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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也可“网购” 管理更透明

广东监狱启动全国首个狱内购物电商平台，推动执法理念变革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尹华飞 阚淼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上购物已成为一种主要生活习惯，身处高墙内

的服刑人员也能“网购”？ 广东监狱在保障服刑人员合法权益、提升执法

公信力方面又有新举措。 记者从全省服刑人员个人购物电商化现场会上

获悉，广东监狱于 1月份启动了全国首个狱内购物电商平台从化监狱试

点，并于昨日正式向全省监狱推广，借助互联网技术，引入市场价格杠

杆，让商品价格与社会一致，购物便捷与社会同步。

“以前，服刑人员每个月都是手动

填写购物清单，监狱录入电脑，生成订

单交给供应商， 耗时费力， 也容易出

错， 现在有了这个平台， 购物十分便

捷，监狱也方便管理了。 ”在广东省从

化监狱， 监狱长许珂向记者展示狱内

购物电商平台。 这是全国首个引入购

物电商平台的监狱。 服刑人员在监区

内通过终端购物平台， 商品信息一览

无余。 据悉，平台上 68 个类别共约 200

种商品可供服刑人员选购， 比此前的

线下购物数量多了 60%。

据悉，今年 1 月，广东省监狱管理

局在从化监狱试点服刑人员购物电商

化改革工作，通过与社会电商合作，搭

建狱内购物电商平台，实现“服刑人员

线上选择订购、监狱平台生成订单、订

单电子化传输、电商线下履约配送”的

一体化采购方式。 昨日开始将在全省

监狱推广上线。 记者了解到， 含有玻

璃、金属、木器、竹器、陶瓷、绳索、酒

精、绝缘物品等危险、违规、违禁品的

商品禁止供应。 而价格不得高于电子

商务平台同期向社会公众销售价格。

购物便捷 商品信息一览无余

记者在从化监狱监区看到， 监区

每一层楼均配置了一台购物终端机，

服刑人员可利用指纹或账户密码登

录，进入购物界面，有生活类、香烟类、

副食类、 学习用品、 礼品类等几个类

别。 记者点开生活类看到有牙膏、牙

刷、手霜、洗发水等多种日常用品。 据

监区民警介绍， 礼品类里面平时空白

的，到了传统节日时，里面会有商家给

出的一些优惠套餐供服刑人员选择。

在自己的账户中， 服刑人员随时

可查看自己的购物情况。 在后方平台，

订单以监区为单位自动生成， 并由监

狱批量下单给电商平台。 数天后，订单

上的商品就会如期配送到狱内服刑人

员手中， 相比以前， 节省了几倍的时

间。 记者了解到，监狱设定每名服刑人

员每次在购物终端机上的申购时间为

15 分钟。 监狱还为服刑人员准备了商

品清单， 服刑人员可以提前在清单上

选定自己所需商品， 然后有针对性地

在平台上操作。 监区管教警察告诉记

者，监狱会“见缝插针”，安排服刑人员

在休息间隙有组织地完成申购。

服刑人员袁某是从化监狱一监区

服刑人员，今年 26 岁，从今年 1 月，他

在监区的终端购物平台上一共购买了

多件物品，主要是牛奶、饮料、小面包

等为主。 与此前相比，他告诉记者，现

在可以选择的商品品类多了， 还可以

在不同电商平台进行价格对比， 能买

到什么一目了然，他很熟悉网上购物，

监狱的新做法让他没有因为服刑而与

社会隔绝， 也感受到了来自监狱和社

会对于服刑人员的一种尊重。

记者了解到， 电商化改革自 1~4

月份在从化监狱试点， 共生成服刑人

员个人购物订单 13000 多份，完成商品

采购超过 40 万件，尚未出现一单因产

品质量问题引发纠纷的情况。

试行期40万件商品没质量问题

在充分保障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

同时， 对于如何引导服刑人员理智消

费，杜绝网上“剁手”购物的问题，记者

从省监狱管理局出台的管理规定上了

解到，监狱对不同“处遇级别”的服刑

人员月消费限额做出严格限制，如“宽

管级” 每月消费限额 800 元，“普管级”

600 元，“考察级”500 元。

记者留意到， 从试点四个月的统

计数据看到，有了电商平台后，服刑人

员的月人均消费额近 300 元，与此前相

比，并没有明显增长。 对此，省监狱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服刑人员在狱

内有高额消费但附加财产刑尚未履行

完毕，在申报减刑时，法院会视作其有

履行能力但不履行财产刑判项而影响

减刑裁定。 为此， 省监狱局借助此平

台，对服刑人员个人钱款实行 A、B、C、

D 四个账户的精细化分账管理。

监区民警告诉记者， 以前服刑人

员所有的零花钱都放在一个账目上，

一个月在监区公示一次， 服刑人员不

能实时掌握自己账户的情况。 现在监

狱把服刑人员的四个账户置于这个平

台上，比如 A 账户是家属给的零花钱，

购物时只能用于购买基本生活物品，

其他的购物只能用自己 B 账户的劳动

报酬所得。 而 B 账户的劳动报酬有一

定的比例每月固定转到 D 账户， 用于

支付财产刑或作为刑满释放的就业储

备金。 C 账户则为 A 账户中超过 1 万

元的部分。“在每一次平台购物前，都

需要服刑人员先确认自己账户情况，

再进行购物，”该民警说，这样不仅提

升了监狱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也提高

了服刑人员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参加劳

动改造的积极性， 让他们对自食其力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此外， 省监狱局对合作电商还设

置了明确的资质标准，下一步，各监狱

将按照省监狱局设定的电商资格条

件，向社会公开遴选合作电商。

以精细化管理严防购物“剁手”

5 日上午， 记者在从化监狱

的物流仓库看到几十个货架上

摆满了服刑人员购买的商品，里

面多数为小面包、卤蛋、方便面。

记者了解到，服刑人员购买的商

品到货后会先通过安检机器检

查，确保里面没有违禁品后放入

物流仓库，再根据购物单分配给

服刑人员。

据介绍，此次改革在全国首

次将电商采购模式引入狱内，实

现服刑人员购买的物品从单一

中标供应商采购，转为向社会公

众普遍使用的多个电商平台采

购， 引入多家电商参与公平竞

争，大大简化了传统采购模式下

的招投标， 商品种类和价格审

核，下单审批等流程，监狱管理

更加规范，操作更加简便，商品

价格更加优惠，质量保障更加精

准。

省监狱局表示，监狱依托电

商化平台，将购物自主权和选择

权交给服刑人员， 商品品牌、价

格等信息一览无余，充分保障了

服刑人员合法权益； 将食品安

全、价格监管、服务考核等交给

市场，操作简单快捷，过程公开

透明，结果可查可控，打破了传

统模式下人为定价、 调价等弊

端，真正实现公开透明的“阳光”

采购，最大限度地做到权力边界

清晰、责任主体明确，有效节约

警力， 提高了监狱执法公信力，

防止监狱警察因为采购被“围

猎”，降低警队廉政风险。

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李

景言表示，购物电商化借助互联

网平台， 使服刑人员购物更便

捷、价格更优惠，实现了购物各

环节的过程留痕、价格监管和公

开透明，充分保障了服刑人员的

合法权益。 它不仅创新了狱内购

物模式，而且推动了监狱执法理

念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阳光采购”

提高执法管理水平

购物流程

购物终端机

（有生活类、香烟类、副食类、学

习用品、礼品类等）

服刑人员指纹登录

（或账户密码）

比较电商和商品价格、品牌

加入购物车

结算后提交订单

订单以监区为单位自动生成

由监狱批量下单给电商平台

配送到狱内服刑人员手中

注：服刑人员购物时间为

15

分钟。

精细化管理

个人钱款分账户

A

账户：

是家属给的零花钱。 购物

时只能用于购买基本生活物品。

B

账户：

劳动报酬所得。 每月有一

定比例固定转到D账户。

C

账户：

为A账户中超过1万元的

部分。

D

账户：

用于支付财产刑或作为

刑满释放的就业储备金。

消费有限额

宽管级：

800元/月

普管级：

600元/月

考察级：

500元/月

￥

￥

￥

数据

1~4月份服刑人员个人购物

订单13000多份

商品采购超40万件

人均消费额近300元

购物终端机有商品图片，便于选择。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