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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共和国司法部令

第　127　号

　　《司法⾏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作规定》已经2013年3⽉22⽇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2013年6⽉1⽇起施

⾏。　　　　　　　　　　　　　　　　　　　　　　　　　　 　　

　　　　　　　　　　　　　　　　　　　　　　　　　　　　 　　2013年4⽉3⽇　　　

 

司法⾏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作规定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规范司法⾏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作，帮助吸毒成瘾⼈员戒除毒瘾，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民共和国

禁毒法》、《戒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条　司法⾏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作应当遵循以⼈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教育和挽救吸毒成

瘾⼈员。

　　第三条　司法⾏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对经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在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3个⽉⾄6

个⽉后，或者依据省、⾃治区、直辖市具体执⾏⽅案送交的强制隔离戒毒⼈员（以下简称“戒毒⼈员”），依法执⾏强制隔离戒

毒。

　　第四条　从事强制隔离戒毒⼯作的⼈民警察应当严格、公正、廉洁、⽂明执法，尊重戒毒⼈员⼈格，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五条　司法⾏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作所需经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纳⼊当地政府财政预算。

第⼆章　场所设置

　　第六条　设置司法⾏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符合司法部的规划，经省、⾃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审核，由省级

⼈民政府批准，并报司法部备案。

　　具备条件的地⽅，应当单独设置收治⼥性戒毒⼈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和收治未成年戒毒⼈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第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以其所在地地名加“强制隔离戒毒所”命名，同⼀地域有多个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可以采取其他⽅式

命名。

　　专门收治⼥性戒毒⼈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名称，为地名后加“⼥⼦强制隔离戒毒所”；专门收治未成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名

称，为地名后加“未成年⼈强制隔离戒毒所”。

　　第⼋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设所长1⼈、政治委员1⼈、副所长若⼲⼈，设置职能机构和戒毒⼤队，根据收治规模配备从事管

教、医疗和后勤保障的⼯作⼈员。

　　第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设置医疗机构，接受卫⽣⾏政部门对医疗⼯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作⼈员享受国家规定的⼯资福利待遇及保险。

第三章　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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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根据县级以上⼈民政府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接收戒毒⼈员。

　　第⼗⼆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戒毒⼈员时，应当核对戒毒⼈员⾝份，进⾏必要的健康检查，填写强制隔离戒毒⼈员⼊所

健康状况检查表。

　　戒毒⼈员⾝体有伤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予以记录，由移送的公安机关⼯作⼈员和戒毒⼈员本⼈签字确认。

　　对⼥性戒毒⼈员应当进⾏妊娠检测。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不满1周岁婴⼉的妇⼥，不予接收。

　　第⼗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接收的戒毒⼈员的⾝体和携带物品进⾏检查，依法处理违禁品，对⽣活必需品以外的其

他物品进⾏登记并由戒毒⼈员本⼈签字，由其指定的近亲属领回或者由强制隔离戒毒所代为保管。检查时应当有2名以上⼈民警

察在场。

　　⼥性戒毒⼈员的⾝体检查，应当由⼥性⼈民警察进⾏。

　　第⼗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戒毒⼈员，应当填写强制隔离戒毒⼈员⼊所登记表，查收戒毒⼈员在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

毒期间的相关材料。

　　第⼗五条　戒毒⼈员⼊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书⾯通知其家属，通知书应当⾃戒毒⼈员⼊所之⽇起5⽇内发出。

第四章　管　　理

　　第⼗六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根据性别、年龄、患病等情况，对戒毒⼈员实⾏分别管理；根据戒毒治疗情况，对戒毒⼈

员实⾏分期管理；根据戒毒⼈员表现，实⾏逐步适应社会的分级管理。

　　第⼗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察对戒毒⼈员实⾏直接管理，严禁由其他⼈员代⾏管理职权。

　　⼥性戒毒⼈员由⼥性⼈民警察直接管理。

　　第⼗⼋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建⽴安全管理制度，进⾏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第⼗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安装监控、应急报警、门禁检查和违禁品检测等安全技防系统，按照规定保存监控录像和

有关信息资料。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安排专门⼈民警察负责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安全警戒⼯作。

　　第⼆⼗条　对强制隔离戒毒所以外的⼈员交给戒毒⼈员的物品和邮件，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进⾏检查，防⽌夹带毒品及其

他违禁品。检查时，应当有2名以上⼈民警察在场。

　　检查邮件时，应当依法保护戒毒⼈员的通信⾃由和通信秘密。

　　第⼆⼗⼀条　经强制隔离戒毒所批准，戒毒⼈员可以使⽤指定的固定电话与其亲属、监护⼈或者所在单位、就读学校有关

⼈员通话。

　　戒毒⼈员在所内不得持有、使⽤移动通讯设备。

　　第⼆⼗⼆条　戒毒⼈员的亲属和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的⼯作⼈员，可以按照强制隔离戒毒所探访规定探访戒毒⼈员。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检查探访⼈员⾝份证件，对⾝份不明或者⽆法核实的不允许探访。

　　对正被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者正处于单独管理期间的戒毒⼈员，不予安排探访。

　　第⼆⼗三条　探访应当在探访室进⾏。探访⼈员应当遵守探访规定；探访⼈员违反规定经劝阻⽆效的，可以终⽌其探访。

　　探访⼈员交给戒毒⼈员物品须经批准，并由⼈民警察当⾯检查；交给戒毒⼈员现⾦的，应当存⼊戒毒⼈员所内个⼈账户；

发现探访⼈员利⽤探访传递毒品的，应当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发现探访⼈员利⽤探访传递其他违禁品的，应当依照有关规

定处理。

　　第⼆⼗四条　戒毒⼈员因配偶、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家庭有其他重⼤变故，可以申请外出探视。申请外出探视须有医

疗单位、戒毒⼈员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原单位或者街道（乡、镇）的证明材料。

　　除前款规定外，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批准戒治效果好的戒毒⼈员外出探视其配偶、直系亲属。

　　第⼆⼗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批准戒毒⼈员外出探视的，应当发给戒毒⼈员外出探视证明。戒毒⼈员外出探视及在途时间

不得超过10⽇。对⾮因不可抗⼒逾期不归的戒毒⼈员，视作脱逃处理。

　　第⼆⼗六条　戒毒⼈员外出探视回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其进⾏检测。发现重新吸毒的，不得报请提前解除强制隔

离戒毒。

　　第⼆⼗七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的戒毒⼈员，应当根据不同情节分别给予警告、训诫、责令具结悔过：

　　（⼀）违反戒毒⼈员⾏为规范、不遵守强制隔离戒毒所纪律，经教育不改正的；

　　（⼆）欺侮、殴打、虐待其他戒毒⼈员的；



　　（三）隐匿违禁品的；

　　（四）交流吸毒信息、传授犯罪⽅法的。

　　对戒毒⼈员处以警告、训诫和责令具结悔过，由戒毒⼤队决定并执⾏。

　　第⼆⼗⼋条　对有严重扰乱所内秩序、私藏或者吸⾷、注射毒品、预谋或者实施脱逃、⾏凶、⾃杀、⾃伤、⾃残等⾏为以

及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戒毒⼈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其实⾏单独管理。

　　单独管理应当经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批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采取单独管理措施，并在24⼩时内补办审批⼿续。

　　对单独管理的戒毒⼈员，应当安排⼈民警察专门管理。1次单独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5⽇。单独管理不得连续使⽤。

　　第⼆⼗九条　对私藏或者吸⾷、注射毒品的戒毒⼈员，不得报请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并应当在期满前诊断评估时，作

为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依据；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条　遇有戒毒⼈员脱逃、暴⼒袭击他⼈等危险⾏为，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察可以依法使⽤警械予以制⽌。警械使

⽤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第三⼗⼀条　戒毒⼈员脱逃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即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并配合公安机关追回脱逃⼈员。被追回的戒

毒⼈员应当继续执⾏强制隔离戒毒，脱逃期间不计⼊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对被追回的戒毒⼈员不得报请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

毒。

　　第三⼗⼆条　戒毒⼈员提出申诉、检举、揭发、控告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对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不服提

起⾏政复议或者⾏政诉讼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将有关材料登记后及时转送有关部门。

　　第三⼗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作⼈员因⼯作失职致使毒品等违禁品进⼊强制隔离戒毒所，违反规定允许戒毒⼈员携带、

使⽤或者为其传递毒品等违禁品的，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其他⼈

员为戒毒⼈员传递毒品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治疗康复

　　第三⼗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根据戒毒⼈员吸⾷、注射毒品的种类、成瘾程度和戒断症状等进⾏有针对性的⽣理治

疗、⼼理治疗和⾝体康复训练。对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移送的戒毒⼈员，应当做好戒毒治疗的衔接⼯作。

　　第三⼗五条　对戒毒⼈员进⾏戒毒治疗，应当采⽤科学、规范的诊疗技术和⽅法，使⽤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药物、医疗器

械。戒毒治疗使⽤的⿇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照规定申请购买并严格管理，使⽤时须由具有⿇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权的医

师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开具处⽅。

　　禁⽌以戒毒⼈员为对象进⾏戒毒药物试验。

　　第三⼗六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定期对戒毒⼈员进⾏⾝体检查。对患有疾病的戒毒⼈员，应当及时治疗。对患有传染病

的戒毒⼈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隔离治疗措施。

　　第三⼗七条　戒毒⼈员患有严重疾病，不出所治疗可能危及⽣命的，凭所内医疗机构或者⼆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

经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在省、⾃治区、直辖市司法⾏政机关戒毒管理部门批准，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备案，强制隔离戒毒所

可以允许其所外就医，并发给所外就医证明。

　　第三⼗⼋条　戒毒⼈员所外就医期间，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连续计算。对于健康状况不再适宜回所执⾏强制隔离戒毒的，强

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向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提出变更为社区戒毒的建议，同时报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在省、⾃治区、直辖市司法

⾏政机关戒毒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建⽴戒毒⼈员⼼理健康档案，开展⼼理健康教育，提供⼼理咨询，对戒毒⼈员进⾏⼼理

治疗；对⼼理状态严重异常或者有⾏凶、⾃伤、⾃残等危险倾向的戒毒⼈员应当实施⼼理危机⼲预。

　　第四⼗条　对可能发⽣⾃伤、⾃残等情形的戒毒⼈员使⽤保护性约束措施应当经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批准。采取保护性

约束措施应当遵守有关医疗规范。

　　对被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戒毒⼈员，⼈民警察和医护⼈员应当密切观察；可能发⽣⾃伤、⾃残等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

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与社会医疗机构开展医疗合作，提⾼戒毒治疗⽔平和医疗质量。

　　第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通过组织体育锻炼、娱乐活动、⽣活技能培训等⽅式对戒毒⼈员进⾏⾝体康复训练，帮

助戒毒⼈员恢复⾝体机能、增强体能。

　　第四⼗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根据戒毒的需要，可以组织有劳动能⼒的戒毒⼈员参加必要的⽣产劳动。

　　组织戒毒⼈员参加⽣产劳动的，应当⽀付劳动报酬。戒毒⼈员劳动时间每周不超过5天，每天不超过6⼩时。法定节假⽇不



得安排戒毒⼈员参加⽣产劳动。

　　第四⼗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建⽴安全⽣产管理制度，对参加⽣产劳动的戒毒⼈员进⾏安全⽣产教育，提供必要的劳

动防护⽤品。⽣产劳动场地和劳动项⽬应当符合安全⽣产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引进易燃、易爆等危险⽣产项⽬，不得组织戒

毒⼈员从事有碍⾝体康复的劳动。

第六章　教　　育

　　第四⼗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新接收的戒毒⼈员进⾏时间不少于1个⽉的⼊所教育，教育内容包括强制隔离戒毒有关

法律法规、所规所纪、戒毒⼈员权利义务等。

　　第四⼗六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采取课堂教学的⽅式，对戒毒⼈员集中进⾏卫⽣、法制、道德和形势政策等教育。

　　第四⼗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戒毒⼈员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戒毒⼤队⼈民警察应当熟悉分管戒毒⼈员的基本

情况，掌握思想动态，对分管的每名戒毒⼈员每⽉⾄少进⾏1次个别谈话。戒毒⼈员有严重思想、情绪波动的，应当及时进⾏谈

话疏导。

　　第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开展戒毒⽂化建设，运⽤影视、⼴播、展览、⽂艺演出、图书、报刊、宣传栏和所内局

域⽹等⽂化载体，活跃戒毒⼈员⽂化⽣活，丰富教育形式。

　　第四⼗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加强同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联系，通过签订帮教协议、来所开展帮教等形式，做好戒

毒⼈员的教育⼯作。

　　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学者、社会⼯作者、志愿⼈员以及戒毒成功⼈员协助开展教育⼯作。对协助教育有显

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协调⼈⼒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戒毒⼈员进⾏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

定合格的，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在戒毒⼈员出所前进⾏回归社会教育，教育时间不少于1周。

　　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安排戒毒⼈员到戒毒康复场所及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场所参观、体验，开展戒毒康复、戒毒药物维持治

疗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为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愿进⼊戒毒康复场所康复或者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戒毒⼈员提供便利。

第七章　⽣活卫⽣

　　第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按规定设置戒毒⼈员⽣活设施。戒毒⼈员宿舍应当坚固安全、通风明亮，配备必要的⽣

活⽤品。戒毒⼈员的⽣活环境应当绿化美化。

　　第五⼗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保持戒毒⼈员⽣活区整洁，定期组织戒毒⼈员理发、洗澡、晾晒被褥，保持其个⼈卫

⽣。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统⼀戒毒⼈员的着装。

　　第五⼗四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保证戒毒⼈员的伙⾷供应不低于规定标准。戒毒⼈员伙⾷经费不得挪作他⽤。戒毒⼈员

⾷堂应当按⽉公布伙⾷账⽬。

　　对正在进⾏脱毒治疗和患病的戒毒⼈员在伙⾷上应当给予适当照顾。对少数民族戒毒⼈员，应当尊重其饮⾷习惯。

　　第五⼗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保证戒毒⼈员的饮⾷安全。⾷堂管理⼈员和炊事⼈员应当取得卫⽣⾏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健康证明，每半年进⾏⼀次健康检查，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戒毒⼈员⾷堂实⾏48⼩时⾷品留样制度。

　　第五⼗六条　戒毒⼈员可以在所内商店购买⽇常⽤品。所内商店出售商品应当价格合理，明码标价，禁⽌出售过期、变质

商品。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所内商店采购的商品进⾏检查，防⽌违禁品流⼊。

　　第五⼗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做好疾病预防控制⼯作。发⽣传染病疫情，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主管机关和当地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第⼋章　解　　除

　　第五⼗⼋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戒毒⼈员进⾏诊断评估。对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届满且经诊断评估达到规

定标准的戒毒⼈员，应当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经诊断评估，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戒毒⼈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



期限的意见，并按规定程序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所收到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出具的提前解除强制隔

离戒毒决定书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决定书的，应当及时送达戒毒⼈员。

　　第五⼗九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在解除强制隔离戒毒3⽇前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同时通知戒毒⼈员家属、所在单

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将其按期领回。戒毒⼈员出所时⽆⼈领回，⾃⾏离所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及时通

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

　　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所外就医⼈员，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及时通知其来所办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续。

　　第六⼗条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向戒毒⼈员出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同时发还代管财物。

　　第六⼗⼀条　戒毒⼈员被依法收监执⾏刑罚或者依法拘留、逮捕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根据有关法律⽂书，与相关部门

办理移交⼿续，并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戒毒⼈员被依法释放时强制隔离戒毒尚未期满的，继续执⾏强制隔离戒毒。

　　第六⼗⼆条　戒毒⼈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死亡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即报告所属主管机关，通知其家属、强制隔离

戒毒决定机关和当地⼈民检察院。戒毒⼈员家属对死亡原因有疑义的，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作出鉴定。其他善后事宜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处理。

　　第六⼗三条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妥善保管戒毒⼈员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员⼊所

登记表、强制隔离戒毒⼈员⼊所健康状况检查表、财物保管登记表、病历、⼼理健康档案、诊断评估结果、提前解除强制隔离

戒毒决定书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决定书、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以及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产⽣的重要⽂书、视听资

料。

　　除法律明确规定外，强制隔离戒毒所不得对外提供戒毒⼈员档案信息。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四条　吸毒成瘾⼈员⾃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应当凭强制隔离戒毒所所在地公安机关的书⾯同意意见，向强制隔

离戒毒所提出申请。强制隔离戒毒所同意接收的，应当与其就戒毒治疗期限、戒毒治疗措施、权利义务等事项签订书⾯协议；

协议未约定的，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执⾏。

　　第六⼗五条　本规定⾃2013年6⽉1⽇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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