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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图                                   （比例尺 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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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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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项目用地不压覆已查明重要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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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任务由来 

科右中旗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地处内蒙古东部城镇经济区的中间位

置，仍是国家贫困旗，发展起步较晚，产业基础薄弱， 经济落后， 工

业发展任务艰巨。 园区作为全旗工业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和前沿阵地， 

借助国家、自治区、兴安盟推动地区发展的战略机遇和政策支持，立足

当地实际，加快发展工业，壮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效益和质量，对于

加快全旗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于 2003 年启动规划建设，2007

年 4月经兴安盟行政公署批准设立为盟级工业园区，2011 年 9月经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晋升为自治区级工业园区，2013 年 5月被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自治区级工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 

2021 年 9月 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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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该项目的实施。 

2011 年 4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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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1】104 号），开展工业

园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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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受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委

托，河南有色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对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

日道卜产业园)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二、评估工作的依据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 

2、《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394 号令）； 

3、《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通知》（国土资源部[2004]69

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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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6、《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委托合同书》； 

7、《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8、《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30

年）》 

9、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察规程、规范等。 

三、目的与任务 

1、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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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对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

(西日道卜产业园)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综合评估，

并对工程建设场地的适宜性作出评价，最大限度的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

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和办理相关

手续提供依据。 

2、任务 

（1）查明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及其

周边的地质环境条件。 

（2）查明评估区内存在的地质灾害，包括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分

布范围、发育特征、诱发因素，并对其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 

（3）对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建设过

程中或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及工程本身可能遭受地

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4）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对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等级进

行划分，进行综合分区评估，并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作出评价。 

（5）针对地质灾害的类型，提出相应的科学合理的地质灾害防治措

施和建议。 

四、评估工作要求 

通过工作，查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特征，为

规划建设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取得较齐全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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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估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体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逐一进行现状评

估；对规划建设场地建设区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本身可能遭受的各类地

质灾害危险性分别进行预测评估；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对

建设场地分区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提交成果满足《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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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第一节  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一、地理位置及交通 

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位于兴安盟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境内，行政区划隶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管辖。 

其地理坐标为: 

东经 121°28′04"—121°30′26"； 

北纬 44°59′20"—45°01′50"。 

项目区位于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城区南 1.8km 处，园区规划范围东

南省道S306，西侧边界距离高力板大街1km，东边界距国道G111线2.4km

兴安路近南北向横穿工业园区，西距巴彦呼舒火车站约 2.5km，交通便

利。见交通位置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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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置示意图 1-1 



 

7    

二、工程概况 

（一）工程规划 

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规划范围：北

至霍林河大堤，西至镇区甲一路和乙三路，东和南侧至 G5511，规划园

区用地规模约为 7.64 平方公里。其中： 

重点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加工、民族服饰工艺品加工和新型建材。 

园区主要发展肉羊、肉牛、玉米、马铃薯、杂粮杂豆、有机小米、欧李、 

葵花籽等绿色有机农产品初加工和深加工，以及民族服饰工艺品加工业

和新型建材。 

（二）主要建设内容 

西日道卜产业园总用地面积 764.10 公顷（约 7.64km2），共规划了

三大组团，分为一组团：以民族特色产品制造为主导产业；二组团：以

农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三组团：以农畜产品加工和家居建材为主导

产业。（见图 1-2 西日道卜产业园布局规划图） 

根据现场调查，园区现有入驻企业 15户（见照片一～六）及部分

基础建设已完成。（见西日道卜产业园已入驻企业情况表 1-1、西日道

卜产业园基础设施情况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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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西日道卜产业园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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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日道卜产业园已入驻企业情况表                    表 1-1     

序号 企业名称 建设规模 运营情况 备注 

1 内蒙古赛吉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为小型，分布建筑物分别是厂房、办公楼，建筑物结

构分别是厂房为钢结构、办公楼为砖混结构，基础埋深分别是

厂房基础埋深3-5m，办公楼基础3.6m 

在建 已入驻 

2 内蒙古阿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小型，钢结构 在建 已入驻 

3 兴安盟湘蒙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蔬菜保鲜库8800㎡、蔬菜保鲜库1100㎡、保鲜箱厂1200㎡、锅

炉房300㎡ 
生产 已入驻 

4 内蒙古希沐节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 小型建设规模、厂房、办公楼、钢结构、基础埋深1.8米 生产 已入驻 

5 
科尔沁右翼中旗盛和城建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 

小、生产区（搅拌机楼、散装水泥罐）办公区（一层平房）、

生产区（钢构、铁罐）办公区（装混）、生产区（基础埋深2米

）办公区（基础埋深1.5米） 

生产 
已入驻 

6 兴安盟琨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小型、分布办公楼（砖混结构、基础埋深3米）门卫

（砖混结构、基础埋深2米）、车库（砖混结构、基础埋深3米

）、工人宿舍（砖混结构、基础埋深2米）、库房及实验室（砖

混结构、基础埋深2米）、1号及2号厂房（钢结构、基础埋深2.8

米） 

生产 
已入驻 

7 
科尔沁右翼中旗碲源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

限公司 

总占地面积：26734.82平方米；基地占地面积：9397.40平方米

；其中：办公综合楼：537.90平方米；门卫：123.50平方米；

车间：8650.00平方米；地磅：54.00平方米；公厕：32.00平方

米 

筹建 
已入驻 

8 内蒙古华阳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农用建筑结构：混凝土框架结构，基础埋深：2.4m-3.2m 在建 
已入驻 

9 
科右中旗大众机动车安全性能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 
小型企业 生产 

已入驻 

10 
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科右中旗燃

气分公司 

1、建设规模小；值班室、库房、消防水池。2、钢筋混凝土。3

、基础埋深5米 
在建 

已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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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右中旗南鼎乌苏污水处理厂 小型 生产 
已入驻 

12 科尔沁右翼中旗九合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小型，建筑规模13450.67平方米，基础埋深2-3米 在建 
已入驻 

13 内蒙古鑫安兴科技有限公司 小型，混凝土、钢结构 停产 
已入驻 

14 
科尔沁右翼中旗恩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小型，混凝土、钢结构 在建 

已入驻 

15 内蒙古丰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小型，钢结构 停产 已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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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日道卜产业园基础设施情况表                    表 1-2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建设年限 总投资（万元） 工作进度 

1 高力板路建设工程 全长 7.53 公里,红线宽 40 米 2008-2011 14000 已竣工通车 

2 南鼎乌苏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工程 日处理污水 1 万吨,管网 23 公里 2009-2011 5000 已投产运营 

3 新区东路建设工程 
全长 4.6 公里,路面宽 15 米, 两侧人行道各 3 

米 
2009-2011 3938.4 已竣工通车 

4 甲五东路建设工程 
全长 1.2 公里,路面宽 15 米, 两侧人行道各 3 

米 
2009-2011 1027.4 已竣工通车 

5 百吉纳 66 千伏变电站及供电线路工程 
主变容量 6300 千伏安,66 千伏进线 1 回,线路

全长 18.4 公里,10 千伏出线 4 回 
2007-2008 780 已投产运营 

6 重点区域绿化工程(一期) 3 种树苗、 162.6 亩 2014 300 已竣工 

7 通讯基站及线路铺设工程 2 座 2007-2008 100 已投入使用 

8 西日道卜产业园防洪工程 总长 2 公里 2014 70 已投入使用 

14 西日道卜产业园环路一期次干道工程 
总长 1.2 公里，路面宽 15 米，两侧人行道各 3 

米 
2015-2016 1200 路基工程已完成 

17 西日道卜产业园环路一期工程 
全长 5.4 公里、路面宽 15 米、两侧人行道各 3 

米 
2016-2018 5400 前期工作已基本 结束 

18 南鼎乌苏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日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3 万吨 2014-2017 7400 前期工作已全部 结束 

19 西日道卜产业园环路二期工程 全长 5 公里 2016-2017 5000 已立项批复 

20 南鼎乌苏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 日中水回用能力 2 万吨 2017-2018 3600 可研已编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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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湘蒙农业科技         照片二：机动车检测公司 

  

照片三：琨翔电力          照片四：水泥制品 

  

照片五：入驻企业远景         照片六：入驻企业远景 

1、 西日道卜产业园用地布局 

园区布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 

（1）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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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巴彦呼舒镇区来解决居住问题，园区内不设置居住用地。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位于园区中部， 作为园区各管理部门办公用地。 

文化娱乐用地：位于园区中部，设置广播电视、图书馆影剧院设

施等。 

医疗卫生用地：位于园区中部，设置小型医院、诊所设施等。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用地面积 9.04 公顷，占总建设用

地面积的 1.19%。 

（3）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位于园区中部，设置超市、小型商场、旅馆设施等，为园区工业

企业职工提供方便，满足职工生活所需。规划用地面积 9.57 公顷，

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1.26%。 

（4）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主要布置在一组团内，与巴彦呼舒镇区河南片区

紧邻。规划用地面积为 85.02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11.19%。 

二类工业用地：主要布置在二组团和三组团内，规划用地面积为 

312.21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41.08%。 

（5）物流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布置在一组团内，主要以物流产业为主，规划用地

面积为 5.68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0.75%。 

（6）公用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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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主要包括供应设施用地、环境设施用地和安全设施用地。

规划用地面积为 20.16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2.65%。 

供应设施用地：主要包括供水厂、变电所等。供水厂位于霍林河

南岸，园区北侧；变电所在原变电所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供应设施规

划用地面积 3.48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0.46%。 

环境设施用地：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和垃圾转运设施。污水处理

厂布置在园区东南部，环境卫生设施规划用地面积 15.67 公顷，占

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2.06%。 

安全设施用地：在园区中心位置规划消防站一座，保证园区消防

安全。（见图 1-3   西日道卜产业园区规划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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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西日道卜产业园规划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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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区道路交通规划 

1、路网结构 

规划园区道路形成“三横四纵”的主干路网结构，三横： 甲一路、 

甲二路、 甲三路； 四纵： 乙一街、 乙二街、 乙三街、 乙六街。 

2、道路等级 

规划园区道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三个等级。主干路设计车

速为 40-60 公里/小时；次干路设计车速为 40公里/小时；支路设计车

速为 30公里/小时。西日道卜产业园道路规划情况见表 1-3。 

3、规划道路指标 

园区规划道路总长约 38.762km，规划总用地面积 147.09 公顷，

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19.35%。城市道路用地规划用地面积为 143.80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18.92%。交通枢纽用地主要是客运站及公

交枢纽，规划用地面积 0.9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的 0.12%。交通场站

用地主要包括公交场站、停车场等，规划用地面积为 0.6 公顷，占总

建设用地的 0.08%。其他交通设施用地规划用地面积为 1.79 公顷，占

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0.24%。 

 

 

 

 



 

17    

                 西日道卜产业园道路规划一览表         表 1-3 

编号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m) 
路长(m) 断面形式 

车行道宽

度(m) 
干道性质 

1 甲一路 60 2647 三块板 28 交通性 

2 甲二路 60 3629 三块板 28 交通性 

3 甲三路 60 2727 三块板 28 交通性 

4 甲四路 20 2287 一块板 34 生产性 

5 甲五路 36 4787 一块板 28 交通性 

6 甲六东路 28 2696 一块板 20 生产性 

7 甲六西路 28 1045 一块板 20 生产性 

8 乙一街 60 1521 三块板 28 交通性 

9 乙二街 60 1874 三块板 28 交通性 

10 乙三路 60 3102 三块板 28 交通性 

11 乙四街 50 1210 一块板 34 交通性 

12 乙五街 40 1973 一块板 28 交通性 

13 乙六街 40 2137 一块板 28 生产性 

14 乙七街 28 1314 一块板 28 生产性 

15 乙八街 40 791 一块板 28 生产性 

16 乙十一街 28 1959 一块板 20 生产性 

17 乙十二街 40 1950 一块板 28 生产性 

18 乙十三街 28 740 一块板 20 生产性 

19 乙十四街 28 373 一块板 20 生产性 

合计   38762    

见图 1-4 西日道卜产业园道路系统规划及道路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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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西日道卜产业园道路系统规划及道路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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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地范围 

根据2017年9月，深圳市中投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提交的《科右中旗百

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年）》可知：项目用地总面

积为764.10hm2。详见规划范围坐标表1-4。 

       西日道卜产业园规划范围坐标表     表 1-4 

点号 X Y 点号 X Y 

1 4987925.93 41379305.00 8 4986868.04 41381557.23 

2 4987887.5 41379535.25 9 4986495.54 41381278.48 

3 4987910.66 41379748.89 10 4986015.54 41380839.09 

4 4988013.36 41379936.49 11 4985446.66 41380141.67 

5 4989390.91 41381252.79 12 4985230.86 41379797.59 

6 4989432.28 41381337.87 13 4984847.71 41379162.79 

7 4988319.65 41382369.72 14 4987390.36 41379194.15 

 

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该地区曾做过区域地质、水文地质调查、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察、

地质灾害调查等工作。主要有： 

1、1971 年，吉林省白城地区综合地质队提交了 1：20 万《前好立

保幅地质普查报告》； 

2、1973 年，吉林省地质局直属专业综合大队提交了《科右中旗幅》

1：20 万的区域地质测量报告； 

3、1991年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局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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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地矿局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岩石地层综合

区划及区域地层发育概况》。 

5、2001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院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

矿山环境地质调查报告》（1：200 万）。 

6、2003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院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

环境地质调查报告》（1：50 万）。 

7、2008 年 3 月，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提交

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 万）； 

8、2015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院提交了《内蒙古自治

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地质灾害调查报告》（1：5 万）； 

9、2017年，吉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交了《科右中旗百吉纳工

业循环经济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年）》； 

10、2017年9月，深圳市中投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提交了《科右中旗百

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30年）》 

以上成果是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主要参考资料。 

第三节  工作方法及完成的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根据拟建工程特点、建设场地范围内的地质环境条件和以往工作程

度，本次评估工作的方法是： 

1、资料收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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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作主要采用收集现有资料、地面调查及室内综合分析评估的

工作方法。 

调查前，在收集区内区域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地质、工程地质和

水文地质的基础上，又收集了项目所在区的交通、气象和水文等有关资

料，了解了区内地质环境条件等。 

2、野外调查 

野外调查手图采用1∶10000地形图做手图，地质调查点采用手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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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摄影，为室内报告编写提供

了翔实的野外资料。 

3、室内资料整理 

在综合分析研究已有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地理信息系统

与计算机技术等新技术、新方法，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编制图件及成果报告。具体工作程序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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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规划项目初步分析及现场踏勘

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分析 建设和规划项目工程分析

确定评估级别和评估范围

评估工作大纲或设计书编制

资料搜集现场调查

地质灾害类型确定及评估要素选取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

地质灾害防治对策和措施

结论与建议

提交评估报告或说明书

接受评估委托

 

图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工作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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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工作量 

2021年9月15日我公司与甲方签定协议后，立即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

行野外踏勘和资料的收集工作，并于2021年9月17日开展了野外调查工

作，9月23日—10月20日进行室内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工作量详见表

1—5）。 

实 物 工 作 量 一 览 表           表 1—5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调查区面积 km
2
 8  

调查路线长度 km 12  

调查点 个 60  

照  片 张 70 实  摄 

第四节  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该工程为

面状工程，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特点和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按区内地

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对拟建工程的影响程度，确定征地范围作为评估

范围，评估面积为 7.64km2。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1、建设项目重要性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建设用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标准，西日道卜产业园，属重要建设项目。 



 

24    

2、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1）区域地质背景：区域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 0.05g,地质构造复杂程度为简单。 

（2）地形地貌：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简单，相对高差小

于 5m。 

（3）地层岩性和岩土工程地质性质：评估区岩性岩相变化小，岩

土体结构简单，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4）地质构造：评估区内无断裂构造，地质构造简单。 

（5）水文地质条件：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为基岩裂隙水，属于单层

含水层，水位年际变化小于 5m，水文地质条件好。 

（6）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危害小。 

（7）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人类活动较强烈，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中等。 

3、评估级别确定 

西日道卜产业园属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

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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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分析

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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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分析表     表 1—6 

项    目 条      件 分析结果 

项目类型 1)  次重要建设项目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

度 

1、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简单，建

设场地附近无全新世活动断裂，地

震基本烈度Ⅵ度，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 0.05g 

2、地形简单，地貌类型为冲洪积

平原； 

3、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工程

地质性质较好； 

4、评估区地质构造简单； 

5、水文地质条件较好； 

6、地质灾害不发育； 

7、人类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

的影响、破坏较严重 

中等 

评估级别  一  级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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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灾种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

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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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一、区域地层 

区域地层出露地层主要有古生界二叠系；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

新生界新近系、第四系等，现将地层出露情况从老到新综述如下： 

（一）古生界 

1、二叠系下统大石寨组（P1ds
∧） 

大石寨组为区内发育最老的地层，零星出露岩性为灰黑色火山碎屑

沉积岩和火山岩，以中酸性熔岩和凝灰岩为主，局部为粗粒岩屑砂岩、

硬砂岩、板岩、石英长石砂岩，厚度 3348m。与上覆哲斯组为整合接触。 

2、二叠系上统林西组（P2l） 

本组仅出露在科右中旗西北部西老头山一带。林西组为内陆湖泊相

沉积。岩性以砂、粉砂岩、泥质粉砂岩、板岩为代表，构成砂泥质细碎

屑建造。地层厚度 1471m.本组与下伏地层为整合过渡关系。 

（二）中生界 

1、侏罗系中统红旗组（J1h） 

出露在布敦化一带，面积约 18km2。下部以灰白色砾岩夹薄层砂岩

为主，上部为砂岩、粉砂岩、泥岩夹数层可采煤，厚度为 730.5m。与

下伏二叠系呈断层和不整合接触。 

2、侏罗系上统满克头鄂博组（J3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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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克头鄂博组地层主要出露在西北部，岩性以中酸性火山碎屑岩、

火山熔岩为主。底部为凝灰角砾岩、砾岩夹含砾粗砂岩，下部为中酸性

熔岩及含角砾晶屑凝灰岩；中部为酸性、中酸性角砾凝灰岩或安山凝灰

岩，个别地区夹灰岩透统体；上部为酸性、中酸性含角砾晶屑凝灰岩、

凝灰熔岩等。厚度大于 2198.3m。与下伏二叠系呈断层和不整合接触。 

3、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J3mn） 

分布于中部与突泉县交界一带，岩性为灰色、灰绿色安山岩、粗安

岩、英安岩、中性凝灰岩夹凝灰质砂岩、沉凝灰岩。与上覆地层白音高

老组和下伏地层满克头鄂博组整合接触。 

4、侏罗系上统白音高老组（J3b） 

分布于西北部广大区域，岩性为灰绿、灰色酸性凝灰岩、凝灰熔岩

夹凝灰岩，中、细凝灰质砂岩、粉砂岩，纯硅质岩，夹薄层安山岩、中

酸性凝灰熔岩、凝灰岩等。该组同上覆白垩系梅勒图组成角度不整合接

触关系。 

5、白垩系下统梅勒图组（K1m） 

本组地层零星出露，底部：为灰绿色中性、中酸性凝灰角砾岩，凝

灰岩；下部为灰绿、灰黑、辉石玄武岩、拉斑玄武岩、安山岩夹少量中

酸性凝灰熔岩；中部为棕褐色褐黑色安山质含角砾岩屑晶屑凝灰熔岩夹

少量灰绿色中酸性凝灰熔岩、凝灰岩；上部为黄灰、灰绿色酸、中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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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角砾岩屑晶屑凝灰岩、凝灰岩夹泥质粉砂岩透镜体。厚度 697.1—

961.5m，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三）新生界第四系（Q） 

第四系在广泛发育。沉积了厚 10—60 余米的重叠式冰碛层，与此

同时，在南部广大平原区则沉积了厚达百米的河流相堆积物，而近代薄

层冲积物沿河谷漫布。此外，区内风沙盛行，漫覆于其它地层之上。现

由老至新地表可见地层分述如下： 

1、更新统镇西组（Qp3z） 

分布在冲积平原东北部。组成岩性为浅黄色、灰白色砂砾石、砾卵

石、卵石，间夹灰黄色粉土、粉质粘土薄层或透镜体。据有关资料砾石、

砾卵石占 50—70%，粒径一般 0.5—2cm，大者可达 20cm。厚度 2.8

—20.4m，与顾乡屯组地层呈相变过渡关系。 

2、上更新统顾乡屯组（Qp3g
al） 

分布于工作区的西部和东南部，岩性上部为淡黄色黄土状粉土，具

垂直节理、大孔隙发育，显见钙质结核及钙质菌丝；下部为黄白色粉细

砂、细砂，质地纯净、结构松散。总厚度 6—17.5m。 

3、全新统冲积层（Qhal） 

呈条带状沿霍林河河谷分布，具有双层结构。表层岩性为薄层状灰

黑色粉土、粉质粘土，下部为灰白、灰黄、灰黑色砂、砂砾石层，厚度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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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新统风积层（Qheol） 

分布在东南部。主要岩性为浅黄色、黄白色粉细砂、细砂，磨圆、

分选较好，成份以石英为主。具斜交层理，表层多已土壤化。厚度 3.0

—10m。 

二、区域地质构造 

科右中旗区域构造运动具有西强东弱的特点，断裂发育，侵入岩在

工作区中部较发育。燕山运动使侏罗系及以前地层发生了断裂，喜玛拉

雅期本区表现为地壳的缓慢升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质构造现象。在

区内分布的主要构造体系有东西向构造体系、新华夏系构造体系及由前

两者部分成分在中生代以来不断作用形成的向东南突出的科右中旗弧

形构造。 

在东西向构造体系中主要为贺根山—西乌旗—科右中旗褶断带，该

褶断带西起阿尔善宝力格，向东经朝克乌拉、贺根山、松根敖拉、白音

敖拉、西乌旗、罕乌拉、再向东过赤峰市巴颜呼舒、黑依哈达，一直到

科右中旗。东西长约 450km，南北宽约 30km。在区域主要以孟恩套力

盖—牤牛海东西向逆冲断层为代表，该断层出露长约 50 Km，它控制了

华力西晚期孟恩套力盖黑云母斜长花岗岩的侵入，向东被松辽盆地覆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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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夏系构造体系在工作区内均有分布，该构造体系是区内最新且

表现最强烈的构造体系。由燕山期杜尔基岩体、敖兰敖日格岩体、下二

叠统及中生界褶皱、压性断裂及其同次序的张性、扭性断裂组成。 

科右中旗弧形构造主要分布在中部巴彦呼舒南侧—布敦花一带。它

是东西向构造体系到中生代时与新华夏系同时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向东

南凸出的弧形构造。分布的主要向斜为呼和哈达—布敦花向斜，断裂主

要有草格吐～查顺化断层、霍林河断裂等。 

三、区域地壳稳定性 

根据《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15）1：400 万》、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局部修订的全文 2016 年版】》

评估区所属设计地震分组第三组，抗震设防烈度Ⅵ度，设计基本地震加

速度值为 0.05g。 

评估区属于地质构造相对稳定区域。无活动性断裂带通过，场地相

对较稳定。 

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科右中旗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丰富，

雨热同期。春季干旱风大，气温回升快，降水增多；夏季温热，雨水集

中；秋季凉爽短促，霜冻频繁，降水较夏季明显减少；冬季寒冷漫长，

雨雪稀少。极端最高气温 40.3℃，极端最低气温-35.7℃；年降水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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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布差异不大，多年平均降水量 389.3mm，最大降水量 660.0mm，

最小降水量 231.5mm；日最大降雨量 87.8mm，小时最大降雨量 40.0mm，

十分钟最大降雨量 21.4mm。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2930.0 小时，光照充

足，年日照百分率为 67%，多年平均冻土深度 114cm。 

二、水文 

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水资源丰富，境内有河流 21 条，大、小泡沼 

78 个，山泉 67 眼。主要河流有霍林河、坤都冷河、敦德乌苏河、东

哲里木河、解生图河、朝尔图河、乌力吉木仁河、塔拉布拉克郭勒、大

额木特河、海力金忙哈河等。 

（1）河流 

1、霍林河：霍林河属嫩江水系，松花江流域，发源于扎鲁特旗特

格音罕山西北麓，向北流至霍林郭勒市的珠斯化以下，折向东南流，经

扎鲁特旗、科右中旗、通榆县，流入郭尔罗斯前旗查干淖尔之后注入嫩

江，全长 590km。旗境内长 258km，流域面积 6919.55km2，河道比降 

4.66‰，河床宽 100—300m，年平均径流量 9000 万 m3，平均流量 

2.58m3/s，一般年份，5—10 月份平均流量 10m3/s，6—8 月份平均流

量 20m3/s，主要支流有坤都冷河、敦德乌苏河、东哲理木河、解生图

河和朝尔吐河等。 

2、大额木特河：洮儿河一级支流，源起于科尔沁右翼中旗骆驼砬

子山东（太和乡合宝村六道沟），流向东南部，经查干登吉又在三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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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 公里处入突泉县境，经三家子在浩勒包下又入科尔沁右翼中旗、

经拉拉屯、白音哈达，在兴隆屯南 0.5 公里处入突泉县境温家屯成为

无尾河，平均流量 0.5m3/s，汛期最大流量 200m3/s。河床平均宽 16m，

全长 84.30km，流域面积 2935.38km 2，河道平均比降为 6.41‰。大

额木特河在境内主要支流有海力金忙哈河。 

评估区区域水系属嫩江水系，评估区区内无常年性地表水体发育，

只有在雨季降水形成短暂洪流，降雨量集中且时间短，大多以面流的形

式排出区外，少部分降水则汇集于评估区低洼地带，形成临时积水洼地。 

第三节  地形地貌 

一、地形 

评估区地形平坦，最高点位于评估区东北部，海拔标高 245.67m；

最低点位于评估区西南部，海拔标高 239.74m，最大高差 5.93m，地形

坡度小于 5°。 

二、地貌 

根据评估区所处位置和地貌形态特征，地貌单元确定为冲洪积平

原，地形较为平坦，地形坡度小于 5°，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

冲积层，地表植被较发育。（见照片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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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七：冲洪积平原               照片八：冲洪积平原 

第四节  地层岩性 

评估区地层较简单，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更新统冲积层（Qpal）

及侏罗系凝灰岩(J)。叙述如下： 

一、第四系更新统冲积层（Qpal） 

评估区地表出露地层为第四系更新统冲积层，地层岩性主要由细

砂、粉土、粉质粘土及下部的砂卵砾石组成，第四系地层总厚度

10-20m。 

二、侏罗系凝灰岩(J) 

该地层未出露，上部被第四系更新统冲积层覆盖，凝灰岩呈黄

色，分布连续，岩石的组织结构大部分已破坏，矿物成分显著变化，

节理裂隙发育，岩体破碎，岩芯呈 2～20cm 碎块状。矿物成份以石

英、火山灰为主，锤击声哑，无回弹，易击碎，可见最大层厚6.40m。 

第五节  地质构造 

一、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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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评估区所处区域大地构造单元

的位置：一级构造单元为兴安地槽褶皱系（Ⅲ），二级构造单元为喜桂

图旗中华力西地槽褶皱带（Ⅲ3），三级构造单元为海拉尔坳陷（Ⅲ3
3）。 

评估区内未发现有活动性断裂通过，地质构造平缓，处在区域相对

稳定地段，地质构造简单。评估区内断裂及褶皱构造不发育，地质构造

属于简单类型。 

第六节  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一、岩土体类型 

根据评估区地层岩性特征、岩土体结构类型、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及

工程地质特征，将岩土体类型划分为砂土和硬质岩两种类型。 

1、砂土   

第四系更新统冲积层（Qpl）细砂、砾石。 

2、硬质岩 

侏罗系凝灰岩(J)。 

二、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 

1、砂土 

为更新统冲积层，岩性主要为细砂，偶含砂砾石，砂土地基承载力

基本容许值（fao）在 160-180kpa 左右，其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2、硬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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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岩性为侏罗系凝灰岩。黄色，岩石的组织结构大部分已破坏，

矿物成分显著变化，节理裂隙发育，岩体破碎，岩芯呈 2～20cm 碎块

状，全风化岩石抗压强度一般为 400kPa。 

第七节  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评估区地下水含水层岩性为第四系更新统砂砾石层及侏罗系凝灰

岩,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水量丰富，埋藏深度较浅，一般小于 12m，

分布整个评估区。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评估区地下水的赋存条件与分布规律，主要受地质构造、岩性、地

貌等诸因素的控制和影响，根据地下水赋存条件、含水岩类及水力特性

将评估区内的地下水划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及基岩裂隙水。 

（一）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岩性为第四系更新统细砂,以潜水为

主，单井涌水量 1000—3000 m3/d，水化学类型为 HCO3 —Ca、Mg 、Na 

型，矿化度 0.25—0.54g/L，水质良好。 

（二）基岩裂隙水 

该套地层裂隙发育深度一般为 20—30m，岩性较破碎，迳流条件好，

有利于地下水的排泄而不利于地下水的蓄集,故地下水较为贫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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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井涌水量<100m3/d，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Mg 型水，矿化度 0.27

—0.34g/L，水质良好。 

三、地下水开采与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地下水的补给和径流是地下水形成的主要因素，其补径排条件受气

候、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控制。 

大气降水为区内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直

接接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而基岩裂隙水接受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的入渗不给。降水排泄于地形低洼处径流，径流条件中等，为地下水的

补给径流区。地下水的流向总体与地形一致。 

第八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评估区周边多为农牧业活动，周边分布有公路、

输电线路及城镇等。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关于关于科右中旗百

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项目用地不压覆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及矿业权

核实情况的说明，工业园区内无采矿权及探矿权分布。（见附件：关于

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不压覆矿权查询批复）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周边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已有已建企业、工业

建筑、道路及农牧业活动。目前，园区现有入驻企业 15户。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变电站工程，输变电线，及道路工程。 

综上所述，评估区内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见照片 

九-照片十二及卫星影像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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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九：道路                   照片十：已入住企业 

  

照片十一：输电线路         照片十二：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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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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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目前，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已入驻

企业 15家，部分道路工程已完成。 

1、现状入驻企业 

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现已入驻企

业 15 家，企业主要分布于评估区东部，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

较开阔、平缓，沟谷不发育，已入驻企业地面建设工程主要为办公楼及

车间，其中办公楼基础埋深为小于 5米，车间基础埋深为 3-5 米，建设

过程中未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质灾害不发育。 

2、园区现状道路 

园区内部分道路已建设完成，根据野外调查，柏油路 24.93 公里，

形成“三横四纵”七条现状主要道路，园区道路沿地形平坦开阔， 无

高陡边坡，沟谷不发育，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不发

育。 

3、评估区其他区域 

评估区地貌为冲洪积平原，坡度一般为 3～5°，无高陡临空面，

未见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根据现场调查，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崩塌、

滑坡地质灾害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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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内沟谷不发育，据访问，评估区内未发生过泥石流地质灾害。

现状条件下，泥石流地质灾害不发育。 

评估区内现状条件下无大型集中供水水源地，不存在地面沉降地质

灾害。评估区内无采矿权设置，无地下采矿活动，不存在地面塌陷、地

裂缝地质灾害。根据收集资料及现场调查，评估区现状条件下不存在地

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缝地质灾害。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 

第二节  现状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评估区内不存在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

沉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 

 

 

 

 

 

 

 



 

41    

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第一节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

预测评估 

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位于科右中

旗巴彦呼舒镇中心城区南侧，园区布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及道路

等。根据评估区工程建设特点、地质环境条件，对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地

质灾害危险性预测如下： 

一、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位于园区中部，主要为行政办公用

地、文化娱乐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用

地面积 9.04 公顷。 

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根据园区总体规划核心内

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根据已入驻企业分析，建筑物结构为砖混结构，

地基开挖深度小于 5m，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进行基础开挖，基础施工

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小，危险性小。 

2、商业服务业设施 



 

42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位于园区中部，设置超市、小型商场、旅馆设

施等，规划用地面积 9.57 公顷。 

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根据园区总体规划核心内

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根据已入驻企业分析，建筑物结构为砖混结构，

地基开挖深度小于 5m，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进行基础开挖，基础施工

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小，危险性小。 

3、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分为一类、二类用地，一类工业用地主要布置在一组团内，

规划用地面积为 85.02 公顷，二类工业用地主要布置在二组团和三组

团内，规划用地面积为 312.21 公顷。 

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根据园区总体规划核心内

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根据已入驻企业分析，建筑物结构为砖混结构及

轻钢结构，地基开挖深度小于 5m，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进行基础开挖，

基础施工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4、物流仓储 

物流仓储用地布置在一组团内，主要以物流产业为主，规划用地面

积为 5.6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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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根据园区总体规划核心内

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根据已入驻企业分析，建筑物结构为砖混结构及

轻钢结构，地基开挖深度小于 5m，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进行基础开挖，

基础施工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5、公用设施 

公用设施用地主要包括供应设施用地、环境设施用地和安全设施用

地。供应设施用地：主要包括供水厂、变电所等。供应设施规划用地面

积 3.48 公顷，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 0.46%。环境设施用地：主要包括

污水处理厂和垃圾转运设施。污水处理厂布置在园区东南部，环境卫生

设施规划用地面积 15.67 公顷。安全设施用地：在园区中心位置规划

消防站一座，保证园区消防安全。 

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根据园区总体规划核心内

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根据已入驻企业分析，建筑物结构为砖混结构，

地基开挖深度小于 5m，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进行基础开挖，基础施工

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小，危险性小。 

6、园区道路 

规划园区道路形成“三横四纵”的主干路网结构，三横： 甲一路、 

甲二路、 甲三路； 四纵： 乙一街、 乙二街、 乙三街、 乙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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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规划道路地貌多为冲洪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挖方深度较小，

因此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评估区沟谷不发育，工程建设产生的松散堆积物较少，引发泥石流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工程建设没有地下采矿活动，没有集

中抽排地下水，引发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的可能性小，危险性

小。 

二、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评估区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地质灾害不发育，危险性小；因此，工程建设加剧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第二节 工程建设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的

预测评估 

评估区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

裂缝地质灾害不发育，危险性小；预测评估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

险性小。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预测评估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或加剧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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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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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经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认为，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质灾害不发育，危险性小。预测评估工程

建设中、建成后引发或加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预测评估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危险性小。 

综合评估认为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面积7.64km2，占评

估区面积的100%，预测评估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险性

小。见表5-1。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分区说明表            表 5-1 

危险性分区 位置 面积（km
2
） 灾害类型 占评估区面积百分比（%） 

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区 
评估区 7.64 — 100 

第二节  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估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易程度和防治效益，对评估区建设场

地的适宜性进行评估。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中等，工程建设引发、

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

处理，做为建设场地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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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位于兴安

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境内，行政区划隶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管辖,项

目用总面积为 764.10 hm2。 

二、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道卜产业园)属重要建

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确定其工程建设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等级为一级。该工程为面状工程，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特点和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征地范围作为评估范围，评估面积为 7.64km2。 

三、现状评估：评估区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地裂缝地质灾害不发育，危险性小。 

四、预测评估：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或加剧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建设工程自

身可能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五、综合评估认为：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面积 7.64km2，

占评估区面积的 100%，作为建设场地适宜。 

六、本报告结论只适用于科右中旗百吉纳工业循环经济园区(西日

道卜产业园)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不涉及其它内容，不能替代相关勘

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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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列入负面清单的建设项目，需单独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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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高速公路、二级以上公路、高架路、隧道工程、输变电工程、

油气管道等）；③航空建设工程、特大桥工程、港口码头；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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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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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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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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