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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筑牢防毒拒毒的铜墙铁壁筑牢防毒拒毒的铜墙铁壁
□本报记者 陈春艳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
衰、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
的一贯主张和立场。

3年来，我区坚持综合治理，积极
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发展草原禁毒志
愿者联合会、芸公益禁毒志愿者团队
等禁毒社会组织11个，禁毒志愿者
20余万名，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禁毒
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赤峰市、鄂尔多斯市荣获“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称号；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
市等地2个集体、3名个人被国家禁毒
委授予“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全
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阻断渗透渠道

我区总体毒情形势平稳可控、持
续向好，但受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
影响，毒品治理仍处于攻坚期，禁毒
工作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近年来，广东、福建、四川、湖北、
山西、河北等国内20多个省区市，已
对我形成“多头入境、全线渗透”的态
势，甚至国际毒品也出现渗透的苗

头，毒品犯罪多渠道渗透加剧。
2020年 12月的一天，包头市土

右旗公安局民警工作中发现：土右籍
人员栗某某等有重大贩毒嫌疑，经过
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一个横跨半个
中国、人员结构复杂的毒品犯罪团
伙。经过3个月的艰苦追踪，栗某某
等人特大跨省贩卖毒品案告破，抓获
犯罪嫌疑人6名，缴获海洛因1920.02
克，打击了贩毒分子的嚣张气馅。

除毒品渗透多元化之外，毒品滥
用多样化日益突显。据自治区禁毒
办常务副主任、禁毒总队总队长董毅
成介绍，全区现有吸毒人员 2万余
人，中西部地区仍然是重点地区，潜
在毒品需求还很旺盛，吸毒人员肇事
肇祸隐患依然存在。我区已呈现出
传统毒品、新型毒品、新精神活性物
质三代毒品叠加滥用的趋势，毒品滥
用种类更加多样复杂。由于历史原
因，中西部地区制贩、烫吸安钠咖曾
经成为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常见陋习，
顽固性和反复性特点明显。

为遏制毒品违法犯罪，我区禁毒
部门通过“两打两控”“堵源截流”“除
冰肃毒”“净边”等系列专项行动，保
持对各类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
态势。2018年以来，共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1982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
人2930名，缴获毒品折算后141.3公
斤，特别是 2018年破获了 4起特大
制造制毒物品案件，有力遏制了制毒
犯罪向我区渗透。

全面依法管控

多年的禁毒人民战争告诉我们，
只有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毒品

“零容忍”，才能有效遏制毒品犯罪高
发态势。

禁毒部门坚持管服并重，全网络
管控服务吸毒人员。全区103个旗
县以及有吸毒人员的 1081 个街道
（乡镇），开展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已建成标准化“绿洲家园”社区戒
毒康复工作站 951 个，整体实现了

“四降两升”工作目标。
近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破获容留他人吸毒案件1
起，刑拘涉毒犯罪嫌疑人1名，却因其
吞食塑料异物而无法收戒。为粉碎其
吞食异物逃避打击的图谋，分局治安
大队民警将嫌疑人王某送至呼和浩特
市第一医院，取出其腹中异物，最终将
其安全投入强制隔离戒毒所。

3 年来，我区共查获吸毒人员
17179人次，现有吸毒人员、查获吸毒

人员、吸毒人员复吸率、新增吸毒人员
数持续下降，吸毒人员管控率、戒断巩
固率全面提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
行 率 从 2017 年 的 70.6% 上 升 到
82.2%，病残吸毒人员收治收戒率从
65%提升到93.9%，实现了吸毒人员
全员管控，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

随着物流业的兴起，毒品犯罪加
速向网上蔓延，通过物流寄递渠道贩
毒渐成常态，交易链条更加隐蔽，发
现和查控难度明显增加。

近日，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海关
邮递物品监管现场关员发现一邮件
过机图像异常，随后会同邮局工作
人员开封检查。经查发现，包裹内
有一袋真空的植物叶子，用铁茶叶
盒包装，进一步拆开发现有疑似大
麻叶臭味，经现场毒品快速检测试
纸检测呈大麻阳性反应，共 114
克。目前，相关材料线索已经移交
缉私部门处理。

6月24日上午，巴彦淖尔市寄递
渠道联合监管站揭牌仪式在该市巴
运汽车站快递园区举行。这是该市
首个集寄递渠道禁毒、反恐、扫黄打
非、邮路安全监管、涉烟联合执法于
一体的工作站，有助于推动安全监管
关口前移，提升寄递安全治理能力。

坚持源头治理

草原上有千万朵花盛开，绝不允
许罂粟花存在。

禁毒部门坚持源头治理，全环节
监测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部署开
展“反季节禁种踏查”“天目”“利剑”
等专项行动，对重点盟市、旗县进行
全天候动态监测，对全区所有疑似地
块进行实地精准化核查，做到“全覆
盖”踏查、“零死角”排查、“分重点”巡
查、“循环式”督查，连续5年保持了
毒品原植物“零种植”。

目前，提取麻黄碱制造冰毒有抬
头迹象，农村林区零星种植毒品原植
物现象依然存在，而且更加隐蔽化。
针对这种情况，我区坚持科技引领，
全要素监管监控毒情形势发展。全
面推广应用毛发检测、城市污水毒品
滥用检测技术，开展排查涉制毒场
所、设备、物品“扫雷行动”，严防制贩
邻酮、羟亚胺、溴代苯丙酮和麻黄碱
违法犯罪。全区易制毒化学品、麻黄
草管控率达到100%。

5月19日，阿拉善盟公安局禁毒
支队联合盟卫健委深入医院开展精神
药品、麻醉药品专项检查工作。检查
组详细查看了两所医院的精麻药品储

存库等，了解精麻药品的购进、使用和
保管等安全管理环节及双人双锁制度
落实情况，重点检查了芬太尼类、盐酸
吗啡片、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等药品出
入库台账登记、处方登记闭环管理情
况，对存在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进一步规范了精麻药品管理使用。

各地通过一系列联合检查，促进
医疗机构对精麻药品的规范管理使
用，提高了从业人员的守法自律意识，
有效堵塞流入非法渠道的安全漏洞，
筑起了一道精麻药品管理安全防线。

6月 26日，是第 34个国际禁毒
日。一大早，赤峰市、通辽市、巴彦淖
尔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分别将已
封存的毒品从毒品库逐箱搬运上车，
由交警、特警、禁毒等部门组成的武
装押运毒品车队运往指定地点集中
销毁。三地共销毁冰毒、海洛因6.76
公斤，安钠咖、咖啡因等逾1.1吨，毒
品原植物大麻籽、制毒物品等逾32
吨，有力震慑了毒品违法犯罪。

全区各禁毒委成员单位和各地
禁毒部门深入推进禁毒各项工作，确
保了毒品原植物“零种植”，易制毒化
学品“零流失”“零制毒”，对蒙新精神
活性物质“零流出”，筑起了防毒拒毒
的铜墙铁壁。

2018年草原禁毒人民战争启动以来，全区各地有关部门团结带领广大禁毒工作者履职担当、奋发有为，全面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依法治
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坚持打、堵、管、控、戒多措并举，深入扎实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涉毒违法犯罪打击整治，统筹推进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和农村牧区
毒品治理，推动草原禁毒人民战争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吸毒人数持续下降，毒品刑事案件多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青少年毒品滥用和大面积种植毒品原植
现象减少，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的满意度达到98.25%，全区禁毒工作稳中有进、形势持续向好。

编者按

□本报记者 宋爽

前不久，自治区检察院就
一起特大运输、贩卖新型毒品
案件组织了全区性庭审观摩活
动。检察机关指控，2018年 5
月至案发，被告人李某等9人
多次以“鹿茸参补丸”的名义向
吸毒、贩毒人员贩卖、运输新型
毒品达 15541.74 克，数量巨
大，社会危害严重。

提起毒品，许多人能想到白
粉、海洛因这些名词。可实际
上，新型毒品早就改变了形态、
包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众面
前。“奶茶”“邮票”，这些生活中
常见的物品，也有可能是由毒品
伪装而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
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
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
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
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新型毒品是相对于
鸦片、海洛因、大麻等传统毒品
而言的一类毒品，具有不需要种
植，在化学实验室里就可以合成
的特点。

23岁的小青（化名）变得
性情古怪，而且总说钱不够
花。父母在他包里发现了一
些花花绿绿的纸片，他总是当
宝贝一样藏着，父母却看不出
个究竟。焦急的父母带儿子
到医院求助于医生。医生在
询问过程中发现，小青的这种
状态是从“奶茶”开始的，又被

“邮票”贴纸吸引，慢慢欲罢不
能。医生意识到这是“中毒”
了。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是
什么呢？

那些印有精美图案的纸
张，被分成多个边缘带有锯齿
的方形小块，表面上看起来像
是邮票。而这种“邮票”，其实
含有一种有毒致幻剂。服用者
只需很小的量，很快就会出现
强烈的幻觉。像“邮票”“奶
茶”“跳跳糖”的新型毒品，服用
后人体处于兴奋状态，自我约
束力下降，长期吸食可导致大
脑受损、精神症状及暴力行为，
甚至自杀。新型毒品毒性巨
大，成瘾性更强，戒断更难。同
时，成瘾者会为筹集毒资铤而
走险，违法犯罪。

毒贩诱人沾染毒品的招数
之一，就是提供各种“礼物”让
人免费尝试。等“猎物”上瘾
后，再高价出售毒品，或者以毒
品控制青少年从事违法活动。
因此，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在娱乐场所遇到陌生人提供此
类饮品、零食，务必仔细查看，
加强防范。

撕开伪装
辨识毒品

■普法

包头市公安
局九原区分局民
警走进包头机械
工业职业学校，上
千名师生在禁毒
宣传条幅上签名。

常乐 摄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公安局禁毒民警深入辖区易制毒企业开展隐患排查。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创建绿色无毒家园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推动草原禁毒人民战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全民禁毒宣传月，全区各地禁毒部门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禁
毒宣传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教育引导群众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毒品的种类有哪些？对人
体有什么危害？可以看这些宣传
材料了解一下。”近日，在通辽市
科尔沁区公安分局育新派出所联
合育新镇政府共同举办的“回望
百年党史，建功禁毒事业”的宣传
活动中，工作人员耐心地向现场
群众发放禁毒宣传材料。

一个人一旦吸毒上瘾，无异
于慢性自杀。毒品活动的发生也
严重扰乱着社会公共安全，加剧
诱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6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
全区各地禁毒部门开展了毒品预
防宣传教育活动。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乌兰牧骑
小分队出动20人，联合呼和浩特
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学员，
精心编排了十多个节目，通过唱
歌、跳舞、快板、小品、乐器演奏等
多种形式，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了解禁毒知识。

鄂尔多斯市及各旗（区）禁毒
办从今年4月份起，组织发起“我
为群众办实事——禁毒知识送教
上门”宣讲活动。目前已组织64
名禁毒讲师深入各学校、企业、社
区、农牧区等场所，有针对性地开
展禁毒专题宣讲40余次，受众人
数达2万余人。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联合杭锦后旗公安局禁毒大
队，在旗客运站开展了主题为

“生命无价 请勿毒驾”的禁毒知
识宣传讲座，向全旗客运公司、
公交车公司、出租车公司等 170
余名驾驶员宣讲了禁毒知识，并
为客运站内乘客发放了禁毒宣
传资料，带领群众观看仿真毒品
和禁毒展板。

一场场宣传教育活动，让大
家对毒品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提
高了防范意识。一位参加过禁毒
知识宣传讲座的司机师傅说：“通
过学习，认识到了毒品特别是毒
驾的危害，一定要遵纪守法，珍爱
生命。”一位参加过禁毒宣传活动
的学生说：“远离毒品，从我做
起。我要坚决拒绝毒品，还要做
一名禁毒知识宣传员，带动身边
的人一起与毒品作斗争。”

近年来，我区连续开展禁毒
政策理论巡回宣讲活动，深入推
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和全民禁
毒宣传，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
字化平台注册率、参与率均达到
90%以上。组织开展了近千场
（次）大型禁毒宣传活动，线上线
下覆盖1000余万人次，有效遏制
了吸毒人员增量，吸毒人员查获
数、新增吸毒人员数连续三年呈
下降态势，下降率分别为42.8%和
44.8%。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识毒防毒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对个
人而言，它侵害健康，销蚀意志；对家
庭而言，它消耗财富、破坏幸福；对社
会而言，它诱发犯罪，败坏风气。毒品
绝不是一人一户的小事，而是危害公
共安全的重大问题。

一直以来，我区公安机关严厉打
击毒品犯罪，深入扎实开展毒品预防
宣传教育，吸毒人数持续下降，毒品刑
事案件得到有效遏制，全区禁毒工作
取得良好效果。

但我们也要看到，境内和境外毒

品问题、传统和新型毒品危害、网上和
网下毒品犯罪相互交织，当前的禁毒
形势仍然严峻。毒品种类不断翻新，
贩毒手段快速变化，境外毒品渗透加
剧，为禁毒工作带来巨大困难。“软毒
品”“亚毒品”宣称无成瘾性，使不少人
放松警惕。这些现象，都对禁毒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守好毒品传播的大门，关键要坚持
从严治理的基本原则，严厉打击各类毒
品犯罪活动。将制造走私等源头性毒品
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将问题严重地区和

互联网作为关键对象，对零包贩毒、容
留吸毒等多发案件进行常态整治……
不断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斩断毒品生产
链、传播链，是禁毒获得成效的基础。加
强禁毒科技研发，优化毒品查缉战术，加
强禁毒工作者队伍建设，是提升禁毒战斗
力的关键所在。

禁毒也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群
众是毒品传播的受害者，也应该成为
禁毒工作的参与者、宣传者。由于毒
品犯罪隐蔽性强、侦破难度大，鼓励群
众积极举报、全力支持，是公安机关提

高打击精准度和有效性的重要抓手。
另一方面，学校、家庭、社区是预防毒
品的三道防线，必须坚持关口前移，加
强宣传引导，让识毒、防毒、拒毒成为
人民群众的共识，毒品传播的土壤才
有望得到根本净化。

一首禁毒歌曲这样唱道：“向毒贩
挥去铁拳，向毒魔亮出利剑，帮失足者
迷途知返，在全社会筑牢防线。”坚持
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做到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我们
必能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打一场永不停歇的禁毒人民战争
◎正文

呼伦贝尔市公
安局及海拉尔区公
安分局在成吉思汗
广场摆放禁毒宣传
展板。

石英 摄

赤峰市林西
县公安局禁毒民
警展示仿真毒品，
揭露毒品危害。

姜淑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