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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开展新一轮

禁毒人民战争

2008年6月24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

主任孟建柱主持召开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

同志重要批示精神，总结三年禁毒人民战争情况，

分析当前禁毒斗争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禁毒工

作，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

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坚持

禁毒人民战争这一有效形式和基本经验，以巩固和

扩大海洛因治理成果、遏制新型毒品发展蔓延为重

点，扎扎实实地做好禁毒宣传教育、禁吸戒毒、堵源截流、缉毒执法、禁毒重点整治等各项工

2008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要认真总结经验，针对新形

势、新问题、新特点，坚持搞好综合治理，继续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要下大力气，在宣

传教育、依法严打、科学戒毒、强化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以实施《禁毒

法》为契机，加强禁毒执法，努力开创禁毒工作新局面。

2008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现场

中央领导同志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国家禁毒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  研究全国禁毒工作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孟建柱在国家禁毒
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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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日，国家禁毒委员会下发

通知，就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

示精神，深入推进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做出

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

分认识三年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显著成效和

当前禁毒斗争形势，切实把禁毒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坚定不移地把禁毒斗

三年禁毒人民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显

著成效，关键在于形成了党委和政府统一领

导、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部门齐抓共

管、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局

面，有效构建了综合治理毒品问题的禁毒人

民战争工作格局。三年禁毒人民战争的实践

充分证明，开展禁毒人民战争，是充分发挥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调动各方面力量，

整合各方面资源，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

社会力量解决毒品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禁毒工作基本经验，

是禁毒工作需要长期坚持的有效形式和指导

思想。

国家禁毒委员会下发通知  

部署深入推进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

作，全面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发展，努

力实现我国禁毒斗争形势持续好转，在新的

起点上开创禁毒工作的新局面。

会议认为，自2005年4月部署全国开展

禁毒人民战争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统一部署，紧紧依靠广大

人民群众，充分动员社会力量，精心组织禁

毒预防、禁吸戒毒、堵源截流、禁毒严打、

禁毒严管五大战役，推动禁毒人民战争全面

深入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预期目

标。经过三年的禁毒人民战争，有效遏制了

毒品来源、毒品危害和新吸毒人员大量滋

生，扭转了一些地方毒情严重的状况，禁毒

斗争形势整体上有了明显好转，出现了“金

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大幅下降、缅北地

区海洛因流入我境明显减少、国内消费市场

海洛因供应明显紧缺、重点易制毒化学品走

私出境明显减少、国内非法种植罂粟基本禁

绝、现有海洛因消费规模逐步萎缩、新滋

生吸食海洛因人员增幅明显减缓、海洛因

造成的社会危害明显减轻等一系列重大可

喜变化。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中）看望慰问戒毒人员

海关总署召开全国海关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电视电话会议

争推向深入持久，努力实现我国禁毒斗争形势的持续好转。要

全面加强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进一步遏制新吸毒人员滋生；全

面改革、深化禁吸戒毒工作，进一步减轻毒品社会危害；全面

加强缉毒执法工作，进一步解决境内外毒品来源问题；全面加

强禁毒管理工作，进一步减少易制毒化学品和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流失；全面加强禁毒国际合作，进一步推进禁种除源战略

取得更大成效；全面做好奥运赛区禁毒工作，进一步为北京奥

运会创造无毒环境。要深入贯彻实施《禁毒法》，进一步加强

对禁毒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将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总体规划，逐步解决一些长期困扰禁毒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问题，为全面实施《禁毒法》、进一步推动禁毒工作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召开禁毒执法工作联席会议  深入贯彻国家禁毒委员会议精神

禁毒执法工作联席会议

2008年11月6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召开了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边防管理局、刑

事侦查局、监所管理局、交通管理局、铁道部公安局、交通部公安局、民航总局公安局、国

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及安全部和总参谋部等有关

部门和警种负责人参加的禁毒执法工作联席会议，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缉毒执法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通报全国缉毒执法工作情况和禁毒斗争形势，研究部署打击毒品犯罪、深入推

进禁毒人民战争的任务和措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

瑞要求有关部门、警种要进一步发挥整体联动、协同作战的机制优势，积极履行各自职责，

进一步完善陆海空邮立体防控体系，加强禁毒情报信息搜集和利用工作，迅速掀起打击毒品

犯罪的新高潮，全力打好禁毒人民战争的总体仗、联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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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禁毒法》

为了贯彻实施《禁毒法》，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禁毒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动各

成员单位依法履行禁毒职责，国家禁毒委员会建立了禁毒宣传教育、缉毒侦查情报、禁吸戒

毒、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易制毒化学品管制、解决境外毒源地问

题基本政策研究、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和发展

替代产业等8个工作小组，并修订了成员单

位禁毒职责。司法部、卫生部、农业部、国

家林业局等国家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下发或

转发了贯彻实施《禁毒法》的意见、通知。

财政部、公安部将中央补助地方禁毒专款由

2007年的3.3亿元增至2008年的5亿元，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公安部、司法部规划投

入2.17亿元用于补助全国地方戒毒康复场所

试点项目建设。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禁毒工作由此进入

到了依法全面推进的新的历史阶段，对全面推动我国禁毒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统一部署，全面掀起贯彻实施《禁毒法》的热潮，为全

面推进新形势下的禁毒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贯彻实施《禁毒法》  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机制建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贯彻实施《禁毒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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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政府把贯彻实施《禁毒法》

作为2008年禁毒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主要

领导普遍作出指示，专门下发通知作出部

署。各地依法将禁毒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普遍调整了禁毒委员会领导机构，建

立了党委、政府分管同志任主任的禁毒委员

会，调整充实了办事机构，落实了禁毒工作

责任制，加大了对禁毒工作的经费投入，完

善了禁毒工作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保障

机制，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禁毒工作的全面

开展。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了《禁毒法释义与实务指南》，举办了《禁毒法》全

国骨干师资培训班和全国禁毒总队长《禁毒法》及禁毒业务培训班。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

《禁毒法》纳入年度培训计划，采取举办专题培训班、专题报告会、远程教学以及自学与集

体学习相结合、专题辅导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等方式，组织禁毒执法人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以及禁毒志愿者、禁毒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基层工作者，集中开展《禁

毒法》及禁毒相关业务学习、培训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禁毒执法人员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

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为贯彻实施禁毒法打下了良好基础。

组织开展《禁毒法》学习培训活动

有效提高了依法禁毒能力和执法业务水平

山西省《禁毒法》宣传进校园

公安禁毒部门《禁毒法》培训班2008年3月全国《禁毒法》及禁毒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司法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

拟订了《戒毒条例（草案）》，报请国务院

审议。公安部专门下发了做好新旧戒毒体制

衔接问题的通知，制定了责令社区戒毒决定

书、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等配套法律文书，

拟订了《吸毒人员登记办法》和《吸毒检

测程序规定》。卫生部组织有关专家研究拟

订了《吸毒成瘾认定办法》和《戒毒医疗管

理办法》，正在进行论证、修改和完善。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制定《禁毒法》

配套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

章工作，进一步推动了《禁毒法》的贯彻落

实。同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开展《禁

毒法》集中宣传、推行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

试点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制定完善《禁毒法》配套法律法规 

 进一步健全禁毒法律体系

甘肃团省委和禁毒办联合组织禁毒志愿者开展《禁毒法》宣传

河北省唐山市开展《禁毒法》宣传

浙江省杭州市《禁毒法》宣传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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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设立了1000余个《禁毒法》宣传站点；

四川省充分利用节假日和外出人员返乡等重

点时段开展《禁毒法》宣传；湖南、浙江、

河南、吉林召开了《禁毒法》实施新闻发布

会；浙江、重庆、河南、湖北、安徽、吉

林、新疆、海南、福建等省区开展了《禁毒

法》知识竞赛；天津、辽宁、福建、山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持把宣传《禁

毒法》作为2008年禁毒宣传工作的重点，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禁

毒法》不断深入人心。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组织相关部门编制、拍摄了《〈禁毒法〉

宣传教育读本》、宣传教育片、电视和广播

版公益广告、招贴画、挂图，协调新闻单位

播放并分发至各地；会同中国禁毒基金会联

合举办了全国《禁毒法》知识网络竞赛活

动，参与网民达25万余人。2008年10月—

12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

展为期3个月的《禁毒法》集中宣传行动，

积极推动《禁毒法》宣传进社区、进学校、

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农村。各地、

各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

络等媒体，通过召开《禁毒法》专题宣传策

划会、新闻发布会、制作电视新闻专题片和

公益广告、举行知识竞赛等形式加大宣传力

度，在全社会掀起了宣传、学习《禁毒法》

的热潮。北京市在机场、铁路、长途客运、

地铁车站、物流、邮政、检查站等场所广泛

开展《禁毒法》宣传；上海市发行了印有

《禁毒法》内容的地铁单程票30万张；黑龙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禁毒法》  

营造了全社会学法知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湖南省怀化市禁毒志愿者开展《禁毒法》宣传活动

河南省三门峡市《禁毒法》宣传进社区

全国禁毒部门紧紧围绕三年禁毒人民战争成效、《禁毒法》实施、新一届国家禁毒委员

会全体委员会议、平安奥运等中心工作，以“依法禁毒，构建和谐”为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

多彩、扎扎实实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掀起禁毒宣传教育高潮，有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识

毒、拒毒、防毒意识和参与禁毒工作的热情，为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营造了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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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部署各

地紧紧围绕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明

显成效，紧紧抓住“6·1”《禁毒

法》实施、“6·3”虎门销烟纪念

日、“6·26”国际禁毒日这几个重

点时期，会同广电、公安宣传等部

门，积极协调中央及地方新闻媒体，

深入开展宣传报道，广泛宣传中央

领导同志作出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决

策的重大意义，宣传三年来全国禁毒

人民战争取得的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宣传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的先

进事迹，形成了电视、广播、报刊、网络媒体的宣传联动，迅速掀起了禁毒宣传的高潮。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播出了中央领导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召开国家禁毒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议的消息，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采取新闻、专题、专栏等多种形式，对三年禁毒人

民战争成效进行了全方位、高频率的宣传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年开展“禁毒宣传

周”活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中央各广播机构制作播出相关新

上海市禁毒办在东方广播电台开设《禁毒先锋》广播节目

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等地还分别以拜年信、电影巡映、文艺汇演、禁毒成果展、

宣传车队、手机短信等方式广泛宣传《禁毒法》，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宣传《禁毒法》的

热潮。

          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  

深入宣传三年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显著成效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国新办召开
               禁毒人民战争新闻发布会

“我和全国禁毒展”网上有奖征集活动

闻报道7300余篇、专题节目380余期、播出影视剧20余部。为向国际社会宣传我国禁毒工作

成效，6月25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通报了

《禁毒法》颁布实施情况和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成效。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还联合公安部

宣传局、中国禁毒基金会、人民网、公安部政府网开展了网上“我和全国禁毒展有奖征集”

活动。各地也积极协调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禁毒人民战争成果。黑龙江省举办了历时1个月的 

“禁毒宣传龙江行”活动；吉林省组成新闻记者采访团对禁毒宣传活动进行跟踪报道；贵州

省禁毒办联合省电视台制作播发了反映全省禁毒人民战争的纪实片；河南省举行了禁毒人民

战争成果展；内蒙古、天津、山东、重庆、辽宁、河南、宁夏等地举行了禁毒人民战争新闻

发布会，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组织开展大型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全面掀起“6·26”禁毒集中宣传高潮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紧紧抓住“6·26”国

际禁毒日这一有利契机，

会同公安部宣传局、北京

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大型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6月26

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

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

孟建柱在国务院副秘书

长、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

任汪永清，国家禁毒委员

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

张新枫陪同下，专程到北京宣武医院看望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全国缉毒英雄罗金勇、罗映珍夫

妇，并深入到宣武区陶然亭街道红土店社区视察社区禁毒工作。各地以“依法禁毒、构建和

谐”为主题，精心策划“6·26”大型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营造了国际禁毒日期间的浓厚禁毒

氛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视察了上海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辽宁、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左一）视察北京市社区禁毒工       
作，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汪永清（左三）陪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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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天津、山东、河南、江西、宁夏、新疆等大多数地区党政主要领导都以不同形式参

加了“6·26”禁毒宣传活动；全国妇联专门下发通知部署开展了国际禁毒日期间的禁毒集中

宣传活动；北京市开通了“北京禁毒在线”英文网站，甘肃省举行了青年禁毒志愿者“重走

长征路禁毒宣传行”活动，宁夏自治区举办了全区职工“拒绝毒品、健康一生”启动仪式，

湖北省举办了禁毒公益广告创意大赛，贵州举办了大型禁毒文艺晚会，青海省举办了国际禁

毒日交响音乐会，山西举办了禁毒动漫创意大赛，四川、陕西等地深入灾民安置点开展禁毒

宣传，浙江、重庆、黑龙江、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举行了毒品焚烧仪式，在全社会掀起

了禁毒宣传的高潮。

北京市委副书记、禁毒委员会主任王安顺启动开
通“北京禁毒在线”英文网站

青海省举办禁毒主题交响音乐会

四川省在地震灾区灾民安置点开展禁毒宣传

        围绕服务平安奥运  

集中开展奥运禁毒宣传教育专项行动

湖南娄底召开平安奥运倒计时一百天禁毒宣传活动

为做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安全保

卫工作，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部署各地特别

是涉奥城市禁毒部门以实现“平安奥运”为目

标，集中开展多种形式的禁毒宣传活动，努力

为奥运会成功举办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7月9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做客中国网“中国访

谈”栏目，围绕“奥运与禁毒”话题与网友进

行在线交流，赢得了广大网民对奥运期间禁毒

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公安部禁毒局在全国组织

了迎奥运倒计时一百天奥运安保主题日系列宣

传活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大连、秦

皇岛等6个奥运赛区城市统一举行了“平安奥

运，人人有责——禁毒我参与”主题禁毒宣传

活动。期间，天津市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迎奥

运、树新风——天津市百场禁毒电影与展览巡

映”活动，辽宁以网吧为重点启动了奥运安保

禁毒宣传周活动，安徽开展了以“共携手远离

毒品，迎奥运健康娱乐”为主题的全省娱乐场

所禁毒承诺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北京市召开“平安奥运”禁毒志愿者誓师大会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

杨凤瑞做客中国网就“平安奥运”主题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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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宣传、

教育、文化、新闻、广电、公安、司法、

法院、检察院、工商、工会、共青团、妇

联等部门，认真贯彻《全民禁毒教育实施

意见》、《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大

纲》，广泛开展“不让毒品进校园”、“青

少年远离毒品”、“不让毒品进我家”、

“职工拒绝毒品零计划”等活动，积极推动

禁毒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

场所、进单位、进农村，实现了全民识毒、

拒毒、防毒、禁毒意识普遍提高，涉毒高危

人群抵御毒品能力明显增强和学生不吸毒、

校园无毒品的目标。各级妇联组织以创建妇

女禁毒会等群众组织为切入点，推进对妇女

戒毒人员的帮教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结合针对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开展的“春

风行动”，深入开展农民工禁毒宣传教育。

广泛开展面向全民的禁毒教育  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禁毒意识和水平

甘肃省工会组织深化“职工禁毒零计划”行动

2008年10月,全国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培训班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浙江省教育部门组织广大在校学生参与禁毒宣传

内蒙古乌海市妇联深入社区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禁毒宣传活动

各级文化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娱乐场所的禁毒

宣传和整治工作力度。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制定下发了全年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要点，

联合教育部将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和昆明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确定为全国首批中小学生毒

品预防教育校外实践基地，聘请著名影星成

龙、张丰毅担任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和义

务宣传员，举办了全国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培

训班，切实加强禁毒宣传阵地建设，有力推

进了面向全民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黑龙江省“禁毒龙江行”宣传活动

北京市组织开展“为了明天”大学生禁毒教育主题活动

云南省委常委、省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厅厅长孟苏铁（右）
为著名演员张丰毅（左）颁发省禁毒宣传形象大使绶带

天津市举办大型禁毒集中宣传活动暨天津市禁毒志愿者队伍成立誓师大会

湖北省武汉市星光幼儿教育中心小朋友们参加禁毒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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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举行全省《禁毒法》知识竞赛活动

安徽省合肥市签订娱乐场所禁毒责任书

贵州省举行大型禁毒宣传文艺晚会

河南省举行“6·26”大型禁毒宣传活动

黑龙江省禁毒宣传漫画展

陕西省开展“平安奥运　远离毒品”禁毒宣传活动

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掠影

2008年6月26日，国务委员、国家禁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中）
看望慰问罗金勇、罗映珍夫妇，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
张新枫（右）陪同看望。

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禁毒委主任舒晓琴
在禁毒宣传活动现场讲话

山西省举办首届禁毒宣传海报动漫设计大赛 吉林省“警民同心共战毒品”禁毒文艺演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启动“青少年远离毒品行动月”活动

湖北省举行禁毒公益广告创意比赛 海南省海口市禁毒工作成果展暨“6·26”禁毒宣传活动

北京市举行十大优秀禁毒志愿者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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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部署各地继续加大吸毒人员排

查和信息录入工作，不断完善

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建设，

较为准确地掌握了全国吸毒人

员的状况。截至2008年12月

底，全国上网入库的吸毒人员

为112.67万人，其中滥用海洛

因等阿片类毒品90万人，35岁

以下吸毒人员所占的比例继续

呈现下降趋势。为全力打造“无毒奥运”的社会环境，各地依托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数据库信

息，对吸毒人员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加大对已外流到北京等奥运赛区的本地户籍吸毒人员的

核查、管控力度。1月至9月，全国30个省、区、市排查曾在京暂住的外地籍涉毒人员达8229

名，见面排查北京籍失控吸毒人员3460名，见面劝返、管控吸毒人员3378名。按照公安部

“深圳会议”部署，重点城市公安机关普遍加快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拓展应用建设，实现

了动态管控系统与其他公安信息系统资源整合、联网比对，成为提升发现、打击毒品违法犯

罪能力的新的增长点。截至12月底，全国共有北京、天津、河北等13个省区市全面完成、9个

省区市在部分城市完成拓展应用技术平台建设，通过系统报警查处吸毒人员49833名，带破毒

品案件1712起。各地结合吸毒人员排查行动，大力开展对吸毒成瘾人员的集中收戒，有效减少

了社会面失控吸毒人员，2008年全国共强制戒毒、劳教戒毒、强制隔离戒毒26.4万人。

2008年，各地禁毒部门继续深入推进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建设和戒毒康复场所建设，

积极探索并组织开展社区戒毒（康复）试点工作，不断加大阿片类物质成瘾者社区药物维持

治疗的覆盖面，切实加大对吸毒人员的查控、收治和帮教力度，推动禁吸戒毒工作迈上了新

台阶。

    深入推进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建设  

进一步提升对吸毒人员的发现能力和管控水平

全国吸毒人员动态管控信息维护工作培训班

ANNUAL REPORT ON DRUG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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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二批下达了地方戒毒康复场所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继续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戒毒康复场所工作“要一抓到

底，务求实效。总结经验，以点带面”的重要批示精神，加快推进戒毒康复场所建设工作，

不断探索完善戒毒康复场所的支持性政策。据统计，2006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下达的全国公安

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的70个试点项目中，截至2008年12月，有51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其

中投入使用的共有13个，安置戒毒康复人员近5000名。各地戒毒康复场所积极引进戒毒康复

生产项目，在场所内普遍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基本实现了戒毒康复人员“人人有活干”的目

标。江苏、湖北、重庆、四川、广西、新疆等省（区、市）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强制隔离戒

毒场所还积极自筹资金，依托现有戒毒资源，拓展康复功能，安置戒毒康复人员。

图表1：2008年底全国吸毒人员毒品滥用情况分析 图表2：2001年以来35岁以下吸毒人员所占比例

 加快推进戒毒康复场所建设  

完善戒毒康复场所支持性政策

其他阿片类毒品
2.2%

（24538人）

其他毒品
1.2%

（13234人）

海洛因
77.5%

（877736人）

新型毒品
19.1%

（216525人）

海洛因 新型毒品 其他阿片类毒品 其他毒品(大麻、可卡因、其他）

2008年12月全国公安机关戒毒康复场所工作现场会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

戒毒康复人员参加康复劳动

云南省昆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和谐家园”工业区

在养殖基地工作的戒毒康复人员

与此同时，积极探索支持戒毒康复场所发展的支持

性政策，探索管理经验。目前有12个戒毒康复场所已经

解决了机构和编制问题，成立了专门机构和管理队伍。

海南省三亚市、云南省开远市等地政府都出台了支持戒

毒康复场所发展的优惠政策，海南省三亚市自2007年4

月起，市财政每年拨出60多万元，给留场人员每人每月

发放220元最低生活补贴，解决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问

题，并每年由市政府统一拨款，市劳动就业部门与市公

安局共同组织对200名以上的戒毒康复人员和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

毒康复中心“和谐家园”积极吸纳戒毒康复人员参与家

园管理，成立了戒毒康复中心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管理

公约，有效调动了戒毒康复人员参与戒毒康复场所管理

的积极性。

12月4日—5日，公安部在海南三亚召开了全国公安

机关戒毒康复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海南三亚、云南昆

明和开远、福建漳州、宁夏吴忠等戒毒康复场所工作经

验，并对公安机关进一步推进戒毒康复场所工作进行了

部署。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讲

话指出，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总结经验，

加大力度，全面推进戒毒康复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不断提高禁吸戒毒工作水平。

海南省三亚市戒毒康复农场兰花养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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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法》规定了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等新的戒毒措施，为此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下

发了《关于开展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试点工作的通知》，卫生部、司法部就配合做好社区戒

毒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推进戒毒康复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民政部把

社区禁毒工作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做好对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戒毒人员及其

家庭的救助工作。各地选择有代表性的城市街道和乡镇作为试点开展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

作，基本上确立了以乡镇街道政府为主体，乡镇街道综合治理部门或禁毒办具体实施，招聘

专职工作人员和社工开展具体工作，卫生、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保障等相关部门配合协

作的工作模式，特别是甘肃、浙江两省积累的较为成功的经验，为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

的全面铺开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禁毒法》正式实施后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16363名吸

毒成瘾人员被责令社区戒毒，原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期满的出所人员绝大部分顺利转入了社

区康复。按照《禁毒法》的相关规定，原有的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统一改为强制隔离戒毒，

各地认真做好新旧强制性戒毒措施的衔接工作，主动争取当地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

在强制隔离戒毒经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收戒、公安与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投送工作衔接等方

面主动调研，积极加强协调，因地制宜制定工作对策，确保了《禁毒法》实施后戒毒工作的

顺利衔接，全国公安强制戒毒所和司法劳教戒毒所都顺利完成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挂牌工

作。据初步统计，6月1日《禁毒法》正式实施以来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103359名吸毒成瘾

人员被依法予以强制隔离戒毒。

      深入推进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试点

  认真做好新旧强制性戒毒措施的衔接工作

全国部分省（区、市）社区戒毒工作座谈会 天津市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推动会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社区戒毒工作站挂牌

              深入推进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工作 

                   进一步减轻毒品危害

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美沙酮社区维持治疗工作的要求，各地公安、卫生行

政、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积极做好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的设置、受治人员审批和监控等工

作，推动维持治疗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全国有22个省区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举办了推进社

区药物维持治疗工作的逐级培训工作。浙江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积极协调省级工作组，召开

了全省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工作会议，出台了全省设立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分点的实施标准。新

疆、福建、甘肃等省区公安厅、卫生厅、食品药品监管局组成联合工作调研组，对开展美沙

酮药物维持治疗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和督导，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截至2008年

底，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门诊共计600个，累计治疗病人17.86万人，门诊稳定

治疗9.37万人，有力地促进了戒毒工作成果的巩固，萎缩了毒品消费市场，在降低毒品危害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点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中）
视察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工作

山东省推进社区戒毒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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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毒品犯罪
2008年，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发挥多警种参战的优势，严查境外毒品入境内流，严厉打击

各种制毒、贩毒活动，严格公共娱乐场所禁毒管理，全力清剿社会面零星贩毒问题，继续深入推

进重点地区禁毒整治工作，始终保持了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全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6.19万起，打掉贩毒团伙1565个，摧毁制毒工厂和窝点

2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34万名，缴获海洛因4.33吨、鸦片1.38吨、冰毒及其片剂6.15吨、氯

胺酮5.27吨。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案件43928件，全国法院系统审结43726件，判决犯

罪分子50307人。
ANNUAL REPORT ON DRUG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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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北、东南四个方向的查缉工作。云

南、广西、西藏等针对“金三角”地区入境

毒品贩运路线和贩运方式的变化，及时调整

查缉策略，重点发挥流动检查站（点）灵活

机动的优势。2008年云南省在堵源截流工作

中破获毒品案件2785起，占全省毒品案件总

数的68.4%，查获毒品1695.8千克，占总数

的47.6%。地处堵源截流二线的贵州省通过

公开查缉破获毒品案件115起，抓获毒贩268

名，缴获毒品108千克，同比上升70.9%。

为遏制“金新月”地区毒品向我渗透，新

疆、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加强边境

口岸、机场等地查缉工作，全年共查破“金

新月”地区毒品案件238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284名，缴获海洛因389.7千克。黑龙江、

吉林、辽宁、山东、江苏等东北和东南沿海

地区利用情报信息也查破了一批毒品案件。

公安边防、交通管理、公路巡逻及海关缉私

等警种和部门，结合本职工作，积极发挥行

业优势，查破了一批毒品案件。国家邮政局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公安机关和海

关缉私、公安边防、邮政、边境驻军以及铁

路、交通运输、民航、林业公安部门按照建

立“陆海空邮立体查缉网络体系”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了多地区、多警种和多部门共同

参与的联合查毒工作机制，强化了西南、西

完善多部门联合查缉工作机制  不断加大堵源截流工作力度

浙江省杭州市缉毒民警利用警犬查缉毒品

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运用X光机检查人体藏毒走私活动

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查获的人体藏匿走私的毒品

通过举办查毒培训班，提高了一线职工的识

毒能力和查缉水平，全年破获利用邮路贩毒

案件12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人，缴获各

类毒品123千克。公安边防部门查破毒品案

件210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10名，缴获

毒品2363千克；海关缉私部门查破毒品案件

2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36名，缴获毒品

510千克；铁路公安部门查破毒品案件139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71名，缴获毒品266

千克；交通运输公安部门查破毒品案件2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缴获毒品2.97千

克；民航公安部门查破毒品案件33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46名，缴获毒品22.19千克；森

林公安部门查破毒品案件8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5名，缴获毒品4.5千克；巡警、防暴和

经侦部门查破毒品案件181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176名，缴获毒品16千克。

完善侦查破案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大打击毒品犯罪工作力度

滇鄂两省公安机关联合开展打击跨区域毒品犯罪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邮政部门工作人员对邮件开展毒品查缉工作

国家禁毒委员会建立了由公安部牵

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

安全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商务部、文

化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航局、国家林业局、

国家邮政局、解放军总参谋部参加的缉毒侦

查情报工作小组，形成了缉毒侦查总体仗和

联手仗的工作机制。2008年，全国公安治

安部门共查破毒品案件14976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17670名，缴获毒品801.2千克；刑

侦部门破获案件2172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5774名，缴获毒品3792千克；监所管理部

海南省交通港务公安机关加强对乘船旅客毒品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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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破获毒品案件2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8名，缴获毒品1.06千克。公安部研究

制定了《毒品目标案件管理办法》，加

强了对部级目标案件的列管、审核、指

导和协调工作，指导各地破获公安部毒

品目标案件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0

名，缴获冰毒41.6千克，海洛因37.8公

斤，摇头丸4千克，毒资630多万元。

浙江、四川、重庆等地为共同打击跨区域贩毒活动，建立健全了侦查破案协作机制，提高了

侦查毒品大案的能力。1月至11月，全国共破获千克以上毒品犯罪案件2698起，缴获海洛因

2578千克、冰毒3297千克，分别占缴获海洛因和冰毒总量的65.84%和73.23%。积极开展国

际侦查协作，成功破获了“3·07”特大跨国

贩卖冰毒案、“陈华政”跨国走私冰毒案、

“70614”特大走私毒品案件等一系列跨国跨

境大要案件。加大对易制毒化学品大案的侦

查经营和倒查力度，指导湖南以及广东、陕

西、新疆成功破获“2·25”和“11·09”特

大走私化学品案件，分别缴获麻黄素37.5千

克、麻黄浸膏粉1吨。

完善追逃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大“拔钉子”工作力度

公安部公开通缉的大毒枭邱何水（前中）被抓获

公安部指导云南等地通过完善境外抓

捕、以案拔钉、专案督捕、兑现奖励等追逃

工作机制，继续推进以打击境外大毒枭为重

点的“拔钉子”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共列

捕46名，抓获44名，其中抓获邱何水、马有

苏夫和王建忠等毒枭7名，“拔钉子”专项

行动取得丰硕成果。自2005年下半年部署开

展“拔钉子”行动至今，共列捕144名，抓

获106名，通过开展“拔钉子”专项行动，

                   “70614”特大走私毒品案缴获的毒品可卡因

新疆破获的利用地毯走私毒品案

拔掉了一批在境外躲藏多年的毒枭、重要毒

贩，摧毁了一批盘踞边境一带的贩毒集团，

有力地震慑了境内外贩毒分子，有效遏制了

“金三角”毒品向我渗透趋势。全国海洛因

缴获量从2004年的10.8吨逐年降至2008年

的4.3吨；大宗毒品走私、贩运活动明显减

少，全国查获10公斤以上的海洛因案件从

2005年的80起降至2007年的39起。

完善重点整治长效机制  进一步深化外流贩毒专项治理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重庆市在“秋风行动”中破获特大贩毒案

各地针对突出的毒品问题，组织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专项斗争和集中整治行动。福

建省晋江市集中开展了“利剑百日扫毒”、

“净晋扫毒”行动，甘肃省开展了“打击外

流贩毒活动”专项行动，重庆市开展“秋风

行动”、“荡污行动”专项整治行动，宁夏

组织开展了“春雷行动”、“铁流行动”，

形成了强大的打击声势。各地特别是国家禁

毒委员会挂牌整治的15个县区市，按照国家

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盘县会议”的部署，采

取打防管控与扶贫治愚相结合等多种措施，

不断加大整治工作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过整治，重庆市梁平县、四川省兴文县、

贵州省织金县、甘肃省广河县、宁夏同心

县、新疆和田县等12个县（区、市）外流贩

毒活动得到有效遏制，毒品面貌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2008年与2005年相比，外流贩毒

人员平均下降了54%，由毒品问题引发的刑

重点整治中销毁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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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特别是非法种植问题突出地

区严格落实禁种铲毒责任制，深入开

展卫星遥感监测“天目”铲毒行动，

全面加大禁种宣传、踏查铲毒、执法

打击工作力度，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

禁种成果，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了禁

种工作历史最好水平。国家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确定的15个重点地区非法种

植严重的情况得到扭转，黑龙江大兴

安岭、伊春市乌伊岭区、四川九寨沟

等一些历史上存在非法零星种植问题的地区继续保持“零种植”，全国非法种植罂粟基本实

现“零产量”目标。

事和治安案件也大幅下降。云南、四

川、新疆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禁毒部门继续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

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2007年9月

国家禁毒委员会昆明会议的部署，严

历打击组织利用特殊人群贩毒活动，

2008年共破获1890起，打掉组织利用

特殊人群贩毒团伙124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3130名（其中，幕后组织策划者

564名、涉毒特殊人员2211名），缴获各类毒品550千克。此外，劝返、救助、管控涉毒高危

人员530名，有效遏制了特殊人群涉毒问题的发展蔓延。

                                              公安机关开展罂粟禁种踏查活动

深化“天目”铲毒专项行动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禁种成果

重点整治中缴获的毒品

按照公安部禁毒局在天津召开

的奥运赛区公安禁毒部门奥运安保

工作座谈会的要求，北京、天津、

上海、沈阳、秦皇岛、青岛等奥运

赛区及周边省区市紧紧围绕实现平

安奥运的目标，全面加大了对娱乐

场所涉毒问题的整治力度，严厉打

击、整治寄生其中的吸贩毒活动，

进一步净化了社会环境，遏制了娱乐场所吸贩

新型毒品问题的滋生蔓延。全国公安机关共清

查娱乐场所2.7万家，查处涉毒场所895家，责

令停业整顿83家，依法取缔8家，追究法律责

任11693人。北京市组织“百人百日”暗访行

动，重庆、贵州、四川等12个省区市16名民

警来京暗访易涉毒场所、奥运场馆周边场所，

实现了娱乐场所“无毒”的目标。

深化娱乐场所涉毒问题专项整治  进一步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重点省市公安禁毒部门奥运安保工作座谈会在天津市召开

山东省烟台市清查整治娱乐场所涉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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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联合组织人员赴云南、浙江、江苏、广

东等地开展调研，进一步摸清了办理易制毒

化学品案件的相关情况，起草了《关于办理

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将进一步完善制毒物品案件定罪量刑

标准，为起诉、审判制毒物品案件提供法律

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商务部、卫

生部、海关总署、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下发了将羟亚胺列

入《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附表品种目录

的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管理的公告，为

有效打击利用羟亚胺进行制毒活动提供了法

律武器。

各地公安、安监、药监、商务、海关等部门按照全国禁毒人民战争的总体部署，深入贯

彻落实《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不断强化易制毒化学品监督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大对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秩序的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了明

显成效。

加强管制立法

进一步完善易制毒化学品管制法律体系

辽宁省召开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协作小组年会江苏省苏州市举办《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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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公安机关积极会同安监、药监、商务、海关

等部门不断强化易制毒化学品监管措施，充分利用集

中整治、公开查缉、案件倒查等手段，加大对流向重

点国家和重点化学品的管控力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

买卖、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犯罪活动。2008年，全国共

破获非法买卖、走私制毒物品案件170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288名，缴获易制毒化学品1113吨。2008年4

月，湖南省成功侦破了“2·25”特大走私买卖伪麻黄碱案，抓获墨西哥籍犯罪嫌疑人6名、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1名，捣毁加工制造伪麻黄碱窝点2个，缴获拟走私的伪麻黄碱37.5千克。

加大执法力度

依法严厉打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联合组织

开展了对麻黄碱生产、经营、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

行动，摸清了麻黄碱生产、经营、使用、进出口企

业底数，查清了麻黄碱的来源和流向，进一步严密

了对麻黄碱的管控措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公安部、商务部联合组织开展了醋酸酐专

项检查行动，初步摸清了醋酸酐生产、

经营、使用、进出口企业底数，掌握了

当前醋酸酐生产、经营、使用和进出口

情况，加强了对跨省购买、运输的省际

间核查，初步规范了醋酸酐生产经营行

为；公安部组织开展了高锰酸钾、硫

酸、盐酸、丙酮四种涉爆化学品的专项

组织开展专项行动

进一步加强了对易制毒化学品的日常监管

 湖南省“2·25”走私易制毒化学品案缴获的易制毒化学品

国家督导组开展醋酸酐专项检查行动

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检查和监管

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销售、购买、运输、仓储环节的监管。各地、各部门以专项行

动为契机，深入企业走访、监督检查企业的制度建设、台账管理等情况，督促企业做好内

部监管，提高了企业防范意识和管理水平，密切了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间的合作。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商务、安监、药监等

有关部门继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易制毒化学品管制行

动，包括防止制造海洛因所需易制毒化学品流失的

“聚合项目”、防止苯丙胺类毒品前体流失的“棱柱

项目”及其采取的具体行动等。通过进出口贸易信息

沟通和合作，有效地防止了易制毒化学品从国际贸易

渠道流失。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还会同商务部进一

步加强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国际核查，尤其是对麻黄碱、苯基丙酮、胡椒基甲基酮、醋酸酐

等重点品种以及向金三角、金新月地区等重点地区出口的易制毒化学品严格核查，严防流入

制毒渠道。2008年，通过网上出口前通知书系统发出易制毒化学品出口提前通知书536份，涉

及易制毒化学品104096吨。其中，通过核查暂停出口24单，涉及易制毒化学品327吨。

深入开展国际核查

暂停了一批可疑易制毒化学品出口

加强网络化建设

进一步提高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化水平

公安部将全国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系统列入金盾工程二期建设项目，组织相关省市人

员研究起草全国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系统业务需求书。浙江、江苏、河北、上海、四川、

湖北、湖南、山东等地研发、推广使用了省

级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系统。截止目前，

浙江省使用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系统的企

业达到了1.7万家，占全省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总数的90%以上；河北省使用该系统的企业

共有2500家，占企业总数的95.9%。

深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开展核查

          浙江省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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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国际合作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

部等部门及云南省认真贯彻“122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精神，按照我国与缅甸、老挝签署

的禁毒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大替代发展合作力度，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2008年初，国家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云南省在缅甸、老挝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卫星遥感、人工踏查相结合的

方式，对缅甸北部地区罂粟种植情况进行了监测，同时对我国在缅甸、老挝开展替代发展情

况进行了全面核查。通过遥感监测和人工踏查显示，2007年，缅北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减少至

27.9万亩，为30年来最低。据联合国监测，老挝基本维持无罂粟种植。为推动缅北地区罂粟

种植进一步减少，巩固老北地区禁种成果，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云南省研究制订了下

一步开展境外替代发展工作的规划，积极协调财政部、商务部和云南省加大中央和地方境外

替代发展专项经费投入，截至12月底，财政部为云南省下拨替代发展专项经费1.5亿元，国

家为替代项目农产品返销减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累计达3亿元。云南省财政为西双

2008年，国家禁毒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紧紧围绕国家禁毒工作全局，按照我国总体外交

政策和禁毒国际合作框架协议，继续深入推进禁毒国际合作，大力实施境外罂粟替代发展战

略，推动禁毒合作在缉毒执法、情报交流、打击犯罪、替代发展、执法培训等方面取得了务

实成果。

深入推进境外罂粟替代种植与发展工作

进一步减轻了“金三角”地区毒品对我的危害

中国在缅甸北部的香蕉种植替代发展项目中国与老挝木薯替代发展种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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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保山和怒江州

（市）下拨替代发展示范区项目建设专款

1500万元。为解决缅北禁种烟民生计，巩

固禁种成果，2008年6月，我国政府再次向

缅北罂粟禁种地区援助1万吨大米，及时缓

解了当地严重缺粮的矛盾，增强了烟民禁

种罂粟的信心。

切实加强与有关国家的缉毒情报交流和执法合作

打击跨国毒品犯罪取得新突破

公安部禁毒局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与美

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缅甸等有关国家的禁毒合作，在打击跨

国跨区域制贩毒犯罪方面取得了实质成果。

2008年，我国共为相关国家提供核查案件线

索155起，与有关国家合作破获跨国制贩毒

案件56起。2008年2月，公安部禁毒局与美

国司法部缉毒署合作开展跨国控制下交付行

动，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可卡因

779克、大麻276克、其它毒品600余克，

一举打掉了一个长期在华从事贩毒活动的

非洲籍跨国贩毒犯罪团伙。3月，根据哈

萨克斯坦提供的情报，北京市公安局在首

都机场抓获了组织策划向我新疆贩运海洛

因67.5千克、大麻4.8吨的阿富汗籍毒枭哈

利勒拉赫曼。6月，云南省临沧市公安机

犯罪嫌疑人哈利勒拉赫曼（阿富汗籍）在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入境时被抓获 

                           广州海关缉私民警清点人体藏匿走私的毒品

中缅联合在缅甸北部地区踏查罂粟种植情况

关与缅甸警方合作破获了“6·09”特大贩

毒案，抓获毒贩2名，缴获冰毒片剂50.27千

克。10月，新疆自治区公安机关与阿富汗

警方对一起跨国贩毒案件联合实施控制下交

付，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缴获海洛因

2510克。11月，广东省公安机关与哈萨克斯

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对一起跨国走私毒品

案件实施控制下交付，抓获外籍毒品犯罪嫌

疑人4名，缴获海洛因2.26千克，切断了一

继续深化国际和区域禁毒合作机制

推动与有关重点国家的双边禁毒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条经哈萨克斯坦走私“金新月”毒品到广州

的贩毒通道，开创中哈两国首次联合执法行

动先河，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对此

案的成功破获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提高我国

缉毒侦查人员侦办制造贩卖苯丙胺类毒品犯

罪案件的能力，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于2008年3月在湖南举办

了一期培训班，有效提高了侦查人员的执法

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切实减少“金三角”毒品对我国的危

害，国家禁毒委员会进一步加大与老挝、缅

甸、泰国等国家的禁毒合作力度，积极支持

和参与东亚次区域禁毒谅解备忘录签约国机

制（MOU），取得了务实成果。2008年11

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

张新枫率团访问缅甸，与缅方就替代发展、

禁毒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12月，第四届中

俄禁毒合作部长级会议在海南三亚召开，国

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

和俄罗斯联邦麻醉品监管总局副总局长阿乌

洛夫警察中将分别率团出席，双方就强化两

2008年3月在湖南长沙举办的中澳苯丙胺类毒品犯罪侦查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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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边境地区禁毒合作、全面提升和拓宽中俄

禁毒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达成共识，并

签署了《第四届中俄禁毒合作会议纪要》。

此外，2008年3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派团参加了第51届国际麻醉品委员会议，向

大会提交了召开“万国禁烟会”的提案，与

各国开展了广泛的交流。4月，参加了在柬

埔寨召开的边境联络官办公室地区（I61项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前排右）与俄罗斯联邦麻醉品监管总局副总局长阿乌洛夫警察中将（前排左）
在海南三亚召开的第四届中俄禁毒合作会议上交换文件

目）战略研讨会，共同研究针对“金三角”

毒品问题加强边境缉毒合作的具体措施。

5月，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的第七届中泰禁毒

合作会议，重点讨论了缉毒执法和减少需求

等领域的合作情况。6月，参加了在老挝召

开的MOU高官会议，研究制订了新的区域

禁毒合作工作计划。8月，参加了在文莱举

行的第五届“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机制”

2008年12月在云南腾冲召开的第七届中缅禁毒合作双边会议 禁毒国际合作湖南项目交流会

我国在云南举办的缅甸高级禁毒官员研修班结业典礼

云南警官学院与老挝禁毒培训班学员举办联欢活动

进一步加强对周边国家的禁毒援助和执法培训

为本区域开展务实禁毒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CCORD）联合工作组高官会议，探讨了禁毒执法合作，制订了新的合作计划。10月、

12月，第七届中老、中缅禁毒合作双边会议分别在云南景洪、腾冲召开，双方就禁毒执法合

作、巩固罂粟禁种成果、推进替代发展、打击特殊人群贩毒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有力推

动了双边禁毒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针对缅甸遭受热带风暴袭击灾情，国

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公安部国际合作局

及时向缅甸警方援助了汽车、发电机、光学

器材等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警用物资，进

一步推动了中缅警方包括禁毒工作在内的警

务合作。进一步加大对巴基斯坦的禁毒援助

力度，为巴禁毒部队援助了一批缉毒犬和查

毒设备，并组织双方工作层面官员互访，增

进了互信和友谊。为帮助周边国家提升禁毒

执法能力，2008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继续依托云南警官学院和新疆警官学院，

加大对毗临毒源地周边国家禁毒官员的培训

力度，先后为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

我国援助巴基斯坦的缉毒警犬

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培训初级和中高级禁

毒官员165人，使参训外警学员了解中国国

情、毒情，提升了禁毒工作能力，为深入开

展务实禁毒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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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6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出席公安部禁毒情报技

术中心揭牌仪式，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主持揭牌仪

式。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主任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

存仪兼任。

建立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和公安部党委为

适应毒品犯罪形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提高公安机关特别是中央层面禁毒情报水平和

侦查能力的一项基础性工程。200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国家禁毒委员会

2004—2008年禁毒工作规划〉的通知》要求加强国家禁毒情报中心、国家毒品检验鉴定中心

的建设。2004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规划投入5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用于建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揭牌成立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揭牌仪式

ANNUAL REPORT ON DRUG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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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国家禁毒委员会

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专程

视察了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

慰问了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工作的

全体民警，听取了公安部禁毒局副

局长兼禁毒情报技术中心主任陈存

仪同志的工作汇报，对禁毒情报中

心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张

新枫要求，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

心的全体民警要明确自己肩负的重

要使命，围绕中心的职能、任务，

张新枫视察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

设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2006年12

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成立公安部

禁毒情报技术中心，并明确了该中心的主

要职责。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的主要

职责是：禁毒情报信息搜集、研究和应用

服务，国际禁毒情报交流，毒品检验科

研，禁毒先进技术研究，禁毒情报队伍建

设，禁毒实战培训等。2007年，公安部禁

毒局完成了禁毒情报技术中心选址、可研

报告、机构设置报告以及评审等工作。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的成立，对推动禁毒情报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

全面提升禁毒情报分析研判能力、毒品检验科研能力、禁毒实战培训能力，进一步发挥禁毒

宏观决策的参谋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中）视察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
中心，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右）、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主任陈存仪（左）陪同视察。

2008年，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完成首批人员招录，通过从地方公安机关选调民警、国

家公务员考试等方式分别招录了一批工作人员。9月，对新招录人员进行了禁毒业务培训。公安

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在人员少、成分新的情况下，紧紧围绕工作职责，不等不靠，立足现有条

件，坚持边培训、边工作、边建设，积极推动了相关业务工作有序开展。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全面展开工作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举办业务培训班

创新工作机制，把为禁毒实战提供情报技术支持，尽快产生战斗力作为当前工作的切入点，

以公安部开展的信息化建设为契机，在公安“大情报”系统综合平台建设的总体框架内，抓

紧建设禁毒情报信息系统平台，加快毒品实验室建设，尽快开展毒检科研工作，不断提高

全国打击毒品犯罪能力和禁毒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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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禁毒委员会组成

主    任:

委    员:

汪永清     国务院副秘书长

张新枫     公安部副部长

翟卫华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马晓伟     卫生部副部长

吕    滨     海关总署副署长

副主任: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由公安部禁毒局承担

主  任：  张新枫    兼

常务副主任：  杨凤瑞
副主任：  陈存仪

孟建柱     国务委员

张    军     高法院副院长

朱孝清     高检院副检察长

刘结一     外交部部长助理

穆    虹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陈小娅     教育部副部长

刘燕华     科技部副部长

邱    进     安全部副部长

窦玉沛     民政部副部长

陈训秋     司法部副部长

李    勇     财政部副部长

张小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徐祖远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胡亚东     铁道部副部长

高鸿宾     农业部副部长

蒋耀平     商务部副部长

赵维绥     文化部副部长

苏    宁     人民银行副行长

钟攸平     工商总局副局长

胡占凡     广电总局副局长

李东东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孙华山     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

雷加富     林业局副局长

郜风涛     法制办副主任

王国庆     新闻办副主任

李    健     民航局副局长

苏    和     邮政局副局长

吴    浈     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徐经年     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倪健民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卢雍政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甄    砚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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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全面

展开。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

批示，充分肯定近年来禁毒工作取得的成效，要求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

抓下去；要认真总结经验，针对新形势、新问题、新特点，继续搞好综合治理，继续深入开展

禁毒人民战争；要下大力气，在宣传教育、依法严打、科学戒毒、强化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要以实施《禁毒法》为契机，加强禁毒执法，努力开创禁毒工作新局面。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在三年禁毒人民战

争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掀起了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的热潮。

二、国务院成立新一届国家禁毒委员会，孟建柱国务委员兼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根据

机构改革、人员变动和工作需要，国务院办公厅于4月16日下发《关于调整国家禁毒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通知》（国办发〔2008〕19号），国务院成立由国务委员孟建柱兼任主任的新一届国

家禁毒委员会，并增补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出版总署为国家禁毒委员会成员单

位，成员单位增至35个。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禁毒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动各成员单位

依法履行禁毒职责，新一届国家禁毒委员会建立禁毒宣传教育、缉毒侦查情报、禁吸戒毒、社

区药物维持治疗、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易制毒化学品管制、解决境外毒源地问题基本政

策研究、境外罂粟替代种植和发展替代产业等8个工作小组，并修订成员单位禁毒职责。

三、孟建柱同志主持召开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看望罗金勇、罗映珍夫妇并视察

社区禁毒工作。6月24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孟建柱主持召开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

委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总结三年禁毒人

民战争情况，分析当前禁毒斗争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禁毒工作，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坚持禁毒人民战争这一有

效形式和基本经验，以巩固和扩大海洛因治理成果、遏制新型毒品发展蔓延为重点，全面推

2008年禁毒工作十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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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发展，努力实现我国禁毒斗争形势持续好转，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禁

毒工作的新局面。“6·26”国际禁毒日当天，孟建柱同志专程到北京宣武医院看望正在接

受治疗的缉毒英雄罗金勇、罗映珍夫妇，并视察了宣武区陶然亭街道红土店社区禁毒工作。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施行，全国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禁毒法》热

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于2007年12月29日经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家禁毒委员会于3月21日下

发通知，就贯彻实施《禁毒法》作出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禁毒法》作为2008年禁毒

宣传和法制教育重点，集中开展学习、宣传、培训活动，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禁

毒法》的热潮；同时，以贯彻实施《禁毒法》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禁毒领导体制、工作机

制、保障机制和各项业务工作机制建设，为进一步深化禁毒人民战争提供了重要保证，为推

进《禁毒法》深入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各项业务工作有序展开。2008年6月26日，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标志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正式成立。国家禁毒委

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出席仪式并揭牌；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

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主持仪式并一同揭牌。公安部禁毒情报中心的成立，对推动禁毒情报工作

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全面提升禁毒情报分析研判能力、毒品检验科研能力、禁毒实

战培训能力，进一步发挥禁毒宏观决策的参谋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公安部禁毒情报技

术中心已完成首批人员招录和培训工作，建设、管理以及各项业务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六、羟亚胺增列为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列管品种，多项易制毒化学品专项检查行动相继开

展。针对羟亚胺流入非法渠道被用来制造氯胺酮的突出问题，国务院批准将羟亚胺列入第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品种目录，公安部、商务部、卫生部、海关总署、国家生产安全监管总局、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局于7月8日联合下发《公告》，部署加强对羟亚胺严格管制。国家禁毒委员会办

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先后部署开展麻黄碱及其复方制剂、醋酸酐、羟亚胺生产、经营和使用专项

检查行动以及打击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高锰酸钾等4种涉爆化学品集中排查整治

行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麻黄碱监管工作

的紧急通知》，加大管理力度，完善监管机制，强化案件侦查，开展来源倒查，成功破获了湖

南“2·25”、广东“11·09”、山东“12·19”等一批特大非法买卖、走私制毒物品案件。

七、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积极投入奥运安保工作，打击整治工作成效显著。各地特别是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山东等奥运赛区城市公安禁毒部门按照公安部禁毒局“天

津会议”部署，紧紧围绕“平安奥运”目标，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投入奥运安保工作，

严密堵源截流网络，严打涉毒违法犯罪，严控涉毒违法犯罪人员，严查娱乐场所涉毒问题，

严管涉爆易制毒化学品，有效净化社会环境，为实现“平安奥运”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同

时，各地进一步加强缉毒执法工作，深入推进以打击境外大毒枭为重点的“拔钉子”行动，

集中治理组织利用特殊群体贩毒问题，加大对毒品问题严重地区整治力度，保持了对毒品犯

罪的高压态势。全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6.19万起，打掉贩毒团伙1565个，摧毁制毒工厂和

窝点2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34万名，缴获海洛因4.33吨、鸦片1.38吨、冰毒及其片剂6.15

吨、氯胺酮5.27吨。

八、全国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试点工作展开，部署推进公安戒毒康复场所工作。为贯彻

实施《禁毒法》关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定，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部署

开展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试点工作。各地坚持“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积极探索以乡镇街

道政府为主体，乡镇街道综合治理部门或禁毒办具体实施，专职人员和社工负责具体工作，

卫生、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协作配合的社区戒毒工作机制，浙江、甘肃等地

积累典型经验，为全面铺开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为认真贯彻落实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戒毒康复场所工作“要一抓到底，务求实效，总结经验，以点带面”的重

要指示精神，公安部于12月4日至5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戒毒康复场所工作现

场会，总结公安机关戒毒康复场所工作成果，交流典型经验，就进一步加强戒毒康复工作作

出部署。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出席会议并代表公安部党委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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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禁毒国际合作全面推进，“金新月”禁毒合作取得新成效。在“金三角”地区继续

推进以替代种植和替代发展为核心的除源战略，中央落实1亿元替代发展专项经费，向缅北罂

粟禁种地区援粮1万吨，加强遥感监测和踏查工作，进一步巩固该地区罂粟禁种成果。在“金

新月”地区以情报交流和执法办案为重点，务实推进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亚有关国家

双边禁毒合作和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边禁毒合作，多次联合实施“控制下交付”，为巴

基斯坦、阿富汗培训禁毒执法官员，为巴基斯坦培训缉毒犬、训犬员并援助5台X光毒品检测

仪，全年共破获“金新月”地区毒品走私案件23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4名，缴获海洛因

389.7千克。进一步加大侦办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件合作力度，与澳大利亚、美国等缉毒执法

部门联合破获“3·28”特大跨国贩卖可卡因案件、“2·16”跨国走私可卡因案件等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的跨国毒品走私大案，有力服务了国内禁毒人民战争。

十、公安禁毒“三基”工程建设实现三年阶段性目标，禁毒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2005

年以来，全国公安禁毒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党委“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决

策部署，围绕解决影响和制约禁毒工作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大力加强禁毒

“三基”工程建设，健全禁毒业务规范，完善禁毒法律法规，建立完善业务工作机制，强化

禁毒专业队伍建设，禁毒基层基础工作得到明显加强，禁毒工作和禁毒队伍建设水平得到明

显提升。特别是重点加强禁毒信息化建设，建设吸毒人员数据库、毒品犯罪案件数据库、毒

品犯罪嫌疑人员数据库、毒品样品库；利用禁毒信息系统梳理、分析涉毒嫌疑人员，开展打

击外流贩毒活动的“天网行动”；拓展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的实战功能，与其他社会管理

信息系统联网比对，初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对吸毒人员的动态管控；重点地区积极探索网上

缉毒作战模式，利用信息化手段有效整合资源、创新战法、提升能力，形成了打击毒品犯罪

的科技仗、信息仗。

中国禁毒基金会（英文名China 

Narcotics Control Foundation,缩写

“CNCF”）是民政部注册登记、公

安部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

国性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为人

民币5000万元，来源于国家财政拨

款。其宗旨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国

家禁毒方针，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

民群众参与禁毒斗争，面向中国境内

外募集和接受捐赠，支持中国禁毒事业的发展，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做出贡献。现任理事长是国家禁毒委原主任、公安部原部长、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内司委副主任委员陶驷驹。

★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组织召开理事会议。2008年7月23日，中国禁毒基金会组织召开第一

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上半年主要工作情况，审定下半年工作安排。11月25日，以通讯

方式组织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会徽征集情况，评选确定基金会会徽。

中国禁毒基金会

中国禁毒基金会理事长陶驷驹(左)和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
副部长张新枫(右)  进行工作交流

2008年7月23日，中国禁毒基金会组织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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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学习型基金会，切实加强规范化建设。理事长办公会组成人员及秘书处全体

工作人员积极参加《禁毒法》的学习培训；积极参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全国公安民警

大走访”活动，分组赴广东、广西、辽宁、天津、河北等地调查研究；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

精神，以及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等文件精神；认真学习《中

国禁毒基金会章程》和《基金管理办法》等基本制度，制定并实施了基金会《财务管理制

度》和《内部管理制度》。

★结合基金会的工作实际，采用点对点募集、

定向募集、物资募集、投资增值等措施，积极开展募

集资金工作。2008年共向社会募集资金约1050万元

人民币，其中货币资金约713万元人民币，受赠毒品

检测试剂、戒毒治疗辅助食品等物资价值人民币约

337万元。

★服务禁毒人民战争，积极开

展禁毒公益项目活动，2008年禁毒

公益事业支出约711万元人民币。在

继续抓好资助戒毒场所医疗设备等

2007年公益项目的组织实施、监督

检查、总结评估的同时，一是组织实

施《禁毒法》宣传教育公益项目：

中国禁毒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张世瑷（右三）在广东调研走
访。左三为中国禁毒基金会副理事长、完美公司董事长古润
金先生。

      刘志民副理事长（左二）在辽宁走访调研

郑州戒得公司捐赠

张世瑷常务副理事长（左三）在贵州考察公益项目     

购置国家禁毒办编制的《禁毒法》知识读本和宣传挂图发放到全国30个省区市；与国家禁

毒办共同举办《禁毒法》网上知识竞赛、“我与全国禁毒展”征集活动。二是采取资助扩

大办学规模，改善现有学校教学条件，建立禁毒教育扶助基金，解决特殊困难等办法，在

云南陇川、四川布托、贵州六盘水和毕节等地开展涉毒人员子女教育项目。三是组织实施

向基层禁毒部门赠送毒品检测试剂和戒毒治疗辅助食品项目。四是组织实施资助辽宁营口

禁毒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开展慰问抚恤活动。慰问云

南、贵州、山东、宁夏等地在禁毒

工作中因公牺牲或受伤人员及家属

9人次，慰问四川、甘肃、陕西等地

在“5·12”地震中伤亡禁毒民警及

家属20人次，共发放慰问金66.6万

元人民币。

★加强基金会的自身建设。通过新闻媒体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中国禁毒基金会会徽设计

方案，128人投稿，共211幅作品。继续支持办好《禁毒周刊》，进一步加强在人民公安

报、人民政协报及公安部禁毒局政府网站、北京

禁毒在线网站等新闻媒体的宣传。编印基金会宣

传画册、简报、会议纪要等内部刊物，充实和加

强秘书处队伍建设。自觉接受审计，在《公益时

报》上公示年度财务报告，被民政部确定为年检

合格单位。

万孚公司捐赠项目实施会议刘志民副理事长（右二）在四川考察公益项目

  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左二)、
中国禁毒基金会秘书长陈兴友（左一）在天津慰问受伤民警

中国禁毒基金会会徽专家评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