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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蒙古源流影视基地，
占用大面积湿地湖泊，对
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
破坏。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补碌梁村上游乌漫线
公路65公里处的银宏泊
江海子煤矿煤矸石项目
越界建设，并将未按要求
处理的煤矸石拉运填埋
在补碌梁村上游流水山
渠内，损坏乡村路乌漫线
路面。生产中，机器轰
鸣、臭气熏天、扬尘污染
严重。下雨天时，污水顺
水渠横流。

“乌海市乌达区滨海
办事处黄河岸边1000余
亩林地，无人管理，现已
全 部 枯 死 只 剩 一 片 黄
土。有人在此地进行挖
沙采土，用建筑垃圾回填
大坑，扬尘污染严重，破
坏严重”的问题。

行政
区域

鄂
尔
多
斯
市

鄂
尔
多
斯
市

乌
海
市

污染
类型

生
态

生
态
、水
、土
壤
、噪
音

生
态
、大
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蒙古源流影视基地”实为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原名称为鄂尔多斯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园区，下称
文化产业园）。文化产业园是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对推进能源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文化产业园规划面积740.0533公顷（《鄂尔多斯市城市规划管理委员会关于审议鄂尔多斯市阿康一体化规划等项目的会
议纪要〔2010〕7号》批复655公顷，《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第二次规委会的纪要〔2018〕30号》批复740.0533公顷），分两期建
设。一期规划建设影视文化项目、仿元上都、仿哈喇和林、游客服务中心、北方民国城、内部道路及其配套设施，于2011年开工建设，现已基
本完工；二期规划项目未开工。文化产业园由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发展中心提供代管服务（旗人民政府所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前为
鄂尔多斯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由鄂尔多斯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旗属国有企业）承建。

经调查核实，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一期规划建设项目立项、环评、林草地、土地、水土保持等手续齐全。按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比
对，文化产业园规划范围内无湿地。经旗林草局委托第三方测绘机构（伊金霍洛旗金土和合测绘有限公司）实测并与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
查数据（2014年公布）比对，文化产业园规划范围内有湿地46.7公顷（其中湖泊湿地26.46公顷，沼泽湿地20.24公顷）。一是仿元上都项目。
用地范围有湿地0.5693公顷，但该项目已于2011年7月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出具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内林资许准〔2011〕
194号）并开工建设，早于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公布时间，不应为占用湿地情形。二是内部道路项目。用地范围有湿地0.2782公
顷，但与2012年国土卫星影像图比对，该项目在2012年已建成，早于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公布时间，不应为占用湿地情形。三是
木栈道项目。用地范围有湿地0.2908公顷，该项目建设方式为悬空建设，支撑木桩直径约20cm左右，占用湿地面积较小，且距离地面最低
15cm左右，存在占用湿地情形，但未改变湿地性质和用途。四是其他建筑及构筑物（蒙古包、卫生间、移动木屋等）。用地范围有湿地0.4136
公顷，该项目于2015年5月开始搭建，晚于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公布时间，存在占用湿地情形。文化产业园规划范围占用湿地合
计0.7044公顷。

经调查核实，文化产业园东南方低洼处经“古城海子沟”汇流形成天然水面“古城海子”。经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比对，“古城海
子”水域面积约75.9515公顷。因2017年出版内蒙古自治区河流湖泊特征值手册（鄂尔多斯卷）时“古城海子”水域面积较小，未列入国家河
湖名录，未做河湖划界。鄂尔多斯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临水线外侧和30年一遇洪水位之间修建了木栈道，面积约为0.1896公
顷。按照伊金霍洛旗水利局批复的文化产业园《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未挤占“古城海子”和“古城海子沟”过水断面，未对河道正常行洪泄
洪产生影响，未导致河势发生变化。

1.关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补碌梁村上游乌漫线公路65公里处的银宏泊江海子煤矿煤矸石项目越界建设，将未按要求处理的煤矸石
拉运填埋在补碌梁村上游流水山渠内”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银宏泊江海子煤矿”实为“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银宏泊尔江海子煤矿），该煤矿证照齐全有
效，为东胜区正常生产煤矿。银宏泊尔江海子煤矿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镇哈拉亥图壕村（位于补碌梁村西
侧）自然沟谷内，经查阅资料，立项、林地、草地、环评、洪评及水保等手续齐全有效。该煤矿在东胜区境内，其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在达旗境内，
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建设，但排矸项目批复地点与建设地点一致。

经调查核实，银宏泊江海子煤矿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于2020年8月20日取得《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内蒙古银宏开发有限公司矸
石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审字〔2020〕236号）文件，按照环评批复要求，项目主要利用泊江海子煤矿产生的矸石进行矸
石回填、表面覆土、场地平整以及植被复垦，复垦后播种绿化。项目占地面积39公顷，沟道总长度880米，容量649.09万立方米，目前已回填
36.7万立方米，回填沟道长度370米。经实地查看，该项目作业区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项目严格按照施工设计方案进行覆土，即“当矸石
填埋厚度达到4.5m时，覆盖0.5m厚沙土隔层以防止内部空气对流导热；顶部每隔50米设立一段，到达设计标高后顶部覆2m厚沙土、边邦
覆1m厚沙土以防止外部送风、输氧、自燃，同时整平顶部，具备种植条件”。一期绿化成形58696平方米（约88亩），种植樟子松11575棵；二
期土地成形35亩，已具备种植条件；一、二期均在顶部覆土2m以上。

2.关于“损坏乡村路乌漫线路，生产中，机器轰鸣、臭气熏天、扬尘污染严重，下雨天时，污水顺水渠横流”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信访人反映的乡村路乌漫线实际为省道乌漫线（S211，三级公路），2002年竣工通车，现已服役20年（标准服务年限为8至

10年），日均车流量约450辆，路面破损、坑槽问题严重，整体路况较差。线路全长65公里，其中达旗境内45公里，银宏泊江海子煤矿至项目
所在地约10公里，矸石运输车约为每天40车次，会对乌漫线路面造成一定影响。

煤矿日常配套1台水车、1台雾炮对道路和回填矸石作业面采取洒水降尘，并对排矸场采用分层碾压和覆土；在卸矸过程中用洒水车进
行喷水降尘，铲车及时对卸下的矸石进行推平、碾压。但在矸石拉运车辆行驶、卸车过程中，会造成一定扬尘影响；装载机、翻斗车、挖掘机等
机械设备作业时也会产生机械噪声。现场检查并未发现排矸场煤矸石自燃现象，但作业区有微弱气味，原因是作业区暂未覆土的煤矸石裸
露在外，与洒水降尘的水结合后，产生异味。同时，实地走访排矸场附近7户村民（最近1户约100米），均表示项目晚上停工，白天运行，会产
生机械噪声和扬尘，但未闻到臭味。2022年4月9日，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内蒙古科远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厂界噪声、无组织颗粒物、二氧
化硫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无组织颗粒物、二氧化硫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经调
查，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为煤矸石填沟造地项目，按照项目工艺，不会产生污水。项目为了防止暴雨形成地表径
流对边坡的冲刷，按照环评要求建成覆土平台边缘挡水围堰和导排水沟，遇下雨天，雨水经挡水围堰和导排水沟顺沟渠下游方向流去。

（一）信访案件核查结果
经调查核实，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乌海市乌达区滨海办事处黄河岸边1000余亩林地，无人管理，现已全部枯死，只剩一片黄土。有人在

此地进行挖沙采土，用建筑垃圾回填大坑，扬尘污染严重，破坏严重”的问题，部分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区域地理位置位于乌海市乌达区滨海办事处110国道以东，紧邻黄河西岸区域（原乌达农场八连），该区域属于黄河海勃

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淹没区及管理区。
（二）信访案件核查情况
1.关于“乌海市乌达区滨海办事处黄河岸边1000余亩林地，无人管理，现已全部枯死”的问题部分属实。2010年以前，该处共有土地

1643.42亩，其中林地433.1亩，园地995.52亩（主要种植梨树、葡萄树等果树），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等214.8亩。2010年9月，乌达区启动实
施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乌达淹没区征迁工作。

2011年12月30日，国家林业局下达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资许准〔2011〕364号），批复同意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库区）建设项
目占用征收林地1386.67公顷（20800.05亩），其中包含信访案件所指区域范围内林地433.1亩。

2012年4月23日、5月11日，乌海市林业局分别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按照《乌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
工程乌达淹没区库底清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乌区政办发〔2013〕7号）第三条第二款“所有林木不分林木类型、林种、树种、年龄，全部砍伐或
移植”的要求，乌达区对该区域的林木进行采伐。同时为尽可能保护苗木资源，降低林木损耗，原乌达区农林局对乌达淹没区范围内已征收
的部分林木进行了移植，分别移植到苗圃、西山绿化、体育公园、居民小区、城市绿化带等区域，目前长势良好。

目前，该区域已征迁该区域居民186户。3户居民因诉求过高未征迁（正在推进收储过程），其自管的36亩园地中有部分树木枯死。
2.关于“只剩一片黄土”的问题部分属实。库底清理后蓄水高程日常在1072—1075米之间，蓄水高峰时能够达到1076米。日常蓄水

时，未淹没区域虽有部分自然生长植物，但仍有河床裸露，外露黄土。乌达区已对1076米线外进行绿化，种植格桑花162.93亩。
3.关于“有人在此地进行挖沙采土，用建筑垃圾回填大坑”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因乌达区城市建设项目较多，建设用土需求量大，且绿化用土稀缺，为避免资源浪费，在2013年对高程1076米线内（淹没

区）进行清理的同时，对已征收的园地、林地、耕地范围内种植用土进行拉运，作为绿化储备、城市建设用土，现部分存储于北师大附校东北
侧，部分已用于农业产业园绿化、城市绿化等项目。因此，关于“有人在此地进行挖沙采土”的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2013年，乌达区委托乌海市亿正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库底清理，按照库底清理技术要求，对超过地面0.5米以上的
建筑垃圾进行清运，0.5米以下的建筑垃圾进行平整。在清理平整的过程中，随坡就势将征迁区域内的建筑垃圾填平坑洼地面。目前该区域
零星存在几处因取土形成的深约1—2米的土坑，黄河水位降低后坑面裸露，待水位上涨至高程1076米后，该处将被淹没，成为库底。因此，
关于“用建筑垃圾回填大坑”的问题部分属实。

4.关于“扬尘污染”的问题属实，但“破坏严重”问题不属实。由于该区域土质为沙性土壤，在冬季凌汛期因防凌需要库水位下降，部分区
域河床裸露，如遇大风存在起尘现象，但近年已有部分自然生长植物及伴随库区水位调节，扬尘污染问题逐年改善，不存在扬尘污染严重、破
坏严重的问题。

（三）信访案件办结情况
该案件办结情况认定为“已办结”，办结时间为2022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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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近年来，随着伊金霍洛旗生态环境的改善，为鸟
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每年有近万只候鸟从伊金
霍洛旗湿地过境，成为116种野生鸟类的繁殖地、越冬
地和重要的迁徙停息地，木栈道作为湿地过境鸟类监
测的主要辅助设施，对保护湿地资源起到积极作用。
因此，鉴于木栈道未改变湿地性质和用途，未破坏湿地
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
例》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
开展湿地保护和有关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湿地保护
先进技术”规定，决定保留木栈道。今后，将进一步加
强对木栈道使用的动态监测，切实加强湿地保护。

2.针对文化产业园其他建筑及构筑物违规占用湿
地问题，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第二十二
条规定，伊金霍洛旗已责成项目筹建主体鄂尔多斯蒙
古源流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违规行为，于4
月15日前拆除违规占用湿地上的全部建筑物及构筑
物，恢复原状，并由旗林草部门对项目筹建主体作出行
政处罚。

一是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强化道路和作
业面洒水降尘，严格控制作业时间，切实降低扬尘、噪
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同时，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和巡
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严防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发
生。

二是加强公路日常管理和养护，及时修补破损路
面，提升公路通行能力，并积极配合推进乌漫线（S211）
列入升级改造工程。

信访案件整改情况：
整改工作。一是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由乌达

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认真对举报人反映的问题
进行核查、研判分析，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二是针对

“乌海市乌达区滨海办事处黄河岸边1000余亩林地，
无人管理，现已全部枯死”的问题，进行举一反三，在乌
达全区范围内开展枯死林木摸排工作，及时清理整改，
补植适宜当地生存条件的绿色植物，并对现有植被进
行合理养护。三是针对“只剩一片黄土”“扬尘污染”的
问题，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管理模式进行
生态恢复。对高程1076米线内（淹没区）进行合理规
划、播撒适宜滩涂地生长的水性植物草籽；对高程1076
米线外（管理区）进行景观绿化。四是针对“有人在此
地进行挖沙采土，用建筑垃圾回填大坑”的问题，目前
已完成110国道以东部分区域网围栏设置、地面表层建
筑垃圾清理及土地平整等工作。已对高程1076米线外
（管理区）实行管控，加强日常监管，加大部门联合执法
力度，依法打击偷倒垃圾、违规取土的行为。五是乌达
区人民政府对滨海办事处、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和自
然资源等部门进行约谈，督促相关部门主动作为、协同
联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推进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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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践行政策性金融使命，服务内蒙古
自治区实体经济发展，近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召开经营分析会议，旨在强调
坚守政策性职能定位，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积极
发挥国家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利用
好内蒙古自治区地缘经济特征，服务区内实体
经济发展。

会议指出，面对国内经济发展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分行上下
要从经济下行压力与托底动力、外部冲击力

与政策对冲力的视角，深刻理解把握国家宏
观政策的内涵，找准定位，更好发挥政策性
金融职能作用。分行员工要多思多看，提前
着手，提前应变，发挥政策性金融逆周期调
节作用。

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行长
齐巍强调，分行要始终坚守政策性职能定
位，聚焦主责主业，以考核目标为指导，精准
化提高政策性业务发展。一方面进一步丰
富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

济水平，利用分行区块链项目成功经验，服
务小微外贸企业进出口业务发展。另一方
面以国家战略及产业政策为抓手，结合内蒙
古自治区作为产煤第二大省和重要清洁能
源基地之一的优势条件，从“双碳目标”“双
循环”发展格局中发现新机遇，推动区内制
造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将进一
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打通绿色通道，为内蒙古
自治区实体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坚守政策性职能定位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北京冬奥会刚结束一个多月，很多参加

了比赛的运动员都处在调整期。连日来，我
区冬奥健儿韩梅、范铎耀和丁雨欢也先后返
回家乡进行短暂的休整，并将奥运精神带回
家乡。

回到呼和浩特后，韩梅在呼和浩特市轮
滑协会的组织下，和学习轮滑的小学员们互
动，为大家示范动作，分享训练趣事，“我就是
从轮滑转项速滑的，我的运动员生涯也是从
这里开始，看到现在有这么多热爱轮滑的孩
子，能够在设施齐全的场地里训练，为他们感
到开心。”韩梅说。4月15日，韩梅还来到内
蒙古冰雪运动协会，与协会围绕青少年、残疾
人冰雪运动发展、冰雪运动公益进校园进社
区等推动冰雪运动互惠共享的发展举措进行
交流，还参观并体验了协会目前正在积极推
广的四季化冰雪体育运动项目。韩梅说：“北
京冬奥会的举办推动了冰雪运动的发展，作
为运动员也能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我区在冰
雪运动发展上的支持和投入。接下来我还要
坚持刻苦训练，用好成绩回报家乡的支持。”

冬季两项运动员丁雨欢回到家乡巴彦淖
尔后，第一时间来到了自己的母校巴彦淖尔
市体育学校，和自己的学弟学妹们分享冬奥
之旅的收获和感悟，还与滑雪队运动员共同
训练，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讲解两滑一撑技

巧，鼓励大家刻苦学习、奋勇拼搏。“我非常荣
幸能通过选拔，作为中国冬季两项队的一员
参加北京冬奥会，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新鲜而
有趣。”丁雨欢说。

在北京冬奥会比赛期间，雪橇运动员范
铎耀便和记者聊到，去了很多国家训练，吃过
很多地方的羊肉，感觉最好吃的还是家乡的
羊肉。回到呼伦贝尔后，范铎耀终于吃上了
心心念念的羊肉，“终于吃到啦，解馋了！有
将近一年没有和家人团聚了，回家了感觉特
别温暖和安心。”范铎耀说。预计5月中旬，范
铎耀就要重新回到国家队开启下一阶段的训
练和备战了，对于范铎耀来说，北京冬奥会既
是超越自我和不断突破的旅程，也是意味着
新的开始。范铎耀也已经在心里定下了新的
目标，他说：“下一阶段的目标当然是2026年
的米兰冬奥会啦！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雪橇项
目的首次亮相，也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了
这项运动。接下来我会继续刻苦训练，针对
自己的短板不断突破。” （柴思源）

冬奥健儿把奥运精神带回家乡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至乌

兰察布市卓资县以北的阴山山地，总面积

388869.91公顷，实验区面积198385.16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是青海云杉、白杄、青杄、侧柏

等分布边缘物种群落为代表的山地森林、灌

丛——草原生态系统。

旗下营那支亥至红召庙沟通村公路项目，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乌兰察布分局辖区实验区范围，是原有公路的改扩

建工程，建设单位为卓资县交通运输局。

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现对该项目在内蒙

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建设进行公

示，欢迎公众参与、监督自然保护区保护和建设

工作。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

信、来电和来访的方式，提出意见、建议或反映

问题。我局将对反映问题的单位和个人信息严

格保密。

一、公示日期

2022年4月19日—4月25日

二、受理人电话、时间和来访地址

受理人：高志峰

电话（传真）：0471－3391376

时间：9：00－12：00 13：30－17：00

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巴彦树贵街内蒙

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富

泰巴彦热源厂对面）

邮政编码：010010

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2年4月19日

关于在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
旗下营那支亥至红召庙沟通村公路项目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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