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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任务由来

2009年 3月 31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

于设立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示范区的通知》（鄂府函【2009】65号）

同意建立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示范区。

2015年 5月 28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建立独贵塔拉工业园区的批复》（鄂府发【2015】94号）同意

建立独贵塔拉工业园区。

2021年 4月 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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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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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依法设立的各类开发区、新区和其他有条

件的区域由政府根据区域条件统一开展区域评估工作，提高地质灾害

防治能力。

2021年 8月 6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开

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共分为两个园区，

即新能源产业园和独贵塔拉产业园。

2021年 9月 30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以

《关于鄂尔多斯市开发区管理机构设置的批复》（内机编委发【2021】

27号）设置中共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12月委托河北华

勘资环勘测有限公司与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四有限公司

对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项目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面积 35.2661km2，包含新能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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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和独贵塔拉产业园，其中独贵塔拉产业园又分为南区和北区。新

能源产业园规划面积 8.7064km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规划面积

12.9432km2，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规划面积 13.6165km2。相对位

置关系见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规划图。

鄂尔多斯杭锦旗经济开发区规划位置图

二、评估工作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394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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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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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 9月）；

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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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鄂尔多斯独贵塔拉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5-2030）；

8、鄂尔多斯独贵塔拉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9、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示范区新兴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1年 4

月）；

10、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示范区新兴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2年 4月）；

11、《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经济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合同

书》；

12、相关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察规范、规程。

三、主要任务与要求

（一）任务

1、充分收集评估区及其周边地区以往的气象、水文、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区域地质等资料，调查并阐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

2、基本查明入驻企业数量、规模、面积、建筑物特征、基础埋深

情况及查明评估区地质灾害类型、分布范围、规模、发育特征和诱发

因素，对其危害程度和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

3、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及工程特点对杭锦经济开发区建设过

程中或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以及本工程建设与

运行过程中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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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结果以及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危

险性、损失大小进行综合分段评估，并对本工程建设场地的适宜性做

出评价，提出具体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

（二）要求

通过评估工作，初步查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分布发

育特征，为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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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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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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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0112-2021）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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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中要

求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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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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地理位置及交通

1、地理位置

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为“一区二园”，为新能源产业园

和独贵塔拉产业园，行政区划分别隶属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

独贵塔拉镇管辖。独贵塔拉产业园又分为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和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各园区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见表 1-1

表1-1 地理坐标一览表

序号 地块 东经 北纬 四至范围
面积

（km2）

1 新能源产

业园

108°43′43″～

108°45′40″
39°46′18″～

39°48′42″

东至支七路，

南至纬十一

路，西至经二

路，北至锡尼

镇城区

8.7064

2
独贵塔拉

产业园

（南区）

108°28′22″～

108°30′51″
40°00′12″～

40°03′09″

东至泰二路，

南至锦十路，

西至泰五路，

北至锦四路

12.9432

3
独贵塔拉

产业园

（北区）

108°52′26″～

108°58′30″
40°27′00″～

40°28′42″

东至杭五路，

南至锦四路，

西至景观大

道，北至工业

大道

13.6165

4 合计 35.2661

2、交通

杭锦旗杭锦经济开发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境内，鄂尔

多斯市地处黄河与万里长城的环抱之中，"三面黄河一面城"。东、西、

北三面临河，在河"几"字形湾内，南接长城，东、南、西与晋、陕、

宁接壤，北与呼和浩特、包头市隔河相望构成“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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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园位于杭锦旗锡尼镇区南侧，是杭锦旗政府所在地，

109国道位于园区北侧，西至鄂托克旗，东与东胜区；S215穿沙公路

南北贯穿镇区及园区，北至独贵塔拉镇，南至乌审旗；荣乌高速连接

线，向东与荣乌高速相连，完善了园区的对外交通系统；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距独贵塔拉镇 20公里，紧靠包兰铁路、

京藏高速公路、110国道、沿黄一级公路等国家主干线，距包兰铁路

乌拉山火车站 10公里，距塔然高勒煤田 50公里，位于穿沙公路东 3

公里和阳巴线南 5公里处；距包头机场 100公里，距鄂尔多斯机场

200公里。规划从乌锡铁路线上引进一条铁路专用线东西横贯项目区

中部，并规划在项目区东设有铁路编组站场；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距锡尼镇 28公里，南区现状外围交通道

路主要有两条：西侧为南北向穿沙公路，东侧为南北向 S215公路。南

区距在建乌锡铁路锡尼镇站约 25公里，规划修建铁路专用线。交通位

置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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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评估区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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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概况

（一）规划面积

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 35.2661km2

（其中新能源产业园规划用地面积 8.7064km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规划用地面积 12.9432km2，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规划用地

13.6165km2）。

1、新能源产业园

新能源产业园位于杭锦旗锡尼镇区南侧，规划用地面积为 8.7064

km2，其中：城镇集中建设区 5.2175 km2；城镇弹性发展区 2.3944km2；

特别用途区 1.0945km2。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面积 12.9432km2。其中：城镇集中建设区

7.6481km2；城镇弹性发展区 4.5935km2；特别用途区 0.7016 km2。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面积 13.6165km2。其中：城镇集中建设区

6.2491km2；城镇弹性发展区 6.6421km2；特别用途区 0.7253km2。

（二）规划定位

1、新能源产业园

（1）功能定位

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园是以发展国家鼓励的新能源与新光源为主导

的鄂尔多斯市级工业园区，是锡尼镇规划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接

鄂尔多斯市乃至内蒙古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基地。

（2）产业定位

在国家能源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以市场为导向，利用杭锦旗的煤

炭、电力、硅等资源优势，发展国家鼓励的新能源与新光源主导产业，

相应发展与新能源和新光源产业相配套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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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和生制药产业），并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

业。

2、独贵塔拉工业园

独贵塔拉工业园是自治区规划建设的 22个重点园区和产业集中区

之一，也是自治区重点推进的“双百亿”工业园区。独贵塔拉工业园区

按照“一园两区”设置，“两区”分别为北项目区和南项目区，两区直

线距离约 50公里。

（1）功能定位

独贵塔拉工业园以重点发展循环经济理念的煤化工产业为主的工业

园区，是独贵塔拉镇重要组成部分，是鄂尔多斯市乃至内蒙古范围内的

产业转移承接地。

（2）产业定位

园区以煤炭资源的高效、清洁、高附加值利用为目标，以煤气化技

术为核心，以新型煤化工技术为支撑，以大型煤化工项目为载体，以煤

炭分质全方位综合利用为手段，采用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通过产

业内的纵向延伸和项目间的横向联合，实现煤炭资源的深度、合理、高

效利用，构筑独具特色的新型能源产品、合成材料、精细化工产品群；

并与南项目区北侧的盐化工相互结合利用，形成化工产业链。

（三）用地布局规划

1、新能源产业园

根据新能源园区产业发展规划，新能源装备制造区位于园区西部地

块；新光源装备制造区位于园区东侧；园区北侧距镇区较近且交通条件

较好的位置，布置污染较轻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中小企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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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新能源产业园用地布局规划图

2、独贵塔拉工业园

结合园区地形、地质条件以及目前的土地利用现状，综合考虑规划

工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要求、环境保护需要等因素，进

行科学的空间布局规划。

规划确定园区空间形态为“一园、两区、多组团”的空间布局形态，

并通过穿沙公路

将两园区相连。

■一园：指整个独贵塔拉工业园区；

■两区：指北项目区及南项目区两个园区；

■多组团：指南北两个园区内的各功能组团

独贵塔拉工业园按照一园两区设置，位于独贵塔拉镇的北区规划面

积为 13.6165km2；位于西北沟的南区规划面积为 12.9432km2。两园区

主要以煤化工及下游产品和煤制精细化学品为主。根据园区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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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北项目区分为管理服务区、产业区及物流仓储区三个功能区。见图

1-3、1-4。

图 1-3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产业用地布局规划图

图 1-4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产业用地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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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地规划

1、新能源产业园

规划园区绿地总面积 5.9811km2，其中公园绿地 1.6426 km2，占绿

地总面积的 27.5%；规划在有污染的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之间设置绿化

隔离带，并沿高压走廊形成防护绿地，防护绿地 4.3385 km2，占绿地总

面积的 74.8％。

2、独贵塔拉产业园

规划在园区外围及产业组团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规划防护绿地面

积为 9.166 km2。

（五）现入驻企业情况

1、新能源产业园

根据园区提供的资料，目前入驻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21项，主要有

天然气液化、生物质发电、化工以及配套供水供电等项目。见表 1-5、

照片 1-1、1-2。

表1-5 新能源产业园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占地面积

km2
基础类别

1 源丰24兆瓦生物质发电项目 能源 0.2195

主要为独

立柱和条

形基础，

基础挖深

2～5m

2 万瑞日处理130万立方米天然气

液化项目
能源 0.0752

3 新圣日处理73.5万立方米天然气

液化项目
能源 0.0969

4 兴圣日处理200万立方米天然气

液化项目
能源 0.17.47

5 亨东60万立方米天然气液化项目 能源 0.12.89

6 苏里格玻纤无碱玻璃球、耐碱玻

璃球项目
化工 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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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圆综合利用环保市政砖项目 环保 0.1227

8 内蒙古万瑞天然气提氦项目 能源 0.0867

9 内蒙古兴圣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BOG提氦项目
化工 0.0102

10
杭锦旗聚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二

期50万吨清洁型炼焦热回收热电

联产循环利用项目

能源 0.1800

11
鄂尔多斯市盖昇元天然气有限责

任公司（锡尼镇CNG加气站）项

目
能源 0.0625

12
鄂尔多斯市山拓羊绒制品有限公

司羊绒加工项目
农产品加工 0.0540

13
杭锦旗劲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食

品加工项目
食品加工 0.1942

14 库布其酒业搬迁及升级改造工程 食品加工 0.0571

15
鄂尔多斯市世珍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年生产2400吨清香型白酒产能

搬迁技术改造项目
食品加工 0.03.33

16 中小企业基地 商业 0.6701

17 中凯生态园 农业 0.0533

18 绿梁甘草 农业 0.1172

19 中盛光电 电力 0.3768

20 凯龙水务 水利 0.04

21 云开热电 电力 0.0897

合计 2.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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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1 新能源产业园现状建筑物

照片1-2 新能源产业园现状建筑物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根据园区提供的资料，目前入驻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已建项目

12项。主要以精细化工为主，衍生其他化学品加工、物流等项目。见

表 1-6，照片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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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占地面积

km2 基础类别

1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20
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

化工 2.1466

桩基础、

天然地基

或人工地

基，基础

挖深2～
5m

2 杭锦旗峰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南项目

区峰泰物流项目
物流 0.0267

3 内蒙古安德力化工有限公司30万吨精

细化学品系列产品项目
化工 0.1400

4 内蒙古伊泰宁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50
万吨/年费托烷烃精细分离项目

化工 0.1333

5 内蒙古华乾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
万吨费托蜡深加工项目

化工 0.0065

6 内蒙古乾烃蜡业科技有限公司4万吨费

托蜡深加工项目
化工 0.0065

7 内蒙古久昌化工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费

托蜡深加工项目
化工 0.1039

8 内蒙古金博特石蜡生产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费托蜡深加工项目
化工 0.0172

9 杭锦旗汇通物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停

车场项目
物流 0.0172

10 鄂尔多斯市联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40
万吨/年食品级二氧化碳回收项目

化工 0.0693

11
内蒙古伊诺新材料有限公司2万吨

/年高碳醇产业化示范项目
化工 0.1369

12 恒瑞新科 0.0436

合计 2.8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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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3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现状建筑物

照片1-4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现状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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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根据园区提供的资料，目前入驻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已建项目

12项。主要为化工项目。见表 1-7，照片 1-5。

表1-7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占地面积

km2

基础类

别

1
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年产60万吨合成氨/104万吨尿

素项目

化工 0.9749

用独立柱

、筏板或

桩基础，

基础挖深

2～5m

2 液化空气（鄂尔多斯）有限公司工

业气体项目
化工 0.2590

3 杭锦旗亿嘉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项目
市政 0.0381

4 鄂尔多斯市国泰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40万吨甲醇项目
化工 0.7050

5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 电力 0.0495

6 杭锦旗万泰特种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气体销售生产项目
化工 0.0389

7
鄂尔多斯市金泰通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年产32万吨煤焦油深加工项

目

化工 0.2116

8 内蒙古华洲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8000
药物中间体项目

制药 0.1988

9 锦鑫商贸 商业 0.0199

10 消防特勤站 消防 0.0050

11
亿利沙漠生物质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能源 0.0651

12 亿利火炬 化工 0.0254

合计 2.5912 --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1996659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1996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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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5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现状建筑物

（六）园区道路交通

1、新能源产业园

（1）对外交通规划：

①S215穿沙公路：现状 S215穿沙公路南北贯穿镇区及园区，北至

独贵塔拉镇，南至乌审旗。规划对 S215穿沙公路锡尼镇镇区及园区路

段进行改线，从现状镇区外围设计环路与园区外环路相接，形成与

S215穿沙公路在镇区及园区外围相连的道路系统，原线路城区内路段

作为城市道路使用。

②109国道：位于园区北侧，西至鄂托克旗，东与东胜区相连。规

划逐步提高公路等级、改造完善公路设施，满足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③荣乌高速连接线：向东与荣乌高速相连，完善了园区的对外交通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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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规划远期在园区东侧修建乌锡铁路，并在锡尼镇镇区东侧设置客

货两用站场，为园区的货运流通提供高效的服务。

（2）园区交通道路建设

根据新能源产业园园区道路规划，现已建成通车道路有经三路、经

四路，纬四路～纬六路，一环路，纬九路、纬十路等其他支路，已铺设

道路长度约 19.97km，面积约 0.0717km2。

新能源产业园交通方便。

表1-8 新能源产业园已建道路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园区内长度（km）

1 经三路 4.41

2 经四路 2.50

3 纬四路 0.65

4 纬五路 1.53

5 纬六路 1.43

纬七路 1.16

6 纬九路 1.68

7 纬十路 1.62

8 一环路 1.15

9 支一路 0.64

10 支二路 0.70

11 支三路 0.38

支四路 0.38

12 其他支路 1.74

合计 19.97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1)对外交通规划

规划范围内四周均有良好的对外交通出入口，分别为东侧的乌锡铁

路、北侧包兰铁路、110 国道、京藏高速公路以及南北向的拟建 S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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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及穿沙公路。

①沿黄一级公路及阳巴公路：规划逐步提高公路等级、改造完善公

路设施，满足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②规划在园区内部修建铁路支线，与园区东侧乌锡铁路相连，为园

区的货运流通提供高效的服务。

(2)园区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根据园区道路规划，现已建成通车道路有锦泰工业大道、锦四路、

锦六路、伊泰路、泰五路等其他支路，已铺设道路长度约 24.57km，面

积约 0.797km2。

表1- 9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已建道路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园区内长度（km）

1 锦泰工业大道 4.81

2 锦六路 3.05

3 锦七路 2.15

4 锦四路 4.93

5 泰四路 3.61

6 伊泰路 2.07

7 泰五路 2.98

8 其他支路 0.97

合计 24.57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1)对外交通规划

规划范围内四周均有良好的对外交通出入口，分别为东侧的乌锡铁

路、北侧包兰铁路、110 国道、京藏高速公路以及南北向的拟建 S215

省道及穿沙公路。

①规划南项目区引线：规划在南项目区东侧规划引线与 S215相连。

②规划在园区内部修建铁路支线，与园区东侧乌锡铁路相连，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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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货运流通提供高效的服务。

(2)园区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根据园区道路规划，现已建成通车道路有工业大道、泛海路、万达

路、宏达路、淄博路、锦三路等其他支路，已铺设道路长度约 31.28km，

面积约 1.0762km2。

表1-10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已建道路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园区内长度（km）

1 工业大道 8.89

2 泛海路 3.66

3 万达路 3.01

4 锦三路 4.37

5 宏达路 2.08

6 淄博路 2.36

7 杭一路 1.30

8 杭二路 1.30

9 杭三路 1.30

10 杭四路 1.71

11 杭五路 1.30

合计 31.28

（七）基础及结构形式

1、新能源产业园

根据搜集的地质勘察资料及现场调查，查明新能源产业园部分已建

项目的基础及结构形式。已建项目大多为工业厂房和工业生产配套设施，

园区未来拟建设同类项目，仍采用独立柱和条形基础，基础挖深 2～5m。

经过调查访问，已建成企业工程建设中未引发过崩塌、滑坡、不稳定边

坡等地质灾害。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根据园区提供的资料，已建项目主要为工业厂房、办公楼等配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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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园区未来拟建设同类项目，仍采用桩基础、天然地基或人工地基，

基础挖深 2～5m。经过调查访问，已建成企业工程建设中未引发过崩塌、

滑坡、不稳定边坡等地质灾害。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根据园区提供的资料，已项目多为工业厂房，均采用独立柱基础；

配套建筑基础采用筏板基础、桩基础，挖深 2～5m；园区未来拟建设同

类项目，仍采用独立柱、筏板或桩基础，基础挖深 2～5m。经过调查访

问，已建成企业工程建设中未引发过崩塌、滑坡、不稳定边坡等地质灾

害。

三、规划用地范围

鄂尔多斯市杭锦经济开发园区项目属于已有城市开发区建设。规划

用地总面积为 35.2661m2，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为“一区二

园”，二园分别为新能源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又

划分为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和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工业园区项目部分已进行建设，本次评估主要目

的为全面梳理评估区域内现状存在和预测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种类及规

模，为建设同类项目提供相关依据。

1、新能源产业园

本次划定新能源产业园面积 8.7064km2。评估区位于杭锦旗锡尼镇

南侧，东至支七路，南至纬十一路，西至经二路，北至锡尼镇城区。新

能源产业园于 2009年开始建设，建设时间较早，供水、供电、供热设

施完备，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已建设完毕。

新能源产业园规划净水厂一座，位于镇区西北部，远期设计处理规

模为 40万立方米/天。供水厂占地约 2.1公顷。水源来自拉日善地表水

水源及黄河水，原水处理后需达到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

中所给出各项生活饮用水水质常规检验项目的限值。黄河净水厂的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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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配水厂清水池，经泵站二次加压、消毒后，供给园区的用户。

污水处理近期利用镇区综合污水处理厂，处理园区各企业排放的生

产污水和生活污水；中、远期在园区西北部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处理

能力为 2万立方米/天，远期根据需要适时扩容。

新能源产业园区内供电的电压等级分为 110千伏、35千伏、10千

伏。业主用电负荷在 40兆瓦以上时，原则上采用 110千伏电压供电，

其余的则以 35千伏或 10千伏电压供电。110千伏电力线路根据用户的

具体需要设置，并沿道路绿化隔离带架空敷设；110千伏用户厂址选择

应考虑 110千伏电线的引入通道。35千伏及 10千伏电力线路，在园区

内全部沿规划的管架以电缆排架的形式敷设。

规划在园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内建设邮政支局 1座。

园区电话需求量约 2万门。规划在园区建设电话模块局 1座，通信

接入点均为杭锦旗电信支局，支局占地面积为 3000平方米。

园区已建和在建的热电站均为热电联产，可以承担园区工业用汽和

采暖用热。

规划新能源产业园公园绿地 164.26hm2，占绿地总面积的 27.5%；

在有污染的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并沿高压走廊形

成防护绿地；规划防护绿地面积 433.85 hm2，占绿地总面积的 74.8％。

项目区范围、面积及拐点坐标（附表 1）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本次划定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园区面积 12.9432km2。评估区位于杭

锦旗独贵塔拉镇西南敖楞乌素，东至泰二路，南至锦十路，西至泰五路，

北至锦四路。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规划总用水量 44万立方米/日。规划在伊

泰项目区内建立一个配水厂，由锦泰工业大道接入水源。配水厂总供水

能力需按 50万立方米/日设计；建设一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包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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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污水处理及回用和清净废水处理及回用两套工序，实现废水的分质处

理。

产业园的用电负荷和地区电力规划，电源拟为附近的 220kV永兴

变电站，由该变电站供 220kV双回路电源进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根据电话量预测结果及通信现状，本园区电信规划在园区管理服务

中心内建邮政局一所、电信局一所。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拟在精细化油品和化肥项目分别配套建设

热电站。规划在园区外围及产业组团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

项目区范围、面积及拐点坐标（附表 2）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本次划定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园区面积 13.6165km2。评估区位于独

贵塔拉镇北部，东至杭五路，南至锦四路，西至景观大道，北至工业大

道。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规划总用水量 95万立方米/日。项目区规

划建设一座净水厂，位于项目区东侧，净水厂总产水能力按 100万立方

米/日设计；建设一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包括高盐污水处理及回用

和清净废水处理及回用两套工序，实现废水的分质处理。

工业园区的用电负荷和地区电力规划，电源拟为附近的锦泰 220kV

变电站供 220kV双回路电源进入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根据电话量预测结果及通信现状，本园区电信规划在项目区园区管

理服务中心内各建邮政局、建设电信局各一所

北项目区规划 1个热电中心，在东区建设一个热电中心，东区煤制

天然气项目的热电中心为本项目集中供热，西区供热各企业自行供热。

规划在园区外围及产业组团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

项目区范围、面积及拐点坐标（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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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项目区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作研究成果包括：

1、1979年 3月，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测量队编制的 1：20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矿产报告（杭锦旗幅 J-49-I》；

2、1982年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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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92年由内蒙古一 O四水文地质地质队提交的《伊克昭盟水文

地质图册》；

4、2018年 1月，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完成的

《杭锦旗地下水资源勘查与区划报告》

5、2006年 12月，鄂尔多斯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鄂尔多斯市地

质灾害防治规划》；

6、2014年，杭锦旗国土资源局提交的《杭锦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14-2020年）》；

7、鄂尔多斯杭锦旗液化天然气项目地质勘察报告（2008年 5月），

乌海市华威工程地质勘察设计院；

8、杭锦旗有机食品加工园区详细勘察报告（2010年），鄂尔多斯

市宏图建筑设计院有限有限责任公司；

9、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乙二醇项目勘察报告（2012年 5

月），内蒙古万和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10、内蒙古安德力化工有限公司地质勘察报告（详勘）（2016年 12

月），中化呼和浩特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11、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0万吨/年精细化学品项目锅

炉系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查阶段）2013年 11月，中冀兵北工

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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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经济开发区洪水影响区域评估报告

（2021年 12月），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13、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40万吨煤制甲醇项目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2021年 8月），鄂尔多斯市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14、鄂尔多斯蒙发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白酒项目建设工

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说明书（2020年 7月），内蒙古锟禹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上述成果为本次评估工作的主要基础地质资料。

第三节 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1、我公司于 2021年 12月接受了该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任务

后，充分收集了该地区内水文、气象、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自然地理、地震及杭锦经济开发区各园区总体规划资料等有关资料，详

见表 1-6。

2、根据杭锦经济开发区建设规模和地质环境条件确定了评估区范

围、评估级别。

3、野外地质灾害调查从 2021年 12月 2日开始，12月 4日结束，

采用 1：10000地形图作底图，进行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调查，对重点

区域进行详细调查，调查区域内以线路穿越方法进行调查。

4、在调查点采用 GPS定位，对特殊地质、水文地质、地貌点进行

了描述和摄影记录。

5、综合分析研究现有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情况，按《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工作程序，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

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最终做出评估结论。

6、完成报告编写，图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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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主要资料收集一览表

序

号
收集资料名称 编制/提交单位

时间

（评审、发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图（杭锦

旗幅J-49-I)1:20万

内蒙古自治区

地质局区域地

质测量队

1979年

2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
内蒙古自治区

地质矿产局 1982年

3 伊克昭盟水文地质图册
内蒙古一0四水

文地质地质队
1992

4 鄂尔多斯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鄂尔多斯市国

土资源局 2006年12月

5 杭锦旗地下水资源勘查与区划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

第五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院
2018年1月

6 杭锦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4-
2020年）

杭锦旗国土资

源局 2014年

7 鄂尔多斯杭锦旗液化天然气项目地

质勘察报告

乌海市华威工

程地质勘察设

计院
2008年5月

8 杭锦旗有机食品加工园区详细勘察

报告

鄂尔多斯市宏

图建筑设计院

有限有限责任

公司

2010年

9 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乙二

醇项目勘察报告

内蒙古万和工

程勘察有限责

任公司
2012年5月

10 内蒙古安德力化工有限公司地质勘

察报告

中化呼和浩特

地质工程勘察

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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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20
万吨/年精细化学品项目锅炉系统岩

土工程勘察报告

中冀兵北工程

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2013年11月

12 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经济开发区

洪水影响区域评估报告

水利部牧区水

利科学研究所
2021年12月

13
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40万吨煤制甲醇项目水资源论

证报告书

鄂尔多斯市国

泰化工有限公

司

2021年8月

14
鄂尔多斯蒙发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年产300吨白酒项目建设工程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说明书

内蒙古锟禹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2020年7月

二、工作量完成情况

通过野外调查工作，基本查明了项目区内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

貌特征和地质灾害点，查明了项目区现状条件下地质环境条件。完成实

物工作量见表 1-12。

表1-12 完成工作量一览表

工作内容 单位 工作量

收集资料 份 14

调查面积 km2 38.57

调查路线长度 km 20

地质调查点 个 257

照片 张 375

录像 秒 1926

第四节 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

根据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工业园区项目地质环境条件、项目建设方式

以及项目布置的实际情况和项目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等因素，

确定将规划范围做为评估区范围，评估区总面积35.2661km2（其中新能

源产业园8.7064km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12.9432km2；独贵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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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北区）13.6165km2）。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1、建设项目的重要性

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项目用地面积 35.2661km2。根据《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该项目工程类别为城市和

村镇规划区，建设项目重要性划分为“重要建设项目”。

2、评估区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新能源产业园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场地及附近无全新世活动断

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地形简单，地势起伏较平缓，地表标

高在+1433～+1394m，相对高差 39m，地形坡度小于 8°，地貌类型单

一；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质较差～良好；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为单层含水层，水位年际

变化小于 5m，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人类工程活

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即新能源产业园区地质环

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场地及附近无全

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0.20g；地形简单，地势起

伏不大，地表标高在+1267～+1236m，相对高差 31m，地形坡度小于

8°，地貌类型单一；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

质较差～良好；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单层含水

层，水位年际变化小于 5m，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

区内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即独贵塔拉

产业园（南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场地及附近无全

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0g；地形简单，地势起伏不大，

地表标高在+1115～+1094m m，相对高差 21m，地形坡度小于 8°，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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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类型单一；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质较

差～良好；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单层含水层，

水位年际变化小于 5m，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人

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即独贵塔拉产业

园（北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分析见表 1-13。

表 1-13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分析表

园区

名称
分析项目 条 件 分析结果

新能

源产

业园

地

质

环

境

条

件

复

杂

程

度

区域地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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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
简单

中等

地形地貌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小于50m，地貌类

型单一
简单

地层岩性和岩

土工程地质性

质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

工程地质性质较差～良好
中等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分布，

裂隙发育
简单

水文地质条件
单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化小于5m，水

文地质条件良好
简单

地质灾害及不

良地质现象
不发育，危害小 简单

人类活动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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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

园区

名称
分析项目 条 件 分析结果

独贵

塔拉

产业

园

（南

区）

地

质

环

境

条

件

复

杂

程

度

区域地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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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Ⅷ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0.20 g
中等

中等

地形地貌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小于50m，地貌类

型单一
简单

地层岩性和岩

土工程地质性

质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

工程地质性质较差～良好
中等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分布，

裂隙发育
简单

水文地质条件
单含水层，水位年际变化小于5m，水文

地质条件较差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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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不

良地质现象
不发育，危害小 简单

人类活动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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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

园区

名称
分析项目 条 件 分析结果

独贵

塔拉

产业

园

（北

区）

地

质

环

境

条

件

复

杂

程

度

区域地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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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20g
中等

中等

地形地貌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小于50m，地貌类

型单一
简单

地层岩性和岩

土工程地质性

质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

工程地质性质较差～良好
中等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分布，

裂隙发育
简单

水文地质条件
单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化小于5m，水

文地质条件良好
简单

地质灾害及不

良地质现象
不发育，危害小 简单

人类活动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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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

建设项目重要性 开发区建设
重要建设项

目

评估级别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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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精神

一级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分级表”中的规定以及内蒙古自然资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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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

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综合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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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0112-2021)和评估区地

质环境背景、评估区建设规划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与项目

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评估的地质灾害灾种包括崩塌、滑坡、泥石

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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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一、区域地质构造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划分评估区一级构造单元为华

北地台，二级构造单元为鄂尔多斯台坳，三级构造单元为东胜凸起。

评估区地处东胜凸起，自中元古代以后，一直处于上升隆起阶段，至

晚石炭世方又开始下降接受沉积。隆起区基底起伏较大，次一级构造

明显。大致在中生代开始出现分化，自北而南出现次一级的凸起和凹

陷。如乌兰格尔凸起、杭锦旗凹陷和伊金霍洛旗凸起。其中，乌兰格

尔凸起北部地表及井下均出露有前震旦系，向上依次为石炭系、二叠

系、三叠系、侁罗系、臼坚系超覆于所以老地层之上。凸起区，前三

叠系埋深为 1500—1600m；凹陷区，埋深为 2600m。

二、区域地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CJ-49-I杭锦旗幅）1:20万区域地质报告》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有中生界臼坚白垩系下统伊金霍洛组和东胜组，新

生界第四系全新统（见表 2-1)。

表2-1 杭锦旗区域地层表

界 系 统 组 段 代号 岩性与分布

新生

界

第四

系

全新

统
Qh

零星分布在杭锦旗，岩性

为桔黄、黄色中细粒砂，

淡黄色含砾石层；上部为

灰黑色淤泥，含结晶碱，

盐及芒硝，偶见淡水螺残

骸，下部灰白色细-粗砂

层。厚度大于10m。整合

于白垩系砂岩之上。

中生

界

白垩

系
下统

东胜

组

第一

岩段
K1d1

地层岩性为暗紫、紫红、

紫灰色含砾中粗粒砂岩、

钙质中细粒砂岩。颗粒直

径在2-0.35mm，其中砂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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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要大于50%，结构稳

定，主要含硅、钙和氧化

铁，大部分是由石英和长

石组成，厚度约57m。
伊金

霍洛

组

第三

岩段
K1y3

分布于杭锦旗北侧，岩性

以紫红色、灰紫色中细粒

，中粗粒砾岩为主，局部

含砾；厚度大于300m。

片麻

岩组

第二

岩段
K1y2

分布于杭锦旗北侧，上部

砖红、黄色、黄绿色中粒

长石砂岩夹灰色钙质长石

石英砂岩、粉砂质泥岩，

局部并夹钙质砂砾岩透镜

体和钙质结核；中部黄绿

色含砾中粒长石砂岩，局

部夹粉红色薄层状粉砂质

泥岩、钙质含砾砂岩透镜

体。下部杏黄色、黄绿色

含砾粗砂岩、中粗粒砂岩

，局部夹砾石、细砂岩及

泥岩团块，厚度约140m
三、岩浆岩

该区域未见岩浆岩出露。

综上，评估区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

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杭锦旗属于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常年干旱少雨，冬季漫长而寒冷，

夏季温和而短促。春秋气温变化剧烈，春季风沙天气多，气候干燥，

蒸发量大，日照充足。

杭锦旗气温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多年平均气温分布变化为 8～

5.5℃。1月平均气温-18.0℃，极端最低气温为-32.1℃；7月平均气温

为 27.5℃，极端最高气温为 38.7℃。全年无霜期为 122～144d。

杭锦旗年降水量少，地区分布不均，年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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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旗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214.4mm，其中，西部巴拉贡镇巴音恩格尔地

区最少，为 140.2mm，中部锡尼镇降水量为 292.2mm，东南部阿门其

日格年降水量为 352.5mm。降水集中在 6～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63～68%，由于降水年际变率大，多数时间处于干旱状态。

杭锦旗年平均日照时数 3129.5h，年日照百分率为 73%。全旗年

日照时数的地域分布自西北向东南递减，为 3300～3040h。在牧草和

农作物生长季节（4～9月份），平均日照时数为 911～1014h，光能资

源丰富。

杭锦旗历年平均蒸发量为 1690mm，年蒸发量的地域分布变化范

围在 1380～2000mm。干旱指数为 7.88，反映了该地区干旱、少雨、

蒸发量较大的气候特点。

多年平均风速 4.1m/s，西部盛行西风，东南部盛行东南风，冬春

两季为大风季节，且携沙量大，最大风速 24.3m/s，风力强，沙尘天气

多，每年沙暴日数在 21~55d之间。风速地域分布自西北向东南递增，

年大风日数自北向南、自西向东递增。

二、水文

杭锦旗属于黄河流域，境内有黄河、摩林河两大水系，境内较大

的河流有巴拉贡沟、毛不拉孔兑沟、摩林河、陶赖沟等 11条。与各园

区有关的河流叙述如下：

1、新能源产业园

新能源产业园区内无地表河流，陶赖沟从评估区东约 2.0km流经。

陶赖沟发源于杭锦旗东南梁地阿尔斯楞图苏木的油房梁，向西北汇入

盐海子凹地，主沟长 83.8km，流域面积 905.2km2。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沙拉沟沟长 47.54km，流域面积约 40.64km2，为季节性河流，从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东部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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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内无地表河流，距离黄河南岸 5.8km，

毛不拉孔兑沟从评估区东约 3.0km 流经。黄河在杭锦旗境内长为

242.6km。黄河环绕杭锦旗西、北方向，西起三盛公水利枢纽上游

10km，东至毛不拉孔兑沟入黄口，河道多弯曲，河床变迁大，河宽

1～3km，封河期 90～120d。黄河是当地的主要水源。

图2-1杭锦旗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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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形地貌

一、地形

杭锦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北部，地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

新能源产业园海拔高度+1433～+1394m之间，最高点位于园区南

东部范围内，最低点位于园区北西部范围内，最大相对高差 39m。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海拔高度+1267～+1236m之间，最高点

位于园区南部范围内，最低点位于园区北东部范围内，最大相对高差

31m。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海拔高度+1115～+1094m之间，最高点

位于园区南部范围内，最低点位于园区北部范围内，最大相对高差

21m。

二、地貌

评估区地貌受岩性、地质构造及气候因素的影响，按其形态可划

分为：高平原（Ⅰ），黄河冲积平原（Ⅱ），现各园区分述如下：

1、新能源产业园

评估区地貌类型属高平原地貌（Ⅰ），微地貌属丘陵顶部台地地形

及丘陵平缓斜坡地形，地形起伏较平缓，新能源产业园由南东向北西

倾斜，地面有牧草生长，植被覆盖率一般 70～80%。岩性主要由白垩

系下统伊金霍洛组（K1y3）砂岩组成，上覆第四系全新统风积（Qheol）

细砂、粉细砂。见照片 2-1。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评估区地貌类型属高平原地貌（Ⅰ），微地貌属丘陵顶部台地地形

及丘陵平缓斜坡地形，区域开阔，地形起伏不大，独贵塔拉产业园

（南区）由南向北东倾斜，地面有牧草生长，植被覆盖率一般 70～

80%。岩性主要由白垩系下统伊金霍洛组（K1y3）泥质砂岩，上覆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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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全新统风积（Q4eol）细砂、粉细砂。见照片 2-2。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评估区地貌类型为黄河冲积平原（Ⅱ），其所处区域位于鄂尔多

斯高原中北部—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交汇地带黄河南岸，区域

地势南高北低，微地貌属于鄂尔多斯台地黄河南岸（右岸）库布齐

沙漠北缘的风积沙地，地形较为平坦，地势较为开阔，地表下数十

米以内主要由第四系风积（Qheol）、（Qhal+pl）冲洪积砂土等组成。见

照片2-3。

照片2-1 新能源产业园区地形地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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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2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地形地貌照片

照片2-3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地形地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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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层岩性

据相关地质资料及实地踏勘，评估区内出露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

风积（Qheol）、冲洪积土层（Qhal+pl）和白垩系下统砂岩层（K1y3），按

园区由老到新描述如下：

一、新能源产业园

1、白垩系下统伊金霍洛组（K1y3）

岩性上部为棕红色、黄绿色砂岩，全风化～强风化，中密～密实，

稍湿～湿，物质成份为石英、长石及高岭土，泥质～钙质胶结，散

体～块状结构，矿物风化蚀变显著，风化裂隙发育，裂隙多为张裂隙，

裂隙面多为粘性土充填，揭露厚度为 7.1～15.1m。该层在场区均有分

布。

2、第四系全新统风积层（Qheol）

岩性为细砂，黄色，松散～稍密，稍湿，主要矿物成份为石英和

长石，含少量砾石。层厚为 0.8～4.8m，此层在评估区西南部分布。

综上所述，新能源产业园岩性岩相变化小。

二、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1、白垩系下统伊金霍洛组（K1y3）

岩性泥质砂岩，上部为棕红色、局部夹青灰色薄层或团块，全风

化～中风化，泥质胶结，胶结差～一般，散体状～层状结构，风化裂

隙一般发育。层厚为 0.50～26.20m；下部为灰绿色，中风化，风化裂

隙一般发育，矿物成分基本未变，在节理面可见次生矿物，粒状、泥

质结构，层状构造，胶结较差，较完整，主要由细砂组成，含少量粘

土矿物。最大揭露厚度 11.00m；中部夹褐红色泥岩，中风化，风化裂

隙一般发育，矿物成分基本未变，在节理面可见次生矿物，泥质结构，

层状构造，胶结较好，较完整，主要有粘土矿物组成。厚度 0.6～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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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层在场区均有分布。

2、第四系全新统风积层（Qheol）

粉细砂：黄色，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少量云母，局部夹

少量植物根系。稍湿，松散～稍密状态，层厚为 0.70～7.20m。该层在

场区均有分布。

综上所述，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岩性岩相变化较小。

三、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1、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Qhal+pl）

分布在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全区分布，岩性上部为褐色～黄

褐色粉土，以长石、石英为主要成分，厚度 0.30～1.80m。粉土中包含

有少量的钙质结核及白色条纹。分布在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中部

和西部；下部为黄褐色细砂、粗砂，粗砂厚度为 0.30～2.50m，细砂向

下绵延数十米；中部粉质粘土夹层 0.60～1.70m。主要成分为长石、石

英。

2、第四系全新统风积层（Qheol）

岩性粉砂，黄褐色，以长石、石英为主要成分稍湿、松散～稍密

状态。本层厚度 0.30～5.10m。分布在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中部和

西部

综上所述，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岩性岩相变化小。

四、岩浆岩

评估区内各园区未见岩浆岩出露。

第五节 地质构造及地震

一、评估区地质构造

1、新能源产业园

评估区区域属鄂尔多斯高原，场地地层揭露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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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积层和朱罗系风化砂岩层。无任何的控制性断裂及新构造运动存在，

构造行迹仅表现为孔隙、裂隙，属稳定地块单元。

新能源产业园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评估区地形平坦，微有波状起伏，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地质构

造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地壳升降运动，褶皱与断裂构造均不发育。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

发育。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评估区地质构造单元为华北板块北部鄂尔多斯台地的中北部。该

地区以垂直升降运动为主要特点的新构造运动发育，上覆第四系沉积

物较厚，下覆白垩系地层发育，远离大断裂和较大的构造发育区。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

发育。

二、区域地壳稳定性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1、新能源产业园

评估区所处锡尼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为区域地壳相对稳定区。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评估区所处伊和乌素苏木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反应谱特征

周期为 0.40s，地震基本烈度Ⅵ度，为区域地壳相对稳定区；所处独贵

塔拉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0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地震基

本烈度为Ⅷ度，为区域地壳相对较稳定区。故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为地壳相对稳定～较稳定区。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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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所处独贵塔拉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0g，反应谱特征周

期为 0.35s，独贵塔拉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为区域地壳相对较稳定区。

表2-2 各园区地震动参数表

评估区
所属

行政区划

地震动峰

值

加速度

反应谱

特征周期

地震基本

烈度

新能源产业园

区
锡尼镇 0.05g 0.45s Ⅵ

独贵塔拉产业

园（南区）

独贵塔拉镇 0.20 0.35 Ⅷ

伊和乌素苏

木
0.05 0.40 Ⅵ

独贵塔拉产业

园（北区）
独贵塔拉镇 0.20 0.35 Ⅷ

第六节 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一、岩土体类型及工程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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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类型划分为较硬岩、较软岩、砂土和碎石土四种类型。现分园区描

述如下：

（一）新能源产业园

1、较硬岩

较硬岩岩性为棕红色、黄绿色砂岩。

2、砂土

砂土岩性为第四系全新统（Q4eol）黄色细砂，厚度一般 0.80～

4.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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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1、极软岩

极软岩岩性棕红色、灰绿色泥质砂岩；褐红色泥岩。

2、砂土

砂土岩性为第四系全新统（Q4eol）黄色粉细砂，厚度一般 0.70～

7.20m。

（三）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1、砂土

砂土岩性为第四系全新统（Q4al+pl）黄褐色粉土，厚度一般 0.30～

1.80m ；黄褐色-灰绿色粉质粘土厚度 0.60～1.70m；第四系全新统

（Q4eol）粉砂，厚度 0.30～5.10m。

2、碎石土

碎石土岩性第四系全新统（Q4al+pl）黄褐色细砂、粗砂，细砂厚度

0.40-16.0m，粗砂厚度 0.30～2.50m。

二、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一）新能源产业园

1、极软岩

棕红色、黄绿色砂岩，揭露层厚度一般 0.80～7.30m，其饱和单轴

抗压强度 1.08～2.84Mpa，软化系数大于 0.5，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良

好。

2、砂土

砂土岩性为第四系全新统（Qheol）黄色细砂，厚度一般 0.80～

4.80m。地层结构较松散，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140Kpa，岩土体工程

地质性质较差。

综上所述，新能源产业园剔除表层风积沙土外，评估区岩土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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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特征值 140～240KPa，分布较稳定，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

质条件较差～良好。

（二）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1、极软岩

极软岩岩性棕红色、灰绿色泥质砂岩；褐红色泥岩。其饱和单轴

抗压强度 1.08～2.84Mpa，软化系数大于 0.5，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200～650Kpa，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2、砂土

砂土岩性为第四系全新统（Qheol）黄色粉细砂，厚度一般 0.70～

7.20m。地层结构较松散，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120Kpa，其工程地质

条件较差。

综上所述，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评估区岩土体承载力特征值

120～650KPa，分布较稳定，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条件较

差～良好。

（三）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1、砂土

砂土岩性为第四系全新统（Qhal+pl）黄褐色粉土，地基承载力特征

值 fak=160Kpa；黄褐色-灰绿色粉质粘土厚度 0.60～1.70m，地基承载

力特征值 fak=200Kpa；第四系全新统（Qheol）粉砂，属于新近风积土，

成分单一，土质松散，物理、力学性质极不均匀，强度比较低，工程

性质较差，自重固结作用尚未完成，属于不良地基土。建议施工时挖

除或进行地基处理。

2、碎石土

碎石土岩性第四系全新统（Qhal+pl）黄褐色细砂、粗砂。细砂层位

稳定且厚度较大，低压缩性，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160～220Kpa；

粗砂为密实状态，强度高，地基土分布连续，变化较大，地基承载力



40

特征值 fak=220Kpa。

综上所述，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剔除表层风积沙外，评估区

岩土体承载力特征值 160～220KPa，分布较稳定，岩土体结构较简单，

工程地质条件较差～良好。

第七节 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杭锦旗地下水按含水层岩性及赋存条件可分为碎屑岩类孔隙、裂

隙水和松散岩类孔隙水。各园区介绍如下：

1、新能源产业园

根据含水层岩性特征，结合地下水赋存条件和水力学特征，评估

区地下水为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潜水。

该含水层主要为白垩系砂岩。评估区工程勘察过程中最大钻进深

度 15.20m，未发现地下水。由于受沉积环境影响及地下水补、迳、排

条件限制，不同地段富水性及水位埋深条件差异很大。该区含水层富

水性较弱，水量较贫乏，单井涌水量小于 50m3/d。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根据含水层岩性特征，结合地下水赋存条件和水力学特征，评估

区地下水为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潜水、承压水。

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潜水含水层为白垩系砂岩层，勘察期间对地

下水水位进行了量测，地下水水位埋深为 12.47～15.93m。

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承压水由巨厚的白垩系砂岩组成，水量丰富，

单井涌水量大于 1000m3/d，局部粒度变细，泥钙质成份增多，水量贫

弱，单井涌水量小于 100m3/d。

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根据含水层岩性特征，结合地下水赋存条件和水力学特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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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下水为松散岩类孔隙潜水。

该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冲洪积细砂、粉砂层。含水层厚度 5～30m，

水位埋深 0.5～5.0m，水量中等，单井涌水量 270～300 m3/d。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新能源产业园区内地下水类型为 HCO3- Na型水，矿化度＜1.0L/g，

水位波动范围一般为 0.8～1.2m，水位受季节性变化影响较大。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地下水类型为 HCO3-Cl-Na型水，矿化

度＜1.0L/g，主要受场地附件地表水系及周围地形的影响，根据水文

地质资料，场地内地下水水位年变化幅度一般 1.0～2.0m。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地下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Na型水，

矿化度＜1.0L/g，水位常年变化不大。

三、地下水开采与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新能源产业园地势相对平坦，第四系广泛分布，大气降水是评估

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大气降水通过孔隙渗入补给地下水，受地

形影响地下水由南相北形成地下径流；地下水的排泄以地下径流为主，

其次为少量的人工开采。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上部为第四系风积细砂，该区地下水主

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主要排泄方式为蒸发消耗和侧向径流补给。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位于黄河南岸冲积平原，地下水的主要

补给来源是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农田灌溉水（黄河）的回渗补给和南

部沙漠地区沙漠潜水的侧向径流补给；主要的排泄方式是地下水蒸发

和地下径流排泄。其中黄河水与地下水存在密切的相互补排关系。

综上所述，新能源产业园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独贵塔拉产业园

（南区）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水文地质条件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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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鄂尔多斯市杭锦经济开发园区项目属于城市和村镇规划区建设。

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35.2661km2，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为

“一区二园”，二园分别为新能源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独贵塔拉

产业园又细分为南区和北区。

1、新能源产业园现已入驻天然气、生物质发电、化工等项目等

21项。已建成企业占地面积 2.5396km2，已铺设道路长度 19.97km，

约 0.0717 km2，建成区占全区面积的 30%；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出具的《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园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及矿业权核实情况的函》（内地调压【2021】908号），

新能源产业园范围内未压覆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无在期有限矿业权

设置单元。

新能源产业园区内主要为园区生产、基础开挖等园区建设活动，

无采矿工程活动，无地下水开采等其它人类工程活动。人类活动较强

烈，对地质环境影响、破坏较严重。

照片2- 4 新能源产业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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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5 新能源产业园现状

2、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已建成投产项目包括内蒙古伊泰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20万吨精细化学品项目、空气产品（杭锦旗）有

限公司空分装置供气项目等 12项。已建成企业占地面积 2.8477km2，

已铺设道路长度 24.57km，约 0.7797 km2，建成区占全区面积的 28%；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出具的《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经

济开发区独贵塔拉产业园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及矿业权核实情况的函》

（内地调压【2021】907号），独贵塔拉产业园范围内未压覆已查明重

要矿产资源，无在期有限矿业权设置单元。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内主要为园区生产、基础开挖等园区建

设活动，无采矿工程活动，无地下水开采等其它人类工程活动。人类

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影响、破坏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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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6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现状

照片2-7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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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已建成投产项目有鄂尔多斯市亿鼎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合成氨/104万吨尿素项目、鄂尔多斯

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60万吨乙二醇项目、鄂尔多斯市金泰通石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32万吨煤焦油深加工项目等 10余项。已建成企业

占地面积 2.5912km2，已铺设道路长度 31.28km，约 1.0762 km2，建成

区占全区面积的 27%；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出具的《关于内

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经济开发区独贵塔拉产业园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及

矿业权核实情况的函》（内地调压【2021】907号），独贵塔拉产业园

范围内未压覆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无在期有限矿业权设置单元。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内主要为园区生产、基础开挖等园区建

设活动，无采矿工程活动，无地下水开采等其它人类工程活动。人类

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影响、破坏较严重。

照片2-8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60万吨乙二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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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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调查，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总面积为 35.2661km2。

其中新能源产业园规划用地面积 8.7064km2，地形地貌类型为高原地

貌，微地貌为丘陵，顶部台地地形及丘陵平缓斜坡地形；独贵塔拉产

业园（南区）规划用地面积 12.9432km2，地貌类型为高平原，微地貌

为微地貌属丘陵顶部台地地形及丘陵平缓斜坡地形；独贵塔拉产业园

（北区）规划用地面积 13.6165km2，地貌类型为黄河冲积平原，微地

貌属于鄂尔多斯台地黄河南岸（右岸）库布齐沙漠北缘的风积沙地。

以下按产业园区对地质灾害现状分别进行描述。

一、新能源产业园

新能源产业园地貌类型为高平原地貌，微地貌为丘陵，顶部台地

地形及丘陵平缓斜坡地形，地势较平缓。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无高

陡临空面，无人工切坡，经现场调查，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不存在

崩塌地质灾害。

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较差，水文地质条件良好，地表植被发育一

般，未见软弱夹层分布，经现场调查，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不存在

滑坡地质灾害。

评估区内地表起伏小，地形坡度及相对高差小，地表上覆为第四

系全新统地层和白垩系下统砂岩全风化层，其稳定性较好。松散堆积

物较少，评估区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常年干旱少雨，沟

谷不发育，历史上未发生过泥石流地质灾害，又无破坏地质环境的人

类工程活动，构不成产生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条件。经现场调查，现状

条件下不具备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条件。评估区内不存在泥石流地质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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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岩性为下部为砂岩，上覆第四系风积砂土，无软弱夹层；

区内无褶皱、断裂，节理裂隙较发育；评估区常年气候干燥，多风少

雨；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经现场调查，评估区内不存在不稳定斜坡

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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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内岩溶不发育，无采矿权设置，无地下采矿活动，不

存在岩溶塌陷、采空塌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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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采矿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

降地质灾害。

二、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为高平原地貌，微地貌为丘陵顶部台地

地形及丘陵平缓斜坡地形，地形较开阔，未见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不存在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较差～良好，水文地质条件良好，地表植被

发育一般，未见软弱夹层分布，经现场调查，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

不存在滑坡地质灾害。

评估区内地表起伏不大，地形坡度及相对高差较小，地表上覆为

第四系上风积层，其稳定性较好。松散堆积物较少，评估区属中温带

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常年干旱少雨，沟谷不发育，历史上未发生

过泥石流地质灾害，又无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构不成产生

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条件。经现场调查，现状条件下不具备泥石流地质

灾害的条件。评估区内不存在泥石流地质灾害。

评估区岩性为下部为泥质砂岩和泥岩，上覆第四系风积砂土，无

软弱夹层；区内无褶皱、断裂，节理裂隙较发育；评估区常年气候干

燥，多风少雨；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经现场调查，评估区内不存在

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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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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内岩溶不发育，无采矿权设置，无地下采矿活动，不

存在岩溶塌陷、采空塌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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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采矿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

降地质灾害。

三、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地貌类型为黄河冲积平原，微地貌属于

鄂尔多斯台地黄河南岸（右岸）库布齐沙漠北缘的风积沙地，地形较

为平坦，地势较为开阔。未见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现状条件下评估

区内不存在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评估区内地表起伏小，地形坡度及相对高差小，地表上覆为第四

系风积、冲洪积砂土层，松散堆积物较少，评估区气候干燥，多风少

雨，沟谷不发育，历史上未发生过泥石流地质灾害，又无破坏地质环

境的人类工程活动，构不成产生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条件。经现场调查，

现状条件下不具备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条件。评估区内不存在泥石流地

质灾害。

评估区岩性为下部为泥质砂岩和泥岩，上覆第四系风积砂土，无

软弱夹层；区内无褶皱、断裂，节理裂隙较发育；评估区常年气候干

燥，多风少雨；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经现场调查，评估区内不存在

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

经现场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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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岩溶塌陷、采空塌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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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采矿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

降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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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新能源产业园已建成的企业和道路现状条件下未发生过崩塌、滑

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

等地质灾害。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已建成的企业和道路现状条件下未发生

过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

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已建成的企业和道路现状条件下未发生

过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

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

第三节 现状评估结论

综合上所述，现状评估认为：

新能源产业园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

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不发育。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

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地质灾

害不发育。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

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地质灾

害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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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第一节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新能源产业园

评估区位于杭锦旗锡尼镇区南侧，面积为 8.7064km2。园区内已

建企业面积 2.5396km2，铺设道路面积 0.0717km2，建成区占评估区面

积的 30%。产业园主要修建工业厂房、车间及一些配套设施，厂房和

车间为条形基础，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基础埋深小于 5m，基础开

挖深度浅。类比区内入驻企业的建筑物基础埋深小于 5m，而且基础施

工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未来工程建设中引发崩塌、滑坡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新能源产业园区内沟谷不发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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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产业园区内工程建设无隧道及采空工程，无地下隐蔽工程，

在建设期间和建成后都不需要大规模抽取地下水，因此，工程建设引

发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新能源产业园地层岩性为上覆第四系人工堆积填土、风积细砂，

下覆白垩系砂岩。地表植被覆盖率一般。园区建设中基础开挖深度约

2～5m，类比已入驻企业基础开挖情况，开挖后形成的边坡坡高小于

10m，无流土无掉块，无坡面变形，开挖深度内无地下水出露。新能

源产业园不稳定斜坡弱发育。类比园区已建建构筑物基础开挖未发生

过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评估区基础开挖引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可

能性小，危险性小。

二、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

评估区位于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南敖楞乌素，距锡尼镇 26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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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12.9432km2。园区内已建企业面积 2.8477km2，铺设道路面积

0.7797 km2，建成区占评估区面积的 28%。产业园主要建设厂房、车

间及一些配套设施，厂房和物流车间为条形基础，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基础埋深小于 5m，基础开挖深度浅，类比区内入驻企业的建筑

物基础埋深小于 5m，而且基础施工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未

来工程建设中引发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

险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地形较开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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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区内无隧道及采空工程，无地下隐蔽工

程，在建设期间和建成后都不需要大规模抽取地下水，因此，工程建

设引发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面沉降地和地裂缝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地层岩性为上覆第四系人工堆积填土、

风积粉细砂，下覆白垩系泥质砂岩。地表植被覆盖率一般。园区建设

中基础开挖深度约 2～5m，类比已入驻企业基础开挖情况，开挖后形

成的边坡坡高小于 10m，无流土无掉块，无坡面变形，开挖深度内无

地下水出露。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不稳定斜坡弱发育。类比园区

已建建构筑物基础开挖未发生过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评估区基础开

挖引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三、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

评估区位于杭锦旗东北部，独贵塔拉镇东侧，黄河河道南岸，面

积为 13.6165km2。园区内已建企业面积 2.5912km2，铺设道路面积

1.0762km2，建成区占评估区面积的 27%。产业园主要建设厂房、车间

及一些配套设施，厂房和车间为独立柱基础，建筑物高度小于 24m，

基础埋深小于 5m，基础开挖深度浅，类比区内入驻企业的建筑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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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深小于 5m，而且基础施工完毕后会进行回填处理因此，未来工程建

设中引发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地形较开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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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区内工程建设无隧道及采空工程，无地

下隐蔽工程，在建设期间和建成后都不需要大规模抽取地下水，因此，

工程建设引发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面沉降地和地裂缝的可能性小，

危险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地层岩性为第四系风积细砂、冲洪积粉

土、细砂、粗砂及粉质粘土。地表植被覆盖率一般。评估区新构造运

动发育；评估区地下水埋深 0.5m～5.0m。园区建设中基础开挖深度约

2～5m，大多小于 5m，类比已入驻企业基础开挖情况，开挖后形成的

边坡无流土无掉块，无坡面变形。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不稳定斜

坡弱发育。类比园区已建建构筑物基础开挖未发生过不稳定斜坡地质

灾害，评估区基础开挖引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第二节 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通过实地调查，现状条件下，新能源产业园区域地质构造简单；

地形简单，地势起伏较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地质构造较简单；水

文地质条件良好；区内无采矿、地下水开采。评估区内崩塌、滑坡、

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地质

灾害不发育。园区内已建成建构筑物自身未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

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

因此，未来同类型工程建设自身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

危险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区域地质构造简单；地形简单，地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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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岩土体结构较简单；水文地质条件良好；区内无采矿、地下水开

采。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不发育。园区内已建成建构筑物自身

未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

降及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因此，未来同类型工程建设自身遭受已

存在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区域地质构造简单；地势开阔，区内无

褶皱、断裂，地质构造较简单；水文地质条件良好；区内无采矿、地

下水开采。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

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不发育。园区内已建成建构筑

物自身未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因此，未来同类型工程建设自身

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新能源产业园预测评估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塌、

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

坡的可能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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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预测评估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塌、

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

坡的可能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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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预测评估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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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

坡的可能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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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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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第一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1、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结果，充分考虑拟

建工程和评估区内已有建筑设施和人类活动；

2、以“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采用定性、定量分析法进行

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划分；

3、“以人为本”、以拟建工程为主要承灾对象的原则。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量化指标的确定

评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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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定量的方

法综合确定地质灾害规模、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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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影响程度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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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中等

取 0.67，损失小取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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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评估原则和方法，以及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量化指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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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区内地质灾害量化指标取值、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计算值见表 5-1。

表5-1 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计算结果表

地质灾

害类型
位置

面积
(km2)

发生地质

灾害的可

能性指数
B

工程影响

程度指数
C

损失指

数
S

地质灾害

危险性指

数W

危险性

等级

—

新能源产业园 8.7064 0.33 0.33 0.33 0.33 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

（南区）
12.9432 0.33 0.33 0.33 0.33 小

独贵塔拉产业园

（北区）
13.6165 0.33 0.33 0.33 0.33 小

合计 35.2661 小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在充分考虑评估

区地质环境条件差异和工程建设潜在地质灾害隐患分布范围、规模及

其危害程度的基础上，对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综合评估。

现状评估认为：新能源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和独贵

塔拉产业园（北区）现状条件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

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不发育.

预测评估认为：新能源产业园，面积 8.7064 km2，占评估区总面

积的 25%；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面积 12.9432 km2，占评估区总面

积的 37%；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13.6165 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38%。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和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

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的可能性小，危险性

小。

综合评估：新能源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北区）地

质灾害危险性指数W皆为0.33。故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

小区，面积35.2661 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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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见表 5-2。

表5-2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表

位置 面积（km2）

占本区总面

积百分比

（%）

占总评估区

总面积百分

比（%）

灾害

发育

危险性

等级

新能源产

业园

建成区 2.6113 30 7

弱
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

待建区 6.0951 70 18

合计 8.7064 100 25

独贵塔拉

产业园

（南区）

建成区 3.6274 28 10

待建区 9.3158 72 27

合计 12.9432 100 37

独贵塔拉

产业园

（北区）

建成区 3.6674 27 10

待建区 9.9491 73 28

合计 13.6165 100 38

总计 35.2661 -- 100

第三节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易程度和防治效益，对评估区适宜

性进行综合评估，将评估区作为杭锦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场地是适宜的，

各园区建设场地适宜性分级评估表见表 5-3。



58

表5-3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级评估表

位置 适宜性分级
地质灾害

危险性分区
灾害类型

面积

(km2)
占评估区总面积

百分比（%）

新能源产业园

适宜
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区
-

8.7064 25

独贵塔拉产业园

（南区）
12.9432 37

独贵塔拉产业园

（北区）
13.6165 38

合计 35.2661 100

第四节 防治措施

地质灾害的防治，应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以达到

保护地质环境、避免和减少灾害损失的目的。

一、防治分区

根据拟建工程具体情况，将灾害区段进行防治分区、分级，并按

防治级别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或建议。以评估区地质灾害易发程

度、规模、危险性为划分基础，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将评估区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区确定为一般防治区。

二、防治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目标是取得最佳的减灾效果，防治措施必须坚持以

人为本，防治为主的原则，各种防治技术相结合达到减灾的目的。

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特征及危害程度突出以下

防治措施：

1、严格按照设计及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2、基础施工和道路切坡中及时清理松散破碎岩土体，对边坡采取

相应的支护措施。

3、对工程建设中破坏原有地形地貌，地表环境的区域可采用生物

措施进行绿化，以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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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总体规划面积 35.2661km2，其中新能源产业园规划用地面积 8.7064km2，

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规划用地面积 12.9432km2，独贵塔拉产业园

（北区）规划用地面积 13.6165km2。

2、该工程为面状工程，结合杭锦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工程特征和地

质环境条件，确定将规划范围作为评估区范围，评估区总面积为

35.2661km2。

3、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经济开发区项目属于重要建设项目，评估

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复杂，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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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精神，确定评估级

别为一级。

4、现状评估：现状条件下，新能源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南

区）和独贵塔拉产业园（北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

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危害

程度小，危险性小。

5、预测评估：新能源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和独贵塔

拉产业园（北区）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和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

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及不稳定斜坡的可能性小，危

险性小。

6、综合评估：新能源产业园、独贵塔拉产业园（南区、北区）地

质灾害危险性指数W皆为0.33。故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面积35.2661 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100%。评估区作为杭锦经济开发

区的建设场地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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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为一般防治区。

8、本报告不替代建设工程和规划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的

评价工作。

二、建议

1、园区内新建项目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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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所列五类工程项目仍需

单独进行地质灾害评估。负面清单中包括以下四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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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高速公路、二级以上公路、高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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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评估区尤其需重点注意重化工项目和垃圾填埋场项目。

3、依据内自然资字【2021】104号文件关于区域评估成果更新的

规定，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 5年（2021年～2025年），期满后应及时

更新区域评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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