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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月 8 日，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务

委员王勇对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玉治在会上作工作报告。 

王勇指出，在极不平凡的过去一年里，全国矿山安全监

管监察系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和各种困难挑战，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实现了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煤矿百万吨死

亡率“三个明显下降”。 

王勇强调，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也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组建后全面履职的第一年。全

国矿山安全监管监察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狠抓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落实，加快推动淘汰退出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企业，大力开展智能装备升级改造，

加强监管监察执法队伍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以更加扎实有力的工作开创矿山安全监管

监察事业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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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黄玉治在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以

矿山安全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以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为目

标，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为抓手，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精准施策、狠抓落实，以优异

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会议指出，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法规

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监管监察执法力度不断加大，淘汰退出

工作不断推进，防灾治灾能力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安全基础不断夯实，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

2020 年与 2015 年相比，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65.3%和 62.4%，重特大事故起数下降 40%，煤矿百万吨死

亡率下降 64.2%。 

会议强调，矿山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还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屡罚不改、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不够扎实

深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监察效能有待提高、

事故教训汲取不深刻等诸多问题，面临矿山产业结构不合

理、灾害日益严重、采掘接续紧张、外部环境不确定和人员

经验能力不足等带来的安全风险。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向总书记看齐、做到“两个至上”，

对标对表抓整改、做到“两个不放松”，推动落地见效、做

到“两个根本”。要以全面深入细致开展矿山安全大排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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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抓手，深化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强化煤矿重大

灾害超前治理。要以淘汰退出为治本之策，抓好安全准入、

淘汰退出、整合提升三个环节，加快解决“多小散乱差”问

题。要以智能化建设为主攻方向，实施智能化发展行动计划，

加快智能化技术应用和攻关，不断提高矿山科技装备水平。

要以履职尽责为基本要求，创新执法理念和方式方法，科学

预判风险，压紧压实监管监察责任，聚焦督促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提高监管监察信息化水平和执法效能。要以强化现场

管理为着力点，持续推进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一优

三减”和人员素质提升，开展“三敬畏”、“反三违”活动，

推进矿山安全基础建设。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

提高监管监察执法能力、落实能力、见效能力，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矿山安全监管监察干部队伍。 

 

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 15 次工作例会 

 

1 月 12 日下午，国家局“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 15 次例会，研究三年行动 2021 年集中

攻坚目标，安排部署有关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国应急管

理工作会议、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以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为目标，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为抓手，深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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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聚焦突出问题整治攻坚，落

实和完善治理措施，切实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会议议定，一是督促各地牵头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认真

总结报送本地区、本企业三年行动排查整治阶段工作总结报

告，根据调度汇总情况，对 2020 年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

分析。二是对 2020 年三年行动进展情况和整治成效进行全

面评估，总结工作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突出问题、研究提出

对策措施，为国家局进一步深化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扎

实抓好集中攻坚各项工作决策提供支撑。三是认真梳理国家

局组织的综合督查、督导调研、明查暗访、“开小灶”以及“两

个清单”排查发现的问题，结合各地 2020 年工作总结及评估

报告，找准制约煤矿安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深层次问

题，细化完善各部门、各地区 2021 年集中攻坚内容和措施

任务，对提出的工作措施任务必须要细化量化，确保“可操作、

可监督、可考核”。四是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活动，坚持

将各地大排查活动开展情况作为联系指导、明查暗访的重要

内容。五是进一步加强宣传报道力度，及时宣传各地好经验、

好成效、好做法，曝光发现的典型案例，营造浓厚的舆论氛

围和声势。 

 

2020 年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0 年，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共发生煤矿事故

122 起、死亡 225 人，同比下降 28.2%、28.8%，百万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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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0.058，下降 30.1%，建国以来首次全年未发生重特大瓦斯

事故，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总

书记关于山东龙郓、重庆松藻煤矿事故等重要指示，制定细

化落实方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

的通知》等一批制度文件，启动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共核

减冲击地压及煤与瓦斯突出煤矿产能 4348 万吨/年。全年共

退出煤矿 660 处、产能 1.3 亿吨/年，释放优质产能 9510 万

吨/年。 

二是扎实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印发《关于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的通知》，多次召开视频会进行动员部署和推进落实，

强化对 8 个重点地区和 4 家重点企业重点督导；开展综合督

查、异地执法、明查暗访等，推动各地形成“两个清单”，出

台《关于落实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等一

批制度措施，查处了一大批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三是深入推进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制定出台预判防控煤

矿重大安全风险指导意见，开展 “一通三防”等专项监察。河

北、山西、山东制定双重预防机制有关规定，推进双重预防

机制清单化、透明化、信息化、智能化。河南推进瓦斯治理

“三化一工程”，连续 2 年实现煤层“零突出”、瓦斯“零事故”。 

四是不断提高监管监察效能。组织开展 3 轮异地监察执

法、2 轮执法互检互查。从严事故查处，对近 5 年发生的重

特大事故开展“回头看”。黑龙江出台煤矿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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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必须”、打非治违“七个一律”。四川建立煤矿安全工作

4 级专班机制和煤矿安全生产“八定”措施。各级煤监机构持

续加大执法力度，共查处重大隐患 834 条、同比增加 43%，

停产整顿 617 处、同比增加 52%，行政处罚 14.89 亿元、同

比增加 47.6%。 

五是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全国 3338 处煤矿的安全监

控、人员位臵监测、工业视频“三大系统”实现联网、数据接

入，率先建成煤矿安全风险监测“一张网”，成为国家首批“互

联网+监管”系统重点示范应用项目，累计开展远程监察 774

矿次、查处隐患 2592 项、行政处罚 2738 万元。升级完善监

察执法系统，实现了监察执法业务、使用人员和数据汇聚全

覆盖，同案推送等智能化功能上线试运行，有力提升了监管

监察执法效能。河北、贵州等常态化开展远程监察，严肃查

处瓦斯超限、明停暗开、矿领导空班漏岗等违法行为。 

六是持续强化安全基础建设。出台《关于加快煤矿智能

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召开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

将 3 类煤矿机器人纳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国家

首批 71 处智能化示范矿井建设。各地纷纷出台智能化建设

实施方案，19 种机器人在煤矿现场实施应用，已建成智能化

采掘工作面 494 个、同比增加 80%。开展“学法规、抓落实、

强管理”活动，各地采取网络培训、视频讲座等形式培训 450

万人次，强化普法宣传和警示教育，对照“一规程三细则”检

查发现问题隐患 63 万余条，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

氛围。推进矿山安全技能提升行动，申请技能提升行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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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亿元，重点对新入职、特种作业、班组长等培训 140 万

人次。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修订发布标准化管理

体系，强化随机抽查和动态管理，目前全国二级以上标准化

煤矿占 75.8%。 

七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全系统部署强化

政治机关意识和学习训词精神专题教育，开展创建模范机

关、政治建设专项检查和“灯下黑”专项整治等工作，党员干

部政治意识不断增强。全面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细化

问题、任务、责任三个清单，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建立

完善各类制度 57 项，推动解决一批突出问题。组织煤监干

部大讲堂和全员网络培训，举办能力提升调训班 16 期、培

训 1047 人次。制定为基层减负 8 方面、24 条措施，落实中

央过紧日子要求，强化预算绩效考核，压减会议、差旅、出

国等项目经费合计 3228.25 万元；修订煤监系统“禁酒令”，

开展以违规饮酒、收受红包为重点的专项整治。 

 

山西省：分工协作齐抓共管 三年行动成效明显 

 

2020 年以来，山西省深入落实三年行动任务要求，制定

方案，成立专班，建立机制，推动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全年共发生煤矿事故 12 起、死亡 25

人，同比下降 8 起、27 人，降幅分别为 40%、51.9%，未发

生重大事故。一是健全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体

系。印发出台《煤矿采空区（废弃矿井）煤层气地面抽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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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规范》，《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实施指南》上升为省级地方标准，推动煤矿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二是加速推进落后产能淘汰

退出。减量重组或关闭退出 80 座 60 万吨/年以下煤矿（不含

60 万吨/年），“两类”矿井核减产能 450 万吨/年。三是加大煤

矿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力度。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顶板

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煤全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

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深化重大灾害治理的政策文件，开展

了以瓦斯防治为重点的“一通三防”专项整治，大力实施“三

区联动立体式”瓦斯抽采。四是推进煤矿安全科技创新和“四

化”建设。制定地方标准《智能化煤矿建设规范》，同时多

次召开全省“三大系统”联网及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推进

视频会议，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大力推进煤矿装备更新换

代。五是着力提高监管监察执法效能。印发《山西省煤矿分

级分类安全监管监察办法》，严格落实分级属地安全监管责

任，从根本上解决“不想严、不敢严、不能严、不会严”的

问题，切实发挥煤矿安全监管五人小组“前哨”作用；建立

信用监管监察机制，实行“黑名单”管理办法。六是持续开

展“打非治违”行动。省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全年累计检

查煤矿 19901 矿次。共排查出一般隐患 173653 项、重大隐

患 189 项，依法责令停产停建整顿煤矿 142 处，责令局部停

止作业 139 处，责令停止使用设备 31 台套，罚款 17437 万

元；煤监系统共监察煤矿 2370矿次，查处一般事故隐患 21879

条，重大事故隐患 293 条，实施行政处罚 1569 次，责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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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设备设施 34118 台（套），责令停产停建 294 矿次，

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331 矿次。 

 

陕西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 强化专项整治行动 

 

陕西省政府高度重视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省安委办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

示精神的通知》，将陕西省贯彻落实意见细化分解为 23 项具

体任务，各项任务持续高效开展。2020 年共发生煤矿事故

11 起、死亡 25 人，同比下降 10 起、23 人，降幅分别为 47.6%、

47.9%，全年未发生重大事故。一是加强煤矿安全制度措施。

先后印发《陕西省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施细则

（试行）》、《煤矿安全生产红线清单和认定标准》等制度，

从安全管理体系、煤矿生产建设、灾害治理等多方面制定行

之有效的工作措施。二是积极开展煤矿安全整治活动。开展

煤矿安全集中整治，对 16 个县（市、区）和 32 处煤矿企业

进行督查检查。加强煤矿全系统各环节安全大检查，对全省

高灾害风险、60 万吨/年以下的地方煤矿，时停时开、重大

隐患长期未销号的煤矿全覆盖进行检查。下发了《关于全面

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的通知》，分阶段对全省煤矿

企业和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进行安全大排查。三是深入解决煤

矿安全重点问题。在落后产能淘汰退出方面，陕西省今年公

示 57 处、产能 1306 万吨/年煤矿关闭退出，全省 30 万吨/年

以下煤矿（14 处）全部关闭退出。在“打非治违”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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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五超”等为重点，组成 4 个督查组开展两轮督查检查，

对 11 处煤矿 14 条重大问题隐患进行挂牌督办，将燎原等 4

处煤矿纳入煤矿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黑名单”。  

 

河南省：狠抓主体责任落实 严格安全风险防控 

 

河南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

患”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落实，

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责任措施，有力推进三年行动。2020 年

发生事故 3 起，死亡 3 人，同比下降 25%、40%，创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一是狠抓制度机制建设，完善煤矿安全制度体

系。制定印发《河南省煤矿矿长安全生产考核记分办法（试

行）》，根据违法煤矿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对矿长分别记 3、

6、9、12 分，并给予相应处理。出台《加强煤矿安全监管能

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安全监管力量配备要与辖区内煤

矿产能相匹配。二是狠抓主体责任落实，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到基层基础。研究制定落实煤矿安全主体责任相关要求，明

确重点任务，紧盯煤矿安全生产关键人，严格落实矿长记分

办法，制定企业红线，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体系建设。三是加

快推进智能化及“一优三减”，促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

印发《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2020 年通过验收的智能化煤矿

3 个，采煤工作面 16 个，掘进工作面 6 个；全面深化“一优

三减”及“四化”建设，进一步减少煤矿用工量，提高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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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水平。四是强化安全风险管控，持续加大打非治违

工作力度。深入开展风险分析研判，对重点煤矿“开小灶”

集中整治，组织开展汛期煤矿安全生产全覆盖检查，并对全

省设施设备专项排查治理。五是扎实推进重大灾害治理，夯

实本质安全基础。持续督促煤矿企业严格落实瓦斯“零超

限”、煤层“零突出”目标管理制度；邀请专家对 3 处冲击

地压矿井进行安全论证，提出了论证意见和防治措施。六是

严格落后产能淘汰退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两

类”煤矿开采强度评估及生产能力确认，有序推进 30 万吨/

年以下煤矿分类处臵。 

 

 

 

 

 

 

 

 

 

 

报：国家局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国家局领导，安全总监。 

送：国家局机关各司室。 

抄：各省级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部门，各省级煤

矿安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