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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
员 欧嘉剑）今天，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邬文生通报
全省法院依法打击毒品犯罪情况。

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 全省
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470件， 同比略有
增长；判决毒品犯罪分子6113人，与上年度同
时期基本持平。 其中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毒
品犯罪案件153件617人， 判处无期徒刑以上
刑罚299人。

我省法院严格限制毒品犯罪的缓刑适
用。2017年， 毒品犯罪被告人缓刑适用仅为
2.44%。在重拳打击毒品犯罪同时，突出禁毒
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推动禁毒宣传进入社区、
学校和农村， 重点抓好对青少年的禁毒宣传
教育。2017年，全省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为
22人，下降幅度达到67.5%。

从审判情况看， 我省毒品犯罪呈现以下
几个新特点：一是容留吸毒犯罪持续高发。容
留他人吸毒案件数和被告人数，在5年内分别
增长了2.56倍、2.49倍，达到了2017年的3010

件3200人。 二是毒品引发的次生危害不断增
大。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频频发生， 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三是新型
合成毒品案件所占比例迅速上升。 海洛因
等传统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例逐年下
降，甲基苯丙胺及其片剂、氯胺酮等合成毒
品的比例迅速上升， 已经占据毒品犯罪的
过半份额。 四是再犯罪人员、 累犯比例较
高。2009年至2017年，全省毒品犯罪案件中
再犯罪人员在涉毒犯罪人员中的比重从
4.96%上升至22.23%,� 累犯在涉毒犯罪人
员中的比重从2.24%上升到14.57%，均呈逐
年上升趋势。

■相关链接

李逢利容留未成年人吸毒案
基本案情
2009年3月24日，被告人李逢利因犯抢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1年1月13日刑满
释放。2012年12月7日， 他因犯故意毁坏财物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013年8月1日刑满释
放。

2017年12月7日，李逢利与曾某（2002年2
月出生）、赖显辉、李俊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开车来到绥宁县城的苗家传说酒店， 李逢
利在该酒店登记入住。第二天下午，李逢利拿
140元钱向刘凯购买了1小包毒品甲基苯丙
胺，随后他与刘凯、曾某、赖显辉等人返回酒
店房间， 李逢利用矿泉水瓶子制作了吸毒工
具，与刘凯、曾某、赖显辉等人在房间内共同
吸食了这包毒品。另查明，李逢利还于2017年
11月的一天， 在绥宁县长铺镇建华宾馆402
房，容留赖显辉、李俊、曾某等人吸食毒品甲
基苯丙胺。

裁判结果
本案由绥宁县人民法院一审， 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以容留他人吸毒罪，依
法判处被告人李逢利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3000元。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凌云 李昕）为促进全民“抵制毒
品、参与禁毒”，6·26国际禁毒日，“纯净梦
想，幸福潇湘”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在长沙
市图书馆拉开帷幕。

此次主题活动展由省戒毒管理局、长
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湖南省白
泥湖戒毒康复所、长沙市图书馆承办。

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从6月23日开
始，至7月23日结束。期间，长沙图书馆二
楼展厅内，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禁毒历史、毒
品危害、当前毒情和毒品预防知识，宣传禁
毒法律法规和湖南省司法行政戒毒工作

取得的工作成效。
自6月23日开展以来， 展厅里现场摆

放的80余种仿真毒品引起了市民好奇，许
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纷纷前来了解毒品
知识。看完后，家长觉得这样的宣传教育很
有意义。“原来毒品种类这么多， 还有这么
多的‘伪装’！”很多人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并表示要将这些毒品样本和展板内容拍下
来发给朋友和家人，警示大家远离毒品。现
场还有许多家长教导孩子们逐一辨识“那
些包装漂亮”的新型毒品，告诫孩子不要轻
易拿陌生人的东西， 让孩子从小就树立拒
毒防毒的意识。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何晶
明）“牢记历史，不忘国耻；珍
爱生命， 拒绝毒品……”今
天上午， 衡阳市举行禁毒
攻坚战动员誓师大会暨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大
型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彰
显市委、 市政府坚决打赢
禁毒攻坚战的决心， 掀起
全市禁毒新高潮。

今天是第31个世界禁
毒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
加活动的共有15个方阵，
分别为衡阳市直单位、学
校及禁毒志愿者等。 活动
现场摆着宣传展板， 禁毒

志愿者向市民介绍毒品的危害，宣传“吸毒一
口，掉入虎口”的道理。 当地高校禁毒志愿服
务联盟发出倡议，希望广大青少年筑牢思想
防线，规范自身行为，参与禁毒斗争。

衡阳市领导还与禁毒志愿者、公安民警
一起，现场销毁毒品719.9公斤。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
员 梁成文）“被告人贺某某犯贩卖、 运输毒品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
6月19日至21日，娄底市中院以及该市5个基
层法院分别对32起毒品犯罪案件进行集中
公开宣判，贺某某、曾某等43名被告人一审
获刑。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判，旨在深入推进全
民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娄底创建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营造良好氛围。娄底两级法院将禁毒工
作与审判工作统筹推进，保持高压态势，依法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分子。今年以来，共审结毒
品犯罪案件308件371人，其中一审判处无期徒
刑以上刑罚的11人。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严万达）今天
是国际禁毒日。当天，永州市在滨江广场举行
了公开销毁毒品活动， 集中销毁11类毒品共
130余公斤。目睹这一过程的2000余名社会各
界人士拍手称快。这是永州积极创建全国禁毒
示范城市的举措之一。

2015年以来，永州市主动亮剑，坚决打击

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在全市持续掀起缉毒严打
高潮。该市禁毒工作连续3年获评全省先进。

“毒品危害太大了，不仅害了自己，还
毁了家庭。”活动现场，禁毒志愿者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讲解禁毒知识，表演寓教于乐
的文艺节目。 一些戒毒康复人员还现身说
法，让群众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巨大危害。

判决毒品犯罪分子6113人，缓刑适用仅为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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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集中宣判毒品犯罪案
今年来已审结案件308件371人

永州坚决打击涉毒犯罪
连续3年获评全省先进

来！ 辨识那些包装漂亮的新型毒品
“纯净梦想 幸福潇湘”禁毒主题展开启

公开焚毒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 怀化市在五溪广场组织公开焚烧毒品大会暨禁毒志愿者骑

行活动。怀化警方将近年来缴获的海洛因、冰毒、吗啡等毒品现场焚毁，禁毒志愿者绕城骑
行，沿途向广大市民宣传禁毒知识，倡导群众远离毒品，健康生活。 陈湘清 摄

全省法院重拳打击毒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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