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乌素煤矿

三号井“8·2”煤仓溃水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8 月 2 日 10 时 30 分左右，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公乌素煤矿三号井（以下简称“公乌素煤矿”）

北主斜井发生一起煤仓溃水事故，造成 2 人死亡，1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 185.2 万元。

接到事故报告后，乌海市人民政府、内蒙古煤矿安全监

察局乌海监察分局、乌海市相关部门、海南公安分局有关领

导及相关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听取了煤矿对事故情况的

简要汇报,并对事故抢险救援工作进行了指导。抢险救援结束

后，当日 18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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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组织乌海市监察委、乌

海市能源局、乌海市总工会、海南公安分局组成了事故调查

组，事故调查组随即展开了事故调查工作。

内蒙古煤监局 8 月 2 日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派员赶赴

事故发生地，当晚看望了伤者，8 月 3 日入井查看了现场，

并对事故调查工作给予指导。

事故调查组累计调查 26 天，组织现场勘查 3 次，调查询

问有关人员 19 人次，形成调查笔录 19 份，收集相关资料 44

份，召开事故分析会 5 次，并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基本要求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



详细的现场勘察、调查询问取证、聘请专家进行技术认定及

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和责任，同时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以及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具体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煤矿概况

公乌素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境内，桌子

山煤田的南部,隶属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

国有重点煤矿。

公乌素煤矿设计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核定生产能力

270 万吨/年。煤矿井田走向长 7.6km，倾斜宽 2.3km，面积

15.3km
2
，保有资源储量 15819.63 万吨，可采储量为 11151.82

万吨。矿井井田内有七层可采煤层,分别为：5#、7#、9#、12#、

15#、16#、17#，主要生产的煤层为 9#、12#、16#。矿井采

用斜井开拓方式，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式。该矿为低瓦斯矿

井，煤层自燃倾向性为自燃，煤尘有爆炸危险性，矿井水文

地质类型为中等。

公乌素煤矿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为：党委书记、董事

长兼总经理王飞主持公司党委、行政全面工作，分管经营管

理科；副总经理邵德强协助总经理抓好煤矿采煤、掘进工作，

分管生产指挥中心、综采队、综掘一队、综掘二队；总工程

师曹金龙协助总经理负责技术管理、“一通三防”、 工程质量

验收等工作；副总经理梁广宁协助总经理抓好安全、环保、

安全保卫等管理工作，分管安健环科、保卫科；副总经理杨



光彩协助总经理抓好机电运输工作，分管机电科、机电队、

供应科、运输一队、服务队；副总工程师庞利俊协助总工程

师抓好生产技术工作；副总工程师孟海军协助安全副总经理

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主管安健环科。

煤矿设有生产技术科、机电科、安健环科、生产指挥中

心、经营管理科、党政办公室、技改办等职能科室，矿级领

导班子成员均取得了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公乌素煤矿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了安全避险

六大系统。

（二）矿井证照

采矿许可证：C1000002012011140122379，有效期至 2031

年 12 月 1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蒙）MK 安许证字[2013CG005],有效

期至 2021 年 5 月 2 日；

营业执照证号：91150303761064287G，有效期:长期；

矿长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蒙

A150203198209163951，有效期至 2021 年 1 月 7 日。

（三）事故地点相关情况

北主斜井断面为半圆拱形，净宽 4.5m，墙高 1m，拱高

2.25m，净断面 12.45m2，坡度 17°，长度 950m,装有强力胶

带输送机一部，担负矿井的煤炭提升任务，井筒内共有煤仓

6 个（自上而下编号为 1#-6#），在用煤仓为 5#，待用煤仓 6#，

1#-4#煤仓废弃。事故煤仓为 1#煤仓，仓深 25m，直径 5m，容

量 490m³，上口位于+1168m 水平石门内（石门已于 2007 年封



闭），下口位于北主斜井 296m 处，服务于+1168m 水平 9#、12#

煤。

2017 年 11 月 3 日，生产技术科编制了《主斜井煤仓下

口封堵方案》，决定对北主斜井废弃煤仓进行封堵。2017 年

12 月 30 日，运输一队制定了《主井煤仓给煤机解体及煤仓

漏煤眼封堵安全技术措施》，并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对 1
#
废弃

煤仓下口实施了封堵。

（四）事故隐患排查及处理情况

1.7 月 31 日，安检员高根有在巡查时发现“1#煤仓口有

老货流出，有淋水”，升井后填写了隐患卡，上报到安健环科。

2.8 月 1 日早调会通报隐患后，安全副总工程师孟海军

带领运输一队蔡静华、生产技术科龚浩、杨海波到 1
#
煤仓现

场查看，发现仓口钢板已三面脱开，行人侧尚有螺栓相连；

钢板上有松散的煤渣等杂物堆积，钢板下方有少量煤渣等杂

物堆积，仓口四周有淋水。

3.8 月 2 日早调会孟海军汇报 1#煤仓处掉渣，有大块石

头，并要求运输一队及时编制措施进行处理。上午 9 时左右，

矿长王飞、生产技术副总庞利俊到 1#煤仓查看，发现封堵煤

仓口钢板靠近皮带内侧三面已开口，最大开口端约 20cm；位

于巷道行人侧的 3 条螺栓尚连接；煤仓下方有落渣约半编织

袋；用手探向仓内约 15cm，有杂物堵塞，无漏风现象；仓口

有淋水，但不成线状。查看完毕后沿井筒走下去经北主斜井

3#联络巷进入+1000m 水平进行巡查；之后从副井升井乘地面

调度车去往南二采区。大约 1 个半小时后发生了溃水事故。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汇报过程

（一）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2019 年 8 月 2 日早班，综掘二队队长冯国栋安排当班班

长房全凯、检修工冯国柱、电工张小伟 3 人去北主斜井 480m

处吊挂电缆，7 时 40 分 3 人陆续入井作业。通风队队长祁正

飞安排防尘工白智有、郭天银冲洗北主斜井巷道，8 时 47 分，

从北主斜井入井，开始从井口向下冲洗巷道。运输一队队长

蔡静华安排电钳工代志平、检修工谷利军对北主斜井皮带输

送机进行巡检，给煤机司机闫兴旺去北主斜井皮带输送机机

尾清理浮煤以及生产过程中操作给煤机。7 时 23 分，谷利军、

代志平从北主斜井入井，开始对北主斜井皮带输送机进行巡

检；8 时 45 分，闫兴旺从副井入井，到达北主斜井 3
#
联络巷

后进入北主斜井皮带输送机机尾处开始清理撒落的浮煤。

10 时 30 分，综掘二队班长房全凯查看完北主斜井 70m

处喷浆机状况后，到达北主斜井1
#
煤仓上方50米处，听到“轰”

的一声，立即向井口方向跑了约 10m，停下来观察，又听见

几声砸铁皮的声音，感觉有东西掉下来，还听到有流水的声

音，大约 3 分钟后，没有声响了随即向下走，发现 1
#
煤仓溃

仓，底板冲的比较光滑。溃仓时，综掘二队冯国柱、张小伟

吊挂电缆至北主斜井 550 米处。通风队白智有、郭天银冲洗

巷道至北主斜井 870 米处，郭天银在北主斜井 3
#
联络巷内控

制水管阀门，白智有在联络巷下方约 30m 处冲洗巷道。运输

一队代志平、谷利军在北主斜井 600m 以下，闫兴旺在皮带运

输机机尾处。正在作业的综掘二队冯国柱、张小伟听到“轰



隆声”后，立即进入北主斜井 550m 向上 5m 左右的 2#联络巷

内躲避，通风队郭天银听到“响声”在 3#联络巷内躲避，白

智有听到“响声”爬上皮带进行躲避并看见皮带上和巷道底

板有水流过。10 时 35 分，白智有向该矿生产指挥中心汇报

“北主斜井冲下水，下面有人”，10 时 38 分，白智有又向该

矿生产指挥中心汇报“井下人员有问题，需救护车”。生产指

挥中心接到汇报后，立即向矿领导报告了事故情况。10 时 45

分矿长王飞接到生产指挥中心事故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启动

了矿井应急救援预案，并安排安全副矿长梁广宁联系救护队

和医院，随后赶往事故地点指挥救援。救援人员发现谷利军

倒在 3#联络巷片口对面皮带架处，代志平在 6#煤仓处，未发

现闫兴旺。11 时 09 分，伤者谷利军、代志平被救出至地面，

随即将 2 人送往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12 时 18 分，

医院诊断谷利军死亡。

11 时 21 分，监控人员经查阅人员定位系统，确定闫兴

旺在北主斜井井底。11 时 22 分，乌海能源公司救护大队接

到救援任务，立即赶到公乌素煤矿。经了解事故情况后，13

时 10 分，副大队长赵威带领救护队员一行 9 人入井搜救遇险

人员闫兴旺。13 时 40 分，救护人员到达北主斜井皮带机尾

处，发现井底积水位置已漫过皮带机尾段，积水较深，水质

浑浊，仍未找到闫兴旺。随即决定安装水泵抽排积水，14 时

50 分开始排水，17 时 35 分，积水面下降 9m，救援人员发现

闫兴旺，于 18 时 27 分，将闫兴旺运送至地面，经现场 120

急救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二）事故报告过程

事故发生后，煤矿立即实施抢险救援，12 时 18 分，确

认一名员工死亡，12 时 42 分，王飞向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

局乌海监察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并向乌海市能源局、应急

管理局、海南公安分局等部门报告了事故情况。

三、事故现场勘查和技术分析

（一）事故现场勘查

8 月 7 日上午，事故调查组及聘请的地质勘探、水文地质

专家入井至事故现场进行勘查。现场勘查发现：1
#
煤仓底部

封堵仓口的钢板已脱落，8 颗固定螺栓均滑丝，其中 1 颗断

裂，2 颗弯曲，固定螺栓直径为 12mm，钢板上的螺栓孔直径

为 15mm；钢板中心开孔，孔外侧焊接钢质泄水管，长约 100mm、

直径为 25mm，已完全堵塞，孔内侧未焊接泄水管；煤仓内有

淋水现象，水量约 0.2m3/h；从仓底向上灯光照看，仓顶有板

状物封盖，材质不详；主斜井井底仍有少量积水；清出的煤

渣、水泥块、木块等杂物约 30 个编织袋，堆放在巷道内；根

据事故发生后排水量估算，煤仓溃出水量约 50m3左右。

（二）技术分析

通过查阅相关图纸资料、询问有关人员、井下事故现场

勘查等综合分析：1#煤仓上口已于早期进行了封闭，1#煤仓上

口直接联通的+1168m 石门已密闭，1
#
煤仓上口与之相联通的

巷道未与上覆采空区直接连通，排除上覆采空区及巷道突然

涌水。因此，1#煤仓内积水水源为煤仓内壁渗水（砂岩裂隙

水）。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1
#
煤仓内长期有淋水，仓内淤积物堵塞了泄水管，导致

仓内积水。随着积水量的增大，且固定螺栓锈蚀，螺纹强度

降低，螺栓承受不住积水重力后滑丝，钢板三面脱开，但此

时钢板上部淤积物仍具有一定阻水能力；随着仓内积水量增

大到一定程度，仓内积水、淤积物突然溃出，沿北主斜井快

速向下冲流，将煤仓以下正在作业的部分人员冲倒致伤、致

死，造成此次事故的发生。

（二）间接原因

1.1#煤仓下口封堵时，未严格按照《北主斜井煤仓下口

封堵方案》《主井煤仓给煤机解体及煤仓漏煤眼封堵安全技术

措施》施工，仓内一侧未按设计伸出 100mm 的泄水管，极易

导致泄水管堵塞。

2.1
#
煤仓的实际封堵施工方式改变后，未重新制定安全

技术措施；施工结束后，未申请验收。

3.《主斜井煤仓下口封堵方案》有漏洞，缺少防止泄水

管堵塞的有效措施。

4.煤矿未认真组织研究制定废弃煤仓、特别是封堵后的

1#煤仓的技术管理措施和日常管理办法。

5.煤矿危险源辨识工作不到位，对 1
#
煤仓内可能发生积

水溃仓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研判不准确、处理不及时。

（三）事故类别、等级及性质

根据现场勘查、听取矿方汇报、调查取证、查阅相关技



术资料并经技术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起其它事故，属一

般事故，本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有关人员的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1.刘福旭，男，中共党员，运输一队技术员，负责运输

一队技术管理、员工培训工作。对安全技术措施的执行情况

监督不力，技术管理不严密，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

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

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6000 元。

2.周文华，男，中共党员，运输一队副队长，协助队长

负责本队的生产、安全工作，以及带班期间负责本班各项工

作任务的完成，是 1#煤仓下口封堵施工现场负责人。未正确

履行职责，1
#
煤仓下口封堵时，对仓内一侧未按设计伸出

100mm 泄水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7000

元；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建议由其所在党组织给予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3.蔡静华，男，中共党员，运输一队副书记、副队长（主

持工作），负责运输一队全面工作。是 1#煤仓下口封堵工作负

责人，对 1
#
煤仓下口封堵方案、措施执行情况监督落实不到



位，对安全技术措施的制定及封堵结束后验收工作疏于管理。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撤

职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

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8000 元；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的规定，建议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

4.梁强强，男，中共党员，生产技术科副科长，主要负

责通风管理方面的工作。对《北主斜井煤仓下口封堵方案》

执行情况跟踪落实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

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6000

元。

5.龚浩，男，群众，生产技术科副科长，主要负责地测

防治水方面工作。对《北主斜井煤仓下口封堵方案》审查在

防治水方面有疏漏，未发现 1#煤仓下口泄水管堵塞，未辨识

出仓内积水这一危险源，防治水资料掌握不准确，防治水工

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

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

予其行政撤职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8000 元。

6.乔亮，男，中共党员，生产技术科科长，负责生产技

术科全面工作。2018 年 7 月任职以来对地测防治水工作重视



不够，监督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

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8000

元。

7. 孟海军，男，中共党员，安全副总工程师兼安健环科

科长，协助安全副矿长负责全矿安全管理工作以及员工安全

培训工作。对 1#煤仓仓内积水的危险源辨识不够，未提出相

应的安全管理建议。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8. 庞利俊，男，群众，生产技术副总工程师，协助总工

程师抓好生产技术、地测防治水等工作。对《北主斜井煤仓

下口封堵方案》防治水方面审查不细致；对 1
#
煤仓仓内积水

的危险源辨识不够，未提出相应的安全管理建议。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

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

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9.梁广宁，男，中共党员，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抓好

安全、环保、保卫、员工安全培训等工作，分管安健环科。

对危险源辨识、隐患处理监督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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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依据《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

予其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

10.杨光彩，男，中共党员，副总经理，负责协助总经

理抓好机电运输工作，分管运输一队。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

职责，对分管的运输一队封堵煤仓工作及封堵后的日常检查

管理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

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

人民币 10000 元；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

三条的规定，建议由其所在党组织给予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

织处理。

11.曹金龙，男，中共党员，总工程师，负责矿井技术管

理、“一通三防”、工程质量验收等工作，分管生产技术科。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防治水技术管理有漏洞，未有效

鉴定解决 1#煤仓防治水方面的安全技术问题，未认真组织研

究废弃煤仓技术管理措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

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

人民币 10000 元；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

三条的规定，建议由其所在党组织给予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

织处理。



12.王飞，男，中共党员，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主持公司党委、行政全面工作，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正

确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未认真组织制定废弃煤仓、特别是封

堵后的 1#煤仓的日常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工作不

到位，对 1#煤仓内可能发生积水溃仓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研

判不准确、处理不及时。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

定，建议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

罚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上一年

年收入 30%罚款，即罚款 65800 元【219336 元（2018 年年收

入）×30%】；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

一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二）事故单位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公乌素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技术管理有漏

洞，危险源辨识工作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及时，对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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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建议给予公乌素煤矿罚款 50 万

元。

六、防范和整改措施及建议

煤矿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针对本起事故，提出如下防范和整改措施及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公乌

素煤矿要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

生命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思想和



行动上落到实处，深刻吸取本起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提高安全生

产工作的严肃性、针对性、时效性，真正把安全工作严起来、

硬起来、实起来，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二）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狠抓各级人员的责任落

实。公乌素煤矿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梳理研

究各层级、单位，各重点区域及重点环节的责任分工，避免

存在盲区和责任空白区。同时要进一步细化安全生产责任制

考核办法，狠抓各层级安全管理人员的责任落实，逐步建立

健全企业内部自我约束、持续改进、安全发展的内生长效机

制。

（三）加强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公乌素煤矿要全

方位、全过程对矿井隐蔽致灾因素、危险源辨识、安全风险

进行系统性排查分析，在避免“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

上下功夫，全面辨识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

做到“科学研判、精准鉴定、有效防控”。进一步完善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加大隐患治理的力度，提高隐患治理时效性，

切实把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

面。

（四）加强和改进技术管理工作。公乌素煤矿要健全以总

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管理体系，强化和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的

技术决策，不断提高技术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责任心，充

分预判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和隐患，精准制定有

关管理办法和安全措施并严格审查、审批，严格抓好执行落



实，确保安全措施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进一步规

范生产作业及单项工程的监督、检查、验收等关键环节，从

技术上发挥对安全生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五）加强煤矿防治水基础工作。煤矿要进一步收集完善

各类防治水基础资料，查明井田范围内及周边老窑区、废弃

旧巷道分布及积水范围、积水量，准确掌握矿井水患情况，

水文地质情况不清、条件不明、资料不详的情况下严禁组织

生产作业，同时要加强矿井各出水点、煤仓、密闭等地点的

日常巡查和管理，煤仓与溜煤（矸）眼内有淋水时，必须采

取封堵疏干措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不得使用，对检查发现

的异常现象要深入分析原因，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六）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工作。

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要以本起事故为教训，

做到“举一反三”，认真开展一次对所属煤矿的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深入排查所属煤矿各个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特别

是针对废弃煤仓、废旧巷道、密闭等看不到、想不到、不经

常去的地点，要列为重点检查对象，坚决杜绝类似事故的再

次发生。同时要认真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工作，加强所属煤矿

风险管控、危险源辨识、隐蔽致灾因素分析、隐患排查治理、

安全过程管理等各项工作，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

业安全生产形势向好发展。

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乌素煤矿三号井“8·2”

煤仓溃水事故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