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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我们来到陈巴尔虎旗
巴彦哈达苏木。在护边员巴雅尔的
陪同下，走进这片美丽的大草原，倾
听发生在草原上的故事。

60岁的巴雅尔是巴彦哈达苏木
白音哈达嘎查的治安联防队队长，在
这里戍边已经几十年。

“全嘎查400多人选我当治安联
防队队长，我觉得挺荣幸。派出所让
我培养下一代护边员，但是我身体还
硬朗，还没干够呢。作为一名土生土
长的牧民，能够为守护家园出一份
力，我感到很高兴，也很光荣。”巴雅
尔乐呵呵地说。

调解纠纷，是巴雅尔生活中经常
面对的事情。他指着草原110蒙古
包里的卫星电话、望远镜、超短波电
台向我们介绍，旅游旺季，最多时他
一天处理十几起纠纷，被乡亲们亲切
地称为“五大员”，即治安员、护边员、
信息员、宣传员、服务员。

“派出所忙不过来，草原110群
防群治组织就成为群众联系派出所

的纽带。”巴彦哈达公安边防派出所
民警栗世宇说。

以前，白音哈达嘎查治安环境较
差。2007年，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
支队在此设立了首个草原110警务
室。随着辖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因
游客遗忘物品、酒后滋事、随意进入
牧户草场、扎设帐篷、野外点篝火而
引发的矛盾纠纷也随之增多。为了
解决这一难题，2011年，白音哈达边
防派出所积极发动辖区群众，建立了
12处草原110报警点。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
队以草原110群防群治组织为依托，
编织了边界封控网、治安巡控网、边境
管控网、警务协作网、信息预警网、指
挥调度网“六张网”，已形成了草原110
边境防控体系。基于“互联网+”的服
务理念，支队研发了便民服务模块，链
接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服务平台和电
商运营平台，群众可实时查询了解交
通、气候等信息，咨询预约民政、医保
等事项，也可以办理邮购等手续。

仅在 2018年，这个支队依靠群
众化解矛盾纠纷 261 起，边防辖区
99%的矛盾纠纷稳控化解在当地，治
安状况大为好转。“现在，小偷不是来
了偷不着，就是偷了跑不了。”白音哈
达嘎查牧民宝音图说。

“北京有‘朝阳群众’，我们边疆
有‘牧民群众’（手机APP），这是联系
群众的新纽带”。满洲里市北屯边防
派出所教导员胡德宇指着“牧民群
众”手机APP说。

呼伦贝尔地区草原地域辽阔，地
广人稀，每户牧民之间相距少则十几
公里，远的达到上百公里。近年来，
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4G信
号基本覆盖了多数的牧场。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呼伦贝尔市
公安边防支队研发出了“牧民群众”
和“草原110”手机APP。“牧民群众”
和“草原 110”通过在群众的智能手
机中免费安装APP版软件，群众在
遇有警情、寻求帮助或反映问题时，
点击手机界面相应按钮，警情或求助

信息就会自动发送到后端操作平台，
实现快速报警，并可同步发送现场音
视频信息，后台通过手机GPS定位，
实时显示报警人所处位置。

“牧民群众”“草原 110”在近邻
之间实现组户联防联动，在把警情报
送至边防派出所的同时，系统会自动
向该群众周边距离较近的牧户发出
求助信息，建立多方会话和视频互
通，既实现快速报警，又达到组户联
防。根据警情实际，增援群众也可继
续向周边群众发起求助，直至实现百
户、千户联防联动，达到“一呼百应”。

“ 牧 民 群 众 ”和“ 草 原 110”
APP，把公安边防、辖区群众紧紧联
系在一起。危急时刻，在边防派出所
官兵因为路远不能及时赶到的时候，
附近的牧民就会第一时间出手相助。

草原110的背后，是呼伦贝尔市
公安边防支队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
手段，实行精细化管理织就的北疆边
境地区的安全防控网，它维护着
1700公里边境线的安全稳定。

“草原110”扎牢北疆安全“篱笆”

为了大草原的祥和与安宁

10月 3日，正值国庆黄金周，满
洲里市某商场一家服装店内，男子赵
某偷走一件价值5000余元的高档大
衣。他本以为无人知晓，正欲逃离现
场时，却被满洲里市北屯边防派出所
民警抓获。

原来，赵某的异常行动早已被安
装在商场门口警务室的视频监控发
现，值班民警迅速出动，将犯罪嫌疑
人赵某抓获。

这只是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
队科技强警的一个缩影。年初以来，
这个支队先后在边防辖区73个重点
部位、96家企事业单位、18个危爆物

品库建设了视频监控系统，大力推广
“脚板+网络”的群众工作新方法，做
到“面对面”与“键对键”相结合。支
队自建了 160M 超短波民用网、
350M数字超短波警用网和10个卫
星电话报警点，解决了边民群众报警
求助难、勤务调度难的问题。

“向科技要战斗力”，在改革强警
的征途上，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队
在2个大队级草原110指挥中心，在
4个边防大队23个重点边防派出所
建设了巡控室，购置信息化装备 12
种870套（件），在重点部位安装监控
探头 527 个，建成草原 110 报警点

344个、固定警务室32个、流动警务
室16个。这使“草原110”从最初单
一的警务模式逐渐发展为集打击犯
罪、维护治安、边境管理和服务群众
等多种职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兼容
性、系统性综合体系，被牧民称为草
原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在公安部和边防管理局开展的
“扫黑除恶”“固边5号”等专项行动
中，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队依托常
住、重点人口指纹、流动人口数据采
集工作，成功抓获各类在逃人员 18
名，查获蒙古国籍非法就业人员 69
名，有效提升了管边控边效能。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2014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公安
边防支队借助于科技强警的翅膀，共
打掉偷渡团伙19个，收缴毒品2051
克，通过深入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行
动，集中警力，重拳出击，强化边境防
控能力，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5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边
防支队边管区共破获刑事案件 871
起，查处治安案件6217起；辖区历年
刑事和治安案件立案数均占全区边
境管理区案件数的60%以上，抓获网
上在逃违法嫌疑人237名；收缴各类
枪支121支，子弹7929发。

科技强警助推管控效能大提升

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草丰美、景
色怡人，每年夏季慕名而来的中外
游客络绎不绝。确保游客享受到安
全普惠的游玩环境，是这个支队的
重要职责。

8月 14 日，外地中年女游客李
某在陈巴尔虎旗草原旅游时，由于
长时间在烈日下活动，突然晕倒在
地，气息微弱。白音哈达公安边防
派出所骑警队民警发现后，立即拿
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工具和药品进行

抢救。待游客病情缓解后，民警将
其送到医院，并为其垫付了医药费，
游客因为救助及时病情很快好转，
她出院后，将一面锦旗送到了白音
哈达公安边防派出所，表达了感激
之情。

针对旅游季节辖区外来游客数
量多的实际，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
支队安排一线边防派出所因地制
宜,在辖区景区设立了“求助服务
站”“草原110骑警队”，近距离提供

指路、寻人寻物、报警求助等服务，
把“旅游警务服务”送到了“最后一
公里”，为外来游客排忧解难。

9月 8日，一外地游客在呼伦贝
尔市“蒙古部落”旅游点附近游玩
时，不慎将随身携带的背包遗失。
由于饮酒，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落
在了什么地方。接到报警后，呼和
哈达公安边防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
查找工作。由于景点内没有监控设
施，且当日游客流量达到2000多人

次，密度极大，这给寻找工作带来很
大难度。民警一方面与骑警队联
系，在重点地段、路口进行排查；另
一方面根据失主讲述的行动轨迹仔
细寻找，1小时后，终于在一家宾馆
将失主丢失的背包找到。经失主确
认，包内价值 5000 余元的物品、现
金没有丢失。面对失而复得的背
包，失主动情地说：“呼伦贝尔不仅
风景优美，这里边防辖区的民警服
务游客更是贴心！”

警务前移助力服务游客更便捷

10月25日以来，受冷空气影响，
呼伦贝尔市北部边境地区遭遇降温
降雪天气，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
来不便。

风雪中，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
队莫尔道嘎公安边防派出所官兵及时
对交通要道和人流量较大的办证服务
大厅、民政服务中心、学校等地的积雪
进行清理，尽可能减少降雪给当地群
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官兵
们积极帮助辖区孤寡老人、低劳动力
人群清理院内积雪，确保群众出行安
全，得到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赞誉。

这只是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
队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多
年来践行为民宗旨的事例之一。年
初以来，这个支队根据实有人口数量
和治安复杂状况，以警官兼任村官为
抓手，全面深化维稳、民心、固本、强
基、联动、民族团结“六大工程”，全力
帮助孤寡老人、困难儿童、外来务工
人员等弱势群体，努力解决群众关心
的实际问题，为密切警民关系、巩固
基层政权、维护边防安全、促进民族
团结和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今年8月1日，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生阿秘拉放假后回到老家，带着礼
物专程来到新巴尔虎右旗呼伦公安
边防派出所看望她的亲人——警察
叔叔，为派出所官兵祝贺“八一”。原
来，是呼伦公安边防派出所的官兵们
多年来帮助阿秘拉圆了她的大学梦。

像这样的故事只是呼伦贝尔市
公安边防支队实施爱民固边战略12
年来关爱困难儿童的事例之一，这样
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目前，这个支队一名主官进入市
公安局党委班子，2名大队主官进入
驻地政法委班子，4名大队主官进入
驻地公安局班子，3名大队主官兼任
驻地公安局副局长，33名派出所领

导进入驻地苏木镇党委班子。支队
共创建一个爱民固边模范旗，6个爱
民固边模范苏木乡镇，79个爱民固
边模范嘎查村。各创建地社会治安
明显好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3个嘎
查村受到自治区综治委命名表彰，5
个苏木镇26个嘎查村受到呼伦贝尔
市综治委命名表彰，7个苏木镇66个
嘎查村受到旗市党委政府或综治委
命名表彰，其中白音哈达嘎查被呼伦
贝尔市人民政府命名为“爱民固边模
范嘎查”。

去年获评“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的达林台是白音哈达公安边防派
出所所长，走访牧民成为他工作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他在做好派
出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整日忙碌着为
嘎查的“奶牛协会”找销路、想办法，
先后为嘎查引进了3家大型牛奶收
购企业，建立了收购平台，增加了奶
户的收入。如今，他针对草原旅游热
现状，把10多名无业年轻人召集在
一起，成立了“巴彦哈达青年骑马
场”，建立了“牧家游”蒙古包。他还
牵线搭桥，促成呼伦贝尔市3家旅行
社与其签署协议，对骑马场、“牧家
游”进行了品牌包装与推介宣传，使
巴彦哈达青年骑马场迅速成为当地
特色景点，一举解决37名青年就业
难题，嘎查人均年收入已从过去的
3000元提高到现在的7000元以上。

春华秋实。2014年以来，呼伦
贝尔市公安边防支队共有97个单位
和105名个人分别受到市级以上表
彰奖励，2人荣立一等功，7人荣立二
等功，216人荣立三等功，支队维护
稳定的战斗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
公安边防部队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
支队将继续发扬执法为民、爱民固边
的优良作风，在新时代为祖国和人民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六大工程”助阵警民一家守边防

呼伦贝尔边境地区点多线长面广，消息闭塞、沟通不畅等客观因素曾是制约公安边防工作发展的瓶颈。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队全
面创新警务模式，补齐短板，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历史性、倾向性、瓶颈性、根本性问题，以基层基础建设
推进边防维稳能力水平迈上新台阶，努力打造新时代稳边固防的战斗堡垒。

□魏军朋 李玉琢

官兵把极寒天气当作练兵的天然官兵把极寒天气当作练兵的天然
““磨刀石磨刀石””，，组织官兵进行耐寒训练组织官兵进行耐寒训练。。

草原草原110110报警点发挥安保威力报警点发挥安保威力。。

旅游区巡逻马队在景点巡逻执勤旅游区巡逻马队在景点巡逻执勤。。

派出所民警把办理好的身份证送到田间地头派出所民警把办理好的身份证送到田间地头。。 在新年来临之际在新年来临之际，，官兵送福到贫困户官兵送福到贫困户。。
(本版图片均由李新军 魏军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