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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综合2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

君 实 习 生 乔 羽）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

到，农业农村部开展的第

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认定和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监测结果日

前出炉，我区 10 个村镇上

榜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名单。截至目前，

我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总数达到 89 个，其

中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

尔巴斯苏木被评为全国十

亿元示范镇。

据了解，此次上榜的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分别

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

河镇高茂泉村（杂粮）、乌

海市海南区赛汗乌素村

（葡萄）、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宇宙地镇（中药材）、赤

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瓦南

村（番茄）、鄂尔多斯市乌

审旗嘎鲁图镇（细毛羊）、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

庆河镇哈达图淖尔村（生

猪）、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

免渡河镇（马铃薯）、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大佘太

镇三份子村（辣椒）、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

镇 联 丰 奋 斗 村（有 机 小

麦）、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

旗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嘎

查村（大米）。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

聚焦优势主导产业，拓展

多 种 功 能 ，延 长 产 业 链

条，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

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示范带

动了乡土特色产业发展，

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

有力支撑。

中国（内蒙古）第21批
援卢旺达医疗队昨日出征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12

月12日下午，中国（内蒙古）第21批援卢旺达医疗队

出征欢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12月13日，他们启程赴

卢旺达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任许宏智出席欢送会，并

为援外医疗队员授旗。他表示，内蒙古一批批援外

医疗队员克服众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积极发挥个人

才智和集体力量，团结协作，树立了中国医疗队在

卢旺达的良好形象，为卢旺达广大群众和在卢中国

同胞带去优质医疗服务，与当地分享中国经验，为

增进中卢传统友谊和其他领域友好合作贡献内蒙

古力量。

据介绍，中国（内蒙古）第21批援卢旺达医疗队

共计15名队员，队内12名医务人员分别由内蒙古人

民医院、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包头市中心医院等多

家三甲医院选派，涵盖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麻醉

科、口腔科、中医、手术室护士等专业。援外期间，医疗

队员将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在中国政府援建的马萨卡

医院和基本古医院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同时，

也将参与当地疫情防治工作，并分享我国的疫情防控

和救治经验，帮助他们渡过抗疫难关。此外，医疗队还

将承担为我国驻卢使馆、中资企业人员和华人华侨提

供必要的疫情防控和救治咨询指导、防护物品和中医

中药服务，并开展科普教育、防控宣传等工作。此批医

疗队员多为70、80后，他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但都

义无反顾地加入援外医疗队。

据了解，内蒙古自1982年开始承派援外医疗队

以来，至今已有38年历史，共派出20批医疗队243名

队员，累计诊治病人67万余人次，实施各类手术3.5

万余台，抢救危重病人1.6万余人次，圆满完成援外医

疗任务。今年3月，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内蒙

古援外医疗队员坚持为患者解除病痛，并积极与受援

医院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和诊治方案，同时协助驻卢使

馆指导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

医疗咨询和诊疗建议，得到当地医院和驻卢使馆的充

分肯定。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牛 天 甲）

12月11日晚，WCBA联赛

迎来最为精彩的一场焦点

大战。稳居积分榜前列的

内蒙古农信女篮和新疆队

展开了本赛季的强强对

决。最终经过激烈争夺，内

蒙古农信女篮不敌对手，

遭遇赛季首败。

当晚，内蒙古农信女

篮派出了杨力维、李缘、马

雪雅、李月汝、李珊珊首发

出战，新疆队派出了王思

雨、邱思玥、刘彤仪、韩旭和

王丽丽迎战。开局第一颗球

就上演了李月汝、韩旭两大

“国字号”中锋的对决，刚开

场李月汝拔得头筹。但此

后，内蒙古农信女篮的队员

们手感冰冷，首节就被新疆

队打出11:0的小高潮。随后

在杨力维的助攻下，李珊珊

才用一颗进球打破僵局，第

一节双方战成 18:29，内蒙

古农信女篮落后 11 分。进

入第二节，内蒙古女篮的姑

娘们手感有所回升，但依旧

没有找回过去的状态，失误

频出。反观新疆队球员则手

感火热，王思雨、王丽丽两

人上半场率先得分上双。在

内蒙古女篮的努力拼抢下，

双方战成 39:48，分差并未

继续拉大。下半场开场，内

蒙古女篮调整战术给新疆

打了个7:0，李珊珊接连两

颗进球帮助球队将分差缩

小至2分，新疆队被迫叫停

调整战术。有备而来的新疆

队并未给对手更多反扑的

机会，迅速重新组织进攻，

李月汝在韩旭的压制下本

场仅有5分进账，内蒙古女

篮低迷的手感持续到最后。

终场哨声响起，内蒙古女篮

以94:81不敌新疆队，12连

胜被终结。

内蒙古现有本土确诊病例23例
无症状感染者2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12

月13日，内蒙古卫健委通报：2020年12月12日7时至

12月13日7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疑似病例。

截至12月13日7时，现有本土确诊病例23例、无

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满洲里市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

疗。已排查出密切接触者1450人，均已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275人，

现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75人。

截至目前，我区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32

例，已全部治愈出院。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获

悉，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

场新建国际候机楼于12月

12日正式启用。

作为承担北京首都机

场国际航班第一入境点保

障任务的机场，呼和浩特

白塔国际机场新建国际候

机楼的启用，使国际分流

航班保障有了专属候机

楼，国际分流航班旅客不

必在寒冷的室外环境接受

核酸检测采样和行李提

取，旅客出行的保障条件

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均

得到明显改善。

据悉，呼和浩特新机

场项目已于今年7月30日

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计划

2024 年转场运行。在呼和

浩特新机场建成之前，呼

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新建

国际候机楼将更好地承担

起国际航班保障工作，为

广大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

点工程项目，呼和浩特白塔

国际机场新建国际候机楼

于今年4月15日正式开工

建设，是呼和浩特白塔国际

机场过渡期提升改造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朱文哲）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新建国际候机楼启用

黄河内蒙古段
累计封河315公里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实

习生 刘炳廷） 记者从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

到，近期受冷空气影响，黄

河内蒙古段持续封河，截

至12月11日，黄河内蒙古

段累计封河长度 315 公里

（含万家寨库区65公里）。

封河上首位于巴彦淖

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

北吴祥村，已封段落为堤防

桩号 178~415 和喇嘛湾大

桥至万家寨坝址。截至12月

11日，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以

下至封河上首流凌密度

5%~90%，黄河南岸鄂尔多

斯市鄂托克旗段至准格尔

旗段全线流凌，流凌密度为

5%~10%，水位平稳。黄河呈

现分段封河，其中，黄河杭锦

旗独贵塔拉段道图嘎查至毛

不拉孔兑入黄口封河；黄河

准格尔段万家寨库区封冻；

大路镇前房子村、小滩子村

河段封河；十二连城三十顷

地村、五家尧子村河段封河。

封冻河段有多处清沟。

据了解，黄河内蒙古段

全长830公里，约占黄河总长

度的六分之一，做好防凌工

作责任重大。目前，黄河内蒙

古段沿线各部门已经进入戒

备状态，加强巡堤查险和值

守，做好随时应对封河期突

发险情、灾情的各项防凌应

急准备，确保黄河安全度汛。

杂技剧《鸿雁》
上演

12 月 10 日晚，国家艺

术基金 2019 年度资助项

目——大型舞台杂技剧

《鸿雁》 在内蒙古乌兰恰

特精彩上演，一个个高难

度的杂技动作、一幕幕精

彩的剧情表现以及极具视

觉冲击力的舞美呈现，赢

得了全场观众接连不断的

掌声。本剧由内蒙古民族

艺术剧院杂技团出演，以

杂技、魔术、音乐为主要表

现手段，讲述了大型候鸟

鸿雁的生存以及迁徙过

程，倡导人类爱护自然，珍

惜和平，与自然和谐共存。

摄影/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马丽侠

我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达89个

12连胜被终结 内蒙古女篮赛季首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