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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因篮球而精彩；篮
球，因拼搏而美丽。8月1日至
2 日，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机关庆“八一”3V3篮球友
谊邀请赛在新落成的篮球场成
功举办。

据了解，这次比赛分为小
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比赛
中，来自该总站机关、直属单
位和受邀单位的 18 支代表队
共进行了57场激烈的比赛，参
赛队员继承和发扬“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坚
持重在参与、重在学习、重在
提高、重在交流，顽强拼搏，奋
勇 争 先 ，同 场 竞 技 ，互 相 切
磋。既赛出了水平，又赛出了
风格，更赛出了友谊。通过举
办此次比赛，不仅浓厚了警营
文化氛围，凝聚了队伍活力，
更增强了广大民警的集体荣誉
感，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

记者康国宁
通讯员张志敏 摄影报道

国旗国旗在我心中在我心中
———云南边—云南边检总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掠影检总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掠影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国旗，是
国家、民族尊严的神圣象征。“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
手，云南移民管理警察报到。”近日，云南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组织开展“国旗在我心中”主题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引导民警弘扬爱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在八千里云岭边关，从国门口岸到边境一线，广
大民警通过举行升国旗仪式、开展向国旗宣誓活动、

“带着国旗去巡边”等形式，以昂扬的姿态向国旗敬
礼、向祖国致敬，有效激发大家的爱国报国情怀，进
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凝聚警心警魂、提振队伍士气，
为圆满完成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任务提供
坚强的思想保障。

朱浩东、安全杰、记者谢丽勋 摄影报道

近日，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轮训大队举行“壮丽
70年、奋进新时代”集体宣誓仪式。300多名民警高唱爱
国歌曲，面对国旗庄严宣誓，大家斗志昂扬、豪情满怀，用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誓言，表达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与忠
诚，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广大民警纷纷表示，将不忘
初心践忠诚，牢记使命守国门，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投入新征程、新使命中。

丁海洲、记者章善玉 摄影报道

300民警庄严宣誓:

奋进新时代
球场竞技增友谊
警民交流添活力

文山边境管理支队民警文山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在边境一线开展在边境一线开展““国旗在我心中国旗在我心中””主题活动主题活动。。

云南边检总站机关民警开展“向国旗宣誓”主题活动。畹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立足岗位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

保山边境管理支队民警与少数民族群众开展保山边境管理支队民警与少数民族群众开展““为祖国祝福为祖国祝福””主题活动主题活动。。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站民警巡边英姿巡边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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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谢丽勋报道：“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开展以
来，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牢牢把握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
求，在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上狠下功夫，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见
成效，在克服形式主义上看到新变化，
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实落地，立起了学
习教育的新气象、新风貌。

对待问题敢于撕破脸，敢于较真碰
硬，是云南边检总站党委扎实推动主题
教育的鲜明特色之一。该总站党委坚
持刀口向内，认真检视反思、自觉查找
问题，制定整改措施一抓到底，明确了
16项推进措施，增加了4项重点整治内
容，下发《党支部开展主题教育清单》，
做到了账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

想让基层民警叫好，必须向问题开
刀，必须站在基层民警的立场上谋划部署
工作。为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
成效，该总站党委要求全总站民警在主动
查摆不足、补齐工作短板上下功夫，在执

法执勤、服务群众等20个方面列出了整
改清单，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纠治。

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不久前，一名
机关干部在指导基层单位开展工作时方
法不当，造成基层忙乱，做了无用功。在
民主评议中，许多党员对他的做法提出
了批评，该机关干部当即表示会尽快转
变工作方式。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总
站直面问题，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主动修正错误，总站党委班子成员牵
头负责、责任处室协同推进，彰显了学习
教育改作风、受洗礼的决心。

注重倾听民警意见，提升整改成
效，是该总站党委开展教育的鲜明特
点。他们通过座谈调研，就问题整改情
况征求基层意见，提出改进措施，明确
整改时限。调研中，一些民警反映“五
多”问题一定程度存在。该总站立即出
台规定，在落实不搞过度“留
痕”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统筹整
合会议培训计划，大幅压缩会
议文电，提倡工作简明、会议简

短、发文简洁的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减
轻基层负担，受到广大民警好评。

整改见底见效，凝聚警心提振士
气。该总站机关干部弘扬深学笃行的
务实之风，把主题教育活动成果转化为
战斗力，积极服务中心主业工作。立足
服务地方发展大局，坚持严密管控和靠
前服务，确保国门口岸安全、通关顺
畅。新建36条自助通道查验系统，通关
时间由原来的 45 秒缩短为 15 秒，自助
通关服务旅客 5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0.96%。今年上半年，共查获“三非”
人员 2.92 万人，同比增长 155.2%；打掉
涉黑涉恶团伙7个，抓获涉黑涉恶人员
78 人；缴获毒品近 5 吨；查缴枪支 3826
支，同比增长175%；查获走私案件4291
起 ，案 值 2.0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0.9%、32.6%；抓获在逃人员438人。

时代呼唤英雄，榜样催人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广大公安英雄
模范身上体现的忠诚信念、担当精神、
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
实写照。

内蒙古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负
责人赵永前先进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公安部党委和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对
先进典型给予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彰显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的鲜明导向。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入
贯彻落实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部
署要求，着力锻造革命化、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的高素质移民管理队伍，
在做好典型培树宣传工作的同时，积
极研究推进关心、关爱、关怀典型工
作，取得显著成果，切实营造出人人崇
尚英雄、人人争先奋进的浓厚氛围。

让英雄情怀深深融入血脉

树立崇尚英雄的鲜明导向，既应
形成声势浩大的态势，又要达到润物
无声的效果，让英雄情怀深深融入血
脉，引导全体民警擦亮崇尚英雄的人
生底色。

5 月 27 日，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
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在会见赵永前时
指出，赵永前同志扎根边疆30年，面对
改革维稳压力和亲情考验，在个人利

益与组织需要出现矛盾时，坚持事业
为上，毅然决然选择留队转改，带领队
伍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是新时代移
民管理队伍中涌现出的优秀代表。

年初以来，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
理局的大力支持下，内蒙古边检总站
党委将赵永前同志列为总站改革转型
后第一个重大典型，全力推动典型培
树宣传工作，以英雄情怀和榜样精神
作为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
量、提振队伍精气神的精神动力，凝聚
起“走前列、创一流”的磅礴力量，勠力
开创内蒙古移民管理事业新局面。

内蒙古边检总站以党委主抓协调
推进、以走访汇报争取支持、以舆论引
导营造氛围，全力做好典型宣传培树
工作。赵永前同志先进事迹先后多次
受到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内蒙
古自治区领导批示肯定，切实为典型
培树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年
初以来，赵永前同志相继荣获全国“公
安楷模”“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内
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锡林郭
勒盟“道德模范”等荣誉。

7月12日，赵永前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会在呼和浩特成功举办，受到全国
移民管理系统、内蒙古自治区政法机
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
誉。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赵
永前同志为榜样，不断筑牢崇尚英雄
的价值追求，以实际行动和优秀业绩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用英雄故事时时激荡心灵

内蒙古边检总站通过广泛开展向

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引导全体民警见
贤思齐，激发争当先锋、争做楷模的内
生动力，用英雄故事时时激荡心灵。

今年2月25日，内蒙古边检总站印
发《关于向赵永前同志学习的决定》，
动员部署全总站民警向赵永前同志学
习，并将典型学习活动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践行新使命、忠
诚保大庆”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配套开
展以主题征文、座谈交流、书画评比、
专题党课等十项活动为主要内容的

“学典型、走前列、树标杆”主题创建活
动，不断将活动引向深入，营造了浓厚
氛围，形成了强大声势。

催人泪下的先进事迹报告会，是
一场品读楷模、不忘初心的特殊党课；
庄严神圣的楷模授称仪式，是一次崇
尚英雄、牢记使命的思想洗礼；精彩纷
呈的演讲比赛，是一项典型引领、提振
士气的精神解读；直击心灵的原创歌
曲，是一首学习楷模、追逐梦想的最美
旋律；肠回气荡的报告文学，是一部致
敬楷模、见贤思齐的奋斗宣言。赵永
前同志先进事迹宣传工作“五个一工
程”掷地有声，成效显著。

将英雄精神代代传承弘扬

关心先进，关怀典型，关爱榜样，
目的是让榜样成为永恒的主题，让榜
样精神成为力所能及的常态践行，让
传承榜样精神成为全体民警的价值共
识。

赵永前家风淳朴，生活节俭，常年
资助贫困学生和困难群众，剩余的工
资大多用于买书学习。2014 年以来，

为了给女儿治病，赵永前花光了家中
所有积蓄，负债累累。在京给女儿看
病期间，为了省钱，夫妻二人租住在不
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

年初以来，许甘露副部长多次就
关心关怀赵永前同志作出重要指示，
国家移民管理局领导先后 3 次看望慰
问赵永前及其家属，处处体现组织的
关爱。

为贯彻落实公安部、国家移民管
理局领导指示精神，切实以组织关心
关爱凝聚起崇尚英雄的精神动力。内
蒙古边检总站得知赵永前女儿身患重
病后，第一时间派出医护人员陪护治
疗，积极对接国家移民管理局后勤司
卫生处，先期依据有关规定报销医药
费的40%，后续从总站大病医疗费中补
助剩余60%，先后分两批解决赵永前女
儿看病期间的医药费共计41万元。

亲人的健康始终是赵永前最大的
心病，为解决赵永前的后顾之忧，国家
移民管理局后勤司、内蒙古边检总站
后勤处积极通联驻京医院，协调做好
赵永前及其家属、父母体检和医疗等
问题。

赵永前与妻子常年两地分居，相
隔千里有余。为解决赵永前两地分居
的实际困难，内蒙古边检总站党委主
动与锡林郭勒盟委领导协调，推动赵
永前家属调到锡林浩特市工作，得到
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7月10日，全国“公安楷模”赵永前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举办前夕，喜讯
传来，赵永前的妻子白树花正式调至
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学工作。

内蒙古边检总站深入开展向“公安楷模”赵永前学习活动——

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
记者 康国宁 张攀峰

通讯员 张志敏 陈 鑫

刀口向内，检视反思立行立改
云南边检总站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主题教育针对性

本报杭州8月12日电 李 翔报
道：第9号超强台风“利奇马”8月10日
肆虐浙江全省。当天，全省海港口岸在
港船舶全部停航，杭州、宁波、温州、义
乌机场共取消出入境航班73架次，近百
艘出入境船舶作业和数万名出入境人
员出行受到影响。浙江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多措并举，全力应对。截至昨日
24时，浙江各空海港口岸已全部恢复飞
机起降和船舶停靠工作，全省边检机关
共验放出入境旅客3.3万余人次，船舶、
飞机2000余艘（架）次。

台风登陆前，浙江边检总站把国门
安全稳定和顺畅通关放在首位，密切做
好与地方党委政府、港口码头单位的沟
通协调工作，提前了解船舶和飞机的延
迟、停运、恢复等情况，及时调整现场勤
务模式。各海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
托边检信息平台，发布预警信息2700余
条，第一时间提醒码头企业引导在港船
舶到安全港区、锚地避风避险，先后巡
查在港船舶170余艘，劝导15艘离港船
舶返港避风。

8月8日，靠泊在台州三门某航修船
厂码头的蒙古籍船舶“创世轮”号失去
动力，需紧急转移到锚地避风。接报

后，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特事特办，
开通“绿色通道”，迅速办理外轮安全移
泊手续。此外，各空港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与广州、上海机场口岸单位积极沟通
联系，互通航班信息，有效应对8架次航
班紧急备降，做好600余名旅客出入境
手续注销工作。期间，杭州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指派专人跟进口岸旅客滞留情
况，密切关注旅客情绪、健康等情况，协
调航空公司、机场医务室主动服务。

台风过境后，面临滞留出入境人员
集中改签带来的验放压力，杭州边检站
启动应急预案，研判跟进航班动态情
况，合理调配警力和勤务安排，开启现
场所有的出入境验证通道，加强分流引
导，应对出入境人员高峰。台州大麦屿
是受此次台风影响最大的海港口岸，大
麦屿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营区受到台
风损坏较为严重的情况，一边开展灾后
抢修工作，一边加强口岸管理，确保进出
港船舶安全。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
面加强从锚地回港船舶的检查力度，对
未按申报移泊的外轮进行通报处理，严
防出现失控漏管。同时，认真询问船舶
避险和损失情况，加快速度办理通关手
续，尽力帮助企业避免经济损失。

浙江边检总站奋力迎战超强台风“利奇马”

确保国门安全口岸畅通

本报讯 曹 俊报道：6名人员抱
着“发财梦”，欲从新疆乌鲁木齐地窝堡
国际机场口岸出境，前往国外加入网络
诈骗团伙，被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民警识破阻止。7月24日，６名人员

被该站移交办案部门。
7月24日，该站民警在执行CZ6007

航班出境边检任务时，发现一名前往伊斯
兰堡旅游的旅客十分可疑，于是提交后台
核查。经询问，该人供出同行的5名人

员，被该站民警成功控制。经查，6人打算
去国外从事网络赌博拉客，但是对前往伊
斯兰堡后的具体安排并不知情，只知道到
达后会有人接应。事情核实清楚后，该站
依法将6人移交公安机关刑侦部门。

本报讯 李文斌、实习生张宏勇报
道：随着东航 MU5608 次航班 8 月 7 日
降落在山西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公安部
A 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的重大在逃人员
张璐磊从泰国回国投案自首。山西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依法对张璐磊进行

检查和控制，随即移交地方公安机关。
接到有重大在逃人员从太原口岸

回国投案的通知后，该总站研究制定专
项勤务方案，准确掌握航班动态及张璐
磊有关信息。勤务当天，该总站周密部
署，选派精干民警对张璐磊实施入境检

查和严密监管。
据了解，张璐磊作为山西省临汾市白

旸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涉嫌实施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今年4
月，公安机关成功打掉该黑社会性质组
织，张璐磊案发后潜逃至泰国藏匿。

本报芒市8月12日电 肖 林、实
习生余正益报道：科技强警，屡创佳绩。
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今天对外通报，该
支队运用“智慧警务”联动作战、精准打
击，连破3起特大运输毒品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3名，缴获各类毒品123.8千克。

7月28日，该支队通过科技手段摸排
到有人运毒的线索后，成立专案组布网查

缉。7月29日，民警发现一辆从境外驶来
的越野车有重大嫌疑，果断拦截该车，查
获鸦片44.7千克，犯罪嫌疑人黄某被当场
抓获。经突审，黄某交代幕后“老板”分批
运毒的线索。该支队通过科技手段延伸
打击。经研判，民警发现有一辆可疑汽车
当日已越过边境。在信息支撑下，专案组
联合公安机关围追堵截。当晚22时许，

民警将目标车辆成功截停，抓获犯罪嫌疑
人2名，缴获海洛因11.6千克。

8 月 1 日，该支队再次通过科技手
段，发现２辆摩托车停在瑞丽边境一线
某偏僻小路旁，存在“猫腻”，于是指派
民警迅速前往查缉，缴获冰毒 67.5 千
克。经查，此案属于典型人货分离方式
的贩运毒品案。

依靠科技提战力，５天连破3案缴毒123千克

本报成都8月12日电 陈兰芳报
道：展女警英姿，显巾帼风采。8月9日至
8月11日，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东莞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女警蔡丹在第十八届
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中斩获一金一
银，勇夺半程马拉松35岁以上女子组金
牌，十公里越野赛35岁以上女子组银牌。

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于 1985

年创办，每两年举办一届，素有“警察和
消防员奥运会”之称，平均每届有近万名
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制服
的警察和消防员参赛。今年是世警会首
次落户亚洲城市，是成都市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国际化水平最高、单次入境外宾
人数最多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来自80个
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齐聚成都，

参加56个项目的比赛和角逐。
9日上午，半程马拉松比赛在都江堰

举行，共有 1100 余人参与其中，全程
21.0975公里。蔡丹代表中国警察，以1
小时33分29秒的成绩，勇夺半程马拉松
35岁以上女子组冠军。11日下午，蔡丹
在参加十公里越野赛35岁以上女子组项
目中，又以52分09秒的成绩摘得银牌。

东莞边检站女民警蔡丹征战世警会斩获一金一银

协助抓捕展作为，公安部A级通缉犯入境被控制移交

严密管控见担当，阻止6名欲出国从事网络诈骗人员

为应对超强台风“利奇马”袭击，穿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派出抗台应急分队加强
港口、码头一线巡逻检查，加固设施、清除路障、排除险情。 吴水斌、方千勋 摄

本报绥芬河8月12日电 梁海东
报道：第七届中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
易博览会8月8日至11日在黑龙江绥芬
河举办，来自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
等 16 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和 453 家
企业及参展商纷至沓来。绥芬河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针对客流高峰，创新工作

举措，竭力服务参会宾客便捷通关。
其间，该站提前掌握参会代表团入

境时间、采购商人数、大型机械过境参展
情况等信息，积极调配警力，做到准备充
分，快速验放；主动与接待方沟通，保证
参展商随到随检；与海关建立联动服务
机制，开通博览会专用通道。同时，在口

岸设立咨询岗和引导员，选派精通英语、
俄语的检查员，为宾客提供咨询解答、候
检、通关等服务，编制发放包含博览会线
路指引等内容的提示单，方便宾客参
会。此外，该站还延伸服务触角，在博览
会现场设置咨询台，为参展商及市民游
客提供国家移民管理政策咨询服务。

绥芬河边检站高效服务中国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

8月8日，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阳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与阳江港口岸单位职工联合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合唱活动，用歌声抒发心中喜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欧阳文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