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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招远曹家洼金矿“2·17”较大火灾
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2 月 17 日 0 时 14 分许，烟台招远市夏甸镇曹家洼

金矿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10 人被

困。经全力救援，4 人获救，6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375.86

万元。

事故发生后，刘鹤副总理、王勇国务委员等中央领导同志分

别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及时排查事故原因，有针

对性开展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急管理部黄明

书记、黄玉治副部长第一时间视频连线指导救援，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锦生同志带领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迅速

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

刘家义，省委常委、秘书长刘强，副省长汲斌昌等省领导迅速赶

到现场，成立了省市县一体化应急救援指挥部。烟台及招远市主

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组织事故抢险救援和善后工

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36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和

应急管理部领导要求，经省政府批准，成立由省应急管理厅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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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省总工会和烟台市人民政府及浙江省派员参加的烟台

招远曹家洼金矿“2·17”较大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

调查组），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管理组、综合组，同时邀请

省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聘请省内外矿山、火灾等领域专

家组成专家组，一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省纪委监委成立事故问

责调查专门工作组，对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公职人员涉

嫌违纪违法问题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经过勘查事故现场、查阅有关资

料、调取监控视频、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和技术鉴定、模拟实验

及综合研判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

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

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事故企业及相关情况

（一）事故相关企业

1.招远市曹家洼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家洼矿业集

团公司）。该公司系招远市夏甸镇镇办企业，成立于 2020 年 1

月 19日，法定代表人：王敬志，经营范围：金原矿采选和相关

产品的销售等。

2.招远市曹家洼金矿（以下简称曹家洼金矿）。该矿是曹家

洼矿业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成立于 1989 年 10 月 27 日，法定代



3

表人：王敬志，矿长：李进桂，经营范围：金原矿采选（有效期

以许可证为准）等；2018 年 4 月 23日取得了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3700002011014120104599)，开

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9.9万吨/年，有效期自 2018 年 1

月 17日至 2028 年 1 月 17日；2019 年 11 月 27 日取得了烟台市

公安局核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编号：

3706001300060），有效期至 2022 年 11 月 27 日；2020 年 12 月

30 日取得了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

号：鲁 FM 安许证字〔2020〕00-0057），有效期自 2020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现有从业人员 247 人。

3.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井巷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3 月 29日，执行董事：林衡，法定代表人：

戴笑乐，经营范围：矿山井巷、拆除、房屋建筑、建筑装修装饰、

通讯工程的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矿产开采；对矿山开发项目的

投资；劳务服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等。2020 年 10月 22

日取得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

书编号：D133033687），资质类别及等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14 日取得了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浙

JZ 安许证字〔2005〕030008），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

2020 年 11月 2 日取得了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编号：浙 FM 安许证字〔2020〕CCJ014），许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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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有效期自 2020年 7月 8日至 2023

年 7 月 7 日。

4.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烟台招远办事处（以下简称温

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该办事处是温州井巷公司的分支机构，

负责人：杨茂兴，实际控制人：林书渊。2018 年 8 月 29日取得

了招远市市场监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5MA3MCRLA7N），营业场所：招远市夏甸镇政府驻地人和

路 3 号，经营范围：矿山井巷、拆除、房屋建筑、水利水电、通

讯工程的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等。

（二）温州井巷公司及招远办事处施工队伍情况

温州井巷公司作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承包单位，在招远市有

7 个项目部，项目部的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安全负责人、技

术负责人等均由温州井巷公司任命。其中，中矿项目部由温州井

巷公司直接管理，温州井巷公司 2019 年 12月 3 日任命王德铅为

中矿项目部安全负责人，2020 年 12 月 21 日任命王德铅为中矿

项目部项目经理；其他 6 个项目部由温州井巷公司委托其招远办

事处负责日常管理。除此之外，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还使用

温州井巷公司矿山工程施工资质为其他项目部、施工队代签矿山

工程施工合同。

（三）罐道木更换工程合同签订情况

2020 年 9 月，曹家洼金矿拟对 2 号竖井、3 号盲竖井、5 号

盲竖井进行检修作业（包括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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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桂安排副矿长徐国栋与王德铅联系，由王德铅组织施工队来

实施检修作业。王德铅在温州井巷公司中矿项目部人员之外，临

时找了赵成方、王义亭、李作尊、姜仁起、梁桂旭等 5 人组成施

工队（以下简称王德铅施工队），实施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

程作业。由于王德铅施工队不具有矿山工程施工资质，王德铅与

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实际控制人林书渊联系，借用温州井巷

公司矿山工程施工资质，承揽该检修作业工程。2020 年 12月 1

日，曹家洼金矿与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签订了《曹家洼金矿

2 号竖井、3 号盲竖井、5 号盲竖井检修工程施工合同》，工程

范围包括曹家洼金矿 2 号竖井箕斗间更换方钢罐道改造，5 号盲

竖井钢丝绳更换、电缆更换，3 号盲竖井供风管路安装、更换二

中以上复合罐道。2021 年 1 月 15日，王德铅以温州井巷公司中

矿项目部名义向曹家洼金矿提报了《曹家洼金矿 3 号竖井更换罐

道工字钢及木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技术组织措施》，1 月 20

日，曹家洼金矿同意该措施。

二、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发生前，共有 10 人在井下工作。其中王德铅施工队 5

人即赵成方（班长）、王义亭、李作尊、姜仁起、梁桂旭在 3 号

盲竖井-470 米以上进行罐道木更换作业。曹家洼金矿水泵工杨

晓、刘华平分别在-265 米、-660 米水泵房值守，卷扬机工尹晓

东在 3 号盲竖井井口卷扬机房内工作，带班副总工程师庄志远、

安全员臧廷财在-265 米 3 号盲竖井井口附近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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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 19 时 16 分至事故发生前，王义亭等对固定罐道

木的螺栓、工字钢、加固钢板进行切割作业过程中，产生的高温

金属熔渣、残块断续掉落，其中在 16 日 23 时 45 分后有大量高

温金属熔渣、残块频繁掉落。17 日 0 时 14 分许，持续掉落到-505

米处梯子间部位的高温金属熔渣、残块引燃玻璃钢隔板着火，火

势逐渐增大继而又引燃电线电缆、罐道木等可燃物，沿井筒向上

燃烧迅速蔓延至-265 米中段 3 号盲竖井井口、附近硐室和部分

运输大巷，高温烟气进入-265 米中段巷、7 号盲斜井、-480 米

中段巷、5 号盲斜井、1 号竖井、1 号斜井。

0 时 33 分，2 号竖井卷扬机工杨春叶发现井下停电，报告值

班主任王永志。王永志核实情况后，向值班矿长徐国栋报告井下

停电及地面核实的 1 号竖井、1 号斜井有冒烟、异味等情况，徐

国栋立即报告曹家洼金矿法定代表人王敬志、矿长李进桂、安全

总监宋涛。

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企业立即开展先期处置工作，报告当地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逐级上报到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急管理部。

接到事故报告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安排部署抢险

救援工作。省委书记刘家义，省委常委、秘书长刘强，副省长汲

斌昌立即赶赴现场，成立由汲斌昌同志任总指挥的省市县一体化

现场救援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应急救援、警戒保卫、医疗救

护、技术处置、后勤保障、舆情控制、善后工作等 8 个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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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副局长黄锦生带领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及

专家迅速赶赴现场指导救援。指挥部紧急调集 11 支队伍、214

人赶赴现场救援。先期到达的招远金都救护队、山东黄金救护队、

龙矿救护大队分批分组下井灭火降温、搜救被困人员。

经过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刘华平于 10 时 23分，王义亭、赵

成方、李作尊于 11 时 10 分安全升井。6 名遇难人员遗体于 16

时 50分升井，现场救援结束。

经环保部门监测，此次火灾事故未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此次事故共造成 6 人死亡，4 人受伤。

（二）经济损失。此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375.86 万

元。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在拆除 3 号盲竖井内-470 米上方钢木复合罐道过

程中，违规动火作业，气割罐道木上的螺栓及焊接在罐道梁上的

工字钢、加固钢板，较长时间内产生大量的高温金属熔渣、残块

等持续掉入-505 米处梯子间，引燃玻璃钢隔板，在烟囱效应作

用下，井筒内的玻璃钢、电线电缆、罐道木等可燃物迅速燃烧，

形成火灾。

（二）间接原因

1.曹家洼金矿未依法落实非煤矿山发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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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1)日常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主体责任不落实。未严格按照《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

系通则》（DB37/T 2882-2016）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通则》（DB37/T2883-2016）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特别是对 3 号盲竖井动火作业等级判定为“一般”。

未将外来施工人员培训纳入企业统一管理，未按规定对王德铅施

工队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1
。事故发生后，组织伪造《曹

家洼金矿 3 号竖井更换罐道工字钢及木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

技术组织措施》的培训记录。

(2)外包队伍安全管理混乱。未按企业规章制度采用邀请招

标方式确定 2 号竖井、3 号盲竖井、5 号盲竖井检修项目外包队

伍，而是直接指定王德铅施工队承揽该项目。未按规定与温州井

巷公司签订《曹家洼金矿 2 号竖井、3 号盲竖井、5 号盲竖井检

修工程施工合同》，而是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与温州井巷公司招

远办事处签订该合同。未按规定审查温州井巷公司相应资质情况

和王德铅施工队的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安全教育培训和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2事故发生后，会同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

1《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 号）第十一条:

金属非金属矿山分项发包单位，应当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
一管理，重点加强对地下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地下矿山从业人员出入井统计、特种作业人员、民

用爆炸物品、隐患排查与治理、职业病防护等管理，并对外包工程的作业现场实施全过程监督检
查。
2《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号）第七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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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组织伪造王德铅曹家洼金矿检修项目部经理任命书、委托

书。

(3)罐道木更换工程管理不到位。未向王德铅施工队进行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技术交底
3
；未督促王德铅施工队制定

应急预案和隐患排查治理措施
4
；未督促王德铅施工队执行带班

下井制度5；未对王德铅施工队更换罐道木工程作业中存在的火

灾隐患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6
。

(4)动火作业管理缺失。动火作业管理制度针对性不强，未

对井下动火作业作出规定。事故发生当日在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

换工程实施动火作业前，未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未现场审查热

切割动火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致使动火作业施工程序

包单位应当审查承包单位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不得将外包工程发包给不具备

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
3《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号）第十三条：
发包单位应当向承包单位进行外包工程的技术交底，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单位提供与外包工程安

全生产相关的勘察、设计、风险评价、检测检验和应急救援等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有效性。
4《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 号）第二十三条：
承包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制定施工方案，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5《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号）第二十三条
第三款：地下矿山工程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应当严格依照《金

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执行带班下井制度。
6《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号）第十一条：
金属非金属矿山分项发包单位，应当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

一管理，重点加强对地下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地下矿山从业人员出入井统计、特种作业人员、民
用爆炸物品、隐患排查与治理、职业病防护等管理，并对外包工程的作业现场实施全过程监督检

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9%E7%9B%AE%E9%83%A8/85874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7%AE%A1%E7%90%86%E4%BD%93%E7%B3%BB/109063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7%A7%8D%E4%BD%9C%E4%B8%9A%E4%BA%BA%E5%91%98/87921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6%E5%8C%85/2223670


10

严重违规。当班人员对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大量高温熔渣、残块

掉落的火灾隐患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7
；事故发生后，组织伪造

2021 年 2 月 15 日、16 日、17 日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动

火作业许可证。

(5)事故矿山开采管理混乱。常年超过《采矿许可证》核定

生产规模进行生产8，未认真采取矿区边界有效封堵措施，5 号盲

竖井粉矿回收井、8 号盲竖井现状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不一致，未重新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导致矿山

生产系统无法进行长远规划和科学设计，增大了管理难度和安全

风险。

(6)应急管理不到位。井下动火作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针对

性不强，应急救援演练走过场，未针对井下火灾导致有毒有害气

体窒息等重点进行演练；
9
火灾发生后现场人员未及时采取有效

7《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并落实单位负责人现场带班制

度，制定带班考核奖惩办法和工作计划，建立和完善带班档案并予以公告，接受从业人员监督。
带班负责人应当掌握现场安全生产情况，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事故隐患；遇到危及人身安全的险

情时，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人员有序撤离，并进行妥善处置。
8 2018年 4月 23日原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核发《采矿许可证》(证号：C3700002011014120104599)，
矿山名称：招远市曹家洼金矿曹家洼矿区，开采矿种：金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9.9

万吨/年，矿区面积 3.086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10 年（自 2018年 1月 17日至 2028年 1月 17日）。
9《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6年 6月 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8 号公布，

根据 2019 年 7 月 11 日应急管理部令第 2 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的决定》修正）第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分为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
方案。综合应急预案，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为应对各种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综合性工作方案，是

本单位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总体工作程序、措施和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专项应急预案，是指生
产经营单位为应对某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针对重要生产设施、重大危险源、重

大活动防止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现场处置方案，是指生产经营单位根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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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措施，现场人员应急自救能力不足，未佩戴使用自救防护用

品
10
。

2.王德铅施工队违规实施罐道木更换工程作业

(1)违规承揽矿山施工工程。违规借用温州井巷公司矿山工

程施工资质，以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名义签订《曹家洼金矿

2 号竖井、3 号盲竖井、5 号盲竖井检修工程施工合同》，承揽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在工程作业前，王德铅违规以温州井

巷公司中矿项目部名义向曹家洼金矿提交了《曹家洼金矿 3 号竖

井更换罐道工字钢及木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2)未健全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

基本制度，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实

施作业，未执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未制定应急预案和隐患排查

治理措施。
11

(3)违规实施动火作业。未经安全技术交底，未履行动火作

业审批手续，未确认动火作业现场安全环境，违规使用无特种作

生产安全事故类型，针对具体场所、装置或者设施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10《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

方标准为从业人员无偿提供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检查、教育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
11《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 号）第七条：发

包单位应当审查承包单位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不得将外包工程发包给不具备
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承包单位的项目部承担施工作业的，发包单位除审查承
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外，还应当审查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工程技术人员、主要设备设施、安全教育培训和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承担施工作业的项目部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发包单位不得向该承包单位发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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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操作资格的人员实施动火作业。对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大量高

温熔渣、残块掉落火灾隐患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3.温州井巷公司未依法落实非煤矿山承包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

(1)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

①违规出借矿山工程施工资质。违规向王德铅施工队出借温

州井巷公司矿山工程施工资质承揽曹家洼金矿 2 号竖井、3 号盲

竖井、5 号盲竖井检修工程，并违规以办事处名义与曹家洼金矿

签订检修工程合同。

②对王德铅施工队管理缺失。未对其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未督促其制定应急预案和隐患排查治理措施，未督促

其执行带班下井制度，未发现并制止其违规动火作业行为。事故

发生后，会同曹家洼金矿组织伪造王德铅曹家洼金矿检修项目部

经理任命书、委托书。

(2)温州井巷工程公司。

①对招远办事处及项目部疏于管理。以包代管，未发现并制

止招远办事处违规出借资质、违规承揽工程等行为，未按规定对

驻招远各项目部进行安全检查、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考核。12

②对该公司中矿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德铅疏于管理。未发现其

12《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 号）第二十条：

承包单位应当加强对所属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检查，对项目部人员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与考核。禁止承包单位以转让、出租、出借资质证书等方式

允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9%E7%9B%AE%E9%83%A8/858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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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公司招远办事处名义违规承揽曹家洼金矿 2 号竖井、3 号盲

竖井、5 号盲竖井检修工程，未发现其以该公司中矿项目部名义

违规向曹家洼金矿提供《曹家洼金矿 3 号竖井更换罐道工字钢及

木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4.招远市夏甸镇党委、政府未依法履行镇办企业管理职责

对曹家洼金矿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未认真落实曹家洼金

矿出资人安全管理职责；未认真吸取栖霞市五彩龙公司笏山金矿

“1·10”爆炸事故教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不深

入、不细致；落实春节期间停产企业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对曹

家洼金矿春节停产期间违规从事罐道木更换作业问题疏于管理。

未认真履行对曹家洼金矿、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等辖区内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职责，协助招远市有关部门依

法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力。

5.招远市应急管理局未依法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职责

未认真吸取栖霞市五彩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

教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不深入、不细致；履行非

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不力，到曹家洼金矿进行执法检查

未发现曹家洼金矿存在违法发包施工项目、动火作业管理混乱、

安全教育培训不规范等问题；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和执法人员配备

不足。

6.招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依法履行矿产资源主管部门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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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不力，对曹家洼金矿因缩小

采矿范围变更《采矿许可证》，未对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适用性存在的问题实行闭环监管，未对矿区边界封堵采取有效监

管措施。发现曹家洼金矿超过《采矿许可证》核定生产规模进行

生产，及“5 号盲竖井粉矿回收井、8 号盲竖井”现状与《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不一致，均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

导致矿山生产系统无法进行长远规划和科学设计，增大了管理难

度和安全风险。

7.招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未依法履行黄金行业主管部门职

责

履行黄金行业管理职责不力，未认真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未有

效指导督促黄金行业加强安全管理，组织实施黄金行业法规和规

章、技术规范和标准不力。对曹家洼金矿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监管不到位，到曹家洼金矿开展安全监督检查不细致、不认真。

8.招远市矿业秩序整顿指挥部办公室未认真履行矿产秩序

整顿工作职责

推进矿业秩序整顿工作不力，监督督促各相关部门履行矿山

监管职责不到位。对组织到矿山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及

整改要求，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跟踪督办。

9.招远市党委、政府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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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认真吸取栖霞市五彩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

教训，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部

署和要求不力，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不深入、不细致。

未认真督促招远市相关部门依法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相关职责。未认真督促夏甸镇党委、政府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职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烟台招远曹家洼金矿“2·17”火灾事故是一

起企业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已被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人员

1.王敬志，中共党员，曹家洼金矿法定代表人，曹家洼矿业

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未认真吸取栖霞市五彩

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教训，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职责，未认真组织落实外包队伍安全管理和动火作业

安全管理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 月 25 日变

更为取保候审。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李进桂，中共党员，曹家洼金矿矿长，曹家洼矿业集团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负责曹家洼金矿日常管理。未认真履行主要

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未认真组织落实外包队伍安全管理和动火

作业安全管理措施，事故发生后组织伪造动火作业许可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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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洼金矿 3 号竖井更换罐道工字钢及木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

技术组织措施》培训记录。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建

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徐国栋，曹家洼金矿副矿长。允许不具备相应资质的王德

铅施工队承揽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作为事故发生当日值

班领导，对王德铅施工队当日违规下井动火作业未制止。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 年 2 月 25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宋涛，曹家洼金矿安全总监。作为专项分管本单位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的责任人，未组织审查外包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

施工资质和外包施工人员的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未督

促外包施工人员落实《曹家洼金矿 3 号竖井更换罐道工字钢及木

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技术组织措施》；监督落实井下动火作业

管理规定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建议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5.王永志，曹家洼金矿采矿车间主任。未向王德铅施工队进

行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技术交底；未督促王德铅施工队对

3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作业中存在的火灾隐患采取有效防范

措施；作为采矿车间主任，事故发生当日值班时，对 3 号盲竖井

罐道木更换工程动火作业，未组织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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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热切割动火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致使动火作业施

工程序严重违规。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建议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6.林书渊，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实际控制人。违规出借

矿山工程施工资质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王德铅施工队，允许

其以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名义承揽曹家洼金矿 2 号竖井、3

号盲竖井、5 号盲竖井检修工程。对王德铅施工队疏于管理，对

该施工队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未进行审查，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教育培训和应急处置演练。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建议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7.杨茂兴，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负责人，实际负责对项

目部及施工队的安全管理工作。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职责，对王德铅施工队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施工现场安全检

查不到位，对王德铅施工队违规动火作业行为未发现、未制止。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王德铅，曹家洼金矿 3 号盲竖井检修工程施工队负责人。

违规借用温州井巷公司矿山工程施工资质，承揽曹家洼金矿 2 号

竖井、3 号盲竖井、5 号盲竖井检修工程；未履行动火作业审批

手续、未确认动火作业现场安全环境、使用无资格人员实施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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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

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赵成方，王德铅施工队作业现场负责人，热切割作业实施

人。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未经批准实施动火作业，作业时

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火灾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建

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王义亭，王德铅施工队作业人员，热切割作业实施人。

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未经批准实施动火作业，作业时未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火灾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建议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人员是中共党员或公职人员的，建议相关纪检监察机关

加强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在具备作出党纪或政务处分条件后，

及时作出相应处理。

（二）建议问责人员

1.原旭东，招远市夏甸镇党委原副书记、原镇长。未认真吸

取栖霞市五彩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教训，未认真

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对镇办企业曹家洼金矿安全

生产工作疏于管理，对曹家洼金矿、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等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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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志广，招远市夏甸镇党委原书记。未认真贯彻落实上级

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未认真吸取栖霞市

五彩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教训，未认真落实党政

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对镇办企业曹家洼金矿安全生产工作

疏于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3.王永生，中共党员，招远市应急管理局矿山科负责人（参

公人员）。未认真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职责，对曹家洼金矿违

规将罐道木更换工程项目发包给王德铅施工队、未按规定开展安

全教育培训等问题监管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

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4.王晓东，招远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队长、二级主任科员。未认真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职

责，到曹家洼金矿进行执法检查时，未发现曹家洼金矿违规将罐

道木更换工程项目发包给王德铅施工队以及该施工队违规实施

动火作业等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

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5.杨云亮，招远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分管矿山

科和安全生产监察大队。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矿山科、监察

大队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检查职责，对曹家洼金矿

违规将罐道木更换工程项目发包给王德铅施工队、未按规定开展

安全教育培训等问题监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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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因其他严重职务违

法问题已被采取留置措施）。

6.李宝通，招远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原书记、原局长。未认真

吸取栖霞市五彩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教训，未扎

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疏于管理，对该局未认真履

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职责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7.兰建国，中共党员，招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和矿山

资源管理科负责人（事业编制）。监督不力，发现曹家洼金矿超

过《采矿许可证》核定生产规模进行生产，曹家洼金矿“5#盲竖

井粉矿回收井、8#盲竖井”现状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

计不一致，均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8.考卫启，招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直属分局局

长，分管地质和矿山资源管理科。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检查

指导地质和矿山资源管理科履行职责，对其存在的落实矿产资源

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不力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9.侯福江，招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未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疏于管理，对该局未认真落实矿

产资源监督管理和监督检查职责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

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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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任志义，中共党员，招远市黄金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科长。

监督不力，未认真履行黄金行业安全管理职责，对曹家洼金矿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不到位，到曹家洼金矿开展安全监督检

查不细致、不认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

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11.梁国栋，中共党员，招远市黄金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

任（事业编制），主持招远市黄金产业发展促进中心（该中心实

际履行招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黄金行业管理职责）工作。监督不

力，未认真履行黄金行业安全管理职责，对曹家洼金矿履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监管不到位，到曹家洼金矿开展安全监督检查不细

致、不认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记

大过处分。

12.徐晓伟，招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

调研员，直接分管招远市黄金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未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疏于管理，未有效指导督促招远市黄金行

业加强安全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

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13.李胜涛，中共党员，招远市矿业秩序整顿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监督不力，对组织到矿山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及

整改要求，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跟踪督办，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

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14.战亮，招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分管自然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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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等工作。按照招远市《市级班子领导成员包镇（街道）安排

意见》，分组包夏甸镇。未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未认真履行市级班子领导成员包帮夏

甸镇工作职责，对曹家洼金矿、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等未认

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15.张金亮，招远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党组原副书记、原副

市长，分管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未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

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未认真吸取栖霞市五

彩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教训，未扎实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疏于管理，对招远市应急管理局未认

真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职责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

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

分。

16.吴有进，招远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未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未认真

吸取栖霞市五彩龙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教训，未认

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疏于管理，对夏甸镇党委、

政府和招远市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工信局、矿业秩序整顿

指挥部办公室等单位未认真履行相应职责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

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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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贺业增，招远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招远经济技术

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副厅级)。未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

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未认真吸取栖霞市五彩龙

公司笏山金矿“1·10”爆炸事故教训，未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疏于管理，对夏甸镇党委、政府和招远市应

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工信局、矿业秩序整顿指挥部办公室等

单位未认真履行相应监管职责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三）问责单位建议

责成招远市委、市政府向烟台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责成烟台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上述情况

同时抄报省纪委监委、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四）行政处罚建议

1.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1）曹家洼金矿。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13 号令发布，第 42 号令、第 77 号令

修正）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

对其处 70万元的事故罚款。建议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

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190 万元的罚款。建议按照《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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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

许可证》。建议按照有关规定将其纳入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联合惩

戒“黑名单”。

（2）温州井巷公司。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

行）》（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13 号令发布，第 42 号令、第

77 号令修正）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烟台市应

急管理局对其处 70 万元的事故罚款。建议按照有关规定将其纳

入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3）王敬志，中共党员，曹家洼金矿法定代表人，曹家洼

矿业集团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建议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

款处罚规定（试行）》（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13号令发布，

第 42号令、第 77 号令修正）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由烟

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自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起，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建

议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撤销其《安全

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4）李进桂，中共党员，曹家洼矿业集团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曹家洼金矿矿长，负责曹家洼金矿日常管理。建议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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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

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13 号令

发布，第 42 号令、第 77号令修正）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自刑罚执

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建议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撤销其《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5）林衡，温州井巷公司执行董事。建议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

款处罚规定（试行）》（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13号令发布，

第 42号令、第 77 号令修正）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由烟

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6）戴笑乐，温州井巷公司法定代表人。建议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

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13 号令发

布，第 42 号令、第 77号令修正）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7）宋志勇，中共党员，曹家洼金矿总工程师，分管采矿

车间。未督促采矿车间向王德铅施工队进行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

换工程技术交底。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组织动火作业，事故发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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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实施动火作业前，未督促采矿车

间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未督促采矿车间现场审查热切割动火作

业人员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致使动火作业施工程序严重违规。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3 万元的事故罚

款。

（8）吕瑞武，曹家洼金矿安全科科长。未严格审查外包施

工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施工资质和外包施工人员的特种作业人

员持证上岗等情况；未督促外包施工人员落实《曹家洼金矿 3 号

竖井更换罐道工字钢及木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技术组织措施》；

未按规定组织外包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培训考核情况不

属实；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组织动火作业；事故发生后参与伪造动

火作业许可证，参与伪造《曹家洼金矿 3 号竖井更换罐道工字钢

及木罐道施工措施施工安全技术组织措施》培训记录。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3 万元的事故罚款。建议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

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

年年收入 80%的罚款。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撤销其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资格。

（9）王朦，曹家洼金矿采矿车间副主任。未对王德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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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更换 3 号盲竖井罐道木更换工程作业中存在的火灾隐患采取

有效治理措施；事故发生后，参与伪造动火作业许可证。建议按

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

年年收入 80%的罚款。

（10）丁学斌，温州井巷公司招远办事处聘用人员。事故发

生后会同曹家洼金矿伪造王德铅项目经理任命书、委托书。建议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

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

年年收入 80%的罚款。

2.对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调查中发现曹家洼金矿存在未按规定执行领导带班下井制

度、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生产费用行为，建议按照《金属非金属

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4 号）第二十一条、《山东省安全生产条

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强化安全发展理念，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各级党

委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论述，深刻汲取栖霞市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和招远

市曹家洼金矿“2·17”较大火灾事故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摆正生命与生产、生命与矿井、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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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来换取非

煤矿山企业的发展。要针对制约非煤矿山安全的长期性、复杂性

和深层次矛盾问题，坚决落实非煤矿山攻坚举措，下大决心、攻

坚克难，真关实治，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

现非煤矿山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

（二）强化风险隐患管控排查，切实落实非煤矿山主体责任。

非煤矿山企业要深入推进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牢固树立

“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的理念，把全体员工发动起

来，把所有风险管控起来，把所有隐患治理到位，切实做到全员

负责、全过程控制、持续改进。非煤矿山发包、承包单位要按照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人人有责”的要求，把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到岗位、落实到每个人；强化全员培训，加强警示教育，提升

每个人的安全意识、安全技能。结合非煤矿山企业特点，突出完

善并严格执行火灾事故应急救援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加强

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和维护，强化自救器等个人防护用品的井下管

理使用。严格按照设计施工，确保现状和图纸资料相符合。矿山

企业投入生产前，应进行建设与设计符合性评估，评估不合格的，

不得投产；验收合格投产后，每年组织一次现状与设计符合性评

估，凡发现现状与设计不符的，一律停产整改至与设计相符时，

方可恢复生产。

（三）强化动火作业管理，坚决杜绝“三违”行为。非煤矿

山企业要修订完善并严格执行动火作业管理制度，强化动火作业



29

过程管理，对动火作业中存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

律等严重“三违”行为的，要解除与施工单位的施工合同并不得

再次发包施工项目，对违规作业人员要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得再次

录用。要规范查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严禁不具备资格条件的人

员进行动火作业。动火作业前必须制定专门的安全措施并严格履

行审批程序。在井口及井筒内进行动火作业时，必须制定专门防

火安全措施并经企业主要负责人批准，对动火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技术交底后方可动火作业，并派专人监护，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

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巷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所有

人员。动火作业部位下方应有收集熔渣、焊渣的可靠设施。作业

前应检查清理可燃物，作业完毕应严格检查清理。违规在井口和

井下进行动火作业的，一律依法责令停止作业、立即排除事故隐

患。

（四）强化外包施工队伍管理，坚决解决“三不管”问题。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督促非煤矿山企业认真落实《非煤矿山外包工

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2 号），严

格对施工单位资质把关，严格安全合同或协议管理，严格落实发

包单位的统一管理职责，明确承包单位的专项责任，加强外来作

业人员岗前培训和专门培训。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解决发包单位

不管施工单位、施工单位不管项目部、项目部不管施工队的“三

不管”问题。对全省所有非煤矿山开展一次全面、彻底、不留死

角的安全检查，合格一个，恢复生产一个；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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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决依法予以关闭。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玻璃钢材料，坚决淘汰落后设备设

施。井筒内的隔离板（网）、平台、梯子及井下管路，严禁使用

易燃、可燃玻璃钢材料。对井下现使用玻璃钢产品应立即进行检

验检测评估，凡是燃烧性能等级未达到《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

能分级》（GB8624）中 B1B 级难燃标准的，一律限期更换。矿山

企业不得使用国家《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中禁止使用的设备设施，特别是未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的设备设施。

（六）推动矿产资源整合，促进产业集约发展。对开采规模

小、采矿权设置不合理、交叉重复或同一矿体多个生产主体开发

等矿山、矿区，按照依法依规和市场化原则，积极引导促进重组、

兼并、联合，实现优化整合，形成若干个统一矿权、统一规划、

统一生产系统、统一开采主体、统一管理经营“五统一”的矿山

企业。对采矿权范围内资源枯竭的矿山、安全生产隐患大难以整

改、重大灾害难以治理或经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

要依法依规关闭退出；对无证非法开采矿山全部取缔关闭。

（七）强化驻点督导监管，深入推进非煤矿山专项整治。负

有非煤矿山监管职责的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驻点督导的

统一要求，深入开展非煤矿山领域驻点监管，逐一拉出驻点监管

名单，分级组织实施。针对春节后复工复产特点，督促非煤矿山

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安全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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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在全省所有非煤矿山企业开展专项整治和全面检查，重点对

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等高风险矿山开展全系统各环节大排查，做到

“三个百分百”，即高风险矿山自查自改百分百，上级企业检查

下级矿山百分百，市县监管部门督查矿山企业百分百。做细做严

执法检查，增强执法力量，聘请专家，真正蹲下去、沉下来，逐

项对照检查，决不能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流于形式，严格检查

非煤矿山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自查自改情况，确保不留死角、不

留盲区、不漏一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

发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立即停产整顿，严厉追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