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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之害，罄竹难书。

毒品不仅直接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

康和家庭幸福，而且与黄赌艾相互交织、与黑恶

势力相互勾联，诱发大量伤害、抢劫等严重暴力

犯罪和抢夺、盗窃、诈骗、卖淫等违法行为。

面对毒品犯罪，平顶山公安禁毒民警常常深

入虎穴，用聪明智慧和血肉之躯直面犯罪分子的

狡诈与凶狠；常常废寝忘食，用青春和生命丈量

着禁毒工作的艰辛与复杂……用心血和汗水向

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近日，2021 年度全省公安禁毒工作绩效考

评成绩揭晓，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总成绩进入全

省先进行列，受到省禁毒委、省公安厅的表彰

奖励。

2021 年，在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全市公

安禁毒部门，健全毒品问题整治工作机制，开辟

农村和城区两个禁毒战场，强化精准打击、协同

配合、关口前移，采取“大起底、大管控、大收治、

大打击、大举报、大宣传、大教育、大检测、大帮

扶、大保障”十大专项治理举措，全力推动禁毒

工作深入开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通过持续深入整治，从源头上斩断涉毒违法

犯罪链条，其他刑事发案保持“一降两升”态势，平

顶山成为全省最安全城市之一。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房国卫对市公安局

禁毒大队整体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希望他们再

接再厉，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作贡献、再立

新功。

3 月 29 日，记者深入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进

行了采访。

“始终保持对毒品的‘零容忍’，重拳出击，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守护鹰城平安，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2021年元旦刚过，市公安局犯罪侦查

支队党委委员、禁毒大队负责人关永斌在全市

禁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时间回到 2020 年 11 月，市公安局犯罪侦

查支队党委委员关永斌被任命为市公安局禁

毒大队负责人。作为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河

南省杰出青年卫士的关永斌，把责任放在心

上，把使命扛在肩上，按照“政治上过硬，工作

上争优，业务上精通，学习上率先”的标准，同

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市禁毒民警打毒枭、断

通道，严收戒、广宣传，攻克了一批大案要案，

强戒了一批吸毒人员，全市禁毒工作战绩突

出、亮点纷呈。

——建立合成研判联盟。为给精准打击涉

毒违法犯罪提供信息保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创新建立合成研判联盟，以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为主导，联合各县级公安禁毒力量，一体化研

判、作战。

该联盟指挥中心设在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组建禁毒研判专班，统筹用警，及时、高效地发

挥“情报引领、全警联动、技术支撑、服务实战”

的核心作用，使“最强大脑”与“警务单元”深度

融合。该模式得到了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高度

评价。

——开展重点区域航测。为制止非法种植

罂粟行为，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利用无人机，创新

开展重点区域航拍监测，一体推进罂粟等毒品

原植物不敢种、不能种、不想种，实现“零种植”

“零产量”目标。

无人机航测是以无人机作为空中平台，以

机载遥感设备，如高分辨率数码相机、红外扫描

仪、激光扫描仪等获取信息，再通过专业识别软

件，对无人机拍摄的图像信息进行处理，分辨罂

粟、划定坐标，及时铲除。

——实行逢嫌必检措施。为全面排查吸毒

人员，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创新施行逢嫌必检措

施，对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抓获的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全部进行吸毒检测，从中发现吸毒人员，

做到查一个带一串，最大限度把隐性吸毒人员

排查出来。

逢嫌必检是公安机关发现吸毒人员的重要

措施之一，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组织力量集中排

查，发现一批隐性吸毒人员，依法做到挖隐性人

员、收成瘾人员，不断推进查处吸毒人员战果最

大化。该做法受到了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充分

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

由于成绩突出，全市公安禁毒部门获得了

一系列荣誉：

汝州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舞钢市公安局禁

毒大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禁毒大队被评为

2021年度全省公安禁毒工作成绩突出集体，18

位禁毒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受到省、市级以上

表彰。

回顾 2021 年工作，关永斌说：“成绩的取

得，得益于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得益于相

关警种、部门的大力支持，更得益于全体禁毒民

警的无私奉献。”

近日，2021年度全省公安禁毒工作绩效考评成绩揭晓，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总成绩进入全省先进行列，受到省禁毒委、省公安厅的表彰奖励——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守护鹰城百姓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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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湛河

公安分局，在有关警种的协助下，成功侦破了

公安部督办的 2020-438 号李某等人贩毒案，

先后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 18 人，缴获毒

品 1.3公斤。

2020年 7月，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李

某有贩毒重大嫌疑，遂立案侦查。因该案涉

及人员众多、交易毒品量巨大，被公安部列为

2020-438号督办案件。

为实现该案全网打击，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联合湛河公安分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

案小组，全力开展侦查工作。经过近 6个月的

侦查，专案组基本查清了李某等人的贩毒活

动情况，决定适时在平顶山、武汉两地开展收

网行动。

2021年 1月 2 日，专案组在平顶山南高速

收费站成功将贩毒嫌疑人李某、许某、陈某、

兰某当场抓获，缴获毒品 1.3公斤，查获车辆 3

辆。当晚，专案组对毒品销售下线实施抓捕，

犯罪嫌疑人王某、索某、邵某等人相继落网。

同日，专案组在武汉市将犯罪嫌疑人丁

某、王某豪抓获归案。

这是我市公安禁毒部门精准打击涉毒犯

罪活动的一个缩影。

2021 年，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带领全市公

安禁毒部门，以目标案件为牵引，以“打团伙、

摧网络、抓毒枭、缴毒资”为主攻方向，出重

拳、下重手，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活动。

一是打好合成研判“精准仗”。建立了信

息研判与深挖打击毒品犯罪相结合的工作机

制，精准发力、破案攻坚，全链条、全环节严厉

打击制毒犯罪、网络新型毒品犯罪和吸贩毒

团伙，做到更多破小案、更快破大案。

据统计，全年共破获涉毒案件 103 起，同

比提升 71.67%，先后打掉李某等 5个制贩毒团

伙，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5名，捣毁制毒窝点

3处，缴获各类毒品 4.5公斤。

二是打好上下联动“协同仗”。推出了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分包县（分）局和县级公

安禁毒队伍捆绑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机制，集

中优势警力侦办抓捕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

形成全警禁毒整治“一张网”格局。

据统计，全年共公诉毒品犯罪嫌疑人 114

人，同比提升 90%。在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

组织指挥下，先后侦破了公安部、省公安厅督

办的毒品目标案件 2起，破获寄递渠道涉毒犯

罪案件 4起。

三是打好非法种植治理“攻坚仗”。坚持

“不让一粒毒品原植物种子落地”的工作理

念，一方面采用人工排查和无人机侦查相结

合的方式，全面踏查铲毒，消除死角盲区；另

一方面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强力破案攻坚，

严打非法种植行为。

据统计，全年共破获非法种植罂粟犯罪

案件 4起、行政案件 35起，发现罂粟非法种植

点 2975个，全市铲除罂粟数量同比下降 67%。

坚持严打严治，缉毒执法工作效能显著提升

2021年 8月，叶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持续加

大对涉毒违法犯罪人员的排查打击力度，强

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该大队在侦办宋某被诈骗案件中，严格

落实逢嫌必检措施，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全

部进行尿液和毛发毒品检测，从中发现 1名吸

毒人员，并重点围绕该吸毒人员强化分析研

判，顺线追踪、深挖细查、扩大战果，先后抓获

10 名吸毒人员并依法予以强戒。对此，市公

安局致电表示祝贺。

这是我市公安禁毒部门坚持综合施策防

范毒品危害的一个缩影。

2021 年 ，市 公 安 局 禁 毒 大 队 带 领 全 市

公安禁毒部门，以“排查收戒、动态管控、杜

绝流失”为工作重点，有效减少了毒品社会

危害。

一是持续加强摸排收戒。持续巩固落实

收戒吸毒人员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开展“毒

驾”治理、涉毒重点场所清查整治，开展逢贩

毒必查吸毒人员、逢吸毒必查毒友圈“双逢双

查”活动，以打促戒，做到查打结合、依法处

置；以收促戒，做到严格强戒、严把“出口”；以

评促戒，做到责任落实、高效收戒。

据统计，全年共查获吸毒人员 242 人，同

比提升 21.5%，强戒吸毒人员 139人，同比提升

18.7%。

二是持续强化动态管控。坚持落实脱失

人员“日通报、即清零”工作机制，严格社会面

吸毒人员风险评估，持续加强吸毒人员管理

管控。

据统计，全年执行社区戒毒（康复）233

人，执行率达到 99.57%，戒断 3年未复吸人员

占全市登记吸毒人员数的 75.84%，脱失人员

全部动态清零，全市没有发生吸毒人员肇事

肇祸案（事）件。

三是持续严格检查管理。严格对易制毒

化学品企业、单位检查管理，建立工作台账。

严格盐酸、硫酸、丙酮、高锰酸钾等易制毒化

学品购买、运输的日常审核审批。

全年未发生制毒物品非法流失现象。

坚持综合施策，防范毒品危害能力显著提升

2021年 2月 4日，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组织

民警和禁毒志愿者，在平顶山火车站开展以

“无毒回家路、平安过新年”为主题的禁毒宣

传活动。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工作的广度和深

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外出务工

人员和学生的禁毒意识，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充分利用外出务工人员和学生集中返乡返程

有利时机，组织禁毒民警和禁毒志愿者走进

平顶山火车站，通过展示毒品仿真模型、现场

宣讲禁毒法规、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形式，向

过往旅客详细讲解毒品危害和禁毒知识。

“这些新型毒品真可怕，竟然还有各种伪

装。回家告诉亲戚朋友，一定要远离毒品”。

一名返乡人员说。

2021 年 ，市 公 安 局 禁 毒 大 队 带 领 全 市

公 安 禁 毒 部 门 ，坚 持 关 口 前 移 ，深 入 推 进

“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推动禁毒宣传进

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场所、进行业、进

网络，逐步形成禁毒宣传“一县一品牌、一

区 一 特 色 、一 乡（镇）一 亮 点 、一 街 道 一 模

式、一村（社区）一内容”，实现禁毒宣传有

载体、学习有阵地、活动有场所、互动有氛

围、工作有成效。

一是依托公共场所，打造“禁毒+常态化”

宣传阵地。全市禁毒部门将禁毒宣传与景区

公园、生活广场等公共场所有机结合，设置禁

毒展板，在各个公安服务窗口摆放禁毒宣传

资料，将禁毒知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提升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

据统计，全年共开展宣传活动 350 余场

次，摆放禁毒宣传展板 4600余版次，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 60000余份。

二是突出学校重点，打造“禁毒+青少年

毒品预防”宣传阵地。组织民警走进全市各

中小学校、中高职院校，将毒品预防教育融入

青春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强化“全国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注册应用，增强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针对性。据统计，我市

学校、学生注册率均达 100%。在全省中小学

生禁毒主题硬笔书法大赛中，我市 2名学生获

得一等奖、3名学生获得二等奖、9名学生获得

三等奖。

三是拓展宣传渠道，打造“禁毒+媒体”宣

传阵地。全市禁毒部门在巩固传统媒体宣传

的同时，推动宣传媒体融合发展、方法模式创

新，全谱系、全类别、全方位宣传禁毒知识、

毒品危害和禁毒成果，提升禁毒宣传教育影

响力。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邀请国家著名演员录

制禁毒公益视频，在中国禁毒在线等新媒体

平台发布，起到了良好效果。

坚持关口前移，禁毒宣传教育效果显著提升

2021 年初，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紧贴实战

实用实效，立足本职提能力，强化科技赋能、

常态练兵，开展“大练兵”和“晨练夜学提素

质”活动，对民警进行体能和法律知识培训，

叫响“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口号，全面提升队

伍整体素质。

1月 25 日 ，在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组织的

全市禁毒民警“红蓝对抗”毒品查缉技能大比

武中，广大民警通过模拟实战场景，演练查

人、查车、查物以及个人安全防护等缉毒专业

技能。

2021 年，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带领全市公

安禁毒部门，坚持严管队伍，不断提升广大禁

毒民警的政治修养和专业素质。

一是强化政治建警。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禁毒队伍政治品

格进一步锤炼。

二是强化管党治警。始终坚持严的主基

调，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严格日常监督管

理，健全常治长效机制，禁毒队伍纪律作风进

一步严明。

三是强化队伍管理。加强警示教育和党

纪法规、警纪警规学习。严格各项纪律要求

和制度落实，树牢规矩意识，讲忠诚、尚廉洁、

作奉献。

四是强化英模教育。大力推树一批英雄

模范人物，弘扬英模感人事迹，教育广大禁毒

民警践行英模精神，激励大家学先进、当典

型、创先争优。

五是强化从优待警。坚持用警必先爱

警，为民警、辅警解决政治待遇、福利待遇，有

效解决了一批事关民警切身利益的问题，起

到了凝聚警心、稳定队伍、鼓舞士气、提升战

斗力的作用。

……………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清醒地认识到，毒品问题具有极强长期性、顽

固性、反复性，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情形下，

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毒品问题治理难度、攻坚

难度进一步加大。

谈起 2022 年的禁毒工作，关永斌说：“全

市公安禁毒部门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

终把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到禁毒实践中，牢

牢把握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规律特点，主

动适应新时代禁毒工作的形势要求，切实增

强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坚持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一体推进、打防管控，以最强力度、最

实举措推动全市禁毒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进

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022年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将主要抓好以

下几点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毒品问题源头治理。建

立健全吸毒人员核查管控责任机制，全面加

强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大力推进制毒

物品清理整顿，不断加强吸毒人员动态管控、

制毒物品管理等禁毒源头治理；全面深化禁

毒预防宣传教育，实行常态化、针对性的预防

教育模式，提升全民禁毒意识，广泛发动群众

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努力铲除毒品滋生蔓延

的土壤，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

惩治。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禁毒主力军作用，

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打击行动，加强吸

毒人员排查收戒，严打制毒贩毒犯罪活动，严

密防范毒品内流渗透，切实提升打击震慑力，

有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三是进一步加强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坚持

问题导向，落实禁毒重点整治情况通报制度，推

动党委、政府把禁毒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平安建设重要内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政绩考核范畴，统筹抓好部署落实。

坚持严管队伍，禁毒专业素质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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