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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身份神秘、让狡猾的
毒贩们又恨又怕的铁血警察，也是
一位因工作关系较少陪伴家人的
柔情丈夫——他是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侦查情报大队大队长戴队长
（化名）。

戴队长在警校毕业后，先后在
派出所及刑侦、治安等多个岗位从
事情报工作，在不断地学习历练
中，锻炼出过硬的情报本领。戴队
长带领侦查情报大队先后破获公
安部目标案件3宗，广东省目标案
件11宗，获珠海警队之星、珠海市
优秀人民警察、优秀共产党员、特
区公安楷模提名、珠海好青年、
2020 年全省公安建模大赛一等
奖、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民警的军功章上，也有警嫂的
一半付出和功劳。家庭的全力支
持让戴队长全身心投入到禁毒工

作。戴队长的妻子韩女士（化名）
始终以丈夫为荣，在丈夫身后默默
给予支持。在外办案时，戴队长面
对穷凶极恶的毒贩从不惧怕后退，
但对妻子，这位铮铮铁汉却满心亏
欠。得知丈夫内心的愧疚，警嫂韩
女士总安抚说：“你安心工作，家中
有我，你放心。你办案时千万注意
安全，你平安了，我们的家才是
家。”由于工作关系，戴队长长期不
在孩子身边，但在韩女士的熏陶引
导下，儿子一直视父亲为英雄。每
当戴队长办案离家，儿子不舍哭红
了双眼，但还是会说：“爸爸加油，
多抓一些坏蛋。”

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在
珠海，还有百余位像戴队长一样勇
于同毒品违法犯罪作斗争，默默奉
献的禁毒民警，因为特殊原因，我
们不能公开他们的名字和形象，正
是这一位位“无名勇士”，在禁毒工
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和平年代，他们是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人民
英雄。

开版语：
今年以来，全市政法系统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及珠海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
要求，牢牢把握“产业第一、交通
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的工
作总抓手，以更加坚强有力的举
措为珠海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
航，奋力推动新时代政法工作高
质量发展，加快打造更高水平
的平安珠海、法治珠海，努力建
设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
治环境最好的城市。为更好展
示全市政法工作成效，更好传播
全市政法系统“好声音”，今日
起，本报特开设“政法时讯”系列
版，敬请垂注！

采写：本报记者 何 进
实习记者 陈怡蓁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为教育引导人民群众防毒、拒
毒，推动禁毒工作向纵深发展，近
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与珠海市
禁毒委共同发布近三年“珠海法院
最具警世意义的十个毒品犯罪案
件”。其中，2021年被判死刑的毒枭
罗某涉及的运输毒品案广受关注。

罗某的犯罪团伙运输的毒品
为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据
市禁毒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罗某的
犯罪团伙是在2015年被抓获的，
该犯罪团伙共有5人，包括罗某、
钟某、林某、乐某和阳某。2015年
10月至11月的一天，钟某根据罗
某要求，驾车前往外地接运18箱
冰毒至珠海一出租屋。2016年1

月11日，民警在该出租屋内查获
该批毒品，净重198.71千克。

2015年12月23日，罗某收到
不法分子的接“货”要求后，指派其
团伙的林某驾车从外地接运一箱
冰毒存放于珠海某村。随后，罗某
指使团伙中的乐某将上述毒品藏
至一胶桶底部。12月26日，罗某、
乐某、阳某三人将藏有毒品的胶桶
搬运至珠海某码头准备走私出境，
途中被民警抓获，当场查获毒品
23.9724千克。

罗某及其犯罪团伙成员被抓获
后，经过审查起诉，罗某被珠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林某、钟某被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乐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六年，并处罚金；阳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毒枭罗某运输毒品案敲响警世钟

禁毒亮点

禁毒战果

缉毒英雄

1.2021年，我市各级禁毒宣传部门继续发动禁毒“雷霆
宣教”攻势，宣传成效显著提升，专项考核在全省名列第一。
全市群众禁毒知识知晓率和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分别达
97.6%、96.53%，中小学校禁毒宣传覆盖率100%，未发现18
岁以下新增吸毒人员。

2.“珠海禁毒”微信公众号4次获得“全国禁毒类公众号
榜单”前10名，今年联手珠海传媒集团组织开展的网上禁毒
知识竞赛活动，吸引了118万人次参与，全市群众禁毒知识
知晓率和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继续维持高位。

1.去年，珠海禁毒部门侦破广东禁毒2021年“1号专
案”，成功打掉一个活跃于中国、柬埔寨两国的贩毒集团，缴
获各类毒品408.1公斤、军用手枪1支、子弹若干、缴获毒资
约合人民币1300万元。该案是中、柬两国禁毒部门联合执
法以来，在柬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案件，也是全国寄递渠道
禁毒百日攻坚行动中我省侦破的最大宗毒品案件。

2.今年已查处吸毒人员86人，破获毒品案件22宗。今
年侦办一起跨境贩卖大麻案，累计抓获嫌疑人99名，缴获约
18公斤毒品，该案获得省公安厅通令嘉奖，并受到市委、市
政府领导高度肯定。

3.珠海禁毒部门坚持分类分级严格管控，管理的吸毒人
员连续实现“零复吸”“零脱失”，受到省禁毒办通报表扬。全
员推进“应收尽收”，全市处置强戒入所执行率、收治病残吸
毒人员率实现“双一百”、取得全省第一名的成绩。

4.全市建立65个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通过开展戒
毒康复工作，大大减低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同时,我市坚持
“应帮尽帮”，推进“平安关爱”行动，全市帮扶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2710人次，全市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97.42%。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珠海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
委邓万龙。缉毒民警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邓万龙从警
28年，有20年负责大案要案侦查，有8年时间负责打击毒品
犯罪，他参与了3000起各种案件的侦办，破案缴获了大量毒
品，成为声播南粤的缉毒英雄。

2021年以来

珠海禁毒工作成绩单

默默奉献的缉毒英雄

禁毒宣传活动进社区。

禁毒宣传进校园。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珠海一场高
规格的禁毒主题活动在城市阳台举
行，在南海之滨，我市禁毒部门将缴获
的1.6吨毒品付之一炬，再现了百年前

“虎门销烟”的禁毒壮举。当天出席活
动的不仅有市领导，还有冲锋在前的
公安民警、热心公益的志愿群众、关爱
学生的人民教师，更有转投禁毒事业
的戒毒成功人士，表达出珠海坚定不
移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决心和
信心。

“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
场和主张！”在活动中，市委副书记、市
长黄志豪的禁毒宣言掷地有声。他强
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
高度负责的态度，一如既往,坚决彻底
把禁毒工作深入进行下去，严厉打击毒
品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
延的土壤，始终对毒品问题“零容忍”。

近年来，珠海市各级禁毒部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加强禁毒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勇于担
当、主动作为，在严防疫情的同时，围绕
突出毒品问题整治攻坚行动和禁毒示
范城市创建这两项重点任务，持续深化
全市禁毒严打整治，完善禁毒社会化工
作管理，推动全民禁毒意识不断增强，
毒品治理稳中向好，禁毒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珠海禁毒部门坚持分类分级严
格管控，管理的吸毒人员连续实现“零
复吸”“零脱失”，受到省禁毒办通报表
扬。全员推进“应收尽收”，全市处置强
戒入所执行率、收治病残吸毒人员率实
现“双一百”、取得全省第一名的成绩。

去年，珠海公安成功侦破2021年
广东禁毒“1号专案”，打掉中、柬跨国
贩毒集团；今年5月11日，珠海禁毒民
警暴雨中跨省出击，破获一起贩卖毒
品案，打掉一个种植、加工毒品大麻的
专业工厂和一个长期从事运输、贩卖
毒品大麻的团伙……一场场跨省、跨
国的扫毒雷霆行动，珠海公安以霹雳
手段保境安民，2021年，获公安部、省
公安厅贺电表扬11次，公安部部长嘉
奖令1次。多年来,珠海公安对毒品持
续有效的打击，对各类制贩毒行为形
成震慑！

禁毒战果辉煌，令人振奋，但我们
也要清醒看到，受国际毒潮泛滥和多种
因素影响，我市面临的禁毒斗争的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突出表现在境内外毒品
对我市多头渗透过境的态势没有根本
转变，毒品犯罪的组织化、暴力化、网络

化特点日益凸显，“非接触”式毒品犯罪
模式日益成为主流，珠海紧邻港澳、海
岸线长,毒品输入风险仍在，全市毒情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珠海将禁毒工作作为提高全市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民生
工程，当前，珠海正全力筑牢全民禁毒
防线，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示范创
建的目标是机遇更是挑战，聚焦示范创
建标准，坚定信念，笃定前行，珠海禁毒
一直在路上。

扬眉“剑出鞘”：
侦破2021年广东禁毒“1号专

案”,打掉中、柬跨国贩毒集团

缴获各类毒品408.1公斤、军用手
枪1支、子弹若干、缴获毒资约合人民
币1300万元……去年，珠海禁毒部门
侦破广东禁毒2021年“1号专案”，成
功打掉一个活跃于中国、柬埔寨两国
的贩毒集团。此案是中、柬两国禁毒
部门联合执法以来，在柬缴获毒品数
量最多的案件，也是全国寄递渠道禁
毒百日攻坚行动中我省侦破的最大宗
毒品案件。

此跨国大案的破获，是珠海禁毒部
门加强跨警种、跨区域缉毒合作，不断
强化跨国（境）、跨区域重特大贩毒犯罪
全链条打击的一个缩影。

2021年，珠海禁毒部门坚持严打
整治，执法打击卓有成效。我市各级禁
毒执法部门发扬特别能战斗的作风，全
力开展毒品案件全链条打击，全面扫荡
社会面零包贩毒，今年已查处吸毒人员
86人，破获毒品案件22宗;今年侦办的
跨境贩卖大麻案，累计抓获嫌疑人99
名，缴获约18公斤毒品，该案获得省公
安厅通令嘉奖，并受到市委、市政府领
导的高度肯定。

确保“应打尽打”，珠海公安重拳禁
毒的高压态势不仅体现在重特大案件
上，零星吸贩毒案件也难逃法网。珠海
禁毒部门始终坚持“打早打小”，着重摧
毁零星吸贩毒网络体系。

一方面，珠海禁毒部门加强零星吸
贩毒案件查处及深挖扩线，对辖区内各
类场所进行“地毯式”摸排，提升毒品打
击效能，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另一方面，
强化研判工作，不断提高发现隐性吸毒
人员、摸清吸毒人员底数、查清贩毒活
动规律特点的能力。

此外，珠海禁毒部门重视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对禁毒工作的赋
能作用，全面推广应用新验毒技术，大
力推进禁毒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毒品
治理共建合作项目，对全市毒品形势动
态分析，为制定政策、决策部署提供科

学依据和方向。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时代在变，

城市在变，生活在变，但从未改变的是
珠海公安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铮
铮誓言。我市禁毒各级各部门狠抓责
任落实，强化履职担当，对毒品问题坚
持“零容忍”，坚决将吸毒人数和涉毒
犯罪压至最低，建立了禁毒攻坚工作
格局，推动了全市毒情形势持续好转，
助力我市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今年是“广东省禁毒示范创建三年
行动”的收官之年。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政委邓万龙介绍，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按
照国家禁毒委、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
要求，全员推进“应收尽收”、全力推进

“应打尽打”、全面推进“应检尽检”、全心
推进“应帮尽帮”，推动全市毒情形势持
续好转。

坚盾拒“毒魔”：
构筑毒品治理“打、防、管、控、

帮、教、宣”全链条

民警破获毒品案是扬眉剑出鞘的
“百炼钢”，细化禁毒管控措施预防毒品
传播则是春风化雨的“绕指柔”！

让涉毒人员回归正常生活是全民
禁毒工作的重要一环。45岁的斗门居
民阿洪（化名）有着20多年“毒龄”，是
一名“五进宫”戒毒康复人员。此前，他
多次复吸被强制隔离戒毒，毒瘾根深蒂
固。2019年6月，阿洪被禁毒有关部
门执行为期3年的“社区康复”。在斗
门区井岸镇禁毒社工周小玲持续2年
多的温情帮扶下，阿洪唤回了亲情、收
获了爱情，重拾工作生活的热情，最终
跳出“吸毒苦海”。

周小玲帮扶阿洪的故事，是珠海禁
毒的一个温情片段。珠海禁毒部门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科学管理、温
情关爱戒毒人员。像阿洪这样脱离吸
毒苦海，重获新生的戒毒受益者还有很
多。珠海禁毒部门通过戒毒、治疗、康
复、安置就业等一系列工作，让戒毒人
员更好地回归社会。

近年来，珠海在全市建立了65个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通过开展戒毒
康复工作，大大减低戒毒人员的复吸
率；同时，我市坚持“应帮尽帮”，推进

“平安关爱”行动，全市帮扶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人员2710人次，全市社区戒毒
康复执行率达97.42%。

禁毒是一场人民战争，需要全民动
员。珠海正逐层创建无毒村居、镇街和
示范县区，构筑起毒品治理“打、防、管、
控、帮、教、宣”全链条。今年禁毒部门
还同步开展了“酒驾、毒驾”联查工作，
排查人数达20797人；结合疫情防控的
需要，各地禁毒办、团委、妇联、教育等
部门也因地制宜开展“线上线下”禁毒
宣传教育活动，做到疫情防控与禁毒宣
传“两不误”。

蓝精灵、彩虹烟、跳跳糖、开心水、
笑气……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
被大量曝光，这些看似新潮的“网红”物
品，都是新型毒品，有的经过“食品级”
伪装，对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很大的
迷惑性，让人防不胜防。

“除了海洛因、冰毒、大麻这些群
众熟知的毒品之外，我们还查获了多
种新型毒品，它们外观像贴画的‘卡
通贴纸’、形似树枝的‘阿拉伯茶’、外
包装酷炫的‘咔哇饮料’等毒品，时刻
警醒我们，毒品的危害就在身边。”邓
万龙说。

新形势、新任务，今年广东省开展
了禁毒攻坚年行动。全市各级党委政

府坚持高规格、高标准部署推进禁毒攻
坚年行动，各区成立了由党政领导任总
指挥的禁毒攻坚年行动指挥部，加强组
织领导，有力推进落实。

今年4月28日，我市高规格召开
全市禁毒工作暨攻坚年行动动员部署
会议，严格按照禁毒攻坚年“四应四尽”
工作要求，打防并举，打好“毒品预防持
久战、外来贩毒阻击战、禁吸戒毒防控
战、制毒物品管控阵地战”四大战役。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引领下，全市
禁毒部门锐意进取、强化攻坚，各项工
作亮点频出，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全民“禁毒潮”：
珠海全市齐抓共管形成禁毒

协同治理强大合力

做好禁毒工作不仅要着眼于当下
的禁毒打击和戒毒管控工作，更要聚焦
禁毒宣传与教育工作，全民禁毒，从源
头预防毒品犯罪。

我市开展禁毒工作中，进一步压实
各区、镇党委、政府和各级成员单位、专
业部门责任，在珠海市委政法委指导
下，不断健全责任清晰、履责到位、追责
有力的禁毒工作责任体系，加强履职评
估和问责问效。禁毒部门还积极搭建
社会力量参与禁毒工作的平台，广泛发
动群众参与禁毒斗争，大力推进示范创
建，以打造“最小禁毒单元”（村居、社
区）为起点，创新体制机制，培育示范典
型。

今年6月8日，香洲区壮华学校开
展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平安香洲”
禁毒手抄报活动。学生们用骷髅等形
象地列举毒品对身体的危害，用浮动
的幽灵等形象警示人们要珍爱生命，
表达出孩子们对毒品的警惕。主办方
还邀请禁毒民警为师生讲解禁毒常
识、毒品危害、青少年如何防止吸毒、
禁毒法律法规等内容，提高师生对毒品
危害的认识。

上述禁毒宣传场景是我市推进毒
宣传教育“六进”工作的一个缩影。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坚持“预防为主、关口
前移”，通过全民参与、全媒宣传、全域
打造，构建全覆盖预防宣传教育体系，
营造全民识毒抗毒氛围。

珠海禁毒部门开展特色主题宣传，
将禁毒宣传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积极做
好禁毒宣传教育，通过禁毒宣传进校
园、进单位、进农村、进社区、进场所、进
家庭等“六进”工作，不断扩大受众群体
规模，在珠海刮起全民禁毒风潮，实现
对受众的全覆盖。同时，禁毒部门利用
线下线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
方式，实现禁毒宣传随处可见、禁毒知
识入脑入心。

数据显示，“珠海禁毒”微信公众
号4次获得“全国禁毒类公众号榜单”
前10名，今年联手珠海传媒集团组
织开展的网上禁毒知识竞赛活动，
更吸引了118万人次参与，全市群众
禁毒知识知晓率和禁毒工作群众满
意度继续维持高位，营造出全民禁毒
的良好氛围，市民安全感、幸福感不
断提升。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接下来，
全 市 禁 毒 部 门 将 继 续 深 入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系列重要
批示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更大力度推进攻坚年行动和禁毒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推动全市毒
情形势持续好转，实现禁毒工作高质量
发展，努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