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1月1日--- 3月4日）

序
号

执法决定日期 执法机关 执法对象 主要违法事实 违反法律法规 处理或处罚依据 处罚决定

1 2022年1月14日 监察执法一处
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公乌素煤矿三号井

煤矿未对井下监测监控系统传感器进行经常性维
护，造成2022年1月4日15时至5日15时氧气传感器

多次报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2 2022年1月20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天誉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煤矿未每天使用便携式光学甲烷检测仪或便携式
甲烷检测仪与2801综采工作面甲烷传感器进行对
照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三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谭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3 2022年1月20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天誉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采用标准瓦斯气样对2801工作面回风顺槽甲烷传
感器进行瓦斯电闭锁试验，未实现瓦斯电闭锁应
急联动功能。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6201—2019）5.5.2.7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4 2022年1月27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
司煤矿

967#矿用卡车在采场运输道路上正常行驶时违规
超越同类957#矿用卡车；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温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5 2022年1月27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
司煤矿

853#自卸卡车与766#自卸卡车在内排土场东南侧
排土线进行排土作业时，两车间距小于2m，未保
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三）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温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6 2022年1月27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
司煤矿

煤矿采场西部标高+1220作业台阶爆破后，爆堆高
度大于挖掘机最大挖掘高度的1.2倍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三条第（二）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温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7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煤矿
安全监控系统中未勾选120903连采连充工作面53
支巷的瓦斯电断电功能选项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刘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8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煤矿
采用标准瓦斯气样对120903连采连充工作面甲烷
传感器进行瓦斯电闭锁试验，安全监控系统未与
通信、人员位置监测等系统应急联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和《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6201—2019）5.5.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9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煤矿
回风暗斜井及下煤组辅运上山均存在动力电缆和
通信电缆同侧混合吊挂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刘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10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乌海市万源露天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煤矿
排土场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反坡小于3%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曹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11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
乌素煤矿

16#采区水仓探放水施工钻孔止水套管耐压试验压
力为1.07-1.08MPa，设计要求为1.5MPa，与设计
不符

《煤矿防治水细则》第四十二条和《16#采
区水仓探放水设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乔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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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
乌素煤矿

查阅16#采区水仓探放水钻孔验收原始记录，部分
班次验收人员下井记录与人员定位系统记录不符

《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煤矿安
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
十五条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

13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
乌素煤矿

16#采区副水仓掘进工作面回风流甲烷传感器做断
线试验时，安全监控系统未与通信、人员位置监
测等系统应急联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和《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6201—2019）5.5.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14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
乌素煤矿

煤矿用GTH1000一氧化碳传感器产品使用说明书要
求每15天调校一次，煤矿实际为每月调校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和《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
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8.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15 2022年3月3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
乌素煤矿

煤矿未在人员位置监测系统中将采掘工作面设置
为重点区域，无法查询携卡人员出/入重点区域总
数，未设置16#煤水仓掘进工作面最大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和《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使用
与管理规范》5.1.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16 2022年3月11日 监察执法一处
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公乌素煤矿三号井

021601中切眼掘进工作面竖直向上打设顶部锚杆
锚索，不符合《021601中切眼掘进作业规程》中
垂直顶板打设的规定

《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煤矿安
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三条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17 2022年3月11日 监察执法一处
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公乌素煤矿三号井

煤矿人员位置监测系统中未设置021601中切眼掘
进工作面最大限员，021601工作面未将回风顺槽
外口读卡分站纳入工作面限员区域进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和《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通用
技术条件》（AQ1048-2007）4.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18 2022年3月11日 监察执法一处
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公乌素煤矿三号井

查阅021601回风顺槽探放水钻孔验收原始记录，
部分班次验收人员下井记录与人员定位系统记录
不符

《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煤矿安
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
十五条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

19 2022年1月21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榆树井煤矿
13805综采工作面电工宋春杰未经专门的安全技术
培训和考核合格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
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
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责令限2022年1月27日前改正，对煤矿
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

20 2022年1月21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榆树井煤矿
 13808下顺槽掘进工作面跟班安全检查工唐刚未
随身携带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
人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21 2022年1月21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榆树井煤矿

安监处管理人员马会莹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标识卡
出现故障后未及时更换，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无其
2021年12月26日、2022年1月18日入井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

责令限2022年1月27日前改正，对煤矿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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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2年1月21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榆树井煤矿
煤矿开采煤层为容易自燃煤层，通风方式为中央
并列式，11采区和13采区同时组织生产。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七条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

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责令限2022年1月27
日前改正对总工程师罚款人民币壹万元
整（¥10,000.00）、对生产副矿长罚款
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对机
电副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00）、对安全副矿长罚款人
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

23 2022年1月21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榆树井煤矿

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300Mt/a，按照《煤矿井下单
班作业人数限员规定（试行）》中的规定，单班
入井人数不超过400人，煤矿2021年12月31日入井
448人，持续时长1小时15分钟。

《煤矿井下单班作业人数限员规定（试行）
》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二条

责令限2022年1月27日前消除隐患，对
煤矿罚款人民币五万元整
（¥50,000.00）

24 2022年1月25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福城矿业有限公司麻黄
煤矿

2022年1月7日，早班煤矿副总工程师许阳入井带
班，监控视频显示7：12入井，15：35升井，夜班
带班矿领导禹尧于7：30升井，许阳携带的人员位
置监测系统标识卡故障，且未及时更换，造成全
班带班空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责令2022年1月26日前改正，对煤矿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5 2022年1月25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福城矿业有限公司麻黄
煤矿

1305S运输巷掘进工作面胶带机机头配电点缺少消
防斧头、消防杆。

《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千
元整（¥29,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
人民币壹千元整（¥1,000.00）

26 2022年1月29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利民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I0109采区运输巷风机馈电开关2022年1月19日至
20日未进行1次低压漏电保护跳闸试验。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责令限2022年1月29日前改正，对煤矿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7 2022年2月14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利民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2022年2月2日8:10至9：28入井人员为17人，煤矿
领导未按规定带班下井。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十九条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
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九条

责令改正，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伍万
元整（¥1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
责人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00）

28 2022年2月15日 监察执法一处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棋 （东 ）2022年1月30日进行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与备用局 “维 “模 ，造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责令限2022年2月15日之前改正，对煤
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

29 2022年1月29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神隆矿业有限公司煤矿

1010掘进工作面皮带机头下风侧烟雾传感器距驱
动滚筒小于10m(实际约4m）；1010掘进工作面、
103工作面上隅角甲烷传感器吊挂位置距顶板距离
大于300mm（实际约500mm）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
范》（AQ1029-2019）第7.6条、第
6.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30 2022年1月29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神隆矿业有限公司煤矿
103采煤工作面1#瓦斯抽放钻场处瓦斯抽放管路与
电缆接触，且未采取防护措施。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邵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31 2022年1月20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恒实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发现煤矿851#矿用卡车在运输道路上
超速行驶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李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32 2022年1月20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恒实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矿用卡车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未保持3％～5
％的反坡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李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33 2022年2月25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摩尔沟煤炭有限公司
煤矿内排土场中部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的反
坡不足3%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张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34 2022年2月25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摩尔沟煤炭有限公司
煤矿+1060水平剥离台阶高度超过设计规定值（设
计规定值为10m，实际台阶高度约为15 m）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十七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三条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

35 2022年2月25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摩尔沟煤炭有限公司
煤矿内排土场最下部台阶的坡底与采煤台阶坡底
之间的安全距离不足设计规定值（设计规定值为
50m，实际距离约为20m）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八条第（三）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张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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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22年2月25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摩尔沟煤炭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发现正在装车的263#自卸卡车停在挖
掘机尾部回转半径范围之内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一）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张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37 2022年3月2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隆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骆驼山煤矿

煤矿+1142水平北部剥离台阶高度超过设计规定值
（设计规定值为10m，实际台阶高度约为15 m）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十七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三条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

38 2022年3月2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隆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骆驼山煤矿

煤矿+1042水平工作平盘宽度设计规定值为35m，
实际平盘宽度约为20m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十七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三条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

39 2022年3月2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隆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骆驼山煤矿

现场检查时发现正在装车的37#自卸卡车停在挖掘
机尾部回转半径范围之内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一）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薛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40 2022年3月2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隆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骆驼山煤矿

通往采场内一条运输道路宽度为5m，煤矿自卸车
辆宽度为3.5m，运输道路宽度不能满足车辆会车
的安全要求，且未设置会车线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薛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41 2022年3月2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隆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骆驼山煤矿

煤矿排土场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的反坡不足
3%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薛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42 2022年3月4日 监察执法一处 鄂托克旗尔格图煤矿
采场北侧+1340平盘上待进入装车位置的卡车停在
挖掘机最大回转半径范围之内等待装车。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一）
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乔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43 2022年3月4日 监察执法一处 鄂托克旗尔格图煤矿
在煤矿内排土场北侧进行排土作业的装载机平行
于坡顶线作业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条第（二）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29,000.00），对矿长乔某某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44 2022年3月4日 监察执法一处 鄂托克旗尔格图煤矿
装载机司机薛统沛、自卸车司机芦荣未经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三条
、《煤矿安全规程》第九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玖万元整
（¥90,000.00）

45 2022年1月17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阿尔巴斯二矿

2919综采工作面上隅角甲烷传感器悬挂位置距顶
板大于300mm，距巷壁小于200mm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
范》（AQ1029—2019）6.1.1《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
（¥40,000.00）

46 2022年1月18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阿尔巴斯二矿

2919综采工作面40#—45#液压支架未接顶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
（四）项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三条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

47 2022年1月19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阿尔巴斯二矿

个别班次带班领导未按规定填写煤矿领导下井交
接班记录簿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十条第二款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
监督检查规定》第十八条
（五）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
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

48 2022年2月18日 监察执法一处
鄂尔多斯市正丰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鄂托克旗双欣煤矿

2月3日至4日，该矿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未连续运
行，累计中断3次，中断时长24小时47分52秒。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八十九条第五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肆万五仟元整
（¥45,000.00）

49 2022年3月4日 监察执法一处
内蒙古蒙西矿业有限公司库里
火沙兔煤矿

2月20日该矿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矿领导带班记录
中载明为停产，带班档案虚假。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十一条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
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九条

责令改正，并对煤矿处壹拾伍万元罚款
（¥1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
处壹万元罚款（¥1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