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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镶白旗呼海通道南侧宝力
根陶海苏木对面，天恒矿业萤
石矿选厂未处理的污水排放
在选厂的西侧，通过暗管用高
压水泵向直径为一米的井里
排放。

1.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蒙王国际
小区商业楼22家餐饮服务企
业，油烟、排风口噪声扰民，私
自开孔往小区内排油烟，没有
任何处理油烟和排风机噪声
的措施；
2.金太阳供暖公司，供暖季锅
炉除尘设备分时段开启，每天
下 午 冒 黑 烟 、黄 烟 。

白音察干镇娜仁格日勒嘎查、
巴音淖尔嘎查，蒙维科技有限
公司严重污染地下水，人畜饮
水井被污染；夜间生产期间关
停所有除尘设备，严重污染空
气；到处填埋工业废物，灰尘
污染严重。

举报人反映鄂托克旗蒙西工
业园区德晟钢铁厂向西。蒙
闽煤业没有相关手续，运输煤
的过程中有扬尘污染。

锡林郭勒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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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镶白旗旗委、政府高度重视，旗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分别作出批示，要求立即组织相
关部门及宝力根陶海苏木根据举报相关问题线索开展调查并从速解决，旗纪委监委跟进调查。6
月18日-21日，正镶白旗先后4次组织环保、经信、国土、林水等相关部门及宝力根陶海苏木政府
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群众投诉反映天恒矿业公司有关问题进行现场核实。6月22日，正镶白旗环
保、林水、安监等部门，再次到天恒矿业进行复查，重点又对选厂西侧周边地区进行了调查。
正镶白旗天恒矿业有限公司萤石矿选厂，位于正镶白旗宝力根陶海苏木苏金宝力格嘎查呼海通道
（S5511）线南侧约50米处，该项目于2008年5月开工建设，2014年9月试运行，2016年9月正式生产。
企业2007年取得锡盟环保局《关于正镶白旗天恒萤石选厂（400t/d）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4
年取得锡盟环保局《正镶白旗天恒萤石选厂（400t/d）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2017年11月，因进
入冬季，企业向正镶白旗安监局申请停工；2018年春季，企业申请复工，由旗经信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进
行了验收并同意其生产。
经调查，该厂区西侧有2口水井，其中1口为当地牧民用井，1口为土地治理项目井。该2口井周边无明
管或暗管接入，也无动力电源及高压泵等设备，周边也无污水排放痕迹。

1.经四子王旗环保、食药监、建设、规划、城管、工商质监等部门核实，蒙王国际小区位于乌兰花镇
规划二街，沿街共有经营餐饮商户19家，存在私自打孔排放油烟、排风机产生噪音的现象，对小
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2.金太阳热力公司供暖期运行1台100蒸吨锅炉，应急备用20蒸吨的供热锅炉3台。1台100蒸吨锅炉
采用XTD型陶瓷旋风多管除尘，双碱法脱硫工艺，该供热锅炉除尘设备安装于锅炉本体与引风机之间，
二者紧密相连且无旁道等其他设备，供热运行期间，任何一项设备出现故障时，只能全部设备同时停机
检修，不存在锅炉运行期间除尘设施分时段运行情况。该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委托内蒙古航峰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锅炉废气、废水、噪声进行了监测，并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了监测报告（验收监测
报告MHF1803065附后），经监测，该公司运行期间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2018年1月12日8:00—1月13日5:00，由于金太阳供热公司100蒸吨锅炉水
冷壁管出现漏水，进行紧急抢修（抢修时间21小时），抢修过程中，为了保障居民供暖不受影响，临时启
用3台20蒸吨的应急备用锅炉供热，启动锅炉期间，由于锅炉与除尘设备均处于低温状态，不能全效运
行，出现过冒黑烟现象，持续时间未超过1小时，抢修完毕关闭备用锅炉，启用100蒸吨供热锅炉，恢复正
常供热。此次抢修由旗四子王旗建设局供热办派专人全程进行了监督。

1.“白音察干镇娜仁格日勒嘎查、巴音淖尔嘎查，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严重污染地下水，人畜饮水井
被污染”情况不属实。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建厂时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中水全部回用，不存在排污
现象。2016年9月，察右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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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进行检测，未检测出与蒙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PVA有关的污染源。2018年6月21日，乌兰察
布市水利局对娜仁格日勒嘎查和巴音淖尔嘎查的人畜饮水筒子井水质取样检测，已于6月26日
出具检测报告，检测结论证实人畜饮水均能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
准限值要求，没有检测出与蒙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PVA有关的污染源。
2.“夜间生产期间关停所有除尘设备，严重污染空气”情况不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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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氧量波动变化，导致2#监测点
（2:00至4:00）二氧化硫平均值超标，经及时抢修后于当日3:49恢复正常，未对空气造成严重污
染。
3.“到处填埋工业废物，灰尘污染严重。”情况部分属实。经察右后旗建材化工园区管委会核实，
2015年4月，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外包运输队擅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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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右后旗当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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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产生
严重的灰尘污染。经察右后旗建材化工园区管委会核查，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仅在上述的老龙湾
自然村一处偏僻土坑中进行过废渣倾倒，不存在到处填埋工业废物现象，举报中提到的“到处填
埋工业废物”的情况部分属实。

1.经查，“蒙闽煤业”是指鄂尔多斯市蒙闽煤业有限公司1.8MT/A选煤厂，位于蒙西高新技术工
业园区，2009年取得项目建设备案批复(内经重点字〔2009〕203号)，2011年5月16日取得环评
审批手续(内环审〔2011〕130号)，2012年 12月 11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503国用〔2012〕第
127号）。由于该项目自2013年初 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故无法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该公司于2012年底试生产。2013年初至今，因洗煤设备故障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洗煤场东、
南、北侧建有防风抑尘网，西侧建有围墙。2018年5月4日，蒙西环保局对该企业现场检查时发
现场地内新堆存煤炭约8万吨，当即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企业实施行
政处罚2万元，要求该企业于60日内将场地内堆放的煤炭全部清理完毕。在清理过程中，虽然
采取了道路洒水抑尘、车辆苫盖篷布，但是在装卸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扬尘现象。故“运输煤
的过程中有扬尘污染”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1.正镶白旗环保部门已聘请有资质的检测公
司对天恒选厂周边水井取样并进行检测，预
计10个工作日出检测结果。
2.正镶白旗政府要求旗环保等相关部门进一
步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对该企业取用水及排
污情况开展不定时检查。

1.针对蒙王国际小区的19家餐饮商户分类施
策，四子王旗政府于6月22日责成环保、食药
监、工商质监等部门对19家产生油烟或噪音
的餐饮商户立即依法停业整顿，并依据行业
管理职责制定整改方案，同时责令餐饮商户
加快整改进度，确保油烟和噪声达到排放标
准，并提供第三方监测公司出具油烟和噪声
达标排放的监测报告后，方可恢复正常营业。
2.四子王旗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加强对乌兰
花镇内供热公司的日常监管工作，实行定期
监测，确保达标排放。

1.近年来，察右后旗政府已通过“美丽乡村”“精准扶贫”
等工程，为20户以上集中居住的自然村全部解决了自
来水，有效保障了农牧民人畜饮水安全。
2.蒙维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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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察右后旗环保局针对2015年发现蒙维科技有限公司
倾倒粉煤灰、炉渣等，第一时间责令企业停止了拉运，及
时开展了清理工作，回填了土坑。
4.2017年11月以来，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以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为切入点，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一是蒙
维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与娜仁格日勒嘎查、巴音淖尔嘎
查拟共同建立联合党支部，共同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深
入开展；二是已与白音察干镇党委联系，针对当前脱贫
攻坚工作实际，决定为周边嘎查、村委会发展产业提供
资金、技术等帮助，目前正在制定实施细则；三是蒙维科
技有限公司已为饲草料缺乏严重的娜仁格日勒嘎查、
巴音淖尔嘎查常住户每户提供1吨玉米，解决牧民燃眉
之急。

2018年6月18日，蒙西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管委会
环境保护局对蒙闽煤业有限公司选煤厂进行现场
检查，该企业已清理存煤约5万吨，现场存煤约6万
吨，现场堆存的煤炭均使用抑尘网进行了苫盖，场
内道路进行了洒水抑尘，清理过程中，装运煤炭时
洒水抑尘，运输车辆全部苫盖了篷布，无超载现象。
下一步，蒙西环保局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责令蒙
闽煤业有限公司加大现场洒水抑尘频次，装运煤炭
时必须洒水抑尘。同时会同交管、运管等部门对园
区内运输车辆进行严格管理，各类运输车辆必须遮
盖篷布，不得超量装载、超速行驶，防止运输过程中
出现物料遗撒或泄露。

1.察右后旗纪委、监委于2018年6月11
日对察右后旗建材化工园区管委会主任
陈文智给予政务警告处分；6月12日对察
右后旗农牧业局原局长张登峰、察右后旗
环保局局长高树平、草原监理所所长王成
海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2.由于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倾倒除尘灰等
废渣对草原造成一定碾压破坏，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2018年6月13日，察右后旗草原监理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七
条规定，给予该公司行政罚款2万元（处罚
文号：察右后农牧（草原）罚〔2018〕63号），
并在全旗通报批评。
3.鉴于蒙维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工作存在
履职不到位的情况，2018年6月19日企
业启动了问责机制，给予分管环保工作的
副总经理胡俊腾行政记过处分；给予主管
环保工作的生产部副部长张绪俊行政记
过处分，并处罚款5000元；给予责任单位
电石厂厂长陈一兵、水泥厂厂长孔维华通
报批评，分别罚款5000元。

2018年6月20日，内蒙古华盛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给予下属子公司
鄂尔多斯蒙闽煤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免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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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乌审旗图克苏木
美林庙嘎查。孟克其煤矿填
埋煤矸石，面积很大，占用两
家的土地，污染地下水，现已
经不能喝井水了，抽出来的废
水直排至沙漠里，面积大约
1300亩。

举报人反映伊金霍洛旗乌兰
木伦镇补连塔村。神东天隆
化工公司综合化工生产厂区
位于补连沟，产生的工业有毒
污水直接排入补连沟，流入了
乌兰木伦河，给本地区及下游
人畜饮用水造成了严重污
染。该公司综合化工生产厂
制造的岩粉粉尘和防冻粉粉
尘排放严重超标。

五原县隆镇稀土 厂 ，产生工
业废气（黑灰色），污染周边环
境 ，影响周边村民身体健康
（人 闻 到废气味头疼）。稀
土厂工业废渣（辐射废渣）填
埋在地下 ，污染地下水资
源 、土壤 。 举报过环保督
查组 ，环保督查组来就停
产 ，环保督查组走后继续生
产。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市

土壤
水

水
大气

大气
土壤
辐射

1.“孟克其煤矿填埋煤矸石，面积很大，占用两家的土地，污染地下水，现已不能喝井水了”问题不
属实。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孟克其煤矿”应为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门克庆煤矿，2009年4
月10日取得环保审批手续（环审〔2009〕180号）。该矿煤矸石属于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018年6月12日，门克庆煤矿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煤矸石浸提液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矸石浸
提液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限值要求。通过现场调阅相关清运合同和台账，该煤矿产生的煤
矸石用于筑路和土地复垦，矸石利用与环评及批复相符。现场排查时，未发现煤矸石占用土地、
随意倾倒和非法填埋的违法行为。2018年5月21日，乌审旗环境监测站对图克镇梅林庙嘎查7
户牧民家地下水进行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除个别点位铁、锰超标外（铁、锰超标原因是因为
当地水体本底值导致），其他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Ⅲ类水质标准限
值要求。
2.“抽出来的废水直排至沙漠里，面积大约1300亩”问题部分属实。经查，该煤矿矿井水处理站
于2014年11月投入运行，每小时处理能力为1700立方米，采用絮凝沉淀+过滤消毒工艺，处理
后的水质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该矿环评批复矿井水不得外排，环评预测
矿井水正常涌水量每小时约为106 立方米，但由于地质原因，实际涌水量每小时约为710 立方
米。该煤矿到图克工业项目区输水管道已建成投用，但由于化工用水有限，为解决排水问题，该
煤矿在梅林庙嘎查临时修建了4座约307万立方米蓄水池，占地面积约1300亩，现存水约130万
立方米，蓄水池防渗措施为土工防渗膜。不存在“废水直排至沙漠里”问题。但经现场查看，防渗
膜局部有破损现象，导致部分矿井水发生外渗，该情况属实。

1.鄂尔多斯市神东天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乳化油、岩粉、封尘剂等产品，产品的生产工
艺都是由半成品加工为成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任何废水。厂区日常生产约有职工25人，日
产生生活污水约1立方米，厂区内配套建有60立方米的混凝土防渗池，生活污水通过混凝土防
渗池收集后，定期用污水罐车拉运至补连塔煤矿生活污水井，通过管道输送至乌兰木伦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生活污水不外排。经伊金霍洛旗环保局现场调查，未发现任何污水外排现
象，补连沟为干枯的水渠，没有流水痕迹。
2.该企业生产岩粉使用的原材料石灰石存放在场区内，且全部用防雨布苫盖，岩粉的生产全部在
全封闭车间内，生产工艺为将石灰石通过粉磨机研磨后直接装入编织袋，成品存放在半封闭的成
品库内并加盖苫布。在生产车间内配套建有布袋式除尘器用于收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
伊金霍洛旗环保局现场调查，企业防冻粉车间已于2016年停产，目前场地内无任何物料堆放，不
存在粉尘污染现象。

五原县润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建于2001年8月，年产15000吨碳酸稀土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于2003年5月6日由巴彦淖尔市环境保护局批复，2004年6月完成验收。2012年，该公
司通过了环保部稀土企业环保核查，并列入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
1.关于“稀土厂，产生工业废气（黑灰色），污染周边环境，影响周边村民身体健康（人闻到废气味
头疼）”问题。该公司一分厂稀土精矿焙烧过程产生的废气，经过四级喷淋塔降温吸收，然后进入
1、2号脱硫塔用强碱中和脱硫，经过气水分离器后，进入两级电除雾静电处理，最后经58米烟囱
高空排放。根据第三方机构检测和监督性监测结果，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均排放达标，
根据日常监管，未发现有黑灰色气体排放。但企业生产或环保设施偶发故障，废气对周边环境会
造成一定的影响。此项部分属实。
2.关于举报“稀土厂工业废渣（辐射废渣）填埋在地下，污染地下水资源、土壤”问题。该公司产生
的稀土废渣去除湿度后全部运往内蒙古包头放射废物库处置（2016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
共送贮废渣 25796.44 吨）；3 月份至今，所产生废渣2783.16吨暂存于临时规范标准渣库内（临
时渣库经巴环审表[2015]23号批准，并通过竣工验收）。根据县环保局日常监管检查，未发现有
填埋地下的情况，运输过程中严密苫盖，无“跑、冒、遗洒”现象。2018年5月22日，该公司委托内
蒙古乾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地下水及周边土壤进行了监测，报告编号分别为：QYHB-
W2018-268、QYHB-W2018-268，监测结果显示，五原县润泽稀土有限公司周边农田土壤所
有检测项目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表1二级PH>7.5标准；周边地下水所
有检测项目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此项不属实。
3.关于举报“举报过环保督查组，环保督查组来就停产，环保督查组走后继续生产”的问题。该企
业除因检修设备停产外，一直处于正常生产状态，不存在环保督查组来就停产，环保督查组走后
继续生产问题。此项不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1.乌审旗环保局于2017年 5月3日对该煤矿处以
行政处罚10万元；2017年5月24日后督察时发现
该矿未整改，于2017年6月8日对该煤矿自4月26
日起至5月 24日止实施按日连续处罚290万元；
2018年5月29日对该矿处以行政处罚20万元。
2.2018年 5月 31日，乌审旗人民政府对该煤矿就
矿井水治理问题进行约谈，责令企业采取有效措
施，严禁外排矿井水；保证矿井水处理设施稳定运
行，定期对水质进行取样监测。加快中天合创矿井
水综合利用系统工程的建设进度，确保8月底建成
投用，彻底解决煤矿矿井水治理问题。在矿井水综
合利用系统未投运期间，要求该煤矿将处理后的矿
井水通过管道输送至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矿井水综合处理项目，经处理后用于化工项目
生产用水。

今年，按照市、县环保部门监管要求，该企业配套了
废气在线监测设备，目前已完成设备安装。下一
步，五原县环保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加大环境
执法力度，确保达标排放。同时责令企业在设备发
生故障时，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环境安全。

1.2018年6月14日对该矿处以行
政处罚罚款10万元。
2.2018年 6月 18日，乌审旗人民
政府给予乌审旗环保局环境监察
大队东部中队中队长曹晓东行政
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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