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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中旗
石兰计村六孔
桥附近，有人挖
沙石料（现场有
挖掘机、筛分设
备），破坏土地
2000多亩。

乌海市锦
宇矿业有限公
司在矿口区域
内造成深达 30
米的深坑；烧制
白灰的过程中，
白灰散落在进
入厂区道路两
边，造成草场污
染；厂区内还有
未曾恢复治理
的白灰残留物，
堆积如山。乌
海市东兴石料
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在生产过
程中灰尘漫天
飞。上述 2 家
矿业企业所在
的老石旦镇、拉
僧庙镇石料厂
区都存在越界
开采与环境污
染问题。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巴
音敖包工业园
区有四家石料
厂存在未办理
合理用地手续
和 环 保 问 题 。
其中，有2家石
料厂(其中 1叫
通源石料厂)未
建设封闭式储
料仓未封闭，扬
尘 污 染 严 重 。
七里沟里面有
2家石料厂，无
环保设施，破坏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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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群众投诉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1.基本情况。2022年4月7日，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局委托内蒙古乔泰国土勘测技术有限公司实测后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报

告》显示，该砂石矿采矿范围实际占用土地为1018.86亩。其中，历史办理采矿手续面积926.4亩，工业场地92.46亩未办理用地手
续。通过调取国土二调数据，该砂石矿实际占用土地地类为采矿用地和其他草地（未利用地）。2022年4月14日，乌拉特中旗自然资
源局核查时发现现场有采坑、堆存的砂石、停放挖掘机和筛分设备。

2.地质环境治理情况。2021年1月8日，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局向内蒙古媛淋建材有限公司下达了《矿山地质环境限期治理通知
书》，责令企业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对采矿证范围及周边采坑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2021年11月18日，已经市自然资
源局专家验收通过，验收面积为926.4亩。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其中，“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在矿口区域内造成深达30米的深坑”的问题属实；“烧制白灰的
过程中，白灰散落在进入厂区道路两边，造成草场污染”的问题属实；“厂区内还有未曾恢复治理的白灰残留物，堆积如山”的问题部分
属实；“乌海市东兴石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灰尘漫天飞”的问题基本属实；“上述2家矿业所在老石旦镇、拉僧庙镇石料厂
区都存在越界开采与环境污染问题”的问题基本属实。

信访案件核查情况：群众反映的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指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宇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
以生产销售石灰石产品为主，2012年将原有白灰竖窑升级改造为回转窑，现年产95万吨石灰石、70万吨活性石灰及20万吨脱硫剂。
乌海市东兴石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指乌海市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公司），成立于1984年8月，以开采石灰石为主，后
因市场原因2017年3月停产，2018年主营业务改为年产70万吨脱硫剂。两家企业均位于海南区呼珠不沁希勒矿区内。

1.锦宇公司存在问题核查情况
（1）关于“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在矿口区域内造成深达30米的深坑”的问题属实。
对群众反映问题中的深坑，海南区通过调取2004年10月7日影像图，显示该处原有地貌为自然形成的山坳，非人为造成，不存在

地质环境破坏行为。经现场核实，该坑深度约30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不在锦宇公司采矿权范围内，锦宇公司在开采过程中利用山
坳洼地建设了石料破碎生产线，其他位置用于存放成品石料，由于该企业多年沿地势周围不断向上堆砌石料，从地势高处看形成了深
达30米的深坑，深坑为人为堆砌石料所形成。经核查，该公司在山坳洼地的生产线及存放石料用地相关手续均未取得，下一步将依
法依规予以处罚。

（2）关于“烧制白灰的过程中，白灰散落在进入厂区道路两边，造成草场污染”的问题属实。
经核查，锦宇公司白灰生产工段和石料破碎工段均按照环评要求配套建设了布袋除尘器，且运行正常。经现场排查和无人机航

拍，该企业生产的白灰全部储存在封闭式料棚内，但在转运、装卸过程中仍有撒落现象，再加上运输车辆苫盖不严等原因附带到厂区
道路及周边草场，造成扬尘污染。2017、2018年，因道路扬尘污染及无组织排放问题，海南区生态环境分局对该企业进行了处罚。

（3）关于“厂区内还有未曾恢复治理的白灰残留物，堆积如山”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实地核查，锦宇公司对生产白灰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已全部按规范要求堆存在封闭式储库内，并作为脱硫剂和制成氢氧化钙

进行销售，厂区内并无未治理的白灰残留物。但在2019年因除尘灰堆存不规范，被海南区生态环境分局予以处罚。同时该企业厂区
外目前还存放有周边已关停企业的白灰残留物。

2.关于“乌海市东兴石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灰尘漫天飞”的问题基本属实。
经现场核查和无人机航拍，东兴公司脱硫剂生产过程中已按照环保要求配备抑尘设施，但厂区内露天堆存大量石料，存在苫盖不

到位，拉运、装卸时洒水降尘不及时，产生扬尘污染的问题。2017、2018、2020、2021年，该企业因生产过程中造成扬尘污染，海南区
生态环境分局分别对其进行了处罚。

3.关于“2家矿业企业所在的老石旦镇、拉僧庙镇石料厂区都存在越界开采与环境污染问题”的问题基本属实。
经核查，2006年，老石旦镇、拉僧庙镇合并为拉僧庙镇。该区域目前共有8家具有矿业权的企业。
其中，5家（包钢（集团）公司乌海海南矿业分公司、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乌海市鼎力钙业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东兴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乌海市大漠石灰石矿）在2011—2021年均不同程度存在越界开采行为。对此，海南区共计没收越界非法所得234.4964
万元，罚款55万元；1家企业因犯非法采矿罪，被判处罚金200万元，2名企业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共计60万元。2022
年4月16日，海南区自然资源分局聘请测绘公司对该区域内8家企业开采情况进行测绘，经4月18日套合2022年卫星影像，4月20
日实地勘察，判定无新增越界开采现象。

4家（包钢（集团）公司乌海海南矿业分公司、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乌海市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乌海蒙西水泥有限公司）
在2017—2022年均不同程度存在因生产、运输过程中降尘不到位，物料露天堆放苫盖不严密，对厂区及周边道路洒水降尘不及时等
问题。海南区生态环境分局，分别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苫盖露天堆存的石料，限期清理并进行了处罚，
共计罚款42万元。

该案件办结情况认定为“未办结”，预计阶段性办结时间为2022年6月初，办结时间为2023年10月底。

群众反映情况所涉石料矿共4家：
阿拉善左旗乌素图通源沙石厂巴音敖包嘎查通源建筑用石料矿已办理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姓名为丁某某，位于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巴音敖

包嘎查，采矿权初设时间为2014年7月，共办理延续手续2次，有效期为2020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1日，开采矿种制灰用石灰岩，开采方式露天
开采，生产规模60万吨/年，矿区面积1.2716平方公里。

阿拉善左旗顺泽石料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左旗白音石灰岩矿已办理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姓名为孔某某，位于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巴音敖包
嘎查，采矿权初设时间为1997年12月，共办理延续手续13次，有效期为2020年5月10日至2023年5月10日，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岩，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生产规模50万吨/年，矿区面积0.0775平方公里。

阿拉善盟润和矿业有限公司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素图镇七里沟石料矿已办理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姓名为李某某，位于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
巴音敖包嘎查，采矿权初设时间为2017年6月，共办理延续手续1次，有效期为2020年6月30日至2023年6月30日，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
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5平方公里。

阿拉善盟巴音敖包众心种植合作社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巴音敖包嘎查七里沟建筑用砂矿已办理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姓名为何某，位
于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巴音敖包嘎查，采矿权初设时间为2020年9月，有效期为2020年9月10日至2023年9月10日，开采矿种建筑用砂，开采方
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754平方公里。

1.关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音敖包工业园区有四家石料厂存在未办理合理用地手续”的问题部分属实。
（1）阿拉善左旗乌素图通源沙石厂巴音敖包嘎查通源建筑用石料矿于2021年3月3日取得《关于阿拉善左旗乌素图通源沙石厂临时建设用地

的批复》（阿高审服发〔2021〕68号），主要是生产加工和工业广场用地，占地面积55923.66平方米，临时用地使用期限1年（2022年3月3日到期），
2022年3月4日，高新区自然资源局下发《通知》，要求企业拆除地上建筑物，完成土地复垦。由于3月以来受疫情防控制约，矿山企业于4月开始有
序拆除地上建筑物。

（2）阿拉善左旗顺泽石料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左旗白音石灰岩矿于2021年4月19日取得《关于阿拉善左旗顺泽石料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左旗白音石灰岩矿临时建设用地的批复》（阿高审服发〔2021〕137号），主要是开采、生产加工、办公生活、工业广场等用地，占地面积
45155.24平方米，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为1年（2022年4月19日到期），已于2022年4月15日下发《通知》，要求企业到期后拆除地上建筑物，完成土
地复垦。

（3）阿拉善盟润和矿业有限公司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素图镇七里沟石料矿于2020年6月3日取得《关于乌斯太镇七里沟石料矿工业场地及生
活区项目临时建设用地的批复》（阿高审服发〔2020〕183号），主要是生产加工、工业广场及生活区等用地，占地面积10050平方米，临时用地使用期
限1年到期后，2021年6月15日取得《关于乌斯太镇七里沟石料矿工业场地及生活区项目临时建设用地延期的批复》（阿高审服发〔2021〕212号），
延期1年至2022年6月15日到期，计划临时用地到期后下发《通知》，要求企业拆除地上建筑物，完成土地复垦。

（4）阿拉善盟巴音敖包众心种植合作社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巴音敖包嘎查七里沟建筑用砂矿于2020年10月22日取得《关于阿拉善盟
巴音敖包众心种植合作社砂石厂项目临时建设用地的批复》（阿高审服发〔2020〕331号），主要是生产加工、工业广场及办公等用地，占地面积33000
平方米，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为1年至2021年10月22日到期，2021年10月25日高新区自然资源局下发《通知》，要求企业拆除地上建筑物，完成土
地复垦。目前，矿山企业已完成部分地上建筑物拆除工作。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下发执行后，高新区立即叫停矿山企业临时用地审批工作，已审批4家石料
厂的临时用地手续到期后，及时下发《通知》责成企业拆除地上建筑物，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对涉嫌违规审批临时用地手续问题，高新区纪工委已对
行政审批局、自然资源局下达《履责提示函》。经核查，上述4家矿山企业占用土地均与阿左旗乌斯太镇巴音敖包嘎查或牧民签订了临时占用补偿协
议，补偿费用由矿山企业按年支付，占用土地权属为巴音敖包嘎查集体土地。2021年7月15日，发现阿拉善左旗顺泽石料有限责任公司白音石灰岩
矿未取得建设用地手续建设全封闭储料仓605平方米，2021年8月6日立案，9月17日结案，处罚款3630元。其余3家石料厂未发现未批先建、少
批多建等行为。

目前，正在开展地上建筑物拆除及征转用地报批工作，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未取得建设用地征转批文，完成土地复垦。（《关于规范临时
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第四条，落实临时用地恢复责任“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

2.关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音敖包工业园区有四家石料厂存在环保问题。其中，有2家石料厂(其中1叫通源石料厂)未建设封闭式储料仓未
封闭，扬尘污染严重。七里沟里面有2家石料厂，无环保设施，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部分属实。

（1）2022年1月20日，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乌斯太分局已对阿拉善左旗乌素图通源沙石厂巴音敖包嘎查通源建筑用石料矿进行了现场监督帮
扶，该矿现场处于停产状态，石料破碎加工生产线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对破碎机、振动筛、运输皮带采取了封闭抑尘措施，对矿区道路压实洒水降
尘，物料堆场建设了防风抑尘网并进行苫盖。因使用土地属临时用地，按照自然资源部门要求不得新建永久构筑物，未建设石料全封闭库。1月24
日，乌斯太分局下发《通知》（阿环乌发﹝2022﹞18号），要求该企业进一步完善苫盖防尘措施，尽快办理永久用地手续后建设全封闭石料库，完成前不得
恢复生产；3月6日，乌斯太分局对该矿进行了复查，现场仍处于停产状态，有效完善了苫盖防尘工作，但未获得国有建设用地手续，未开展全封闭库
建设，乌斯太分局已于当日依法立案处罚，并要求未完成整改前不得恢复生产。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该矿地类属性为未利用地，无需办理
征占用林地、草原手续，未发现破坏林地、草原违法问题。

（2）2022年1月20日，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乌斯太分局已对阿拉善左旗顺泽石料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左旗白音石灰岩矿进行了现场监督帮
扶，该矿现场处于停产状态，石料破碎加工生产线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对破碎机、振动筛、运输皮带采取了封闭抑尘措施，对矿区道路压实洒水降
尘，物料堆场建设了防风抑尘网并进行苫盖，已建成的全封闭储料仓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因使用土地属临时用地，按照自然资源部门要求不得新建
永久构筑物，全封闭库建设未完成。1月24日，乌斯太分局下发《通知》（阿环乌发﹝2022﹞20号），要求该企业进一步完善苫盖防尘措施，尽快办理永
久用地手续后开展全封闭库建设工作，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3月6日，乌斯太分局对该矿进行了复查，现场仍处于停产状态，该矿有效完善了苫盖防
尘工作，但未获得国有建设用地手续，全封闭未完成，乌斯太分局已于当日依法立案处罚，并要求未完成整改前不得恢复生产。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成果，该矿地类属性为未利用地，无需办理征占用林地、草原手续，未发现破坏林地、草原违法问题。

（3）2022年1月21日，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乌斯太分局已对阿拉善盟润和矿业有限公司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素图镇七里沟石料矿进行了现场
监督帮扶，对破碎机、振动筛、运输皮带采取了封闭抑尘措施，对矿区道路压实洒水降尘，物料堆场建设了防风抑尘网并进行苫盖。因使用土地属临
时用地，按照自然资源部门要求不得新建永久构筑物，未建设石料全封闭库。1月24日，乌斯太分局下发《通知》（阿环乌发﹝2022﹞21号），要求该企业
进一步完善苫盖防尘措施，尽快办理永久用地手续后建设全封闭石料库，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3月6日，乌斯太分局对该矿进行了复查，现场仍处于
停产状态，有效完善了苫盖防尘工作，但未获得国有建设用地手续，未开展全封闭库建设，乌斯太分局已于当日依法立案处罚，并要求未完成整改前
不得恢复生产。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该矿地类属性为未利用地，无需办理征占用林地、草原手续，未发现破坏林地、草原违法问题。

（4）2022年1月21日，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乌斯太分局已对阿拉善盟巴音敖包众心种植专业合作社沙石厂进行了现场监督帮扶，该矿现场处
于停产状态，该矿石料破碎加工生产线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对矿区道路压实洒水降尘，物料堆场建设了防风抑尘网并进行苫盖。因使用土地属临时
用地，按照自然资源部门要求不得新建永久构筑物，未建设石料全封闭库。1月24日，乌斯太分局下发《通知》（阿环乌发﹝2022﹞19号），要求该企业进
一步完善苫盖防尘措施，尽快办理永久用地手续后建设全封闭石料库，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3月6日，乌斯太分局对该矿进行了复查，现场仍处于停
产状态，有效完善了苫盖防尘工作，但未获得国有建设用地手续，未开展全封闭库建设，乌斯太分局已于当日依法立案处罚，并要求未完成整改前不
得恢复生产。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该矿地类属性为未利用地，无需办理征占用林地、草原手续，未发现破坏林地、草原违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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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5年至2017年间，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局对王某某（内蒙古媛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无证开采进行过3次行政处罚，共计没收违法所得61000元，罚款29000元，并将涉嫌犯罪线索移交
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受理后，以盗采矿产资源罪对王某某、王某某儿子王某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并
移送检察院提请公诉。2019年旗人民法院判决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其儿子王某有期徒刑
一年半。

2022年4月7日，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局对内蒙古媛淋建材有限公司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书》，责令企业立即对采坑周边建筑物、临时彩钢房进行拆除，对堆放的砂石料、拆除的设
备进行清理，并完成违法占用92.46亩土地的地质环境治理。对于内蒙古媛淋建材有限公司
违法占地行为，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局正在立案查处。

信访案件查处情况：
1.关于“烧制白灰的过程中，白灰散落在进入厂区道路两边，造成草场污染”的问题。2022年4月

17日，海南区生态环境分局对锦宇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乌环责改字（南）〔2022〕429
号），责令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对存在问题加快整改，已进行立案处罚。

2.关于“乌海市东兴石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灰尘漫天飞”的问题。2022年4月17
日，海南区生态环境分局对东兴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乌环责改字（南）〔2022〕430
号），责令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对存在问题加快整改，已进行立案处罚。

信访案件整改情况：
1.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坚定立场实现整改高站位统筹。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抓好乌海

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工作遵循，以“七治”为总抓手，坚决从
政治上看、政治上办、政治上改，把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问题核查整改，作为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政治任务，认真梳理研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使命感全力抓好整改落实。

2.对表对标抓落实，以扎实举措确保问题整改高标准推进。坚持问题导向，遵循立行立改和长远发
展相结合，主动认领问题、主动整改落实，做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针对扬尘污染问题，要求企业
按照规定苫盖厂区露天堆存的物料，封闭硬化白灰装车区域，安装清洗装置，对出厂车辆进行清洗，降低
扬尘污染。严格执行“先治尘再生产”原则，督促矿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达不到扬尘污染控制要求的
企业，严禁投入生产。针对污染草场问题，将因地制宜，加强道路两侧绿化种植和日常养护，同时规范运
输车辆，严格落实苫盖措施，严防撒漏；加大矿区道路清扫保洁和洒水降尘力度，提高机械化清扫率，及
时清理道路两侧浮土，减少扬尘污染。针对固废清理问题，继续落实2022年2月23日发布的《乌海市海
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呼珠不沁希勒矿区范围内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通告》（〔2022〕第1号），要求海
南区老石旦东山至拉僧庙石灰岩矿区（呼珠不沁希勒矿区）原矿山企业、烧制企业（个人）进行登记，并开
展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对有责任主体的遗留固废要求原企业依法依规处置，对无责任主体的遗留
固废由政府进行治理。持续推进正在实施的呼珠不沁希勒4个片区的矿区治理项目，加快清理矿区内
的废弃构筑物、残留白灰，切实改善该区域矿山地质环境，实现生态环境向好发展。针对越界开采问题，
已指定专人负责盯办越界开采案件，同时做好常态化监管，组织执法监察人员完善日常巡查机制，积极
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海南区内所有非煤矿山进行排查，聘请测绘公司定期重点排查越界开采行为，结
合测绘结果比对核查，研判分析，如确定有越界开采行为则立即责令停止并进行查处。

3.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好《乌海及周边
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内政发〔2020〕26号）《乌海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
（2021年—2023年）》（乌海政发〔2021〕11号）《乌海市海南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年（2021年—2023
年）行动方案》（海南政发〔2021〕24号）以及《乌海及周边地区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十四
五”规划（2021—2025年）》（内自然资发〔2021〕124号），全力以赴、坚决有力抓好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持续做好矿区生产厂区、道路两侧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积极做好周边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坚持系
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
推进非煤矿山整合，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规范企业行为，杜绝违法采矿行为发生。同时，加快绿色
矿山建设，对照绿色矿山标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创建工作，不断巩固提升绿色矿山建设质效。

4.深刻吸取教训，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为警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公
开通报“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铁矿等开采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生态破坏严重”的典型案例，教训
是深刻的，我们将认真吸取教训，时刻保持警醒警觉，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加大锦宇公司违法占地查
处力度。经核查，2018—2021年，锦宇公司违法占地共计31779.17平方米，海南区共计罚款
307080.29元。2022年4月16日，聘请测绘公司对锦宇公司违法占地情况进行测绘，初步核查违法
建筑占地20957.7976平方米，料堆占地51181.825平方米，共计违法占地72139.6226平方米。
2022年4月18日，已对该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核实情况进行立
案查处。全力抓好呼珠不沁希勒整体矿区治理工作。针对海南区呼珠不沁希勒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突出，治理进度缓慢等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关键点和突破点，坚决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和自治区
要求，进一步压实整改主体责任，由海南区委、政府一把手亲自抓、亲自盯，由区属相关部门组成专项工
作组，采取削坡、拆除、清运(回填)、整平、覆土、种草等措施，对4个治理区逐个组织实施，压茬推进，推动
治理，使治理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同时，启动纪检监察机制，严肃倒查责任，核查管理漏
洞，对失职失责的干部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以坚决有力、从严从实的态度抓好问题整改。截至目
前，海南区已累计投入资金1300万元，按照先难后易的原则，将呼珠不沁希勒第一治理区域内厂房及
窑体全部拆除，清除构筑物1.9297万平方米，清理固废60.07万立方米，平整场地6.8万平方米。

下一步,阿拉善高新区一是将切实加大土地巡查执法力度，确保土地使用规范;二是生
态环境部门将加大定期巡查力度，与自然资源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确保有关矿山企业未
完成整改前不得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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