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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厉行禁毒方针坚持厉行禁毒方针，，不断夺取禁毒人民战争新胜利不断夺取禁毒人民战争新胜利
3 创新宣教，全民禁毒意识普遍增强高擎利剑，重拳严打毒品犯罪1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

公害，是涉及公共安全的

重要问题。禁毒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持久战，禁毒工

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

衰、人民福祉。

6 月是我国全民禁毒

宣传月，今年 6 月 26 日是

第 35 个国际禁毒日。我

市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了

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

5年来，我市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坚持厉

行禁毒方针，坚决做好新

时代禁毒工作，不断夺取

禁毒人民战争新胜利，努

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5年来，全市公安禁毒

部门和禁毒工作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总要求，牢记使命、忠

实履职，坚持打、防、管、控

多措并举，形成了全民禁

毒良好工作格局，有力遏

制了毒品问题蔓延势头，

有效减少了毒品社会危

害，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

效，打造了具有洛阳特色

的禁毒品牌，为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1 年 4 月，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部
署开展了“集群打零”战役，全市各基层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打击处理 68 人，刑
事处罚25人，强制隔离戒毒13人。

这是我市警方严厉打击涉毒犯罪的
一个缩影。

利剑斩毒祸，离不开一系列工作机
制的创新和完善。5 年来，我市警方不
仅制定完善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
见》和《禁毒委成员单位责任制》等一系
列制度措施，还结合我市禁毒工作实
际，在全市范围内建立集打、防、管、控、
服于一体的涉毒打击常态化体系。全
市禁毒公安民警脚步坚定、铁腕重拳，
以系统整治和专项打击相结合的方式，
以“打团伙、摧网络、断通道、抓毒枭、缴
毒资”为重点，对毒品犯罪开展“全时
域、全链条、全环节”的集群和精准打
击，严打各类涉毒犯罪。

长期以来，我市警方始终保持对
毒品的“零容忍”，坚持标本兼治、统筹

兼顾，打防结合、教管结合多管齐下，
擎利剑、出重拳，连续开展禁毒两打
两控、净边、亮剑行动、“清风·利剑”
行 动 、“ 全 市 吸 毒 人 员 集 中 收 戒 ”行
动、冬季严打等系列专项行动，重点
在清源断流、新型毒品犯罪、外流贩
毒、网上毒品犯罪和涉毒黑恶势力等
方面出重拳；同时，我市警方严格管
控吸毒人员，坚持逢贩毒必查吸毒人
员、逢吸毒必查毒“友”圈，对抓获的
制、贩、吸毒人员深挖扩线，力争发现
新的吸毒人员，有力提升了综合打击
效能，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良
好社会治安环境的期盼。

5 年来，我市共破获毒品案件 556
起，查获吸毒人员 3294 人，新发现吸毒
人员862人，强戒吸毒人员2274人。其
中，近 2 年破获案件数、查获吸毒人员
数、新发现吸毒人员数、强戒吸毒人员数
分别同比下降32.94%、52.11%、27.1%和
61.79%。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5年来，我市
在坚持对涉毒犯罪重拳打击的同时，坚
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将禁毒工作与
日常工作深度融合，全面挤压毒品生存
空间。
强化监管措施，严管易制毒化学品——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建立了易制毒化
学品、重点化学品、制毒设备企业排查工
作机制，加强县区级易制毒化学品核查
员、专管员队伍建设，建立购买证、运输
证核销制度，加强购买、运输许可事项的
事中监管和事后核查，坚持逢制毒案件
必查化学品来源、逢化学品流失必查流
失环节，全面强化制毒物品流失倒查追
责。此外，还对全市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使用、运输等企事业单位开展常态化全
面摸排检查，健全完善可追溯监管制度，
实现生产、经营、流通等各环节的动态全
程监控、闭环管理，严格管控制毒物品。

2021年，我市警方组织县区对全市

179家易制毒化学品使用企业进行了大
走访、大摸底，对违反规定的 10 家易制
毒化学品使用企业开具了各1万元的大
罚单，起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截至目
前，全市易制毒化学品未出现非法流出
现象。
踏查措施有力，禁种铲毒成效明显——

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禁种铲毒
工作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书，层层压实
责任，采取重点区域无人机航测与实地
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发现铲除毒品
原植物能力，切实做到不漏村、不漏户、
不留死角。加大对非法种植、销售罂粟
苗案件的侦查破案力度，彻底摧毁毒品
的产、供、销利益链条。
把好快递物流关，切断毒品传播链——

我市严格落实物流寄递业“三个
100%”制度要求，强化“环洛交通枢纽
毒品查缉站”的作用，坚决截断流入（经）
我市的毒品通道。

“警察叔叔，我要举报，有人种植毒品
罂粟！”

“警察叔叔在我们学校上过禁毒宣传教育
课，在上课播放的宣传片里，我看到有罂粟这种
植物！”

5月10日，涧西区中学生小张跑到涧西分
局郑州路派出所报警，称其当天下午放学后，在
小区里发现了几株罂粟。

随后，民警赶至小区查看，将种在花盆里的
3株罂粟铲除。

前不久，涧西区禁毒委员会先后到东方二
中、市四十八中，对小张等5名积极举报有人种
植罂粟的学生进行表彰，授予他们“涧西区优秀
禁毒志愿者”荣誉称号。

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是禁毒工作的治本之
策。近年，我市坚持根据毒品犯罪新形式，聚焦
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创新宣传教育方式，通过开
学第一课、演讲比赛、书法比赛等方式，提升禁
毒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认知、影响
行为……一系列预防教育活动，有效增强了青
少年的识毒、拒毒、防毒意识。

另外，市禁毒办还注重培植亮点，指导新安
县成功创建全省禁毒示范县，在龙潭大峡谷景
区创建了全国首个“5A”级禁毒主题景区，在新
安县城建设了禁毒主题公园，投资80万元在新
安县职业高中校园内建成了全市规模最大的禁
毒宣传教育基地，全面强化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
拒毒、防毒意识，营造全民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

5年来，我市积极构建“党委、政府主导，有

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
与”的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格局，聚焦“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宣传教育主题，开展禁毒宣传“六进”
活动，为不同群体量身打造多元宣传活动，实现
禁毒宣传全覆盖，使全民禁毒意识普遍增强，筑
牢了禁毒“第一道”防线。

另外，我市还通过落实责任、典型带动和监
督指导等措施，进一步夯实禁毒社会化基础工
作，强化吸毒人员隐患排查工作。目前，全市成
立了226个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有专兼
职工作人员200余名，有效解决了吸毒人员出
所后在社会上的后续管控问题，对登记在册吸
毒人员和分散在社会面吸毒人员进行分级分类
管控，确保现状清、底数明、管得住、控得好。

5 年来，我市禁毒工作制度体系、禁毒装
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禁毒民警队伍整体素质
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涌现出缉毒先锋、全省

“最美基层民警”赵林燕等一批禁毒先进模范。
踔厉奋发新征程，笃行不怠勇争先！我市

各级各部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持续深化完善毒品问题的专项治理、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秉承“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理念，始终保持对毒品的“零容忍”，凝
心聚力、接续奋斗，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
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洛阳营造“绿色无毒”
的社会环境，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
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力潮 小锋 瑞祥）

55年来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完善毒品问题的专项治理我市持续深化完善毒品问题的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综合治理
和和源头治理源头治理，，有力遏制了毒品问题蔓延势头有力遏制了毒品问题蔓延势头——

源头治理，全面挤压毒品生存空间2

民警进校园宣传禁毒知识民警进校园宣传禁毒知识（（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嵩县开通旅游路打通外循环、建设生态廊道畅通内循环、完善景观路加快微循环——

深山交通“三循环”打造群众幸福路
重峦叠嶂，草木葱郁……放眼望去，绵延的

山川将位于洛阳市西南部的嵩县紧紧包围，境内
伏牛、外方、熊耳三山纵横，深山区占 95%，成了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桎梏。

为了破解深山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来，
嵩县在道路建设上“花重金，搞创新”，打通以高速
公路为重要枝干、骨干道路为主要支撑、城乡道路
为重要补充的县域交通“三循环”体系，绘制出路
路相连、景景相连、业业相连的嵩县版“富春山居
图”，打造群众的幸福路。

外循环
“交旅融合”打造沉浸式旅游路

“天气越来越热了，到白云山上避暑成了我
每年的‘必修课’！”今年26岁的郑州姑娘陈梦怡
是名老师，每到暑假，她都会和家人驾车沿着“云
中高速”到嵩县白云山避暑游玩。

郑西高速尧栾段是近年嵩县交通工程的重
点项目之一，贯穿伏牛山腹地，全线在崇山峻岭
间，平均海拔900米以上，串联木札岭、白云山、龙
峪湾等多个精品旅游景区，沿途风光秀丽，景致
如画，被称为“云中高速”。

该段高速公路开通后，从郑州到白云山仅需
两个半小时，节省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不仅促
进了白云山及周边景区市场范围的扩大和游客
旅游体验的提升，还加快了嵩县与周边城市及中
心城市的快速融合。

道路通，百业兴。为实现交旅深度融合，嵩
县打通水路、陆路、山路，还修建了三环叠翠陆浑
湖公路、伏牛1号公路等旅游生态道路，打通伏牛
山、熊耳山、外方山连接道路，贯通环湖、环三山、
环县域“大三环”，推动三合、沙坡、老道沟、石场、
天桥沟等乡村旅游特色村连点成线、以线带面，
形成了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片区和休闲康养度假
单元，绘制出路路相连、景景相连、业业相连的嵩
县版“富春山居图”，形成全域化无目的地的沉浸
式旅游新方式。

内循环
生态廊道连通群众致富路

“很多村民在新修的公路驿站卖土鸡蛋、麻花等
特产，每天又能多挣一笔钱！”九皋镇宋王坪村第一
书记杨小玉高兴地说。

崭新的柏油马路、生机盎然的绿化景观，嵩县伏
牛1号公路从九皋镇万亩皂角基地穿过，在起伏的
丘陵沟坎之间，特色微地形、观景台等道路微景观引
人注目，一条美丽的生态景观廊道映入眼帘。

以生态廊道建设为突破口，嵩汝路“十步一景，
四季常绿”，九皋镇皂角种植示范带——九石路成了
一条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于一体的致富路。目前，
九皋镇皂角种植面积达 3.3 万亩，带动饭坡、田湖、
陆浑等8个乡镇和汝阳、伊川等县区的3.1万户农户
种植皂角近 30 万亩，年产皂刺 1200 吨，销售收入
6000万元，户均收入1.5万元以上，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皂刺集散基地。

万亩桑蚕产业园、万亩丹参基地、千亩芍药基
地……嵩县在生态环线周围因地制宜发展“林、药、
烟、牧、菌、桑蚕”六大特色产业，坚持“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高标准打造桑蚕养殖、食用菌种植、中药材
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成功创建大坪油菜花海等一
批乡村旅游点，逐步形成“以交促旅、以交兴农、交旅
融合”的新发展格局。

微循环
轻“嵩”风格完善舒心景观路

行走在河南省嵩县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蓝
天碧水，夏日暖阳，姹紫嫣红，虫鸣鸟唱，远眺陆浑湖
水面波光粼粼，近赏山野里草木绿意盎然，曲径通幽
之间，一幅生态画卷正悄然展开……

近年来，嵩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以生态建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打造
生态宜居环境，建设玉皇山、叠翠山、三涂山、凤凰
岭、马驹岭等山体公园和嵩州公园、滨河公园等5处城
区精品主题公园，让县城绿化覆盖面积达到288.96公
顷，绿化覆盖率达41.62%，绿地面积达269.89公顷，
构建出“一点多廊、三环叠翠”的生态格局。

“湖山圣域”小雕塑、“嵩县爱你”观光步道、骑行
车道、银杏小镇驿站、万亩花海旅游驿站、陆浑湖湿
地观鸟台……嵩县以轻“嵩”风格、轻“嵩”体验、轻质
化建设的理念，在低投入、不破坏原有自然风光的基
础上，打造了一系列景观小品、旅游驿站等基础设
施，丰富完善景观道路的服务功能，实现路在景中、
景在路中、融景入路，打造出一条条令人流连忘返的
无目的地精品景观线路，让群众看得赏心、玩得开
心、游得舒心。

38公里长的环湖步道上人来人往，远处的公园
里虫鸣鸟唱，在路灯映照下，纵横交错的道路像水流
一样带领群众奔向幸福…… 王世光 赵明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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