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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呼伦贝尔市鄂
温克族自治旗，田
野大草业牧民专业
合作社奶牛养殖基
地在辉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厂区
粪水流入河中。该
问题曾经多次被信
访举报，未及时解
决。

兴安盟科尔沁
右翼前旗额尔格图
镇兴牧嘎查太平屯
附近的蚨生矿业有
限公司非法使用炸
药盗采矿产资源，
非法建设日处理
1000吨萤石矿，非
法满山堆积约 18
万吨含多种有毒化
学药剂的尾矿，破
坏大面积林草。

通辽市科尔沁
左翼后旗污水处理
厂把废水排入甘旗
卡镇哈图塔拉嘎查
小泡子里。现在泡
子已满，废水外溢
淹到牧民家里，造
成 10 多户牧民无
法出入家门，多处
养殖棚圈倒塌。

三年来至今，
有人在赤峰市喀喇
沁旗牛营子镇陈营
子村东山五条天然
排洪大沟，倾倒约
100万立方米的垃
圾，并用土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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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田野大草业牧民专业合作社奶牛养殖基地（实为鄂温克旗田野奶牛养殖基地）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问题属实。经现场核

查，该企业位于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距保护区边界1千米，距最近的缓冲区19千米，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乡那
文嘎查境内。按照《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
〔2019〕55号）中规定，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不得划为禁养区。

该企业养殖设施建设前，企业向鄂温克旗发展和改革局提出了项目备案申请，旗发展和改革局于2016年4月19日下达了《关于鄂温
克旗田野大草业牧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奶牛牧场项目备案的通知》（鄂发改备字〔2016〕6号），完成立项程序。项目选址时，合作社企业同那
文嘎查及巴彦塔拉乡人民政府签订三方用地协议，2016年5月4日，鄂温克旗国土资源局出具了《设施农用地准予用地备案通知书》（鄂国
土农备〔2016〕0008号）。该企业因资金短缺等原因，项目其他要件办理较慢。

2.“厂区粪水流入河中”核查情况。2022年4月1日，经执法人员现场勘察并通过无人机排查，在该企业及周边未发现粪水流入河中
的情况，厂区周边及河岸未发现粪污堆放痕迹。该企业建有化粪池，用于粪污收集处理；因气候原因牲畜粪便冻结，粪污收集设施无法运
行，厂区内有少量已冻结牲畜粪便堆放，不排除气温转暖粪便融化后产生污染隐患。

3.“该问题曾经多次被信访举报，未及时解决”问题部分属实。“田野养殖基地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养牛”问题曾被多次举报，相
关部门虽然进行了认真调查，多次督办整改，但企业态度不够积极，又因企业资金出现短缺、经营困难等原因，迟迟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同时由于旗政府有关部门整改督办不到位，导致有关要件办理缓慢。

（一）信访问题核实情况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其中“非法使用炸药盗采矿产资源”不属实；“非法建设日处理1000吨萤石矿”属实；“非法满山堆积

约18万吨含多种有毒化学药剂的尾矿”部分属实；“破坏大面积林草”属实。
（二）信访问题处理情况
科右前旗蚨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太平屯硅石矿，于2006年7月30日经（原）兴安盟国土资源局审批设立，采矿证号1522000610041，采矿

权人为科右前旗蚨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郑某某，采矿许可证号为C1522002010086120073385，有效期至2024年4月10日，
开采矿种为萤石（普通）、开采方式为井工开采，矿区面积为143.4亩（0.0956平方公里），其中位于科右前旗矿区面积85.4亩（0.0569平方公里）、
位于乌兰浩特市矿区面积58亩（0.0387平方公里）。2018年5月开始，内蒙古恒存矿业有限公司建设萤石选矿厂，作为科右前旗蚨生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硅石矿配套工程，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显示，建设内容主要有破碎、筛分、磨矿、精选脱水、生产辅助附属用房及设施，同
时包括厂区内的道路、绿化、硬化、管线等辅助工程。

1.现场核查情况
（1）反映的“非法使用炸药盗采矿产资源”内容不属实。根据《关于贯彻执行<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和<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

求>有关事项的通知》（公治〔2012〕240号）中“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非煤矿矿山企业在基建期间需要进行爆破作业的，可以由营
业性爆破作业单位提供爆破作业服务”相关规定，兴安盟通缘爆破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蚨生矿业提供的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向科右前旗公安局
治安大队申请民用爆破物品用于蚨生矿业矿山生产建设，科右前旗公安局治安大队依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21条有关规定依法进
行审批。通过核查公安部门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2017年12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累计申请28次、爆破物品178.088吨，经公安机关
与兴安盟通缘爆破有限责任公司核实，均用于额尔格图镇太平屯硅石矿爆破，不存在“非法使用炸药”问题；关于“盗采矿产资源”问题，根据兴安
盟浩展地质勘查有限公司2020年12月出具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蚨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太平屯硅石矿2020年储量年度报告》认定，2021
年1月16日经兴安盟国土资源学会评审，并经兴安盟自然资源局确认，“2020年之前，该矿山采矿活动在采矿权许可证范围内，无越界及超标高
开采”。2021年1月26日，蚨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递交了停产停工报告，2021年无生产经营行为。经科右前旗各执法部
门日常执法巡查，以及公安部门调查询问原企业现场负责人李志、打更工作人员刘香凤、额尔格图镇兴牧嘎查党支部书记单纪奎等证人证言证
明，未发现“盗采矿产资源”问题。

（2）反映的“非法建设日处理1000吨萤石矿”内容属实。蚨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个矿井口采矿用地面积为0.11亩（73.83平方米），经查，企
业未办理林地草原征占用手续。恒存矿业建设日处理1000吨萤石矿选矿厂占地面积81.98亩，其中位于科右前旗厂址建设占地面积44.15亩、
位于乌兰浩特市厂址建设占地面积37.83亩。企业仅办理《项目备案告知书》（项目代码：2018-152221-10-03-005458）《内蒙古恒存矿业有
限公司萤石选矿厂（蚨生矿业有限公司硅石矿配套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内蒙古恒存矿业有限公司萤石选矿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内蒙古恒存矿业有限公司萤石选矿厂（蚨生矿业有限公司硅石矿配套工程）及取暖锅炉变更建设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合格的函》，无合法用地审批相关手续，存在“未批先建”行为。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先后于2018年5月4日、2021年10月22日先后下达责
令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科右前旗林草局先后于2018年12月26日、2020年5月12日对违规占用林地及草地进行处罚，共处罚款4.933
万元，并由企业签订了《限期恢复原状保证书》，2020年7月20日，蚨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由科右前旗林草局颁发的《征用使用草原审核同意
书》（实际由恒存矿业有限公司使用），审核同意书编号：内草审改（2020）第339号，草原面积0.94亩（0.0625公顷），存在“非法建设日处理1000
吨萤石矿”问题。

（3）反映的“非法满山堆积约18万吨含多种有毒化学药剂的尾矿”内容部分属实。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测绘股现场核查，并与原蚨生矿业
现场负责人李志实地确认，现场堆积尾矿约2万吨，与所反映“堆积18万吨尾矿”出入较大，尾矿堆放区域没有办理临时征占用林地草原手续，存
在“非法堆积尾矿”问题。科右前旗环境保护局2018年5月1日批复河北德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恒存矿业有限公司萤石选矿厂
（蚨生矿业有限公司硅石矿配套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旗环审字〔2018〕012号），关于“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有关要求，该选矿厂所
用浮选药剂为油酸，产生的选矿尾砂等固体废弃物属一般工业固废，可以用于“砖厂制砖综合利用、采矿场的采空区回填等”，经科右前旗生态环
保部门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步判定，该尾矿属非有毒有害材料，最终结论在委托内蒙古环境监测检验有限公司出具检测结果后进
一步论证。

（4）反映的“破坏大面积林草”内容属实。经查，蚨生矿业有限公司在科右前旗境内从事非法地质勘查破坏林地2.76亩、非法占用林地堆放
尾矿10.47亩；内蒙古恒存矿业有限公司萤石选矿厂“未批先建”占用草地20.53亩，均在乌兰浩特市境内；占用耕地27.05亩，均在科右前
旗境内；占用林地3.07亩，均在科右前旗境内。蚨生矿业和恒存矿业破坏林地、草地、耕地的总面积为63.88亩，存在“破坏林草”问题。

经调查核实，该转办件反映的是科左后旗甘旗卡镇哈图塔拉嘎查东胡勒斯台小组部分房屋进水问题，问题中反映的甘旗卡镇哈图塔
拉嘎查小泡子应为甘旗卡镇哈图塔拉嘎查东胡勒斯台小组南侧的东湖（胡勒斯台泡子），该问题与第六批D2NM202203300049号交办问
题属同一问题，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污水处理厂把废水排入甘旗卡镇哈图塔拉嘎查小泡子里”问题属实。
群众反映的问题，应为甘旗卡镇东区污水处理厂将再生水（非废水）排入东湖问题。科左后旗有污水处理厂一家，是经《通辽市环境保

护局关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东区污水处理工程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通环审〔2018〕18号）批准，通过PPP模式投
资建设的一座现代化污水处理厂，由天河嘉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管理运营。该处理厂收集的污水通过“A2/O+深度处理工艺+二氧化氯
消毒工艺”处理，再生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规定的一级A排放标准，根据环保在线监测数据显
示从2021年至今出水达标率达到100%。该厂于2018年8月建成投入运营，年产再生水约365万立方米，其中，园林绿化用水约54万立
方米，工业园区部分企业生产用水约5万立方米，剩余306万立方米，按照《通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东区
污水处理工程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通环审〔2018〕18号）批复意见，注入东湖（胡勒斯台泡子）作为生态补充用水，不存在将废
水排入东湖问题，但存在污水处理厂将处理后的再生水排入东湖的情况。

2、关于“现在泡子已满，废水外溢淹到牧民家里，造成10多户牧民无法出入家门”问题属实
甘旗卡镇哈图塔拉嘎查东胡勒斯台小组常住村民47家，与东湖之间有一条水泥路相隔。近年来，旗内地下水位逐年上升，加之甘旗

卡镇主城区雨水和东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的排入，东湖水面不断扩大。尤其是2021年受台风“烟花”及高压气旋等强降水天气影响，全年
降水量达到665毫米，较历年平均值偏多245.6毫米。特别是2021年8月和9月，甘旗卡镇周边降水量达到351.4毫米，接近往年全年降
水量，导致东湖水面进一步扩大，水面较东胡勒斯台小组高出约0.8米，加之该小组地势低洼，2021年9月21日出现内涝灾害，湖水外溢
（非废水外溢）导致部分村民房屋进水受灾。2022年3月28日甘旗卡镇及周边最大风力达到8级，湖面波浪高度接近2米，部分湖水随浪
漫过东湖北侧的水泥路，再次进入东胡勒斯台小组村内，47家村民因湖水进院影响出行。

3、关于“多处养殖棚圈倒塌”问题不属实
2022年4月2日，经甘旗卡镇党委、政府对东胡勒斯台小组受灾情况进行了排查，不存在养殖棚圈倒塌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
1.关于“三年来至今，有人在赤峰市喀喇沁旗牛营子镇陈营子村东山五条天然排洪大沟，倾倒约100万立方米的垃圾”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的

“五条天然排洪大沟”为自然冲沟，位于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陈营子村，自锦山向赤峰方向分别为7组的水泉子沟、12组的放牛沟、12组的瓦盆窑沟、15组
的鸡爪子沟、15组和26组的煤窑沟。经实地核查和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现场测量，水泉子沟现场有裸露建筑垃圾约6立方米、生活垃圾约3立方米；鸡爪
子沟现场有黏土堆约13900立方米，无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其他3条沟共有砖头、瓦砾等建筑垃圾和弃土约124700立方米，其中，放牛沟43300立方
米、瓦盆窑沟28500立方米、煤窑沟52900立方米。此外，煤窑沟沟口堆有装修垃圾3000余立方米、生活垃圾约10立方米。五条沟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水泉子沟：现状为自然荒沟，现场有天然黄土堆，以及部分区域存在少量砖头、石块等建筑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经走访了解，上述垃圾为附近村
民排放。2022年4月4日，喀喇沁旗已全部清理，分别转运至锦山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分类规范处置。

（2）放牛沟：现状为人工栽植的樟子松苗木，为陈营子村集体林地。2004年2月14日，由陈营子村村民宋某以治理荒山名义对其进行承包。2021年6
月24日，牛家营子镇政府接到“宋某偷排垃圾”的群众举报，经镇政府核查，发现宋某涉嫌非法占用林地，随即将线索移交至喀喇沁旗公安局及喀喇沁旗林
业和草原局。2021年7月13日，喀喇沁旗公安局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7月至2021年春季期间，宋某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向该沟排
放混有建筑垃圾的弃土，导致70.23亩林地植被被破坏。2020年4月和2021年8月期间，宋某分两次主动对破坏的林地进行了植被恢复，共造林75.15
亩，并于2021年9月27日，经喀喇沁旗林草局验收合格。2021年11月10日，喀喇沁旗公安局将此案件移送喀喇沁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
月31日，喀喇沁旗人民法院对宋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出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款3万元的决定，目前宋某正在狱中服刑。2022年4月2日，喀喇沁
旗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进行现场测量，并在此地块布点（4个）探槽，探槽结果全部为砖头、瓦砾等建筑垃圾和弃土，测算体积约为43300立方米。

（3）瓦盆窑沟：现状为人工栽植的云杉苗木，为陈营子村集体林地。2007年8月12日，陈营子村村民杨某以治理荒山名义对其进行承包。2020年3
月20日，牛家营子镇政府巡查调查发现，杨某涉嫌非法占用林地，随即将线索移交至原喀喇沁旗森林公安局及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2020年4月4日，
原喀喇沁旗森林公安局立案调查，查实2016年至2020年2月期间，杨某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向该沟排放混有建筑垃圾的弃土（经调
查组了解，弃土一部分来源于村内建筑垃圾，一部分来源于社会车辆偷排），导致30.01亩林地植被被破坏。2020年4月，杨某主动对破坏林地进行植被恢
复，并于2020年8月25日由喀喇沁旗林草局验收合格。2021年3月2日，喀喇沁旗公安局将该案件移送喀喇沁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
31日，喀喇沁旗人民法院对杨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出判处拘役4个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1万元的决定，判决已经全部执行到位。2022年4月2日喀
喇沁旗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进行现场测量，并在此地块布点（3个）探槽，探槽结果全部为砖头、瓦砾等建筑垃圾和弃土，测算体积约为28500立方米。

（4）鸡爪子沟：现状部分区域为采矿用地，堆放黏土，剩余为自然荒沟。经走访调查了解，该黏土为牛营子镇陈营子村东砖厂堆放。2022年4月2日，
喀喇沁旗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进行现场测量，并在此地块布点（3个）探槽，探槽结果全部为黏土，测算体积约为13900立方米。

（5）煤窑沟：现状为人工栽植的樟子松苗木，沟口堆有装修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现场估算装修垃圾3000余立方米、生活垃圾约10立方米。经实地
走访、调阅相关档案了解到，该沟域为陈营子村集体林地。2021年6月24日，牛家营子镇政府接到群众举报，称煤窑沟沟口堆有建筑垃圾。经镇政府核
查发现，陈营子村村民于某涉嫌擅自堆放建筑垃圾改变林地用途，随即将线索移交至原喀喇沁旗森林公安局和喀喇沁旗林草局。喀喇沁旗公安局查实，
2021年4月于某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此沟沟口排放建筑垃圾，占用商品林林地面积为5.38亩（3568平方米）。2021年10月26
日，喀喇沁旗公安局责令于某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并作出给予于某39982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于某已按照行政处罚决定
要求对破坏的林地进行了植被恢复并足额缴纳了罚款。2022年4月2日，喀喇沁旗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进行现场测量，并在此地块布点（4个）探槽，探槽
结果全部为砖头、瓦砾等建筑垃圾和弃土，测算体积为52900立方米。截至2022年4月6日，已经将沟口堆放的3000余立方米装修垃圾、10余立方米
生活垃圾转运至锦山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填埋场分类规范处置。

2.关于“用土覆盖”问题基本属实。综合五条沟实地核查情况，水泉子沟裸露的约6立方米建筑垃圾和3立方米生活垃圾已全部清理并规范处置，不
存在用土覆盖问题；鸡爪子沟无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不存在用土覆盖问题；放牛沟、瓦盆窑沟、煤窑沟部分区域确实存在覆土行为，是为了提高林地苗木
成活率，因此，宋某、杨某、于某对所破坏林地进行恢复时，对土地进行平整、覆土改良，同时结合此次群众举报问题，喀喇沁旗坚持立行立改，对3条沟原来
平整恢复不到位和其他适宜林业生产条件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覆土，其中，放牛沟覆土14707平方米、瓦盆窑沟覆土20669平方米、煤窑沟覆土25196
平方米。目前，大部分区域已具备植树造林条件，植树造林相关工作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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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9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鄂温克旗分局、旗水利局、巴彦塔拉
乡政府相继印发了整改催办通知，鄂温克旗政府多次组织各相关部门召开会
议安排部署整改推进工作。目前，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防洪影响评
价依申请正在办理中。

接到投诉人举报后，鄂温克旗委、政府组织各相关部门、地区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立即制定整改方案：一是立即消除污染隐患，依法责令企业停产，将现
有349头牛迁出，全面清理厂区内粪污。直至全面完成环评等相关手续，完善
各项环保处理设备，经验收合格后再进行养殖。拟对涉嫌违法人员依法处
理。二是排出时间表，加快推进环评等相关手续办理，完善各项环保处理设
备，验收合格后，如企业有意愿经营，继续迁回牲畜养殖。如企业无意愿经营，
则由鄂温克旗政府与该企业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资产评估，依据评估结
果，双方协商收购事宜。三是旗纪委监委对相关地区和部门履行监管责任不
力的问题追责问责。

1.举报问题查处情况
一是非法破坏林地草原等方面。破坏林地方面，2022年4月1日，科右前

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蚨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地
质勘查破坏林地2.76亩”“非法占用林地堆放尾矿石10.47亩”，对恒存矿业有
限公司“未批先建破坏林地3.07亩”行为立案查处。破坏草原方面，2022年3
月30日，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内蒙古恒存矿业
有限公司萤石矿选矿厂“确认实际非法占用草原20.53亩”立案查处。期间，
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原企业现场负责人李志、
恒存矿业实际控制人蒋征江制作笔录和电话问询。2022年4月6日，移交科
右前旗公安局立案。

二是选矿厂“未批先建”方面，2022年3月30日，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
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内蒙古恒存矿业有限公司萤石选矿厂“未批先建
非法占用耕地27.05亩”行为立案查处。2022年4月6日，移交科右前旗公安
局立案。

以上测绘数据由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委托兴安盟万驰测绘有限公司实地
测绘，并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和林草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审核确认取得。

三是尾矿石处理方面，2022年3月25日，兴安盟生态环境局对恒存矿业
有限公司涉嫌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立案编号为〔2022〕6号。

2.整改落实情况
一是在林地、草原、耕地等有关手续能否补办方面。2022年4月5日，经

兴安盟林草局与自治区林草局沟通联系，自治区林草局表示相关林地、草原补
办手续办理有关情况正在研究中，是否能够补办待研究后给予明确答复。若
能够补办占用林地、草原手续，联合乌兰浩特市一同督促、监督企业依法依规
尽快办理；同时，与乌兰浩特市有关部门共同督促企业完成耕地踏查报告，由
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补充登记、调整耕补库，办理完成农用地转用手续；若不能
补办林地、草原、耕地等有关手续，会同乌兰浩特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拆除地上附着物并恢复植被，坚决整改落实到位。

二是关于尾矿检测方面。2022年4月5日，由科右前旗生态环境分局委
托内蒙古环境监测检验有限公司对堆积尾矿是否含有毒化学药剂进行检测，
大概2个月出具检测结果后，根据认定结论依法依规处置，近期将堆积尾矿用
塑料布遮盖作封存处理。堆积尾矿若无毒无污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内关于“尾矿等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要求，将尾矿用于砖厂制砖综合利
用、采矿场采空区和取料场回填等，并恢复临时占用草原植被；检测结果若尾
矿有毒有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第
一百一十条依法处理，6月30日前完成。

（一）接到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件前工作开展情况
1.2021年9月21日和2022年3月28日两次险情发生后，科左后旗委、政府均

立即作出响应，及时将47家120名村民全部通过入住公租房等方式进行临时安置。
2.针对两次险情，科左后旗委政府先后紧急动员800余人次、工程车辆30余台

次，对东湖北侧的水泥路进行加高加固，并动用大型水泵，将村内积水进行强排。同
时，在东湖东侧建设2000亩的扩容区，2021年10月29日对东湖进行首次扩容排
水，排出湖水约133万立方米，湖面下降20厘米；2022年3月30日对东湖进行再次
扩容排水，排出湖水约60万立方米，湖面下降10厘米。

3.2021年12月起，由旗财政投资450万元，新建东湖向胡吉尔泡子及下游排
水沟渠22公里，将东湖多余库容，通过新修沟渠经胡吉尔泡子排入甘吉排干，并通
过科左后旗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将该工程纳入2022年民生实
事项目。新建沟渠已于2022年3月23日实现全线贯通，并开始排水。

（二）下一步处理和整改工作安排
由科左后旗委、政府负总责，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牵头，加快推进东湖水患治

理。
1.责成甘旗卡镇党委政府，通过4台水泵对进入村内的湖水进行强排，4月8日

前基本排出。
2.责成旗水务局、城投公司及相关苏木镇场分工负责，在保证下游河道安全的

基础上，通过建设小型溢流堰向下游排水，预计2022年5月底前可向下游排放湖水
300万立方米，将东湖水位降低50厘米以上，暂时缓解水患。

3.责成旗水务局负责，2022年6月底前在东湖东侧堤坝修建可调节的永久泄
水闸门，以方便对东湖水位进行随时调节，并对东湖现有堤坝进行进一步加固，彻底
消除东湖水患。

4.责成旗住建局负责，对受灾群众房屋及牲畜圈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
安全隐患的房屋及牲畜圈棚于10月底前完成除险加固。

5.责成旗住建局牵头，投资3300万元实施东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提升工程
（人工湿地），在东区污水处理厂西侧建设一处占地100亩的人工潜流湿地，进一步
改善东区处理厂尾水水质。目前正在办理征地手续、进行施工招标，计划今年5月
份开工建设，2024年5月底前投入使用。

上述问题于4月6日阶段性办结。4月4日至6日，生活垃圾、装修垃圾全
部清运完毕，已在放牛沟、瓦盆窑沟、煤窑沟栽植云杉15000余棵。下一步，喀
喇沁旗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切实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确保在
2022年4月10日前，完成栽植补植工作；同时，在全旗范围内以案示警，建立
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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