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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平安边境”使命答卷 把忠诚镌刻在祖国北疆
要要要 内蒙古边检总站 2022年工作回眸

本报通讯员荫侯铁荫吕昊俊

2022 年袁意义非凡遥 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袁 神舟数问苍穹袁 中国战
野疫冶进入新阶段遥

时间的节点交相辉映袁标注出内

蒙古移民管理事业发展的历史经纬

和时代方位遥

这一年袁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复杂

安全形势袁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

作主线袁 团结带领全体民警忠诚履

职尧攻坚克难尧勇毅前行袁有力维护了

口岸边境安全稳定袁整体呈现野稳中
有进尧持续向好尧奋发有为冶的良好态

势袁开创了建设发展的新局面遥

要要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成

绩显著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

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袁国门边境安全

稳固厚重曰

要要要全力促进高水平开放高质

量发展成绩显著袁出台落地一大批创

新举措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袁有力

保障产业链尧供应链安全畅通曰
要要要有力维护出入境管理秩序成

绩显著袁集中打击妨害国渊边冤境管理

犯罪袁加强野三非冶外国人治理袁严打涉
边违法犯罪力度空前尧战果丰硕曰

要要要有效防控境外疫情输入成

绩显著袁在 8000 多里的边境线袁36 万

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袁20 个对外开

放口岸全线布防尧严防死守袁有效遏

制疫情跨境传播曰

要要要着力推进革命化尧 正规化尧专
业化尧职业化队伍建设成绩显著袁坚决

贯彻党在新时代的建警治警方针袁深化

党的二十大学习教育尧 队伍教育整顿尧
巡视问题整改袁全总站上下高度集中统

一袁呈现蓬勃昂扬的发展势头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 明确了
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 野五个重大原则冶袁其
中第一条就是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冶袁引发
强烈共鸣要要要

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袁也是我们的决心
和信心所在遥

2022 年袁 内蒙古边检总站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
治任务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袁下大力气固根
基尧补短板尧强弱项袁广大民警受到了全面深刻的
政治教育尧思想淬炼尧精神洗礼遥

野全警要知党尧信党尧爱党袁铸牢忠诚警魂尧赓
续忠诚血脉遥 冶2022年 10月袁在该总站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专题学习会上袁该总站党委书记尧总站长
刘同香为全体民警上了第一课遥

过去的一年袁该总站把把坚持政治建警置于首

位袁将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国门边境尧浸润民警心田
一系列创新举措成效显著遥

要要要自主开展野不要在本该奋斗的年华贪图安
逸冶大学习大讨论袁使党员民警受到一次深刻的精
神洗礼袁经验做法受到国家移民管理局案例推广遥
首创推行全员家访机制袁打造 44 个正规化试点成
果展示集群袁推动管理模式向家庭尧单位尧社会尧个
人野多位一体冶跨越升级遥

要要要满洲里国门党建学院入选全国首批野大思
政课冶实践教学基地袁列入教育部野党史教育实践
教学基地冶遥 10个政工案例入围全国移民管理系统
百佳政治工作案例袁15 人获评国家移民管理局野百
名岗位建功新警标兵冶遥 以野一学院两基地冶党建品
牌示范引领袁 打造形成辐射 3 条边境党建长廊尧2
个口岸党建示范带袁纵贯八千里边防的北疆野国门
党建冶品牌体系遥 首创党务督察机制在全国推广袁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贡献了野内蒙古经验冶遥

要要要制定 16条贯彻措施袁全面铺开专题研学尧
视频督学尧互动联学尧调研践学野四学冶模式袁推动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遥 出台野第
一议题冶制度规范袁建立党委中心组首要学习尧列
席旁听等工作制度袁以野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冶为牵
引袁推进全员读书尧英模进课堂尧思想辨析尧研讨检
视野四大特色动作冶袁组织全警同上野十一堂大课冶袁
联合自治区团委高标准举办野青春戍边故事冶分享
交流会袁民警干事创业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发遥

要要要建立全员政治轮训尧分层脱产培训尧援勤
跟班实训尧机关民警下沉锻炼等机制袁组织开展各
类送教活动 50余次袁 选派 242 名民警跨区支援驻
勤尧到公安机关跟班实训袁推动全警能力素质显著
提升遥 扎实推进士兵转改民警素质提升工程袁搭建
野实践锻炼尧学历提升尧师徒互助冶学习实训平台袁
选拔 400 余名新警到管理尧政工尧信科等岗位历练
成长遥

在勇担使命中保安全护稳定

2022年 9月的一个晚上袁几个黑影在中蒙
边境线周围时隐时现袁 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境
犯罪活动在夜色下进行遥此时袁他们的一举一动
正在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联合指
挥室电子屏幕上野直播冶遥

野行动浴冶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袁设伏已久的
巴尔虎突击队员直奔嫌疑人袁 武警和解放军边
防官兵沿山体两侧迂回包抄遥 这场配合默契的
军警联合行动共抓获 7名犯罪嫌疑人遥这一幕袁
是该总站边境立体化管控体系建设的一个缩
影遥

沧海横流袁方显英雄本色曰关键时刻袁更见
勇毅担当遥

2022年袁 该总站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袁发扬斗争精神袁增强斗争本领袁掌握斗争主
动袁构建野打尧防尧管尧控尧建冶全方位治理链条袁有
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尧 边境稳定和出入境管理
秩序遥

安保维稳大获全胜遥立足祖国野北大门冶尧首
都野护城河冶职责使命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袁以
高站位强化组织领导袁 以强烈斗争精神防范打
击敌对势力渗透捣乱破坏袁 以坚决手段整治突
出问题隐患袁以有力举措严防境外疫情输入袁统
筹开展 野百日行动冶野双清双打冶野缉枪治爆冶野獴
猎冶 行动等系列专项行动噎噎内蒙古边检总站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举措袁 举全警之力打赢党
的二十大安保维稳硬仗袁 坚决确保口岸安全稳
定尧边境祥和安定尧出入境秩序平稳遥

平安边境建设突出遥 将边境防控体系和平
安边境建设纳入平安内蒙古建设重点任务统筹
推进袁深化党政军警民联勤协作袁与黑龙江尧甘
肃尧新疆总站签订警务合作协议袁建立支队与边
检站区域联防机制袁开展野固边要2022冶实战对
抗演练袁探索新时代边境派出所建设路径载体袁
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达到 6500余人袁推动边境防
控体系建设不断深化遥

重拳出击护稳定遥 坚决扛起筑牢北疆安全
稳定屏障重任袁侦破妨害国渊边冤境管理犯罪刑
事案件 16起袁成功破获局督野4窑29冶组织偷渡

案袁斩断一条跨 6省 8市的野三非冶偷渡链条遥侦
破电信网络诈骗案 53起袁 成功化解 1起历时
12年的重大矛盾纠纷袁 公安部记集体一等功遥
圆满完成北京野两奥冶野神舟十三尧十四尧十五号冶
载人飞船发射和返回安保任务遥

深化国际执法合作遥 与蒙古国边防总局举
行视频会谈袁 指导各级与俄蒙边防部门开展线
上会谈会晤尧互致信函袁拓展了双边交往遥 高标
准开展中俄边防部门野友谊边界冶尧中蒙野护边
2022冶联合巡边行动袁组织边境巡逻尧清边等行
动 156次袁形成了携手管边控边的良好格局遥

服务经济促发展遥 主动服务国家 野一带一
路冶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袁高效保障 58.5万
辆次能源车辆尧7000 余列次中欧班列顺畅通
关袁连续 3年逆势增长袁在服务自治区向北开放
桥头堡建设中展现了边检作为遥 创新 AGV尧智
能重卡尧跨境空轨等新型非接触式查验模式袁高
效服务出入境人员 64.7万人次尧交通运输工具
58.6万辆袁同比提升 31.8%和 33.7%遥 高效服务
对俄整车出口尧 对蒙活羊进口和中蒙 野绿色通
道冶外交尧商务尧复工复产等人员顺畅通关袁保障
了经贸合作袁服务了外交大局遥 优化通行办证尧
户政窗口等服务袁 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
升遥

慎终如始筑防线遥 毫不动摇坚持 野外防输
入尧内防反弹冶总策略袁高标准检查首都分流航
班和专包货机袁 总站口岸边境疫情防控阵地万
无一失袁边检独立作战勤务被全国推广遥在呼和
浩特市疫情防控最为复杂的时期袁 抽调 141名
民警全力支援袁 特别是利用空余房产紧急提供
900余张床位设置隔离病区服务抗疫大局遥 在
边境盟市疫情防控艰难时刻袁 选派 500余名警
力紧急驰援袁转运密接等重点人员 4.8万人次袁
6个旗县区党委政府赠送锦旗感谢遥

一组数据彰显出平安边境建设的蹄疾步
稳院2022年袁全区边境地区违法犯罪警情尧八类
案件尧 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24.3%尧14.2%尧
19.4%袁全区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袁人民群众
安全感尧满意度实现野双提升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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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袁来自内蒙古尧天津边检总站
的 48 名警务实战教官在呼和浩特市进行为
期一周的的封闭培训遥

面对时代际遇和使命叩问袁一年来袁该总
站坚持政治建警尧 素质强警袁 队伍的学历结
构尧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全面提升遥

注重典型培树遥 全年 29 个集体尧45名个
人受到省部级和二等功以上表彰奖励袁2 个
集体 2名个人获评平安内蒙古建设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袁3 个集体被授予野全区优秀公安基
层单位冶称号袁缘 名个人被授予野全区优秀人
民警察冶 称号曰1 个事件 1 名个人成功当选
2022 年度自治区野十大法治事件冶与野十佳法
治人物冶袁连续 4 届入围获评自治区野十大法
治事件冶和野十佳法治人物冶野双料冶奖项遥

改革创新谋发展遥 加快野数字边境尧智慧
边境冶建设袁投入运行 10 个执法办案管理中
心袁 联合北奔重汽研发电子哨兵尧 流动警务
车袁信息化智能化应用水平显著提升遥率先推
行跨境 AGV无人驾驶通关查验模式袁入选全
国边检改革创新重点项目遥创新发展野新时代
草原 110冶袁全力打造野雪城义警冶野警务助理冶
野强边固防直通车冶 等警务品牌袁野雪城义警冶
经验做法被国家边海防委员会简报推广遥

着眼长远强素质遥 大力推动构建以应急
处突尧比武对抗尧联合培训尧基地实训为主要
内容的野四位一体冶实战培训体系袁前瞻性打
造全系统首支应急处突尖兵 野巴尔虎突击
队冶袁参加自治区野北疆要2022冶反恐综合演
习袁受到自治区党政军警领导一致赞誉曰持续
建强专业化蓝军袁组织赴基层野对抗检验冶送
教 3000 余人次袁 得到广大民警一致好评曰对
标全国一流建设轮训大队实训基地袁 专训机

构品牌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曰 首次联合天津总
站举办警务实战教官培训袁 为全国探索联训
模式提供内蒙古样板遥 支持 596 名民警取得
各类职业资格袁 推动 2000 余名民警提升学
历袁 实现士兵转改民警 100%免试招录尧100%
全额减免学费尧100%取得大专以上学历袁规
模成效全国领先袁 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取得长
足进步遥

情系基层办实事遥 2022 年 8 月 24日袁甘
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戍边公寓顺利通过
竣工验收遥 成为全国首个圆满完工并通过验
收的戍边公寓项目遥

野民生账冶越算越细袁野保障网冶越织越密袁
民警尧家属同组织情连得更深尧心贴得更紧遥

一年来袁该总站深入开展野我为基层解难
题冶活动袁建成 376 套戍边公寓尧52 个野温馨
家园冶袁统筹解决 81名重大病号医疗费用袁协
调推动全国知名专家开展医疗巡诊遥 为基层
配发通用警务器材和应急保障物资 25类 5.3
万余件遥 全面构建以野家园文化润心尧婚恋服
务安心尧教育优待遂心尧家庭团聚稳心尧联系
帮扶贴心尧慰问关怀暖心冶为主题的野六心冶爱
警暖警新模式袁 建成家园文化中心 31个袁促
成 400 余名民警野脱单冶袁解决 142 名民警两
地分居和家属就业袁建设 3个野戍边民警中转
服务中心冶袁下大力气解决戍边民警子女教育
难题袁广大民警家属普遍点赞遥出台爱警暖警
工作 17条措施袁安排 130 个戍边民警家庭休
养疗养袁民警获得感尧归属感不断增强遥

风正时济袁自当破浪扬帆曰任重道远袁还
需策马扬鞭遥站在新起点上袁内蒙古边检总站
将继续苦干实干尧奋进拼搏袁在建设平安内蒙
古尧 平安边境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篇章遥

在看齐追随中举旗帜铸忠诚

在锻造队伍中立新功展英姿

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直播

执行中欧班列监护任务

警戒神舟飞船降落现场

擦拭界碑

实战演练

边境巡逻

国门前巡逻

巡逻踏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