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要闻
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方弘
版式策划：梁震

（上接第8版）

（下转第10版）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D150000201
806080063

D150000201
806080070

D150000201
806090012

D150000201
806090023

D150000201
806090037

D150000201
806080047

D150000201
806080054

D150000201
806080056

商都县1.大南方村的山上生态特别弱，有个四五家企业，
每天乱踩乱挖萤石。植被严重被破坏，每天有七八个大货
车拉萤石，有的企业有手续，有的企业没有手续，希望上级
部门重视重视我的生态环境。2.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的地
下水严重下降，地表水生态被破坏。希望上级部门重视我
们的地下水。

凉城县有钼矿严重破坏该地区生态环境，飞沙走石，土地
污染严重，村民无法种地，举报人认为该矿场会威胁岱海
水质。

兴和县木东镇40号大队45号村生态移民后没有给予经济
补贴，退耕还林也没有真正实施，都被村民放牧开山了。

1.察右后旗蒙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pva/pvc污染地下水
资源，造成西坡村地下水全部被污染，检测报告显示地下
水污染超标。生产PVA用水量大，过度开发地下水，大约
有20口自备井，导致巴彦诺尔湖干枯，当地地下水位下
降。2.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夜间排放工业废气，扬尘，造成
空气污染严重。3.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厂内堆放炉渣炉
灰，产生扬尘，造成空气污染。把厂内炉灰炉渣倾倒至娜
仁格日勒浩特进行填埋，破坏当地草原生态环境。

丰镇市新丰热电厂及周边的其它三家电厂的储灰车间有
扬尘污染（刮风的时候污染严重）。

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厅子堰村东区社露天煤矿大型设备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厅子堰煤矿存在噪声污染、扬尘污染，
农作物受影响，曾经向环保部门举报，监测结果不超标，最
近为了规避检查，只进行夜间作业。

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黄盖西里村二社，有城市垃圾拉到村
子里随意填埋，认为严重污染地下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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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商都县屯垦队镇
大南坊村一带共有7家采矿企业及个人。其中，商都县
商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和商都县精品石英砂厂2家有
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商都县锐轩矿业有限
公司有采矿许可证；屯垦队镇瓦窑沟村柳建忠硅石矿、
屯垦队镇良种厂朱瑞硅石矿、屯垦队镇黄龙洞唐金玉
硅石矿3家无证开采；以上6家企业及个人均存在间断
性开采。郝成硅石矿搭建临时建筑未进行开采。2.经
调查，反映“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的地下水严重下降”属
实。根据内蒙古水利勘测设计院2012年编制的《内蒙
古自治区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商都县地下
水资源总储量为8889.67万 m3/年，最大允许开采量为
6717.53万 m3/年。人均地下水资源拥有量为201 m3。
根据地下水位监测，近年来县域内地下水位下降，每年
下降1—3米。商都县干旱少雨，河流发育不发达，常年
有径流河流很少，基本没有可利用的地表水，不存在地
表水生态被破坏。

凉城县政府组织环保、国土、安监、麦胡图乡政府进行
实地查看、调阅近年相关监测数据并与举报内容逐一
核实，发现该举报部分属实。

（一）关于生态移民补贴情况。经调查，2002年，兴和县开
始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原二台子镇四十号行政村四十五号
自然村属兴和县首批搬迁移民村。根据国家风沙源治理工
程实施要求，生态移民分集中移民和插花移民两种方式，迁
入区为兴和县新城区新建的移民新村。为了将这项工作实
施好，县委、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经广泛征
求意见，反复研究论证，县计委制定了《兴和县2002年生态
移民实施方案》（兴计字〔2002〕第10号），并逐级上报上级
计委审定，经自治区计委审定同意后，以内计农字〔2002〕
1234号文件正式给予批复，乌盟计委以乌署计农字〔2002〕
331号文件转批了这一批复。根据该实施方案，集中移民
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劳动能力，有文化的常住居民；其
余实行插花移民，给予搬迁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在兴和县
生态移民办公室下发的《兴和县生态移民插花搬迁国家补
贴标准》（兴生态〔2003〕1号）文件中作了明确规定，并已按
照此文件规定落实到位。反映不属实。（二）关于退耕还林
实施情况。四十五号号村实施生态移民搬迁时，县委、政府
为了照顾搬迁移民，将退耕还林政策倾斜四十五号村，连续
三年（2003-2005年）实施退耕还林，为移民户每人安排了6
亩退耕还林治理任务。按照自治区退耕还林政策，实行退
一还一，该村以“退还一体”方式实施，补贴已按照6亩执
行，每年都通过“一卡通”领取了退耕还林补贴、公益林补贴
资金。反映不属实。（三）关于放牧情况。据实地调查，现原
四十五号村植被长势良好，反映不属实。（四）关于开山情
况。关于开山不存在，据实地调查，现原四十五号村没有开
山情况，反映不属实。

1.“蒙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pva/pvc污染地下水资源，造成
西坡村地下水全部被污染，检测报告显示地下水污染超标，
过度开发地下水，导致巴彦诺尔湖干枯，当地地下水位下降。”
一事。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建厂时建设污水处理厂，中水全部
回用，不存在排污现象。早在2016年9月，察右后旗就接到
牧民举报，称院落内筒子井地下水水质受到污染，当时察右
后旗就高度重视，旗水利局委托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环境保护
监测站对筒子井地下水水质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筒子井
井水中的高锰酸盐指数、PH、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
氮、细菌总数、大肠菌数及溶解数固体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属Ⅲ类水质标准，没有检测出与蒙维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PVA有关的污染源。举报内容中提及的河水、
湖水主要指巴彦诺尔湖，巴彦诺尔湖实际为盐碱滩地，为季
节性河流丹岱河的滞洪区。干涸的主要原因是受察右后旗
气候特征影响，干旱、多风、温差大、蒸发量大，多年降水量平
均约280多毫米，蒸发量2686.1毫米；特别是近年来干旱少
雨，没有形成有效降水，地面形不成径流，不能为巴彦诺尔湖
补给水源；另外就是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建成投产后，察右后
旗将城镇污水处理厂委托该公司管理、运营，处理达标后的
中水全部回用蒙维科技有限公司，没有排入巴彦诺尔湖，也
是导致巴彦诺尔湖逐步干枯的原因。2.“生产PVA用水量大，
大约有20口自备井”一事。依据《关于公布内蒙古自治区地
下水超采区及禁采区和限采范围的通知》文件，察右后旗不
在超采范围内。2017年，蒙维科技有限公司用水量为188万
吨，其中使用中水110万吨，使用地下水78万吨。经核查，蒙
维科技有限公司确有19眼自备井，其中交付周边农牧民使用
2眼、闲置3眼、建材化工园区供水站4眼、已封堵4眼、正在使
用6眼。3.“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夜间排放工业废气，扬尘，造
成空气污染严重。”一事。蒙维公司产生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点为自备电厂和电石厂。按照乌兰察布市环保局反馈的在
线监测数据，蒙维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5月份，排放基本
达标。只有5月6日凌晨2点07分,由于设备故障3#炉2#、3#
给煤机连续出现多次堵煤现象，导致氧量波动，及时抢修后
3:49恢复正常，导致2#监测点（2:00至4:00）二氧化硫平均
值超标，未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4.“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厂
内堆放炉渣炉灰，产生扬尘，造成空气污染。”一事。举报内容
中炉渣炉灰主要指蒙维公司化工系统产生的电石渣，每天约
产生电石渣1200吨。目前，存放地点为厂区内临时储存点，
全部用苫布进行了覆盖，不存在扬尘，对空气未造成污染。
5.“把厂内炉灰炉渣倾倒至娜仁格日勒浩特填埋，破坏草原
生态环境。”一事。经调查，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倾倒废渣地点
为白音察干镇白山村委会老龙湾自然村一处偏僻土坑中，该
址原属我旗规划内的工业废渣处置场，但由于部分牧民反
对，一直未建设。2015年4月，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外包运输
队将自备电厂产生的粉煤灰、炉渣等按一类工业固废管理的
废渣拉运至该土坑倾倒，数量共5车约50-60吨；牧民发现后
举报，我旗当时立即责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停止拉运，要求
企业将倾倒的粉煤灰、炉渣进行清理、回填土坑。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经实地查证，新丰热电厂
储灰场在大风气象环境下存在扬尘污染，因原灰场管
理单位合同即将到期，管理人员有懈怠情绪，在交接过
程中个别拉运车辆在卸灰时，有时不按规程作业，造成
贮灰场扬尘污染。

经调查，该问题属实,属重复举报问题，已在中央第二
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举报环境问题办理情况公示
（第二批）中说明。

（1）群众反映该煤矿噪声污染的问题，已在中央第二环境保
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举报环境问题办理情况公示（第二批）中
说明。
（2）群众反映该煤矿“扬尘污染大，曾经向环保部门举报，监
测说该煤矿并不超标，为规避检查，只在夜间生产的问题”
情况不属实。经调查，该矿配备了11台洒水车，对易产生
扬尘场地洒水降尘。第三方监测单位2018年4月24日对
该矿办公区、采掘场、排土场3处区域无组织颗粒物浓度进
行监测，结果显示符合相关标准。调查组实地查看了距离
煤矿采区边界最近的东渠社居民种植的农作物，发现长势
良好。准格尔旗环境保护局曾于2017年12月4日接到群
众反映该矿扬尘、噪声污染的信访问题，并依据2017年12
月、2018年4月第三方监测单位出具的监测报告予以三次
答复，监测结果均显示污染物排放符合限值要求。该煤矿
目前正常生产，不存在采取白天停产、夜间生产方式规避检
查的情况。

群众所反映的垃圾随意填埋的情况位于札萨克镇黄盖
西里村二社，属札萨克镇垃圾临时储存场，占地面积10
亩，远离河流、水源地等敏感区域。该垃圾临时储存场
原为取土场，2017年11月份开始临时储存札萨克镇镇
区居民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存放量约1万立方米。札
萨克镇已组织机械车辆开始将填埋垃圾清运至鄂尔多
斯市世纪银河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置，预计6月
20日前完成清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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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是立即开展边查边改。动用翻斗车12台、钩机
4台、6台装载机等大型机械及组织30多名工作人
员，正在对该区域进行恢复治理，切实解决历史遗留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推动矿山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二是强化长期整治。商都县国土资源局编制了
《商都县屯垦队镇大南坊村一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督促矿山企业进行恢复
治理。目前6家矿山企业正在实施矿山环境治理，9
月15日前完成削坡、填埋、覆土恢复植被等工作。
2.分期治理，持续整改。按照治理方案，商都县小
海子超采区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四年实现压减
目标1158.68万m3，使超采区地下水水位趋于稳定，
水位有所回升，采补达到平衡。其中，2017年压减
288.68 万 m3；2018 年—2020 年每年压减 290 万 m3。
2017年，通过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压减灌溉面积、调
整种植结构、封填机电井、严格实行地下水取水许可
等措施，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凉城县环保局、国土等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
该矿排污情况的巡查和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关于矿区存在环境脏、乱、差问题。现已开始清
理整治。3.关于尾矿库沉淀池进行覆土和植被恢
复。现已开始对沉淀池进行表面覆土待覆土完成后
进行植被恢复。4.关于未达到标高的排土场先进
行苫盖，待达到标高后再进行植被恢复。现正在进
行排土场苫盖工作。5.关于尾矿库下游河道进行
河道疏浚，清理河道内的抽水泵房及管道。现已开
始拆除泵房及管道并进行河道疏浚工作。

处理结果：2018年2月，自治区水利厅联合检查组对
察右后旗违规工业取用水企业进行专项执法检查期
间，要求对无证取水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我旗水利
部门于2018年5月对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下达了《责
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后水停字（2018）第
04号），给予蒙维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罚款10万元。
整改措施：一是为解决蒙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用地
下水问题，2016年市政府决定将集宁区碧水蓝天污
水处理厂中水输送到蒙维公司。工程于2016年9月
开工，截至2018年5月底全部完工，验收具备送水条
件（集宁—蒙维公司中水回用输水管道全线长54.5
公里，察右后旗段35.5公里），于2018年6月10日正
式送水投入使用；二是为全面达标排放、提高脱硫效
果，企业对自备电厂实施了湿法脱硫改造，已完成土
建工程，正在安装设备；电石厂采用全密闭环保型电
石炉，产生的尾气，全部回收作为燃料用于石灰石煅
烧。并对1#、2#电石炉除尘器进行了改造，有效实
现污染物达标排放。三是为有效防止扬尘污染，在
厂区内控制地段建设了防风抑尘网进行围挡，建成
原料库一座，在建原料库一座，部分原料已实现入
库，暂未入库的已全部苫盖。同时，为防止厂区内临
时存放的电石渣产生扬尘污染，按照环保要求企业
已开工建设全密闭临时储渣仓，预计6月底建成使
用。四是察右后旗2015年发现蒙维科技有限公司
倾倒粉煤灰、炉渣等，及时责令企业停止了拉运，及
时开展了清理工作，回填了土坑。今后，将进一步对
企业加大生态环境政策的宣传工作，要求企业一手
抓经营生产，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牢固树立保护生
态环境的发展理念。

（一）立即边查边改。目前，新丰热电厂粉煤灰在加水混
合拌湿后拉运至储灰场压实填埋后采取喷水、黄土覆盖
等措施进行处置。（二）强化长期整治。为进一步规范储
灰场作业，新丰热电厂已制定整改计划：灰场作业过程
中，尽量缩减作业面，并进行喷淋抑尘，减少扬尘对周边
农田和村民的影响；在作业过程中，按设计及规程要求
严格规范卸灰、推平、碾压作业规程，确保符合设计和环
保规定；根据机组负荷，合理调配拉土、拉灰渣等机动车
辆，保证贮存足够的覆盖黄土；制定了储灰场大风作业
规程，对在恶劣天气灰场作业进行严格管理；制定环境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按照预案要求定期演
练，确保储灰场安全运行。2018年6月，丰镇市环保部
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
规定处以罚款3万元。

关于群众反映地下饮用水被污染的问题，旗政府已
责成旗环保、卫生部门对垃圾临时储存场周边村民
饮用自来水及地下水进行监测。

商都县纪委监委已对县国土资源
局矿产管理股股长王亚峰、西井子
镇中心国土所所长杨涛进行了立
案审查决定对王亚峰、杨涛给予行
政记过处分。

1.旗农牧业局作为草原管理的主
管部门，在蒙维倾倒除尘面等废渣
对草原造成一定破坏时，没有及时
发现，工作履职不到位，已给予旗
农牧业局原局长张登峰、草原监理
所所长王成海政务警告处分。2.
由于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倾倒除尘
面等废渣对草原造成一定碾压破
坏，察右后旗草原监理所给予该公
司行政罚款2万元，给予全旗通报
批评。

对丰镇市环保局分管副局长张静
舆进行约谈，对丰镇市环保执法监
察大队在线监控中心主任王勇进
行了问责，给予诫勉谈话。

1.伊金霍洛旗委、政府决定对札萨
克镇在全旗范围内通报批评，并责
成札萨克镇党委、政府向旗委、政
府做出书面检查。
2.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党委对鄂
尔多斯市圣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予以诫勉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