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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恒东集团恒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11·27”瞒报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11月 27 日早上 7 时左右，内蒙古恒东集团恒博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以下简称恒博煤矿）采场 1250平盘发生

一起事故。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89万元。

事故发生后，中环公司恒博煤矿项目部有关人员未向恒博煤

矿报告，恒博煤矿在 11月 28日知悉事故情况后，未按规定向当

地人民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隐瞒了

事故。2019 年 12 月 17 日，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

察分局（以下简称分局）接到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批转的举报

材料称“2019 年 11月 27 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恒博煤矿发

生事故 1起。现已过半月，该矿尚未上报该起事故。”接到举报

信息后，2019 年 12 月 18 日，分局派员对举报信息进行了外围

核查，查实了该矿在 2019年 11月 27日发生一起死亡事故。

2020年 1月 14日，分局监察人员会同准格尔旗监察委员会、

能源局、公安局、总工会等部门有关人员成立了事故核查组，展

开事故核查工作。核查组进行了现场勘查，调查询问了事故相关

人员 17人，为查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核查组要求公安部门加快

尸体检验进度，尽快提供导致高汉榮死亡的证据。

2020年 1月 20日，经过对公安部门询问笔录、出具的案件

情况说明、《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以及调查取证笔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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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初步认定该案为一起生产安全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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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会同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准格尔旗监

察委员会、能源局、公安局、总工会等部门有关人员成立了事故

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先后现场勘查 2 次，调查询问事故相关人员 23

人，制作调查取证笔录 28份，调取了公安部门针对事故的询问

笔录、现场勘查资料、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通过现场勘查，

分析证据材料，综合相关人员调查取证笔录，在排除自杀、他杀

等非生产安全事故可能后，事故调查组初步分析出了事故发生的

经过，查清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查明了事故瞒

报过程，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

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对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提出了整改建议

和防范措施。现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恒博煤矿概况

恒博煤矿隶属于内蒙古恒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境内，行政区划隶属于准格尔旗纳日松镇管

辖。煤矿是由原路鑫聚煤矿、原乌兰不拉煤矿等整合而成，井田

面积为 6.271平方公里，可采原煤量 25.51Mt，设计服务年限为

18.5年，主要可采煤层 4-1、6-1、6-2。采矿许可证标高范围+1226

米至+1348米。

事故发生时，煤矿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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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有效期内，矿长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也在有效期

内。

（二）恒博煤矿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恒博煤矿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矿长 1名，分管安全、

生产、机电副矿长各 1名，总工程师 1名，副总工程师 1名，设

置有安全监察科、生产技术科、机电科、调度室等职能科室和生

产区队，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过培训并取得了考核合格证。该矿

制定并执行了矿领导带班入坑制度，事故发生当班由生产副矿长

张洪铭带班。

（三）中环公司恒博项目部概况

内蒙古中环协力矿业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境内，公司于 2016年 5月成立，具有矿山总承包三

级资质。2016年 12月，中环公司与恒博煤矿签订了《露天煤矿

总承包合同》，合同期一年，每年续签一次，双方签订了安全管

理协议。中环公司恒博项目部经理为彭贵明、副经理兼现场安全

总指挥为张玉堂。生产现场设带班队长 2名、副队长 2名、安全

调度 2名、安全员 6名。

（四）事故前煤矿生产及事故地点情况

煤矿井田划分为三个采区，事故发生时煤矿在二采区进行采

剥作业，整体向东推进。采剥生产采用单斗—矿用卡车间断式生

产工艺，液压挖掘机采装，矿用卡车运输，采场内剥离物用矿用

卡车由各水平工作线经移动坑线运至排土场，装载机排土。

事故发生前，采场剥离台阶有 12个，台阶高度 10m，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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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250水平至+1360水平，采掘带宽度为 10米，最小工作平盘

宽度 35米，主要开采 6-2煤层，标高为+1240，排土全部采取内

排，排土场排土台阶 6 个。事故当班生产作业平盘为+1280、

+1270、+1260、+1250四个平盘，事故发生地点位于+1250平盘

西部。

（五）事故发生前政府部门管理情况

恒博煤矿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准格尔旗能源局承担，准格尔

旗能源局下设准格尔旗煤炭安全生产监管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

局每月按照监管计划对煤矿进行巡查。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年 11月 27日 6时 20分，108号挖掘机白班司机高汉

榮参加了早班班前会，6 时 40分，乘坐通勤车到达采场交接班

地点（+1240平盘），步行前往作业岗位，在+1250平盘入口与

108号挖掘机夜班司机郭鹏琨进行了交接班。早上 7时左右，680

号自卸车司机武许军发现 108 号挖掘机右后方疑似有人躺在地

上，与其他司机确认躺着一个人后，迅速联系 90号挖掘机司机

报告了现场管理人员。

（二）救援经过

早上 7时左右，680号自卸车司机武许军发现 108号挖掘机

旁边疑似有一人躺在地上，武许军用手机给夜班队长陈俊宏打电

话告诉他有人受伤了。之后，武许军和 681号自卸车司机侯文军

一起到 90号挖掘机旁边，将情况告诉 90号挖掘机司机王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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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通过对讲机告知项目部现场总指挥张玉堂在+1250 平台上有

一人倒地不起。张玉堂赶到现场，发现伤者是挖掘机司机高汉榮，

经反复呼叫无反应后，将情况汇报给项目部经理彭贵明，彭贵明

指示张玉堂先把人往采场外运送。彭贵明又打电话求助同事刘

辉，刘辉开车带着运送高汉榮的越野车前往呼市的内蒙古国际蒙

医院，到达后医生认定已经死亡，之后将遗体安置到医院太平间。

11月 28日上午，由于对高汉榮死亡原因存在疑义，死者家属与

项目部人员共同向公安机关报案，11月 28日中午，准格尔旗公

安局刑警队开始了侦查工作。

（二）事故隐瞒过程

事故发生后，中环公司恒博项目部经理彭贵明未向恒博煤矿

报告，也未按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报告。2019 年 11月 28 日，准格尔旗公安局刑警队民警到恒博

煤矿进行侦查时，恒博煤矿矿长王建军得知 11月 27日采场+1250

平盘死亡一人，对事故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也未按规定向当

地人民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中未发现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从掌握的间接

证据以及公安部门 2020年 1月 16日出具的事故情况说明可以查

明，事故发生在韩赢路过 108号挖掘机后到武许军发现高汉榮这

一期间，时间为 11月 27日早上 7时左右。这一时间段，+1250

平盘已经开始生产作业（挖掘机剥离渣石，自卸车运输排土，未

进行爆破作业）。武许军发现高汉榮时，高汉榮趴在地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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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8号挖掘机右后方 3至 4米，事故期间出现在该位置周围的

机械设备有 3号油罐车、680号、681号、682号自卸车等设备。

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结论为“未发现导致该起事故

发生的自杀或他杀依据”，因调查时事故现场已破坏，现场无见

证人可以提供直接证据，依据《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中“高

汉榮的死因符合钝性外力作用于胸部及腹盆部，致肋骨及骨盆骨

折，胸腔、腹盆腔脏器破裂、出血而死亡。”综合各方面客观事

实，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依据公安部门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结论：“未发现导致该起

事故发生的自杀或他杀依据”和《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高

汉榮的死因符合钝性外力作用于胸部及腹盆部，致肋骨及骨盆骨

折，胸腔、腹盆腔脏器破裂、出血而死亡。”认定高汉榮在作业

现场被作业的机械设备撞击死亡，但无法确定具体撞击机械设备

及人员。

（二）间接原因

1.恒博煤矿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未严

格执行煤矿安全管理规定。

2.煤矿安排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

作业。

3.煤矿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采场作业人员未在规定交

接班地点进行交接班，交接班期间各工种、各岗位平行作业管理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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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运输事故，死亡

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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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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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堂，群众，中环公司恒博项目部副经理兼现场安全总

指挥，负责生产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检

查现场安全生产状况不力，对交接班时作业现场车辆和人员管理

不到位，造成事故隐患。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

整（¥9，000.00）。

2.彭贵明，群众，中环公司恒博项目部经理，负责项目部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

安排未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未有效督

促、检查项目部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对施工作业现场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给予

警告，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在事故发生后未

向恒博煤矿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事故，

隐瞒了事故，对事故瞒报负有直接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其处

以上一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壹拾叁万叁仟陆佰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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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元（¥133,650.00）。共计罚款人民币壹拾肆万贰仟陆佰伍拾元

（¥142,650.00）。

3.赵龙，群众，安全副矿长，负责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在实

际履行职责中，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未严格组织开展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对中环公司恒博项目部施工队安

全管理不到位。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9，

000.00）。

4.王建军，中共党员，矿长，负责煤矿全面工作，煤矿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力，

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对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没有将中环公司

恒博项目部施工队真正纳入煤矿统一管理，对煤矿发生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负有领导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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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110277

元）3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叁万叁仟零捌拾叁元（¥33，083.00）；

知悉事故情况后未按规定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对事故瞒报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

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110277

元）10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壹拾壹万零贰佰柒拾柒元（¥11，

0277.00）。共计罚款人民币壹拾肆万叁仟叁佰陆拾元（¥14，

3360.00）。



- 9 -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议

恒博煤矿作为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且有瞒报

事故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

（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四条第

二款的规定，建议对其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

针对恒博煤矿存在的瞒报事故行为，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

币贰佰贰拾万元（¥2，200，000.00）。合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佰

柒拾万元（¥2，700，000.00）。

五、防范和整改措施

1．恒博煤矿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开展事故警示教育，

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提升对关键环节、重要

岗位的安全风险现场辨识、管控能力，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2．恒博煤矿各级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组织制定并监督员工落实各岗

位安全操作规程及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生产作业现场的安

全检查，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恒博煤矿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生产作

业现场的监督检查，举一反三，杜绝此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4．煤矿要严格遵守有关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对发生的

安全生产死亡事故、轻重伤事故及未造成人员伤亡的涉险事故要

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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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恒东集团恒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11·27”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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