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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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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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监察执法三处
达拉特旗苏家沟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苏
家沟股份制井

1.矿井采用无轨胶轮车辅助运输方式，副斜井
未安设跑车防护装置；2.6煤辅运大巷与顺槽
交叉口处未设置交通管控信号；3.6104回风顺
槽掘进工作面二部胶带运输机滚筒下风侧未设

置一氧化碳传感器。

第1条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第2条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九十二条第（八）项，第3条
行为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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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的规定.

均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分别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
（¥150,000.00）

2 2022年2月18日 监察执法三处
杭锦旗西部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红庆梁

煤矿

1.主斜井装有带式输送机并兼作进风井筒，未
装设自动报警灭火装置；2.煤矿井下使用的风
筒未经第三方进行阻燃性检测；3.北翼回风大
巷掘进工作面综掘机未设置机载瓦斯断电仪或
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4.11304回风顺槽掘
进工作面煤柱帮未按照防冲设计安设应力监测

仪。

1.《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项、《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2.《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零一
条第（一）项、《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4.《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均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分别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200,000.00）。

3 2022年1月19日 监察执法三处
达拉特旗文兴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

1.+1415m排土场安全挡墙高度不足矿用卡车轮
胎直径的2/5～3/5；2.采坑内道路未设置限速
路标；3.+1386m采剥平盘上正在作业的76#挖
机配备的灭火器材失效，不能保证正常使用的
。

分别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
（二）项、《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
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九十五条第二款

分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
。

4 2022年1月28日 监察执法三处
内蒙古银宏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1.煤矿制定的《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中未明
确“在井下工作时间”；2.113105综采工作面
回风顺槽设置的压风管路未供风；3.未按照规
程规定管理顶帮：2022年1月18日，现场检查
113105综采工作面时，94#液压支架初撑力为
10Mpa，达不到作业规程要求初撑力；
4.113113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风筒传感器未设
置在风筒末端；5.2021年11月6日、25日，全
矿井发生10^3能量事件次数为18次、17次，防
冲专业人员未对监测数据、生产条件等进行日
综合分析研判。

分别违反了《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七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七条
第一款、《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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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
第五十二条。

分别依据《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
查规定》第十八条第（一）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煤矿
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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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2年2月22日 监察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中北煤
化工有限公司色连
二号煤矿

2022年1月31日早班没有矿领导带班下井；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第五条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十九条

6 2022年2月24日 监察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巴音孟
克纳源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1.505#自卸车司机未佩戴安全帽在采坑内行
走；2.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采坑内127#指挥车无警示旗帜；3.2022年2月
份培训档案未记录新招录工人张慎学、杨伟龙
考核结果；

1.《煤矿安全规程》第十三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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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二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第（三）项；3.《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

7 2022年3月1日 监察执法三处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
团巴隆图煤炭有限
公司

1.+1390m排土场2名施工人员入场作业未戴安
全帽；2.+1430m排土场卸载区夜间有作业，无
照明设施；

1.《煤矿安全规程》第十三条第一款；2.《煤矿安全
规程》第五百八十二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二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二条；

8 2022年3月4日 监察执法三处
蒙古亿源煤业有限
公司亿源煤矿

1.煤矿南端帮最终边坡角为48.2°，大于设计
最大值（3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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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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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

9 2022年3月8日 监察执法三处
内蒙古华电蒙能金
通煤业有限公司

1.煤矿未对安全监控系统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造成2022年2月21日8时51分至11时21分系
统中出现馈电器故障、传感器断线报警共计26
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
条第一款第（三）项

10 2022年3月16日 监察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张家梁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1.采场南部、西部排土台阶有两处垮塌滑坡，
煤矿未及时充填，未设置栅栏和警示标识；2.
煤矿安排未经审批的非作业车辆进入采场作业
区装煤；3.采场运输道路未设置限速、道口路
标等警示、换向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煤矿
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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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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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年3月14日 监察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金运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煤

矿

1.煤矿采场中部到界最终边坡角为44度，超过
设计规定的38度；2.煤矿采剥一队自卸车司机
陈敬国、陈小乐未经从业人员培训上岗作业；
3.排土场1270排土平盘中部在排土作业过程中
未设置安全挡墙。

1.依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第
（十）项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违反了《国务院关于
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十
五）项；2.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3.违
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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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停产整顿，对煤
矿处罚款伍拾万元（¥500000），对煤矿矿
长处罚款叁万元（¥30000）；2.依据《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处罚款壹
拾万元（¥100000）；3.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伍万元（¥50000）
。

12 2022年3月15日 监察执法三处
内蒙古蒙泰集团有
限公司鑫源煤矿

1.排土场+1400平台卸载区安全挡墙有一处3米
宽缺口；2.煤矿未对新入职的排土场安全员张
向东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安排其上岗作
业。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
条第（三）项

13 2022年3月15日 监察执法三处
准格尔旗聚鑫煤焦
有限责任公司高西

沟煤矿

1.采场内西侧运输路段未设置限速、道口等路
标；2.内排土场卸载区夜间无照明；3.采场通
往内排土场运输道路局部坡度超过8%；4.剥离

台阶和排土台阶坡底线最小距离约15米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2.《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3.《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炭工
业露天矿设计规范》4.2.3；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

规范》5.1.8

1.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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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对煤矿

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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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3。《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
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二条,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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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2年3月22日 监察执法三处
内蒙古鸿远煤炭集
团有限公司孙三沟
煤矿

1.剥离台阶和排土台阶坡底线安全距离不足30
米；2.煤矿检修矿用卡车作业规程2022年1月
25日贯彻记录中安全员苏虎、杜少全均已签名
贯彻，实际情况为安全员苏虎、杜少全分别于
2021年2月28日、2021年3月10日已离职，未能
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3.内蒙古
宏崴矿山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孙三沟煤矿项目部
负责人张天兴未取得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
4.1380工作平盘宽度设计为30米，实际为
15米，不能保证采掘、运输设备的安全运行和
安全挡墙的正常布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5.1.8；2.《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3.《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煤矿安
全培训规定》第十七条、《煤矿安全规程》第九条第
二款；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条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二条,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3.《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十万元整

（100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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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

币壹万元整（￥10000.00）

15 2022年3月22日 监察执法三处

内蒙古伊东集团忽
沙图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忽沙图煤矿
（二矿）

1.612主运大巷掘进工作面带式输送机沿线急
停拉线开关安装间距大于60米，实际间距为
150米；2.612主运大巷掘进工作面风筒传感器
故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范》（GB50431-2020）
9.2.2；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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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对煤矿罚
款伍万元整（￥5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