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市营盘壕煤炭有限公司“6·15”
瞒报机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6 月 15 日 4 时 30 分许，鄂尔多斯市营盘壕煤炭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营盘壕煤矿）2401 综采工作面发生一起机电事故，

造成 1 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87.918 万元。

事故发生后，营盘壕煤矿未按规定向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

及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隐瞒了事故。

2020年6月18日，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察分局

（以下简称鄂尔多斯监察分局）接到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转办

的实名举报称：2020年6月15日，营盘壕煤矿发生一起事故，死

亡1人，隐瞒未报。对此，鄂尔多斯监察分局高度重视，立即指

派有关人员会同乌审旗公安局展开事故核查工作。经外围核查，

举报情况基本属实。6月20日，鄂尔多斯监察分局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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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产经营单位瞒报谎报事故行为查处办

法》《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举报案件核查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会

同鄂尔多斯市能源局，乌审旗能源局、公安局、应急局、纪委监

委、总工会组成了事故核查组，查实了该起事故。随即，核查组

转为事故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调查组先后调查询问相关人员32人次，制作调查取证笔录32

份，收集各种材料21份，入井勘察并现场试验1次。通过查阅资

料、外围走访、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及事故的瞒报过程，确定了事故

性质、类别，对事故原因、责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事故责任

单位和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对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提出了

防范整改措施。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概况

（一）营盘壕煤矿隶属情况

营盘壕煤矿隶属于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能化公司”），该公司是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营盘壕煤矿是其下属煤矿企业，为国有重点煤矿。能化公司配备

董事长（总经理）1 名，党委书记 1 名，副总经理 5 名、总工程

师 1 名，总经理助理 4 名、副总工程师 3 名，设有安全监察部（调

度室）、机电管理部、生产技术部等职能部室。

（二）矿井概况

营盘壕煤矿为新建矿井，位于鄂尔多斯市西南部乌审旗境

内，纳林河矿区中部，行政区划隶属乌审旗嘎鲁图镇。井田面积

113 平方公里，南北长约 14 公里，东西宽约 8 公里，主要可采煤

层 3 层，地质储量 22.6 亿吨，可采储量 11.6 亿吨，核准建设规

模 1200 万吨/年，矿井服务年限 70.17 年。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

复杂型，瓦斯等级为低瓦斯矿井，煤层自燃倾向性为容易自燃，

煤尘具有爆炸性。矿井目前开采的一水平 2-2 煤层及其顶底板鉴

定均为弱冲击倾向性，煤层冲击危险性整体评价为弱，为冲击地

压矿井。

矿井采用立井开拓，主、副、风井均位于工业场地内。共划



分两个水平开拓，一水平开采 2-2、3-1 煤层，二水平开采 4-1

煤层。采用双回路供电，中央并列式通风方式，机械抽出式通风

方法。主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辅助运输采用防爆无轨胶轮

车运输。采煤工作面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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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及冲击地压监测

系统正常运行。

营盘壕煤矿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总经理（兼党总

支书记）1 名，副书记 1 名，分管生产（掘进）、采煤、机电、安

全、经营副总经理各 1 名，总工程师 1 名，配备副总工程师 8 名，

设有生产技术科、机电管理科、安全监察科、调度室、通防科、

防冲科、地质测量科等职能科室。

营盘壕煤矿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取得了《营业执照》，2017

年 3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内蒙古

纳林河矿区总体规划的批复》（发改能源〔2017〕404 号），对矿

区总体规划进行了批复。2019 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内蒙古纳林河矿区营盘壕煤矿项目核

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9〕1150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核准。

营盘壕煤矿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未

批复。煤矿于 2013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3 月建设完成，并

在一水平 2-2 煤层 22 盘区形成 2201 首采工作面。2017 年 9 月，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以《关于鄂尔多斯市营盘壕煤炭有限公

司营盘壕矿井停建停产期间安全隐患治理的复函》（内煤函字

〔2017〕71 号），同意营盘壕煤矿对 2201 综采工作面进行推采治



理安全隐患，治理期限至 2018 年 8 月 9 日，后经延期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事故发生前，营盘壕煤矿在井下 22 盘区和 24 盘区分别布置

2202 和 2401 两个综采工作面。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对营盘壕煤矿以 800 万吨煤炭产量进行统计调度并考

核。

（三）事故地点概况

事故发生在 2401 综采工作面胶运顺槽刮板运输机机头垂直

电机上方的平台上，平台长约 4.5m,宽约 1.5m,距离巷道底板高

度约 1.5m,平台上存放有风镐等设备。2401 综采工作面倾向长度

300 米，走向长度 3876.4m，采高约为 6.4 米。

事故是由于液压胶管爆裂引起的，爆裂的胶管型号为

4SP-19-46Mpa（DN19），该胶管是金通橡胶有限公司生产的四层

钢丝缠绕中压胶管，直径 19mm,长度 550mm,设计工作压力为

46Mpa,接头形式为快速接头，出厂检验合格。爆裂的 DN19 胶管

进液端通过三通与液压泵站到工作面1号液压支架的高压进液胶

管 DN50 连接，出液端通过三通分别与刮板运输机张紧马达操作

阀进液胶管 DN13 和预破碎升降千斤顶操作阀进液胶管 DN19 连

接。爆裂的 DN19 胶管的裂口位于上接头（进液端）的压接处，

裂口长度约为 30mm。

（四）事故发生前政府及部门管理情况

营盘壕煤矿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乌审旗能源局负责，该局下

设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局按照监管计划并结合“双随机”对该



矿进行安全监督检查。2020 年 3 月 19 日，综合执法局检查发现

“营盘壕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批准，组织生产建

设”，并对该矿下达了停止生产建设的监管指令；4 月 14 日检查

发现营盘壕煤矿未执行 3 月 19 日下达的监管指令，综合执法局

对该矿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煤矿停止建设并进行了行政

处罚。

二、事故发生、抢救及隐瞒经过

（一）事故发生和抢救经过

2020 年 6 月 14 日 22 时 30 分许，营盘壕煤矿综采工区一

队值班机电技术员王楠楠组织生产一班召开班前会，当班出勤

29 人，副队长陈春文为当班跟班队领导，会上安排当班工作任

务是将 2401 综采工作面向前推采，为设备维修创造条件，并强

调了安全注意事项。作业人员 23 时 10 分左右入井，15 日 0 时

许到达 2401 综采工作面与中班交接班，交接班后开始割煤，采

煤机由机头向机尾割煤，4 时 30 分许割完一刀煤后采煤机从机

尾返回到工作面 80 号支架处时，班长朱明亮和刮板机司机唐雷

发现刮板运输机与转载机之间卡了一块儿矸石（约为

2m*1.2m*0.5m），之后唐雷登上垂直电机上方平台取风镐，准备

用风镐对矸石进行破碎，此时连接刮板运输机张紧油缸和预破

碎机升降油缸的一根直径为 19mm 高压（约 30Mpa）液管爆裂,

唐雷受剧烈冲击失稳从平台上摔下致其受伤。站在刮板机机头

处的班长朱明亮听到液管爆裂声后，立即通过机头扩音喇叭叫

控制台王保峰停止了乳化液泵运行，并到转载机通道去查看，



发现唐雷仰面躺在转载机通道处的刮板运输机垂直电机旁，头

朝外，安全帽已脱落，脸部有血迹，呼喊没有反应。朱明亮立

即通过扩音喇叭喊跟班副队长陈春文到转载机通道，并让控制

台王保峰联系综采工区值班人员和煤矿调度室下人车运送伤者

唐雷。陈春文、魏金伟、白正强、许启贺等人到达转载机通道

后，将唐雷用担架从胶运顺槽通过工作面联巷运到辅运顺槽

1300 米处与人车会合，众人将唐雷抬到人车上，人车行驶了一

段距离后与前来接人的救护车相遇，唐雷被抬到救护车上，于

5 时 48 分升井。综采工区一队后勤人员郑士芳乘坐救护车，采

煤副经理张德峰和安全副总工程师唐建乘坐另一辆车跟随救护

车护送唐雷赶往乌审旗博仁医院，7 时 23 分经乌审旗博仁医院

医生抢救检查后确认唐雷已死亡。唐雷死亡后，营盘壕煤矿与

死者家属协商，进行了善后处理。

（二）事故隐瞒过程

6 月 15 日 4 时 33 分，综采工区一队值班技术员王楠楠接

到井下 2401 综采工作面有人受伤需要人车下井接人后，立即向

煤矿调度室进行了汇报，调度员崔士华接到事故汇报后立即通

知调度室副主任刘强、值班并主持煤矿工作的生产副经理王剑

以及安全副经理马金年、采煤副经理张德峰、安全副总工程师

唐建。王剑在接到汇报后对抢救工作进行了安排布置，并于 5

时 24 分向在山东兖矿公司参加职代会的煤矿总经理张华汇报

了事故情况，张华得知后对事故抢救工作进行了安排随即乘车

赶往营盘壕煤矿，王剑在得知唐雷死亡后召集张德峰、马金年



和唐建召开会议并通过电话向张华汇报商定按照病亡处理，未

向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对事

故进行了隐瞒。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营盘壕煤矿综采工区一队生产一班刮板运输机司机唐雷在

2401 综采工作面刮板运输机机头垂直电机平台上取风镐时，该

处一根高压液管爆裂，唐雷受剧烈冲击失稳从高处摔落，导致

其受伤死亡。

（二）间接原因

1.营盘壕煤矿 2401 综采工作面设备检修维护不到位，针对

该工作面液压支架系统状态不好情况，未进行全面排查并进行

彻底更换维修。

2.营盘壕煤矿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液管磨

损、破皮等情况，煤矿安全管理存在漏洞。

3.营盘壕煤矿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组织工作面推采，兖

矿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违规向营盘壕煤矿下达生产指标。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机电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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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事故发生后瞒报。

四、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朱明亮，群众，营盘壕煤矿综采工区一队生产一班事故

当班班长，负责生产一班生产组织和当班安全管理工作。在组

织当班生产前未全面排查 2401 综采工作面存在的安全隐患，未

能及时发现高压液管有鼓包或破皮等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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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5000.00）。

2.陈春文，群众，营盘壕煤矿综采工区一队副队长，事故

当班跟班队长，负责跟班期间安全生产组织和管理工作。在组

织当班生产前未全面排查并消除 2401 综采工作面存在的安全

隐患，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

3.甑朋，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综采工区副区长兼一队副

队长，主持一队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2401 综采工作面液

压支架系统检修维护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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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

（¥7000.00）。

4.张伟，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综采工区区长，负责综采

工区全面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2401 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系

统检修维护不到位，针对该工作面液压支架系统状态差的情况，

未进行全面排查并进行彻底更换维修，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



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撤销综采工区区长职务处

分；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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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7000.00）。

5.谭明轩，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机电科副科长，负责综

机设备管理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2401 综采工作面设备检修

维护不到位，未能及时督促消除综机设备安全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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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

（¥7000.00）。

6.唐建，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安全副总工程师兼安监科

科长，协助安全副总经理负责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和安全培训

等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组织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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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

罚款人民币捌仟元整（¥8000.00）。且事故发生后，参与商议

隐瞒事故，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

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处上年（2019

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捌万零叁佰元整

（¥80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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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万捌仟叁佰元整

(¥88300.00)。

7.张学字，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基建副总工程师，负责

煤矿地面基本建设、工程施工和技术管理工作，事故当班带班



矿领导。实际履行职责中，现场带班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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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8000.00）。

8.马金年，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安全副总经理，负责煤

矿安全管理、安全监督检查等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组织安

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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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事故发生

后，参与商议隐瞒事故，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依据《生产

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处

上年（2019 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建议处罚款人民币壹拾玖

万玖仟肆佰伍拾元整（¥199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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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拾万捌仟肆佰伍拾元整(¥208450.00)。

9.张德峰，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采煤副总经理，负责采

煤、综机设备管理和维护等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2401 综采

工作面设备检修维护不到位，针对该工作面液压支架系统状态

不好情况，未组织进行全面排查并进行彻底更换维修，对事故

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

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撤销采煤



副总经理职务处分；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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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事故发生后，参与商议隐瞒事故，建议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

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处上年（2019 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

建议处罚款人民币壹拾柒万叁仟零叁拾元整（¥173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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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万 贰 仟 零 叁 拾 元 整

(¥182030.00)。

10.王剑，中共党员，营盘壕煤矿生产副总经理，负责掘进、

运输和生产协调管理工作，总经理外出期间主持煤矿安全生产

经营管理工作。事故发生后，王剑召集张德峰、马金年和唐建

召开会议并通过电话向张华汇报商定按照病亡处理，未向地方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对事故瞒报

负有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

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建议给予撤销生产副总经理职务处分，并依据《生产安全

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处上年

（2019 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建议处罚款人民币壹拾捌万贰

仟捌佰捌拾元整（¥182880.00）。

11.张华，中共党员，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副经

理，营盘壕煤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人，负责营盘壕煤矿安全生产全面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营



盘壕煤矿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组织工作面推采，安全管理不

到位，设备检修维护不到位，组织安全监督检查不力，对事故

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处上一年（2019 年）年收入 30%的

罚款，建议处罚款人民币陆万捌仟捌佰捌拾元(¥68880.00)。

且在得知事故发生后，未向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驻地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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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

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建议给予撤销营盘壕煤矿总经理职务处分，依据《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撤销其《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

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处上年（2019

年）年收入 100%的罚款，建议处罚款人民币贰拾贰万玖仟陆佰

元整（¥229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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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拾玖万捌仟肆

佰捌拾元(¥298480.00)。

12.程晓之，中共党员，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负责公司生产、安全、技术管理以及生产计划编制和

综机管理等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对所属营盘壕煤矿综机管

理不到位，组织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违规组织编制营盘壕煤

矿产量考核任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

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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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佰元整（¥9900.00）。

13.张传昌，中共党员，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全面工作。实际履行职责中，

公司对所属营盘壕煤矿机电设备管理不到位，组织安全监督检

查不到位，公司违规向营盘壕煤矿下达煤炭生产指标，对事故

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

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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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玖佰元整（¥9900.00）。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及处理建议

1.营盘壕煤矿作为事故责任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机电设备检修维护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不力，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责任，且事故发生后瞒报。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

（试行）》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00），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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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合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

（¥2500000.00）。



2.兖矿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作为营盘壕煤矿上级公司，

对营盘壕煤矿机电设备管理不到位，组织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营盘壕煤矿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兖矿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违规向该煤矿下达生产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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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建

议处罚款人民币肆拾玖万元整（¥490000.00）。

3.对营盘壕煤矿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组织生产建设的行

为，建议由乌审旗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

理。

4.营盘壕煤矿必须加快手续办理的进度，在手续未办理齐

全前，必须停止生产建设行为。

五、防范整改措施

（一）营盘壕煤矿要切实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严禁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进一步加强安全管

理工作，坚决遏制事故发生。

（二）营盘壕煤矿要加强机电设备管理工作，强化安全监

督检查，切实有效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三）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严守安全“红线”，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对所属煤

矿安全管理，严禁所属煤矿非法生产建设，严禁向所属煤矿下

达非法生产指标。

（四）乌审旗人民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落实属地监

管责任，持续加大打非治违的力度，依法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制止非法生产建设行为。

鄂尔多斯市营盘壕煤炭有限公司“6·15”

瞒报机电事故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