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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陵水认真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省禁毒委的

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八严工

程”，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

着力构建“六全”毒品治理体

系，强化打防管各项措施，推

动禁毒工作取得“四升四降”

的明显成效：新增吸毒人员连

续6年大幅下降、现有吸毒人

员大幅下降、涉毒违法犯罪持

续大幅下降、复吸毒人员大幅

下降，全民禁毒知晓率大幅上

升、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

度明显上升、吸毒人员管控效

能明显提升、戒断三年未吸毒

人员大幅上升。全县现有吸

毒人员从2018年的4.1‰下

降至目前的1.20‰，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禁毒形势稳中有进，持续

向好，2021年，人民群众对禁

毒工作的满意度达98.16%。

全县禁毒工作2020年、2021

年连续两年在全省禁毒绩效

考核中荣获第二名，陵水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于2020年被国

家禁毒委员会评为全国禁毒

工作先进集体，于2022年被

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优秀基

层单位。

陵水始终把禁毒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来
抓，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禁毒工作，对禁毒工作作出批
示80余次，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

县政府常常务会议和全县禁毒工
作调度会，听取禁毒汇报，研究解
决禁毒工作存在问题和困难，推
动落实各项禁毒工作措施，为各
项禁毒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县禁毒委将禁毒工
作纳入平安建设和党政领导班子
及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畴，制定
《各乡镇、禁毒委各成员单位禁毒
绩效考核办法及细则》，进一步明

确职责分工，压实禁毒责任。各
乡镇、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认真落
实“一把手”抓禁毒工作的责任，
亲自部署推动、督导检查禁毒工
作，并积极参与禁毒宣传活动，组
织开展“领导干部讲禁毒”宣讲活
动100余场。

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工作责任

陵水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零容
忍态度，以侦破毒品目标案件为抓
手，扎实开展禁毒“两打两控”“春夏
攻势”“清源断流”等系列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取得
明显成效。2016年以来，全县共破
获毒品刑事案件225起，侦破省级
毒品目标案件3起，打掉贩毒团伙
31个，刑拘犯罪嫌疑人360名，缴获

各类毒品2590余克。
每个月组织多部门对全县娱乐

场所开展集中清查，对涉毒娱乐场所
坚决执行一次性死亡和曝光制度，铲
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有效遏
制娱乐场所涉毒问题反弹。加大对
毒品问题严重地区打击整治力度，实
现4个省级重点关注乡镇摘帽目标。
深入开展无毒示范创建，2016年在全

省率先创建了25个“无毒村委会”，坚
持示点先行、以点带面、全面开花，打
造了章宪村和乐利村2个无毒示范
村，创建了“美丽陵水，无毒有约”无
毒乡村禁毒工作长效机制，制定了具
有乡村特色的禁毒“村规村约”和“禁
毒三字经”，并由村民自发成立禁毒
文艺宣传队，组织开展“禁毒乡村大
讲堂”等特色鲜明的无毒乡村文化宣

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自主参与禁毒
斗争。2022年，创建1个省级“无
毒乡镇”，培育2个省级“无毒
乡镇”，并创建了1个县级
无毒乡镇、8个无毒乡
村和9个无毒单位，
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进一步扩大无
毒覆盖面，为创建

“无毒县”打下坚
实基础。

严打严整并进 巩固禁毒成果

加大查处吸毒违法行为，共查
获吸毒人员1259人，其中强制隔离
戒毒983人，行政拘留276人。在
全省率先应用毛发检毒技术，对娱
乐场所从业人员和社会面吸毒人员
等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检测，全县累
计毛发吸毒检测1.8万余人次，每半

年对2475名社会面吸毒人员开展
一次毛发检测，提高发现隐性吸毒
人员能力，最大限度遏制复吸毒人
员。将11个乡镇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办公室升级打造为集管控帮扶教
育为一体的“海岸线驿站”，配齐禁
毒专职人员，不断夯实社戒社康工

作基础。扎实开展吸毒人员“平安
关爱”行动，建立一对一关爱帮扶工
作机制，不断加大对接全县2475名
社会面吸毒人员帮扶救助力度。大
会战以来，对社会面吸毒人员开展关
爱和帮扶累计4870余人次，其中帮
扶救助500余人次，提供关怀服务

4370余人次，社
戒社康人员享受
低保待遇75人，共
发放低保金76375
元，发放慰问品慰问
金6.68万元，解决了一
批吸毒人员就业生活等困
难问题，打通吸毒人员顺利回
归社会正常生活最后一公里。

实施精准管控服务 提升禁吸戒治水平

坚持预防教育为先
营造全民禁毒氛围

2016年以来，始终坚持关口前移，组
织各乡镇、禁毒委成员单位和社会力量，
利用重要时间节点，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
向青少年等重点人群，以防范毒品滥用为
主题，通过禁毒流动课堂等形式，大力开
展进学校、进社区、进单位、进机关、进农
村、进企业、进社区、进场所“八进”活动
1800余场次，实现全民毒品预防教育全
覆盖，受教育群众达30余万人，“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理念不断深入民心，广大干
部群众识毒防毒和拒毒的意识普遍增强，
从根本上有效遏制新增吸毒人员，2021
年，全县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92%。深
入推进6·27工程，推动学校毒品预防教
育五落实，全县113所学校“青骄第二课
堂”注册率和参与率100%，全县在校学
生毒品预防教育普及率100%。坚持网
上网下相结合，加大新媒体宣传禁毒力
度，利用法治日报、海南日报、中国禁毒网
等媒体平台发布禁毒消息累计1210余
条，营造浓厚禁毒舆论氛围。

（策文/梁子 王三玉）

强化打防管各项措施，推动禁毒工作取得“四升四降”成效

陵水：创建“无毒县”守护万家平安

——2022年“6·26”国际禁毒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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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禁毒防线 守护一方净土

琼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不忘
耻辱，坚决与毒魔作斗争，做到珍
爱生命，拒绝毒品，自觉抵制毒品
侵蚀，积极投身禁毒斗争行列，与
各类毒品违法犯罪作斗争，为国家
禁毒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6
月22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在该县汽车站前广场举办2022
年“6·26”国际禁毒日“禁毒宣传
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参加活动
的500余名群众大声宣誓，宣誓声
铿锵有力，响彻云霄。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毒品仿
真样品展示、引导群众扫码关注海
南禁毒新媒体公众号、宣读《致广
大家长禁毒公开信》《致干部职工
禁毒倡议书》及《致广大家庭禁毒
倡议书》等多种形式，使现场群众
认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
危害。同时，通过展示毒品仿真样
品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到如何认识
毒品、辨别毒品等方面知识，提高
了群众抵御毒品危害的能力。

（撰文/梁子 张洪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禁毒工作
严格按照该县县委县政府和省禁毒
委的决策部署要求，持续深入开展新
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以实施“清源
断流”、整治突出毒品问题为工作目
标，构建全民禁毒工作格局，统筹各
方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多举并措，实
现了吸毒人员与常住人口占比从
2021年的0.6‰下降到0.41‰，禁毒
工作成效明显。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工作一日
不止。”是承诺，更是责任。琼中

禁毒委主要领导坚持动态调度全
县禁毒工作落实情况，及时掌握
在禁毒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
要求禁毒委各成员单位严格落实

“一把手”工程，提高政治站位，持
续推进禁毒工作，确保在新一轮
禁毒工作中取得新成效、新成绩，
切实增强琼中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结合该县禁毒工作实际，琼中禁
毒委各成员单位始终将社区戒毒（康
复）执行、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评估

作为稳控工作的重点内容来抓落实，
严格落实各项措施，对全县721名登
记在册人员进行帮扶帮教，实现三年
戒断未复吸人员达87.2%，社戒社康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各乡镇禁
毒办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和帮教管控
工作，做到一人一策一专班，严防肇
事肇祸，确保了重要时间节点的绝对
安全稳定。

琼中公安局紧盯重点人群、重点
行业，常态化开展社戒社康人员、重
点行业从业人员毛发检测工作，确保

不发生复吸、肇事肇祸情况的发生。
今年以来，琼中公安局组织全县零点
清查行动6轮，抽检1500余人次，常
态化开展重点人员毛发检。通过该
项工作开展，发现涉毒线索2条，抓
获犯罪嫌疑人3人，抓获涉毒网上在
逃人员1名，抓获吸毒人员6名，强制
戒毒2人。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对
全县16家娱乐场所开展毒品残留动
态评估96次，及时有效地掌握了全
县涉毒违法情况。

深入开展无毒示范创建，目前，

有16个单位申报无毒单位，3个乡镇
申报无毒乡镇，78个村居申报“无毒
村（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
步扩大无毒覆盖面，为创建“无毒县”
打下坚实基础。

为强化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琼
中公安局各辖区派出所深入中小学
校，举办知识讲座，开展谈心交流，
讲解重点案例，教育引导中小学生
充分认清毒品的现实危害。组织各
派出所民警、禁毒志愿者到各中小
学，通过案例教学、专题讲座、参观
禁毒教育基地等形式，为中小学生
普及青少年毒品预防常识，引导青
少年树立“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
理念，紧绷远离毒品这根弦。联合
禁毒志愿者服务队、禁毒宣教“妈妈
团”、禁毒舞蹈队等社会团体和支援
服务队深入辖区街道、学校、集市、
商户和银行网点等场所，张贴发放
海报11880份，每天利用县电视台、
室外大屏全天候滚动式播放禁毒宣
传视频。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案例
讲解等形势广泛深入宣传禁毒知
识，宣传发动全民禁毒，筑牢全民禁
毒防线。

（撰文/梁子 张洪意）

“小王，你好啊，你在忙啥呢？”近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党
委副书记蔡世权带领镇禁毒专干一
行来到该镇社戒人员王某家看望。
看着正在往鱼塘里撒播饲料的王
某，蔡世权感慨道：昔日的社戒人
员，现如今已成了“鱼塘主”。

看着现如今忙得团团转的王某，
谁能想到他曾经吸食过毒品。2017
年，父亲因病去世，身为家中长子的
王某心中悲痛，加上交友不慎便吸食
上了毒品。幸亏琼中公安局民警及
时发现并将他送到了戒毒所。

从戒毒所回来后，禁毒专干还帮

扶王某发展起鱼塘养殖。“在产业刚起
步阶段，禁毒专干到我家与我座谈的过
程中，发现了一些生产中存在的困难。”
让王某没想到的是，半个多月后，镇里
的干部主动上门，帮忙代缴橡胶补贴，
保障了他的收入。王某表示，他能有
现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琼中公安

局和政府这些年不断地关心和帮扶。
王某的事例只是琼中开展平安

关爱行动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好涉毒人员

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巩固社戒社康成
效，琼中严格落实“关爱行动”工作部
署，各乡镇禁毒办每月定期对社戒人

员进行走访。重视社会面吸毒人员
关爱帮扶，成立帮扶小组，从摸底排
查、谈心教育、帮助就业、落实城乡居
民基本保险、给予创业贷款优惠、落
实管理措施帮助戒毒等方面，对全县
社会面吸毒人员全面开展精准关爱帮
扶，切实做好涉毒困难群体帮扶救助
和关爱工作。自2022年以来，琼中公
安局常态化开展走访2890人次，对有
困难的人员开展关心慰问552人次，
帮助解决就业5人，发放慰问品慰问
金9690元。

（撰文/梁子 张洪意）

琼中举办“禁毒
宣传进万家”活动

琼中开展“平安关爱”行动

昔日瘾君子 今日“鱼塘主”

日前，陵水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本组图片均由陵水公安局提供

本组图片均由琼中县公安局提供

琼中禁毒民警与交警在县城各
主要路口联合开展毒驾清查行动。

琼中长征学校的学生在阅读宣传栏上的禁毒知识。6月22日，琼中举行“6·26”国际禁毒日暨“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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