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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继旺

从7月 23日凌晨4时开始，乌拉
特前旗大部地区再度普降大到暴雨，
大佘太地区爆发山洪。在有序组织村
民撤离到安全地带后，旗防汛抢险指
挥部接到报告：大佘太镇南昌村11位
村民私自回村被洪水围困；二合公村
一处泄洪槽高压铁塔上的8名抢修线
路的技术人员被困；3名人员被困于一
辆洪水簇拥的铲车之上。而此时雨还
在下，洪水迅猛，水势不断上涨，情
况非常危急。

接到报警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主要领导迅速到达事发现场，共同
研究救援方案。“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以赴展开营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绝地”大
营救全面展开。

正在驻训的第78集团军某陆航旅

接到救援请求后，战备直升机组不顾夜
暗暴雨天气，火速飞赴救援一线，又一
次展开与洪水争分夺秒的赛跑。经过
低空盘旋搜索，很快发现被困于铲车上
的3名受困群众。救援空域下方电线
纵横，又无着陆地点，直升机只能采取
悬停方式实施救援。高了，绳子不够
长；低了，机舱有可能碰上电线杆。机
组人员经过分析研究，与塔台指挥员请
示后，果断采取外吊挂绞车结合救生座
椅的方式，由机械师郭贺打开舱门随绞
车下降到被困者水域位置，一边将自己
固定好，一边帮助被困者穿上救生衣，
引导他们依次坐上救生椅。6分钟后，
机组经过密切协同，3名被困群众成功
获救。

随后，机组立刻调转机头飞往南昌
村方向继续对那里的11名群众实施救
援。4分钟后，机组到达指定救援地域
发现，村落四周道路全部被淹，且水
位正在持续上涨，如果不连夜转移村

民，后果不堪设想。19时47分，机组
人员在能见度低、地形生疏、局部横
切风等困难下试探性着陆，经过6分
钟的艰难营救，11名村民全部转移脱
险。当直升机到达高压铁塔附近准备
实施救援时，却发现现场不具备着陆
条件，且高压线路和塔架对飞机飞行
造成很大的干扰，无奈之下，机组只
能通过绳索将救生衣投放到铁塔后离
开。

洪水又急又深，铁塔距离岸边较
远，救援车辆和人员也无法靠近。时间
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逐渐暗下来，
救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马上调用消防车实施救援。”现场
指挥组立即调整救援方案，很快乌拉特
前旗消防中队57名消防官兵及10辆消
防车从乌拉山镇迅速赶到事发地点，同
时，指挥组调用的一艘乌梁素海水陆两
用挖泥船也抵达现场。

怎样从30米高的铁塔上把人救下

来？经过一番讨论研究后，大家决定尝
试用“大绳横渡”的方式，将大绳两端分
别固定在铁塔和挖泥船上，让被困人
员通过滑轮沿绳索滑行下来。指挥组
调来无人机尝试将绳索送上铁塔，然
而，无人机的叶轮将欲接绳索的技术
人员手臂划伤，绳索接送失败。这时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洪水依然没
有减弱，现场救援人员个个脸色凝
重。消防队员提出用救生投抛器将绳
索射到铁塔上。第一次投抛，太高
了，失败。再来！第二次换细绳投
抛，成功了！消防队员们密切配合，
经过一番努力，晚上12：00左右，第
一名被困人员终于成功通过大绳横渡
平安回到地面。直到凌晨6：20分，8
名被困人员才全部脱险。

历时14个小时，现场所有救援人
员联合作战、密切配合，用沉着冷静和
勇敢智慧，赢得了这场营救行动的最后
胜利。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

本报乌兰察布7月26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7月26日，记者从乌兰
察布市政府了解到，进入7月以来，乌兰
察布市遭受风雹洪涝等自然灾害袭击，8
个旗县市35034人受灾，因灾死亡4人，
紧急转移安置504人，因灾死亡牲畜
2411头（只），倒塌房屋249间，严重损
坏60间，一般损坏2039间，26万亩农
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8730万元。

进入7月份，该市出现连续降雨过
程，雨量大，并伴有雷电、冰雹、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多地遭受风雹和洪涝灾
害。特别是 7月 19日—21日出现中
到大雨，局部地区达到暴雨量级，使察
右中旗、商都县、化德县、丰镇市部分
乡镇遭受洪涝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大
棚被淹、蔬菜受损、房屋倒毁，部分耕
地被水淹、冲毁，主要受灾农作物有玉
米、土豆、豆类、油菜籽等。截至7月
22日，灾害共造成4个旗县22个乡镇
20336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490人，
因灾死亡牲畜3头（只），农作物受灾面
积11411.5万亩，成灾面积2.14万亩，
绝收面积1.06万亩。化德县400个蔬
菜大棚被淹，商都县84个大棚和5000
个蘑菇菌棒被淹，两处河道决堤，损坏
道路3处，17眼水井受损……

灾害发生后，该市委、政府高度重
视，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组织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到抗灾工作中。7月上
旬，市委、政府召开防汛紧急电视电话
会议，安排部署防汛抗洪工作，要求各
级各部门加强应急值守，全面落实工
作责任，细化预案措施，确保灾情能够
快速处置，对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
查。7月 20日，市委、政府成立11个
防汛抢险督导组开赴各旗县督导防汛
抢险工作。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救灾，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 19日 18时
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市国土局和
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3级（黄色）
预警，集宁区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
害三级应急响应命令，水利、电力、交通
等部门对被毁道路、电力水利设施第一
时间进行修复，保障灾区生产、生活所
需。各地协调武警、消防战士救援被困
人员，采取多种途径妥善安置群众，力
争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又讯，今年入春，乌兰察布市旱灾
严重。截至7月份，旱灾造成10个旗
县市受灾，受灾人口达47.3万人，其中
有18.4万人需生活救助；有15.9万人
和25万头（只）牲畜出现饮水困难；有
471万亩农作物受灾，占全市农作物播
种面积的50%，绝收面积88.5万亩；草
牧场受灾面积3195万亩，占全市草场
面积的60%，部分地区牧草出现干枯。
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7亿元。

乌兰察布市风雹洪涝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8730万元

本报 7月 26日讯 （记者 宋阿
男 韩继旺）入汛以来，特别是从7月
14日开始，我区多地大面积强降雨导
致洪灾，包头市固阳县、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前旗尤为严重，多处村庄受灾。自
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防
汛抗灾应急预案。包头市委、政府迅速
成立由副市长任组长的固阳县抢险救
灾前线指挥部，连夜开展调查摸底工
作，转移被困群众，安抚群众情绪。巴
彦淖尔全市上下紧急动员，党政主要领
导赶赴抗洪抢险第一线，现场研判灾情
险情，组织指挥抗洪救灾。公安武警、
交通运输、卫生防疫、民政救助等多支
队伍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19日以来，包头市固阳县出现
3次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最高降雨量
累计达到 305.1 毫米，引发洪涝灾害。
市、县两级和各相关部门紧急行动，立
即投入到抗洪抢险中。7月19日，乌拉
特前旗增隆昌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水库
副二坝出现管涌险情。增隆昌水库下

游大佘太水库为迎接上游水库下泄洪
水，开始紧急泄洪。乌拉特前旗抗洪指
挥部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急疏
散转移危险地区群众。7月23日，暴雨
再次来袭，乌拉特前旗紧急转移大佘太
水库下游村组18800多名群众，安全转
移到该镇10个临时安置点。明安镇第
一时间将2个行政村、7个村组的1500
名群众，集中安置到镇政府、明安小学、
陶来口教堂、色气口移民新村。当日，
抗洪指挥部再次调用直升机将被洪水
围困的大佘太镇南昌村14名村民转移
到安全地带。

灾情发生后，两市各相关部门闻
“汛”而动。包头供电局抢险人员连夜
赶赴灾情严重的固阳县西斗铺镇，立杆
架线，全力以赴恢复供电。固阳县卫计
系统全力组织系统干部职工，对灾区群
众进行医疗救助和心理疏导，并深入一
线受灾地区西斗铺镇、兴顺西镇对居民
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同时，紧急调运帐篷 196顶、棉被 350
条、床150张运往受灾村……巴彦淖尔

市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第一时
间向政府相关部门通报降水实况及天
气预测。公安机关紧急出动警力赶赴
灾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驻川井
部队100余名官兵，携带相关抢险救援
器材，火速驰援一线抢险救灾。交通部
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1000多人，紧急
调动车辆机械1198多台，抢修中断道
路……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
身影。7月19日，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
拉格苏木阿力奔嘎查地势较低，暴雨堆
集而成的洪水迅速包围了整个村子。
因心脏疾病正在就医中的嘎查党支部
书记张德胜闻讯赶来，组织嘎查三委成
员和群众以小组为单位迅速投入到抗
洪救灾中，帮助转移危房中的农牧民。
一机集团接到包头市委、政府的支援请
求，派出轮式装甲战车抢险救援队火速
赶赴固阳灾区一线，成为第一支进入重
灾区的救援队伍，成功救援9名村民。
内蒙古蓝天救援队8名队员携带皮筏
艇、头盔、马夹、绳索等装备，分别到西

斗铺镇下小营村、点力素太村进行搜
查、救援，并第一时间让大家知晓村里
的情况……

大水无情人有情。包头市财政开
通资金拨付“绿色通道”，紧急为固阳县
调拨救灾资金1200万元。青山区、九
原区分别向固阳县捐赠100万元。市、
县两级红十字会启动防汛救灾应急预
案，接收全县救灾捐赠。包头市慈善总
会、市县两级工商联、县金融系统、县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固阳县农牧业
产业园区等也在第一时间发起“洪水无
情·人间有爱”募捐项目，积极为灾区群
众提供爱心援助。截至目前，固阳县红
十字会累计收到525万余元的捐款和
价值29万余元的物资。乌拉特前旗紧
急下拨抗洪救灾专项资金5319万元。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捐款捐物，以实
际行动支援灾区群众。截至7月26日
15时，除各地自行接收捐助的物资外，
乌拉特前旗红十字会已接收社会爱心
捐款314万元，民政局物资接收小组已
接收价值14万元的生活物资。

固阳县乌拉特前旗众志成城抗洪救灾
本报鄂尔多斯7月26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何晨） 7月 26
日，记者从鄂尔多斯市民政局获悉，受
近期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影响，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准
格尔旗的部分乡镇遭受冰雹和洪涝灾
害。特别是7月19日以来，受强降雨
影响，达拉特旗、杭锦旗出现了严重的
内涝。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
造成2670人受灾，受灾农作物为7286
公顷，其中成灾面积2918公顷、绝收
面积 2524 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574万元。

自7月中旬以来，鄂尔多斯市频繁
出现降雨天气。据气象部门监测数据
显示，7月 11日至 22日，鄂尔多斯市
各旗区累积降雨量普遍在40毫米以
上，其中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超120
毫米。大部分旗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

偏多1～3倍；与去年同期相比，准格
尔旗和伊金霍洛旗分别多144毫米和
102毫米，其他地区多27～85毫米。

7月 19日，鄂尔多斯市普降大到
暴雨，有45个监测站点累积雨量超过
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大雨和暴雨区
域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北部和中
部。最大降雨量及最大小时雨强均出
现在伊金霍洛旗的红庆河村，分别为
103.4毫米和50.8毫米。尽管本次强
降雨有效改善了土壤墒情，使旱情得
到解除，但另一方面，由于降雨量大，
雨势凶猛，多地遭遇短时强降水，导致
不少旗区城乡出现内涝，城市低洼地
带积水较为严重，鄂托克旗、杭锦旗的
部分苏木（乡镇）遭遇山洪侵袭。

20日白天至21日上午，鄂尔多斯
市再次出现大范围降雨，杭锦旗、达拉
特旗沿河一带遭遇大到暴雨。

强降雨致使鄂尔多斯市
直接经济损失15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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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不知多少次走进田间地头、农家
小院调研走访，把村民的冷暖疾苦、所
需所想牢记心间；不知多少次与村民
促膝长谈，让村民了解和支持村里的新
计划……

148支驻村工作队467名扶贫工作
队员，奋战在和林县148个村庄里，把党和
政府脱贫攻坚的好政策送到基层，因地制
宜帮助村里发展特色经济，把各项服务送
到千家万户，送到老百姓的心坎儿上。

“老伴儿去世十几年了，我岁数大
了腰腿疼，身体不好。以前住的土坯房
遇上个阴雨天，屋外下大雨，家里下小
雨，睡下提心吊胆，自从被识别为贫困
户，我这老婆子享受了兜底扶贫政策，
吃上了低保，这不，没花一分钱盖起了
新房，我感谢党，感谢驻村工作队照顾
我们山沟沟里的贫困户。”

来到段家园村贫困户闫团娥家时，
她正在临时居住的平板房里做饭。说
起这几年的变化，她放下手中的活儿，
高兴地带着记者出门，指着旁边通过危
房改造工程新建的24平方米砖房说。

目前，和林县正在对339户贫困户的危
房进行改造，预计7月底全部完工。

和林县盛乐镇段家园行政村属于
山丘地区，共有耕地8800亩，其中水浇
地2000亩，村民广种薄收，靠天吃饭，
是自治区级贫困村。让贫困户住进好
房子，同时还要鼓起来钱袋子，才能真
正实现脱贫致富。在和林县段家园行
政村林场自然村村头，新栽植的榛子
苗泛着绿意迎风摇曳。不远处，几名
村民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正在栽植松露
苗。

“驻村工作队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
来，通过进村入户调研、与村‘两委’班
子成员协商，决定把荒地以每亩300元
的价格流转为集体土地，增加水利设
施，改善种植条件，调整种植结构，加快
段家园行政村脱贫摘帽步伐。今年，共
流转520亩土地，计划种植400亩榛子

和120亩的芦笋，现在400亩37000株
榛子已种完，芦笋已经种植80多亩9万
多株。”和村民一起劳动的和林县盛乐镇
段家园行政村驻村第一书记、脱贫攻坚
工作队队长张仝财告诉记者，“为了保障
农民受益，村委会和恒仁天顺榛子示范
农场签订了协议，农场负责提供苗木、技
术指导，协助销售林木产品，第四年挂
果后，按现在市场价计算，预计每亩收
入3000元左右，如果林木产品销售渠
道受阻时，农场将按低于市场批发价
0.5元/斤价格回收。”目前，全县流转土
地9268亩，覆盖贫困户935户1542人。

和林县坚持以产业扶贫为主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通过“企业＋基地＋农
户”“种养加”结合等生产经营模式，积
极探索，目前已经形成“政策驱动”“龙
头带动”“挂靠帮带”“乡村旅游”“能人
引领”“租赁返聘”“培训造血”“设岗就

业”8种产业扶贫模式。
“家，扔给媳妇了。”记者问起工作、

生活如何兼顾，张仝财回答。在和林县
脱贫攻坚工作中，常住农村、默默付出
的不止张仝财一个人。和林县大红城
乡白其夭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马常青为贫困户段瑞清筹措学费，联系
学校学习厨艺；盛乐镇姑子板村驻村第
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朱文圣为贫困户
（残疾人）送去轮椅，帮助贫困学生解决
上学难题；巧什营镇巴尔旦营村驻村第
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李贞元帮助贫困户
发展养鸡产业、落实订单农业，还种植
了小菜园、小果园、小苗圃“三小”经济
园；新店子镇十一号村驻村工作队员王
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村入户给村民
讲党的方针、政策……467名扶贫工作
人员把一件件实事做到村民心坎儿上，
奔走在和林县脱贫攻坚一线，为贫困户
带去脱贫的信心和希望。

近两年，通过不断努力，和林县贫
困人口发生率由2014年的5.8%下降到
现在的1.1%。今年他们要完成的脱贫
攻坚主要目标任务：1037户1819名贫
困人口如期脱贫；2个自治区级贫困村
和市级31个贫困村的减贫退出。

和林县：148支工作队为贫困户带去信心和希望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赵曦）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团委获悉，截至目
前，我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区均已
成立非公企业团工委，建立非公企业
团组织 1.192 万个，服务青年 48.8 万
人，成为全国首个地市级、县级非公企
业团工委全覆盖的省区。

为推动共青团改革，更好地服务
青年和青年组织，近日，自治区团委和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鄂尔多斯市
召开全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园区团

建现场会，举办了全区非公经济组织
和园区团建培训班，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推动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团十八大精神等内容开展了专题培
训。

近年来，我区非公经济组织和园
区团组织大力实施“活力工程”建设，
开展团员先锋岗（队）创建、达标创优
等活动，为服务青年成长、助推企业发
展作出了贡献。

我区建立非公企业团组织1.192万个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霍晓
庆 实习生 刘沛悦）为进一步降低企
业用工成本，增强企业发展活力，近日，
自治区人社厅联合财政厅印发《关于继
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明
确我区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方面，
自2018年 5月 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阶段性
降至19%，期限至2019年 4月 30日。
在失业保险方面，自2018年 5月 1日
起，延长《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财政厅 地方税务局关于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通知》的执行
期限至2019年4月30日。在此期间，
失业保险总费率1%，用人单位和职工个
人分别执行0.5%。用人单位和个人已
按2%费率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可抵扣

以后其他月份缴费。在工伤保险方面，
自2018年5月1日起，工伤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24个月（含）以上
的统筹地区，以现行二类至八类费率为
基础下调50%；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8（含）至 23个月的统筹地区，下调
20%。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执行至2019
年4月30日。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8个月以下的统筹地区，按国家规定，
暂不执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在
此期间，按原工伤保险费率多缴纳的工
伤保险费，可抵扣以后其他月份缴费。

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部署，政
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通知要求各
盟市务必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基金征
缴工作平稳有序，切实增强广大参保
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我区继续阶段性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本报包头 7 月 26 日电 （记者
格日勒图）在固阳抗洪抢险救灾中大
显神威的一机集团铁甲战车救援队，7
月23日晚奔赴巴彦淖尔市抗洪一线，
解救被困人员。

7月 23日下午，正在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施工作业的内
蒙古电力集团超高压供电局 8 名职
工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在超高压
铁塔上。铁塔下方，洪水超过2米多
深，情况万分危急。巴彦淖尔市委、

市政府在制定多套救援方案的同时，
于当天晚上向内蒙古一机集团紧急
求援，希望派出轮式装甲战车前来支
援。

当晚，一支由1辆轮式战车、2辆
高防护特种车、1辆越野保障车和18
名队员组成的救援队，经过2个多小时
的冒雨跋涉，抵达被洪水围困的现场，
立即配合当地救援队伍进行施救。

7月 24日早晨 6点 20分，8名受
困职工被成功解救。

一机集团铁甲战车救援队赴
巴彦淖尔市解救被困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