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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电力满都拉煤矿
“2·22”顶板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2 月 22 日 21 时 30 分许，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

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电力满都拉煤矿（以下简称“电力

满都拉煤矿”）井下 4-1 煤北翼回风大巷延伸掘进工作面发生一

起顶板事故。事故造成 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63.89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表见附件 1）。

具体伤亡情况：王玉岐，男，45 岁，汉族，辽宁省黑山县

人，高中文化程度，持有《掘进机司机操作证》，2020 年 3 月进

入电力满都拉煤矿工作，事故中死亡。

杜传营，男，45 岁，汉族，山东省枣庄市人，初中文化程

度，持有《锚杆支护工安全培训合格证明》，2020 年 7 月进入电

力满都拉煤矿工作，事故中受伤。

事故发生后，电力满都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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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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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旗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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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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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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份，调查询问相关人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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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概况

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是由内

蒙古西蒙集团和江苏悦达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能源企业, 其中

内蒙古西蒙集团占股 56.3%,江苏悦达集团占股 43.7%,公司下设

电力满都拉煤矿和乌兰渠煤矿。

（二）电力满都拉煤矿概况

电力满都拉煤矿为乡镇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境内，行政区划隶属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管

辖，开采方式为井工开采，井田面积 8.015 平方公里。矿井水文

地质类型为中等，低瓦斯矿井，煤层自燃倾向性为容易自燃，煤

尘具有爆炸性。

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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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设 1 个

水平，主水平设在 5-1 煤层中，辅助水平设在 4-1 煤层中。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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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 1 个采煤工作面，采煤方法为长壁式，采煤工艺为综合机械

化采煤，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布置 3 个掘进工作面，采用综掘

施工作业工艺。井下主运输采用胶带输送机，辅助运输使用防爆

无轨胶轮车。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式，通风方法为机械抽出式。

矿井采用双回路供电。

事故发生前，电力满都拉煤矿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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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1.电力满都拉煤矿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电力满都拉煤矿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矿长、总工程师、

生产副矿长、安全副矿长、机电副矿长各 1 名；设有调度室、安

监科、生产技术科、机电科、综合办公室和综采队、综掘队、机

运队、通风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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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管理机构概况

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配备董事长、总经理、安全生

产副总经理、行政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各 1 名；设

有安全生产技术部、财务部、销售部、综合部、采供部。

（四）事故前矿井生产情况

事故发生时矿井布置 3 个掘进工作面，即：4-1 煤北翼回风

大巷延伸掘进工作面，402 回风顺槽里段掘进工作面，404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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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巷掘进工作面。布置 1 个综采工作面，即：502 综采工作面。

事故发生在 4-1 煤北翼回风大巷延伸掘进工作面。

（五）支护工艺

1.作业规程规定的工艺

《4-1 煤北翼回风大巷延伸作业规程》规定生产班进度为 2

个循环，每个循环进尺为 3m。每个循环施工顺序为，综掘机完

成割煤后退至安全地点停机，人员站在永久支护下敲帮问顶，确

定无隐患的情况下人员在永久支护下联结网片，网片联结好后支

护工用长把工具或钻杆将网片托起，前移前探梁，每次前移 1 米，

逐排进行永久支护，直至永久支护全部完成。

掘进工作面采用“前探梁+木背板+木楔子”临时支护工艺。

前探梁为 3 根长度 4.8 米的φ75 钢管，平行于巷道中心线吊挂，

每根前探梁用 3 个吊环吊挂，吊环安设在外露锚杆上，前探梁伸

出后，垂直于巷道中心线方向安设木背板，木背板使用木楔背实，

保证与顶板接实。

顶板采用“锚杆+金属网+锚索”永久支护工艺。每排 6 根锚

杆，间排距为 800×1000mm；金属网片相互搭接，规格为 1100

×5000mm；每排 2 根锚索，间排距 2000×2000mm。

2.事故当班支护工艺

综掘机完成一个循环的施工后退出（驾驶室退到永久支护

下，综掘机摇臂和截割头仍在空顶下），支护工站在综掘机摇臂

和截割头上联接网片，一人联接网片，一人拖着网片，联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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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人用撑杆将网片拖住，施工顶部锚杆，再将临时支护前探

梁伸出，最后施工锚索。事故发生时前探梁在永久支护下，未伸

到空顶下。

（六）事故地点情况（见附件 3）

事故发生在 4-1 煤北翼回风大巷延伸掘进工作面，此巷道设

计断面为宽 4.8 米、高 3.1 米的矩形巷道，直接顶为 2.7 米的粗

粒砂岩，煤层平均厚度 1.6 米，底板为 22 米的砂质泥岩，半煤

岩巷掘进。事故发生时巷道实际宽为 4.8 米，高为 3.05 米，煤

层厚度 2.15 米（煤 1.65 米+夹矸 0.2 米+煤 0.3 米），沿 4-1 煤

层割顶 0.1 米破底 0.8 米施工。

事故发生在 4-1 煤北翼回风大巷延伸掘进到约 1535 米的位

置，当时综掘一队生产班正在进行当班第二个循环巷道顶部网片

联接作业（空顶距离 5.5 米），正在联接第三张网片时，顶板发

生了冒落，冒落点前端距迎头约 2.5 米，右端距右帮 0.8，冒落

矸石长度约 3.5 米，宽度约 3.0 米，厚度约 0.2 米。

（七）事故发生前政府部门监管情况

电力满都拉煤矿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准格尔旗能源局下设

的煤炭安全生产监管综合执法局第五执法中队负责。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2021 年 2月 22 日 12 时 40 分综掘一队队长姜青海组织班前

会，当班出勤 5 人（杜传营、张永川、王玉岐、张华、张友涛），

会上强调了安全工作注意事项和布置了生产任务，临时代理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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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传营（班长毕兴周复工后还未到岗）负责本班安全生产工作。

入井后杜传营正常组织生产，本班完成第一个循环 5 排（5 米）

后（煤机施工 5 米，永久支护施工 4 米），21 时左右割完第二个

循环 4 排（4 米）后综掘机退出（驾驶室在永久支护下，摇臂和

截割头伸在空顶下），此时临时支护前探梁未伸到空顶下，杜传

营和王玉岐站在摇臂和截割头上联接顶板网片，21 时 30 分左右

两人在巷道右侧联接第三张网片时突然从巷道顶部冒落一块矸

石将两人砸中，王玉岐弓着腰面部与大腿贴在一起，被挤压在矸

石与综掘机截割头之间，杜传营左腿被压在矸石下面，正在搬用

网片的张友涛和张华听到响声后，立即跑到迎头，并大声呼喊张

永川过来帮忙，三人先后将杜传营、王玉岐从矸石下抬出。21

时 34 分左右张友涛用井下电话向队值班室及矿调度室汇报了事

故情况，然后三人用锚杆和风筒布做的临时担架，将王玉岐、杜

传营抬到 3 部皮带机头位置，大约 5 分钟后矿上派皮卡车过来将

5 人拉到了井口，22 时 16 分左右 120 救护车过来，将王玉岐、

杜传营拉到了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王玉岐经抢救无效死亡，杜

传营左大腿骨折，无生命危险。至此，救援工作结束。后矿方对

死者及伤者善后进行了处理。

事故发生后，电力满都拉煤矿在规定时间内向分局进行了报

告。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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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岐、杜传营违章在未进行临时支护的空顶下作业，被顶

板冒落的矸石砸中致王玉岐死亡，杜传营受伤。

（二）间接原因

1.电力满都拉煤矿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煤矿对综掘一队生

产班空顶作业、超循环作业的习惯性违章行为失察，未及时发现

并制止这样的违章行为，也未认真检查现场工人是否严格执行

“敲帮问顶”制度；事故当班无跟班队长，临时指定代理班长负

责当班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人员配备数量少于作业规程规定的数

量，一人多岗，劳动强度大。

2.电力满都拉煤矿安全管理基础不扎实。煤矿区队级组织机

构不健全，作业规程贯彻落实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深入，复

工复产验收走过场。综掘一队组织机构不健全，只配备了队长、

技术员，未配备副队长；煤矿管理人员未有效贯彻落实作业规程

中支护作业的相关规定，未严格监督检查现场作业人员是否严格

按照作业规程的规定进行作业；安全教育培训不深入，员工安全

意识淡薄，事故警示教育开展不力，未认真吸取类似事故教训；

复工复产前隐患查处不全面，隐患整改不到位，在人员未到齐的

情况下，盲目复工复产，复工复产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

3.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安全管理理念落后、安全管

理机制不规范。企业没有树立起安全第一的理念，对煤矿安全监

督管理不到位，重生产效益，轻安全投入，管理人员、现场人员

配备不足，设备更新不及时；管理机构、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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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责、权、利”不对等，管理不顺畅。

（三）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顶板事故，属一般事故。

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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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岐，群众，电力满都拉煤矿综掘一队支护工，事故当

班在 4-1 煤北翼回风大巷延伸掘进工作面从事支护工作，安全防

范和自保意识差，违章在空顶下作业，被顶板冒落的矸石砸中致

其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责任。

2.杜传营，群众，电力满都拉煤矿综掘一队生产班临时代理

班长，负责当班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对超循环、空顶下作业的违章行为未进行及时制止，安全防范和

自保意识差，违章在空顶下作业，被顶板冒落的矸石砸伤，对事

故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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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00）。

3.姜青海，中共党员，电力满都拉煤矿综掘一队队长，负责

综掘一队安全生产全面工作，事故当班未安排跟班队长，事故当

班人员配备不足且在班长未返岗的情况下盲目组织生产，对现场

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生产班支护作业长期未严格执行作业规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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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行为失察，对工人作业规程贯彻落实学习不到位，对事故发

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

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

公司撤销其队长职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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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捌仟元整

（¥8000.00）。

4.张健，群众，电力满都拉煤矿生产副总工程师（事故当班

带班矿领导），协助生产矿长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带班期间

矿井的安全生产工作，对综掘一队生产班现场安全监督不到位，

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工人的违章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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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9000.00）。

5.朱广东，中共党员，电力满都拉煤矿总工程师，负责煤矿

的技术管理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技术管理不到位,对综掘一

队贯彻执行作业规程监督管理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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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9000.00）。

6.田瑞军，中共党员，电力满都拉煤矿生产副矿长，负责煤

矿的生产、掘进工作，对综掘一队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综掘一队

组织机构不健全、现场作业人员配备不足的违规行为习以为常，

对综掘一队支护作业长期未严格执行作业规程规定的违章行为

失察，在人员未到齐的情况下盲目组织复工复产，对事故发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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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

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

撤销其生产副矿长职务；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撤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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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蔡同彩，中共党员，电力满都拉煤矿安全副矿长，负责煤

矿的安全工作，对综掘一队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综掘一队组织机

构不健全、现场作业人员配备不足的违规行为监督不到位，对综

掘一队支护作业长期未严格执行作业规程规定的行为监督检查

不到位，对综掘一队作业规程贯彻学习执行情况监督不到位，对

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内蒙古西蒙悦达能

源有限公司撤销其安全副矿长职务；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撤销其《安全生产

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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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赵海军，中共党员，电力满都拉煤矿矿长，负责煤矿安全

生产全面工作，是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实际履行职责中，

对区队组织机构不健全、现场作业人员配备不足的违规行为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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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睹，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工人的违章行为，组织、实施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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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验收走过场，在人员未

到齐的情况下盲目组织生产，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定，建议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撤销其矿长职务；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建议撤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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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壹仟肆佰壹拾壹元整（�51411.00）（上一年年

收入的 30%）。

9.贾智光，中共党员，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负责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履行

职责中，对电力满都拉煤矿监督管理不到位，事故警示教育开展

不力，未深刻吸取类似事故教训，对煤矿的复工复产监督管理不

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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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梁成，中共党员，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负责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全面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

对电力满都拉煤矿监督管理不到位，未深刻吸取类似事故教训，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依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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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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连茹，中共党员，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代表董事会行使权利，负责组织讨论、决定公司的发展规划、重

大事项，实际履行职责中，对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不到位，未处理好企业合作双方的安全生产关系，

未理顺企业安全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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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罚建议

电力满都拉煤矿安全管理基础不扎实，现场安全管理不到

位，安全教育培训及警示教育不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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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满都拉煤矿要全面强化现场安全监督管理，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坚决杜绝违章作业，认真开展反“三违”活动，紧

盯问题隐患整改，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配备带班队长，

配齐现场作业各岗位人员。

2.电力满都拉煤矿要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加强区队级组织机

构建设，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作业规程,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严格复工复产验收。煤矿要完善区队一级组织机构，配齐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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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队长、技术员等管理人员；加强作业规程培训学习，严格监督

检查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执行作业规程的规定，取消前探梁施工工

艺，采用机载液压临时支护等先进支护工艺；全面强化安全教育

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强化管理人员安全至上意

识；严格执行复工复产程序，复工复产前要进行全面深入的隐患

排查，保证隐患排查整改到位，复工复产前要深入开展安全教育

培训和警示教育，保证警示教育到班组、到个人，入脑、入心，

对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对法律、法规，政府部门的指

示精神贯彻执行力度，知敬畏，做到“敬法、知法、守法”。

3.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要理顺安全生产管理机制，

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以安全生产为

出发点，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加大安全投入，强力推进智

能化矿井建设；加强组织机构、制度建设，理顺安全管理机制，

保证管理人员“责、权、利”对等，合理调整、配备领导岗位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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