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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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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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处罚依据及决定

1 2022年1月19日 监察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东博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煤

矿

1.4205主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吊挂
在距迎头6m的位置；2.5煤配水巷深度10米，

硐室口未设置栅栏及警示标识。

分别违反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
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6.3.1
的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五条的规定。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
（¥5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50,000.00） 

2 2022年2月14日 监察执法二处
内蒙古伊泰同达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丁

家渠煤矿

1.5107切眼掘进工作面风筒和4-2煤充填工作
面底板、管线上存有积尘，未清理；2.5107切
眼掘进工作面3个压风、供水施救装置损坏，
未进行维修；3.4-2煤带式输送机烟雾传感器
安装于滚筒下风侧20m的位置；4.5104综采工
作面50#、60#支架安全阀损坏，未进行维修；

5.煤矿未公示1月份领导带班下井情况。

分别违反了1.《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六
条第二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监控

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1029—2019）7.6、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5.《煤矿领导
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第七条第三款

的规定。

分别依据1.《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二
十条对煤矿处罚款贰万元（¥20,000.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50,000.0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50,000.0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50,000.00）；
5.《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第
十八条第（四）项项给予警告，并处罚款叁万元

3 2022年2月24日 监察执法二处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王家塔矿井

1.3S105胶运顺槽掘进工作面管路、胶带机机
架、巷道壁煤尘未进行清理，巷道内浮尘未采
取措施处理；2.堆放矸石的2S201综采工作面
回风绕道（已废弃）大于6米，未设置“禁止

人员入内”的栅栏和安全警示标志。

分别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六条
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二条的规定。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二条对煤矿处伍万元的罚款；2.《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

矿处伍万元的罚款。

4 2022年2月22日 监察执法二处
内蒙古蒙泰煤电集
团有限公司满来梁

煤矿

1.入井人员姜潘的人员定位卡从2月10日故障
直今，未处理；2.4108综采工作面回撤作业未
结束，有人员作业，该工作面10号监控系统分
站已经拆除；3.2月14日至21日，人员定位系

统掉线4次、总时长32小时。

分别违反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
百零四条、3.《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五

条的规定。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三款对煤矿处伍万元罚款；2.《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款对煤矿
处伍万元罚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三款对煤矿处伍万元罚款

5 2022年3月1日 监察执法二处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柳塔矿

2月27日22104综采工作面一氧化碳传感器报警
最大值999ppm，持续报警从18时20分至23时05
分；1#总回风巷一氧化碳传感器报警最大值
80ppm，持续报警从19时50分至23时35分；2#
总回风巷一氧化碳传感器报警最大值183ppm，

持续报警从19时00分至21时50分。

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三十五条第
（二）项；《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
五条第（二）项；《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
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二）

项的规定。

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
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责令停产整顿，对煤矿处玖
拾伍万元（¥950,000.00）的罚款；对煤矿矿长张

登山处陆万陆仟元（¥66,000.0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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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年1月11日 监察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呼能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丁

家梁煤

1.副斜井坡度为6°，斜长400米，辅助运输采
用无轨胶轮车运输，长距离下坡未设置防止车
辆失速装置；2.通防副总工程师李永全兼职通
防科科长，安全副总工程师张先准兼职安全监

察科科长

1.《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九）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
条第一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七条第（一）项

7 2022年1月18日 监察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兴隆煤

矿

1.煤矿安全检查工徐宇飞和梁慧未持有特种作
业操作资格证上岗作业；2.采场1230剥离平盘
同时作业的3号和6号、18号和19号挖掘机的间

距小于最大挖掘半径的2.5倍。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百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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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罚款人民币壹拾肆万

元整（¥140,000.00）警告

8 2022年1月19日 监察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常青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

1.内排土场1260排土台阶安全挡墙局部地段不
连续，高度不足矿用卡车轮胎直径2/5；2.采
场1220土石方剥离台阶局部地段台阶高度约12
米，大于设计高度（10米）；3.采场4号煤存
在原采空火区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一）项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三条第（一）
项、《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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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
叁万元整（¥3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处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2.《煤矿
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3.《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9 2022年2月14日 监察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昊达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煤

矿

1.综采队生产班专职电工徐洪伟未持特种作业
资格证上岗作业；2.综采队生产班专职电工徐
洪伟未携带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上岗作业；
3.井下一台在用空气压缩机未按规定进行检测
检验；4.煤矿安全副总工程师兼职安监科科
长，生产副总工程师兼职生产指挥中心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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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七）项处；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第（一）项；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4.《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

10 2022年2月16日 监察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纳林陶
亥煤炭经营运销公
司小纳林沟煤矿

采场南部采坑上部1290排土台阶局部地段边坡
裂缝宽度大于30cm。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
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五）项、《煤矿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第（十）项的规

定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
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责令煤矿

停产整顿（具体整顿内容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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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年3月8日 监察执法二处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巴

彦高勒煤矿

1.2021年12月19日203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71
号浅部监测点应力计显示应力值为10.8Mpa，
应力值达到预警值以上，煤矿未按照规定下达

预警通知单。                                                                                                  
    2.210掘进工作面回风顺槽与回撤通道交
叉处前后20米范围评价为中等冲击危险，防冲
设计规定此处的应力计监测组间距为10米，现

场实际监测组间距为15米。                                                                                                  
    3.15盘区主运大巷掘进工作面综掘机机载

甲烷传感器未进行检测检验。                                                                                                  
    4.308综采工作面回风隅角甲烷传感器吊

挂位置距巷道侧壁小于200mm。

分别违反了《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第五十
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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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4.《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12 2022年3月14日 监察执法二处
内蒙古燎原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煤矿

1.煤矿在用1号防爆无轨胶轮车检测检验有效
期至2022年2月2日，已过有效期；2.煤矿安全
副总工程师兼职安监科科长、地测防治水副总
工程师兼职生产技术科科长，未按规定配备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3.1421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
高冒支护区附近顶板破碎、原切眼巷道加宽处
和巷道交叉口处未设置顶板离层观测仪；4.煤
矿监测监控系统维护不到位，2022年2月份断

线报警累计96次

分别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
》第一百零二条第（三）项、《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三）项 

13 2022年3月10日 监察执法二处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补连塔煤

矿

1.2022年3月4日16时50分45秒至3月5日6时47
分26秒，矿井安全监控系统与内蒙古煤矿安全
风险分析预测预警系统断线（时长13时56分41
秒），煤矿未及时处理断线故障，未采取人工
监测等补救措施，安全监控调度运行日志中未
记录断线故障情况；2.22408综采工作面回撤
作业未结束，该工作面监测分站的人员定位装
置、甲烷传感器已断开电源，造成该区域甲烷

传感器和人员定位装置失效。

分别违反了1.《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二
条第三款、《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
十八条第（六）项、《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
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十
五）项；2.《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九条

、五百零四条。

依据1.《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
别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责令停产整顿，对煤矿处
玖拾伍万元（¥950,000.00）的罚款，对煤矿矿长
彭海兵处陆万陆仟元（¥66,000.00）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四）项对煤矿处伍万元（¥50,0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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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2年3月2日 监察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蒙泰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窝

兔沟煤矿

1.2022年1月31日夜班和2022年2月1日夜班，
瓦斯检查工未对井下采掘地点进行瓦斯检查；
2.4108综采工作面回撤作业未结束，有人员作
业，该工作面10号监控系统分站已经拆除。

分别违反了1.《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条
第（四）项；2.《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一十

四条第（十三）项。

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二条对煤矿处伍万元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伍万元的罚

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