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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有“珍珠海岸”之称的陵水黎族自

治县位于海南岛东南部，“三湾三岛两湖

一山一水”犹如连串的珍珠排列在蜿蜒

的海岸线上。

  拒毒防毒禁毒，事关民生、事关稳定、

事关发展。2020年以来，尤其是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陵水县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和省禁毒委部署，结合“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严打、严整、严堵、

严收、严管、严教、严奖、严责“八严”工程为

抓手，不断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深化打

防管控措施，凝聚全社会力量，扎实推进新

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陵水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禁毒委

副主任伍发权表示，2020年，陵水县禁毒

工作在全省禁毒绩效考核中排名第二，县

禁毒大队被评为“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

体”，全县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取得了“四

升四降”（“四升”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

抵制毒品意识不断上升、打击收戒成效不

断上升、戒治管控能力不断上升、整治管

理水平不断上升；“四降”即现有吸毒人

员占比明显下降、新增吸毒人员大幅下

降、涉毒案件数量明显下降、查获本地吸

毒贩毒人员明显下降）的良好成效，为打

造“春风更绿陵河畔，洁白靓丽珍珠岸”

的平安陵水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

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努力构建全民禁毒工作大格局

  2021年6月15日，陵水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县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张纳军在

主持召开全县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调度

例会时指出，要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禁

毒工作，推动全县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

  近年来，陵水县委、县政府和县禁毒委

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将其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抓牢抓实，纳入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平安建设重要内容，纳入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2 0 1 9年11月，全省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行动部署会

议召开后，陵水县委书记符鸣对全县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进行动员部署，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禁毒工作，听取禁毒汇

报并作出批示。县禁毒委主任、县长李锋与张纳军多次组织

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全县禁毒工作调度例会。伍发权多次专

题研究禁毒工作，推动各部门开展禁毒工作。

  县禁毒办制定《全县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行动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职责分工和具体措施，确保各项禁毒工

作落到实处。各乡镇、禁毒委成员单位切实落实“一把手”禁

毒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禁毒工作模

式。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不断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

系，各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聚禁毒工作强大

合力，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禁毒工作格局，全县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凝聚合力扎实推进“八严”工程

  陵水县公安局民警在工作中获得一条贩毒线索，并于2020年

12月在海口市将涉嫌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根据王某

提供的线索，民警于今年3月在海口市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陵水县以‘八严’工程为抓

手，推动禁毒工作向纵深发展。”陵水县公安局副局长、县禁

毒办主任周始壮表示，陵水县狠抓“严打”工程，坚持以打开

路，最大限度挤压毒品犯罪空间。据统计，2020年1月至2021

年6月，全县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2起，抓获涉毒违

法犯罪嫌疑人55名，打掉贩毒团伙7个，缴获各类毒品50余

克，破获1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全民禁毒，预防为先。陵水县狠抓“严教”工程，积极开

展毒品预防教育，打造禁毒警示教育基地。各乡镇、各成员

单位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八进”（进学校、进社区、进单位、进

家庭、进场所、进农村、进行业、进网络）活动，进一步提高群

众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浓厚禁毒氛围。

  狠抓“严堵”工程，不断深化堵源截留机制，建起县外防线、

海上防线、港口防线“三道防线”，加强县内查缉和物流寄递查

缉；坚持“依托基础、依托情报、公秘结合、多警合作、主动出击、

依法查缉”思路，建立毒品查缉卡口，加大毒品堵源截流和查缉

管控力度，实现了对毒品贩运通道的有效堵截。

  狠抓“严收”工程，对吸毒人员特别是病残吸毒人员做

到应收尽收、全员收戒，最大限度减少吸毒人员脱失漏管，

严防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发生，不断提高禁吸戒毒工作水

平。狠抓“严管”工程，运用高科技手段，为社区精准智能服

务管控工作开辟新路。狠抓“严整”工程，进一步巩固提升整

治成效。狠抓督导检查，推动各项禁毒工作落到实处。

“四升四降”禁毒会战成效初显

  伍发权表示，陵水县坚持打防结合、多措并举、综合施

策，扎实做好禁毒工作。目前，全县现有吸毒人员从2018年的

4.1‰下降到2.3‰，取得了“四升四降”的良好成效。

  陵水县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目前，全县在校学生毒品

预防教育率达100%，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

扎实做好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出所接送率达100%，社区戒毒

（康复）人员报到率和执行率均达100%，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数

量不断上升。加大对禁毒重点整治乡镇的治理力度，被省禁毒

委列为毒品重点关注地区的光坡镇、提蒙乡先后“摘帽”。

  陵水县切实做好吸毒人员管控工作，全县涉毒刑事、治

安案件大幅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群众对禁毒工作

满意度不断提升。

  “下一步，陵水县将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瞄准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狠抓吸毒人员管

控、毒品预防教育、‘无毒社区’和‘无毒社区先进单位’创建工

作，控制新增吸毒人员，提高吸毒人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努力

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以优异成绩向建党百年献礼。”伍发权说。

王三玉 胡茂智 温尧靓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地处海南岛西部，依山傍海，因昌化

江流经境内而得名，有“山海黎乡，纯美昌江”的美誉。

  厉行禁毒保稳定，倾力护航促发展。禁毒三年大会战开

展以来，昌江县委、县政府、县委政法委、县禁毒委高度重

视禁毒工作，县委书记陈儒茂、县长林谟谐更是将禁毒工作

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高位推动、周密部署，努力打赢新

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助力昌江县改革发展和平安昌江、法

治昌江创建。

  2020年，全县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新成效，

连续多年完成全年省级毒品目标案件破案任务数，超额完成

全年刑事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破案任务指标，实有吸毒人员

占比下降5‰，提前两年实现“全省2022年底现有吸毒人员占

比下降到1.8‰以内”的总目标，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

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建立完善高效指挥协调体系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把禁毒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系

统民生工程强力推进……”今年5月，林谟谐在全县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第4次调度会上就做好2021年禁毒工作进行部署。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昌江县委、县政府多次

专题研究部署禁毒工作，成立由林谟谐任总指挥，由县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卢义，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长林雄任副

总指挥，由县委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及各乡镇

负责人任小组成员的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总指挥部。

  陈儒茂、林谟谐、卢义、林雄等县禁毒委领导狠抓禁毒

工作组织领导，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效的指挥协调体系。全县

37家禁毒委成员单位紧密围绕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部

署，在指挥体系、工作机制上下功夫，确保各项禁毒工作取

得新成效。

  林谟谐多次组织召开全县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调度例

会，并听取禁毒工作汇报，作出重要批示。卢义多次召开会议，部

署禁毒工作，确保指挥顺畅、运转高效、执行有力。

  2020年6月，林谟谐、林雄等一行深入石碌镇检查督导禁

毒工作；7月，卢义深入昌化镇，开展“毒品大堵截”“断梢”专项

行动督导检查。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总指挥部还将全县37

家成员单位纳入“八严”工程，加强督导检查，建立相互配合的

禁毒工作机制。

  此外，昌江县探索建立高效运转的调度作战运转机制和“月

调度、季小结”工作机制，及时通报各部门、各市县禁毒工作开展

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确保各项禁毒

工作落到实处。

推动“八严”工程提档升级

  6月17日，昌江县禁毒委、县妇联、海尾镇政府联合举办“护

航自贸港，禁毒在行动”进家庭暨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活动

中，宣讲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群众上了一堂互动性和趣味

性十足的毒品预防教育课。

  近年来，昌江县狠抓“严教”工程，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八

进”活动，有效延伸禁毒宣传触角，不断提高群众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和能力。

  林雄表示，昌江县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毒违法犯罪的严

打高压态势。2020年，全县共破获贩毒案件6起，刑事拘留14人，

强制隔离戒毒14人，行政拘留10人，破获

“2020-15”海南省公安厅毒品目标案件。

  2020年5月，卢义主持召开“断梢”行动

推进会，研究制定“双岸长制”实施方案，加

大查处“三无”船舶（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

书、无船籍港的非法渔业船舶）力度，部署

推动“毒品大堵截”“断梢”行动，组建禁毒

工作专班，启动石碌、叉河、十月田以及昌

化、海尾、新港沿海检查站的查缉管控功

能，实现点线面立体化防控，坚决遏制毒品

问题蔓延。

  同时，全县扎实推进“严堵”工程，不

断加大管控力度，着力构建情侦一体的

实战查缉体系；强力推进“三道防线”（岛

外防线、海上防线、口岸防线）建设，加大

流入通道管控和网上巡查力度，确保查

缉工作不留死角。严格落实“严管”工程，

坚决肃清毒害；结合昌江毒情形势，不断

加大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力度，提高戒

断巩固效果。目前，全县实有吸毒人员213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9‰，与上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结束时的355人相比，减少142

人，占比下降0.67‰。

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昌江县

总体戒断、戒断满1年、戒断满两年的戒断

率分别为93.43%、94.81%、94.87%，各项指标

均排名全省第一。

  “2021年，全县禁毒工作以建党100周

年安保工作、服务保障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新时代‘山海

黎乡大花园’建设为主线，围绕全省禁毒重

点工作，深入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提档升级‘八严’工程。”林雄表示，县禁毒

办及县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将持续发力，努力打赢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县禁毒办先后印发《昌江县“净边2021”专项行动工作

实施方案》《昌江禁毒“2021春季攻势”专项行动方案》，推动各项

禁毒工作开展。

  昌江县紧盯2021年禁毒工作目标任务及禁毒“2021春季攻

势”专项行动，持续发力，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细化侦查措施，确

保打击成效。今年1月至5月，全县共破获贩毒案件3起，刑事拘留

5人，抓获网上在逃人员5人。

  同时，昌江县不断加大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力度，努力提

高巩固戒断人员总数；常态化开展在册登记吸毒人员摸底排

查工作，严防复吸，做到发现一个、收戒一个；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吸毒人员动态管控信息清理核查行动，在册吸毒人员毛发

检测率达100%。

  “今年以来，昌江县积极开展娱乐场所常态化巡查，公安、

邮政部门联合开展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及物流寄递业检查，加

大毒驾治理力度，加强沿海巡控查缉，强化污水检测工作，全

县污水毒品物质含量全省最低。”林雄表示，下一步，昌江县将

继续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掀起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新高潮。            黄秋鹏 赵丽

陵水获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二等奖
  本报讯 近日，由海南省禁毒办、教育厅主办的“护航

自贸港·禁毒在行动”暨庆祝建党100周年2021年海南省青少

年禁毒知识竞赛在海口市落下帷幕，陵水县代表队荣获集

体二等奖。

  此前，陵水县禁毒办、教育局联合举办全县青少年禁毒知识

竞赛，并从中选拔优秀选手参加全省比赛。陵水思源初级中学、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组织800余名学生观看比赛。

  陵水县初赛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个组别，分必答

题、抢答题、风险题3个环节，内容包括禁毒工作方针、禁毒法

律法规等相关内容。此次比赛进一步提高了师生的禁毒意识，

为构建平安校园、无毒校园奠定了基础。

王三玉 胡茂智 温尧靓  

陵水公安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本报讯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海南省陵

水县公安局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努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今年4月，陵水县光坡镇禁毒专干许连明在走访中得

知，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符某女儿今年6岁，尚未落户。禁

毒专干随即与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进行沟通，最终，鉴定机

构同意依法减免符某的鉴定费用，符某女儿顺利落户。

  今年以来，陵水县公安局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02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该局坚持

教育与警示并重，深挖病灶、铲除病根，确保查纠整改工作

取得实效。

王三玉 胡茂智 温尧靓  

陵水警方成功打掉一个跨省贩毒团伙
  本报讯 近日，海南省陵水县警方成功侦破“2019-2”省

级毒品目标案件，抓获6名涉案人员，刑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1

人；缴获大麻20.034克，查获吸毒工具一批，摧毁了一个长期盘

踞在海口地区的贩毒团伙。

  2019年1月，陵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发现一条贩卖大麻的

重要线索。经查，海南籍男子符某涉嫌通过微信、QQ等互联网

即时工具，联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兰某购买大麻，并在

海口及周边地区贩卖。

  陵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立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并向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申请列为省级毒品目标案件。今年6月，专

案组逐渐摸清该团伙主要成员和贩毒方式，并成功实施抓捕。

王三玉 胡茂智 温尧靓  

陵水县司法局广泛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 海南省陵水县司法局将“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贯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过程，采取多项措施，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一是在办公楼LED 显示屏播放禁毒宣传视频 ，在

社区法治宣传栏张贴禁毒宣传海报 ，进一步扩大禁毒

宣传覆盖面。二是发挥村居法律顾问和专职人民调 解

员作用 ，进村入户普及禁毒知识 ，提高群众禁毒意识。

三是积极开展“护航自贸港，禁毒在行动”宣传活动，持

续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四是组织辖区各司 法

所工作人员协助乡镇禁毒办禁毒专干 ，对解除强制隔

离戒毒人员开展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帮

扶慰问活动。

王三玉 符晓敏  

  2021年3月26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县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张纳

军（左三）在椰林镇社区戒毒（康复）办公室调研指导禁毒工作。        王世森 摄

相关动态

  2020年7月，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县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卢义（右

二）调研七叉镇禁毒工作。                        卢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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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公安机关破获一起贩毒案
  本报讯 近日，海南省昌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新港

海岸派出所，破获一起贩毒案件，刑事拘留1人。

  今年5月，昌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工作中发现一条贩毒

线索，并立即联合新港海岸派出所开展侦查。经查，发现梁某

有贩毒嫌疑，遂依法传唤梁某接受调查。经审讯，梁某如实供

述其向郭某贩卖冰毒的犯罪事实。

  今年以来，昌江县对毒品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积极开展“净边2021”和禁毒“2021春季攻势”专项行动，

将专案攻坚与集群打零相结合，全面推进“严打”工程。截至

今年5月，全县共破获贩毒案件3起，刑事拘留5人，抓获网上在

逃人员5人，查获吸毒人员16人。      黄秋鹏 赵丽

昌江举办禁毒法治宣传文艺晚会
  本报讯 近日，由海南省昌江县禁毒委主办，县禁毒

办、昌化镇政府、纯美昌江哥隆歌协会协办的昌江县新一

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暨哥隆歌禁毒法治宣传文艺晚会在昌

化镇大风村、叉河镇红薯地、海尾镇海尾社区举办。

  晚会上，快板《新一轮禁毒三年排》、歌曲《唱支山歌给

党听》、三句半《新型毒品花样多》等14个丰富多彩的节目

轮番上演。整场晚会节目编排紧扣主题、贴近生活，巧妙地

将禁毒元素融入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禁毒知

识、展示禁毒工作成果，使“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营造了全民关心支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的浓

厚氛围。              黄秋鹏 赵丽

昌江法院开展禁毒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司法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群众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近日，海南省昌江县人民法院

开展禁毒开放日活动，依法公开宣判1起毒品犯罪案件，被

告人李某、符某、肖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4年

刑期，并处罚金。

  昌江法院提前向县人大、县政协、县委政法委、县检察院、

县公安局等单位发出邀请函，50余人旁听案件审理。下一步，

昌江法院将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行为。同时，扎实开展以案释法工作，通过公开宣判、普法宣传

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为“山海黎乡大花园”建设贡献

法院力量。           黄秋鹏 林小映 赵丽

昌江助涉毒贫困人员脱毒脱贫
  本报讯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海南省昌江县坚

持禁毒扶贫两手抓，扎实做好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管理服

务、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工作，落实产业扶贫、危房改造政

策，努力打通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最后一公

里”。目前，全县18名涉毒贫困人员均已脱贫。

  为加强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精准帮扶，昌江县禁

毒办组织各镇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对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就业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会同县人社局开展无业戒

毒人员就业培训。同时，积极为贫困戒毒人员落实住房补

贴，目前，石碌镇7名贫困戒毒人员每季度每人可以领取

390元的住房补助。          黄秋鹏 赵丽

相关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