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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峰 市 大
唐国际克什克
腾旗煤制天然
气有限责任公
司，将未经处理
的，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危险废
物 煤 焦 油
（HW11,451-
003- 11） 外
售。2019 年至
今，该企业危险
废物煤焦油转
移处置的仅为
0.78万吨，其余
的均跨省非法
转移买卖至辽
宁、河北等省份
的企业。

乌 兰 察 布
市商都县中金
矿业和察哈尔
右翼后旗硅石
矿，私挖盗采，
破坏生态。每
天将硅石用超
载车运往商都、
化德、前旗、丰
镇的铁合金冶
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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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大唐国际克什克腾旗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将未经处理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煤焦油（HW11,451-003-11）

外售”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大唐克旗煤制天然气项目于2009年8月20日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是第一个由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大型煤制天然气示范项目。项目分三期滚动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产天然气40亿立方米（已建成投产一期13.3亿立方米），副产焦油、粗酚、
硫磺、硫铵等副产品。其中，煤焦油来源于煤气水分离工段，按照焦油先后产生顺序分为含尘焦油、2号焦油和1号焦油。原环境保护部于2009
年2月3日批复的《关于内蒙古大唐国际克旗日产1200万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及其配套长输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明确企业
副产品中包括焦油。原国家安监总局批复的《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以及2021年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换发该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查的《安全现状
评价报告》中将焦油列为副产品。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及《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均包括煤焦油。同时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将煤焦油产品质量标准在原赤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登记备案，允许在项目设计中，无需对焦油处理，
以副产品的方式直接销售。该公司产生的煤焦油已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进行登记，并取得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同时应急管
理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该公司在煤焦油的生产、储存、装车、运输各环节，按照危险货物进行监督管理，未发现违法行为。综上所述，该公
司经批准将煤焦油列为副产品，销售运输等环节按照危险化学品进行管控，出售给相关企业深加工生产汽油、柴油和船舶用油综合利用，属于合
法行为。

2.关于“2019年至今，该企业危险废物煤焦油转移处置的仅为0.78万吨，其余的均跨省非法转移买卖至辽宁、河北等省份的企业”问题部分
属实。经调查核实，截至2019年，该公司的所有煤焦油均按照副产品（危险化学品）进行销售和管理，约44.58万吨，分别销往辽宁、河北、天津、
山东等地区。2020年，受市场影响，该公司所采购的煤炭品质较差、杂质较多，以至于产生的含尘焦油中机械杂质含量存在超出产品质量标准
备案要求风险（备案标准中含尘焦油机械杂质含量低于50%）。鉴于此，2020年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分局责令该公司对产生的含尘焦油按照
《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HW11,450-003-11）进行管理，并依法依规向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转移0.782211万吨（共计273批次)，转
移过程中严格执行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2021年9月，该公司实施了技术改造工程，将含尘焦油进行两相分离，焦油部分直接返回生产系
统，煤泥部分返回气化炉综合利用，不再生产和销售。综上，“2019年至今，该公司危险废物煤焦油转移处置的仅为0.78万吨”属实；“跨省非法
转移买卖至辽宁、河北等省份的企业”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投诉反映的“商都县中金矿业私挖盗采,破坏生态。每天将硅石用超载车运往商都、化德、前旗、丰镇的铁合金冶炼厂”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商都县中金矿业全称为商都县中金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首设时间为2014年9月17日-2017年9月17日，矿权到期后进行过一次

延续，延续后的有效期限为2017年9月17日-2023年9月17日，采矿许可证号为：C1509002014096120135587，开采矿种为冶金用脉石英，开
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万吨/年，矿区面积为0.0453km2。经实地勘察，实际开采面积8.3亩，且开采范围在采矿证范围之内，不存在越
界开采和违法开采行为。该企业从2017年9月起，因首设采矿证到期，未及时申请延续采矿证，一直停产至今，2018年6月拆掉变压器、部分电
杆等供电设施。通过走访村民和调取相关部门巡查记录，未发现中金公司有非法盗采矿石行为。投诉反映的“中金矿业私挖盗采”情况不属实。

经查，2014年—2017年矿权方在生产过程采取了边生产、边治理模式，目前，有采坑、马道和两处活动板房压占天然牧草地。经测绘公司
现场测绘并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图比对，采坑、马道和两处活动板房压占了天然牧草地11.8亩（其中采坑压占损毁天然牧草地8.3亩、马道压
占损毁天然牧草地2.8亩，活动板房压占损毁天然牧草地0.7亩）。投诉反映的“中金矿业破坏生态”情况部分属实。

通过走访村民和调取相关部门巡查记录，未发现中金矿业公司有非法盗采矿石和将矿石拉运到商都、化德、前旗、丰镇等地售卖的行为。投
诉反映的“每天将硅石用超载车运往商都、化德、前旗、丰镇的铁合金冶炼厂”情况不属实。

2.投诉反映的“察哈尔右翼后旗硅石矿，私挖盗采，破坏生态。每天将硅石用超载车运往商都、化德、前旗、丰镇的铁合金冶炼厂”问题部分
属实。

经查，察右后旗现有在期矿山22家，其中只有1家硅石矿，矿山名称为“察右后旗陈家地、穆家地石英硅砂岩矿”（举报反映的硅石矿与第七
批D2NM202203310007编号信访案件反映的察右后旗陈家地、穆家地石英硅砂岩矿属同一矿山），位于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光荣村委会穆家
地村东北约1.5公里处。

经核查，察右后旗陈家地、穆家地石英硅砂岩矿采矿许可证号C1509002011096120124085，有效期：2021年9月14日至2023年9月14
日，开采矿种为冶金用石英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10万吨/年，矿区面积为0.417平方公里，其中，西采区面积0.1772平方公里，
2009年停采后一直未开采；东采区面积0.2398平方公里，信访反映问题所指为东采区。该矿现有采矿许可证、环评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安全
生产许可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报告等手续，均在有效期内，不存在私挖盗采情况。投诉反映的“硅石矿私挖盗采”问题不属实。

该矿曾在2019年发生越界开采2726.75平方米，察右后旗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4月13日依法进行了处罚，并责令退回界内开采，按非法
开采的矿石价值计算罚没违法所得3.56万元，并处罚款1.8万元，2020年4月27日结案。2022年4月2日，经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六O
九有限责任公司对该矿开采现状进行调查，认定该矿从2020年5月至今不存在越界开采。2022年4月2日，察右后旗林草部门聘请内蒙古质
真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所进行司法进行鉴定，认定该采区石料堆涉嫌非法占用草原面积47.17亩。投诉反映的“硅石矿破坏生态”问题属实。

经察右后旗自然资源局调取矿山销售票据，2019年至2021年，该矿硅石均销往察右前旗和丰镇（其中，2019年销往察右前旗184198吨、
丰镇31581吨；2020年销往察右前旗288439.05吨、丰镇29176.98吨；2021年销往察右前旗152028.95吨、丰镇5600.04吨）。2019年至2021
年，3年销售发票显示，该矿没有向商都、化德销售矿产品。又经过察右后旗交管大队查阅2019年以来共150余辆拉运矿产品超载车辆的案
卷，未发现来自该矿的超载车辆。投诉反映的“每天将硅石用超载车运往商都、化德、前旗、丰镇的铁合金冶炼厂”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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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于4月16日阶段性办结。下一步，克什克腾旗委政府将责成
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依据相关法规严格履行监管职责，进一步加
强对该企业的生产、储存、装车、运输、利用等各环节的监督管理，确保企业生
产安全。

1.商都县中金矿业公司采坑、马道、活动板房压占11.8亩天然牧草地问题处
理和整改情况。商都县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4月1日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
查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按照每亩50元产值的12
倍标准，共处以7080元罚款，同时，要求中金矿业公司对矿区周边范围进行提升
治理。目前该公司已重新制定治理方案，商都县自然资源局积极协调矿权方调配
车辆，完成了平整、覆土等工作。下一步，将视降雨情况适时播撒草籽，进行播草作
业，预计6月底可实现植被恢复。

2.察右后旗陈家地、穆家地石英硅砂岩矿嫌非法占用47.17亩草原相关问题
处理和整改情况。

（1）问题查处情况
①4月2日，察右后旗自然资源部门依法依规向该企业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要求企业对采坑边坡未达到开发利用方案要求的地段进行退台，对
采坑边坡危岩体进行清除，对石料集中堆放，设置网围栏和警示牌。

②4月2日，察右后旗林草部门依法依规下达了《植被恢复整改通知单》，要求
企业限期拆除违法占用林地部分建筑，开展削坡、整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同时
聘请第三方进行司法鉴定，并将涉嫌违法占地问题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③4月5日，察右后旗公安部门依法对该企业涉嫌非法占用草地采取刑事立
案侦查。

（2）问题整改情况
一是立行立改：①采坑：对部分安全隐患地段边坡进行了削坡和危岩体清理，

4月4日已全部完成；对采坑边坡未达到开发利用方案要求的地段进行退台整治，
对采坑西段回填、整形、整平、压实，预计4月21日全部完成。②料堆：将堆放的石
料清运到指定地点，并堆放整形，全部苫盖防尘网，预计4月21日全部完成。③外
围：在采区周围设置了网围栏1300米、警示牌37块。

二是持续推进：①察右后旗公安部门深入开展案件侦查，目前办案人员已赴
北京、锡盟对企业法人进行调查取证。②依据该采区《植被恢复方案》，对涉嫌违法
占用的草地进行整地和覆土撒籽、恢复植被。完成时限：2022年6月15日。③围
绕企业是否严格落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
垦方案》等约束性要求，加大日常监管、动态巡查、专项抽查，聘请专家和第三方对
矿山开采、治理情况进行定期“体检”。监督企业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
要求，因地制宜实施治理。完成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④加强重点货物运输
源头单位超载、超限治理，对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实行严管重罚，由交通、交管部门
经常性地开展联合、联动的专项治超活动，重点抓好国省干线和超限超载严重路
段的治理。对违法车辆，坚决实施卸载，对公路造成破坏的严格依法收取公路赔
（补）偿费。完成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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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4月11日，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
平地泉镇出发，沿着乡村小路向西蜿蜒
奔向20多公里外的老圈沟乡，颠簸的
土路尽头，是个三面被山包围的洼地，
只见大型机械正在施工作业，路边5排
对开的蓝色牛舍整齐地排列着，一头头
膘肥体壮的安格斯肉牛悠闲自在地晒
太阳……

这是内蒙古京西农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建设的万头肉牛养殖基地，目前，
建成的牛舍里已到位2000多头肉牛。
这也是察右前旗为了更好地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而打造的供应
北京中央厨房的项目之一。

规划占地面积57.98万平方米，一
期投资额3.2亿元、二期计划投资额2.8
亿元的京西农牧业万头肉牛标准化繁
育产业基地项目，始建于2021年8月，
是察右前旗政府招商引资引进的重点
农牧业项目。

该公司战略发展部经理于仁平说：
“2020年，我们来察右前旗后，从签订
框架合作协议到其他各个环节，办理手

续的进度和政府兑现承诺的情况都很
好，不然我们的项目也不会推进得这么
快。在我们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政府
提供的‘帮办代办’等贴心服务给我们
提供了很多便利。市、旗两级政府定期
调度项目进程，我们有困难，政府就及
时帮我们解决。”

“我们项目推进得快，离不开旗里
的大力支持，旗委、政府多次召开专题
会给我们解决问题。在具体办手续过
程中有些事情我们没有想到的政府都
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个很贴心！”在场的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薛新翠说起“政
府服务”更是从心底感激。

走进旗政务服务大厅，只见3000
多平方米的大厅宽敞亮堂，大厅分成6
个长方形办公区域，每个区域设立了多
个办事窗口，24个部门、90多个窗口，
能办理900多个事项，工作人员正在为
前来办事的群众办理相关手续而各自
忙碌着。

徐长利，乌兰察布市京蒙合作产业
园区工作人员，正在办理察右前旗京蒙
合作产业园乳制品基地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手续。他说：“这次我办的
手续比较急，需要下午下班之前完成，

审批一股的工作人员为了帮我赶时间，
她们中午都没休息，正在加班办理我们
的手续。现在办事效率提高了很多，政
府做得确实好！”

致力于打造更优营商环境的察右
前旗，聚焦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3.0版，
对标先进，改革创新，率先实现了“一枚
印章管审批”；按照“三集中、三到位”原
则，全面实现了“办事只进一扇门”“一
窗办多事”的综合模式，极大地方便了
企业和群众办事。该旗还推出设立智
慧政务平台、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异地
通办”等70项举措。

营商环境好了，项目落地多了。据
统计，该旗今年实施了40个重点项目，
目前已开工35个。

察右前旗的变化是乌兰察布市优
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自“集宁不动产事件”后，乌兰察布
市痛定思痛，今年继续深化“庸懒散、推
拖绕、怠乱飘”治理工作，以打造“全区
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确定从“建立一
张任务清单”“制定一套整改台账”“打
造一个‘数智化’服务系统”“制定一系
列优惠政策”“开展一场‘对标赶超’行
动”“建立一套监督检查机制”6个方面

入手，制定188项任务，出台609项举
措，截至目前，已有71项举措基本落实
完成，80%的具体工作举措预计可在今
年6月底前完成。

与此同时，全市不断把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向纵深推进，相关部门主动深
入企业，下大力气逐一化解涉企涉法涉
诉信访积案。目前，68件涉法涉诉涉
企信访案件已化解 49 件，化解率为
72%；41件挂账积案正在积极清理当
中。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今年，
乌兰察布市计划实施重大项目293个，
总投资1836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318亿元，其中新建123个，总投资509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161亿元。

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已开复工岱
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600万千瓦风电
基地、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等255
个，完成投资48亿元，开复工率87%。
其中新开工项目98个，完成投资10亿
元，实现了开门稳、开门红。预计二季
度，将开复工快手智能云数据项目、红
崖台地旅游景区等38个项目，力争上
半年实现全部开复工，预计完成投资
180亿元。

乌兰察布：政府贴心服务 企业安心发展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步入智能工厂熔炼车间，ERP系
统生产计划正在实时下达到车间，车间
通过MES系统现场开始执行任务……

“整个生产过程全部信息化操作，
设备数据通过IOT数据采集平台进行
实时汇总分析，汇总后的数据再通过
BI分析系统实时展示，并给管理者和
操作员工提供相关的数据。同时，实时
分析设备、人员、物料、质量等信息，减
少了中间信息的传递和人员的统计工
作，大大提高了实时管控效率。”包头天
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科
科长屈波自豪地说。

作为专业从事稀土永磁材料设计
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近3年来，包头天和磁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信息化和智能化
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主要用于
ERP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IMS）、质

量系统（QMS）及相关网络硬件建设，
并以平均每年30%—50%的增长继续
加大投入。

信息化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这些年，通过信息化技术，
企业管理和智能化水平逐步提升。公
司信息化数字管理覆盖产品全生命周
期。产品的生产、物流、使用等全都可
以进行数字化追溯。此外，相关数据还
会反馈至企业应用系统，可持续优化产
品及服务质量，为个性化、定制化、时效
性服务创造更多可能。

有了信息化和智能化做依托，公司
的“智能工厂”基础建设已从2017年8
月开始总体规划，有了4年多的项目实
施历程。初期规划分三期建设，一期已
经完成数据中心基础建设，实现ERP
业务财务一体化；二期已让部分工厂实
现了智能车间MES生产、供应链、智能
仓储、设备互联及网络无线的基础应
用。眼下，正逐步开始三期建设，即推
进设备智能化改造，真正实现智能工

厂。
智能必定带来高效。2021年，公

司生产稀土永磁材料7500吨，实现产
值23亿元，较上年增长70%以上；其中
出口产品占比 30%，对外贸易保持了
良好增长势头。凭借装备新型化、自动
化、智能化的升级改造以及绿色节能技
术的应用，2020年公司获评“国家级绿
色工厂”“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包
头市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这家承载着绿色发展梦想的稀土
企业，在奋斗者的汗水里茁壮成长。3
年来，天和磁材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
向，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在稀土
永磁材料领域的践行实施，针对行业基
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技术工艺，立足
制约稀土永磁行业技术难题与稀土产
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创新性研究，3
年突破工艺创新40余项。目前，公司
形成多项核心工艺和技术诀窍，取得
70余项专利授权，多项科技成果得到
转化。

“我们重点突破重稀土扩散、减
重与无重稀土等创新技术，在提升产
品性能的同时，大大减少了重稀土依
赖，从而使得公司在代表着高端市场
的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领域极具
市场竞争力。通过高丰度稀土综合
利用技术，使内蒙古稀土资源得到综
合平衡利用。此外，公司的一次成型
取向压机及工艺，淘汰了传统成型工
艺中等静压工序，不仅低碳、节能环
保，还填补了高端成型压机装备的空
白。”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义
说。

压力依旧，但信心更足。公司总
经理陈雅表示，未来将全力推动企业
向“专、精、特、新”领军企业发展。积
极融入包头市稀土产业“2＋2＋N”
发展战略，以最快速度谋划、最实举
措筹备、最高效率推进，进一步加大
稀土方面的应用技术研发与科技成
果转化力度，助推“稀土+”产业不断
向高端领域拓展。

“智”造引领，天和磁材绿色发展梦想成真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4月 19日，皑皑积雪覆盖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大青山顶，和山下的
青松翠柏形成一幅美丽画卷。呼和浩特市连续多年对大青山前坡原有生态环境进
行综合整治及建设，重点实施“山川河海”保护工程，打造“山城相依，绿色绕城”的绿
色生态屏障。目前，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矿企业全部关停退出，完成国土
生态修复治理225万亩。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雪映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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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安4月20日电 （记者 石
向军 通讯员 赵奉君）日前，乌兰浩特
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走进企业，开展
了一对一政策辅导并进行研讨交流。在
内蒙古诚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兴安盟隆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税务
干部分别讲解了 2022年减税降费政策、
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加大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走访中，还对企
业财务代表进行了现场辅导，详细讲解
了小微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相关政策。活动受到了企业负责人的一
致好评。

本报乌兰察布4月20日电 近日，
凉城供电公司组织运行维护人员到 110
千伏海崞线和 35 千伏厂汉营 2 回线路
段，开展防山火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
火灾多发地区，及时清理线路走廊内灌
木和残枝枯木，修剪超高树木，保障电网
安全运行。 （尚东平）

本报包头4月20日电 达茂旗税务
局积极倾听纳税人、缴费人意见建议，工
作人员通过“电话走访”的形式讲解最新
的组合式税费优惠政策，坚持“实体办税、
网上办税、自助办税”多种办税途径，采取

“错峰、预约、应急”多重分流措施，积极推
进“非接触式办税”，让纳税人感受到全新
的便利办税体验。 （孙宇轩 刘珮昕）

本报4月20日讯 日前，二广高速
二赛（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正在有序
推进复工。由中建路桥集团河北路桥技
术开发公司等单位参建的这一项目是内
蒙古自治区重点项目，全长99.5公里，地

处半荒漠半草原地区，生态环境极为脆
弱。广大建设者坚持实施绿色施工管
理，有力保护了生态环境。 （王健）

本报鄂尔多斯4月 20日电 为预
防道路交通事故，乌审旗乌审召交管中
队组织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在人流密集区域发放宣传材料、解答
群众咨询等方式，向群众宣传交通安全
知识安全出行注意事项，以案说法向群
众宣传酒驾、超员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呼吁群众自觉遵守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刘宏伟）

本报乌兰察布4月 20日电 连日
来，化德供电分公司组织团青员工以“六
进”（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机关、进学
校、进企业）活动为载体，开展供用电设备
缺陷和安全用电隐患排查，确保客户“春
检”期间供电安全可靠。 （马国杰）

本报鄂尔多斯4月 20日电 为支
持当地螺旋藻相关产业发展，鄂托克旗
税务局为辖区内螺旋藻生产和出口企业
建立台账，实施“一企一策”，组建专家服务
团队，积极对接企业需求，推出办税辅导、
到期提醒、风险提示等服务，并帮助企业
高效办理出口退税相关业务，跟踪企业优
惠政策办理，加快部门办理流转速度，打
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慧文）

本报乌兰察布4月 20日电 察右
后旗旗委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加强
重点网上信访集中治理，全力推进营商
环境信访事项办理，全旗信访形势稳定
向好。推动创建 2021年度全国“信访工
作示范旗县”年度信访工作综合考评得
分达到了 99.89 分。从 2017 年以来，该
旗化解社会矛盾3671起，化解率94%，受
理群众来访 1750批，14172人次，办结率
96.7%，特别是治理进京非访成效明显，
连续4年保持进京“零”非访。（李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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