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石可欣

他们的皮肤黝黑，他们的眼神犀
利，他们的步伐坚定……他们是濮阳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他们是现实
版的“破冰者”。

6月 23日，记者来到刚刚获
得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的濮阳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听他们讲述那些惊心动
魄的故事。

2019 年 2
月 18 日，濮阳

市 公 安 局
禁 毒

支队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督导中
接到群众举报：台前县侯庙镇男子王
某刚有制造毒品的嫌疑。

接到举报后，禁毒支队进行了初
步研判，所查事实与举报人提供的信
息较为吻合，遂立案侦查并成立了专
案组。

“有了线索就要寻找案件的突破
口。”参加此次行动的专案组民警告诉
记者。为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专案
组采取“敌动我动、依车找点；敌静我
进、确定窝点、固定证据”的侦查思路。

一夜夜蹲点值守、一遍遍分析案
情、一次次深入制毒窝点秘密探查和
取样。2019年 4月 23日，濮阳市公安
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15人，查获甲卡西酮毒品
疑似物20公斤，制毒物品溴代苯丙酮
900多公斤，其他制毒原料约10吨。

至此，一个涉及河南、四川、云
南、贵州、广东等地的特大制毒团伙
被濮阳警方彻底摧毁。

“案件的成功破获并不是终点，
我们的干警每天都在书写新的警察
故事。近年来，我们以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为契机，以各个专项行动为
主线，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打了
不少漂亮仗。”濮阳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5年来，该市共破获毒品刑事案
件 350起，破获部级目标案件 11起、
省级12起，移送起诉涉毒犯罪嫌疑人
843人，缴获各类毒品 570余公斤，打
掉制贩毒团伙 50个，摧毁多条跨国、
跨省贩毒通道。

“禁毒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我
们要尽最大努力，守好这座城市，坚决
打好打赢这场战争。”该负责人说。③3

全省各级禁毒部门始终保持对涉
毒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先后组
织开展一系列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按照国家禁毒委关于“两打两控”
（打击制毒、打击贩毒，管控制毒物
品、管控高危吸毒人员）专项行动部
署，结合河南实际，省公安厅以“雷霆
4号——扫毒”“雷霆10号——毒品查
缉”等专项行动为载体，严厉打击毒品
犯罪。

2019年，全省警方共侦破毒品犯
罪案件 2160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2368人，缴获毒品326公斤、制毒物品

640余吨。
其中，河南公安机关联合福建、江

西、四川等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特大
制毒系列案，捣毁制毒厂点 4个、原料
存储仓库3个，缴获麻黄碱等制毒物品
450公斤、其他制毒原料 77.6吨，抓获
制毒犯罪嫌疑人 54人，国务委员、国
家禁毒委主任、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签
发嘉奖令。

全省各级禁毒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河南省禁毒重点整治实施细则》，坚持
打早打小、主动出击，注重源头防范、综
合治理，有效整治突出毒品问题。毫不

手软地整治毒品问题严重地区及不重
视、不主动、不作为地区，根据国家禁毒
委无人机航测通报情况，对 15 个县
（市、区）、1个乡镇予以通报警示，向35
个工作落后的县（市、区）党委书记发送
提醒函，限期整治到位，重点地区突出
的毒品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深入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焦作沁阳市禁毒委被命名为全国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示范单位，郑
州市二七区建中街街道办事处、获嘉
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被命名为全国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示范点。

筑起全民禁毒防线
——我省开展禁毒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李凤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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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禁毒委和

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

署，2019 年，全省各级禁

毒部门以示范创建活动、

重点整治、“两打两控”专

项行动三项工作为重点，

持续深化新时代禁毒人

民战争，全省禁毒形势持

续好转，形成了“三升两

降”的良好态势，即：移送

起诉毒品犯罪案件数、打

击处理犯罪嫌疑人数和

查处吸毒人员数同比分

别上升，新发现吸毒人员

数、现有吸毒人员数同比

分别下降。

禁毒工作的关键，在于铲除毒品
生存土壤。全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人
民至上的理念，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
民生德政工程来抓。

加强吸毒人员戒治帮扶工作，持续
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8·31”工程，全
力帮助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全省戒断三
年未复吸人员 5.35 万人，同比上升
61%，现有吸毒人员同比减少6.8%。

深入开展禁毒示范创建活动，濮
阳市被国家禁毒委评为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先进单位，26个县（市、区）被
确立为全省禁毒示范县（市、区）创建
单位。

持续深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全省各级禁毒部门充分发挥学校主阵
地、课堂主渠道作用，做到教学计划、
大纲、师资、课时、教材五落实。依托
科技馆、文化宫等公共场馆，建成禁毒
教育基地 160 处。搭建河南禁毒微
信、微博和河南禁毒网“两微一网”新
媒体平台，大力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数字化平台应用，截至目前，注册
学校 1.5 万所，学生 295.87 万人，初步
实现“线上学习、线上测试、线上认证、
线上管理”。

群众参与度不断提高，以公安禁
毒信息员、社会禁毒信息员为重点，率
先在全国建立起一支十余万人的禁毒

信息员队伍。健全完善举报奖励制
度，鼓励群众参与禁毒斗争，全省警方
根据群众举报抓获吸毒人员 2633人，
侦破毒品犯罪案件 262 起，累计兑现
奖金391万元。

为了增强广大群众的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和能力，全省各级禁毒部门
把禁毒宣传纳入禁毒常态化工作，积
极组织开展“禁毒流动课堂”“禁毒知
识进万家”等活动，不断提高群众的防
范意识。

“只有全民参与、全社会重视，对
毒品坚决说‘不’，毒品才会无处藏身，
才能守护一方净土，净化一片天空。”
省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说。③5

濮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禁毒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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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在国际
禁毒日到来之际，6月 23日，副省
长、省禁毒委主任、省公安厅厅长
舒庆来到郑州市齐礼阎强制隔离
戒毒所，调研指导禁毒工作。

当日下午，舒庆参观了禁毒教
育基地，通过视频查看了戒毒人员
康复治疗情况。

舒庆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禁毒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高
政治站位，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
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

把禁毒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
紧抓好。

舒庆强调，要坚持把收戒收
治作为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做
到排查收戒到位、戒毒治疗到位、
帮扶救助到位，帮助吸毒人员回
归正常生活；要坚持把宣传教育
作为禁绝毒品的治本之策，持续
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着力加
强易感群体针对性宣传教育，不
断探索媒体融合宣传新路径，形
成整合各方力量的新型毒品预防
教育机制。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6 月 22日至
24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维宁
带领调研组赴商丘，调研公安机关
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

张维宁一行先后来到永城市
陈集派出所、商丘市公安局执法办
案管理中心等地，实地察看了执法
办案场所、执法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开展情况。

在座谈会上，张维宁详细听取
了商丘市及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规
范化建设工作情况和五级人大代

表、基层组织对公安执法规范化建
设的意见与建议。

张维宁强调，要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公安执
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要覆
盖全警，紧扣实战，全面实现执法
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
法 管 理 系 统 化 、执 法 流 程 信 息
化。要加强队伍建设，搞好学习
培训，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要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③4

本报讯（记者 李点）6 月 24
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
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省委有关会议
精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
彻落实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赵素萍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
李文慧、马懿、王保存、徐济超出
席。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结合人大职责定位和工
作实际，突出抓好民法典的学习宣
传贯彻，当好民法典的宣传者、实
践者和推动者，确保民法典在我省
全面有效执行。要围绕助力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抓好
重点工作，依法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重大
立法和重大监督、调研工作，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要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力有效推
进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和党的建设，
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任务。③9

本报讯（记者 刘勰）6 月 24
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
到省公安厅调研，传达省委书记王
国生批示要求，就我省面临的社会
安全稳定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对做
好端午节期间和近期社会安全稳
定工作作出部署。

甘荣坤首先肯定了今年以来
我省安全稳定工作取得的成绩。
他强调，端午小长假临近，做好安
全稳定工作是各级公安机关和有
关部门肩负的重大责任。要克服
松懈麻痹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底线思维，全面落实各项保安
全、护稳定措施，维护全省社会大
局持续安全稳定。要加强公共安
全、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管

理，加强社会面治安整体防控，提
高见警率、管事率，依法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维护良好治安秩序，增
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要落实属
事、属地责任，紧紧围绕重点地
区、重点领域、人员密集场所，细
致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高
发现、防范、化解、管控能力。要
加强情报信息收集分析研判工
作，加强预测预警预防，做到发现
在早、处置在小，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要进一步优化、强化
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完善工作预
案，做好值班备勤工作。要加强
组织领导，加强对市、县两级的指
导 ，提 升 工 作 的 针 对 性 和 有 效
性。③6

周密部署 全力以赴
做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全面推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

持续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

本报讯（记者 李点）6 月 23
日，省政协机关举行民法典普法学
习讲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
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机
关法治建设，增强干部职工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田土城
从民生福祉的人文关怀、权利体系
的科学构建、私法精神的充分体
现、现代生活的理性回应、中国特
色的重大创新 5个方面，对民法典

的主要创新和特色进行了深入细
致解读。

参加讲座的省政协机关干部职
工表示，要自觉把学习领会民法典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带头学习
贯彻民法典，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
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
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站
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不断提
升自身学法用法能力和水平。③3

省政协机关举行民法典普法学习讲座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 月 24
日，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消
息，郑州市机动车将启用豫 V 号牌，
这意味着郑州将成为我省首个启用
双号牌的城市。

据郑州市交警部门统计数据显
示，近年来，郑州市机动车保有量持
续高速增长，截至目前，该市机动车
保有量达 450 万辆。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
责人说，按照郑州市现有的机动车豫
A 号牌编发规则，小型汽车号牌使用
量已达到 90%，牌照资源面临枯竭。
为满足广大群众办理机动车登记的
需求，按照程序规定，报请上级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同意郑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启用豫 V 发牌机关
代号。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根据
相关要求，坚持便民、利民、惠民的原
则，研究启用豫 V 小型汽车号牌（新
能源汽车除外）的实施方案，按照公
安部要求，应用全国统一的机动车号
牌选号系统发放号牌。”这位负责人
说，“具体启用时间，请关注郑州市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信息发布。”

实 际 上 ，双 号 牌 在 全 国 已 有 先
例。因为城市区域调整或车辆增多，
国内不少城市已启用双号甚至多号
车牌，包括北京、上海、成都、青岛、潍
坊、烟台、佛山等。

当日，记者电话采访郑州市多家
汽车 4S 店，不少汽车经销商说：“这
是一个利好消息，目前打电话咨询购
买车辆的客户比较多，预计最近将会
迎来汽车销售高峰。政策作用让相
当一部分消费者被抑制的需求得到

了释放，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
“‘双号牌’是一种信号，折射出

公众对选择小汽车交通出行的依赖
度越来越高。”省社科院一位社会学
专家认为，现阶段，在提升道路交通
管理服务水平的同时，改善城市公共
交通现状是关键。城市管理者应及
时修订或制定更有前瞻性的交通管
理政策，尽可能提供以公共交通服务
系统为主的服务，多方面满足市民出
行需要，加快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有关人士表示，即将启用的豫 V
号牌，带来的是机动车保有量的增
长，这对于相关行业自有积极意义。
然而面对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寻找
一个相对两全其美的方案，无疑是对
郑州的一个考验。③4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６月 24
日，洛阳市与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
分行、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分别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5年内，两
大银行将累计为洛阳提供 2500亿
元融资支持，为加快建设副中心、
致力打造增长极注入“金融活水”。

签约仪式前，省委常委、洛阳
市委书记李亚集中会见了中国工
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邹平，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常冰雁一行。

根据相关协议，中国工商银行
河南省分行为洛阳量身定制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未来 5年内将提供不

低于1300亿元的融资支持，重点支
持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城市轨道交
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园区
开发及城市更新等板块建设发展。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将与洛阳
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金融
业务合作，未来 5年内将提供不低
于1200亿元的融资支持，重点在先
进制造业、综合交通枢纽、环境保
护、文旅融合、扩大开放、创新驱动、
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签约仪式上，中国银行洛阳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洛阳分行还分别
与洛阳市发改委、洛阳市卫健委及
10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意向融资
金额达319.5亿元。③5

2500亿元融资
支持洛阳副中心建设

郑州，豫V号牌要来了

关注国际禁毒日

按照郑州市现有的

机动车豫 A 号牌编发规

则，小型汽车号牌使用量

已达到90%，牌照资源面

临枯竭。为满足广大群

众办理机动车登记的需

求，按照程序规定，报请

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批准，同意郑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启用豫 V

发牌机关代号。

6月 22日，河南农大扶沟蔬菜研究院的员工在对“酸甜果”番茄疏果。今年，
该研究院推广蔬菜新品种16个，推广种植1.2万亩，为贫困户无偿提供优质种苗
20万株，实现了贫困户的稳定增收，助力脱贫攻坚。⑨6 谷志方 摄

选育优良品种 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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