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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教”“严奖”“严惩”确保责任落实
防范滋生新吸毒人员

今年 4 月 16 日下午，五指山市法院在南圣镇中心学校开
展了扫黑除恶及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旨在营造文明、平安、
和谐的校园氛围，共 5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五指山市“严教”重点人员，严防新吸毒人员滋生，始终
把毒品预防教育作为禁毒工作的治本之策，摆在突出的位
置。以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等吸毒高危人群为重点，市禁
毒办牵头积极协调市教育局、市妇联、团市委等禁毒委成员
单位，以“美好新海南·绿色无毒”为主题，采取日常和集中相
结合的方式，先后组织开展了春季禁毒“流动课堂”、全民禁
毒宣传月和“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等活动。

会战期间，共组织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 85（场）次，张贴
禁毒宣传海报 3900 多张，悬挂禁毒宣传横幅 360 多幅，发放

《一人吸毒全家遭殃——致家长的一封信》、宣传折页等各类
禁毒宣传资料 4 万多份，在市区及各乡镇的主要街道、人员
密集场所和娱乐场所张贴禁毒宣传标语、警示语、横幅、广告
牌等宣传品以及利用“三月三”广场户外大型 LED 显示屏不
间断地播放禁毒公益宣传片，投入 100 多万元在五指山中学
建成了“五指山市青少年禁毒教育展览馆”和“五指山市青少
年禁毒预防教育视频室”，全市 14 所中小学校近 2 万名学生
注册使用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平台，连续三年组织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五个一”活动，基本实现在校学生毒品预防教
育的全覆盖，受教育群众和青少年超 4 万多人次，取得了预
期的社会宣传效果，形成了会战强大的舆论声势和浓厚氛
围，有效防范了新吸毒人员的滋生。

五指山市还“严奖”有功人员，全面落实《海南省打击毒
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对举报有功的群众和会战成绩突出
的单位和个人实施重奖，激发社会合力和正能量共同禁绝毒
品。会战以来，共对 56 名举报群众和会战成绩突出的 10 个
部门和 35 名个人累计发放奖励金 20 余万元，极大地激发和
调动了广大群众和参战人员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和法律效果。同时，五指山市“严责”失职人员，确保会战
责任落实。严格落实《海南省禁毒工作责任制》和《五指山市
禁毒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由市禁毒办组织对各部门会战
进展情况及时进行跟踪督导检查。会战以来，先后对工作措
施落实不力、进展缓慢、战果滞后的 5 名部门主要负责人进
行了约谈，有力地促进了会战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到位，确
保了会战的顺利进行及取得实效。

下一步，五指山市将以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为契
机，以争创全省禁毒示范城市为动力，以继续推进会战“八
严”工程为抓手，以落实禁毒工作责任为核心，全面加强新时
代禁毒工作，全面遏制毒品危害，振奋精神、乘势而上、勇于
担当，以问题为导向，采取新举措新方法，全力推进五指山禁
毒工作迈上新台阶，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为五指
山热带雨林养生度假旅游城市和海南自由贸易区、自贸港建
设创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五指山市为实现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总目标贡献力量

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本报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陈云江 陈玉国

“近几年来，我们附近基本没
再发生过偷盗槟榔的事情了。”提
及五指山市禁毒工作带来的转变，
在五指山市通什镇以种植槟榔谋生
的黎先生说，自家的槟榔园在前几
年曾发生过被吸毒人员偷盗事件，
而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不仅
有效打击了毒品违法，社会治安也
明显提升。

五指山市自 2016 年 11 月启动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全市各有关
职能部门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
坚定的态度和决心，多措并举，全
力以赴，强势推进以“严打、严整、
严堵、严收、严管、严教、严奖、严
责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会 战“ 八 严 工
程”，特别是公安机关重拳出击、铁
腕扫毒，持续发力，有效遏制了毒
情的反弹。

自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
来，在全市的共同努力下，五指山
市实现了现有吸毒人员数明显下
降、全市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立
案数明显下降、新滋生吸毒人员明
显下降；无国家和省级确定的毒品
问题重点整治地区、无发生吸毒人
员肇事肇祸案（事）件；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幸福感和对禁毒工作的满
意度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拒毒、
识毒和防毒意识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的“三降二无二升”的工作目标。

零容忍“严打”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44起

今年7月19日上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五指山市“烟酒帮”61人涉黑案一
审公开宣判，其中涉及到的罪名包含了贩卖
毒品罪、开设赌场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

五指山市将严打涉毒犯罪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紧密结合，侦审并举，一举打
掉了长期以来盘踞五指山市的“月亮帮”

“烟酒帮”和“鹏辉帮”等三个黑恶势力犯
罪团伙中涉及吸贩毒团伙 5 个成员共 32
人，成功带破自 2013 年以来这 5 个团伙成
员所实施的毒品刑事案件 106 起，有力地
打击和震慑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有效控制了毒品的来源。

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五指山市公安
机关以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发挥缉毒主力
军作用，实施多警种联合缉毒，紧盯会战
各阶段的任务指标，出重拳，下猛力，全力
攻坚，取得显著战果。

启动禁毒三年大会战后，作为全市禁毒
三年大会战主力军的五指山市公安局，率先
召开全市公安机关禁毒三年大会战誓师部
署大会。之后，五指山市公安局迅速破获贩
毒案一宗，抓获一名涉嫌贩卖毒品的犯罪嫌
疑人纪某，缴获毒品海洛因 22 小包、2 小块
和冰毒 3 包，毒资 1300 元。在随后的 10 天
内，五指山市公安局又连续破获2起零包贩
毒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 人，掀起全市禁
毒三年大会战打击毒品违法犯罪高潮。

据统计，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五指山全市共破获毒品犯罪案
件 44 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79 名，缴获
各类毒品共计 384.08 克，同比分别上升
91.3%、243.5%和 113.53%，其中破获重大案
件 2 起，团伙案件 7 起。共查处毒品行政
案件 140 起。自会战开展以来，五指山市
先后有 3 个集体和 16 名个人受到了省委、
省政府和省禁毒委的表彰和奖励。

全力开展“大收治”“大收戒”行动，查处
流散社会面吸毒人员……

五指山市公安机关严格落实“应收尽
收，满员收戒”和“重嫌必检”的原则，强力开
展“严收”“清隐”行动，实施吸毒人员见面大
排查和积极运用毛发检毒等技术，全力收戒
社会面吸毒成瘾人员。

会战期间，五指山市成功收治病残吸毒
人员 12 名，实现了在册病残吸毒人员的全部
收治。共查获吸毒人员 148 人，其中强制隔
离戒毒 80 人，有效净化了全市社会面，有力
地压缩了吸毒人员违法犯罪的空间，极大地

萎缩了五指山市的毒品消费市场，从而最大
限度地降低了病残吸毒人员和社会面吸毒
人员对社会的危害。

同时，五指山市“严管”吸毒人员，严防
肇事肇祸。以社区戒毒社区康复“8·31”工
程建设为抓手，以通什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中心为示范点，以点带面，全面开展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

对期满出所的吸毒人员实现了无缝衔
接和管理措施无缝对接，对全市 64 名正在执
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全面落实定期见
面、尿检、谈心、帮教、就业安置等措施，并全

员配备了“椰风送暖”APP 手机，全面使用社

戒社康人员精准智能服务管控平台，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服务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了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与信息化、精准化、

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按现有吸毒人员 30：1

的比例全面配强配齐乡镇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专职人员至 15 人并全员进行了培训，社戒

社康人员有效管控率达 100%。对所有在册
吸 毒 人 员 实 行 了“ 见 面 排 查 ”，排 查 率 达

100%，切实摸清了全市吸毒人员现实状态，

确保了底数清、情况明。同时，对正在社会

面的 390 名吸毒人员全面落实分级分类管控

措施，明确管控的责任领导和民警，实施有

效管控，实现了无“脱失”的吸毒人员，有效

防范了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的发生。

强力开展“严收”“严管”
社戒社康人员有效管控率达100%

五指山市“严整”涉毒场所，“严堵”严防
毒品流入。对娱乐场所进行清查、责令停业
整顿娱乐场所、取缔涉毒娱乐场所……

五指山市公安、工商、文体等部门建立
联合查控机制，坚持日常管理、动态管控与
严打严惩相结合的方针，齐抓共管，综合运
用多种手段整治涉毒场所，严密防范涉毒行
为的滋生。

会战以来，五指山市共排查娱乐场所 58
家次，实现巡查 100%全覆盖，责令停业整顿
涉毒娱乐场所 4 家，严格落实涉毒场所和从

业人员“黑名单”“六个一律”“一次性死亡”
等制度，使场所和人员对涉毒问题不敢为、
不愿为。

五指山市加强娱乐场所业主及管理人
员的禁毒宣传教育，在场所醒目位置张贴禁
毒警示标识，督导娱乐场所落实日常巡查、
登记等各项管理制度，在场所内营造拒毒防
毒的浓厚氛围，有效遏制了娱乐场所涉毒问
题的发生，2019 年以来，实现了娱乐场所的

“零涉毒”。
同时，五指山市“严堵”毒品，严防毒品

流入。在进入五指山的主要交通要道海榆

中线南北两端和琼乐高速路口的治安交通

卡口建立临时毒品查缉站点，实行“一站多

能、一警多能”，加大对进入市区车辆的抽查

比例，确保对客运班车和无牌车辆“逢人必

查、逢物必检”，有效堵截毒品贩运通道，把

好“路网”防线。

会战以来，五指山共检查车辆 10000 多

辆次、人员 30000 多人次。同时，严管物流寄

递企业，督导全市 33 家物流寄递企业全面落

实了实名、验视、安检“3 个 100%”制度，把好

“寄递物流”防线，严防毒品通过快递物流渠

道的流入，最大限度地将毒品堵在山门外，

阻止毒品入市内流。

“严整”“严堵”将毒品堵门外
2019年以来娱乐场所“零涉毒”

五指山市公安局举行禁毒三年大会战誓师部署大会五指山市公安局举行禁毒三年大会战誓师部署大会

20172017年年 88月月，，五指山市破获建市以来五指山市破获建市以来

一次性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贩毒案件一次性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贩毒案件，，彻彻

底摧毁长期盘踞五指山的黄某新贩毒团伙底摧毁长期盘踞五指山的黄某新贩毒团伙

五指山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寄递行业五指山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寄递行业

禁毒安全大检查禁毒安全大检查

五指山市开展涉毒娱乐场所专项整治行动五指山市开展涉毒娱乐场所专项整治行动

““禁毒有约禁毒有约，，全民健走全民健走””禁毒宣传活动禁毒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