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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年9月2日
监察执
法一处

鄂托克旗巴
音乌素六保
煤矿

1.煤矿安全管理制度、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资料
审批记录中会签页均为复印件，实际未审批；2.煤
矿2022年岗前培训资料显示：2022年3月10日-18日
为从业人员脱产培训。矿领导带班记录显示3月15日
-3月16日煤矿正常组织生产。煤矿提供虚假培训资
料；3.采场东侧内部运输道路未设置限速、道口等
路标；4.采场内揭露原井工开采的8号煤老旧巷道区
域未设置栅栏和警示标志；5.244#矿用卡车在采场
运输道路上正常行驶时违规超越同类245#矿用卡
车；6.煤矿+1260平盘挖掘机行走距离超300m未设专
人指挥；7.煤矿排土场道路上一辆满载矿用卡车故
障，未开启车灯，未在前后30m范围内设置警戒；8.
煤矿排土场挡墙高度不足轮胎直径的2/5。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2.《煤矿安全监察条
例》第三十二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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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
一十四条第一款；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
六十六条第一款；6.《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
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7.《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百六十七条第一款；8.《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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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对矿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对总工
程师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对机电副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万元
整（¥10,000.00），对生产副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对
安全副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从轻处罚理由：积极配合
调查，主动消除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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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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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对矿长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从重处罚理
由：2022年3月8日-9日对该矿检查时对类似问题进行过处罚）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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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元整
（¥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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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元整（¥30,000.00），对矿长罚款人
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从重处罚理由：2022年3月8日-9日对该矿检
查时对类似问题进行过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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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20,000.00），
对矿长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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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
（¥20,000.00），对矿长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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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煤矿罚款人民
币贰万元整（¥20,000.00），对矿长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

23.0 9.8 32.8 

2 2022年8月19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维维
能源有限公
司白云乌素
煤矿

1.煤矿针对《煤矿灾害预防与处理计划》的教育培
训工作不到位，未向职能科室人员传达宣贯；2.煤
矿安全监控断电控制图中标注1608回风顺槽掘进工
作面回风流中甲烷传感器的断电浓度为1.5%，经过
查看监测监控系统，系统实际断电浓度为1.0%。图
纸标注错误且与实际情况不符，总工程师已确认签
字，审核把关不严；3.煤矿9212综采工作面回风顺
槽超前支护段未配备压力表，无法对单体支柱初撑
力进行测定；4.采煤工区皮带运输机司机黄乾入井
携带的编号4624压缩氧自救器检测检验有效期至
2022年6月24日，检查时已过期；5.2022年1月10日
物探工任佩华下井未携带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标识
卡；6.1608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2022年7月27日未进
行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与备用局部通风机自动切
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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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条第一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4.《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5.《煤矿
安全规程》第十三条第三款；6.《煤矿安全规
程》一百六十四条第（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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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万元整（¥60,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未
对安全生产造成直接隐患，对煤矿总工程师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由于该违法行为对工作面超前支护段顶板支护强度造成较大安全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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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元整（¥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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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质较
为恶劣，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由于违法行为发生时
间距离检查时间较长，煤矿主要负责人积极配合，提供入井登记记录及入井
视频，对煤矿主要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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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贰万元整（¥2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
（¥4,000.00）。

19.0 1.5 20.5 

3 2022年8月29日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乌化
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一矿

1.煤矿主水平辅助运输巷避灾路线指示牌板未标注
所在位置；2.煤矿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发放处发
放给监察人员的编号为20065445便携式甲烷检测报
警仪在地面显示瓦斯浓度为0.22%，调校、维护不到
位；3.煤矿主水平辅助运输巷移动变压器硐室未安
装温度传感器；4.煤矿主水平辅助运输巷动力电缆
与信号电缆捆绑在一起吊挂；5.9205采煤工作面上
隅角未设置束管监测系统监测点；6.煤矿根据8203
采空区积水情况划定的禁采区、缓采区转换为可采
区,未编制“三区”转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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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条第二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4.《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5.《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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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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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安全生产有较大威胁，从重处罚，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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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对安全生
产有较大威胁，从重处罚，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22.0 0.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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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内蒙古裕兴
矿业有限公
司煤矿

1.2912回风巷胶带输送机机头配电点未纳入瓦斯检
查范围；2.副立井井口信号房直通电话不灵敏，3次
与调度室联系，只有1次能直通；3.中央变电所内向
9#煤仓供电的低压开关2022年7月13日，7月10日，
未对低压漏电保护进行1次跳闸试验；4.2912回风巷
胶带输送机机头防护网未全部覆盖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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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煤矿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第五条第（一）项；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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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七条第一款；3.《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
和《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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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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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煤矿立即组织增设了瓦斯检查点，对该地点瓦斯进行检查，
从轻处理。责令停产整顿。对煤矿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
对煤矿企业负责人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建议由主管部门暂
扣安全生产许可证；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59.0 3.0 62.0 

5 2022年8月29日
监察执
法一处

乌海市隆昌
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骆驼
山煤矿

1.煤矿+1115水平剥离台阶高度超过设计规定值（设
计规定值为10m，实际台阶高度约为15m）；2.煤矿
采场南部、北部滑坡区域底部受影响范围（未作
业）的边界处未设置警戒线及警示标志；3.煤矿采
场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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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煤矿内排土场排
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的反坡超过5%。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十七条第二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五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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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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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因6月份出现滑坡后至检查时，此违法行为仍未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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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对煤
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13.0 0.0 13.0 

6 2022年9月6日
监察执
法一处

国能乌海能
源五虎山矿
业有限责任
公司

1.缓坡斜井掘进工作面距迎头20米处综掘机电源线
遭受淋水，未采取防止淋水措施；2.缓坡斜井8月17
日早班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显示入井人员为21人，井
口登记人员17人；8月19日入井19人，井口登记人员
18人，未严格执行出入井人员登记制度；3.010909
采煤工作面下运应急广播系统音量过小，附近人员
不能清晰听见应急指令；4.011008回风顺槽掘进工
作面采用架棚支护，迎头处棚架与顶帮间未塞紧、
背实；5.011008回风顺槽安设带式输送机，消防管
路系统未设置支管；6.010909采煤工作面上运端头
支架与帮距超1.5米，未按作业规程“距支架0.5米
处打设一排单体”的规定打设单体支柱，违章将回
风顺槽超前支架提前移架，导致空顶；7.《011008
掘进工作面探放水钻孔施工设计》规定下设止水套
管10m，施工原始记录显示均下设6m；8.010909采煤
工作面注氮管路存在多处三通球阀，且末端未安设
三通排气阀及压力表；9.010909采煤工作面高位抽
采孔和瓦斯治理巷抽采管路喷粉抑爆装置安装位置
距离抽采管口大于100m。

1.《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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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第二款。
3.《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4.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5.《
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6.《煤矿安全规程》第八条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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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三款。8.《煤矿
用氮气防灭火技术规范》（MT/T701-1997）
第7.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9.《煤矿低浓度瓦斯管道
输送安全保障系统设计规范》（AQ1076-
2009）第5.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陕煤建设煤矿运营服务
分公司五虎山项目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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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陕煤建设煤矿
运营服务分公司五虎山项目部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对项目
部经理宋晓雷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二条，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6.《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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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20,000.00）,对矿长王铁军罚款人民币伍
仟元整（¥5,000.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9.《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00）

25.0 1.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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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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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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法
一处

内蒙古鄂尔
多斯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
阿尔巴斯二
矿

1.6900综采工作运输巷布置了带式输送机，巷道消
防管路每隔50m设置阀门，未设置支管；2.6900综采
工作面17-21号液压支架未接顶；3.2022年8月17日
标校6900综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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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00综采工作面回风巷应急广播距
离作业地点80米，工作面作业人员不能清晰听见应
急指令；5.6900综采工作面采用注氮防灭火，无固
定或者移动的温度观测站（点）和监测手段；6.轨
道下山电力电缆与信号电缆共钩吊挂，电力电缆与
信号电缆之间的安全距离小于0.1米；7.6900综采工
作面构筑了防火门墙，但未储备足够数量的封闭防
火门的材料且储备材料规格与防火门规格不相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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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款第四项和《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七
条第一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
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
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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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
五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六条第一款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七十
一条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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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煤矿安全规
程》第二百七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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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2.《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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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伍仟元整
（¥35,000.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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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伍仟元整
（¥35,000.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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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伍仟元整
（¥35,000.00）。

23.0 0.0 23.0 

8 2022年9月5日
监察执法
一处

内蒙古棋盘
井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荣
兴西来峰煤
矿

1.煤矿未向卡车检修人员贯彻《卡车检修作业规程
》；2.矿山道路进入+1250工作平盘、+1240工作平
盘、+1200工作平盘道口未设道口路标，+1250工作
平盘下方老空区未设置警示标志；3.现场检查时，
挖掘机在+1200作业平台有伞檐的区域作业；
4.+1250工作平盘靠近台阶坡顶线一侧未设置安全挡
墙；5.W17#与W25#单斗挖掘机在+1250工作平盘作业
时，两者间距小于最大挖掘半径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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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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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五
十条第（二）项；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露天煤矿生产技
术与安全管理规定》（内煤安字〔2021〕
43号）第四部分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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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四十九条第（一）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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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项对煤矿处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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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罚款；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叁万伍仟元整
（¥35,000.00）罚款；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对煤
矿处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罚款 21.0 0.0 21.0 

9 2022年8月10日
监察执
法二处

内蒙古赛
蒙特尔煤
业有限责
任公司赛
蒙特尔煤

矿

内蒙古煤矿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显示内蒙古赛蒙
特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赛蒙特尔煤矿带班下井
领导从8月3日11:56:08 开始空岗 3 小时 33 
分 2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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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对
煤矿罚款伍万元（¥50,000.00）。

5.0 0.0 5.0 

10 2022年7月27日
监察执
法二处

国电建投
内蒙古能
源有限公
司察哈素

煤矿

1.2022年4月19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
监察执法二处对该矿监察时，发现“煤矿建设
项目未按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
”的违法违规行为，下达了“责令停止建设，
限90日内改正”的监察指令，现场检查时，发
现以上违法违规行为逾期未改正，煤矿建设项
目仍未进行安全验收评价；2.2022年4月19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监察执法二处对该
矿监察时，发现“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
验收擅自投入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下达了
“责令停止建设，限90日内改正”的监察指
令，现场检查时，发现以上违法违规行为逾期
未改正，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仍在
组织生产。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一）项的规
定，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马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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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对煤
矿处罚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马建利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合计对煤矿
处罚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马建利处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

200.0 20.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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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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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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22年8 月23日
监察执
法二处

鄂尔多斯
市伊化矿
业资源有
限责任公
司母杜柴
登煤矿

1.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600万吨/年，2022年6、
7月份原煤产量分别为77.04万吨、73.99万吨，
单月原煤产量大于煤矿设计生产能力的10%；
2.30101综采工作面胶运顺槽移变列车处一台刮
板输送机供电移动变压器8月1日至3日未进行漏
电试验；3.3-1煤自燃倾向性鉴定为容易自燃煤
层，3-1煤东翼三条大巷未进行锚喷处理；
4.30101综采工作面胶运顺槽一次“见方”中等
冲击危险区域内未按照防冲设计施工卸压钻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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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
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3.《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程》第
二百六十二条；4.《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二款、《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
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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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处罚款人民币
叁万元整（¥30,000.00），建议相关部门暂扣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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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合计
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整（¥1,250,000.00），对煤矿主要负责人罚
款合计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125.0 3.0 128.0 

12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三处

鄂尔多斯
市永恒华
煤炭运销
有限公司
前进煤矿

1.煤矿将禁毒宣传、涉毒检测用品费用共计
15700元作为安全费用使用，超出国家规定使用
范围；2.剥离工队安全员肖建强、乔金平、周
延军未取得安全检查工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
作业；3.煤矿未将今年以来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向从业人员通报；4.采场+1375m剥离台阶高度
为16m，超过设计规定；5.采场内自卸车司机刘
志强在指挥8号挖掘机拖拽被困的指挥车时，所
处位置位于挖掘机机械臂回转范围以内。煤矿
未采取措施消除这一违章作业事故隐患；6.机
修车间外放置的一台空压机未定期检测维护；
7.煤矿总工程师未认真组织或者参与拟定煤矿
《防治水技术管理制度》，导致该制度中出现
其他煤矿的制度内容。

1.依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
十八条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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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财企〔2012〕16号)第十七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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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第十三条；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5.《煤矿安全
规程》第五百一十七条第一款；6.《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
款；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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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责令煤矿停产整顿，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陆拾万
元整（¥600，000.00），对煤矿矿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
000.00）；建议由主管部门暂扣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2.《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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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万元整（¥100，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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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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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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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对
煤矿总工程师罚款叁万元整（¥30，000.00）。

92.0 6.0 98.0 

13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三处

内蒙古双
欣矿业有
限公司杨
家村煤矿

1.2022年8月12日19：45：15至8月13日6：32：
29矿井安全监控系统数据上传中断，现场工作
人员未及时维护数据上传系统，导致安全监控
系统数据上传中断达10小时38分14秒；2.7月25
日中班带班领导机电副总工田锦钊、7月29日早
班和8月1日中班带班领导调度副总岳陶在井下
带班时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显示空岗，经核查，
煤矿未及时将新任职的机电副总工田锦钊和调
度副总岳陶的矿级领导带班信息在人员位置监
测系统内更新；3.2022年5月15日矿井组织雨季
“三防”应急演练结束后，未对演练效果进行
评估，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水害应急预案进
行修订完善；4.5108胶带顺槽掘进工作面的滚
筒驱动带式输送机机尾按钮急停开关未固定在
行人侧巷帮上(急停开关可正常使用)；5.安设
在5-1煤西辅运大巷末端的采区进回风主要风门
（2道正反向联锁风门），未设置风门开关传感
器。

分别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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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
三十四条和《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一百二
十四条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煤矿电气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1145-2015）
1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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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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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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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
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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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并处罚：处罚款人民
币贰拾叁万元整（¥230,000.00）。

23.0 0.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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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三处

内蒙古八
宝沟煤炭
有限责任

公司

1.1340剥离台阶设计高度为10米，实际为
15米；2.露天采场深部做储水池排水时，未采
取设立安全挡墙或围栏、悬挂警示标志等安全
措施；3.1330排土台阶采用矿用卡车排土，排
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未保持3％～5％的反
坡，煤矿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未采取措施及时
发现并消除隐患；4.GNSS边坡监测系统3#监测
点太阳能电池板损坏，数据无法上传；5.煤矿
新入职工人任英博、刘南方、刘有君、郭艳卫
、娇立春安全教育培训考试试卷为一人作答，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考核情况。

第1项违反了《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十七条规定，第2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第
3项违反了《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
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第4项违反了《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5项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四款的规定。

1.依据《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2.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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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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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万元整
（¥50,000.00）；4.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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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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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贰拾柒万元整（¥270,000.00）。

27.0 0.0 27.0 

15 2022年8月16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内蒙古兴
隆能源集
团有限公
司黑岱沟
煤矿

 1.606运输顺槽带式输送机机头附近急停保护
拉线缠绕，不能实现急停闭锁功能；2.606运输
顺槽掘进工作面未设置井下应急广播系统；3.
煤矿未配备专门的探放水作业队伍；4.606运输
顺槽超前钻探已施工的1-9#钻场无打钻施工记
录；5.查煤矿水文在线监测系统，缺少b2奥灰
观测孔2022年6月11至7月16日在线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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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五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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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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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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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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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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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30.0 0.0 30.0 

16 2022年9月1日
监察执
法四处

鄂 尔 多 斯
市 广 利 煤
炭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纳
林庙煤矿

1.煤矿技术员菅少波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合格上岗作业；2.煤矿未在采场内约8米宽的滑
坡区域设置警示标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三
十三条、《煤矿安全规程》第九条第一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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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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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15.0 0.0 15.0 

17 2022年9月2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内 蒙 古 伊
东 集 团 孙
家 壕 煤 炭
有 限 责 任
公司煤矿

1.1607综放工作面运输顺槽转载机处未设置应
急广播系统终端，不能保证作业人员能够清晰
听见应急指令；2.1607综放工作面设置的甲烷
传感器距离采煤工作面22m；3.距1608运输顺槽
掘进工作面1000m范围内未设置自救器接力站等
临时避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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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
十五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安全监控系
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
2019）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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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九十条。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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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15.0 0.0 15.0 

18 2022年9月2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准 格 尔 旗
蒙 祥 煤 炭
有 限 责 任
公司煤矿

1.西安徐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分公
司(驻煤矿项目部)在用空气压缩机（排气压力
1.4MPa、排气量2.15 m³/min）压力表、安全阀
未检验检测；2.西安徐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市分公司(驻煤矿项目部)正在大修75#自
卸卡车时未放置止轮器，未悬挂检修警示牌，
厢斗举起后未采用刚性支撑或者安全索固定厢
斗；3.1050内排土场至9#煤顶板联络道路无限
速标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弹性元件式一般压力表、
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JJG 52-2013）
7.5、《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ZF001-2006）B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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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九条、《煤矿安
全规程》第六百三十条第（一）项、《煤
矿安全规程》第六百三十六条第（二）
项；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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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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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15.0 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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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2年9月5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内 蒙 古 恒
东 集 团 白
家 梁 煤 炭
有 限 责 任
公司

1.煤矿Z-2号装载机后视镜破损；2.煤矿二采区
道路交叉路口未设置限速标志和道口路标；3.
煤矿开展的《风险分析管控知识培训》“一期
一档”考试卷有15人姓名涂改，考试记录造
假；4.煤矿职工王东、李亚存“一人一档”档
案中未记录历次接受安全培训、考核的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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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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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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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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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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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
整（¥100,000.00）。

30.0 0.0 30.0 

20 2022年9月6日
监察执
法四处

神 华 准 格
尔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黑 岱 沟
露天煤矿

1.北端帮1150主干道中段空车道侧台阶发生坍
塌，塌落石块压高压电缆，现场处置恢复用电
时未制定安全措施，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
管理；2.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黑岱沟
项目经理部2022年8月第3周周隐患排查记录表
显示，隐患排查内容还未填写，检查人员与复
查人员已提前签字；3.1070排土台阶东侧排土
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未保持3%～5%的反坡；
4.1135剥离平盘有运输车辆行驶，平盘西侧安
全挡墙高度0.3m，不足矿用卡车轮胎直径的2/5
（轮胎直径为1.6m）；5.1180排土台阶安全挡
墙不连续；6.北端帮跨台阶敷设电缆没有避开
有伞檐、裂缝的地段；7.1150主干道进入1120
、1135剥离平盘路口处未设置道口路标；8.中
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准能黑岱沟项目部有施
工作业人员535人，2022年《采剥作业规程》培
训只有190人参加学习；9.煤矿采场深部做储水
池排水，储水池周围未设置栅栏及警示标志；
10.排土场1200排土台阶存在积水区，积水面积
约900㎡；11.在1135剥离平盘作业的AC02#挖掘
机配备的灭火器缺少喷粉管，AC03#挖掘机配备
的灭火器指针指向红色区域，压力不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三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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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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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
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5.《煤矿安全规程》第五
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6.《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零九条第（二）款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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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四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五条；8.《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9.《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10.《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
九十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11.《煤矿
安全规程》第五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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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
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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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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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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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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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对
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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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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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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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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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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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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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元整（¥50,000.00）。

70.0 0.0 70.0 

21 2022年9月6日
监察执
法四处

中 国 神 华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哈 尔 乌 素
露天煤矿

1.北端帮1100主干道至1120剥离台阶道口处未
设置路标，坡道路段未设置警示标志；2.排土
场1100、1090排土台阶卸载区安全挡墙不连
续；3.1085剥离台阶北侧顶部存在伞檐，在此
处施工的挖掘机未停止作业，并撤离至安全地
点；4.煤矿在用的DK065#、DK096#自卸卡车轮
胎胎面破损，内部胎皮暴露；5.煤矿编制的《
2022年水灾事故专项预案演练方案》未向参与
演练的医疗救援与善后处置组、抢险救援组、
技术专家组人员贯彻。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一十四条第一
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五条；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七十
九条第（一）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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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五十条第（二）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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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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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
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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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30.0 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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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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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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22年9月9日监察执法四

鄂 尔 多 斯
市 华 兴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唐
家会煤矿

1.盘卷着电缆的轴盘（直径2.4m）放置在副井
下口南门近水平地面上，未采取防止滚动措
施；2.61208综放工作面辅运顺槽至一盘区西翼
辅助运输巷之间的两道无压风门底边漏风；
3.61208综放工作面应急广播系统2台终端故
障，无法播放声音；4.61208综放工作面运输顺
槽带式输送机中部急停装置拉线松弛垂地，无
法实现拉线急停功能；5.距6煤南辅运大巷掘进
工作面40米处安设的顶板离层仪最近观测日期
为8月19日，未按规定每日观测；6.6煤南运输
大巷带式输送机3#联巷和4#联巷之间的变坡位
置处未安设跑偏保护；7.煤矿利用61302辅运顺
槽疏放61303采空区积水，无放水观测记录；8.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团鄂尔多斯市矿建安装分
公司唐家会矿拆装工区未对8名作业人员贯彻《
61302工作面高压电缆敷设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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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煤矿安全规
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3.《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
条第一款、《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
四条第（三）项；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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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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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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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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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对煤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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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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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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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五）项对煤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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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50.0 0.0 50.0 

23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内 蒙 古 智
能 煤 炭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麻 地 梁
煤矿

 1.5011辅运顺槽掘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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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1辅
运顺槽掘进工作面消防管路阀门未设置支管；
3.5011辅运顺槽掘进工作面安设的两组自动隔
爆装置间距为500m，不符合《煤矿井下粉尘综
合防治技术规范》（AQ1020-2006）中规定的不
大于200米的要求；4.5011辅运顺槽掘进工作面
安设的应急广播系统终端备用电源故障无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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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九条
第一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煤矿井下粉尘综
合防治技术规范》（AQ1020-2006 ）
6.5.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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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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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0.0 20.0 

24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四处

内 蒙 古 伊
东 集 团 栗
家 塔 煤 炭
有 限 责 任
公司煤矿

1.煤矿未按照国家规定给安全员马永利投保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2.内蒙古腾闰矿业有限公司
栗家塔项目部技术经理李子杰自2021年10月份
任职，至今未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
一条第二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煤矿安全培
训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罚款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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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 20.0 0.0 20.0 

25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七处

国能宝日
希勒能源
有限公司
露天煤矿

1.南帮、西帮有两条GNSS边坡监测线只布置了
两个监测点，不符合《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
程监测规范》（GB51214-2017）4.2.2的规定
2.2206#自卸车悬缸漏油、液压管渗油、呼吸器
反油、大箱架子开焊、倒车镜有裂痕、轮胎外
侧有较大裂痕，未得到及时维修；3.调度室负
责边坡在线监测系统的5名工作人员未取得安全
监测监控特种作业操作证。

1.《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
（GB51214-2017）4.2.2；2.《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3.《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罚款人民币伍万元；2.《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罚款人民币伍万元；3.《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

20.0 0.0 20.0 

26 2022年9月9日
监察执
法七处

呼伦贝尔
东明矿业
有限责任
公司东明
露天矿

600平盘路段进行封堵后，未及时调整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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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罚款人民币伍
万元整。

5.0 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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