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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和婷婷 通讯员周克和）6 月 26 日，海南海
警一支队组织“禁毒知识宣讲小分队”深入辖区渔村渔船，为
广大渔船民宣讲禁毒常识，引导渔船民自觉抵制毒品侵害。

活动现场，海警官兵通过发放禁毒宣传单、座谈交流等
形式，为渔船民们细致讲解了毒品的相关知识，帮助广大渔
船民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进一步提升辖区渔船民识毒、防
毒和拒毒意识。

为筹毒资5次盗窃
白沙一“瘾君子”获刑2年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康忠强 黄建福）为了筹钱
购买毒品吸食，家住白沙的王某先后 5 次盗窃他人电动车、
摩托车。近日，王某因犯盗窃罪被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2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王某是吸毒人员，曾两次被强制戒
毒，也曾因为盗窃罪被判刑 1 年 2 个月。去年 1 月 20 日凌晨
3 时许，王某毒瘾发作，因无钱购买毒品，于是就外出寻找
盗窃目标。他在县城一网吧门口的停车点发现一辆电动
车，上前将其锁头打开并盗走。此后的 2017 年 3 月至 8 月，
他以同样的方式又实施了 4 次盗窃，盗走 3 辆电动车和一
辆摩托车，电动车以每辆 400 元、摩托车以每辆 700 元的低
价转卖，得来的钱财基本用来购买毒品吸食。案发后，公
安机关经过侦查，将王某抓获。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根据王某的供述，公安干警将被盗的电动
车、摩托车全部追回并返还车主。

白沙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贩卖2小包毒品
海口一少年获刑9个月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宋秋婷)海口市秀英区法院
近日审结一起未成年人李某贩卖毒品案。法院结合犯罪情
节与认罪态度，判决李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9 个
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2017 年 12 月 9 日，经电话联系，李某（2000 年 9 月 11 日
生）在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南北水果市场东边公交车站
处，以 750 元的价格将 2 小包毒品疑似物贩卖给购毒人员陆
某。双方交易完成后，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经鉴定，2 小
包毒品疑似物检出咖啡因、尼美西泮、扑热息痛、二甲基砜
成分。

秀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违反毒品管理规定，
非法贩卖含有咖啡因成分的毒品 2.52 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
毒品罪。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海警一支队官兵为渔船民宣讲禁毒常识海警一支队官兵为渔船民宣讲禁毒常识

海警一支队组织“禁毒宣讲小分队”

为渔船民
宣讲禁毒知识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罗佳）三亚
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经过层层深挖，近日成功
打掉一个从江西到海南的贩毒运输团伙，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缴获毒品 51.3 克、毒资
22500 元。

6 月 22 日 18 时许，海棠分局刑警大队接
到群众举报称：在商品街某市场附近有人贩

卖毒品。民警核实线索后，立即部署抓捕行
动。20 时许，民警当场将完成毒品交易的嫌
疑人丁某武、刘某奇抓获，同时缴获毒品 51.3
克、毒资 22500 元及一个电子秤。

经民警掌握线索，嫌疑人丁某武的妻子
陈某也存在贩卖毒品的嫌疑。21 时许，在丁
某武的带领下，民警在其夫妻二人的位于商

品街的住处成功抓获陈某，同时在其住处缴
获吸毒工具一批。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丁某武（男，24 岁）、
刘某奇（男，25 岁）、陈某（女，24 岁）对 3 人共
同参与贩卖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丁某武等 3 人已被三亚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三亚警方打掉一跨省贩毒团伙

抓获3名嫌犯 缴毒50余克
海口市罗牛山强戒所开

展系列禁毒活动

鼓励戒毒学员
重塑生活信心
本报讯（记者王慧 和婷婷 张三清

通讯员陈振涯）6 月 26 日，海口市罗牛山

强戒所举办戒毒学员健康工间操比赛暨

妈妈训教活动。

海口市妇联代表参观戒毒场所并与

部分戒毒学员进行了主题为“美好新海

口，创建示范城”座谈交流及妈妈训教活

动。妈妈训教团一边聆听戒毒人员的经

历，一边与戒毒学员进行心与心的沟通，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他们进行反思，

增强他们的戒毒康复意志。通过教戒毒

学员唱歌，与戒毒学员做游戏，手拉手互

动拉近与戒毒学员的距离，鼓励戒毒学

员坚持锻炼，健康生活，远离毒品，重新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海口市罗牛山强戒所近日还联合海

口市司法局等单位开展戒毒人员进校园

现身说法活动。在海口山高中学，戒毒

人员讲述了自己如何染上恶习，吸食毒

品，对家庭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最终被

强制戒毒的过程，告诫学生不要因好奇

而接触毒品，千万不能走上吸毒的道路。

FZ 坚决打赢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审理涉毒案件 上街入校宣传
我省各市县将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推向高潮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6 月 25 日，
海南省总工会在澄迈县老城镇开展“6·26”
国际禁毒日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禁毒知识讲
座，播放禁毒微电影《回归家园》。

“这次活动让我更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
害，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我的
同事和家人，告诫他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中渔水产有限公司职工张伟对记者说。
据介绍，省总工会利用“6·26”国际禁毒

日这个关键时间节点，多形式、多渠道、全方
位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主题宣传活动，确保
禁毒宣传教育进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企业和
每一个职工家庭，实现全省各级工会和职工
群众对禁毒工作认识显著增强。同时，发动

各级工会组织充分组织、教育职工的阵地优
势，利用会议、培训、讲座、宣传栏、街头宣
传、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禁毒法》
及党和政府关于禁毒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
毒品的危害，努力实现“企业职工拒绝毒品

‘零计划’”目标，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群众的
身心健康权益。

琼海检察院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琼海检察院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海南省总工会赴澄迈开展禁毒宣传

播放禁毒微电影普法

三亚举办三亚举办““开放海南开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绘画无毒人生””彩绘活动彩绘活动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麦文耀 王季 舒
耀剑 何海东 陈武 刘武军 蒙职宇 陈瑜 林
鸿河 曹飏 赵世馨 许光伟 郭彦 杨晓晖
李业滨）6 月 26 日是第 31 个国际禁毒日，我
省各市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连日来纷纷走
进广场、学校，走上街头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禁毒宣传资料、集中宣判涉毒案
件、举办禁毒绘画比赛等形式使禁毒宣传教
育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海口：法院进校园宣判涉毒案件

6 月 26 日，海口市检察院干警来到海口
昌茂花园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干警们
通过 PPT 演示毒品照片、典型案例和相关法
律规定，对新型毒品及其危害，如何抵制毒
品，毒品犯罪的相关罪名和刑事责任年龄作
了重点讲解，为该校高一年级学生带来一堂
内容丰富的禁毒知识讲座。学生们表示不
仅自身要抵制毒品，还要告诉父母及朋友远
离毒品。

6 月 23 日，海口市美兰区法院组织 20 多
名干警来到国兴大润发广场，开展“美好新
海口·创建示范城”禁毒法制宣传主题活动。

6 月 25 日下午，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在海
口经济学院举行毒品案件集中公开宣判大
会，1500 余名学生旁听。一则禁毒宣传短片
为此次公判大会拉开序幕。在让广大学生
通过视频了解到毒品对家庭、个人的危害
后，法官通过现场公开宣判的方式给学生们
上了生动的禁毒课。

三亚：举办禁毒彩绘活动

6 月 26 日，三亚市禁毒委举办“开放海
南·绘画无毒人生”彩绘活动，并联合省三亚
强制隔离戒毒所举办“无毒三亚·励志前行”
禁毒文艺演出。演出现场，三亚技师学院学
生代表宣读禁毒倡导书。有关单位人员和
三亚技工学院的学生近千人参加广场绘画
活动并观看了禁毒文艺演出。

6 月 26 日，三亚市海棠区在林旺中学举
办“开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彩绘活动，区
禁毒委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村（居）委会
书记（主任）、联防队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约
800 人参加活动。活动将禁毒教育与全民文
娱活动有机结合，参加活动的人员在宣传横

幅上郑重签名拒绝毒品，并在“开放海南·绘
画无毒人生”宣传画上彩绘。

白沙：法院干警讲解涉毒案例

6 月 26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多举措
开展禁毒系列宣传活动，干警们在县城通过
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等
方式开展禁毒宣传。该院第一审判庭当天
公开审理了一宗容留吸毒案，法院庭审现场
向旁听群众普及禁毒知识。

活动现场，白沙法院干警向过往群众发
放《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例》等，向群众讲解
毒品的危害，并以法院近年审理的涉毒案件
作为案例，告知他们涉毒品犯罪将会面临法
律的严惩。参加活动的部分群众还就一些
矛盾纠纷进行咨询，两名办案经验丰富的法
官助理向他们解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并提供
诉讼指南。

澄迈：检察官上禁毒法制课

6 月 26 日，澄迈县司法局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各司法所联合当地镇政府采取设立
宣传点、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禁毒宣誓签名
等形式，开展禁毒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家庭等活动，向广大群众、青少年
学生宣传禁毒法律法规，取得了较好的宣
传效果。

6月26日，澄迈县检察院和省检察院第一
分院的检察官来到澄迈思源实验学校，为同学
们带来一堂生动而又深刻的禁毒法制课。主
讲干警以近年来发生的因吸食毒品产生幻觉
而发生的暴力事件为切入点，通过 PPT、播放
视频短片等形式，以点带面讲述毒品的概念、
种类、危害以及如何防范毒品，并以近年来未
检干警办理的青少年学生涉毒刑事案件，深
入浅出地为师生们讲解了毒品会给个人、家
庭、社会带来的危害。

定安：学校开展禁毒主题班会

6 月 26 日，定安县禁毒委联合公安局、
司法局等各禁毒委成员单位，在县城天安百
货广场开展“开放定安·绘画无毒人生”为主
题的系列禁毒宣传活动。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禁毒知识宣传
单、册 11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320 余人
次。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布置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等方式，为过往群众讲解毒品种类及
危害，使群众认识了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的
区别、种类及毒品的危害，增强了禁毒防范
意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当天，定安县 10 个乡镇禁毒办也在各自
乡镇集市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部分中小学学
校还开展禁毒主题班会活动。

琼中：青少年绘制“无毒人生”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一场主题为
“关爱生命·远离毒品”的书画比赛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110 名
参赛学生以独特的视角，用书法和绘画等艺
术形式，展示出了当地青少年对毒品的防范
意识。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根据自己所学、
所闻、所见，通过形式多样和创意新颖的艺

术形式，运用素描、蜡笔画、水彩等手段，绘

制 和 书 写 出 了 一 幅 幅 直 抒 胸 臆 的 参 赛 作

品。比赛结束后，禁毒工作人员还带领参赛

学生参观了禁毒宣传展板，开展禁毒预防教
育等活动。

屯昌：进监所宣传禁毒知识

6 月 24 日，屯昌县禁毒委、屯昌县普治

办深入屯昌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禁毒主

题宣传教育。

此次活动，主要向被拘留人员讲解什么

是新型毒品、合成毒品对人的危害、《禁毒

法》等相关知识，以及滥用违禁药物与家庭

环境、人格缺陷、学校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

滥用违禁药物心理特征表现，并举例讲述毒

品对家庭、社会、自身的严重危害，告诫被拘

留人员要增强拒毒自我保护意识。活动现

场还组织被拘留人观摩禁毒展板和观看禁

毒宣传片。

6 月 26 日上午，屯昌法院联合枫木镇派

出所在屯昌县枫木镇大葵村委会对戒毒康

复人员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干警们组织戒

毒康复人员学习《禁毒法》《禁毒条例》，给
大家讲解毒品犯罪的案例，以鲜活的涉毒
案例让戒毒康复人员接受一次深刻的普法
教育。

文昌：动员全民参与禁毒

6 月 22 日上午，文昌市禁毒委在文昌市

实验高级中学举办“开放海南·绘画无毒人

生”万人彩绘活动。

活动现场，禁毒志愿者宣读“禁毒倡议

书”，学生们用自己的巧手绘画文昌“两桥一

路”沿途风景、文昌龙楼航天城建设风貌、文

昌全民体育运动健身的画卷，将文昌禁毒工

作与人民生活娱乐文化相结合，用接地气

的、让人民喜欢的禁毒宣传活动形式，积极

动员全民参与禁毒活动，呼吁大家“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当天，文昌市各镇、场、居委
会也同时举办禁毒万人彩绘主题活动。

洋浦：发放禁毒宣传物品

6 月 26 日，洋浦禁毒办与干冲区办事处

联合开展以“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为主题的

“6·26”禁毒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形式多样，周围挂

满各种宣传横幅。现场摆放 25 块宣传展板

让广大人民群众参观浏览，展台上还摆放 12

种禁毒宣传读本及折本，让参与活动的群众

在阅读中受到教育。

活动现场向群众发放“6·26”禁毒宣传

物品，既提高活动效果，又让广大人民群众

得到实惠。

陵水：宣判贩毒案寓教于审

6 月 25 日晚，陵水黎族自治县禁毒委举
办“开放陵水·绘画无毒人生”禁毒系列宣传
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火热，智闯毒魔宫、慧
眼识毒、禁毒竞答等“禁毒大闯关”系列活动
以寓教于乐的互动方式，吸引了众多参与者
前来闯关。现场还通过图片展、毒品样本、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等方式向群众普及
毒品危害，呼吁大家远离毒品，共除毒害。

6 月 21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法院干警到
思源实验初级中学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法官助理向在场学生分发禁毒宣传
材料各 200 余份，向学生们介绍了新型毒品
的种类、危害及识别、防范毒品的方式。

陵水法院当天还集中公开宣判两起贩
卖毒品案件，通过寓教于审，警示学生们珍
惜美好生活，远离毒品。

保亭：举办禁毒文艺演出

6 月 23 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禁毒委
员会举办主题为“开放保亭·绘画无毒人生”
的彩绘禁毒活动。活动现场还举办文艺演
出、观看图片展、发放禁毒宣传资料、扫码抽
奖等系列活动。来自保亭县禁毒办各成员
单位、各中小学、社会团体、广大市民群众拿
起手中画笔，涂抹下心中最健康的颜色，为
健康美好的生活添色。

琼海：进校园宣传毒品危害

6 月 25 日，琼海市人民检察院干警为琼
海市大路中学初一学生上了以“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为主题的法治教育课。课堂通过
丰富的图片、生动的案例与视频向学生们介
绍了毒品的定义、种类、危害，并告诫青少年
如何远离毒品。

当天，琼海市检察院将禁毒宣传展板送
进大路中学、万泉中学、万泉明德小学。通
过观看展板、倾听检察人员的讲解，学生们
了解到毒品的种类，学会辨别毒品，认识到
毒品不仅严重侵害人的身体健康、销蚀人的
意志、破坏家庭幸福，且严重消耗社会财富、
毒化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同时极易诱
发一系列犯罪活动。

省二中院与东方法院集中宣判
5起涉毒案

15名涉毒人员获刑
本报讯（记者陈敏 董林 见习记者郭佳菁 通讯员罗凤

灵）6 月 26 日，省二中院、东方市法院在东方法院大审判庭宣

判 5 起毒品犯罪案件，其中 2 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

当天，东方法院对 4 起毒品犯罪案件的 5 名被告人分别

进行宣判，以贩卖毒品罪或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张某红、梁

某攀、王某波、周某冲和陈某恒 1 年 6 个月至 13 年 9 个月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各处 0.75 万元至 9.6 万元不等的罚金。

省二中院就 1 起涉毒案的 10 名被告人进行宣判。陈某

深贩卖甲基苯丙胺 4000 余克，陈某文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
4000 余克，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性大，判处陈某深死刑，
判处陈某文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 2 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张某海无期徒
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0 万元；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邱某虎、
林某雄、杨某燕（女）、林某平、高某（女）、秦某津 3 年至 15 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邱某虎、林某雄个人财产各 10 万
元，其余被告人并各处 1 万元至 6 万元不等的罚金；以窝藏毒
品罪判处符某（女）有期徒刑 3 年。宣判后，审判长就案件的
判决依据做了法律释明，力促息诉服判。

本次宣判让旁听群众印象深刻，在思源学校的师生中产

生强烈反响。梁洁老师深有感触地说：“带领学生旁听毒品

犯罪案件的宣判非常有意义，增强了师生的法律意识，也告

诫青少年学生要遵纪守法、远离毒品。”“通过旁听庭审，我

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极大，我们学生要加强防范意识，坚决

不碰毒品。”学生韦秘静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