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噩i 至i ' 莠i ' i 堡 ’l ' i j i 旦 {
二日汹 此世) '''=一 (也)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文件

乌煤安字 (2018) 4 号

关于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老石旦煤矿 "1 .13" 机电事故结案的批复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由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石旦煤矿"1.13"机电

事故调查组提交的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石旦煤矿

"1.13"机电事故调查报告》 已收悉，经我分局会议研究，

现批复如下：

一、2018 年 1 月 13 日16 时 30 分左右，神华乌海能源

有限责任公 司老石旦煤矿机 电队地面开关检修车 间发生一起

机电事故，死亡 1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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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经信委、乌海市总工

立了事故调查组 ，同时邀请乌海市

定程序对事故进行 了调查。事故调

序符合法律规定。

二、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

起事故为一般责任事故。

三、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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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伍拾肆万伍千贰佰 陆拾贰元) ,

乌海监察分局依照法定程序执行。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

定程序执行，并及时将处理结果报

六、同意事故调查组提出的防

司负责监督落实。

会、海南公安分局依法成

监察委派员参加，并按法

查组的组成和调查工作程

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该

任的分析、认定和对事故

员的行政罚款共计545262

由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

党内处分 由你公司依照法

我分局备案。

范措施 ，防范措施 由你公

附件：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石旦煤矿

机电事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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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f扦乌海能源郁艮责任公司

老石旦煤矿"1.13"机r明轱刿酬对反告

2018年1月13日16时30分左右，神华乌海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老石旦煤矿 (以下简称"老石旦煤矿") 机电队地面

开关检修车 间发生一起机电事故，死亡 1 人 (死者基本情况

见下表),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4.2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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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海市安监局 、海南公安分局有关领导及相关人员 立即赶赴

事故现场，听取了煤矿对事故情况的简要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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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4 日，内蒙古煤矿安全

监察局乌海监察分局组织乌海市安监局、乌海市经信委、乌

海市总工会、海南公安分局组成了事故调查组，并邀请乌海

市监察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随即展开了事故调查工作。

姓名 身份证号 丁 丁

男 36



事故调查组累计调查 13天，组织现场勘查 2 次，调查询

问有关人员 14 人，形成调查笔录 15 份，收集相关资料 27 份，

召开事故分析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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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认定及综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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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 煤矿概况

岩石旦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境内，桌子

山煤田的西翼，隶属于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有

重点煤矿。

老石旦煤矿设计生产能力60万吨/年，核定生产能力150

万吨/年，煤矿井田走向长7.12km, 倾斜宽1.了km, 面积约

9.7764Km', 保有资源储量4755.18万吨，剩余可采储量为

3493.45 万吨。煤矿采用斜立井混合开拓方式，单一水平分

区式开采，共布置主斜井、副斜井、16#进风井、回风立井4

个井筒。该矿为低瓦斯矿井 ，通风方式为 中央分列式通风。

老石旦煤矿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为：矿长兼党委书记

王铁军主持老石旦煤矿全面工作 ；党委副书记付空军协助党

委书记分管金矿党群工作 ，负责党建工作 ；总工程师马 友魁，

全面负责矿井技术管理工作；副矿长赵常辛协助矿长负责矿



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副矿长杨会宁协助矿长负责金矿安全

管理工作；副矿长刘永军协助矿长负责金矿机电运输管理工

作；副矿长于洪林协助矿长负责洗煤安全生产及技术管理工

作。副总工程师白仝平协助机 电副矿长负 责金矿机 电、运输

管理及技术工作 。煤矿设有 安健环科 、生产技术科 、生产指

挥中心、经营管理科、党政办、技改办、保卫科等职能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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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矿机电队负责井上下高压供 电、机 电设备加工维修等

工作，管理机加工车间、开关检修车间等地面附属场所。队

长王瑞林全面 负责该 队的 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 死者杨国 光为

机电队设备检修工，取得了特种作业操作证，证号

TM15030319811123151X,有效期限:2017年10月25日至2023

年 10 月 25 日。

(三) 矿井证照

采矿许可证号 ：C1500002010041 120062203 (2016 年 8

月3日至2018年了月30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2013CG004 (2016 年6 月8 日-2019 年

6月7 日)。

营业执照证号：91150300814671225X(2002年了月8 日

至长期);

矿长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蒙

A150203198312103957(2017年10月26日-2020年10月25



(三) 事故地点相关情况

开关检修车间在机电队办公区域的北面，1992年建成，

砖混结构、预制板房顶，占地 40m', 车间内东侧布置空气开

关配电箱一台，中间布置开关检修平 台一个、西侧布置开关

检修平台一个。车间660V电源来自机电队机加工车间东侧-

含油浸式变压器(SJ-320/6/0.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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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3 日7 时 20分，机电队班长石泽斌组织召

开班前会并点名，当班出勤31人，其中电工班组出勤10入

队长工瑞林，副队长吴刚、张海军参加了班前会。班前会上，

分管 电器维修作业 的副队长吴刚 安排 电工班长宋利 民去井下

改造高压线路；电工组长周会去 6K丫变电所监护停送电作业

并带领电工地面检修132KV 无极绳绞车电机，并强调了停送

电注意事项及安全防护用品的合理佩戴。队长王瑞林强调地

面加工配件要注意数量， 严禁浪费 ；所有关于停送电 的工作

严格按流程执行，认真填写联保互保单；会后，宋利民带领

刘军去井下改造 614 和 624 高压线路，电工陈欢井下配合钳工

更换16‘主排泵房潜水泵并接线；周会、杨国光、白清亮、杭

明国在地面卷线车 间检修 132KW 无极绳绞车 电机；代军章去

北三沟里 (地面 )停送电；焦伟和崔建华在地面开关检修车

间检修开关

日 );



15时左右，周会和杨国光在检修完132KW无极绳绞车电

机后，又去开关检修车间检修开关，当时处于中’司检修平台

西侧的崔建华在检修一台QBZ-30A矿用隔爆型开关、处于中

间检修平台中部的焦伟在检修QBZ-80N矿用隔爆型开关。周

会在中间检修平台东侧检修一台QBZ-80A矿用隔爆型开关，

杨国光单独在车 间西侧检修平 台检修一 台 QBZ-30A 矿用 隔爆

型开关。16 时 30 分，焦伟听见杨国光 "啊" 的一声，看见

杨国光一只手抓着接在 QBZ-30A 开关本体上的电源线头，焦

伟立即喊 "停电", 周会将 660丫电源断开 ，随后，杨国光倒

地。这时，焦伟立即跑向杨国光，并将杨 国光头朝上抱在怀

里与周会一起给杨国 光做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 ，当时，杨国

光没有意识。16 时 32 分，周会向吴刚电话汇报了现场情况，

随后，吴刚赶到开关检修车间，又组织人员现场急救。16时

37分左右，吴刚安排周会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吴刚电话

通知张海军向队长王瑞林和矿调度室汇报事故情况。16时48

分，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 ，医护人员 现场检查后 随即将杨国

光抬上救护车，送到乌海市海南区人民医院进行抢救，17时

06分，杨国光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三) 事故报告过程

事故发生后，16时45分，张海军向矿调度室汇报，接

到汇报后调度员 黄金忠分别 向副，恙工程师以上的矿领 导汇报

了事故情况。17时36分，老石旦煤矿调度员黄金忠向内蒙



古煤矿安全监察局 乌海监察分局 、乌海市安监局 报告 了事故

‘清况。

三、事故现场勘查和技术分析

(一) 事故现场勘查

2018年1月13日晚，乌海煤监分局、乌海市安监局、海

南公安分局及老石旦煤矿相关人员 2 次至事故现场进行勘

查，现场勘查发现： 该矿开关检修车 间为砖混结构 、预制板

房顶，占地 40m', 地面及检修平台 上铺有废 旧皮带，现场配

备2套绝缘靴及绝缘手套。车间内东侧布置空气开关配电箱

台，做为试验电源 ，中间和西侧分别布置检修平 台一个，

事故发生在西侧开关检修平台处。山杨国光检修的 QBZ-30A

矿用隔爆型开关本体在西侧检修平台上，外壳摆放在地面上，

试验电源线掉落在开关本体下方的地面上。

(二) 技术分析

根据现场勘查、 调查取证， 并经技术分析 ，机电队设备

检修工杨国光在检修 QBZ-30A 矿用隔爆型开关过程 中，违反

了 《矿井维修电工操作规程》 中 "检修、 安装 、挪移机 电设

备、电缆时，禁止带电作业" "操作电气设备时，操作人员必

须戴绝缘手套、 穿高压绝缘靴或站在绝缘 台上操作" 的规定，

造成触电事故。

四、事故原因

(一) 直接原因

机电队设备检修工杨国光在检修 QBZ-30A 矿用 隔爆型开



关时，未按规定穿 戴绝缘手套和高压绝缘靴并带 电检修开关

本体，导致触电身亡。

(二) 间接原因

1.岩石旦煤矿安全培训教育不够， 机电队设备检修工杨

国光安全意识不强，冒险作业，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2.老石旦煤矿机 电队现场管理不严 密，未能及时发现和

制止杨国光违章作业行为，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3.老石旦煤矿对机电队电气检修作业监督管理不力，是

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三) 事故类别、等级及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机电事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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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光，男，群众，机电 队设备检修工， 未按规

戴绝缘手套和绝缘靴并违章带电检修电气设备，对事故

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2.周会，男，群众，机电队电工组长，现场管理不

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杨 国光违章作业行为，未能有效履

督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调离原岗位，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5000元；

3.吴刚，男，党员，机电队副队长 (分管 电器维修作

般

定穿

发生

力，

行监

依据

, 建

业 ),

- 9



负责当班的安全管理工作 ，日常监督、管理不力 ，未能认真

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

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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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瑞林，男，党员，机电队队长，负责机电队全面工

作。对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够、安全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

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依据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

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降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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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李永丰，男，党员，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分管金矿机

电业务管理工作。对机电队电气检修作业监督管理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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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罚款人民币5000元；

6.白仝平，男，党员，机电副总工程师， 协助机 电副矿

长管理煤矿机电运输工作 。对机电队监督管理不力 ，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

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

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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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元；

了.刘永军，男，党员，副矿长，协助矿长负责金矿机电

10



运输安全管理工作。对机电队监督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

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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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杨会宁，男，党员，副矿长，协助矿长负责金矿安全

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安全培训教育不

够，安全管理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

据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

条的规定 ，建议给予 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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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铁军，男，党员，矿长兼党委书记，主持老石旦煤

矿全面工作。安全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建

议给予其党 内警告处分； 依据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

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

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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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62 元 r 14了540元 (201了年年收入) X 30%l。

(三) 事故单位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老石旦煤矿安全培训教育不够，现场管理不严密、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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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不力，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 《生产安全

事故罚款处罚规定 (试行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建议给予

老石旦煤矿罚款45万元。

六、防范和整改措施及建议

1.煤矿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加强 员工安全培训教育及考核工作 ，强化危险源辨

识和风险管控工作 ，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管 理工作 ，加强对机

电设备检修作业现场的监督检查，强化互保联保，加大习惯

性"违章"查处力度，有效遏制"三违"现象的发生。

2.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

识，进一步优化所属煤矿 内部职能机构设置 ，强化机电职能

管理，加大对所属煤矿的安全监督检查力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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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落实

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做到安全生产。

3.建议乌海市有关煤矿安全监管部 门进一步加大对煤矿

的监管力度，夯实监管责任，做实做细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工作，更加有效防范并坚决遏制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频发势

头

附件 1: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岩石旦煤矿 "1 .13

机电事故调查组成员签字表

附件2: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石旦煤矿"1.13''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表

附件3: 老石旦煤矿 ‘1 . 13" 事故现场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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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神丕

" 1

妣 名

李振搏

李普学

李东生

胡应龙

姚荣飚

高建荣

昊 守

井 删

徐英翔

周良宽

李永雄

高 鹏

孙广厚

唐 欺

马洽林

丑晓军

李万奎

王文胜

孓卜玉民

;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石旦煤刁
13" 机电事故调查组成员签字表

单 位 职务职称

乌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副局长 1/

乌海市监察委 委员

乌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1 副监察专 员

乌海市安数局 副局长

乌海市监察委 四室主任

乌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事故调查室1 主任

乌海煤矿安全监缭分局监察一室 负责人

乌海煤矿安全监44分局事故调查室1 副主任

鸟海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监察一-室 1 副主任科员

鸟海市经信委煤炭市场服务中心 副主任

岛海市安监局 科长

乌海 苟安监局 1 副科长

乌海市总工会 站长

乌海市安槛局 科员

乌海市安监局 科员

乌海市安监局 科员

乌海市安攸局 科员

海南公安分局 大队长

海南公安分局 副队长

主

调查组职务

组长

签 名

*加码

副组长

缢

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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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石.

隐匿

"i.左3"事故直接经济损
妒

,豳

蠡金额 (万元

衾女者

项目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费用

医疗费用 (含护理费)

0.20

0.20

含在事故贝剖尝

费用中

丧葬与抚恤费用

补助及救济费用

歇工工资

善后处理费用

上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

现场抢救费用

清理现场费用

事故赔偿费用

则’产损失价值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

流动资产损失价值

合计

144.03

139.03 按照国家标准

工0

144,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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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匝
#晒
!?广
丈

蹇
骞
轾
踌
轵：
李入.

点

逆"

广苡融

苓跃

漤g
茄映片蛇枉i

拥

鞲Ti!:酴议 :Ef;ifk:f;

本飞手

气蠛
';宅竺羊 入

罗牲嘣:i礼

滏二

{;彘鞯媸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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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乌海市人民政府，乌海市监察委

乌海市安监局、乌海市经信委、乌海市总工会，海南公安

分局，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岩石旦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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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室 2018 年 2 月 13 日印发

经办人：井甜 电话：0471 209了123 共印1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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