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守边固防 北疆安宁

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殷切期望，是党中央对内蒙古的发展定位，
是内蒙古对国家政治安全、边疆安宁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不忘嘱托，胸怀

“国之大者”，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把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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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及庆玲 刘宏章
巴依斯古楞 李新军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横跨“三
北”，内联八省，外邻俄蒙，是祖国的

“北大门”、首都的“护城河”，在全国
安全稳定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情牵挂内
蒙古，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安全稳定工
作。2018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内蒙古是
我国最早成立民族自治区、党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最早付诸实施的地方，
地处祖国北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内蒙古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做好了，在
全国、在国际上都有积极意义。”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对于内蒙古
各族干部群众来说，既是鞭策和激
励，更是责任和担当。

平 安 ，是 民 生 所 盼、发 展 之 基 。
为人民利益而战，内蒙古依法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着力构建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草原 110、蒙古包哨
所、奥特尔流动警务室、“24 小时警
局”等特色警务，形成多元化矛盾化
解、全方位平安守护、零距离服务群
众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猎鹰”“巴尔虎”等特战分队，成为反
恐维稳、扫黑除恶的一只只“重拳”；

“云剑”“震慑”等系列专项行动战果
累累，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有保
障。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自治区成
立以来，始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通过地方立法健全了以宪法
为核心、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民
族区域自治法制体系，为依法治区、
实现经济社会安全发展提供了根本
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三个离不开”思想深入人心，“五个
认同”意识不断深化，唇齿相依、水乳
交融的和谐民族关系成为内蒙古最
美的风景。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基石，维
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
益所在。在全面开启新征程的新起
点上，如何把总书记的嘱托落在实
处，让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更加牢
固？

3 月 12 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干部
大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安
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
书记石泰峰强调，要高度重视做好维
护安全稳定工作，全面加强社会矛盾
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大
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发挥好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和首都“护城河”的应有作用。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结合全区实

际对《关于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明确提出推进
落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巩固加强民族
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治理现
代化、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

“十大重点任务”。
自治区成立了平安内蒙古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完善组织机构、健全议事
规则，出台平安建设分工方案，形成党
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平安建
设工作新格局。

3 月 19 日，自治区边防委员会召开
会议，要求全区军地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坚决有力、扎实有效做好政治安边、富
民兴边、军事强边、外交睦边、科技控边
各项工作，推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
防持续走深走实，坚决守好国门、管好
边境、筑牢防线，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
和边疆安宁的重大政治责任牢牢扛在
肩上，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区边疆安宁的
大好局面。

在 11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内蒙
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日益稳固。

镜头 1——
“鹰巡”振翅 守护家园

“格日勒敖都段边境正常！”“向洪
格尔段延伸巡航！”3 月 19 日上午，锡
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鹰巡”无人机警
航队升空，巡护千里边境。当天上午，
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格日勒敖都边
境派出所的民警和居边护边堡垒户共
同组成巡逻队，在边境管理区开展巡逻
踏查。这种传统边境管控措施和现代
化技防设备相融合，是内蒙古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各支队立体化防控体系建
设的一个缩影。

“为扎实推动边境地区管控体系建
设，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紧紧抓住边
境管控智能化、科技化、信息化的发展
方向，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组建全区首支‘鹰巡’无人机警航队，现
配有警用固定翼无人机 2 架、多旋翼无
人机 14 架，队员 34 名，为服务实战、助
力实战、引领实战打造驱动引擎，提供
强劲动力。当‘鹰巡’无人机警航队在
满都胡宝拉格、嘎达布其、那仁宝拉格、
洪格尔、格日勒敖都 5 个边境派出所无
人机基地同时起飞，可在 3 小时内实现
锡 林 郭 勒 盟 1103 公 里 边 境 线 全 线 巡
查。”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政治处主
任康国宁介绍。

多年来，锡林郭勒盟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总体国家安全
观，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加强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提高边境管控能力，扎
实推进边疆稳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锡盟。

“要扎实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
安全两件大事，深入细致做好工作，切

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时
刻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增强风险意
识和底线思维，扎实履行筑牢祖国北
疆安全稳定屏障的职责使命，全力巩
固边疆长治久安大好局面。”今年年
初，锡盟盟委再一次对筑牢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屏障作出部署。

镜头 2——
鱼水情深 共建繁荣

3 月 28 日清晨，阿拉善边境管理
支队阿拉腾敖包边境派出所居边护
边堡垒户朱有海像往常一样，骑上由
边境管理部门配发的摩托车，到边境
线上进行巡查，并通过居边护边堡垒
户巡逻系统后台，将巡查数据上报边
境派出所。“这几日，边境地区沙尘暴
等恶劣天气频发，边境派出所为了加
强服务工作，积极开展安防预警。巡
查过程中，我会将安防教育知识手册
发给牧民群众，协助边境派出所提高
牧民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朱有海说。

和朱有海一样，在阿右旗塔木素
布拉格苏木的中蒙边境线上，50 多年
来，76 岁的牧民党员尼玛在距离边境
线只有 11 公里远的大漠戈壁处，协助
边警守边巡线，留下许多军民鱼水深
情的故事。她说：“只要我能动，就要
履行好这份职责。”

“民拥军、军爱民”的光荣传统一
直在阿拉善盟书写着。从形成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入手，阿拉善盟
委、行署与阿拉善军分区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出台支持部队建设、推
动军民融合、开展军地共建、解决家
属就业等政策规定，使双拥创建工作
走向规范化、制度化。针对驻盟军警
部队的实际情况，近 10 年，阿拉善盟
累计为驻军警部队投入资金 1.36 亿
元，有效改善了军警部队的战备、训
练、工作和生活条件。

驻阿拉善盟军警部队在圆满完
成国防科研、战备训练等各项军事任
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各项建设，
在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等方
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军队现代
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截至目前，额济纳旗连续 6 次荣
获全国双拥模范旗称号，9 次荣获全
区双拥模范旗称号；阿拉善左旗连续
8 次、阿拉善右旗连续 7 次荣获全区
双拥模范旗称号。

镜头 3——
心手相牵 团结奋进

3 月 19 日，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
“统战艾力”再次行动，由归侨侨眷代
表、蒙古族作家达·苏雅拉图，在草原
书屋开展“快乐读书、快乐成长”读书
活动。镇里的部分小学生和家长们

早早来到书屋，孩子们迫不及待想要挑
选自己喜爱的图书，家长们也相互讨论
育儿心得及读书心得。

“蒙古语‘艾力’是‘家’的意思。”
达·苏雅拉图介绍说，草原书屋是札萨
克 镇 党 委 帮 助 统 一 战 线 成 员 建 起 的

“家”。“在这里，我们和群众一起组建乐
队、开展读书活动，既丰富了精神文化
生活，又增进了民族团结。”

除了这个温馨的书屋，伊金霍洛旗
红庆河镇“统战艾力”依托乌兰夫艺术
馆，挖掘当地红色资源，打造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基地；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门
克庆嘎查“统战艾力”，以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阿文色林为带头人，团结
各民族群众助力乡村振兴。伊金霍洛
旗委统战部依托现有公共服务场所，在
统战成员相对集中的嘎查村、社区、园
区、企业和科教文卫等单位先行先试，
打造 27 处“统战艾力”，把各族人民拧成
一股绳，守好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
园。

这是鄂尔多斯市扎实推进民族团
结和边疆稳固的生动实践。

“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
要论述，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
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
宗教观，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
建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

‘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思想融入各
族群众血脉，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这些写进 2021 年鄂尔多斯市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让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步伐越走越坚实。

如今，内蒙古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政
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新局面，汇聚起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情报互通、资源
共享，联防联治、联控联管”的强大合
力。

“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深入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
统安全，构建大安全格局，完善大平安
体系，把安全发展贯穿发展各领域和全
过程，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
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边疆安宁稳固。”

“健全强边固防机制，实施兴边富
民行动，推进党政军警民同守共建、守
边固边。”

《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中，建设更加稳固的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屏障，路径清晰，目标明确。

登高望远，未来可期。整治优化营
商环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行使用三
科统编教材，随着“十四五”开局之年重点
工作的开启，内蒙古正以更硬的举措、更
实的行动，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
前，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为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再立新功。

’’

要始终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坚持和发扬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好传统，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精心做好
民族工作，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屏障。

——摘自 201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讲话

希望内蒙古的同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按照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
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毫不放松做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摘自 2021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专家点评

坚定自觉守好
祖国的“北大门”
◎白江宏

国泰民安，天下归心。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是经济社会繁荣
发展的基本前提。

内蒙古是祖国的“北大门”、
首都的“护城河”，是最早实施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模范自治
区”，在国家安全稳定大局中具有
重要地位。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
定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
古的谆谆嘱托、殷切期望，是党中
央对内蒙古的发展定位，是内蒙
古对国家政治安全、边疆安宁所
负的重大责任。我们要以坚守战
略定位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坚定自觉
地守好祖国“北大门”、守好各族人
民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把维护
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重大政治责
任履行好。

“风调雨顺，花卉争艳盛开；
大家团结，事业兴旺发达。”巩固和
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
本利益所在。对于内蒙古来说，
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必
须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大局。围
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为根本方向，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做细做实民族团结
工作，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
共济、和谐发展，我区的和谐稳定
就有了根本保证。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
障，维护安全稳定大局，就要以人
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维护人民群
众方方面面的安全，保障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把平安建设当作最
大的民生工程，切实解决影响人民
安居、社会安定的重点难点问题，
营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
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
务环境，就能让全区各族群众带着
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
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评论

坚决筑牢
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屏障
◎包思勤

内蒙古自
治区地处祖国
北部边疆，边
境 线 长 达
4200 多 公 里 ，
是祖国的“北大门”、首都的“护
城河”，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
族区域自治区，肩负着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的重大政治责任。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内蒙古自治
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
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步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
步上走在前列。”奋进新时代，踏
上新征程，内蒙古各级党委、政
府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统筹发展和安全，
把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重大政治责任体现到谋划重大
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
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
去，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
差；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站在事关
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固、事关民族
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
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高
度，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切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