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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教育所管理办法 

收容教育所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 50 号） 

2004 年 4 月 24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收容教育所的管理，根据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

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收容教育所是公安机关依法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法律和道德教育、组织

参加劳动生产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场所。 

第三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依法、严格、科学、

文明管理，通过教育、心理矫治和性病治疗，使被收容教育人员成为身心健康的守

法公民。 

第四条 收容教育所的设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自治州、设区的市的公安

机关根据收容教育工作的需要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收容教育所的管理由设立收容教育所的公安机关负责。 

收容教育所的名称为“某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公安局收容教育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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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

?BR> 1 

民警的配备：一般不得少于十二人，月平均收容教育超过一百人的，一般按月平均

收容教育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的比例配备，其中医务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有一定

数量的女民警。 

所长、政治委员（教导员）、副所长必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辅导、医务、财

会工作的民警必须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收容教育所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设置必要的工作机构。 

第六条 收容教育所民警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严守纪

律，清正廉洁。 

严禁打骂、体罚、虐待、侮辱被收容教育人员，或者为谋取私利，利用被收容教育

人员提供劳务，切实保障被收容教育人员的合法权益。 

严禁索要、收受、侵占被收容教育人员及其亲属的财物，或者违反规定，私自为被

收容教育人员传递信件或者物品。 

严禁私放被收容教育人员。 

第七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设置办公区、收容教育区、劳动生产区、医疗区等，配备

必要的医疗设施和教育、文体活动器材及交通、通讯设备。 

第八条 收容教育所的基本建设、必要的设备、器材以及日常管理所需经费，报请

当地计委、财政部门列入基建计划和财政预算。 

 

第二章 入所 

第九条 收容教育所接收被收容教育人员，须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发的《收容教

育决定书》。 

                                                        
1
 This text was corrupted on the website when accessed via proxy, as well as on my cellphone. Not sure what you 

want to do with this, so I left the corrupted section in italics. Its possible this section may not even be a part of the 
law originally, as the following section seems pretty clear and does not seem to be lacking in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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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收容教育所接收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填写《收容教育人员入所登记表》，

并对其进行健康和性病检查，填写《收容教育人员健康及性病检查表》。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卖淫、嫖娼人员可以不予接收： 

（一）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 

（二）患有性病以外其它急性传染病和严重疾病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 

（四）被拐骗、强迫卖淫的； 

（五）有严重伤情的。 

对接收后发现不应收容教育的，应当提请办案单位依法作其他处理；对吸食、注射

毒品成瘾的，应当先行强制戒毒；对可能患有精神病的，由办案单位负责鉴定。 

第十一条 收容教育所接收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和必

须遵守的所规，并在入所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第一次谈话。 

第十二条 收容教育所接收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对其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

严防将违禁物品带入所内。对女性被收容教育人员的人身检查，应当由女工作人员

进行。 

非日常用品及现金应当登记造册，填写《财物保管登记表》，由收容教育所代为保

管。 

第十三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建立被收容教育人员档案，实行计算机管理。 

被收容教育人员入所后应当拍摄半身免冠一寸照片，照片连同底片归入其档案。 

档案内容应当包括：《收容教育决定书》《收容教育人员入所登记表》《收容教育

人员健康及性病检查表》《收容教育人员财物保管登记表》《提前解除或延长收容

教育审批表》《收容教育人员请假出所审批表》《收容教育人员请假离所保证金缴

纳通知书》《收容教育人员准假证明》《收容教育人员所外就医审批表》《收容教

育人员所外就医证明》《担保人保证书》《办案机关询问收容教育人员登记表》、

在所期间表现情况（奖惩及学习情况等）记录、《收容教育人员出所鉴定表》《解

除收容教育证明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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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死亡的，应当将《收容教育人员死亡鉴定》《收容

教育人员死亡通知书》《死亡收容教育人员财物处理登记表》归入其档案。 

收容教育所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保管被收容教育人员档案。办案机关查阅被收容

教育人员档案，须持办案机关的证明及办案人有效证件并经所长批准。 

 

第三章 管理 

第十四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建立健全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实行规范化管

理。被收容教育人员必须遵守收容教育所的各项管理制度，服从管理。 

第十五条 收容教育所实行出入所登记制度。非本所工作人员不得进入收容教育区；

特殊情况须进入的，应当经所长批准，由工作人员带领。 

第十六条 办案机关询问被收容教育人员，须持办案机关的证明及办案人有效证件

办理登记手续，经所长批准，在所内指定地点进行。询问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十七条 收容教育所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巡视制度。值班人员要严守岗位，不得

擅离职守，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妥善处理。 

第十八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保障安全，经常进行安全检查，消除隐患，严防被收容

教育人员逃跑、自杀、行凶、互殴等事故和危害收容教育所安全行为的发生。 

第十九条 收容教育所对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按性别、有无性病和是否成年等不

同情况实行分别管理。 

女性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严格实行被收容教育人员行为规范和一日生活制度。 

第二十一条 收容教育所对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按过错程度和悔改表现实行严格

管理、普通管理、宽松管理的分级管理和考核制度。根据考核结果，适时升降等级。 

第二十二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给予表扬、升级或者

提前解除收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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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前解除收容教育的，由收容教育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收容教育的公安机关

批准，同时向主管收容教育所的公安机关备案。提前解除收容教育的，实际执行的

收容教育期限不得少于原决定收容教育期限的二分之一。 

第二十三条 收容教育所对拒绝接受教育、不服从管理或者有危害收容教育所安全

行为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可以予以警告、降级或者延长收容教育。 

需要延长收容教育的，由收容教育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收容教育的公安机关批准，

同时向主管收容教育所的公安机关备案。延长收容教育的，实行执行的收容教育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第二十四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对收容教育决定或者延长收容教育决定不服，依法申

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收容教育所应当及时将材料转交有关部门。 

第二十五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的举报、控告等材料，收容教育所应当及时送交有关

部门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主动坦白违法犯罪行为的，收容教育所应当建议有关

部门依法从宽处理。 

收容教育期间，发现被收容教育人员有其它违法犯罪行为尚未处理或者有新的违法

犯罪行为的，收容教育所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所期间，遇有子女出生、直系亲属患严重疾病、死

亡以及其它正当理由需要离所的，由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担保并交纳保证金，经所

长批准并报主管收容教育所的公安机关备案后，可以离所。经批准离所的，发给

《收容教育人员准假证明》。离所期限一般不超过七日。 

第二十八条 保证金按准假天数收取，每日最高不得超过一千元。无力交纳的，可

以适当减免。 

保证金由保证人持公安机关出具的《收容教育人员请假离所保证金缴纳通知书》向

公安机关指定的银行专户一次性交纳。 

第二十九条 经批准离所的被收容教育人员按期回所的，保证金应当如数退还；对

逾期不归的，收容教育所应当负责追回，并由主管收容教育所的公安机关对其处以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由主管收容教育所的公安机关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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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罚款可以从保证金中扣除，其余部分的保证金应当退还。 

第三十条 对患有严重疾病或者传染病的被收容教育人员，收容教育所不具备医疗

条件或者短期内无法治愈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诊断鉴定后，由

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担保，收容教育所提出意见，报主管收容教育所的公安机关批

准，可以予以所外就医，并通报原决定收容教育的公安机关。 

自伤、自残的，不予所外就医。 

第三十一条 批准所外就医的，收容教育所应发给《收容教育人员所外就医证明》，

并与被收容教育人员所在单位、街道（乡、镇）和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公安

派出所共同签订联合帮教协议。 

所外就医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定期回所报告，行动不便或者路途较远的可以书面

报告。收容教育所应当定期考察，日常的监督、考察、帮教工作由被收容教育人员

所在单位、街道（乡、镇）和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公安派出所负责。 

所外就医的被收容教育人员，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无新的

违法犯罪行为，收容教育期满的可按期解除收容教育；有立功表现的，可按规定提

前解除收容教育。 

所外就医情形消失的，应当立即收回所内执行。 

第三十二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死亡的，应当由主管收容教育所的公

安机关组织法医或者指定医生作出死亡鉴定，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检验，报上一级公

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备案，并填写《收容教育人员死亡通知书》，通知死者的家属、

所在单位和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家属不予认领尸体的，由公安机关拍照后处理。

其遗留财物在有关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无人领取的，上缴国库。 

 

第四章 教育 

第三十三条 收容教育所对被收容教育人员的教育，应当坚持因人施教，分类施教、

以理服人、感化挽救的原则，坚持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所内教育与社会教

育相结合。实现教育的课堂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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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对被收容教育人员进行法律、道德、文化、卫生教育，

组织参加劳动生产，学习劳动技能。 

第三十五条 对文盲、半文盲的被收容教育人员，收容教育所应当开展扫除文盲教

育，有条件的可以开展小学、中学文化补习；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被收容教育人

员，鼓励其自学，可以组织其参加各类自学考试。 

第三十六条 收容教育所对被收容教育人员的劳动教育应当坚持立足思想转变、着

眼解教就业、因人因地制宜的原则，有条件的可以组织被收容教育人员参加职业技

术培训。 

对参加劳动生产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保证安全，并按规定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 

第三十七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组织被收容教育人员开展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 

 

第五章 生活卫生、性病治疗 

第三十八条 收容教育人员的收容室应当通风、采光，防暑、防寒、防潮。收容教

育所应当定期开展安全检查，防止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 

收容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三平方米。 

第三十九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所期间的生活、医疗费用由本人或者家属负担。确

有困难的，可以由收容教育所报请当地财政部门解决。 

收费标准由公安机关商物价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一制定。 

第四十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或者家属交纳的生活、医疗费用由收容教育所开具收据

后统一保管，并建立使用账目。 

第四十一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的食堂应当单独设置。收容教育所应当在规定的标准

内，力求调剂改善，并按月公布伙食账目。 

对少数民族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根据民族风俗习惯，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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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设置卫生所或者医务室并建立卫生防疫制度。应当有

供被收容教育人员淋浴、理发和洗晒被服的设施、设备；应当保持收容室内外的清

洁卫生，定期消毒，绿化、美化收容教育所环境。 

第四十三条 收容教育所应当定期对被收容教育人员进行身体检查；积极配合当地

卫生部门，对被收容教育人员进行强制性病检查；对患有性病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应

当实行隔离治疗。 

第四十四条 收容教育所对患有其他疾病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及时治疗。病情严

重的，经所长批准，可以住院治疗，并应当派民警值班看护，严防发生脱逃、自杀

等事故。 

发现被收容教育人员患有传染病的，必须立即隔离治疗。 

第四十五条 收容教育所开展劳动生产的收入，应当用于改善被收容教育人员的生

活和收容教育所的建设。劳动生产的收入和支出应当单独设置账目，严格管理。 

 

第六章 通信、会见 

第四十六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来往信件由收容教育所统一登记、收发。信件内不得

夹寄违禁物品。 

第四十七条 收容教育所允许被收容教育人员的家属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探访。一般

情况下，每月可探访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人。 

其他人员、国外、境外亲属要求会见的，须经收容教育所所长批准。 

第四十八条 会见人应当持有效证件和证明，经收容教育所查验登记。无证件、证

明或者人证不符的，不准会见。 

第四十九条 会见须在会见室或者指定地点进行。会见人员应当遵守有关规定，违

者可责令停止会见。 

第五十条 捎带或者邮寄给被收容教育人员的物品，须经收容教育所检查、登记后

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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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出所 

第五十一条 对收容教育期满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立即解除收容教育，发给

《解除收容教育证明书》，通知家属或者单位领回，同时通报其常住户口所在地或

者暂住地公安派出所。 

第五十二条 收容教育期限自执行之日起计算。 

被收容教育人员被刑事拘留的行为与被决定收容教育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刑事

拘留一日折抵收容教育一日。 

被收容教育人员因同一行为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后，并被决定收容教育的，治安拘

留期限不应当折抵收容教育期限。 

被收容教育人员请假离所和所外就医的期限应当计算在收容教育期限内。违反有关

规定的，离所期限不计算在收容教育期限内。 

第五十三条 因被收容教育人员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决定予以刑事拘留、逮捕、

劳动教养或者少年收容教养的，收容教育所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文书办理出所手续，

并将其在所期间的表现形成书面材料随案移交。 

第五十四条 被收容教育人员出所时，收容教育所应当在《收容教育人员入所登记

表》上载明出所原因及去向。返还代为保管的财物，并由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

教育人员财物保管登记表》上签字捺印。 

第五十五条 对解除收容教育的人员，收容教育所应当定期回访，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帮教工作。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收容教育所实行等级化管理，具体办法由公安部制定。 

第五十七条 收容教育所的管理文书格式由公安部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公安厅、局自行印制。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