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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
羊市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一矿
“7·2”瞒报顶板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7 月 2 日 5 时 40 分许，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羊

市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一矿（以下简称羊市塔一矿）井下

6208 回撤通道掘进工作面（由榆林金探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准

格尔旗第三分公司承包施工）发生 1 起顶板事故，造成 1 人

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82.85 万元。

事故发生后，羊市塔一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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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了事故。

2019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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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实名举报称：羊市塔一矿 7 月 2

日井下掘进工作面发生 1 起死亡事故，死亡 1 人。分局立即

会同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和准格尔旗能源局、监察委员会、公

安局、总工会成立核查组对举报情况进行核查，经核查确认

举报情况属实。

2019 年 7 月 8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的规定，分局会同上述单位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

查工作。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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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放过”的原则，事故调查组先后调查询问相关人员 22

人次，制作调查取证笔录 22 份，收集各种材料 28 份，现场

勘验 1 次。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调阅资料，查明了事

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情况和

事故瞒报过程，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

人员的处理建议，总结了事故教训，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

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煤矿概况

羊市塔一矿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镇境内，为

乡镇煤矿，隶属于汇能煤电集团羊市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该矿核定生产能力 240 万吨/年，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

证、采矿许可证、矿长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均在

有效期内，为合法生产矿井。

矿井井田面积 14.47km
2
，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型，

瓦斯等级为低瓦斯矿井。当前开采煤层为 6-2 中煤层，煤层

自燃倾向性为容易自燃，煤尘具有爆炸性。该煤层平均厚度

3.5m，煤层顶板以单一稳定的砂质泥岩类为主，其次为细

粒砂岩类，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矿井采用斜井-立井单水平

开拓方式，井田内共布置有主斜井、副斜井、进风斜井和回

风立井 4 个井筒，在 6－2 中煤层中布置运输大巷、辅助运

输大巷和回风大巷等三条大巷。采煤工作面采用走向长壁后

退式采煤方法，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掘进工作面采用综掘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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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工业场地建 10kV 变电站一座，矿井两回路电源分

别取自山不拉35kV变电站10kV侧不同母线段，采用LGJ-300

型架空线路。

矿井采用中央分列通风方式，机械抽出式通风方法。立

风井井口安装 2 台 FBCDZ№22 型对旋轴流式通风机，一用一

备。主斜井、副斜井及进风斜井作为进风井，回风立井为回

风井。

井底车场设有中央水泵房，安装 MD155-30×4 型水泵三

台，一台工作，一台备用，一台检修。井下设两个水仓，一

个主水仓和一个副水仓，水仓总容量为 2300m
3
。

矿井装备一套 KJ70X(A)型矿井安全监控系统，设有监测

瓦斯、温度、风速、一氧化碳传感器及设备开/停状态传感

器。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均已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

矿井主运输方式为胶带运输，辅助运输方式为防爆无轨

胶轮车运输。

该矿现有职工人数为 421 人，劳动组织采用“三八制”

作业方式。

事故发生时，井下布置有 6206 综采工作面、6202 备采

工作面和 6208 回撤通道掘进工作面。

（二）煤矿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煤矿安全管理机构健全，配备矿长 1 名，安全、生产、

机电副矿长各 1 名，总工程师 1 名，设有调度室、安检通防

科、机电科、技术科、综采队、机运队、掘进队。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均经过培训并取得了考核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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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榆林市金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

第三分公司概况

榆林市金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第三

分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6 日。该公司下设一个掘进施工

队伍，配备有队长、副队长、技术员等管理人员。其上级公

司榆林金探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取得了陕西省住房与城乡建

设厅颁发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证件合法有效。该掘进队安全工作由煤矿统一管理。

2019 年 6 月 10 日，羊市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与榆林市

金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第三分公司签订

施工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由该公司承担羊市塔一矿井下掘

进工程施工。

（四）事故地点概况

事故地点为 6208 回撤通道掘进工作面，巷道设计全长

148m，沿 6-2 中煤层底板掘进，顶部留有约 0.5m 顶煤。巷

道设计为矩形断面，宽度 4.2m，高度 3.7m，顶部采用锚杆

锚索加金属网联合支护，锚杆间距 1.1m，排距 0.8m，锚索

间距 2m, 排距 2m，网片长 2.4m，宽 1.2m。掘进开口位于水

仓巷和回风措施巷巷道交叉处，7 月 2 日甲班开始掘进施工，

事故发生时掘进进尺约 3.2m，巷道顶板无特殊地质构造。该

矿编制审批的《6208 回撤通道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以下

简称掘进作业规程）规定，巷道掘进时采用三根金属前探梁

加金属吊环的临时支护措施，允许最大空顶距为 2.5m。事故

发生时，掘进作业人员在掘进作业后未进行临时支护，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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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空顶距约 3.2m。

（五）安全监管情况

该矿安全监管工作由准格尔旗能源局负责，旗能源局下

设安全生产监管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局执法三中队按照监

管执法计划对该矿进行日常监管。

二、事故发生、抢救及瞒报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年 7月1日羊市塔一矿早调会安排掘进队开始掘进

6208 回撤通道。当天 21 时 30 分，掘进队技术员段新文召集

甲班班长何世平、皮带工杨建强、掘进机司机赵长奎、支护

工程利民和防爆胶轮车司机王志亮召开班前会。22 时，当班

五人开始入井。约 23 时，五人到达 6208 回撤通道开口处做

掘进前的准备工作。7 月 2 日 3 时左右，何世平组织开始进

行掘进作业。赵长奎完成掘进进尺约 3.2 米后停机退出。何

世平和程利民开始支护顶板，支护完巷道左侧顶板，现场支

护材料用完。何世平、王志亮和程利明开始从 6208 辅运顺

槽材料堆放点向掘进工作面迎头搬运支护材料。约 5 时 40

分，搬运材料的何世平等人走到距迎头约 10 米时，忽然听

到顶板煤块掉落声音，立即赶到掘进迎头，发现巷道右侧顶

板有长约 1.5m、宽约 0.7m、厚约 0.35m 的煤块垮落，将搬

运材料的王志亮砸倒在地上（见现场事故示意图）。

（二）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何世平等四人迅速将王志亮身上的煤块清

理掉，发现王志亮头部流血，已经没有意识。他们立即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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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将王志亮抬到掘进机后面。之后，何世平赶紧用电话给地

面值班的技术员段新文汇报，段新文接到报告后马上打电话

向队长吕晓佳报告。吕晓佳随即安排段新文和胶轮车司机张

俊明、李建斌入井救人。约 7 时 30 分将伤者运出井口，在

副井口等待的吕晓佳等人立即将其送往神木市大柳塔试验

区人民医院。上午 9 点，经医护人员检查确认王志亮在到达

医院前已死亡。

2019 年 7 月 8 日，企业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善

后工作结束。

（三）事故隐瞒过程

7 月 2 日上午约 6 点 30 分，接到事故报告的吕晓佳在羊

市塔一矿联建楼下向准备开调度会的矿长高俊清汇报了事

故。高俊清未向上级公司汇报，也未按规定向准格尔旗有关

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事故。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王志亮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进入 6208 回撤通道掘进

工作面空顶区域作业，被巷道右侧顶部掉落的煤块砸中导致

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掘进作业人员未严格按照掘进作业规程规定作业。空

顶距离超过最大允许值，且未采取临时支护措施，未严格执

行“敲帮问顶”制度。

2.羊市塔一矿对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不到位。现场作



7

业人员自保、互保意识差，对现场安全隐患认识不足。

3.《6208 回撤通道掘进作业规程》和《6208 回撤通道

开口安全技术措施》编制和审批存在漏洞。掘进开口位置处于

水仓巷和通风措施巷交叉处，掘进作业规程和开口安全措施

中缺少针对性补强支护措施。

4.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和监督检查人员未严格履行岗位

职责，未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

（三）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类型为顶板事故，事

故造成一人死亡，属一般事故。事故性质为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且事故发生后瞒报。

四、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王志亮，群众，掘进队防爆胶轮车司机，安全意识差，

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违规进入掘进工作面空顶区域作业

造成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本人在事故中

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2.何世平,群众，掘进队班长，当班作业时未严格落实

掘进作业规程规定的巷道顶板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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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5000.00）。

3.任三东，群众，羊市塔一矿安全员，负责井下现场安

全检查。当班现场检查时未督促掘进作业人员采取临时支护

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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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

币肆仟元（¥4000.00）。

4.董如海，群众，掘进队副队长，负责掘进队现场管理

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对现场掘进施工管理不严格，对工

人安全教育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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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处罚款人民币捌仟元（¥8000.00）。

5.吕晓佳，掘进队队长，负责掘进队日常工作。在实际

履行职责中，对掘进队安全管理和工人安全教育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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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捌仟元

（¥8000.00）。

6.冯小龙，群众，羊市塔一矿机电副总工程师，当班带

班矿长，实际履行带班职责中，隐患排查治理不严格，现场

安全检查存在漏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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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9000.00）。

7.边梦龙，群众，羊市塔一矿安全副矿长，负责矿井安

全管理、安全监督检查、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在实际履行

职责中，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培训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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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9000.00）。

8.刘嘉璞，群众，羊市塔一矿生产副矿长，分管煤矿综

采队、掘进队的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掘进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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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管理不严格，未严格要求掘进队及时采取临时支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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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

9.艾继峰，群众，羊市塔一矿总工程师，负责煤矿技术

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组织编写的《6208回撤通道掘

进作业规程》和《6208回撤通道开口安全措施》顶板管理方

面内容把关不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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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

10.高俊清，中共党员，羊市塔一矿矿长，负责羊市塔

一矿全面工作，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实际履行职责

中，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事故发生后，未按

规定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对事故瞒报负有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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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上一年年收入（2018 年收入¥180000.00）30%的罚款，建

议处罚款人民币伍万肆仟元（¥54000.00）。因瞒报事故，依

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条第（二）

项的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建议处罚款人民币

壹拾捌万元（¥180000.00）;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

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建议合并处罚款人民币贰

拾叁万肆仟元（¥23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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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议

羊市塔一矿作为事故责任单位，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

体责任，对掘进队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四条第二

款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事

故发生后，该矿瞒报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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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煤矿安全

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建议处罚款人民币贰佰万元

整（¥2000000.00）。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

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建议对羊市塔一矿合并处罚款人民

币贰佰伍拾万元（¥2500000.00）。

五、事故防范措施

羊市塔一矿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增强安全红线意识，加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

现象的发生，重点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强化从业人员

安全意识和自保意识。加强各岗位、各工种的安全警示教育

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2.加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强化现场安

全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

3.规范作业规程、安全技术措施的编制、会审工作并认

真贯彻执行。掘进作业期间必须采取有效临时支护措施，严

格控制最大空顶距，严格落实“敲帮问顶”制度，切实把各

项规程和措施内容落实到班组和岗位，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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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法依规组织生产，严禁将井下采掘工作面违规承包。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羊市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一矿

“7·2” 瞒报顶板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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