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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上接第一版 非监禁刑适用率
1.6%，远低于其他犯罪非监禁刑适用
率。同时，福建法院利用“国际禁毒
日”等时机，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今年“国际禁毒日”期间，全省法院依
法对83件139名毒品犯罪分子进行公
开审理和宣判。坚持利用庭审直播、
裁判文书公开、微信微博等方式扩大
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的宣传教育效果。

江西：努力构建防毒拒
毒网络体系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江西
法院共受理一审毒品犯罪案件 3133
件，占全部一审刑事案件的9.5%。其
中，受理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
品罪 42 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62.5%。全省法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并给予刑事处罚的 2034 名毒品罪犯
中，五年以上直至死刑的559人，重刑
率达27.48%，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
8%。同时严格缓刑的适用标准，共依
法适用缓刑 30 人，同比下降 45.45%。
为加强禁毒宣传，震慑毒品犯罪，警示
毒品危害，努力构建全民“防毒、拒毒”
网络体系，江西高院从全省法院本年
度生效案件中选择了十起典型案例予
以公布。

湖北：突出打击重点严
防涉毒次生犯罪

近年来，湖北省禁毒斗争取得了
显著成效，禁毒形势总体趋稳。但受
多种因素影响，禁毒工作总体形势依
然较为严峻，毒品犯罪仍处于高发态
势，毒品犯罪案件收案数在各单项罪
名中排名靠前。湖北法院将继续发挥
好刑事审判职能，严惩毒品犯罪。紧
紧抓住全民、青少年、高危人群三个

“关键点”，突出毒品犯罪打击重点，严
厉惩处涉毒次生犯罪，利用“6·26”国
际禁毒日等有利时机，通过公布案例、
庭审直播、新闻发布、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举办禁毒法制讲座、建立禁毒对象
帮教制度以及与社区、学校、团体建立
禁毒工作协作关系等多种形式，广泛、
深入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增强
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为
建设平安幸福湖北作出应有贡献。

广西：确保依法、准确
惩治毒品犯罪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面
对严峻复杂的毒品犯罪形势，全区法
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毫不
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在加大对毒品犯罪惩处力度的同时，

充分结合广西毒品犯罪形势和特点，
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加强调查研究，通
过加大审判指导力度、制定规范性文
件、编发典型案例、召开专题座谈会、
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不断规范广
西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
握，提升审判质量，确保依法、准确惩
治毒品犯罪。2017年，全区法院共审
结生效毒品犯罪案件5371件5939人，
其中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及管制、
拘役5068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直至死刑868人，重刑率14.62%。

陕西：集中开庭审理公
开宣判毒品案件

6月25日，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统一部署安排，全省法院集中开
庭审理、公开宣判一批毒品犯罪案
件。在这次集中开庭审理、公开宣判
活动中，各地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当地政法委、检察院、公安
局及街道办的领导、群众参加旁听，
不少法院采取网络视频直播等方式加
强宣传。为增强打击毒品犯罪的威慑
力，扩大社会效果，西安市未央区
人民法院特意把开庭地点放在人员密
集的盛龙广场，并当庭宣判，长安区
人民法院在西北政法大学公开开庭。

新疆：充分运用刑罚严
惩毒品犯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院充分运用
刑罚武器，牢牢把握打击重点，依法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在犯罪类型上，
重点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种植毒品原植物等源头性毒品犯罪；
在打击对象上，突出打击毒枭、职业毒
犯、累犯、再犯等主观恶性较深、人身
危险性较大的罪犯以及制毒物品犯
罪；依法加大对毒品犯罪经济制裁力
度，充分适用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做
好刑罚执行和相关追缴、没收工作，摧
毁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同时，强化
对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监督指导，提高
法律政策水平，统一毒品案件审判法
律适用。通过专题调研、个案指导和
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审判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加强与禁毒委、检察院、公安等
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良好的互动
机制，及时解决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切实提高毒品犯罪案件审判质
效，形成了禁毒斗争的强大合力。

（记者 王洁瑜 严剑漪 朱
旻 余建华 詹旋江 姚晨奕 程
勇 蔡 蕾 张严方 王书林 通讯
员 吴玉萍 连柏健 孟 猛 胡佳
佳 岑丽琼 刘争远 孙 涛 刘运
琦）

近年来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各项重要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审判职责，以审判案件为工作中心，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
品犯罪，大力加强毒品犯罪审判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禁毒司法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深入推进禁
毒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时，与当前的禁毒形势相比，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要继续坚持从严惩处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
刑罚遏制、预防毒品犯罪的作用。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继续加强禁毒法制规范化建设。要夯实基础，进一步完善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机制。多措并举，
切实增强参与综合治理的实效。

当前的毒品犯罪形势和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
李少平

本院受理赵红梅申请宣告刘广兴失踪一案，经查：刘广兴，
男，1969年3月2日出生，汉族，出走前住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0号甲1楼906号，于2015年1月24日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广兴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刘广兴失踪。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齐子军、齐子刚、齐素杰、齐素萍申请宣告崔淑兰
死亡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崔淑兰（女，户籍地唐山市路北区
果园乡边各寨二村1排5号，身份证号码130205380822362）系申
请人的母亲，被申请人崔淑兰于2000年9月30日离家出走至今
未归，经多方寻找并于2000年10月1日向派出所报案，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崔淑兰应自本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崔淑兰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崔淑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将知悉情
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崇佳、郑缘刚申
请宣告郑缘义失踪一案。申请人郑崇佳、郑缘刚称，郑缘义于
1998年11月25日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郑缘义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郑缘义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郑缘义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郑缘义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候森天申请宣告候荣花失踪一案，经查：候荣花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候荣
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鸡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吴电清、李守艳申请宣告吴中亚死亡一案，经查：
吴中亚，男，197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鄂州市人，原住湖北
省鄂州市鄂城区长港镇峒山村新一 115 号。公民身份号码：
420700197511198097。其于2016年4月8日在广东省梅州市下河游
泳失踪后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吴中亚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龙飞申请宣告夏秀苇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夏秀苇，女，汉族，1977年6月24日出生，湖南省龙山县人，住龙

山县兴隆街道双龙桥村，身份证号43313019770624134X，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夏秀苇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易秋甜申请宣告刘建光死亡一案，经查：刘建光，女，
196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斗笠山镇金铃
村茶山组，系申请人易秋甜之母。2014年1月29日，刘建光于涟源市精
神病院住院期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刘建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涟源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朝明申请宣告李红艳失踪一案，经查：李红艳，女，
44岁，黑龙江台河市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洪杨村。李红艳于
2014年9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红艳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
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绍清申请宣告王满姣失踪一案，经查：王满姣，女，
40岁，湖北省松滋市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盐井村。王满姣于
2013年5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满姣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
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皮世林申请宣告张银辉失踪一案，经查：张银辉，
女，33岁，湖南省澧县人，住湖南省澧县金罗镇新颜村。张银辉于
2016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银辉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
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天英申请宣告龚红香失踪一案，经查：龚红香，女，43
岁，与夫戴作武（已故）生有一子戴涛，湖南省石门县人，住湖南省澧县
金罗镇金鸡岭社区居委会，与申请人系婆媳关系。龚红香于2011年3
月5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龚红香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龚得香申请宣告王贵曾失踪一案，经查：王贵曾，
男，33岁，湖南省澧县人，住湖南省澧县大堰垱镇安合村，与申
请人系母子关系。王贵曾于2010年9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贵曾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龚得香申请宣告龚刘芳失踪一案，经查：龚刘芳，女，
34岁，湖南省澧县人，住湖南省澧县大堰垱镇安合村。龚刘芳于
2010年9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龚刘芳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
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晓兰申请宣告孟丽君失踪一案，经查：孟丽君，女，
38岁，湖南省澧县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洪杨村。孟丽君于2008
年下半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孟丽君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
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本云申请宣告罗凤香失踪一案，经查：罗凤香，女，
40岁，湖南省澧县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菊花岭村6组，与申请人
系公媳关系。与夫陈春平（已故）生有一子陈雅夫，罗凤香于2005年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罗凤香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业兰申请宣告李小红失踪一案，经查：李小红，女，32
岁，湖南省桃源县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伍家岗社区居委会5组。李
小红于2014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小红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
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绍清申请宣告谭小平失踪一案，经查：谭小平，
女，41岁，湖南省澧县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盐井村，与申请
人系父子关系。谭小平于2013年5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谭小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陶必兰申请宣告金可荣失踪一案，经查：金可荣，
男，32岁，湖南省澧县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伍家岗社区居委
会,与申请人系母子关系。金可荣于2007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金可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陶必兰申请宣告潘平失踪一案，经查：潘平，女，32岁，
湖南省湘乡市人，住湖南省澧县盐井镇伍家岗社区居委会。潘平于
2007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潘平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736-3221378）。公告
期间为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侯宝娟、侯宝菊、侯宝
杰、侯宝范、侯宝刚申请宣告侯景春死亡一案。申请人侯宝娟、侯宝
菊、侯宝杰、侯宝范、侯宝刚称，申请人与下落不明人侯景春系父女、
父子关系。侯景春从2013年12月24日离家出走，中间从来没有与
家人联系，至今已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侯景春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侯景春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侯景春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侯景春
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凤兰申请宣告董起勇
死亡一案，申请人张凤兰称，董起勇系张凤兰儿子，董起勇于2010年2
月18日走失，杳无音信，至今下落不明8年之久。下落不明人董起勇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想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董起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董
起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董
起勇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广来申请宣告黄进
死亡一案。申请人王广来称，其与黄进于1995年12月31日登记结
婚，黄进于1999年12月30日离家出走，王广来多次寻找未果。下落
不明人黄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黄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黄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黄进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平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唐忠清（1974年6月
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高桥镇观音村8组1号）申请宣
告唐永华死亡一案。申请人唐忠清称，其父唐永华（1948年6月18日
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高桥镇观音村8组1号）于2014年4
月23日上山采药至今未回，下落不明长达4年之久。现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向本院申请宣告唐永华死亡。下落不明人唐永华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唐永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唐永华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唐永华情况，向
本院九里人民法庭报告。 [四川]峨眉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康延旭申请宣告余艳
梅失踪一案[案号(2018)川0191民特85号]。申请人康延旭称，被申
请人余艳梅系其妻子，余艳梅于2016年2月25日从高新区金桂路
238号4栋1单元8楼802号家中走失后，经多方查找均无任何讯
息，至今仍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余艳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余艳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余艳梅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余艳梅情况，向
本院报告。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影申请宣告孙铁群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孙铁
群，汉族，男，1957年3月6日出生，因出国打工至今跟家里没有联
系，自2004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孙铁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

本院受理张连军申请宣告赵淑娟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赵淑娟，
女，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本溪市人，无职业，住辽宁省本溪市明山
区武山街10组。居民身份证号码：210504630812054。被申请人赵淑娟于
2002年5月起下落不明，至今已满1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赵淑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受理申请人李英申请宣告柳伟死亡一案。
申请人李英称，我是柳伟的母亲，其于2000年左右离家走失，下落不明
至今。我于2014年5月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区分局春柳街派出所报
案。下落不明人柳伟应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柳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柳伟生存状况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柳伟情况，向本院报告。[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命琳申请宣告张小康失踪一案，经查：张小康，男，汉族，
1982年9月8日出生，陕西省安康市人，住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恒口镇蔡垭
村七组，身份证号码：612401198209081295。张小康于2014年7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小康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26日（总第7392期）

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不仅严重
侵害人的肌体和意志、破坏家庭幸福，
也严重消耗社会财富、毒化社会风气。
当前，滥用毒品和毒品犯罪是较为突出
的社会问题。刑事审判是惩治毒品犯罪
的重要环节，从审判工作角度分析研判
毒品犯罪的形势、特点，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和措施，对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
禁毒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一、当前的毒品犯罪形势

受境外毒品渗透和国内多种因素影
响，当前我国仍处于毒品问题蔓延期、毒
品犯罪高发期和毒品治理攻坚期，禁毒
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禁毒工作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从审判工作情况看，当前的
毒品犯罪形势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仍处于高
位。近年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
案件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15 年达到
历史最高点 （13.9 万件），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回落，但仍在 11 万件以
上。毒品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
占比例仍然很高，案件数量在各类刑事
案件中居于前列。

二是走私入境、制造毒品等源头性
犯罪呈加剧之势。“金三角”“金新月”
及南美等境外毒源地对我国的渗透加
剧，云南、广东等边境、沿海地区的毒
品走私入境犯罪仍保持高位。同时，国
内制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合成毒品
犯罪较为突出，由以往高发于广东、四
川等省份开始向其他省份蔓延，目前全
国绝大多数省份发现了制毒活动。受制
造毒品犯罪增长影响，麻黄碱、羟亚
胺、邻氯苯基环戊酮等制毒物品流入非
法渠道的形势严峻，全国法院一审审结
制毒物品犯罪案件数从2012年的145件
增至2017年的290件，增长1倍，制毒
物品缴获量也大幅增长，且新的制毒原
料、制毒方法不断出现。在犯罪方式
上，贩毒活动科技化、智能化手段增
多，利用QQ、微信等信息网络进行交
易，利用物流寄递渠道进行运输的毒品
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三是涉案毒品种类多样化，涉新精
神活性物质犯罪案件有所增多。在涉案
毒品种类方面，甲基苯丙胺（包括冰毒
和片剂）、海洛因仍居于主导地位，其
中传统毒品海洛因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合成毒品甲基苯丙胺所占比例不断增
长，在大部分地区已超过海洛因成为最
主要的涉案毒品。同时，新类型毒品犯
罪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涉氯胺酮犯罪
所占比例最大，涉甲卡西酮、曲马多、
芬太尼、恰特草等新类型毒品犯罪时有
发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内部分娱
乐场所已经出现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现
象，部分地方出现了制造、走私、贩卖
新精神活性物质犯罪案件，毒品“三代
并存”的格局已初步显现。

四是毒品犯罪高发省份相对集中。
从地域分布看，我国毒品犯罪已突破以
往主要分布于边境、沿海地区的地域性
特征，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但案件高发
地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华东和华中
地区。广东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近年来
一直居全国首位，云南是缅北毒品向我
国渗透的主要通道，近年来案件数量增
速减缓，但大宗毒品犯罪案件多发，海
洛因和甲基苯丙胺片剂的缴获量居于高
位。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已成为“金三
角”毒品走私入境的第二大通道。江
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受其他省份

毒品渗透影响和本地毒品消费刺激，毒
品犯罪数量居高不下。四川、重庆、福
建、辽宁、海南、甘肃等省的毒品犯罪
也呈多发态势，各自的地域性特征较为
明显。

此外，毒品问题常与“黄、赌、
盗、抢”等问题相互交织，诱发大量违
法犯罪活动。不少吸毒人员沾染毒品
后，很快走上制贩毒道路，或者实施盗
抢犯罪获取吸毒资金。吸食合成毒品极
易诱发自杀自残、暴力行凶等极端事
件，近年来各地已发生多起吸毒后杀
人、驾车冲撞行人等恶性案件，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
稳定。毒品问题还容易与暴力恐怖犯
罪、黑恶势力犯罪发生关联，严重影响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二、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
毒工作的措施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
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
争就一日不能松懈。这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厉行禁毒的坚定决心。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禁毒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
听取禁毒工作汇报、研究禁毒工作，党
中央、国务院专门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禁
毒工作的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进行
整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
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新形势下
做好禁毒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禁毒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为我
们做好新时代禁毒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近年来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禁毒工作的各项重要决策部署，
切实履行审判职责，以审判案件为工作
中心，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大
力加强毒品犯罪审判规范化建设，不断
完善禁毒司法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禁毒
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
为全面、深入推进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
司法保障。同时，与当前的禁毒形势相
比，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还存在一些薄
弱环节。例如，有的毒情较为严重地区
的法院对毒品犯罪审判工作重视不够，
没有把这项工作置于国家禁毒事业大局
下谋划和推进；有的法院就案办案，不注
重总结分析本地毒品犯罪的特点，对新
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不够；有的法
院对落实禁毒综合治理措施不够积极，
工作方式偏于单一，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力度不大。对上述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
采取切实措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确
保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是要继续坚持从严惩处的指导思
想，充分发挥刑罚遏制、预防毒品犯罪
的作用。2012年至2017年，毒品犯罪案
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刑
率为21.9%，各年度的重刑率均高于同
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十几个百分点。
其中，对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
大、罪证确实充分的毒品犯罪分子，坚
决依法判处死刑。当前，人民法院要毫
不动摇地继续坚持厉行禁毒的指导思
想，积极配合、参与国家禁毒委员会部署
的“两打两控”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
击制造毒品，贩卖毒品，走私、非法生
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犯罪，吸毒人
员肇事肇祸犯罪，以及其他严重毒品犯
罪；要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

惩操纵、经营涉毒活动的黑恶势力、毒
黑交织的制贩毒团伙，深挖涉毒黑恶势
力及其“保护伞”，推动禁毒领域扫黑除
恶斗争取得积极成效。在经济制裁方
面，要充分关注毒品犯罪属于贪利性犯
罪的特点，加大对毒品犯罪的经济制裁
力度，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充分适用罚
金、没收财产刑并加大执行力度，确保
从经济基础上有效惩处犯罪并剥夺再犯
的条件。当然，在审判过程中也要坚持
辩证思维和区别对待，对罪行较轻，或
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坦白、初犯
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
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毒品犯
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实践中
一些依法体现从宽的毒品犯罪案件取得
了良好的裁判效果。

二是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继续加
强禁毒法制规范化建设。近年来人民法
院通过开展专项调研、制定规范性文
件、发布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不断规
范毒品犯罪的法律适用，成效显著。最
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印发了 《全国法院
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即

“武汉会议纪要”），2016 年制定了
《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还会同相关部门就惩治
制毒物品犯罪、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
罪、规范毒品名称表述等问题制定了多
部规范性文件，较好地解决了毒品犯罪
适用法律方面的一系列难题。

当前，在推进禁毒法制建设方面较
为紧迫的工作是尽快出台毒品犯罪案件
证据规则。这是中央关于加强禁毒工作
的文件中提出的重要措施。2016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
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也提出要建立
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适应各类案件特点
的证据收集指引。根据工作安排，最高
人民法院刑五庭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部的相关部门，已于 2016 年启动
了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规则的制定工作，
经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目
前证据规则稿已趋于成熟。下一步，要
加快工作进度，按照以审判为中心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继续完善证据规
则稿，争取尽快施行，为规范毒品犯罪
案件的证据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工作，
提高案件办理质量提供有力指引。

此外，要积极推进毒品犯罪追缴违
法所得的法制规范化工作。如前所述，
毒品犯罪属于贪利性犯罪，依法追缴违
法所得，很多情况下其效果不亚于判处
徒刑。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
对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工作。2015
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
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更加注重从经济上
制裁毒品犯罪，依法追缴犯罪分子违法
所得，充分适用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并加
大执行力度。为更加有效从经济上惩罚
毒品犯罪，侦查阶段应当大力做好涉案
财产的调查和查封、扣押、冻结工作，防
止犯罪嫌疑人转移、隐匿财产，此举也将
有利于审判阶段的财产刑执行。同时，
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研究在刑法中增
加规定，对职业毒贩或者获利数额巨
大，又没有其他正当收入来源的，可以
推定其名下巨额财产系违法所得。

三是要夯实基础，进一步完善毒品
犯罪审判工作机制。提高审判工作的质
效，关键在于完善工作机制、提升队伍
素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要压实禁毒工作责任。各级人民法院要
切实贯彻《禁毒工作责任制》的要求，
按照同级党委和禁毒委员会确定的禁毒
责任，将禁毒工作列入本院整体工作规
划，制定工作方案，抓好工作落实，并
督促指导下级法院切实做好禁毒工作。
其二，要大力加强专业审判机构和队伍
建设。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专业性很
强，毒品犯罪多发地区的高、中级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探索确立专
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和调研指导工作的
合议庭甚至审判庭。要通过召开工作座
谈会、举办业务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着
力提升审判人员的司法能力，不断提高
毒品犯罪审判专业化水平。其三，要健
全外部工作协调机制。毒品犯罪多发地
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探索建立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联系
制度，定期就禁毒工作中遇到的一般性
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沟通协商，研究解决
思路和办法；可以探索建立毒品犯罪大
要案通报机制，由侦办机关及时将案件
相关情况通报同级法院，还可以建立健
全毒情通报机制和禁毒执法情报共享机
制，以更好地提升禁毒合力，扩大禁毒
执法效果。

四是多措并举，切实增强参与综合
治理的实效。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与毒
品犯罪（供应）和吸毒行为（需求）均
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吸毒人数庞大，隐
性吸毒人员众多，如果不能有效减少吸
毒人数进而减少毒品需求，刑罚遏制毒
品犯罪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因此，要
将遏制毒品犯罪与治理吸毒问题结合起
来，坚持减少需求与减少供应并重，采
取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等多
元化手段对毒品问题进行系统治理、综
合治理，以从源头上、根本上减少毒品
犯罪。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
罪审判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审判资源
优势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取得了一
些成效。下一步，要继续充分利用审判资
源优势，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禁毒综合治
理工作，重点是大力做好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一方面，要坚持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
相结合。要围绕“6·3”虎门销烟纪念
日、“6·26”国际禁毒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
例等形式，集中进行宣传，形成全国法
院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强大声势。同
时，要紧密结合审判活动，通过庭审直
播，举办禁毒法制讲座，建立禁毒对象
帮教制度，与社区、学校、企业、团体
建立禁毒协作机制等多种有效形式，开
展好经常性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另一
方面，宣传要突出重点。要坚持关口前
移，预防为先，紧紧围绕青少年等群体
和合成毒品滥用这两个重点，有针对性
地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宣传毒
品特别是合成毒品的严重危害以及人民
法院对毒品犯罪坚决严惩的政策立场，
警醒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自觉远离并
抵制毒品。

此外，提出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延
伸审判职能，促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
要方式。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用好这
一工作方式，在总结、借鉴以往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加强对本地毒品犯罪形势、特
点的调查研究，并适时有针对性地向有关
部门提出加强源头预防、日常管控的建
议，促进毒品问题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
善。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
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法院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6 月 25 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传达贯彻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
谈会精神。广西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黄海龙要求，全区各级法院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最高人民法院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决
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要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执行
难工作格局，强化联合信用惩戒，形
成解决执行难的强大合力。要精准
把握目标要求，压实一把手主体责
任，强化精准指导和督促检查，实行
重点案件领导包干制度，举全区法院
之力攻坚执行难。要加强执行工作
宣传力度，以强大的宣传声势为“基
本解决执行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

6月25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党组会议，传

达学习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精神
并研究贯彻意见。宁夏高院党组书
记、院长沙闻麟要求全区法院提高政治
站位，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真正把决战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当成一把手工
程，确保宁夏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加大“飓
风行动”力度，继续坚持挂图作战、集团
作战，用足强制手段，对抗拒执行、规避
执行、干预执行的行为零容忍，切实提
升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要坚持“刀刃
向内”，着力强化规范管理，针对执行规
范化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逐一对照检
查、整改，强化对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
等的督查问责力度。

（记者 丁国华 林晔晗 张严
方 赵 霞 通讯员 史风琴 孙
兵）

广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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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立场 坚决打赢执行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