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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重要论

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

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为巴林左旗“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安排部署提供

科学依据。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地

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制定本规划。

本规划所指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

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

陷、地裂缝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规划内容主要包括调

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基层防灾能力建设体系等。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以 2021-2025 年为规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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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概况

（一）地理交通

赤峰市巴林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北部，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44′00″～119°48′00″，北纬

43°36′53″～44°48′42″。东与阿鲁科尔沁旗交界，西、

南与巴林右旗接壤，北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毗邻，东

西最宽 52km，南北最长 126km，全旗面积 6644km
2
，辖 11 个

乡镇苏木、2 个街道办事处。

巴林左旗处于省际大通道和集通铁路交通运输经济带，

集通铁路、省际大通道横贯东西，连接通辽、集宁、包头、

呼和浩特市等地。国道 303、305 线和省道 307 线在林东镇

相接，各乡镇间均有公路相通。

（二）地形地貌

巴林左旗地处大兴安岭山脉西南段山地与西辽河支流

乌尔吉沐伦河中上游地段，地势总体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

最高峰位于白音诺尔镇西北部约 22km 处的白音罕山，海拔

高程 1724.3m；最低点位于西南乌尔吉沐伦河下游的隆昌镇

福山村西南一带，海拔高程 393.8m。

按地貌形态类型可划分为低中山、低山丘陵、冲洪积平

原和风积沙地。

1、低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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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北部、西北部，富河镇—白音诺尔镇—哈拉

哈达镇—乌兰达坝苏木的西北部，面积为 1426km
2
，占全旗

总面积的22.5%，海拔高程1000～1724m，相对高差200～700m。

山势险峻，坡度 30°～60°，沟谷发育。基岩裸露，主要由

华力西期、燕山期花岗岩、花岗二长岩等组成。

2、低山丘陵

分布于大部分地区，面积为 3286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49.5%，海拔高程 500～1000m，相对高差 100～500m，沟谷

发育，山坡坡度 15°～40°。基岩主要由凝灰岩、凝灰质粉

砂岩、砂砾岩、细砂岩、粉砂岩等组成。

3、冲洪积平原

主要分布于乌尔吉沐伦河南部及其支流两岸，由河漫滩

及阶地组成，呈条带状展布，面积为 524km
2
，占全旗总面积

的 7.9%，海拔高程 394～500m，地势平坦开阔，由上更新统

和全新统冲洪积物组成。

4、风积沙地

分布于南部查干哈达苏木、隆昌镇一带，面积为 741km
2
，

占全旗总面积的 11.1%。沙地多由呈垅岗状固定、半固定沙

丘组成，宽约 50～100 m，高约 5～15m。由第四系淡黄色风

积细砂、粉细砂组成。

（三）气象水文

1、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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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冬季漫长而寒

冷；夏季温热而短促，降雨集中；春秋季气温变化剧烈，日

温差较大；全年日照充足，年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的气候特

征。

据巴林左旗气象局气象资料统计，全旗年平均气温

5.3C°，极端最高气温 40.2C°，极端最低气温-32.2C°。

无霜期为 107～130d，最大冻土深度为 1.75m。降水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多年平均降水量 369.6mm，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6～8 月份，降水量自北向南递减，历年最大降水量 745.1mm，

年最小降水量 209.3mm；月最大降水量为 121.5mm，日最大

降水量为 113.5mm，小时最大降水量为 62.5mm，十分钟最大

降水量为 33.8mm。

2、水文

巴林左旗境内水系发育，主要为乌尔吉沐伦河流域及其

支流，还有属于内陆水系的哈通河。

乌尔吉沐伦河属西辽河水系，发源于浩尔吐北部约 4km

处，由北向南穿过全旗。全长 124km，流域面积 5815.6km
2
。

河床宽 200～600m，河谷阶地靠近上游地段较发育，中游较

宽到下游逐步过渡为平原，宽 2～6km。主要支流有乌兰坝河、

干支嘎河、浩尔吐河、乌兰白其河、查干白其河、沙力河。

乌兰坝河：发源于乌兰坝大队以北的石子沟，长 20km，

流域面积 208km
2
，于富河镇横河大队处汇入乌尔吉沐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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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嘎河：发源于白音诺尔镇呼鲁吐坝东侧，长 35.3km，

流域面积 373.6 km
2
，于乌尔吉大队西南 1.5km 处汇入乌尔

吉沐伦河。

浩尔吐河：发源于乌兰达坝苏木古勒格勒汗乌拉山南侧，

长 52.9km，流域面积 803.9 km
2
，于沙那水库处汇入乌尔吉

沐伦河。

乌兰白其河：发源于白音诺尔镇海力根台庙东山南侧，

长 38.2km，流域面积为 441.2km
2
。横穿白音诺尔镇、碧流台

镇，于碧流台上段村与査干白其河汇流。

査干白其河：发源于白音诺儿镇石棚沟梁,长 25km，流

域面积 485.7km
2
。穿过白音诺尔镇流入碧流台镇，于建设屯

北汇入乌尔吉沐伦河。

沙力河：发源于查干哈达苏木的三道梁沟，长 44.7km，

流域面积 645.8km
2
。从发源地起一直经过沙丘地带，于林东

镇汇入乌尔吉沐伦河。

哈通河为内陆河流，发源于野猪沟附近，长约 4km，流域

面积为 33.5km
2
，由南部流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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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类工程活动

1、道路工程建设

省道 307 线巴林左旗段全线贯通，随着国道 303 线、国

道 305 线、省际大通道、省道 307 线及集宁-通辽地方铁路

和乡级公路的大规模建设，人为造成的陡坡破坏了斜坡的稳

定，给崩塌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2、矿产资源开发

采矿业是巴林左旗支柱产业之一，开发历史较长，地质

环境破坏较严重，其中不规范开采活动形成的高陡边坡，成

为崩塌灾害的隐患点，威胁矿山安全生产；井工开采形成的

采空区引发地面塌陷，威胁道路和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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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一）地质灾害现状

1、地质灾害总体概况

截止 2020 年底，全旗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点 32 处。按

灾害类型划分，崩塌 12 处，占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37.9%；泥

石流 17 处，占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51.8%；地面塌陷 3 处，占

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10.3%。按规模划分，中型 12 处，小型

20 处（见表 2-1）。

表 2-1 地质灾害类型及规模统计表

规模

类型
小型（处） 中型（处） 大型（处） 合计（处） 占比（%）

崩塌 9 3 0 12 37.5

泥石流 8 9 0 17 53.1

地面塌陷 3 0 0 3 9.4

合计 20 12 0 32 100.00

2、地质灾害分布区域

地质灾害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分布在低中山

区、低山丘陵区。在行政区划上，地质灾害点主要分布于富

河镇和十三敖包镇（见表 2-2）。

表 2-2 不同乡镇灾害分布统计表

序号 乡镇苏木
面积

（km2）

地质灾害点数

崩塌 泥石流 地面塌陷 总数
占总数

比例（%）

1 十三敖包镇 471 3 4 0 8 22.58

2 富河镇 584 2 4 0 6 19.35

3 林东镇 882 0 4 0 4 12.90

4 隆昌镇 867 1 3 0 4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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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音诺尔镇 894 1 0 2 3 9.68

6 碧流台镇 790 2 0 0 2 6.45

7 哈拉哈达镇 383 1 0 0 1 3.23

8 乌兰达坝苏

木
480 1 0 1 2 6.45

9 查干哈达苏

木
394 1 0 0 1 3.23

10 花加拉嘎乡 334 0 1 0 1 3.23

11 三乡山 329 0 0 0 0 0

3、地质灾害危害程度

截止 2020 年，全旗发育的 32 处地质灾害点中，危害程

度为中型的有 12 处，其中崩塌 4 处、泥石流 8 条；危害程

度为小型的有 20 处，其中崩塌 8 处、泥石流 9 处、地面塌

陷 3 处。

（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1、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地质灾害调查

2007年，完成了 1∶10万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初步查明

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34处，基本摸清了地质灾害分布

情况，划分了易发区和防治区，建立了群测群防体系及 1∶

10万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2015年，完成了 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调查发现

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 6处、僵尸点 8处，确定地质灾害隐患

点 32处，进一步摸清了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及分布规律，完

善了 1∶5万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2）地质灾害巡查、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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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汛期组成排查组，深入各乡镇、地质灾害易发区域、

重点防范区域，对交通干线、生产矿山危险地段进行汛期地

质灾害排查、检查，保证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制度化。

在检查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

度地避免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1）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建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群测群

防网络体系，目前共有群测群防点 32 处。群测群防体系的

建立，加强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工作，减少或避免了

地质灾害的发生，为地质灾害的防治提供了基础资料。

（2）气象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每年汛期 5—9 月，巴林左旗自然资源局与气象局联合

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通过信息化工作网络，将

自治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结果、赤峰市气象会商预警结果及

时转发相关部门，下发到乡镇相关责任人，保障群测群防人

员及时收到信息，积极响应，加强防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信息在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

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提升了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

3、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得到健全和完善

（1）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体系建设

每年汛期前印发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对地质灾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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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的主要区域进行预测，确定年度重点防范区域，提出

地质灾害防治保障措施。

（2）宣传培训

利用会议、广播、电视、挂图及发放明白卡等方式宣传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做到进村、入户、到人，不断提高群众

主动防范、依法防灾的自觉性，增强人们的自救意识和自救

能力。组织居民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方案，在危险区设置警

示牌，标明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应急避难场等。

（三）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问题

1、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建设亟待开展

目前，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依靠群测群防对房前屋后小

范围进行监测预警，自动化程度低，专业监测、信息化建设

相对滞后。亟待对地质灾害危险点进行专业监测，监测预警

覆盖面和精准度等需要进一步提高。

2、基层地质灾害防灾基础薄弱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严重不足，地质灾害隐患点不能及时

治理，必要的防治措施无法进一步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仍

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旗县缺乏专业驻守队伍，指导开

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为地方提供强有力技术保障。

3、矿山地质灾害防范意识不高

巴林左旗矿业活动比较强烈，露天采场边坡、井工开采

矿山存在地面塌陷隐患。生产矿山企业地质灾害防治主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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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够高，亟待提高识灾辨灾能力，加强矿区地质灾害监测

监测，提高风险防控水平。

（四）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巴林左旗地形地貌起伏变化大，中低山区、低山丘陵区，

沟谷发育，具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形

地貌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工程活动影响了地质环境，加

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矿山开采、公路铁路建设、切坡

建房等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呈不断上升趋势。做好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

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是提高地质灾害易发区内人民群众生

存及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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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大限

度地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防

为主、防治结合，推进风险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

及基层防灾能力建设，全面完成地质灾害 1:5 万风险调查评

价，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

标，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科学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作为

工作方向，强化隐患调查排查和易发区工程建设项目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防治工作重点部署在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的区域；完善群测群防，推进群专结合，

科学管控隐患风险，减少或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坚持“分级分类、属地管理”的原则

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强化各级政府地质灾害防治

主体责任。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政府是地质灾害防

治的责任主体，自治区政府、各级政府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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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落实到位。

3、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统筹兼顾，全面规划，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选择低中山、低山丘陵区、重点矿区以及重大工

程建设区等作为重点防治区，对威胁人员众多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优先安排工程治理。按照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原则，

合理部署，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4、坚持“协调配合，各负其责”的原则

在旗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生态

保护、气象、交通等有关部门明确任务，落实部门责任。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各司其职，形成防灾减灾合力，提高防灾减灾工作

成效。人为工程活动等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

理原则，由具体责任单位承担治理任务。

（三）规划目标

在“十四五”期间，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防灾减灾思想，重点抓基层强基础，降低地质灾害风险，以

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为目标，

在进一步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发育特征的基础上，开展地质

灾害隐患点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工作，完善地质灾害调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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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综合治理体系；减少中型以上地质

灾害隐患点的威胁，对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进行有

效管控，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提供保障（见表 3-1）。

表 3-1 “十四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主要指标

工作内容 指标 属性

1、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1）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1 约束性

（2）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 5 约束性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1）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套) 1 预期性

（2）完善群测群防网络 1 约束性

（3）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网络建设（处） 2 预期性

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1）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处） 2 预期性

4、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1）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1 预期性

（2）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1 预期性

5、信息化建设

（1）建设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套） 1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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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防治规划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结合地形地貌、岩土体类

型等地质环境条件和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影响因素，将巴

林左旗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地

质灾害中易发区和不易发区（见附图 1）。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

分布在巴林左旗北部、西北部低中山-低山丘陵区，地

质灾害发育程度、分布区域等与人类工程活动密切相关。行

政区域包括十三敖包镇、碧流台镇、富河镇，是巴林左旗人

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白音诺尔镇为铅锌矿的主要开采地之

一，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A1：巴林左旗中部高易发区

分布在十三敖包镇的洞山、丰水山、五星、七家村、四

间房等大部分地区，碧流台镇东部的大梁沟门、高家营子及

富河镇南部的红星村、刘家湾、沙那村、南山套一带，面积

为 1401.6km
2
，占总面积的 21.10%。地貌为低山丘陵区，地

势险峻，地形切割强烈，海拔高程 500～1000m，相对高程

100～500m。山坡坡度 25°～40°，冲沟发育，植被发育一

般。基岩主要由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砂砾岩、细砂岩、

粉砂岩等组成。

该区发育地质灾害点 14 处，其中泥石流 9 处、崩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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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泥石流规模以中型为主（中型 8 处，小型 1 处），危害

程度中型 5 处、小型 4 处，主要威胁居民、房屋、省道和公

路。崩塌规模中型 3 处、小型 2 处，危害程度以小型为主（中

型 1 处，小型 4 处）。富河镇、十三敖包镇境内的省道 307

沿线，局部地段由于修路切坡过陡，易产生崩塌灾害。

A2：巴林左旗北部高易发区

主要分布乌兰达坝苏木西部的新浩特、浩布高，富河镇

北部的横河大队、乌兰坝林场，面积 983.8m
2
，占全区总面

积的 14.8%。地貌为低山丘陵区。

该区发育地质灾害点 3 处，崩塌 2 处、地面塌陷 1 处。

崩塌规模中型 1 处，小型 1 处，危害程度为小型，目前主要

威胁省道、县级公路等。地面塌陷规模为小型，危害程度为

小型。乌兰达坝苏木境内的巴林左旗玉峰矿业有限公司乌兰

坝铅锌矿第三采区地面塌陷，塌陷区面积小，危害对象主要

为耕地和林地。

A3：巴林左旗西部高易发区

分布在隆昌镇南部的盖家店、保安堂一带，白音诺尔镇、

哈拉哈达镇一带，面积为 1209.7km
2
，占总面积的 25%。地貌

主要为低中山-低山丘陵区，山坡坡度约 10°～30°，相对

高差 100～300m，沟谷呈树枝状分布，沟道断面多呈“V”型。

岩体风化较强烈。

该区发育地质灾害点 5 处，崩塌 2 处、泥石流 1 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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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塌陷 2 处。白音诺尔镇、哈拉哈达镇一带为矿区的主要分

布地区。2012 年，白音诺尔铅锌矿发生地面塌陷，塌陷坑呈

漏斗状分布，长约 65m，深约 32m。铅锌矿开采可能引发地

面塌陷，破坏地表植被和矿区环境。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分布在西北部、东部、南部低山丘陵区，包括十三敖包

镇、碧流台镇、花加拉嘎乡、林东镇、隆昌镇，面积 2397.9km
2
，

占总面积的 36.1%。发育 10 处地质灾害，崩塌 3 处，泥石流

7 处。

B1: 西北部低山丘陵区中易发区

行政区划包括十三敖包镇及碧流台镇，面积 836.8km
2
，

占总面积的 12.6%。地貌为低山丘陵区，沟谷较发育。发育

2 处地质灾害，崩塌 1 处，泥石流 1 处。

B2：东部低山丘陵区中易发区

分布于东部低山丘陵区，行政区划包括花加拉嘎乡，林

东镇一部分，面积约 687.7km
2
，占总面积的 10.4%。地貌为

低山丘陵区，沟谷较发育。发育泥石流 3 处。

B3：南部低山丘陵区中易发区

分布于南部低山丘陵区，行政区划包括隆昌镇的大部分，

面积约 873.4km
2
，占总面积的 13.1%。发育地质灾害 5 处，

崩塌 2 处、泥石流 3 处。

3、地质灾害不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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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巴林左旗乌尔吉沐伦河中下游沿河两岸的

冲积平原和南部风积沙地地区，行政区划包括林东镇、隆昌

镇、查干哈达苏木等地区，面积约 676.33km
2
，占总面积的

10.47%。

河谷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风积沙地由固定、半固定

沙丘组成，沙丘一般高约 2～10m。该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

目前没有地质灾害点分布。

（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是在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的

基础上进行的。原则上将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划分为重点防治

区，中易发区为次重点防治区，不易发区划分为一般防治区。

1、重点防治区（A）

位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内，面积约3362.8km
2
，

占总面积的 52.06％。包括 6 个镇苏木，主要为富河镇、十

三敖包镇、碧流台镇、、白音诺尔镇、哈拉哈达镇以及隆昌

镇的一部分。该区人类活动强烈，发育地质灾害点 23 处（崩

塌 19 处，泥石流 8 处、滑坡 1 处），主要危害对象为国道、

省际大通道、县道及居民房屋、农田、输电线路等。分为 2

个亚区。

A1：富河镇、十三敖包镇、碧流台镇重点防治区

位于富河镇、十三敖包镇、碧流台镇，面积为 1995.19km
2
，

发育地质灾害点 16 处，其中泥石流 9 处、崩塌 7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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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主要为 BLZ012、BLZ013、BLZ021 等 3

处泥石流地质灾害点，BLZ011、BLZ023 等 2 处崩塌地质灾害

点。预防崩塌、泥石流对居民、房屋、农田、省道 307 沿线

造成的危害。

A2：白音诺尔镇、拉哈达镇、隆昌镇重点防治区

位于白音诺尔镇、拉哈达镇、隆昌镇一带，面积

1394.26km
2
，发育地质灾害点 7 处，泥石流 3 处、崩塌 2 处、

地面塌陷 2 处。

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主要为 BLZ002、BLZ037 等 2 处地面塌

陷，重点预防地质灾害对行人、农田、草地的危害，做好矿

区采空区引发的地面塌陷监测预警工作。

2、次重点防治区（B）

位于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内，面积 2141.62km
2
，占总面积

的 30.70%。包括 4 个镇苏木，主要为乌兰达坝苏木，三山乡，

花加拉嘎乡，林东镇等。零散发育地质灾害点 7 处。其中崩

塌 1 处、泥石流 5 处、地面塌陷 1 处。

3、一般防治区（C）

多位于地质灾害不易发区内，面积 1112.93km
2
，占总面

积的 17.2%。包括 2 个镇苏木，主要为查干哈达苏木及隆昌

镇的大部分地区等。地貌为主要河谷冲洪积平原和风积沙地，

零星发育 2 处崩塌灾害。该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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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1、推进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全面完成巴林左旗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部署开展

重点调查区 1:1 万风险调查评价，进一步摸清地质灾害风险隐

患底数，科学划分风险级别，将风险区划结果作为国土空间规

划的基础依据，提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对策建议，为政府决策

和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2021 年，自治区部署开展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按

照《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1:50000）》及有关技

术规范，以资料收集、遥感解译、地面调查与核查为主要工作

手段，进一步调查和掌握地质灾害孕灾条件、发育分布特征以

及承灾体数量和分布情况，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和区划，建

立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数据库，提出风险管控的措施和建议（详

见表 1-6）。

2、加强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

组织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汛中巡查和汛后核查；组织指导

群测群防人员做好隐患点常态化的巡查排查及监测预警。加大

隐患排查力度，重点排查山地丘陵区的高陡边坡、沟谷沿岸等

区域，聚焦农村切坡建房、矿山集中开采区等易发区域，发现

地质灾害隐患，及时纳入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动态掌握地质灾

害风险隐患变化情况。

3、做好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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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及时发现问题，综合研判风险，

提出处置措施和防治工作建议。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为旗政府

应急处置提供依据，避免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产生

的危害。

4、推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推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建立与自治区、

赤峰市两级部门互联互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体系，实时

更新防灾人员的信息，完善气象预警措施。加强与气象、水利、

应急等部门合作，实现数据共享，积极采取响应措施，提高预

警预报能力。

5、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能力

利用地质灾害调查成果，不断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网格化管理模式。加强技术培训，提高识灾、辨灾、观测、处

置能力。落实工作补助经费，建立群测群防员工作补助标准，

稳固群测群防队伍，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

6、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充分发挥乡村干部、群测群防员和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积极

性和主动性，开展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做到进村、入户、

到人，不断提高群众主动防范、依法防灾的自觉性。针对受威

胁群众开展防灾应急演练，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提升地质

灾害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7、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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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胁县城、集镇、学校、景区、重要基础设施和人口聚

集区，难以实施避险搬迁的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根据轻重

缓急，有计划分期开展工程治理，科学设计防治措施，确保防

治工程安全运行。计划实施工程治理 2 处，优先治理威胁 30

人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表 5-1 2021 年-2025 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规划表

序号

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安排
费用估算

（万元）

1 隆昌镇保安堂南沟（ BLZ028） 2023 年-2025 年 400

2 十三敖包镇七家村四间房（ BLZ036）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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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概算

根据质灾害发育现状等实际情况，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

大、中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自治区部署的地质灾害风险调

查、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确认为自治

区财政事权，由自治区承担支出责任。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

小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市、旗县（市区）级地质灾害防灾

减灾工作，确认为市、旗县（市区）财政事权，由市、旗县

（市区）承担支出责任。

因矿业开发、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治理

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

本次仅对巴林左旗财政事权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进行

估算。“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总经费概算 175万元（见

表 6-1）。经费概算详见附件（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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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巴林左旗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预算

（万元）
备 注

1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50

1.1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 自治区财政

1.3 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 50 全旗

2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75

2.1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 50 1 套

2.2 群测群防、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25 日常业务

2.3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网络建设 自治区财政

3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800

3.1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2处，自治区财政

4 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50

4.1 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25 日常业务

4.2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25 日常业务

5 信息化建设

5.1 建设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 自治区财政

合 计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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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统一领导，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逐步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确保防治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引发、谁

治理，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严格落实防灾责任。

（二）加强资金保障

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大力推进地质灾

害防治体制建设，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

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格局。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落实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设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

金，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序推进。

（三）强化宣传培训

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面向全社会开展多形式的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加强地质

灾害防灾知识培训和演练，加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加强基层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地质灾害易发区人民

群众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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