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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兴安盟经济开发区未取
得任何审批手续，非法侵占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白音乌
苏嘎查草原、湿地和口粮田
共1000余亩。开发区内有1
家水泥厂、1家水投公司、2
家煤化工企业和储煤场等企
业。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
业盲目上马，对当地生态环
境和地下水造成严重的污
染。

通辽市奈曼旗明仁苏木
清河村庆丰屯 4000 亩国家
级公益林被人毁坏并种植农
作物（谷子、向日葵）。

赤峰市宁城县汐子镇杨
家窝铺村村民赵某某，开办
一家废旧塑料颗粒厂，24小
时不停产，该厂燃烧塑料味
极其严重，噪音非常大，生产
废水直接排入小河里，渗透
到地下，对村民生活饮用水
造成严重污染。生产的垃
圾，大约 2000 吨堆放在河
边，该厂夜间偷偷焚烧废塑
料，浓烟滚滚。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泰和
西区将生活污水直排西大
桥，臭气熏天。丽景小区周
边排污管道堵塞，污水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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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实，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群众举报的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自2008年筹建，2011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设立，现为自治区一类园区，规划面积53平方公里（拟调整为

36.7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3平方公里。产业定位是新型化工、生物科技、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总规环评、产业
发展规划等规划体系完善，已入驻投产运行企业12家。白音乌苏嘎查部分土地位于开发区范围内，其土地涉及到博源化学、河海供水、中南绿晟、中
石化加油站4家企业。

（1）关于“兴安盟经济开发区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非法侵占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白音乌苏嘎查草原、湿地和口粮田共1000余亩”问题部分属
实。2009年至今，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单独选址和城市批次用地的方式，共办理了13个建设用地审批件，总计征占并批转白音乌苏嘎查土地
4089.49亩，其中草地2371.28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0.58亩、耕地567.29亩、农村道路0.19亩、林地38.31亩、村庄29.63亩、未利用地1082.22亩。
批转后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及企业用地2247亩（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1213.45亩，兴安盟河海供水有限公司259.7亩、内蒙古绿晟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103.36亩，其他基础设施供地670.49亩），其余1842.49亩尚未供地。在此次核查中，通过套取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部门审批使用底图发现，存
在征占转用土地中有10.66亩未办理林草审批手续问题，其中开发区供水厂少批征占转用草地手续1.76亩、开发区地方铁路少批征占转用草地手续
8.9亩。

（2）关于“开发区内有1家水泥厂、1家水投公司、2家煤化工企业和储煤场等企业，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盲目上马”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1
家水泥企业为红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1家水投公司为兴安盟河海供水有限公司，2家煤化工企业分别为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和乌兰泰安能源有
限公司，储煤场是博源化学有限公司和乌兰泰安能源有限公司自建的储煤场。

红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异地搬迁改造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建设项目，总投资1.1亿元，设计年综合能耗4610.02吨标准煤，该项目于2012年
5月由自治区经信委备案（内经信投规字〔2012〕380号），同年取得能评批复（兴经信字〔2012〕51号）、环评批复（兴环审字〔2012〕第118号），2014年8
月建成投产。该企业建有储料场，已采取苫盖措施；兴安盟河海供水有限公司工业供水工程，总投资15.67亿元，是开发区工业供水项目，水源地为察
尔森水库。该项目于2012年6月由兴安盟发改委批复（兴发改投字〔2012〕445号），同年取得能评批复（兴发改环资字〔2012〕649号）、环评批复（兴环
审字〔2011〕第231号）。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项目、乌兰泰安年产135万吨合成氨240万吨尿素项目均在2011
年由鄂尔多斯市对口支援兴安盟而建设，现为东北地区化肥保供重点企业。其中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项目，总投
资40亿元，设计年综合能耗63.69万吨标准煤，该项目于2011年1月由自治区发改委备案（内发改产业字〔2011〕48号），同年取得能评批复（内发改环
资字〔2011〕19号）、环评批复（内环审〔2011〕170号），2018年9月建成投产。该公司固废运至开发区渣场内处置，企业用水做到循环利用无排放，5.5
万吨全封闭储煤场已建成投入使用，废气排放已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联网。乌兰泰安年产135万吨合成氨240万吨尿素项目，总投资105.6亿元，设
计年综合能耗275.9万吨标准煤，该项目于2011年1月由自治区发改委备案（内发改产业字〔2011〕166号），同年取得能评批复（内发改环资字〔2011〕
86号）、环评批复（内环审〔2011〕221号）。2021年11月，自治区发改委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申请国家能耗单列保
供项目的请示>的复函》，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乌兰泰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35万吨合成氨240万吨尿素项目纳入能
耗预算和落实能耗指标审核情况的复函》（内发改环资函〔2021〕937号）复函兴安盟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自治区推进电力、煤炭、天然气等能源
和化肥保供工作中的新增能耗，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该项目能耗指标来源通过国家煤电气肥保供项目能耗单列。目前该项目正在试车，其28万吨全
封闭储煤场已建成，在线监测设备已安装，正在联网调试。固废运至开发区渣场处置，企业用水做到循环利用无排放。

存在问题：博源化学公司在煤炭倒运环节，存在偶发扬尘现象；因设备故障、开停车过程中偶有烟气污染物超标准现象，但监测数据总量不超标。
综上，开发区存在高耗能、高排放企业，但均符合自治区有关政策并获得相关批复。
（3）关于“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地下水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2022年4月10日—11日，兴安盟生态环境局委托兴安盟蒙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乌兰浩特市环境监测站对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及白音乌

苏嘎查环境空气、噪声、地下水开展了多点监测。
一是对开发区及白音乌苏嘎查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气、硫化氢5项指标结果均合格，但

不排除企业在非正常工况时段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反映问题部分属实。二是对乌兰泰安、博源化学两家企业进行厂界噪声监测，对白音乌苏嘎查进
行环境噪声监测。监测结果表明，乌兰泰安昼间厂界噪声最大值80.1dB（A），夜间78.6dB（A），昼夜噪声值均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3类标准限值要求；博源化学昼间厂界噪声最大值61.2dB（A），夜间61.8dB（A），夜间噪声值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标准限值要
求。白音乌苏嘎查环境噪声昼间53.8dB（A），夜间52.9dB（A），夜间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限值要求，噪声污染问题属实。三是依据2009年
《乌兰浩特市经济开发区葛根庙工业园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结论，“白音乌苏嘎查地下水中硝酸盐指数超标，超标指数
1.48，分析超标原因为施肥淋溶水下渗造成硝酸盐超标。”针对开发区地下水环境问题，开发区将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开发区及周边村屯地下水流
向和布局开展全面调查检测，待出具水质检测报告后组织专家研判复核，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制定相应整改措
施，确保开发区及周边村屯地下水安全。

4月9日，奈曼旗接到转办件后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现场实地调查。经核实，该案件反映问题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批转办案件（编号
D2NM202203260040）属同一问题。该问题为奈曼旗多年信访案件，正在履行信访三级终结程序。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经调查，2001年，按照国家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界定工作要求，奈曼旗将清河村庆丰屯北集体所有的4林班共4633亩林地界定为公益林，村委会将
公益林承包给3户村民经营管理，其中，1小班村民常某名下林地1373亩、2小班村民贾某名下林地1985亩、3小班村民贾某甲名下林地1275亩。当
时，在区划界定时将该地块上坎有林地3358亩、下坎有零星红柳条的河滩险地1275亩同时区划界定为国家公益林，并从2004年开始享受公益林补
偿金。

2012年末，北庆丰屯部分村民向明仁苏木、旗林业局、信访局、纪委等有关部门反映原承包户破坏林地耕种问题，经调查核实，该地块林地遭到破
坏，对涉嫌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立案处理，时任北庆丰村书记贾某甲因套取公益林补偿金问题受到刑事处罚。

2013年，由于庆丰屯西辽河堤北公益林被非法开垦耕种，奈曼旗林业局向清河村村民委员会下发《关于停止非法开垦林地的通知》，要求停止非
法开垦林地违法行为，并停发了公益林补偿资金。2013年—2018年度公益林补偿金一直停发，涉及的公益林补偿资金，旗林业主管部门已根据财政
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将该部分资金全部上缴至旗财政国库账户。同时，因原承包户违反了与原庆丰村委会在1987年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约
定，清河村村委会解除了原林业承包合同，将土地收回归集体所有。

2014年，清河村北庆丰屯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该地块上坎3358亩分给北庆丰屯全体村民经营管理，由承包户按公益林建设标准进行补植补
造。下坎地块为河滩险地，由村集体统一管理，未造林。

2014年—2017年，该地块存在土地权属纠纷，一直由原承包户抢种，原承包户经营期间也多次对该地块进行补植补造，但始终未能达到造林验收
标准。

2018年—2019年该地块撂荒，没有耕种行为。
2019年，根据《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林资发〔2017〕34号）、《国家林

业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级公益林落界的通知〉》（林办资字〔2017〕143号）等文件要求，奈曼旗开展了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根据《国
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第七条、第二款“江河两岸—重要江河干流两岸（界江（河）国境线水路接壤段以外）以及长江以北河长在150公里以上且流
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两岸，长江以南（含长江）河长在300公里以上且流域面积在20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两岸，干堤以外2
公里以内林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2公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林地。”的区划界定要求，因明仁苏木清河村北庆丰屯原公益林地块全
部位于西辽河河身与干堤之间，生态区位不符合区划界定公益林条件，未将明仁苏木北庆丰屯原公益林地块区划界定为公益林。此后，将上坎地块
3358亩按照商品林地进行管理，下坎地块1275亩为河滩险地。

2020年3月，清河村民委员会为加强庆丰屯林地管理，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经清河村“两委”会议研究，征求村民代表大多数同意后，将北庆丰屯
村民小组村北集体管理的河滩险地和部分承包到户的林地收回，面向北庆丰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流转。依据清河村北庆丰屯村民小组土地招标
会细则，村民蔡某取得举报地块中3944.7亩土地的承包权。由于蔡某本人无力经营，经清河村“两委”开会研究，清河村庆丰屯村民小组与蔡某共同作
为甲方，将该地块上坎部分林地和下坎河滩险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开鲁县亚玲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2021年9月，旗纪委监委接到群众举报明仁苏
木、清河村干部在林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等行为，奈曼旗纪委监委核查组于2021年11月29日出具核查报告，时任明仁苏木副苏木达于某、清
河村党支部书记高某在发包明仁苏木清河村庆丰小组林地过程中未发现违纪违法问题，建议此问题线索予以了结。

2020年，开鲁县亚玲合作社刘某在雇佣铲车平整土地过程中，损毁杨树幼树130株，奈曼旗森林公安局对其损森林林木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
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原地补植树木260株，并处罚款780元。同年，开鲁县亚玲合作社在上坎林地林下种植大豆，在下坎河滩险地种植向
日葵；2021年在上坎林地林下和河滩险地均种植谷物。2020年，开鲁县亚玲合作社多次进行补植补造，均未达到造林合格标准。2021年4月，明仁
苏木清河村村委会督促开鲁县亚玲合作社进行补植补造工作，但苗木成活率不高。2021年5月30日，因造林质量不高，明仁苏木清河村村委会向开
鲁县亚玲合作社下达《限期造林整改通知书》，开鲁县亚玲合作社进行了补植补造，但仍有个别地块未达到造林合格标准。

综上，举报人所反映问题基本属实。该地块林地2001年被区划界定为国家级公益林，2012年遭到承包户破坏耕种。2019年该地块根据《国家级
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第七条、第二款区划界定要求未被区划界定为公益林。上坎地块按照商品林管理，下坎为河滩险地。2020年开鲁县亚玲合作
社在上坎林地林下种植大豆，在下坎河滩险地种植向日葵；2021年在上坎林地林下和河滩险地均种植谷物。存在河滩险地对外发包种植农作物的问
题。

1.关于“赤峰市宁城县汐子镇杨家窝铺村村民赵某某，开办一家废旧塑料颗粒厂，24小时不停产”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的废旧塑料颗粒厂
为宁城县锦鸿废旧物资加工厂，位于宁城县汐子镇杨家窝铺村，经营者为赵某某。该厂2011年5月开工建设，2012年3月年产150吨塑料颗粒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获得原宁城县环境保护局批复，2012年4月17日注册登记，企业类型为个体户。该厂建有500平彩钢结构生产车间1座，热熔机1台安
装在生产车间内，2套破碎设备露天安装，主要生产工艺是购入废旧编织袋进行筛选、粉碎、清洗，经甩干后由热熔机拉丝造粒。项目配套建有1套废
气处理设施（喷淋塔、电捕焦油器、过滤箱、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和一套生产废水循环沉淀处理系统。因市场原因该厂2013年至2017年7月停产，
2017年8月初复工，第三方检测公司于2018年7月对该项目开展验收监测工作，2019年1月完成自主验收。经实地查看和调阅相关资料，该厂自
2021年11月停产至今，经询问该企业负责人，在产品需求量大时曾存在24小时不停产的情况，正常每日生产12小时。

2.关于“该厂燃烧塑料味极其严重，噪音非常大，生产废水直接排入小河里，渗透到地下，对村民生活饮用水造成严重污染”问题部分属实。经查，
投诉人所反映的燃烧塑料味实际是热熔造粒工段排放的废气味，正常生产时用集气罩来收集废气随后进入废气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可能存在造粒
废气未完全收集而发生无组织逸散情况。因该厂停产，现场不具备对生产气味和噪音监测条件，通过调阅监管档案，该厂无废气和噪音污染相关情
况。经走访周边群众，反映该厂生产时偶尔会闻到有气味，噪声基本没有影响。现场查看，个别水处理池池体表面部分损坏，水池内存有专用防冻盐
水。厂区外未发现废水排污口，通过采取无人机巡查和现场复核相结合的方式对该厂周边1公里范围和附近河流勘察，未发现排放废水情况。经调
阅监管档案，该厂在2017年9月，曾因“生产废水通过明渠排放至厂区东侧无防渗措施的坑内”违法行为被原宁城县环保局行政处罚，罚款2611元，并
责令清除了坑内废水，2017年9月18日已整改完毕。2022年4月9日，宁城县疾控中心对该厂周边村民自备饮用水井进行检测，符合《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各项指标。

3.关于“生产的垃圾，大约2000吨堆放在河边，该厂夜间偷偷焚烧废塑料，浓烟滚滚”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组对该厂院内及周边检查，未发现焚
烧废塑料痕迹，现有项目中没有焚烧塑料环节；经连续两天夜查，未发现企业进行生产；经走访周边村民均表示该厂近期没有生产。对周边河道进行
现场核实，未发现投诉人所说的大约2000吨的生产垃圾，但发现在厂区内北侧空地上临时贮存生产废渣约5吨（废渣为清洗废旧编织袋的沉淀物），
已责令其立即清理，目前已清理完毕。针对该厂未办理用地手续堆放物料行为，汐子镇执法局正在进行立案查处，责令其限期整改。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投诉反映的“泰和西区将生活污水直排西大桥，臭气熏天”的问题部分属实。
泰和佳苑小区（简称泰和西区）位于化德县县城西南边缘处，属长顺镇人民社区辖区。该小区于2014年开工建设，总占地面积53261.38平方米，

2019年建成后住户陆续搬迁入住，小区共15栋楼68个单元，现有住户295户719人。
经实地核查，因该小区在当时建设施工中相关配套污水管网建设不完善，造成该小区在2019年-2020年间居民生活污水部分排放到西大桥北防

洪渠内，致使该区域每到夏季炎热天气存在异味问题。针对以上情况，从2021年5月开始，结合化德县实施的长顺镇城区集中供热管网改造工程项
目（含部分污水管网），对该小区污水管网进行改造建设，在该小区新建污水支管网86米，主管网385米，于同年8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统一将新建主
支管网并入城镇排污总管网中进行集中处理，彻底解决了该小区生活污水排放问题和西大桥异味问题。现场核查时，未发现“污水直排”“臭气熏天”
问题。投诉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在实地核查中，发现该小区附近及西大桥涵洞内存在零星散落生活垃圾。针对此问题，为实现干净整洁的居民生活需求，化德县立行立改，由城
管局对该小区周边和西大桥涵洞内的环境卫生进行清理、清洁、美化，切实为广大居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相关问题已得到解决。

整改完成后，通过对该小区部分居民进行回访，发放问卷调查表270份，收回270份，居民满意率100%。
2.投诉反映的“丽景小区周边排污管道堵塞，污水反流”问题基本属实。
丽景家园小区位于化德县长春大街路南，属长顺镇先锋社区辖区，该小区由乌兰察布市亚太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2008年开工建设，总占地面

积15321.7平方米，2012年建设完成，共5栋楼，现有住户201户517人。
经实地了解核实，该小区周边污水管道并未堵塞，也不存在“污水反流”现象，但存在管道排水不太畅通的问题。针对此问题，化德县城管局组织

人员对该小区周边的排污管道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排水不畅的管道进行了及时疏通清理，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污水管道排水通畅，同时
对该小区污水检查井周边进行硬化整理，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解决。

整改完成后，通过对该小区部分居民进行回访，发放问卷调查表185份，收回185份，居民满意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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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对核查出的问题，开发区第一时间进行
整改，要求相关涉事企业立行立改。

一是针对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
厂、开发区地方铁路两个项目涉嫌违规占用
草原10.66亩问题，兴安盟林业和草原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对违法占用草原行为立即立案调
查，待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后，补办草原征占转
用手续，消除违法状态，计划2022年 9月完
成批复。

二是关于博源化学有限公司偶发扬尘问
题，该公司已组织人力、物力对暂存煤全部苫
盖柔性防尘网，煤垛使用时再逐层掀开，使用
洒水车进行洒水降尘，防止煤尘扩散。

三是针对乌兰泰安、博源化学两家企业
厂界噪声超标问题，要求企业于2022年6月
30日前采取加装消音器、加强工艺压力控
制、减少偶发性蒸汽放空等措施完成整改。

针对举报人所反映的问题，奈曼旗旗委
常委、政府副旗长牵头，责成明仁苏木政府具
体负责，水务、林草、信访等相关部门配合，在
4月底前完成整改工作。

（一）针对群众多次信访问题。由奈曼旗
政府分管领导、林草局、水务局、信访局、明仁
苏木党委政府组成专项推进组，进一步与当
事人沟通协调，逐一与信访人见面沟通，及时
向信访人反馈调查处理情况，争取得到信访
群众认可。

（二）针对合同内容不完善问题。责成明
仁苏木党委政府牵头，由清河村庆丰屯村民
小组与开鲁县亚玲合作社沟通，重新修订完
善承包合同内容，依法依规根据实际情况修
订完善，明确林地抚育责任、种植范围和种植
农作物种类等，计划5月底前完成整改。

（三）针对上坎林地造林不合格问题。由
奈曼旗林草局和明仁苏木党委政府共同负
责，对上坎有林地制定科学、符合实际的造林
植被恢复方案，清理残次林，统一规划、统一
施工，全面恢复造林并确保造林成果。坚决
依法整治毁林开垦种植问题，加强法律法规
及相关政策宣传，依法强化林地经营与管理。

（四）针对河滩险地监督管理问题。由奈
曼旗水务局、明仁苏木党委政府负责，加强河
滩险地巡视监管，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禁止种植阻碍行洪的
林木和高秆作物。

（五）针对举报人其他诉求问题。由旗纪
委监委牵头，旗公安局、林草局、明仁苏木党
委政府配合，对明仁苏木清河村北庆丰屯村
民小组毁林开垦行为和土地承包流转程序开
展深入调查，发现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及
时对外公布调查处理情况。

上述问题于4月14日阶段性办结，下一
步,宁城县委、政府将责成相关部门加强对该
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好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完善环保措施，发现违法问题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下一步，针对污水管网建设问题，将加大
对空白区域污水管网改造建设力度，不断完
善污水管网系统建设，满足广大居民的生产
生活需求。针对管网排水问题，将对城区内
污水管网排水不畅问题进行大排查，并对城
区内所有的污水管道进行一次大清理，同时
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并加强日常巡
回检查，发现一处，处理一处，确保城区内污
水管网通畅，异味不返，为广大居民创造良好
的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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