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6月4日--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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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至18日 执法一处
乌海市华银煤
炭有限责任公
司三矿

煤矿2022年3月份原煤产量为6.25万吨，该月未按原煤产量
提取安全费用，不符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
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第
（二）项判定为重大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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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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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责令停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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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停产整顿，整顿日期：2022年
5月18日至6月10日，整顿内容：按照2022年月度原煤产量足

额提取安全费用。移送相关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鉴于
该矿主动消除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建议对其实施从
轻处罚，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
对矿长史晓军罚款人民币叁万元（¥30,000.00）。共计罚款
人民币53万元整（¥530,000.00）。

2
2022年5月24日

至25日
执法一处

乌海市溫明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卡布其煤矿

1.煤矿外排土场中部安全挡墙不连续，有段长约10m的安全
挡墙高度约为0.4m,不足矿用卡车轮胎直径1.4m的0.4倍。

2.现场检查时发现采坑主运输道路上92#自卸卡车正常行驶
时超越同向行驶的同类型自卸卡车。
3.现场检查时发现采坑内一辆正在装车的卡车停在挖掘机
尾部回转半径之内。
4.煤矿+1210水平进入采坑的运输道路宽度不能满足车辆会
车要求，且未设置会车线。
5.现场检查时发现煤矿外排土场两辆正在排弃土岩的自卸

卡车间距约为1m,未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6.煤矿采场通向排土场的矿区道路未设置限速警示标志。
7.煤矿+1240水平工作平盘宽度不足设计规定的最小平盘宽
度（设计规定值为35m，实际平盘宽度约为20m）。

1.违反《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一）项
2.违反《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
款
3.违反《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
（一）项

4.违反《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
（一）项
5.违反《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三）项
6.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五条
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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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矿长施有良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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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矿长施有良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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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矿长施有良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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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矿长施有良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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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矿长施有良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6.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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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
7.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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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2年5月31日 执法一处
鄂托克旗金欧
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煤矿领导每月带班工作计划的完成情况，未在煤矿公示
栏公示；
2.煤矿将排土场绿化整形工程发包给乌海市诚成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煤矿未与该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
3.采场西侧道路未设置限速、道口等路标；
4.854号矿用卡车厢斗举升维修过程中，未设定警戒区；
5.876号矿用卡车检修前，控制位置未悬挂“正在检修，严
禁启动”的警示牌；
6.876号矿用卡车检修前停放在斜坡道路上，没有安放止轮

器。

1.《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七条第三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第二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及《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六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及《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条。
6.《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二十九条

1.《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第十八条第
（四）项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30,000.00）罚款，对矿
长喻建国处一万元（¥10,000.00）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处五
万元（¥50,000.00）罚款，对矿长喻建国处壹仟元

（¥1,000.00）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
五万元（¥50,000.00）罚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
伍万元（¥50,000.00）罚款；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
五万元（¥50,0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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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贰万玖仟元（¥29,000.00）罚款，对矿长喻建国
处壹仟元（¥1,0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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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年5月31日 执法一处

内蒙古广纳煤

业集团久丰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

1.煤矿领导每月带班工作计划的完成情况，未在煤矿公示
栏公示；
2.采场东侧通向排土场的矿区道路未设置限速、道口等路
标；
3.采场南侧揭露9煤采空区未设置警示标志；
4.检修925号、970号矿用卡车厢斗举升维修过程中，未设

定警戒区。

1.《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七条第三款。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及《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及《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六条第（一）
项。

1.《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第十八条第
（四）项给予警告，对煤矿处叁万元（¥30,000.00）罚款，
对矿长赵金国处壹万元（¥10,000.00）罚款；
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五条第（一）项

给予警告，对煤矿处贰万玖仟元（¥29,000.00）罚款，对矿
长赵金国处壹仟元（¥1,000.00）罚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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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罚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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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罚款。

5 2022年6月9日 执法一处
鄂托克旗新亚
煤焦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煤矿铲车司机谭启磊未参加《采装安全技术措施》培
训，上岗作业；
2.煤矿提供的2022年2月13日至22日新工人培训记录显示，
2月16日的课程由煤矿总工程师授课，煤矿矿领导带班值班
记录显示2月16日总工程师在生产现场带班，煤矿提供虚假
培训资料；
3.煤矿2022年3月份入坑记录显示郝艳军以安全员身份入坑

上岗作业，该人员于4月7日初次参加特种作业资格证书考
试，在此之前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上岗作业；
4.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未全员贯彻，职能部门及领导未参
加；
5.煤矿《矿用卡车检修作业规程》要求检修人员做好检修

记录，煤矿666#、619#矿用卡车检修记录存在检修当天未
做记录；
6.煤矿《钻机在采空区、火区等危险地段作业、补孔作业
安全技术措施》未经总工程师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
2.《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

一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
5.《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第和《矿用
卡车检修作业规程》

6.《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二十一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
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给予警告，并对煤矿罚
款人民币捌万整（¥80,000.0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
煤矿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

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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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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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年6月8日 执法一处

内蒙古上海庙

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榆树井煤
矿

1.矿井DSJ120/120/75、DSJ120/120、DSJ120/120/2×450
型胶带输送机检测检验报告2022年3月9日过期，无新的检
测检验报告；2.3805N综采工作面皮带运输巷消防管路未设

置支管；3.主要通风机运转记录为每2小时记录一次；4.人
员位置管理系统中未将井下采掘区域设置为重点区域；5.
二采区轨道下山掘进巷道中部检修侧一处临时抽水点，附
近未设人员过桥；6.3805N综采工作面皮带运输巷溜煤眼未
设警示标志；7.二采区轨道下山12-1围岩观测点牌板显示
左右两帮变形量为0，现场实测变形量为30mm，未按照二采
区轨道下山作业规程规定观测两帮位移量；8.1510S胶带运

输巷密闭未建立台账，没有开展采空区内气样分析；
9.3805N综采工作面回风巷1#蓄水窝有机电设备，未安装甲
烷传感器；10.二采区轨道下山中部水泵和照明开关漏电保
护未进行跳闸试验；11.二采区轨道下山掘进机机载甲烷传
感器进气口被煤尘堵塞。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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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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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a）。
5.《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
项。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及《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
7.《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
8.《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
9.《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

10.《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
。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及《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
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8.4.8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整（¥50,000.00）罚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整

（¥50,000.00）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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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29,000.00）罚款，对矿长张勇处壹仟元整
（¥1,000.00）罚款；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整（¥50,000.00）罚

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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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29,000.00）罚
款，对矿长张勇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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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整（¥50,000.00）罚款；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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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29,000.00）罚款，对矿长张勇处壹仟元整

（¥1,000.00）罚款；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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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29,000.00）罚款，对矿长张勇处壹仟元整
（¥1,000.00）罚款；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整（¥50,000.00）罚

款；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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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29,000.00）罚
款，对矿长张勇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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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50,000.00）罚款。

7 2022年6月8日 执法一处
鄂托克前旗长
城三号矿业有
限公司

1.煤矿提供的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供电系统图
中，未显示1309运输巷掘进工作面和1311运输巷掘进工作
面，检查期间未汇报上述掘进工作面，实际上述掘进工作
面已于2022年4月开工；
2.中央变电所实现采区变电所功能但无独立通风系统；
3.1901S轨道联络巷掘进工作面消防管路未设置支管；
4.人员进入1901S回风联络巷停掘工作面须跨越皮带，未设

置行人过桥；
5.1310运输巷密闭没有建立密闭检查观测记录；
6.1901S轨道联络巷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一处机电设备未设
置甲烷传感器；
7.F36号风门位于采区进回风巷之间，未设置开关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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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矿
安全规程》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三款。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
项。
5.《矿井密闭防灭火技术规范》(AQ 1044-

2007)6.2。6.《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六十八
条第二款。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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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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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6月10日，重新填绘矿井图纸，确保
图纸真实，因煤矿在汇报和询问相关人员时故意隐瞒上述两

个工作面，鉴于存在故意隐瞒情节从中处罚，对煤矿处贰佰
万元（¥2000,000.00）罚款，对矿长王清锋处壹拾伍万元整
（¥150,0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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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29,000.00）罚款，对矿

长王清锋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整（¥50,000.00）罚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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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29,000.00）罚款，对矿
长王清锋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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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29,000.00）罚款，对矿
长王清锋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罚款；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整（¥50,0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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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年6月9日 执法一处
神华蒙西煤化
股份有限公司
棋盘井煤矿

1.I030903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防火门墙插板槽脱落；

2.煤矿2022年度风险辨识评估报告中对于辨识出的I030903
采煤工作面瓦斯积聚风险未制定管控措施；3.2022年5月19
日现场调校I030903采煤工作面T1甲烷传感器时，传感器浓
度下降到0.15%后不能归零；4.2022年5月19日现场调校
I030903采煤工作面T1甲烷传感器时，未调校报警点、断电
点；5.回风北大巷敷设的电力电缆与通信电缆在同一电缆
沟上吊挂，无安全距离；6.1030905运输顺槽安检员携带的

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显示瓦斯浓度为0.13%，1030905运
输顺槽掘进工作面甲烷传感器显示瓦斯浓度为0%，进行对
照两者读数误差大于允许误差，未采取措施；
7.瓦检员赵云彦2022年5月7-9日下井未携带标识卡。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七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一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及《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
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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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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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
款及《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使用管理规
范》（AQ 1048-2007）5.1.3

1.《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七条对煤矿处贰万元
（¥20,000.00）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
对煤矿处捌万元（¥80,000.00）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50,000.00）罚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50,000.00）罚款；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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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00）罚款，对矿长徐
严军处壹仟元（¥1，000.00）罚款；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50,000.00）罚款；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
煤矿处伍万元（¥50,000.00）罚款。

9 2022年5月25日 执法二处

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乌兰木伦煤矿

5月23日，内蒙古煤矿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显示乌兰木伦煤矿
井下带班领导马亚东从16时37分开始空岗2小时10分。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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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2年6月8日 执法二处
内蒙古昊盛煤
业有限公司石
拉乌素煤矿

 6月5日，内蒙古煤矿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显示石拉乌素煤矿
夜班井下带班领导陈连喜从1时02分至6时45分空岗，早中
班井下带班领导荆常亮从12时57分至18时41分空岗。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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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22年6月10日 执法二处

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柳塔矿

 1.22104综采工作面用引射器向上隅角供风稀释瓦斯等有
毒有害气体；2.22104综采工作面76-89号支架未接顶；
3.22105运顺配电点同时存在有6000伏、1140伏、660伏、
127伏四种电压，照明综合保护装置未明显地标出其电压额
定值（127伏）；4.22214辅回撤通道掘进工作面四部胶带

机机尾未安设照明设施；5.22214辅回撤通道掘进工作面与
主回撤通道间第一个贯通联巷未进行顶板离层监测；6.煤
矿井下两台防爆无轨胶轮车的外表面未涂有反光材料标
记；7.现场检查时，辅助运输平硐同向行驶的两辆无轨胶
轮车车距为30米；8.煤矿充水性图未标注12101工作面采空

区积水量。

违反了1.《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二款、2.《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一十
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3.《煤矿安全规程
》第四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4.《煤矿安全规程
》第三百七十四条第（八）项、5.《煤矿安全
规程》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6.《煤矿用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安全使用
规范》（AQ1064-2008）3.4，《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7.《煤矿
安全规程》第三百九十二条第（六）项、8.《
煤矿防治水细则》附录二要求，《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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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的罚款；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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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的罚

款；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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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的罚款；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
（¥50,000.00）的罚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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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的罚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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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的罚款；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50,000.00）的罚
款；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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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的罚款。合并罚款人民币肆拾万元
整（¥400,000）

12 2022年5月30日 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呼
能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丁家梁
煤矿

生产矿长王雷更换人员位置标识卡后带班下井，检测标识
卡发生故障，导致内蒙古煤矿安全风险分析预测预警系统

中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出现空岗，2022年5月26日00:01:11 
开始空岗 7 小时 8 分 56 秒，5月29日00:00 开始空岗 7 
小时 11 分 54 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零五条；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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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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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2年6月7日 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常
青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1.煤矿采场南端帮边坡角设计最大值为24°，现场检查
时，边坡角为41°；2.1220采煤平盘钻机司机王长春未经
安全培训上岗作业；3.煤矿采场南端帮坡底线存在火区，
未设置栅栏和警示标志。

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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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3.《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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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停产整顿，对煤
矿处罚款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对煤矿矿
长刘海龙处罚款人民币陆万陆仟元整（¥66,000.00），建议
主管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
条第（三）项的规定，责令限7日内改正，对煤矿处罚款人

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14 2022年6月21日 执法二处
伊金霍洛旗兴

隆煤矿

1.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90万吨/年，2022年4月份煤炭产量
为17.75万吨，单月煤炭产量大于设计生产能力的10%；2.
采场东部最终边坡边坡角57度，大于设计最大值35度。

分别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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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四条第
（一）项；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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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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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责令煤矿停产整顿（停
产整顿内容见附页），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
（¥9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处罚款人民币柒万元
整（¥70,000.00），建议相关部门暂扣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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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责令煤矿停产整顿（停产整
顿内容见附页），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
（¥30,000.00），建议相关部门暂扣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
》。合并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壹佰肆拾伍万元整
（¥1,4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币壹拾万

元整（¥100,000.00）。

15 2022年6月16日 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恒

泰煤炭有限公
司碾盘梁一井

1.安装在2148综采回撤工作面回撤通道的在用绞车防爆电
机接线盒由6道螺栓紧固，现场只安装了4道螺栓、螺母、
垫圈固定，紧固用的螺栓、螺母、垫圈不齐全，该防爆电
气设备失爆；2.6-2探煤巷掘进工作面带式输送机装设的电

感式防打滑保护装置中安装在从动滚筒侧面的磁铁丢失，
现场试验防打滑装置不能使设备停机，该带式输送机防打
滑保护装置失效；3.主要负责人未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未编制总经理、董事长、地测副总等人的安全
生产责任制。

1.依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三
条第（三）项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违反了《
煤矿电气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51145-2015）11.1.11、《煤矿电气设备
安装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1145-2015）

11.3.4。2.依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第十八条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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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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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责令停产整顿，对煤矿处罚
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对机电矿长处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建议地方政府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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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责令企业
停产整顿，对煤矿处罚款壹佰万元整（¥1，000，
000.00），对机电矿长处罚款叁万元整（¥30，000.00），
建议地方政府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董事长个人处罚款叁万元

整（¥30，000.00）

16 2022年6月14日 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中

北煤化工有限
公司色连二号

煤矿

1.未按照要求设置风筒传感器：①12311回风顺槽掘进工作
面局部通风机的风筒传感器安设在了第三节风筒处；②5煤
回风大巷开拓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的风筒传感器安设在
了第二节风筒处；2.安装在5煤回风大巷开拓掘进工作面的
在用带式输送机机头处跑偏传感器安装位置距离托辊端部
边缘140mm；3.5煤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已掘进800m，未及
时喷浆；4.12311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油脂存储点未设置防

灭火器材；5.12407综采回撤工作面中部2#绞车防护网未全
部覆盖机械外露的转动部分，且未固定牢靠。

分别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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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保护装置技术条件》
（MT872-2000）4.5.3、《煤矿安全规程》第
二百六十二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察

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煤矿安全规程》
第四百四十四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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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零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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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5.《煤
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合并作出：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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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2年6月16日 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巴
音孟克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

1.煤矿采场西部标高1330平盘宽度为12米-15米，小于设计
宽度（设计值为32米）；2.采场1360到1380外排土场卸载
区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反坡为10%，未保持3％～5％的
反坡；3.工人在机修车间内检修矿用卡车时，未安放止轮
器。

第1条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和《鄂尔多斯市
巴音孟克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初步设计
》第六章第二节，第2条行为违反了《煤矿安
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项，第3条
行为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二十九条
。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
条，责令改正，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改
正，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3.《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责令改正,对煤矿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18 2022年6月6日 执法四处

鄂尔多斯市东

辰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准格尔
唐公塔煤矿唐
公塔矿井

2022年3月26日至5月26日，煤矿井下胶轮车运行造成1612
综采工作面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5次，最大报警值
为29PPM。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用
防爆柴油机械排气中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检验
规范》（MT220-1990）第4.7条。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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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022年6月6日 执法四处
内蒙古聚祥煤
业集团有限公
司阳塔煤矿

1.煤矿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36人，其中仅1人为注册安全工
程师；2.6106综采工作面注氮记录台账中，2022年5月3日
宋延虎作为施工人员签字，人员定位系统无入井记录；

3.2022年3月份和4月份的月度隐患排查总结内容完全相
同；4.6416综采工作面辅运顺槽设备列车处两组压风自救
装置无风；5.6-1中区段回风巷掘进工作面胶带输送机跑偏
保护装置安装位置距托辊端部边缘约为100mm；6.2022年2
月份未对主要通风机进行检查；7.2022年4月8日煤矿对区

段回风巷掘进工作面甲烷传感器调校时，测量值稳定时间
从19:00:49到19:01:41，持续时间不足90s；8.6416综采工
作面运输顺槽转载机处缺少应急广播终端，不能保证所有
作业人员能够清晰听见应急指令；9.6416综采工作面辅运
顺槽采用隔爆水棚隔绝煤尘爆炸，700m-1400m范围内未设
置隔爆水棚；10.2022年4月份，瓦检员未使用便携式光学
甲烷检测仪或者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与甲烷传感器数值

进行对照，并将记录和检查结果报矿值班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第三款、《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二款;2.《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
十二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5.《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用

带式输送机保护装置技术条件》（MT872-
2000）4.5.3;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一
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第（六）项;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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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 1029-2019）A.1.3;8.《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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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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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2.4;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
九十三条。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一）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五）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6.《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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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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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第 6 页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6月4日--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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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22年6月10日 执法四处

内蒙古汇能煤
电集团富民煤
炭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

1.25205胶运顺槽带式输送机尾部30米急停拉线松驰下垂，
不能实现应急拉停；2.25205胶运顺槽带式输送机机尾卸载

滚筒处缺少防护栏；3.25205胶运顺槽带式输送机机头堆煤
保护装置煤位传感器距下部胶带带面最高点距离为700mm；
4.永久性密闭未定期测定密闭墙内的空气温度，测定完封
闭区内、外的气体浓度后未绘制观测曲线进行分析；5.煤
矿2022年4月份制氮机运行记录中4月30日注氮人员签字为
侯旭，机运队班前会记录显示此人当天未出勤；6.14210综
采工作面回风顺槽设备列车处做瓦斯超限试验断电后，安

全监控系统未自动与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应急联动；7.14210
综采工作面1#至5#液压支架降柱时未实现同步喷雾；
8.25307辅运顺槽22kW慢速绞车电缆盘“8”字形带电码
放；9.二水平三盘区辅运大巷至25307辅运顺槽和25308辅
运顺槽之间的联络巷无测风记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

（三）项；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
七十四条第（九）项；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电气设
备安装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1145-
2015）16.5.2；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

二百七十八条第（二）项、《矿井密闭防灭火
技术规范》（AQ 1044-2007）8.3；5.《煤矿
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6.《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
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AQ6201-

2019)5.5.2.7；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
六百四十七条；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
四百六十五条第一款；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
程》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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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伍万元整（¥50,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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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21 2022年6月10日 执法四处

内蒙古西蒙煤
炭有限责任公
司准旗弓家塔
煤矿

1.2273#自卸卡车，左后侧一个轮胎老化脱层，右后侧一个
轮胎胎面花纹磨平，车辆继续作业；2.煤矿未对158名职工
贯彻学习《内蒙古西蒙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准旗弓家塔煤矿
作业规程》；3.1180剥离平盘局部宽度10米，不符合《内

蒙古西蒙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准旗弓家塔煤矿作业规程》35
米的规定；4.1210排土场与1230排土场交岔道路入口处未
设置路标；5.西蒙弓家塔煤矿采剥一队的安全员吴建军未
经安全培训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上岗作业；6.2021年下半
年，煤矿未组织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二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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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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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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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
十三条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4.《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六）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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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2年6月10日 执法四处
内蒙古西蒙悦
达能源有限公
司乌兰渠煤矿

1.煤矿未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2.
抽查尚文斌“一人一档”，未记录历次接受安全培训、考
核的情况；3.煤矿2022年的应急预案培训“一期一档”缺
少综合考评报告、课程讲义等内容；4.煤矿配备的安全帽

超过使用保质期（2018年7月生产，保质期两年半）仍在使
用；5.1335水平排土作业面卸载区中部安全挡墙高度
0.4m，不足矿用自卸卡车轮胎直径(1.4m)的0.4倍；6.自卸
卡车司机白俊兵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7.检查排土场和采场巡查记录，最近巡查时间为5月3
日，与《煤矿边坡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每周巡查一次的要
求不符；8.1335水平排土作业面向坡顶线方向未设置反

坡；9.采场1308煤台阶坡底线距矿部西北侧边坡坡底之间
安全距离为15m，小于50m的安全距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第三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八条第四款、《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八
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八条第四款、《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九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
总厅安健〔2018〕3号 ）第二十五条；5.《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规程》五百七十九条第（一）
项；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二款；7.《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
三条第二款；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五百
七十九条第（二）项；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
程》五百八十八条第（三）项。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一）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处罚款人民
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五）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整（¥50,000.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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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对矿长裴永红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对安全矿长夏有斌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9.《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23 2022年6月12日 执法四处

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聚能煤
炭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壕赖梁
煤矿

1.煤矿未对105名现场作业员工贯彻学习作业规程；
2.1083#矿用自卸卡车左后轮轮胎胎面磨损脱落后继续作
业，1552#矿用自卸卡车左后轮轮胎划裂，影响行车安全；
3.1250排土平盘局部宽度15米，不符合作业规程50米的要

求；4.1230采煤平盘距内排土场坡底距离10米，不符合作
业规程（≥50米）的要求；5.煤矿未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
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6.1260排土场排土工作面向坡顶
线方向未形成3%~5%的反坡；7.1250剥离平盘和1240剥离平
盘交岔口处未设置路标，1230采煤平盘火区没有设置栅栏
及警示标志，1300排土平盘运输道路入口处缺少限速标
志，积水坑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8.1260剥离平盘内作业

的155#挖掘机和156#挖掘机作业间距10米，小于挖掘机最
大挖掘半径（11.5米）的2.5倍；9.内蒙古宝裕工程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承包了煤矿土方剥离工程，该公司设在煤矿的
项目部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0.煤矿安检科的安
全员曹刚、刘平军、满家喜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上岗作

业；11.煤矿采剥队班组长王蒙清的安全培训档案未记录接
受安全培训、考核的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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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规程》五百八十八条第（三）项；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
三款；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
九条第（二）项；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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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四条第一款；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四十九条第（一）项；9.《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八条第四款、《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八条
第一款。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三）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

万元整（¥50,000.00）；3.《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第十三条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4.《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
整（¥50,000.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一）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7.《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整（¥50,000.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处
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10.《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
万元整（¥100,000.0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七条第（四）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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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22年6月15日 执法四处
内蒙古三维资
源集团小鱼沟
煤炭有限公司

1.煤矿2022年3月25日组织新规程专项培训，其中综采队转
载机司机高壮、综掘队掘进机司机李建均在上午的考勤表
中有签字，人员定位系统显示其在培训期间有入井记录；
2.2021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均未开展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3.605主运绕道掘进工作面二运带式输送机机头驱动滚筒处
未安设防护栏；4.2022年6月2日对605主运绕道掘进工作面
迎头甲烷传感器进行瓦斯超限断电试验，断电后未自动与
人员定位和应急广播系统实现应急联动；5.605主运绕道掘
进工作面综掘机内喷雾装置不能正常使用，未使用与综掘
机联动联控的除降尘装置；6.610主运顺槽密闭墙措施孔阀
门未关闭，反水弯无水且未封闭。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四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

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
（九）项；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
技术要求》(AQ6201-2019)5.5.2.7；5.《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
项；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四）项对煤矿处罚款壹拾万元整（¥100,000.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九十七条第（六）项对煤矿处
罚款壹拾万元整（¥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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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50,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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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50,000.00）；5.《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
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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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50,000.00）。

25 2022年6月16日 执法四处

准格尔旗弓家
塔宝平湾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4115综采工作面、6302综采工作面机尾处设置的应急广
播系统终端故障未处理；2.煤矿从业人员308人，安全生产
责任险投保291人；3.4-1煤层辅运大巷、4115综采工作面
主运顺槽的消防管路部分阀门缺少支管；4.6302综采工作

面回风顺槽做瓦斯超限试验断电后，未与应急广播、人员
位置监测系统应急联动；5.4115运输顺槽皮带机头安设的
堆煤传感器和卸载滚筒上边缘齐平；6.4-1煤层辅运大巷至
4115运输顺槽联络巷没有测风记录；7.4-1煤层中央变电所
甲烷传感器安设在硐室最高点下方约1.5m处，4116综采工

作面甲烷传感器安设在顶板下方50cm处；8.4116运输顺槽
一辆22.4kW慢速绞车安设在设备列车上使用；9.煤矿未配
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10.2022年2月
24日至26日，掘进队组织节后复工复产培训，培训考勤表
上电钳工麻长再3日均签字，人员定位系统显示此人在培训
期间入井；11.煤矿掘进队未对7名员工贯彻学习《4114回
风顺槽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五十一条第二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
法》第十二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
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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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AQ6201-
2019)5.5.2.7；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电气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1145-2015）
16.5.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
十条第一款；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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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慢速绞车使用说明书》；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第三款；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四款；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2.《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
元整（¥100,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四）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26 2022年6月16日 执法四处

准格尔旗召富

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

1.抽查内蒙古蒙东矿建工程有限公司驻召富煤矿项目部人
员，项目经理折智、现场队长甄刚等10名安全管理人员未
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2.煤矿未对2022年1月5日后入职的

新员工补充贯彻《作业规程》；3.1060剥离台阶宽度为20-
22米，小于《准格尔旗召富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整合改造初
步设计变更说明书》设计宽度（35米）；4.采场停车场未
设置警示标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一条
第二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第十
二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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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煤矿安全
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对煤矿处罚款
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
拾万元整（¥100,000.00）；3.《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三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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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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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2年6月14日 执法五处
内蒙古白音华
海州露天煤矿

有限公司 

1.运行高压电缆雷雨前未进行预防性试验；2.煤矿开大项
目部维修车间正在维修的编号为015的挖掘机未执行挂牌制
度，未悬挂警示牌；3.煤矿检修车间87号矿用卡车厢斗举
升维修过程中，未设定警戒区；4.煤矿开大项目部2022年3

月份刘国林、王志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作
业；5.煤矿开大项目部编号为218号、270号和280号矿用自
卸车缺少示宽灯或者标志；6.煤矿检修车间两名员工在检
修110号矿用卡车时未戴安全帽；7.煤矿检修车间正在使用
的空气压缩机压力表、安全阀未进行检测；8.煤矿未按规

定实施地质预测、预报；9.煤矿生产地质报告未经总工程
师组织审定；10.煤矿地测部门负责人是机电专业，未由地
质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1.《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零九条第（三）
项；2.《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条第
（一）项；3.《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六
条第（一）项；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5.《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六十四条；6.《煤矿安全规程》第十三
条第一款；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项；8.《煤矿安全规程》
第二十八条；9.《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七十
八条；10.《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三
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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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
整（¥5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七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
000.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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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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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整（¥50，0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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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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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伍拾陆万捌仟元整
（¥568,000.00）。

28 2022年6月13日 执法七处
内蒙古兴通煤
业有限公司

1.2102里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绕道处使用带式输送机张紧
绞车进行车辆运输作业；
2.2103采煤工作面运输顺槽带式输送机防跑偏保护距离带

式输送机上托辊外沿距离大于5cm；
3.21煤采区变电所只安设2道联锁的正向风门。

1.《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JBZ型
带式输送机张紧绞车使用说明书》（徐州华康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煤矿用带式输送机保护装置技术条
件》（MT872-2000）4.5.3；
3.《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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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机
电副矿长王立久给予警告，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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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罚款
伍万元整。

29 2022年6月17日 执法七处

呼伦贝尔东明
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东明露天
矿

1.5月25日16时至17时采场东帮+568水平至地表+610水平局
部地点出现裂隙，煤矿采取了应急处置措施，5月25日23时

该地点发生滑坡（南北长度为150m，滑坡体积约为10万立
方米），煤矿制定的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内容不全面，缺少
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价相关内容；
2.带班人员未按照该矿《矿领导带班下坑制度》的规定对
供配电系统进行检查巡视；
3.从事对露天采场范围内GNSS边坡监测设备巡回检查工作
的葛东未取得煤矿安全监测监控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

业；
4.2022年4月未对地面变电所2#变压器、1#至10#配电柜的
接地系统进行检查。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三条第三款；
2.《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矿领导
带班下坑制度》4.3.1；
3.《煤矿安全规程》第九条第二款、《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一十二条第（三）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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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长陈俊彬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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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长陈俊彬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

煤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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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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