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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亿利化学、电厂
（不清楚名字）、冀东
水泥厂在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关碾房村打
井抽水用于生产，导
致当地地下水水位下
降，村里西侧六七家
村民饮水困难，并且
三家厂区对周围环境
污染严重。

1. 神 华 电 厂 、
PVC 厂建设一条运
煤线，运输过程中有
扬尘污染，影响呼吸
健康；

2.两个厂子征用
村民土地打井用于生
产，影响了村民饮水。

1. 达拉特电厂、
神华电厂，亿利PVC
生产厂，与树林召镇
关碾房村羊场湾舍相
隔一条拉运专线。该
拉运专线是由三家企
业共同向当地征地修
建，但严重的粉尘污
染、交通堵塞常年影
响当地村民生活。

2. 达拉特电厂，
神华电厂用水量大，
导致村内大量多年前
打的井枯竭。树林召
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
多年前地下水量充
足 ，曾 经 有 过 自 流
井。现在农作物灌溉
井，需要打一百米以
下才可以取水。

3.东源自来水公
司将取水井打在了树
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
湾舍的地界（2011年
前后），且对该村没有
任何的补偿。该公司
将地下水抽取过滤
后，卖给当地小区、公
路服务区和当地村
民。

4.树林召镇关碾
房村羊场湾舍公路服
务区车流量大，车辆
维修污染严重。

1. 达拉特电厂、
神华电厂，亿利PVC
生产厂，与树林召镇
关碾房村羊场湾舍相
隔一条拉运专线，该
拉运专线是由三家企
业共同向当地征地修
建，但严重的粉尘污
染、交通堵塞常年影
响当地村民生活。

2. 达拉特电厂，
神华电厂用水量大，
导致村内大量多年前
打的井枯竭。树林召
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
多年前地下水量充
足 ，曾 经 有 过 自 流
井。现在农作物灌溉
井需要打一百米以下
才可以取水。

3.东源自来水公
司将取水井打在树林
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
舍 地 界（2011 年 前
后），对该村没有任何
的补偿，将地下水抽
取过滤后，卖给当地
小区、公路服务区和
当地村民。

4.树林召镇关碾
房村羊场湾舍公路服
务区车流量大，车辆
维修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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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亿利化学、电厂、冀东水泥厂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关碾房村打井抽水用于生产，导致当地地下水位下降”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亿利化学、达拉特电厂、冀东水泥三家企业生产用水按照水利部门批复取用黄河水，调取近三年取水情况未发现超批取水问题。

生活用水方面，达拉特电厂生活用水为城镇自来水；亿利化学厂区内有2眼生活用水自备井，批复取水量为9.8万立方米/年，2019、2020、2021年
分别用水3.6万立方米、4.32万立方米、4.23万立方米；冀东水泥厂区内有1眼生活用水自备井，批复取水量为5.33万立方米/年，2019、2020、2021
年分别用水2.91万立方米、3.27万立方米、4.04万立方米。以上3家企业除上述水井外，未发现其他打井取水行为。经调阅自治区水利厅对树林
召镇区水位监测结果显示：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2021年三季度、四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下
降，符合水位正常波动范围。此外，根据2020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关碾房村水浇地为1.97万亩，按照自治区定额亩均用水量220立方米计算，年用
水量434万立方米，而企业用水量每年在6.5万立方米以内，占关碾房村农业灌溉用水量的1.5%，对当地地下水用量占比较小。而且，根据现场测
量厂区周边农灌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距地表20米左右，又对亿利化学(与神华电厂同一厂区内)生活备用水源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进行测量，距地
表18.9米，因神华电厂生活水源井在农民灌溉用水井的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区（由南向北径流）的下游，而测量数据说明水位埋深是由南向北逐渐
增加的，说明神华电厂取水对当地地下水影响甚微。

2.关于“村里西侧六七家村民饮水困难”问题。该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社铁路东侧已接通城镇自来水管网，大部分村民日常饮用自来水，走访排查发现铁路西侧还有17户村

民未接通自来水，存在饮水困难问题。
3.关于“三家厂区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达拉特电厂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大部分回用，剩余部分排入灰渣场内（排放标准符合《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限值），用于灰渣场洒水降尘；调取2022年观测井（灰渣场周边设有3处观测井）水质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检测指标
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限值要求。冀东水泥、亿利化学位于同一厂区内，均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全部
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调取了2022年厂区观测井水质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检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
类限值要求。冀东水泥、亿利化学、达拉特电厂生产废气均配套建设了废气处理装置，生产废气经处理后集中排放。调取2022年企业在线监控数据，数据显
示生产废气达标排放；调取2022年企业自行检测报告，报告显示生产废气均符合国家排放限值要求。达拉特电厂将灰渣拉运至环评批复的灰渣场填埋，亿
利化学生产厂和冀东水泥厂的灰渣作为冀东水泥厂的生产原料实现再利用、不外排。亿利化学、冀东水泥粉状物料全部棚内密闭贮存，厂内无粉状物料露天
堆放；达拉特电厂一二期、四期项目全封闭煤棚建成投运，三期项目煤场全封闭工程正在进行施工，堆煤使用防尘网严密遮盖。调阅2021年至今的企业厂界
颗粒物检测报告，冀东水泥厂界颗粒物符合《水泥行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GB4915—2013）排放限值，达拉特电厂、亿利化学厂界颗粒物符合《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排放限值。三家企业虽达标排放，但对周边环境仍然存在达标叠加污染情况。

1.关于“神华电厂、PVC厂建设一条运煤线，运输过程中有扬尘污染，影响呼吸健康”问题。该问题属实。
运煤专线建于2005年，全长约5.5公里，该道路为达拉特电厂、亿利化学、神华亿利电厂、冀东水泥等四家企业运输原料和产品的唯一公路通

道，日均通行车辆约1000余辆次，高峰期达1600余辆次。2018年开始，我旗针对运煤专线周边扬尘问题开展常态化整治。一是对运煤专线道路
进行修补，对两侧路肩进行硬化；二是对运煤专线两侧进行绿化补植；三是每日对道路进行清扫和洒水抑尘，同时责成企业安装清洗设备，车辆清
洗后方可出厂；四是要求各厂安装限速设备，时速限制在20公里/小时以内，同时对不按规范苫盖篷布、超速行驶的运输车辆进行执法检查；五是
查处道路两侧违规停车行为，引导车辆到服务区规范停车。

通过近年来常态化整治，运煤专线扬尘问题有所改善，但与群众期盼仍有差距，分析原因如下：一是因过往车辆多，道路易破损，日常清扫和洒
水抑尘效果差；二是树林召镇对道路两侧商户管理不规范、对道路两侧硬化不到位，车辆启停易扬尘；三是交管大队对运输车辆篷布苫盖、车辆限
速等执法和处罚措施执行不严格；四是四家企业源头治理不到位，对厂区内运输车辆限速和篷布苫盖监管不严格。此外，内蒙古地区春秋两季风
力等级较高，大风、沙尘天气多发频发，加之运煤专线通行车辆较多，与城区及周边区域相比，该路段易出现扬尘污染问题。故“运煤专线扬尘污
染”问题属实。

2.关于“两个厂子征用村民土地打井用于生产，影响了村民饮水”问题。
经调查核实，亿利化学、神华亿利电厂两家企业生产用水按照水利部门批复取用黄河水，调取近三年取水情况未发现超批取水问题。生活用

水方面，亿利化学厂区内有2眼生活用水自备井，批复取水量为9.8万立方米/年，2019、2020、2021年分别用水3.6万立方米、4.32万立方米、4.23
万立方米；神华亿利电厂厂区内有1眼生活用水自备井，批复取水量为6.57万立方米/年，2019、2020、2021年分别用水5.89万立方米、6.26万立方
米、6.5万立方米。以上2家企业除上述水井外，未发现其他打井取水行为。自治区水利厅对树林召镇区水位监测结果为：2020年二季度到2021
年二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2021年三季度、四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符合水位正常波动范围。此外，根据2020年第
二次土地调查关碾房村水浇地为1.97万亩，按照自治区定额亩均用水量220立方米计算，年用水量434万立方米，而企业用水量每年在6.5万立方
米以内，占关碾房村农业灌溉用水量的1.5%，对当地地下水用量占比较小。而且，根据现场测量厂区周边农灌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距地表20米
左右，又对亿利化学(与神华电厂同一厂区内)生活备用水源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进行测量，距地表18.9米，因神华电厂生活水源井在农民灌溉用
水井的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区（由南向北径流）的下游，而测量数据说明水位埋深是由南向北逐渐增加的，说明神华电厂取水对当地地下水影响甚
微。经了解该社铁路东侧已接通城镇自来水管网，大部分村民日常饮用自来水，走访排查发现铁路西侧还有17户村民未接通自来水，存在饮水困
难问题。

1.关于“达拉特电厂、神华电厂、亿利PVC生产厂，与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相隔一条拉运专线。该拉运专线是由三家企业共同向当地
征地修建，但严重的粉尘污染、交通堵塞常年影响当地村民生活”问题。

运煤专线建于2005年，全长约5.5公里，该道路为达拉特电厂、亿利化学、神华亿利电厂、冀东水泥等四家企业运输原料和产品的唯一公路通道，日均
通行车辆约1000余辆次，高峰期达1600余辆次。2018年开始，达拉特旗针对运煤专线周边扬尘问题开展常态化整治。一是对运煤专线道路进行修补，
对两侧路肩进行硬化；二是对运煤专线两侧进行绿化补植；三是每日对道路进行清扫和洒水抑尘，同时责成企业安装清洗设备，车辆清洗后方可出厂；四
是要求各厂安装限速设备，时速限制在20公里/小时以内，同时对不按规范苫盖篷布、超速行驶的运输车辆进行执法检查；五是查处道路两侧违规停车行
为，引导车辆到服务区规范停车。

通过近年来常态化整治，运煤专线扬尘问题有所改善，但与群众期盼仍有差距，分析原因如下：一是因过往车辆多，道路易破损，日常清扫和洒
水抑尘效果差；二是树林召镇对道路两侧商户管理不规范、对道路两侧硬化不到位，车辆启停易扬尘；三是交管大队对运输车辆篷布苫盖、车辆限
速等执法和处罚措施执行不严格；四是四家企业源头治理不到位，对厂区内运输车辆限速和篷布苫盖监管不严格。此外，内蒙古地区春秋两季风
力等级较高，大风、沙尘天气多发频发，加之运煤专线通行车辆较多，与城区及周边区域相比，该路段易出现扬尘污染问题。故“运煤专线扬尘污
染”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为解决运煤专线交通拥堵问题，达拉特旗2014年建设浩安停车场，占地面积约500亩，可容纳3000辆大型货车停放，目前日均
车流量约500辆，通过控制运煤车辆停留时间和数量，实现车辆有序进入达电厂区，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但因偶发的交通事故造成短时间
的交通不畅等不确定因素，有时可能对当地村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故“交通堵塞常年影响当地村民生活”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达拉特电厂、神华电厂用水量大，导致村内大量多年前打的井枯竭、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多年前地下水量充足，曾经有过自流
井。现在农作物灌溉井，需要打一百米以下才可取水”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达拉特电厂、神华电厂两家企业生产用水不取用地下水，按照水利部门批复取用黄河水，调取近三年取水情况未发现超批复取水
问题。生活用水方面，达拉特电厂生活用水为城镇自来水；神华亿利电厂厂区内有1眼生活用水自备井，批复取水量为6.57万立方米/年，2019、
2020、2021年分别取用水5.89万立方米、6.26万立方米、6.5万立方米，年取水量均低于批复取水量。同时，经调阅水利厅对树林召镇区地下水水
位监测结果，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2021年三季度、四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符合水位正
常波动范围。此外，根据2020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关碾房村水浇地为1.97万亩，按照自治区定额亩均用水量220立方米计算，年用水量434万立
方米，而企业用水量每年在6.5万立方米以内，占关碾房村农业灌溉用水量的1.5%，占当地地下水用量比例较小。同时，根据现场测量厂区周边农
灌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距地表20米左右，对亿利化学(与神华电厂同一厂区内)生活备用水源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进行测量，距地表18.9米，因神
华电厂生活水源井在农民灌溉用水井的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区（由南向北径流）的下游，而测量数据说明水位埋深是由南向北逐渐增加的，说明神
华电厂取水对当地地下水影响甚微。

3.关于“东源自来水公司将取水井打在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地界（2011年前后），对该村没有任何的补偿，将地下水抽取过滤后，卖给当
地小区、公路服务区和当地村民”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水井实际为2011年东源房地产公司在建设羊场湾服务区时，在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的情况下打了1眼用于工程
建设水井。2013年服务区建成后，接通了城镇自来水管网，该井作为管网末端备用水井不再使用。经走访部分村民，未发现“东源自来水公司将
地下水抽取过滤后出售给小区、服务区、居民”的证据。

4.关于“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公路服务区车流量大、车辆维修污染严重”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调查核实，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社公路服务区位于运煤专线南侧，主要为途经运煤专线的运输车辆提供停车、维修服务，日常停车量较大，
存在生产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情况。

1.关于“达拉特电厂、神华电厂、亿利PVC生产厂，与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相隔一条拉运专线。该拉运专线是由三家企业共同向当地
征地修建，但严重的粉尘污染、交通堵塞常年影响当地村民生活”问题。

运煤专线建于2005年，全长约5.5公里，该道路为达拉特电厂、亿利化学、神华亿利电厂、冀东水泥等四家企业运输原料和产品的唯一公路通
道，日均通行车辆约1000余辆次，高峰期达1600余辆次。2018年开始，我旗针对运煤专线周边扬尘问题开展常态化整治。一是对运煤专线道路
进行修补，对两侧路肩进行硬化；二是对运煤专线两侧进行绿化补植；三是每日对道路进行清扫和洒水抑尘，同时责成企业安装清洗设备，车辆清
洗后方可出厂；四是要求各厂安装限速设备，时速限制在20公里/小时以内，同时对不按规范苫盖篷布、超速行驶的运输车辆进行执法检查；五是
查处道路两侧违规停车行为，引导车辆到服务区规范停车。

通过近年来常态化整治，运煤专线扬尘问题有所改善，但与群众期盼仍有差距，分析原因如下：一是因过往车辆多，道路易破损，日常清扫和洒
水抑尘效果差；二是树林召镇对道路两侧商户管理不规范、对道路两侧硬化不到位，车辆启停易扬尘；三是交管大队对运输车辆篷布苫盖、车辆限
速等执法和处罚措施执行不严格；四是四家企业源头治理不到位，对厂区内运输车辆限速和篷布苫盖监管不严格。此外，内蒙古地区春秋两季风
力等级较高，大风、沙尘天气多发频发，加之运煤专线通行车辆较多，与城区及周边区域相比，该路段易出现扬尘污染问题。故“运煤专线扬尘污
染”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为解决运煤专线交通拥堵问题，达拉特旗2014年建设浩安停车场，占地面积约500亩，可容纳3000辆大型货车停放，目前日均
车流量约500辆，通过控制运煤车辆停留时间和数量，实现车辆有序进入达电厂区，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故“交通堵塞常年影响当地村民生
活”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达拉特电厂、神华电厂用水量大，导致村内大量多年前打的井枯竭、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多年前地下水量充足，曾经有过自流
井。现在农作物灌溉井，需要打一百米以下才可取水”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达拉特电厂、神华电厂两家企业生产用水不取用地下水，按照水利部门批复取用黄河水，调取近三年取水情况未发现超批复取水
问题。生活用水方面，达拉特电厂生活用水为城镇自来水；神华亿利电厂厂区内有1眼生活用水自备井，批复取水量为6.57万立方米/年，2019、
2020、2021年分别取用水5.89万立方米、6.26万立方米、6.5万立方米，年取水量均低于批复取水量。同时，经调阅水利厅对树林召镇区地下水水
位监测结果，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2021年三季度、四季度平均水位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符合水位正
常波动范围。此外，根据2020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关碾房村水浇地为1.97万亩，按照自治区定额亩均用水量220立方米计算，年用水量434万立
方米，而企业用水量每年在6.5万立方米以内，占关碾房村农业灌溉用水量的1.5%，占当地地下水用量比例较小。同时，根据现场测量厂区周边农
灌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距地表20米左右，对亿利化学(与神华电厂同一厂区内)生活备用水源井水位（静水位）埋深进行测量，距地表18.9米，因神
华电厂生活水源井在农民灌溉用水井的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区（由南向北径流）的下游，而测量数据说明水位埋深是由南向北逐渐增加的，说明神
华电厂取水对当地地下水影响甚微。

3.关于“东源自来水公司将取水井打在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地界（2011年前后），对该村没有任何的补偿，将地下水抽取过滤后，卖给当
地小区、公路服务区和当地村民”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水井实际为2011年东源房地产公司在建设羊场湾服务区时，在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的情况下打的1眼用于工程
建设的水井。2013年服务区建成后，接通了城镇自来水管网后，该井作为管网末端备用水井不再使用。经走访部分村民，未发现“东源自来水公
司将地下水抽取过滤后出售给小区、服务区、居民”的证据。

4.关于“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舍公路服务区车流量大、车辆维修污染严重”问题，该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树林召镇关碾房村羊场湾社公路服务区位于运煤专线南侧，主要为途经运煤专线的运输车辆提供停车、维修服务，日常停车量较大，
存在生产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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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关于“村里西侧六七家村民饮水困难”问题整改措施。旗水利
局已于3月30日启动实施供水管网延伸工程，4月4日完工通水，
解决了17户村民饮水困难问题。

关于“三家厂区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问题整改措施。加强对
三家企业的日常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定期抽查检查企业的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情况和各类环保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强化企业内部管
理，不断降低污染排放总量。

1.关于“神华电厂、PVC厂建设一条运煤线，运输过程中有扬尘污
染，影响呼吸健康”问题。达拉特旗委、旗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多次
现场办公、主动接访，了解群众诉求、研究解决办法，制定了具体整改措
施，要求各部门、企业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分工任务、强化协同配合，
从快从严全力完成运煤专线整治工作；由两名县级领导牵头，现场盯办
停车场规范运营和线路升级改造工作。

一是实施运煤专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拟投资3200万元，全线实施
铣刨路面并重新罩面、边坡治理、修筑排水沟、路肩硬化修补等工程，全面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扬尘清洗效率。目前项目已启动，在确保安全和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力争2022年6月底前全部改造完毕。

二是常态化清理整治运煤专线。树林召镇投资421万元，对羊场
湾服务区及周边道路进行硬化改造，实施排水改造工程，新建公厕2座；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高运煤专线清扫和洒水抑尘频次，常态化做好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车辆不
苫盖篷布、超速行驶行为；树林召镇、市场监管、城管执法、交通执法等单
位加强对羊场湾服务区和运煤专线两侧商户、汽修门店的清理整顿；生
态环境局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对维护修补破损道路、安装
车辆清洗视频监控、提高清扫频次，加强对限速设备运行的督查。

三是着眼长远解决运煤专线环境问题。运煤专线暂无替代道路，
下一步旗委、旗政府将通过改变运输方式和线路，从根本上解决扬尘污
染问题。加快推进煤炭物流“散改集”新模式应用，目前已建成达电中
心陆港（智能甩箱内陆港），配套了集装箱仓储、装卸作业等设施设备，正
在建设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积极推进解柴线路产路权收购，引进有实
力的企业对解柴线进行升级改造，启动解柴线至达拉特电厂引线工程，
畅通运输通道。积极争取大塔北至达拉特电厂铁路专用线工程落地实
施（已列入国家发改委公转铁两年行动计划），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

2.关于“两个厂子征用村民土地打井用于生产，影响了村民饮水”问题
整改措施。目前已落实资金，启动了自来水管网入户工程。3月29日已
完成自来水管道线路勘测、施工队进场、材料购买等前期工作；3月30日
已开工建设，计划于4月5日前完工，切实解决17户村民饮水困难问题。

1.针对运煤专线扬尘问题。达拉特旗委、旗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
导多次现场办公、主动接访，了解群众诉求、研究解决办法，制定了具体
整改措施，要求各部门、企业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分工任务、强化协
同配合，从快从严全力完成运煤专线整治工作；由两名县级领导牵头，
现场盯办停车场规范运营和线路升级改造工作。

一是实施运煤专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拟投资3200万元，全
线实施铣刨路面并重新罩面、边坡治理、修筑排水沟、路肩硬化修
补等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扬尘清洗效率。目前项目已
启动，在确保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力争2022年6月底前全部
改造完毕。

二是常态化清理整治运煤专线。树林召镇投资421万元，对羊场
湾服务区及周边道路进行硬化改造，实施排水改造工程，新建公厕2座；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高运煤专线清扫和洒水抑尘频次，常态化做好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车辆不
苫盖篷布、超速行驶行为；树林召镇、市场监管、城管执法、交通执法等单
位加强对羊场湾服务区和运煤专线两侧商户、汽修门店的清理整顿；生
态环境局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对维护修补破损道路、安装
车辆清洗视频监控、提高清扫频次，加强对限速设备运行的督查。

三是着眼长远解决运煤专线环境问题。运煤专线暂无替代道路，
下一步旗委、旗政府将通过改变运输方式和线路，从根本上解决扬尘污
染问题。加快推进煤炭物流“散改集”新模式应用，目前已建成达电中
心陆港（智能甩箱内陆港），配套了集装箱仓储、装卸作业等设施设备，正
在建设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积极推进解柴线路产路权收购，引进有实
力的企业对解柴线进行升级改造，启动解柴线至达拉特电厂引线工程，
畅通运输通道。积极争取大塔北至达拉特电厂铁路专用线工程落地实
施（已列入国家发改委公转铁两年行动计划），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

2.针对东源房地产公司违规取水问题。达拉特旗农牧业执法大队对
东源房地产公司违规取水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依法封闭水源井。

3.针对羊场湾社公路服务区车流量大、车辆维修污染问题。一是
加大服务区环境清理力度，清空服务区车辆，修缮服务区地面和下水管
道，目前已完成车辆和垃圾清理；二是引进物业公司规范管理服务区停
车秩序，统一进行环卫保洁，目前正在组建物业公司；三是树林召镇执
法局、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加强对服务区门店管理，严肃查处乱堆乱放、
乱扔垃圾、污染环境等问题。

1.针对运煤专线扬尘问题。达拉特旗委、旗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
多次现场办公、主动接访，了解群众诉求、研究解决办法，制定了具体整改
措施，要求各部门、企业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分工任务、强化协同配合，
从快从严全力完成运煤专线整治工作；由两名县级领导牵头，现场盯办停
车场规范运营和线路升级改造工作。

一是实施运煤专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拟投资3200万元，全
线实施铣刨路面并重新罩面、边坡治理、修筑排水沟、路肩硬化修
补等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扬尘清洗效率。目前项目已
启动，在确保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力争2022年6月底前全部
改造完毕。

二是常态化清理整治运煤专线。树林召镇投资421万元，对
羊场湾服务区及周边道路进行硬化改造，实施排水改造工程，新建
公厕2座；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高运煤专线清扫和洒水抑尘频次，
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严厉查处车辆不苫盖篷布、超速行驶行为；树林召镇、市场监
管、城管执法、交通执法等单位加强对羊场湾服务区和运煤专线两
侧商户、汽修门店的清理整顿；生态环境局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督促企业对维护修补破损道路、安装车辆清洗视频监控、提高
清扫频次，加强对限速设备运行的督查。

三是着眼长远解决运煤专线环境问题。运煤专线暂无替代道
路，下一步旗委、旗政府将通过改变运输方式和线路，从根本上解
决扬尘污染问题。加快推进煤炭物流“散改集”新模式应用，目前
已建成达电中心陆港（智能甩箱内陆港），配套了集装箱仓储、装卸
作业等设施设备，正在建设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积极推进解柴线
路产路权收购，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对解柴线进行升级改造，启动解
柴线至达拉特电厂引线工程，畅通运输通道。积极争取大塔北至
达拉特电厂铁路专用线工程落地实施（已列入国家发改委公转铁
两年行动计划），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

2.针对东源房地产公司违规取水问题。达拉特旗农牧业执法大队对
东源房地产公司违规取水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依法封闭水源井。

3.针对羊场湾社公路服务区车流量大、车辆维修污染问题。
一是加大服务区环境清理力度，清空服务区车辆，修缮服务区地面
和下水管道，目前已完成车辆和垃圾清理；二是引进物业公司规范
管理服务区停车秩序，统一进行环卫保洁，目前正在组建物业公
司；三是树林召镇执法局、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加强对服务区门店管
理，严肃查处乱堆乱放、乱扔垃圾、污染环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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