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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上午，省戒毒
管理局“蒲公英”禁毒宣讲
团云龙实践基地在海口市
云龙镇挂牌成立，首场禁毒
宣讲在云龙中学举行。宣
讲团赴冯白驹故居开展重
温入党誓词活动，以“学党
史、讲禁毒”的形式迎接第
35个国际禁毒日。

“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
了‘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
略框架，全面部署‘八个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任
务，为做好新时代司法行政
戒毒工作指明了新方向、提
供了新遵循。”省司法厅党
委委员、省戒毒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郭刚说，全省司
法行政戒毒机关要主动对
标中央、省委关于自贸港建
设不搞“黄赌毒”的总要求，
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赋予
职责使命，四线同筑、集成
创新，不断擦亮新时代海南
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品牌，为
创建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
港贡献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的智慧和力量。

不久前，一部改编自歌曲《孤
勇者》的混剪MV——《封勇者》一
度霸屏，感动了无数网友。海南司
法行政戒毒系统也有一群这样的

“封勇者”，两年多来，他们在封闭
执勤、隔离备勤工作模式间反复切
换，用忠诚坚守、奋勇作战，换来场
所“零风险、零事故、零舆情、零疫
情”的良好局面。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期

间，新冠疫情暴发，为戒毒场所持
续安全稳定带来严峻挑战。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省戒
毒管理局党委把疫情防控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坚决执行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司法部、省委省政府、省
司法厅党委的工作要求，始终坚
持“高于平时、严于地方”标准，严
格落实“六必”“四早”“三防一安
全”，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广大党员民警主动请战，精
准落实源头管控、联防联控、检测
监测、隔离观察等各项防疫措施，

“点对点”“人盯人”闭环筑牢疫情
防控“红线”。

2020年1月27日至2022年6
月25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始
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先后执行

“21+21+21”“14+14+14”“7+7+
7”等执勤模式长达849天，组织轮

换警力90批1.3万人次，其中最长
一次封闭执勤达56天。局领导班
子成员靠前指挥，多次带队深入场
所疫情防控一线，指导部署疫情防
控工作，慰问封闭执勤民警及家
属，创新战时“小”动员、思想“小”
交流等党建“五小”工作法，分片区
组建志愿帮扶小分队，帮助封闭执
勤民警解决了接送孩子上放学等
后顾之忧。

筑牢疫情防控“红线”党旗在“疫”线高高飘扬

2016年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开展以来，省戒毒管理局充分发挥

“严收工程”牵头单位职能作用，具
体承担着吸毒人员，特别是患有艾
滋病、肺结核、肝炎等病残吸毒人员

“应收尽收、全员收戒”的目标任
务。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坚持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通过明
职责、重研判、深排查、抓演练、严防
控、强执行等措施，狠抓场所规范化
执法、精细化管理、科学化戒治，克

服收治量一度爆满、警力不足、医疗
条件有限等诸多不利因素，实现了

“收得下、管得住、戒治好”目标。全
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连续10年实
现无戒毒人员脱逃、无所内案件、无
所内重大疫情等“六无”安全目标，
连续26年安全生产无事故，其中，
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连续31年
实现“六无”安全目标，位列全国第
二。

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坚持

以教育戒治为核心，积极推进全国
统一戒毒模式实体化运作，实现

“四区五中心”分区流转，并成功引
进和应用VR虚拟现实矫正、经颅
磁、运动康复系统等先进戒治技
术，教育戒治质量不断提高。262
个戒毒人员戒治案例被中国法网
选用，3项规范戒治方面的地方标
准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审，省
琼山戒毒所、省三亚戒毒所获批全
国首批统一模式示范所。

作为禁毒三年大会战成员单
位之一，省司法厅联合省委政法
委、省禁毒办，连续4年对从司法
行政戒毒场所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人员进行大回访，出所满1至3年
戒毒人员戒断率稳步提高，2018
年 至 2021 年 分 别 为 54.39% 、
72.93%、78%、88.68%。全省司法
行政系统解除戒毒人员三年总体
戒断率稳居全国前列，受到时任
省领导批示肯定。

筑牢场所安全“底线”应收尽收戒治好

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为创建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港贡献智慧力量

“四线同筑”齐推进 匠心铸就“戒治牌”

今年5月以来，省戒毒管理局主
要负责人多次带队到全省司法行政
基层戒毒所、乡村振兴帮扶点单位调
研指导工作。他强调，随着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深入开展，司法行政
戒毒工作任务从“治已病”向“强康
复、治未病”转变，工作重心从“墙内”
向社会延伸，要统筹做好所内所外

“两个布局”，进一步将队伍优势、专
业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社会毒品治
理优势，奋力推动指导参与社区戒毒
（康复）、后续照管等各项工作提档升
级。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服务
体系完善：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自2014年在三亚市金鸡岭社区建
立首个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以
来，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实践，至
2020年12月，已在全省建立21个
乡镇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构建
起“以社区为依托，以指导站为平
台，以家庭为基础，出所衔接、部门
联动、后续帮扶”工作机制，有效推
进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
建设。2021年，省戒毒管理局进一
步提高站位、审时度势，从立足乡镇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逐步转变为着
眼全省、聚焦市县、发力基层，梳理
出构建“省—市（县）—乡镇”三级社
区戒毒（康复）服务体系的工作思
路。省司法厅会同省委政法委、省
禁毒办联合印发《海南省司法行政
戒毒系统指导参与基层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并于

2021年6月在文昌市建立首个市县
级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
2021年9月，在全省25个市县（区）
建立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
打通了“中间一公里”堵点，实现“全
覆盖”。截至目前，全省司法行政戒
毒系统共派驻70余名民警下沉基
层常态化精准服务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举办禁毒专干业务培训89场
1410人次，开展团体心理辅导13场
418人次，走访慰问戒毒康复人员
865名，帮扶救助家庭困难人员252
名，为57名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就业
指导和扶持。其中，驻琼海市社区戒
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民警多方帮
助社区康复人员发展果树种植业喜
获丰收、驻澄迈县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指导中心民警帮助社区康复人员
开办便利店、驻海口市美兰区社区戒
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民警帮助社
区康复人员解除因涉毒开网约车受
阻等事迹被多家媒体宣传报道。社
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民警以
实际行动助推地方平安建设，融入
全省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蒲公英”禁毒宣讲团再获殊荣：
为了让禁毒戒毒的理念像“蒲公英”
的种子，乘着建设无毒害自贸港的劲
风飞入平常百姓家，省戒毒管理局整
合各戒毒所禁毒宣传力量，制定工作
办法、个性设计标识、确定团队理念，
形成省戒毒管理局统一指挥、各戒毒
所“分片行动”的运行机制。为延展
宣传阵地，2022年省戒毒管理局在

25个市（县、区）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指导中心相继挂牌成立“蒲公英”
禁毒宣讲团服务站，初步形成以省戒
毒管理局“蒲公英”宣讲团为中心，6
个戒毒所“蒲公英”宣讲团为主干，25
个服务站为支点的“宣讲团+服务
站”的禁毒宣传网络体系。

“请问卧底警察为完成使命吸
毒后，他的身份如何界定？”在宣讲
中，面对大学生提问，“蒲公英”禁毒
宣讲团民警王文芳结合典型案例讲
述了缉毒警察的牺牲奉献！许多学
生深受感动。“老师把一堂禁毒专业
课，讲成了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使
我深深认识到原来看起来的岁月静
好，是无数缉毒警察在为我们流血牺
牲！”不少大学生表示，自己也要向英
雄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咖啡因是不是毒品？”“跳跳糖
为什么这么可怕？”……禁毒宣传月
活动开展以来，全省“蒲公英”禁毒宣
讲团民警们不是在宣讲，就是在去宣
讲的路上。

三年来，海南司法行政戒毒系
统“蒲公英”禁毒宣讲团深入各市
县学校、乡镇、社区、企业等义务宣
讲禁毒戒毒知识1200多场，受众
37余万人次，106名宣讲骨干民警
足迹遍布全省25个市县区。2022
年3月，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蒲
公英”禁毒宣讲团被评为第十八届

“海南青年文明号”，省戒毒管理局
“蒲公英”禁毒宣讲团被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政法委、

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国
法学会评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
先进集体”。

6月15日上午，省琼山强制隔
离戒毒所“向阳花”心理服务团在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政府挂牌成
立，标志着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又一支专业化力量组团下沉到社
区开展工作。“我最后一次复吸，就
是因为受歧视导致的！”社区康复
人员王某说，今天看到戒毒所的

“心理医生”跟到家门口服务，自己
彻底戒断毒瘾的信心更强了。“‘向
阳花’心理服务团是我省司法行政
系统积极探索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新模式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将以
秀英区‘向阳花’心理服务团为
试点，进一步以点带面在
全系统铺开。”省戒
毒管理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
何辉说。

筑牢社会化延伸“保障线”提升群众安全感

筑牢队伍建设“生命线”
锻造戒毒铁军

五年来，禁毒大会战、疫情防控、业务转
型等各类任务交织叠加，纪律作风整顿、队
伍教育整顿、党史学习教育等各项学习活动
集中开展，省戒毒管理局党委狠抓队伍“生
命线”工作，推进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第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开
展以来，全系统5个集体、16名个人受到省
部级以上表彰，46个集体、566名个人获得
厅局级表彰。一是坚持政治建警。旗帜鲜
明讲政治，强化理论武装、持续精神引领、厚
植红色根脉，强化政治历练，把党的绝对领
导贯穿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到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从纪律作风专项警示教育到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从维护场所安全稳定到常态化疫
情防控，全体民警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尽锐
作战，以实际行动书写合格政治答卷。二是
坚持改革兴警。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扎
实履行《禁毒法》《戒毒条例》赋予职责使命，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围绕
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改革发展需要配警力、强
职能、优服务、提质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幸
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全体民警在改革中
砥砺奋进、愈挫愈勇，担其责、履其职、尽其
能，整体效能和核心战斗力不断增强，为奋
力推动司法行政戒毒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组织人才保障。三是坚持素质强警。
牢牢把握提升战斗力这个根本标准，紧扣护
航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无毒品危害自贸
港建设主题主线，部署开展“能力提升建设
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立足“学”走深，开启远程覆盖、线下集
中、线上点单“六学模式”；立足“干”中练、搭
建以考助学、以老带新、以宣为媒“六类载
体”；立足“练”即战，实施揭榜挂帅、党建支
部、削文山“七大比武”，积极培育教师、心理
咨询师、康复训练师、执业医师、公职律师、
社会工作师等“六师型”专业化队伍，使民警
在多元化学习、多岗位锻炼中强本领、长才
干。四是坚持从严治警。着眼“当下治”与

“长久立”，建立戒毒民警执法规范、外派民
警管理若干措施、民警“八小时外”八不准等
制度，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运用“四种形
态”，创新日记录、月考核、季点评、年总结制

度，细化政治监督、日常监督、执
纪执法问责、考核奖惩等具

体考核考评清单，全力
将监督效能转化为治
理效能，努力锻造
适应自贸港建设
需要的过硬戒
毒铁军。

海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向7
个镇（街）授予“向阳花”心理服务团
服务点牌匾。

社区戒毒（康复）指导中心民警
耐心解答社区康复人员（右二）疑问。

——2022年“6·26”国际禁毒日特刊

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蒲公英”禁毒宣讲团在海口市长彤学校开展禁毒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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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海南省司法行政戒
毒系统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
心规范化推进会在万宁召开。

驻琼海社
区戒毒（康复）
工作指导中心

民警（左二）走访
帮扶社区康复人员
蔡某的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