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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梁亮）6
月 17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内蒙古自
治区交办第十一批群众举报案件77件
（电话举报61件，来信举报16件），除去
重复举报的2件，实有举报75件。

按区域分布：呼和浩特市28件，锡
林郭勒盟10件，鄂尔多斯市9件，赤峰
市、包头市各8件，通辽市6件，巴彦淖
尔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各2件，呼伦
贝尔市、阿拉善盟各1件。按污染类型
分析（部分举报涉及多类污染）：大气污
染35件、水污染26件、噪声污染13件、
土壤污染14件、生态污染27件、辐射污

染1件、其他污染2件。
根据安排，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
（2018年6月6日—7月6日）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0471—6960015，专门邮政
信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588号邮政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
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
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
交办第十一批环境信访举报件

本报 6月 17日讯 （记者 及庆
玲）今年是嘎查村（社区）“两委”换届
选举年，自治区有11060个嘎查村、42
个村改社区、2441个城市社区“两委”
进行集中换届。目前，全区嘎查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全面展开。

近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伍把什村
党支部举行换届选举党员大会。经过前期
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确定的4名提名候选人
做了自我介绍和竞选发言后，14名参会党
员慎重投票。呼和浩特市党建督导二组工
作人员全程指导，顺利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及村党支部书记。

督导组工作人员康光耀说：“整个
选举过程符合法定规程，选举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规程很完整，制度很明朗。”

伍把什村党员庞伟云说：“他们能
执行党的路线，拥护党的政策，能带动
广大群众致富奔小康。”

在上一届任期中，村党支部书记蔚

二喜立足于本村20多年的西瓜种植历
史，倡导由党员带头，引领村民成立西瓜
种植合作社，通过品种改良、引进电商平
台等，使每亩西瓜增收近1000元。村民
们鼓了腰包，都支持蔚二喜连任村党支部
书记。他坚定地说：“在这3年任期中，必
须回报党和群众对我的信任，继续把西瓜
产业做大做强，带领全村共同富裕。”

为高质量推进嘎查村（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坚持把选
优配强党组织书记、推动带头人队伍整
体优化提升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严格条
件、拓宽渠道、严审资格，破解选人难题，
先后对19897名党组织候选人进行了资
格审查，派出2个自治区巡回督导组、54
个盟市督导组、682个旗县指导组，确保
巡回督导零死角。截至6月15日，全区
已有1个盟市、22个旗县（市、区）、430
个苏木乡镇及涉农街道、7766个嘎查
村、1395个社区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

全区嘎查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全面展开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张辛欣

5月份的经济数据指标相继出炉，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新轨迹。
看形势、看结构、看效益，最新数据传递出实体经济的积极

动向。作为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实体经济在做好“改革”与“创
新”文章中，夯实高质量发展之基。

最新数据指标传递实体经济积极动向
接入38万台工业设备、涵盖5000种机器参数、积累了1000

多亿条数据……基于湖南三一集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生产”
的挖掘机指数，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实体经济运行提供了参考。

今年5月，大型挖掘机作业时间同比增长超23%，中型挖掘
机同比增长近15%。“目前挖掘机开工率处于历史高位。”三一重
工副总经理陈静说。

不仅是挖掘机指数，前5个月，制造业31个类别中28个行业
用电不同程度增长、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6.9%，一些先
行指标也传递出实体经济的积极信号。

这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得到印证：
看形势——今年前5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长6.9%，5月份，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6个增加值保持增长态势，596种主要工业
产品中368种实现增长。

“这些主要行业、产品是中国工业运行的压舱石，它们稳了，工
业就不会大起大落。”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说。

看结构——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同比增长12%和9.3%，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高5.1个百分点和
2.4个百分点。

看效益——1月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10.5%，比前3个月加快0.9个百分点；利润增长15%，比
前3个月加快3.4个百分点。

还有两个数据的变化具有标志意义：5月份，工业生产者价
格指数（PPI）上涨4.1%，在4个月来首次由下降转为上涨；制造
业PMI为51.9%，达到了2017年10月以来的高点。

实体经济是一国筋骨，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一系
列数据指标显示，实体经济正朝着质量更好、效率更高、动力更
强劲的方向发展。“工业运行稳的力量在增加，好的迹象在增
多。”黄利斌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5个月，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耗能产
品增长有所加快。一些专家指出，实体经济整体走强的大趋势
尚待巩固，加快迈向中高端需更强支撑。

改革开放重大部署释放活力提振信心
2018年2月，深圳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对标一些发

达国家和地区，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参照，其中126
个政策点均是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来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市场主体已迈入“亿户时代”，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
业国。这得益于近些年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代表的“放管服”改
革，激发了最微观经济机体的细胞活力，也不断为实体经济的发
展注入动力、释放活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发布海南改革开放新部署，到
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从新
一轮机构改革大幕拉开，到多地出台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具体
举措……重大改革开放部署出台，提振了实体经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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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锡林郭勒6月17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6月14日，在苏尼特
左旗满都拉图镇巴彦哈拉图嘎查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社揭牌暨股权证发放仪
式上，牧民恩克巴雅尔第一个上台领
到了《股权证》，成为全区第一个持有
嘎查集体经济《股权证》的牧民。

回到家，他把刚领到的《股权证》
与《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一起整整齐齐
地摆放在电视柜上。沉浸在喜悦中的
恩克巴雅尔说：“《草原承包经营权证》
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而这张
股权证给我们开启了享受改革红利、
迈向现代化畜牧业的康庄大道。”

就在这一天，该嘎查147户497名
牧民全部成为巴彦哈拉图嘎查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社的股份持有者。

巴彦哈拉图嘎查全体牧民能够成

为股民，源自于国家农村牧区集体产权
制度的改革。2017年，全国农村牧区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由第一轮的
29个扩大到100个。其中，苏尼特左旗
是全国唯一一个入选的纯牧业旗。

苏尼特左旗坚持“牧民集体产权
制度不动摇，牧民权利不受损”的原
则，选择巴彦哈拉图等8个嘎查先行试
点，通过嘎查集体经济清产核资和股
权量化，使集体经济资产变为股金，让
牧民变成了股民。

苏尼特左旗政府副旗长纳恩丁说：
“我们要在所有嘎查成立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嘎查组织结构由‘两委’变成‘两
委一社’，实现嘎查党支部引领、牧民委
员会管理、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的‘三驾
马车’并行的新型牧区治理模式，在盘活
集体资产的基础上，延伸发展相关产业，
促进保值增值，让牧民实现更大收益。”

“董事会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3
次会议，确立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
方向。当务之急是我们针对干旱，建

立储草基地，为股东牧民提供物美价
廉的牧草，节约他们的生产成本。”巴
彦哈拉图嘎查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董
事长斯琴巴特尔说。

锡林郭勒盟人大工委副主任、苏
尼特左旗委书记邢文峰表示，今后，该
旗将通过草场“三权分置”改革，培养
更多的带头能力强的“职业牧民”，通
过涉农涉牧项目的重点扶持，迅速发
展壮大嘎查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让
所有牧民分享改革红利，加快建设新
时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牧区。

据悉，在今年10月底前，苏尼特左
旗将全部完成全旗49个嘎查的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社建立工作，实现全旗
5000多户17000多名牧民全部成为股
民的目标。

巴彦哈拉图嘎查497名牧民全部拿到集体经济《股权证》

6 月 17 日，讲解员在教小朋
友们制作龙舟灯。当日，内蒙古
博物院举办了“端阳怀古”主题活
动。30余名小朋友一起了解了端
午起源，现场包粽子、编五彩绳、
制作龙舟灯，收获劳动的喜悦，迎
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体验端午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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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与一片沙

本报鄂尔多斯6月18日电 本着
“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
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
放过”的原则，鄂尔多斯市对中央第二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及自身排
查出和群众举报的问题，组织集中力
量，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推进各项整改
任务落实，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

对于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暗
访反馈的准格尔旗部分煤矿、料场、道
路扬尘污染严重问题，鄂尔多斯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于6月 18日凌晨紧
急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整
改工作。会议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
于当日进驻准格尔旗，对反馈的问题

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并抓好整改，同时
启动对准格尔旗党委、政府及市直部
门责任人问责程序，依法依纪进行严
肃处理。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主动对号入座、主动认领整改，深刻反
思在环保监管方面存在的不作为、慢
作为、懒政怠政等问题，切实把环保工
作各项职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深

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严格按照《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关
于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边督边
改工作的通知》要求，以政治上的自觉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着力解决
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积极
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不折不
扣地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整改任务，推动全市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

6月 18日凌晨，准格尔旗委召开
常委会会议，对相关企业和相关责任人
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依法对金正泰煤矿
罚款10万元，依照相关规定启动按日计
罚，每日按高限予以10万元罚款；责令
企业停产整顿，并建议公司对该矿矿长
贺成平给予撤职处分。依法对亭子焉
煤矿予以40万元处罚，责令停产整顿并
扣押相关机具，建议免去该矿矿长赵六
职务。依法对天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给予10万元处罚，依照相关规定建议给
予分管环保的副总经理免职处分。同
时，对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责任人
启动问责程序。 （温都苏）

鄂尔多斯市迅速研究部署准格尔旗部分煤矿扬尘污染整改问题

□刘蔚

从6月6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内蒙古）“回头看”举报电话开通，到6
月10日，督察组发现，关于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部分煤矿、料场、道路扬尘污染
严重的举报电话超过10个。

时隔两年，群众举报反映的污染
问题仍然如此之多，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扬尘管控情况到底如何？6月11
日，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内蒙古）成
员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开展暗查。

群众来电露端倪
6月8日下午14时，督察组接到群

众来电，称“准格尔旗薛家湾窑沟亭子
墕村煤矿每天开矿作业噪声污染大，
煤渣扬尘污染大。”督察组成员查找资
料进行分析，从卫星地图上发现，亭子
墕村南侧露天煤矿采区大面积呈黑
色，疑似煤尘洒落所致。

另外调取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信
访举报件处理情况发现，也有多起举
报反映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煤矿粉尘
污染问题：如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陈

坡村黑岱沟露天煤矿、沙圪堵镇伊泰
集团装卸煤场、大塔新村神华煤田洗
煤厂、那日丰镇川道村川道社川发煤
矿、准格尔召镇宏澈煤矿、下家湾镇杨
达村宋家豪煤矿、准格尔旗109国道运
煤均有群众举报存在扬尘污染问题。

……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督察组

发现，道路上行驶的运煤车基本都有
了苫盖。但在武家沙圪洞到王家阳坡
之间的三岔路段，发现地面积尘严重，
往来运煤货车碾压过后，尘土飞扬。

同样，在另一处也发现了路面大
量扬尘现象。在准格尔旗大路工业园
区天润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西侧料场，
地面上有厚厚的积尘没有清理，周边
无抑尘措施。一辆无苫盖的土方车辆
进入场地内，碾过带起大量扬尘。

扬尘掩盖大半个拉煤车
督察组暗查的第三个现场是位于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亭子墕
村南的金正泰煤炭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企业所属露天矿矿区
面积9.5842平方公里，设计矿田面积
4.71 平方公里，该矿保有储量 1.4 亿

吨，露天煤矿储量8849万吨，设计生产
能力300万吨/年。

督察组找到一个俯瞰露天煤矿的好
角度，从这里看到运煤和渣土的货车多数
没有苫盖，穿梭忙碌，碾起的煤粉、尘土四
处飞扬。有的拉煤车开得较快，碾出的滚
滚浓尘甚至能掩盖多半个拉煤车。

经过仔细观察，督察组成员终于
发现，有一名工人正拿着水枪在挖掘
机旁边冲刷。其间，偶有一辆洒水车
经过。显而易见，露天煤矿企业是知
道作业时应该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
的。但却只有一支水管枪，和为数不
多的一两辆洒水车。

督察组成员发现，该露天矿整个作业
面运煤运土车辆多，在露天矿的阶梯公路
造成大量扬尘，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抑
尘，近10平方公里的采面仅有一名工人
使用水龙头进行降尘，洒水车形同虚设。
煤矿周边排土场大面积裸露，未进行硬化
或绿化等有效治理措施。

一支水管枪怎能抑制住整个煤矿
的扬尘？

从暗访的情况来看，更加证实了
准格尔旗煤矿、料场、道路等扬尘污染

仍普遍存在，而深挖根源，问题还不仅
仅如此。

如果说没有进行扬尘整改治理，实
际上煤矿已经用了水管枪和洒水车。但
只用一支水管枪和一两辆洒水车又怎么
能够有效抑制住10平方公里的煤矿扬
尘？从表面上看，这里似乎已经进行了
整改，从实际来看，准格尔旗对扬尘污染
治理重视不足，工作不够深入，存在表面
整改、敷衍整改现象。

链接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规定：“运

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
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
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
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装卸物料应
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
染。”第七十二条也明确规定：“贮存煤
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
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
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
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
治扬尘污染。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
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
防治扬尘污染。”

反常识！一支水管枪就能抑制住10平方公里煤矿的扬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