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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旗龙口镇沙
叶村大路疙队社，社
里有个煤矿（锦泰集
团碓臼沟煤矿）开采
煤矿给居民造成很
大影响，粉尘污染特
别厉害，煤矸石到处
排放，污水到处排
放，道路堵塞，噪声
影响居民的生活。

1. 乌审旗图克镇工
业园区门克庆煤矿，
煤矿污水直排到草
原上，污染地下水
（红色，有刺鼻味，）
破坏草原十几万亩。
2.门克庆煤矿，过渡
抽取地下水，导致地
下水位下降。
3.门克庆煤矿，夜间
井下施工，炸药声，
震动声严重影响牧
民正常生活。

达拉特旗王爱召镇
生成永园子圪卜社，
新奥集团产生臭鸡
蛋味，新威远制药厂
污染了水，水体发
黑，水里有悬浮物
（希望有关部门采水
样进行监测）。怀疑
三商梁工业园区污
染了居民生活饮用
水。

杭锦旗锡尼镇阿拉
腾图布希嘎查，温志
军、温志学改变牧民
草场使用性质，把
400亩草场变耕地，
种植农作物，破坏生
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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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粉尘污染特别厉害”问题。经调查，该煤矿为井工开采煤矿，粉尘污染源主要为筒
仓落煤点和运煤道路扬尘。该矿已配备了一台20吨喷雾式洒水车对装车点进行洒水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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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上
午、下午各清扫一次，不间断洒水。2018年4月12日，监测机构对厂界颗粒物进行监测，
监测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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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值要求。所以该矿存在粉尘问题属实，但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2.关于“煤矿矸石到处排放”问题。经调查，该矿共有4处矸石场，其中1处有环保审批手续外，其余3
处都无环保审批手续。准格尔旗环保局共针对3处未批先建排矸场处罚7.5万元，并责令停止使用。
3.关于“污水到处排放”问题。经调查，该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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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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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污水直接外排问题。
4.关于“道路堵塞，噪声影响居民”问题。经调查，榆魏线拉煤车辆、社会车辆及进入碓臼
沟煤矿拉煤车辆过多时，偶尔存在拥堵现象，拥堵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声。

1.关于“门克庆煤矿，煤矿污水直排到草原上，污染地下水（红色，有刺鼻味）破坏草原十几万亩”问
题。经调查，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门克庆煤矿产生的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矿井水。其中，生
活污水经该矿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用于厂区绿化，不外排。矿井水由于实际涌水量远大于预测
涌水量，导致部分矿井水无法综合利用只能外排。该矿为解决排水问题，在梅林庙嘎查临时修建了
4座约307万立方米蓄水池，现存水约130万立方米，蓄水池防渗措施为土工防渗膜防渗。防渗膜
局部有破损外渗情况，外渗后的矿井水沿自然地形进入防洪渠内，发生外渗的地方属于沙漠地带，
没有草原，不存在“将煤矿污水直排到草原上，破坏草原十几万亩”的问题。关于污染地下水问题，
2018年5月21日，乌审旗环境监测站对门克庆煤矿周边7户牧民家地下水进行取样监测，监测结
果显示，除2个点位铁、锰超标外（铁、锰含量与当地水体本底值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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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核实、采样观测及走访嘎查负责人，
该区域地下水无异常，不存在“红色，有异味”问题。
2.关于“门克庆煤矿，过渡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问题。经调查，现煤矿生活及化验用水
取用自备井地下水，批复年取水量为7.3万立方米，近两年实际平均取水量约为7万立方米，煤矿选
煤、井下消防及降尘等用水全部用处理后的矿井水。2009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编制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水资源调查评价报告》显示，乌审旗辖区正常水位变幅一般
为2米；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水文总局在门克庆煤矿周边布设了4眼监测井，根据2017年9月6
日至2018年4月20日按日监测数据对比，门克庆煤矿周边地下水位最大降幅为1.12米，局部区域
水位有回升现象，故该问题不属实。
3.关于“门克庆煤矿，夜间井下施工，炸药声，震动声严重影响牧民正常生活”问题。经调查，该煤矿
属井工矿井，综采工作面在地下680米，井下施工对地面影响甚微。该矿实行“3班8小时”工作制，
夜间井下施工符合要求。2018年4月11日和12日，监测机构对厂界噪声进行取样监测，报告显示
厂界昼、夜间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要求，2018年4月9日至2018年6
月20日，门克庆煤矿微震监测系统显示煤矿开采作业对地面无影响。综上所述，煤矿施工未影响
牧民正常生活，该问题不属实。

1.关于“新奥集团产生臭鸡蛋味”问题。经调查，举报人反应的“臭鸡蛋味”为该公司硫回收装置产
生的部分未能全部回收的硫化氢气体所产生的异味。经调取该公司2018年5月22日厂界无组织
废气硫化氢气体的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无组织硫化氢气体排放浓度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二级标准）限值要求。但由于未能全部回收，仍会有极少一部分硫化氢外排，因此
会产生举报人所反映的“臭鸡蛋味”，举报人反映情况属实。
2. 关于“新威远制药厂污染了水，水体发黑，水里有悬浮物（希望有关部门采水样进行监测）”问题。
经调查，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废水（日产生约180吨）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以冬储夏灌的方式用于厂区内林地、草地的绿化。
调取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第一、二季度厂区内地下水水质监测报
告，结果显示，该公司厂区内地下水水质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III类标准限
值要求。达拉特旗环境保护局实地核查该公司及周边地区，未发现举报人反映的“水体发黑，水里
有悬浮物”的情况。2018年6月初，当地群众向达拉特旗王爱召镇人民政府反映过地下水受污染
情况。王爱召镇人民政府委托监测机构对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下游地下水水质进行监测，
2018年6月14日监测结果显示水样清澈，且位于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下游最近的居
民1处水井未超标，另1处水井除大肠杆菌、浊度不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中III类标准限值要求外，其他指标均符合该标准限值要求。而大肠杆菌超标原因可能由于水井遮
盖不严所致，浊度超标可能由于水井取样监测时正在浇地，井内水流动性大所致，两项指标超标并
不能证明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污染了地下水。举报人反应情况不属实。
3.关于“怀疑三商梁工业园区污染了居民生活饮用水”问题。经调查，园区内企业生产所产生的污
水全部排入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经处理后产生的中水供给新能能源有限公
司再利用，产生的浓盐水排入开发区天地人浓盐水深度处理厂进行浓缩减量化处理，经进一步深度
处理产生的中水供给新能能源有限公司再利用，产生的高盐水排入园区高盐水晾晒池。达拉特经
济开发区四周均有地下水监测井，管委会环保局按季度进行水质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监测值与本
底水质一致，无变化。因此，举报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1.关于“改变牧民草场使用性质，把400亩草牧场变耕地”问题不属实。经核查，温志军和
温志学属兄弟关系，2010年5月10日，锡尼镇阿拉腾图布希嘎查农牧民刘根太因年事已
高，无力继续经营草牧场，自愿向阿拉腾图布希嘎查提出申请将1850亩草牧场退回嘎查
村。2010年5月20日，温治军与刘根太签订《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刘根太同意
将1850亩草牧场转让给温治军，转让期限为2010年 5月 20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
2010年5月30日，温治军与刘根太及其家人刘金花、刘美艳将上述所签订的《草牧场承
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在杭锦旗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杭证字2010第765号）。2011年9月，
杭锦旗人民政府、锡尼镇人民政府、阿拉腾图布希嘎查、温治军四方共同签订《土地草牧
场流转建设协议书》，建设内容包括1500亩人工草地或饲草料地、3眼深机电井、10亩水
库和100亩绿化景点，时限为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2011年9月至10月，温治军按
照《土地草牧场流转建设协议书》，在流转的草牧场内建设饲草料基地355亩（老旧耕地7
亩、新建饲草料基地348亩），建设期限与内容均符合建设协议书内容。经杭锦旗农牧业
局认定，不属于非法占用草原，未改变草场使用性质，未变为耕地，故该问题不属实。
2.关于“种植农作物，破坏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经
核查，2017年，自然人温治军在饲草料基地种植了植物宽叶沙芥（俗称沙盖），属一年生至
二年生的草本植物，具有防风固沙作用，种植的宽叶沙芥行间生长着油蒿和杂类草。
2017年未收割，2018年仍在生长，较以前的沙蒿地生态未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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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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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格尔旗环保局要求碓臼沟煤矿停止矸石造地行为，立即对已经封场的
矸石排放点进行绿化。
2.准格尔旗交警大队要求碓臼沟煤矿在居民点附近增设限速装置，禁止鸣
笛等有效措施，降低车辆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1.乌审旗党委、人民政府要求中天合创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门克庆煤矿
要积极寻求矿井水综合利用途径，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实现零排放。
加强日常管理，保证矿井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并要求煤矿定期按照自行监
测规范要求对水质进行取样监测；避免夜间施工，爆破等作业严格按照相关
要求作业。
2.乌审旗党委、人民政府将尽快启动全旗矿井水综合利用工程，将矿井水资
源纳入水资源管理，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针对举报人反映的“新奥集团产生臭鸡蛋味”问题，达拉特旗环境保护局要
求新能能源有限公司进一步提高硫回收效率，从而改善空气质量。新能能
源有限公司将通过预热段改造、启用加氢反应器、增加直接氧化段、控制焚
烧段的技改方式进一步提高硫回收效率，预计2019年7月实施完毕。届时，

“臭鸡蛋味”将得到有效改善。

1.杭锦旗委、旗人民政府责令杭锦旗农牧业局加强监管工作，严防破坏生态
环境问题发生。
2.杭锦旗农牧和水务综合执法局责令自然人温治军在饲草料基地内的植物
稀疏处进行补植。
3.杭锦旗农牧和水务综合执法局责令自然人温治军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及相关政策进行生态保护，今后严格按照承包协议在已开辟地上种植人工
草或饲草料，不得擅自新开辟地。

1.2018 年 6 月
21 日，内蒙古
锦泰碓臼沟煤
炭有限公司对
总工程师、分管
环保负责人给
予免职处分。
2.2018 年 6 月
21 日，龙口镇
党委给予龙口
镇综合执法局
局长全镇通报
批评。

2018年 6月 21
日，乌审旗人民
政府对乌审旗
水务和水土保
持局水政大队
副大队长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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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审旗图克镇葫芦
素村，村里有大型
央企“中天合创能
源有限公司”，中天
合创葫芦素煤矿的
煤 矸 石 乱 倾 乱 倒
（退耕还林），同时
还在紧挨 313 快速
路路边砍伐树木，
压了大片优良草牧
场；葫芦素煤矿在
葫芦素村中间建了
一个排矸石场，场
地周围都是村民的
房屋和草牧场，还
是 本 村 的 水 源 地
（湿地）；葫芦素煤
矿的矿井水排在了
本村的昌汗淖湖，
淹 了 草 牧 场 和 耕
地；中天合创化工
分公司和中煤大化
肥的排渣场也在葫
芦素村，周围林地
一片灰色；空气中
弥 漫 着 刺 鼻 的 臭
味。

鄂尔多斯市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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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煤矿产生的煤矸石用于修筑煤矿周边乡村道路和土地复垦，
矸石利用与环评及批复相符，符合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10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煤矸石综合利用管
理办法(2014年修订版)》(2014年第18号令)相关要求。经乌审旗林业局对该区域地块进行对比核
实，退耕还林地块内未发现煤矸石倾倒行为；经乌审旗林业局调查人员、当地护林员与葫芦素村委
负责人实地核查，313线（图克段）路边未发现砍伐树木、没有发现煤矸石压了大片优良草牧场问
题。因此，该问题不属实。
2.关于“葫芦素煤矿在葫芦素村中间建了一个排矸石场，场地周围都是村民的房屋和草牧场，还是
本村的水源地（湿地）”问题。经调查，葫芦素配套煤矿排矸场位于图克镇葫芦素村，占地面积约为
191.45亩，经乌审旗农牧业局核实，该地块不属于该旗划定的基本草原。排矸场底部采用防渗土
工膜，上部采用砂砾及水稳层，四周设有排水沟、沉淀池，周边10米宽范围内设置植物防护带。现
排矸场与环评批复排矸场位置不符，该煤矿已编制变更环评报告，目前尚未取得批复。现排矸场紧
邻村民草牧场，但葫芦素村现未划定饮用水水源地，也没有湿地。因此，该问题部分属实。
针对葫芦素煤矿临时排矸场与原环评及批复（环审〔2009〕182号）不符问题，乌审旗环保局于2016
年8月27日对该煤矿处以行政处罚罚款5万元（乌环罚〔2016〕64号）。目前，乌审旗纪委监委、农
牧业局、公安局正在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
3.关于“葫芦素煤矿的矿井水排在了本村的昌汗淖湖，淹了草牧场和耕地”问题。经调查，葫芦素煤
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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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 立方米，因此有部分处理过的矿井水通过自然泄洪渠排入查干淖尔湖（天然碱湖），在此过程
中，淹没了湖区周边部分草牧场，耕地积水，该问题属实。针对葫芦素煤矿排放矿井水的环境违法
行为，乌审旗环境保护局对矿井水外排口多次进行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矿井水水质满足《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标准限值要求，部分指标不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要求，因此自2016年12月2018年6
月，旗环保局对该煤矿共处罚770万元。乌审旗人民政府和旗纪委监委、政府办、环保、经信、水利、
煤炭等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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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中天合创矿井水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进度，确保2018年8月底前建成投用，彻底解决煤矿矿井水治
理问题，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率。
4.关于“中天合创化工分公司和中煤大化肥的排渣场也在葫芦素村，周围林地一片灰色；空气中弥
漫着刺鼻的臭味”问题。经调查，图克工业项目区渣场位于项目区东北角，主要处理项目区内的一
般固废。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由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主要接纳中煤鄂尔多
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大化肥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占地面积150亩，于2014年10月投入运行。目前
存渣量约20万吨，堆存和地面持平，除极少量的作业区和渣场内道路外，其他区域全部用密目网苫
盖，并配备1台专用洒水车、1台消防车辆对渣场作业区及场内道路洒水降尘，有专人清扫场内道
路，减轻扬尘污染；二期由中天合创化工分公司项目投资建设并运营管理，主要接纳中天合创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占地375亩，2016年5月投入运行，目前存渣量约
175万吨。现除极少量的作业区和场内道路外，其他区域全部用密目网苫盖，并配备2台专用洒水
车对渣场作业区及场内道路洒水降尘。但由于渣场体量较大、运输车辆较多，不能完全避免扬尘产
生。另外，渣场堆放的煤气化渣全部经过高温处理，不存在异味。针对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分公司渣场洒水抑尘措施不到位有扬尘问题，乌审旗环保局于2018年4月2日对该公司实施
行政处罚5万元（乌环罚〔2018〕9号）；2018年6月19日对该公司实施行政处罚10万元（乌环罚告
字〔2018〕37号。

部分属实

1.乌审旗环境保护局督促中天合创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煤矿积极
寻求矿井水综合利用途径，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实现零排放；督促煤
矿加强日常管理，保证矿井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并要求煤矿定期按照自行
监测规范要求对水质进行取样监测。
2.针对葫芦素煤矿临时排矸场与原环评及批复（环审〔2009〕182号）不符问
题，乌审旗环境保护局督促企业尽快变更环评审批手续，在办理手续期间，
严禁收集煤矸石，妥善处置已收集的煤矸石，杜绝造成环境污染。同时，乌
审旗纪委监委、农牧业局、公安局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预计2018
年7月15日将核实结果上报。
3.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督促中天合创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加快矿井
水综合利用系统工程的建设进度，在矿井水综合利用系统未投运期间，要求
葫芦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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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后用于化工生产用水；责令渣场加大洒水
降尘频次，严格控制作业面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扬尘产生。
4.乌审旗水务和水土保持局尽快启动全旗矿井水综合利用工程，将矿井水资
源纳入水资源管理，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1.2018 年 6 月
17 日，乌审旗
人民政府给予
乌审旗煤炭局
总工程师（正
科）行政警告处
分。
2.2018 年 6 月
17 日，乌审旗
人民政府给予
乌审旗草原监
督管理局局长
行政警告处分。
3.2018 年 6 月
17 日，乌审旗
人民政府给予
乌审旗图克镇
人民政府合作
医疗办公室主
任（图克镇葫芦
素村包村领导、
副科）行政警告
处分。
4.2018 年 6 月
21 日，乌审旗
人民政府对苏
里格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环保
局副局长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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