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7月1日--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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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
监察执
法一处

鄂托克旗千里
沟卧龙煤矿

1.煤矿从业人员范建国、徐瑞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从事安全
员工作；2.煤矿编制的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雨季“三防”应急救
援预案、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操作规程等文件，虽开展了
全员宣贯，但存在未向后入职工人宣贯的问题；3.2022年卧龙煤矿
第二期培训资料显示4月6-8日分别由郑星、邵永利、王仁君三人授
课，煤矿矿领导带班值班记录显示三人在生产现场带班，煤矿提供
虚假培训资料；4.煤矿《边坡管理制度》要求定期对边坡进行巡
视，煤矿入坑记录显示2022年5月7日，5月14日，巡视人员范建国未
入坑进行边坡巡视；5.矿安全管理制度缺少《安全生产与职业病危
害防治目标管理制度》《重要设备材料的查验制度》；6.一采区东
部采矿证13、14号拐点东侧存在大面积的汇水区，降雨后形成的短
暂洪水，该位置采坑上部境界低于设计防洪标高，未采取修筑堤坝
沟渠、疏通水沟等防洪措施；7.煤矿编制的雨季“三防”应急预
案，未开展水害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
3.《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第和《边坡管
理制度》
5.《煤矿安全规程》第四条第三款、第四款
6.《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
7.《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一百二十二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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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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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万整
（¥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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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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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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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22年7月5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鄂尔多
斯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白云乌
素矿区11-15线
煤矿

 1.轨道下山掘进工作面应急广播距迎头200米，作业人员不能清晰
听见应急指令；2.煤矿水害岗位责任制不健全，缺少采掘区队、班
组的相关责任制内容；3.煤矿提供的雨季三防专题会议纪要显示会
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6月9日10:00，实际会议未召开；4.调度室值
班员未填写6月20日（因降雨矿井停产撤人）人员定位运行日志。

1.《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2.《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
项；3.《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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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六条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处以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矿长肖琳罚款
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四条第一款，对矿长肖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3.《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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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00）。

3 2022年6月10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广远集
团宝成煤业有
限公司（露
天）煤矿

1.2022年5月6日、17日、24日，煤矿安排环保科长李称明带班；
2.+ 1230水平剥离平盘宽度为15米，与《内蒙古广远集团宝成煤业
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初步设计变更说明书》中规定的最小工作平
盘宽度均为30米不符；3.煤矿采用公路运输的运输方式，+1230水平
剥离平盘与+1220水平剥离平盘同时作业的2台单斗挖掘机距离小于
最大挖掘半径的2.5倍；4.排土场正在作业的B17装载机刹车灯损坏
。

1.《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第
四条第二款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项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九条第（一）项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

1.《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九条对煤矿罚款人民
币拾伍万元整（¥1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币壹万元
整（¥10,0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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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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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对煤矿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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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年6月20日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海融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

1.2082采煤工作面运输顺槽胶带输送机总馈电开关未按要求每天进
行1次低压漏电保护跳闸试验；2.2082采煤工作面井下电器维修工鲁
发春佩戴的便携式甲烷报检测警仪电量不足，开机后直接关机；
3.1096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2022年5月25日甲烷传感器调校时未使
用空气气样调校零点，操作不规范；4.西翼轨道联络巷处一高压接
线盒端盖螺栓螺纹为5个螺距，高压接线盒不完好；5.1093工作面束
管与动力电缆吊挂在同一侧。

1.《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三十六条第二
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三十六条第二
款和《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
范》（AQ1029—2019）8.3.3
4.《煤矿机电设备完好标准》1.1.3
5.《煤炭矿井设计防火规范》5.3.4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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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
人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九十九条第（三）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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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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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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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5 2022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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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采场内火区未按规定充填或者设置栅栏，未设置警示标志；2.煤
矿将采场深部作为储水池排水，未采取设置安全挡墙及警示标志等
安全技术措施；3.煤矿边坡监测记录中每条监测线只记录及分析最
上部监测点的数据，未对全部监测点进行监测及数据分析；4.+1130
水平台阶高度约为20米，超过设计规定的10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九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三十六条第一
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
七条第二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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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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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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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22年7月11日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裕隆利
胜矿业有限公
司利胜煤矿

1.煤矿尚未测定采空区自然发火“三带”分布范围；2.1607工作面
回风隅角未设置束管监测系统监测点；3.1607进风顺槽动力电缆穿
过防火门墙的电缆孔未封堵；4.煤矿二水平泄水巷10#探水点探放水
作业未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中标注警戒线、探水线；5.二水平泄水巷
掘进工作面风筒传感器6月7日因沿线造成故障闭锁，时间为10时35
分05秒至10时38分40秒。故障解除后，10时39分11秒二水平泄水巷
掘进工作面馈电开关送电，自动闭锁延迟时间不足1分钟。

1.《煤矿防灭火细则》第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及《煤炭矿井设计防火规范》5.3.2
3.《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七条
4.《煤矿防治水细则》第四十二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及《煤矿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要求》（AQ 
6201-2019）5.5.2.2.f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
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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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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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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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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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2年7月15日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中科宝
诚煤业有限公
司煤矿

1.2022年新入职的其他从业人员宋昌红、陈杰初次安全培训不足72
学时；2.煤矿运输道路中部三岔口未设置路口路标，也未设置警示
标志；3.煤矿排土场正在作业的8#装载机刹车灯损坏；4.煤矿正在
作业的6#装载机配备的灭火器无检测检验合格证；5.煤矿排土场边
坡变形监测线上的监测点设置不足3个；6.+1230标高剥离平盘正在
装车的自卸卡车停在挖掘机尾部回转半径内；7.+1240标高剥离平盘
上洒水降尘人员在正在作业的单斗挖掘机最大挖掘半径内洒水降
尘；8.进入排土场道路接近排土场段位于相邻荣兴西来峰煤矿排土
台阶之下，荣兴西来峰煤矿正在进行排土作业，煤矿车辆穿越危险
区进入排土场排土。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及《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十六条第（三）
项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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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条第一
款及《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GB 
51214-2017）5.2.2.2
6.《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
7.《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七条第一款
8.《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七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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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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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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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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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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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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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22年7月4日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万企景
华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煤矿

1.雨季前未对水泵等防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2.煤矿内排土场最
下部台阶的坡底与采煤台阶坡底之间间距不足50m,未留有足够的安
全距离；3.煤矿南部采坑+1140水平剥离台阶高度超过设计规定值
（设计规定值为12m，实际台阶高度约为15 m）；4.煤矿入坑道路未
设置限速、道口等路标；5.煤矿北部采区通往采坑的支线运输道路
宽度不能满足车辆会车安全要求，且未设置会车线；6.北部采区入
坑道路坡度超过设计最大纵向限坡（设计规定值最大为8%，实际约
12%）；7.煤矿未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8.煤
矿南部采区集水坑未设置防护栏及警示标志；9.抽查煤矿安全培训
档案发现从业人员郑波2022年2月22至3月2日参加培训，一人一档中
记录培训时间为2月19日至27日，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培训情况。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九条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八条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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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项
6.《乌海市万企景华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初步
设计》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七条第三款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9.《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八条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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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石兴国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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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石兴国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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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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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矿长石兴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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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石兴国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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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
对矿长石兴国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7.《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9.《煤矿安全培
训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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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年7月7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广纳煤
业集团利达矿
业有限公司

1.采场中部主运输道路通往各平盘的交叉路口车流量较大，未设置
限速标志和警示标志；2.采场南侧通往第四平盘的道路上车辆会车
时无安全距离，道路宽度不能满足会车要求，且未设置会车线；
3.60号挖掘机在有伞檐的工作面下方进行挖掘作业；4.150号自卸车
装载的物料超出车厢外部，影响行车安全未妥善处理；5.160号自卸
车停在61号挖掘机最大回转半径范围内等待进入装车位置；6.检修
103号矿用卡车前，未在控制位置悬挂“正在检修，严禁启动”的警
示牌。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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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项。3.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五十条第（二）项。4.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五）项。
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一）项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和《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条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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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李雪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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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煤矿主要负责人李雪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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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李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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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李雪松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10 2022年7月11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鄂尔多
斯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煤矿

1.煤矿防隔水煤柱设计中要求F8断层防隔水煤柱宽度为25米，煤矿
在未对开采F8断层防隔水煤岩柱进行可行性研究、未经专家论证评
价和煤矿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的情况下，施工9煤胶带延伸巷进
入F8断层防隔水煤柱并揭露F8断层；2.16号猴车巷内电力电缆与通
信电缆在同一电缆沟上吊挂，无安全距离；3.16煤辅助运输巷采用
架空乘人装置运送人员，运行过程中乘人吊椅距底板的高度约为0.1
米；4.东下采区轨道巷内未安设能够将运行中断绳、脱钩的车辆阻
止住的跑车防护装置；5.6月21日调校21602采煤工作面上隅角瓦斯
传感器时未按规定调校报警点、断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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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第（四）项；《煤矿安全
规程》第二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煤矿防治水细
则》第九十四条。
2.《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三条第
（二）项，
4.《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
（GB51179-2016）4.4.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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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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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月15日，整顿内容：严格按照要求对F8断层防
隔水煤柱变更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并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审批。对煤
矿罚款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
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00）；移送相关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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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煤矿罚款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吴朝阳罚
款壹仟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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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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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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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年7月6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弘业集团内蒙
古宝丰煤矿有
限责任公司

1.煤矿采场运输道路限速20千米/小时，1111号自卸车和067号自卸
车行驶速度约为30千米/小时；2.煤矿342号自卸车停在668号挖掘
机最大回转半径内等待进入装车位置；3.煤矿内排土场北侧卸载区
有长约8米安全挡墙高度为0.3米，不足排土自卸车轮胎直径1.3米的
0.4倍；4.检修178号矿用自卸车时未安放止轮器；5.检修178号自
卸车厢斗举升维修过程中，未设定警戒区；6.检修178号矿用自卸车
时厢斗举起后，未采用刚性支撑或者安全索固定厢斗。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2.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一）项。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一）项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二十九条。5.《煤
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六条第（一）项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6.《煤
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六条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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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
人张孝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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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张孝荣罚款人民币壹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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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张孝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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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主要负责人张孝荣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5.《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
整（¥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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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张孝荣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12 2022年6月17日
监察执
法二处

鄂尔多斯市昊
华精煤有限责
任公司铜匠川
矿区高家梁一
号矿

煤矿将采购锚杆锚索的费用列入安全生产费用支出，未按照国家规
定范围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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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及《煤矿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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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第一款责令煤矿停产整顿（见附件），建议相关部门暂扣《煤
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
（¥950,000.00），对煤矿矿长杜磊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

13 2022年6月23日
监察执
法二处

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寸草塔煤矿

1.煤矿未在检查周期内对井下中央变电所内变压器进行绝缘电阻检
查；2.22120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带式输送机机头与巷帮支护间距离
为0.5米；3.22120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带式运输机电缆车处未设行
人过桥；4.煤矿未按照《2022年寸草塔煤矿测风计划》对22120供
液配电硐室进行测风；5.煤矿采用无轨胶轮车运输，31煤辅运大巷
巷道弯道处未设置防撞装置；6.31煤主运大巷、31煤辅运大巷、31
煤回风大巷共有3100米巷道未喷浆；7.31煤辅运大巷掘进工作面
（已掘进630米）未安设隔爆设施；8.31煤回风措施巷Ⅲ段掘进工作
面风流净化水幕与供水管路未连接。

分别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八十三条第
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九十条第（三）项、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项、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煤矿
安全规程》第三百九十二条第（十）项、《煤矿
安全规程》第二百六十二条、《煤矿安全规程》
第一百八十八条、《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四十
九条的规定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
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二条对煤矿处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4.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二条对煤矿处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6.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
8.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人民币伍
万元整 （¥50,000.00） 的罚款。合计罚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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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2年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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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90万吨/年，2022年5月份原煤产量10.83万
吨，单月原煤产量超过煤矿设计生产能力的10%；2.煤矿将购买超前
支架费用列入安全生产费用支出，未按照国家规定范围使用安全生
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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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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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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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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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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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主管部门暂扣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合并对煤矿
罚款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整（¥1,90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
款人民币拾肆万元整（¥140,000.00）。

15 2022年6月29日
监察执
法二处

乌审旗蒙大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纳林河二号
煤矿

1.31104-2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49#应力计故障，不能实时、动态监
测相关参数；2.31上103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1号带式输送机2#驱动
滚筒安设的超温洒水保护装置供水水管未连接；3.31上103回风顺槽
掘进工作面和31煤一盘区辅运大巷掘进工作面超前探放水未同时采
用钻探、物探两种方法，做到相互验证；4.31上103回风顺槽掘进工
作面迎头滞后30米范围内实体帮侧未按煤矿防冲设计施工大孔径卸
压孔；5.31106胶运顺槽反掘工作面直通电话故障，不能直通调度室
。

分别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煤矿防治
水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二款、《防治煤矿冲击地
压细则》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分别依据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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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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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4.《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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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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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拾壹万
元整（¥21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

16 2022年7月15日
监察执
法三处

内蒙古伊泰煤
炭股份有限公
司塔拉壕煤矿

1.回风措施巷掘进工作面甲烷传感器距工作面迎头15m；2.3101综
采工作面回风巷未设置应急广播终端；3.3煤排矸巷掘进工作面局部
通风机的风筒传感器设置在倒数第3节风筒处；4.掘进九队员工王文
奇2022年复工复产学习记录未按照规定记入“一人一档”个人档案
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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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违反
了《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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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和《煤
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八条。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
民币五万元整（¥50，000.00）；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处罚款人民币五万元整（¥50，000.00）；3.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处罚款人民币五万元
整（¥50，000.00）；4.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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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罚款
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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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2年7月13日
监察执
法三处

内蒙古满世煤
炭集团点石沟
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

1410排土场挡墙不连续，排土场道路上有长约20米道路安全挡墙高
度为0.2米，不足矿用卡车轮胎直径（1.2米）的2/5。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
（二）项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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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

18 2022年7月15日
监察执
法三处

达拉特旗黑塔
沟瑞光煤矿

1.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180万吨/年，2022年1、3、4、5月份原煤产
量分别为29.1万吨、28.3万吨、39.8万吨和27.5万吨，上述4个月
产量均超过核定生产能力的10%。2.内排土场1310排土台阶卸载区夜
间无照明。

1.依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四条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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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第一项。2.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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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煤矿停产整顿，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捌拾万元整
（¥800,000.00），对该矿主要负责人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建议由主管部门暂扣煤矿相关证件。2.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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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022年7月15日
监察执
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恒
泰煤炭有限公
司碾盘梁一井

2148综采回撤工作面上隅角和2148综采回撤工作面回风联巷口的2组
一氧化碳传感器进气孔用透明胶带包裹，不能正常透气，这2组一氧
化碳传感器不能采集、监测真实数据，致使矿井安全监控系统不能
正常运行。

依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第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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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拟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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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
条责令煤矿停产整顿，处罚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
000.00），建议地方政府暂扣相关证件；对煤矿矿长吴增江处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整（¥50，000.00）；对煤矿生产矿长王成国处罚款人民币伍
万元整（¥50，000.00）；对董事长赵晋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
000.00）。

20 2022年7月1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恒东集
团恒博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煤
矿

1.煤矿2022年5月份举办的“安全风险清单及管控措施”一期一档
中，吕晓明，刘辉有成绩单，培训签到表和考试签到表没签字；2.
外排土场设备停放地点未设置防火、防爆、危险警示标志；3.安全
检查工云佳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4.煤矿在用的编号为
XD155的自卸车下视镜损坏，编号为XD271的自卸车示宽灯损坏。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
（二）项；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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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条第一款、《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四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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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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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煤矿处罚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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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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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2年7月8日
监察执
法四处

鄂尔多斯市华
兴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唐家会
煤矿

1.61208综放工作面上隅角甲烷传感器安设位置距离切顶线1.5米；
2.61208综放工作面辅运顺槽至西翼辅运大巷之间的联络巷无测风记
录；3.61208综放工作面132#液压支架安全阀损坏卸压；4.煤矿没
有对永久避难硐室内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每日一次巡检（该矿每7天一
次巡检）；5.61304回撤工作面检查时无法播放应急广播；6.61302
辅运顺槽里段掘进工作面回风流经过61302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中部
配电点（安装有3台移动变电站和6台开关），未设置甲烷传感器；
7.6煤南运输大巷一部带式输送机驱动滚筒烟雾传感器安设在三联巷
内，未按规定安设在下风侧10m～15m范围内；8.6煤南运输大巷、6
煤辅运大巷、61302主运顺槽掘进工作面敷设的消防管路未设置支
管；9.61302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隔爆装置设置间距为400米（规定
要求不大于200米）；10.61302辅运顺槽里段掘进工作面做甲烷超
限断电试验后，安全监控系统未与应急广播、人员定位系统应急联
动；11.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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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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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4.《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九十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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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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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
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1029—20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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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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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
术要求》(AQ6201-2019)5.5.2.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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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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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5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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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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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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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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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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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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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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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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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11.《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
壹拾万元整（¥100,000.00）。

22 2022年7月10日
监察执
法四处

鄂尔多斯市万
兴隆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准旗
东达煤矿

1.西翼1200平盘火区未充填或者设置栅栏，未设置警示标志；2.煤
矿在用12-2号自卸卡车刹车灯、转向灯损坏，12-6号自卸卡车右后
轮轮胎胎面磨损脱落；3.西翼1260排土平盘西侧安全挡墙高度为0.3
米，低于矿用自卸卡车轮胎直径（1.2米）的0.4倍，且局部不连
续；4.煤矿未对全体作业人员贯彻学习作业规程（例如挖掘机司机
何金国、韩昌琦、薛振鍂、王伟东、左罗未贯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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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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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六十四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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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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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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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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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

23 2022年7月10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准格尔旗准联
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1220剥离平盘至1230剥离平盘运输道路未设置限速、道口等路
标；2.内蒙古腾闰矿业有限公司准联煤矿项目部未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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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
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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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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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22年7月2日
监察执
法五处

内蒙古蒙东畅
彤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1.煤矿2021全年原煤产量134.37万吨，超过煤矿核定生产能力120
万吨/年幅度在10%以上；2.煤矿领导5月份带班下井情况未按规定公
示；3.1708-2下顺槽中部水仓处单体液压支柱未按规定进行检修。

1.依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四条第
（一）项判定其涉嫌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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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的规定；2.《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
督检查规定》第七条第（三）款；3.《煤矿安全
规程》第四条第五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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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对煤矿企业
主要负责人田华明处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00）；建议相关
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2.《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十八条第（四）项对煤矿给予警告，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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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对煤
矿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合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佰零
柒万元整（¥1070，000.00）。

25 2022年7月4日
监察执
法五处

内蒙古胜利矿
区胜利西三号
露天煤矿

1.煤矿二标段正在作业的5号矿用卡车右侧转向灯损坏；2.煤矿坑下
西北侧集水池未悬挂安全警示标志；3.煤矿坑下西北侧集水池排水
泵配电柜未定期检查维修；4.煤矿坑下西北侧集水池排水泵配电柜
金属外壳未设置接地；5.煤矿坑下正在作业的116号挖掘机配备的一
台灭火器损坏，无法正常使用；6.徐军明、刘伟等12人“一人一档
”未如实记录“2022年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辨识培训”情况；7.煤
矿变（配）电设施2022年未在雨季前进行防雷检测检验；8.煤矿其
他从业人员朱家国、康永龙等6人入矿时间为2022年2月7日，取得煤
矿其他从业人员初次安全培训合格证明时间为2022年2月28日，期间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作业；9.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未根据应急指挥机构的调整重新修订；10.煤矿2021年教育培训
经费34万元，其中用于安全培训的资金4.95万元，低于教育培训经
费总额的百分之四十；11.煤矿坑下+990内排土场卸载区夜间作业无
照明；12.煤矿内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未保持3%—5%的反坡；
13.煤矿坑下南部集水池排水泵启动柜未加锁。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四条；2.《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3.《煤矿
安全规程》第四条第五款；4.《煤矿安全规程》
第六百一十六条第（四）项；5.《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九十五条第二款；6.《煤矿安全培训规
定》第八条第（三）项；7.《煤矿安全规程》第
六百一十一条；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10.《煤
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六条；11.《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八十二条；1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
百七十九条第（二）项；13.《煤矿安全规程》
第六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给予煤矿处罚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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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给予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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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一）项，给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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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给
予煤矿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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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给予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6.《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三）项，给予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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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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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给予煤矿处罚款人民币

壹拾万元整（¥100,000.00）；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五）项，给予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10.《煤矿安
全培训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给予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1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给予煤矿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给予煤矿矿长

处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给予二标段生产经理处罚款人民币陆仟
元整（¥6,000.0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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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煤

矿矿长处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给予二标段生产经理处罚款人民

币陆仟元整（¥6,000.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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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煤矿矿长处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给予二标段生产经理处罚款

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伍拾捌万陆仟元整

（¥5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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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2年7月6日
监察执
法五处

国家电投集团
内蒙古白音华
煤电有限公司
露天矿

1.一标段运输道路未设置道口路标；2.一标段其他从业人员王怀苍
、李洪良通过初次安全培训并取得煤矿企业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合格证明为2021年3月2日，2022年再培训时间为2022年5月2日，再
培训时间超过一年；3.煤矿2001号电铲高压室配备的高压绝缘手套
电压等级适用范围为≤8000V，低于实际的10000V电压等级；4.运
行中的漏电保护装置未按照要求每6个月进行检验；5.煤矿工管部白
亚斌、张海龙等8人履行安全检查工职责，以其他从业人员培训代替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上岗作业。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2.《煤矿
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3.《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4.《煤矿安
全规程》第六百一十二条第（二）项；5.《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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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四十七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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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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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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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七）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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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022年7月12日
监察执
法五处

内蒙古锡林河
煤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贺斯格
乌拉南露天煤
矿

1.煤矿剥离一部其他从业人员孙远盈于4月11日开始上岗作业，实际
取得煤矿企业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明时间为5月3日；2.剥
离二部正在作业的01-02自卸车右侧转向灯损坏，无法正常使用；3.
煤矿破碎站6月20日焊接细破倒料槽时未按照规定办理用火审批单；
4.煤矿检修车间正在进行轮胎充气作业的13号自卸车，控制位置未
悬挂“正在检修，严禁启动”的警示牌；5.煤矿检修车间正在进行
轮胎充气作业的13号自卸车没有安放止轮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四条；3.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三条第（二）项；
4.《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条第（一）项；
5.《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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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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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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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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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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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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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罚款人民币贰拾捌万肆仟元整（¥2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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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2年7月4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异地监
察执法

扎赉诺尔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
灵露煤矿

1.矿井一采区下部延伸设计要求回采巷道采用锚网梁索支护，
112205轨道顺槽掘进工作面、112205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断面为
4.5m（宽）×4.0m（高）段采用锚网梁支护而未采用锚索支护；
2.矿井防灭火设计要求：每天采用束管监测系统对采空区内30m处和
60m处气体进行取样分析，截至2022年6月23日，112303综放工作面
已回采1120m，未对采空区内60m处气体进行取样分析；
3.煤矿未建立自然发火监测结果台账；
4.煤矿未测定采空区自然发火“三带”分布范围；
5.112205综放工作面所采II2-1煤层为容易自燃煤层，在一采区下
部延伸设计中未预先选定采煤工作面构筑防火门的位置；
6.《束管监测工操作规程》规定：每天描出各指标气体浓度的变化
曲线，实际未开展此项工作；
7.2022年6月23日现场标校112303综放工作面甲烷传感器时未调校
报警点、断电点；
8.112303综放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未与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应急广
播系统、通信系统实现联动功能；
9.副井提升机钢丝绳检测检验有效期截止2022年3月17日，新的检测
检验报告有效期起始日期为2022年5月30日；
10.112302综放工作面存在采空区积水，对该采空区积水进行探放水
前未确定探水线及警戒线。

1.《煤矿安全规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2.《煤矿防灭火细则》第五十九条第（三）项；
3.《煤矿防灭火细则》第五十九条第（六）项；
4.《煤矿防灭火细则》第十四条；
5.《煤矿防灭火细则》第十八条；
6.《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和《束管监测
工操作规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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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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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9.《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一十一条第（一）
项；
10.《煤矿防治水细则》第四十二条。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4.《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5.《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6.《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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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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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
整；
10.《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与警
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

29 2022年7月11日
监察执
法七处

内蒙古大雁矿
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伊敏河
东矿区第一煤
矿

1.辽宁鑫丰矿业（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敏东一矿项目部未建立
安全培训档案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情况进行记录；
2.辽宁鑫丰矿业（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敏东一矿项目部项目经
理在未通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的情况下上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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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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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壹拾万元整；
2.《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
整。

30 2022年7月15日
监察执
法七处

扎赉诺尔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
铁北煤矿

1.122304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探放水钻孔在巷帮上施工，未按照《
122304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探放水设计》在掘进迎头施工；
2.122303采煤工作面运输顺槽带式输送机行人侧防跑偏保护装置损
坏；
3.122303采煤工作面采煤机用刮板输送机作轨道，刮板输送机尾未
安装限位装置。

1.《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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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四条第
（二）项；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刮板输送机通用技术条件》（MT/T 
105-2006）3.1.1.8。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对该矿给
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对掘进队队长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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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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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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