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迎接新一轮禁毒大会战

的收官之年，定安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精心部署，整合资源，通力

协作。在全县上下的积极参与、

共同推进下，定安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取得明显成效。现有吸

毒人员数量和人口占比持续下

降，社会治安环境进一步好转，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定安县以抓好全县禁毒专

项行动、抓好娱乐场所整治和从

业人员培训、抓好合成作战“三个

抓好”为抓手，以“零容忍”“零懈

怠”的态度，毫不动摇地强化严打

措施，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品犯

罪。深化公安、旅文、市场监管等

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推动镇、各

有关部门将禁毒工作纳入党委、

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完善禁毒

工作考核评估标准，强化督导检

查，严格责任追究。推动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认真履行、积极落

实禁毒责任，定期听取工作情况

汇报，研究解决禁毒工作重大问

题，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明显成效

定安：守护一方净土 创建静美家园

自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以来，定安县公安局充分发挥公
安机关禁毒主力军作用，各警种
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打好合成作
战。2022 年全县开展“清源断

流”“春夏攻势”等禁毒专项行动，
先后抓获一批贩卖毒品人员和吸
毒人员。

定安严格执行涉毒场所“一次
性死亡”和“一律吊销营业执照，

坚决予以取缔”规定。县禁毒委
各成员单位、各镇实行包干责任
制，定期对正在营业的娱乐场所
开展常态化巡查，形成震慑，倒逼
娱乐场所业主创新工作方式，主

动加强管理，严厉打击娱乐场所
涉毒问题。通过打击整治和常态
化巡查，全县娱乐场所经营管理
进一步规范，目前未发现娱乐场
所涉毒问题反弹现象。

开展专项行动 打好合成作战

日前，定安县黄竹镇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办公室禁毒专干张冬梅通
过走访了解社戒人员许明（化名）的
情况，发现其存在心理问题，不好找
工作。于是，张冬梅对许明进行心
理疏导并推荐其到海南省肿瘤医院
食堂工作，解决了许明的就业问题。

开展“平安关爱”行动以来，定
安县相关单位组织综治办、各镇各村
（居）和派出所对全镇吸毒人员进行
摸排，全部逐一见面核查。为了使吸
毒人员远离毒品，巩固戒毒成果，定
安进一步加强社区戒毒（康复）、社区
矫正、刑满释放等特殊人员的安置帮

教工作，解决特殊人员回归社会就业
问题。实现特殊人员平稳过渡，降低
重新犯罪率，减少不稳定因素。定安
县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相关工作人
员积极参与工作，通过开展走访，及
时了解吸毒人员的思想动态及工作、
生活情况。派出所发动社区禁毒专

干和社工，全方位开展“平安关爱”行
动进社区活动。

截至今年5月，“平安关爱“行动
帮扶救助吸毒人员3786人，戒断3年
未复吸人员3318人，戒断率82.6%。
对涉毒人员进行就业培训和宣传教
育活动，帮助大部分涉毒人员就业。

开展“平安关爱”巩固戒毒成果

5月12日，2022年春季职工禁
毒流动课堂活动在定安中学举行。
为扎实有效推进校园禁毒教育宣传
工作，定安着力把毒品预防教育全面
纳入各级中小学校教育培训计划，与
公民道德教育、普法教育、健康教育、

科普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相结合。
“蒲公英”宣讲团、定安县禁毒

委各成员单位等部门在全县各中小
学校组织开展宣讲教育活动72次、
举办定安县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竞
猜等系列活动，广泛动员师生参与

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到目前为止参
加的师生超过2万人次。“禁毒宣传
进万家”活动真正做到100%进学
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单位、进场
所、进社区、进农村。

定安县政府充分利用县级媒体

和微信等，宣传禁毒知识，提高群众
健康意识。利用省乡村振兴电视夜
校，全县各村委会（社区）集中播放
禁毒宣传片，切实提高群众识毒、防
毒、拒毒能力，提高全民禁毒意识，
筑牢禁毒“防火墙”。

多举措开展预防教育 筑牢禁毒“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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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26”国际禁毒日特刊

定安举行“禁毒宣传
进万家”活动

6月22日，定安县在定城镇天安百货广
场举行“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暨

“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
定安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昌奋表

示，此次活动让定安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
到毒品对个人、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增强
了大家的禁毒意识。接下来，定安各级各部
门要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
态势，多措并举加强对禁毒工作宣传，构筑
全民禁毒、防毒、拒毒思想防线，努力营造全
民参与禁毒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活动现场为群众讲解了禁毒法律法
规、毒品的危害及如何防范毒品等知识。
本次活动向群众发放了禁毒宣传手册3000
余本，参加群众1000多人次，把定安2022
年禁毒宣传工作推向新的高潮。

同一时间，全县中小学校均在本校组
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定安龙湖小
学，定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洁虹以诙
谐幽默的语言，利用直观的视频宣传、精美
的图片、生动的文字等形式为师生们送上
一节精彩又实用的禁毒教育讲座。

本次禁毒宣传月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通过禁毒宣传活动
呼吁全民坚决抵制毒品，为“禁毒宣传进万
家”活动打牢基础、为创建“活力定安·静美家
园”作出新贡献。 （撰文/梁子 陈慧婕）

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定安公安局提供

6月22日，定安县举行“禁毒宣传进万家”暨“6·26”国际禁毒日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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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毛景慧 摄

近年来，屯昌县委县政府

认真贯彻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总部署，将禁毒工作纳入县

委县政府重要日程，与乡村振

兴等重要工作同重视、齐发

展，精准落实禁毒工作各项措

施，禁毒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实现了“四降三升”的新局面。

“四降三升”即“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下降、新发现吸毒人

员数量下降、现有吸毒人员数

量下降、侵财案件发案率下

降”，“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数

量上升、吸毒人员帮扶就业率

上升、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度

上升”现有吸毒人数占常住人

口比从2019年底的2.794‰

降至目前的0.88‰；群众对

禁毒工作满意度达95%以

上。“四降三升”新局面的实

现，彰显屯昌县全县上下对禁

毒工作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建

立长效禁毒机制。

坚持“打击+整治+管控+预防”齐发力

屯昌：禁毒实现“四降三升”新局面

在第35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6月
22日上午，屯昌县各乡镇、村居委会同步举
办主题为“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防范
毒品滥用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
暨禁毒“彩妆健步走”活动，掀起全民禁毒
宣传月活动高潮。

屯昌县委副书记，屯昌县委政法委书
记、县禁毒委常务副书记周敬文，屯昌县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禁毒委副主任
傅佑能，屯昌县人民法院院长陈杰，屯昌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宁丽等出席活动并
讲话，县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共300人参加
活动。

活动开始，县禁毒委领导和参与活动
的群众在禁毒宣传背景墙签名，表达屯昌
县委县政府及全体民众抵制毒品的庄严承
诺和坚定决心。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
禁毒宣传资料，并普及毒品预防知识，提升
全民自觉抵制毒品能力。随后，县禁毒委
领导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号召广大群众加
入全民禁毒“彩妆健步走”活动中，在嘹亮
的禁毒口号声中游行队伍绕城一周，把禁
毒理念传遍各个街道、社区、村居。鼎沸的
人群与响彻全城的口号声将全民禁毒宣传
活动推向了高潮。 （文/梁子 王小梅）

屯昌县委书记凌云多次在县委
常委会上带头研究禁毒工作，根据
屯昌县禁毒工作存在的问题，明确
了禁毒工作新思路新布局，县禁毒
委共组织召开全县禁毒工作专题会
议15次，作出批示60余次。各镇
党委、政府把禁毒工作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来抓，党政一把手担任禁毒
工作第一责任人。每个月，党政领
导至少对群众宣讲禁毒知识1次，

目前屯昌县已开展“领导讲禁毒”80
余次。

近三年来，屯昌县持续严厉缉
毒收戒，先后深入开展了“春季攻
势”“净边行动”“夏季攻势”“秋冬攻
势”“毒品大堵截”等一系列专项行
动，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4起，其
中破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1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57 人，缴获毒品
21.05克；查获吸毒人员34人，强戒

11人。
2019年以来，屯昌县坚持把禁

毒重点整治作为解决突出问题的重
要抓手，以现有吸毒人员存量较多
的乡镇作为毒品重点关注区域，扎
实推进毒情整治工作。经过综合整
治，全县现有吸毒人员从2019年的
871名下降至306名，毒品重点整治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公安、旅文、
市场监督等部门建立联合查控机

制，实现了对全县娱乐场所巡查
100%全覆盖。2019年来，全县娱
乐场所零涉毒，未发生易制毒化学
品流入非法渠道和制毒活动。

屯昌充分运用污水检毒技术，
广泛开展城乡生活污水和娱乐场所
重点部位毒品成分监测，通过两轮
污水涉毒监测结果显示，屯昌县毒
品总消费量和千人均消费量为全国
最低水平。

党政高位推进 严打严整不减

近年来，屯昌县积极联合综治、
司法、民政、卫生等部门，全面落实社
戒社康人员日常管控、帮教等工作措
施，实现了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
的有效管理。2019年至今，全县共
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239人，执行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239人，执行率达
100%，戒断565人，帮扶就业230
名，帮助235名吸毒人员回归社会。

精准管控高风险吸毒人员 4名、中
风险吸毒人员261名，近年来未发生
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屯昌严格落实“平安关爱”行动
的工作部署，屯昌县委县政府统筹各
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齐抓共管，
严格落实精准关爱措施，结合吸毒人
员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人
一策”方案和具体帮扶计划，并成立

社区关爱小组，组织和动员吸毒人员
家属参与关爱小组，共同开展社区关
爱工作。截至目前，全县119个行政
村已全部成立社区关爱小组，入户走
访慰问230户，帮助困难吸毒人员68
名，为吸毒人员的就业、家庭、心理等
方面提供救助帮扶，着力破解吸毒人
员戒断难、就业难、回归难问题，打通
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屯昌
县以国际禁毒日、110宣传日等节
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
动，在新浪网、新华网、今日头条、等
媒体发布禁毒消息1200条，在省级
报刊刊登禁毒消息10条。推进宣
传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群众对禁毒
工作满意度超过95%。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王小梅）

发展基层力量 社戒社康成效明显

屯昌举行
禁毒“彩妆健步走”活动

屯昌警方抽查娱乐场，铲除毒品犯罪滋生土壤。6月22日，屯昌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彩妆健步走”活动。

6月22日，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活动
礼品，并普及毒品预防知识。

本组图片均由屯昌县公安局提供

屯昌在校学生参加“6·26”
国际禁毒日禁毒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