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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白伊霞

平乐县探索出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五个一”管理模式

4 月初，平乐县二塘镇的唐钢(化名)刚
刚从外地出差回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
镇里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按指纹打卡报
到，并进行一月一次的尿检。

“这是我戒毒第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不
管生意再忙，我都每个月到社区戒毒工作站
按指纹打卡报到一次，进行一次尿检。这促
使我不得不远离毒品，否则通不过尿检，得
不到驾照，出门乘车、住宿也会麻烦不
断。”唐钢坦言，从下个月开始就是他戒毒
的第二个年头，可以两个月打卡报到一次，
后年可以半年到工作站报到一次、尿检一
次， 3 年社区戒毒结束，自己就可以像正
常人一样生活了。

唐钢是 700 多名在平乐县接受社区戒
毒、康复的人员之一。平乐县地处桂林市南
下珠三角的门户，有近十万“大军”在广东
打工。他们在为当地带来可观的财富同时，
一些人也把吸毒的恶习带回了家乡。唐钢就
是在深圳打工时染上的毒瘾。

记者从市禁毒办了解到，为了落实国家
禁毒委“8·31”工程，让吸毒人员尽快远离毒
品，平乐县按照国家、自治区、桂林市禁毒委
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探索出“五个一”管理模式。“五个一”管理模
式的具体内容包括：一个突破，突破常规机
制，设立一委四室禁毒机构；一个特殊病区，
建立人性化特殊病区，破解特殊群体收押难
问题；一套模式，以实体化运作模式，使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有场所、有队伍、有网络；一
套机制，建立强制隔离戒毒所与社区戒毒(康
复)中心、公安机关三方“无缝对接”工作机
制；一个引领，以科技引领戒毒(康复)工作，
使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数字化、信息化，实现
全方位有效管理。

平乐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
“五个一”社区戒毒(康复)管理模式，全面
提升了禁毒工作社会化管理水平。目前，全
县 1 个社区戒毒(康复)中心、 10 个乡镇工
作站不仅有专职工作人员 12 名、兼职工作
人员 36 名，还有志愿者队伍 5 支(团委、妇
联、村街联防队、老人协会、乡村理事
会)，有近万人参与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平乐县 15 家企业及 10 家农业合作社分别
与县里签订了合作协议，提供过渡性安置和
就业技能培训，现已接收安置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就业 100 人次；民政部门为 13 名
困难人员办理了低保，各项优惠政策让他们
融入社会，重拾健康。

七星区实施“4+4+N”的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模式

“我已经 5 年不碰毒品了，却一直有
个台阶下不来，感觉我还没有被社会接
纳。”今年 48 岁的罗毅(化名)家乡在广西
东兴市。6 年前，染毒 10 余年的他为了彻底
戒断毒瘾，狠下决心，带着妻子和 3 岁的孩
子举家来到桂林重新开始生活。2012 年刚
来桂林时，罗毅凭借不错的粤菜手艺在几家
餐馆饭店应聘过厨师的工作。“岁数大了，体
力比不过年轻人，竞争力太低了。”罗毅说，没
多久他就失业了。他还试过去做保安，但是一
查身份信息，工作又泡汤了。

罗毅说，现在他每天把时间和精力倾注
在教育孩子和锻炼身体上，社工们也在不断
地帮他寻找工作机会。在罗毅看来，社工、
民警和当地的居委会没有放弃他，并对他进
行了长期的跟踪和定期尿检，陪他度过了漫
长的脱毒期。

据了解，罗毅体验到的是七星区创立的
“ 4+4+N ”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模
式，第一个“ 4 ”即：在区级层面设立吸
毒人员服务管理办公室，下设管控业务中

心、戒治业务中心、帮扶业务中
心，负责全区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各项业务工作的统筹协
调 、 督 查 指 导 ； 第 二 个
“ 4 ”即：禁毒专兼职干
部、社区民警、禁毒社工、
网格员 4 个核心工作成
员；“ N ”即：视情选择
综治办、民政、人社、卫
计、团委、妇联等禁毒委成
员单位进入工作小组，实行
精准帮扶。

更多举措织密禁毒网

“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程，最
终是要帮助戒断人员成功融入社会、
回归社会。”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通过多种举措帮助吸毒人员回归
社会、融入社会，大大降低了戒毒人员的复
吸率，最大限度减少了社会危害。

目前，我市统筹利用多种资源，大力发
展禁毒社工队伍，培育禁毒社会组织，提升
专业技能，做到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有人管、
有人干。目前，全市招聘专职社工 96 人、
兼职社工 545 人，招募禁毒志愿者队伍 89
支、志愿者 1839 人。我市还通过项目包
装、政府购买的形式，与广西第四强制隔离
戒毒所进行结对共建，在广西师范大学建立
社工培训基地，在桂林技师学院建立吸毒人
员起航工程就业技能培训基地，与桂林市人
民医院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签订协议，
全方位开展服务。

另一方面，我市将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与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有机结合起来， 2017
年全市缉毒执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共破获
各 类 毒 品 案 件 7 6 0 起 ， 同 比 上 升
27 . 09% ；逮捕直诉毒品犯罪嫌疑人 967
名，同比上升 25 . 44% ；缴获各类毒品
237 . 8 公斤，同比上升 156 . 95% 。缉毒执
法工作有效压缩了地下毒品消费市场，缩小
了吸贩毒人员的生存空间，对吸贩毒违法犯
罪行为起到了强大的震慑效应，有力夯实了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基础。

此外，我市还将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与

综治网格化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各级综
治、禁毒部门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服务优
势，借助综治部门搭建的社区网格平台，
紧扣排查登记、跟进报到、动态管控等环
节，形成规范有序的“工作链”。目前，
全市 17 个县区已实现网格化管理全覆
盖，中心城区网格总数达到 121 个，
23425 名吸毒人员纳入网格管理。通过就
业安置，全市共安置吸毒人员 516 人，
确保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管控到位，
有效避免管控出现真空地带，最大限度降
低肇事肇祸风险。同时，按照“平台汇
聚、前端采集、全程跟踪、精准管控”的
思路，我市自主研发了“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采集 App 客
户端应用、痕迹监测、指令推送等手段，
与综治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对
接，实现信息精准、动态精准、管控精
准、戒治精准、帮扶精准、考核精准的目
标，切实提高禁毒工作的效率和水平。该
系统已在七星区、临桂区投入试用，下一
步将在全市推广。

□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盘金塶

■案件回顾
明知是毒品而故意贩卖，其中一人还非

法持有毒品。近日，灵川县法院对两名贩毒
人员宣判：其中一人以犯贩卖毒品罪和非法
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6000 元；另外一人以贩卖
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并处罚
金 3000 元。

2017 年 6 月，佘某、李某与刘某等人
在灵川县某酒店聚餐。席间，刘某拿出一部
手机给佘某，向佘某换 5 克冰毒(甲基苯丙

胺)。事后，佘某即联系姓罗的男子拿冰
毒，并吩咐李某去接应，随后李某从罗某手
上拿到一包内藏有冰毒的香烟盒交给刘某，
结果却被提前探知消息的民警当场抓获。当
时民警从刘某身上查获毒品净重 4 . 32 克。
在对佘某家中进行检查时，从其房间内和其
女友的出租屋内查获毒品共 10 . 51 克。经
检验，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

灵川县法院审理后认为，佘某、李某明
知是毒品而故意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
品罪，佘某明知是国家禁止非法持有的毒品
而故意持有，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持有毒品罪。法院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
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

等，以贩卖毒品罪判处佘某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并处罚金 4000 元，以非法持有
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 6000 元；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李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法理评析：
我国《刑法》第 347 条第 1 款规

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
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
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
不满 200 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
满 10 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
金。”根据我国《刑法》第 348 条规定，
非法持有鸦片 200 克以上不满 1000 克、海
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 10 克以上不满 50 克
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本案
中的佘某、李某明知是毒品而故意贩卖，
数量达 4 . 32 克，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佘某
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达 10 . 51 克，数量
较大，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故法院对
佘某以贩卖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实行
数罪并罚，对李某以贩卖毒品罪作出相应
判决。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改写吸毒人员的人生

禁毒“桂林模式”获全国推广

与人合伙贩毒品 数罪并罚终入狱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 心连心共筑和谐家园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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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姜明 记者张苑)近日，阳朔县法院、公
安、基层政府等多部门联动，成功化解了一起因墓地用地引
发的纠纷，避免了一场群体事件的发生。

一直以来，因为墓地产生的纠纷屡见不鲜，而这类案件
也是最难处理的类型之一。此次的案件发生在阳朔县福利镇
夏村村委，该村的莫某和欧某两家墓地相邻，曾因风水和用
地问题产生纠纷。今年清明节扫墓的时候，莫某一方对欧姓
家族的墓地进行了破坏，莫家过激的行为使得双方矛盾不断
激化和扩大。由于现场人数众多，调解难以进行，当天福利
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引导双方人员到司法所进行调解，阳朔县
法院法官也赶赴现场进行调解。同时，阳朔县公安局启动了
应急预案，调动 50 名防暴警察随时待命。在司法所会议室
里，双方人员的情绪异常激动，现场气氛剑拔弩张。为防止
事态扩大，公安民警立即制止双方举动，在申明事态的严重
性之后，双方情绪稍有缓和，并决定派出代表参加调解。

各方工作人员对双方代表进行了劝说，并提出解决意
见。法官也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法律上的规定，表示希望大
家能尊重逝者，和平解决此事。经过多番劝说和明理释法，
双方同意调解。最后，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双方握手言
和，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致谢。

阳朔：多部门联动促调解

群体纠纷偃旗息鼓

本报讯（通讯员余作才 记者景碧锋）日前，桂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广西英山监狱法庭对吴某等 18 名罪犯减刑案
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当天下午 3 点 30 分，随着法槌敲响，审判长宣布庭审
开始。

记者在庭审现场看到，本次公开审理罪犯减刑案件的法
庭布局与普通刑事案件基本无异，区别只是辩护人位置改为
刑罚执行人员。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后，英山监狱工作人员宣
读了对服刑人员吴某等人的减刑意见书。意见书提出，吴某
等 18 名罪犯在服刑期间多次受到嘉奖和表扬，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建议对吴某等 18 名罪犯分别减去 4 至 9 个月不等
的有期徒刑。

随后，刑罚执行机关代表进行了举证，狱警和同监区犯
人出庭作证。

合议庭在庭审中认真审查了对罪犯吴某等人减刑的相关
法律文书和文件材料，听取了出庭的相关工作人员的意见和
吴某等 18 名罪犯的当庭陈述。出庭检察人员依法对证据材
料进行了审查质证，并询问了吴某等 18 名罪犯在服刑期间
的表现情况，认为执行机关对吴某等人减刑幅度适当，建议
合议庭予以考虑。

庭审休庭后，合议庭对吴某等 18 名罪犯减刑案进行了
评议。经过评议，有 5 名罪犯因属于故意杀人、抢劫等 8
类犯罪或未履行完财产性判项，对执法机关的减刑建议未完
全采纳。最后，法庭当庭裁定对吴某等 18 名罪犯分别减去
4 至 9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了解，自 2010 年以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
类罪犯”、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累犯、严重暴力犯罪等案件
的减刑假释均进行开庭审理。 2017 年，该院审判监督庭共
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 300 余件，无一件被法律监督机
关、服刑罪犯、群众提出异议。

市中院公开审理

18 名罪犯减刑案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黄炎)日前，记者从象山公安
分局获悉，该分局民警黄世斌自主研发的“人体接触痕迹快
速显现方法和人体接触痕迹快速显现仪”项目以及“带有去
杂光功能的全角度手印照相镜头灯”项目，分别被国家知识
产权局授予国家发明专利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这是近年来
我市公安系统首个获此殊荣的个人，标志着我市公安部门在
刑事科学技术建设方面的自主研发水平以及警务创新精神得
到了全面的展现与认可。

据了解，为打破以往传统刑侦技术工作的局限性，切实
提高现场痕迹物证提取的准确性、快捷性和简便性，刑侦一
线民警黄世斌结合岗位实际，针对当前新形势下公安刑侦技
术工作发展的需要，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总结现有技术不
足，突破固有思维，自主研发了“人体接触痕迹快速显现方
法和人体接触痕迹快速显现仪”以及“带有去杂光功能的全
角度手印照相镜头灯”项目，其中“人体接触痕迹快速显现
方法和人体接触痕迹快速显现仪”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操
作简便的痕迹物证提取方式，大大提高痕迹物证提取的成功
率，而“带有去杂光功能的全角度手印照相镜头灯”对以往
传统照相方式进行了优化，实现了单兵使用，极大提高了警
力使用效率。

目前，上述两个项目正在初步试用阶段。待应用成熟
后，将逐步进行推广。

我市基层民警

自主研发项目获国家专利

4 月 15 日，自治区

禁毒办转发了国家禁毒办

《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 8·31 ”工程情况通

报》，这份文件对平乐县

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

主要措施和做法进行了通

报，并要求各市禁毒办以

此为借鉴进行学习和推

广。记者从市禁毒办了解

到，在我市不仅仅是平乐

县，七星区也被命名为全

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示范单位。究竟我市在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方面有哪

些先进经验？记者对此进

行了采访———

▲平乐县禁毒办工作人员到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家走访。

(平乐禁毒办供图)

社工与吸
毒人员在康复中
心签订协议，对
吸毒人员进行帮
教。

(七星区禁毒办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