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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日，看着平静舒缓的金沙江，云
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四兴自强完全小学教
师木寿永终于松了一口气，“洪峰过境，我们
安全了。”

11日 7时许，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
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交界处发生山
体滑坡，导致金沙江断流并形成堰塞湖，后自
然溢流。 14日 11时许，过流洪峰进入云南省
丽江市玉龙县境内。

灾情就是命令。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11日 15时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三省区各级党委、政府迅速反应，研判灾害、
转移群众，并组织公安、消防、交通、电力、
通信等部门紧急参与应急抢险救援、工程排
险，以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科学抢险救灾实现“零伤亡”

灾害来临时，各级政府和干部准确判断灾
情，统一安排、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实现了科
学抢险救灾“零伤亡”。

11日凌晨，波罗寺管委会干警江永赤列
发现金沙江河水突然上涨，附近的公路、农田
都被淹了，立即拨通了波罗乡党委书记四郎旺
修的手机，报告险情。

“当时是 4 点 51分。”四郎旺修说，当
时天还没有亮，还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情况导致
了河水上涨。乡政府所在地热多村每户来了一
个代表，先去抢救河边的装载机、汽车。还有
群众赶到村里的砖瓦厂，搬水泥、搬砖。

但是，四郎旺修看到水涨得太快了，又没
有降雨，下游电站也没有截流，他感觉这不是
一般的洪水。

“不能让群众再靠近河边了。”四郎旺修
马上组织安排乡派出所干警劝阻群众到河边抢
救物资，确保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不一会儿，宁巴村也报告，洪水猛涨，村委
会快要被淹掉了，有些离河近的房子已经被淹
没。四郎旺修意识到，金沙江的水可能被挡住
了。

“绝对不允许人员伤亡，都往山上撤，水
涨得很快，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撤离。”四郎旺
修一边向县委、县政府报告，一边让工作人员
通知沿江村村干部、驻村干部立即组织群众转
移。

7 点 45分左右，波罗乡第一小学校长格
勒朗加接到了波罗乡政府的电话，准备组织师
生撤离。队伍行进到藏曲河边时，因江水倒
灌，河水水面离藏曲河桥面只剩一个成人手掌
高。

情况万分危急！走在最前面探路的是几名
乡政府的干部，随后是老师带领各自班级的学
生，有序而迅速地过桥。人过完桥后，就是三辆
装满学生被子的大车通过。

格勒朗加走在最后面，他要保证每一名师
生顺利过桥。“险之又险！等全校师生过了
河，大家回头看时，藏曲河桥已经被洪水淹没
了。”

“与昨天相比，水位已经上涨了 2 米。”
14日 11时许，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四
兴自强完小教师木寿永向记者发来消息。此时
的木寿永，已志愿参加防汛工作队，跟随当地
政府工作人员在江边排查，转移群众，监测水
位。

石鼓镇地处长江第一湾，木寿永所在的四
兴村在长江第一湾的上游。按照部署，石鼓镇
已划定 1830 米高程警戒线，警戒线以下人员
全部撤离。

“石鼓镇共需转移 1100人，洪峰来之前

已全部转移。”石鼓镇党委书记杨晓泉说。
21 时，工作队打着手电筒去江边排

查、巡逻。
22时许，洪水滚滚而来，“离警戒线

只有 60 厘米了！”工作人员发出警报。
23时 30分许，“洪峰进入四兴村！”
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不怕，我们准备好了。”杨晓泉说。
15日 1时许，洪水逼近警戒线，翻滚

的浪花扑进了沿江的农田。
10 多分钟后，洪水慢慢减退。
大家悬着的心慢慢放松下来。
“对四兴村人来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

的夜晚。”木寿永说。
2时许，木寿永安心地回家睡觉了。他

说：“天亮了还要给孩子们上课呢。”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

从灾情发生，到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再
到带领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各级党委主动作
为，党员干部发挥“主心骨”作用，细心安
抚、帮助群众渡过难关，重拾信心。

波罗乡地处藏曲河与金沙江交汇处的岸
边，大山环绕，平时进出只能依靠藏曲河上
的藏曲河桥。山体滑坡致金沙江断流形成堰
塞湖后，波罗水文站水位猛涨，这座桥被完
全淹没，波罗乡顿时成了“孤岛”。

抢险救灾，道路就是生命线。获知灾情
后，西藏公路局昌都公路分局立即派出技术
人员勘测地形，并很快确定了从卡贡乡抢通
一条通往波罗乡的便道的方案。 11日，施
工人员和大型机械车辆便开往卡贡乡色萨村
的牧场。

色萨村的牧场海拔约 4500 米。进入 10
月，这里已是风雪交加、寒气袭人，夜里气
温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土层都被冻得硬邦
邦的。加之牧场的土层夹杂着石头，给施工
造成巨大困难。

为了尽快打通通往波罗乡的“生命
线”，昌都公路分局机械操作手白玛曲扎一
直奋战在道路施工现场。饿了，就吃点随身
携带的饼子，喝点开水。困了，就在挖掘机

里眯上一会儿，然后接着干。他说：“关键
时刻党员干部必须挺身而出，担当作为。”

经过连续 36 个小时奋战，施工人员于
13 日晚修通了通往波罗乡的便道，这为大
批救灾物资运往灾区、确保受灾群众过冬提
供了保障。

灾情发生后，波罗乡在距乡政府约 6 公
里的高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过渡安置点。为了
确保安置点生活有序，波罗乡成立了两个临
时党支部，下设 3 个党小组，把 39 名党员
组织起来，负责安置点的治安巡逻、物资发
放、对外联络等。

记者看到，基层党员干部胸前大都佩戴
着党徽，冲在抢险安置一线，细心帮扶受灾
群众。

江达县副县长杨筱斌、县政协副主席拉
玛泽仁等人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波
罗乡，组织群众转移，参与抢险救灾，几天
来与灾区群众吃住在一起，没有离开过一
刻。拉玛泽仁说：“灾难来临时，党员干部
必须发挥主心骨的作用，绝不能掉链子。”

白玉县组建了 15支党员突击队、党员
先锋队、党员志愿服务队， 1500 余名党员
干部深入一线开展抢险救灾。“阿婆，我们
来帮你搬离，你放心，东西都会帮你拿
走。”“大叔，必须撤离，房屋没了还可以
再建，人如果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你那
里搬离完没，我这里已经搬离完了，没完的
话我过来帮你。”……在绒盖乡、金沙乡、
盖玉乡、建设镇、山岩乡，这样的对话随处
可以听见，鲜艳的党旗到处飘扬。

白玉县公安局抢险救援队是灾情发生后
第一批到达现场的。 11日 7时许灾情发生
后，白玉县公安局局长格让接到带队前往灾
情地点的任务。事发地点距离县城近 70 公
里，位置偏远，不通公路。 9时左右，格让
一行 15人背着将近 50 公斤的卫星通信设备
和部分生活物资出发了。

经过两小时的车程，他们到达了距离灾
害现场最近的则巴村，然而这时距离一线滑
坡地带还有一段“独特”的山路要走。

举目所见，除了散落的碎石，陡峭的山
壁，密密麻麻的荆棘，再就是一条条滑坡后

留下的痕迹，根本看不清路在何方。“在远
处能看到滑坡山顶的位置，我们就一直朝着
那个方向前进。”格让说道。在没有路的山
上民警们负重前行，汗水打湿了衣服、头
发，“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多想，脑子里就
一个念头：赶紧到现场。”今年 6 月新入警
的民警仁则让布说。

终于， 16时 30分左右，在走了 5 个多
小时的山路后，他们到达了现场。

当时，整个堰塞湖湖水很深，离坝体还
有一段距离，他们立刻对现场情况拍摄照片
和视频，并传回指挥部。在了解到现场具体
情况后，格让安排民警进行警戒封控，随后
他们退后到附近的绒盖乡，协助当地政府疏
散牧民群众。

“因为当时走得急，棉被那些都没来得
及带，第一天晚上冷得根本睡不着，几乎是
坐了一晚上。”格让说。

全力以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和恢复重建

目前，西藏、四川、云南三省区正全力
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
并以强有力的工作机制，规范安置点治安管
理、物资分配、卫生保障等，真正做到让受
灾群众有地方住、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
水喝、能及时就医。

记者翻越茫茫雪山，沿着悬崖峭壁，经
过 3 个多小时车程，来到波罗乡的安置点。
只见军绿色的帐篷错落有序，受灾群众有的
在附近的草地上放牛，有的在烧水做饭。临
时储备物资的帐篷里堆放着方便面、饼干、
矿泉水等物资。

据波罗乡乡长段旭明介绍，这个安置点
共有帐篷 99 顶，安置了热多、波公、宁巴
3 个村 67 户、 681 名村民。在村民普杰的
帐篷里，垫子、被子叠放得整整齐齐。当记
者问生活有什么困难时，他说：“有困难可
以找乡政府，干部马上就帮忙解决。我家里
人多，被子不够，反映到乡政府，很快就送
过来了。”

为保障安全转移的 1 镇 4 乡 342 户
1787 名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
疾病能及时医治和有避寒休息场所，白玉县
成立后勤保障小组，筹集帐篷 400 顶、棉被
2000 套、大衣 2000 件、食品药品和水近
200 吨，选派 20 名卫生人员奔赴各安置点
设立临时诊疗点。

白玉县金沙乡八吉村党支部书记根秋尼
玛说，金沙江断流后，县乡党委政府考虑到
八吉村位于堰塞湖上游，有一定的安全隐
患，于 11日晚组织村民疏散，并将每家每
户的贵重物品搬到了安全地方，现在村民们
住在安置点都很安心。

连日来，灾区持续出现降雪天气，昌都市
委、市政府 15日下发通知，要求江达、贡觉、
芒康 3 县切实把受灾群众安置作为头等大
事。

在江达县波罗乡临时过渡安置点，72 岁
的热多村村民布格说：“这么大的灾难，群众
没有一个伤亡的，多亏党和政府及时组织转
移。”白玉县金沙乡八吉村村民降拥在集中安
置点拿着刚刚领到的被子说：“感谢党和政
府！群众转移后，政府很快帮忙搭建起了帐
篷，送来吃的、喝的，还有御寒的衣服被褥，我
们的心里很暖和。”(记者张京品、春拉、王艳
刚、薛文献、字强、杨静、张海磊、康锦谦)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洪峰过境，我们安全了”
金沙江堰塞湖抢险救灾纪实

新华社广州 10 月 16 日
电(记者丁乐 、周颖 、詹奕嘉)
涉案固废近 40 万吨、案值约
43 亿元……广东汕头海关今
年破获的一起特大走私固废
案即将移送审查起诉，31 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其中 17 人被批准逮
捕。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
现，隐藏在惊人案值的背后，是
一个由通关团伙、无证货主、上
百家有固废进口资质企业形成
的走私“铁三角”。

查缴现场：废五金

堆积如山，“二次污染”

隐患重重

灰暗的仓库内黑黝黝的废
五金堆积如山，电线、电子元器
件等固体废物杂乱摆放，散发
刺鼻气味。

这是今年 5 月 22 日凌晨
汕头海关打击固体废物走私行
动的现场之一。当天，该关赴汕
头、广州、佛山、清远等多地开
展行动，搜查 43 个涉案公司、
仓库、住宅，抓获 24 名犯罪嫌
疑人，查获约 1000 吨固体废
物。

截至今年 9 月，专案组已
查实涉案团伙自 2011 年来走
私固废多达 39 . 62 万吨、案值
约 43 亿元。

办案人员表示，这些废五
金走私入境后流入广东及周边
省份，然后被二次分销，最终流
入大量没有环保资质的中小企
业或小作坊。

“未经处理的废物、废渣
随意排放，将直接污染空气、
土壤、地下水。小作坊利用固
废原料，生产出安全不达标的
日用品，对消费者身体健康产
生威胁。”汕头海关缉私局查
私处副科长郭鸥说。

走私链条：层层造假“瞒天过海”，不断

“研讨”升级应对策略

据了解，该案涉及 200 多家没有进口固废资质的货主，
上百家持有固废进口许可证的企业，以及部分贸易公司的
通关团伙。

“这些货主在国外订购固废，通关团伙与批文企业合谋
将货物报关进口，然后偷偷转运到货主手中。”汕头海关缉
私局侦查一处副处长余焕杰说。

——— 造单伪报，虚假报关单、许可证、台账一应俱全。
我国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明文规定，进口的固体废

物，必须全部由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载明的企业作为
原料利用。通关团伙伪造了一整套以批文企业为进口收货
单位的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报关随附单证，制造报关单与
许可证相符、报关单与货物相符的假象，关税也均由批文企
业代缴，然后返还。

一位办案人员说，不少批文企业提供真印模给通关团
伙刻假章，甚至准备整套生产记录、原料用量等台账应对检
查。

——— 借壳避险，将固废运送到批文企业数日后，转运交
付实际货主。

专案组办案人员陈明光说，针对职能部门要求固废必
须入厂并拍照备案等监管要求，固废先被拉到批文企业停
放、入仓、拍照，造成合规生产加工的假象，随后转运交付真
正的货主加工或倒卖，有的备案照片干脆是直接由电脑软
件加工而成。

——— 借地生产，货主租用批文企业的场地和设备进行
生产、加工。

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部分批文企业将厂房租给货
主，相关环保设备只是“摆样子”。货主聘用工人将固废简
单分拣后处理倒卖，人员更换频繁，处理速度快，隐蔽性非
常强。

据汕头海关缉私局侦查一处副科长黎理凡介绍，通关
团伙赚取货主的代理费，并帮批文企业使用进口额度后拿
5%左右的回扣；批文企业帮通关团伙进口固废、代缴关税
后，凭借完税凭证，获得 17% 的增值税抵扣，除了给通关团
伙的回扣还有 10% 左右的利润；货主得到了生产加工原
料，对固废分拣、转让、加工后获益。

“走私分子十分关注国家固废监管政策变化，甚至多次
组织讨论研究，商量应对策略、升级走私手法。”汕头海关缉
私局法制一处副处长袁凯辉说。

强化打击：加强联动查缉力度，加快固

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海关总署今年 9 月中旬发布数据显示，随着固废进口
管理制度不断改革完善，今年以来，我国合法进口的可用作
原料的固体废物数量大幅下降。截至 8 月，进口 1382 . 8 万
吨、同比下降 56 . 8%。

2019 年底前，我国将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
的固废，进口加工固废许可将大幅缩减。多位受访人士表
示，在国内市场有需求、国外有供应的情况下，固废走私可
能出现新“变种”，应未雨绸缪强化监管力度，斩断“洋垃圾”
走私入境的通道。

专案组办案人员建议，各个执法部门加强联动查缉打
击力度，严防固废通过伪报夹藏、绕越非设关地等方式走私
入境。

汕头市环保局副局长王建平说，购买走私固废的货主
多为一些小批发商、加工商，货物最终流向大量缺乏环保设
施的企业或小作坊，造成严重污染。建议加大力度清理“散
乱污”企业，清除走私固废加工经营的源头。

一位办案人员说，境外固废之所以有市场，与国内垃圾
分类不完善、固废利用成本高等紧密相关。应加快固废回收
利用体系建设，清除“洋垃圾”需求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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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16 日电(记者刘懿
德)16日凌晨 5时 15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的夜幕尚未完全退去。在接近零摄氏度的
低温下，转运病情危急患者的车辆一路向东。一
场历时 5 个多小时、行程 500 多公里的跨城生
命接力开始上演。

国庆长假期间，13 岁的北京市初二学生小
宇(化名)随家人来内蒙古旅游时发生车祸，小
宇伤情严重。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断，需
要立即转院至北京天坛医院救治。经综合评估，
确定了用救护车转院的方式，时间定在 16日凌
晨。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转院，小宇的家人
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寻求帮助。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一派出所民警张晓明说，他 15日傍晚在
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标题为“生命正与时间赛
跑”的信息，内容大致是小宇病情危急，在转院
去北京的高速公路、北京市内有关路段上，恳请
见到转院车队的自驾车车主有序避让。“我立刻
把这条信息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要求微信
好友转发。我愿意做一个爱心传递者，让更多人
看到这条信息，大家一起为生命让行。”张晓明
说。

15日傍晚，相关消息被转发到内蒙古交管
部门的业务交流工作群。工作人员迅速进行查
证核实，经多方了解，确认消息属实。随后，交管
部门立即着手安排有关工作。

“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连夜安排转院路线上
的 4 个高速交警大队部署警力、疏导交通，同
时，安排民警全程护送转院车辆至蒙冀界。”内
蒙古公安厅交管总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

16日凌晨 4 点 20分，前一天晚上接到任

务的民警斯日古楞与同事驾驶警车来到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医院。5 点 15分，在警车带领
下，转院车辆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出发。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呼和浩特前往北京
的路程 500 多公里，沿途经过山区，一些路段
坡多、弯多，货运车辆也较多，很容易出现拥
堵滞留，正常行驶大概需要 7 个小时。

“患者病情危急，转院必须争分夺秒。由
于提前安排了警力疏导交通，路上很畅通。”
斯日古楞说，“我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救护
车的警笛声。看着东方渐渐升起的太阳，我心
里默默祈祷，‘孩子，一定要挺住！’”

转院车辆一路疾驰，抵达蒙冀交界附近
的东洋河收费站时，约为 7 点 50分。“你们辛

苦了，接下来由我们带领转院车辆继续前
行……”随着电话中传来河北交管部门一名
民警的声音，斯日古楞靠边停车，向接下接力
棒的警车鸣笛致意。

在一段行车视频中记者看到，在一段较
为拥堵的路段，行车道旁已用简易路障提前
隔离出了一个快速通道。当行驶到这一路段
后，工作人员立即引导转院车辆驶入这一快
速通道。见此场景，车上的孩子家属不停地
说：“感谢，感谢！”“太好了，太棒了！”

在转院车辆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北京市
公安局交管部门协调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在进京方向清河收费总站辟
出快速通道，让转院车辆快速通过。同时，指
挥调度沿途警力，加强路面疏导维护，全力
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有序，并在微博上实时发
布转院车辆行驶动态，提醒沿途车辆有序避
让。

很多网友留言表示支持并祝福小宇，“请
大家让出生命通道”“孩子你要好好的，快点
好起来”“已经看到车队了，有警车随行，孩子
加油”……

10 点 36分左右，转院车辆到达北京天
坛医院。在一段转院车辆开进医院的视频
中，孩子的家长激动地说：“宝贝，我们回家
了。”

参与转院的医护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
示，转院前，已准备好了人员、药物和设备。

记者了解到，原定抵达北京天坛医院的
时间是 13时左右，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
接力中，社会各界的爱心与支持，为小宇赢得
了近 2 个半小时的宝贵时间。

一场跨越两座城市的生命接力
历时 5 个多小时、行程 500 多公里，比预期快了近 2 个半小时

▲北京天坛医院医生与 999 医务人员共同将病人抬下救护车。新华社记者侠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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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江达县波罗乡工作人员在热多村安置点内的“临时做饭点”为
波罗乡第一小学学生盛晚饭（10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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