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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 6 月
26 日是第三十五个国际禁毒日。各地陆续
开展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
宣传活动。

近年来，为了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次次禁毒
行动雷霆出击，一位位缉毒民警勇往直前，
全国禁毒部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秀
成绩单——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21年全国禁毒工作
群众满意度和群众对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涉毒
违法犯罪的认可度分别是96.78%、96.79%。

据介绍，近 5年，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新发现吸毒人员数量、现有吸毒人员数量逐年
下降。其中，2021年全国破获毒品犯罪案件数
较 2016年下降 61.4%；截至 2021年底，全国现
有吸毒人员数较2016年底下降40.7%。

一组组数据显示，我国禁毒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但全球毒品持续泛滥的影响仍不容忽
视。“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各项禁毒工作措施，不
断完善中国特色毒品治理体系，实现禁毒斗争
形势持续好转，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
争。”公安部禁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阻断毒品入境通道
深化“集群打零”战法

澜沧江川流不息，蜿蜒而下，将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罕镇和景哈乡从中隔
开。岸边青山滴翠，摆渡船穿梭于江面之上，
一片繁忙景象。

5月 24日上午 9时，两艘中方执法艇从这
里的景哈码头鸣笛起航，正式启动第 117次中
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6月4日，执法行动期间，云南省公安厅水
上巡逻总队获得一条关于“某国犯罪分子欲通
过湄公河航道运送大宗毒品”的犯罪线索，第
一时间通过联合指挥部通报老挝、缅甸、泰国
有关执法部门。经过多方不懈努力，最终将两
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缴获毒品1.44吨。

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侦查支队办
案民警蒲警官回忆，在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建立
之初，时常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查获大宗运
输毒品案件，许多年轻队员初次见到成吨的毒
品，内心十分震惊。

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运行 10余年，在四国
执法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流域治安形势及禁毒
形势得到明显好转，毒品犯罪从猖獗到偶发，
从偶发到长时间不发，“金三角”地区毒品外流
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近日，公安部“2021—85号”部级特大贩卖
毒品案件被成功侦破。据湖北孝感办案民警
介绍，该案抓获涉毒违法犯罪人员 122名，打
掉涉毒犯罪团伙6个，缴获毒品8.1千克，不仅
捣毁了多个藏匿于当地及周边的“零包”贩毒
窝点，还阻断了一条由境外进入境内后，中转
鄂、吉、皖、湘4省的贩卖毒品通道。

“在紧盯大案、要案的同时，从吸毒人员入
手，从毒品消费末端发力，不断强化专案攻坚、
集群打零，严厉打击本地吸贩毒团伙，消除吸
毒人员肇事肇祸风险，全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公安部禁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警惕新型毒品冒头
严打寄递涉毒犯罪

不久前，山东省胶州市公安局先后在青
岛、胶州、济南等地对一起涉毒案犯罪嫌疑人

开展收网行动，成功破获了一起贩卖新型毒
品合成大麻素案，打掉了一个上百人的犯罪
团伙。

2021 年 8月，山东胶州警方在工作中发
现有人在网上贩卖一种叫“上头电子烟”的新
型毒品。据了解，吸食此类电子烟后会头晕、
呕吐、精神恍惚，甚至导致窒息、休克、猝死。
经检验，该类电子烟内含有合成大麻素成分，
属于国家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随着警方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一些不法分
子为了逃避追查，将新型毒品伪装成电子烟、
跳跳糖、欢乐水、减肥药等常见物品，让人们难
以辨别，容易失去警惕性。

“新型毒品是相对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
品而言，主要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类毒
品，以及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胶州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王警官介绍，新
型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
兴奋，行为失控，破坏大脑机能，对自身、家
庭、社会的危害非常大。

办案中警方还发现，吸食“上头电子烟”的
群体出现低龄化趋势。“这起案件中抓获的涉
案人员很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胶州市公
安局副局长陈剑表示，年轻人容易被新鲜事物
吸引，抵抗诱惑的能力较弱，必须要与相关部
门加强配合，提高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防止青少年陷入毒贩精心设计的陷阱。

与此同时，寄递渠道等涉毒问题同样引起
警方关注。

某快递公司的北京转运中心，10余只缉毒
犬在民警的指引下，围着快递包裹敏捷地跑
动、嗅闻。这是北京市开展寄递渠道禁毒百日
攻坚公开查缉行动期间的场景。

如今，互联网新业态和寄递行业迅猛发
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寄递”的非
接触方式走私、贩运毒品。

“互联网隐蔽性强，寄递网点分布广、运
输支付快，给犯罪分子实施贩毒提供了可乘
之机。”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张
继宏说，“打击‘互联网+寄递’涉毒违法犯罪
是一项系统工程，禁毒总队将充分发动互联
网、快递、物流等大型企业积极配合，督促企
业履行禁毒责任。”

“我们在大型寄递企业中设置了禁毒专
员，增强快递员对毒品的认知、防范意识，进一
步提升寄递业从业人员参与禁毒斗争的积极
性、主动性。”张继宏介绍，去年以来，北京市公
安局共破获寄递渠道涉毒案件 270余起，抓获
涉毒犯罪嫌疑人310余名。

深化禁毒宣传教育
加强技术监测预警

“哪怕只是一粒毒品，只要有人吸食，就
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毁灭的开始；再简单的
案件，只要涉及毒品，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
危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支队长陈晓峰说，“从事禁毒工作以
来，我见证了无数吸毒者的痛苦，其中不乏
本应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他们沾染毒品往
往是从不经意、不重视开始，之后便坠入无
法自拔的深渊。”

6月1日上午10时，一趟清新活泼、以绿色
为主色调的“禁毒地铁专列”在武汉市地铁 4
号线开通，用武汉话“禁毒”谐音命名的两个禁
毒宣传卡通人物“晶晶”和“豆豆”也闪亮登场。

武汉市禁毒办负责人介绍，通过在车厢内

张贴禁毒宣传标语、海报，利用地铁电视循
环播放禁毒知识和公益广告，多角度、全方
位、深层次地持续传播“健康无毒，绿色出
行”理念，希望广大乘客尤其是青少年在日
常出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禁毒教育。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公安
禁毒部门建成了覆盖全民，尤其是针对青少
年的毒品预防教育体系，2021年，35岁以下
新发现吸毒人员数量较 2016年下降 76%。

通过小小试管里的污水浓缩液，循线追
踪，挖出千里之外的制毒工厂……这不是悬
疑侦探小说里的情节，而是科技赋能禁毒实
战的真实案例。

“一手抓宣传防范教育，一手抓禁毒治理
科技创新。”预防毒品违法犯罪，既要在全社
会做好宣传教育，也要不断提升科技应用在
毒品治理智能研判等方面的作用。湖北武
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四大队民警杨道兵介
绍：“我们通过掌握新的验毒技术，将前沿科
研成果应用到毛发、污水等鉴定领域，更加
准确地判断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打击预防毒
品犯罪提供依据。”

“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环境监测原理，以
及科学高效的化学检测手段，针对污水、土
壤、沉积物、毛发等样品分别建立分析策略，
以此评估区域毒情形势及变化趋势，构建多
维监测体系，精准监测预警毒情，最大限度
地防止涉毒犯罪发生。”国家毒品实验室广
东分中心杜明荦介绍。

目前，全国已经建成国家毒品实验室和
5 个分中心、5 个国家禁毒大数据区域分中
心，不断加强毒情监测和效果评估，提高科
学决策水平。 □张天培

近5年，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新发现吸毒人员数量、现有吸毒人员数量逐年下降

禁毒斗争形势持续好转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
实习生 罗婧）6月 24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获
悉，当前我省禁毒工作形势
持续向好，总体呈现出“五
降三升”的良好态势：毒品
违法犯罪活动、新增吸毒人
数、现有吸毒人数、外流贩毒
人数、侵财类案件吸毒人员
作案占比下降，缉毒打击效
能、戒断三年未复吸人数、群
众禁毒工作满意度上升。

2021年以来，全省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 1468起，抓获
毒品犯罪嫌疑人 2145人，缴
获各类毒品 526.92千克，从
境外抓获长期在逃涉毒人
员 3人，移送起诉毒品犯罪
嫌疑人数和吸毒人员查处
数分别超额完成国家禁毒
办下达任务数的 14.09%和
11.75%。全省查获吸毒人员
9980人次，处置强制隔离戒
毒 3293人次，处置社区戒毒
1621 人次，处置社区康复
2129人次；全省未发生吸毒
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我省还推进禁毒示范
创建工作，宝鸡被国家禁毒
委命名为首批“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西安、铜川、渭南
申报创建第二批全国禁毒
示范城市。国家毒品实验
室陕西分中心建成并投入
实战运行，成功运用污水监

测技术，协助汉中公安机关破获一起制造毒
品案，抓获制毒犯罪嫌疑人 6人，现场查获晶
体冰毒 7.27公斤、液态冰毒 3.07公斤、冰毒半
成品 1.89公斤、制毒原料和辅料 300余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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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地开展“禁毒宣传进万家”主题活动

本组图片来源：陕西省禁毒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