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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乌日根
塔拉苏木娜仁宝力格
嘎查，查干淖尔碱矿把
污水直排到草场上，排
放污水地方不长草，臭
味一直污染着周边牧
户。

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
拉镇娜任宝力格嘎查，
碱矿的污水直接排放
草场。

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
高载能工业园区宏宇
钛业有限公司，多年以
来使用国家明令淘汰
的敞口小型矿热炉冶
炼钛渣，利用沥青和含
硫很高的焦炭为燃料，
产生大量浓烟尘，造成
严重大气污染，风声紧
了就停产躲避检查，过
后照常生产。

乌审旗西南环保公司、
乌审旗恒盛环保公司、
杭锦旗豪鑫瑞源环保
公司、鄂托克旗豪鑫绿
科环保公司等处理污
水污泥公司，大量堆放
污泥不进行处理，对环
境有影响。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鄂尔多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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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查干淖尔碱矿把污水直排到草场上问题属实；排放污水地方不长草，臭味一直
污染着周边牧户，将依据鉴定结果确定是否属实。
（一）关于查干淖尔碱矿把污水直排到草场上问题。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举报所称查干淖尔碱矿
实为苏尼特碱业公司，其生产废水主要包括“化工系统生产废水”、“高浓盐水”和“生活污水”，其中“化工系
统生产废水”、“高浓盐水”未向碱湖以外区域进行排放，已实现循环利用。1.化工系统生产废水。苏尼特
碱业公司化工系统生产废水处理工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于1998年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批复。化工
系统生产废水通过地沟排向碱湖，经收集池泵吸至清污分离管道，再经洗泥制卤现场制取卤水，产生的卤水
用与制取纯碱，该废水未向碱湖以外区域进行排放，实现循环利用。2.高浓盐水。苏尼特碱业公司锅炉高
浓盐水处理工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于1998年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批复。脱盐水工艺采用多介质过
滤器、微米过滤器、反渗透等工艺用于制取硬度和碱度合格的脱盐水。在脱盐水制取过程中产生部分高浓
盐水汇集至高浓盐水池，经过高浓盐水泵吸至热电车间作为冷却水使用，高浓盐水二次使用后经地沟收集
在杂水箱中作为锅炉脱硫工艺补水使用，经脱硫过滤固体颗粒物后通过地沟排向碱湖，经收集池泵吸至清
污分离管道，再经洗泥制卤现场制取卤水，产生的卤水用于制取纯碱，该废水未向碱湖以外区域进行排放，
实现循环利用。3.生活污水。苏尼特碱业公司生活污水经乌日根塔拉镇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集中收集，排向
乌日根塔拉镇西北方向1号坝副坝内，未直接排向草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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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牧民告知后，苏尼特碱业公司及时封堵了泄漏口。2018年6月旗环保部门
实地调查核实，未再发生泄漏现象。
（二）关于排放污水地方不长草问题。需依据鉴定结果确定是否属实。因苏尼特右旗大部分地区旱情较重，不同程度
的影响了牧草长势，无法判定举报草场“不长草”情况确切原因。为切实保障牧民合法利益，旗政府经当地牧民同意，
委托第三方有资质部门针对举报中反映的“被污染”草场进行检测鉴定。下一步，将依据鉴定结果依法依规处理相关
举报问题。
（三）关于臭味一直污染着周边牧户问题。需依据鉴定结果确定是否属实。1998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伊克
昭盟化学工业集团总公司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研究所编制《20万吨/年重质纯碱、10万吨/年芒硝碱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1998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对该项目进行批复；2000年8月，自治
区环保厅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该项目符合环评要求，旗环保部门现场执法检查，未发现苏尼
特碱业公司偷排直排气体和产生臭味现象。目前，旗政府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举报地区的空气质量
进行检测。下一步，将根据检测结果认定空气污染情况。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举报所称碱矿为苏尼特碱业公司，其生产废水主要包括“化工系统生产废
水”、“高浓盐水”和“生活污水”，其中“化工系统生产废水”、“高浓盐水”未向碱湖以外区域进行排放，已实
现循环利用。
1.化工系统生产废水。苏尼特碱业公司化工系统生产废水处理工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于1998年通过内
蒙古自治区环保厅批复。化工系统生产废水通过地沟排向碱湖，经收集池泵吸至清污分离管道，再经洗泥
制卤现场制取卤水，产生的卤水制取纯碱使用，该废水未向碱湖以外区域进行排放，实现循环利用。
2.高浓盐水。苏尼特碱业公司锅炉高浓盐水处理工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于1998年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环
保厅批复。脱盐水工艺采用多介质过滤器、微米过滤器、反渗透等工艺制取硬度和碱度合格的脱盐水。在
脱盐水制取过程中产生部分高浓盐水汇集至高浓盐水池，经过高浓盐水泵吸至热电车间作为冷却水使用，
高浓盐水二次使用后经地沟收集在杂水箱中作为锅炉脱硫工艺补水使用，经脱硫过滤固体颗粒物后通过地
沟排向碱湖，经收集池泵吸至清污分离管道，再经洗泥制卤现场制取卤水，产生的卤水用于制取纯碱使用，
该废水未向碱湖以外区域进行排放，实现循环利用。
3.生活污水。苏尼特碱业公司生活污水经乌日根塔拉镇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集中收集，排向乌日根塔拉镇西
北方向1号坝副坝内，未直接排向草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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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牧民告知后，苏尼特碱业公司及时封堵了泄漏口。2018年6月属地环保部门实地调查
核实过程中，未再发生泄漏现象。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产生大量浓烟尘问题属实，其余问题不属实。
1.关于宏宇钛业有限公司多年以来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敞口小型矿热炉冶炼钛渣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
实。高钛渣是经过物理生产过程而形成的钛矿富集物俗称，高钛渣不是废渣或副产物，而是生产四氯化钛、
钛白粉和海绵钛产品的优质原料，属于冶炼过程的中间产物，不属于落后产能，不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限制类和禁止类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家明令淘汰的矿热炉主要指铁合金冶炼行业，而高钛渣在国
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中属特殊产品，未列入铁合金范围之内，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高钛渣行业准入条件，对其
使用的矿热炉并无明确要求。苏尼特右旗宏宇钛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26日办理备案手续《关于苏尼
特右旗宏宇钛业有限公司1.2万吨高钛渣技改项目备案的通知》，企业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5年5月6日由
苏尼特右旗环保局批复。该企业共有6台1800KVA半封闭式矿热炉，均配套安装布袋除尘器。
2.关于利用沥青和含硫很高的焦炭为燃料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实。高钛渣的生产过程是将钛矿、沥青和
焦炭入炉，经电加热，产出高钛渣，其中沥青和焦炭作为还原剂。根据该企业所购买使用的石油焦产品质量
检验单数据显示，硫含量为0.382%，属于低硫石油焦。
3.反映产生大量浓烟尘，造成严重大气污染问题。该举报问题属实。该企业分别于2018年5月30日和6
月19日的生产过程中，因矿热炉出现塌料问题，造成短期烟尘无组织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4.反映风声紧了就停产躲避检查，过后照常生产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实。2016年7月开始，按照全国环
境执法要求，苏尼特右旗环保局启动“双随机”抽查对辖区内所有排污企业进行检查，2016年 7月1日至
2018年6月23日期间，对苏尼特右旗宏宇钛业有限公司检查次数为10次，在例行检查期间，该企业出现设
备故障、塌料等情况，均向旗环保局进行了备案。

1.关于“乌审旗西南环保公司大量堆放污泥不进行处理，对环境有影响”问题。经调查，举报人所反映的实
际为位于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的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油田工程服务分公司钻井岩屑、压裂返排液集
中处理项目。该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开始收集钻井泥浆和岩屑，累计收集21万立方米，2017年7月10
日开始处理，目前已处理10万立方米，剩余11万立方米正在处理。因此，“大量堆放污泥不进行处理”部分
属实。该公司堆放场现暂存岩屑和处理后的泥饼约11万立方米，堆放场防渗措施为土工膜＋抗渗混凝土，
全部加盖绿色防尘网覆盖，正在建设15米高防风抑尘网，岩屑和泥饼暂存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2018年4
月10日，监测机构对厂界地下水观测井进行取样监测，结果显示观测井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
水质标准；2018年6月20日，监测机构对厂界大气环境质量进行监测，结果显示，NH3、H2S、恶臭数据均符
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1-93）二级标准；颗粒物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 -1996)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因此，“对环境有影响”不属实。
2.关于“乌审旗恒盛环保公司大量堆放污泥不进行处理，对环境有影响”问题。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实际
为内蒙古恒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钻井岩屑、压裂返排液集中处理项目。该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开始收
集钻井泥浆和岩屑，累计收集29.5万立方米，2017年6月10日开始处理，目前累计处理7.5万立方米，剩余
22万立方米正在处理。因此，“大量堆放污泥不进行处理”部分属实。该项目累计生产免烧砖约190万块。
钻井岩屑存储场地下设混凝土防渗层，四周建设防风抑尘网，钻井岩屑堆放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2018年
6月13，监测机构对该项目厂界大气环境质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NH3、H2S、恶臭数据均符合《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1-93）、颗粒物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限制排放
要求；厂内观测井监测报告显示，目前观测井内水质与项目建成前本底值一致。因此，“对环境有影响”不属
实。
3.关于“杭锦旗豪鑫瑞源环保公司大量堆放污泥不进行处理，对环境有影响”问题。经调查，举报人所反映
的是鄂尔多斯市昊鑫瑞源科净工程有限公司建设的油气田废弃物集中处理项目，该项目防渗工程于2017
年6月建成，建成后开始收集贮存岩屑，现厂区内存放12万吨岩屑。由于该项目属在建项目，企业在污染防
治设施未建成投运前，擅自收集钻井泥浆和岩屑，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杭锦旗环
保局责令该企业在配套环保设施未建成前不得接收泥浆和岩屑，并于2018年5月31日对该公司实施行政
处罚20万元。岩屑堆曾因顶部苫盖不严存在扬尘污染现象，该企业已于2018年6月17日用密目网将存放
岩屑顶部进行全部覆盖。
4.关于“鄂托克旗豪鑫绿科环保公司大量堆放污泥不进行处理，对环境有影响”问题。举报人反映的实际为
鄂尔多斯市昊鑫绿科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该企业2016年5月开始收集钻井岩屑，累计收集30.4万立方
米，已处理岩屑3.1万立方米，现堆存岩屑27.3万立方米，因此“大量堆放污泥不进行处理”部分属实。2017
年8月和12月，监测机构对该项目大气和地下水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环境标准。现场
调查时，该企业厂内污水暂存池附近还存在一定异味，因此“对环境有影响”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1.成立由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分管副旗长任组
长，旗环保、生态、国土、住建、乌日根塔拉镇等
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2.责令苏尼特碱业公司按照环保相关规定，加
强污水管网维护，杜绝出现外泄溢流。
3.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举报问题中“草场不长草”
和“臭味污染周边牧民”问题进行监测。
4.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增加巡
查频次，切实防止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1.成立由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分管副旗长任组
长，旗环保、生态、国土、住建、乌日根塔拉镇等
部门为成员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确保整改工
作落实到位。
2.责令苏尼特碱业公司按照环保相关规定，加
强污水管网的维护，杜绝出现外泄溢流。
3.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增加巡
查频次，切实防止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4.为加快推进农牧区生活污水治理，进一步做
好苏木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属地政
府在综合考虑原有设施状况、人口集聚程度、管
线敷设状况及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基础上，改
造现有污水收集排放管网，并制定乌日根塔拉
镇污水处理设施项目规划。
5.属地环保部门已委托第三方有资质部门，对
举报所述“被污染”草场进行检测鉴定。

成立由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分管副旗长任组
长，环保、经信、朱日和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确保整改
工作落实到位。责令该企业加强对6台矿热炉
的维护管理工作，确保生产期间设备运行正常，
污染物达标排放。

1.乌审旗环境保护局将督促境内两家企业加快
工程进度，积极开发免烧砖等销售市场，引进新
技术、新工艺，创新天然气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泥
浆岩屑处理技术，提高岩屑综合处理能力；建立
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监
管，确保各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实现污染物
达标排放。
2.杭锦旗环境保护局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收集
处理泥浆和岩屑，责令该企业立即采取削坡、覆
盖密目网、防尘、除臭等整治措施，彻底治理厂
区环境，责令该企业全面完善手续，严格按照环
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在取得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前，不得收集处理泥浆、
岩屑。
3.鄂托克旗环境保护局责令企业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按照环保要求，进一步加强固废堆场管
理，稳定运行制砖处理系统，聘请权威机构科学
论证，制定固废综合利用方案，拓宽固废综合利
用渠道。针对厂内污水暂存池附近存在一定异
味问题，旗环保局责令企业按照环保要求立即
整改。下一步，旗环保局严格执行网格化环境
监管措施，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风险预警，压实
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定期自查，确保环保各
项措施落实到位。

1.2018年 6月 21日，乌审
旗环境保护局对中石化西
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油田
工程服务分公司钻井岩
屑、压裂返排液集中处理
厂厂长进行诫勉谈话，并
对该厂行政处罚5万元。
2.2018年 6月 21日，乌审
旗环境保护局内对蒙古恒
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进行诫勉谈话，并对该
厂行政处罚5万元。
3.2018 年 6月 13日,杭锦
旗环保局责令鄂尔多斯市
昊鑫瑞源科净工程有限公
司立即苫盖外露的岩屑，
并于对该公司行政处罚10
万元。
4. 2018年6月15日,杭锦
旗人民政府于对鄂尔多斯
市昊鑫瑞源科净工程有限
公司法人进行了约谈。
5.2018 年 6月 15日,杭锦
旗纪委监委于对杭锦旗原
草原监理所所长、锡尼镇
农牧业服务中心主任在全
旗范围内通报批评。
6.2018年 6月 15日，鄂尔
多斯市昊鑫绿科环境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对分管安全
环保和生产技术副总经理
作出免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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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格尔旗龙口镇沙
焉村碓臼沟煤矿，用洒
水车，将黑臭水体喷洒
在公路上。
2. 碓臼沟煤矿采矿黑
煤粉尘，严重污染环
境。
3.碓臼沟煤矿，地下采
矿，导致地形地貌变
化，破坏耕地大约200
多亩。

鄂尔多斯市
水
大气
土壤

1.关于“碓臼沟煤矿，用洒水车，将黑臭水体喷洒在公路上”的问题。经调查，该煤矿矿井水和生活污水经处
理后用于工业广场和进矿道路的洒水抑尘。监测机构分别于2018年4月22日、2018年6月20日对生活污
水处理站和矿井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排放标准。在准格尔旗环保局
日常巡查过程中未发现该煤矿使用未经处理的矿井水和生活污水洒水抑尘情况。
2.关于“碓臼沟煤矿采矿黑煤粉尘，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经调查，该矿属于井工开采煤矿，正常情况下井
下采出的煤通过封闭式皮带走廊运送至全封闭筒仓装车，储煤过程不会造成扬尘污染，煤矿的粉尘污染源
主要为筒仓落煤点的扬尘和运煤道路扬尘，通过喷雾式洒水车对筒仓落煤点进行洒水抑尘，粉尘在工业广
场范围内即可沉降，对厂区外环境影响较小；运输道路扬尘方面，该煤矿上、下午各清扫一次，期间不间断洒
水抑尘。2018年3月27日，该煤矿因部分原煤在筒仓外堆存，准格尔旗环境保护局该煤矿进行了行政处
罚，并于2018年5月23日将违规堆存的原煤全部进行清理。2018年4月12日，监测机构对厂界颗粒物进
行监测，结果显示厂界颗粒物浓度符合《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426-2006）中表5煤炭工业无
组织排放限值要求。所以该煤矿存在粉尘问题，但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3.关于“碓臼沟煤矿，地下采矿，导致地形地貌变化，破坏耕地大约200多亩”的问题。经调查，该问题部分
属实。该矿已形成塌陷区面积约339亩，其中耕地约96亩，天然牧草地约243亩。截至目前已治理约150
亩，未完成治理约189亩（其中耕地约77亩，天然牧草地约112亩）。按照《准格尔旗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
安置办法》（准政发〔2013〕42号）文件要求，井工开采煤矿塌陷区土地执行矿区收益补偿。2017年9月份完
成实地丈量和附着物清点工作，因该社居民提出的补偿标准与《准格尔旗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
测算标准相差较大，多次协调未果，导致补偿工作停滞到现在。

部分属实

1.准格尔旗煤炭局要求碓臼沟煤矿结合开采进
度，严格按照鄂尔多斯市国土资源局审查备案
通过的《地质环境分期治理方案》，对塌陷区及
时进行恢复治理。
2.准格尔旗国土资源局要求碓臼沟煤矿加大对
工业广场、进矿道路和运煤线路清扫洒水力度，
减轻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准格尔旗龙口镇牵头，准格尔旗矿区发展协
调服务中心、国土资源局配合，加快推进沙焉村
大路圪咀社土地补偿工作。

2018年6月21日，内蒙古
锦泰碓臼沟煤炭有限公司
对该煤矿征地办主任给予
免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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