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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场里建造制毒窝点，假释考验期
内组织怀孕妇女运输毒品，吸毒后交通肇
事又持刀捅刺民警⋯⋯五花八门的涉毒犯
罪终究难逃法律制裁。6 月 20 日，最高法
院发布10起典型案例，体现出人民法院依
法严惩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

“毒品犯罪的成因复杂，从遏制毒品犯
罪的角度讲，重刑甚至死刑不是万能的，综
合治理才是治理毒品犯罪的根本之策。”最
高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叶晓颖说。

制毒窝点多发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正处于毒品问题蔓延期、毒
品犯罪高发期和毒品治理攻坚期，禁毒斗
争形势严峻复杂。2012 年至 2016 年，全
国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共计 54.1
万件，审结 53.5 万件，判决生效犯罪分子
54.3万人。

“我国面临境外毒品渗透和国内制毒
犯罪蔓延的双重压力，走私、制造毒品和制
毒物品犯罪等源头性犯罪呈加剧之势。”叶
晓颖说，受毒品消费市场持续膨胀影响，零
包贩卖毒品（一般指涉案毒品10克以下的
贩毒案件）、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
等末端毒品犯罪增长迅速，危害不容忽视。

氯胺酮俗称“K粉”，是一类精神药品，
具有麻醉作用，滥用氯胺酮会产生认知障
碍、引起幻觉，危害很大。近年来，滥用氯
胺酮等合成毒品的人数呈上升之势，制造
氯胺酮犯罪多发，个别地区较为突出。在
最高法院发布的10起典型案例中，蔡志雄
贩卖、制造毒品案是伙同他人制造、贩卖毒
品，数量特别巨大。

2013年7月，被告人蔡志雄以办厂生产
胶水为名，租赁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
县闸口镇内的一处养猪场，并出资在此秘
密建造制毒窝点。同年 9 月至 12 月间，蔡
志雄先后组织周育强、廖林生、翁火胜、陈
建文（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在该
窝点内制造毒品氯胺酮，并将制成的部分
氯胺酮在合浦县进行贩卖。11 月底，在制
造出最后一批氯胺酮后，陈建文将氯胺酮运
至合浦县廉州镇某小区3栋1B3车库存放。

2013年12月15日20时许，陈建文受
蔡志雄指使，伙同廖林生向他人贩卖氯胺
酮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陈建文驾驶
的面包车内查扣氯胺酮 19862 克。随后，
公安人员在该小区 2 栋 1 单元 102 室抓获
周育强、翁火胜，在该室陈建文居住的房间
内查扣氯胺酮 861 克，在上述车库内查扣
氯胺酮125827克，在上述养猪场等处查扣
一批制毒设备和原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依
法对被告人蔡志雄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最高法院对本案予以死刑复核。罪犯蔡志
雄已于2017年5月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组织特殊人群贩毒将严惩

“为牟取高额报酬而组织他人运输毒
品，不同于为挣取少量运费而受人指使、雇
用运输毒品的情形，对前者应当依法予以
严惩。”最高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马
岩说。

近年来，毒品犯罪分子组织、利用孕

妇、哺乳期妇女、艾滋病人、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人员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况时有发生。

杨开水运输毒品案就是在假释考验期内
组织怀孕妇女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且系
毒品再犯。2004年11月18日，被告人杨开
水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2年4月30日被假
释，假释考验期至2014年3月18日止。

2013 年 11 月，杨开水在缅甸老街经
人介绍，商定为一毒贩运输一批毒品到云
南省昆明市，运费为43万元。后杨开水又
与怀孕妇女马某某商定运输另一批毒品到
昆明市，运费为40万元。杨开水与同伙商
议后，确定驾驶两辆轿车共同运输毒品，所
得报酬均分。此后，杨开水与黄某某和怀
孕妇女杨某甲驾乘一辆起亚牌轿车，卢某
某与另一名怀孕妇女等人驾乘一辆英伦牌
轿车在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先后接应受
莫某某指使参与运毒的怀孕妇女杨某乙和
马某某，以及二人携带的装有毒品的行
李。公安人员在酒店抓获杨开水等人时，
查获海洛因共计 37140 克、甲基苯丙胺片
剂共计10467克。

据最高法院通报，本案由云南省曲靖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最高法院对本案予以死刑复核。罪犯
杨开水已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被依法执行
死刑。

最高法院 2016 年 4 月份发布的《关于
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明确，将“组织、利用特殊群体人员实施
毒品犯罪的”增列为“情节严重”情形，依法
升格适用法定刑。

根据法律规定，贩卖少量毒品的应当
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但根据上述
司法解释规定，具备组织、利用特殊群体人
员实施毒品犯罪这个情节的，就应当在3年
到7年实行法定刑的升格处理。这进一步加
大了对具有这类情节犯罪分子的处罚力度。

“寄生”网络成毒品犯罪新特点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互联网支付、物流
配送等配套服务越来越便捷。一些不法分
子“寄生”互联网，在网络交流平台上散布
涉毒信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毒品交
易，这已成为毒品犯罪的一个新特点。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间，被告人
臧吉喆与赵某、徐某某通过QQ或者微信联
系后，假借淘宝购物或者以支付宝转账的
方式，分别向二人购买甲基苯丙胺（冰毒）
共计 250 克用于贩卖。其中，臧吉喆假借
淘宝购物的方式，3次向赵某购买甲基苯丙
胺共计180克；假借淘宝购物及直接以支付
宝转账的方式，2次向徐某某购买甲基苯丙
胺共计70克。2016年1月15日，公安人员
抓获臧吉喆，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4.53克。

江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
人臧吉喆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上述案件中，法院判处被告人刑期的
同时，还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人
民法院进一步加大了对毒品犯罪经济制裁
力度的结果。日前发布的《人民法院禁毒
工作白皮书》提到，近年来，人民法院特别
注重从经济上剥夺毒品犯罪分子再犯罪的
经济能力。

五花八门的涉毒犯罪难逃法律制裁——

治理毒品犯罪需综合施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
害，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
民族兴衰、人民福祉。近年
来，各地坚决贯彻中央决策
部署，创新禁毒理念、管控措
施、缉毒战法、宣传方法，大
力整治突出毒品问题，一些
地方毒情形势明显改观，人
民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度明
显提升。

然而，受到全球毒品问
题持续泛滥“大环境”的影
响，当前我国毒品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一些地方毒品制
造、走私、中转、集散、滥用等
问题严重的情况仍未改变。
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坚
决遏制制毒贩毒吸毒高发蔓
延态势，是各地各有关部门
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应该看到，在禁毒战线
上，广大禁毒工作者特别是
广大缉毒公安民警，不怕牺
牲，舍生忘死地同涉毒犯罪
分子展开殊死斗争，用生命
捍卫人民幸福安康、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但是，面对公
安部门持续深入的禁毒斗
争，一些毒贩子没有丝毫收
敛，反而变本加厉，贩毒渠道
更加隐秘，行为更加猖狂，危害程度更加严重。

要想彻底拔掉毒根、铲除毒患，必须坚持打击、
管控、戒毒、康复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禁毒是系统工
程，既是党和政府、执法部门的重要工作，也是动员全
社会力量参与才能做好的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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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效打击。
要综合采取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等源头性、综合性、
系统性措施，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个人三方的优势和
特点，织密以依法打击为重点、多方参与、共管共治的
立体防控治理网，巩固并扩大禁毒成果。

全民禁毒，预防为本。毒品易沾难戒，预防“第
一口”尤为重要。当前，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毒品
存在认识误区，追求感官刺激，忽视毒品危害，一些
娱乐明星吸毒屡被曝光，更是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这些都表明，当前禁毒预防宣传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必须切实提高预防教育的实效，突出抓好青少年等
重点人群的预防宣传教育，形成全民禁毒的社会氛
围，铲除毒品违法犯罪的生存土壤。

对毒品“零容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坚守的
态度和责任。每一个人，既是禁毒工作的宣传员，也
是监督员，更是执行者。只有不断增强全民禁毒意
识，坚定广大群众与毒品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不
给毒品留任何的滋生空间，才能从源头上彻底铲除
毒根，最终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全民禁毒

铲除毒根
董

磊

江苏口岸首起恰特草走私案件日前在连云港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南京海关缉私部门今
年查获的首起毒品走私案。

恰特草又称“东非罂粟”“阿拉伯茶”，是一种产
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区、形似苋菜的新型毒
品。恰特草含兴奋化学物质卡西酮，长期嚼食会染
癖成瘾，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被世界卫生组织归
类为Ⅱ类软性毒品。

今年 1 月 22 日，一批从非洲寄往连云港市东海
县的国际邮包引起了南京海关隶属金陵海关驻邮局
办事处关员的注意，经X光机检验，某种植物制品图
像清晰地呈现在显示屏上。与此同时，北京海关传
来消息，另一批自埃塞俄比亚寄往连云港市东海县
的国际邮包内装物品也疑似为毒品恰特草。

相同的目的地、相似的邮递物品⋯⋯南京海关
缉私警察将目标锁定“毒品”。在南京海关缉私局统
一指挥下，连云港海关缉私分局与连云港市公安局
确定了联合办案、分工协作、共同打击的总体思路，
摸排侦查工作迅速开展。

在办案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以连云港市东
海县为中转地的跨国毒品走私网络显露出来。1月
26日，嫌疑人高某在东海县邮局取件时被等候多时
的缉私警察和公安干警抓获。同时，50多名办案人
员在邮局、高某住所等处同时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
获涉毒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国家管制的精神
药品恰特草20包，总计约340千克。

随着案件侦办的深入，办案人员奔波在江浙两
地，经过长期艰苦的侦查取证，该团伙在浙江义乌等
地走私、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逐一暴露，涉案毒品恰
特草逐步扩至 1898 千克，一个利用邮递渠道走私、
运输、贩卖恰特草的犯罪团伙被彻底摧毁。

据连云港海关缉私分局介绍，犯罪嫌疑人高某
为牟取非法利益，伙同非洲某国人 Murad 等人，多
次以伪报品名方式从非洲将毒品恰特草邮寄进境，
经北京、南京、连云港后，由高某、李某等作为收件人
在连云港东海县收货，再转寄到Murad指定的浙江
义乌等地的国内地址，最后通过伪瞒报、夹藏等方式
走私至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销售牟利。

2014年我国将恰特草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
（2013版）》，与冰毒、氯胺酮等一同作为第一类精神
药品。我国已将恰特草纳入毒品打击范围，凡种植、
持有、贩卖、走私、服食恰特草均属违法犯罪行为。

截获“东非罂粟”
江苏摧毁一利用邮递渠道贩毒团伙

本报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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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特色禁毒之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
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专
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禁毒
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党中央、
国务院专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禁毒工
作的意见。

5年来，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72.4
万起，缴获各类毒品370吨，抓获犯罪嫌疑
人53.4万人；全国共强制隔离戒毒145万人
次，社区戒毒康复122万人次，3年未复吸人
员达到141万名；全国27万所学校面向2.1
亿在校学生开展毒品预防专题教育，有效遏
制新吸毒人员滋生；各项国际联合扫毒行动
共破获案件1.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
万名、缴获毒品22.7吨⋯⋯

主动进攻、重拳出击，严打
毒品犯罪

2014 年 10 月份至 2015 年 3 月份，在
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
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城禁毒会战。经
过各地公安机关半年艰苦奋战，会战取得
了重大战果，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有力促进了毒品形势和治安形
势好转，实现了既定任务目标。

这只是全国禁毒战线主动进攻、严打
毒品犯罪的一个缩影。5年来，各地区、各
部门深入开展“扫毒害、保平安”、“肃毒
害、创平安”、打击海上毒品犯罪等禁毒专
项行动，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主动进攻
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禁毒部门创新
打击制毒犯罪工作机制，加强对制毒案件
线索研判，全链条、全环节打击制毒犯罪
活动，逐步探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具
有中国特色的联合打击制毒犯罪工作机
制。2015 年以来，已破获制毒犯罪案件
606起，捣毁制毒厂点659个，抓获制毒犯
罪嫌疑人3955名。

针对境外毒品渗透加剧的情况，建立
完善“5·14”堵源截流工作机制，整合各部
门各警种资源，加强情报交流和执法协作，
推进数字化边境堵源截流体系建设，推行
物流寄递实名制，严密毒品查缉网络。

深入推进网络扫毒工作机制，认真落
实《关于加强互联网禁毒工作的意见》和

《中国互联网禁毒公约》，部署全国公安机

关先后 2 次开展网络扫毒统一行动，共侦
破网络涉毒案件 1.5 万起，缴获毒品 4.3
吨，清理删除非法涉毒信息6.5万余条，有
效遏制了网上涉毒问题快速蔓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禁毒部门强化
各级毒品目标案件侦办，积极开展“网上研
判”“网上作战”，切实加大破案攻坚工作力
度，部署各地深入开展跨区域整体作战和
多警种合成作战，全国破获部级毒品目标
案件3554起，抓获制毒“宗师”肖积合等一
批毒枭。同时，我国积极推动新精神活性
物质管制立法，建立完善管制机制，强化执
法打击，务实开展国际合作，先后与 20 余
个国家开展新精神活性物质执法合作，成
功破获“湖北张正波案”等一批有国际影响
的案件。目前，我国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
质已达138种。2016年以来，捣毁新精神
活性物质非法生产窝点 8 处，缴获已列管
新精神活性物质1753公斤、非列管新精神
活性物质及其原料近10吨。

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治，
探索禁吸戒毒工作中国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禁毒部门探索
推进中国特色戒毒康复模式，全面加大吸
毒人员发现管控和戒治安置力度，深入实
施社区戒毒康复工程，着力加强吸毒人员
网格化服务管理，亮点纷呈。据了解，目
前，全国已建立社区戒毒工作机构 3.2 万
个，配备专兼职禁毒社会工作者5.2万名，
正在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39.6万名，推
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迈出新步伐。

各地组织开展吸毒人员大排查，规范
和完善“重嫌必检”机制，推进吸毒人员网
格化服务管理，积极开展涉网吸毒人员动
态管控试点，探索推行吸毒人员风险评估
分级分类管控措施，对演艺人员涉毒开展
整治，集中开展“毒驾”治理。5年来，全国
共查获吸毒人员412.6万人次。

各地规范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加大
吸毒人员收戒力度，推动解决病残吸毒
人员收治难问题，全国共强制隔离戒毒
145万人次，正在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36.4 万名。全国已设立 773 个戒毒药物
维持治疗门诊，600 余个延伸服药点，
在治人员 15.9 万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
安置得到积极促进，全国已建立戒毒康

复人员就业安置基地 （点） 836个，累计
安置社会面阿片类戒毒康复人员 54 万
名，就业安置率达到35.5%。

坚持预防为本、防范为先，
禁毒预防教育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禁毒委员会相
关部委联合下发一系列规划，不断完善全
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各地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
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禁毒氛围。2016
年，全国新发现 35 岁以下吸毒人员同比
下降 19%。5 年间，全国 27 万所学校面向
2.1 亿在校学生开展毒品预防专题教育，
有效遏制了新吸毒人员滋生。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大力推进，突出
“青少年和合成毒品”的禁毒宣传教育重点，
建立涉毒青少年数据库和心理干预帮教服
务团队，部署开展学校毒品预防教育“五个
一”活动，组织开展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
赛和大学生辩论赛⋯⋯一系列预防教育活
动，有效提高了青少年学生的禁毒意识。

电视剧《湄公河大案》、电影《湄公河
行动》等禁毒影视作品脍炙人口，全国禁
毒微视频摄影大赛、全国禁毒公益广告作
品征集展播等大型禁毒宣传活动使禁毒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禁毒数字展览馆、禁
毒微信公众平台、政务微博、禁毒手机报
等新平台成为禁毒工作的新阵地。

坚持务实高效、互利共赢，
为世界禁毒工作贡献中国力量

合作就是战斗力。中国政府一贯重
视禁毒国际合作，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认真履行国际禁毒公约，围绕国内禁毒斗
争和外交大局，加强情报交流，深化办案
合作，推动禁毒国际合作取得更加务实的
成效。5 年来，各项国际联合扫毒行动共
破获案件 1.6 万起，我国主办的多边外警
培训项目达 40 余个、培训国外禁毒官员
1300余名。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主任、公安部
部长郭声琨率团出席 2016 年世界毒品问
题特别联大，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禁
毒立场和政策主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

度关注和广泛认同，树立了我国在国际禁
毒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参加联
合国麻醉品委员会和特别联大筹备会议，
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三大公约为核心的国
际禁毒体制，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框架
下参与国际禁毒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积
极参与并引领东亚次区域、东盟和中国、
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框架下禁毒合作，已
与20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签订了24个政
府间禁毒合作文件，与 12 个国家禁毒部
门签订了14个部门间禁毒合作文件。

我国推进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
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等“一带一路”相关重点国家的禁毒合作，
开展执法合作、人员培训、禁毒援助、互访
交流。加强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新西
兰等国情报交流和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
国毒品犯罪活动。

加强与联合国毒罪办等国际组织合
作交流，将向联合国禁毒捐款由 50 万美
元提高到 100 万美元。与缅甸、老挝、越
南等国联合设立边境禁毒联络官办公室，
积极组织打击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的“平
安航道”联合行动及区域性双多边禁毒执
法专项行动。积极推动对周边重点国家
的禁毒援助，在缅北、老北地区开展罂粟
替代种植，加快替代种植示范项目建设。

利用国际合作渠道，组织专门工作
组，成功从越南、斐济押解王征云、陈国明
等重大外逃毒品犯罪嫌疑人。组织驻华
警联 24 名执法联络官赴广东省考察禁毒
工作，召开外国驻华执法联络官专项禁毒
工作座谈会，承办联合国禁毒预防教育研
讨会，宣传我禁毒工作努力。

5年来，各地禁毒部门不断完善禁毒
法律体系，健全完善禁毒工作绩效综合
考评制度，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加强禁
毒经费、装备、基础设施以及科研建
设，大力表彰禁毒先进模范，加强教育
培训，禁毒民警队伍整体素质和实战能
力显著提升。

禁毒工作离不开各地区、各部门的通
力合作，离不开广大禁毒民警和禁毒工作
者的接力奋斗，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和
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希望“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各地各有
关部门继续持之以恒地深入推进禁毒人民
战争，不断提高治理毒品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禁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