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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有关强制隔离戒毒、戒毒康复和社

区戒毒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

草案，拟订有关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提出本系统强制隔离戒毒单位、戒毒康复单位的设置、

布局方案并协调落实。

3．指导、监督本系统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收治和调配。

4．指导、监督本系统戒毒单位的执法、所政管理、警戒、

教育矫治、生产劳动、生活卫生、医疗康复、防疫、科技进步

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维护戒毒单位安全稳定。

5．指导、监督本系统戒毒康复工作，对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

6．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指导、

监督、依法负责本系统警务管理，负责警务督察工作。

7．协助主管部门和有关地级以上市管理戒毒单位领导班

子。

8．承办省委、省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省戒毒管理局纳入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 12 个，包括省

戒毒局（本级）、8 所强制隔离戒毒场所、1 所戒毒康复所、1

所法制教育所和 1 所戒毒管理干部学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总体工作：紧紧围绕我省戒毒工作的中心任务，确保完

成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收治任务；加强教育矫治、戒毒医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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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训练等工作，不断提高教育矫治工作水平；严格履行戒毒执

法职责，加强戒毒执法监督，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加强戒

毒工作规范化建设和管理，积极推进管理工作规范化和场所建

设规范化；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健全完善安全稳定长效

机制，确保戒毒场所持续安全稳定；建立健全戒毒工作保障机

制，全面提升我省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水平。

2.重点工作：

（1）依法收戒、应收尽收，完成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收戒

任务。

（2）按照司法部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

模式的部署和《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规范》等制度要求，建

立完善科学、统一、规范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制度、模式、标

准和流程体系；编印广东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制度汇编。

（3）围绕提高戒治质量的目标，构建以认知能力、心理

矫治、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支持系统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戒治

效果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规范化建设考核评价机制，持续深入

推进戒毒所规范化建设，打造一批戒治科学、执法公正、管理

精细、安全有序、功能完备的规范化戒毒所。

（4）推动落实《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劳动力培训转移

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14〕128 号），

将戒毒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省级劳动力转移就业专项资金

保障，对戒毒人员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戒毒场所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

（5）按照国家和省部署，推动将戒毒医疗纳入国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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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总体规划，将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纳入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6）推广使用疾病远程监控系统，推行远程医疗会诊，

加强危重病员跟踪监测和主动救治；以毒瘾戒治为核心，加强

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实现戒毒医疗工作从单纯的疾病救治向综

合戒治脱瘾转型。

（7）推动由省禁毒办牵头，司法行政机关与有关部门协

调合作，建立完善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衔

接机制，做到依法高效、无缝衔接，确保不失管、不失控。

（8）推动构建社工驻所、指导站建设、跟踪回访等内容

于一体的工作体系，打造社工帮戒培训平台。

（9）摸清全省戒毒场所编制布局情况，科学调整优化，

推动全省各戒毒单位基层警力占比达到 80%以上。

（10）加大力度招录医学、信息化等紧缺专业人才和申报

转任特殊专业人才，建立完善专业人才库，逐步实现全省基层

戒毒单位医疗、法律、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化等专业人员配

备占比达到 70%以上。

（11）建立健全戒毒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全面规范企

业运行；优化劳动项目结构，提高劳动康复效能；发放戒毒人

员劳动报酬，建立劳动报酬动态调整机制。

（12）贯彻落实司法部有关文件规定，制定出台广东省司

法行政戒毒机关财务管理办法，严格、规范司法行政戒毒财务

管理，实现戒毒所和戒毒企业收支分开。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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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收戒、应收尽收，完成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收戒

任务。

（2）协调规划全系统强制隔离戒毒单位、戒毒康复单位

的设置、布局。

（3）开展司法部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基本工作模式，

加强教育矫正、戒毒医疗、心理矫治、康复训练、回归指导等

工作，不断提升教育戒治质量。

（4）大力加强民警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强化执法管理和执法监督，不断提高戒毒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等。

（5）建立健全戒毒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优化劳动项

目结构，提高劳动康复效能。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2018 年度总收入 224591.22 万元（含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88855.27 万元，其他收入 35735.95 万元），

其中本年收入 193872.54 万元（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9441.57

万元、其他收入 14430.97 万元），上年结转 30718.68 万元（含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9413.70 万元，其他收入 21304.98 万元）；

2018 年度总支出 224591.22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179890.95 万

元（含基本支出 159040.46 万元、项目支出 20850.49 万元），年

末结转 44700.27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围绕年度重点工作，我部门着力推动戒毒工作取得了新成

效，实现了新发展。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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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党建队建全面进步。坚决贯彻上

级部门党建工作要求，建立健全了党委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

理论中心组深入学习、戒毒干校集中培训、党员干部网上考学

等政治学习机制。加强队伍“八小时以外”监督管理，依法查

处违法违纪干警职工，巩固深化良好的政治生态。

二是推进全国统一戒毒模式落地生根，戒治内涵更加丰富。

全面部署全国统一戒毒工作模式的推进工作，提出三年建设目

标；编印模式操作指南，修订诊断评估、教育戒治等工作制度，

制定“四区五中心”岗位职责、工作流程，教育时间、内容、

效果并全面落实；组织开展戒毒人员复吸、吸食合成毒品人员

戒治等专题调研，创新推进“慧（会）动”康复训练，编印戒

毒成功典型个案实录，引进中药中医脱毒、针灸电刺激治疗等

技术手段，戒治内涵不断丰富。

三是以建设专业智慧绿色场所为方向，功能设施日趋完备。

省直戒毒单位通过多种形式筹集资金，加强统一模式示范点项

目、安防监控信息化项目和所政设施设备购置维修，建成了一

批运动场、康复馆、演播中心、电化教学等设施，场所戒治功

能进一步完善。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完成内外网改版和 OA

办公、教育矫治等软件开发，戒毒人员探访预约等 4 项业务在

广东政务服务网上线。建成以微信公众号为主的新媒体宣传矩

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戒毒宣传，全年在法制日报、南方

日报等主流媒体刊登宣传信息超过 100 篇，“广东戒毒”微信

公众号获得广东政务新媒体年度影响力奖，成功戒毒故事不断

向社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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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以深化司法行政改革为动力，戒毒机制逐步健全。把

贯彻司法部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主动梳理认

领戒毒改革任务 12 项，逐一明确责任、措施，加强督办，每

月汇总，推进落实，全部完成。推动省禁毒委、省司法厅等 11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扶持和救助服务工

作实施意见》，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有了更好政策扶持；全

面推进落实戒毒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省南丰所等 4 个单位

新建成远程医疗系统，危重病员监测救治能力进一步提升；严

格落实戒毒人员出所信息告知要求，促进了强制隔离戒毒与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有效衔接；改革警务执勤模式，全省精简

下沉机关警力 427 人，场所一线警力占到了警察总数的 80%以

上；落地落实便民利民举措，全年开展远程探访 696 次；配合

推进机构改革。

五是戒毒工作区域性交流合作取得新突破。完成了出访、

接访港澳任务，初步建立了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三地

戒毒工作的交流机制；接受西藏干部挂职锻炼，选派骨干进藏

锻炼；选派干警参加援疆和社区矫正延伸监管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2018 年我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优”，得分 94.9 分，

其中一级指标预算编制情况自评分 26 分（标准权重为 28 分），

预算执行情况自评分 40.4 分（标准权重为 42 分），预算使用效

益 28.5 分（标准权重为 30 分），具体情况如下：

1.预算编制情况

（1）预算编制。根据《预算法》和省财政厅有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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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文件精神，我局结合工作职责和年度

重点工作任务，按照“分清轻重缓急、突出保障重点、分类有

保有压”的原则认真编制 2018 年部门预算，合理设置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目标，做到预算编制合理、细化、规范，突出绩效。

预算编制经各预算单位领导班子和局党委会认真审核后，报省

财政厅提请省人大审批。但从预算编制情况上看，因工资政策

调整，省财政年中追加人员经费等原因导致我部门的财政拨款

收入预决算差异率为 26.20%，此项需扣 2 分。

（2）目标设置。2018 年，我部门根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确定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等，具体包括“安全六无”指标、依法收治

率、戒毒人员入所健康检查率、戒毒人员入所教育率、戒毒人

员伙食实物量标准达标率等绩效指标，资金绩效指标目标设置

明确、合理、细化，绩效目标与资金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

体现了政府部门决策意图，合乎我省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发展的

客观实际。

2.预算执行情况

（1）资金管理。我局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预算执行

的文件及会议精神，按照省财政厅相关文件做好预算执行工作。

其中：一是部门预算全年支出 179890.95 万元，整体支出率 80%，

此项扣减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1.6 分（权重标准为 8 分）。二是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金额为 15,118.63 万元，总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率为 8%。同时，根据“粤财预〔2019〕15 号”文件精神，明

确 2019 年年初收回财政资金 8660 万元，年末实际财政存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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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6458 万元，同口径对比，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为-31%；三

是 2018 年我部门政府采购计划为 18831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

16319 万元，政府采购计划执行率为 87%，此项扣除 0.2 分（权

重标准为 2 分）。四是财务合规性方面，部门经审计及省财政

厅核算监管发现个别单位财务核算存在差错，此项扣 0.5 分（标

准权重 4 分）。五是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的规定，及时将

年度预、决算情况在部门门户网站进行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

（2）项目管理。我局印发《广东省戒毒管理局直属单位

基建项目管理办法》《广东省戒毒管理局直属单位基本建设项

目工程竣工结算管理实施办法》《广东省戒毒管理局全国统一

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操作指南》《广东省司法行政戒毒

系统“智慧戒毒”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省直戒毒单位政府采

购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疗管理

办法》等管理制度，下发项目申报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严格执

行项目管理规定，并严格按照省财政厅有关项目库管理规定做

好项目管理工作，加强项目监管。

（3）资产管理。一是严格资产配置和采购程序，按照《广

东省省直行政单位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准》购置常用的办公设

施，并按政府采购规定办理采购程序；二是要求资产使用单位

严格做好资产实物台账、会计台账等管理工作，做好资产日常

管理，定期盘点；三是对资产处置、报废等工作，根据资产额

度做好分级管理，对国有资产出租和处置收入均及时足额上缴，

2018 年我局上缴省财政非税收入 3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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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员管理。2018年末，我局本级及预算单位共 12个，

在职在编人数占核定编制人数比例为 93%，没有出现超编。

（5）制度管理。我局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业务基础不

断夯实，2018 年新制定远程探访管理、生产劳动项目引进管理

等业务工作制度 20 余项，编发广东戒毒工作制度汇编，制度

体系日趋完善。

3.预算使用效益

（1）经济性。2018 年，我局加强对公用经费支出的控制：

一是三公经费控制率方面，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控

制数为 602.01 万元，实际支出 291.97 万元，实际支出率 48%；

二是公用经费控制率方面，公用经费调整预算数 15953.96 万元，

实际支出 15953.96 万元，公用经费实际控制良好。

（2）效率性。一是重点工作完成方面，2018 年我部门重

点工作主要有依法收治戒毒人员、推进全国统一戒毒工作模式、

提升戒毒人员教育矫治质量、加强队伍建设等 12 项工作，全

部完成。二是绩效目标完成方面，2018 年完成戒毒人员入所健

康检查率、入所教育率，戒毒人员患病治疗率，戒毒人员伙食

标准、实物量标准达标率的绩效目标，在场所安全管理“六无”

绩效目标方面扣 0.2 分。三是项目完成及时性方面，2018 年完

成了大部分的所政设施设备购置与维修、统一戒毒工作模式项

目建设，但安防监控建设方面实施进度不理想，此项扣除项目

完成及时性 0.2 分（权重标准 3 分）。

（3）效果性。我部门设立了安全“六无”、戒毒人员回归

社会教育率、戒毒人员依法收戒率等方面绩效指标，2018 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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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人员依法收戒完成率 100%，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教育率

100%，年度内发生安全管理事故 1 起，扣除 0.5 分（总权重标

准 10 分）。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2018 年，我部门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主要有：一是病

残戒毒人员人数及比例不断上升，安全风险压力不容忽视；二

是场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三是基础设

施总体薄弱，信息化投入不足、智能化程度不高、业务融合不

够、大数据分析应用不够，与智慧戒毒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是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增强。改进意见：一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队伍建

设；二是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推动戒毒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是狠抓各项安全制度执行，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四是扎实推

进统一戒毒模式建设，不断提升教育戒治质量；五是对标法治

建设要求，深入推进规范化建设；六是补齐短板补强弱项，努

力推动场所建设提质升级。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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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财政项目类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戒毒人员生活费

省级项目主管部门：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填报人姓名：胡江游

联系电话：020-83837331

填报日期：2019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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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等9个单位戒

毒人员生活费 10750 万元。戒毒人员生活费主要是根据《关于

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粤财行

〔2015〕152 号）核定的戒毒人员生活费支出标准和场所年初

预算收治戒毒人数安排。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及经费开

支情况进行清算调剂。项目资金具体安排如下：

戒毒人员生活费

单位：万元

预算实施单位 预算计划安排 实际安排额度

合计 10,750.00 7,192.00

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 2,580.00 1,566.00

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 2,322.00 1,548.00

省一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1,333.00 817.00

省二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1,075.00 1,075.00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1,419.00 645.00

省增城强制隔离戒毒所 946.00 946.00

省三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559.00 430.00

省四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215.00 51.40

省三水戒毒康复管理所 301.00 113.60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项目实施主要内容。戒毒人员生活费主要用于省直戒毒

场所收治戒毒人员所需的戒毒人员伙食费、被服费、日用品补

助费、生活水电费、燃料费、杂支费、其他生活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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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程序。一是根据《戒毒条例》《司法行政机关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生活

卫生管理规定》等规定，按照《关于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

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戒毒人员生活费用于保障戒毒人员伙

食、被服实物量标准以及其他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认真执行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规定，项目

经费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我局对戒毒人员生活费项目自评等级为“优”，综合自评

得分 91.3 分。资金投入、到位及使用管理方面，年初预算安

排资金 10750 万元，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及经费开支情

况进行清算调减 3558 万元，实际安排 7192 万元，资金全部到

位。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将资金列入专项管

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资金审批手续，定期对经费开支情况

进行检查，确保资金合法合规使用。资金产出及效益方面，该

项经费保障了 9个省直戒毒场所依法收治戒毒人员，完成年度

收治任务；保障了收治戒毒人员伙食费、被服费、生活水电费、

燃料费等基本生活费用支出需要；维护了场所管理秩序和安全

稳定。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该项经费的使用，确保了场所完成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收治任务；保障了戒毒人员伙食、被服、日

用品补助等基本支出需要；维护了戒毒场所持续安全稳定。

（二）存在问题。近年来随着物价不断上涨，现有戒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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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生活费支出标准难以满足戒毒人员伙食、被服实物量标准需

要。

三、改进意见

加强戒毒人员生活费项目和资金管理，开源节流，一是通

过规模采购等方式降低采购成本；二是建议适当提高戒毒人员

生活费支出保障标准。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15



附件 3

省级财政项目类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戒毒人员医疗康复费

省级项目主管部门：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填报人姓名：胡江游

联系电话：020-83837331

填报日期：2019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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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等9个单位戒

毒人员医疗康复费 2400 万元。戒毒人员医疗康复费主要是根

据《关于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粤

财行〔2015〕152 号）核定的戒毒人员医疗康复费支出标准和

场所年初预算收治戒毒人数安排。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

及经费开支情况进行清算调剂。项目资金具体安排如下：

戒毒人员戒毒医疗费

单位：万元

预算实施单位 预算计划安排 实际安排额度

合计 2,400.00 2,092.20

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 556.00 556.00

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 468.40 399.60

省一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277.60 182.40

省二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240.00 296.80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296.80 144.00

省增城强制隔离戒毒所 181.20 211.20

省三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224.80 224.80

省四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88.00 48.20

省三水戒毒康复管理所 67.20 29.20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项目实施内容。戒毒人员医疗康复费主要用于省直戒毒

场所收治戒毒人员所需的出入所健康检查、常规体检、生理脱

毒治疗、稽延性症状治疗、吸毒并发症治疗、疾病防疫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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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康复治疗、精神疾病检查、防治及鉴定、危重症人员转治、

药品购置、所院医疗机构合作等。

2.项目实施程序。一是根据《戒毒条例》《司法行政机关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司法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加强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医疗工作的通知》等规定，按照《关于

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戒毒人员医

疗康复费用于保障戒毒人员健康检查、疾病防治、生理康复治

疗、药品购置、所院医疗机构合作等医疗卫生需要。二是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认真执行药品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规定，

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我局对戒毒人员医疗康复费项目自评等级为“优”，综合

自评得分 93 分。资金投入、到位及使用管理方面，年初预算

安排资金 2400 万元，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及经费开支

情况进行清算调减 307.8 万元，实际安排 2092.2 万元，资金

全部到位。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将资金列入

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资金审批手续，定期对经费开

支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合法合规。资金产出及效

益方面，该项经费保障了 9 个省直戒毒场所依法收治，完成年

度收治任务；保障了戒毒人员入所健康检查、艾滋病筛查、日

常患病治疗等支出需要；加强了所内卫生防疫、疾病防治，维

护了场所管理秩序和安全稳定。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该项经费的使用，确保了场所完成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收治任务；保障了戒毒人员的医疗健康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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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保障了所院医疗机构合作，解决了场所医疗“短板”；

维护了戒毒场所持续安全稳定；保障了疾病远程监控系统的试

点推广工作，加强了对危重病员跟踪监测和主动救治；完善了

戒毒人员的身体健康档案，加强了医疗机构能力建设，争取戒

毒医疗工作从单纯的疾病救治向综合戒治脱瘾转型，提升了戒

毒戒治效果。

（二）存在问题。戒毒人员是特殊群体，患病人数多，病

情复杂，病残人数占比高，场所医疗设施设备不足且陈旧，专

业结构不合理，医疗能力不足，医疗救治压力大，给场所安全

带来隐患。

三、改进意见

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戒毒医疗工作走社会化

发展是必由之路，戒毒治疗需要社会力量更多、更深、更广参

与进来，我局将联合卫生部门推动将戒毒医疗纳入医疗卫生规

划，争取将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戒毒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体系；戒毒场所医疗机构积极加入医联体，推广使用疾病

远程监控系统，推行远程医疗会诊，加强疾病防治，做好危重

病员救治和医疗管理。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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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省级财政项目类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戒毒人员教育费

省级项目主管部门：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填报人姓名：胡江游

联系电话：020-83837331

填报日期：2019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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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等9个单位戒

毒人员教育经费 950 万元。戒毒人员教育费主要是根据《关于

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粤财行

〔2015〕152 号）核定的戒毒人员教育经费支出标准和场所年

初预算收治戒毒人数安排。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及经费

开支情况进行清算调剂。项目资金具体安排如下：

戒毒人员教育费

单位：万元

预算实施单位 预算计划安排 实际安排额度

合计 950.00 835.60

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 228.00 228.00

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 205.20 205.20

省一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117.80 72.20

省二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95.00 117.80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125.40 57.00

省增城强制隔离戒毒所 83.60 83.60

省三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49.40 49.40

省四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19.00 14.80

省三水戒毒康复管理所 26.60 7.60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项目实施内容。戒毒人员教育费主要用于省直戒毒场所

收治戒毒人员所需的教育矫治费、心理治疗费、职业技能培训

费、习艺费、社会帮教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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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程序。一是根据《戒毒条例》《司法行政机关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有关教育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关于

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精神和戒毒人

员教育费的开支范围管理使用经费，保障戒毒人员教育矫治、

心理治疗、职业技能培训及社会帮教等支出需要。二是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认真执行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规定，

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我局对戒毒人员教育费项目自评等级为“优”，综合自评

得分 93 分。资金投入、到位及使用管理方面，年初预算安排

资金 950 万元，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及经费开支情况进

行清算调减 114.4 万元，实际安排 835.6 万元，资金全部到位。

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将资金列入专项管理，

确保专款专用；严格资金审批手续，定期对经费开支情况进行

检查，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合法合规。资金产出及效益方面，该

项经费保障了 9个省直戒毒场所依法收治戒毒人员，完成年度

收治任务；保障了组织开展戒毒人员教育矫治、心理治疗、职

业技能培训、习艺活动及社会帮教等工作支出需要；维护了场

所安全稳定。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该项经费安排保障了场所依法收治

戒毒人员，保障了组织开展戒毒人员教育矫治、心理治疗、职

业技能培训、习艺劳动及社会帮教等工作支出需要，维护了场

所的安全稳定。该项经费的使用围绕提高戒治质量，构建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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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心理矫治、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和支持系统建设为

主要内容的戒治评价体系；完善戒毒场所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对戒毒人员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3500 多人，获证率 89%；借

助社会服务及社工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帮教活动，提升

戒治效果，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二）存在问题。戒除毒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戒毒教育

矫治工作在改变戒毒人员错误认识、增强戒毒人员戒毒动机和

信心、帮助戒毒人员戒断“心瘾”，增强戒毒人员戒毒意志力

方面仍需进一步增强。

三、改进意见

加强戒毒工作规范化建设，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统一的戒毒

工作基本模式，提高教育戒治科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戒治效

果和戒治质量。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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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省级财政项目类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戒毒所政经费

省级项目主管部门：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填报人姓名：胡江游

联系电话：020-83837331

填报日期：2019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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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等9个单位戒

毒所政经费 1500 万元。戒毒人员所政经费主要是根据《关于

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粤财行

〔2015〕152 号）核定的戒毒所政费支出标准和场所年初预算

收治戒毒人数安排。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及经费开支情

况进行清算调剂。项目资金具体安排如下：

戒毒所政经费

单位：万元

预算实施单位 预算计划安排 实际安排额度

合计 1,500.00 1,367.70

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 360.00 360.00

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 324.00 324.00

省一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186.00 114.00

省二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150.00 186.00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198.00 90.00

省增城强制隔离戒毒所 132.00 182.00

省三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78.00 78.00

省四戒强制隔离戒毒所 30.00 21.70

省三水戒毒康复管理所 42.00 12.00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项目实施内容。戒毒所政费主要用于省直戒毒场所收治

戒毒人员所需的包括戒毒人员住区水电费、食堂设备费、戒毒

人员档案费、影像资料费、宿舍用具费等；戒毒所附属医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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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维修费、戒毒康复医疗器械设备、艾滋病筛查实验室设备购

置费、医疗垃圾处理费、戒毒人员病历档案费等。

2.项目实施程序。一是根据《戒毒条例》《司法行政机关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有关所政管理、医疗卫生规定，严格

按照《关于制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精

神和戒毒所政经费的开支范围管理使用项目经费，保障戒毒院

区水电费、所政管理费、医疗机构补助费等支出需要。二是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认真执行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规

定，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我局对戒毒所政经费项目自评等级为“优”，综合自评得

分 94 分。资金投入、到位及使用管理方面，年初预算安排资

金 1500 万元，年中按照实际收治戒毒人数及经费开支情况进

行清算调减 132.3 万元，实际安排 1367.7 万元，资金全部到

位。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将资金列入专

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资金审批手续，定期对经费开支

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合法合规。资金产出及效益

方面，该项经费保障了 9个省直戒毒场所依法收治戒毒人员，

完成年度收治任务；保障 9 个戒毒院区水电费、所政管理等支

出需要，以及对所内医疗机构设施设备的更新维护等支出；保

障了场所的安全秩序和稳定。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该项经费的使用保障了省直戒毒场

所依法收治戒毒人员的院区水电费、食堂设备费、戒毒人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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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宿舍用具费和医疗机构补助等日常支出需要；推动构建了

社工驻所、指导站建设、跟踪回访等内容为一体的工作体系，

搭建了社工帮戒培训平台。2018 年新建社区戒毒康复指导工作

站 28 个，对 2000 多名解戒人员开展跟踪调查回访工作。

（二）存在问题。省直戒毒场所场所建所时间较长，设施

设备陈旧，同时位置大都较为偏僻,影响了戒毒人员亲属、社

会社工力量的入所帮教工作。

三、改进意见

我局将继续提升戒毒人员探访预约、远程探访等便民利民

服务工作质量，推进场所戒毒工作与社区矫治、亲情帮教等社

会力量的深度融合，提升戒治效果，帮助戒毒人员戒断毒瘾。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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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省级财政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戒毒业务费（省三水所）

省级项目主管部门：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填报人姓名：胡江游

联系电话：020-83837331

填报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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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 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业务费

530.14 万元。戒毒业务费主要是根据《关于制定司法行政戒毒

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粤财行〔2015〕152 号）核定的

戒毒业务费支出标准和场所年初预算收治戒毒人数安排。

（二）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项目实施内容。戒毒业务费主要使用于所政设施维修、

安全护卫费、传染病查治费、诊断评估费、调遣费、回访调查

费、突发事件处置费、其它业务费等的支出。

2.项目实施程序：一是根据《戒毒条例》《司法行政机关强

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有关场所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关于制

定司法行政戒毒所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精神和戒毒业务

费的开支范围管理使用戒毒业务费，保障戒毒场所所政设施维

修、技术装备购置、诊断评估、安全护卫、人员调遣、回访调

查等工作顺利进行。二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认真执行政府采

购、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规定，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

（三） 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情况。

我局对戒毒业务费项目自评等级为“优”，综合自评得分

96 分。资金投入、到位及使用管理方面，年初预算安排资金

530.14 万元，资金全部到位。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

规定，将资金列入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资金审批手

续，定期对经费开支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资金管理使用合法合

规。资金产出及效益方面，该项经费的使用保障了省三水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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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隔离戒毒所依法收治戒毒人员，完成年度收治任务；保障了

开展戒毒工作所需的戒毒业务费支出需要；维护了场所安全秩

序和稳定。

二、绩效表现

资金使用绩效方面。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业务费项

目资金的使用，保障了该所依法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完成

年度收治任务；保障了所政设施维修、安全护卫、戒毒人员评

估诊断等工作顺利开展；推动了省直戒毒场所戒毒人员集中收

治、分流工作顺利进行；提升了场所有效应对应急突发事件的

处置能力。

三、改进意见

无。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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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广东省第四强戒所安防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

省级项目主管部门：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填报人姓名：杨帆

联系电话：020-83818085

填报日期：2019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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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广东省第四强戒所安防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建设总

金额为 1432 万元，其中 2017 年度预算安排 1230 万元，2019

年度预算安排 202 万元。资金使用单位：广东省戒毒管理局

（本级），项目建设及执行单位：广东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

所。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主要内容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完成安防项目信息化建设，尽快达

到收治病残戒毒人员要求，实现新所收戒职能，使省四戒所

投入使用。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网络、视频监控、

周界安防、电子围栏、应急报警、智能分析、中心机房、指

挥中心、视频会议等建设内容。

2.项目实施程序

该项目立项经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审核批复同意，按

政府采购程序进行项目招投标；项目实施过程中，认真执行

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规定，切实做好项目验收工

作，按照合同约定及按国库支付程序办理款项支付，项目经

费做到专款专用；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对项目管理、资金使

用、实施进度、使用绩效等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跟进，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三）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该项目综合自评分为 83 分，总体评价为良好。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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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位及使用管理方面，该项目根据《强制隔离戒毒所建

设标准》申请项目立项建设，并经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审核

批复，按照场所实际情况 2018 年结转安排资金 1230 万元，

资金全部到位。资金管理上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将

资金列入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资金审批手续，按

合同约定和项目进度支付款项，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资

金产出及效益方面，目前项目已完成基础网络、中心机房、

分机房、指挥中心建设、视频监控、周界安防、电子围栏、

应急报警、智能分析、视频会议等子项目建设。截止日前，

项目初验合格，待试运行结束进行终验。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本项目作为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

所的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基础网络、智能分析、视频会议等

子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实现电子办公，无纸化办公，减少

纸张等耗材及人力资源开销；安防监控、中心机房、指挥中

心建设等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安防监控系统覆盖院区 100%

的范围，实现 24 小时全面监控，节约警力，大大提升监管

的效率和安全性。整体项目的建设投入使用，有利于提高场

所技防安防水平和戒毒管理工作质量，有利于推进场所法治

化建设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二）存在问题。项目组织实施需进一步加强，项目执

行进度偏慢，要积极跟进终验工作。

三、改进意见

进一步加强项目组织实施，优先保障涉及场所安全的安

33



防建设内容。加强项目终验工作，尽快发挥项目使用绩效。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该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底下达资金，于 2018 年 1月纳入

信息化项目类别省财政厅予以冻结暂停实施；2018 年 6 月解

冻资金继续实施，7 月份重新进行政府采购程序组织实施，

2019 年 8月完成两个子项目建设进行初验合格，待试运行结

束并终验合格按合同支付剩余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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