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创建全省首家公安监管医院两年来取得突出成效

“公安+医疗”模式有效提升治安管理水平

病残吸毒人员收
治难以及公安监管场
所在押人员看病难、
治病难是长期以来困
扰海口市社会治安管
理的一道难题，也是
制约深入推进法治文
明建设的一道屏障。

海口市公安局党
委大胆探索，创新社
会 治 安 综 合 治 理 方
式、强化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融合社
会医疗资源，创新建
立医疗社会化长效机
制，高标准建设海口
市公安监管医院，病
残 吸 毒 人 员 应 收 尽
收，有效破解了困扰
多年的病残违法犯罪
嫌疑人收押难、在押
人员治病难问题。

——关注6·26国际禁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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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监管医院模式
推进监所医疗社会化

患有严重疾病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和
病残吸毒人员收押难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这些人员甚至以此为“护身符”多
次作案，成为海口社会治安的隐患。

如何破解难题？海口市公安局党委
创新思路，提出“市公安局依托市人民医
院的医疗资源优势，探索建立由公安监
管场所提供场地并负责安全，社会医疗
机构提供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警地协
作医疗机制”的思路，积极谋划建设公安
监管医院。

为此，海口市公安局积极协调海口
市卫生局、市人民医院等相关单位领导
现场办公，进行建立监管医院可行性研
究。考虑公安监管场所收治病人较少、
医院投入使用后经费负担过重，而海口
市灵山片区没有大型医院设点、医疗服
务滞后的实际情况，决定通过共建海口
市公安监管医院暨人民医院滨江分院的
形式，一方面通过医疗服务辐射灵山片
区百姓；另一方面，监管医院承担犯罪嫌
疑人入所前健康“五项检查”、收治病残
违法犯罪嫌疑人，多措并举弥补监管医
院经费不足，实现共赢。

位于海口市新大洲大道的海口市公
安监管医院是公安机关与社会医院成功
联姻成立的专业医院，也是我省首家公
安专业医院，记者日前进行了探访。

海口市公安监管医院监管病区，设
有12间普通病房、结核病房、呼吸道传
染性病房、血液传染性病房、重症监护室
等，有96张床位。

医院环境明亮、干净、整洁，配置了先
进的医疗设备，还配备医生、护士30余
名。主要承担违法犯罪嫌疑人收押前身体
健康检查和病残吸毒人员的收治任务。

海口市公安局与海口市人民医院大
胆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模式，警方与地方
三甲医院合作共建海口公安监管医院的
思路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
2013年8月21日，省委常委、时任

省政法委书记毛超峰主持召开全省禁毒
工作会议，将海口市公安监管医院项目
列为当年全省禁毒五项重点工作予以推
进，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富林挂点予
以督办。海口市相关领导先后现场调
研，解决监管医院建设存在的问题。

2015年5月，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
记孙新阳高度重视禁毒工作，要求公安
监管医院要增强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
意识，自觉融入“双创工作”大局，把病残
吸毒人员收治工作抓紧抓细抓好。同年
12月，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李向明把监管
医院作为调研的第一站，对监管医院收治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张勇带领国家禁毒委考核组，在李富林
的陪同下，到监管医院视察，对公安+医
疗机构的合作方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下，监管医院建设特事特办加快推进，
建设资金和人员编制等问题陆续得到及
时解决。从项目启动建设至今，省禁毒

委、省综治委、海口市政府共投入建设资
金、医疗设备购置费等合计2500多万
元，并将收治病残违法犯罪嫌疑人经费
和违法犯罪嫌疑人收押前健康检查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2014年1月26日，海口市公安监管
医院试运行，开展病残违法犯罪嫌疑人
收押入所前健康“五项检查”工作。

收治病残违法犯罪嫌疑人
净化社会治安成效显著

2014年6月18日，监管医院正式开
展收治工作，无条件收治病残违法犯罪
嫌疑人、特别是病残吸毒人员。

监管医院启用后，市公安局党委要
求全市公安机关开展病残吸毒人员收戒
专项工作，病残吸毒人员特别是仍在社
会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应收尽
收，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据了解，海口登记在册的病残吸毒
人员有数百人。截至目前，监管医院开
业已经收治了716名病残违法犯罪嫌疑

人（含病残吸毒人员426名），其中650
人（吸毒人员396人）痊愈出院转监管场
所关押、66人（吸毒人员21人）在院内治
疗。监管医院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困扰海
口市社会治安多年的病残违法犯罪嫌疑
人和被监管人员“收不了、治不了、放了
乱”的难题迎刃而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赞誉，有效解决患病吸毒人员自恃
病残可以逃避打击的问题，促进全市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新的突破。

依法管理因情施策
探索特殊监管模式

监管医院既是医疗机构，也是特殊
的监管场所，可谓是集医疗机构和监管
场所的工作风险于一身，管理难度很大，
对于监管医院这一“新生事物”，公安机
关又该如何管理呢？

海口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支队长
吴讳坦言，监管医院收治的部分病残违
法犯罪嫌疑人想要继续逍遥法外对抗治
疗，不愿把病治好，管理和治疗难度非常

大，公安监管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我们认真探索

出一套专门针对病残收治人员管理新模
式。”吴讳介绍，海口市公安局相继出台
了《监管医院管理办法》《监管医院突发
事件处置预案》等一系列制度，明确各岗
位职责以及民警和医护人员工作协作机
制，杜绝安全管理上的漏洞。

因情施策推进人性化管理。监所管
理支队政委林海涛介绍，监管医院收治
人员既是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是身患重
病特殊群体，需要更多的关心、理解、帮
助。监管医院在人性化管理方面一是考
虑这些病员都患病身体弱，在营养上，病
员伙食费标准是一般监管场所在押人员
的三倍。二是通过病房配置的视频系
统，根据感染不同病例，有针对性的举办
疾病防护和治疗知识讲座，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三是帮助病员及时向家属通
报治疗情况，邀请家属到医院共同做好
病员的心理辅导。四是用诚心、真心和
耐心去教育感化。

治病疗心
“感谢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因吸毒，我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变
卖买毒品，家里一贫如洗，根本没钱给
我看病。”在海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有
8年吸毒史的符刚（化名）对记者说，因
吸毒，他肝胃功能破坏严重，肝功能近
乎衰竭，在监管医院治疗1个多月，享受
着病号待遇，生活和饮食非常好，现在
身体好了返回戒毒所，是政府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

“刚开始，我不相信监管医院真能为
我治病，家里人都不管我了。后来治疗
费花了近1万元，全是政府买单，这在过
去，我都不敢想，由政府出资，为我们这
样的人建如此先进的医院进行集中免费
治疗，在很多国家很难达到这样的水
平。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帮助，使我们重
燃了生活的信心。”符刚激动地说。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监管医院急救演练。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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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村子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何胜

在美丽的昌化江畔，有两个依江而建并
且相邻的村落——大风村和耐村。上世纪
90年代初，几名外出务工的村民将毒品带回
村子，此后逐步蔓延。

在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年代，部分
青年很快就跟吸毒人员混到一起去了。因为
缺钱买毒品，吸毒的人就偷家里东西卖钱，没
有东西可卖了，就出去偷、去抢，村里的偷盗
情况越来越多。至今已有11人因为吸毒而
死，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

多年来，昌江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禁毒工
作，县委书记林东，县委副书记、县长林安多次
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组织和开展打击涉毒
违法犯罪活动，压缩毒品滋生空间，进行禁毒
宣传教育，扎实推进两村的禁吸戒毒工作。

在大风村、耐村的综合整治工作中，县公
安局民警跟踪帮教吸毒人员，县司法局在村
庄设立了禁毒法制宣传栏，县民政局到村帮
扶特困吸毒户，团县委组织禁毒志愿者利用
节假日到村里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县教
育局以全面落实“6·27”工程为契机，大力加
强中、小学的禁毒宣传教育力度。两个村委
会的村干部按照各自包片的原则，对登记在册
的吸毒人员实行摸查跟踪，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同时做好吸毒、戒毒人员家属的帮教工作，
形成家庭配合的良好氛围。

今年初，禁毒宣传联欢晚会举办，村民自
发成立的村歌协会、禁毒普法队等自编自演
了《一人吸毒全家遭殃》《贩毒吸毒法难容》等
节目进行禁毒宣传，以朴实、接地气的方式揭
示毒品的危害。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县禁毒委
坚持开展禁毒宣传教育，严厉打击涉毒违法
犯罪活动，大风、耐村人逐渐醒悟，开始转变，
不少村民还自发成立禁毒宣传组织，积极开
展帮教工作，帮助曾经染上毒瘾的村民脱贫
致富，远离毒品。

如今大风村、耐村每家每户都有家庭防
毒手册、禁毒挂历和禁毒宣传小扇子，每个中
小学生人手一本禁毒宣传教育画册。在村里
的主要村道，两旁的围墙上，禁毒知识长廊随
处可见，村歌协会、村宣传队、村舞蹈队自发
组织的禁毒宣传活动络绎不绝，毒品给两个
村带来的危害正在逐渐降低，村子的生产、经
营活动开始逐步走向正轨，一个充满希望的
明天即将到来！

（本报石碌6月26日电）

今年以来，昌江始终坚持“零容
忍”理念和“严打”方针不动摇，以石
碌镇、昌化镇为重点，以打击贩毒网
络为目标，联合治安、刑侦、特警、禁
毒、监管、派出所等部门、警种，认真
梳理在侦案件、已破案件，收集情报
线索，集中优势力量，向毒品犯罪发
起猛烈地进攻，缉毒破案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昌江在打击毒品的同时也进一
步强化堵源截流，将飓风禁毒专项行
动、禁毒严打整治活动和“通道-合成
毒品-邮寄”联合禁毒行动有机结合，
建立陆海邮一体化、打防管控一体化
禁毒查缉系统，公安局毒品检查站，昌
化、新港、海尾3个毒品查缉点和多个
流动查缉点同时发挥作用，最大限度
地减少毒品入境和内流。

据统计，自 2015 年以来，昌江
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29起（其中，
贩毒案件 26 起，转移毒品案件 1
起，容留他人吸毒案件2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33 人；缴获各类毒品
85.69克（其中，冰毒47.08克，海洛
因7.49克，氯胺酮31.12克）；缴获毒
资4125元。

今年，昌江全面加强禁吸戒毒工
作，将全面落实吸毒人员管控作为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预防减少毒品危害的重
要举措，进一步抓实抓细日常排查、
管控工作。

昌江禁毒办依托吸毒人员动态
管控数据库和已掌握的吸毒人员登
记信息，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
深入社区、家庭、场所进行走访，与
吸毒人员本人、亲属或知情人见面，
逐一核实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情
况。同时，对吸毒人员动态管理系
统登记信息逐条逐项进行核查、维
护，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
准。

2015年以来，昌江共查获吸毒
人员171人，执行强制隔离戒毒93
人，执行社区戒毒64人，社区康复
9人；美沙酮门诊累计维持治疗96
人；实地走访吸毒人员家庭 292
户。

昌江禁毒办还联合公安、工商、
文体等部门，采取打击、管控、教育
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深化毒品问题
突出的石碌、昌化地区涉毒娱乐场
所管控和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

全力扭转毒品危害严重的状况，有
效防范新型合成毒品蔓延扩散。
2015年以来，全县共清查娱乐场所
210场次，检查易制毒化学品使用企
业47家次。此外，还对全县范围内
各车站、物流场所及重要路段、码
头，有无吸贩毒、“毒驾”等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查，均未
发现涉毒情况。

下一步，昌江将继续完善和落实
禁毒工作领导责任制，全力保障禁毒

工作开展，深化宣传教育，营造更加
浓厚的全民禁毒氛围，坚持高压态
势，严打各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加
强禁吸戒毒，有效巩固动态管控成
果，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建设，建立
健全帮教体系，加强禁毒基础建设和
装备建设，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
发展，努力巩固“无毒县”工作成果，
为建设“无毒岛”打造“无毒昌江”作
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石碌6月26日电）

核心提示

上下齐心 全民禁毒

共同打造“山海黎乡 纯美昌江”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何胜

2016 年是昌江黎族
自治县建成“无毒县”的第
10年，该县禁毒办在省禁
毒委、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以全面贯彻实施《禁
毒法》为主线，坚持“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
制、禁贩、禁吸并举”的工
作方针，以巩固和扩大“无
毒县”成果为目的，以深化
禁毒人民战争为抓手，着
重从组织领导、缉毒执法、
堵源截流、禁吸戒毒、吸毒
人员动态管控、社区戒毒
（康复）点建设、宣传教育
和基础建设等工作入手，
突出服务实战的重点，狠
抓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全
力打开昌江禁毒工作新局
面，创建“禁毒优秀县”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昌江在大风村举行禁毒普法签名活动。 （本版图片均由昌江公安局提供）

昌江“安全管理与教育”巡回法治讲座。昌江借力“110宣传日”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