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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
政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

第三条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
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遵循规划先
行、源头治理、防治结合、公众参与、损
害担责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区实行大气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
政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政府
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
统一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
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
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和公益活动，可以聘请社会监
督员，协助监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大气环境的权利和义务。有权对污
染大气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有
权对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检举
和控告。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污染
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
开大气环境质量、大气环境监测、突发
大气环境事件以及大气环境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情况等信息。

自治区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完善环境信用管理数据库
和环境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并纳
入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标准
和限期达标规划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结合本
地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及经济、技术条
件，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
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
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报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布大气
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

第十一条 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
家和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要求和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制定大气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年
度计划，并采取严格的大气污染控制措
施，按期达到规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标
准。

城市人民政府的大气环境质量达
标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年度计划以及
实施效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
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
和自治区要求，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措施。

第十三条 新建的钢铁、化工、建
材、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板玻璃、制
药等污染严重项目，应当进入工业园
区；对位于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已建成
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制定计划，限期完
成搬迁或者改造。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科

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城市规划，规范城市
新区和各类产业园区的布局，形成有利
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城市和区域空间
格局。

第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保护天然植被，加强植树种草、治
沙防尘，增加绿地和水域面积，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

第三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自治区实行重点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大气环境质量控制
制度。

第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质量状况、产
业结构，将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和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目标，分
解落实到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

第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公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受理情况，对大气
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应当组织听证会，
公开听取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意
见。

第十九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有
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自行或者
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监测大气污染
物排放情况，记录、保存监测数据，确保
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并通过网站或者
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
开。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得低于三
年。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监控等设备，与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监控系统联网，并保证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和数据传输，如实向社会公
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
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
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
会监督。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盟行政公署、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承
载力、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的要求以及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等因素，商有关
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大
气污染物排放口及其标志。

第二十一条 推行企业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制度。

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区
域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和行业潜在环境
风险，发布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行业和企业名录。

第二十二条 对破坏大气环境、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旗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
织提起公益诉讼，解决大气环境污染损
害赔偿问题。

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统筹规划城市建设，在城镇规划
区优先发展集中供热，在燃气管网和集
中供热管网覆盖的区域，不得新建、扩
建分散燃烧煤炭、重油、渣油的供热设
施，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
锅炉应当在规定的限期内拆除。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使
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天然气、地
热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分散燃煤供热，对
暂时不能替代的，利用“洁净型煤+环保
炉具”“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等
模式进行替代。

第二十四条 加强可再生能源消
纳力度，电力调度应当优先安排清洁能

源发电上网。
推广普及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加强

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
料化，推进农村清洁能源的替代和开发
利用。

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落叶等
生物质。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
优先采用能源和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
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和
设备，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第二十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采取有利于煤炭清洁利用、能源转化
的经济、技术措施，鼓励煤层气、煤矸
石、粉煤灰、炉渣资源的综合利用。

第二十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严格控制新建、改建、扩建排放
异味的工业类建设项目。已建化工、生
物发酵等排放异味污染物的单位，应当
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采
用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减少异味
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者自治区标
准。

第二十八条 严格执行国家及自
治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规定期
限内，淘汰列入目录的生产工艺、设备
和产品。

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或者使用
者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停止生产、进口、
销售或者使用列入前款规定目录中的
设备和产品。工艺的采用者应当在规
定期限内停止采用列入前款规定目录
中的工艺。

被淘汰的设备和产品，不得转让给
他人使用。

第二十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货物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规划，加
快煤炭、火电、钢铁等重点企业铁路专
用线建设，提高铁路运输比例。

第三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行
分担率，加强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
统建设，引导公众绿色、低碳出行。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推广新能源
机动车，加快充电站（桩）、加气站等基
础设施建设，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符
合国家和自治区规格的前提下可以从
税费，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
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汽柴油，对
流通领域的油库、加油站实行全覆盖抽
样检查。

第三十三条 对达到强制报废标
准以及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
仍无法达标排放的老旧机动车，及时办
理车辆报废和注销登记手续。

第三十四条 自治区实行柴油货
车超标排放综合治理。

第三十五条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
位签订施工合同，应当明确施工单位扬
尘污染防治责任，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
列入工程预算。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建筑物拆除、河道整治等活动产生
扬尘污染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

作业时间、作业地点、排放扬尘污染物
的种类及其防治措施等，向所在地负责
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备
案。

第三十六条 建筑工程施工应当
遵守下列防尘规定：

（一）施工工地周围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

（二）施工工地地面、车行道路应当
进行硬化等降尘处理；

（三）易产生扬尘的土方工程等施
工时，应当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

（四）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等在四十
八小时内未能清运的，应当在施工工地
内设置临时堆放场并采取围挡、遮盖等
防尘措施；

（五）运输车辆在除泥、冲洗干净后
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六）需使用混凝土的，应当使用预
拌混凝土或者进行密闭搅拌并采取相
应的扬尘防治措施，禁止现场露天搅
拌；

（七）施工工地内堆放的粉状物料
堆场采取封闭措施，其他工程材料、砂
石、土方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采
取覆盖防尘网或者防尘布，定期采取喷
洒粉尘抑制剂、洒水等措施。

第三十七条 道路与管线施工，除
遵守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外，还应
当遵守下列防尘规定：

（一）施工机械在挖土、装土、堆土、
路面切割、破碎等作业时，应当采取洒
水等措施；

（二）对已回填后的沟槽，应当采取
洒水、覆盖等措施；

（三）使用风钻挖掘地面或者清扫
施工现场时，应当向地面洒水。

第三十八条 道路保洁作业应当
遵守下列防尘规定：

（一）城市主要道路、广场、停车场
和其他公共场所，推行清洁动力机械化
清扫等低尘作业方式；

（二）采用人工方式清扫道路的，应
当符合市容环境卫生作业规范；

（三）路面破损的，应当采取防尘措
施，及时修复；

（四）下水管道的清疏污泥应当在
当日清运，不得在道路上堆积。

第三十九条 绿化建设和养护作
业应当遵守下列防尘规定：

（一）在大风、霾等扬尘污染天气预
警期间，应当停止平整土地、换土、原土
过筛等作业；

（二）行道树栽植时，所挖树穴在四
十八小时内不能栽植的，对树穴和栽种
土应当采取覆盖等防尘措施。行道树
栽植后，应当当天完成余土及其他物料
清运；不能完成清运的，应当进行遮盖。

第四十条 自治区实施绿色矿山
建设，对新设立矿山执行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已建生产矿山应当限期达到绿
色矿山建设标准，逾期未达到绿色矿山
建设标准的矿山企业应当依法予以关
闭。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煤
矸石和煤田自燃治理，负责无主着火点

灭火工作。
第四十一条 加大农业源氨的排

放控制力度，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
加有机肥使用量。强化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改善养殖场通风环境。

第四十二条 禁止露天焚烧沥青、
油毡、废油、橡胶、塑料、皮革、垃圾等产
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确
需焚烧处理的，应当采用专用焚烧装
置。

第四十三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根
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划定烟花爆
竹限放区域。禁止在限放区域内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

第五章 重点区域
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第四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按
照国家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
要求，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区域大气
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传输扩散规
律，划定自治区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统筹协调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

第四十五条 重点区域内的盟行
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沟
通协调，共享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协商
解决跨界大气污染纠纷，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查处区域内大气污染违法行为，
共同做好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四十六条 重点区域内建设项
目可能对相邻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审
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求相邻
行政区域的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意见。

第四十七条 重点区域推进煤矸
石、煤田自燃、矿区渣场综合治理，实施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重污染行业规模
控制、特别排放限值等措施，推进区域
性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区域环境
质量根本好转。

第四十八条 重点区域实施氟化
物排放总量、排放浓度限值双控制度。

第六章 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

第四十九条 开展空气质量中长
期趋势预测工作，完善重污染天气的区
域联合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
预报信息，实现预报信息全区共享、联
网发布。

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统
一发布大范围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各
相关城市按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实
施区域应急联动。

第五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公布本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期
间停产、限产、限排生产企业清单，企业
应当将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各工艺环
节、具体生产线和责任人，实施“一厂一
策”清单化管理。

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对钢铁、焦
化、有色、煤炭和矿石等涉及大宗原材
料及产品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实施分
时段运输。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已
经作出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新
建钢铁、化工、建材、有色金属冶炼、水
泥、平板玻璃、制药等污染严重企业未
进入工业园区的，在规定期限内城市建
成区未完成搬迁或者改造的，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按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标志的，
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氟
化物超过重点排放总量和排放浓度限
值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
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整治或者关闭。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已
建化工、生物发酵等排放异味污染物的
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达到国家或者
自治区标准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治或者关闭。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
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国家和自治区
产业政策目录中禁止的设备和产品、工
艺，或者将淘汰的设备和产品转让给他
人使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
综合主管部门、海关按照职责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
业、关闭。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
不报废和注销登记达到强制报废标准，
以及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仍
无法达标排放的老旧机动车，未及时办
理车辆报废和注销登记手续的，由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道路与管线施工、绿化建
设和养护作业未采取相应防尘措施的，
由旗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1万元罚款；情节较重的，并处
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10万元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露
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生物质，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露天
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
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
体的物质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企
业拒不执行停产、限产、限排、分时段运
输等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处1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有下列违法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
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应当予以受理的事项不予
受理的；

（二）对应当予以查处的违法行为
不予查处，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的；

（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绿色矿

山，是指在依法办矿、规范管理、综合利
用、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
地复垦、社区和谐、企业文化等方面符
合国家和自治区管理要求的矿山。

第六十四条 本 条 例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
会议对《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拟于
11月进行再次审议。现将条例（草
案）及说明全文公布，广泛听取社会各
方面意见。请将修改意见和建议于
2018年11月20日前反馈内蒙古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 系 人：姜黎华

联系电话：0471-6600643（传
真）

电子邮箱：jlh_925319@126.
com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
3号

邮 编：010020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8年10月19日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草案）》公开听取意见的公告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气

污染防治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指出，要建立以保障人体健康为
核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防控环
境风险为基线的环境管理体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同志今年6月在我区检查大气污
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强调，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为指
引，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夯
实责任为抓手，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法全
面有效实施。制定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是持之以恒建设好祖国北
疆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

二是维护人民幸福的迫切需要。当
前，我区仍存在产业、能源、交通结构不
合理、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煤炭依赖程度
高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大气污染时空分
布不均、污染类型趋于复杂等问题，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和公众期盼还有
较大差距，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短
板。人民群众热切期盼采取强有力措施
加以根本治理，重现蓝天白云。制定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体现了以人为本、立法
为民的理念。

二.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责任。《草

案》明确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大气污染
防治的主要责任，在第四条规定了“自治
区实行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
评价制度。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本行政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政
府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
开。”在第十一条规定了“未达到国家大
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要求
和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制定大气环
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年
度计划，并采取严格的大气污染控制措
施，按期达到规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标
准。”

（二）针对不同污染情况精准施策。
在条例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借鉴、归
纳、提炼了全国各地的经验做法，形成了
具有我区特色、强调针对性、易于操作的
一系列制度规范：比如《草案》第十三条
规定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退城入园；
第二十七条规定“已建化工、生物发酵等
排放异味污染物的单位，应当在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采用先进的技
术、工艺和设备，减少异味污染物排放，

达到国家或者自治区标准”；第四十条规
定“已建生产矿山应当限期达到绿色矿
山建设标准，逾期未达到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的矿山企业应当依法予以关闭”；第
四十八条规定“重点区域实施氟化物排
放总量、排放浓度限值双控制度”；第五
十条规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对钢
铁、焦化、有色、煤炭和矿石等涉及大宗
原材料及产品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实
施分时段运输”。

（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完善监督管
理。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
度强化排污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综合运
用信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完善对排污
企业的监督管理：比如《草案》第八条规
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建立、完善环境信
用管理数据库和环境守信激励、失信惩
戒机制，并纳入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
第二十一条规定“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和行业
潜在环境风险，发布应当投保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行业和企业名录”；第二十二条
规定“对破坏大气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支持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
讼，解决大气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

本报10月 18日讯 （记者 石向
军）10月17日，由自治区气象局举办的
首届“新天元杯”全区气象服务创新大
赛在呼和浩特市开幕。

此次竞赛以创新发展、智慧气象为主
题，内容以专业气象服务类为主，如设施
农业小气候调控技术智能化、城市内涝风
险预警保障、建立设施农业气象监测、预
报与作物生长评估和灾害预警平台等。

据悉，目前较为突出的参赛作品
有：呼伦贝尔市气象局在多年气象为农
服务和农业气象科研的基础上实现气
象为农服务“融合式”发展；阿拉善盟气
象局推出的额济纳旗胡杨林旅游气象
服务；敖汉旗气象局以科技为引领，以
基地为依托融入小米产业发展所开展
的气象服务；突泉县气象局建设标准化
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园区；五原县气
象局农牧业综合服务与应急减灾平台；
锡林郭勒盟气象局CIMISS应用系统；
自治区气象局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系统、强对流天气服务支撑系统等，涵
盖多个气象服务领域。

我区举办首届
“新天元杯”

气象服务创新大赛

10月 18日，呼和浩特市民在“超市化”的农贸市场里购物。于 10月 16
日开业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达综合农贸便民市场，颠覆了传统农贸市场
的形象，采用超市化的购物环境及经营理念运营。近 3000 平方米的市场
内设有蔬菜区、牛羊肉区、调料区等127个摊位，为周边居民打造了更加舒
适的购物环境。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农贸市场变“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