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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1日，我省召
开禁毒示范创建重点整治会
议。同时，海口市被评为“全国
禁毒示范城市”。

一组数据，显示了海口在三
年创建中所付出的努力。现有
吸毒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降至
2‰；2020年 11个镇街实现了
吸毒人员“零复吸”，17个镇街
实现吸毒人员“零新增”……，通
过示范创建推动海口禁毒工作
实现“四升四降”的良好成效，群
众安全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海口成功创建“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所带来的社会治安整体
向好的红利，为全省禁毒工作注
入“新动能”。

2021年 6月，海南制定印
发《“无毒乡镇（街道）”“无毒村
（居）”创建工作方案》，以开展禁
毒示范城市创建、“无毒乡镇（街

道）”“无毒村（居）”创建、农村毒
品问题治理和重点整治工作为
抓手，深化吸毒人员“平安关爱”
行动。目前，已验收合格的省级
无毒乡镇（街道）、无毒村（居）各
10个，市县级无毒乡镇11个、
无毒村居468个，不断扩大我省
无毒区域版图，最终实现“无毒
品危害自由贸易港”的目标。

据统计，“平安关爱”行动累
计帮扶救助吸毒人员及其家庭
271950人次。其中落实医疗保
险 84921 人次、落实失业保险
3423人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32965人次、就业27228人次、
落实最低生活保障4163人次、
救助关爱吸毒人员家庭未成年
子女13458人次、其他帮扶救助
105792人次。

（策划、撰文/梁子 图片由
省禁毒办提供）

创建“无毒乡镇（街道）”巩固禁毒成果

不搞“黄赌毒”是海南自贸港
建设必须守住的底线。海南省
委、省政府将禁毒工作纳入平安
海南、法治海南和海南自贸港建
设大局统筹推进。

不禁毒害，何以修齐治平。
自2016年开展禁毒三年大

会战以来，我省形成了“五级党
政”抓禁毒的工作格局，建立联合
作战体系，狠抓“八严工程”，构建
全社会参与的毒品问题治理模
式，强力推进禁毒“321”项目建
设。特别是全面部署开展吸毒人
员“平安关爱”行动，并与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同推进、同落实，
进一步提高了戒断率、降低复吸
率，不断巩固禁毒成果，筑牢自贸
港禁毒安全屏障，战果显著。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的主要工
作就是要巩固战果。”省禁毒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省委领导多次提出，“消化存
量、严控增量”就是要控制吸毒人员增
加，减少现有吸毒人员，这是禁毒大会
战的最终目标。萎缩毒品市场，一方面
是对毒品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
打击；另一方面是对吸毒人员开展帮扶
教育，防止复吸。两方面同时发力，既
治标又治本。开展“平安关爱”行动就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各有关部门协作
配合，共同发力，最大限度对社会面吸
毒人员开展困难救助、就业帮扶，使更
多的吸毒人员能够顺利回归社会。在
此基础上，继续创新思路、多出“硬核”
办法，进一步提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

为整体推进“平安关爱”行动，提档升
级戒毒管理服务工作，海南先后下发《关
于以“321”项目为抓手提档升级“八严工
程”的决定》《海南省吸毒人员“平安关爱”

行动方案》和《全省禁毒大会战（2020-
2022年）“脱毒康复攻坚行动”方案》等，
并将落实“平安关爱”行动情况作为全省
禁毒平安建设考核、禁毒工作综合考评的
重要内容予以考核，积极引导和督促各级
各有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工作。

全省落实戒毒医疗保障，积极推动
戒毒康复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减轻医疗费用压力。各地禁毒
办、民政、人社部门、乡镇政府和社区形
成合力，积极帮助生活困难的戒毒康复
人员及其家庭申请社会救助，做好兜底
保障。

“自己在的公司，我吸过毒说要开
除我，能帮我解决吗？”6月21日上午，
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海岸线驿
站”，一场别开生面的“平安关爱”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的“老爸茶“座谈会
在此召开。该站副主任符良玲和她手
下几十名禁毒专干与辖区内33名社戒

社康人员，一边喝着咖啡、茶水，一边交
流，场面十分温馨。

在我省，像符良玲她们这样尽心帮
助戒毒康复人员的禁毒专干有很多。
按照“平安关爱“行动工作部署，我省实
行“一对一”精准关爱帮扶。对所有社
会面吸毒人员开展精准评估，预判复吸
可能，摸清吸毒人员在回归社会中遇到
的困难，最大限度帮助解决家庭和生活
的消极因素，筑牢防“毒”墙。每名戒毒
康复人员配备精准关爱帮扶小组，由乡
镇（街道）干部任组长，村（居）委员会干
部、社区民警、禁毒专干等相关人员为
成员，明确职责任务，落实对戒毒康复
人员及家庭的关爱帮扶措施。目前，我
省共配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
人员1411名、兼职工作人员5399名，
比 2015 年分别增加了 1265 名、4926
名，与现有吸毒人员的配比达到1：11，
远高于国家禁毒办要求的1：30比值。

社戒社康人员都生活在社区、乡
镇。如何做好社戒社康服务管理工作？

海岸线驿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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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创新打造“海岸线驿
站”这张最接地气的禁毒品牌，为社戒
社康人员打通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

“我们海岸线驿站着力为戒毒康复
人员构建‘家’的氛围，亲人般的关爱，
增强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的信心与
决心。”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社戒社

康办公室主任张光辉介绍，通过打造海
岸线驿站，开展心理疏导，心理治疗，以
及就业创业指导，让他们真正融入社
会，回归社会。国兴街道5名社区戒毒
人员戒毒都达3年以上，戒断率100%，
执行率100%，复吸率为零。帮扶12名
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创业，就业率达
85.7%，国兴街道因此获得全省禁毒先
进集体荣誉。

为进一步推进海岸线驿站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我省制定了全省“海岸线
驿站”建设等级评定标准，推动全省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档升级。目前，
海岸线驿站已达75个，遍布全省17个
市县。另外，我省打造司法行政系统戒
毒社会化延伸工作“海南样板”，在全省
25个市县区建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指导中心，常态化指导支持地方开展
工作，构建起“以指导中心为平台，以社
区为依托，以家庭为基础，出所衔接、部
门联动、后续帮教”的工作机制，以点带
面形成网络矩阵，覆盖全省乡镇（街
道），发挥聚合效应，为全省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临高博厚镇马袅村有一个“马袅
海鸭禁毒扶贫项目基地”，该基地的主
人王某曾是一名吸毒人员。近几年，博
厚镇政府和帮扶工作小组为马袅村王
某制定精准“禁毒+扶贫”帮扶政策，申
请产业扶持资金帮助他创建养殖基地，
实现了他的创业梦，最终实现戒毒脱
贫，过上幸福生活。

为进一步巩固禁毒扶贫工作成效，
临高县将禁毒工作与扶贫脱贫攻坚工作
共同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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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禁

毒扶贫工作的经验被国家禁毒办推广。
为防止因毒致贫、因毒返贫，我省

加强对脱贫户涉及吸毒人员家庭的监
测，实行“一人一档、一户一策”，做到

“应帮尽帮”，落实家庭关爱、就业扶持、
社会保障、医疗救治、税收减免等政策，
让其在关爱中感受社会的温暖。省禁
毒办联合省乡村振兴局对已脱贫的
2969名吸毒人员及其家庭开展排查，实
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有返贫风险共2
户2人，并落实防返贫措施，目前无一人
返贫。

吸毒人员有三难：戒毒难、就业难、

融入社会难。为解决这三难，我省探索
精准脱毒康复工作新模式。各市县将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纳入失业登记
范围和创业、就业计划，经常性组织就
业指导培训会和参加主题现场招聘，帮
助办理小额贷款，担保提供就业启动资
金，多渠道多方式推荐就业、帮扶创
业。省戒毒管理局开设“金不换”职教
中专班，把“戒期变学期”，把戒毒场所
打造成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基地，增强了
戒毒康复人员戒治意愿和回归社会的
信心。澄迈建起戒毒康复农场，解决戒
毒康复康复人员就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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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吸毒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

从2016年底的8.3‰降至 1.24‰

全省戒断三年未复吸人数

比2016年底增长 122.6%

新发现吸毒人员

比2016年底下降98.61%

2021年底
我省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报到率

均为 100%

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执行巩固率

分别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三

因吸毒人员
引发“两抢一盗”等侵财类案件

由2020年的0.1%降至0.03%

2016年开展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

累计帮扶救助
吸毒人员及其家庭

271950人次

落实医疗保险84921人次

落实失业保险3423人次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32965人次

就业27228人次

落实最低生活保障4163人次

救助关爱吸毒人员家庭未成

年子女 13458人次

其他帮扶救助 105792人次

“平安关爱”行动

其中

下好先手棋 提档升级戒毒管理服务工作

探索新路子 建设接地气的海岸线驿站

禁毒+防返贫+就业 解决“三难”固成效

“我们禁毒专管员配备专门的智能
手机，戒毒康复人员每天通过椰风送暖
APP，配合禁毒专管员进行视频帮教、
定期返回尿检、接受禁毒宣传等。”海口
市美兰区海府街道禁毒专干林雅介绍，
通过一部手机“控复吸”功能，实现全程
贴身服务管理。

2020年，省委政法委牵头建设“海
南省社戒社康人员精准智能服务管控
平台”，从吸毒人员强制收戒、监所管
教，到出所衔接、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和后续服务管理工作，为精准管控服
务提供了统一的、全面的信息要素和规
范流程。平台整合了人社、民政、卫健、

公安、司法等多部门资源，通过安装使
用智慧禁毒APP、椰风送暖APP实现吸
毒人员“人性化管控服务”全覆盖，为精
准管控服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另外，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基于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先进技术，利用海南禁毒数字化作战
平台和作战中心，实现跨省、跨地区互
联互通、数据共享、情报共用，全面提
升对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级分类管
控能力。

“只要在这里插入服务卡，按照屏
幕上显示的阅读提示来操作，就可以自
助完成美沙酮药物服药过程。”这是在

文昌市美沙酮治疗自助服务站出现的
情景。文昌市创新运用高科技手段积
极推进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
站建设，大大提高对戒毒人员精准管控
服务的力度。

目前，目前全省26个美沙酮社区药
物维持治疗门诊和36个延伸点均正常
运行。我省建有美沙酮维持治疗自助
服务站7个，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生
物识别技术，实现吸毒人员药物维持治
疗自助化、管控智能化，让治疗人员不
受固定工作时间限制，满足24小时自
助服药需求，明显提高对治疗人员的服
务效率，降低复吸率。

科技提升效能 创建智能服务管控平台

三亚市天涯区禁毒办举办三亚市天涯区禁毒办举办““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绿色无毒””防范毒品滥用禁毒宣传进万家禁毒游园活动防范毒品滥用禁毒宣传进万家禁毒游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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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万冲镇禁毒专干联合辖区派出所民警开展禁毒宣传标语、
警示牌进场所活动。

陵水三才镇禁毒专干组织社戒社康人员到海岸线驿站一起包
饺子。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禁毒办在国兴海岸线驿站心理咨询室对
吸毒人员开展“平安关爱”心理疏导。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海岸线驿站开展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海岸线驿站开展““平安关爱平安关爱””行动行动，，走访戒毒康复人员走访戒毒康复人员。。

我省将“平安关爱”行动与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相结合，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巩固成果 全力创建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