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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扎鲁特旗阿
日昆都冷地区200
万亩草原受到严重
污染，八个村庄农
牧 民 被 迫 搬 迁 ，
2016 年又再次发
生污染增加两个村
庄搬迁。

喀喇沁旗西桥镇西
桥村南河套防护林
2000多亩被砍伐。

1.赤峰市中心城区
污水处理厂中水回
用率低；远联钢铁
和中色锌业两个企
业虽然建设中水管
网，但目前大量使
用地下水，地下水
水位下降严重。2.
赤峰市新城区南侧
的金剑、远航水泥
两个重污染企业还
在生产，环保组走
了就冒黑烟。3.喀
旗云铜大量使用地
下水，污染地下水，
使锦山城区水位下
降，锡泊河经常断
流。4.松山区初头
郎镇硅石矿无任何
手续进行开采，并
建设硅石加工厂，
破坏了100亩多的
生态环境。5.赤峰
市城区万达 A 区
北侧、西侧烧烤烟
气呛人，环保组在
内蒙他们会注意，
环保组走了，每晚
八九点全是黑烟。
6.赤峰老城区赤峰
制药厂厂内经常流
出污水，气味难闻。

1.林西县在巴林右
旗索博日嘎镇太平
村的边界线上建立
了铅锌冶炼厂，导
致乌烟滚滚，空气
受到严重污染，并
致使我们村的八万
亩草原受害。2.致
使我们小组762亩
退耕还林地变成沙
漠。3.国家项目京
津沙园项目 5000
亩也成为黄沙一
片，现黄沙吞噬土
地已高达 600 亩。
4.国家万亩飞播项
目，现在寸草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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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众反映“2013年扎鲁特旗阿日昆都冷地区200万亩草原受到严重污染，八个村庄农牧民被迫搬迁”的问题，该情况部分属实。
“阿日昆都冷”实为“阿日昆都楞”镇，临近扎哈淖尔工业园区和霍林河工业园区。2016年以前，因两个工业园区电解铝产业集聚，
虽然达标排放，但氟化物在牧草表面常年累积，加之气象、地势等因素影响，对阿日昆都楞地区草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个别牲畜
患异牙病情况。为进一步引导牧区群众转方式、促增收，巩固北部牧区生态建设成果，2013～2014年，按照“政府引导、群众自愿、
统筹规划、分类安置”的原则，扎鲁特旗制定了《阿日昆都楞地区生态移民安置工作实施方案》（扎党办字〔2013〕44号）和《阿日昆都
楞地区生态移民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扎政发〔2013〕8号）。累计筹措资金2.7亿元，按照“搬迁移民户有一份生活补贴、有一套安居
住房、有一份养老保障、户均有一人稳定就业”的搬迁安置办法，搬迁转移阿日昆都楞镇哈拉嘎图、明格日图、农场、温都敦吉、那仁
宝力皋、白音敖包图、骆驼脖子、海拉苏台、乌力木吉9个嘎查（自然村）458户、1251人。
2.群众反映“2016年又再次发生污染增加两个村庄搬迁”问题，该情况不属实。哈日努拉嘎查位于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镇东北部，
北与兴安盟接壤，总土地面积12.3万亩，其中草牧场8.9万亩。由于该嘎查产业结构单一，长期超载放牧，造成草牧场严重退化，加
之该嘎查前面临山、后面临霍林河，每年雨季山洪暴发、河水外溢，前后冲击，已不适宜居住，哈日努拉嘎查的群众强烈要求搬迁。
2016年，在通辽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累计筹措资金1.7亿元，实施了生态移民整村搬迁工程，整体移民搬迁哈日努拉嘎查331
户、865人。2016年以来，扎哈淖尔工业园区及霍林河工业园区电解铝企业煤电铝污染物近零排放示范工程相继调试运行，实现了
电解铝烟气污染物的近零排放，最大限度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基本控制了新的污染源。2016年至2017年，通辽市均完成了对通
辽北部地区（霍林郭勒市、扎鲁特旗）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监测内容包括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气等。监测结果显示，通辽北
部地区地表水、地下水氟化物均达标，监测区域内土壤氟化物与当地背景值无明显差异。通过对牧草生长季氟化物监测结果来看，
除铝厂附近极个别点位高于参考标准限值外，其余所有监测点位氟化物浓度均低于40mg/kg参照标准限值。2016年和2017年
环境空气氟化物日均值监测结果全部达标。

群众举报内容部分属实。喀喇沁旗西桥镇西桥村80余户非法占用商品林地613.65亩，喀喇沁旗森林公安局于2016
年9月共立案调查涉林案件77起，其中林业行政案件立案调查61起，行政处罚61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16起，已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喀喇沁旗法院已对涉案人员做出裁决。2017年春季，喀喇沁旗西桥镇政府完成该地块林地植
被恢复工作。2018年 6月 3日，经喀喇沁旗林业局验收，恢复林地面积872亩，栽植树种为苹果、梨等，成活率达
80%。2018年6月11日、19日，经两次实地核查，未发现该地区有毁林复耕现象。

1.关于“赤峰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中水回用率低；远联钢铁和中色锌业两家企业虽建设中水管网，但仍大量使用地下水，地下水水
位下降严重”问题部分属实。赤峰市中心城区日生产再生水12.5万吨左右，其中，工业企业循环冷却用水约3.5万吨/日，河道景观
绿化用水约1.3万吨/日，农田灌溉用水约7.7万吨/日。赤峰远联钢铁和中色锌业已逐步使用中水，2017年远联钢铁使用中水119.7
万吨、地下水89.9万吨；中色锌业使用中水37.7万吨、地下水198.9万吨。2018年1—5月，远联钢铁使用中水119.6万吨、地下水
43.7万吨；中色锌业使用中水24.1万吨、地下水80.8万吨。目前，两家企业均按照赤峰市封闭（关停）自备井实施方案，逐年关停自
备水源井，其中，远联钢铁原有自备水源井7眼，2017年关停4眼；中色锌业原有自备水源井4眼，2017年关停2眼。根据《赤峰市
中心城区地下水环境监测报告》（2017年度）显示地下水位呈整体上升态势。
2.关于“赤峰市金剑、远航水泥两个重污染企业还在生产，环保组走了就冒黑烟”问题部分属实。群众举报的赤峰金剑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赤
峰远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均位于赤峰市新城区南侧，两家企业按照要求建设了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废气排放口均安装了烟气在线监测设施，
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实时监控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经调阅两家企业烟气在线监测数据及日常监测见报告，未发现大气污染物超标排
放行为。但两家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因管理不到位、工艺参数控制不当，部分生产工段偶尔会出现排放的烟气不正常问题。
3.关于“喀旗云铜大量使用地下水，污染地下水使锦山城区水位下降，锡泊河经常断流”问题部分属实。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现生产、生活用水均取自地下水。该公司于2007年 7月1日初次取得取水许可，按要求定期进行延续，许可取水量171.93万
m3。调取该公司2015—2017年取水总量分别为62.8万m3、77.44万m3、61.95万m3，各年度用水总量均未超出许可取水量。同时
该企业在2016年委托第三方开展水平衡测试，测试结论为该公司用水定额达到了相应的行业用水定额标准，企业用水合理。该公
司生产、生活废水共有7种，其中，经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与生产设备冷却水通过污水管网外排至赤峰锦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冶炼烟气制酸净化污水、厂区内初期雨水、煤气发生站冷凝废水、电解车间冲洗地面水、磨浮车间浮选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生产
工序，不外排。调阅2015年以来，该公司废水及地下水监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厂区废水总排放口所有监测项目均分别符
合《地下水质量标准》和《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2018年6月19日，喀喇沁旗对该公司厂区周边4个生活水源井、3
个观测井和厂区内1个自备水源井地下水进行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各监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标准。
4.关于“硅石矿无任何手续进行开采，并建设硅石加工厂，破坏了100多亩的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群众举报硅石矿为赤峰金源
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8年9月24日初始取得采矿许可证，延续至2019年10月24日。2016年9月，该公司在未取得用地审
批手续的情况下，在矿区内违法占地建设总面积6711.88 m2的厂房、堆料场、水池子。针对该公司存在的上述问题，松山区国土分
局2017年3月1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没收了该公司新建违法建筑物，并于2017年4月5日移交
给松山区人民政府进行拍卖处理。6月21日，经现场查看，该公司没有新建和再次生产。
5.关于“赤峰市城区万达A区北侧、西侧的烧烤烟气呛人，环保组在内蒙他们会注意，环保组走了，每晚八九点全是黑烟”问题部分
属实。群众举报区域有6家烧烤店，除1家烧烤店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外，其余5家均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同时，红山区采取突击夜
查方式，排查周边区域，未发现“烟气呛人、全是黑烟”问题，但在部分地段确有异味。
6.关于“赤峰老城区企业赤峰制药厂厂内经常流出污水，气味难闻”问题部分属实。群众举报的赤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配套建有污
水处理站、锅炉脱硫除尘设施，生产废水、废气均经过处理排放且实现在线联网监测。其污水处理站是在原有污水站基础上改造
的，2010年10月12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设计日处理废水3000吨，实际日处理废水2200-2500吨，各车间产生的废水均通过废
水输送收集装置收集排入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最终排入市政管网。该公司在维生素B2车间装有低温等离子气味净化装置等异
味吸收装置6套，在污水处理站加装UV光催化氧化设备，有效降低了异味排放。目前，该公司部分车间停产技改，待恢复生产后，
红山区将针对群众举报事项再次进行调查核实。

该案件与6月12日编号D150000201806120050、6月14日编号D150000201806130061举报内容部分重复。针对群众多次举
报，赤峰市政府于2018年6月19日组织市环保局、市林业局、市农牧业局、市国土局、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林西县政府、巴林右旗政
府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了重新调查核实。群众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群众举报的“冶炼厂”位于林西县五十家子镇，与巴林右旗白塔子苏木接壤。2007年，林西县五十家子镇引进了1家铅冶炼企业，
但因生产工艺不符合产业政策，林西县政府已于2009年将该企业关停。之后，林西县远大矿产品有限公司在原冶炼厂厂址建设了
300吨/日铅锌矿石选矿项目，并取得了经信和环保部门的备案手续，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该企业于2018年5月中旬恢复生
产，6月7日停产。现场检查，尾矿库有部分干滩面，遇风易产生扬尘。
2.关于“762亩退耕还林地变成沙漠”问题部分属实。退耕还林项目位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原朝阳乡东升村四组，2005年落实了
669亩退耕还林任务，涉及18个小班地块。由于该项目区与林西县五十家子镇羊场沟村临界，遭到该村村民持械到项目区抢牧，并
人为破坏，造成该项目区林木全部灭失。2010年索博日嘎镇政府与当地嘎查村民协商，将原退耕还林地块669亩变更至索博日嘎
镇吉布图嘎查。2010年5月6日，赤峰市林业局治沙管理站《关于巴林右旗退耕还林工程变更地块的批复》对变更退耕还林项目进
行了批复。巴林右旗林业局于2010年完成了施工作业，变更后的退耕还林地达到了设计要求，目前林木状况良好。
3.关于“京津沙园项目5000亩成为黄沙一片，现黄沙吞噬土地已高达600亩”问题部分属实。群众举报“退耕还林5000亩京津沙园
项目”实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东升村2006年实施的水利水保项目（京津风沙源5000亩治理项目）。该项目西临林西县五十家子
镇羊场沟村。项目共栽植榆树、杨树40余万株，同时间作播种锦鸡3225亩，于2007年5月通过自治区验收。自2008年起，林西县
五十家子镇羊场沟村以边界纠纷为由，多次组织村民到项目区进行破坏活动，连续几年的放牧，致使该项目区实施的植树种草项目
全部破坏。
4.关于“国家万亩飞播项目，现在寸草不生”问题不属实。五十家子镇羊厂沟村从来没有进行过万亩飞播任务。位于索博日嘎镇
（原朝阳乡境内）太本庙村南地块，有2001年实施的一万亩牧草综合治理项目，播种的草种是小叶锦鸡儿、沙打旺和沙蒿的组合，项
目于2002年通过验收。2005年项目地块变更为放牧场，实施季节性禁牧并利用至今。经现场核查，作为治沙主力作物的小叶锦
鸡儿生长依然良好，在播区大范围内成片分布，继续发挥着固沙、防沙的生态效益（沙打旺、沙蒿超过生长年限且本地自繁很难），未
发现有人为破坏或开垦草原行为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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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加强迁出区草原生态管护。严格落实草原的管
护责任，充分发挥阿日昆都楞搬迁区域管理办公室和
12个管护站、130名管护员的草原管护作用，全力做好
阿日昆都楞地区迁出区草原全年禁牧围封管护工作，
加大监督执法工作力度，推动迁出区草原生态持续好
转。
2.持续扶持主导产业发展。全面落实天然草原现代畜
牧业示范工程，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禁牧舍饲政策，大
力实施“减羊增牛、提质增效”战略，扶持阿日昆都楞
地区群众发展牛产业，切实保护好草原生态，促进群
众持续稳定增收。
3.积极促进转移就业增收。针对群众转变生产方式困
难的实际，利用自治区生态脆弱地区移民项目，结合
鲁北镇棚户区改造，规划建设生态搬迁安置住房，宣
传动员阿日昆都楞地区低保户、五保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流转草牧场，促进草牧场规模经营，鼓励群众转
移就业增收。

喀喇沁旗将督促属地政府积极做好群众解释工作，切
实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工作，加大森林管护宣传力度，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1.要求各相关旗县区继续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监督管
理，督促企业定期更换、维护环保设施，确保污染防治
设施长期稳定运行，避免出现大气污染问题。
2.2019年底，关停赤峰远联钢铁有限公司和赤峰中色
锌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全部自备水源井。
3.喀喇沁旗已启动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退城入
园项目，预计于2018年10月前停产，将从现址搬迁到
元宝山区马林有色金属产业园区，届时将使用疏干水
或中水，生产用水不再使用地下水。
4.松山区国土分局责令赤峰金源矿业有限公司限期于
2018年12月31日前完善土地用地手续。
5.红山区依法对原野部落未安装油烟净化器问题下达
停业整改通知书，限期于2018年 6月 26日前安装油
烟净化装置。同时，继续加大排查整治力度，督促烧
烤生产经营单位定期清洗维修设备，确保油烟净化设
施正常运转。
6.要求红山区在赤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恢复生产后，
针对群众举报事项再次进行调查核实。同时，加快推
动该企业“退城进园”实施进度，将整体迁入红山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1.针对林西县远大矿产品有限公司尾矿库有部分干滩
面问题，责令企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扬尘现象；
同时责成林西县环保局加强监督管理。
2.针对京津风沙源5000亩治理项目区实施的植树种
草项目全部破坏问题，要求巴林右旗政府负责实施植
树种草，恢复生态，限期于2020年5月前完成整改。
3.由林西县政府加大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林西县
五十家子镇羊场沟村村民越界破坏生态行为。

赤峰市监察
委已对第一
个问题启动
问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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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尼特右旗赛汉塔
拉镇周边黏土砖厂
（5 家），黑烟，扬
尘、黑煤粉扰民问
题。

锡林郭勒盟 大气

经核查，苏尼特右旗共有制砖企业5家，其中赛汉塔拉镇周边4家，3家在生产中，1家停产。乌日根塔拉镇有1家，距赛汉塔拉镇65
公里处，不属于赛汉塔拉镇周边范围之内。
1.苏尼特右旗赛汉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原赛汉制砖厂）。经核查，该公司根据《关于苏尼特右旗赛汉制砖有限公司建筑垃圾、工
业废渣综合利用烧结多孔砖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的通知》（苏右经信字〔2015〕26号）《关于苏尼特右旗赛汉制砖有限公司年产20万立
方米加气砌块及板材生产线项目的备案》（苏右经信字〔2017〕4号），对生产设施、工艺进行了技术改造，主要生产多孔砖、加气砌块
及板材，备案手续齐全。所使用的原材料为废弃铁矿石、工业固体废渣（冶炼废渣）、粘土及建筑垃圾，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鼓励类建材第11条废矿石、尾矿和建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2月21日;
该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16年1月23日由旗环保局批复。经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染防治设施（脱硫除尘器）运行中。破碎
工段建有1600平方米封闭车间，配套安装布袋除尘器2套；制坯工段建有300平方米封闭车间；原料炉渣、矿渣、黏土露天堆放，矿
渣均使用尼龙网进行苫盖，炉渣和黏土部分未进行苫盖。厂区距离赛汉镇约5公里，周边有2户牧民，距离厂区最近的牧民约有1
公里。现场存放的产品有多孔砖和墙体砌块。
2.苏尼特右旗永泰制砖有限责任公司（隶属额仁淖尔苏木）。经核查，该公司根据《关于苏尼特右旗永泰制砖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垃
圾、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烧结多孔砖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备案的通知》（苏右经信字〔2016〕13号），对生产设施、工艺进行了技术改造，
主要产品为多孔砖，备案手续齐全。所使用的原材料为废弃铁矿石、工业固体废渣（冶炼废渣）、粘土及建筑垃圾，符合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建材第11条废矿石、尾矿和建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8年1月27日至2019年1
月27日; 该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17年1月15日由旗环保局批复。经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染防治设施（脱硫除尘器）运行
中。破碎工段建有400平方米封闭车间；制坯工段建有300平方米封闭车间；原料炉渣、矿渣、黏土和燃料煤露天堆放，燃料煤均使
用尼龙网进行苫盖，矿渣、炉渣部分进行苫盖，黏土未进行苫盖。厂区距离赛汉镇约7公里，周边有2户居民，其中1户牧民距离厂
区约有1.5公里，1户种植地居民，距离厂区约200米。现场存放的产品有多孔砖。
3.苏尼特右旗联谊制砖有限公司。经核查，该公司未办理备案手续，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8年2月3日至2019年2月3日;该公
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06年8月30日由旗环保局批复。经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染防治设施（脱硫除尘器）运行中。破碎工段
建有680平方米封闭车间；制坯工段建有500平方米封闭车间；原料炉渣、黏土、燃料煤露天堆放，黏土、燃料煤未进行苫盖，炉渣部
分进行苫盖。厂区距离赛汉镇约5公里，周边无居民。厂区内堆放有多孔砖和少量黏土实心砖。
4.苏尼特右旗顺达制砖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该公司未办理备案手续，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8年1月27日至2019年1月27
日; 该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06年7月18日由旗环保局批复（编号2006-118）。该公司因未按环保要求安装大气污染防
治设施，存在黑烟外排现象。2016年5月18日，旗环保局对苏尼特右旗顺达制砖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苏右
环改字〔2016〕61号）；2016年7月29日，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3万元罚款，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按照环保要求安装大气污
染防治设施；2017年8月9日，对其下达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企业2017年8月停产至今。经现场检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厂区
内未发现生产的痕迹，也无产品堆放。
5.苏尼特右旗强靖制砖有限公司（原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苏庚砖厂）。该公司未办理备案手续，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8年1
月27日至2019年1月27日;该公司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6年10月8日由旗环保局批复。主要产品为多孔砖和黏土实心砖。经
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染防治设施（脱硫除尘器）运行中。破碎工段未按环保要求建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制坯工段建有360平方米
封闭车间；原料炉渣、黏土、燃料煤露天堆放，未采取苫盖等污染防治措施。厂区内堆放有多孔砖和少量黏土实心砖。苏尼特右旗
赛汉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联谊制砖有限公司、永泰制砖有限责任公司3家公司未按环保相关规定对原料炉渣、黏土及矿渣等进
行妥善苫盖，遇到大风天气，扬尘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联谊制砖有限公司在未办理备案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开工生产。
顺达制砖有限公司未办理备案手续、未按环保要求安装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对赛汉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联谊制砖有限公司、永
泰制砖有限责任公司3家公司排放的烟气进行检测，待检测报告出来后如确有污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强靖制砖有限公
司未按环保要求建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对堆放的原料采取苫盖措施。

属实

成立由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分管副旗长任组长，环
保、经信、国土、食药工商质监、生态等部门为成员的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责令苏
尼特右旗赛汉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永
泰制砖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环保相关规定，对原料炉
渣、黏土及矿渣等进行苫盖，有效抑制扬尘污染。责
令以上3家公司聘请监测机构，对排放的烟气进行检
测，待检测报告出来后如确有污染，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责令苏尼特右旗联谊制砖有限公司停
产整顿。责令苏尼特右旗顺达制砖有限公司在未达
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标准和环保相关要
求之前不得开工生产。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增加巡查
频次，防治违法生产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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