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旌旗飞扬展雄风 沙场列阵冬点兵
——我区700余名特警参加全国公安特警维稳处突实战汇报演练

□温伟民 高春 李绍坤

鄂尔多斯市公安机关大力
加强应急处突能力建设，按照

“聚焦实战、贴近实战、实战引领”
的原则，集各警种人才、硬件、装
备之优势，全面开展合成作战，
有力维护了社会的安全稳定。
由鄂尔多斯市公安局警务航空
支队KA-32和 AW109SP直
升机组成的“机群”，同特警开展

“直升机在复杂环境下快速投送
警力科目训练”，特警队员携装
快速索降。直升机搭载特警队
员快速反应，直升机航速260公
里每小时，特警队员在8至15米
低空，从直升机索降至地面仅需
2.5秒。我区幅员辽阔，地广人
稀，警用直升机快速投送警力，
能够实现将最精干的警力、最精
良的装备快速高效投放至事发
区域，或快速机动至某区域实施
应急救援，有效解决边远地区特
种专业警力装备不足、交通不便
等问题，提高处置效能，真正实
现快速反应、稳妥处置的目的。

在射击战术动作演练中，特
警队员针对不同环境、地形、地
物采用不同的射击姿势，隐藏自
己，对犯罪分子实施有效打击。
同时熟练地切换长短枪，在各种
场合合理应对突发情况，展示了
多枪同台激烈对抗、成功解救人
质的科目。演练中，特警队员们
灵活运用战术，使用多种特警装
备，生动展现了特警队员们攻坚
处突的技能。

在突入房屋反劫持科目训
练中，针对日趋严峻复杂的反
恐处突形势，鄂尔多斯市特警
潜心研究城市作战、房屋突入、
反劫持、处置极端事件等突发

事件战术战法。利用攀登楼模
拟实战环境，开展小组战术、临
危处置、谈判、人装结合、突入
等科目训练，不断提升协同作
战水平，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快
速反应、稳妥处置。特警队员
用绝对的忠诚、过硬的素质、顽
强的作风，全面展示了近阶段

“冬训”成果，展示了我区公安
特警的风采。

如风一般迅疾，如虎一般
勇猛，如雷一般惊世。近年
来，鄂尔多斯公安特警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公安部、自治区
公安厅的统一安排部署，坚
持一切围绕实战、一切为了
实战的工作理念，在维稳处
突、打击犯罪、抢险救灾、服
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圆满完成了第十届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
三次缔约方大会等一系列重
大安保任务，为维护管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此次演练，全区公安
特警精英云集鄂尔多斯市，
按照“聚焦实战、贴近实战、实
战引领”的原则，集各警种人
才、硬件、装备之优势，全面开
展合成作战，有效提升了各盟
市、旗县公安特警快速反应、
应急机动、现场控制、突击攻
坚、联动协同和跨区域调集增
援能力和水平，打造了一支忠
诚可靠、英勇善战、敢打必胜
的精兵劲旅，为维护北疆安全
稳定作出了新的贡献！

结婚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特
警也不例外。鄂尔多斯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搜排爆中队特种队员黄祖亮即将举办幸福
的婚礼时，突然接到单位通知：全国公安特
警维稳处突实战汇报演练定于1月19日举
行……他马上从千里之外的江西抚州返回
单位。

他原本请了婚假，但身为特种队员的他

深知这次实战演练任务离不开他，为了整个
支队着想，原本定了的婚期只能推迟，虽然已
经通知了所有亲朋好友，但是单位需要他，他
还是于任务开始前赶回单位，圆满完成了此
次处突演练任务。

婚礼没能如期举行，新娘远在千里之外
心里一定很失落。作为一名警嫂，她值得我
们尊重和敬佩。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特警：
鄂尔多斯市公安特警“冬训”工作开展后，

特警支队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此次汇报演练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要不等不靠，按照《特警训练
大纲》和《“冬训”实施方案》开展训练工作，全
市特警队伍要全力投入到冬训练兵活动中。
二是坚持“围绕实战、紧贴实战、服务实战”的
中心思想展开训练工作，结合当前反恐形势，
科学研究运用规范有效的应对处置方法、措施
和技巧。三是在开展“冬训”练兵的同时狠抓
队伍建设，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严格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树立特警良好形象。

贾玉忠支队长说，鄂尔多斯作为此次“全
国公安特警维稳处突实战汇报演练”分会场，
是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对鄂尔多斯公安特
警工作的认可和信任，同时也是对我们新的
考验和鞭策。特警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处
置群体性事件和各类突发性事件的特殊任
务，同时担负着防暴处突、大型活动安全保
卫、巡逻执勤等日常任务，具有其他警种无法
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此次汇报演练，我们
将更加努力，强化针对性训练，切实加强特殊
情况下战斗力制约和技能薄弱环节，大力提
升队伍快速反应、应对处置能力，牢牢把握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
求，不断强化常态化实战演练，以善谋善战、
敢打必胜的作风和勇气，不负重托、不辱使
命，忠诚担当、高标准圆满完成好党和人民交
给的各项职责任务，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
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特警支队一位队员说，对于我们担负执勤
处突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特警队伍来说，如
何确保在各种情况下完成任务是我们当前工
作的重点。支队11月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强
化训练生活，自“冬训”练兵的第一天开始，我
就感觉到了紧张与劳累，深刻体会到自己与一
名优秀特警队员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学习的
东西还有很多。特警队员不仅需要较高的文
化素质，较强的应用能力、适应能力，而且需要
具有坚强的意志，顽强拼搏的精神，用训练来
培养这种精神是最佳方式。对于我自身来讲，
此次集训是我入警7年来公安工作涵盖最为
全面的一次，这次学习内容对于自身来说重
要性不言而喻，在培养意志和拼搏精神的同
时，更培养了组织纪律观念。我也会把握好
这次提高自己的机会，发扬“不抛弃、不放弃”
的攻坚精神，努力完成今后的每项任务。

东胜区公安分局特警：
2018年11月初至12月底，鄂尔多斯市公

安局东胜区分局特警大队按照上级公安机关的
统一部署安排认真开展了冬训大练兵活动，全
体特警队员通过分层次、高强度、实战性的专项
训练，为今后执行各项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9年1月19日上午，东胜区分局特警
队员赴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特警训练基地圆
满完成了此次“公安特警维稳处突实战汇报演
练”任务。

训练期间，全体特警激情饱满，不畏严
寒，主动克服工作与训练时间分配等问题，全
力以赴认真练习，汗水浸透衣衫也全然不
顾。通过参加防暴盾牌方阵、枪术战队队形
等科目演练及最小单元警情处置、擒敌拳、盾
牌操等技战术类训练，有效地锻炼了队员的
体能和耐力，真正做到了练中学、学中练，工
作不断档、人人受训练。在此次汇报演练中，
特警队员圆满完成了防暴盾牌方阵演练，并
观看了其他盟市的汇报演出。

特警队员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克服困
难、扎实训练，要以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强烈
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战
斗意志，坚决完成好每一次练兵、演练工作，争
取成为“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排头兵。

鄂托克前旗公安局特警：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对于我们担负执勤

处突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特警队伍来说,
如何确保在各种情况下完成任务是我们当前
工作的重点。

通过参加此次演练，鄂托克前旗特警队
员有以下几点感想:

我们还需要更加刻苦训练、加强自我管
理能力，保证每一个科目保质保量完成。

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参加此次集中演练
的队员来自不同旗区的特警队,每一名队员都
有优势的一项,也存在劣势的一面,为了能够
取得共同的进步,每名特警队员都应时刻总结
训练经验,交流训练心得,汲取其他特警队的
优秀训练方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严守纪律、注重修养。保证做到遵守各
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特警训练制度,在平时
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注意特警形象。

杭锦旗公安局特警：
近年来，随着警务工作的复杂与多变。

各种突发性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
下，特警建设的必要性显得十分重要。党中
央领导对公安特警的建设工作十分重视。各
地的特警队员也正以特别讲政治、特别守纪
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
新形象展现在社会大众眼前。

今天开展的全国公安特警维稳处突实战
汇报演练是充分展示公安特警队伍的建设成
果和战斗风貌，尤其是哈尔滨特警支队、天津
女子特警等先进地区的汇报表演，给我们留
下来深刻的印象，大队认真组织收看了演练
直播并积极予以正面点评。通过“冬训”和汇
报演练，激励了我们公安特警队员全力投入

“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的职责任务。
今后，为使得我们特警队伍更好地朝革命

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我们要多
组织此类竞赛比武、汇报演练活动，以便互相交
流学习，取长补短，尤其在专业技术人才方面，
更要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交流学习，
培养高精尖人才。

“雷霆出击，用我必胜。”拳、
腿、膝、肘，虎虎生威；踢、打、摔、
拿，招招制敌；反劫持弓弩精确
打击箭箭夺命；防暴枪多点快速
射击枪响靶落……

1月19日，在全国公安特警
维稳处突实战汇报演练内蒙古
分会场鄂尔多斯市，我区12个
盟市和大兴安岭森林公安特警
共7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演
练紧紧围绕公安特警担负的反
恐处突、治暴维稳、社会面治安
管控、群体性事件处置等中心任
务展开，共13支特警队伍参加，
演练内容包含现场应对处置技
战法、特警战术基础动作、应急
棍术、综合拳术、抗击打表演、直
升机索降、防爆队形、手枪战术
基础动作演练等20多个科目，
全面展示了公安特警忠诚担当、
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保民平安
的坚强实力和坚定决心。

2018 年 11 月初至 12 月
底，公安部开展为期2个月的全
国公安特警“冬训”练兵活动。1
月19日，举行“全国公安特警维
稳处突实战汇报演练”，鄂尔多
斯市为全国6个分会场之一，这
是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对鄂尔
多斯公安工作的信任，也是对鄂
尔多斯公安特警“冬训”工作的
肯定。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委、政
府、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公安特警
队伍建设，全市现有特警队员
367人，市局直属特警支队1支，
七旗两区9个特警大队。2016
年6月，自治区公安厅为鄂尔多
斯市“天骄突击队”授旗命名，成
为继自治区公安厅和呼和浩特
市之后全区第三支特警突击
队。为全面提升维稳处突能力，
鄂尔多斯公安机关按照自治区
公安厅党委关于公安特警“冬
训”练兵部署要求，迅速组织全
市公安特警队伍掀起“冬训”练
兵高潮。

“冬训”练兵工作开展以来，鄂
尔多斯市公安局高度重视，采取有
力措施，第一时间制定实施方案，并
成立以市局主要领导为核心的领导
小组，责成各成员单位及警种部门
高度重视，即刻行动，定人、定责、定
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按照
时间节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高标
准完成此次任务，迅速在全市范围
内掀起特警练兵热潮。自接到任务
以来，鄂尔多斯市公安特警结合实
地情况，将此次冬训练兵分为“分训
阶段”“合成阶段”“联合演练阶段”，

以应急处突和反恐维稳为训练重
点，采取“以市局带旗区”的方法，组
织市、旗区两级公安特警队伍练技
能、练战术、练指挥、练协同，有效提
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相互支援、
突击能力，在2018年 12月 6日正
式吹响“冬训”练兵集结号。队员们
每日冒着严寒训练6小时，从警力
合训、情况演练、突击攻坚、指挥调
度等方面科学开展训练，高质量完
成了“冬训”要求，检验和锻炼了队
伍，展现了鄂尔多斯市公安特警队
伍良好的精神风貌。

按照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的
统一部署安排，结合鄂尔多斯市担
负“全国公安特警维稳处突实战汇
报演练内蒙古分会场”的任务实际，
鄂尔多斯市公安机关进一步细化了
方案内容，制定了详细的时间推进
表，进一步明确了时间进度，确保阶
段性工作如期推进；在市公安局成
立综合领导小组的基础上，特警支
队成立了“综合协调、指挥员专训、
防暴处突力量专训、突击攻坚力量
专训”四个专项小组，全面负责各科
目的策划、组织实施以及对旗区的
督导检查，真正确保各项科目全面
实施。在完成上级方案必训科目内
容的同时，结合鄂尔多斯地域、人
口、治安环境及专业特色实际，组织
了直升机索降、潜水应急救援、无人

机操作、警犬搜捕、应用射击等专业
科目训练，4个专项职能小组就总
体方案、时间进度、科目内容、制定
教案及其他特色专业展开研究，为
全市冬训练兵工作提供全面准确、
高质量、可操作的训练实施内容，为
冬训练兵工作高效实施，提供了有
力的专业支撑。杭锦旗公安局在第
二阶段为特警大队发放冬季战训
服、马格南作战靴、作训鞋、防弹头
盔、索降防护手套、护膝护肘等3大
类近50余箱被装，有力保障了“冬
训”练兵工作的顺利进行。乌审旗
对照方案内容及训练标准要求，成
立督查与考核领导小组，严格按照
阶段进度推进各项工作，每月督查
两次，月底对各科目进行打分，确
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本版图片均由苗东 孙琳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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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距离“全国公安特警维稳
处突实战汇报演练”还有7天，在积极训
练的特警队伍里有两名特殊的队员，他们
是鄂尔多斯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特
战队员吴玉龙和女子中队李赛，当天是他
们结婚的日子。两人的婚礼没有华丽的
布置，也没有繁冗的步骤，更没有婚假度
蜜月，婚礼结束后，两人迅速回到工作岗

位参加训练，为此次汇报演练做准备。
有人问李赛：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你不遗憾吗？李赛笑着说：“舍小家为
大家是每一名特警队员的职责，当我穿
上警服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牺牲个人
时间的准备，看着自己身上的特警服，
有过辛酸、也有过疲倦，但我从来不后
悔，也不遗憾，我为我的工作而骄傲。”

坚持训练的新郎新娘 推迟的婚礼

“冬训”大练兵 队员有话说

内蒙古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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