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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神通煤炭有限公司
“5·1”机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5 月 1 日 15 时 30 分，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

多斯市神通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通煤矿”）井下 5-1 煤

层中央变电所发生一起机电事故。事故造成 2 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 288.5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表见附件 1）。

具体伤亡情况：王小飞，男，33 岁，汉族，陕西横山县人，

2020 年 4 月进入神通煤矿工作，事故中死亡。陈磊，男，34 岁，

汉族，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人，2020 年 4 月进入神通煤矿工作，

事故中死亡。两人均属于内蒙古磐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神通煤矿

5-1 煤层安装项目部工人。

事故发生后，神通煤矿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属地安全监管监察

部门和有关部门上报，2020 年 5 月 1 日 18 时 25 分内蒙古煤矿

安全监察局接到实名举报称：神通煤矿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两人。2020 年 5 月 1 日 20 时 44 分神通煤矿向内蒙古煤矿

安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察分局（以下简称“分局”）报告了事故。

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指派监察员赶赴事故现场，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组织鄂尔多斯市能源局、纪委监

委、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总工会等相关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事

故调查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2），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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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先后入井现场勘察 2 次，收集各种证据材料 36

份，调阅东胜区公安分局询问笔录 30 份，调查询问相关人员 24

人，制作调查取证笔录 24 份。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查阅

资料、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类型，对事故原因、责任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并针对事故原因

提出了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神通煤矿概况

神通煤矿成立于 2004 年 7 月，原为股份制乡镇煤矿，2012

年 3 月，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全资收购了神通煤矿，并于

2014 年委托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直接经营管理由

华电煤业集团内蒙古分公司（属于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派出

机构）负责，2017 年 11 月 7 日正式恢复生产。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是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煤炭及相关产业开发、运营的专业公司，股

东 10 家，华电集团控股 70.04%。

神通煤矿为国有重点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行政区划隶属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镇管辖。井田面积

1.5065 平方公里,井田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标高 1296

米至 1482 米。矿井水文地质类型简单，低瓦斯矿井，煤层自燃

倾向性为容易自燃，煤尘具有爆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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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煤矿生产能力为 90 万吨/年，属正常生产矿井，采用斜

井开拓方式，布置有主斜井、副斜井、回风斜井。矿井现在 4-1

煤层布置一个采煤工作面，采煤方法为走向长壁式，采煤工艺为

综合机械化采煤，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5-1 煤层正在进行开拓

延伸施工作业。井下主运输使用胶带输送机，辅助运输使用防爆

无轨胶轮车。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式通风，通风方法为机械抽出

式。矿井采用双回路供电，工业场地建有 10kV 变电所，井下在

5-1 煤层中设有中央变电所和中央水泵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

系统”正常使用。

事故发生前，神通煤矿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

可证、矿长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均在有效期内。

（二）神通煤矿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神通煤矿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配备总经理（矿长），总工

程师，生产副矿长，安全副矿长、机电副矿长各 1 名；设有生产

技术部、安全环保部、机电物资部、地质测量科、调度指挥中心

等职能部门和综采队、综掘队、机运队、通风队等生产区队；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过培训并取得了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

核合格证。

（三）内蒙古磐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概况

内蒙古磐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宏公司”）成

立于 2009 年 4 月，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营业执

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均在有效期内。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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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在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的招标中，取得神通煤矿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及水泵房设备安装工程，2020 年 3 月温虎以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神通煤矿签订了《鄂尔多斯神通煤炭有限公

司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水泵房设备安装合同》（以下简称“安

装合同”），工程范围为神通煤矿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及水泵房设

备安装，温虎担任项目负责人。神通煤矿 5-1 煤机电安装工程招

投标全过程由温虎负责，磐宏公司人员未直接参与，温虎与磐宏

公司达成收取工程总价款 2%管理费的口头协议。2020 年 4 月 27

日磐宏公司神通煤矿 5-1 煤层安装工程项目部，进入神通煤矿施

工。

磐宏公司神通煤矿 5-1 煤层安装工程项目部，为临时组建的

施工队伍，挂靠了磐宏公司的资质，共有 8 人，温虎为项目部负

责人，杨建军为项目合伙人兼技术负责人，其他 6 名人员为具体

施工人员（该施工队以下简称“温虎施工队”），8 人均不属于磐

宏公司人员，6 名具体施工人员未与温虎施工队签订劳动合同，

只达成口头协议。施工时温虎又将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的矿用隔

爆型干式变压器安装工程分包给田虎、郭伟、陈磊、王小飞 4 人，

田虎为负责人，雇佣了其他 3 人。田虎与温虎未签订分包协议，

只是达成口头协议。田虎雇佣的其他三人，未与田虎签订劳动合

同，只达成了口头协议。

（四）事故前矿井生产情况

事故发生时矿井 4-1 煤层布置一个综采工作面回收大巷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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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5-1 煤层正在进行开拓延伸施工作业。

（五）事故地点情况（见附件 3）

事故发生在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口往里约 20 米的位置（见

附件 3-事故地点平面图）。5-1 煤层中央变电所是长度为 40 米、

宽为 5 米、高为 3.8 米的矩形巷道，采用锚网索喷浆支护方式。

巷道的右侧有宽 0.74 米、深 0.9 米的电缆沟，电缆沟里侧边缘

距巷帮 0.2 米[见附件 3-变压器安装工艺图（高压侧视角）]。

变电所内设备布置情况为，靠近电缆沟外边缘 0.3 米的位置，从

巷道口由里向外布置有矿用一般型开关柜 2 组、矿用隔爆型干式

变压器 2 台（见附件 3-事故地点平面图）。

（六）事故设备概况

事故设备是一台矿用隔爆型干式变压器（以下简称“移变”），

型号为 KBSG-500 10/0.69kV；外观为倒立的“凸”字形状，长

3.75米，宽1.2米，高1米，两侧距离地面约为0.34米和0.5米；

重量4.5吨。移变底座是用槽钢焊接而成，长为2.35米，宽为1.2

米，高为0.2米。[见附件3-变压器安装工艺图（正面视角）]

（七）事故发生前政府部门监管情况

神通煤矿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鄂尔多斯市能源局下设的安

全生产监管综合执法局执法四大队负责。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5 月 1 日，温虎安排施工队在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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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移变，温虎在地面协调物资和车辆，田虎带领工人安装移变。

7 时，施工队的田虎、郭伟、王小飞、陈磊 4 人，到达了 5-1 煤

层中央变电所，郭伟和王小飞负责焊接移变的底座，陈磊负责电

缆沟的刷漆，田虎干一些杂活。约 8 时许田虎升井，负责从地面

运送移变到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约 14 时田虎将两台移变运送

到位，然后 4 人开始安装移变底座。安装工艺[见附件 3-变压器

安装工艺图（正面视角、高压侧视角）]采用 4 台千斤顶从移变

的两侧把移变托起，然后将底座放置到移变的底部。4 台千斤顶

分为两组，每组 2 台，每侧地面各放置一根长槽钢，长槽钢上再

垒放两组（每组 2 个）短槽钢，然后将千金顶放置于上面，在每

组千斤顶的顶部再放置一根槽钢，接着将一侧的千斤顶升起，升

到一定高度将一根道木放置于移变底部，再升起另一侧的千斤顶

将另一根道木放置于移变底部，随后将 4 个千斤顶同时升起，移

变底部距离地面约 20cm 后，停止升起千斤顶，再将移变底座推

入移变下面。底座在托起移变前已放置于电缆沟上方，郭伟、王

小飞站在电缆沟里，陈磊蹲在电缆沟边缘上（郭伟在王小飞右手

侧，陈磊在王小飞的左手侧），三人将底座推入移变下面，田虎

在另一侧指挥，底座快要送到位的时候，移变突然失稳向电缆沟

侧倾倒，将王小飞和陈磊压住，郭伟躲闪到了电缆沟里未被压住

（见附件 3-事故地点断面图）。事故发生时间约为 15 时 30 分。

（二）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郭伟从电缆沟里爬出来，跑到变电所外请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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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员帮助，田虎将一个手拉葫芦（吊链）吊挂在巷道的顶部锚

索上，后郭伟和附近的另一名工人过来帮忙，3 人通过手拉葫芦

（吊链）将倾倒的移变拉起，并将 2 名伤者抬出电缆沟，当时伤

者还有轻微的呼吸，田虎和郭伟给两名伤者进行了抢救。约 15

时 45 分许装载机司机李东辉、掘进队防爆车司机李明先分别开

车赶到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救援，约 16 时许伤者王小飞、陈磊

被运送到地面。16 时 10 分许掘进队防爆车拉着 2 名伤者在 109

国道与 120 救护车相遇，然后将伤者转移到救护车上，经随车医

生（属鄂尔多斯市广厦医院）检查，确认王小飞、陈磊已经死亡，

120 救护车随后离去，随即温虎又联系了一辆私人救护车。约 17

时温虎与神通煤矿带班矿领导刘永发沟通了死者下一步处理事

宜，刘永发建议将死者拉往周边省市殡仪馆处理。17 时 30 分许

私人救护车拉着 2 名死者去往山西朔州，中途温虎感觉事情重大

独自无法处理，于19时10分许与矿长杨宝石协商赔偿费用事宜，

未达成赔偿协议后，约 21 点又将死者拉回了煤矿。

后矿方与死者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赔偿协

议。

（三）事故报告过程

1.神通煤矿报告过程

事故发生后，15 点 45 分井下工人刘守卫给调度室打电话报

告了事故；调度员何云建于 15 时 46 分先后向矿长杨宝石、安全

矿长白巴音、生产矿长刘永发（事故当日早班带班矿领导）、机



— 8 —

电矿长唐文华、总工程师何树卿报告了事故；16 时 20 分许生产

矿长刘永发向矿长杨宝石汇报了事故情况；18 时 25 分，内蒙古

煤矿安全监察局接到实名举报称：神通煤矿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 2 人；20 时 44 分，矿长杨宝石向鄂尔多斯监察分局报

告了事故；20 时 53 分向鄂尔多斯市能源局汇报了事故；22 时

40 分许分局监察员到达了神通煤矿。

2.温虎施工队报告过程

15 点 50 分左右施工队工人郝永利给温虎报告了事故；17 时

许温虎向神通煤矿带班矿领导刘永发汇报王小飞、陈磊已经死亡

并沟通死者下一步处理事宜；19 时 10 分许温虎向神通煤矿矿长

杨宝石汇报了事故情况并沟通死者赔偿事宜。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为温虎施工队4名作业人员在安装5-1煤层中

央变电所内移变底座时，擅自采用千斤顶抬升移变作业工艺且未

采取移变防倾倒措施，导致抬升起的移变失稳倾倒将王小飞、陈

磊挤压致死。

（二）间接原因

1.磐宏公司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出借资质，对于挂靠

资质的施工队伍未进行监管。温虎施工队违规挂靠资质承揽工

程，临时组建施工队伍，违规分包工程，未对安全技术措施贯彻

学习，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在设备安装过程中未采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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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措施。

2.神通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对外委施工队

伍进场进行严格审核，5-1煤机电安装工程技术措施审批不严，

未真正将外委施工队伍纳入煤矿统一管理，煤矿现场安全管理未

与外委施工单位实现对接，对作业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对外委

施工人员岗前安全教育不力。

3.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中标的外委施工队伍监管不到

位，就神通煤矿对外委施工队进场审核情况未进行严格监督，安

全投入不及时、不到位。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安

全生产监管思想松懈，对煤矿的日常安全监管不到位，对煤矿现

场作业的重点工程监督管理不到位，对外委施工队监督管理上存

在缺失。

（三）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机电事故，死亡 2 人，

属一般事故。根据以上事故原因分析，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事故发生后迟报。

四、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王小飞，陈磊，群众，温虎施工队工人，事故当班在 5-1

煤层中央变电所安装移变底座，安全防范和自保意识差，对移变

底座安装作业安全隐患认识不足，导致被抬升起的移变倾倒挤压

致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两人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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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2.郭伟，群众，温虎施工队工人，事故当班在5-1煤层中央

变电所安装移变底座，安全防范和互保意识差，对移变底座安装

作业安全隐患认识不足，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

罚款人民币玖仟玖佰元整（¥9900.00）。

3.田虎，群众，温虎施工队班长，违规承揽分包工程，事故

当班负责5-1煤层中央变电所安装工程现场管理，违章指挥工人

作业，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监督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

规定，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4.杨建军，群众，温虎施工队技术负责人，负责施工队技术

工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未对作业人员贯彻学习安全技术措施，

对施工队技术管理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技术管理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玖佰元整（¥9900.00）。

5.温虎，群众，温虎施工队负责人，负责施工队全面工作，

违规挂靠资质承包工程、违规分包工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

所承包的工程安全管理不力，对作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流于

形式，未有效督促、检查施工队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事故发生后将死者拉往外省处理，后又将死者

拉回神通煤矿，试图瞒报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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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建议移交司法

机关调查处理。

6.张永胜，群众，磐宏公司总经理，负责磐宏公司全面工作。

违规出借资质，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未对温虎施工队进行监

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玖佰

元整（¥9900.00）。

7.赵杰超，中共党员，神通煤矿安环部主任，负责安环部全

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组织、安排对温虎施工队安全

生产状况检查工作不到位，对井下重点工程现场安全盯防不到

位，对温虎施工队入井作业把关不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

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

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7000.00）。

8.党小龙，中共党员，神通煤矿机电物资部主任，负责机电

安装、物资供应等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对温虎施工队

机电安装工程管理、检查不到位，对温虎施工队安全教育培训把

关不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

元整（¥7000.00）。

9.唐文华，中共党员，神通煤矿机电副矿长，负责机电管理

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督促、指导机电物资部开展安全

检查工作不力，对温虎施工队安全教育培训把关不严，对安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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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措施审批把关不严，对温虎施工队机电安装工程管理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撤销党内职务、撤销机电副矿长

职务。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伍佰元整（¥9500.00）。

10.白巴音，中共党员，神通煤矿安全副矿长，负责煤矿安

全环保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督促、指导安环部开

展安全检查工作不到位，对井下重点工程现场安全盯防不到位，

对温虎施工队机电安装工程检查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建议撤销党内职务、撤销安全副矿长职务。依据《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

罚款人民币玖仟伍佰元整（¥9500.00）。

11.何树卿，中共党员，神通煤矿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煤矿

技术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对温虎施工队机电安装

工程安全技术措施审批把关不严，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

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

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

12.刘永发，中共党员，神通煤矿生产副矿长，事故当班带

班矿领导。在实际履行矿领导带班职责过程中，现场安全监督检

查不到位，未对5-1煤层机电安装工程进行重点检查，事故发生

后建议温虎施工队将死者拉往外省处理，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建议撤销党内职务、撤销生产副矿长职务。依据《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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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人民币玖仟玖佰元整（¥9900.00）。

13.李怀玉，中共党员，神通煤矿法人代表，神通煤矿原执

行董事、党总支书记，原负责煤矿党政全面工作，2020年3月调

到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

中，对温虎施工队进场审核把关不严，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玖佰元整（¥9900.00）。

14.杨宝石，中共党员，神通煤矿矿长，煤矿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负责煤矿安全生产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

对温虎施工队进场审核把关不严，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工作不扎实，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能及时消

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撤销党内

职务、撤销矿长职务、撤销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建议

处罚款人民币肆万玖仟陆佰陆拾伍元（¥49665.00），在事故发生

后超过规定时限未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对事故

迟报负有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拾叁万贰仟肆佰肆拾元（¥132440.00）。共计

罚款人民币拾捌万贰仟壹佰零伍元（¥182105.00）。

15.董攀峰，中共党员，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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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神通煤矿安

全监管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

人民币玖仟玖佰元整（¥9900.00）。

16.王敬义，中共党员，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神通煤矿

安全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

人民币玖仟伍佰元整（¥9500.00）。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议

1.神通煤矿作为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建议

对其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

2.磐宏公司作为外委施工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建议对其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

五、防范和整改措施

1.磐宏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提高法律意识和安全意

识，依法办企，严禁违规转借资质，加强对现场施工队伍的安全

监管。

2.神通煤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认真

反思和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外委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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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的管理，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查找事故隐患和安全管理方面

的漏洞，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增强职工安全自保、互保

意识。

3.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中标外委施工队伍的跟

踪监管，加强煤矿对外委施工队进场审核情况监督，加大矿井安

全投入，提升矿井装备水平，配备相应能力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要强化

安全生产监管思想，加强对煤矿的日常安全监管，加强对外委施

工队、外委工程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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