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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杭
锦旗锡尼镇赛台嘎
查，非牧户人员购买
占用大面积草牧场，
建别墅，开垦挖湖，
严重破坏草原生态。

1.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禁牧工作重
视程度不高，煤矿的
复垦绿化成果被 3
个乡镇的养殖户牲
畜破坏，上百群羊在
复垦区放牧。

2. 东胜区罕台
镇察干村树林地、耕
地中，有好几万吨三
台基污水库的污泥
倾倒，上面用土覆
盖。

3. 东胜区棚户
区有3000余户居民
用土炉子取暖，导致
大气污染严重。

4. 东胜区北郊
污水处理厂未取得
排污许可证情况下，
每天将 5 万吨不达
标废水排向黄河一
级支流哈什拉川。

5. 东胜区在麻
黄弯曲违规建设大
型商砼园区。十余
家煤场批建在此区
域内，均无合法手
续，安全生产无人监
管，污染严重。

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苏布尔嘎
镇毛乌聂盖村三分
之一的草牧场都被
人售卖，修建成了墓
地。大的占地十几
亩，小的占地几亩。
刘某某为首，充当买
卖草牧场的掮客，在
毛乌聂盖村四社“尖
疙瘩坡”山南侧，动
用大型机械，毁林挖
树，挖山几十亩修建
自己家族豪华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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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杭锦旗锡尼镇赛台嘎查，非牧户人员购买占用大面积草牧场”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非牧户人员”为鄂尔多斯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法人代表白某某和赛音台
格嘎查牧民超某某。

1998年赛音台格嘎查牧民巴某某以家庭承包的方式与嘎查签订了二轮草牧场承包合同，并取得草原使用证，2007年巴某某病故。
2011年巴音青克勒妻子奇某某将二轮承包的草牧场转包给白某某，此承包人非杭锦旗牧户人员，转包期限从2011年11月7日至2027年
12月 31日，转包费为1170000元。合同签订后，经合同双方当事人共同向杭锦旗公证处申请公证，并向杭锦旗农牧业局备案（编号：
01020011），草牧场流转手续合法。

牧民超某某系赛音台格嘎查牧民，户籍也属于赛音台格嘎查，非迁入户。
2.关于“建别墅”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2012年白某某取得杭锦旗相关部门备案及批准文件后，以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在转包的草牧场上建设

了房屋、棚圈等设施。取得的相关文件有：2012年3月20日锡尼镇人民政府出具《锡尼镇人民政府关于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
责任锡尼镇赛音台格嘎查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函》（锡政发﹝2012﹞44号），2012年3月31日原杭锦旗农牧业局出具《杭锦旗农牧业
局关于同意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锡尼镇赛音台格嘎查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占用草原的函》（杭农牧函﹝2012﹞23
号），2012年5月8日原杭锦旗发改局出具《杭锦旗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锡尼镇赛音台格嘎查综
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杭发改发﹝2012﹞185号），上述3个文件同意该项目备案。2012年8月14日原杭锦旗国土资源局向
杭锦旗人民政府出具《杭锦旗国土资源局关于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锡尼镇赛音台格嘎查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备案的请示》（杭国土资发﹝2012﹞375号），2012年8月16日杭锦旗人民政府出具《杭锦旗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为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锡尼镇赛音台格嘎查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备案的批复》（杭政发﹝2012﹞120号），2012年8月21日原杭锦旗国土资
源局向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杭锦旗国土资源局关于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锡尼镇赛音台
格嘎查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杭国土资发﹝2012﹞391号），上述3个文件同意项目实施。项目批复用地779.649亩
（51.9766公顷），其中新建苗木培育区500亩、扦插繁殖区100亩、精品苗木展示区100亩、果树园30亩、防护林40亩、饲草料基地30亩、
标准化牛舍15亩（10000平米）、饲草料房3亩（2000平米）、办公及生活用房3亩（2000平米）。2022年4月9日，经对白某某承包草牧场
实地勘察，现场有办公及生活用房面积2.04亩（1357.234平方米），为单层建筑，未超过同意备案建设项目办公及生活用房的2000平方米
（3亩），不存在建别墅、非法占用草原的情况。

经核查，赛音台格嘎查牧民超某某于2010年4月21日建设单层建筑房屋473.59平方米，持有杭锦旗人民政府出具《建设用地批准
书》，符合农村一户一宅政策，不存在建别墅、非法占用草原的情况。

3.关于“开垦挖湖，严重破坏草原生态”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按照《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58号）文件第十六条规定，“临时占用草原或修建直接为

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需要使用草原的申请，经审核审批同意的，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以文件形式通知申请人”。按
照《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文件第二条、第二项规定，“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附属设施
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其中，规模化养牛、养羊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比例控制在10%以内），但最多不超过15
亩。”按照《杭锦旗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为鄂尔多斯市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锡尼镇赛音台格嘎查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备案的
批复》（杭政发﹝2012﹞120号）文件规定，“项目所涉及土地的土地性质定为集体土地，仍按农用地管理。”鄂尔多斯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在2012年建成的占地面积2.04亩（1357.234平方米）办公及生活用房未超出项目批复用地779.649亩
的7%，且未超出15亩，不需办理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所使用草原的审批手续和农用地转用审批
手续，且该地块地类性质为沙地，不存在严重破坏草原生态的情况。

经核查，鄂尔多斯荣圃农林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内围水域占地面积5471.17平方米，该水域天然形成且地
类性质为沙地，不存在开垦挖湖破坏草原行为。后因种植育苗及生产生活需要，人为修正水域边坡，存在违规取水行为。

经核查，赛音台格嘎查牧民超某某所建设的房屋持有杭锦旗人民政府出具《建设用地批准书》，符合农村一户一宅政策。2017年因饮
用灌溉需要向杭锦旗水利局申请打机电井一眼，持有杭锦旗水利局出具《杭锦旗机电井登记证》，但因人为建设蓄水池总面积2.085亩
（1390平方米），存在破坏草原行为。

1.关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禁牧工作重视程度不高，煤矿的复垦绿化成果被3个乡镇的养殖户牲畜破坏，上百群羊在复垦区放牧”问
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东胜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禁牧工作，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等文件精神，先后制定一系列有关禁牧的制度、
措施等文件。东胜区辖3个镇分别为铜川镇、罕台镇、泊尔江海子镇，露天煤矿复垦区仅涉及铜川镇。铜川镇共有露天开采煤矿15家，截
至2021年底矿区土地复垦涉及13家，复垦归还面积5.4万亩，复垦区周边现有养殖户89户、养殖牲畜17100余只。2022年以来，东胜区
3个镇累计开展禁牧巡查3173次（巡查人员包括执法人员、镇政府职工、村“三委”成员、护林员），出动执法人员2995人次、执法车辆741
台次，共处罚款31030元。由于铜川镇执法监管力量不足，未能实现全域全时监管，存在偷牧现象，对煤矿的复垦绿化成果造成一定影
响。

2.关于“东胜区罕台镇察干村树林地、耕地中，有好几万吨三台基污水库的污泥倾倒，上面用土覆盖”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东胜区罕台镇察干村”实为东胜区罕台镇查干布拉格村；“三台基水库”实为赛台吉湖。经调查核实，举报人所称的“污泥”实为东胜

区赛台吉湖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所清理的淤泥。2019年，东胜区赛台吉湖区清淤工程施工前，内蒙古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湖底淤
泥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限值要求且达到《农用污泥污染物
控制标准》（GB4284-2018）限值要求。经调查核实，该工程实施中，从赛台吉湖区清理出淤泥约6000立方米。2020年3月，施工方应查
干布拉格村刘家渠社社长刘某平、村民刘某云改良土壤的请求，将淤泥倾倒至刘家渠社刘某甲、刘某乙自有土地上，该行为经调查组与刘
家渠社社长刘某甲、村民刘某乙问询并得到证实。经实地踏勘，淤泥平铺于7036.35平方米的土地上（旱地373.63平方米、乔木林地
1810.7平方米、其他草地4852.02平方米），未进行覆土覆盖。通过走访查干布拉格村所辖12个社所有社长及1名村民代表，该村内其它
区域未发现倾倒淤泥的现象。

3.关于“东胜区棚户区有3000余户居民用土炉子取暖，导致大气污染严重”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东胜区旧城区原有近7平方公里的棚户区，自2010年实施棚户区改造以来，涉及的12874棚改户中，已拆迁4975户。目前，剩余近

5.7平方公里、7899户未拆迁，其中采用集中供热住户4852户，采取土炉子取暖3047户。经调阅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监测数据，东
胜区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底（182天）供暖期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65天，优良率为90.7%。

4.关于“东胜区北郊污水处理厂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情况下，每天将5万吨不达标废水排向黄河一级支流哈什拉川”问题。该问题部分
属实。

“北郊污水处理厂”实为东胜区北郊水质净化厂，于2014年由东胜区人民政府委托内蒙古东源科技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设计日
处理能力为10万立方米，实际日处理约6万立方米。该水质净化厂于2019年获得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
号9115060058519425XM001Q，《排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2019年7月19日—2022年7月18日）。经调查，北郊水质净化厂出厂中水
主要用于东胜区园林绿化、景观及相关电厂、企业用水，但受工业生产回用、城市绿化等中水利用措施的季节性限制，导致中水不能全部
回用，部分未能利用的中水经碾盘梁沟、马场窑沟等河道最终汇入哈什拉川。经调取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监
测站对北郊水质净化厂入河排污口污染源执法监测数据和北郊水质净化厂出厂水质在线监测数据、第三方监测机构例行监测报告，出厂
中水水质均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T18918-2002）。经实地调取北郊水质净化厂2021年度中水生产及使用数据，
该水质净化厂2021年全年共计产生中水1884.19万立方米，使用中水1166.35万立方米，外排中水717.84万立方米，日均排放量1.96万
立方米。

5.关于“东胜区在麻黄弯曲违规建设大型商砼园区。十余家煤场批建在此区域内，均无合法手续，安全生产无人监管，污染严重”问
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东胜区在麻黄弯曲违规建设大型商砼园区”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麻黄弯曲违规建设大型商砼园区”实为铜川镇商品
混凝土园区。2010年，为清理整顿违规占用赛台吉湖下游河道的商砼搅拌站并对分散在铁西三期、“三园三川”等地商砼搅拌站进行规范
管理，经东胜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在铜川镇枳机塔碾房渠社和孙家湾社开发建设商砼园区，并要求“为加快园区建设，在签订入园合同
后一个月内必须开工建设，三个月之内必须建成投产”。为积极响应区人民政府要求，铜川镇商砼园区于2010年3月开工建设。依据东
胜区人民政府关于铜川商砼建材园区建设有关事业的会议纪要（[2010]79号）“该项目为东胜区2010年城乡建设重点项目之一，区委、政
府非常重视该园区建设，要求加快进度，限期完工”，该项目在当时属于边批边建，项目动工时未进行行政查处。该园区规划总面积2080
亩，园区内净用地面积1531.62亩（地类情况：占灌木林地17.9亩、天然牧草地13.58亩、河流水面0.78亩、内陆滩涂25.66亩、水工建筑用
地639.85亩、建制镇817.36亩、村庄16.49亩）。上述净用地面积1531.62亩全部位于2013年9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
碾盘梁沟河道改造退出水利设施用地土地权属和地类的批复》（内政字〔2013〕196号）批复总面积12484.98亩中。截至目前，该园区共建
设商砼站19家，现有9家正常生产经营，10家长期停产。该园区土地于2013年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确权为水利设施用地（建设用
地），因该园区未纳入鄂尔多斯市城市总体规划，导致后续项目供地、建设等手续未能完善。

二是关于“十余家煤场批建在此区域内，均无合法手续”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该区域现有12家独立煤场（煤场名称：
鄂尔多斯市永源煤炭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西河湾煤业有限公司、内蒙古旭皓能源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众成煤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
市山木煤炭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源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金恒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图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鄂
尔多斯中宝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易达能源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嘉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爱地能源有限公司）。经调阅各煤
场各项手续，其中立项核准、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环评批复、竣工验收等手续齐全。按照2014年3月11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清理整顿煤场集装站等粉状物料堆场的通知》（鄂府办发电〔2014〕3号）文件要求，各煤场需于2015年6月底前完成储煤场全封
闭。上述12家煤场均按要求建设了全封闭储煤棚，除西河湾煤场办理了建设用地手续外，其余11家煤场的储煤棚因不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属未批先建，原东胜区国土资源局对上述11家煤场予以立案查处，共计罚款206.74万元并已结案。上述11家煤场于2017年陆续办
理了临时用地手续（批准文号：东国土发〔2017〕21号、23号、24号、25号、26号、29号、31号、37号、38号、40号、41号），现均已过期。

三是关于“安全生产无人监管”问题。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核实，按照2019年10月24日《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关于印发选煤厂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鄂能局发〔2019〕266号）要求，煤场的安全监管由各旗区能源局负责。东胜区煤场的安全监管由区能源局
委托区能源安全综合执法大队负责监管。东胜区能源局每年年初制定本年度煤炭电力油气长输管道新能源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经
东胜区人民政府研究批复后严格落实日常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经调阅相关监督检查执法记录，2019年以来，东胜区能源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对麻黄湾区域内12家煤场下达行政执法文书151份，查处安全隐患752条（其中：2019年度下达行政执法文书49份，查处安全隐
患247条；2020年度下达行政执法文书49份，查处安全隐患278条；2021年度下达行政执法文书34份，查处安全隐患136条；2022年至
今下达行政执法文书19份，查处安全隐患91条），已全部整改完毕。

四是关于“污染严重”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经调阅近期各煤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15份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检测报告，煤
场总悬浮颗粒物检测结果均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煤炭工业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但道路运输过程中会
产生一定的扬尘现象。

1.关于“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毛乌聂盖村三分之一的草牧场都被人售卖，修建成了墓地。大的占地十几亩，小的占地几亩”的问
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毛乌聂盖村总面积3.3万亩，其中耕地2778亩、林地12180亩、草牧场16310亩，均已确权到户。2002年以来，随着康巴
什区及伊金霍洛旗阿镇、乌兰木伦镇地区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和中心城区范围的扩展，大量周边农牧民进行了移民搬迁。在此期间，部分
农牧民通过租赁土地的形式迁建墓地。经排查，毛乌聂盖村共建有墓地360处，每处墓地平均占地不足一亩，合计占地356.4亩，占全村
草牧场面积约2.2%。其中，坟头合计占地面积为6.5亩，其余为原始地貌和绿化面积，单人坟占地面积均未超过4平方米，双人坟占地面
积均未超过6平方米，不存在占地几亩、十几亩的情形。

2.关于“刘某某为首，充当买卖草牧场的掮客”的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所指的“刘某某”为毛乌聂盖村一社村民，职业主要是替人看风水、操办丧事，在操办丧事时也负责为雇主选定墓

地位置。经苏布尔嘎镇与周边村民核实，称刘某某仅收取操办丧事的费用，未参与买卖草牧场。也未发现其他人参与买卖草牧场。
3.关于“刘某某在毛乌聂盖村四社‘尖疙瘩坡’山南侧，动用大型机械，毁林挖树，挖山几十亩修建自己家族豪华公墓”的问题。该问题

部分属实。
2022年4月1日，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日常巡查执法中发现毛乌聂盖村四社（即举报人所指‘尖疙瘩坡’山南

侧）部分草牧场被场平破坏。苏布尔嘎镇综合执法局立即对草牧场承包人李某某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经走访调查，该处草牧场系刘某
某父亲与毛乌聂盖村四社村民李某某置换，用于给刘某某母亲修建墓地。2022年3月，刘某某弟弟刘某英动用装载机、挖机各1台，对该
处草牧场进行了场平，铲出一正方形平地，周边种植了松树，并进行了围封。经林草、国土相关部门现场勘测，刘某英共破坏草地7.2亩、
林地0.85亩。针对刘某英破坏草地7.2亩的行为，苏布尔嘎镇人民政府于4月6日对刘某英作出罚款2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限期
恢复地貌。针对刘某英破坏林地0.85亩的行为，旗林业和草原局于4月10日对刘某英作出罚款10192.14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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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4月11日，水利局委托杭锦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处罚，
责令限期整改补办相关取用水手续,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按
照办案程序于同日已到实地进行调查。

4月12日，杭锦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案件进行了
立案调查，对该企业及个人进行行政处罚后，责令其按政策要求重
新组件报批。

1.关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禁牧工作重视程度不高，煤矿的复
垦绿化成果被3个乡镇的养殖户牲畜破坏，上百群羊在复垦区放
牧”问题。①开展集中攻坚行动。针对该起信访案件，东胜区举一
反三，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禁牧集中攻坚行动，保持对
禁牧工作的高压态势，坚决遏制偷牧夜牧等违法违规行为。②压
实禁牧工作责任。实行禁牧网格化长效监管责任制度，由镇（街
道）领导班子成员包村、村（社区）“两委”成员包社（村民小组）、镇
综合行政执法局监管人员及护林员包片包户，做到责任到人。③
强化禁牧执法力量。进一步增加各镇执法人员力量，确保满足禁
牧执法工作的实际需求。④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大禁牧工作
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平台、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广
泛深入地宣传禁牧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切实提高群众对禁
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确保禁牧工作稳得住、不反弹。

2.关于“东胜区罕台镇察干村树林地、耕地中，有好几万吨三台
基污水库的污泥倾倒，上面用土覆盖”问题。加大对偷倒污染物行
为的打击力度。严格按照《鄂尔多斯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理条
例》要求，进一步加大境内偷倒污染物行为的巡查、监管力度，举一
反三，全面排查整治，依法严厉打击，切实维护东胜区生态环境安
全。

3.关于“东胜区棚户区有3000余户居民用土炉子取暖，导致大
气污染严重”问题。①按照东胜区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继续分年度
有计划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进一步改善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质量。②按照《鄂尔多斯市冬季清洁供暖实施方案（2021—2023
年）》的要求，以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因地制宜、居民可承受的方
式，针对有条件的区域，实施集中供热管网建设，实现集中供暖。
③对零散住户、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住户，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
力度，积极鼓励居民采取清洁燃煤、电力、天然气等多种方式进行
供暖。通过综合施策，计划每年完成1000户左右的改造任务，争
取于2024年底前有效解决散煤燃烧污染环境问题。

4.关于“东胜区北郊污水处理厂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情况下，每
天将5万吨不达标废水排向黄河一级支流哈什拉川”问题。①科学
编制中水利用规划。东胜区聘请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编制了《东胜区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2019-2030），并
经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研究批
复。东胜区将依据该规划，以科学合理的处理技术为支撑，以多种
再生利用模式为途径，优水优用，实现水资源、水安全、水生态的协
调发展。②积极拓展工业用水途径。依托东胜区在建的蒙泰北骄
热电联产二期项目等工业项目，进一步增加工业用水量，预计2022
年底，新竣工投产的工业项目可新增中水用量约180万立方米/
年。③有效增加市政中水用量。进一步完善中水输送管网体系，
基本实现中水管网全连通，增加市政、园林、绿化及景观用水量，
2022年计划新建中水管网25公里，可新增中水用量50万立方米/
年。④加快推进中水“冬储夏用”工程。东胜区规划实施了库容
300万立方米的北郊水质净化厂中水进矿区工程，将冬季未能利用
的中水输送至北部矿区，夏季用于沿线煤矿的复垦绿化、洒水抑尘
等，可新增中水用量约270万立方米/年。该工程已于2022年3月
开工，计划于2022年9月底建成投用。⑤实施北郊水质净化厂提
标改造工程。该工程参照北京市地方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A标准设计，目前土建部分基本
完成，部分设备已到场安装，计划于2022年底前建成投用，投用后，
北郊水质净化厂的出水水质可得到进一步提升。

5.关于“东胜区在麻黄弯曲违规建设大型商砼园区。十余家煤
场批建在此区域内，均无合法手续，安全生产无人监管，污染严重”
问题。①铜川镇商品混凝土园区已纳入正在编制的《鄂尔多斯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待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复后，东胜区将逐步
完善项目供地、建设等手续。同时，加快推进煤场按要求报批永久
建设用地。②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推动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实现煤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稳定。③区能源局责令各煤场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严格
落实生产作业降尘抑尘措施，督促企业合理配备防尘、抑尘设施设
备，加大生产、装卸、运输过程中的清扫、洒水频次，进一步降低煤
场扬尘污染。

1.针对破坏草原问题，伊金霍洛旗督促刘某英加快恢复地形，
已于4月11日完成，并播撒了草种。

2.严格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殡葬管理相关规定，加大对墓地修建
的巡查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修建墓地的行为。

3.加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力争2022年建成公益
性公墓1个，完善提升经营性公墓的服务设施，对散墓迁移一批、深
埋一批，从根本上解决违建墓地占用耕地、林草地的问题。

4.加强殡葬管理、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普法宣传力度，持
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大力倡导厚养薄葬，积极引导农牧民采取遗
体火化、公墓葬、撒散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坚决遏制重殓厚葬
等陈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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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2022 年 4
月11日，旗水利
局党委已对水
资源管理中心
包片负责人杨
飞（科员）进行
约谈，锡尼镇党
委已对锡尼镇
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乌宁吉
日 嘎 拉（副 科
级）、浩绕柴达
木农牧服务中
心主任吉日木
图（股级）进行
约谈。

关于“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
禁牧工作重视
程度不高，煤矿
的复垦绿化成
果被3个乡镇的
养殖户牲畜破
坏，上百群羊在
复垦区放牧”问
题，东胜区人民
政府已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对
铜川镇人民政
府在全区范围
内通报批评。

2022 年 4
月12日，苏布尔
嘎镇党委给予
毛乌聂盖村村
支部书记、村主
任高俊成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
苏布尔嘎镇综
合行政执法局
第三中队中队
长王慧诫勉谈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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