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青春塔煤矿

“1·19”瞒报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19年 1 月 19日 12时 30分，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青

春塔煤矿（以下简称青春塔煤矿）1601综放工作面运输顺槽转载

机机尾行人过桥处发生一起运输事故，造成 1人死亡。事故直接

经济损失 148.2万元。

事故发生后，隆源公司有关人员未向青春塔煤矿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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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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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举

报材料，举报内容：“青春塔煤矿通风队瓦检员李某 2019年 1月

19日在瓦斯检测期间失踪，举报人推测该瓦检员在综放工作面掉

入刮板运输机死亡。”对此，分局多次派员展开外围走访、核查，

并对煤矿相关人员进行质询，5月 7日青春塔煤矿承认举报情况

属实，该矿 2019年 1月 19日井下发生了一起一人死亡生产安全

事故。

5月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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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和准格尔旗监察委员会、能源局、应急管

理局、公安局、总工会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本次瞒报事故死者为单岗作业的瓦斯检查工，且事故发生近

4个月，事故现场已不存在，给事故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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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份，收集各种材料 15份，入井勘察 1次。通过查阅资料、调

查取证、井下勘察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及事故瞒报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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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塔煤矿隶属情况

青春塔煤矿隶属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03

年 6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70268 万元，为广东珠江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主要承担煤矿、铁路、电厂等基础设

施及能源领域的战略投资任务。目前，该公司正在投资建设准格

尔煤电路一体化项目，项目包括青春塔煤矿及选煤厂、罐子沟集

运站、朱家坪电厂、准朔铁路等子项目。

（二）矿井概况

青春塔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煤田中南部，行政区划

隶属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魏家峁镇。井田面积 44.1978 平方公

里，主采煤层为 6号煤层和 6上煤层，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91754

万吨。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简单，属低瓦斯矿井，煤层自燃倾向

性为容易自燃，煤尘具有爆炸性。

青春塔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 600 万吨/年，设计服务年限 74

年。该矿采用斜井开拓方式，设主斜井、副斜井和回风斜井，3



条大巷沿 6号煤层底板布置。现开采水平标高为+1050m。回采工

作面采用走向长壁后退式采煤方法，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工

艺；掘进工作面采用综合机械化掘进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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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分别引

自魏家峁 110kV变电站和罐子沟 110kV变电站；采用直接排水系

统，在副井井底附近设中央水泵房和中央水仓，配备主排水泵 3

台；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已安装到位并能正常使用，其中：安

全监控系统为 KJ66X型，人员定位系统为 KJ128A型。

青春塔煤矿现有职工人数为 599人，劳动组织采用“三八制”

作业方式。该矿将井下采煤、机电运输和“一通三防”工作委托

给隆源公司运营管理。隆源公司组建了青春塔项目部具体承担相

关业务。

事故发生前，青春塔煤矿持有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和安全

生产许可证，矿长艾维顺持有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合格证，

以上证照均在有效期内。

（三）隆源公司概况

隆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2月，注册资本 6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鲍明华，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国家二级资质，主要从事

矿山工程施工、矿井建设及采掘生产系统工程承包、煤炭开采技

术服务、矿山设备安装维修等业务。

隆源公司与青春塔煤矿于 2017 年 4 月签订《青春塔煤矿采

煤劳务承包合同》，又于 2018年 10月签订《青春塔煤矿 2018-2019

年度辅助生产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合同》。青春塔煤矿将隆源公司



青春塔项目部纳入了煤矿统一管理体系，项目部的生产、安全等

管理工作由煤矿统一管理，项目部经理王培连、副经理李庆文、

邵士营及相关人员均由青春塔煤矿下发了任职文件。

（四）煤矿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青春塔煤矿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矿长 1名，安全、生

产、机电副矿长各 1名，总工程师 1名，副总工程师 8名，设置

有安全监察部、生产技术部、地测部、通风部、机电部、调度室

等职能部室和综放队、综掘队、机运队、通防队、无轨胶轮车队

等生产区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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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制度，事故发生当班由机电副

矿长卜仁斌下井带班。

（五）事故前矿井生产情况

事故发生前，该矿有 2个综放工作面和 3个掘进工作面。1601

综放工作面正常生产，工作面走向长度 1370 米、倾斜长度 260

米，设计采高 4米、放煤厚度 10米，事故发生时已回采 860米；

1602备采工作面走向长度 1800 米、倾斜长度 260 米，正处安装

设备阶段。掘进工作面分别为：1603胶运顺槽、1603回撤巷和 6

煤胶运大巷掘进工作面，设计长度分别为 2050米、260米、1350

米，支护方式为锚网索支护。

（六）事故地点概况

事故发生在 1601 综放工作面运输顺槽转载机机尾行人过桥

处（事故现场示意图见附件 3）。1601 综放工作面采用电牵引采

煤机落煤、刮板输送机出煤，采出煤炭再经桥式刮板转载机（配



有轮式破碎机）和胶带输送机外运。转载机型号为 SZZ1350/700

型，机头距工作面 60m，机尾设厂家随机过桥，过桥高 1.1m、宽

0.3m，过桥防护栏高 0.3m。破碎机型号为 PML4500型，破碎机

锤头距刮板机高度 300mm，刮板机链条距箱底高度 130mm。胶

带输送机型号为 DSJ160/320/3×630 型，带速 3.5m/s，皮带架高

度 1.2m，皮带距地面高度 1.6m。

（七）事故发生前政府部门管理情况

青春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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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局二中队每月按照监管计划对煤矿进行不定期巡查。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年 1 月 19日 7时，通防队队长李春雷主持召开早班班

前会，当班出勤 11人，会上李春雷强调了安全注意事项。早班由

三名瓦斯检查工负责全矿井的瓦斯检查工作，其中：瓦斯检查工

李磊负责 1601综放工作面的瓦斯巡检工作。

李磊于 7 时 25分入井，7时 35分到达交接班地点采区变电

所，工作交接后即开始瓦检作业。根据人员定位信息推测，李磊

于 11时完成第一次巡检，然后停留在 1601胶运顺槽入口处。12

时 6 分起，李磊进入 1601 胶运顺槽开始第二次巡检，先后检查

了 1601胶运顺槽（回风）、1601工作面回风 10米处和 1601工作

面回风隅角。12时 30分左右，李磊按照规定路线前往 1601工作

面检查点，在经过转载机机尾行人过桥时跌落到空载运行的刮板



输送机上，随即经过破碎机、转载机机头和 1601 胶带运输机被

运出 1601 胶运顺槽，先后于 12 时 37 分经过主运大巷落煤点、

12 时 40 分经过措施巷与主运大巷交叉口、12 时 47 分经过主运

大巷水仓入口、12时 50分经过主井井口，并最终从地面球形仓

穹顶落煤口掉落在煤堆上。

（二）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李磊是单岗作业的瓦斯检查工，跌落刮板输送机后随胶带快

速运移，加之转载点均为封闭式，没人发觉事故发生，因而李磊

未获得及时抢救。

1月 19日 16时，中班瓦斯检查工姜兆芳到岗进行交接班时

发现李磊未出现，便向通防队队长李春雷进行了汇报；李春雷又

告知了项目部经理王培连。王培连通过查询人员定位系统中李磊

的行走轨迹，最终定位至地面球形仓。王培连随即到达地面球形

仓并发现了掉落在煤堆上的李磊。李磊被发现时生命体征不明，

浑身粘满煤灰，头部有磕碰创伤。随后，王培连通知有关人员并

组织救援，副经理邵士营、通防队队长李春雷、司机陈震先后赶

到地面球形仓，在现场进行短暂抢救后便将李磊送往山西省河曲

县。17时 45分左右，到达河曲县人民医院，经医护人员抢救确

认李磊已经死亡并开具了“临床死亡”证明。随后，王培连等人

将李磊尸体送至河曲县殡仪馆后返回青春塔煤矿。

王培连在将李磊送往医院途中向隆源公司法人鲍明华进行

了汇报。鲍明华得知事故后，电话安排隆源公司工会人员与李磊

家属接洽处理善后事宜。双方于 1 月 23 日达成并签署了赔偿协



议，隆源公司赔偿李磊家属 146 万元。李磊尸体于 1 月 24 日在

河曲县殡仪馆火化，骨灰次日被送回山东省肥城市下葬。

（三）事故隐瞒过程

事故发生后，隆源公司有关人员未向青春塔煤矿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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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瞒了事故。在举报事故核查过程中，青春塔煤矿知情未报，直

至分局核查人员掌握确凿证据后，才于 5月 7日承认发生了该起

事故。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瓦斯检查工李磊在瓦斯巡检过程中，经过1601综放工作面转

载机机尾行人过桥处，跌落至运行的刮板输送机上，被刮板、破

碎、胶带等机械磕碰、挤压致死，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没有及时

发现和消除行人过桥不稳固等安全隐患；现场监督检查不严不

细，对瓦斯检查工等关键岗位、重点场所作业人员不安全行为没

有进行有效监督。

2．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风险意识不足，自主保安能力差。

3．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矿井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不力，对外委施工队伍疏于管理，未能及时发现上报生产安全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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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群众，通防队瓦斯检查工，事故当班负责 1601 综

放工作面瓦斯巡检工作。在作业过程中，风险意识不足，自主保

安意识差，从行人过桥处跌落到运行的刮板输送机上，对事故发

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康克强，群众，通防队当班瓦检班班长，负责瓦检人员

现场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瓦斯检查工日常安全教育

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

（¥5,000.00）。

3．李春雷，中共党员，通防队队长，负责通防队全面工作。

在实际履行职责中，组织开展本区队安全教育工作中存在漏洞，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元（¥7,000.00）。

4．邵士营，中共党员，隆源公司青春塔项目部副经理兼机

运队队长，负责项目部机电运输和通防系统管理工作。在实际履

行职责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作业现场监督检查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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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9,000.00）。

5．李庆文，中共党员，隆源公司青春塔项目部副经理，负

责项目部安全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职工安全教育培

训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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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

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9,000.00）。

6．王培连，中共党员，隆源公司青春塔项目部经理兼综放

队队长，负责项目部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不深入，对现场安全疏于管理，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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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万元）3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叁万捌仟叁佰壹拾元

（¥38,310.00）。在事故发生后未向青春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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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

条第（二）项的规定，建议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12.77万元）

10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壹拾贰万柒仟柒佰元（¥12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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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陆万陆仟零壹拾元（¥166,010.00）。

7．鲍明华，中共党员，隆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隆源公

司全面工作，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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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 万

元）3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伍万贰仟捌佰玖拾元（¥52,890.00）。

事故发生后隐瞒未报，对事故瞒报负有领导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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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17.63万元）100%的罚款，罚款人民

币壹拾柒万陆仟叁佰元（¥176,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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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拾贰万玖仟壹佰玖拾元（¥229,190.00）。

8．王向荣，群众，安全监察部当班安检员，负责井下采掘

工作面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现场安全监

督检查存在漏洞，未能有效发挥现场监督作用，对事故发生负有

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5,000.00）。

9．卜仁斌，中共党员，机电副矿长，负责煤矿机电管理工

作，事故当班带班矿领导。在实际履行职责中，现场安全监督检

查存在漏洞，未能有效发挥现场监督作用，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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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9,000.00）。

10．董永慧，中共党员，安全副矿长，负责煤矿安全管理工

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组织开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

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

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



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9,000.00）。

11．艾维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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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场安全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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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万元）3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伍

万柒仟陆佰陆拾元（¥57,660.00）。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向政府有

关部门报告，矿长岗位职责履职不力，对安全事故失察，对事故

瞒报负有领导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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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19.22

万元） 100%的罚款，罚款人民币壹拾玖万贰仟贰佰元

（¥192,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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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拾肆万玖仟捌佰陆拾元

（¥249,860.00）。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议

青春塔煤矿井下发生一人死亡生产安全事故，作为事故责任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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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玖万元（¥490,000.00）。事

故发生后瞒报，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

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第十二条的规定，按照《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建

议处罚款人民币壹佰肆拾玖万元（¥1,490,000.00）。依据《生产安

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建议对青春塔



煤矿合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玖拾捌万元（¥1,980,000.00）。

五、防范和整改措施

1．青春塔煤矿要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

强外委施工队伍管理工作，认真吸取“1·19”事故教训，要经

常性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夯实事故预防的基础。

2．青春塔煤矿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要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

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要突出细节管理，加强对关键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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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青春塔煤矿要提高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加

大关键岗位培训力度，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切实提升自主保安能

力，坚决杜绝蛮干、冒险行为。

4．青春塔煤矿要加强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学习，规范

煤矿事故信息上报工作，发生事故后严格按规定及时、如实上报。

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青春塔煤矿

“1·19”瞒报运输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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