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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会战仨月抓4609人，案件呈两特点

网网络络贩贩毒毒
持持持持枪枪枪枪拒拒拒拒捕捕捕捕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浴盐”曾引发啃脸等行为

毒品“浴盐”曾经在美国、日本等国
家造成恐慌，吸食者会完全陷入幻觉状
态，出现啃脸等疯狂行为。一个河南台前
的制毒家族竟然掌握了“浴盐”的制作工
艺，并且跨省制贩毒品。白氏家族全家都
与毒品打交道，大儿子因为贩毒被打击
处理，二儿子在章丘制贩毒，三儿子因为
吸毒过量死亡，四儿子因为贩毒被抓。该
家族当家人白某强（化名）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就与毒品打交道，并会制毒。
二儿子白某40岁，此前曾造过假烟，

生意失败欠债100多万元。去年年初他频
繁往返于河南和山东之间，被一直对其
调查的濮阳警方发现，并告知济南警方。

白某选择了偏僻的章丘市水寨镇拖
寨村。其表哥齐某是该村村民，白某选中
表哥的羊圈，掩盖制毒气味。

采购原料制毒贩毒分工明确

白某在羊圈里面用彩钢板搭建起了
一个板房，从外面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
人在做什么。白某和其姐夫张某等人从
濮阳和济南购买了制毒原料和设备，搭
建了一个半自动制毒流程。据济南市公
安局禁毒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杨时起称，
该团伙有严格分工，白某和另一嫌疑人
在章丘负责制毒，其姐夫张某负责运输
和销售毒品。毒品多数运往山西长治等
地销售，并不在山东境内卖货。

抓捕时嫌疑人还在睡觉

据杨时起称，去年12月13日，济南警方
突然获悉在河南濮阳的张某带着岳父、媳
妇来济南准备接货运毒，于是与濮阳警方
联系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张某驾车从高速
路刁镇口下来，与白某取得联系。一大队副
大队长刘召生立即带领民警赶赴刁镇，发
现了张某驾驶的帕萨特轿车，将其抓获。

同时，针对羊圈制毒窝点的核心抓捕
组也开始行动。恰好嫌犯齐某赶着羊回
来，民警先将齐某控制住。随后民警向板
房冲过去，将一个门踹开之后，发现里面
制毒工具正在运转，但是并没有人。随后，
民警将另外一个门踹开，抓获嫌疑人张某
成。此时，已经忙碌一晚上的白某还躺在
床上迷迷糊糊。民警迅速将其控制。“他们
制毒时都戴着防毒面具”。

要案追踪

制毒家族

羊圈内造毒17公斤

河南台前一个制毒家族竟然将
制毒窝点隐藏在章丘一个偏僻村庄
的羊圈里。去年12月13日，济南警方与
河南濮阳警方联合收网，抓获制毒犯
罪嫌疑人白某等7人，缴获甲卡西酮

（俗称“浴盐”）17公斤，主要制毒原料
溴代苯丙酮30余公斤。

7日，山东省公安厅通报全省百城禁毒会战进展情况和取得的阶段性战
果（详细数字见左表）。缉毒民警称，毒贩之间不碰面，一切都在网络上完成交
易，给打击毒品带来难度。此外，毒贩子贩毒时多数身上带着枪支，民警与毒
贩交手时很危险。

7日，省公安厅通报称，网络贩毒正
成为毒品交易的主渠道之一。贩毒人员通
过建立QQ群或者其他聊天工具发展其
上下线，通过网络商定贩毒的数量，通过
快递运送毒品，通过网银或者其他支付途
径进行交易。

2014年10月15日，临沂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会同河东分局成功侦破一起涉及山
东、吉林、内蒙古、湖南等11省16市的特大
网络贩毒案件，共抓获杨某等犯罪嫌疑人
13名，缴获冰毒2 . 6公斤。经查，自2012年

以来，该团伙从广东购进毒品后，通过互
联网和快递邮包的方式，向全国11省16
市大肆进行贩卖，牟取暴利。

从2014年7月份开始，犯罪嫌疑人栾
某利用QQ、电话等方式联系四川、甘肃、
湖南等地贩毒上线,通过物流快递方式多
次购买大宗冰毒，并在我省潍坊、淄博等
地分销。11月5日，潍坊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抓住时机，在山东和四川同时收网，共抓
获涉毒犯罪嫌疑人8名，缴获冰毒0 . 5公
斤、枪支5支、各类子弹2000余发。

网络贩毒成毒品交易主渠道之一

“毒贩贩毒时多数身上都带着枪支。”
在7日通报的多起案件中，均出现枪支和
子弹，其中涉及枪支15支，子弹2700发。

2014年11月15日，济宁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会同有关警种和部门，经过10个月的
缜密侦查，成功破获“张某特大武装贩毒
案”，共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冰
毒4公斤、各式枪支3支、毒资20余万元、运
毒车辆2部。

2014年5月，日照市公安禁毒部门在
工作中发现，多起零包贩毒案件毒品来源
都指向一绰号叫“晨晨”的女性，遂对其进
行立案侦查。10月17日，日照市公安机关
多警联动，成功侦破“林某特大贩毒案”，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缴获冰毒2 . 8公
斤、仿六四手枪1支、子弹5发、运毒车辆1

部，斩断了一条由广东惠州、江苏连云港
通往日照的贩毒通道。

2014年4月，青岛边防支队在工作中
发现，在青岛居住的曹某、赵某长期贩卖
毒品。4月22日，省公安厅边防总队会同
青岛联合侦办该案。10月16日，专案组发现
曹、赵二人拟进行大宗毒品交易，果断决定
收网，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缴获冰毒
3.1公斤、各式枪支2支、管制刀具16把。

2014年11月4日，威海市公安机关经
过4个多月的艰苦侦查，辗转江苏、浙江、
安徽、辽宁等多个省市，成功破获“曹某特
大贩毒案”，抓获曹某等犯罪嫌疑人 18
名，缴获冰毒34公斤、运毒车辆7部、毒资
120余万元、枪支3支，成功摧毁了这一特
大贩毒团伙。

“贩毒时多数身上都带着枪支”

德州市公安机关曾先后转战湖北、广
东等地，于10月6日成功侦破“阳某特大
贩毒案”。在广东、湖北等地抓获阳某等涉
毒犯罪嫌疑人6名，缴获冰毒13 . 46公斤、
仿六四手枪1支、子弹5发、毒资107万元、
运毒车辆2部。

“一线禁毒民警可以说是警察中最为危
险的，因为毒贩身上一般都带有武器。”办案
民警说。此外，部分吸毒人员患有艾滋、肺结

核等传染病，民警有被传染的危险。
2014年 10月 23日，青岛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会同上海市公安禁毒部门，成
功破获一起涉韩走私毒品案件，抓获许
某等犯罪嫌疑人 12名，当场缴获冰毒 6
公斤、运毒车辆1部，摧毁了一条涉及韩
国的走私毒品通道。抓捕中，一民警在
被贩毒分子刺中 7刀的情况下，仍殊死
搏斗，并最终将其抓获。

一民警被毒贩刺7刀仍将其抓获

破破获获毒毒品品犯犯罪罪案案件件

44111199起起；；
抓抓获获涉涉毒毒犯犯罪罪嫌嫌疑疑

人人44660099名名；；
缴缴获获各各类类毒毒品品折折合合

冰冰毒毒118844公公斤斤；；
新新发发现现吸吸毒毒人人员员

77008888名名；；强强戒戒995566名名；；
同同 比比 分分 别别 上上 升升

22 66 33 %% 、、22 44 11 %% 、、
22 00 99 %% 、、11 66 44 %% 和和
229933%%；；

主主要要战战果果指指标标增增幅幅
和和总总量量居居全全国国前前列列。。

三个月战果
（去年10月1日以来三个月）

破破获获毒毒品品犯犯罪罪案案件件

88004455起起；；
抓抓获获涉涉毒毒犯犯罪罪嫌嫌疑疑

人人99224400名名；；
缴缴获获各各类类毒毒品品折折合合

冰冰毒毒442255 .. 9966公公斤斤；；
查查获获新新增增吸吸毒毒人人员员

1177003300名名，，强强戒戒22334422
名名；；

同同 比比 分分 别别 上上 升升

9933%%、、8822%%、、5544%%、、
5555%%和和119900%%；；

注注销销11338899个个吸吸毒毒

人人员员驾驾驶驶证证。。

2014年全年战果

11998866年年我我省省登登记记第第

11例例吸吸毒毒人人员员；；

22000000年年登登记记550000多多
人人；；

22000099年年过过万万人人；；
目目前前，，已已达达66 .. 44万万人人；；

全全省省所所有有县县市市区区及及

11882266个个乡乡镇镇、、街街道道均均有有

涉涉毒毒问问题题。。
全全省省实实际际吸吸毒毒人人数数

约约在在3300万万人人；；
每每年年直直接接和和间间接接耗耗

费费达达上上百百亿亿元元。。

吸毒人数

快递的音响玩具

竟是毒品

本报青岛1月7日讯（记者 周衍鹏）
通过QQ群、电话等联络上线、用快递

方式交易毒品，犯罪嫌疑人张某与李某
开辟了一条隐蔽的网络毒品交易链条。
日前，经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两人分别被判7到8年不等有期徒刑。据
悉，该院去年共受理12件快递业涉毒犯
罪，“揪”出15名瘾君子。

去年5月以来，青岛警方发现，张某、
李某二人平日并不常外出，却经常查收
快递。去年6月底，在掌握了两人大量犯
罪证据后，民警立即对两人进行了抓捕，
结果分别在两人居所房间内当场查获部
分毒品，两人而后被移送检察机关。

经查，两人通过一快递公司购买毒
品。快递包裹内，都会放上如音响、玩具
等物件。通过这种方式，两人先后于去年
5月、6月期间，分3次购进海洛因共计
34 . 5克、冰毒共计45 . 4克，以供二人吸食。

7日，山东省公安厅通报全省百城禁
毒会战进展情况和取得的阶段性战果。

公安部决定自去年10月1日开始，在
全国108个重点城市中开展为期半年的

“禁毒会战”。会战行动中，我省除济南、青
岛外，省公安厅又组织淄博、枣庄、烟台、
潍坊、济宁、威海、临沂、滨州、菏泽等9个
市主动参战。各级公安机关坚持“大毒”、

“小毒”一起打，对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发起凌厉攻势。省公安厅又组织150个县
级公安机关开展缉毒会战，与百城会战同

考核。
受国际国内涉毒因素的综合影响，全

省面临的毒情依然严峻复杂。我省自1986
年登记第1例吸毒人员到现在的28年间，
前14年即到2000年登记只有500多人；后
14年逐年攀升，2009年过万人，目前已达
6 . 4万人，全省所有县市区及1826个乡镇、
街道均有涉毒问题。按国际惯例和公安部
专家评估，全省实际吸毒人数约在30万
人，每年直接和间接耗费达上百亿元，毒
品犯罪总量已居全国中等偏上省份。

全省实际吸毒人数约为30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本报通讯员 刘冠伟 王炎

嫌疑人白某在羊圈里的板房内造毒。
本报通讯员 王乐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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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抓获制毒嫌疑人。 本报通讯员 王乐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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