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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内蒙古国诚实业有限
公司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与凉城县接壤的原驼盘村
岱海流域苏计自然村所在
区域内，违法开采钼矿。该
矿在岱海上游 7-8 公里处，
使 用 截 伏 流 方 法 无 证 取
水。矿井内每天出 5 万吨
废料，通过 50 多辆大车拉
运，堆弃在驼盘村、陈胜原
等 2 个行政村、5 个自然村
耕地、草地、林地上。该矿
在清水河构筑起百米高的
两道大坝内，占地约 3000
亩，存放未经处理的矿井废
水。

位于阿拉善盟阿拉善
左旗腾格里的内蒙古阿拉
善盟华隆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以探代采长期非法采矿
13 年，涉及资金 30 亿元

行政
区域

乌兰察布市

阿拉善盟

污染
类型

土壤

，水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1. 投诉反映的“内蒙古国诚实业有限公司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与凉城县接壤的原驼盘村岱海流域苏计自然村所在
区域内，违法开采钼矿”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钼矿位于卓资县大榆树乡与凉城县麦胡图镇接壤处，为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卓资
县大苏计钼矿，现采矿权人为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公司”），原采矿权人为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西矿业”）。2005 年，原中西矿业开始建设；2018 年，受钼金属市场价格持续低迷影响加上经营不善，中西
矿业资金链断裂，向卓资县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重整；2019 年 5 月，卓资县法院批准了中西矿业《重整计划》；2020 年
9 月，破产重整和债务清偿全部完毕；2021 年 5 月，采矿权人由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
司。

2008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为大苏计钼矿首次颁发采矿许可证，后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国家自
然资源部两次延续，现采矿权人为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 C1500002011073110115042，矿区面积
1.6796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500 万吨/年，有效期至 2034 年 5 月 5 日。故信访人反映的采矿行为属实，但违法开采不属
实。

2016 年，原采矿权人中西矿业在开采期间，由于西边坡部分岩质稳定性较差，随着采深增加，边坡多次发生坍塌。
为了采矿安全，中西矿业多次对坍塌边坡进行了清理及削坡治理，以致露天采坑西边坡超出采矿许可证范围，但矿体未
超出采矿证范围。

2017 年后，露天采坑西南区域一直未进行过采矿活动，但西边坡仍反复出现坍塌现象。2019 年后，现采矿权人国
城公司针对西边坡坍塌问题，进行了两次治理。

2021 年 6 月，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北京鑫测科技公司对大苏计钼矿进行了全面“体检”；2022 年 4 月 7 日，乌
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内蒙古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公司对大苏计钼矿采坑现状进行了专项核查；同时，卓资县
自然资源局再次委托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 609 队对大苏计钼矿采坑现状进行了专项核查。先后 3 次第三方资质单
位测量显示，露天采坑西边坡为坍塌治理及开拓运输通道造成，西边坡超出采矿证范围，但超出范围无矿体，最终认定大
苏计钼矿不存在超层越界非法开采行为。

2.投诉反映的“该矿在岱海上游 7-8 公里处，使用截伏流方法无证取水”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相关情况如下：

（1）关于使用截伏流方法无证取水的问题。信访人反映的“该矿在岱海上游 7-8 公里处，使用截伏流方法无证取
水”问题系中西矿业尾矿库下游建设的截渗坝，距岱海直线距离 12.5 公里，利用截渗坝拦截废水重复利用问题属实。为
防止尾矿库渗出水外流对周边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按照环评要求在排土场的拦渣坝下游设置集渗井和截渗坝,将收集
到的上游尾矿库渗透水作为生产用水抽至尾矿库澄清回用,按要求回用水无需批复取水许可。同时，为严密监控地下水
水质，利用现有大苏计村、陈三千卜子村监控井和在尾矿库东南 50 米、北侧 50 米处新建的两口监控井对尾矿库周边地
下水水位和水质进行定期监测。

（2）关于企业生产生活用水现状。国城公司生产生活取水许可证由乌兰察布市水利局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颁发，有
效期至 2026 年 8 月 29 日，批复取水总量 207.73 万 m3/a，其中，生产取水量 196.75 万 m3/a（地表水 109.18 万 m3/a，取水
水源为大黑河河道地表水挡水闸工程，位于卓资县卓资山镇城卜子村黄河流域大黑河段，距离矿区 30 公里。疏干水
51.47 万 m3/a，取自国城公司采矿坑。再生水 36.1 万 m3/a，由卓资县卓华污水处理厂供给）；生活用水取用地下水，取水
量 10.98 万 m3/a，地点位于索代沟。取水水源均已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并按照许可取水量取用水。

3.投诉反映的“矿井内每天出 5 万吨废料，通过 50 多辆大车拉运，堆弃在驼盘村、陈胜原等 2 个行政村、5 个自然村耕
地、草地、林地上”问题属实。

经核查，中西矿业及国城公司于 2010 年开始陆续将矿井产生的废料、废渣拉运到位于凉城县麦胡图镇陈胜行政村
和陈永行政村 5 个自然村内（含驼盘自然村）尾矿库和排土场，占用耕地、草地、林地及其他地类 283.8813 公顷，其中林草
地 188.6111 公顷，耕地 3.7665 公顷，未利用地 12.9095 公顷，建设用地 78.5942 公顷。反映问题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废料、废渣为国城实业公司采矿产生岩土剥离物，岩土剥离物具体为弃土和废石，按照环评要求外运
排土场进行掩埋，其中表土单独堆放，废石根据《内蒙古中西矿业大苏计钼矿废石毒性鉴别浸出报告》，属第Ⅰ类一般工
业固体废弃物，排土场污染防治措施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中Ⅰ类场要求建设、运行和管
理，待排土场形成稳定的平台与边坡后，覆土进行植被恢复。

2011 年至 2022 年，凉城县林草局、自然资源局对企业未批先占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办理了部分用地手续。目前占
用的地类已办理林草手续 149.8596 公顷、建设用地手续 77.6030 公顷，正在组件办理建设用地手续 9.0949 公顷，未办理
用地手续的 47.3238 公顷。

（1）林草手续办理情况。该企业从 2010 年起，在凉城县行政区域内前后办理了 9 个批次林草手续，共计 243.9825
公顷，因林草重复审批面积 27.5522 公顷，实际有效审批面积 216.4303 公顷（已占用并办理林草手续 149.8596 公顷，未
占用已办理林草手续 66.5707 公顷）。

（2）建设用地手续办理情况。该企业于 2021 年在凉城县行政区域内办理了 3 个批次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共计面积
82.6853 公顷，其中已占用 77.6030 公顷，未占用 5.0823 公顷。

（3）正在组件办理用地手续情况。截至核查时，正在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9.0949 公顷，其中耕地 1.1318 公顷（已
进行占补平衡）、草地 1.9696 公顷、建设用地（村庄）0.9912 公顷、未利用地 5.0023 公顷，相关组件按重大项目可容缺受理
条件（后补林草手续），已上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4）未办理用地手续情况。截至目前，国城公司已占用但未办理用地手续 47.3238 公顷，存在未批先占违法行为。
其中行政处罚 4.2613 公顷，未进行行政处罚 43.0625 公顷。一是 2018 年前原中西矿业占用土地 42.1913 公顷（林草地
34.2841 公顷，未利用地 7.9072 公顷），2019 年由国城公司进行恢复植被，2021 年通过凉城县林业和草原局验收，目前企
业不再使用该土地，未进行查处；二是目前仍在使用的草地 2.4978 公顷，2020 年由国城公司占用，2022 年凉城县自然资
源局进行了行政处罚；三是已占用但未办理手续的 2.6347 公顷耕地，其中进行行政处罚 1.7635 公顷。

4. 投诉反映的“该矿在清水河构筑起百米高的两道大坝内，占地约 3000 亩，存放未经处理的矿井废水”问题部分属
实。

经核实，信访人反映在“清水河构筑起百米高的两道大坝”实为国城公司尾矿库，问题属实。2019 年 11 月 7 日，国城
实业公司取得了《关于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大苏计钼矿尾矿库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乌环审[2019]49
号）、2021 年 9 月 7 日完成了尾矿库技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尾矿库占地面积 65 公顷（975 亩），并非反映的占地
3000 亩，坝顶标高 1475m，最大坝高 92 米，总库容 6008.29 万 m3，服务年限 17.17 年。违法用地 62.0453 公顷，剩余
3.385 公顷无破坏，破坏面积已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由凉城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依法进行立案查处（凉自然资罚
决字[2022]01 号）、（凉林草罚书字[2022]01 号）。目前，62.0453 公顷违法用地林草地手续已经自治区林草局批复（内林
草草监改许准[2022]353 号），建设用地预审已组件上报自然资源厅待批复。尾矿库全库铺设防渗膜，防渗膜采用
1.0mm 厚单糙面 HDEP 土工膜，一期铺设至 1430m 标高，运行期根据服务年限分期铺设。按照环评要求，尾矿浆经管
道输送至尾矿库，沉淀澄清后由浮船回水泵将清水全部抽回选矿厂循环使用，同时为严密监控地下水水质，利用现有大
苏计村、陈三千卜子村监控井和在尾矿库东南 50 米、北侧 50 米处新建的两口监控井对尾矿库周边地下水水位和水质进
行定期监测。2020 年、2021 年国城实业公司按照环评要求每年对周边地下水进行 2 次监测（丰水期与枯水期）。2022
年起按照新编制的《自行监测方案》要求每年对周边地下水按季度进行 4 次监测，监测指标为 PH、氨氮、钼等 40 项指标，
监测报告显示，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信访人反映的“未经处理的矿井废水”实为选
矿厂选矿产生的尾矿浆，反映问题不属实。

（二）相关问题查处情况
因国城公司涉嫌未批先用，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出具《不起诉决定书》（凉检刑不诉[2022]1 号），

据此，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凉城县林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对其中未办理林草
地手续的 17.1172 公顷草原和 2.0985 公顷林地进行行政处罚，罚款 158.6073 万元；同日凉城县自然资源局已办理林草
手续，未办理建设用地手续的 94.0405 公顷土地（包括耕地 1.7635 公顷、林地 37.7069 公顷、草地 46.8642 公顷、建设用地
1.0298 公顷、未利用地 6.6761 公顷）进行行政处罚，罚款 996.1931 万元。

（三）相关责任追究情况
2018 年 6 月 24 日，给予原卓资县环保局局长王全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马宝生警告处分；2018 年 7 月 25 日，

给予原卓资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杨勇行政警告处分。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位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的内蒙古阿拉善盟华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名称
为：“阿拉善盟华隆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注册地为阿拉善左旗腾格里
工业园区，法人代表为曹某某。投诉人反映的“以探代采长期非法采矿 13 年，非法采取铁矿石”涉及区域位于阿拉善左
旗腾格里额里斯镇特莫乌拉嘎查，探矿证面积为 4.51 平方公里，勘查阶段为详查，有效期限延续至 2025 年 3 月 9 日。该
区域原为 1984 年至 2004 年由阿左旗人民政府与宁夏中卫县人民政府联合成立的中阿联营铁矿的北矿区，目前遗留有
历史形成的 0.952 平方公里采坑及渣台。中阿联营铁矿于 2003 年破产，2004 年联营期满后阿左旗人民政府将中阿联营
铁矿配置给阿拉善左旗乌斯太泰升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并设立了探矿权（道玉济敖包铁矿探矿权），2008 年 3 月 21 日，泰
升公司将该探矿权转让变更至华隆公司名下。在取得探矿权后，华隆公司于 2008 年开始开展普查工作，2014 年按照勘
查设计方案开展工作，2016 年提交勘查报告后变更为详查阶段。在此期间由于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探矿证先后缩减
面积 4 次，由原 23.91 平方公里缩减至 4.51 平方公里。2016 年至今再未开展任何勘探工作，目前仍处于详查阶段。

华隆公司持有的道玉济敖包铁矿探矿权 2004 年至 2014 年归属于阿拉善左旗管辖，经致函阿左旗自然资源局查询
核实，2004 年至 2014 年该矿权范围内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2014 年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以来，在动态巡查工
作中发现并依法查处华隆公司 2 起违法违规行为，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撤出人员设备，消除环境隐患（1 起以采代探行
为，1 起其他违规行为）：一是 2014 年 10 月 17 日，开发区自然资源局执法人员在动态巡查中发现华隆公司存在以采代探
铁矿的违法行为，违法拉运历史遗留矿石 2 车,但未将矿石拉运出矿区，未对地质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依法给予 3 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二是 2021 年 4 月 8 日，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在动态巡查中发现华隆公司在矿区环境
整治过程中违规允许他人清运历史遗留矿渣 2590 立方米，用于他处采坑治理。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外运矿渣进行工业
品位检测，均未达到工业用铁矿石边界品位，不具备经济价值。因此，开发区综合执法局依法对华隆公司作出 3 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除上述两起违法行为外，未发现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存在“以采代罚”和“以罚代管行为”。

通过调取道玉济敖包探矿权 2005 年至 2013 年的国土调查云影像和 2013 年至今的影像图进行对比，2005 年采坑
就已形成，直到 2013 年坑体的面积和形状基本一致。2013 年至今的影像图显示，道玉济敖包铁矿详查范围内的历史采
坑面积一直未有变化，采坑范围无扩大痕迹，周围的地形地貌无明显变化。同时，通过查询全国税务金三系统，华隆公司
在 2017 年进行首次登记后至今，增值税、销售额均为零，企业所得税报表、营业成本及利润总额多为零或负数，处于亏损
状态。

综合上述情况，由于在 2014 年 10 月发现并查处华隆公司以采代探违法行为，因此，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位于阿拉
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的内蒙古阿拉善盟华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探代采长期非法采矿 13 年，非法采取铁矿石，涉及
资金 30 亿元”部分属实。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卓资县将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对矿山
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推动各项治理任务落细落实，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做到
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
过。

一是立行立改，规范企业用地。对国城实业占用的
2.4978 公顷草地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恢复完成，对已恢复
植被未进行处罚的 42.1913 公顷土地中的草地 32.1913 公
顷由凉城县于 6 月 30 日前进行处罚，办理林草地审批手续
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149.8596 公顷土地、未办理用地
手续 47.3238 公顷林草地和 2.6347 公顷耕地违法状态未消
除的问题，积极协调凉城县公安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依法
依规处理，该拆除的坚决拆除、该处罚的处罚到位、该治理
的按要求治理，同时督促企业限期办理手续。

二是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督，
细化工作举措，全面排查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环境
污染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式、限时推进、限期整改，监督企业
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对容易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每月进行
一次全面体检，确保企业达标排放、依法依规生产。对周边
群众反映的矿山开采的环境问题及时核查、主动回应，确保
群众利益不受侵害。

三是巩固成果，建设绿色矿山。严格按照国家绿色矿
山建设规范，加强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推动矿区环境规范整洁、资源利用合理、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全面提升绿色矿山建设水平。

下一步，开发区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举一反三，加
强监管。一是严格按照探矿权审批制度加强对采矿权、探
矿权监督管理，从源头上规范探、采矿行为；二是由自然资
源部门牵头，联合公安、应急、生态环保、综合执法等部门，
加大力度和频次对辖区内的采矿权、探矿权及易发生偷挖
盗采区域开展督查检查，严厉打击和及时制止偷挖盗采、越
界开采、以采代探等违规违法行为；三是针对历史遗留采坑
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制定治理方案，积极筹措资
金和争取上级资金，逐年开展治理工作。

是否
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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