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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审旗乌审召镇查干庙嘎查，蒙华铁路公司修铁路施工车
辆破坏举报人草场，导致牛羊死亡，给当地环保局和林业
局上访过很多次没有得到解决。

准格尔旗魏家峁镇华能集团露天煤矿夜间施工噪声污染
大，扬尘污染严重。

达拉特旗昭君镇查干村平房也社河塔沟瑞光煤矿公司污
染环境，影响居民生活，作业时噪声污染严重。

达拉特旗薛家湾镇厅子堰露天煤矿，采矿炸药产生噪声扰
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

乌审旗乌审召镇查干庙嘎查，蒙华铁路公司在草场上砍伐
树木，修建铁路晚上施工，向有关部门反映没人管。

海南区拉僧庙老石旦以防火工程为由拉煤，山体破坏，造
成风沙大，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举报也不受理，以前承诺
给的污染费也不给了。

海勃湾区幸福新村北区回迁楼紧邻内蒙古北大电厂的烟
囱，有烟尘污染。

乌拉特前旗耀辉矿业公司在大佘泰牧场四分场开采硅石，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扬尘噪声污染严重，举报人举报多次
没人管理。

乌拉特前旗黑柳子工业园区里的工厂污水直排。

五原县龙镇先锋5队有炼铁厂企业正在建设中，存在环境
污染的隐患，希望领导能阻止。

乌拉特前旗沙脑包村委会把生活垃圾及牲畜尸体倒入山
水沟，并用土遮盖垃圾，污染环境。（山水沟通往黄河）。举
报人有影像资料。

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兴亚化工厂散发恶臭气味，厂房周边堆
放工业废渣，举报人怀疑工业废水也偷偷排放。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乌海市

乌海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阿拉善盟

生态

大气、噪音

噪音

噪音

生态

其他污染

大气

生态、噪音、
大气

水

其它污染

土壤

大气、土壤、
水

蒙华铁路在乌审旗境内施工长度约186公里，施工车辆
均在乡村公路或征地红线范围内便道行驶，不存在破
坏、压坏草场的问题。群众所反映的牛羊死亡问题，据
了解为举报人饲养的一头怀犊母牛于2017年冬天在自
然冰面滑到，导致牛犊意外流产死亡。

经调取该煤矿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2018年6月4日监
测报告数据显示，厂界四个监测点位噪声和颗粒物浓
度均符合相关标准。该煤矿现有7台洒水车开展洒水
降尘作业，现场核查时并未发现村民反映“扬尘污染严
重”的现象。

关于群众反映该煤矿大气、水污染方面问题的调查情况，已
在2018年6月12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市群
众举报环境问题办理情况公示（第二批）中说明。关于群众
反映该煤矿噪声污染问题，第三方监测单位2018年6月9
日出具的噪声监测报告显示，该矿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经调查，该问题属实，属重复举报问题，已在2018年 6
月12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市群众举报环
境问题办理情况公示（第二批）中说明。

群众所反映问题位于乌审旗查干庙嘎查查干庙牧业
社，根据蒙华铁路建设需求，需征收该举报人父亲所有
的24.2799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乌审旗政府发布了征
地公告，于2016年1月15日与举报人父亲签订了征收
手续，并拨付了补偿款。2018年 5月28日施工方对已
征收的6亩土地地上附着物进行清理，不存在砍伐树木
问题。
关于“夜间施工”问题，去年年底，因工程建设需要，施
工方曾在夜间装卸材料，曾出现扰民现象。此后在全
面铺轨以来，不存在夜间施工情况。

由区委书记、区长牵头，第一时间组织分管副区长和相
关部门对举报反映问题认真调查处理。

群众举报“海勃湾区幸福新村北区回迁楼紧邻内蒙古
北大电厂的烟囱，有烟尘污染”的情况不属实。海勃湾
区幸福新村北区回迁楼小区周边没有名为“内蒙古北
大电厂”的电厂。该小区西北侧有一家电厂为北方联
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热电厂。此次信访反映问题
与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群众举报问题(受理编号:
X150000201806070013)为同一个问题。

乌拉特前旗耀辉矿业有限公司年采1.7万吨硅石项目
位于乌拉特前旗大佘太牧场西大沟，于2006年 11月 1
日通过旗环保局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08年 12月 14日通过旗环保局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采矿证有效
期为2016年8月11日至2019年8月11日。

乌拉特前旗工业园区的排水企业有13家，污水排放量
500吨/天，全部为生活污水，由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收
集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经排查，未发现园区内企业存
在污水直排现象，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该企业于2018年4月28日办理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五
原县庆富盛修造厂;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
先锋五社；经营者：云春强；经营形式：个人经营；经营
范围：电焊、农机具、铸造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办理立
项、用地、环保等手续，擅自在住宅院内和院外空地建
设约552平方米钢结构厂房，目前正在建设主框架，设
备未安装，未开展经营活动。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一是该村继农村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之后，设立了自然村组垃圾集中转运
点，并聘有保洁员，定期对组内垃圾进行清理，转运至
指定地点进行处置，未发现村委会把生活垃圾及牲畜
尸体倒入山水沟问题。二是镇、村两级先后于2018年
5月31日和6月10日发现山洪沟内有少量生活和建筑
垃圾，及时组织机械进行了清理转运。

举报内容部分属实。1.举报称“雅布赖兴亚化工厂散
发恶臭气味”部分属实。该企业产生异味的主要原因
是在配料阶段使用硫化碱时会有极微量硫化氢气体逸
散，反应釜、管道卸压时二甲基二硫、甲硫醇、甲硫醚气
体也会产生逸散。该企业落实环评要求，使用氢氧化
钠溶液负压吸收处理配料阶段产生的硫化氢气体，同
时对结晶工段后剩余的二甲基二硫、甲硫醇、甲硫醚气
体进行两级冷凝处理后，将不凝气体送缓冲罐集中收
集进行焚烧处理。根据阿盟环境监测站和上海华测品
标监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检测报告显示，厂界空气质
量指标中，甲硫醇未检出，硫化氢、甲硫醚和二甲基二
硫浓度最大值为 0.006毫克/立方米、0.0352毫克/立
方米和0.0581毫克/立方米，均低于《国家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4554-93）0.06毫克/立方米、0.07毫克/
立方米和0.06毫克/立方米限值。经核查该企业周边
环境敏感点并调阅该企业环境信访资料，距该企业最
近的环境敏感点为企业西南方3.5千米的中泉子居民，
常驻居民约60人，2016至今阿拉善右旗环境保护局未
接到任何关于该企业的举报。同时通过现场调查，
2018年 4月28日该企业因“二甲基二硫项目原料工段
硫酸二甲脂冷凝机机械故障维修”全面停产，截至目前
始终未启动生产。停产期间由于冷凝、焚烧等污防设
施均处于停运状态，反应釜、管道内残留的二甲基二
硫、甲硫醇、甲硫醚自然逸散，厂区内部分车间附近可
闻到轻微异味。2.举报称“厂房周边堆放工业废渣”不
属实。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废主要为十水
硫酸钠（含水芒硝）全部运送至雅布赖化工公司用于生
产硫化碱。产生炉渣用于场地平整、铺路。未发现有
工业固废乱堆乱放。3.举报称“怀疑工业废水也偷偷
排放”不属实。该企业只在二甲基二硫和硫酸钠溶液
浓缩过程中产生蒸发出的水分，经冷凝收集于储水罐，
全部用于硫化碱化料工段所用，工业废水实现闭路循
环。未发现偷排暗管和存留的工业废水，不存在“工业
废水偷偷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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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区煤监大队、环保局现场调查，所举报的问题为
乌海市海南区一处老石旦小一号采空区治理有限公
司实施的采空区灾害综合治理工程，治理过程中的
回收残煤和露天剥离作业造成扬尘。环保部门已对
相关污染问题作了相应处罚。政府部门没有给任何
人承诺过污染费。

该案完成三级信访程序，已终结。幸福新村北区与
海勃湾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基本一致，幸福新村北区
与周边其他小区相比，环境质量无明显差异。

责成企业加快完成破碎工段喷淋和全封闭设施安
装，同时要求企业必须对原料堆场安装防尘设施，达
到环保相关要求，经验收批准后方可复产。

当地政府继续加强对涉事企业生产环节和周边生态
环境的监测治理力度。

1.庆富盛修造厂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及用
地手续，擅自开工建设，属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当地环保、国
土部门已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企
业立即停止违法建设。
2.当地政府于6月 12日注销了企业营业执照。要
求企业于7日内拆除所有违法建筑，恢复原状，并责
成隆兴昌镇、国土、环保部门各派1名工作人员现场
盯办，直至拆除完成。

乌拉特前旗将以此次环保督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对群众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促进形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并建立群管群治和集中管护相结合的长效工
作制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垃圾转运点、建筑垃圾
填埋场硬件建设，强化监督检查，做到生活垃圾定时
清理转运，建筑垃圾及时入场填埋。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该企业监管，督促企业强化管
理，不断改进工艺，优化异味治理的措施及设施，杜
绝恶臭气体“跑冒滴漏”，确保最大限度消除异味。
同时针对异味定期开展监督性监测工作，确保该企
业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1.乌审旗旗委、政府对乌审召镇党
委书记、镇长进行约谈。
2.乌审旗旗委、政府对蒙华铁路蒙
陕指挥部副总指挥长进行约谈。

（上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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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徐扬 张毅荣

“我叫海涵，我只学了10个月的汉
语，如果说得不好，还请大家多多海
涵。”德国高一学生海涵边说边给观众
们拱了拱手，这一关于谐音的段子博得
一片掌声。

这是16日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第
11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德
国区决赛现场的一幕。来自埃森市伯
乐文理中学的海涵在才艺展示环节深
情献唱了中文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最
终获得本次大赛的第三名。

决赛中，来自德国各地的15名参
赛者需经过演讲、答题和才艺表演三个
环节的测试。演讲是展现选手汉语水
平和对中国了解程度的试金石。17岁
的多里安演讲的题目是《绿色长城》。
在她眼里，古代的中国长城是为了防
御敌人，今天的绿色长城——三北防

护林则是中国抵御荒漠化的新长
城。15岁的梦迪演讲的题目是《让老
人生活更精彩，德国要向中国取经》，
讲述了他在上海生活的4个多月时间
里对中国老年人生活的感悟，认为德
国要向中国学习，让老年人生活更丰
富多彩。

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难不倒
这些杀入决赛圈的选手。就算面对

“舀”字有多少笔画这样的难题，18岁的
秦致远也能对答如流。

从诗朗诵《木兰辞》和《你是人间四
月天》，到演唱《我爱你，中国》和《长江
之歌》，选手们竞相展示才艺。18岁的
达佳以女高音的专业水准声情并茂地
演唱了《我爱你，中国》，赢得了评委们
的一致肯定。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最
终秦致远和达佳杀出重围，共同获得冠
军。他们将代表德国参加今年秋季在
中国云南举办的总决赛。

秦致远赛后对记者说：“我学习中

文已经有五六年了，起因是12岁时生
病看了中医，从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
厚兴趣，学习汉语也一发不可收。”他
说，自己的中文名字姓氏来源于中国第
一个皇帝秦始皇，“致远”则来自中国古
训“宁静致远”，希望自己在学习汉语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大赛评委、不来梅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朱锦说，从这几年“汉语桥”比赛的情
况看，德国中学生的汉语能力普遍有所
提高。

出席决赛的中国驻德大使馆教育
处公使衔参赞刘立新说，德国政府正在
促进“中国能力”在德国的提升与发展，
这将有助于提升德国中学生学习汉语
的热情和兴趣，有助于中德两国的文化
交流。

达佳说：“就像比赛的名字‘汉语
桥’，通过学习汉语，我们将为德中两国
搭建沟通交流之桥。”

（新华社柏林6月16日电）

“我们将为德中两国搭建沟通交流之桥”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德国区决赛侧记

6月16日，龙舟在葡萄牙北部城市阿威罗市中心的水道上航行。 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来临之际，由阿威罗大学孔子学院和阿威罗
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端午龙舟巡游活动16日在葡萄牙北部城市阿威罗举行，吸引了当地大批民众前来观看。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 摄

葡萄牙阿威罗举办端午龙舟巡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