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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2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呼和浩特市第二十六批19 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3 月 26 日至 4 月 29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组”
）交办我市举报案件 33 批共 442 件（来电 235 件、电信 207 件）。
4 月 20 日，中央督察组交办我市举报案件第二十六批 19 件（来电 9 件、电信 10 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
全市已对第二十六批 19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截止到目前，
已办结 13 件，
阶段性办结 2 件，
未办结 4 件，
责令整改 4 家，罚款金额 1000 元。
截至 4 月 29 日，全市已对第 1－26 批共 342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 164 件、阶段性办结 111 件、未办结 67 件，责令整改 35 家，立案处罚 12 家，罚款金额 50.348786 万元。立案侦查 13 宗，刑事拘留 11 人，问责单位 2 个、问责人员 13 人，立案审
查 11 人，行政拘留 1 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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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举报有 100 多亩耕地破坏售卖，建设为租赁站、鸡场、食品、车厢厂、饼干厂等问题，
涉及建设年代较久，其中一部分处于闲置状态，无法找到当事人，仍在继续深入调查取证过程
中。近期，将针对初步摸排的租赁站、鸡场、食品、车厢厂、饼干厂等问题，由小黑河镇政府牵头，
联合玉泉区自然资源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农牧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开展
调查取证，建立查处台账。
（2）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及行业监管责任，采取综合整治措施，逐项盯办落实，准确认定违
法事实，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未办结

阶段性办结

由于金川开发区已撤销，金川南区社会事务移交玉泉区人民政府，下一步玉泉区政府积极
配合市住建局、春华水务等部门，积极对排污泵站下游市政管网污水井口加强排查，防止溢流问
题再次发生。

无

已办结

下一步，小黑河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对发现违建和偷倒渣土及建
筑垃圾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无

阶段性办结

4月27日物业公司对容易产生震动的管网做隔音减震及在连接处使用软连接等方式进行了整
改。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聘请内蒙古京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噪声、
振动检测，
报告（编号
NMH220020009042501）结果：
噪声监测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表2一
类声功能区 A 类房间限值；
噪声检测结果（倍频带声压级）符合表 3 一类声功能区 A 类房间限值；
振
动检测结果符合《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居民、
文教区限值。

无

无

已办结

下一步，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政府和国土资源部门将加强对辖区内私挖盗采等行为的巡查
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从快从严从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防止此类现象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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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新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对田林川蒜瓣鱼酒楼和大东北饭店下达责令停止（改正）
违法行为通知书（新综执（五）城责停（改）通字［2022］第 108 号、新综执（五）城责停（改）通字
［2022］第 109 号），责令两家饭店在油烟净化设备出口加装消音设备，对通风管道和油烟净化设
备加装隔音棉，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彻底清洗。同时，责令大东北饭店将后墙所有设备拆改到
楼顶距离居民楼住户最远端。
田林川蒜瓣鱼酒楼和大东北饭店已按照整改要求完成整改。4 月 25 日，区生态环境分局委
托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公司进行了厂界噪音检测（编号：NSK2022 字第 HJ220158 号），
检测报告显示，2 个检测点位噪音检测平均值分别为 43.4 分贝、44.7 分贝，符合执行标准（执行标
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表 1 中 1 类标准、参考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限值 55 分贝的要求，
检测结果达标。

已办结

采访中心：6564041

该公司拆解塔吊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
六条的规定，市生态环境局土左旗分局责令该公司取消氧焊切割工艺，并由土默特左旗台阁牧
镇政府督促该公司将已拆解的塔吊零件尽快清理出二级水源保护区。预计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
前完成清理工作。

未办结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和林县水务局及大红城乡执法局加强对辖区内河道私挖盗采等行为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从快从严从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防止此类现象再次出现。

已办结

邮编∶010020

属实

土壤

投诉反映的问题属实。经现场踏勘，并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国土云数据套合，经初步摸排，反映问题所占土地范围内包括院落（厂房）、车厢厂、饼干厂、租赁站等，约有 21 家，总占地面积约
121.54 亩，其中耕地面积为 99.24 亩。经与村委会了解，建设时间为 2015 年之前。

基本属实

生态

（1）2017-2019 年，金川开发区南区下水井中污水溢出管道问题属实。经调查，自 2015 年 6 月 30 日，阜丰、齐鲁等金川南区企业及其生活区的生产、生活废水，经厂区内部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到市政污
水管道进入金川南区污水泵站，经提升泵打入班定营污水厂进行处理。但由于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与金川南区污水管网存在 2 米落差，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 7 万 m3/d，来水量已超出设计处理能力，曾于 2018 年 6
月、10 月，2019 年 5 月多次出现上游市政管网污水倒灌，金川南区经二路南段成基塑业公司西门附近以及纬六路发生过大量污水外溢现象。2021 年 8 月 23 日，呼和浩特市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运行后，此问题
已彻底解决。
（2）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东甲兰营村村民王某某承包的集体土地有约 5.7 亩果林、10 亩玉米地被淹，无法种植问题部分属实。投诉反映的 10 亩玉米地土地性质为荒草地，2019 年以来，耕种未受
到影响，目前经过整治正在准备进行耕种。5.7 亩果林目前土地现状为部分果树地。经询问当地村民、村委会，2019 年 5 月确实发生过淹地情况，淹地的水来自金川开发区南区雨污水泵站，水井溢流流入投诉人反映
的地块内。2019 年 9 月 19 日，玉泉区东甲兰村和善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玉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原金川管委会、阜丰公司赔偿其因 2019 年 5 月 5 日污水外溢导致土地被淹产生的种植损失。经玉泉区人
民法院一审（玉泉区人民法院（2020）内 0104 民初 408 号）民事判决认定：造成污水外泄的原因系污水处理厂没有通过专门的管道排污，导致泵站压力过大造成排放外泄，非阜丰公司和金川管委会所致，故驳回和善合
作社的诉讼请求。2020 年，和善合作社不服一审判决，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2020 年
11 月 4 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台阁牧镇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块的管理，对地块中部分打造成义务植树基地，将规范
种植，加强养护。自然资源部门、乡镇将进一步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加大巡查力度和普法宣传
工作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采矿、挖砂等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1）4 月 19 日，和林县盛乐北街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已将该农田（3.2 亩）地头的砖瓦石块全部
清理。
（2）和林县林草局对吴某甲、张某某、皇某某、齐某某毁林耕种行为进行调查，2022 年 4 月 25
日前立案，依法依规查处。

部分属实

现场核查发现，
尚余高 1 米、长 1 米左右的墙体未进行拆除，
现场遗洒少量建筑垃圾。小黑河镇政府积极组织清运，
截止 4 月 25 日已全部清理完成。目前，
已不影响耕种。

（1）环河街街道办事处入户走访，全力做好群众的解释说明工作。
（2）回民区公安分局立行立改，现场对市场中的大型犬清理完毕。
（3）回民区城管局现场处罚 2 家店外出摊商户，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回（环河）城
罚先告字〔2022〕第 018、019 号），
要求禁止设摊经营，并分别罚款 500 元。
（4）回民区城管局要求：一是禁止店外经营。二是严格按照门前三包落实责任。同时采取
“人防+技防”的方式，在宠物市场周边加装 2 台摄像头，抽调 4 名城管执法队员，对宠物市场不间
断巡查，
坚决杜绝店外出摊、店外放置狗笼等行为的发生。

（1）土左旗林草局在霍寨沟东沟、西沟、黑沙兔沟和头道沟设置限高设施及管护卡点，由大
青山自然保护区白石头沟管理站负责值守，
严防运沙车辆进入。
（2）土左旗林草局、自然资源局、台阁牧镇配合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强监督管理，白
石头沟管理站加强现场管护，
严防偷采砂石料现象，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属实

生态

该小区 1 号楼的城发供热设施为供热二次加压站，位于地下 1 层，供热管线经过 1 号楼墙体。噪音是供暖期间由供暖水管加压时引发振动所产生。物业公司和城发供热公司分别于 2020 年和 2021 年对管线进行
了隔音降噪整改，
但效果不明显，仍存在噪声扰民情况。

武川县自然资源局和可镇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对非法挖沙取土、非法占地用
地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1）因此处垃圾混合渣土较多，不符合处理站回收条件，需将渣土分离后再进行清运。2022
年 4 月 21 日，塔布赛乡和乡村振兴局已组织人员、机械和车辆对该地块垃圾进行分类清理。土
左旗乡村振兴局负责于 5 月 5 日前，将生活垃圾运往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2）下一步，塔布赛乡、乡村振兴局将对各村环境卫生工作予以督查、指导，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生活垃圾污染环境或街道面貌脏、乱、差等问题，
及时处理、整改到位。

部分属实

噪音

（1）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北得力图村兴旺砖厂挖土烧砖破坏耕地问题部分属实。北什轴乡北得力图村鑫旺砖厂，
法人杨某某，
砖厂位于北什轴乡北得力图村东北2公里处。该地块共涉及376.15亩（二调地类为采矿用地
300.51亩，
盐碱地72.11亩，
天然牧草地2.55亩，
耕地0.98亩）。其中，
承包集体土地面积为270亩，
承包农户土地面积106.15亩。2005年4月，
北得力图村村民杨某某向北得力图村委会承包村内集体土地270亩（二调地类为采
矿用地），
用于建设空心砖厂，
厂区占地为70亩（具有《用地许可证》
），
其余200亩空地为砖坯晾晒平台。2007年4月，
砖厂建成投产后，
在未经审批许可情况下，
私自对原有的承包范围内东南方向77.8亩（二调地类为采矿用
地）以及厂区以北承包地的农户土地106.15亩（二调地类为盐碱地）私自进行取土制砖，
共取土183.95亩，
深度为2-3米。2008年8月，
原旗国土资源局对该砖厂未经依法审批，
擅自在土左旗北什轴乡建砖厂、
取土的行为下达
《土地（矿产）行政处罚决定书》
（土左国土监字〔2008〕25号），
罚款5000元，
随后违法当事人履行了处罚决定；
2014年，
原土左旗国土资源局对该砖厂违法占地及取土行为再次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土左国土监〔2014〕33号），
处罚内容包括：
停止开采、
没收矿产品、
罚款11600元，
当事人履行处罚决定。
（2）破坏后的耕地未恢复原貌问题不属实。2011年4月，
杨某某对原有取土形成的全部土坑进行了整修，
改造为水产养殖坑塘（土默特左旗人民政
府签发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
发证时间为2011年7月30日）。2017年8月，
按照相关要求，
该砖厂拆除。截至目前，
该厂区处于闲置状态。0.98亩耕地已恢复耕种。

（1）北什轴乡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2022 年 4 月 25 日对该地块种植户下达禁止围垦河道种植通知，责令现种植户停止在河道内
围垦种植。
（2）大黑河各级河湖长和旗水务局将全面加强河道巡查和河湖“五乱”问题排查整治力度，
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长期监管。
（3）根据《内蒙古黄河流域大黑河河道治理工程（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段）初步设计报告》
（S1125004013102），在 2015 年工程实施时，该段堤防未设计提防防护林。土左旗将继续对无相
关手续的河道土地开展排查，严禁围垦种植，严禁在河道内种植高秆作物，现场林木保持原状，
不再进行补植。

部分属实

（1）四犋夭村妥妥咀自然村村民吴某破坏林地 40 余亩、违法耕地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吴某为盛乐园区白彦兔行政村妥妥咀自然村村民吴某甲，反映地块位于妥妥咀自然村南，共涉及 7 块地，总
面积 21.76 亩。经过比对 2009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与国土 2019 年底三调数据，属于林地的有 5 块，面积 17.21 亩。其中，村民吴某某耕种占用林地面积 7.85 亩，另外 9.36 亩由村民张某某、皇某某、齐某某耕种。剩
余 2 块地属于耕地，面积 4.55 亩，由吴某某、张某某耕种。
（2）村民吴某破坏基本农田 8 亩，倾倒建筑垃圾问题部分属实。经过核查，村民吴某是白彦兔行政村妥妥咀自然村村民吴某乙。经自然资源局比对 2017 年 6 月
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该农田属于基本农田，实际面积 3.2 亩，位置在妥妥咀自然村西南十八台地片，从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仅在 2019 年耕种，其余时间未耕种。该农田地头有少量周边村民私自倾倒的砖瓦石
块，
大约 1 立方，占地面积 2 平方米。

回民区林草分局已将徐某某违法占用林地案件移交呼市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
法支队已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基本属实

（1）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霍寨村多家破碎厂和特种水泥厂造成烟雾和灰尘污染问题属实。2004 年—2016 年期间，霍寨沟内（东沟、西沟）曾有过采矿企业 4 家（土默特左旗土默川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
皓阳工贸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宝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土默特左旗富兴矿业有限公司），黑沙兔沟曾有过采矿企业 1 家。2016 年，按照旗政府矿山整治工作要求，对霍寨沟、黑沙兔沟内所有采矿企业开始清理整顿；
2017 年，对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采矿企业实行政策性取缔，采矿企业全部退出，霍寨沟、黑沙兔沟内所有采矿企业于 2018 年完成清退并将全部生产生活设施拆除清理完毕。特种水泥厂于 1995 年建成，在 2016 年 11
月关停，至今未再运营。经向霍寨村委会及前水泥厂 2 名职工了解，采矿行为发生在 2006 年前，曾经在霍寨沟东沟区（现已划归为回民区东棚村）采矿，通过矿石烧制水泥；2006 年后不再进行矿石烧制加工，改成通过
粉碎塑料（半成品）进行成品加工。在霍寨村破碎厂和特种水泥厂存续经营期间，
造成了烟雾和灰尘污染。现今，
破碎厂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2）将该村的东沟、西沟、红格里沟差什大沟、黑沙兔沟和头道沟等沟内的草坡、林木破坏非常严重问题部分属实。2022 年 4 月 16 日，经台阁牧镇、旗林草局实地核查，以上地区现已没有采矿现象。现场存在部分
生态环境被破坏情况（主要为采矿遗留立面），
沟内植被主要以茅草为主，
掺杂少量灌木及乔木，
未发现大面积破坏绿化坡地现象。
2005 年前，东沟和西沟内矿山碎石开采已形成矿点，已没有植被。2005 年，4 家采矿企业向原市国土资源局缴纳了生态修复治理保证金，并向原市国土资源局申办了采矿许可证。2016 年按照旗政府矿山整治工
作要求，对霍寨沟、黑沙兔沟内所有采矿企业开始清理整顿；2017 年对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采矿企业实行政策性取缔，采矿企业全部退出，2018 年所有企业完成清退并且将全部生产生活设施拆除清理完毕。至企业
退出时，东沟和西沟内 4 家采矿企业的采矿证尚未到期。由于该 4 家企业设立矿权较早，在矿权设立时并未意识到是否涉及林草地，市区两级均同意设立矿权。至 2016 年至 2018 年政策性清退矿企，企业采矿证尚未
到期，
给矿企造成了损失，
因此清退当时主要关注植被恢复治理情况，并未考虑其他。
2018 年对霍寨东沟、西沟进行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并于 2018 年底通过验收；2019 年旗水务局又进行了河道整治水利工程建设，在东沟修建了沉砂池（已取得水务局批复）。自 2018 年矿山清理整治完成后，
除已被损害的山体无法进行生态修复外，其余已恢复生态的地块未发现大面积破坏草坡、林木现象。
（3）同时，还大量挖取砂石混料高价出售破坏植被问题部分属实。2004 年至 2016 年前，霍寨沟内 4 家采矿企业、黑沙兔沟 1 家采矿企业曾挖取砂石混料于市场价出售，并对当地植被造成一定破坏。按照《土默特
左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
（土左政办发［2018］35 号）和 2017 年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编制的《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呼和浩特段）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
案》要求，旗林草局于 2020 年编制了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因矿点立地条件差，方案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于同年完成生态修复工作。霍寨沟西沟完成生态恢复 107.93 亩、霍寨沟东沟完成生态恢复
21.13 亩，
头道沟完成生态修复 45.77 亩，
黑沙兔沟完成生态修复 36.1 亩，
植被恢复选用柠条、披碱草、羊草、老芒麦混播。

和林县巧什营镇综合行政执法局督促赵某已于 4 月 23 日前全部清理地上玉米芯。

部分属实

乃莫板村南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放，污染了周边农田，占用了乡间道路问题部分属实。举报反映地点实为乃莫板村民多年来日常倒垃圾形成的垃圾点，位于乃莫板村南，未占用耕地和道路，现场全部为生活
垃圾（混合渣土）200 方。

属实

存在噪音污染隐患，反映问题情况属实。新城区元贞永街锦基楼共有 4 家饭店，分别是田林川蒜瓣鱼酒楼、员外传统涮烧烤、珍爱红烧肉、大东北饭店。其中，田林川蒜瓣鱼酒楼、大东北饭店正常营业。员外传统
涮烧烤和珍爱红烧肉已停业，
油烟净化设备和油烟管道均已安装消音设备，
加装了隔音棉。
田林川蒜瓣鱼酒楼油烟净化设备均安装在楼顶，后墙面向居民区方向为油烟净化设备通风管道，距离居民区约 14 米；大东北饭店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在楼顶，后墙面向居民区方向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通风管道、
两个排风扇、一个送风机，
距离居民区约 14 米。

基本属实

（1）位于二级饮用水水源地问题属实。举报反映的废品收购站实为内蒙古力臣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司厂区占地面积 10 亩，于 2020 年 5 月通过租赁取得厂区使用权，主要经营机械设备租赁与销售（建筑塔
吊和配套设施）。该公司地理位置处于呼和浩特市城区二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
（2）存放了大量废机油桶，且废机油渗漏严重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厂区内裸露地面上存放有 3 套塔吊标准件、3 套塔吊电梯、1 堆已切割拆解后的塔吊零件、2 套已拆除的塔吊主机、3 套塔吊配套的电机、1 套氧焊
切割机及 4 个氧气罐。现场未发现废旧机油桶，
地面未发现有机油遗洒渗漏现象。
（3）氧焊机切割废铁产生的废气、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问题基本属实。该公司主要经营建筑塔吊设备出租业务，因部分塔吊达到强制报废年限，所以该公司于 2022 年 4 月初使用氧焊切割机对已淘汰的塔吊
设备进行拆解。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该公司已停止氧焊切割拆解工作，反映废气、噪声为氧焊切割时产生。

基本属实

（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樊家十五号村的樊某某，非法采砂 48.8 亩问题部分属实。2018 年国庆节期间，樊家十五号村民樊某某伙同郑家三号村民郑某某在樊家十五号村西北的浑河河道内采砂约 150
立方，情况属实。2018 年 12 月 24 日，县水务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二条、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樊某某和郑某某处以 25000 元罚款，并责令其恢复河道。目前，樊某某和郑某某已缴纳罚
款，
该河道已平整复绿。
（2）非法开荒 236.3 亩问题部分属实。2018 年 8 月，经村民集体研究同意，由时任村长樊某某雇用农机具统一开垦位于樊家十五号村外河滩的两块荒地，权属为集体所有，面积 217.4 亩，计划开垦后分到各户耕
种。2019 年 8 月，森林公安对樊某某开荒进行调查，根据该地现状，查询国土二调数据，开荒总面积 217.4 亩（其中有林地 0.4 亩）；217 亩地类为未利用地（内陆滩涂地），森林公安对樊某某开垦毁坏林地 0.4 亩立案处罚
〔和林沙林罚决字（2019）第 20 号〕，
罚款 1335 元已上缴国库，
并栽植了 0.4 亩林木，
恢复了植被，
樊某某开荒后至今未耕种。
（3）村民郑某某非法采砂及破坏林地面积达近百亩问题部分属实。2018 年，樊家十五号村村民樊某某伙同郑家三号村村民郑某某在樊家十五号村西北的浑河河道内采砂 150 立方情况属实，县水务局已立案处
罚并恢复植被。投诉人所反映
“非法采砂及破坏林地近百亩”
，经知情人指认采砂地点，
比对 2009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
采砂范围不涉及林地。

部分属实

土默特左旗霍寨村有人在耕地里非法采砂石料问题部分属实。举报人反映所指地块位于台阁牧镇霍寨村新国道北，遗留桥涵西侧，地块实测面积 6.3 亩（二调数据显示，地类为天然牧草地 2.3 亩，水浇地 2.1 亩，
果园 1.9 亩；三调数据显示，地类为其他林地 4.7 亩，水浇地 0.8 亩，其他草地 0.5 亩，农村道路 0.4 亩）。2017 年，因修建新 110 国道，该地块在规划范围内。2017 年 9 月，土左旗人民政府委托台阁牧镇政府实施土地征收，
签订了征收协议，征地补偿款已发放到位。2018 年，由于新 110 国道重新规划变更线路，该地块空闲。因实施征收，参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山、凿石，采挖砂土等矿产资源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
（国土资函［2006］第
190 号）
“建设单位因工程而动用砂、石、土但不将其投入流通领域以获取矿产品营利为目的或就地挖采砂、石、土用于公益建设的，不办理采矿许可证”规定，施工方在该地块就地取土用于修建新国道，形成深约 2 米
左右的坑。土未进行出售获利，
不存在非法采砂行为。2020 年，台阁牧镇政府对该地块进行了平整整治，
改造成台阁牧镇义务植树基地。目前，该地块内部分已栽种树木。

属实

宠物市场噪声扰民问题属实。群众反映的宠物市场位于新华桥南城隍庙街，扎达盖河西，属商户多年自发形成，主要经营宠物猫狗、观赏鱼、鸟及其他异宠等，共有商铺 114 家，均有经营许可证，其中经营犬只店
铺 14 家、观赏鱼店 30 家、猫店 25 家、其余宠物粮店 45 家。意达 V 公馆位于扎达盖河东，距离宠物市场 50 多米。噪声来源主要为户外犬只偶发产生。

部分属实

（1）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原武装部张某某伙同他人在复兴元村非法开采砂石问题部分属实。投诉反映的武川县可镇原武装部张某某伙同他人在复兴元村非法开采砂结石破坏耕地一事，与 2019 年 6 月 14 日市
自然资源局扫黑办转办的问题为同一线索，当时已由县自然资源局配合市自然资源局对该线索问题进行了调查询问，未能得到证实；同年，县纪委接到中央巡视组交办案件，经调查，举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原
武装部张某某伙同他人在复兴元村非法开采砂石”内容未得到证实。不存在武川县可镇原武装部张某某伙同他人在复兴元村非法开采砂石情况。经核实，可镇定向营行政村复兴元自然村南面的村集体荒坡下有大
量砂结石，2013 年修建 209 国道武格段时，因工程需要，209 国道一标段与可镇政府、定向营村委会协商签订占地补偿协议，经复兴元村村民同意，占用村集体荒地 40 亩拉取砂结石，对村民进行补偿，补偿金已全部发
放到户。2014 年修建 209 国道与乡村道路时，施工队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占用村集体另外 24 亩荒地用于取砂石，对村民进行补偿，补偿金已全部发放到户。因 209 国道、乡村道路和十个全覆盖工程建设，均属于公益
建设，
且砂石没有对外进行售卖，故未对相关施工方进行行政处罚。
2017 年，接到群众举报，该地发现了 2 起盗采沙石违法行为，国土部门依法制止并进行了打击（偷采约 150 立方，共处罚款 4000 元）。2017 年 7 月 17 日，对赵某某私采盗挖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武自然资监字
〔2017〕第 036 号），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2000 元；2017 年 7 月 20 日，对张某某（非武装部张某某）私采盗挖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武自然资监字〔2017〕第 037 号），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2000 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罚后至今，该区域内再未发现私挖盗采等违法行为。
（2）破坏耕地面积巨大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
可镇复兴元村南破坏土地面积为79亩，
为209国道、
乡村道路和十个全覆盖工程建设以及私挖盗采形成，
其中二调耕地为70.43亩，
设施用地为8.01亩，
其他草地为0.56亩；
三调耕地为65.78亩，
其中农村道路2.9亩，
坑塘水面2.47亩，
农村宅基地0.35亩，
物流仓储用地7.5亩。土地利用现状全部为推土区（耕地）。该地块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从未进行过耕种，
也未与村民签订过两轮承包协议，
且
该地块主要由沙石组成，
不具备耕种条件。经走访定相营村历任村支书、
复兴元自然村历任村长以及5位60岁以上本村村民（有询问记录）等，
为村集体所有，
从历史沿革及土地现状来看，
一直未耕种。

2022 年 4 月 28 日，市生态环境局土左旗分局委托内蒙古绿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原 48 号
农灌机井（北纬 40°35’12.77“，东经 111°7’36.09”
）进行水质检测，待 2022 年 4 月 30 日检测结果出
具后，
如有超标，土左旗将对该区域开展地下水调查与评估工作。

未办结

投诉反映“北什轴乡后朱堡村附近的东大黑河河堤里，有 200 多亩集体林地被部分村民种田，相关部门要求退耕还林，但 2 年后仍未完全还林”问题基本属实。该举报地点位于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后朱堡村东
北，大黑河河道左（南）岸管理范围线以内。经林草局比对 2010 年《土左旗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2010-2020》数据库，该地块涉及林地面积为 96.15 亩。经调查，2019 年 8 月林草局接到村民举报该地有占用集体林 66.65
亩耕种现象，2020 年 8 月林草局下达告知书，要求北什轴乡政府督促后朱堡村村民停止在该范围耕种，
恢复林地。目前，
村民正在翻地 50.27 亩，恢复造林 16.38 亩，
29.5 亩林地未破坏。

（1）4 月 21 日，东方领海小区 A 区的生活垃圾和 B 区西侧门脸房外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
（2）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与小区紧邻科尔沁快速路西侧辅道周边道路安装了“限速 40”和
“禁止鸣笛”交通标志牌。同时，责成辖区交管大队持续开展定点值守和机动巡逻，对违规鸣笛
和超速的货运车辆、工程运输车辆进行严格管理。
（3）东方领海 B 区路东十字路口为主要交通路段，由于附近有施工工地，拉运车辆相对较
多，为避免上述问题发生，交管部门将加大巡逻力度，严格要求车辆按照限速行驶，减少噪音，对
超速行驶、闯红灯和遗撒渣土的行为将严厉处罚。

是
否
办
结

已办结

投诉反映的徐某违法占用林地建房问题属实。该房屋地块位于乌素图古杏园东北方向 300 米处。根据回民区林草分局 2010 年林保图显示，该地块占地 3 亩，其中宜林荒山荒地 2.83 亩（地上没有树木）、林辅用地
0.17 亩（地上没有树木，用于林业辅助设施用地）。经查，2014 年东乌素图村十二队村民徐某某违规在此地块建房屋三栋 8 间，面积 464 平方米，屋后搭建遮阳棚约 80 平方米，均未办理相关手续。依据回民区自然资源
分局二调地类数据，
该地块为集体土地，
地类为林地。

基本属实

生态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1）堆放玉米芯占用耕地问题基本属实。经查，该土地位于闫城营村进村路路北，土地类型耕地，面积约 11 亩，由赵某承包耕种，现场 1.5 亩耕地里堆放玉米芯，无臭味。由于疫情影响，玉米芯未出售，堆放于地
里。
（2）村民耕种受到影响问题不属实。目前，
当地村民正在备耕，
一般 5 月初开始耕种。

属实

生态、
土壤

X2NM202204190007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章盖营村
近十分之一的耕地被改变用途多年。有
100 多亩耕地破坏售卖，建设为租赁站、鸡
场、食品、车厢厂、饼干厂等。

生态

2017 年-2019 年，金川开发区南区下水
井中污水溢出管道，淹没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小黑河镇东甲兰营村村民 5.7 亩果林、10 亩
玉米地，
无法种植。

玉泉区

19

X2NM202204190012

玉泉区

18

土壤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百什户村
建筑垃圾未彻底清理，
村民无法耕种。

大气、噪音

D2NM202204190017

大气、水、
噪音

17

玉泉区

X2NM202204190005

赛罕区

16

2019 年至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锦泰
榕城小区 1 号楼的城发供热设施，噪音扰
民。

15

土默特左旗

D2NM202204190018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北得
力图村，兴旺砖厂（现已关停）挖土烧砖，破
坏耕地约 500 亩，破坏后的耕地未恢复原
貌。

14

和林格尔县

D2NM202204190019

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园区四
具夭村妥妥咀自然村，村民吴某破坏林地
40 余亩，
违法耕地。
2.村民吴某破坏基本农田 8 余亩，倾倒
建筑垃圾。

13

土默特左旗

X2NM202204190013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霍寨村多家破
碎厂和特种水泥厂，造成烟雾和灰尘污染，
将该村的东沟、西沟、红格里沟差什大沟、黑
沙兔沟和头道沟等沟内的草坡、林木坡破坏
得非常严重。同时，还大量挖取砂石混料，
高价出售，破坏植被。

生态

D2NM202204190024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乃莫
板村，村南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放，污染
了周边农田，占用了乡间道路。

生态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锦基楼饭店、大东北
饭店等经营者将油烟净化设备、风机等主机
安装在室外，距离居民楼不足 10 米，噪音污
染严重。

噪音

X2NM202204190029

生态

X2NM202204190028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霍寨村（C 区
109 号）二级饮用水水源地内有家废品收购
站，存放了大量废机油桶，且废机油渗漏严
重。同时，氧焊机切割废铁产生的废气、噪
音，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生态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樊家
十五号村的樊某某，非法采砂 48.8 亩，非法
开荒 236.3 亩。村民郑某某，非法采砂及破
坏林地面积达近百亩。

土默特左旗

12

X2NM202204190031

新城区

11

X2NM202204190030

2018 年 9 月，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霍
寨村有人在耕地里非法采砂石料，面积将近
9 亩，深度为 8 米。

土默特左旗

10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滨河南路意达 V 公
馆小区对面的宠物市场，噪声扰民。

和林格尔县

9

D2NM202204190073

土默特左旗

8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原武装部张某
某伙同他人在复兴元村非法开采砂石，破坏
耕地面积巨大。具体位置在武川县看守所
北墙的乡间油路往东 3 公里处，复兴元村石
头牌岔路口水泥路向东 800 米。

回民区

7

X2NM202204190042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后朱
堡村附近的东大黑河河堤里，有 200 多亩集
体林地被部分村民毁林种田。相关部门要
求退耕还林，但 2 年后仍未完全还林。

武川县

6

X2NM202204190033

土默特左旗

5

（1）投诉人反映的取样监测的并不是原 48 号井问题部分属实。
2022 年 4 月 22 日，
旗水务局组织专人进行现场复核，
举报人提供的坐标（北纬 40°35’
12.77”
，东经 111°7’
36.09”
）确定为 49 号农灌机井（原 48 号）位置，未进行水质监测。
（2）投诉人反映的牧场沼液通过暗管排放的问题部分属实。两家牧场在经营过程中产生沼液问题属实，但经排查双号村西北处（坐标：北纬 40°36’21“，东经 111°6’49”
）未见三四百亩的大坑和排放沼液的暗
管。市生态环境局土默特左旗分局执法人员前往信访者提及举报涉及的牧场（犇腾五牧、八牧）查阅 2020-2022 年沼液还田台账（还田台账内容包括液肥还田协议、液肥检测报告、土地协议、还田记录），从 2020 年开
始上述 2 家牧场均由第三方组织沼液还田，
第三方在沼液还田过程中均严格按照《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公司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以土左旗双号村 1 万头奶牛牧场建设项目为试点》的要求执行。
（3）投诉人反映的牧场生活垃圾回填大坑问题不属实。2022 年 4 月 20 日，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第五大队执法人员与牧场相关工作人员现场（东经 111°6’49“、北纬 40°36’21”
）进行实地探挖，探挖面积
约 10 亩，共探挖 6 处点位，深度约 1—2 米，未发现存在填埋生活垃圾现象。随即，执法人员前往举报涉及的牧场（犇腾五牧及八牧）查阅 2020-2022 年生活垃圾处理台账（生活垃圾处理台账内容有生活垃圾清理协议、
拉运记录），
犇腾五牧、八牧从 2020 年度至今，
均由第三方公司进行收集处理。

部分属实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
十二队徐某，
破坏林地2亩，
盖了十几间房。

（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方领海小区 A 区，南墙处由西向东建设了一排半成品的房子，里面堆积大量生活垃圾，异味严重。小区 B 区西侧商品门脸房外，也堆有建筑垃圾问题属实。经核查，东方领海小区 A 区南
墙处由西向东有一排半成品房屋，共一层，未完全封顶。存在装修垃圾及生活垃圾，臭味不明显，总土方量约 20 立方米。东方领海小区 B 区西侧门脸房前存在建筑垃圾，约 40 立方米，该地块为敕勒川街道办事处平
整挂牌出让给中实地产土地，
建筑垃圾为中实地产平整场地时遗留。
（2）东方领海 B 区路东十字路口道路上经常有渣土车驶过，速度特别快，闯红灯，有安全隐患且渣土遗撒，扬尘污染和噪音扰民严重问题部分属实。赛罕区城管局昼间核查时，未发现渣土车且道路卫生状况较
好，未见建筑垃圾遗撒痕迹。当晚，区城管局再次到现场配合敕勒川路街道办事处、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共检查 46 辆次渣土车，渣土车全部苫盖严密，未发现有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情形。但从以往
的检查情况看，
因附近在建工程较多，
有的渣土车辆夜间行驶时存在速度快、闯红灯的情况，有噪声扰民和夜间鸣笛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D2NM202204190034

是
否
属
实

调查核实情况

基本属实

4

生态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巧什营子乡闫
城营子村赵某某在村集体耕地上堆放玉米
芯，占地约 12 亩。目前玉米芯已腐烂，有异
味，
村民无法耕种。

大气、其他污染

D2NM202204190038

土壤、水

3

噪音、土壤、大气

D2NM202204190051

回民区

2

1.举报人反映的村南 48 号井异味明显
且为棕黑色。举报人反映的 48 号井坐标为
（北纬 40°35’12.77“，东经 111°7’36.09”
），
现被涂改为 49 号的井（原 48 号）已被警戒线
围住，距该井向东 500 米挖了口新井，取样
监测的井不是原 48 号井。2.企业通过暗管
将沼液集中排放至村西北角三四百亩的大
坑里。此外，这两家牧业在回填沙坑的时候
用的是牧场产生的生活垃圾，坐标为（北纬
40°36‘ 21
“，
东经 111°6’49”
）。

1

污
染
类
型

和林格尔县

D2NM202204190063

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方领海小区A区，
南墙处由西向东建设了一排半成品的房子，
里面堆积大量生活垃圾，异味严重。小区 B
区西侧商品门脸房外，
也堆有建筑垃圾。
2.东方领海B区路东十字路口道路上经常
有渣土车驶过，
速度特别快，
闯红灯，
有安全隐
患且渣土抛洒，
扬尘污染和噪音扰民严重。

行
政
区
域

土默特左旗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赛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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