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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888名名吸吸毒毒在在册册人人员员，，七七成成不不满满3355岁岁
日照涉毒人数逐年递增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赵
发宁) 近年来，日照市毒品问题
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成为全省
毒品问题最轻的地市之一。2 6

日，记者了解到，日照目前共有
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 588 人。
吸、贩毒人员也基本以本地人员
为主，七成人员为 18-35 岁的中
青年。

据日照缉毒民警介绍，日照
市涉毒人员数量正逐年递增，毒
品问题发展蔓延的势头并没有
得到根本遏制。日照地处山东东
南大门，高速公路纵横其中，拥

有两个对外港口和 100 余公里海
岸线，随着经贸往来增多，境内
外毒品对该市的渗透和侵袭力
度将会进一步加大。目前，日照
市已由原来的毒品过境地发展
为过境、消费并存的毒品受害
地。

据了解，从涉毒人员情况
看，呈现出“一增、两为主”的特
点。“一增”，主要表现在涉毒人
员数量逐年递增。“两为主”：一
是吸、贩毒人员从以本地人员为
主。二是吸毒人员以中青年为
主。从查获的吸毒人员看，目前，

日照吸毒在册人员 588 人，其中，
七成人员为 18-35 岁的中青年。

当前，毒品种类以冰毒等为
主，来源渠道已由最初单一的从
青岛流入，发展到从临沂、江苏、
广东、四川等省市多渠道、多区
域流入。

在此，缉毒民警在禁毒日
之际提醒广大市民，在所办理
的案件中，因毒品导致犯罪、家
破人亡的案例不在少数，毒品
的危害之大可以用“毁灭自己，
祸及家庭，危害社会”十二个字
来概括。

莒县籍吸毒人员已 216 人

去年打掉一 10 人贩毒团伙

本报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王猛

去年 9 月份，莒县刑警大队
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一可疑车辆，
经盘查，民警发现车内人员有贩
毒嫌疑，随后民警顺藤摸瓜成功
打掉一贩毒团伙，抓获团伙成员
10 人，缴获冰毒 71 克、摇头丸 13

粒。
2013 年 9 月 3 日 12 时许，

刑警大队便衣侦查队在巡查时，
发现一辆日照籍黑色轿车可疑，
遂对其进行盘查，发现车内有疑
似冰毒颗粒两包(计 1 克)及吸食
冰毒工具一套，遂将该车驾驶员
来某及随车人员赵某带至刑警
大队继续盘查。

据犯罪嫌疑人赵某供述，自
2012 年以来，伙同崔某等人多次
在莒县、日照市等地贩卖毒品。
被查获的毒品系赵和崔购买后
用于自吸或卖给下线吸食的。赵
某还交代，崔现在日照市某商务
宾馆，在该宾馆房间还有 10 包
冰毒。

得到线索后，刑警大队领导
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警力到日照
实施抓捕，9 月 3 日 17 时许，在
东港分局刑警大队的配合下，在
该宾馆将崔抓获，当场缴获冰毒
10 包(计 6 克)及吸毒工具一宗。

经审查，自 2013 年以来，崔
某、赵某等人多次从犯罪嫌疑人
郑某等人处购买冰毒转手高价
卖给他人从中牟利。

莒县刑警大队抽调便衣队
和二中队民警连夜分头展开抓
捕行动。一组民警在日照市某宾
馆将正在交易毒品的郑某、孙某
当场抓获，扣押冰毒 62 克、摇头
丸 13 粒。在另一宾馆门前将徐
某抓获。另一组民警在莒县将犯
罪嫌疑人房某、牛某等人抓获。

经便衣队和二中队审讯查
明，自 2012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
郑某、孙某等人交叉结伙、层层
转手贩卖冰毒 200 余克、摇头丸
20 粒，多次高价卖给房等人吸
食，从中牟取暴利。

目前，孙某、郑某已被刑事
拘留，杜永强已被取保候审，此
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据介绍，2012 年以来，莒县
公安局共破获毒品案件 47 起，
查处易制毒化学品刑事案件 3

起、行政案件 7 起，查处非法种
植罂粟违法犯罪案件 31 起。抓
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 129 人，
责令强制戒毒 2 人，社区戒毒 12

人，缴获冰毒 701 . 75 克、摇头丸
13 粒，加工冰毒辅料 18 . 58 克，
目前已掌握的莒县籍吸毒人员
达 216 人。

女子贩卖女婴去东营

随身还携带20多克海洛因

本报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王猛

2013 年 7 月 2 日 8 时许，东
港公安局日照路派出所在日照
长途汽车站查获涉嫌拐卖妇女
儿童及非法携带毒品的嫌疑人
阿某(女)，并截获其所贩卖的女
婴一名及随身携带的毒品海洛
因 20 余克。

据介绍，犯罪嫌疑人阿某于
2013 年 7 月 1 日以 18000 元的价
格在西安其老乡手中购买一刚
出生二十余天的女婴，准备坐车
经潍坊贩卖至东营。

因当日下午未能坐上去潍
坊的客车，遂转乘西安发往日照
的客车。在上车前，阿某为防止
途中婴儿哭闹，给被贩女婴喂食
安眠药，当客车行至济宁时被热

心乘客发现其所携带女婴不哭
不闹行为异常，随即向客场乘务
人员反映，该车乘务人员在客车
行至莒县后将此情况汇报至日
照车站安全科。

随后安全科工作人员将该
情况反映至日照路派出所。日照
路派出所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安
排当日在车站值班的民警展开
守候，随即在该车到站后将嫌疑
人阿某查获，并迅速带至所内进
行审查。

在对阿某进行检查时，在其
身上发现海洛因 20 余克。因案情
重大，日照路派出所随即将该案
汇报至东港分局，刑警大队六中
队民警对该案进一步侦查。嫌疑
人阿因怀孕被采取监视居住，被
贩女婴已与 7 月 3 日送日照市福
利中心儿童福利院暂为收养。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赵
发宁) 6 月 26 日是第 28 个国际
禁毒日当天上午，日照市禁毒委
员会、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
督局等部门，在东港区政府广场
前举办禁毒宣传活动。向市民介
绍毒品的危害。

“原来海洛因是这样的。”26

日上午，一位市民在毒品展示柜
前感慨到，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毒
品，这东西可是害人不浅啊。

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今
年的禁毒活动主题是“远离毒
品，健康生活，拥抱美好人生”。

活动现场，日照市禁毒委员

会工作人员摆放了一个毒品展
示柜，里面放着常见的四种毒
品，冰毒、麻古、神仙水、海洛因
以及自制的吸毒工具。

“毒品具有依赖性，对于刚
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一定要

‘慎初’，千万不要尝试。”现场工
作人员想向一名即将毕业的大
学生说，很多吸毒人员都是交友
不慎，被诱惑或者在好奇之下吸
食毒品，结果上瘾了。

日照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工
作人员还介绍，除了毒品，含有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医疗用
药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治疗

效果，另一方面又因具有药物依
赖性特性，存在滥用潜力。

“有依赖潜力的药物分三
类，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非列
管药品。”食品药品监督局工作
人员说，国家对这些药物实行电
子监管码进行监管，药品从出厂
到销售，再到消费者，全程都可
通过电子平台进行追踪。

“药物也能成瘾，以前听说
过，但不是特别明白，这次听了
介绍，以后还真得注意。”听了食
品药品监督局工作人员对药物
滥用的介绍后，一市民表示，以
后吃药也要遵医嘱了。

日照市涉毒人员数量正逐年递增，毒品问题发展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日照
地处山东东南大门，高速公路纵横其中，拥有两个对外港口和 100 余公里海岸线，随着经贸
往来增多，境内外毒品对该市的渗透和侵袭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日照市禁毒委员会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远远离离毒毒品品，，警警惕惕依依赖赖性性药药物物

禁毒活动现场，民警向市民介绍毒品的危害。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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