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警惠警，是凝聚警心的温情之举，是稳
定队伍的坚强保障，更是焕发工作激情的重
要动能。

近年来，垫江监狱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通过“四聚焦”大力推进暖警惠
警工程，民警职业归属感、荣誉感、获得感明
显提升，队伍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明显增
强。

聚焦政治激励聚警力聚焦政治激励聚警力

4 月 24 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
委政法委、重庆市文明办联合主办的“新时
代奋斗者——2022 年重庆市最美新时代政
法英模发布仪式”在重庆卫视播出，20 位
2022年重庆市最美新时代政法英模揭晓。垫
江监狱民警林克生获此殊荣，极大激励了垫
江监狱全体民警职工工作热情。

活动当天，来自垫江监狱的20余名民警
现场观看了颁奖礼，大家纷纷表示：“荣誉的
背后，离不开林克生在工作岗位上的拼搏之
心，在公益事业上的大爱之行，更离不开近年
来垫江监狱在先进典型培育选树上的新思
路、新举措。”

据了解，垫江监狱近三年来累计获得市
局级以上表彰 258 人次，其中省部级以上表
彰13人次。同时，垫江监狱充分利用内刊内
网、电梯壁挂屏等载体，累计推出先进人物事
迹100余个次。

职业保障及时跟进。垫江监狱严格落实
市司法局党委下发的《关于激励司法行政干
部担当作为的具体措施》和《容错纠错实施办
法》，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
让民警有干头、有想头、有奔头。

思想引领形式多样。常态化开展集体过
“政治生日”、廉政谈话、党支部书记微党课比
赛等活动；引导青年民警心怀“国之大者”，增
强为民情怀，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组织
开展“走进指拇村 助力乡村兴”主题教育活
动；组织团员青年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与全国团
员青年一道共同见证团的百年华诞。以党建
带团建、以党建促队建，充分发挥党委的“旗
帜”作用，党支部的“堡垒”作用。

培养机制不断革新。定期研判队伍教育
管理工作，创新激励形式，建立优秀青年干部
数据库、民警专业人才数据库，提高优秀青年
民警选拔任用比例。近三年来，累计选拔、交
流40岁以下科级干部35名，大胆启用“90后”
干部，队伍活力显著提升；2021年发展预备党
员 49 名，今年全部转正，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明显增强。

聚焦后勤保障暖警心聚焦后勤保障暖警心

2020 年，垫江监狱新装修备勤房 80 间，
全部配齐生活物资。除用于日常备勤外，还
贴心提供给女民警值班午休和外地籍民警使
用。

“受办公场地限制，我们原先午休只能在
办公桌上趴一下。”谈起崭新的“双人间”备勤
室，民警们自豪不已，纷纷表示现在的工作环
境和过去有着天壤之别。对于外地籍民警来
说，监狱分配的“临时住所”不但帮他们减少
了经济开支，而且增强了“归属感”。与此同
时，垫江监狱聚焦后勤保障，充分考虑民警

所需所盼，全面发力，切实推出了一系列新
举措。工作环境的提档升级，后勤保障的
进一步优化，切实增强了民警的获得感、幸
福感。

困难帮扶常态长效。通过心理疏导、经
济支持等形式，将困难民警职工“必谈必访”
制度落实到位，并切合实际，建立档案，及时
跟进帮扶措施，近 3 年来，累计帮扶 60 余人
次，发放慰问金10余万元。

福利待遇全面跟进。常态开展夏送清
凉、冬送温暖、探望病患、丧事慰问等人文关
怀工作；年度开展职工体检，并建立健康档
案，做到未病先防、小病先治。

聚焦身心健康减警压聚焦身心健康减警压

2022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呈现紧张
态势，垫江监狱民警全面进入封闭执勤模式。

3月22日，一场以“关注你我 阳光人生”
为主题的心理健康辅导活动在监管区内举
行。活动中，心理咨询师对民警进行了一次
心理按摩，较好地疏解了民警非常时期的焦
虑情绪，传导了心理保健意识。

据了解，像这样的心理健康辅导活动，垫
江监狱每年都会开展多场次，同时还在今年
着手开始建立民警心理健康档案。

近年来，垫江监狱工会多措并举，将“活
力警队”建设定位为从优待警重要一环。先
后建成警体馆、职工书屋、心理辅导室等场
馆设施，规定开放时间、明确管理人员，成功
创建合格职工之家，目前正在申报先进职工
之家。

以体育运动为媒，增强民警身体素质，常
态化组织监狱篮球
队、足球队、羽毛球
队、乒乓球队等参加
各级各类比赛，并屡
获佳绩；积极组织开
展登山、马拉松、拓
展训练等户外体育
活动；每月组织开展
球类、登山、跑步、健
身等 10 个兴趣小组
活动。

以 户 外 活 动 为
媒，突出文化引领作
用，让民警 8 小时外
走出办公室、走进大
自然，释放压力，排

出“情绪毒素”。季度开展观影活动，每年开
展拔河、篮球联赛、趣味运动会等大型活动和
义务植树、垃圾分类、助学助困等公益活动。

如今，“健康”二字在垫江监狱民警职工
中入脑入心，全狱掀起了一股崇尚健康、热爱
锻炼的热潮，警队更加有活力，有战斗力。

聚焦实际困难解警忧聚焦实际困难解警忧

今年 5 月的一次会议后，垫江监狱四监
区教导员冷萧向监狱总值班长刘俊民汇报：

“‘5·20’快到了，男同志封闭执勤很久都没回
家，这个时候不给媳妇表示表示，怕要遭揪耳
朵哟！”这看似玩笑的一句话，监狱领导却放
在了心上。

“你好，我是监狱政委曹昌杰，为感谢
你对你爱人工作的支持、对监狱工作的支
持，我代表监狱党委向你表示衷心感谢，在

‘5·20’到来之际，受你爱人委托，特向你送
上鲜花，并送上他的亲笔家书和‘表白’视
频……”5 月 20 日当天，很多民警家属在自
己单位或家里，被监狱这突如其来的“纸短
情长 送爱到家”活动，感动得泪流满面。她
们纷纷在镜头前表达对监狱的感谢和对丈
夫工作的支持。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监狱一线民警一
直执行封闭执勤模式，他们的家人为此作出
了巨大牺牲。垫江监狱开展此次活动，不仅
向家属们表达了党组织的谢意，也旨在让更
多民警职工家属理解监狱工作的难处，支持
监狱工作。

疫情期间，垫江监狱走心关爱一线封闭
执勤民警，创新开展“云端”送奖、慰问到家、
集体生日、民警孩子集体过“六一”等活动；并
组建“爱的”车队，成立爱心服务队等志愿者
队伍，提供送学送医、代购代办等服务 70 余
次，解决实际困难有新意、有温度。

疫情期间，为缓解民警长时间集中隔离
产生烦躁情绪，垫江监狱根据上级要求，切合
地方疫情防控实际，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并积
极组织隔离民警开展“大比武”“大轮训”“运
动会”等活动，变隔离期为学习期、健身期，深
受大家欢迎。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垫
江监狱将持续深入推进暖警惠警工程，落实
从优待警举措，为监狱事业垒炉添薪，激励
新时代监狱人民警察建功“十四五”，奋进
新时代，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开展开展““我我
是党员是党员””面对面面对面
访谈活动访谈活动

◀◀ 开展警开展警
务技能大比武务技能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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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监狱通过“四聚焦”大力推进暖警惠警工程

把温暖送到民警职工心坎上
扎实推进规范化管理
促硬件服务升级增效

垫江监狱自2017年启动规范化管理
工作以来，抢抓时机、精心谋划，切实推动
规范化管理走深走实，成效显著。

垫江监狱地处城郊，交通便利、设
施完备，新建成的备勤大楼和指挥中
心 大 楼 更 是 引 人 注目。据监狱政治
处主任朱敏介绍，这是监狱以规范化
管理为契机，完善功能布局，优化服务
保障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二期建设，
先后新装修备勤房、新建指挥中心大
楼、建成警体馆等。建设项目落地落
实，使监狱整体硬件提档升级，服务提
质增效。

进入监管区，当记者在民警带领
下走近服刑人员队列时，现场管理民警一
声哨响，全体服刑人员便会停止行进，主
动背向。监狱狱政管理科科长陈强介绍
说，哨音管理只是他们创新管理机制举措
之一，同时监狱还在服刑人员学习、生活
和习艺现场管理上进行了机制优化升级，
切实增强了规范化管理的针对性、时效性
和联动性。

进入监区，记者发现，监舍楼层被黄
色地标分成两边，监舍门口定置牌上服刑
人员姓名、照片、编号、处遇等级一目了
然，监舍物品摆放整齐，均进行了编号管
理。

据了解，垫江监狱扎实推进“三化、五
定、七统一”工作，实现了标识标牌统一规
范，服刑人员“三大现场”区域定置管理、
精细化管理，并在全市监狱系统首推分餐
制度，确保就餐现场管理规范，生活卫生
更有保障。

垫江监狱副监狱长聂菁荃表示，规范
化管理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垫江监
狱将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
入推进监狱规范化管理。

着力健全制度体系
严格规范刑罚执行

监狱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执
法工作，一直广受社会关注。近年来，垫
江监狱刑罚执行科聚焦重难点和关键环
节，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走出了一条
规范高效、公正严明的执法路。

据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钟俊强介
绍，科室现有民警 6 人，全部为中共党
员，平均年龄35岁。刑罚执行科党支部
除常态开展“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外，
还每周确定一主题，以周一早到 1 小时

“开晨会”的形式，进行思想和工作交
流。今年以来，该科室累计开展谈心谈
话20余次，先后6人次被选树为监狱“业
务能手”，走好了激发“想干事”内生动力
第一步。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监狱先后
两次接受中央督导组督导，工作成效得到
充分肯定。”垫江监狱副监狱长黄飞介绍
说，刑罚执行相关文件制度的“废改立”，
以及后续的学习培训，更是做到了面上全
覆盖、点上深推进，通过材料模板化、流程
规范化、交流常态化，彻底解决了“根据什
么干”“以后怎么办”等问题，走好了建成

“会干事”制度体系第二步。
今年9月初，黄飞带领刑罚执行科民

警一行，前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参加联席会议，就案件实质化审理、法
律适用问题等达成一致意见。据了解，
垫江监狱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已
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今年
以来，监狱所有收押、释放、“减假暂”案
件办理等工作规范有序、交接到位，无一
错漏，走好了凸显“干成事”工作成效第
三步。

刑罚执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
防线”的关键环节，使命神圣、责任重大，
要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考验，需
严格把关、精益求精，垫江监狱将聚焦

“忠诚保平安、护航二十大”总体目标，在
“减假暂”案件办理、刑满释放人员安置
帮教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维护监狱安
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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