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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图名 比例尺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地质灾害分布图 比例尺 1:10000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地质灾害分布图 比例尺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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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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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图
比例尺 1:10000

附件

1、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体规划（2014-2030 年）》（2021 年版）的批复>（内自然资字[2021]315

号）；

2、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等自治区级工业园区的批复》内政字[2011]2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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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任务由来

2011 年，兴安盟行政公署以文件形式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申请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园区，文件有《敢于将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

升级为自治区级工业园区的请示》（兴署请字[2011]22 号）；

同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设立自治区级兴安盟经济技术

开发区，批复文件《关于同意设立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自治区级

工业园区的批复》内政字[2011]234 号；

2012 年，工业园区开始建设，企业陆续入驻。

2020 年，为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能力，优化营

商环境，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自治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内政发〔2020〕19 号）、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

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工作推进方案》。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1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内

蒙古自治区开发区调整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内

蒙古自治区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进行公告。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总体规划（2014-2030 年）》（2021 年版）的批复>（内自然资字

[2021]315 号）；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推行区域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1]104 号文件）；要

求开发区统一开展区域评估工作；共享区域评估成果。为加快推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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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建设和发展，协调园区合理布局，促进园区全面可持续发展，兴

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兴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推行工业园

区“区域评估”工作安排的函》。

2021 年 10 月，为查明内蒙古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灾害的

危险性，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和建议，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委托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内蒙古质辰测绘有限公

司对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区域评估。

二、评估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2003]394 号）；

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

3、《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2021.09）；

4、《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5、《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

6、《工程地质调查规范》（DZ/T0097）；

7、《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DZ/T0218）；

8、《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ZD/T0220)；

9、《内蒙古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合

同》；

10、《关于全面推行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内

自然资字〔2021]104 号文件）；

11、《兴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推行工业园区“区域评估”

工作安排的函》。

12、《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兴安盟经济技术开

发区产业发展规划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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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和要求

（一）任务

1、充分收集、分析评估区自然地理，气象、水文、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及区域地质等相关资料，结合野外调查阐明评估区地质环境

条件。

2、查明园区内已建成企业（入驻企业），已建成的基础设施，

如道路、绿化等。

3、查明评估区地质灾害的类型、特征、危害程度及危险性等，

对其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

4、对规划区建设项目可能引发或加剧以及项目建设本身遭受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及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5、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

地质灾害综合分区评估，根据各分区内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度及

防治效益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作出评估。

6、针对评估区内存在和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提出相应的防治措

施。

（二）要求

本次工作的要求是通过对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地质灾害

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对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场

地的适宜性作出评估，最大限度的减少或降低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

财产造成的危害，并为工业园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及办理相关手续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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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 工程概况与征地范围

（一）地理位置及交通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毗邻东北、对接京津、联通俄蒙，处于锡林郭

勒、霍林河、伊敏河几大煤炭基地之间和东北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

辐射范围之内，具备承接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条件。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位置在乌兰浩特市境内，地处吉林、内蒙

两省（区）结合部，位于几大城市之间，处于内蒙古东部的重要交通

节点。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得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自治区东部、

东北及京津地区的首选产业转移地。111 国道、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动

脉 G5511（省际大通道）、302 国道、乌白高速公路、白阿铁路从兴

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是俄蒙连接京津、蒙东沟通东北的必经之

地，向南直通白城、往北与乌兰浩特市连通。交通运输十分便利。（见

交通位置图）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根据

2021年，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兴安盟经济技术

开发区总体规划》（2014-2030）（2021年版）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为北区和南区，共 2 个区块。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坐标：

北纬 45°58′02" —— 46°01′53"

东经 122°17′44" —— 122°21′35"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坐标：

北纬 46°01′33" —— 46°05′04"

东经 122°20′21″ —— 122°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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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规划及现状情况

1、总体规划

根据 2021 年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兴安盟经

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将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性质定为：蒙东地

区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以煤化工、盐化工、铜冶炼、有机化工、玉

米化工、材料化工为主导产业的自治区级开发区。

总体发展目标为：以煤化工产业为特色，以循环经济为发展模式，

以社会和谐为根本诉求，将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成为蒙东地区

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由 2个区块组成，分别为兴安盟经济技术

开发北区和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南区，各区块的面积见表 1-1、兴安

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块占地面积表，总体规划 2 个区块总面积

36.77km
2
，已建区（入驻企业）占地面积 7.13km

2
，待建区（待入驻

企业及未建成基础设施）用地面积 29.64km
2
。见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规划布局图。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块占地面积表 表 1-1

区块 工业园面积（km2） 已建区面积（km2） 待建区面积（km2）

北区 22.15 5.14 17.01

南区 14.62 1.99 12.63

合计 36.77 7.13 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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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状园区建设情况：

北区总占地面积 22.15km
2
，其中已入驻企业 15 家，占地面积

5.14km
2
，待建区占地面积 17.01km

2
。见 表 1-2 、北区入驻主要企业

名单南区总占地面积 14.62km
2
，其中已入驻企业 17 家，占地面积

1.99km
2
，待建区占地面积 12.63km

2
。见 表 1-3 、南区入驻主要企业

名单。 附主要入驻企业照片（见照片一至照片十三）。

北区入驻主要企业名单 表 1-2

位

置

企业名称 面积

（hm
2
）

结构类型 基础埋

深（m）

北

侧

高德红外项目 16.84 砖混、排架 2.5

天能重工有限公司 13.92 排架 4

东方风电兴安盟制造基地项目 19.44 排架、框架 2.5

大金重工有限公司 9.54 排架 3

兴安盟金风风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8.18 排架 2.5

开闭所 0.12 排架 2.5

西

部

中企云商智慧物流项目 30.16 钢结构 4

中企云商智慧物流园区项目 81.08 排架、框架 4

东

南

部

渣场项目 44.76 —— ——

耦合制浆项目 5.12 砖混 2.5

乌兰集团兴安盟乌兰泰安能源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109.22 框架 4.0

有机酸、聚乳酸项目 38.39 框架 2.5

甲醛项目 9.02 剪力墙 2.5

内蒙古蒙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1.38 砖混 2.5

内蒙有色金属铜冶炼项目 45.71 排架、框架 4.0

中广核节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7.98 剪力墙 4.0

内蒙古福锐科技有限公司 2.88 砖混 2.5

总计 5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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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入驻主要企业名单 表 1-3

位置 企业名称 面积

（hm2）

结构类型 基础埋

深（m）

北部

兴安盟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 2.88 砖混 2.5

中国石化加油站 0.51 网架结构 2.5

变电站 0.80 砖混 4

兴安盟经济开发区路桥科技研究院 3.08 砖混 2.5

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 81.59 框架 4

中部

内蒙古绿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6.89 框架 2.5

佳阖铁路 12.57 —— ——

佳阖 12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 39.79 排架 2.5

南部

绿洁泰能科技有限公司 6.84 框架 3.5

内蒙古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7.89 砖混 2.5

内蒙古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22 砖混 2.5

内蒙古天翊环保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59 框架 4.0

生物质锅炉项目 0.48 框架 4.0

红城水泥建设项目 11.00 剪力墙 4.0

燃气产业园项目及配套道路 14.97 剪力墙 4.0

总计 199.10

照片一：内蒙古绿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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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兴安盟新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照片三：福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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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四：内蒙古乌兰集团

照片五：天然气项目



12

照片六：内蒙古蒙佳有限公司

照片七：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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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八：宏瑞路桥科技研究院

照片九：中国石化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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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博源富农化肥公司

照片十一：玉米深加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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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二：乌兰浩特红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照片十三：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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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础配套设施现状建设情况：

道路现状：目前，现状道路主要为东西向的开发区大街，南区路

包括呼和路、纬二街、纬五街、纬八街东段以及通往开发区管委会的

水泥路。

北区道路主要包括经十路、经十二路南段和一道街东段，道路宽

度为 30～50 m 不等，断面形式以一块板为主，道路建设情况良好。

见表 1-4、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建设现状表。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建设现状表 表 1-4

位置 名称 长度（m） 宽度（m） 面积（㎡）

南区

呼和路 6771 40 270840
开发大街 9166 50 458300
纬二街 1000 45 45000
纬五街 1680 50 84000
纬八街 2030 40 81200

北区

一道街 1500 30 45000
经十二路 2840 40 113600
经十路 6830 50 341500

合计:1.44km2

电力工程现状：工业园区现状电源由已建成的 220KV 变电站供

电，该站规划纳入市区电力管网。

2、征地范围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由北区和南区 2区块组成，总占地面积为

36.77km
2
，工业园区征地范围见表 1-5、工业园区征地范围图幅拐点

坐标表。征地范围作为本次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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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征地范围图幅拐点坐标表 表 1-5

区块 序号 X Y 征地面积（km2）

北区

J1 5105608 41449509

22.15

J2 5105611 41452820

J3 5101078 41452820

J4 5100832 41452846

J5 5100832 41452872

J6 5100827 41452877

J7 5101235 41453622

J8 5101168 41454307

J9 5101289 41454318

J10 5101238 41455117

J11 5101090 41455117

J12 5100572 41454585

J13 5100681 41453990

J14 5100797 41453910

J15 5100875. 41453834

J16 5100982 41453658

J17 5101033. 41453614

J18 5100807 41453505.

J19 5100802 41452849

J20 5100378 41452964

J21 5099960 41453125

J22 5099901 41453142

J23 5099198 41453273

J24 5099858 41450616

J25 5099860 41450065

J26 5100411 41450065

J27 5100411 41449547

J28 5100832 4144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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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征地范围图幅拐点坐标表 续表 1-5

区块 序号 X Y 征地面积（km2）

北区

J29 5103279 41448922

——
J30 5103362 41448852

J31 5103402 41448852

J32 5103402 41449504

南区

J1 5099469 41446505

14.62

J2 5099681 41447261

J3 5099583 41447288

J4 5099552 41447423

J5 5099656 41447663

J6 5099712 41447663

J7 5099743 41448996

J8 5093393 41450397

J9 5092718 41448784

J10 5094837 41448306

J11 5098180 41446546

J12 5097496 41445762

J13 5097526 41445705

J14 5097566 41445748

J15 5097938 41445463

J16 5098134 41445757

J17 5098748 41446440

J18 5098930 41446710

J19 5099416 41446479

J20 41446517 5099429

征地总面积：36.77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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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往工作程度

该区域以往工作程度主要有:

1、1971 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局编制提交了《内蒙古自治

区区域地质志》（比例尺 1:200000）；

2、1978 年内蒙古 115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进行了 1：20 万《区

域水文地质普查》；

3、1980 年 12 月由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编

制的 1：20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4、1985 年，内蒙古自治区水文地质勘察队提交了《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5、2002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 115 地质队提交的 1:20 万《内蒙

古兴安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6、2002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 115 地质队编制的《兴安盟地下水

资源》；

7、2004 年 10 月，由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资源》；

8、2007 年，兴安盟人民政府颁布的《兴安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06—2020 年）；

9、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地

质灾害防治规划（2016-2020 年）》；

以上工作为本次评估工作阐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提供了较为

详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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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1、工作方法

我公司于 2021年 10月接受委托后，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资料

收集（收集资料见表 1-6）和编写评估工作方案。2021年 10月 26日

至 10月 30日，开展野外调查工作。11月 1 日转入室内资料整理、

报告编写及送审工作。野外调查拟建厂址区以 1：1000地形图为底图，

地质灾害调查点采用手持 GPS定位仪定位。地质地貌调查采用穿越

和追索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特殊地质地貌及地质灾害点均进行了详

细记录，为室内报告编写提供了翔实的野外资料。

2、完成工作量

1）资料收集

根据场区给定区收集相关地质、水文及地质灾害评估资料，所用

资料见收集资料明细表、表 1-6。

收集资料明细表 表 1-6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提交时间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局 1971年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 内蒙古 104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1978年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第一区域地

质调查队
1980年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水文地质普

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文地质勘察队 1985年

内蒙古兴安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 115地质队 2002年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蒙

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2004年

兴安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06—2020年）
兴安盟人民政府 2007年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规

划（2016-2020年）》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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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为本次评估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2）完成实物工作量

按照地质灾害评估要求，通过实地调查，对评估范围内开展工作，

本次工作完成主要工作量见表 1-7、完成工作量一览表。

完成工作量一览表 表 1-7

项目名称 单 位 完成工作量

调查面积 km2 40

调查线路长 km 60

调查点 点 120

测量定位（GPS） 点 120

拍摄照片 张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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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估范围及评估级别的确定

1、评估范围的确定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规定，该

工程为面状工程，结合该工业园区的项目特点和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

灾害可能影响范围，确定拟建北区和南区征地范围内除负面清单包含

项目占地范围作为评估范围，评估区面积36.19km
2
。

2、评估级别的确定

根据该项目的地方文件和政策，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属重要建

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详见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级别分析表 1-8。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0286-2015），确定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推行区域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1〕104），开发区评估级别

均为一级。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分析表 表 1-8

项 目 分析要素 分析结果

地质环

境条件

复杂程

度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建设场地附近无全新世活动断裂，

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差小于 50m，地面坡度小于 8°，地

貌类型比较单一；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质一般；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

二层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化小于 5m，水文地质条件中

等；

地质灾害弱发育；

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

中等

建设项

目类型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项目

重要建

设项目

评估

级别
一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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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对评估灾

种的要求，本次评估对评估区内可能存在的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滑

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质灾害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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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 区域地质背景

1、地层

评估区出露地层主要以中生界侏罗系及新生界第四系最为发育，

现将评估区区域地层由老至新依次描述如下

（一）二叠系下统（P1）

大石寨组（P1d）

主要出露于评估区东部东升---野马图---黑顶山一带。另在东北

部和平屯---闹牛山一带及西部新发屯一带零星出露。可分为上下两

段。下段岩性以含砾、粗粒、岩屑砂岩为主，并分布有中、细、粗粒

岩屑砂岩及含铁硅质岩；上段地层整合在下段之上，岩性以中细粒硬

砂岩、石英长石砂岩为主，凝灰质砾岩、泥质粉砂岩零星出露。

吴家屯组（P1w）：该组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触，仅零星出露在北

部和平屯—-闹牛山一带，以碎屑岩和火山碎屑沉积岩为主。出露有

泥质板岩，砂质泥岩及凝灰质砾岩。

（二）侏罗系（J）

下统红旗组（J1h）：仅在葛家屯---忙牛海一带呈北东---南西

向零星出露。与下伏地层呈断层或不整合接触，厚度大于 900 米，岩

性为黑色粉砂岩、泥岩及煤层。是县内主要含煤地层，在煤层距地表

浅的地段是地面塌陷易发区。

中统万宝组（J2w）：主要分布在黑顶山南侧，基本上沿突泉盆

地边缘展布，与下伏红旗组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关系。其岩性为砾岩、

砂岩夹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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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呼日格组（J2h）：主要分布在东升、簸箕山、刘八沟至突

泉镇以西、突泉向斜盆地的两翼，呈北东—-南西向展布。主要由火

山岩及少量碎屑岩组成，岩性为凝灰质中细砂岩，岩屑晶屑凝灰岩，

与下伏地层为不整合接触关系。

中统付家洼子组（J2f）：该组分布较广，境内东南部和西部，

呈大面积出露，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关系。岩性为粗面安山岩、凝

灰岩、凝灰质角砾岩、流纹岩。厚度大于 800 米。

上统宝石组（J3b）：主要分布在双合屯---闹牛山---巴彦哈达

背斜的两翼。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其岩性为凝灰岩、

凝灰质砂岩、凝灰质泥岩。厚度 140—2488 米。

（三）白垩系平山组（KP）

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张家街，西部水泉，南部后大青山、小泡子

等地。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关系。岩性为安山岩、角闪安山岩、

凝灰质砂岩、角砾凝灰岩、安山玄武岩。

（四）、第四系（Q）

下更新统---白土山冰期沉积（Q1b）：分布于突泉河的突泉镇一

带，为冰水沉积物，岩性为棕黄色，夹透镜体状的细砂及粘土层。

上更新统---镇西冰期沉积（Q3z）：分布于区内蛟流河两岸，为

冰川沉积物，构成超河漫滩二级阶地。沉积物由砂砾卵石、夹有冰碛

泥砾，漂砾及粘性土组成。

全新统（Q4）：①冲积—-沼泽堆积（Q4

al+h
），主要发育于蛟流河，

额木特河主流及其支流中，构成冲积平原和冲积——沼泽湿地。由亚

砂土、粘土、砾石层及淤泥质砂壤土组成。②洪积堆积（Q4

pl
），在

汉山北麓溪柳乡东南部发育最好，大青山，闹牛山等地有零星分布。

堆积物由岩块、岩屑和砂土的混合物组成。在地貌上呈洪积扇和洪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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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③湖积—-沼泽堆积（Q4

l+h
），主要发育在境内东南部湖泊周围地

区，由淤泥和细砂、粉砂、淤泥质砂壤土组成。④风积堆积（Q4

e0L
），

在杜尔基农场、蛟流河南岸零星分布，基本上为固定沙丘，近年来由

于人为活动破坏植被出现半固定沙丘，由灰黑色砂土层和黄色中细砂

组成。

2、侵入岩

侵入岩主要形成于燕山期，尤以燕山早期侵入岩（r5

2
）发育最好。

岩株和脉状体呈带状分布，岩性以花岗斑岩、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辉绿岩和闪长岩类为主。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隆起带，在大青山---

新生屯以东断裂带及永安屯---中心屯---蒙古屯断裂带，侵入岩体密

集，呈带状分布，岩体沿伸方向均呈北东向，呈串珠状。

火山岩分属于早二叠世，中、晚侏罗世及白垩纪四个火山岩组，

岩性主要为安山玄武岩、角闪安山岩、安山岩、流纹岩等。

评估区大地构造位于内蒙古地区东部，内蒙古地槽的东南缘与松

辽凹陷的过渡带。横跨两个大地质构造单元。其南部属阴山纵向构造

带（炜向构造带的东端）及新华夏季第三系隆起带，形成低山丘陵和

黄土台地。其北部为松辽凹陷的坡带，为扭动构造挤压中的开鲁盆地。

区域地壳稳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

数 区 划 图 》 （ GB18306-2015 ） 及 《 建 筑 抗 震 设 计 规 范 》

（GB50011-2001/2008），结合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及工程设置

的实际情况，本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05g，抗震设防烈度Ⅵ度，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05s。设计地震分组属第二组。区域地壳

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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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气象水文

1、气 象

评估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根据乌兰浩特市气象站资料，

评估区春季干燥少雨，夏季短暂炎热，秋季天高气爽，冬季漫长寒冷。

年均气温 7.4℃左右，极端最低气温-30.2℃，极端最高气温 40.3℃，

年均降水量 357.3mm，年平均蒸发量 1829.5mm，无霜期 90 天～120

天，采暖期 210 天，最大冻土深 268cm。

2、水 文

评估区周边主要有洮儿河、归流河两大河流，其特点是水总量丰

富、分布不均，沿河两岸地下水的含水层由卵石和砾石组成，含水层

透水性和富水性较好，水量充足。

洮儿河：洮儿河属嫩江水系，是嫩江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大兴

安岭东麓高岳山下的森林地带，全长 595km,积水面积 8307km
2
。洮儿

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8.77 亿 m³，1989 年察尔森水库建成后，p=75％年

份天然来水 4.07 亿 m³，经水库调节后 p=75％年份下泄水量为 5.0

亿 m³，分配给乌兰特市境内 3.248 亿 m³。

归流河：归流河是洮儿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大兴安岭东麓的保各

大山南，全长 218km，流域面积 212km
2
，集水面积 9606km

2
，在乌兰

浩特市永联嘎查入境，由北而南贯穿市区西部，在红联村附近汇入洮

儿河。境内流程 24km，多年平均径流量 4.98 亿 m³。洮儿河察尔森水

库分配给乌市用水 3.248 亿 m³，地表水资源量共计 8.228 亿 m³。

评估区南区新开河为洮儿河支流末端，常年存有地表水体，面积

约 1.2km
2
。

三、 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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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位于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南，整体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一。

1、地 形

1）北区：整体地势平缓，呈东北高西南低，北区最高点位于东

北角，海拔高程 317m，最低点位于西北角 265m，最大高差 52m。

2）南区：地势平缓，中部因为场地平整，原始地形改变，整体

西北高东南低，南区最高点位于西北角丘陵，海拔高程 293m，最低

点位于东北边界处 248m，最大高差 45m，人工场地平整面积较大。

2、地 貌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貌的形成受区域地质构造、地层及外动

力地质作用控制，评估区地貌类型按成因划分为堆积剥蚀类型，形态

类型为浑圆状丘陵区。根据形态类型可划分为丘陵和河谷平原两种地

貌类型。

1）北区：

丘陵分布于北区东北，呈浑圆状、马鞍状，山顶平缓，坡角在 7°

——8°。丘陵出露岩性主要为第四系粗砂、圆砾等，植被较发育。

在北区东北丘陵间及区内大部分区域均为河谷平原，宽度一般在

3—10km，起伏较小，较为平坦，向中间倾斜；地层岩性均为第四系

粉质黏土，植被发育较好。见照片十四和照片十五。

照片十四 丘陵缓坡周边 照片十五：平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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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区

丘陵：呈浑圆状分布于南区中部，由于场区内工程建设需求场地

平整，部分原始丘陵地貌已改变，丘陵顶平缓，坡角在 7°——8°。

丘陵出露岩性主要为第四系粗砂、圆砾等，植被较发育。

在南区南北两端为河谷平原，起伏较小，地势平坦，平原区向东

倾斜；地层岩性均为第四系粉土，植被发育较好。见照片十四和照片

十五。

照片十四 切坡丘陵 照片十五：平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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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层岩性

根据区域地层资料结合已有建设工程勘察报告结果，评估区地层

由老到新叙述如下：

1、北区：

侏罗系地层：强风化——中风化凝灰岩（J），灰褐色，隐晶质

结构，上部块状构造，岩石风化强烈，岩芯呈碎块状；下部岩石风化

中等，岩芯呈短柱状，节理裂隙较发育，厚度较大。分布于整个评估

区，该层层厚在 13.50~25.50m之间，平均厚度约 17.73m。相应层顶

埋深在 4.6~20.80m。上部与第四系地层不整合接触。

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地层：粉土（Qh）：褐黄色，等级轻，稍

密，稍湿，无光泽，干强度中等，无摇震反应，韧性低，含大量植物

根系，局部含风化小砾石。该层在评估区均有分布，厚度相对稳定，

在地势低洼处厚度相对较厚，丘陵顶部厚度相对较薄。该层层厚在

4.60~20.80m之间，平均厚度约 7.70m。

2、南区：

侏罗系地层：强风化——中风化凝灰岩（J），灰褐色，隐晶质

结构，上部块状构造，岩石风化强烈，岩芯呈碎块状；下部岩石风化

中等，岩芯呈短柱状，节理裂隙较发育，厚度较大。分布于整个评估

区，该层层厚在 15.60~35.50m之间，平均厚度约 23.64m。相应层顶

埋深在 3.8~21.46m。上部与第四系地层不整合接触。

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地层：粉土（Qh）：褐黄色，等级轻，稍

密，稍湿，无光泽，干强度中等，无摇震反应，韧性低，含大量植物

根系，局部含风化小砾石。该层在评估区均有分布，厚度相对稳定，

地势洼处厚度相对较厚，丘陵顶部厚度相对较薄。该层层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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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50m之间，平均厚度约 6.50m。

五、 地质构造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区和北区在构造上，一级大地构造为

内蒙古中部地槽褶皱系（Ⅱ），二级构造为在苏尼特右旗晚华力西地

槽褶皱带（Ⅱ4），三级构造为哲斯—林西复向斜（Ⅱ41）。兴安盟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南区和北区岩浆活动为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频繁，从

早期小型的中、基性岩株、岩脉侵入过渡到晚期大规模的二长花岗岩

和钾长花岗岩岩基侵入。构造变动为二叠纪以线型褶皱为主，轴向为

北东和东东。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区和北区属于区域地壳相对较稳定

区。

六、 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1、岩土体类型

根据评估区地层岩性、岩土体结构及工程地质特征，将评估区岩

土体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北区

粉土：评估区地表广泛出露，岩性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粉

土。

碎石土：评估区地表未见出露，岩性主要为侏罗系强风化凝灰岩。

硬质岩：评估区地表未见出露，岩性主要为侏罗系中风化凝灰岩。

2）南区

粉土：评估区地表广泛出露，岩性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粉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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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土：评估区地表未见出露，岩性主要为侏罗系强风化凝灰岩。

硬质岩：评估区地表未见出露，岩性主要为侏罗系中风化凝灰岩。

2、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

1)北区

粉土：岩性黄褐色粉土，稍湿，松散，土质相对均匀。地基承载

力特征值为 fak=100～110kPa，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差。

碎石土：强风化凝灰岩，灰褐色，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岩石

风化强烈，岩芯呈碎块状状，节理裂隙发育。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fak=140～200KPa，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好。

硬质岩：中风化凝灰岩，灰褐色，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岩芯

呈短柱状状，节理裂隙较发育，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为 61.2MPa，

岩体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2)南区

粉土：岩性黄褐色粉土，稍湿，松散，土质相对均匀。地基承载

力特征值为 fak=100～110kPa，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差。

碎石土：强风化凝灰岩，灰褐色，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岩石

风化强烈，岩芯呈碎块状状，节理裂隙发育。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fak=140～200KPa，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好。

硬质岩：中风化凝灰岩，灰褐色，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岩芯

呈短柱状状，节理裂隙较发育，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为 61.2MPa，

岩体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综上所述，根据评估区岩土体性质及工程地质特征，结合拟建工

程特点，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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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评估区含水介质及赋存条件，将地下水类型划分为第四系松

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

（一） 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地下水按其赋存与水力特征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岩组为粉土层中夹层，细砂、中砂

—粗砂层，含水层厚度一般为 3.5～4.6m，富水性较好，富水性特征

随含水层厚度变化而变化，单井涌水量一般 50～80m3/d。

2、基岩裂隙潜水：含水岩组为强风化凝灰岩层，含水层厚度一

般 15～20m，单井涌水量 400m3/d，富水性好。

（二） 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松散岩类孔隙潜水：水位及水量随季节性动态变化明显，潜水位

埋深一般 1.4～2.9m，水位和水量随季节动态变化不大，水位年变幅

在 0.5-1.0m 之间，受河流侧向补给影响较大，渗透性中等～强，水

化学类型以 HCO3—Ca·Na 型为主，矿化度小于 1g/L，水质良好，PH 值

6.7-7.4，铁离子含量较低，硝酸盐氮含量一般为 1.0-5.5 mg/L，氟

化物含量 0.54-0.61 mg/L，大肠菌群一般为 0-3 个/L，细菌总数一

般为 3-45 个/ L。

基岩裂隙潜水：表面全～强风化层渗透性中等～弱，中等～微风

化岩层渗透性弱～微，潜水位埋深一般 15.6～16.8m，水位及水量随

季节性动态变化明显，水位年变幅在 1.5-2.0m 之间，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Na 型为主，矿化度小于 1g/L，水质良好。

（三） 地下水的开采与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潜水以上游侧向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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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为主，以及直接接受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次之；径流均为东南向

西北径流；排泄以大气蒸发为主，人工开采次之，人工开采以工业工

厂用水为主，生活饮用水为评估区外水源地供给。

综上所述，评估区内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八、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内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已建企业、工业建筑、道路及城市

建设活动。

评估区北区入驻企业 15家，以能源化工、物流为主，入驻企业

已进行场地平整，工业园区内已建道路 3 条。

工业园南区入驻企业共 17 家，以发展玉米深加工、生物科技、

建筑材料和物流为主，目前场地已平整。南区建成道路共 5条。

园区通往外界联系基本框架建设完毕，配套设施及市政规划陆续

进行中。工业园区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中等。

见照片十六、照片十七。

照片十六 园区内化肥厂 照片十七：园区内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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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评估区内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较单一；工程地质性质较差；

地质构造较简单；水文地质条件好；园区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对地

质环境的影响、破坏中等。内蒙古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2个区块，

分别为北区和南区。现分别叙述如下：

1、北区

评估区北区入驻企业 15家，以能源化工、物流为主，入驻企业

已进行场地平整，工业园区内已建道路 3 条。根据野外调查，园区地

处河谷平原，沟谷不发育，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

不发育。

评估区内无地下开采工程，大、中型集中供水水源地，无采空区

分布。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地面塌陷、地裂缝及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不发育。

2、南区

工业园南区入驻企业共 17 家，以发展玉米深加工、生物科技、

建筑材料和物流为主，目前场地已平整。南区建成道路共 5 条。根据

野外调查，园区地处河谷平原，沟谷不发育，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质灾害不发育。

评估区内无地下开采工程，无大、中型集中供水水源地，无采空

区分布，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地面塌陷、地裂缝及地面沉降地质灾

害不发育。

二、现状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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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现状条件下对各工业园区的地质灾害总结如下：

现状条件下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和南区崩塌、滑坡、泥石

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和风蚀沙埋等地质灾害

不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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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北区和南区。本次根据各园区规划进

行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1、北区

评估区北区入驻企业 15 家，以能源化工、物流为主，园区内已

建道路 3条，规划建设道路 9条。已建成企业及已施工完成的主干道

区域面积 5.14km
2
；待建区内未建成的企业、基础设施及道路区域面

积 17.01km
2
，其中有渣场项目占地 0.45km

2
，符合“《关于全面推行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1]104 号”

负面清单中的项目，需单独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其他区域

根据野外调查，地貌类型河谷平原。

已建企业建筑物最大高度 30m，基础埋深 4.0m 左右，建成多年，

预测同类企业基础开挖深度一般在4.0m 左右，场地平整在1.0-3.0m，

评估区内没有集中供水水源地分布，没有地下采矿活动和采空区分

布，因此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

地裂缝、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2、南区

南工业园区入驻企业共 17 家，以发展玉米深加工、生物科技、

建筑材料和物流为主，已建成道路共 5 条，规划建设道路 7 条。已建

成企业及已施工完成的主干道区域面积 1.99km
2
；待建区内未建成的

企业、基础设施及道路区域面积 12.63km
2
，其中有佳阖铁路项目占地

0.13km
2
，符合“《关于全面推行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

知》内自然资字〔2021]104 号”负面清单中的项目，需单独进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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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结合已建企业建筑物最大高度 25m，基础埋深 4.0m 左右，建成

已久，基础已回填，预测同类企业建设规模，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地

基开挖深度较小，沟谷不发育，评估区内没有集中供水水源地分布，

没有地下采矿活动和采空区分布，因此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危险性小。

二、工程建设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北区和南区除负面清单包含项目外，

现状条件下各园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陷和地

裂缝等地质灾害不发育，所以预测评估认为：工程建设自身遭受已存

在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三、预测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预测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质灾害总结如下：

预测评估认为：工程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引发和加剧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其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小；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缝

地质灾害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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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及防治措施

一、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确定

1、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1）综合评估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并

以预测评估为主的原则。

2）“以人为本”的原则，即以地质灾害对拟建工程为主要危害

对象。

3）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原则。

4）就重不就轻的原则。

2、地质灾害危险性量化指标的确定

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量化指标的确定是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影响程度和地质灾害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综合确定，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

W=0.2B+0.3C+0.5S

式中：W——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

B——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指数，可能性大时取 1.00，可能性

中等取 0.67，可能性小取 0.33。

C——工程建设影响程度指数，强烈取 1.00，较强烈取 0.67，

不强烈取 0.33。

S——地质灾害发生后的可能损失指数，损失大取 1.00（大于

500 万元），损失中等取 0.67（100～500 万元），损失小取 0.33

（小于 100 万元）。

当 W＞0.75 时，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当 W=0.6～0.75 时，地质

灾害危险性中等；当 W＜0.60 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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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评估区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

地裂缝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危险性小。综合地质灾害危险性现

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结果，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0286-2015）对评估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将整个

评估区范围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危险性小。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面积 36.19km
2
，北区 21.70km

2
，占评估区面

积 59.96%；南区 14.49km
2
，占评估区面积 40.04%。

详见下表：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说明表、表 5-1。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说明表 表 5-1

三、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易程度和防治效益，对兴安盟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进行评估。

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复杂，预测工程建设过

程中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工程建遭受崩

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通过合理的防

治措施后，作为工程建设场地适宜。

分布范围 危险性分区 面积（km
2
）

占所在工业区

区面积比例

占评估区

面积比例

北区 危险性小区 21.70 100% 59.96%

南区 危险性小区 14.49 100% 40.04%

合计 36.19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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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估认为：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 36.19km
2
，作为建设

场区是适宜的。

四、 防治措施

针对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特点，评估区预测为地质灾害危险性

小区，防治级别为一般防治。建设中和建设后设置措施如下：

1、在园区工程建设过程中和建设后，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建设

场地和地表植被的破坏，保护生态环境。

2、园区内高陡边坡地段，要采取必要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3、园区内化工厂、生物科技厂，要严格按照生产加工工艺要求

进行处置产生的废物、废渣、废气等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污染水

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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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项目位于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管委

管辖范围内。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总面积为 36.77km
2
，已建区

面积 7.13km
2
，待建区面积 29.64km

2
，待建区含负面清单项目 0.58km

2
。

2、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为中等和拟

建工程特点为重要建设项目，且项目为工业园区区域评估，评估级别

确定为一级，确定评估区面积为 36.19km
2
。

3、现状评估认为：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和南区崩塌、滑

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不

发育，危险性小。

4、预测评估认为：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和南区工程建设

过程中及建成后引发和加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

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遭受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缝地质灾害，其危害程度小，危

险性小。

5、综合评估认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面积 36.19km
2
，北区

21.70km
2
，占评估区面积 59.96%；南区 14.49km

2
，占评估区面积

40.04%。

6、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估：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 36.19km
2
，

作为建设场区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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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1、本报告仅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域地

质灾害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园区内新建项目如符合“《关于全

面推行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1]104

号”负面清单中包括的项目需单独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负面清单中包括以下五类项目：

1）集中供水水源地建设工程，大型水利工程；

2）重要线状工程（铁路、高速公路、二级以上公路、输变电工

程、油气管道等）；

3）对环境具有较大影响的重化工项目、垃圾填埋场项目、储油

库、液（气）罐站场项目、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等；

4）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单独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的其它建设项目。

本次评估负面清单工程有：渣场和佳阖铁路。

2、园区规划发生变化，重新开展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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