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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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万元）

单位 个人 合计

1 4月18日
执法
一处

乌海市乌
化矿业有
限责任公
司一矿

1.煤矿于3月25日标校9203采煤工作面上隅角甲烷
传感器时未测试报警点；2.9203采煤工作面作业
规程规定：工作面出口向外50m范围内每天进行一
次巷道围岩位移观测，现场观测牌板显示4月4-7
日未进行观测；3.风压机房负压传感器（出厂编
号：1809040）检测有效期为2021年11月12日到
期，超期未检测；4.8207回风顺槽3#钻场探放水
施工原始记录中显示1#钻孔下设止水套管12m，现
场实测下设止水套管长度为2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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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2.《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
9203采煤工作面作业规程》
3.《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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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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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矿长郭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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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0）

16.9 0.1 17

2 4月21日
执法
一处

神华集团
海勃湾矿
业有限责
任公司露
天煤矿

1.041605运顺作业规程要求每组“十字布桩”测
点观测周期不得大于7天，顶板观测资料显示3月1
日至4月11日未观测；2.矿井采掘工程平面图上未
标绘041603工作面采空区积水范围，积水量等信
息，未标明积水线、探水线、警戒线；3.041605
运输顺槽探放041603工作面老空水前未编制探放
水设计；4.煤矿041605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井下
应急广播系统设置地点距离工作面人员作业地点
140米，工作面作业人员不能清晰听见应急指令；
5.根据监控系统显示，煤矿于3月25日标校041605
运顺回风流甲烷传感器时未测试报警点。

1.《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
041605运输顺槽作业规程》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九十八条
3.《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
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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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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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董事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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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
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董事长罚款人民币壹仟
元整（¥1,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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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董事长罚款人民币壹仟
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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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董事长罚款人民币壹仟
元整（¥1,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14.6 0.4 15

3 4月25日
监察
执法
一处

乌海市海
南区巴音
陶亥乡通
达煤矿

1.煤矿在用2#、3#、6#、18#矿用自卸卡车检验有
效期至2022年3月23日已到期，超期未检验；2.采
场内揭露原井工开采的9#煤层老旧巷道等危险区
域未设置警示标志；3.《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
乡通达煤矿作业规程》规定最小作业平盘宽度为
35m，采场南部+1236m作业平盘宽度为20m，小于
作业规程规定的最小作业平盘宽度；4.煤矿外排
土场卸载区向下第一个弯道处有30m长运输道路未
设置安全挡墙；5.煤矿2312#矿用自卸卡车运输矸
石过程中，部分矸石超出车厢外部；6.煤矿采场
南部+1248m作业平台爆破后爆堆高度为18m，挖掘
机最大挖掘高度为12m，大于最大挖掘高度的
1.1~1.2倍；7.煤矿采场南部+1236m作业平台挖掘
机在挖掘过程中，作业点上方有伞檐，未停止作
业。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2.《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及《煤矿安
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
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六条
6.《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三条第
（二）项
7.《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及《煤矿安
全规程》第五百五十条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对煤矿处伍万
元的罚款（¥50,000.00）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第（一）项对煤矿处伍万元的罚款（¥50,000.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对煤
矿处贰万元罚款（¥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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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煤矿处贰万玖仟元罚款（¥29,000.00），对矿长任某处
壹仟元罚款（¥1,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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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煤矿
处贰万玖仟元罚款（¥29,000.00），对矿长任某处壹仟
元罚款（¥1,000.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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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煤矿处贰万
玖仟元罚款（¥29,000.00），对矿长任某处壹仟元罚款
（¥1,000.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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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煤矿处贰万玖仟元
罚款（¥29,000.00），对矿长任某处壹仟元罚款
（¥1,000.00）

23.6 0.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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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月27日
执法
一处

乌海市天
誉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煤矿

1.2022年4月17日2803探巷施工探放水工程施工人
员魏江国未取得探放水工特种作业资格证，上岗
作业；2.2803探巷掘进工作面为带式输送机巷
道，消防管路未每隔50m设置消防支管和阀门；3.
井下消防材料库储存的消防材料和工具缺少消防
锹、消防斧、消防桶，水泥失效；4.煤矿井下二
采区运输巷处1#监测监控分站处、2801采煤工作
面及上隅角等三处地点使用的共8部JHH-4型矿用
本安电路4通接线盒不在煤矿使用的KJ76X监控系
统配套件目录内；5.煤矿人员位置监测系统中
2801综采工作面未将运输顺槽读卡分站纳入工作
面限员区域进行管理；6.煤矿于4月19日标校2801
综采工作面上隅角甲烷传感器时未调校报警点、
断电点。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2.《煤
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3.《
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三）
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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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及《煤矿井下作业
人员管理系统使用与管理规范》（AQ 
1048-2007）5.5.2.2。6.《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及《煤矿安全监控系统
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1029—2019）8.3.5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处伍万元罚款
（¥50,000.00）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警告，对煤矿处贰万玖仟元罚款
（¥29,000.00），对矿长处壹仟元罚款（¥1,000.00）3.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警告，对煤矿处贰万玖仟元罚款
（¥29,000.00），对矿长处壹仟元罚款（¥1,000.00）4.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叁万元罚款
（¥30,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处叁万元罚款（¥30,000.00）6.《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处叁万元罚款（¥30,000.00）

19.8 0.2 20

5 4月28日
执法
一处

乌海市中
科宝诚煤
业有限公
司煤矿

1.北部排土场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反坡大于
5%；2.中部排土场挡墙高度为30厘米,小于矿用卡
车轮胎直径的0.4倍；3.815#矿用自卸卡车物料装
配块度不均匀，所装石块未进行破碎，与卡车载
重不相适应；4.采场南部+1230m剥离平台挖掘机
作业点上方存在伞檐，未停止作业；5.矿用卡车
在标高+1240平盘排队等待装车时，车与车之间未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6.采场内揭露原井工开采
的9号煤老旧巷道区域未设置栅栏和警示标志。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二）项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一）项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六条第
（一）项
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五十条5.《煤
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四）项
6.《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和《煤矿安
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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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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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
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1,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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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
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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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矿长罚款人民币壹
仟元整（¥1,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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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罚款人民币
壹仟元整（¥1,000.00）；6.《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第（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

17.5 0.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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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月29日
执法
一处

乌海市海
融矿业有
限责任公
司煤矿

1.煤矿监控系统未勾选1093回顺口风门双开报警
功能；2.根据监控系统显示，煤矿于4月10日对
1093工作面T1甲烷传感器标校期间，测量值稳定
时间为7:39:42～7:40:38，持续时间小于90s；
3.1091切眼TQ03钻场2022年4月3日施工探放水原
始记录显示：施工人员王江龙未取得探放水特种
作业资格证从事井下探放水作业；4.《1901运输
顺槽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中要求探水队在
做套管耐压试验时必须由安检员或地测科人员现
场验收签字，1901运输顺槽探放水钻孔套管耐压
试验签字验收人员均为探水队施工人员；5.《
2082工作面回撤作业规程》中要求掩护支架与回
撤支架之间三角区打设木垛进行支护，现场检查
时三角区未按照作业规程进行支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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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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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1029-2019）A.1.3
3.《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
1901运输顺槽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5.《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
2082工作面回撤作业规程》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2.《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七）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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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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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1,000.00）。

16.8 0.2 17

7 5月6日
执法
一处

内蒙古利
民煤焦有
限责任公
司煤矿

1.煤矿安全设施设计中规定SF26逆断层安全煤柱
宽度为60米，煤矿Ⅰ030905联络巷钻探总结中显
示自1#探水点钻探389米处揭露SF26逆断层，经分
析此断层无水害威胁。根据此钻探结果，煤矿Ⅰ
030905联络巷自探水点掘进391米。煤矿未对开采
SF26逆断层安全煤柱进行可行性研究并经上级公
司国能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审
批，违规掘进进入SF26逆断层安全煤柱；2.《Ⅰ
030901综采工作面过破碎带安全技术措施》中规
定经过破碎区域采用高分子材料进行顶板加固，
由河北浩威旭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煤矿未对河北浩威旭光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学习贯彻《Ⅰ030901综采
工作面过破碎带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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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和《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第
（四）项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九十
七条第二款；2.《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
第一款

1.《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
十条第一款由于煤矿已进行工程验证，确定断层无水害
威胁，责令全矿井停产整顿2天，对煤矿罚款人民币玖拾
肆万元整（¥940,000.00），对煤矿企业负责人罚款人民
币肆万元整（¥40,000.00），对鄂尔多斯市能源局下达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移送书》要求其暂扣煤矿安全生产
许可证；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责令
限2022年4月17日前改正，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99 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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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第16-18周（4月16日--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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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万元）

单位 个人 合计

8 4月29日
执法
一处

鄂托克旗
巴音乌素
煤矿

1.煤矿采场东侧主运输道路未设置限速标志；2.
在采场北侧主运输道路上的排土自卸车正常行驶
时超越同类自卸车；3.在煤矿内排土场进行排土
作业的装载机排土作业时，平行于坡顶线作业；
4.检修矿用卡车时未安放止轮器；5.在煤矿内排
土场进行排土作业的排土自卸车排土作业时高速
倒车、冲撞安全挡墙。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
款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
款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条第
（二）项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二十九条
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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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煤矿要负责人苗某某罚款人民币壹
仟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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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煤矿要负责人苗
治林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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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要负责人苗治林罚款人民币壹
仟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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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煤矿要负责人
苗治林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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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要负责人苗治林罚款人民币壹
仟元整（¥1,000.00）。

14.5 0.5 15

9 4月27
执法
一处

乌海市华
银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二矿

1.煤矿矿用卡车轮胎直径为1.4m，采坑南部+1150
水平一段长约40m的运输支线道路安全挡墙高度约
为0.3m，不足矿用卡车轮胎直径的0.4倍；2.煤矿
排土场1#装载机未配备灭火器材；3.煤矿采坑南
部滑坡治理区域底部受影响范围的边界未设置警
戒线及警示标志。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
（二）项；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九
十五条第二款；3.《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五条

分别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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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
元整，对矿长常某某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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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矿长常某某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10.8 0.2 11

10 4月18日
执法
一处

鄂托克旗
棋盘井新
胜煤矿

1.采场南侧运输道路从正在实施边坡修整作业的
排土场下部经过，存在滑坡滚石风险，未在危险
区域设置警戒；
2.采场主运输道路上未设置限速、道口等路标。

1.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和《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
款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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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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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0.1 8

11
4 月19
日

执法
二处

鄂尔多斯
市广厦煤
炭运销有
限公司刘
家渠煤矿

1.煤矿暗副斜井坡度为6度，斜长约270米，长距
离下坡未设置防跑车装置；2.副斜井井口距5煤垂
深大于50米，未采用机械方式运送人员；3.煤矿
通风副总工程师刘强兼职通防科科长、生产副总
工程师郭皓兼职技术科科长、综采队和综掘队各
配备两名区队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
备不足；4.煤矿采取整体托管方式，委托方未按
照《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配备
满足监督检查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违反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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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项；2.《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二
条第一款；3.《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五条；4.《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2.《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3.《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一）项；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一）项 分别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300,000.00） 。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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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第16-18周（4月16日--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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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万元）

单位 个人 合计

12 4月25日
执法
二处

铁煤集团
内蒙古东
新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

煤矿未在风险预警平台及时更新新任命副总工程
师李皓职务的相关信息，造成4月10日该矿早班空
岗6小时46分。

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伍万
元整（¥50,000.00）。

5 5

13 5月6日
执法
二处

鄂尔多斯
市庚泰煤
炭有限责
任公司三
星煤矿

1.4230辅助运输巷掘进工作面超前探放水未进行
物探，未做到钻探、物探相互验证；2.4230辅助
运输巷掘进工作面综掘机机载甲烷断电仪检测有
效期至2022年4月15日，现场检查时已过期；
3.4230辅助运输巷掘进工作面一名电工上岗作业
未携带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4.煤矿监测监控
系统和人员定位系统4月15日15时至4月18日
15时，上传风险预警平台安全监控中断2次总时长
6小时35分44秒，人员定位中断1次总时长31分3秒
。

1.《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二
款，2.《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
款，3.《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
第（一）项，4.《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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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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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50,000.00）；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合并罚款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整（¥190,000.00）。

18 1 19

14 4月14日
执法
二处

内蒙古蒙
泰煤电集
团有限公
司满来梁
煤矿

4月12日煤矿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异常报警20次，其
中3202辅回撤掘进工作面远控开关馈电异常报警7
次，累计时长1小时37分27秒。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三）项对煤矿处罚
款伍万元。

5 5

15 4月19日
执法
二处

国电建投
内蒙古能
源有限公
司察哈素
煤矿

：1.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
产；2.煤矿建设项目未按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和
安全验收评价。

违反了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四条第二
款、2.《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煤
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 第九条的
规定。

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四）项责令停止
建设，并处伍拾万元（¥500,000.00）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处伍万元（¥50,000.00）的罚款；2.《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八条第（一）项责令停止建设，并处伍拾万
元（¥500,000.00）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伍万元
（¥50,000.00）的罚款。

100 10 110

16 4月19日
执法
二处

新能矿业
有限公司
王家塔矿

井

4月10日，内蒙古煤矿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显示王家
塔煤矿中班带班领导郑祥奇空岗5小时52分。

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三）项对煤矿处罚
款伍万元。 5 5

17 4月20日
执法
二处

内蒙古神
东天隆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武
家塔露天
煤矿

1.太原大诚矿山开采有限公司承包了煤矿一采区
土方剥离工程，该公司设在煤矿的项目部未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2.鄂尔多斯市锦锴源
科技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了煤矿三采区土
方剥离工程，该公司设在煤矿的项目部未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的人员；3.矿内在用变压器未进
行检测检验。

反了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2.《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3.《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处拾万元
（¥100,000.00）的罚款；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第（一）项处拾万元（¥100,000.00）的罚款；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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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罚款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
（¥250,000.00）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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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4月22日
执法
二处

鄂尔多斯
市乌兰煤
炭（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石圪台煤

4月19日，内蒙古煤矿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显示乌兰
石圪台煤矿井下带班领导张靖从20时18分至22时
28分空岗2小时10分。

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三）项对煤矿处罚
款伍万元。

5 5

19 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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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1月份生产原煤12.4万吨，1月份的安全生
产费用按照10.4万吨进行提取；2.4煤一区段充填
工作面回风巷有一台运行的胶带运输机开关，此
地点未按规定进行瓦斯检查。3.5105辅运顺槽口
处有40米的倾斜巷道，此处安装的风门未实现自
动化且未安排专人看护。

行为1 涉嫌违反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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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
行为2涉嫌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
八十条第一款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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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第五条第（一）项。行为3《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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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责令停产整顿（见附件），对煤
矿处玖拾伍万元（¥950,000.00）的罚款，对煤矿矿长处
陆万陆仟元（¥66,000.00）的罚款；建议发证部门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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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责令停产整顿
（见附件），对煤矿处玖拾伍万元（¥950,000.00）的罚
款，对煤矿矿长处陆万陆仟元（¥66,000.00）的罚款；

建议发证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矿处叁
万元（¥30,000.00）的罚款，对煤矿矿长处壹万元
（¥10,000.00）的罚款。

193 14.2 207.2

20 4月27日
执法
二处

内蒙古蒙
泰煤电集
团有限公
司满来梁
煤矿

1.2022年4月25日，内蒙古煤矿安全风险分析预测
预警系统显示该矿传感器断线、故障等共报警22
次；2.2022年4月1日至26日煤矿生产原煤47.59万
吨，大于该矿核定生产能力(360万吨/年)的10％
。

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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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四条第
（一）项的规定。

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对煤矿处
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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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停产整顿，建议相关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对
煤矿处罚款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对煤矿矿长
处罚款陆万陆仟元整（¥66,000.00）。 

100 6.6 106.6

21 4月26日
执法
三处

鄂尔多斯
市巴音孟
克纳汇煤
炭有限责
任公司

1.4204进风顺槽掘进工作面未将风筒传感器设置
在局部通风机风筒末端；2.22盘区主运大巷开拓
掘进开拓工作面的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运输沿线
急停拉线损坏，闭锁失效；3.新任职矿领导吴春
波身份信息未在煤矿人员位置监测系统中录入，
造成该矿4月3日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显示井下无带
班矿领导；4.在4204进风顺槽掘进工作面正在进
行探放水作业的工人张洪军、任长青未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证；5.22盘区主要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
未设置井下应急广播系统。

分别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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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煤
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
项；、《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和《煤矿安全
规程》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煤矿安
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的规定。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2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4.《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
整（¥100,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合并
作出：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

30 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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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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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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万元）

单位 个人 合计

22 4月22日
执法
三处

内蒙古八
宝沟煤炭
有限责任
公司

1.煤矿将土方剥离工程承包给鄂尔多斯市宏泽爆
破有限责任公司，承包方未在煤矿设立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也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2.
在采场作业的13号液压破碎锤未进行检测检检；
3.采场内火区用黄土覆盖后未设置警示标志；
4.2021年5月29日至6月6日新工人岗前培训的安全
培训档案中，未将课程讲义、综合考评报告等纳
入一期一档进行管理。

分别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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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和《煤矿安
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煤矿
安全培训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
（六）项的规定。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九十七条第（一）项罚款人
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伍万元整
（¥50,000.00）；3.《安全生产法》

2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罚款伍万元整
（¥50,000.00）；4.《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四十七条
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合
并罚款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00）

25 0 25

23 4月25日
执法
三处

土默特右
旗高源矿
业有限责
任公司高
源煤矿

1.1240、1260工作平盘局部有伞檐未处理；2.采
场底部积水坑未安设排水设备和排水管路；
3.1260工作平盘局部坡面角为80度超过《高源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改扩建初步设计》中规
定的70度；4.安全员王立鹏、刘东未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上岗作业。

分别违反了1.《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二款；2.《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3.《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七
条第二款；4.《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
一款的规定。

分别依据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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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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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对煤矿罚款人民
币贰万元整（￥20000.00）；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
。合并罚款人民币贰拾
2贰万元整（¥220,000.00）。

22 0 22

24 4月26日
执法
三处

内蒙古科
建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煤矿

1.煤矿初步设施设计规定采场最终帮坡角为
38°，检查时，采场西部帮坡角为42°，大于设
计值；2.煤矿安监科配备了1名科长，3名安全
员；机电科配备了1名科长，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
足；3.现场检查时，排土场指挥员陈小国未经从
业人员培训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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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五项；2.违
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第一款；3.
违反了《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

1.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第十条第一款责令停产整顿，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拾
万元整（¥500，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叁万
元整（¥30，000.00）；2.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
第（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100，
000.00）；3.依据《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四十七条第
（二）项责令限15日内改正，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
整（¥50，000.00）。 

65 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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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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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万元）

单位 个人 合计

25 4月7日
执法
四处

鄂尔多斯
市大源煤
炭有限责
任公司柳
林沟煤矿

1.该矿没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2.该矿设备停放场未设置防爆、防火和危险
警示标志；3.正在剥离作业面作业的K23自卸卡车
左大灯不亮，已损坏；4.配电室有一台灭火器指
针指向红区，已失效；5.该矿采剥队副队长项爱
金未按规定经考核合格，未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考核合格证上岗作业；6.该矿1240排土场安全
挡墙不连续。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2.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3.《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4.《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5.《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6.《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一）项。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处罚
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4.《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
元整（¥50,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二）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6.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给予煤矿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
000.00），给予现场排土管理员吕兴发警告并处罚款人
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

38.00 1.00 39.00 

26 4月8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恒
东集团宏
亚煤炭有
限公司煤
矿

1.6204综采工作面进风顺槽巷口应急广播终端断
电不能正常使用；2.煤矿2022年3月12日对总回风
巷甲烷传感器进行调校时，误操作造成甲烷超限
报警1次，报警时长2分20秒，最大报警值2.01%；
3.26204综采工作面50#-60#液压支架机械压力表
读数为40-42Mpa，矿压在线监测数值为27-29Mpa
。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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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1；3.《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改
正，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2.《安全

生产法》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改正，对煤矿处罚款
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九十九条

第（三）项责令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整
（¥50,000.00）。

15.00 0.00 15.00 

27
202年4
月18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锦
泰城塔煤
炭有限公
司城塔煤
矿

1.6上煤辅运大巷掘进工作面西段胶带运输机防撕
裂保护装置失效；2.6上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架棚
段拉杆，现场使用电焊的方式进行焊接固定；3.6
上煤辅运大巷掘进工作面东段胶带运输机头转载
处未安设喷雾装置或除尘器；4.现场检查时CT102
号指挥车甲烷传感器在地面时检测数值跳动，并
且超限报警。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二）
项；2.《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
款；3.《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五十二条；4.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
煤矿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2.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煤矿改正，对煤矿处
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责令煤矿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
整（¥50,000.00）；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责令煤矿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整
（¥50,000.00）。

20.00 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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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4月19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满
世煤炭集
团罐子沟
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
煤矿

1.6115综放工作面设置的粉尘传感器标校周期为1
年，未按说明书规定每隔1～2月标校一次；
2.6115综放工作面喷洒阻化剂记录显示：张计东3
月26日进行了喷洒阻化剂作业，通过调阅该矿人
员位置监测系统历史记录显示当天张计东未入
井；6115综放工作面注氮机运行记录显示：张计
东3月27日进行了注氮管路检查，通过调阅该矿人
员位置监测系统历史记录显示当天张计东未入
井；3.6118主运顺槽掘进工作面消防管路阀门上
缺少支管；4.6118主运顺槽掘进工作面带式输送
机机头改向滚筒处未安设防护栏；5.6118主运顺
槽掘进工作面6#钻场已施工的1#钻孔孔口管外壁
漏水，固结套管质量不合格；6.一副井无轨胶轮
车躲避硐室附近未设置标识。

1.《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
理规范》（AQ1029-2019）8.3.4、《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2.《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
款、《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
（九）项、《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
5.《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二十条、《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6.《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九十二条第
（十）项、《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
币拾万元整（¥100,000.00）；

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5.《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
万元整（¥50,000.00）；

6.《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35.00 0.00 35.00 

29 4月19日
执法
四处

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哈尔乌素
露天煤矿

1.1185剥离平盘宽度为30米,小于设计值(设计值
为40米)；2.1100运输干道两侧缺少限速标志，工
业广场至1号岗楼处道路由左侧通行过渡为右侧通
行，未设置换向标志；3.1100运输干道左侧中间
路段未设置安全挡墙；4.3#装载机配备的灭火器
有效期至2021年7月,检查时已过使用有效期。

1.《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初步设计变更说明
》第二章第四节；2.《煤矿安全规程》第
五百一十四条、《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
条；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
第二项；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九十
五条第二款、《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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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
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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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

20.00 0.00 20.00 

30 4月21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锦
泰碓臼沟
煤炭有限
公司碓臼
沟煤矿

1.在用的01号指挥车车载甲烷传感器未按规定每
隔15天至少调校一次；2.62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
面带式输送机卸载滚筒两侧未加装防护设施；
3.62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应急广播终端供电线
路断线不能正常使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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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
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款；3.《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
程》第六百八十五条。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限期3
日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限期3日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限期3日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15.00 0.00 15.00 

31 4月22日
监察
执法
四处

内蒙古锦
泰能源
（集团）
有限公司
长滩煤矿

1.综放队电工黄威、采煤机司机乔玉彪未取得特
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2.煤矿未配备注册安全
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2.《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煤
矿处罚款壹拾万元整（¥100,000.00）；2.《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七条第（一）项对煤矿处罚款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20.00 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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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4月22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盈
源煤炭运
销有限责
任公司玉
川煤矿

1.408运输顺槽工作面附近未设置应急广播系统终
端；2.408回风顺槽一台11.4kW慢速绞车安装固定
在设备列车上使用；3.4煤南翼回风大巷滚筒驱动
带式输送机机头转载处、4煤南翼402运输顺槽与4
煤南翼运输大巷交叉口处的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
机头转载处均未设防护栏、警示牌和照明；4.煤
矿未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2.《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3.《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
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八）项和第
（九）项；4.《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第三款。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
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一）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25.00 0.00 25.00 

33 4月23日
执法
四处

准格尔旗
食联煤炭
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采场中的排土运输道路内侧未设置安全挡墙；
2.采场南部1330剥离台阶高度为20米，大于设计
值（设计值为10米）；3.采场南部1330剥离台阶
顶部存在伞檐、活石，未及时处理；4.1330剥离
台阶中正在作业的W02#和W07#单斗挖掘机作业间
距为15米，小于最大挖掘半径的2.5倍（最大挖掘
半径为12.1米）；5.采场至排土场运输道路所经
过的道口未设置路标。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
项、《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2.《准格尔旗食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修改初步设计变更说明书》、《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3.《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百五十条第（二）项、《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4.《煤矿安全
规程》第五百四十九条第（一）项、《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5.《煤矿
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
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4.《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5.00 0.00 25.00 

34 4月25日
执法
四处

鄂尔多斯
市瑞德煤
化有限责
任公司瑞
德二矿

1.W51上03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敷设的消防管路未
设置支管；2.东盘区辅运下山300m附近车辆躲避
硐未设置标识，W51辅助运输大巷486米处拐弯地
点未设置车辆防撞装置；3.W51总回风巷181米处
至278米处敷设电力电缆；4.煤矿未使用便携式甲
烷检测报警仪与甲烷传感器进行对照，也未对便
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存在的误差在8小时内调校完
毕；5.4206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掘进机转载皮带
机头未设置防护栏。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
款、《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2.《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九十二条第
（十）项、《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3.《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二
条、《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三条、《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5.《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
（九）项、《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

分别依据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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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50,000.00）；2.《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
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4.《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
元整（¥50,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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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50,000.00）
。

25.00 0.00 25.00 

35 4月25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汇
能煤电集
团羊市塔
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
一矿

1.6251主运顺槽掘进工作面未设置应急广播系统
终端；2.6202综采工作面移动变电站动力电缆盘
“8”字形带电码放；3.6204绕道风门联锁装置安
设有缺陷，导致反向风门关闭不严；4.煤矿现开
采的6-2中煤为容易自燃煤层，未测定采煤工作面
采空区自然发火“三带”分布范围。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2.《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
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一款；3.《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4.《煤矿
防灭火细则》第十四条。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
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立即消除隐患，处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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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
币叁万元整（¥30,000.00），对矿长徐国平处罚款人民
币壹仟元整（¥1,000.00），对总工程师艾继峰处罚款人
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18.00 0.20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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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月25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宏
燃能源有
限公司煤
矿

1.煤矿未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2.1080内排土场卸载区中部安全挡墙不连
续；3.采场1070平盘安全挡墙高度30cm，不足本
矿矿用卡车轮胎直径（120cm）的2/5～3/5；4.采
场1070平盘局部宽度5米，不符合作业规程要求
（15米）。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2.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一）项；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
十五条第（二）项；4.《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四十条。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责令
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立即消除事故隐患，处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责令立即消除事故隐患，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4.《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二条责令立即消除事故隐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25.00 0.00 25.00 

37 4月26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生
力资源集
团富能煤
炭有限责
任公司崔
二圪咀煤
矿

1.煤矿未对全体作业人员贯彻学习《作业规程》
（作业人员人数：251人，实际贯彻学习人数：89
人）；2.采场北部道路边帮有探头、伞檐、活
石，未处理；3.采场南翼运输道路交叉路口未设
置限速、道口等路标；4.内排土场1050平盘反坡
达20%；5.煤矿排土场安全管理员白保卫、曾部
升，未经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明上岗作业；6.
煤矿在用190#、385#自卸卡车未进行安全性能检
验检测。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2.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3.《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
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4.《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
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项
、；5.《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6.《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十条第二款。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责令
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立即消除隐患，处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二条责令立即消除隐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4.《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

立即消除隐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三）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6.《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40.00 0.00 40.00 

38 4月26日
执法
四处

准格尔旗
蒙祥煤炭
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1110平盘交叉路口、6煤以下采场主要道路未设
置限速、道口等路标；2.1130排土场入口道路局
部宽度10米，6煤平盘中部运输道路局部宽度
4米，均不符合作业规程要求（12米），同时未设
置会车线；3.煤矿未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煤矿安
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2.《煤
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
项；3.《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
。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责令
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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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对矿长姜学冬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对生产矿长宋金龙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1,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一）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18.00 0.20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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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月27日
执法
四处

准格尔旗
山贵煤炭
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主斜井和回风斜井之间联络绕道、主运大巷和
回风大巷之间联络巷设置的正向风门联锁装置未
按规定安装，导致联锁失效；2.主斜井和回风斜
井之间联络绕道、主运大巷和回风大巷之间联络
巷设置的正向风门未安装风门开关传感器；3.二
部主运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机头处安设的超温自
动洒水装置喷头堵塞；4.32106系统巷掘进工作面
安设的全断面喷雾设施故障，不能雾化降尘；
5.32107综采工作面回风隅角甲烷传感器安设的位
置距离切顶线1.5米；6.32107综采工作面移变动
力电缆带电盘圈码放；7.32107综采工作面端头支
架距上帮切顶线处未设密集切顶支柱；8.32108回
风顺槽掘进工作面转载机头喷雾装置安设在转载
点后方1米位置处，作业时无法对转载点进行喷雾
降尘；9.煤矿未对全体作业人员贯彻学习采掘作
业规程（32107综采工作面作业规程7人未贯彻学
习，32108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3人未贯
彻学习，32105切眼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4人未贯
彻学习，二采区回风绕道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7人
未贯彻学习，共21人未贯彻学习）；10.煤矿无人
值班的中央变电所未关门加锁管理；11.煤矿现开
采的3-2煤为容易自燃煤层，未测定采煤工作面采
空区自然发火“三带”分布范围；12.2021年，煤
矿未组织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四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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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3.《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
三百七十四条第（二）项；4.《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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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
五条第一款；7.《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
零一条第一款；8.《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煤矿井下粉尘综合防治技
术规范》（AQ1020-2006 ）4.3.6；9.《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10.《煤矿
安全规程》第四百三十九条第一款；11.《
煤矿防灭火细则》第十四条；12.《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
一款。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
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三）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6.《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

立即消除隐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7.《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

十三条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8.《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9.《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三）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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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院永平处罚款人
民币壹仟元整（¥1,000.00），对机电副矿长武春荣处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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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
院永平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对总工程
师赵新升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12.《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责令改正，处罚款
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

63.00 0.40 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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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第16-18周（4月16日--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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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万元）

单位 个人 合计

40 5月6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智
能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麻地梁
煤矿

1.509综放工作面辅助运输顺槽风门底边密封不严
漏风；2.煤矿副斜井至509综放工作面回撤联巷
（509综放工作面辅助运输顺槽处）无测风记录；
3.509综放工作面胶带机顺槽联巷与5011辅助运输
顺槽岔口处未设置路标；4.509综放工作面胶带运
输顺槽2号超前支架和3号超前支架顶梁间距达2.0
米，超过作业规程要求（509综放工作面回采作业
规程规定＜1.0米）；5.509综放工作面辅助运输
顺槽采面上出口下帮片帮（约1.5m×1.2m），没
有及时处理；6.509综放工作面转载机处供水施救
设施过滤装置损坏，导致无法出水；7.509综放工
作面下隅角采空区悬顶面积约150㎡
（5m×30m），未采取措施处理；8.509综放工作
面胶带运输顺槽距工作面100米（此处巷道跨度为
5.6米）处安设的双高度顶板离层仪深部锚头深度
为6.3米，不符合“不小于巷道跨度1.5倍”的要
求；9.煤矿永久避难硐室2022年巡检记录同一巡
检人员笔迹不一致，巡检记录不真实。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2.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
3.《煤矿安全规程》第八十八条第二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第一款；5.《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6.《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六条第二款；7.《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煤
矿安全规程》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8.《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
巷道锚杆支护技术规范》（GB/T 35056-
2018 ）附录C.2；9.《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第三十二条。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责令
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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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对矿长徐辉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对总工程师阚磊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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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徐辉处罚款人民币壹
仟元整（¥1,000.00），对安全矿长肖国刚处罚款人民币
壹仟元整（¥1,000.00）；4.《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三条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

立即消除事故隐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6.《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7.《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

十三条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8.《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9.《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
给予警告，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

40.00 0.40 40.40 

41 5月6日
执法
四处

内蒙古伊
东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敖劳不
拉煤矿

1.1#无轨胶轮车仪表盘车辆速度显示器故障，车
辆行驶时速度显示为零；
2.6103S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中材料运输车车载甲
烷传感器检验有效期至2022年4月20日，检查时已
过期；3.6103S综采工作面甲烷传感器做瓦斯超限
断电试验，断电后未自动与应急广播、人员位置
监测等系统应急联动；4.6103S综采工作面运输顺
槽安设有带式输送机，巷道内敷设的消防管路未
每隔50米设置支管；
5.6103S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和运输顺槽内压风自
救和供水施救装置不能正常使用，现场检查时无
水、无风。

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2.《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3.《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6201-2019)5.5.2.7、《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
款和《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5.《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分别依据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处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

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

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

25.00 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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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执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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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万元）

单位 个人 合计

42 4月29日
执法
五处

铁煤集团
内蒙古东
林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塬林煤
矿

1.煤矿核定生产能力60万吨/年，2021年全年实际
生产原煤83.69万吨，超过矿井核定生产能力的
110%。2022年1月份实际生产原煤10.7457万吨，2
月份实际生产原煤6.8211万吨，3月份实际生产原
煤10.6363万吨，均超过矿井核定生产能力的
10%；2.检查时煤矿提供的采掘工程平面图中无西
一301综采工作面

1.根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4号）第
四条第（一）项判定其违反了《国务院关
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令第446号）第八条第二款第
（一）项；2.根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
第4号）第十八条第（五）项判定其违反了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
别规定》（国务院令第446号）第八条第二
款第（十五）项

1.《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令第446号）第十条第一款责令煤矿停产整顿7
日，严格按照煤矿核定生产能力制定采煤作业计划并严
格落实；处罚款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

。
对总经理处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00）；2.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
务院令第446号）第十条第一款责令煤矿停产整顿7日，
严格按照煤矿初步设计布置采掘工作面，并如实填绘采
掘工程平面图等图纸信息；给予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佰
壹拾万元整（¥1，100，000.00）。对总经理处罚款人民
币柒万元整（（¥700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贰佰壹拾
玖万元整（¥2,190,000.00），责令停产整顿7日。

###### ##### ######

43 5月6日
执法
五处

内蒙古白
音华蒙东
露天煤业
有限公司
白音华煤
田三号露
天矿

1.+970至+975运输道路未设置限速和警示标志；
2.一标段项目部赵平、钟学军、刘亚刚2022年3月
13日、14日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
作业；3.一标段项目部马文力“一人一档”未如
实记录2021、2022年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情
况；4.内排土场卸载区二标段作业区域夜间作业
无照明；5.1期1次破碎站高压配电室配备的高压
绝缘手套电压等级适用范围为≤4500V，低于实际
的10000V电压等级。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2.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第一款；3.《煤
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三）
项；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二
条；5.《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
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
000.00）；3.《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四十七条第
（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4.《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给予煤矿警告，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
000.00），对主要负责人处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
000.00），对相关责任人处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
000.00）；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处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8.00 1.20 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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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月26日
执法
七处

华能伊敏
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
露天矿

1.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矿内作业
的935号自卸卡车行驶过程中超越同类型651号自卸卡
车，100号自卸卡车在695水平排土场行驶过程中超
车；2.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矿内
进行排土作业的695水平排土工作面局部向坡顶线方
向反坡不足3%；3.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在矿内695水平排土工作面作业的3号推土机平行
坡顶线作业；4.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在土方剥离工作面上部台阶下挖处理伞檐的72#反
铲，其履带平行于采掘面；5.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在矿内采场作业的17号挖掘机在双面装车时，
071号、089号自卸卡车同时进入装车位，未停在挖掘
机最大回转半径范围之外；6.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在矿内作业的81号自卸卡车空车状态下从重车道
逆向上坡行驶；7.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矿内
使用的9号单斗挖掘机因故障在坡道停车未开启警示
灯，未采取防止溜车的安全措施；8.2022年4月
13日，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矿内使用2号加
油车前，未对车辆进行点检；9.黑龙江恒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在矿内作业的从业人员德成武、孙家齐个人
培训档案中未记录历次接受安全培训、考核、安全生
产违规违章行为等情况；哈尔滨博威动力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在矿内作业的从业人员孙再伟、包万全个人培
训档案未记录历次参加培训的情况；10.矿强排泵供
电电缆敷设线路杂乱，未避开有伞檐、浮石的地段；
11.在520水平处理煤底板的单斗挖掘机在作业过程
中，现场指挥人员在其回转半径内停留（帮助处理铲
牙挂物）；12.二期煤场地面消防管路系统冬季无法
投入使用。

第1项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
六条；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二）项；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条第
（二）项；
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八条第
（五）项；
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
（一）项；
6.《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河
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伊敏露天矿项目
部三措两案》；
7.《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二十九条；
8.《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9.《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10.《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零九条第
（二）项；
1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七条第一
款；
1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九十五条第一
款、《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
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中煤科工集团
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城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
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中煤科工集团
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城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
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中煤科工集团
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城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4.《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
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中煤科工集团
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城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5.《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
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河南富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李会凯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6.《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矿给予警
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李会凯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7.《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矿给予警告并处罚
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会
凯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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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四）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煤矿给予警告并处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供电车间主任给予警告并处罚
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对煤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
责任人生产部主任师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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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0.9 47.9

45 4月28日
执法
七处

内蒙古大
雁矿业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扎
尼河露天
煤矿

1.煤矿应急救援预案中缺少采剥队火灾现场处置
方案；
2.《2022年边坡稳定专项技术措施》未对安全管
理部部分人员进行宣贯，也未进行补贯；
3.2号700型挖掘机在采场446水平平盘行走作业过
程中，2号前装机司机在其回转半径内停留；
4.西外排土场未设置路标；
5.西外排土场769水平平盘存有积水未排出。

第1项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七十
四条第一款、《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第2项违反了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3项违反了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七条；第4项
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
第一款、《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5
项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九十一
条第二款的规定。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壹拾万元整；
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壹拾万元整；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对煤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
主要责任人当班2号前装机司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
壹仟元整；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
5.《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对煤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
主要责任人矿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31 0.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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