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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吸毒群體向公務人員擴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2015 年國際禁毒日到來之際，中國昨日首次對外發
佈毒品形勢報告，這份《2014 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中國吸毒人員總量持續增長，並
呈低齡化、多元化趨勢。截至 2014 年底，中國累計發現、登記吸毒人員 295.5 萬名，實際吸
毒人數超過 1,400 萬，內地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 5,000 億元。報告稱，吸毒群
體逐漸向公務人員等人群擴散。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透露，近年
來累計抓獲吸毒公務人員 1,400 餘人。
■劉躍進表示，近年來累計抓獲吸毒公務人員 1,400 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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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近年被曝光的吸毒公務人員越來越多。除之
前曾擔任雲南省楚雄州州長的「吸毒州長」楊紅衛
外，2012 年某市警方「百日掃毒風暴」專項行動中，有
9名黨員、國家工作人員因吸毒被查獲，其中包括該市工
傷保險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等。

事

湖南一市長吸毒被免職
今年 4 月，原湖南岳陽臨湘市市長龔衛國涉嫌吸毒被
公安機關立案調查，並被免職。昨日發佈的《2014 年中
國毒品形勢報告》也指出，吸毒群體正在由過去的無業
人員、農民、個體經營者、外出務工人員為主逐漸向企
業事業職工、自由職業者、演藝界人士甚至公務人員等
人群擴散。
劉躍進透露，公職人員因受職位約束，其涉毒行為更加
隱蔽，查獲難度也高於其他行業人員，主要靠舉報和其他
歸案涉毒人員交待。著名刑辯律師焦彥龍指，因毒資非公
務員工資所能承受，故涉毒公務人員多還會存在貪污受賄
等問題。所以涉毒公務人員社會危害性更強。
劉躍進說，確實在演藝界群體有一部分人吸毒，國家
禁毒辦會同文化部、廣電總局等相關政府部門，正在研
究醞釀加強對演藝界、明星群體吸毒問題調查研究，要
對該行業涉毒問題做一些規範，特別是對一些屢教不改
的會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九成冰毒海洛因來自「金三角」
報告還顯示，中國毒品犯罪國際化趨勢明顯，在毒品
境外來源方面，中國執法部分查獲的海洛因和冰毒片劑
逾九成來自「金三角」地區。「金新月」地區的海洛因
和南美洲的可卡因也在中國毒品消費市場佔有一定份
額。此外，2014 年中國執法部門破獲外國籍人員毒品犯
罪案件 1,479 宗，拘外籍犯罪嫌疑人員 1,832 名，涉及西
非、南美、東南亞等44個國家和地區。
報告預計，中國毒品形勢在一段時期內仍處於毒品問題加
速蔓延期、毒品犯罪多發高發期。中國將繼續面臨鞏固海洛
因治理成果和應對合成毒品濫用快速蔓延的雙重壓力。

■世界禁毒日即將到來之際，安徽合肥市某學校的學生在「拒絕毒品」簽名布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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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禁毒公約將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2014 年中國
毒品形勢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涉毒問題突出，互
聯網涉毒違法犯罪活動已發展為製毒、販毒、吸毒和
犯罪勾聯的全鏈條涉毒活動，「網絡聯繫、銀行打
款、物流銷售」的販毒模式已經形成。劉躍進表示，
幾日後將發佈中國互聯網禁毒的公約，動員社會各界
特別是互聯網服務的提供商共同參與整治和打擊互聯
網上涉毒的犯罪活動。

專門工作組整治網絡涉毒
報告指出，在毒品販運方面，互聯網已成為不法分
子發佈易製毒化學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質銷售信息、聯
絡毒品交易和傳播製毒工藝的重要平台，並依托發達
的物流寄遞行業來運輸。販毒線路也在不斷變化，逐
漸轉變為跨省市、多地周轉，以接力的方式輾轉分

銷。
劉躍進介紹，國家禁毒委員會近期專門成立了網上
涉毒的工作小組，負責協調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形成合
力，共同打擊和整治互聯網涉毒問題。從 4 月份行動以
來，已經關停取締了涉毒網站 832 家，通報工信部門封
堵境外涉毒網站 1,471 個，清理刪除涉毒信息 65,000 多
條 ， 破 獲 各 類 網 上 涉 毒 案 件 14,878 宗 ， 拘 捕 疑 犯
32,871 名，繳獲各類毒品 3.3 噸，繳獲各類易製毒化學
品9.5噸。
劉躍進稱，下一步，禁毒委推動相關互聯網涉毒犯
罪的立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盡快出台，為打擊互聯網涉
毒違法犯罪提供法律依據；會同相關部門，加強對互
聯網涉毒違法犯罪的監管、整治和打擊，真正形成一
套完整的打防管控一體化的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互聯
網上的涉毒問題。

港車手深圳販毒 狂野時速避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深圳海關
昨日在深圳鹽田緝毒犬基地舉行毒品銷毀儀式和
「緝毒犬開放日」活動。據深圳海關介紹，該關早
前「LS13」緝毒行動中落網的港籍主犯劉某，曾為
職業賽車手，其租用深港兩地牌車輛藏匿走私毒
品，多次在「看水」同夥車輛發現海關檢查時，利
用高超車技駕車逆行逃脫，隨後「人毒分離」逃避
打擊。
去年 9 月 22 日，經過為期半年的縝密情報偵查，
深圳海關緝私警察在皇崗口岸小車出境通道佈下重重
包圍，成功將劉某拘捕，當場繳獲毒品氯胺酮 17 公
斤。警方隨即迅速在多地開展查緝抓捕，將向其供應
毒品走私的兩條上線以及望風等相關環節共 10 名涉
案人員一網打盡。並根據查獲嫌疑人詳細記載近兩年
來販運毒品的賬冊線索，深圳海關緝私警察聯合深圳

市公安局順籐摸瓜，連續搗毀多個毒品窩點，合計繳
獲氯胺酮300多公斤、毒資200多萬元。

重視對外執法合作
深圳海關十分重視對外執法合作。近 3 年來，深圳
海關已經先後與香港、澳門以及美國、澳洲、新加坡
等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海關及警方等執法部門開展
過聯合執法。
據深圳海關副關長兼緝私局局長王志介紹，自
2014 年以來，該關通過「大數據」研判、緝私深度
打擊、國際執法合作等手段構建緝毒立體防控網絡，
共查辦毒品走私案件 52 宗，成功打掉特大走私製販
毒團伙5個，拘捕57名疑犯，繳獲海洛因、冰毒、氯
胺酮等各類毒品 312 公斤，持續保持了打擊毒品走私
■深圳海關毒品銷毀現場。
高壓態勢。

河北搗省內販毒通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河北報道）記者
日前從河北省禁毒總隊獲悉，自去年 6 月份以
來，該省共破獲涉毒刑事案件 1,290 宗，拘捕
疑犯 1,508 人。據河北省禁毒總隊通報，該省
警方日前搗毀了一條經由湖南向河北省石家莊
及周邊地區販賣毒品的犯罪通道。
警方在工作中發現，一個綽號「孫老大」的
人在河北省內多地販賣冰毒。公安機關立即對
該案展開偵查，通過初步偵查發現，「孫老
大」的毒品由王某某手中獲取，王某某長期從
四川籍男子黎某某處購買毒品。經過調查，專
案組推斷黎某某的毒品應是由湖南的謝某某提
供。
去年 12 月 18 日凌晨，就在黎某某與王某某
進行毒品交易時，警方一舉將該二人抓獲，現
場繳獲冰毒 110 餘克，並在黎某某租住的房屋
中搜查出冰毒近 1.7 公斤。遠赴湖南的另一組
民警，又在當地警方的配合下，將謝某某拘
捕。此案警方共拘捕疑犯 9 人，繳獲冰毒 1.8
公斤。

■涉案疑犯被押解回石家莊。

本報河北傳真

銷毀毒品

記者李薇 攝

新疆烏魯木齊市全民禁毒
宣傳月集中銷毀毒品活動暨
禁毒教育基地揭牌儀式日前
舉行，總計涉及 1,184 宗案
件中繳獲的 550 多公斤各類
毒品被集中銷毀。據介紹，
2012 年至 2014 年，烏魯木
齊警方共破獲各類涉毒案件
15,117 起，查處涉毒場所
227 處，繳獲各類毒品 1.07
噸、毒資 124 萬元及大量涉
案物品。
■圖/文: 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

粵前五月破毒案近萬宗 內地居首
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記者 24 日
從廣東省禁毒委新聞發佈會上獲悉，今年前五月，
廣東拘捕製販毒品疑犯 10,646 人，破案 9,507 宗，
繳獲毒品 9.2 噸，居內地之首。與此同時，廣東也
是內地「癮君子」最多的省份。據廣東省禁毒委副
主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郭少波介紹，包括未登
記的吸毒人員在內，廣東全省的吸毒人員超百萬
人。
據介紹，目前，廣東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為
52.6 萬 人 ， 大 量 隱 性 吸 毒 人 員 未 列 入 管 控 範
圍。「雖然沒有具體數據，但沒有被掌握到的

隱性吸毒人員肯定超過登記在冊的數量 。」郭
少波稱。這也意味着廣東的吸毒人員群體的數
量超過百萬人。廣東省司法廳相關負責人介
紹 ， 廣 東 目 前 在 所 的 強 制 戒 毒 者 人 員 近 4.5 萬
人，且每年遞增。
特別是去年以來，廣東省委、省政府作出集中收
治病殘吸毒人員的決定。據統計，全省還有 1.1 萬
名病殘戒毒人員有待收治。這位負責人表示，強戒
安全壓力巨大，新收戒毒人員中，患病人員多、精
神疾病多、負案在身的多，特別是吸食新型毒品人
員大幅增多。

最高法指毒犯倘該判死絕不姑息

近年已累計拘捕 1400 人 多伴有貪污受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毒
品犯罪分子，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
大。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長高貴君前
日表示，對這些犯罪分子該判處重刑和
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高貴君稱，最
高法對報請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
凡符合判處死刑條件的，堅決依法核
准，確保死刑准確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
的毒品犯罪分子。
高貴君表示，人民法院始終堅持依法
從嚴懲處毒品犯罪，並突出打擊重點。
在犯罪類型方面，依法嚴懲走私、製造
毒品、大宗販賣毒品和製毒物品犯罪等
源頭性犯罪，加大對多次零包販賣毒
品，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
及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犯罪的處罰力
度。
針對近期演藝明星等公眾人物吸毒被
曝光事件，高貴君稱，這些公眾人物應
該嚴於律己，遵法守紀，但是這些人沒
有嚴於律己，吸食毒品，甚至有的實施
毒品犯罪，損害了自身形象，對於個人
來說是咎由自取，不管什麼人，只要觸
犯了法律就應該依法懲處。

根本禁毒需靠社會綜治

近年，毒品引發的危害不斷增大。對
此，高貴君說，儘管吸食毒品之後可能
產生幻覺，但這不是從輕處罰的理由。
但高貴君同時強調，禁毒是社會綜合治
理問題，嚴厲懲處毒品犯罪是遏制毒品
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手段，但不是全部。
根本的治理手段在於社會綜合治理、綜
合管控，這才能從根源上禁絕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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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快訊

吉林警方公開焚毒170餘公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艷利 報道) 吉林省暨長春
市公開焚燒毒品大會 23 日下午在吉林警察學院運動
場舉行，現場焚燒了近年來吉林警方繳獲的大麻、
鴉片、海洛因、冰毒、搖頭丸以及麻醉藥品、精神
藥品等各類毒品和製毒原料共計 170 餘公斤，這是
繼 2013 年以來該省又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焚燒毒品行
動。
焚燒現場共有 6 個大型焚燒爐，讓毒品在烈火中
化為濃煙和灰燼。當日共 3,000 餘人到場參加活
動。
據了解，去年吉林省各級公安機關共破獲毒品刑
事案件 1,819 宗，拘捕毒品疑犯 2,118 名，繳獲各類
毒品 82.75 公斤。破獲部督毒品目標案件 17 宗，省
督毒品目標案件14宗。

青島海關國際航班繳毒五公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記者 24
日從山東青島海關了解到，青島海關緝私局流亭機
場分局近日立案偵辦一宗利用國際聯程航線特大毒
品走私案，當場查獲可卡因 5.006 公斤，拘捕疑犯 1
名。該案是青島海關迄今查獲的最大宗走私毒品進
境案。
據介紹，今年 3 月 14 日從韓國仁川飛往陝西西安
的航班在青島入境中轉，機場安檢部門發現 1 名旅
客形跡可疑。經檢查，發現該旅客貼身內衣上縫有
12 個特製口袋，內有用膠帶綑綁的粉末狀物品，現
場緝毒犬反應強烈。
據調查，此人從國際販毒集團處獲得毒品後乘坐
國際聯程航班先後在多國換乘航班，從青島入境中
轉，最終目的地為西安。

京癮君子已近1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北京市
禁毒工作新聞發佈會昨日下午召開，北京市公安局
副局長姜良棟在會上表示，毒品問題在北京蔓延速
度不斷加快，並呈擴散趨勢，目前登記在冊吸毒人
員已達3萬餘名，實際吸毒人員已近15萬人。
姜良棟還表示，今年以來，北京警方深入開展緝
毒會戰專項行動，截至昨日，共破獲毒品案件1,000
餘宗，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 1,100 餘人，查獲涉毒
人員4,900餘人，收繳毒品43餘公斤。
針對外國人在京涉毒違法犯罪情況，姜良棟表
示，在 2013 年下半年，北京開始出現外國人吸毒事
件。目前此類事件數量呈上升態勢。姜良棟稱，北
京警方已自去年針對此類現象開展嚴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