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信息公开表

2022年11月26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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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2年12月5日 监察执法一处
神华集团海勃湾
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露天煤矿

主井胶带输送机机尾清扫器为自制
加工的清扫器，无调节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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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万元整
（¥30,000.00）

2 2022年11月29日 监察执法一处
国家能源集团乌
海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骆驼山煤矿

2022年11月16日入井人员李天、刘
秀合因标识卡无电，其出入井信息
及轨迹未在人员位置监测系统中显
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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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2年12月6日 监察执法一处
国能乌海能源黄
白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1.11月8日中班中煤三建黄白茨项目
部带班领导房林升井时间为当日
23:52，当班作业人员升井时间为次
日0:27，带班领导未按规定与当班
工人同时升井。2.中煤三建29处黄
白茨项目部未配备满足工程需要的
安全员及地质专业技术人员。

1.《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
督检查规定》第五条第一款；2.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十七条

1.依据《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
定》第十九条，对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二十九工程处黄白茨项目部罚款人民
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0.00），对项目部
经理徐远亮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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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九工程处黄白茨项目部罚款人民币贰万元
整（¥20,000.00），对项目部经理徐远亮罚款
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

4 2022年11月28日 监察执法一处
乌海市裕隆利胜
矿业有限公司利
胜煤矿

二水平泄水巷皮带尾转动部位无警
示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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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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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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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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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整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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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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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2年12月2日 监察执法二处
内蒙古蒙泰煤电
集团有限公司满
来梁煤矿

1.4煤2盘区主运大巷掘进工作面未
安设直通矿调度室的有线调度电
话；2.4109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带
式输送机机尾处未设置防护栏；
3.4109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200m处
信号电缆和电力电缆混挂，间距小
于0.1m。

分别违反了1.《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零七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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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项、《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第十八条第（九）项；
2.《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
四条第（九）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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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分别给予： 
1.责令停产整顿，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玖拾伍
万元整（¥950,000.00），建议发证部门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矿长王平川处罚款人
民币陆万陆仟元整（¥66,000.00）；2.对煤矿
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3.对
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合计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佰零壹万元整
（¥1010,000.00），对煤矿矿长王平川处罚款
人民币陆万陆仟元整（¥66,000.00）。

6 2022年9月1日 监察执法二处
铁煤集团内蒙古
东新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1.探放水工尹广杰、张宝成未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格，上岗作业；2.51107综采工作面
上隅角甲烷传感器安设位置距离巷
壁为100mm。

第一项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的规定；第二项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和《煤矿安全监
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1029—2019）6.1.1的规
定。

 1.针对第一项行为，因多人无证上岗，故建
议从重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规定， 对煤矿罚
款壹拾万元（¥100,000.00）；2.针对第二项
行为，因工作面上隅角甲烷传感器数据不准
确，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故建议从重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
条第（二）项规定，对煤矿罚款伍万元
（¥50,000.00）。

7 2022年12月6日 监察执法三处
内蒙古北联电能
源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高头窑煤矿

1.301机头硐室及绕道掘进工作面迎
头甲烷传感器和工作面一氧化碳传
感器使用塑料薄膜封闭采气孔；
2.301机头硐室及绕道掘进工作面探
放水管理牌板记录帮部钻孔深度为
58米，现场实测为7米，探放水管理
牌板钻孔深度数据造假；3.301机头
硐室及绕道掘进工作面帮部部分锚
杆施工角度不符合作业规程规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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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反了《煤矿安全监
察条例》第三十二条；3.违反了
《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七
条第一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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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一款，
责令煤矿停产整顿，对煤矿罚款人民币玖拾伍
万元整（¥950000.00），对煤矿矿长罚款人民
币叁万元整（¥30000.00），建议由主管部门
暂扣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2.依据《煤矿安全
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给予煤矿警告，对煤
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依
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对煤矿总工程
师和生产副矿长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00）。3.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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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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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年12月1日 监察执法三处
鄂尔多斯市中北
煤化工有限公司
色连二号煤矿

1.12409综采工作面胶带顺槽退尺
2600米处非开采帮有长2米、宽1米
、厚0.5米的片帮未处理；2.12409
综采工作面胶带顺槽退尺2450米处
顶板离层仪损坏未处理；3.12407E
综采工作面胶带顺槽皮带机头堆煤
保护传感器触头水平位置不在落煤
点正上方；4.5煤回风大巷探放水施
工记录薄中记录10月19日早班班长
张树立、10月20日中班班长高洋、
10月21日中班班长张宏仪均在该巷
道进行探放水，查阅人员定位记录
显示以上三人均未去该巷道进行探
放水，探放水施工记录造假；
5.12203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300米
处两个皮带架缺少底托辊。

分别违反了：1.《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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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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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4.《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第三十二条；5.《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的规定。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四条对煤矿罚款贰万元整（￥
20000.00）；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对煤矿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整（￥50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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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
4.依据《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给予
警告，对煤矿罚款人民币拾万元整（￥
100000.00）；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对煤矿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合并罚款人民
币贰拾柒万元整（¥270,000.00）。

9 2022年11月14日 监察执法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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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8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带式输
送机机尾处沿线急停闭锁保护拉线
缠绕，无法实现拉线急停闭锁功
能；2.监测监控工乔旺入井作业时
未随身携带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
仪；3.调度员王金在未经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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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
条第（一）项；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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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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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罚款人民币
壹拾万元整（¥100,000.00）。

10 2022年1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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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05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掘进机
内喷雾装置无法实现喷雾功能，也
未使用与掘进机联动联控的除降尘
装置；2.6煤南辅运大巷掘进工作面
设置的应急广播现场试验无声音，
不能发出应急指令；3.无轨胶轮车
所经过的61305运输顺槽绕道拐弯处
未设置防撞装置；4.61305运输顺槽
掘进工作面带式输送机机尾处沿线
急停闭锁保护拉线缠绕，无法实现
拉线急停闭锁功能；5.支护工曹虎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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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条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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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
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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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二条
第（十）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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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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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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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第（三）
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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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年11月18日 监察执法四处
内蒙古西蒙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准
旗弓家塔煤矿

1.采场内存在有危险的火区，火区
周围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3#矿用自卸卡车配备的灭火器指
针指向红区，压力不足，处于失效
状态；3.安全监测监控工赫沉书未
取得煤矿安全监测监控特种作业操
作证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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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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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九十五条第二款；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

分别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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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项，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12 2022年11月19日 监察执法四处

内蒙古汇能煤电
集团羊市塔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一
矿

1.安全监测监控工白波入井作业时
未随身携带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
仪；2.6253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构
筑有防火门墙，附近未储备足够数
量的封闭防火门的材料；3.6253综
采工作面机尾附近未设置应急广播
系统；4.检查时在6253工作面做甲
烷超限断电试验，断电后安全监控
系统未与人员定位系统应急联动；
5.综采队电工刘海2022年11月8日未
携带人员定位标识卡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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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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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
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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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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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条第一款和《煤矿安全规
程》第五百零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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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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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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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022年11月21日 监察执法四处
内蒙古伊泰煤炭
股份有限公司凯
达煤矿

1.6-2煤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带式输
送机机尾处急停保护拉线堆积缠
绕，无法实现急停闭锁功能；
2.掘进二队支护工李军、白小平未
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作
业。 

1.《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
四条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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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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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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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022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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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机司机白广亮、水车司机李
保明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上岗作业；2.+1290内排土场排土工
作面向坡顶线方向未保持3%-5%反
坡；3.+1300剥离台阶顶部存在悬浮
大块，185#挖掘机在正下方作业时
未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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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二）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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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五）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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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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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条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00）。

15 2022年11月26日 监察执法四处
准格尔旗西召中
兴煤矿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

1.采场至排土场运输道路未设置限
速、道口等路标，长距离下坡路段
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2.7#装载机
在外排土场+1390排土台阶排土作业
时与正在卸载物料的519#矿用自卸
卡车距离为2米，未保持足够的安全
距离；3.煤矿未将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向从业人员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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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八十条第（三）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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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罚款人民币壹拾
万元整（¥100,000.00）。

16 2022年12月5日 监察执法五处
内蒙古白音华海
州露天煤矿有限
公司

1.开大项目部+939内排土场卸载区
夜间作业无照明；2.坑下正在作业
的编号为282号自卸车左侧转向灯无
法使用；3.开大西区项目部排土场
卸载区安全挡墙不连续；4.煤矿提
供的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报告评
审人员名单中部分评审人员在报告
编制时间之前已经离职，提供虚假
资料。

1.《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八十
二条；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
百六十四条；3.《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一）项；
4.《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
二条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给予煤矿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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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仟元整（¥5，
000.00），对相关责任人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
整（¥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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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煤矿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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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对相关责任
人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4.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五条给予煤矿警
告，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
000.00）。合并罚款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整
（¥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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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2年12月5日 监察执法五处
内蒙古胜利矿区
胜利西二号露天
煤矿

1.煤矿其他从业人员董宏达，宋臣
每年再培训时间有效期至2022年10
月22日，已超期，未组织再培训；
2.煤矿地质预测预报未做到期末总
结3.坑下破碎站配备的灭火器材未
做到定期检查和更换，已经失效。

1.《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2.《煤矿地质工作
规定》第五十八条第（三）项；
3.《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九十
五条第二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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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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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主
要负责人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5，
000.00），对相关责任人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
整（¥5，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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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罚款人
民币壹拾贰万元整（¥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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