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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辖区木里图镇梅花味精厂每年夏天刮南风的时候都会
有特别刺鼻的气味。曾向通辽市环保局举报，但并没有得
到解决。

霍林郭勒市阿日昆得楞霍林郭勒铝厂运行中污染周边草
场、水、空气，多次反映未得到好的解决方式，当地小孩的
健康生长。

科尔沁区河西镇两棵树村周围建大量无手续养猪场、养鸡
场产生异味及噪声，污染当地环境，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克什克腾旗塔晖乌拉苏木巴彦锡勒嘎查十个全覆盖修路、
采砂共破坏十几亩草地，现成填埋垃圾场，并有臭味，导致
牛羊死亡，向当地部门反应未给明确答复。

元宝山区青光镇孤山子村：1.内蒙古常态水务有限公司
在我们村打了四眼井，都是高压泵的，村里地下水严重下
降，给我们吃水带来了不便。然后我们一个村就给了25
万元。2.农垦的垃圾堆放特别厉害。垃圾转运站也不给
处理。希望得到上级的重视。（2011年4月11元宝山政府
副旗长杨阅兵的会议纪要）

阿鲁科尔沁旗双胜镇山水水泥集团偷偷排放污水，掩埋工
业垃圾，这个集团所有的破石场没有环评手续，没有除尘
设备。环保局来检查的时候场子就停工，检查的人员一走
就继续作业。

敖汉旗贝子府镇月明沟村村政府偷卖松树，破坏生态环
境，向当地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没人管。

克什克腾旗大赉诺尔镇巴音吉如和嘎查太来花达赉诺尔镇巴
音吉日和嘎查太来花牧民举报：我们克什克腾旗旅游业特别
发达，发展到占用牧民的草场，每天的旅游越野车60多辆，碾
压草场，草场被破坏，牧民受到了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旅游
地区的负责人郭一峰、王海龙、浩毕斯哈拉图他们无证经营。
上访过草监局、旅游局都说证据不确凿，不受理。也走过法律
程序，可当时停了，过几天又开始开。希望上级部门好好治理
旅游业，草原生态破坏牧民受到损失。

宁城县小城子镇陶海村附近：1.洗煤厂扬尘造成环境污
染，洗煤水直排到林地，破坏生态，造成地下水污染。2.
当地河槽有采砂现象，无人治理，造成水土流失，挖沙遗留
下的沙坑，对当地村民安全造成隐患（曾经有溺死儿童事
件发生）。

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宝日道布嘎查集体草场被开耕种地，
有白色污染。

红山区金宇国际D区小区外饭店（草原传奇小肥羊涮锅、
嘉园印象婚礼城）风机、油烟机油烟、噪声扰民。整改后不
达标。

巴林左旗碧流台镇碧流台村：1.2009年无手续开采铁砂
矿，毁坏林地大约2000亩，破坏生态环境。已经停产，但
未将林地恢复原貌。2.开采铅锌矿，毁坏林地1300亩，破
坏生态环境，已经停产，但未将林地恢复原貌3.太阳能工
程，破坏林地3000亩，破坏耕地1900亩，影响生态环境。
已经停产，但未将林地，耕地恢复原貌。

苏尼特右旗草场上的查干淖尔碱矿排放污水，向有关部门
反映未处理；未通过牧民允许在草场上架高压线、修自来
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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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众反映的“梅花味精厂每年夏天刮南风的时候都会有
特别刺鼻的气味”问题，该情况不属实。2017年9月，科区
环保局委托北京谱尼测试有限公司，对绿农化工高空有组
织排放和梅花生物厂界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氨等9个
指标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报告显示均为达标排放，臭气
浓度远低于标准限值。2018年5月，科区环保局再次委托
谱尼公司对梅花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异味进行了监督性监
测，监测数据显示均为达标排放。
2.群众反映的“曾向通辽市环保局举报，但没有得到解决”
问题，该情况不属实。多年来，通辽市及科尔沁区两级环保
部门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梅花异味整治工作，特别是2016
年接到中央环保督察转办案件后，立即成立了梅花异味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专项推进异味整治工作，不断强化全方
位、全过程监管，强力推进梅花加大环保设施投入。目前，
共督促梅花投入11亿元，加强环保设施建设。2016年梅花
公司进一步推进发酵行业有机肥生产异味的深度治理。市
区两级环保部门同梅花企业共同制定了异味提标治理改造
方案，对高空有组织排放（可能影响市区）和低空无组织排
放（影响厂界）的异味进行提标改造。

1.群众反映“霍林郭勒铝厂运行中污染周边草场、水、
空气”的问题，该情况部分属实。霍林郭勒市工业园
区、扎鲁特旗扎哈淖尔工业园区电解铝企业全部建成
了电解铝烟气污染物近零排放示范工程，并对电解铝
无组织排放进行了综合治理，所有污染物排放数值达
到国内同行业最高水平；铝厂产生的废水主要来自冷
却塔，且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由于霍市和扎哈淖尔
工业园区电解铝产业集聚，氟化物常年累积，加之气象
及地势等因素，对草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群众反映“多次反映未得到好的解决方式，但并没有
得到解决”的问题，该情况不属实。扎鲁特旗严格遵循
政策规定，研究制定了《阿日昆都楞地区畜牧业损失补
偿方案》，对阿日昆都楞地区群众畜牧业损失给予合理
补偿。积极引导阿日昆都楞地区群众调整畜群结构，
保障了畜牧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3.群众反映“当地小孩的健康成长”的问题，应理解为
“影响当地小孩的健康成长”，该情况不属实。2016年
以来，市、旗两级卫计部门对阿日昆都楞地区牧民及在
校生进行体检，均未发现异常病状。

经现场调查核实，关于“村周围建大量养猪场、养鸡场”
情况部分属实，规模化养殖场仅1户，鸿泰养殖场未办
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文件》和《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关于“产生异味及噪声，污染当地环境，影响
居民正常生活”的情况不属实，经调查组实地踏查，未
发现异味及噪声。根据现场对21户村民的问卷调查显
示未对周边村民生活产生影响。

巴彦锡勒嘎查办公室东南侧有一处土坑，该土坑为2015年
“十个全覆盖”工程取料时形成，取料全部用于巴彦锡勒嘎
查的“十个全覆盖”街巷硬化工程。2016年，因该嘎查生活
垃圾无处堆放，将此土坑作为垃圾暂存点。因垃圾清运不
及时，发出臭味，距离嘎查约1000米左右。

群众举报的四眼井实为元宝山区平庄镇城区地下水型
饮用水水源地5、6、7、8号水源井，由内蒙古长泰水务有
限公司运行管理。其中：4眼水源井位于孤山子村，全
部为低压水泵抽取方式。针对群众反映“村民吃水带
来不便”问题，元宝山区水利局走访了部分村干部和群
众，经调查核实该村现有水源能够满足人畜饮水需
要。群众反映的村口垃圾堆放点位于孤山子村北原小
学东侧垃圾转运点，因村里日常卫生垃圾转运制度未
有效落实，导致垃圾存量约480立方米。

群众反映的阿鲁科尔沁旗双胜镇山水水泥集团于2017
年6月在厂区西侧大门口建设一长20米宽10米的U型
运输车辆冲洗水池，用于过往运输车辆轮胎清洗，水池
西侧池壁靠近上侧留有溢流口，2018年6月10日，阿鲁
科尔沁旗环境监测站对溢流水采样监测，监测报告显
示除悬浮物超标外其他指标均不超标。于2018年4月
1日至2018年 4月 13日期间，将余热发电循环冷却水
散热塔填料（PVC）更换下来的散热塔填料废料运至公
司1号矿坑内并掩埋，排放量约80立方米。该公司矿
区内建有一条采矿废石破碎生产线，该项目由阿旗双
胜镇兴隆庄村村民建设，产品销往阿旗山水水泥有限
公司作为水泥生产原料，因该项目未依法报批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且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

该案件的发生属于贝子府镇月明沟村村民个人行为。案发
后当地森林公安机关（大黑山派出所）及时出警，认真调查，
依法处理。经现场勘查，采挖松树现场有二处，位于敖汉旗
贝子府镇月明沟村石门子山和烧沟村西组西梁、石堆子山
林地，现场有松树被采挖后的树穴605个。

经多部门联合调查，郭一峰系草原风情度假村总经理,
该度假村所有证照齐全，与王海龙经营的查干套海度
假村无任何关系。经现场核实，现场确有少量碾压草
原痕迹，为游客自驾车辆私自下道所致。

1.举报反映违法排污企业为宁城县圣和矿产品厂。企
业自2013年停产至今。在2011—2013年生产期间向
林地排放洗煤废水。现场检查时企业排废水地段遗留
煤泥；厂区物料未采取防扬散措施。经勘察监测，地下
水未受污染，林木未遭到破坏。
2.针对采砂问题，经深入当地村庄调查，该河段河道挖
沙并未造成水土流失及儿童溺亡事件，经过恢复治理
后，已经消除了安全隐患。

经现场调查核实，宝日道布嘎查确实有4户牧民存在非
法开垦草原217.59亩问题，部分区域存在残留的地膜。

金宇国际D区2家饭店配有静电式油烟净化装置、专设
烟道，噪声排放达到2类区昼间标准。

经核实，浙盛铅锌矿业有限公司巴林左旗碧流台铅锌
矿存在非法占用草地、林地问题。

（一）关于所反映草场上查干淖尔碱矿排放污水问题。该问
题部分属实。举报人所指查干淖尔碱矿（现苏尼特碱业有限
公司）污水排放管道始建于1987年，建成后生活污水最终排
放点为苏尼特碱业公司一号坝北侧约2公里处，该污水管道
于1996年5月已停止使用。排放点所在草场于2003年划分
给了举报人母亲。2017年1月由于天气寒冷，排污口盲端处
结冰爆裂，造成少量生活污水溢出至草场。举报人向乌日根
塔拉镇政府和苏尼特碱业公司反映了情况，镇政府与苏尼特
碱业公司到现场查看，及时封堵了排污口。2018年6月10
日，苏尼特右旗环保局实地调查核实，举报人所反映草场内
未发现查干淖尔碱矿排污行为。

（二）关于未经牧民允许在草场上架高压线、修自来水管
道的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1.反映未经牧民允许在草场上架高压线。举报人所指
草场上共有3条电缆线，分别为35KV查水线（建于1985年—
1986年）、6KV657农网电线（建于2006年7月）和35KV查铁
线（建于2009年6月）。35KV查水线资产归属苏尼特碱业公
司，建设时草场未划分到牧户；6KV657农网电线是为解决该
区域33户牧民通电问题，自治区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农电网项
目，属于国家惠民工程，当时经苏木、嘎查同意，该线路经过了
该牧户草场，但由于项目未列草场征占用费，未能给予补偿；
35KV查铁线资产归属内蒙古郭白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过
程中，由施工单位中铁公司郭白项目部与牧户自行协商，按
临时征占用标准给予了补偿。

2.反映未经牧民允许在草场上修自来水管道。举报人
所指自来水管道，为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自来水管道。1987
年苏尼特碱业公司第1次施工自来水管道，因当时没有划分
草场，未给予相应补偿；2011年苏尼特碱业公司维修自来水
管道，临时占用举报人母亲草场1800米长，16米宽，折合亩
数为43.2亩，按照临时用地标准44.8元/亩，给予9676.8元
草场占用补偿款（按5年给予补偿），实际施工面积为3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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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梅花生物实施定期监查、专项监察、日常巡查
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管。
2.要求梅花生物每半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高空
有组织排放和厂界无组织排放气体开展一次异味监
测，并将监测报告报区环保局备案。
3.督促梅花生物继续寻求更加先进成熟的治理技
术，进行深度的科技示范工程。目前，梅花生物正在
对绿农生物肥料尾气浓缩焚烧项目进行中试，如果
中试成功，明年将在绿农生物全面推行尾气焚烧，届
时异味治理效果将更加显著。

1.持续强化电解铝企业在线、工况和现场视频“三
位一体”监测监控措施，保障24小时“全方位、无死
角、无盲区”监控。持续加大企业环境治理设备运行
监管力度，保障电解铝烟气污染物近零排放示范工
程稳定运行，坚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2.加大环境质量监测力度。加大牧草、水、土壤等
环境指标监测力度，建立定期监测机制，组织专家对
监测结果进行论证，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果，保障群
众的环境权益。
3.开展健康体检和健康宣教。扎鲁特旗要继续组
织旗级医院有计划地开展阿日昆都楞种畜场居民健
康体检，切实消除群众疑虑。安排苏木镇场卫生院
和嘎查村卫生室定期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引导
群众培育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由于该养猪场没有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8年 6月 13
日，通辽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对鸿泰养猪场处以罚款
一千元。由于鸿泰养猪场距离国道304线不足500
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防疫
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2010年第7号）规定，该养
殖场限期在2018年10月底前依法依规关停。

截至6月14日，已将垃圾全部清理出统一运送至苏
木集中式垃圾填埋场。下一步，将对该土坑播撒草
籽进行自然修复。

1.堆存垃圾已于6月 10日清运至元宝山区大黑山
垃圾处理厂，已经全部清运完毕。
2.建立了生活垃圾管护长效机制。加强孤山子村
环卫管护队伍建设，由原来的10人增加到15人。目
前，正在对垃圾转运点四周围墙进行修建，计划在6
月15日完成，以保障垃圾放置规范，并做到日产日
清，坚决杜绝垃圾“搬家”及大量堆存现象发生。

1.对采矿废石破碎生产线“未批先建”违法问题、依
法实施行政处罚，并责令采矿废石破碎生产线项目
立即停止生产。2.针对阿旗山水水泥有限公司非
法掩埋工业固体废物违法问题和U型运输车辆抑尘
水池溢流问题，分别实施了行政处罚，并责令企业拆
除冲洗水池，对非法掩埋的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处
理。3.对非法掩埋的工业固体废物问题，阿旗山水
水泥有限公司决定免去郭宏勇余热发电车间主任职
务；免去孙振华余热发电车间副主任职务；环保部长
李鹏云调离工作岗位。

敖汉旗森林公安局依法分别对30户村民未办理林
木采伐许可证私自采挖松树出售的违法行为进行了
行政处罚。（其中有8户村民因家中长期无人，目前
对该8户的案件正在办理中），因涉案违法行为人拒
不履行林业行政处罚决定，敖汉旗森林公安局已将
该案申请敖汉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下一步，克什克腾旗将责成相关部门加大草原保护
力度,在旅游道路沿线增加禁止碾压草原、保护生态
环境、倡导文明旅游的标识标牌，坚决遏止随意碾压
草原、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1.宁城县环保局依法对违法企业予以立案处罚；违
法企业按照环保要求，将煤泥运至附近砖厂做原料；
企业对厂区物料采取苫盖、围挡和密闭等措施处理。
2.2017年10月30日后，已停止采砂。截至2018年5
月末，经过恢复治理，现已消除安全隐患。
3.2018年6月12日，小城子镇政府对宁城县圣和矿
产品加工厂负责人和宁城县坤都砂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分别进行了警告约谈。

2017年 4月26日、27日已分别对非法开垦草原的4
户牧民立案处罚，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责令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被破坏草原植被。目
前，几起案件行政处罚正在执行中。6月11日，巴林
右旗草监部门执法人员到现场核查，非法开垦草原
地块已停止耕种，植被自然恢复中。

企业同意采取措施降噪，正在采购降噪设备。下一步，
红山区委、政府将加强日常监管，督促企业加大环保设
施投入力度，确保油烟设施稳定运行、噪声污染有效控
制。同时，加大排查整治力度，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对浙盛铅锌矿业有限公司巴林左旗碧流台铅锌矿的违
法行为立即启动相关法律程序，由农牧业、林业部门依法对
该企业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由企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立即启动生态恢复。依法对违章占地设施进行
拆除，由巴林左旗政府先行垫资对破坏的林地、草地
进行生态恢复。2019年6月底前完成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