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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内特种纸行业，宝鸡科达几乎就是“质
量上乘”的代名词。能够在市场上享有如此高的知名
度和口碑，原因在于产品质量过硬。

在科达，从每个生产细节严把质量关，是每位科
达人融入骨髓的理念。公司不但重视质量控制，更加

注重质量标准的提升，相继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
理体系、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等国际认证，
并严格按照标准执行。

目前，公司的产品种类已扩展至五大类 30多种，
部分产品实现出口创汇，尤其是滤材已经能够与国外
企业竞争国际市场，对产品品质要求极其严苛的美
国、日本、德国等客户对科达的产品也是大加赞赏，
并与之长期稳定合作。企业先后荣获“中国绿色环保
产品”、“国家AAA重质量守信誉”单位等多项殊荣。

创新是科达生存的动力。科达通过与陕西省轻工
业研究院、陕西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吸纳、聘
请高级造纸技术人员 10余名，成立特种纸研发中心，
为企业研发新产品、优化产业结构、改良生产工艺创
造了条件。科达通过引进大型高端设备，不仅引领了
未来新材料的研发与制造，也使生产规模和装备水平
得到迅速提升。研发的各类创新产品，先后获国家、
省级专利 5 项，填补国内空白 4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1项，其中纺织用纸线原纸、湿法骨架材料无纺布

（HEPA过滤纸）、湿强覆铜箔板原纸、热压垫板纸均

属国内首创，获省市科技成果奖多项。
科达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部署，把节能降耗、污染治理与生产同步并
重。企业生产用蒸汽采用岐星热电厂发电后的废汽和
部分蒸汽，有力的减少了能耗。公司先后投资6860万
元，分三期建成日处理20000吨的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
深度细化处理设施，使生产废水80%回用，20%达标排
放，污水处理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黄河流域陕西段
新排放标准》要求。

科达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诠释博爱精神。董
事长侯宗科更是热心、关爱公益事业，对内经常鼓励
残疾职工要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人生理
念，建立“一会四室”（残疾人协会、康复训练室、
文化阅览活动室、培训室、法律维权室），为残疾职
工生活、学习、娱乐、康复提供场所和环境，并鼓励
其参与各类自学考试，对参加自考和全国职工考试合
格者，公司每门单科奖励 200元，以激发残疾职工的
学习积极性。对外为了使岐山县福利中心如期建成，
使全县孤寡老人有一个怡养天年的居所，为该工程垫

资，如期建成了集公寓楼、办公楼、餐厅等于一体的
福利中心。多年来，侯宗科为困难家庭捐资盖房、治
病、上学事例不胜枚举，公司多次为岐山县多所学
校、岐山周文化建设、岐山新农村建设、蔡家坡北坡
绿化、灾区等捐款，受到社会一致好评。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面对人生这张“纸”，
侯宗科已经并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决定它的硬度、强
度，甚至温度，而这一切，最终化作不竭的人生力
量，砥砺前行。 （马士强 殷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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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 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161号
LAM THI THAO：本院受理原告姜全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5） 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姜全胜
与被告LAM THI THAO离婚。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 （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
负担 150元、被告负担 1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事人不得另行结婚。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公告 Ken Hong Lee （护照号码：PM7818173） :本
院受理原告朱成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甘民初
字第48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附：判令原被告离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标定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庄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样你公司公
告送达 （2014） 西民初字第11356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借助原告北京庄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标定工程有限公司于 1994 年 11 月 17 日签订的编号为
009007号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
告标定工程有限公司协助原告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编号为009007号
的 《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 的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解除手续。案件受理费
14254元、公告费1200元，均由被告标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判决生效后7日
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健功：本院受理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西民
初字第11355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健功于1994年11月17日签订的编号为009006号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
契约》；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陈健功协助原告北京庄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办理编号为009006号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的预售合同登
记备案的解除手续。案件受理费70元、公告费1200元，均由被告陈健功负担。自
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雅茹：原告王雅慧与被告王志勇、王志猛、
王志刚、王雅贤、王雅茹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西民初字第233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登记在刘淑珍名下位于北京
市西城区 （原宣武区） 建功北里三区一号楼①-1-101号房屋由原告王雅慧、被告
王志勇、王志猛、王志刚、王雅贤、王雅茹共同继承，其中，原告王雅慧继承上
述房屋三十分之三的产权份额；被告王志勇、王志猛、王雅贤、王雅茹各自继承
上述房屋三十分之二的产权份额；被告王志刚继承上述房屋三十分之十九的产权
份额。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汤群、梁平：本院受理原告汤丁丁诉你们遗嘱
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14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南区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公告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江省陆岸县凤山乡的
HOANG THI DINH：原告徐建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 台仙民初字第7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徐建华与你离婚。
案件受理费 300 元，由原告徐建华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瑜：原告周思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785号
王燕斌:本院受理原告鲍志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深

福法民一初字第3785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合议庭成员为审判员陈秀松及人民陪审员王子牛、侯昆。开庭时间为
2016年5月18日9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11审判庭，请准时参加开庭，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自公告见报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法院公告（2014） 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98号
中信澳大利亚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CITIC Australia Commodity Trading Pty

Ltd）：原告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 （ABN AMRO BANK N.V.,Singapore Branch）
诉你公司及第三人运亚商品 （中国） 私人有限公司 （CWT Commodities(China)
Pte Ltd）、青岛港 （集团） 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港分
公司、青岛 （集团） 有限公司、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
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及参加诉讼风险提
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间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9日上午09：15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扎尔：本院受理原告邓
若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西民初字
第213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邓若兰与被告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扎尔离婚；
双方之子邓洋由原告邓若兰自行抚养。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87号 冯焕桃：本院受理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被告冯焕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在诉讼期间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83号 谢巧文：本院受理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被告谢巧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在诉讼期间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84号 何润妹：本院受理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被告何润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在诉讼期间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49号 广州速达航空销
售代理有限公司、江晓春：本院受理原告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速达航
空销售代理有限公司、江晓春、李忠民银行结算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因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该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广州市速达航空销售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向原告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支付欠款788525.74元及利息；二、被告江晓春对
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就其承责部分向
被告广州市速达航空销售代理有限公司追偿。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511号 何国治：本院受理原告
广东金阁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5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898号 蒲晓明：本院受
理原告谢尚非诉被告蒲晓明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因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该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蒲晓
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谢尚非支付欠款280000元及利息；二、
被告蒲晓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谢尚非加倍支付上述判决主
文第一项所确定债务的迟延履行利息；三、驳回原告谢尚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943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蒲晓明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93号 袁上华、广州市华
鞍轮胎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天河区富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袁上华、广
州市华鞍轮胎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穗天法民四初
字第93号民事判决，内容如下：被告袁上华、广州市华鞍轮胎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仓库租赁合同》所涉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820-18号仓库腾空
交还给原告，并向原告支付 2014 年 8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租金共计 203040 元；支付
2015年 1月至仓库实际腾空交还之日止的占用费，每月以 40608元计算。本案受理费
4325元及公告费 1000元均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1304号 佛山市顺德区
冠辉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晟世有色金属仓储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佛山市
顺德区冠辉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现因原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民事裁定书，依照该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3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原告撤
诉处理，本案受理费5080元减半收取2540元、公告费1000元由原告负担。限你公司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570号 黄震：本院受理
原告华农农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诉被告黄震、李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穗
天法民二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200号 广州应天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仁爱医院有限公司诉被告涂作迁、李展云、广州应天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穗荔法民二
初字第22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广州应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广州仁爱医院有限公司赔偿损失224000元；二、被告广州应天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广州仁爱医院有限公司赔偿
利息损失（利息以224000元为本金，从2012年1月1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广州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荔法知民初字第100号 林为棒：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诉你和广州市锦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穗荔法知
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林为棒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享有的第 9129815号“西湖龙
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二、被告林为棒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经济损失（包含合理费用）32000元；三、驳
回原告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5号 黄文星、陈凯：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广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文星、陈凯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5号民事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承包费、社
保费差额，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2元、公告费1000元，原告负担受理费
50元、两被告负担受理费212元、公告费100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449号 广州市花都区
狮岭驰达织带厂、朱伟均、袁彩环、朱锦添、毕影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驰达织带厂、朱伟均、袁彩环、朱锦添、毕
影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449号
民事判决：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驰达织带厂向原告清偿本息；被告朱伟均、毕影媚对
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若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驰达织带厂债务不能清偿则原告对涉
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由五被告负担。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东公安惠东公安：：
利剑出鞘斩毒魔利剑出鞘斩毒魔

罗汉波

禁毒卡哨查缉车辆禁毒卡哨查缉车辆 吴木钦吴木钦摄摄

海上禁毒巡查海上禁毒巡查 吴木钦吴木钦摄摄

近年来，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公安机
关在惠东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
强领导下，对惠东制贩毒犯罪活动进行高
压打击。针对惠东籍外流毒品犯罪分子
采取了“线索转办、分别立案”“派驻尖刀、
联合侦查”“统一收网、固证清产”“全案移
交、绩效共享”“重判震慑，净土正风”的“五
步技战法”新举措，积极联合外地公安机
关，主动出击，同时整合基层干部和公安力
量，对全县涉毒人员进行系统管控，向广大
人民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鼓励群
众举报毒品犯罪分子，形成全社会共同禁
毒的形势。

惠东警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惠
东禁毒的新形势，以创新的思路，迅速有效
地打击了惠东的毒品犯罪以及惠东籍外流

制贩毒犯罪行为，有效地遏制了
毒品犯罪活动，极大地净化了惠
东的社会风气，大幅度提高了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营造了
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为惠东社会
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惠
东人民群众对此普遍表示满意和
赞许。

惠东县委县政府在制度和行
政层面上，把禁毒整治上升为中
心工作来抓。为使来之不易的禁
毒成果长期保持下去，惠东县委
县政府和警方出台一系列措施，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制度化整治，使对制贩毒
犯罪活动的打击成果常态化，并以此为基础，
力争不断取得新的禁毒成果。

成立禁毒整治领导小组。由县四套班
子领导带队进驻镇村开展禁毒工作，市、
县、镇三级党政领导带头明察暗访督导推
动，采取挂点督导、交叉督导、滚动督导等
形式推动工作落实。不断加大经费投入，

建设和完善惠东县戒毒所、
拘留所，强化禁毒机构建设
和专业队伍建设，设立社区
戒毒康复就业安置服务中
心，招录工作人员和社工。
组建了禁毒设卡中队和无
人侦查机中队，在已有 50
人禁毒协警的基础上组建
100 人的禁毒设卡辅警队
伍，购买无人侦查机 5 套，
禁毒专业化、实战化水平大

幅提高。
保持高压态势，全力围剿毒品犯罪。根

据惠东的实际情况，惠东警方继续坚持清内
剿外的工作思路，全方位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活动。继续调整思路、创新打法，强化“五步
技战法”，巩固和扩展新打法的成果。

强化防控，全力筑牢禁毒“防火墙”。
针对惠东制贩毒品外流，同时面临周边地
区冰毒犯罪向惠东转移渗透的局面，惠东
警方全力构筑“海、陆、空、邮”四位一体的
立体查缉网络，在县际重点区域、部位和县
内交通要道构建了陆上卡哨、港口卡哨全
天候固定设卡检查，不断完善“点线结合、
固定轮值、适时变动、临机上线”的查缉机
制，强化与周边地区警务交流协作机制建
设，不断调整全县设卡查缉和排查管控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长途运输的监管和
指导工作，在客运旅检、邮递、快件和货运
等渠道加大查验、查缉力度，全面启动物流
寄递实名制工作，投入巨额经费制定出台
了《全县物流寄递实名制实施方案》、《惠东
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实行物流寄递实名
登记制度的通告》，目前已在中国邮政平山
揽投站、德邦物流、联昊通国际快递、吉隆
货运站开展试点工作。

严密查控，全面强化管控治理。整合
基层派出所、禁毒、交警、治安、巡警、刑警、
边防等警种，联合政府各部门和镇村禁毒
专业清查队力量，坚持每周一次重点排查、
每月一次全面排查，适时组织开展全县统
一集中清查，形成网格化清查排查格局。
一是禁毒大队、禁毒辅警队伍利用无人侦
查机深入各镇联合开展大清查。二是集中
优势警力，派驻重兵对白花、大岭、稔山、平
山、谭公等毒情相对严重的地区进行“地毯
式”覆盖清查，全力围剿毒品违法犯罪。三
是坚持开展“凌晨行动”和“闪电行动”，对
重点场所开展每周不少于3次检查暗访，对
涉毒场所零容忍顶格惩处。四是全面开展
涉毒重点人员调查摸底专项工作，组织民
警、镇村干部全面排查，对有涉毒嫌疑的高
危人员全部纳入系统管控，并对涉毒高危
人员开展定期走访、信息采集和尿检，严格

落实管控措施。
加强宣传，夯实禁毒群众根基。充分

利用各种宣传形式，推动禁毒预防宣传教
育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单位、进家
庭，不断扩大禁毒宣传的广度和深度；重点
教育在校学生、青年人群、流动人口、失业
待业人员和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等吸毒高危
人群，提高其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突出
对有奖举报和举报渠道的宣传力度，进一
步鼓励群众举报、揭发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共同参与禁毒斗争。

严格追责，确保措施落到实处。惠东公
安局把禁毒工作纳入责任考核重要内容，县
局班子成员分工包干负责，将禁
毒任务目标分解到各相关单位，
各部门责任捆绑，同工作、同责
任、同考核。对工作措施不落
实，毒情情况不掌握，甚至违纪
违规的行为，严格按照市、县有
关责任追究办法追究责任。

在一系列常态化、制度化
的强有力整治措施之下，惠东
毒品罪案率大幅度降低，近年
来再无发现制毒窝点，有效地
防止外地毒品犯罪分子进入惠
东作案，惠东禁毒形势明显好

转，社会环境显著净化，投资营商环境明显改
善，市民在禁毒活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全民
禁毒意识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
度明显增强，取得了创建平安惠东、文明惠东
的初步成果，人民群众对此普遍欢迎和认可。

目前，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整治成果是阶
段性的，惠东警方将继续保持思想不松、力
度不减，在今后的打击毒品犯罪中，将继续
保持高压态势，以不断创新的思路，在制度
上、罪案的源头上入手，加强打击整治，不
断巩固和扩大禁毒专项整治成果，确保惠
东高压禁毒工作常态化，向着建设平安、文
明祥和的惠东这一总目标不懈努力。

缴获毒品成果展缴获毒品成果展
吴木钦吴木钦摄摄

禁毒设卡查缉车辆 吴木钦摄禁毒设卡查缉车辆禁毒设卡查缉车辆 吴木钦吴木钦摄摄

禁毒誓师大会路面巡逻禁毒誓师大会路面巡逻 吴木钦吴木钦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