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毒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争。

这场战争事关人民幸福安康， 事关社会

和谐稳定，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殷切期盼。

2014 年 10 月，贵阳市召开全市禁毒

动员大会，正式拉开禁毒人民战争序幕。

三年禁毒人民战争， 是乌当区禁毒事业

快速推进的三年，也是战果累累、成绩喜

人的三年———

乌当区被省禁毒委评为 “无毒害创

建工作示范单位” ；新九学校被国家禁毒

委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6·27’

工程先进学校” ；国家禁毒办对乌当区禁

种铲毒优秀组织工作进行全国通报表扬；

12 个社区（乡、镇）被市禁毒委授予“无

毒害社区（乡、镇）” 创建工作示范单位

荣誉称号；组建禁毒志愿者协会、戒毒康

复人员家委会等社会组织近 40 个， 社会

力量参与禁毒模式初步成型……

今年 3 月， 以三年禁毒人民战争成

果为基础， 贵阳市召开创建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动员会， 持之以恒推进禁毒人民

战争深入开展， 全市禁毒工作迈上新台

阶，步入新征程。乌当区将深入开展禁毒

示范城市创建活动，进一步巩固“无毒

害区” 创建成果，推动毒品问题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最大

限度遏制毒品来源、遏制吸毒人员滋生、

遏制毒品社会危害， 全力夯实禁毒基层

基础， 为全力推进大健康产业发展引领

示范区建设提供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筑牢御毒“防线” 守护一方净土

每天早出晚归， 按时上班下班，工

作、 生活都井井有条。 在身边人看来，

苏丽君（化名）跟普通人的生活并无区

别。 对戒毒康复人员苏丽君来说，这样

的生活却来之不易。

走出戒毒所，苏丽君面临着如何重

新融入社会的问题。 社区禁毒专干将

她接到社区阳光驿站后，工作人员仔细

询后，了解到苏丽君急需一份工作。 社

区立即启动就业帮扶程序，将她介绍到

阳光就业基地。

有了工作，在社区的关怀和帮助下，

苏丽君慢慢融入社会，开始了新生活。

“以前走过弯路，感谢社区没放弃

我，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现在，跟毒

品决裂的信心更坚定了，想要好好生活

的勇气也更足了。 ” 苏丽君说。

让苏丽君重拾生活信心并感受到

家的温暖的，是乌当区创新社区戒毒康

复中心阳光驿站。

2016 年 6 月，乌当区创新社区整合

社会活动中心资源，建成乌当区创新社

区阳光驿站。 这个总面积有 300余平方

米的阳光驿站， 内设 “一办三会三中

心” ，“一办” 即戒毒康复办，“三会” 即

家委会、志愿者协会、爱心医疗联合会，

“三中心” 即就业中心、帮扶中心、康复

中心，按照“就业有渠道、技能有提升、

生病有钱治、困难有人帮、心事有处说、

康复有场所” 的“六有” 目标，向社区戒

毒康复人员提供“一站式” 服务。

康复中心依托政府和社会组织资

源， 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制定康复计

划，建立心理档案，指导开展康复活动；

帮扶中心收集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困难

需求，定期召集相关业务部门，研究针

对性帮扶措施；就业中心收集戒毒康复

人员就业需求，开展就业培训，推进就

业……通过整合政府和社会两个平台，

“阳光驿站” 织牢无缝衔接、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相互融入、共促回归的多元

共治网。

“我们整合区民政、人社、卫计、文

化、教育等部门资源，加强部门联动，多

管齐下，精准服务，并引导社会组织、志

愿者队伍驻站， 获取广泛的社会资源，

建立戒毒康复人员个人档案， 精准施

策。 ” 创新社区政法委书记徐连志说。

创新社区还成立爱心医疗联合会，

利用辖区较为丰富的医疗资源，帮助戒

毒康复人员解决就医难题。 目前，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戒毒康复人员随时可

以去体检，一般病症都可以免费就诊。

“创新社区还整合社区、居委会、

民警、禁毒志愿者、家庭五方面的力量

和资源，由一个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站干部、 一个禁毒专干、 一个管片民

警、一个志愿者、一个监护人组成联合

帮教小组， 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全方

位、立体式的帮扶救助。 ” 徐连志说。

通过打造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示范

点阳光驿站， 创新社区目前共为辖区

29 名社戒（社康）人员建立了康复档

案和心理档案， 制定戒毒康复方案，

80%的人员得到了社区的帮扶和救助。

铺筑“阳光回归路”

———乌当区创新社区戒毒

康复中心阳光驿站见闻

乌当区各乡镇、社区依托贵阳市数据禁毒应用平台，实行专人专管，

提高禁毒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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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一站式” 服务的乌当区创新社区阳光驿站。

乌当区疾控中心医务人员向吸毒人员发放美沙酮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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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当区

向毒品说 “不” ， 打一场禁毒人民

战争，让百姓安居乐业，也让社会治安

得到加强。 这场必须打赢的人民战争，

必须以坚强的组织领导为保障。

为确保禁毒人民战争顺利推进，乌

当区建立了“书记抓、抓书记” 的领导

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党政“一把手”

是禁毒工作第一责任人，区和乡（镇）、

社区两级党委、政府（服务中心）定期

听取禁毒工作汇报，区禁毒办实行周调

度制度，研究解决禁毒工作问题，并将

禁毒工作纳入文明创建、 平安创建、政

府绩效考核、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范畴。

经过努力，乌当区解决了一大批制

约禁毒工作体制、 机制和保障性的问

题，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

联动、社会参与” 的“条专块统” 及办所

联动的工作格局，确保各级各部门长期

联动的工作机制常态长效。

禁毒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毒品类型

多样化、贩毒渠道多元化、犯罪网络国

际化、 交易手段隐蔽化的新形势下，仅

靠一个部门之力难以有效治理。

乌当区打破禁毒工作“一家之责”

的传统思想，按照“统一管理、职责明

晰、整体联动、协同配合” 的原则，明确

公安、民政、人社、卫计、文旅、教育、工

会、团委、妇联等部门在禁毒工作中的

具体职责；由上至下建章立制，先后出

台了社区戒毒工作“区委常委双月调度

会”“区禁毒办月调度会” 等 10 余项制

度，同时建立“片区帮扶”“分级责任”

“监督制约” 等 30 余项工作机制。

在这些机制之下， 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有效融汇，织牢了一张网、明确了一

份责，网格下的各部门单位由以往的被

动受命转变为主动履职，既联动互助又

各负其责， 同时针对社区康戒人员，既

精准管控又实现了接力帮扶。

同时，乌当区将禁毒工作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 列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

中心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

核，不断加大禁毒工作经费投入。 自启动

禁毒人民战争以来，乌当区累计投入 3000

余万元，确保禁毒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党政齐抓 建立禁毒长效机制

A

拒绝毒品，关爱生命，从宣传教育抓

起才是治本之策。 只有全民参与，全社会

重视，对毒品坚决说“不” ，才能让毒品无

处藏身，守护一方净土、洁净一片天空。

乌当区深入开展 “净土行动” ，积

极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方式，拓宽毒

品预防教育渠道，全力开展毒品预防宣

传教育，不断扩大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受

教群体范围，为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夯实基础堡垒。

百宜小学在学校少年宫的学习中，

开设禁毒书法、禁毒绘画、禁毒手抄报

等课程，不断提升学生防毒、拒毒能力；

新九学校通过在校本课程陶艺课

中融入禁毒教育元素，在校园文化墙中

融入禁毒知识，让学生时时认识毒品危

害，处处提升禁毒意识；

新堡民族小学将禁毒知识融入簸

箕画、 布依山歌等民族及民间文化，通

过簸箕画展示、布依山歌传唱等形式宣

传禁毒知识……

为不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乌当区

强力推进示范校建设，持续推进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6·27” 工程建设。 目前，

全区建成禁毒教育基地 20 个； 完成 10

个市级示范校、10 个区级示范校、100 个

毒品预防教育示范班团队的创建；学校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受众率达 100% ，学

生禁毒知识知晓率达 100% 。

乌当区还深入开展禁毒预防教育

“十进” 活动，全区重点场所、重点路段、

重点区域实现禁毒宣传全覆盖； 紧盯群

体抓宣传， 抓牢社会闲散青少年宣传教

育，针对他们文化程度偏低、就业技能较

差、没有固定工作、易受社会不良风气影

响的特征，加强毒品预防教育宣传；抓牢

社区矫治人员宣传教育， 加强对毒品种

类、性状、危害等的宣传，严防此类人群

走向吸毒、贩毒深渊。

强化宣传 筑起全民禁毒防线

B

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不言而喻，禁毒是

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 乌当区深入

开展“利剑行动” ，推进“5·14” 堵源截流

查缉机制和“4·14” 打击制毒犯罪专项行

动，坚持大数据引领，准确把握毒品犯罪

规律特点，着力推动打击毒品犯罪从“缴

毒量、破案数” 向“打源头、控环节”转变。

围绕 “两打两控” 的部署要求，乌

当区探索建立适应毒情形势的精准打

防机制，严厉打击制贩毒活动。 以公安

块数据中心为载体，整合情报、技侦、网

安等各警种情报信息和数据资源，实现

禁毒数据跨警种、跨系统的自流程化情

报信息指挥体系， 建立完善禁毒情报、

失踪吸毒人员排查、物流寄递业毒品查

缉、在所吸毒人员常态研判、外来人员

涉毒违法犯罪打击等实战化机制。

与“毒” 作战，必须主动出击，从源

头上斩断“毒根” ，严密布控，在渠道中

清剿分销网络。

乌当区转变打击导向，落实“逢吸毒

必查毒源、 逢涉毒犯罪必查上下线” 的

“双逢双查” 机制，把打击重点放在打掉

本地贩毒网络、抓获本地吸毒人员，最大

限度挤压毒品犯罪的时间和空间； 推进

公安、铁路、公路、邮政等信息资源整合，

探索建立 “大数据禁毒情报站” ， 构建

“入口堵、区内查、出口截” 的查缉模式。

公、检、法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

以“打团伙、破大案、抓毒枭、缴毒资” 为

重点，精心组织开展“飓风”“雷霆”“猎

狐”“打击零包贩毒” 等专项行动，始终

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毒品犯

罪空间进一步得到压缩。

树立“全体公安民警都是禁毒民警”

的理念，整合禁毒、治安、刑侦、巡警及派

出所等力量，实行全警打击；充分发挥不

同警力优势， 做到打击犯罪各有侧重，实

现“破大案、端毒窝、打零包” 并举。

高擎利剑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C

加强对吸毒人员的服务管理，不仅

能有效减少毒品需求、萎缩毒品消费市

场，更是减少吸毒人员违法犯罪、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

围绕让戒毒康复人员更好地回归

社会， 乌当区以强化科学戒管为着力

点， 深入实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8·

31” 工程，整合全社会资源和力量，从就

业上、帮扶上、戒管上制定一揽子措施，

推动戒毒康复工作从 “专业戒管” 向

“科学戒管、长期联动” 转变，切实提升

个性戒毒和集中戒毒的实效。

乌当区大力推进社会化戒毒康复

站建设，搭建公安、民政、人社、卫计等

部门联动参与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平台；探索打造多渠道解决吸毒人员

就业安置的阳光工程升级版，升级改造

数据禁毒应用平台， 确保实现信息、动

态 、管控 、戒治、帮扶和考核“六个精

准” 目标，严防吸毒人员肇事肇祸；引入

专业社会组织开展禁毒社会工作服务，

加快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进程。

同时，探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村（居）抓发动、公安抓打击、部门同

发力、群众齐参与” 的网格机制，形成以

村（居）委会为网底的党、政、警、群工作

网，按照“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多元

化参与、信息化支撑” 的要求，全面推行

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

目前，全区各乡镇（社区）成立了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领导小组，全区建

成“阳光助业驿站” 1个、分站 13个、小站

101 个，建设“阳光工程” 就业安置基地

（安置点）5家，安置戒毒康复人员 100余

人次；强化美沙酮门诊规范化运转，门诊

累计入组阿片类吸毒成瘾人数 441人，总

服药人次数 104575人次， 减少毒品消费

约 52.3千克， 全年平均每天服药人数 103

人，月保持率为 94%，超过国家标准。

在全新模式下， 乌当区形成了党政

引领、广聚合力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大格局” 。

科学戒管 帮助戒毒人员“回归”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