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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3.摇头丸
摇头丸一般是指含有致幻型苯丙胺

类兴奋剂成分的片剂和丸剂。服用后主

要表现为活动过度、摇头扭腰、嗜舞、妄

想、不知羞耻、性冲动及幻觉和暴力倾

向，故俗称为“摇头丸”。

常见的品种：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

丙 胺（MDMA），3,4- 亚 甲 二 氧 基 苯 丙 胺

（MDA）等。下面以 MDMA 为例介绍：

英文名称：MDMA
物理性质：MDMA 碱为无色油状液，

被滥用的多是其盐酸盐，为白色粉末。

滥用方式：以口服、鼻吸、静脉注射

为主。

毒性：MDMA 滥用者既需要它的兴

奋作用又需要它的致幻作用，更欣赏其

致幻作用。MDMA 能造成永久性的脑细

胞损伤和非永久性损伤肝细胞，严重中

毒者可发生脱水和突发心脏病。

滥用症状：大剂量服用 MDMA 常有

听觉和视觉改变。表现在身体器官方面

的症状，包括血压升高、心律、脉搏加快，

严重时出现肌肉紧张、不能自控的咬牙、

口干、手部颤抖、恶心，有的出现疲劳、出

汗、视物模糊、焦虑和精神失调。即使是

中等剂量 MDMA 也会产生严重的体温升

高、心血管功能障碍、黄疸及抽搐。长期

滥用 MDMA 出现的副作用还表现在心理

障碍，如心理混乱、抑郁、失眠、焦虑及神

经错乱，接近半数的滥用者有恐慌和妄

想症。 MDMA 能使精力分散、动作不协

调，因此强调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无法很

好完成，特别是对司机，服用 MDMA 后开

车十分危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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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日前，记

者从县交警大队了解到，该大队结合“迎

庆 2 号”于近期开展了整治酒驾毒驾专项

行 动 ，大 力 遏 制 酒 驾 毒 驾 违 法 行 为 。 目

前，县交警大队查处了饮酒驾驶 26 起、毒

驾 1 起，有力震慑了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

行为。

坚持研判分析不减力。县交警大队充

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落实实战化勤务模

式，定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分析研判，

认真分析并掌握辖区酒驾醉驾人员出行时

间、路线等规律特点，打破常规执勤方法，

强化信息引领勤务，形成有效部署安排，实

行路面精准管控，切实提高了打击酒驾醉

驾违法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县

交警大队要求民、辅警在查处酒驾过程中

注意方式方法，强化相互配合，严格规范着

装，保障自身安全。

坚持重点检查不减力。为确保整治效

果，县交警大队狠抓“三个重点”。一是狠

抓重点时段，进一步强化午餐、晚餐后及夜

宵时间等重点时段的检查力度。二是狠抓

重点路段，紧紧围绕郪江路、环城路、蓬莱

路等重点路段开展定向检查。三是狠抓重

点车辆，以餐馆、酒店、酒吧、KTV 等涉酒场

所出来的私人小车和行驶动态异常的车辆

为检查重点，提高路面查纠准确率。

坚持日常管控不减力。为全面现实反

“酒驾、毒驾”常态化管理，营造严查严管的

高压态势，县交警大队采取定期和不定期、

固定设点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首先

将严查酒后驾驶作为日常管控的重点，进

一步加强城区各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加

强高速公路出口、郪江北路（大英中学外）

等固定执勤点的查检力度。其次，针对农

村地区民俗活动、赶集等重点时段，着力强

化农村地区酒驾查处力度。再次要求一、

二中队在无特殊任务或天气良好等情况

下，每周开展不少于一次的夜查酒驾专项

整治行动，确保检查经常性、持续性和连贯

性。最后结合认真组织开展“逢十”和“周

末夜查”全国统一行动，全力提高路面的查

纠率。

坚持安全宣传不减力。为广泛宣传引

导公众坚决拒绝酒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

县交警大队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为主

题，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和密度，以辖区主

干道、客运场站、岗亭 LED 地为主要阵地，

通过张贴标语、发放资料、“点对点”、上交

通安全课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集中整治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育群众深刻认识酒

后驾驶的危害性。深入客运公司、出租车

公司等重点企业，对广大驾驶员进行面对

面的交通安全教育。充分利用“双微”平

台、广播电视等渠道，及时报道酒驾整治工

作情况，曝光典型案例，并开展“以案说

法”，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自 6 月以来，

该大队共开展宣传活动 3 场次、发布多条

宣传信息、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宣传交

通参与者 1000 余人次。

县交警大队
部署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7 月 12 日，县交

警大队组织召开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暨全

力预防道路交通事故部署会。

会上，县交警大队大队长胡杰就“7·11”事件处

置情况进行了汇报，并结合当前汛期道路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分析与安排。会议指出，辖区近期雨水较

多，大队执勤人员在道路交通整治过程中要严把道路

违法行为。同时，要注重自身安全，以防检查过程中

出现人员伤亡。要对辖区容易出现的桥梁、急转弯、

易忽视的城区道路凹凸水洼路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

排查出的危险路段及时上报领导上报政府相关部门，

防止因隐患路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大队值班室要

保证二十四小时人员在岗，路面执勤人员警力加强

日常巡逻，雨水天气发生突发道路情况路面执勤人

员及时有效处理，确保道路交通秩序顺畅、安全。

外省居民点赞大英出入境证件
“全国通办”新举措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近日，大英出入境

接待大厅前后迎来一位贵州户籍和一位辽宁户籍

申请人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在查看申请人身份证

件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为其宣讲 4 月 1 日起实施

的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政策，并告知他们，“全国

通办”在原有全国异地换（补）发出入境证件基础

上，扩大到了首次申请、失效重新申请、护照单独加

注等办理情形。在得知该消息后，两位申请人均高

兴地拿着身份证在大英出入境工作人员的帮助指

导下完成了拍照、填表、指纹采集、受理、缴费等办

证流程。

“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真是太方便、太惠

民了！以后再也不用往返跑了，可给我们外省人节

约了不少开销呀！你们出入境部门的政策和服务

都太赞了！”受理完毕后，窗口工作人员详细告知两

位申请人取证时间和方式，申请人对 20 天的取证时

间和不到 10 分钟的办证时间赞不绝口。

据悉，4 月 1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实施出入境证

件“全国通办”，为全面推动此项便民措施落实落

地，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后，可以实现三个

“都能办”：全国各地都能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

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申请材料与

户籍地一致；内地居民都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

地等条件限制，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

件；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即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

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都可在异地申办。此外，

申请人异地申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还可在自

助签注机上办理，立等可取。大英出入境全体人员

采取网络力量广泛宣传，接受群众窗口、电话咨询

60 余人次，并得到群众一致好评和点赞。

县交警大队推进酒驾毒驾常态化整治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7 月

12 日上午，县公安局太吉派出所工作中

获取一条重要线索：有一名谌姓男子涉

嫌吸毒。掌握违法线索后，民警立即将

前期掌握的情况与此线索进行碰撞分

析。民警经过缜密侦查，快速确定违法

嫌疑人身份和吸毒场所，并于当日 12 时

许在蓬莱镇张家湾安置房某门面房内将

其成功抓获。经审讯，谌某勇（男，39
岁，大英县蓬莱镇人）交代于 7 月 9 日 21

时许在蓬莱镇张家湾安置房小区某门面

房内采用烤吸的方式吸食毒品冰毒。经

提取谌某勇新鲜尿液进行检测，其结果

呈阳性。另查明谌某勇于 2019 年 7 月

初、7 月 8 日在蓬莱镇张家湾安置房小区

某门面内，采用烤吸的方式吸食毒品冰

毒，且谌某勇吸毒后有自残和伤害他人

行为，其行为构成吸毒成瘾严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相关规定，已

依法对谌某勇强制隔离戒毒 2 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7 月 11
日下午，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深入蓬莱镇朝

阳社区，开展禁毒讲座进社区活动，倡导

辖区群众健康积极生活，进一步增强群众

禁毒知识和抵制毒品的能力。社区部分

群众、青年志愿者及适龄儿童参加活动。

讲座中，禁毒民警以喜闻乐见的方

式、通俗易懂的语言、风趣幽默的谈吐为

参会群众介绍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毒品起

源和种类、毒品的传播途径和危害、青少

年涉毒引发的犯罪及如何远离毒品等方

面的禁毒知识，并应用大量真实案例引

导大家认清毒品的危害。讲座还设置了

互动环节，民警现场与群众进行禁毒知

识有奖问答，有针对性地讲解大家提出

的问题。同时，民警为参加讲座的群众

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禁毒折扇等宣传资

料。

讲座结束后，聆听讲座的群众纷纷

表示，将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并主动

参与到禁毒宣传活动中来，积极动员身

边亲朋好友等共同参与禁毒。

“云剑”行动 大英公安强戒 1名吸毒成瘾人员

县公安局开展禁毒讲座进社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