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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为加快自贸港建设扛起海南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责任担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正式颁布实
施，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法
治轨道上有序运行。作为全
省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必须发
挥禁毒战争‘严收’工程主阵
地、主力军作用，扎实做好分
管领域各项工作，为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打造全国最安全地
区扛起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的
责任与担当！”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严收”工程指挥长，海南
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厅长郑
学海说。

近年来，全省司法行政戒
毒机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十九大精神，扎实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禁毒戒
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努力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认真履
行《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赋
予的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戒毒
康复管理、指导支持社区戒毒
和社区康复等各项职责，司法
行政戒毒工作在改革中实现
高质量发展。

打造社会化延伸“三张靓丽名片”C

自 2016 年 11月全省开展禁毒
三年大会战以来，作为“严收”工程牵
头单位，省司法厅认真贯彻司法部、
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全省司法
行政戒毒系统深入推进“全国统一戒
毒模式”，扎实开展“禁毒三年大会
战”，戒毒场所内的管理教育和戒毒
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升，积极探索出
具有海南特色的科学矫治模式。

增设专区，收戒“标准化”。司法
行政系统深挖收戒潜力，对戒毒人员

“因收尽收、全员收戒”，对患有传染
病的戒毒人员做到“即送即收”，有效
破解病残吸毒人员“收戒难”问题。

严格执法，管理“规范化”。克服

监管压力加大、疾病疫情冲击等因素，
通过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和全封闭
执勤模式，连续9年实现无戒毒人员逃
脱、无所内案件、无所内吸毒等“六无”
目标，安全生产连续25年无事故。

畅通渠道，医疗保障“体系化”。
不断深化与省卫健委合作，构建起常
见病所内治、大病医院监管治、危重病
绿色通道及时治、特定疾病省级专科
统一治的分级分类救治模式。并加入
医联体和专科联盟，启用远程医疗会
诊系统，使病残人员得到有效医治。

精准施教，矫治“科学化”。引进
VR矫正系统、经颅磁诊疗、智慧戒毒运
动康复等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大数据分

析精准矫治。同时丰富创新集文化、心
理、康复、技能培训等“五位一体”综合
矫治体系，高标准落实全国统一戒毒模
式，实现“四区五中心”实体化运作。

岗位练兵，队伍“专业化”。全系统
民警克服一系列实际困难，在苦练内功
中实现技能提升，全系统民警教师、心
理咨询师、中高级健身教练等专兼职民
警教师占比分别为 31.2%、17.4%、
13.7%；“禁毒三年大会战”中涌现出11
个先进集体、24名先进个人。在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中，有23个集体、397名
个人获得厅局以上表彰，32名同志荣
记个人三等功。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
平进一步增强。

“全国统一戒毒模式”一体化运作成效明显A

培养一技之长，促进强戒人员顺
利回归，为平安海南建设培养“技能
型”守法公民，一直是全省司法行政
戒毒系统的不懈追求。

2011年5月30日，在三亚市政法
委支持下，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与省
三亚高级技工学校合作办学，实现“入
所即入学、出所能拿证、就业有资质”，
开创司法行政戒毒场所专业化、规范化
职业技能培训新局面，成为司法行政戒
毒场所职教培训模式1.0版。

2018年，在省教育厅支持下，省
戒毒管理局与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开
设“金不换”职教中专班，把“戒期变学
期”，推出“短期技能培训+系统中专学
历教育”培训模式，在全系统4个戒毒
所建立教学点，戒毒人员既可以学习

职业技能，考核合格后又可取得中专
学历，帮助戒毒人员实现“出所即毕
业”，创新戒毒人员教育培训2.0版。

2020年 8月 20日，省委副书记
李军提出，把戒毒场所打造成职业技
能培训教育基地，强制隔离戒毒期内
符合条件的戒毒人员应获得中职学
历或不少于两个职业资格证书。省
司法厅、人社厅、教育厅、省戒毒管理
局等多部门建立起联席会议办公的
长效工作机制。

2020年9月4日，在省戒毒管理
局推动下，海南省技师学院、三亚技师
学院和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分别与省
内多家戒毒所建立对口培训基地、中
专班教学点，联合开办电工等培训项
目，海南省农业科技培训中心与省三

亚戒毒所、省仁兴戒毒所建立了以种
养殖为主要培训项目的对口培训基
地。培训结束后，由相关厅局和校方
推介就业。在此基础上，海南司法行
政戒毒系统开展对口培训基地职业技
能培训，推出“短期技能培训+系统中
专学历教育+就业推介”培训模式，努
力打造“入所即入学、出所即毕业、毕
业助就业”的新型戒治模式，探索戒毒
人员教育培训3.0版，帮助戒毒人员顺
利稳定就业，重新融入社会。

今年以来，省戒毒管理局通过社
会培训机构进驻戒毒所和在戒毒所
内搭设技术学校对口培训基地等两
种形式，开设电工、中式面点等专业
培训课程，截至目前共有848人获得
职业资格证或技能鉴定证书。

6月23日下午，省戒毒管理局开
展“共建共联 关爱帮扶”暨戒毒工作
社会化延伸座谈会。在当前社会吸毒
人员明显减少，戒毒场所收戒人数急
剧下降的趋势下，省司法行政戒毒系
统主动作为，勇于创新，主动开展“三
个社会化延伸”，民警们进村入户开展
禁毒宣传、后续帮教、跟踪指导工作。

“主动适应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新任务新要求，努力打造自贸港需
要的社会毒品治理体系，不断提高自
贸港需要的民警履职能力。”省戒毒
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儒文表示，

“三个社会化延伸”工作自2014年便
开始探索，现已成为司法行政戒毒工
作的“三张靓丽名片”。

深入开展社戒社康工作。2014
年12月，三亚戒毒所在三亚市金鸡岭

社区建立全省首个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指导站，拉开了省司法行政戒毒
系统指导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序
幕。经过8年探索发展，全省已建立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站）
25个。仅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就
建立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4个，社
区戒毒（康复）指导中心5个。省戒毒
管理局向各指导中心（站）累计增派
警力132人，出所衔接社区康复社区
戒毒人员2.4万余人，协助社区管控
登记在册吸毒人员8829人，投入近
120万元帮扶救助3112名社区戒毒
（康复）人员，培训禁毒干部及禁毒专
干（社工）4580人次。

成立“蒲公英”禁毒宣讲团。2016
年省戒毒管理局发挥专业优势，整合全
系统力量成立“蒲公英”禁毒宣讲团，实

施“公映（英）椰岛、蒲绿天涯”禁毒宣传
计划，以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2016年-
2019年）为契机，为琼州百姓“公映”禁
毒文化大餐。自2016年11月以来共出
动1500余名民警深入全省开展宣讲
293场，受教人数达11万余人次。

开展跟踪回访帮扶工作。2016
年起，省司法厅作为禁毒三年大会战
成员单位之一，主动延伸司法行政戒
毒工作职能，联合省委政法委、省禁
毒办连续5年制定《回访调查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方案》，积极探索卓
有成效的社会管控和后续帮教措
施。2018年至2020年，分别对1684
名、10391 名、13923 名出所戒毒人
员进行跟踪回访调查，总体戒断率稳
步提升，分别为 54.39%、72.93%、
78.00%，居全国领先。

积极探索新型职教戒治模式B

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省戒毒管理局党委认真贯彻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总要求，依托

“大讲堂”“实景课堂”“英模课
堂”等“六类课堂”深入研讨学
习党史理论知识，共组织“一
把手”上党课、理论中心组、专
题党课等各类形式学习618批
次；开展廉政教育报告会6场，
警示教育大会8场，知识测试
19 批次，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10批次，旁听职务犯罪庭审5
批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06
批次，参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24批次；召开先进典型事迹报
告会 5 批次；开展队伍训练
1761人次。

依托“三个延伸”，紧盯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实施“百千
万”行动：一是实施百场场禁
毒宣讲。截至目前，“蒲公英”
禁毒宣讲团通过课堂教学、法
治讲座，设置仿真毒品展示台
等，深入全省各地开展禁毒宣
讲78场，受教群众达2.2 万余
人次；二是开展千人跟踪指
导。自3月以来，司法行政戒
毒系统新建5个社戒社康指导
中心、4个社区戒毒康复指导
站，共计指导培训禁毒专干
170人次，对2400余名社戒社
康人员进行跟踪服务指导。
三是开展万人回访帮扶。现
已组织200余名民警分成6个
组奔赴全省 18 个市（县）197
个乡镇、街道，拟对2万余名从
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解除的戒
毒人员进行回访调查，并针对
回访解戒毒人员困难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发动民警“以购
代捐”购买解戒人员芒果6780
斤、地瓜 300 斤，向解戒毒人
员赠送鹅苗、米、油等，并进村
入户开展励志戒毒、修复家庭
关系、提供就业帮扶等。现已
对 19232 名解戒人员完成建
档，完成调查问卷 13169 人，
对 1396名困难解戒人员进行
了物质帮扶。省戒毒管理局

“三个延伸”工作队被称为“行
走的党员服务队”。

（本版撰文/梁子 逄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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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亚戒毒所对戒毒人员进行面点师培训。
本版图片由省戒毒管理局提供

省琼山戒毒所驻站民警邀请企业和律师对社戒社康人员提供就业推荐和
法律咨询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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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召开戒毒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工作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