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西监察分局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西监察分局公告
2020 年第 34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
发〔2015〕20 号）和《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执法决定信息公开
办法》（鲁煤监办〔2015〕56 号），现将 2020 年 10 月 4 日至 10
月 23 日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决定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和个人隐私外）予以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特此公告。

附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公开表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西监察分局
2020 年 10 月 27 日

附件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公开表
序号

执法决
定日期

执法主体

执法相
对人

兖州煤
2020 年
1

10 月 4
日

山东煤矿

业股份

安全监察
局鲁西监
察分局

有限公
司东滩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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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违法违规事实
1.3302 综放工作面轨道顺槽 FS46 断层到 3202 工
作面切眼位置，长度为 233m,现场确认该区域施
工的预卸压钻孔深度为 20m，不符合《3302 综放
工作面作业规程》和《3302 综放工作面防冲安全
技术措施》中“3302 综放工作面轨道顺槽受 3202
工作面开采支承压力影响，3302 综放工作面轨道
顺槽 FS46 断层到 3202 工作面切眼位置，长度为
233m,采取大直径钻孔加强卸压措施，预卸压钻孔
深度取 25 米”的规定。
（已立案）2.3302 综放工
作面轨道顺槽超前支护段（采动影响区）卧底作
业，查班前会议记录确认卧底作业与工作面回采
平行作业。不符合《3302 综放工作面扩帮、卧底
期间防冲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中“采动影响区域
严禁扩帮、卧底与回采平行作业”的规定。
（已立
案）3.10 月 2 日早班，1310 综放工作面下端头第
1-4#液压支架初撑力分别为:0、5、3、15MPa,工
作面上端头第 113-115 液压支架初撑力分别为 2、
0、15MPa,不符合《1310 综放工作面作业规程》
“液
压支架初撑力不低于 24MPa”的规定。（已立案）
4.3302 综放工作面评价为中等冲击危险，工作面
有 7 组电子压力表不显示数据，致这 7 组液压支

违反法
律法规

处理依据

处理决定内容

《煤矿安
全监察行
政处罚办
法》第六条

责令改正

架工作阻力监测数据无法上传，未及时维护或更
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已立案）5.四采南部回风
巷（西段）掘进工作面 3 个锚杆锚索监测压力表
损坏，未及时维护或更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已
立案）6.1310 综放工作面第 35#液压支架后立柱
支撑力显示 60MPa、第 61#液压支架后立柱支撑力
显示 50MPa,均超过安全阀开启压力（47.1MPa）,
经核查，液压支架传感器损坏未及时维护，不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
二款的规定。（已立案）7.3302 综放工作面推采
临近上方 2 煤层采空区遗留孤岛煤柱应力集中区
域，未编制冲击地压防治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不
符合《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第二十五
条第一项的规定。
（已立案）8.2020 年 9 月 28 日
3308 运输联络巷晚中班正常掘进，第二次瓦斯检
查结果未通知现场作业人员（缺少现场作业人员
签字），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条第
五项。
（已立案）9.煤矿开采的 3 煤层为自燃煤层，
1310 综放工作面轨道顺槽安设的注氮管路距离工
作面 30m，不符合《1310 综放工作面作业规程》
规定“工作面防灭火系统必须完好，随时采取防
灭火措施”的规定。10.3302 综放工作面评价为
中等冲击危险，现场检查发现 3302 综放工作面轨
道顺槽距离工作面 60-87m 范围没有使用超前液
压支架或者单元液压支架进行加强支护，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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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 综放工作面防冲安全技术措施》中“3302
综放工作面轨道顺槽前 50m 使用液压支架，后 70m
使用单元液压支架进行加强支护，单元液压支架
间距 5-8m”的规定。11.四采南部回风巷（西段）
掘进工作面未对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内存放的垃圾
桶、铲子、钻杆等采取固定措施；1310 综放工作
面胶带顺槽有冲击地压危险，危险区内吊挂在帮
部的电缆未采取固定措施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12.矿井防冲副总工程师
郭万里兼职掘进副总工程师。负责防冲技术管理
及掘进技术管理等工作。不符合《山东省煤矿冲
击地压防治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13.1310 综放工作面采煤机右摇臂滚筒有 9 个喷
头堵塞，喷雾效果差。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第六百四十七条的规定。14.1310 综放工作面超
前工作面煤壁 10 米范围内巷道使用单体液压支
柱支护顶板，轨道顺槽顺外段使用 6 组
ZQ2000/22/48A 型单元支架支护顶板，两单元式
支架中心距为 16-20 米，不符合《1310 综放工作
面作业规程》中“超前支护使用液压支架支护顶
板，两组单元式支架中心距不超过 14 米”的规定。
15.1310 综放工作面评价有中等冲击危险，煤层
厚度为 8.3-9.2 米，《1310 工作面防冲设计》中
预防性卸压钻孔设计深度为 16 米，不符合《冲击
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办法 第 10 部分：煤层钻
孔卸压防治方法》(GB/T 25217.10-2019)4.2c 的
规定。16.《1310 工作面防冲设计》预警处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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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现场出现“一组应力监测预警+钻屑量超限或
动压显现”停产撤人，不符合《山东省煤矿冲击
地压防治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17.四采南部回
风巷（西段）掘进工作面开门点以里 400m 区段
（2020 年 6 月至 8 月施工）弱冲击危险区域卸压
孔间距 4m（大于 3m），不符合《冲击地压测定、
监测与防治办法第 10 部分：煤层钻孔卸压防治方
法》(GB/T 25217.10-2019) 4.4.1 的规定。18.63
上 02 轨顺、四采南部回风巷（西段）掘进巷道评
价为弱冲击危险，迎头后两帮每 3 天各施工 2 个
钻屑孔进行钻屑法检测，不符合《冲击地压测定、
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 6 部分：钻屑监测方法》
（GB/T
25217.6-2019）5.1.5 的规定。19.现场测试四采
南部回风巷（西段）掘进工作面掘进机内喷雾装
置不能正常使用，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六
百五十条的规定。20.四采南部回风巷（西段）掘
进工作面一部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机尾头与巷帮
支护的距离 0.4-0.5m（不足 0.7m），不能满足设
备检查和维修的需要，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21.1310 综放工
作面微震传感器优化布置后，未采用放炮震源对
系统定位误差进行校验，不符合《冲击地压测定、
监测与防治办法第 4 部分：微震监测方法》
（GB/T25217.4-2019）4.4c 的规定。22.2020 年
9 月 1 日，3302 工作面轨道顺槽安设的第 1 组浅
孔应力计显示应力值为 13.6MPa，超过临界预警
值（12MPa）。9 月 2 日早班施工 2 个卸压解危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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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钻孔深度为 20m，不符合《冲击地压测定、
监测与防治办法第 4 部分：微震监测方法》
（GB/T25217.10-2019）6.5.1 的规定。23.2020
年 8 月 20 日 18:40 分，1310 综放工作面轨道顺
槽安设的第 1 组 34#浅孔应力计显示应力值为
12.2MPa，超过临界预警值（12MPa）。21 日 6:26
分，防冲队施工 2 个卸压解危钻孔，查阅精确定
位系统历史数据，施工卸压解危钻孔期间未撤出
其他人员。不符合《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第
五十四条的规定。24.14320 工作面形成后，30 天
未提出 14320 工作面回采地质说明书，不符合《煤
矿地质工作规定》第八十四条的规定。25.矿井七
采区施工了 6 个地面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孔，补充
勘探工作完成后，未提交矿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
报告和相关成果，煤炭企业总工程师未组织评审，
不符合《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26.《矿井和周边煤矿采空区相关资料台账》
未按规定要求每半年整理完善一次，不符合《煤
矿防治水细则》第十五条第十三项的规定。
27.3308 运 顺 FJ120 物 探断 层 预 报位 置及 落 差
（0-5m）与实际揭露（14m）变化较大，未及时分
析原因，总结经验，不符合《煤矿地质工作规定》
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28.《3308 工作面掘
进地质说明书》内容缺少附录 C“邻近工作面煤
层厚度、煤层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的描述”相关内
容，不符合《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八十二条的
规定。29.东翼下部回风巷安设的风速传感器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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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山东煤矿
安全监察
局鲁西监
察分局

山东宏
河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横河煤
矿

为 1.22m/s，实测风速为 3m/s，未使用风速计进
行调校。不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
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8.3.4 的规定。
30.2020 年 10 月 1-3 日 14320 轨顺联络巷安设的
CO 传感器超限报警 3 次，值班人员未通知调度部
门，处理结果未记录。不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
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
9.2.2 的规定。31.安全监控历史数据显示：2020
年 9 月 10 日 3308 运顺联络巷掘进工作安设的甲
烷传感器故障，馈电传感器显示该工作面非本质
安全型电气设备未断电，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1.三采区第二水仓水沟受底鼓影响变形，安设的
水文动态观测设备未及时维护调整，不能准确监
测涌水量。不符合《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九条的
规定。2.三采区第二水仓入口处未设置箅子和禁
止人员进入的栅栏。沉淀池已淤满，未及时清理。
不符合《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一百零八条第六款、
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的规定。3.煤矿未绘制全矿
井下运输系统图，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十
四条第六项规定。4.东 13-1 轨道巷掘进工作面迎
头供水施救终端装置的压力表损坏，未及时维修，
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四条第四款规定。5.
东 13-1 轨道巷掘进工作面刮板输送机机尾使用
两根液压支柱固定，不符合其安全技术措施中规
定“溜尾架两侧各打 1 个固定孔，溜尾通过打设
两根地锚将溜尾架固定在底板上”的要求，东 12-4

《煤矿安
全监察行
政处罚办
法》第六条

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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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巷掘进工作面迎头未按照安全技术措施的要
求使用 37kW 排水泵排水，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第八条第三款规定。6.矿井开采的 16 煤为自燃煤
层，3607 采煤工作面只采用喷洒阻化剂一种防灭
火措施。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六十条
第四款的规定（已立案）。7.东翼北第二轨道巷有
一绞车卷筒边缘高出最外层钢丝绳的高度,不足
钢丝绳直径的２.５倍，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第四百一十九条第一项。8.东翼北第二轨道巷与
东 8-1 运输巷交叉口附近的高压电缆之间间距不
足 50mm，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五
条第三款规定。9.2020 年 10 月 5 日 14 时 20 分，
3605 运顺探水巷与原 3606 轨道巷贯通后，未停
止采区内 3605 轨道巷等地点的工作。不符合《煤
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
定。10.煤矿填绘的通风系统图有多处与实际不
符，如皮带暗斜井、轨道暗斜井和东 13-1 轨道掘
进工作面风机后等地点的风量均标注错误，3605
轨道巷局部通风机风筒实际接设了 250m，图纸上
显示局部通风机风筒已接到巷道迎头（长约
800m）。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十四条第五项
的规定。11.3605 轨道巷为重点区域，人员位置
监测系统不具有携卡人员出/入该重点区域总数
显示、查询功能。不符合《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
理系统使用与管理规范》
（AQ1048-2007）4.3.2b）
的要求。12.2020 年 10 月 1 日，3605 运顺探水巷、
3605 轨道巷均未进行一次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
与备用局部通风机自动切换试验。不符合《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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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规程》第一百六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已立
案）。13.3605 运输巷探放水联络巷接近 3606 工
作面老空积水区时，未按规定进行探放水。不符
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一
项的规定（已立案）。14.三采区回风巷排水点 4
台机电设备设在回风流中，未安装甲烷传感器。
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
的规定（已立案）。15.副井提升装置没有过负荷
和欠电压保护，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
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要求（已立案）。16.东 11-4
采煤工作面（回撤）用的局部通风机供电线路上
有分接的东 8-1 轨道巷负荷，不符合《煤矿安全
规程》第一百六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已立案）。17.
东 13-1 轨顺掘进工作面、东 8-1 安装工作面每班
检查 2 次瓦斯，2 次检查时间间隔均不足 2 小时，
不符合《矿井瓦斯检查制度》中“采掘工作面每
班检查 2 次的地点，检查时间间隔 2-4 小时”的
规定（已立案）。18.3607 综采工作面刮板输送机
机尾往面里有连续 10 架综采液压支架的端面距
大于 374mm,未及时移架。不符合《3607 采煤工作
面作业规程》中“采煤机割煤后要及时移架，端
面距≤374mm”的规定。
19.煤矿从业人员超过 300 人，未设置安全总监。
不符合《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
20.三采区自救器补给站内 7 台 ZH30 型化学氧自
救器超过 3 年有效期，未及时更换。不符合《煤

《煤矿安
责令于 2020 年
全监察行
10 月 31 日前改
政处罚办
正
法》第六条
《煤矿安
责令停止 7 台
全监察行 ZH30 型化学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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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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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煤矿
安全监察
局鲁西监
察分局

微山金
源煤矿

矿用化学氧自救器（GB 24502-2009）》5.4.15 的
规定。
21.3607 综采工作面用垮落法管理顶板，采空区
悬顶面积达 25m2,超过作业规程规定的 10m2，未采
取措施进行处理。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一
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22.3605 运输巷掘进工作面通过探放水联络巷（局
部通风机供风）进入 3606 工作面采空区疏放采空
区积水，致使进风进入采空区，不符合《煤矿安
全规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与联络
巷贯通的 3606 下轨道巷变形严重，净断面不能满
足通风、排水设备安装施工需要。不符合《煤矿
安全规程》第九十条的规定。
1.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工作面评价具有中
等冲击危险，已掘进 38 米煤巷，未安装应力在线
传感器，不符合《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工
作面作业规程》和《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
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及防冲设计》中“自巷道
见煤点向里 30 米开始安装第一组应力传感器”的
规定。
（已立案）2.43 上 06 皮带顺槽掘进工作面评
价具有中等冲击危险，该掘进工作面揭煤点至迎
头距离为 47m，未安设应力在线传感器，不符合
《43 上 06 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及防冲设计》中
“自巷道见煤点向里 30 米开始安装第一组应力
传感器”的规定。
（已立案）3.西翼皮带巷和西翼
回风巷为两条并联回风巷道，西翼皮带巷回风风
量 为 2326m3/min ， 西 翼 回 风 巷 回 风 风 量 为

政处罚办
救器使用。
法》第六条
《煤矿安
全监察行 责令停止采煤作
政处罚办 业。
法》第六条
《煤矿安
责令停止 3605
全监察行
运输巷探放水联
政处罚办
络巷作业
法》第六条

《煤矿安
全监察行
政处罚办
法》第六条

责令改正

1916m3/min，只在西翼回风巷测风站设置风速传
感器，不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
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7.2 的规定。（已
立案）4.23 下 18 皮带顺槽掘进工作面施工一个 2m
×1.5m 临时水仓，该区域只对顶板进行了支护，
不符合《23 下 18 皮带顺槽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
中“掘进巷道帮部支护需采用 3 棵锚杆配合托盘、
W 钢护板、扎花平网进行支护”的规定。
（已立案）
5. 43 上 06 皮带顺槽掘进工作面后 20m 处，抽查 6
根顶板锚杆预紧力，有 2 根顶板锚杆预紧力为
0Nm；工作面后 10m 范围内有 7 个锚杆托盘未紧贴
岩面，不符合《43 上 06 皮带顺槽作业规程》中“锚
杆预紧力不低于 200Nm；锚杆托盘必须紧贴岩面”
规定。
（已立案）6.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工
作面从 23 下 18 皮带顺槽开门，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
络巷掘进工作面采用炮掘工艺，2020 年 10 月 9-11
日放炮作业时，23 下 18 皮带顺槽作业人员未停止
作业，未撤到放炮警戒线以外，不符合《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中“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工作面放炮作业时，两个
顺槽作业人员必须撤到放炮警戒线以外”的规定。
（已立案）7.23 上 20 轨道顺槽评价具有冲击危险，
临近大屯断层（落差 H=350m），未编制冲击地压
防治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不符合《山东省煤矿冲
击地压防治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已
立案）8.23 上 20 工作面评价具有冲击危险，23 上
20 工作面皮带顺槽与 23 上 18 采空区留设 6 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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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煤柱，经探测 23 上 18 采空区瓦斯含量局部地点
达 30%以上，未编制防治冲击地压与瓦斯复合灾
害安全技术措施，不符合《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
防治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已立案）
9.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工作面评价具有中
等冲击危险，在冲击危险区域内存放的支护材料、
工具等物品未采取固定措施，符合《煤矿安全规
程》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10.金源煤矿为冲击
地压矿井，23 下 18 轨道顺槽联络巷掘进工作面具
有中等冲击危险，该工作面煤巷掘进采用炮掘工
艺，不符合《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11.23 下 18 皮带顺槽掘进工作面
已掘进 230 米，该巷道仅安设一路Ф90×6mm 排
水管，不符合《23 下 18 皮带顺槽掘进工作面作业
规程》中“本巷道排水管路选用两路Ф90×6mm，
1.6Mpa 的 PE 管（一用一备）”的规定。12.23 下 29
轨顺联络巷掘进工作面回风流甲烷传感器设置断
电浓度 1.5%，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
十八条的规定。13.东翼下部回风巷安设的风速传
感器数值为 6m/s，实测风速为 7.73m/s，未使用
风速计进行调校，不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
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8.3.4
的规定。14.43 上 02 工作面评价具有中等冲击危
险，工作面内液压支架尚未回撤完毕，43 上 02
工作面停采线以外安设在皮顺生产帮的应力在线
监测传感器已提前撤除，不符合《43 上 02 工作面
撤面作业规程》中“撤面期间危险区域必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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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实施监测”的规定。15.43 上 06 皮带顺槽掘进
工作面具有中等冲击危险，迎头后压风供水施救
装置距离迎头 60m，不符合《防治煤矿冲击地压
细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16.43 上 06 皮带顺槽安
装使用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沿线急停闭锁拉线
端头距离机尾滚筒 20m，未实现全覆盖，不符合
《43 上 06 皮带顺槽掘进作业规程》中“沿线急停
必须覆盖全部皮带区域”的规定。17.四采区皮带
联络巷一部皮带机头处未设置警示牌，不符合《煤
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项的规定。
18.43 上 06 皮带顺槽掘进工作面具有中等冲击危
险，掘进迎头每次只施工 1 个钻屑法检测孔，不
符合《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办法 第 6 部分：
钻屑监测方法》（GB/T 25217.6-2019）5.1.4 的
规定。19.43 上 03 采煤工作面煤层注水孔封孔不
良，压力表示数为零，不符合《43 上 03 采煤工作
面作业规程》
“工作面采用静压注水，压力为 4MPa”
的要求。20.《43 上 03 采煤工作面作业规程》中未
明确防冲工程作业时间，不符合《金源煤矿井下
多工序平行作业管理制度》
“作业规程的正规循环
作业图表中必须明确工作面防冲工程作业时间”
的要求。21.现场检查发现，43 上 03 采煤工作面施
工钻屑法检测钻孔的人员未穿防冲服，不符合《43
上 03 工作面防冲安全技术措施》中“工作面施工
卸压钻孔、钻屑法检测孔人员在施工前必须穿防
冲服”的要求。22.43 上 03 采煤工作面微震传感器
优化布置后，未采用放炮震源对系统定位误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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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校验，不符合《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办
法第 4 部分：微震监测方法》
（GB/T25217.4-2019）
4.4c 的规定。23.《23 上 20 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
价及防冲设计》综合评价结论为该工作面具有弱中等冲击危险，未明确危险等级，不符合《防治
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24.《四
采区冲击危险性评价及防冲设计》规定“冲击危
险采煤工作面超前支护距离不低于 60m”，不符合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
作的通知》（煤安监技装〔2019〕21 号）第 5 条
的规定。25.《四采区冲击危险性评价及防冲设计》
规定“自工作面煤壁向外 100m 在生产期间实行限
员管理”，不符合《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
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
1.正常作业采掘工作面的瓦斯班报由安监处值班
人员审阅，不是通风值班人员审阅，不符合《煤

2020 年
4

10 月 15
日

山东煤矿
安全监察
局鲁西监
察分局

兖州煤
业股份
有限公
司杨村
煤矿

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
2.激光甲烷传感器和直读式粉尘浓度测量仪没有
经相应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检验，不符合《煤矿
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3.矿井通风
系统图没有按月补充修改，检查时图纸和现场实
际不一致，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
七条的规定。 4.6602 采煤工作面甲烷传感器吊
挂位置距巷道侧壁小于 200mm，不符合《煤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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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
全监察行
政处罚办
法》第六条

责令改正

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6.1.1 的
规定。5.三煤一号探巷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驱动
滚筒内侧未设防护栏，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九项规定。6. 经现场测试，三
煤一号探巷井下人员不能清晰听见应急广播系统
发出的应急指令，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六
百八十五条的规定。7.《三煤一号探巷与三号探
巷贯通措施》未规定“每班到停掘的工作面检查
风筒的完好情况和工作面及其回风流中的瓦斯浓
度”、
“贯通时，由专人到现场指挥”，不符合《煤
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的
规定。8.杨村煤矿的上一级煤矿企业兖州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未对矿井 1 名从事防治水工作的班组
长进行培训，不符合《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三
十五条第一款的要求。

2020 年
5

10 月 21
日

山东煤矿
安全监察
局鲁西监
察分局

兖州煤
业股份
有限公
司杨村
煤矿

《 中 华
人 民 共
1.10702 运输顺槽在巷道宽度超过 5.0m 处未按作 和 国 矿
山 安 全
业规程要求进行支护，不符合《10702 运输顺槽
法 实 施
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要求。
条例》第
十 七 条
第一款

《中华人
民共和国
矿 山 安 全 罚款人民币 2 万
法实施条
元整
例》第五十
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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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2.经现场测试，10702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迎头

人民共

和距回风口 10－15m 处设置的甲烷传感器在瓦斯

和国安

浓度超限后，没有切断该监控设备所监控区域的

全生产

照明灯（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不符 法》第三
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十三条
第一款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

罚款人民币 2 万

法》第九十

元整

六条第二
项

3.10702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 10 月 7
日未进行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与备用局部通风

《中华

机自动切换试验，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一

人民共

百六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4.人员位置监测系统

和国安

维护不及时，从 2020 年 10 月 13 日 8 时 10 分至

全生产

检查时（2020 年 10 月 13 日 11 时 10 分），4 采泄 法》第三

2020 年
6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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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煤矿
安全监察
局鲁西监
察分局

济宁矿
业集团
有限公
司安居
煤矿

水巷、4 采底车场、4703 轨顺等 6 个分站通讯中

十三条

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第二款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1.矿井防治水中长期规划已超过 5 年，未及时修
编，不符合《煤矿防治水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2.《矿井充水性图》未对井下出（突）水点统一
编号，未标注出水位置、出水日期、涌水量、水
压等特征，不符合《煤矿防治水细则》第十七条
第二款的规定。3.5302 工作面轨顺端头中等冲击
危险区域内存放的闲置刮板未进行防冲固定，不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

罚款人民币 2 万

法》第九十

元整

六条第三
项

《煤矿安
全监察行
政处罚办
法》第六条

责令改正

符合《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第七十九条的规
定。4.安居煤矿修改后的 3 煤层冲击危险性预警
指标未经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审核批准，不符合《山
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5.矿井 2020 年 5 月 1 号对井下中央变电所高压开
关柜进行检修，未制定施工措施，不符合《煤矿
安全规程》第四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6.1311
轨顺掘进工作面 I 段 100m 弱冲击危险区域卸压孔
间距 5m（大于 3m），不符合《冲击地压测定、监
测与防治办法第 10 部分：煤层钻孔卸压防治方
法》(GB/T 25217.10-2019) 4.4.1 的规定。7.2312
工作面皮带顺槽（已经报废）为倾斜巷道，其下
口密闭墙处没有留设泄水孔，不符合《煤矿安全
规程》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8.抽查发现：矿
井没有将编号为 8-2-12、8-1-304、8-1-422、
8-11-45 等多台使用中防爆电气设备外部的每天
检查情况记入专用记录簿内，不符合《煤矿安全
规程》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9.1311 皮
顺与 1311 皮顺 2 号联络巷交叉口未设置避灾路线
标识，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四条
第二款的规定。10.1311 轨顺未将第 38 号顶板离
层仪监测结果记录在牌板上，不符合《煤矿安全
规程》第一百零二条第三项的规定。11.《井田地
质钻孔综合成果台账》中未记录 2019 年施工的 3
处地面钻孔成果，不符合《煤矿防治水细则》第
十五条第七项的规定。12.1311 轨道顺槽掘进工
作面揭露一条落差 2.5m 的断层，现场观测、记录
的地质现象，没有于升井后 2 天内整理完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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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相关图件或台账、素描等地质文档中，不
符合《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13.2310 工作面老空水放水结束后，没有采用钻
探、物探方法对放水效果进行验证，确保疏干放
净，不符合《煤矿防治水细则》第八十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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