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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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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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新
星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煤矿

1.设备检修场所正在检修的矿用水车
未在控制位置悬挂“正在检修，严禁
启动”警示牌；2.现场检查时发现采
场运输道路上15#自卸卡车正常行驶时
超越同向行驶的同类型自卸卡车；3.
通往排土场的运输道路未设置限速、
道口等路标；4.现场检查时发现采场2
台单斗挖掘机在同一台阶作业，间距
小于最大挖掘半径的2.5倍；5.煤矿采
剥工程平面图、运输系统图未根据采
场实际情况进行及时更新；6.煤矿采
场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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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排土场安全员孙占增未
取得相应特种作业资格证件上岗作业
。

1.《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条第（一）项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九条第（一）项
5.《煤矿安全规程》第十五条第（四）项
6.《乌海市新星煤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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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第一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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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李峰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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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李峰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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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李峰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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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李峰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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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李峰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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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李峰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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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对煤矿罚款人民
币捌万元整（¥80,000.00）。

2 ##########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神
隆矿业有
限公司煤
矿

1.探放水工孔峰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
证，上岗作业；2.7月23日中央变电所
照明综合保护装置开关（编号：908-
001）未进行漏电保护试验；3.103综
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带式输送机机头转
动部分未设防护罩；4.103综采工作面
运输顺槽460m行人跨越带式输送机
处，未设置过桥；5.压风机未设置温
度传感器；6.103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
设置的应急广播系统在发出应急指令
后，回风隅角、工作面人员不能清晰
听见应急指令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
2.《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
3.《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四十四条
4.《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项
5.《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1029—2019）7.7.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6.《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拟对煤矿罚款人民币
捌万元整（¥80,000.00）；
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拟给予警告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矿长赵春阳罚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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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拟给予警告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矿长赵春阳罚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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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拟给予警告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矿长赵春阳罚款人
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拟对煤矿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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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拟给予警告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对矿长赵春阳罚款人
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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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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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巴
音陶亥滴
沥帮乌素
隆昌煤矿
有限责任
公司一矿

1.排土场正在作业的编号B2装载机刹
车灯损坏；2.2022年新入职工的其他
作业人员柴兴宏、张军刚初次安全培
训不足72学时；3.煤矿西部进入采坑
的道路的岔口未设置路口路标，也未
设置警示标志；4.煤矿西部进入采坑
的道路安全挡墙不连续，中间有部分
安全挡墙缺失2.5米；5.排土场正在作
业的装载机采用冲击的方式处理自卸
卡车车厢无法卸载的大块岩石；6.煤
矿自卸车司机景新明现场未佩戴安全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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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及《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十六条第（三）
项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
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一）项
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条第（四）项
6.《煤矿安全规程》第十三条第一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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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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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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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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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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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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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
壹仟元整（¥1,000.00）。

4 ##########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源
通长富煤
业有限责
任公司

1.编号219#自卸车的左转向灯损坏；
2.煤矿进入采场的中部道路的交岔路
口无警示标志；3.正在行驶的编号
200#、216#的自卸车装车超过车厢，
未进行妥善处理；4.+1080水平的采煤
平台正在装车的自卸车停在挖掘机尾
部回转半径范围内；5.煤矿正在作业
的+1080水平剥离台阶上方为排土场，
剥离平台坡顶线与排土场坡底线重
合，存在滑坡风险，威胁下方作业的
人员、设备安全。煤矿及相关负责人
未及时排查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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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五）项
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九条第（一）项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五条第（五）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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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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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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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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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伍万元整
（¥50,000.00），对分管安全矿长、生产矿长、机电矿长、总工程师各罚
款叁万元整（¥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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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监察执
法一处

鄂尔多斯
市正丰矿
业有限责
任公司鄂
托克旗双
欣煤矿

：1.副斜井井口架空乘人装置机头的
灭火器保险销使用铁丝替代；2.十六
煤二采区轨道下山架空乘人装置安装
处，工人在2米以上高处作业时，未将
保险带拴在牢固的构件上；3.主斜井
胶带输送机在25°的倾斜巷道中布
置，机尾约有30米未设置防护网；4.
检查时煤矿提供的一盏矿灯电量只能
连续正常使用3小时；5.安全检查工张
永利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
业；6.十六煤二采区泄水巷掘进工作
面距局部通风机第5节风筒未按作业规
程要求进行双反压边对接；7.十六煤
二采区泄水巷掘进工作面定向钻机施
工处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有效期截
至2022年7月16日；8.十六煤二采区泄
水巷掘进工作面定向钻机扫孔时未按
作业规程规定使用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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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条、
3.《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六）项
、
4.《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七十一条第（三）项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
6.《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及煤矿《十六
煤二采区泄水巷掘进作业规程》第七章第一节第
9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
8.《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及《陕西地环
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正丰项目部管理制度》第四
章第一节第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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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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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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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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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币
壹仟元整（¥1,000.00）；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煤矿罚款人民
币捌万元整（¥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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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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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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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蒙
西矿业有
限公司库
里火沙兔
煤矿

1.排土场内791号矿用卡车排渣时，冲
撞安全挡墙；2.排土场8号装载机排土
时，平行于坡顶线作业；3.煤矿2022
年未对变压器接地系统进行检查；4.7
月13日在对采场检查时，煤矿人员在
19号洒水车车厢顶部（距离地面高度
超过2m）进行洒水作业时，未系安全
带；5.姚秀峰于2022年6月到岗，未经
培训上岗作业。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四）
项；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条第（二）
项；3.《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一十二条第
（三）项；4.《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二十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和《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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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煤矿处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罚款，对矿长王飞朋处壹仟元整
（¥1,000.00）罚款；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给予警告，对煤矿处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罚款，对矿长
王飞朋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予警告，对煤矿处贰万玖仟元整
（¥29,000.00）罚款，对矿长王飞朋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4.《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给予警告，对煤
矿处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罚款，对矿长王飞朋处壹仟元整
（¥1,000.00）罚款；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三）项对煤矿处柒万元整（¥70,0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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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监察执
法一处

鄂托克旗
尔格图煤
矿

1.煤矿《边坡监测管理制度》规定每
10天对排土场边坡进行一次全面监
测，查阅边坡监测记录显示，煤矿5月
份、6月份分别于1日、16日进行了监
测；2.安全监测监控工纪宪江未取得
相应资格证书，上岗作业；3.内排土
场最下部台阶的坡底与1350剥离台阶
坡底重叠，无安全距离；4.采场内进
入1380、1370、1360剥离台阶的道路
未设置限速、道口路标；5.矿用卡车
（车型小于240t）排土场载区，有15m
长安全挡墙高度不足0.3m，低于轮胎
直径的0.4倍；6.煤矿制定的《雨季巡
查停产撤人制度》中要求：停产撤人
条件为当日降雨量达到150mm，且临近
数日连续降雨时停产撤人。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八条第（一）
项；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第一款；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八条第
（三）项；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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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
（一）项；6.《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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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警告，对煤
矿处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罚款，对矿长乔玉军处壹仟元整
（¥1,000.00）罚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七）项对煤矿处捌万元整（¥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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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乔玉军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对煤矿处叁万元整
（¥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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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乔
玉军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6.《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警告，对煤矿

8 ##########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福
城矿业有
限公司麻
黄煤矿

1.1307N工作面运输巷安设带式输送机
巷道，消防管路每隔50m设置阀门，未
设置支管；2.+248人行暗斜井第86号
架处乘人吊椅距底板的高度5cm；
3.+248车场内电力电缆与信号电缆采
用同一电缆钩吊挂，间距不足0.1m；
4.1306N工作面回风巷电缆（包括通信
电缆）与瓦斯抽采管路挂在巷道同一
侧；5.2022年7月8日标校1306N工作面
回风隅角甲烷传感器时，安全监控系
统未与应急广播、通信、人员位置监
测等系统应急联动；6.+248泵房配电
所掘进工作面运输皮带机头未设防护
栏；7.监测监控布置图中未填绘1307
运输巷皮带转载点下风侧烟雾传感
器；8.2022年7月8日标校1306N工作面
回风隅角甲烷传感器时，甲烷浓度达
到及超过报警浓度时，甲烷传感器未
发出声音报警；9.综掘队电钳工刘廷
法2009年至今一直在麻黄煤矿工作，
个人档案未记录历次培训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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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
款；2.《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三条第
（二）项；3.《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条
第二款；4.《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条第
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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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6201—2019）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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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项；7.
《煤矿安全规程》第十四条第（七）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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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6201—2019）5.5.2.1；9.《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
整（¥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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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万伟处壹仟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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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房万伟处壹仟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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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房万伟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整
（¥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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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长房万伟处壹仟元整（¥1,000.00）罚款；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伍万元整
（¥50,000.00）罚款；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四）项对煤矿处柒万元整（¥70,000.00）罚款。合并罚款人民币叁拾玖
万元整（¥390,000.00）、警告。

9 ##########
监察执
法二处

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补连塔煤

矿

12515综采工作面自2021年10月5日开
始回采，2022年7月13日采终。此工作
面超出了该矿采矿许可证所载明的坐
标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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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煤矿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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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条第一款责令停产整顿，建议由主管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
矿处壹佰万元整（¥1,000,000.00）的罚款；鉴于煤矿矿长彭海兵积极主动
配合调查取证，建议对其个人从轻处罚，对煤矿矿长彭海兵处叁万元整
（¥30,000.0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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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监察执
法二处

内蒙古油
房渠矿业
有限公司

1.煤矿5煤主要运输平巷长度为1.65km
超过1.5km，未采用机械方式运送人
员；2.煤矿辅助运输采用无轨胶轮车
运输方式，副井口、副井井底与通往
5212综采工作面联巷交叉口未设置交
通管控信号；3.煤矿劳动组织采用早
班检修、中班生产、夜班停产，综采
工区和综掘工区各配备1名区长和3名
班组长，未配备跟班副区长；4.一名
探放水作业人员杨会军未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上岗作业；5.5212综采工
作面31号、75号液压支架供液管外皮
破损、钢丝锈蚀；6.5212综采工作面
移动变压器列车处局部接地钢板未放
置在巷道水沟内或其他潮湿处。

分别违反了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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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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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第一款；5.《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6.《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四
百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介于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较多，依法均予以从重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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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一）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4.《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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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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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合并罚款人民
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

11 ##########
监察执
法二处

伊金霍洛
旗纳林陶
亥镇南梁
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
煤矿

1.安全检查工王瑞杰、李建文未取得
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2.鄂尔
多斯市磐宏爆破有限公司南梁煤矿施
工项目部未配备分管安全和技术的副
经理；3.采场4号煤有老空区，未设置
警示标志；4.1300剥离台阶编号为93
号和96号两台单斗挖掘机作业时，两
者间距小于最大挖掘半径的2.5倍；5.
采场1280剥离台阶高度为14米，大于
设计规定10米。

违反了1.《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2.《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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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四十九条第（一）项；5.《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百四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鉴于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较多，依法均予以从重处罚。依据1.《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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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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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整
（¥50,000.00）；5.《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对煤矿处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万元整（¥20,000.00）。合计罚款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
（¥320,000.00） 。

12 ##########
监察执
法二处

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上湾煤矿

现场检查时，该矿井下12403综采工作
面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坐标控制范
围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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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煤矿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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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责令停产整顿，建议主管部门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对煤矿矿长张立辉处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13 ##########
监察执
法三处

达拉特旗
文兴煤炭
有限责任
公司高山
沟煤矿

1.副总工程师白龙飞安全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有效期为2019年6月15
日至2022年6月15日，现场检查时仍上
岗作业；2.采场内运输道路未设置限
速、交叉路口等警示标示；3.采场内
集水坑未使用栅栏全部封闭，未设置
警示标示；4.进入采场的小型车辆未
安设警示旗帜；5.煤矿正在1390排土
平盘进行排土作业，安全挡墙高度不
足轮胎直径的0.4倍，未采取措施及时
消除隐患。

分别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五条、《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
四条，《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五条、《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
九条第（一）项，《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
一款的规定。

分别依据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责令限10日内改正，
处罚款壹拾万元；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责令限10日
内改正，处罚款伍万元；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责令
限10日内改正，处罚款伍万元；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
项，责令限10日内改正，处罚款伍万元；5.《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
条，责令改正，处罚款伍万元。合并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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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监察执
法三处

内蒙古同
煤鄂尔多
斯矿业投
资有限公
司色连一
号煤矿

1.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500万吨/年，
2022年2月份、3月份、5月份、6月份
原煤产量分别为50.3万吨、55.7万吨
、59.6万吨和51.3万吨，上述4月份原
煤产量均超过矿井核定生产能力的
10%；2.4-8107综采工作面回风巷风门
关闭不严；3.4-2103回风联巷掘进工
作面甲烷、一氧化碳、风筒等传感器
因线路故障报警约1小时；4.4-8107综
采工作面75号液压支架压力表损坏，
压力显示值为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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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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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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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万元整（¥30,000.00）；建议相关部门暂扣相关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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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整（¥50,000.00）。壹佰贰拾壹万元整（¥1,210,000.00）。

15 ##########
监察执
法三处

土右旗大
顺矿业有
限责任公
司大顺煤

矿

1.煤矿自卸车司机李尚东、刘建国、
武飞、刘二飞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上岗作业；2.煤矿三工区区队长李
小龙2021年9月1日被任命为区队长，
现场检查时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上岗作业；3.煤
矿未对在采场作业的P01号液压破碎锤
、W26号挖掘机、531号自卸车进行检
测检验。

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
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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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万元整（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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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

16 ##########
监察执
法三处

达拉特旗
纳林丰胜
奎煤矿

1.机电科管理员苗飞未经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上岗作业；2.采场作业的
C9806挖掘机未进行检测检验；3.采场
运输道路未设置限速和指示路标；4.
采场深部集水坑防护栅栏不连续，且
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5.1390内排土
场安全挡墙高度不足自卸车轮胎直径
的0.4倍。

第1条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2条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
3条行为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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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
十四条第一款，第4条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5条行为违反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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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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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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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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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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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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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300,000.00）。

17 ##########
监察执
法三处

内蒙古华
电蒙能金
通煤业有
限公司

2022年7月19日03：46：37，北翼皮带
机头一氧化碳传感器超限，最大值
66PPm，超限时长1分31秒，经查为一
氧化碳传感器变送器故障，误报警，
未及时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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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处罚款人民币
伍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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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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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监察执
法四处

准格尔旗
公沟煤炭
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1380外排土场设备停放地点未设置
防爆、防火和危险警示标志；2.1380
外排土场3-4号和16-5号自卸车下视镜
缺失；3.《准格尔旗公沟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矿建工程施工组
织设计》未向施工单位安全检查工马
兵和郭永顺进行贯彻学习；4.1320平
盘运煤道路西段右侧坡底挡墙存在10
米的缺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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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2.《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3.《煤矿
安全规程》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4.《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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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九条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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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处罚款人
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19 ##########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伊
泰京粤酸
刺沟矿业
有限责任
公司酸刺
沟煤矿

2022年7月12日0时14分，该矿对4煤排
矸巷回风处甲烷传感器做故障闭锁及
瓦斯电闭锁实验，监控维护队当班班
长李国庆未按照《内蒙古伊泰京粤酸
刺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风电、甲烷电
闭锁实验管理制度》要求，在实验开
始前向当班调度汇报，导致调度员未
在监控系统中设置维检模式，造成国
家矿山安全生产风险监控预测预警系
统瓦斯超限误报警。

《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内蒙古伊泰
京粤酸刺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风电、甲烷电闭锁
实验管理制度》附件一（风电、甲烷电闭锁实验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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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对矿长吕福廷处罚款
人民币贰仟元整（¥2,000.00），对监控维护队当班班长李国庆处罚款人民
币壹仟元整（¥1,000.00）。

20 ##########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准
格尔旗力
量煤业有
限公司大
饭铺煤矿

1.矿井水文动态监测系统不显示1号、
2号奥灰长观孔实时水位数据；2.抽查
62201胶运顺槽超前探测16#钻场施工
钻孔验收记录，2022年7月15日中班进
行1#孔止水套管耐压试验，2022年7月
15日早班7时29分进行1#孔终孔验收；
2022年7月15日中班进行2#孔止水套管
耐压试验，2022年7月15日早班11时25
分进行2#孔终孔验收，耐压试验与终
孔验收时间矛盾；3.61201运输顺槽疏
放61202工作面采空区积水无原始记录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煤矿防治水细则》第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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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防治
水细则》第八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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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给予警告，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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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
拾万元整（¥100,000.00）。

21 ##########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伊
泰煤炭股
份有限公
司凯达煤
矿

1.36209综采工作面第68#、22#液压支
架推移杆损坏，用链环连接刮板输送
机拉移液压支架；
2.6-2煤回风大巷与17联巷交叉口处未
设置避灾路线标识；
3.63209综采工作面甲烷传感器设置位
置距顶板1.1米，大于规定值（规定值
为不大于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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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四条第二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3.《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1029—2019）6.1.1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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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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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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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整（¥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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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恒
东集团宏
亚煤炭有
限公司煤
矿

1.该矿《电缆橡套绝缘检查记录》中
记录每天对移动式电气设备的橡套电
缆进行一次绝缘检查，实际上每月进
行一次检查；2.煤矿26208回风顺槽掘
进工作面6月9日探放水验收记录显示
由马兆涛负责施工作业，经核实现场
由瓦检员刘文德负责协助马兆涛作
业，瓦检员刘文德没有探放水特种作
业操作证；3.6号防爆指挥车车载失速
保护报警器未供电，不能起到保护作
用；4.6-2主运大巷下部胶带运输机载
体催化式甲烷传感器7月24日使用2%甲
烷校准气体调校时，测量值稳定显示
时间仅为72s（不足90s）。

1.《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二条；2.《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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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第一款、《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
管理规范》（AQ1029-2019）A1.3。

分别依据1.《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给予煤矿警告并处罚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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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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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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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3 ##########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盈
源煤炭运
销有限责
任公司玉
川煤矿

1.在408综采工作面进行瓦斯超限断电
试验，超限断电后安全监控系统未自
动与应急广播、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应
急联动；2.408综采工作面乳化液泵站
泵箱未安设自动给液装置；3.2022年6
月1日，掘进队职工蔚成龙未持有特种
作业资格证在4煤402主运探煤巷探放
水作业时进行瓦斯检查；4.408综采工
作面主运顺槽带式输送机跑偏保护装
置安设位置距离托辊端部边缘50mm；
5.408综采工作面转载点未安设喷雾降
尘装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6201-2019)5.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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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十二）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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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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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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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九条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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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煤矿处罚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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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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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宏
燃能源有
限公司煤
矿

1.1120排土场停车场未设置警示标
志，采场东侧主运输道路到1060采煤
平盘交岔路口未设置路标；2.采场东
侧1060剥离平盘安全挡墙高度
（30cm）低于矿用卡车轮胎直径
（1.2m）的2/5；3.煤矿未在公示栏公
示煤矿领导每月带班下坑工作计划的
完成情况，未接受群众监督；4.采场
东侧主运输道路边坡上部有浮石（约
1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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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
项；3.《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七条第三款；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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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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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对矿长张宏宇处罚款人民币壹
万元整（¥10,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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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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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监察执
法六处

内蒙古平
庄煤业
（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元宝
山露天煤

矿

1.碾压1标段生产作业现场入口处无警
示标识；2.16号卡车在368南帮行走时
超车；3.内排土场356平盘东侧反坡角
度不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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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
安全规程》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
规程》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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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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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万肆仟元整（¥24，
000.00），对采矿二部生产副经理李彬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
整（¥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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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万肆仟元整（¥24，000.00），煤矿
生产副矿长秦建民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2，000.00）  
。

26 ##########
监察执
法七处

呼伦贝尔
呼盛矿业
有限责任
公司

1.205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风筒传感器
未设置在风筒末端；2.203综放工作面
运输顺槽带式输送机机尾处有10m范围
内缺少急停拉线，不具备沿线急停闭
锁功能；
3.203综放工作面129#、131#液压支架
初撑力不足24Mpa。

第1项行为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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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第2项行为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
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第3项行为违反了《203综放工作面采煤作业规程
》第六章第二节第（二）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对煤矿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对煤矿罚
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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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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