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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煤安字〔2017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察分局关于对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范家村煤矿 "3 ・ 21”顶板瞒报事故结案的批复 

东胜区人民政府： 

2017年 3月21日 17时 30分，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的鄂

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以下简称范

家村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

失278. 46万元。 

事故发生后，该矿未按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及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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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察机构报告，隐瞒了事故。2017年5月 2日，内蒙古煤矿安

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察分局（以下简称分局）接到内蒙古煤矿安

全监察局转来的事故举报材料后，立即派员展开外围核查。通过

核查，查明范家村煤矿于2017年3月21日在井下2109运输顺槽掘

进工作面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1人死亡。 

6月8日，依据《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分局会同鄂尔多斯

市煤炭局，东胜区煤炭局、安监局、监察局、公安局、总工会

等部门，组成了事故调查组，并邀请东胜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

加，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发生后煤矿瞒报事故，调查时，事故已发生70多天，事

故现场已不存在，给事故调查取证带来了难度。事故调查组历时 

15天，先后调查询问相关人员16人次，制作调查取证笔录16份， 

收集各种材料30余份，入井现场勘察1次。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外围走访、调查取证、技术鉴定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

时间、地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及事故的瞒报过程，确定

了事故性质、、类别，对事故原因、责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事

故责任单位和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对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提出了防范整改措施，并形成了《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3 ・  21”顶板瞒报事故调查报告》（见

附件），现批复如下： 



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和工作程序符合《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第 296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3 号）等规定。 

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事故性质认定，这

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事故发生后瞒报。 

同意事故调查组对有关责任人员和事故责任单位提出的

处理建议。 

同意事故调查组提出的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并由东胜

区煤炭局负责监督落实。 

该起事故处理落实情况，由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鄂尔

多斯监察分局监督实施。 

附件：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

矿“3 ・ 21”顶板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内蒙古煤矿安全蓝察耳矍黝丈梦M监察分局 



抄送：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鄂尔多斯市煤炭局，东胜区煤炭局、 安

监局、公安局、总工会、监察局、检察院，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 

鄂尔多斯监察分局综合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6 日印发 

经办人：马龙 
	

联系电话：0477-385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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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范家村煤矿 "3 ・ 21”顶板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2017年3月21日 17时30分，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的鄂

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以下简称范

家村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

失278. 46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计算表见附件1) 。 

具体伤亡情况：熊良红，男，44岁，安徽淮北市人，初中文

化程度，1994年7月参加工作，掘进工，事故中死亡。 

事故发生后，该矿未按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及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报告，隐瞒了事故。2017年5月 2日，内蒙古煤矿安

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察分局（以下简称分局）接到内蒙古煤矿安

全监察局转来的事故举报材料后，立即派员展开外围核查。17 

日，又接到举报该矿发生死亡事故的材料，由于两次举报内容都

过于简略，分局工作人员经过与举报人电话联系，初步判断两次

举报所称事故死亡人员可能为同一人：熊良红。 5月22日，分局

走访东胜区公安分局铜川派出所，通过调阅流动人口登记信息等

手段，确认范家村煤矿确有登记姓名为熊良红的人。之后，经分

局工作人员查阅范家村煤矿相关规程、培训记录以及调查煤矿相

关管理人员，范家村煤矿才承认：该矿于2017年3月21日，在2109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亡人 



员熊良红。 

6月 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

监察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分

局会同鄂尔多斯市煤炭局，东胜区煤炭局、安监局、纪委监察局、 

公安局、总工会等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东胜区人民检察

院派员参加，针对2017年 3月21日范家村煤矿2109运输顺槽掘进

工作面顶板事故，展开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见附 

事故发生后煤矿瞒报事故，事故调查时，事故已发生70多天， 

事故现场已不存在，给事故调查取证带来了难度。事故调查组历

时15天，先后调查询问相关人员16人次，制作调查取证笔录16 

份，收集各种材料 30余份，入井现场勘察1次。通过查阅大量资

料、外围走访、调查取证、技术鉴定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及事故的瞒报过程， 

确定了事故性质、类别，对事故原因、责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

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对避免类似事故的 

发生提出了防范整改措施。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范家村煤矿隶属情况 

范家村煤矿隶属于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于2006年8月组建，由鄂尔多斯蒙泰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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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参股。 

（二）矿井概况 

范家村煤矿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北部，行政区划隶属于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镇。井田面积10. 0276平方公里，保有资 

源总量8601. 3万吨，井田可采煤层共七层，主采煤层为 2-2中、 

4-1煤层。井田构造为一向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倾角3~ 5
。。 

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型，瓦斯等级为低瓦斯矿井，煤层自

燃倾向等级为容易自燃，煤尘具有爆炸性。 

该矿设计生产能力120万吨／年，服务年限40年。 2012年 4 

月 6日，经自治区煤炭工业局核定生产能力为 240万吨／年，矿

井服务年限17. 9年。 

该矿井采用斜井和立井混合开拓方式，工业广场内建有主

斜井、一号副斜井、二号副斜井、回风立井，主斜井倾角160 、 

一号副斜井倾角为 5。、二号副斜井倾角为 5. 50 。煤矿回采工

作面采用走向长壁后退式采煤方法，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掘

进工作面采用综合机械化掘进工艺。采用双回路供电，两趟 

10kV 电源取自 35KV 麻黄湾变电站不同母线端。矿井一水平、 

二水平中央水泵房分别安装 3台矿用耐磨多级排水泵。矿井装

备一套 KJ328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一套 KJ139 (A）型矿井人

员定位及车辆管理系统。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均已安装到位并能

正常使用。 



该矿现有职工人数为 404人，劳动组织采用“三八制”作

业方式。该矿井下采掘作业、安全生产管理与淮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淮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范家村煤矿设立

项目部。 

事故发生前，该矿证照齐全，且均在有效期内，为合法生

产煤矿。 

（三）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项目部

概况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项目部（以下

简称淮北项目部）隶属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2014年 8月，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矿山工程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 

年2月15日。该项目部自 2014年8月进驻范家村煤矿，与煤矿签

订了 《安全生产服务协议》、《井巷工程服务协议》、《煤矿安全

生产服务、井巷工程服务安全协议》，承担范家村煤矿所有采

掘生产及其他工程。项目部负责人为牛广玉，配备了负责安全

和生产的副经理，均纳入了煤矿安全管理机构中。项目部与矿

方共同构建了生产技术部、安全部、通防部、机电部、调度室

等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纳入了煤矿统一管理体系。另下设：综

采区、掘进区、机运区等生产单位。综采区下设两个生产队、 

一个机电队，掘进区下设两个综掘队。 



（煤矿安全管理机构概况 

煤矿安全管理机构健全，配备矿长1名，安全、生产、机 

电副矿长各1名，总工程师1名，副总工程师 9名，设置有生产

技术部、机电部、安全部、通防部、调度室等相关业务科室，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均经过培训并取得了考核合格证。该矿制定

并执行了矿领导带班入井制度，事故发生当班有矿领导下井带

班。 

（事故前矿井生产情况 

事故发生前，该矿有一个综采工作面、一个安装工作面和

两个掘进工作面。一水平1118综采工作面正常生产，该面长度 

为 162米，设计采高平均为 2米；二水平2116综采工作面正在安 

装设备阶段，该面长度为 216. 8米，设计采高 5. 5米。掘进工作

面有：2109运输顺槽、2109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设计长度均

为 994米，支护方式为锚网索支护。 

（事故地点概况 

事故发生在该矿2109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迎头。2109运输

顺槽设计长度994米，巷道断面为宽 x 高＝5. 5 x 4米，采用锚网索

支护，顶板锚杆间排距0. 8 x 0. 9米，即巷道每排中间布置一根锚

杆，靠左靠右依次布置三根，锚索间排距2. 4 x 3. 6米，同时两帮

采用锚网加固。事故发生前，2109运输顺槽已掘进到距回撤通道 

380米处。（事故发生地点示意图见附件3) 



（七）事故发生前政府部门管理情况 

范家村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由东胜区煤炭局承担，区煤炭局

下设安监站，安监站设两个安监室分片不定期对煤矿进行巡

查。 

二、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 3月 21日 12时 30分，范家村煤矿综掘一队中班班前

会由班长何胜利主持召开，当班出勤 8人，何胜利安排当班工

人正常掘进，同时强调了安全注意事项。约13时 30分，工人开

始下井。到工作面接班后，顶板已支护到迎头，右帮挂网滞后 

7-8排锚杆距离（锚杆排距 0. 9米），何胜利组织人员正常掘进， 

其他人员负责向工作面搬运支护材料、挂右帮帮网、操作胶带

运输机等工作。掘进完成一个循环作业 2. 7米后，后退综掘机， 

何胜利安排熊良红进行了敲帮问顶。之后打锚杆进行顶板支

护，何胜利和蔡虎打靠左帮的锚杆，代兵和熊良红打靠右帮的

锚杆。约17时 30分，支护到第三排靠右帮的最后一根锚杆时， 

由于片帮巷道底板浮煤比较多，锚杆机无法立稳，锚杆机司机

代兵清理浮煤，熊良红在一旁站立。此时，何胜利看到顶板有

点掉渣，立即喊叫：赶紧后撤。听到喊声，代兵跑出来了，熊

良红躲闪不及，被冒落的煤块（长度约10 0cm、宽度约80-90cm、 

厚度约40-50cm) 砸倒，胸部及以下部位被煤块压在下面。 



（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何胜利同班组其他人员将熊良红救出并抬到综

掘机后边，同时通知采掘工区地面值班室。值班人员李云龙派车

入井，并通知了采掘区长张龙和综掘一队队长胡海龙等人。约18 

时10分，入井车辆将熊良红运送升井。生产副总工程师兼淮北项

目部经理牛广玉及驻矿医生程振等人在煤矿材料库门口等待救

援，驻矿医生程振对熊良红进行了检查抢救，确认熊良红已无生

命体征。至此，救援工作结束。 

项目经理牛广玉派高德仲与驻矿医生程振将熊良红运回淮

北市，并与其家属协商善后事宜。第二天上午11点多到达淮北的

医院，开具了 《死亡诊断书》。 

（事故隐瞒过程 

熊良红被运送升井，检查确认死亡后，范家村煤矿生产副总

工程师兼淮北项目部经理牛广玉召集项目部其他管理人员商议

后，牛广玉决定对事故隐瞒不报，并安排总支书记高德仲与驻矿

医生程振将熊良红运回淮北，与其家属协商处理善后事宜。牛广

玉未向范家村煤矿负责人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报告事故，对事故进行了隐瞒。直到 6月 5日，分局展开事故外

围核查后，才承认发生顶板事故。 

事故发生后，淮北项目部私下与死者家属协商并达成赔偿协

议，共计赔偿275万元。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直接原因 

范家村煤矿综掘一队中班工人支护顶板时，工作面迎头右侧

的顶板离层发生冒落，正在下方作业的熊良红被冒落的煤块砸

住，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1 范家村煤矿综掘一队掘进工熊良红未认真执行敲帮问顶

制度，未及时发现并处理离层的顶板。 

2 范家村煤矿《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执行不严格，在2109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压力大时，未及时缩小掘进循环进度（即采

用一掘一锚的工序作业）。 

3 范家村煤矿对职工妥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职工安全自保

互保意识差；锚杆机司机存在无证上岗，违章作业。 

（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顶板事故，死亡一人， 

属一般事故。根据以上事故原因分析，认定这是一起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且事故后瞒报。 

四、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 熊良红，群众，范家村煤矿综掘一队掘进工，在顶板支护

中，配合锚杆机司机代兵打锚杆。在作业过程中，安全自保意识 



差，未认真执行敲帮问顶制度，未及时发现并处理离层的顶板， 

顶板冒落后被砸住造成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在

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何胜利，中共党员，范家村煤矿综掘一队班长，负责组织

当班工人掘进巷道。在实际履行职责中，组织工人在掘进工作面

作业时，未认真执行《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监督执行敲帮问

顶制度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陆仟

元 ( ￥600O. 00) 。 

3．胡海龙，群众，范家村煤矿综掘一队队长，负责综掘一队

安全生产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 

落实不严格，在2109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压力大时，未及时安排

调整掘进循环进度，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

柒仟元（￥7000. 00 ）。 

4．张龙，中共党员，范家村煤矿掘进区区长，负责掘进区安

全生产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 《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 

贯彻落实不严格，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

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建议处罚款人民币捌仟元（￥8000. 00) 。 

5．吕绪富，中共党员，范家村煤矿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 



部长，同时为淮北项目部生产副经理，负责生产技术部全面工作。 

在实际履行职责中，掘进区《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贯彻落实不

到位，对职工违章行为查处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

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

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9000. 00元）。 

6．朱振环，中共党员，范家村煤矿副总工程师兼淮北项目部

安全副经理，协助安全副矿长负责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在实际履

行职责中，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职工违章行为查处不

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9000. 00 

7．牛广玉，中共党员，范家村煤矿生产副总工程师兼淮北项

目部经理，负责淮北项目部全面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未严

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存在漏洞，对事故发生

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伍佰元（￥9500. 00) 。 

在事故发生后，未向范家村煤矿负责人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煤

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事故，直接隐瞒了事故，对事故瞒报负有主

要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100％的罚款），建

议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伍万柒仟贰佰元（￥157200. 00) 。依据《生 

元） /LJ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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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建议合并

处罚款人民币壹拾陆万陆仟柒佰元（￥166700. 00) 。 

8 刘飞鹏，中共党员，范家村煤矿副总工程师，协助机电副

矿长负责机电管理工作，事故当班带班矿领导。在买际履行职责

中，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存在漏洞，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井下存在的

违章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 

( ￥9000. 00) 。 

9 张健，中共党员，范家村煤矿安全副矿长，负责煤矿安全

管理工作。在实际履行职责中，组织开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不力，对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

议处罚款人民币玖仟元（￥9000.00) 。 

10 张振国，中共党员，范家村煤 rr长，煤矿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负责煤矿安全生产全面工作。在买际履行职责中，安

全管理制度落买不力，疏于现场管理，对发生事故失察，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

八条的规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建议处罚款人民

币叁万捌仟元（￥38000. 00) 。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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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村煤矿作为事故责任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

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处罚

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O0000. 00) 。事故发生后瞒报，依据《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二条的规定，按照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建议处罚款人民币壹佰肆

拾万元（￥14 00000. 00) 。范家村煤矿综掘一队代兵未取得锚杆

机司机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违反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培训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

训规定》第三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建议对煤矿处罚款人民币壹拾

伍万元（￥150000. 00)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

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建议对范家村煤矿合并处罚款人民币贰

佰零伍万元（￥2050000. 00) 。 

五、防范和整改措施 

1．范家村煤矿要切实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认真执行“三大规程”，不断提高区队和班组安全管理

水平，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 

2．范家村煤矿要进一步加强掘进工作面管理，督促从业人

员认真执行敲帮问顶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加强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力度，杜绝违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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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家村煤矿要强化对现场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全教

育和培训工作，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防范和自保互保意识，不

断提升安全管理、安全作业整体水平。 

附件：1.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 

"3 ・  21”顶板瞒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计算与统计表 

2.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 

"3 ・  21”顶板瞒报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3.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 

"3 ・  21”顶板瞒报事故现场示意图 

鄂尔多斯市蒙泰范家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范家村煤矿 

"3 ・ 21”顶板瞒报事故调查组 

2017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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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Page 9
	Page 10
	Page 11
	Page 12
	Page 13
	Page 14
	Page 15
	Page 16
	Page 17
	Page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