台、到新机
制，全力保护人民身心健康，维护社
会秩序。

近年来，澄迈县累计投入340
万元推进吸毒人员智能管控平台，
线上累计管控2139名社戒社康人
员；利用网格化平台嵌入禁毒平安

关爱模块，为全县8046名在册人员
宣传禁毒政策、推送帮扶、就业信
息；引进毛发检测技术，开展四轮涉
毒人员15000人次检测；采用污水
检测技术，对全县7家水厂、5家场
所开展定期检测，用信息科技提升
全县毒品监测和毒品分析能力。

禁毒工作的顺利开展也离不开
探索工作机制的不断创新。澄迈县
按照《海南省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奖

励办法》先后出台各项禁毒规定，累
计奖励举报有功群众近百名，奖励
金额约56万元，奖励禁毒有功单位
和办案人员36名，奖励金额22万
元，并率先全省对5名禁毒有功人
员授予公务员个人三等功。

澄迈县公安、边防、海警等多部
门、多警种开展联合执法，探索创新
以情报主导的堵源截流机制，加大
对进出岛人员、车辆、航班背景、轨

迹等研判，率先在全省试点实行“双
岸长”工作机制，切实加强35公里
海岸线和1500余艘渔船的有效管
控，实施精确打击，严密封堵毒品流
入澄迈县渠道。

此外，在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
作方面，澄迈率先在全省建立公安
监区门诊部，整合医疗资源为收治
场所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有效解决
病残吸毒人员收治难的问题。

创新机制 禁毒重点整治成效明显

“以后再也不会碰毒品了，之前走过一段
弯路，现在终于回归正常生活，我一定要倍加
珍惜。”日前，澄迈县一村民阿龙（化名）深有
感触地说。多年前，阿龙和朋友聚会时因一
时好奇而参与吸食毒品，从此踏上偏航之
路。在强制隔离戒毒后，他回到镇上接受为
期3年的社区戒毒康复，在禁毒社工的悉心帮
教关怀下，他发奋自强成功创业，如今在镇上
经营一家快递收发站，日子越过越好。

阿龙成功回归社会，是澄迈县禁毒工
作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要搭建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桥梁，着力
拓宽吸毒人员帮扶就业渠道，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扶持参与禁毒事业的种植业、养殖业、
服务业和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澄迈县
禁毒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构建好吸毒人员
回归社会的帮扶新渠道、新模式，真正将禁毒
工作落在实处，同时还将进一步应用好医疗
专业机构、社工群体，加强涉毒人员的心理疏
导和心理干预，阻断复吸的“暗流”。

同时，澄迈县正不断探索创新戒毒康
复工作机制。积极引入戒毒社区理念，在
吸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期满后，签订合同
移送戒毒康复社区，自食其力，阻断其复吸
的机会，再进行3年的戒毒康复，继续巩固
戒断毒瘾。

“全县禁毒工作应该紧扣‘控增去存’
总体目标，保持优势工作，补齐短板，提升
效能。”澄迈县禁毒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在强化基层管控等工作的同时，重
塑“八严工程”并赋予新内涵，解决好青少
年涉毒重点人群的宣传预防教育问题，建
议突破禁毒工作的局限，将青少年宣传预
防教育融入政法委的专项整治中或在更高
的层面推动。同时，解决好基层禁毒干部

“本领荒”问题，鉴于全县各镇分管领导，镇
办主任及其它工作人员轮换较多，禁毒工
作知识欠缺，着重推行禁毒业务培训和日
常业务考核工作，尽快提升基层禁毒干部
的业务水平。 （撰文/高一）

以人为本
全民禁毒工作无死角

在澄迈2022年“6·26”国际禁毒日“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中，工作人员
展示毒品带来的危害。

学生们在禁毒宣传展板区驻足观看，了解毒品知识。
本组图片均由澄迈县公安局提供

以铁腕行动筑牢禁毒防线

澄迈：执禁毒利剑 护万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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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

刻不止，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

争！”这是临高红色热土上发

出的铿锵禁毒宣言。自新一

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临高

县紧紧围绕禁毒工作目标要

求，举全县之力推进禁毒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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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顺利摘掉全国

毒品重点关注县的帽子。

多管齐下，织牢禁毒防线

临高：以决胜之心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2019年以来，临高县将禁毒工作与

脱贫攻坚、防返贫工作共同作为社会治理
的重大民生工程进行统筹谋划、同步推
进，坚持治毒与治贫相结合、以脱毒保障
脱贫、以脱贫巩固脱毒成效，防返贫助力
生产、生活，帮扶回归社会。

目前，临高全县520名涉毒贫困人员
全部脱贫。通过开展“平安关爱”行动，临
高县涌现出许多成功帮扶典型事迹，如博
厚镇王某边、皇桐镇孙某龙、东英镇王某
忠、调楼镇方某星等人，在政府帮扶关爱
下，都成功戒断毒瘾并自主创业，家庭生
活走上正轨。国家禁毒办检查验收工作
组一行到临高县检查验收禁毒重点整治
工作时，对该县禁毒+扶贫、禁毒+扫黑工
作模式、学校毒品预防宣传工作、社康社
戒人员管控等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
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人民网、腾讯网、中
华网等媒体推广了该县以多元化模式帮
扶吸毒人员王海边的典型事迹。2020
年，临高县《治毒助治贫 脱毒固脱贫 临
高县“精准”构建禁毒扶贫新格局》经验材
料被国家禁毒委在《禁毒工作简报》上刊
登并向全国推广。

通过采取强有力措施，现有吸毒人员
占比工作已初显成效。据统计，现有吸毒
人员从 2018 年的 3296 人降至目前的
1208人，戒断三年由2618人增至到目前
的5291人。

（策划/梁子 王晴 撰文/梁子 肖春英）

临高实施禁毒“一把手”工程，
由县委书记担任县禁毒委主任，各
镇、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禁毒工作
第一责任人；2022年临高县委书记
文斌、县长唐守兵，多次带队深入基
层调研禁毒工作；临高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李捷主持召开4次禁毒

专题工作推进会；临高县政府副县
长、公安局长严树勋每周必开例会
推动部署完成禁毒各项指标。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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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责任
书”，每年签订责任书60份，完善考

评实施细则，加强定期巡查和随机
抽查，2020年以来由该县禁毒委组
织开展督导检查50余次，检查了34
个成员单位、11个镇，确保禁毒工
作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任务落实到
位。临高县印发《全县禁毒三年大
会战（2020—2022 年）行动方案》

《2021年临高县各镇禁毒绩效考评
细则》《2021年临高县各禁毒委成
员单位禁毒绩效考评细则》《2022
年全县禁毒考评工作责任清单》等
系列方案和指导性文件，为保障禁
毒工作有力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各
成员单位、各镇的禁毒工作职责。

坚持高位推动 全面压实工作责任

坚持以“严打+预防”手段，强
势向毒品犯罪活动亮剑。为防止
毒品从海上渠道流入，临高强力推
进口岸防线建设，推动海岸警察毒
品检查站建设，落实“双岸长”（村
镇干部和派出所所长）工作制度，
共开展港口水域船舶整治联合执
法20次，检查各类船舶6869艘次，

走访排查渔民和从业人员9886人
次。对12家使用易制毒化学品企
业加强检查，确保毒品巡控无死
角。今年一、二季度实现对娱乐场
所清查整治全覆盖。

在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中，临高
坚持党建引领，发动党员先锋队、青
年突击队、巾帼建功队、禁毒志愿者、

“妈妈训教团”等队伍参与禁毒人民
战争。根据工作实际，在全县范围组
织开展禁毒宣传进课堂、进校园、进
场所、禁毒电影下乡、“领导干部讲禁
毒”等，发放禁毒海报590余张，禁毒
知识讲座300多场次，受教育群众达
80余万人次，在酒吧、宾馆、棋牌室
等场所设置禁毒温馨提示，使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2019年投入近300万元升级改造第
一个毒品预防教育基地，2021年投
入200多万元，在临高县第二中学增
建一所毒品预防教育基地，成为广大
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的前沿阵地，并组织学生、村干部
等1.2万人参观学习。

坚持打防结合 不断挤压毒品犯罪空间

6月22日上午，临高县在县第二
中学举行2022年“6·26”国际禁毒日

“禁毒宣传进万家”暨禁毒教育基地
开馆启动仪式，10 个镇、183 个村

（居）委会设立分会场同步启动“禁毒
宣传进万家”活动仪式。

活动上，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
毒倡议书，学生代表、禁毒专干代表作

禁毒宣誓。
现场设置了“拒绝毒品”签名板、

禁毒咨询台、禁毒展板。参加人员通
过观看禁毒展板图片和咨询禁毒知

识等，全方位、多角度认识毒品的危
害，了解禁毒知识。

随后，参加活动人员进入禁毒教
育基地参观。现场人员通过毒品模

型展示、毒品全息幻影成像、VR禁毒
体验眼镜直观了解毒品危害，增强了
识毒防毒和拒毒的意识。

（撰文/梁子 肖春英）

明确“禁毒+帮扶”思路
构建治毒防返贫格局

临高举行禁毒教育基地开馆启动仪式

2020年以来

临高刑拘贩毒嫌疑人132 名

其中

成功破获1起贩毒案件

缴获复方可待因口服溶液70 余瓶

查获吸毒人员93 名

社区（戒毒）康复465 人

对涉毒人员、重点岗位驾驶人毛发检测

共采取3万多份

开展夜查行动3000 多场次

临高邀请书法爱好者在夜市题写禁毒相关对联。6月22日上午，临高举行“6·26”国际禁毒日“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

本组图片均由临高县公安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