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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文件

乌煤安字 (2018) 5 号

关于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

"3.16"运输事故结案的批复

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政府：

由内蒙古德晟实业集@隋有限公司三矿 "3 .16" 运输事故

调查组提交的冰内腺古穗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3.16"

运输事故调查报告》已收悉，经我分局会议研究，现批复如

下

一、2018 年 3 月 16 日2 时 30 分左右， 内蒙古德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三矿排土场发生一起运输事故，死亡 1 人，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10了了8万元。我分局依照 《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组织乌海市安监局、海勃湾区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海勃湾区监察委员会依法成立了事故调查组，

并按法定程序对事故进行 了调查。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和调查

工作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二、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该

起事故为一般责任事故。

三、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责任的分析、认定和对事故

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 的处理意见。

四、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罚款共计534988

元 (伍拾叁万肆仟玖佰捌拾捌元) 由我分局依照法定程序执

五、同意事故调查组提 出的防范措施， 防范措施 由海勃

湾区煤炭局负责监督落实。

行

附件：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三矿 "3 . 16" 运输

事故调查报告

监察分局

抄送：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 乌海市人民政府，乌海市安监局，

海勃湾区监察委员会，海勃湾区煤炭局、海勃湾公安分局，

海勃湾区总工会，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本

分局事调室、 综合室存。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 2018 年 4 月 3 日印发

经办人：井甜 电话：0471 2097123 共印11份



网擀

内蒙 业集团郁艮公司三矿

‘各.16"运 艮告

2018 年3 月 16 日凌晨2 时30 分左右，内蒙古德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三矿排土场发生 -起运输享故，死亡 1 人 (死

者基本情况见下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了.78万元。(详见

附件3)。

死亡人员基本情况表

接到事故报告后，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

乌海市海勃湾区煤炭局有关领导及相关人员及时赶到事故现

场，听取 了煤矿对事故情况的 简要汇报， 并收集资料、 现场

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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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由内蒙古煤矿

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牵头组织乌海市安监局、乌海市海

勃湾区人民政府、海勃湾区监察委员会、海勃湾区煤炭局、

年龄

身份证号 籍贯

部位

伤害

二
培训情况

男 41 死亡

已培训，证号：

TM15020了19了了0

3103816



海勃湾 区总工会、 海勃湾公安分局 组成 了事故调查组。 事故

调查组随即展开 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累计调查 15天，组织现场勘查 2 次，调查询

问有关人员13人，形成调查笔录13份，收集相关资料35份，

召开事故分析会 5 次，并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的基本要求和 " 四不放过" 的原则 ，通过详细

的现场勘察、 调查询 问取证及综合分析， 查清 了事故发生的

经过和原 因，认定 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同时提出了对事故责

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具

体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 煤矿概况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 (以下简称 "德晟三

矿")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东南6公里处，桌子山煤田卡布其

矿区。隶属于内蒙古德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为乡镇煤矿。

德晟三矿为露天煤矿，单斗-卡车 间断式开采工艺 ，设计

生产能力45 万吨/年，核定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矿权境界

东西长1.56km, 南北宽1.2-1.8km, 面积约2.3702Km'。开

采煤层为9'、10'、14*、15*、16*、17'煤层，保有资源储量2050

万吨， 剩余可采储量为 1200 万吨， 平均剥采 比 17.5m'/t。

德晟三矿为证照齐全的生产煤矿，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

况为：矿长张旭东负责主持德晟三矿安全生产工作 ；总工程

师王亮负责煤矿技术管理工作；副矿长白智军负责煤矿的生



产管理工作；副矿长吴光元负责煤矿的安全管理工作；副矿

长赵树荣负责金矿机电设备管理工作;煤矿设有生产技术科、

调度室、安环科、机运科等职能科室，矿级领导班子成员均

取得了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德晟三矿现有一个生产作业队，作业方式为两班作业，

分为白班和夜班。煤矿现有13台挖掘机、54辆自卸卡车，7

台装载机 (铲车), 5 台洒水车，3辆工程指挥车

(二) 煤矿证照

采矿许可证号：C1500002011011120107040 (2014 年 12

月3日至2020年12月3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蒙)MK安许证字 (2010C027) (201了

年1月23日-2020年1月23日)。

营业执照证号：91150300了93612583N(2006年8 月31

日至2056年8月31日);

矿长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蒙

八150303196311201519,(2018年1月8 日-2020年1月7日);

(三) 事故地点相关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德晟三矿 内排土场 1220 排土平盘。

、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汇报过程

(一) 事故发生及抢救经过

2018年3月15日19时，主队值班副队长付强组织召开

夜班班前会，带班矿领导王亮 、吕喜良等20 名自卸车操作工

参加了班前会，班前会上，王亮组织员工学习了自卸车司机



操作规程及 自卸车行驶 中发生紧急情况的处置措施 。付强在

班前会上布置了当班的工作任务，并强调自卸车行驶过程中

要保持车距、车速、严禁超车，合理使用灯光，以及严禁车

辆带病作业等安全注意事项。会后，付强组织自卸车操作工

检查车辆状况，检查完毕后于 20 时驶入采场作业。

3 月 16 日 2 时 30 分左右， 自卸车操作工 吕喜良驾驶满

载剥离物的 3了号自卸车驶入 肉排土场排上 区，车辆进入卸载

区转弯调头后开始倒车，现场渣台管理员赵来秀发现该车辆

倒车速度过快，立即向吕善良晃动手电筒进行警示，但由于

车速过快， 37 号自卸车冲撞 出安全挡墙， 侧翻至一部 台阶坡

面上。渣台管理 员赵来秀立即通过对讲机将上述情况 向安环

科长李兵义进行了汇报，同时指挥铲车司机孙喜龙将铲车停

在 37 号 自卸车冲 出渣台的地点，以防其他车辆继续 向此处排

土，铲车停在指定位置后，赵来秀派铲车司机孙喜龙去察看

车辆、人员情况，发现车辆侧翻在一部 台阶坡面上，驾驶室

严重变形 ，吕善良被挤压在驾驶室 内无法活动 ，意识清醒。

李兵义接到赵来秀的汇报后与带班领导王亮立即赶到事

故地点，看到37号自卸车侧翻，驾驶员被挤压在驾驶室内，

李兵义向矿长张旭东汇报了现场情况，张旭东安排李兵义立

即组织挖掘机施救。李兵义调遣两台挖掘机进行现场救援，

同时通知车 队副队长付强携带钢丝绳赶往现场。 2 时 50 分左

右， 两台挖掘机到达 了事故现场， 此时， 矿长张旭东 也赶到

了事故现场。张旭东立即询问吕喜良的伤势情况，吕喜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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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东对伤者进行了安抚."你别着急，我1'1马上

随即安排一 台挖掘机在 37 号自卸车东侧用 铲斗顶住

辆车厢，防止再发生侧翻；另一台挖掘机在3了号自卸

方，将钢丝绳一端拴在挖掘机的铲斗上，另一端穿过

梁捆住 3了号自卸车，准备通过升高挖掘机铲斗将事故

起救人，先后起 吊了两次，均未将 37 号 自卸车 吊起来。

时，张旭东安排王亮向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故情况，并安排人员向"119"消防队进行求助。3时

安全矿长吴光元拨打了120救助电话。4 时左右，消

达事故现场，通过破拆等方法于5 时左右将吕喜良救

已到达现场的 120 医护人员抢救后，于 5 时 25 分抢救

1二

(二) 事故报告过程

事故发生后，现场渣台管理员赵来秀向安环科长李兵义

进行了汇报，随后李兵义向矿长张旭东汇报了事故情况，张

旭东到达事故现场后，安排总工程师王亮向内蒙古德晟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报告 了事故情况，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 团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多铸学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德晟三矿，5时许，

先后 向乌海市海勃湾 区煤炭局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 乌海

监察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

三、事故现场勘查及分析

事故发生后，乌海煤监分局、乌海市安监局、乌海市海

勃湾区人民政府、海勃湾区监察委员会、海勃湾区煤炭局、



海勃湾公安分局及德晟三矿相关人员2次至事故现场进行勘

查，现场勘查发现：37号自卸车侧翻至一部台阶坡面上，车

辆驾驶 室变形严重 。该排土场为 内排土场 ，排土工作面 向坡

顶线方 向有反坡、 安全挡墙高度约 60 了0cm, 大于 自卸车轮

胎直径的 0.4 倍 (37 号自卸车轮胎直径为 138.8c:n)。第一排

上平盘标高 1220, 第二排土平盘标高 1211 , 台阶高度 9m。

根据现场勘查、 调查取证， 吕喜 良未按 《煤矿安全规程》

第五百七十九条第四项 "严禁高速倒车，冲撞安全挡墙" 的

规定驾驶满载剥 离物的 37 号 自卸车在卸载 区高速倒 车，致使

37 号自卸车冲撞出安全挡墙，发生侧翻，造成事故。

四、事故原因

(一) 直接原因

吕善良驾驶自卸车在内排上场卸载区违章高速倒车，自

卸车冲撞 出安全挡墙， 侧翻在一部 台阶坡面上， 吕喜良被挤

压在驾驶室内受伤致死

(二) 间接原因

1. 德晟三矿日常警示教育不够，自卸车司机吕喜良安全

意识不强，冒险作业。

2. 德晟三矿管理不严密 ，《作业规程》及 《安全技术措

施》 中对夜间排上作业时，渣台管理人员如何有效指挥车辆

作业未做 出明确规定， 渣台 管理员现场未能有效制止 自卸车

高速倒车。

3. 新启用的内排土场卸载区夜间作业未及时设置照明



设施，对卸载区安全距离的准确判断有一定影响。

(三) 事故类别、等级及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运输事故，属一般

事故，本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一) 事故有关人员的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1.吕喜良，男，群众， 车队自卸车操作工， 驾驶 自卸车

在内排土场卸载区违章高速倒车，自卸车冲撞出安全挡墙，

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

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2.赵来秀，男，群众，渣台管理员，负责指挥 自卸车排

上工作，未能有效制止 吕喜良高速倒车的违章行为 ，对事故

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3000元；

3.付强，男，群众 ，车队副队长， 当班带班队长， 负责

车辆的调配等工作。对员工日常警示教育不够，对事故发生

负有一定管理责任， 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办法》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建议给予其罚 款人 民币 4000 元；

4.李兵义，男，群众，安环科长，负责当班现场安全管

理工作，对员工日常警示教育不够，现场监督检查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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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6000元；

5. 吴光元，男，群众，副矿长，负责煤矿的安全管理工



作。对生产作业安全检查不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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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8000元；

6.王亮 ，男，群众， 总工程师， 当班带班矿领导， 负责

煤矿技术管理 、安全教育工作 。技术管理不严 密，警示教育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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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给予 其罚款人

民币9000元；

7.张旭东，男，党员，矿长，主持煤矿安全生产全面工

作。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生

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 (试行)》第十八条第 (一) 顶的规

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罚款，即罚款 24988 元 r83295

元 (2017 年年收入) X 30%l。

(二) 事故单位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德晟三矿安全教育不够，安全管理不严密，新启用的内

排上场卸载 区夜间作业未及时设置照明设施 ，对本起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

建议给予德晟三矿罚款48万元。

六、防范和整改措施及建议

1.煤矿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进一步加强 员工安全教育

及技能考核工作 ，强化危险源辨识和风险管控工作 ，要进

步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排土场作业现场的监督检查，

严厉惩处超速行驶、 高速倒车等违章行为 ，有效遏制 "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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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发生。

2.煤矿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设备设施的及时规范设

置，排上场卸载区夜间作业应当有照明。

3.煤矿要加强技术管理工作，针对夜间排上作业，要明

确渣台管理员指挥车辆的具体规定及措施，提高《规程》《措

施》对生产现场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

意识，加大对所属煤矿的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煤矿做好

员工的安全培训、警示教育、风险管控、技术管理等各项工

作，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

责任制，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做到安全生产。

5.有关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监督

检查工作，督促煤矿企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认真吸取事故教习 , 举一反三， 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附件1: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3 .16" 运输事

故调查组成员 签字表

附件2: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3 .16" 事故直

接经济损失表

附件 3: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矿 "3 . 16" 事故现

场示意图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

运输事故调查组

0一八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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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 "3 . 16" 运输事故
调查组成员签字表

调查组职务

缒长

姓 名 } 单 位

李振搏 乌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徐 平 海勃湾区人民政府

陈祥 1 乌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鸟海市安监局

海勃湾区监察委员会

乌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事故调查宝

岛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监察二宝

岛海煤矿安全艋察分局监察正室

井甜 1乌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事故调查室

王拥军 海勃湾区煤炭局

高 鹈 乌海市安监局

马玉彪 i 乌海市安监局

! 李金飞 乌海市安监局

卜 一"'一 "

海勃湾区总工会

海勃湾公安分局

海勃湾区煤炭局

海勃湾区煤炭局

卜

职务职称

副局长

副区长

鬲!i调研员

懿局长

委员

主任

主任

主任科员

熟主任

局长

副科长

科员

科员

党组书记

副主席

签 名

孰组长

罅应龙

刘伟

高建荣

程艳明

朗秀用

室名闲

工

匈鹌缀

贝

厘珈
万

邪宝龙

李映波

元晓.

科员

科员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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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面’

"3.16" 运输事故现场示意图

中

午

千

卡

中

小

中

午

千

卡

1250

l189
1213

事故

发生

地点档蝻

1205
十

中部内排

厂部台阶

饧 年

中

1220
中

小

中

小

栩鑫例咝*一
道路

坡面

1211
坡底

排上路线

反玻

安金挡墙

#尹’

二圜
未

菸’.;, 氏
'弓;心

"i:1芽1钌蜘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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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内纛底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 “3.16" 运输事故

赡;入 直接经济损失表尤

‘￥*:}

14

惮 顼% 目 金额 (万元) 备注

火筘lg婷;42$巴后所支出费用

医疗费用 (含护理费) 0.05 含：120出
诊费用

丧葬与抚恤费用 95.4902
史葬费4902
元、抚恤费
950000元

补助及救济费用

歇工工资

落后处理 费用 2.748了

处理 事故 的事 务性 费用

现场抢救费用 1.弓

清理现场费用

蓼故赔偿费用

财产损失价值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

10 流动资产损失价值

合 - L07.了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