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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禁毒防线  守护一方净土
我市多措并举推进禁毒工作

本报记者 杨青

全覆盖宣传预防、全链

条打击毒品犯罪……近年

来，我市聚焦创建全国禁毒

示范城市目标，坚持“严抓、

严防、严控、严打、严管”，创

新工作思路，打造“五位一

体”社会化禁毒工作“宝鸡

模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打赢打好禁毒人民战争。近

日，我市被正式命名为首批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是陕

西省唯一获命名城市。这不

仅推动全市禁毒形势呈现

稳中向好的态势，也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加

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紧抓宣传教育 全覆盖预防
禁毒宣传教育是极其

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我市

分层次、分重点开展形式多

样的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提

高群众防范意识。利用传统

媒体和“两微一端”、抖音

等新兴媒体，以及公交车

身、LED 屏、路牌灯箱等

载体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和

创建工作。先后组织开展

了国际禁毒日、禁毒网络

宣传直播等活动，并结合

“国际马拉松赛”、青岛啤

酒节等大型活动植入禁毒

宣传元素，深化宣传效果，

全民禁毒知识知晓率和禁

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分别达

到 97.4% 和 96%。

青少年防范意识弱、好

奇心强，很容易成为不法分

子的侵害对象。对此，我市面

向全市中小学开展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1234 工程”，

目前，全市所有学校均将毒

品预防教育纳入学校常规课

程，禁毒预防示范学校均已

建成禁毒图书角和禁毒教育

园地，全市毒品预防教育数

字化平台接入学校 680 所，

建成各类禁毒教育基地 33

个，无毒学校占比达100%。

狠抓缉毒破案 全链条打击
破获毒品案件 792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948 名，缴

获各类毒品 46 公斤……创

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活动

开展以来，我市交上了一份

优异的禁毒答卷。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

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我市

依托公安大数据侦查中心，

构建以数据研判引导禁毒

精确打击的合成作战新模

式，先后组织开展“两打两

控”“秦盾”“雷霆”“净网”等

系列行动，全市公安禁毒部

门成功破获多起部省级目

标案件。同时，开展涉毒资产

核查工作，先后查实没收魏

某某贩毒案涉毒资产 22 万

余元、孙某某贩毒案涉毒资

产 36万元。建成省级毒品检

查站 2个、市级毒品实验室

1个、禁毒情报中心 1个。出

台《宝鸡市吸毒人员分级分

类管控评估工作办法》，对新

发现吸毒人员、本地毒品价

格、破获毒品案件、缴获毒品

数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为全市禁毒工作开展提供

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提升

毒品案件打击效能。

突出重点整治 全网络管控
为打好这场没有硝烟

的“持久战”。我市加强依法

查处和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持续开展吸毒人员摸底排

查。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共查

处吸毒人员 3950 人，强制隔

离戒毒 2293 人。打造“五位

一体”社会化禁毒工作宝鸡

模式，截至目前，全市 116个

镇街全部建立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中心，社区戒毒、康复

报到率、巩固率均达 90%以

上。建成吸毒人员网格化管

理平台，录入管控吸毒人员

8200 余人，实现以信息化为

支撑的市、县、镇、村四级网

格服务管理体系全覆盖。加

强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

日常监管，将全市所有易制

毒化学品相关企业全部纳

入陕西省易制毒化学品监

督管理平台，入网登记和监

督核实率达到 100%。加强

精麻药品监管，严格落实精

麻药品药用类与非药用类

分类列管制度，加大对非法

种植毒品原植物的监督巡

查力度，目前，未发生精麻药

品流失案件。

禁毒工作事关人民幸

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自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我市按照构建

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全环

节管理服务吸毒人员、全链

条打击毒品犯罪、全要素监

管制毒物品、全方位监测毒

情态势、全层级落实禁毒工

作责任的“六全”中国特色毒

品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以

“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为

引领的新时代禁毒工作新

路子。今后还将持续巩固创

建成果，全面提升毒品治理

能力和水平，不断夺取新时

代禁毒人民战争新胜利。

学习百年党史
 坚定四个自信

市委政法委机关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辅导

本 报 讯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到底是什么? 它从哪里来?

我们为什么选择它?4 月 29 日

下午，一场精彩的党史专题辅

导，让市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坚定了“四个自信”。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市委政

法委邀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

室副教授杨娟珍给机关全体党员

干部作党史专题辅导，并组织大

家进行学习体会交流。杨娟珍以

《来之不易的选择——从社会主

义建设史看道路自信》为题，围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

初探、正式开辟、成功实践和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个方面，紧密结合当前党史学

习教育实际，以独特的视角，运用

翔实的数据、生动的事例，系统阐

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

其科学内涵，详细解读了如何筑

牢政治忠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辅

导授课主题鲜明、内涵丰富，讲解

透彻、发人深省。

经过交流座谈，大家纷纷表

示，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仰

信念，准确把握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

标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认

真研读党史重要著作，潜心抓好

自我学习，坚持真学深学细学，

全面掀起学习教育新热潮 ；要把

党史学习教育与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化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政法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等重点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以昂扬的斗志、饱满

的精神，奋力推动全市政法工作

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 100 周年。

（李远谋 王兴广）

模拟法庭法槌响
学生变身大法官

本报讯 “现在开庭——”随

着“审判长”清脆而有力的声音，

一场由小学生扮演审判长、书记

员、公诉人、辩护人、法警等角色

的模拟法庭正式开庭。在金台区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宝

鸡市合力学校学生们通过角色

体验，开启了人生第一段与法院

零距离接触的难忘时光。

近日，宝鸡市合力学校 30 余

名师生受邀走进金台区人民法

院，参加“法院开放日”活动，全

面深入了解人民法院工作，“零距

离”感受法治文化和精神。活动现

场，金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副庭长柳妍带领师生参观了科技

法庭、少年法庭及候审室，向来访

师生讲解了法院的工作职责及刑

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同时介绍

了金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职

能和特色亮点。同学们一边参观，

一边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柳

妍一一予以解答。柳妍还结合审

判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中高发的

盗窃、抢劫、聚众斗殴以及未成年

人被侵害等典型案例，用浅显易

懂的语言向同学们开展普法教

育，提醒同学们在人身权益遭遇

侵害时，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活动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

纷纷表示，这堂生动实用的法治

课极大地提高了大家的安全意

识和法律意识。 本报记者 杨青

田勇：铁肩担道义  忠诚铸警魂

“人民利益无小事，既然

选择从警的道路，就要时刻

把为人民群众服务放在第一

位。”从警 33 年来，田勇时刻

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警察为

人民”的铮铮誓言。

田勇是陈仓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大队长。在田勇眼中，

案件没有大小，只有能破不能

破。多年来，破大案、快破案、

多破案一直是田勇对自己的

要求。刑侦工作就是破案，每

天只要有时间，田勇就分析研

判案情，想到什么就立即在纸

上记下来。为了查破一起案

件，寻找案件突破口，田勇和

战友们经常日夜酣战，不知

有多少个夜晚，为了在监控录

像中寻找到犯罪分子的蛛丝

马迹，他们通宵达旦趴在电脑

前。33 年来，田勇参与破获

刑事案件 9800 多起，其中重

大案件 3000 多起，为国家、集

体和群众先后挽回经济损失

达 3000 余万元，被群众誉为

“刑侦破案的好猎手，守护平

安的好卫士”。

从警以来，田勇一直坚

持奋战在侦查第一线，深入

研究高科技、新业态条件下

侦查破案新途径新战法。每一

起案件的成功侦破，都渗透着

田勇大胆创新的智慧和敢为

人先的勇气，特别是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他的表现尤为

突出。2018 年 12 月，田勇组

织破获省督“7·15”罗某等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成功

打掉了一个以罗某为首，组

织体系完整、为恶一方的 26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证

据卷宗 66 册，起诉意见书长

达 49 页，追缴违法所得 150

万元，扣押冻结资产 1600 余

万元。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响以来，他和同事累计打

掉 26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1

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2 个、恶

势力犯罪团伙 3 个。

近年来，田勇先后被授

予第二届“宝鸡市优秀青

年”、第三届宝鸡市“十大卫

士”、百杰警官、“十佳”政法

干警等荣誉称号，并多次立

功。2020 年 12 月，获 得 全

国公安系统第二届“热血铸

剑，丹心为民”百佳刑警荣誉

称号。

成亮：履险蹈危硬骨头 寻亲助孤重团圆

政法先进风采展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杨青采写）

烧饼中添加泡打粉，
老板被判刑！

以案说法

为了一点小利，竟然选择

铤而走险，扶风县一馍店店主

张某因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经扶风县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后，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 5000 元。

 案情回顾
2019 年 6 月，张某在扶风

县杏林镇开办了馍店，生产、销

售手工馍、烧饼。2020 年 7 月，

张某从别人那里听说往烧饼里

面添加一些泡打粉，吃起来比

较蓬松，于是他网购了香甜泡打

粉 40 包（硫酸铝铵 40%、碳酸

氢钠 38%、碳酸钙 16%、食用香

精 0.05%），并在制作加工烧饼

过程中添加了泡打粉。扶风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馍店的烧

饼进行抽检，经检测，烧饼中铝

残留量为 410mg/kg，不符合

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检

测结论为不合格。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

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

金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检察官说法
张某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

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在加工制

作的烧饼中加入含铝的泡打粉，

并对外出售，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病，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

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

“刑警工作苦了点、累了

点，但是可以除暴安良、扶危

济困，心里踏实，这样的人生

更有意义。”成亮自参加公安

工作以来，用满腔热血诠释着

对警察职业的无比热爱，他是

同事和群众眼中的刑侦专家，

也是帮 400 余人找到失散多

年亲人的爱心大使。

成亮是千阳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的一名刑警。刑警是一

种高危职业，成亮在抓捕穷凶

极恶的犯罪分子中经历过多

少次凶险场面、亲历过多少次

生死考验，连他自己都记不清

了。从警 10 年来，成亮先后参

与侦破杨某某贩卖毒品案、谭

某某故意杀人案、“11.21”特

大电信诈骗案等重大刑事案

件 8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6

名，抓获各类逃犯 50 余名。

成亮业务突出、勤奋好

学，多次代表单位到公安部、

陕西省公安厅参加培训，把最

前沿的破案理念带回来传授

给同事们。为了更好地开展工

作，他利用业余时间不断钻研

技战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破

案思路，在案件侦破中成绩突

出。2017 年 8 月，成亮被千

阳县公安局任命为县局合成

作战室主任。

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技术

和丰富的法律知识，从 2015

年起，成亮在工作之余和志

愿者伙伴共同努力，参与全

国 2300 余起寻人查找案例，

帮助 50 余名被拐卖、走失

的孩子找到了父母和家庭，

400 余人找到失散多年的亲

人、朋友、同学或战友。多次

被央视《等着我》节目组邀请

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此外，

他还注册多个网络自媒体账

号，宣传正能量，促进警民关

系，目前拥有粉丝量达到 90

余万人。

近 年 来，成 亮 先 后 荣

获“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基

层民警提名奖”“陕西好青

年”“陕西省第五届道德模

范”等诸多荣誉称号，他用闪

亮的青春书写着“人民警察

为人民”的精彩答卷。

麟游县缉毒民警给学生们展示毒品标本，讲解毒品危害。

学生们在金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

杨青 张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