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禁毒委员会文件

湘禁毒委 〔2021〕 19 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四届 “我是答题王”
湖南省禁毒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禁毒委员会, 省禁毒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落实国家禁毒委 《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

导意见》 和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

发的 《防范毒品滥用宣传教育活动方案》 精神, 深入推进全省

毒品预防教育宣传专项行动, 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营造

浓厚禁毒氛围, 省禁毒委员会决定于 12 月组织开展第四届 “我

是答题王” 湖南省禁毒知识竞赛活动。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制定 《第四届 “我是答题王” 湖南省禁毒知识竞赛活动方案》



(附后), 并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 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 “我是答题王” 活动覆盖面

广, 参与趣味性高, 是我省重点打造的毒品预防教育品牌工程。

各市州、 成员单位组织参与情况已纳入全省禁毒工作绩效评估内

容和成员单位责任清单, 请各市州、 省禁毒委成员单位高度重

视, 迅速向禁毒委和单位主要领导汇报, 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细

化活动组织、 明确责任分工、 严格奖惩措施, 充分调动各级人民

群众参与知识竞赛的积极性。
  

二、 认真组织, 确保全面覆盖。 知识竞赛初赛阶段全部为网

络答题, 依托微信小程序进行, 各市州、 成员单位参与情况将具

体细化到单位、 乡镇 (街道) 和高校的答题人数。 各地禁毒委

和成员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 广泛组织公职人员、 企事业单位、

高校学生和社会群众参与活动。 各级工会要做好工会会员、 职工

参与发动工作; 教育、 团委和妇联要做好高校学生、 社会群众参

与发动工作; 各地基层政府部门要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 组织发

动本地群众参与网络答题, 共同推进全省参与人数再创新高。
  

三、 及时调度, 务求取得实效。 活动期间, 省禁毒办将通过

湖南禁毒微信公众号定期通报各地参赛人数情况, 各地禁毒委要

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推进和协调调度, 提高人员答题参与率,

对组织不力、 参与率不高的地区和部门, 要及时督促整改, 确保

活动效果。 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与省禁毒办联系解决。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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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 “我是答题王” 湖南省禁毒知识竞赛
活动方案

  

一、 活动目标

本次活动采取 “以赛代学” 的形式, 组织广大群众通过竞

赛答题活动学习禁毒知识、 了解毒品危害, 牢固树立远离毒品、

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 引导全民关注和支持禁毒工作, 积极参与

禁毒斗争, 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推动新时代湖南禁毒人民战争向

纵深发展。
  

二、 活动组织

此次活动由省禁毒委员会主办, 成立活动组委会, 由省禁毒

办负责具体组织和协调。
  

三、 参赛对象

活动分为初赛、 复赛和决赛。 初赛为网络竞赛, 设置公职人

员组、 大学生组和社会群众组 3 个分组。 复赛和决赛为现场赛,

设置中学生组 (含初中、 高中和职高, 不参加初赛活动)、 大学

生组、 公职人员组、 社会群众组 4 个分组, 以市州为单位组队参

加。 市州组队的公职人员不能为从事禁毒、 戒毒、 社会禁毒工作

的公安、 司法或禁毒办的人员。 公职人员以参加如法网考试的各

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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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包括我国禁毒工作方针政策、 禁毒法律法规、 禁毒

历史、 毒品种类、 毒品危害、 防毒技巧、 毒情形势、 国际相关禁

毒公约以及时事政治、 党史知识等。
  

五、 赛程安排

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上旬。
  

(一)
 

初赛阶段: (12 月 15 日 0 时至 12 月 31 日 24 时)。 参

赛人员关注 “湖南禁毒” 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 “禁毒活动”

菜单——— “第四届我是答题王”, 注册报名 (填写姓名、 选择地

区及所在单位或高校信息), 即可参加答题活动。 参赛期间, 选

手可实时查看个人积分, 选手积分排行榜和各分组、 各单位

(学校) 组织参与情况将在活动小程序和湖南禁毒微信公众号定

期公布。 初赛后, 各市州参考初赛情况, 自行组队参与复赛。
  

初赛阶段, 活动组委会将在湖南禁毒抖音号和虎牙平台举办

3 场直播活动, 邀请主持人现场直播派题、 抽奖。
  

(二) 复赛阶段: (2022 年 1 月上旬)。 复赛采取现场答题方

式进行, 14 支代表队决出 6 支进入决赛 (具体方案另行通知)。
  

(三) 决赛阶段: (2022 年 1 月上旬)。 决赛采取现场答题方

式进行, 6 支代表队决出团队一、 二、 三等奖和个人答题王。
  

六、 奖项设置

(一) 初赛阶段: 幸运奖 300 个, 初赛阶段两个周期 (12 月

15 日-22 日、 12 月 23 日- 31 日) 公职人员组、 大学生组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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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组积分前 50 名的选手获得奖品, 由活动组委会联系选手

发放。
  

(二) 决赛阶段: 设团队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和个人答题王 1 名。
  

(三) 优秀组织奖: 设置市州组织奖若干, 根据市州参与人

数、 公职人员参与比例和复赛、 决赛表现综合评定。

　 湖南省禁毒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6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不缩放(裁切或填补)
     旋转：                不变
     尺寸：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0
            
       D:20211215160515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1
     0
     363
     177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None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0
     6
     5
     6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不缩放(裁切或填补)
     旋转：                不变
     尺寸：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0
            
       D:20211215160515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1
     0
     363
     177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None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
     6
     5
     6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不缩放(裁切或填补)
     旋转：                不变
     尺寸：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0
            
       D:20211215160515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1
     0
     363
     177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None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
     6
     5
     6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