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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矿业有限公司王家塔矿井

“11·9”机电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11 月 9 日 12 时 40 分左右，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境内新能矿业有限公司王家塔矿井（以下简称“王家塔煤矿”）

井下 2S203 辅运顺槽 104m 处发生一起机电运输事故。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34.26 万元。

事故发生后，王家塔煤矿在规定时间内向伊金霍洛旗能源局

进行了报告。伊金霍洛旗能源局在接到王家塔煤矿事故报告后向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察分局（以下简称“分局”）

进行了汇报。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指派监察员赶赴事故现

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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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局和伊金霍洛旗监察委、能源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总

工会等相关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先后入井现场勘察 2 次，收集各种材料 85 份，

调查询问相关人员 36 人，制作调查取证笔录 40 份。根据需要，

事故调查组委托内蒙古安科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有限公司对事故

车辆相关情况进行技术鉴定。

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模拟实验、技术鉴定、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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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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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塔煤矿概况

王家塔煤矿为乡镇煤矿，其上级公司为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注册资本柒亿玖仟万元

人民币，是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从事煤炭生产和销

售业务。

王家塔煤矿位于东胜煤田东南部，行政区划隶属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管辖。井田面积 56.6733 平方公里,矿区

范围由 14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标高 1219 米至 920 米。井田内

可采煤层共 9 层，分别为 2-2 下、3-1、4-1、4-2 中、5-1、6-1

中、6-2 上、6-2 中、6-2 下，现开采 2-2 下和 3-1 煤层。保有煤炭

资源储量 10.28 亿吨,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低瓦斯矿井，

2-2 下和 3-1 煤煤层自燃倾向性为容易自燃，煤尘具有爆炸性。

王家塔煤矿始建于 2008 年 8 月，设计生产能力 500 万吨/

年，核定生产能力 800 万吨/年，剩余服务年限 55.7 年，属正常

生产矿井。该矿采用斜-立井混合开拓方式，在工业场地布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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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斜井、副斜井，风井场地布置有回风立井，南翼风井工业广场

布置有南翼进风立井、南翼回风立井。矿井设计开采两个水平，

现开采一水平，水平标高为+1125m。矿井现在 2-2 下煤层南一盘

区、南二盘区各布置一个采煤工作面，采煤方法为走向长壁式，

采煤工艺为综合机械化采煤，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掘进工作面

采用综合机械化掘进。井下主运输使用刮板运输机、胶带输送机，

辅助运输使用防爆无轨胶轮车。通风方式为分区式通风，通风方

法为机械抽出式。矿井采用双回路供电，工业场地建有 35kV 变

电所，井下设有中央变电所。井下中央水泵房配备工作水泵 2 台，

备用水泵 1 台，检修水泵 1 台。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正常

使用。

事故发生前，王家塔煤矿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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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塔煤矿与鄂尔多斯市天地华泰签订了工程服务合同，鄂

尔多斯市天地华泰在王家塔煤矿设立了项目部。王家塔煤矿将鄂

尔多斯市天地华泰王家塔煤矿项目部及人员纳入煤矿统一管理。

（二）王家塔煤矿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王家塔煤矿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矿长 1 名，安全、机

电副矿长和总工程师各 1 名，生产副矿长 2 名，副总工程师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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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安检部、生产技术部等职能部门和通风队、综采队、掘进工

区、机运队等生产区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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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概况

王家塔煤矿综采工作面“搬家倒面”采用工程承包方式，新

能矿业有限公司与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煤神南”）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签订了《新能矿业王家塔煤

矿综采工作面（2S203→2S205）机电设备回撤、倒面、安装工程

合同》，工程范围为王家塔煤矿2S203工作面“搬家倒面”及2S205

工作面安装。陕煤神南成立于 2008 年 5 月，具有矿山施工总承

包资质，下设陕煤神南搬家中心。陕煤神南搬家中心在王家塔煤

矿成立了施工项目部，设置了组织机构，配备了项目经理及管理

人员。陕煤神南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均在有效期内。

（四）事故前矿井生产及事故地点情况

矿井布置 2 个生产综采工作面和 7 个综掘工作面，另有

2S203 综采工作面采终正在回撤。

事故发生在 2-2 下煤层 2S203 辅运顺槽 104m 处。事故地点巷

道底板标高+1124.567m，巷道向工作面方向倾斜，坡度（倾角）

5°40′。2S203 辅运顺槽断面为矩形，净宽 5.3m，净高 3.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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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积 17.5m2，采用锚杆-金属网-锚索-钢筋梯联合支护,采帮侧

布置有Ф110mm 供水防尘管路、Ф110mm 压风管路、Ф110mm 排

水管路等六趟管路。

（五）事故车辆及驾驶员概况

事故车辆为双轴四驱全液压湿式制动 WCJ8E 型防爆柴油机

无轨胶轮运料车，生产厂家为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限公司，2019

年 4 月出厂，车辆矿内编号为 3#，车辆外部尺寸 8030×1960×

2000mm，柴油机功率 75kW,最高车速 35km/h, 整机重量为

9000kg，额定载重量 8000kg,整车安标证书编号 MCG090004, 轮

边湿式多盘工作制动，失效安全型紧急及停车制动，最大爬坡能

力为 14°。该车辆由陕煤神南搬家中心购买并使用。

2019 年 5 月 22 日，陕煤神南委托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

究院有限公司对 3#料车进行检验，8 月 22 日出具了检验报告，

检验结论为车辆检测合格。

2019 年 11 月 19 日，内蒙古安科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有限公

司出具了技术鉴定报告。据技术鉴定报告，事故车辆检测项目均

合格，在事故现场地段若采取驻车制动（事故发生时载重状态下）

可使车辆保持静止状态不产生位移。

2019 年 11 月 9 日早班，事故车辆入井前进行了检查，检查

项目均合格，当班车辆驾驶员为乔永锋。乔永锋，男，3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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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本科学历，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

车 C1 型驾驶证，2019 年 8 月 29 日到陕煤神南搬家中心特种车

一队工作。

（六）事故发生前政府部门管理情况

王家塔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由伊金霍洛旗能源局承担，伊金霍

洛旗能源局下设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局第四大队负责王家塔煤

矿的安全监管工作。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11 月 9 日 10 时 13 分左右，王家塔煤矿机电部设备

管理员张利超驾驶 28#防爆皮卡指挥车，西安科控润滑油有限公

司职工孙杰、综采一队康敏元等五人乘车随其一起入井，先后到

2S104 综采工作面和 2S204 综采工作面。之后，张利超、康敏元

和孙杰三人驱车沿 2S203 辅运顺槽去 2S203 回撤工作面。11 时

45 分左右，到达 2#联巷口附近，停车后三人经 2#联巷步行进入

2S203 综采工作面取油样后，又经 2S203 胶运顺槽前往 2S203 工

作面胶带运输机机头抽取油样，此时孙杰走在最前面，张利超和

康敏元随其后。中途张利超发现排水管道漏水，便组织人员处理

漏水，他让康敏元追赶孙杰到机头抽取油样。孙杰和康敏元在运

输机机头取完油样后，二人去 1#联巷口候车，康敏元先孙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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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张利超处理完管道漏水后去停车地点取车，在走到 2S203 辅

运顺槽与 1#联巷交叉口时，看见康敏元，他让康敏元在 1#联巷

交叉口候车。孙杰到 1#联巷口时未见到康敏元，即在原地候车。

11 时 15 分左右，陕煤神南搬家中心司机乔永锋、郭志雄二

人分别驾驶 3#和 11#防爆无轨胶轮运料车入井，前往 2S203 回撤

工作面卸料，3#料车装有 3 捆支护木材（重约 3.8 吨）。12 时 27

分左右，乔永锋、郭志雄先后驾车驶入 2S203 辅运顺槽，行驶到

2#联巷附近时，一辆支架搬运车停在 2#联巷口，挡住去路。支

架搬运车司机晃灯示意乔永锋、郭志雄二人驾车后退，当乔永锋

所驾车车尾倒至 1#联巷外抹角时，从 2S203 辅运顺槽口又驶入

一辆支架搬运车，于是乔永锋、郭志雄就地停车，二人下车寻找

躲车地点。乔永锋将 3#运料车停在距 2S203 辅运顺槽口约 60 米

处，该处巷道底板呈 1°31′坡，车头朝向坡底，车辆未熄火，

未采取停车制动、垫阻车斜木措施。停在斜坡上的 3#料车发生

溜车，将在巷道内的康敏元撞倒。

张利超取车后，行驶到事故地点，孙杰也走到该处，二人发

现康敏元倒在 3#料车车尾，耳朵、鼻子、口中有鲜血，头朝 2S204

工作面方向，脚朝辅运大巷方向，面朝 2S204 工作面采帮一侧。

此时 3#料车溜车后被 2S204 工作面采帮侧管道剐蹭停住，车辆

未熄火，车头、车尾紧贴采帮侧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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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张利超、孙杰、乔永锋和郭志雄四人将康敏元

抬起，平放到皮卡指挥车后座上，张利超驾驶皮卡车拉着孙杰、

康敏元于 13 时升井。13 时 8 分，王家塔煤矿的救援车辆到达副

井口，将康敏元送往东胜区广厦医院救治。13 时 30 分，煤矿救

援车辆在去往医院途中与广厦医院救护车相遇，医护人员在检查

康敏元受伤情况后确认其已死亡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伊金霍洛旗

公安局民警赶到，法医检查确认康敏元已死亡，于是将尸体运送

至伊金霍洛旗殡仪馆存放。

之后，矿方与康敏元家属对善后事宜进行协商，并达成了一

次性赔偿协议。

（三）事故现场处理情况

张利超等人载着康敏元离开事故现场后，乔永锋向在 2S203

回撤工作面组织回撤作业的陕煤神南搬家中心运输班长张文聪

报告了相关情况。张文聪为缓解 2S203 辅运顺槽内运输车辆拥

堵，擅自指挥乔永锋将 3#料车挪移至 2#联巷南侧附近防火墙处，

破坏了事故现场。

（四）事故报告过程

张利超升井后，于 13 时 7 分向王家塔煤矿调度室汇报了相

关情况。在副井口等候的王家塔煤矿救护队队员常宝飞也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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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向王家塔煤矿矿长田正春汇报了事故情况。14 时 9 分，田

正春向伊金霍洛旗能源局汇报了事故，伊金霍洛旗能源局在接到

事故报告后，及时向分局进行了汇报。王家塔煤矿矿长田正春及

企业有关负责人未向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事故，违反了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属

于漏报。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为 3#料车司机乔永锋将重车停在坡道上，停

车后未按规定采取熄火、停车制动、垫阻车斜木等措施导致溜车，

撞到在巷道内的康敏元并致死。

（二）间接原因

1.王家塔煤矿对“搬家倒面”期间车辆运输安全风险辨识与

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未严格落实外委施工队伍的安全监管责

任，对煤矿作业人员和陕煤神南搬家中心安全教育培训管理不

力。井下主要运输路段巷道交叉口、坡道等区域未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和照明设备，对运输车辆未采取定位监测措施，现场未设置

专职安全员，对事故地点车辆多，行车秩序混乱疏于管理。

2.陕煤神南搬家中心对车辆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

车辆驾驶员安全驾驶监督管理不力，车辆驾驶员临时停车未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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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选取停车地点及采取临时停车措施。井下“搬家倒面”期间，

对安全疏于管理，未组织开展安全巡查，对入井作业车辆、人员

缺少现场统一管理。

（三）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调查认定，王家塔煤矿“11·9”机电运输事故是一起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属一般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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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敏元，群众，综采队泵站操作工，事故当班到采煤工作

面协助抽取润滑油油样，安全防范和自保意识弱，对巷道附近车

辆运输安全隐患认识不足，导致被重载料车撞倒致死，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乔永锋，群众，陕煤神南搬家中心防爆无轨胶轮车司机，

事故当班驾车前往井下运送支护木材。在临时停车时，未按照车

辆运输管理规定采取相关措施导致溜车，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调

查处理。

3.张文聪，群众，陕煤神南搬家中心运输班长，当班在回撤

面组织回撤作业。在实际履行职责中，未对出入回撤工作面的运

输车辆、作业人员进行检查巡查及统一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事故发生后，对事故严重性认识不足，擅自指挥挪移事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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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

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并建议陕煤神南搬家

中心撤除其运输班长职务。

4.钟佳榆，中共党员，陕煤神南搬家中心王家塔煤矿项目部

安全副经理兼特种车队副队长，负责项目部特种车辆日常安全运

行及检修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车辆安全运行监督管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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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

（¥7,000.00）。

5.王祥，群众，陕煤神南搬家中心王家塔煤矿项目部经理，

负责项目部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搬家中心井下车辆

运输安全疏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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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

元整（¥7,000.00）。

6.温利刚，中共党员，陕煤神南搬家中心主任助理，王家塔

煤矿项目部实际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部安全生产工作。在实际

履行职责中，对车辆运行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井下“搬家倒面”

期间安全管理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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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

玖仟元整（¥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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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陶小松，中共党员，陕煤神南搬家中心副主任，分管搬家

中心安全环保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自搬家中心开始“搬家

倒面”后未组织安全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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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

币柒仟元整（¥7,000.00）。

8.吕会庆，中共党员，王家塔煤矿副总工程师兼安监科科长，

负责煤矿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和落实、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在实际

履行职责中，组织安检员对“搬家倒面”期间的安全巡检不力，

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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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

民币柒仟元整（¥7,000.00）。

9.李绍海，中共党员，王家塔煤矿生产副矿长，分管掘进工

程，负责井下掘进安全生产工作，当班入井带班矿领导。在实际

履行职责中，对井下安全生产状况掌握不全面，对重点区域检查

巡视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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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

（¥9,000.00）。

10.刘邹县，群众，王家塔煤矿机电副矿长，负责煤矿机电

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搬家倒面”期间车辆运输风

险辨识和隐患治理不深入，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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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

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

11.牛永志，中共党员，王家塔煤矿安全副矿长，负责煤矿

和项目部的安全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陕煤神南搬家

中心安全监管不到位，对项目部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疏于监督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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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

（¥9,000.00）。

12.田正春，中共党员，新能矿业有限公司安环部主任兼王

家塔煤矿矿长，负责煤矿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外委

队伍安全监管不到位，对煤矿安全教育培训、机电运输管理工作

存在的漏洞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在事故发生后

未向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进行报告，对事故漏报负主要责任。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

项的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28.6 万元）40%的罚款，罚款

人民币壹拾壹万肆仟肆佰元整（¥114400.00）。

13.李顺利，中共党员，新能矿业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分管

安全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陕煤神南搬家中心安全监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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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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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

14.何建辉，中共党员，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

司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对王家塔煤矿安

全管理不力，对外委队伍安全监管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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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之规

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议

王家塔煤矿作为事故责任单位，在“搬家倒面”期间对井下

行车秩序疏于管理，对主要运输巷道缺少安全保障，对陕煤神南

搬家中心车辆未采取定位监测措施，在现场未设置安全员、警示

标志、照明设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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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煤矿处

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

陕煤神南搬家中心在“搬家倒面”期间对车辆驾驶员安全教

育培训和安全驾驶监督不到位，在“搬家倒面”期间未开展安全

巡查，对“搬家倒面”期间井下车辆和人员缺少统一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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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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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范和整改措施

1.新能矿业有限公司及王家塔煤矿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外委队伍管理制度，全面加强对“搬家倒面”

承包方的安全监督管理。

2.王家塔煤矿要提升井下车辆运输安全风险辨识和管控能

力，加大井下车辆运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加强车辆日常运

行、调度、维护管理工作。要落实“搬家倒面”期间安全保障措

施，加强井下现场安全管理，充分发挥矿领导入井带班作用，重

点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特殊时期增设专职安全人员，强化现

场安全巡查检查。

3.王家塔煤矿要提高井下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性、有

效性，增强作业人员安全风险和防范意识。明确“搬家倒面”外

委队伍培训负责人，加大对“搬家倒面”承包方安全教育培训监

管力度。

4.陕煤神南搬家中心要加大对车辆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培

训和安全驾驶监督力度，对作业车辆进行定期检测和日常检修，

加强对井下作业车辆及人员的统一管理，对井下作业现场开展安

全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王家塔矿井

“11·9”机电运输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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