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棋盘井煤矿（东区）“7·6”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7 月 6 日 15 时 56 分左右，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棋盘井煤矿（东区）11101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沿

空留巷段发生一起运输事故，死亡 1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39.9561 万元。 

接到事故报告后，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

局、鄂尔多斯市能源局、鄂尔多斯市监察委、鄂尔多斯市公

安局、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鄂托克旗公安局、鄂托克旗

总工会有关单位领导及相关单位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了

解了事故情况，并实地查看了事故现场。2021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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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由内蒙

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组织上述单位成立了事故

调查组，随即展开了事故调查工作。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

派员指导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累计调查 8 天，组织现场勘查 3 次，调查询

问有关人员 36 人次，形成调查笔录 36 份，收集相关资料 52

份，召开事故分析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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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勘察、调查询问取证及综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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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神华蒙西煤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2020

年更名为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家能源煤焦

化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注册资

本金 10.14 亿元，现有员工 2129 人。公司现有 2 处焦化厂、

1 处洗煤厂、1 处甲醇厂、1 个苯加氢项目，所属煤矿有 2 处，

分别为棋盘井煤矿和棋盘井煤矿（东区）。公司下设安全环

保监察部、煤炭管理部、生产技术部、财务部、党建工作部、

组织人事部等部门，并配备了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安全副总经理、生产技术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各 1 名。 

（二）煤矿历史沿革 

2008 年原神华蒙西煤化股份有限公司棋盘井煤矿与苏

亥图煤矿整合后，在同一个采矿证范围内以苛素乌逆断层和 

NF70 逆断层及其次生断层组成的大型断裂构造带为界，将

井田划分为西区、东区 2 个区域，设计生产能力 4.20Mt/a。

其中西区为神华蒙西煤化股份有限公司棋盘井煤矿，设计能

力 3.00Mt/a，为生产矿井；东区为神华蒙西煤化股份有限公

司棋盘井煤矿（东区），设计能力 1.20Mt/a，为升级改造建

设矿井，2020 年更名为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棋盘井



 

 

 

煤矿（东区），相关建设手续齐全，目前正处于联合试运转

阶段。2 个区域生产系统独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单

独设置。 

  （三）棋盘井煤矿（东区）概况 

棋盘井煤矿（东区）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

井田面积为 12.47k ㎡，主要可采煤层有 9-1 煤、16 煤共 2

层，目前开采 9-1 煤，为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

型，9-1 煤为Ⅱ类自燃煤层，煤层及顶底板均无冲击倾向性。

矿井采用主斜井+副立井混合开拓方式，共有 3 条井筒：主

斜井担负全矿井煤炭提升任务，兼作辅助进风井；回风立井

担负全矿井回风任务，兼做矿井安全出口；副立井担负全矿

井的人员、矸石、材料及设备等辅助提升任务，为主要进风

井，兼作矿井安全出口；井下辅助运输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

方式，无轨胶轮车经副立井到达+920m 井底车场，再分别将

设备、材料及人员运往各作业地点。 

棋盘井煤矿（东区）目前为“一采一掘”生产布局，均

集中在 11 采区，井下布置一个 11102 排水巷掘进工作面，一

个 11101 综采工作面（首采工作面）。11101 综采工作面长

度 225m，走向推进长度 1753m，采高 3.05m，采用后退式走

向长壁一次采全高综合机械化采煤方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顶

板，截至目前已回采 560m。11101 综采工作面目前采用“110



 

 

 

工法”①进行沿空留巷，将 11101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保留作

为 11102 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设计沿空留巷长度 1700m，

目前已留巷 500m，辅助运输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 

棋盘井煤矿（东区）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为：矿长黄

金荣，负责煤矿的安全生产全面工作；总工程师刘海洋，负

责煤矿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生产副矿长唐利山，负责煤矿采

掘生产管理工作；安全副矿长张海文，负责煤矿安全管理工

作；机电副矿长罗武军（2021 年 6 月 18 日新调任），负责

矿井机电运输安全管理工作，原机电副矿长为刘波（现任棋

盘井煤矿机电副矿长）。煤矿设有安全健康环保科、生产技

术经营科、机电自动化科、生产指挥中心等 7 个职能科室，

设有综采队、综掘队、通风队、运输队、机电队 5 个区队，

辅助运输作业由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棋盘井煤矿（东

区）项目部承担。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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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及安全生产责任制，并按要求建立了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四）矿井证照 

采矿许可证：C1000002011081110118112, 有效期：自

2013 年 5 月 2 日至 2035 年 11 月 3 日。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600740133175H，营

业期限：2002 年 8 月 7 日至长期； 

                                                        
① 110 工法：通过顶板切顶卸压、恒阻锚索加强支护、挡矸支护、架后单体π梁临时支护等关键技术沿空

留巷。 



 

 

 

矿 长 安 全 生 产 知 识 和 管 理 能 力 考 核 合 格 证 ：

640203197403030038，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 14 日。 

（五）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及项目部概况 

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16 日，

具有矿用设备检修和矿用设备改造资质证，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2817843659122(1/1)，有效期至 2066 年 1

月 15 日，其中载明经营范围包括：矿用辅助运输设备的租赁

及作业服务。 

2020 年 11 月 17 日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与国能蒙

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神华蒙西煤化股份有限公司

棋盘井煤矿产业升级东区无轨胶轮车专业化服务合同》，服

务范围为“负责棋盘井煤矿（东区）无轨胶轮车车辆的管理、

检查、年检、性能检测、驾驶、燃油、故障排除以及日常使

用所消耗的备品备件，负责车辆检修和完好”，成立了江阴

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棋盘井煤矿（东区）项目部（以下简

称项目部），同时进驻棋盘井煤矿（东区）开展无轨胶轮车

专业化服务。项目部配备了项目经理、安全副经理、技术负

责人、经营负责人各 1 名。 

（六）事故车辆及人员概况 

事故车辆编号为 QKDQ-001，型号为 WCJ5Y 防爆柴油无轨

胶轮车，用于井下物料运输（以下简称 1#料车）。该车辆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由中检集团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并



 

 

 

出具了检测检验报告，车辆鉴定结果为合格。 

事故当班 1#料车司机苏堆录（死者）经内蒙古煤矿安全

培训中心鄂尔多斯分校培训，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取得煤矿

企业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明，岗位为胶轮车司机，

证件号为：622726197310122611，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

动车 C1 驾驶证。 

（七）事故地点情况 

事故发生在 11101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沿空留巷段，距

运输顺槽入口 1560m 处。巷道设计为矩形断面，宽度 5000mm，

高度 3000mm，原运输顺槽采用锚网索联合支护，回采时沿空

留巷段采用“恒阻锚索超前支护+架后挡矸支护+架后临时支

护”的支护方式，恒阻锚索长 10.3m，直径 21.6mm，分三列

布置；挡矸支护采用“挡矸液压单体+U 型钢伸缩腿+钢筋网

+风筒布”的方式，沿切缝线布置；架后 300m 范围内采用“单

体液压支柱+π型钢梁”的方式临时支护，呈“一梁四柱”

布置，排距 800mm，1#、2#、3#单体液压支柱间距均为 600mm，

3#-4#单体液压支柱间距为 2800mm，π型梁长 4000mm，单体

液压支柱型号为 DW40-300（见附件 4）。无轨胶轮车运行路

线为：自+920m 井底车场，经 16 煤辅运大巷、9 煤辅运大巷、

11采区辅运下山、11101排水巷，至 11101排水巷联巷与 11101

运输顺槽沿空留巷交叉口处调头后，倒车驶入 11101 运输顺



 

 

 

槽沿空留巷作业地点。事故地点附近巷道受矿压影响变形严

重，巷内单体液压支柱有位移倾斜现象，3#-4#单体液压支柱

之间为无轨胶轮车行车通道，最窄处为 2160mm（见附件 5）。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报告过程 

  （一）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2021 年 7 月 6 日 14 时 30 分，项目部副经理彭培辉组织 

召开班前会，共 5 人参会。会上安排无轨胶轮车司机苏堆录、

装卸工孟庆洪和吴广民 3 人到 11101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沿

空留巷进行除渣作业。会后，15 时 03 分孟庆洪、吴广民入

井，因井下需要枕木，2 人又升井寻找苏堆录拉枕木，但未

找到。15 时 14 分苏堆录驾驶 1#料车入井后先行驶入 11101

运输顺槽沿空留巷作业地点。15 时 32 分，孟庆洪、吴广民

再次入井，步行前往 11101 运输顺槽沿空留巷。16 时 20 分

左右 2 人步行至沿空留巷 1560m 处，发现 1#料车停车未熄火，

苏堆录斜倒在驾驶室内，呼叫无应答。2 人立即向外寻求救

援，至 11101 排水巷联巷内碰到煤矿带班安全副矿长张海文

后汇报了该情况。张海文得知后，随 2 人立即前往事故发生

地点。到达事故地点后发现苏堆录颈部卡在 4#单体支柱与驾

驶室左后侧立柱之间，嘴角有血迹，张海文立即就近组织了

4 名员工展开现场救援，现场人员对 4#单体支柱进行卸压拆

除后，将伤者救出，随后通过临时制作的简易担架将苏堆录



 

 

 

抬至 11101 排水巷联巷口附近，后乘坐无轨胶轮车升井。16

时 55 分张海文向生产指挥中心汇报了事故情况，17 时 55 分，

伤员升井，随即由 120 救护车送至鄂托克旗第二人民医院，

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报告过程 

事故发生后，煤矿生产指挥中心于 17 时向矿长黄金荣

报告了事故情况，17 时 30 分，黄金荣安排值班调度员云飞

向乌海煤监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 

三、事故现场勘查 

事故调查组分别于 7 月 6 日、7 月 8 日、7 月 14 日，3

次入井至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具体情况如下： 

11101 工作面运输顺槽沿空留巷 1700m-1640m 为沿空留

巷围岩稳定区，单体已拆除；1640m-1570m 巷道受矿压影响，

出现底鼓，两帮开始收敛，单体液压支柱出现倾斜和位移，

3#至 4#单体液压支柱间距平均在 2300mm 左右；1570m-1555m

巷道受矿压影响最为突出，巷道底鼓严重，巷帮变形量大，

3#至 4#单体液压支柱间距平均在 2200mm 左右；1555m-1450m

沿空留巷受矿压影响逐渐变小，3#至 4#单体液压支柱间距平

均在 2400mm 左右；1450m-1200m 底鼓及两帮收敛不明显，

3#至 4#单体液压支柱间距平均在 2600mm 左右。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 11101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沿空留巷



 

 

 

段，距运输顺槽入口 1560m 处。该段巷道高度为 2480mm，

车头位置：挡矸棚至 3#单体液压支柱外边缘距离为 1390mm，

3#至 4#单体液压支柱边缘距离为 2230mm，4#单体液压支柱至

巷壁距离为 780mm；车尾位置：挡矸棚至 3#单体液压支柱外

边缘距离为 1200mm，3#至 4#单体液压支柱边缘距离为

2160mm，4#单体液压支柱至巷壁距离为 550mm（见附件 6）。 

现场 1#料车车体长度 4750mm，宽度 1750mm，高度

2000mm，  车辆驾驶室设有铁制挡棚，使用 4 根立柱支撑，

车辆无反光镜。车辆停在 3#至 4#单体液压支柱之间，车头朝

向 11101 工作面原切眼方向，车头距 4#单体液压支柱间距为

100mm（见附件 7）。车辆为空载，车体左倾，车档处于倒挡

位，车尾左侧与单体液压支柱有明显剐蹭痕迹，驾驶室左后

侧立柱下方和地面均有滴落状血迹。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防爆无轨胶轮车司机苏堆录在无跟车人员指挥的情况

下擅自违规倒车②，遇事发地段行车通道宽度不满足安全行

车要求时强行通过③，且在行驶过程中违规将头部探出驾驶

                                                        
② 《棋盘井煤矿（东区）项目部防爆无轨胶轮车辅助运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款：正常行驶时，不

得背对前进方向行驶，确实无法做到时，必须有跟车工指挥。 
③ 《棋盘井煤矿（东区）项目部防爆无轨胶轮车辅助运输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驾驶员在运行途中发现

有人员、其他机车进入车道、或者有障碍物等不能保证车辆安全运行时，应及时停车避让，并实施驻车制

动。当现场不安全情况无法处理时，需及时汇报矿生产指挥中心和值班领导安排处理，确认不安全因素消

除后方可启动运行。 



 

 

 

室外④，致使其头部挤在单体支柱与驾驶室左后侧立柱之间

死亡。 

（二） 间接原因 

1.煤矿对沿空留巷无轨胶轮车运输存在的安全风险认识

不到位。11101 综采工作面沿空留巷出现巷道底鼓变形、行

车通道宽度不足⑤等问题时，未认识到该巷内采用无轨胶轮

车长距离倒车运输方式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未及时改变适

用的辅助运输方式。 

2.煤矿技术管理不到位。编制《11101 工作面运输顺槽 

切顶卸压自成巷作业规程》时缺少辅助运输方式选取的相关

内容，设计有缺陷；当沿空留巷受矿压影响出现底鼓变形、

行车通道宽度不足时，未及时补充修改作业规程；未针对沿

空留巷无轨胶轮车运输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措施。 

3.煤矿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无轨胶轮车运行线路的

安全状况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发现巷道局部底鼓变形、行

车通道宽度不足、车辆无反光镜、长距离倒车问题后，未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煤矿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细

致、不深入。 

4.项目部内部管理混乱，安全管理不到位。项目部为非

整建制队伍，而是通过社会招聘、劳务派遣的方式招工组建，
                                                        
④ 《棋盘井煤矿（东区）项目部防爆无轨胶轮车辅助运输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六款：胶轮车司机操作

时应保持坐在驾驶椅上、目视前方、双手握住方向盘的正确姿势，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露出车外。 
⑤ 《煤矿安全规程》第九十条第（三）项表 3 规定运输巷与运输设备最突出部分之间的最小间距：无轨胶

轮车运输巷道距顶为 0.5m，距两侧为 0.5m。 



 

 

 

安全管理机构形同虚设，安全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对作业地点行车

安全条件检查不到位；对员工的日常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

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对所属项目部监管不力。 

5.煤矿对项目部监督管理不到位。对项目部队伍组建、

安全机构设置、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安全技术措施制定、人

员培训、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监管不力；未向项目部

组织宣贯《11101 工作面运输顺槽切顶卸压自成巷作业规

程》；日常对项目部的监督检查及管理考核工作流于形式，

监督检查不到位。 

    6.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所属煤矿安全监督检

查不到位。对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不实

不细，未发现棋盘井煤矿（东区）11101 运顺顺槽沿空留巷

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存在的安全风险；对项目部中标后续的

跟进监督工作不到位；对煤矿技术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 

（三）事故类别、等级及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为运输事故，属一般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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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堆录，男，群众，事故当班无轨胶轮车司机。在没



 

 

 

有跟车人员指挥的情况下擅自倒车，在遇不满足安全行车要

求地段时强行通过，且在行驶过程中违规将头部探出驾驶室

外，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

予追究责任。 

2.刘海鹏，男，群众，项目部安全副经理，负责项目部

安全管理工作，对作业地点行车安全条件、车辆完好情况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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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建议给予

其罚款人民币 8000 元。 

3.刘国辉，男，群众，项目部技术负责人，负责项目部

技术管理工作，对自身职责不清，履职不到位，对员工的日

常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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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8000 元。 

4.梁宗生，男，群众，项目部项目经理，负责项目部全

面工作，对自身职责不清，履职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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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5.彭培辉，男，群众，项目部经营负责人，项目部实际

控制人，负责项目部全面工作。通过社会招聘、劳务派遣的

                                                        
⑥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

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方式招工组建项目部，未配齐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现场安全

管理人员，对项目部安全管理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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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⑦，建议江阴

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给予其撤职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

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 

6.李宏光，男，群众，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内蒙

古片区经理，代表公司负责棋盘井煤矿（东区）项目部日常

监管工作，对项目部安全管理工作监管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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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 

7.张文俊，男，群众，煤矿机电自动化科业务员，具体

负责对项目部的日常监督检查及管理考核工作，对项目部安

全技术措施制定、人员培训、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监

管不力；未向项目部组织宣贯《11101 工作面运输顺槽切顶

卸压自成巷作业规程》；日常对项目部的监督检查及管理考

核工作不细致、不认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

                                                        
⑦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中除由国家行政机

关任命的人员外，其他人员有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处分的，由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本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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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

行为之一，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撤职或者留用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七）有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8000 元。  

8.李波，男，中共党员，煤矿安健环科科长，负责安健

环科全面工作。组织开展煤矿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

位，发现巷道局部底鼓变形影响行车安全、长距离倒车问题

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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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⑧，建议由其所在

党组织给予相应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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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9.贺平龙，男，预备党员，煤矿生产技术经营科科长，

负责生产技术经营科全面工作，技术管理不到位，对《11101

工作面运输顺槽切顶卸压自成巷作业规程》审查不严，设计

有缺陷；当沿空留巷受矿压影响出现底鼓变形、行车通道宽

度不足时，未及时督促补充修改作业规程，未采取措施予以

纠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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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建议给予撤职处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
                                                        
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三条：党员依法受到政务处分、行政处罚，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

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政务处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规定给予党纪处

分或者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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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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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10.钟和，男，中共党员，煤矿机电自动化科科长，负责

机电自动化科全面工作，作为项目部业务主管部门，对项目

部队伍组建、安全机构设置、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安全技术

措施制定、人员培训、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监管不力；

未认真审查沿空留巷作业规程，未提出缺少辅助运输方式选

取内容的意见；未组织制定沿空留巷无轨胶轮车运输专项安

全技术措施；对科室日常工作监督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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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撤职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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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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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9000 元。 

11.张海文，男，中共党员，煤矿安全副矿长，当班跟班

矿领导，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沿空留巷采用无轨

胶轮车长距离倒车运输方式存在的安全风险认识不到位；组

织开展煤矿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发现巷道局部底

鼓变形影响行车安全、长距离倒车问题后，未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予以纠正，对事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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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

（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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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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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

款人民币 10000 元。 

12.刘海洋，男，中共党员，煤矿总工程师，负责煤矿技

术管理工作。对沿空留巷采用无轨胶轮车长距离倒车运输方

式存在的安全风险认识不到位；对《11101 工作面运输顺槽

切顶卸压自成巷作业规程》审查不严，设计有缺陷；当沿空

留巷受矿压影响出现底鼓变形、行车通道宽度不足时，未及

时督促业务科室补充修改作业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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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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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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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 

13.罗武军，男，中共党员，棋盘井煤矿（东区）机电副

矿长，负责煤矿机电运输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2021 年 6 月 18 日到任后先后 3 次进入沿空留巷检查，未及

时发现并纠正沿空留巷行车通道宽度不足的隐患，未及时制

止无轨胶轮车长距离倒车的行为，对分管的机电自动化科履

行项目部业务主管职责监督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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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其撤职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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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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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 

14.刘波，男，预备党员，曾任棋盘井煤矿（东区）机电

副矿长（现任棋盘井煤矿机电副矿长），负责煤矿机电运输

管理工作。在任职期间未认真审查沿空留巷作业规程，未提

出缺少辅助运输方式选取内容的意见；对机电自动化科履行

项目部业务主管职责监督不力，对机电自动化科制定沿空留

巷无轨胶轮车运输专项安全技术措施未跟踪落实；发现巷道

局部底鼓变形影响行车安全、车辆无反光镜、长距离倒车的

问题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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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其降级处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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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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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 

15.黄金荣，男，中共党员，矿长，负责煤矿全面工作，

是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未认识

到沿空留巷采用无轨胶轮车长距离倒车运输方式存在的安

全风险，对煤矿技术管理、现场安全管理、项目部监督管理

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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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建议给予其降级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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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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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罚款，

即罚款 118124.95 元【393749.84 元（2020 年年收入）×30%】。 

16.孟庆智，男，中共党员，国能蒙西公司驻矿安监处处

长，负责所属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对煤矿安全生产大排

查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不实不细，未发现棋盘井煤矿（东区）

11101 运顺顺槽沿空留巷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存在的安全风

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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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30%

的罚款。 



 

 

 

予其记过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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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刘耀忠，男，中共党员，国能蒙西公司煤炭管理部主

任，负责所属煤矿业务技术指导和监督工作。对煤矿日常监

督检查工作不实不细，未发现棋盘井煤矿（东区）11101 运

顺顺槽沿空留巷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存在的安全风险；对煤

矿技术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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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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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孟庆讯，男，中共党员，国能蒙西公司安全副总经理，

负责公司安全管理工作。对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及日常监督

检查工作不实不细，未发现棋盘井煤矿（东区）11101 运输

顺槽沿空留巷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存在的安全风险；对项目

部中标后续的跟进监督工作不到位。对棋盘井煤矿（东区）

安全监管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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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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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事故单位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1.棋盘井煤矿（东区）作为事故单位，对 11101 工作面

运输顺槽沿空留巷采用无轨胶轮车长距离倒车运输方式存

在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技术管理有缺陷，现场安全管理不

到位，对项目部监管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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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⑩，建议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 500000.00）。 

2.江阴市卡利格机械有限公司棋盘井煤矿（东区）项目

部作为施工单位，内部管理混乱，安全管理机构形同虚设，

安全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现场安全管

理人员配备不足，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对本起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终止棋盘井煤矿（东区）无轨胶轮车

专业化服务项目。  

3.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棋盘井煤矿（东区）

安全监管不到位，对项目部中标后续的跟进监督工作不到

位，对煤矿技术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对本起事故负有责任。

建议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上级国家能源煤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作出深刻检查。 

六、防范和整改措施及建议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

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提高安全风险的认识和辨别能力。棋盘井煤矿（东区）

要深刻吸取本起事故教训，树牢“两个至上”安全发展理念，

切实提高对沿空留巷辅助运输安全风险的认识，立即停止

11101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沿空留巷使用无轨胶轮车运输，

重新研究确定沿空留巷的辅助运输方式，井下辅助运输工作

要纳入煤矿直接管理，确保安全。 

2.严格落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棋盘井煤矿（东区）要

进一步严格落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立即重新组织开展全矿

范围内的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对系统性风险、岗位

风险及新工艺、新技术风险进行再辨识、再评估，完善相关

管控措施；要立足“两个根本”，重新组织开展煤矿全系统

各环节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全面梳理存在的各类安全隐

患，深入剖析安全管理漏洞，着力解决“看惯了”“习惯了”

“干惯了”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及漏洞要纳入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两个清单”，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确保问

题隐患整改到位。 

3.进一步强化技术管理工作。棋盘井煤矿（东区）要进

一步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要根据作业环境的变

化及时动态分析研判存在的安全风险，及时补充完善相关规

章制度、作业规程及安全技术措施，严格规范相关技术审批

流程，切实提高规章制度、规程措施的执行力。 



 

 

 

4.切实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棋盘井煤矿（东区）

要进一步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认真对

照煤矿规章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规程措施，分层级、

分专业、分岗位全面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做到应学尽学、应

知尽知、应懂尽懂，坚决杜绝假贯彻、假学习、走过场，切

实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5.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加大对所属煤

矿安全监管力度。强化公司对所属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

实和考核工作；进一步加强公司业务部门的技术力量，补足

配齐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开展好公司内部的安全警示教

育，对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深层次原因要在全公司范围

内进行通报，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所属煤矿安全管理全过程

的监督，全面落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形

势向好发展。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棋盘井煤矿（东区） 

“7·6”运输事故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