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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2011年至今，有人一
直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天成
乡北山碾盘梁八号村、十四
号村两处墨矿（一处叫广宁
矿山）开采墨石，共占地面积
约百亩，破坏了自然生态环
境。平时边采边停，白天休
息夜间开采，开采后销往丰
镇市。

2.2020 年 5 月，凉城县
郝某在天成乡八号村挖沙采
石，沙沟长5里。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哈腾
套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
量草牧场开垦，打井100多
米抽取地下水浇灌，导致大
量植被死亡，每天刮沙尘暴，
严重破坏生态。

2019年 3月，巴彦淖尔
市华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入
驻杭锦后旗工业园区后，生
产中厂区散发出浓重的味
道，污染空气。该公司在生
产过程中，添加高浓度硫酸
等强酸强碱化工原料，废旧
原料直接倒入山区或无人耕
地，对环境造成污染。污水
处理设施不运行，污水处理
只是摆设，污水中有害物质
严重超标，严重影响周边老
百姓的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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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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举报反映的“2011年至今，有人一直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天成乡北山碾盘梁八号村、十四号村两处墨矿（一处叫广宁矿山）开采墨石，共占地面积约百亩，

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平时边采边停，白天休息夜间开采，开采后销往丰镇市”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信访举报反映的“凉城县天成乡北山碾盘梁八号村墨矿”实指凉城县天成乡碾盘梁饰面辉绿岩矿（鼎鑫墨玉）；“十四号村墨矿（一处叫广宁矿山）”包括三

个墨玉矿段三个矿权（中段：广宁矿山，北段：华益石材，南段：天然石材）。
①凉城县天成乡碾盘梁西饰面辉绿岩矿，矿权人为凉城县鼎鑫墨玉矿，法人孟某某（已死亡），证载面积0.384平方公里，采矿证号：1526000710061，由原乌兰察

布市国土资源局颁发采矿证，有效期2007年9月-2010年9月，采矿证到期后未延续。2011年凉城县天成乡碾盘梁西饰面辉绿岩矿矿权人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治理恢复方案》进行了治理。

②十四号村墨玉矿中段（广宁矿山），1998年个人寇某某（合伙人王某某）申请办理了采矿许可证，由原乌兰察布盟地矿局颁发采矿证，证载面积0.0083平方公
里，采矿证号：凉采证墨〔1998〕第007号，有效期1998年1月-1998年12月，有效期1年；到期换发新证，采矿证号：1526009940035，有效期1999年11月-2002年
11月，有效期3年；采矿证到期后2004年换发新证，采矿证号：1526000410067，有效期2004年9月-2007年9月，有效期3年；采矿证到期后2007年换发新证，采矿
证号：1526000730059，有效期2007年9月-2010年9月，有效期3年；2010年9月采矿证到期后一直未延续。

③十四号村墨玉矿（北段），原乌兰察布市国土资源局发证，矿权人为凉城县华益石材矿，采矿证号：1526000730076，证载面积0.0086平方公里，有效期2007年
10月-2010年10月，2010年10月采矿证到期后一直未延续。2014年，矿权人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治理，退台削坡、渣土掩
埋、废石清运等工程均已完成。

④十四号村墨玉矿（南段），原乌兰察布市国土资源局发证，矿权人为丰镇市天然石材有限责任公司，采矿证号：1526000730072，证载面积0.0103平方公里，有
效期2007年9月-2010年9月，2010年9月采矿证到期后一直未延续。

上述4个矿权采矿证有效期均为2007年9月-2010年9月，采矿证到期后均未延续。
经核实，上述4宗矿山均在2010年前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生产。经内蒙第四地质矿产勘察院、609地质队专家实地踏勘、测量，从植被恢复程度、矿坑危岩和废

料堆放痕迹等方面判断，均认为上述4宗矿山近年未进行开采；经凉城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人员深入碾盘梁村、十四号村实地走访村民调查和村委会证实，上述4
宗矿山近十年未进行开采作业；经凉城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三调作业公司，对矿点范围内2011年和2021年的影像进行对比，影像显示基本无变化。综上判定，4宗矿
山2011年以来一直未开采，举报反映的2011年至今有人一直在此开采墨石问题不属实，也不存在“边采边停，白天休息夜间开采”的情况，但矿点里曾有机械作业，
矿山企业对2010年前开采出的弃石、废石、渣土进行过破碎、拉运、处理利用。

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和凉城县自然资源局共同委托内蒙古第四地质矿产勘察院和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六0九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航测结果显示，按照
2021年影像图，上述4宗矿山共占地298.11亩（采矿用地150亩、内陆滩涂15亩、林地31.45亩、草地101.66亩）。其中鼎鑫墨玉占用林草地65.05亩（天然牧草地
64.22亩、有林地0.83亩）；广宁矿山占用林草地8.46亩（灌木林地0.34亩、天然牧草地7.94亩、有林地0.18亩）；华益石材占用林草地20.87亩（灌木林地8.17亩、天然
牧草地12.52亩、有林地0.18亩）；天然石材占用林草地38.73亩（灌木林地21.75亩、天然牧草地16.98亩）。经比对2011年和2021年影像图，结合走访问询周边村
民，综合判断2011年破坏占用林草地面积和2021年基本一致。但经凉城县林草局专业人员现场核实，并委托第三方上图，鼎鑫墨玉按2019年林保数据统计，共占
用林地33.3075亩（其他无立木林地），按2013年林保数据统计，共占用林地33.5235亩（特殊灌木林地16.788亩、未成林造林地15.2205亩、其他无立木林地1.515
亩）。十四号村墨玉矿3个矿段按2019年林保数据和2013年林保数据统计，均未占用林地。2010年前，因石材市场需求旺盛，矿山治理管理宽松，开采治理方式粗
放，上述企业重生产轻治理，造成了地质环境破坏，且没有及时对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理，影响了自然生态修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属实。

2.信访举报反映的“2020年5月，凉城县郝某在天成乡八号村挖沙采石，沙沟长5里”问题部分属实。
信访举报反映的“凉城县郝某”即凉城县众轩砂石加工厂法人代表，该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中标取得天成乡八号村七号沟标段采砂权（2019年9月以来，凉

城县城投砂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县委、政府委托，对全县河道砂石的开采权进行公开拍卖）。标段全长1.8公里（3.6里），预估储量15.26万方。凉城县水利局按合
同条款约定的一年一发原则为其核发《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12月22日。结合有关部门日常监管执法情况调查核实，该企业实际开采时间为2020年
7月至2020年10月和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均在许可有效期内作业，2021年10月至今一直处于停工状态。2022年4月13日，经凉城县水利部门实地打点
核实，采砂企业实际开采长度为1.64公里，已开采沙石11.46万方，剩余开采量3.8万方，均在中标的标段内，未发现越界开采的行为。河道内开采的天然石材加工石
料综合利用。

群众投诉反映：“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哈腾套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量草牧场开垦，打井100多米抽取地下水浇灌，导致大量植被死亡，每天刮沙尘暴，严重破坏
生态”的问题。经查，部分属实。

1.关于“保护区内大量草牧场开垦”问题，经核查，部分属实。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内蒙古哈腾套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设立时将1个镇、1个苏木、5个国营农场（包括杭锦后旗太阳庙农场）的20个嘎查村、分

场划入保护区范围内，保护区总面积185.6万亩，其中草牧场159.29万亩，耕地面积19.86万亩、其余6.45万亩为保护区内沟渠、道路、湖泊湿地、农村宅基地、设施农
用地等，现有农牧民2596户，6307人。

2016年以来，磴口县在完成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自然保护区工矿企业退出整改任务的同时，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严厉打击破坏草牧场行为，截止目前，查处违
法开垦草牧场案件9起（其中，涉及核心区5起、实验区4起），开垦面积2239.09亩。其中5起已恢复植被，剩余4起正在恢复植被。9起案件中，有6起刑事案件（5起
已判决，1起案件已起诉至法院），3起行政案件（全部查处到位）。举报人反映“保护区大量草牧场开垦”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关于“打井100多米抽取地下水浇灌，导致大量植被死亡”问题，经核查打井100米抽取地下水属实，导致大量植被死亡部分属实。
经查，哈腾套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机电井深度在60~110m之间。经济作物主要有番茄、辣椒、蜜瓜、籽瓜等，灌溉方式为井渠双灌，井灌主要用于满足经济作

物适时灌溉的应急用水。经济作物生长期为4个月左右，应急需水量较小。通过保护区内3眼（MG350、L85、L97）地下水监测井数据分析，2019-2021年哈腾套海
自然保护区内三眼监测井三年平均水位为3.24、3.29和3.5米，地下水平均水位三年下降0.26米，地下水位处于稳定变幅区。从等水位线上看，并未形成下降漏斗。

沈乌干渠2016年-2020年引黄许可水量4.5亿立方米/年；2021年-2025年引黄许可水量3.06亿立方米/年。根据《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盟市间转让河套灌区
沈乌灌域试点跟踪评估报告》，水权转换前沈乌干渠年均引水量5.59亿立方米（2009-2012年平均值），超许可水量1.09亿立方米。2018年沈乌灌域水权转让试点
项目完成退减超引水量后，2019-2021年实际引水量分别3.1亿m3、2.88亿m3、3.05亿m3，实际引水量未超许可水量（2021年换发取水许可证后，沈乌干渠引黄许可
水量3.06亿立方米），超取水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哈腾套海自然保护区灌溉输水渠道为建设三分干支渠，近三年渠口引流量分别为2019年1.4亿m3；2020年
1.1亿m3；2021年0.8亿m3，引黄水量呈逐年减少趋势。加之近年来磴口县采取渠道衬砌等工程措施，渠道渗漏水量减少。

据监测资料分析，乌兰布和灌域2019-2021年地下水平均埋深分别为2.35米、2.49米、2.73米，年际变幅为0.14-0.24米；哈腾套海自然保护区2019-2021年地
下水平均埋深分别为3.24米、3.29米、3.50米，年际变幅为0.05-0.20米。从年际变幅来看，该区域地下水位仍处于稳定变幅区，说明引黄水量退减至许可水量范围
内，并未对区域地下水位造成明显影响。

从现场调查的几个区域情况来看，未开垦地植被正常，说明该区域地下水下降幅度并未影响到原生植被正常生长。但开垦地未见原生植被，存在草原植被破坏
情况。

3.关于“每天刮沙尘暴，严重破坏生态”问题，经核查，部分属实。
磴口县属于中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143.3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2381mm。据磴口县气象监测数据统计，2015年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建立气

象监测点以来，至2021年大风（7级以上）日数分别为17、11、5、6、3、2、3天、根据数据显示，大风天气逐年减少，但沙尘暴和扬沙情况仍然存在，举报人反映的“每天
刮沙尘暴，严重破坏生态”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2019年3月，巴彦淖尔市华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入驻杭锦后旗工业园区后，生产中厂区散发出浓重的味道，污染空气”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
映内容基本属实。

调查情况如下：巴彦淖尔华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号码：688639）下属企业（以下简称“华恒生物公司”），于2019年6月整
体收购原僵尸企业内蒙古飞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后，在工业园区建设以合成生物技术开发生产高端氨基酸产品及衍生物的项目，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第十九项轻工业第29条中“采用发酵法工艺生产小品种氨基酸”生物制造项目，所有手续全部合规合法。

经实地调查，群众反映的“生产中厂区散发出浓重的味道、污染空气”，主要是华恒生物公司污水处理和生产车间发酵产生的，通过调阅核查相关监测报告，自行
监测、监督性监测涉及恶臭气体、VOC气体监测项目包括氨、硫化氢、臭气浓度、非甲烷总烃4项，各项监测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其中企业自行监测情况：
2020年8月企业投产以来，按照排污许可自行监测要求，企业每季度开展一次自行监测，共监测6次，检测报告数据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2021
年7月8—9日，华恒生物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居住地距离公司最近的敏感点进行了恶臭气体环境现状监测，检测结果显示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总悬
浮颗粒物四项指标均达标，华恒公司生产排放的恶臭气体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监督性监测情况：该公司于2021年8月通过污染防治设施环保竣工自主验收后，杭锦
后旗生态环境分局按规定对华恒公司开展每季度1次的废气监督性监测（监测内容包括厂界无组织废气、锅炉烟气、发酵车间有组织废气、污水处理设施恶臭气体），
共开展监测3次，检测报告数据显示氨气、硫化氢等产生异味的气体及臭气浓度各项监测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同时，在华恒生物公司投产运行中，杭锦后
旗生态环境分局对企业进行多次夜查、暗查，均未发现企业存在污染设施运行不正常、污染物排放超标问题和其它违法违规问题。4月7日，杭锦后旗生态环境分局
委托第三方公司（巴彦淖尔市洁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华恒生物公司厂界恶臭气体进行了监督性监测，监测报告数据显示，氨气最大值0.49㎎/m3、硫化氢最大值
0.015㎎/m3、臭气浓度最大值19，监测数值均在标准限值内，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新建标准限值。4月9日，杭锦后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
第三方公司（内蒙古嘉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华恒生物公司距离最近的敏感点进行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检测报告数据显示，氨气最大值0.14㎎/m3、硫化氢最大
值0.009㎎/m3、臭气浓度最大值14，各项监测指标均在标准限值内，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D中标准限值。

企业运行以来，为进一步降低恶臭气体、VOC气体排放，环保部门督促企业投资200万元，将污水处理站尾气处理工艺由喷淋塔+UV催化光解处理改造为两级
喷淋塔+UV光解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已于2021年10月投入运行；将发酵车间废气处理工艺由两级喷塔改造为两级喷淋塔+UV光解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已
于2021年11月投入使用。两项工程改造后，华恒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了监测，发现各项检测数据较之前有所下降。通过调查了解，虽然各项监测指标均实现
了稳定达标排放，但是附近居民中的敏感者有时能闻到一些异味，群众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2.关于“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添加高浓度硫酸等强酸强碱化工原料”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映内容基本属实。
调查情况如下：华恒生物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一定量的98%浓硫酸（强酸）、液氨（弱碱）、片碱（强碱）。浓硫酸用于调浆工段调节pH值，中和后接近中性，日

使用量约2吨；液氨是产品的氮源补给原料，日使用量约20吨，以上物质属于该公司生产原料；片碱用于锅炉烟气脱硫，日使用量约0.5吨，脱硫后产生少量的脱硫沉
渣。投诉人所反映“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添加高浓度硫酸等强酸强碱化工原料”内容基本属实，但属于正常的生产工艺。

3.关于“废旧原料直接倒入山区或无人耕地，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映内容不属实。
调查情况如下：经核实，该公司无不合格、过期、失效等废旧原料，也不存在随意丢弃、倾倒等现象。投诉人所反映的可能是该公司生产的副产品和产生的固体废物。
华恒生物公司生产的副产品为氨基酸母液，日生产60吨，暂存于储罐，销售拉运至内蒙古分享收获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享收获农业公司”）和内蒙古智禾

农业有限公司，用于有机肥生产和盐碱地改良，两家公司生产基地各项环保手续齐全，并签订了销售合同。
该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有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废活性炭、炉灰渣和脱硫沉渣。其中生产工艺中用于氨基酸脱色的废活性炭，分区堆放至燃料库内，定期拉运至

分享收获农业公司、内蒙古跃阳生物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阳生物公司”），全部用于有机肥生产；污泥日产生6吨，定期清运至广兴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厂址在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简称“广兴建材公司”），用于制砖综合利用；UV光氧催化设施产生的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公司（巴彦淖尔市静脉产
业园高新技术环保有限公司，简称“静脉产业园公司”）处置；炉灰渣日产生6吨，暂存于灰渣库，定期外售内蒙古顺新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新通商贸公
司”），用于建筑材料生产加工等综合利用；脱硫沉渣沉淀于脱硫循环水池，因产生量少，还没有清理过，计划定期清理外售顺新通商贸公司做建筑材料等综合利用。
华恒生物公司与各公司签订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协议，各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理、处置情况均符合环保要求。经核查，固体废物拉运台账记
录齐全完整。通过走访群众、现场调查等均未发现随意丢弃、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不存在“废旧原料直接倒入山区或无人耕地，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问题，投诉人反
映内容不属实。

4.关于“污水处理设施不运行，污水处理只是摆设，污水中有害物质严重超标，严重影响周边老百姓的饮水安全”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映内容不属实。
调查情况如下：2021年8月24日，华恒生物公司污染防治设施通过了环保竣工自主验收后投入正常生产。华恒生物公司建有1 座处理能力为2000m3/d 的污水处理

站，采用“UASB+多级AO”处理工艺，生产工艺废水、循环水系统排污水、锅炉排污水及设备地面冲洗水等生产废水全部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通过园区污水管网进入亿源水务污水处理厂（处理杭后工业园区企业工业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再处理。华恒生物公司污水处理站于
2021年5月26日在污水排放口安装了6台在线监控设备（COD、氨氮、总氮、总磷、pH、流量计），2021年10月31日通过了水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验收。

杭锦后旗生态环境分局分别于2021年9月28日、2022年3月14日开展了污水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三级标准。华恒生物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4日、2021年7月8日、2021年9月16日、2022年3月14日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污水自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各项指标也均达标。

通过调取巴彦淖尔市在线监控中心数据显示，华恒公司污水处理站出水各项污染物数据有效传输率达到100%，且无超标数据。引用验收监测数据，污水进口
COD平均浓度为5373mg/L、氨氮平均浓度为162mg/L、总磷平均浓度为10.8mg/L、总氮平均浓度为206mg/L、pH平均值为7.28(无量纲)；污水出口（在线监控数
据）COD平均浓度为97.72mg/L、氨氮平均浓度为1.69mg/L、总磷平均浓度为3.41mg/L、总氮平均浓度为12.08mg/L、pH平均值为7.54(无量纲)，流量计显示实际
处理水量1000-1200m3/d。通过调度2022年污水处理站用电量，日用电量最高值为3720KWh、最低值为3240KWh，一季度用电量为313260KWh，月均用电量
104420KWh，日均用电量3480KWh，污水处理站用电量保持稳定。因此，华恒公司污水处理站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投诉人反映“污水处理设施不运行，污水
处理只是摆设，污水中有害物质严重超标”的内容不属实。

经排查，生产车间属于一般防渗区，采用混凝土硬化并涂环氧树脂漆进行防渗;污水处理区、脱硫除尘系统废水收集池、循环水池采用混凝土+1.5mm防渗膜进
行防渗;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区、污水管网等未发现破损现象，无外漏、渗漏情况，不会对地下水产生影响。2021年9月该项目验收监测时，厂内地下水总硬度、溶解
性总固体、氨氮、Na+、氯化物、硫酸盐、锰存在超标现象，其余监测因子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限值。根据《内蒙古巴彦淖尔河
套农畜产业开发区杭后工业园环境影响区域评估报告》（2022年3月），工业园区10个地下水监测井（分别位于上游、下游、园区内）监测结果显示，总硬度、溶解性总
固体、氨氮、Na+均存在超标现象，硫酸盐、氯化物、锰个别监测井超标。结合华恒生物公司地下水监测结果，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Na+、氯化物、硫酸盐、锰超
标与该公司污染物排放无关，主要受区域地下水本底偏高所致。

企业周边居民用水全部纳入陕坝镇城镇供水范围，居民饮用水由城镇自来水厂统一供水，水源地距离园区（华恒生物公司）直线距离11公里，不存在“影响周边
老百姓的饮水安全”问题，投诉人反映内容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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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2022年3月，凉城县成立了综合协
调组、整治推进组、现场督导组、监督执
纪组四个工作组，组建了地质环境治理
专班，并按照2021年11月委托内蒙古有
色地质矿业（集团）六0九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十三号乡
十四号墨玉矿废石堆地质环境专项治理
方案》（包括上述4宗矿山），一矿一专班，
全程指导，已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目前，
碾盘梁矿点动用挖掘机 4台、装载机 2
台、翻斗车2辆，累计作业约200余台次，
开展地质环境治理和固体堆放物清理工
作，已完成治理工程量的10%；十四号矿
点（南段、中段、北段）动用挖掘机3台、装
载机2台、翻斗车6辆，累计作业约300
余台次，开展地质环境治理和固体堆放
物清理工作，已完成治理工程量的
60%。上述4宗矿山预计今年9月全面
完成整治。

2.针对信访举报反映的4宗矿山破
坏的林草地，由凉城县自然资源综合行
政执法队立案调查，4月底前由凉城县林
草局委托第三方公司作出司法鉴定，并
移交执法部门查处。

3、加强日常监管，督促凉城县众轩
砂石加工厂严格按照采砂作业技术规范
进行开采，并落实“边开采边治理边恢
复”的工作要求，对采砂作业河道进行恢
复治理。目前，采砂河道整体平顺通畅，
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同时，责令采砂企
业于4月12日及时清理砂石存料，并于4
月16日已全部完成。

磴口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案件反馈
问题，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的思想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的原则，以
天然恢复为主，人工恢复为辅，多措并
举，确保保护区内自然资源安全。

一是磴口县将严厉打击非法开垦行
为。同时将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加快案件
审结进度，对未进行生态恢复的地块，督
促当事人在判决书要求的整改期限内完
成植被恢复。同时组织监管部门开展常
态性巡护巡查，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部门
间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对保护区域内违
法开垦草牧场及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进行严肃查处，彻底遏制毁林毁草问题。

二是磴口县将严格按照《磴口县地
下水保护和管理实施办法》加强地下水
管理工作。并按照磴口县地下水保护和
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落实各
自工作职责，严厉打击违法取用地下水
的行为。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依法依规利用
草牧场和地下水资源，充分利用电视、广
播、微信等媒体平台，开展法律、法规宣
传活动，重点宣传草原、林地、保护区、地
下水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确保整改
落到实处。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杭锦后旗将重
点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聘请环保专家分
析研究有组织废气的治理方案，引进国
内最先进的废气治理技术设备进行治
理，计划于5月10日前完成。二是实施
车间无组织废气的收集处理，采用负压
收集无组织气体后处理，计划于8月 30
日前完成。三是将污水站池体原树脂瓦
封闭全部更换为玻璃钢盖板封闭，计划
于5月30日前完成。四是加强监督性监
测和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坚持开展华恒
公司附近居民区敏感点环境质量监测，
严格管控企业污染，特别是恶臭气体、
VOC气体排放的污染，坚决杜绝偷排（包
括夜间偷排）、漏排、治污设施不正常运
行情况下的废气、废水排放。五是严格
督促华恒公司规范运行各产污工段污染
防治设施，严格规范固体废物贮存、转
移、处置等环节，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开展
自行监测并及时进行信息公开，接受群
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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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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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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