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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坚持
依法严惩和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工作方
针，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严厉打击
毒品犯罪，扩展宣传教育效果，不断加
强以案释法，为打好禁毒人民战争提
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高度重视，精心部署。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禁毒工作，成立
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法院工作实
际专题研究部署禁毒工作，制定下发
禁毒活动实施方案，确保全区法院禁
毒工作有章可循，有步骤分阶段稳步
推进。各级法院量化工作目标，细化

责任落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紧密结
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涉黑
涉暴涉枪毒品犯罪以及涉毒黑恶势力
幕后“保护伞”，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
生蔓延的土壤。

突出重点，依法严惩。始终保持
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突出打
击重点，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对于
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分子，
坚决判处死刑。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对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深、人
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特别是

毒品的泛滥，直接危害
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更给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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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各级人民法院深入参与禁毒人民战
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毒品
犯罪，形成禁毒高压态势。6月26日国际禁毒日
到来之际，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严厉打
击毒品犯罪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
期《法院专刊》聚焦国际禁毒日的由来、毒品
的危害、全区法院严打毒品犯罪情况以及

防范毒品的基本常识，呼吁人民群众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行动起来，

共同打赢新时代禁毒人
民战争。

20世纪80年代起，吸毒现象蔓
延、毒品走私日益严重。因贩毒、吸
毒诱发的各种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着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面对
这一严峻形势，1987年 6月 12日至
26日，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有 138
个国家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
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
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每年6月26日
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

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号召全球人
民共同抵御毒品危害。同年12月，
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
把每年的 6月 26日定为“禁止药物
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即“国际
禁毒日”）。1998年起，我国每年均
在国际禁毒日前期发布本年度中英
文《中国禁毒报告》，全面涵盖上年
度全国禁毒宣传教育、禁吸戒毒、打
击毒品犯罪、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禁
毒国际合作等工作。

什么是毒品?

毒品，原本是比较特殊的药
物。医学界、化学界研究开发它，
本意是用这些特殊药物来治疗疾
病，解除痛苦。然而，它一旦被超
越医疗目的以外滥用时，便会给人
类带来灾难。

我国《刑法》第 357条规定，毒
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
（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
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
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我国于
1996年颁布了《麻醉药品品种目录》
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前者包括
鸦片、海洛因、杜冷丁等118种麻醉
药品，后者包括甲基苯丙胺、咖啡因
等119种精神药品。一切列入国家
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
被非法使用便是毒品。

吸毒为什么会成瘾?

吸毒会成瘾是毒品与人体相互
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毒品共同的特性
就是进入人体后作用于人的脑内与
学习记忆有关的神经系统，逐渐产生
精神依赖（心瘾），进而形成追求使用
该药物的行为；另一方面，毒品进入
人体后，破坏人体正常的平衡，产生
在毒品作用下新的平衡状态（身体依
赖）。一旦停止吸毒，就会感到不
适。只有连续不断地吸入更大剂量
的毒品，才能保持人体新的平衡。

吸毒有哪些危害?

吸毒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
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

吸毒对个人的危害：吸毒严重
危害身心健康，加速死亡，容易引
发自残、自杀等行为，容易感染疾
病。长期吸毒或滥用毒品，对人体
伤害最严重的就是呼吸系统，最常
见的是肺纤维化、肺梗塞、肺气肿、
肺空洞、肺结核，临床表现为呼吸
气短、哮喘、咳血。据统计，100个
吸毒者中有87个都患有结核病、肺
结核病，还有60个患有乙肝。不仅
如此，还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造成
严重损伤，摧残人体中枢神经、造
血系统、生理机能，导致感染各种
疾病，引发死亡。

吸毒对家庭的危害：吸毒给家
庭造成巨大的精神摧残，家庭中一
旦出现吸毒者，在其自我毁灭的同
时，家庭将陷入经济破产、亲属离
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

吸毒对社会的危害：吸毒诱发
犯罪，破坏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
序，影响社会稳定。吸毒者在耗尽
个人和家庭钱财后就会铤而走险，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进行以贩养
吸、贪污、诈骗、盗窃、抢劫、凶杀等
犯罪活动。吸毒者基本上都丧失
正常的劳动能力，影响国民素质，
败坏社会风气，腐蚀人的灵魂，摧
毁民族精神。

我国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
严打高压态势，先后颁布《关于戒
毒的决定》《禁毒法》《禁毒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六章
第七节第 347条至第 357条，对毒
品、毒品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的处罚
作出明确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罪】指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及工
商、海关等行政法规，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

【非法持有毒品罪】指违反国
家毒品管理法规，明知是毒品而非
法持有、数量较大的行为；

禁绝毒品好奇心。毒品损害
人的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影响社
会治安和经济发展，甚至危及国家
政治稳定，阻碍社会进步。要筑牢
抵御毒品侵袭的思想防线，树立

“毒品绝不能碰”的理念。
谨慎交友拒邀请。为了解决

毒资，很多吸毒者会采取各种手段
引诱他人吸毒，97%以上的人第一
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如吸毒
能治病、吸毒很时尚、偶尔吸不会
上瘾、可以释放压力等说词，接到
这样的邀请时要保持警觉，并考虑
终止朋友关系。

提高警惕免误食。在娱乐场所
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
留意易拉罐等饮料是否有被注射的
针眼和开封的迹象，离开座位时最
好有人看管饮料和食品，避免因误

食毒品而上瘾或遭到性侵犯；怀疑
场所内有人吸毒时要冷静，设法离
开并报警，避免伤害类事件的发生。

不明物品绝不碰。近年来，贩
毒分子常常利用怀孕和哺乳期妇
女、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人群，采
取委托保管、投递、买卖等方式从
事贩毒活动，如果被委托保管、投
递、买卖的物品是毒品，有可能在
法律上被认定为贩毒者的同谋。

生活方式要健康。要规律生
活，合理安排工作和娱乐时间、正
确应对压力、保持良好情绪、建立
和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不要用毒
品来满足某种心理需求。

合理用药遵医嘱。不能滥用
镇痛、镇静、减肥、安定、止咳类药
物，这些药物过量服用可能会产生
与毒品一样的效果。

【运输大宗毒品被判死缓】金
某，女，青铜峡市人。2012年 5月
10日，金某为获取高额报酬，按照
他人的电话指示接送运毒人员并
驾车携带装有毒品的行李箱运输
毒品海洛因 2726.84克，被公安民
警当场抓获。经法院审理认定构
成运输毒品罪，且运输毒品数量
大，应予从严惩处，依法判处金某
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官寄语：对于贩卖、运输大
宗毒品的，宁夏法院始终坚持依法
从严惩处的审判指导思想，该判处
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如
明知对方运输的是毒品，千万不能
因碍于熟人、朋友情面或抱有侥幸
心理，认为能安全“过关”而帮助运
输毒品，最终触犯刑法，失去自由
乃至生命。

【贪图丰厚回报获罪领刑】丁
某是一名货车司机。2015年2月的
一天，丁某接到亲家张某的电话，
称有点物品在云南，希望丁某能将
其本人和货物一同带回宁夏，并许
以丰厚回报。丁某被利益所惑，按
照亲家指示，和儿子一起将货车开
往云南。接到张某后，丁某驾车准
备返回宁夏，途中被警方抓获，当
场查获毒品海洛因 3000多克。后
经法院审理，认定丁某犯运输毒品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官寄语：司机在行车过程
中，出现下列情形要有防范意识：
在他人提出的乘车、包车、雇车价

格明显高于平常价格，并要求采
取隐蔽方式、违背常理的方式接
运物品时；在前往云南、广州、四
川等毒品犯罪高发地区拉货，要
求车辆行驶途中接运物品、接货
时变更地点、运输中要求变换路
线时；在出发到外省装货，有人让
你回来时帮忙拉货，并要求到外
省后换手机号联系时；当有朋友
请你开车到外省接人时。遇到上
述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解清
楚实际情况，切莫为运载毒品提
供便利并参与犯罪。

【吸毒衍生暴力犯罪家破人
亡】男子王某因常年吸毒经济拮
据，产生抢劫钱财购买毒品的念
头。2018年 7月 13日，王某到一居
民家中行窃，在卧室内翻找财物
时，惊醒了熟睡的陈某，撕打中用
携带的扳手猛击陈某头部致陈死
亡。随后，王某又到另一间卧室将
陈某的妻子强奸，并抢劫财物 2285
元后逃离现场。当日下午，王某用
赃款购买毒品吸食，后被公安机关
抓获归案。经法院审理认定，王某
的犯罪情节极其恶劣，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法官寄语：这是一起较为典型
的因吸食毒品衍生的暴力型犯罪
案件，此类案件在刑事犯罪中占有
一定比例。吸毒是毒品犯罪的“万
恶之源”，一方面吸毒行为催生着
毒品犯罪，另一方面吸毒者本身极
易走上毒品犯罪道路。唯有抵制
住引诱，才能使人生之路不致偏离
正轨。

“6·26”国际禁毒日由来

“恶之花”毒品危害知多少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指明知对
方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
罪分子，而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掩盖
其罪行，或者帮助其湮灭罪证，以使其
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
指明知是毒品或者毒品犯罪所得的财
产，而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的
行为；

【走私制毒物品罪】指违反国家规
定，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醚、三氯
甲烷或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材料或
者配剂进出国（边）境的行为；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指违反国
家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非法
买卖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其他用
于制造毒品的物品的行为；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指明知
是罂粟、大麻、古柯树等毒品原植物而
非法种植数量较大，或者公安机关处
理后又种植，或者抗拒铲除的行为；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
原植物种子、幼苗罪】指从事非法买
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
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数量较
大的行为；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指
通过向他人宣扬吸食或注射毒品后的
感受等方法，以及用隐瞒事实真相或
者制造假象的方法，诱使、唆使或蒙蔽
他人使之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

【强迫他人吸毒罪】指违背他人意
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
使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

【容留他人吸毒罪】指当事人违反
有关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行为；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罪】指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
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人
员，违反国家规定，明知他人是吸食、
注射毒品的人，而向其提供国家管制
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

【涉毒品单位犯罪】单位触犯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制毒
物品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论
数量多少，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毒品
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
不以纯度折算。对上述毒品犯罪的处
罚，根据情节的轻重，处以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均并处罚
金或没收财产的财产刑。

【从重处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还明确规定，对引诱、教唆、欺
骗、强迫未成年人的，因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
犯上述罪的，从重处罚。

对于涉毒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职
业犯、惯犯、再犯、累犯，依法严厉打
击、严肃惩处；对具有自首、立功、从
犯、初犯等法定或者酌定从宽处罚
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依法从宽处
理、充分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
罪。2015年至2019年，全区法院共
受理各类毒品犯罪案件5721件，审
结5687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
罪分子2295人，依法严惩了一大批
涉毒犯罪分子，净化了社会环境。

强化宣传，提高意识。全区各
级法院始终把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坚持重点宣传与日常
性宣传相结合，深入组织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新颖、覆盖面广的全民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坚持把青少年特
别是中小学生作为禁毒预防宣传教
育的重中之重，在儿童节、国际禁毒
日、宪法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开展宣
传活动，扩大禁毒知识知晓率。
2015年至2019年，全区法院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万余份，制作宣传展板
245块，悬挂宣传横幅 110条，共到

156所学校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
到娱乐场所、车站、村委会、居委会
以及广场等405个场点开展了禁毒
宣传活动，受教育人群达 40万余
人。

综合治理，打防并举。全区各
级法院紧密结合审判活动做好禁毒
综合治理工作，与公安、检察等相关
部门协调配合，建立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重点突出的常态化禁毒综合
治理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判后
帮扶工作机制，帮助被判刑的吸毒
人员接受戒毒治疗和教育改造；结
合各地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加强
审判调研和指导工作，通过编发典
型案例、召开专题会议等形式，统一
辖区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
策把握尺度，确保办案质量；各级法
院特别是毒品案件多发地区的法
院，针对审判实践中发现出租车、大
货车司机参与运输毒品牟利情况，
向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协
调媒体刊播相关案例和知识，警示
广大司机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

全区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警示录

防范毒品六项注意

毒品犯罪的主要类型

66月月33日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院长杨光明带领干警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院长杨光明带领干警在青山公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在青山公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6月1日上午，西夏区法院干警在宁阳广场商圈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银川中院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公开审理毒品犯罪案件。
平罗县法院组织干警在七一广场开展“防

毒反毒，人人有责”禁毒宣传活动。

66月月1616日日，，红寺堡区法院干警为红寺堡区第二小学
红寺堡区法院干警为红寺堡区第二小学140140名名

学生普及禁毒知识学生普及禁毒知识。。

宁夏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守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本报通讯员 吴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