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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能源局 2020 年度
全市能源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行为，认真履行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提高依法治安水平，根据《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和《煤矿安全监管

执法计划编制办法（试行）》等要求，结合全市煤矿、电力、

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选煤厂安全生产情况，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持续提升重大风险防

控能力，推进能源行业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保持煤矿和

选煤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

力可靠供应，有效管控油气长输管道高后果区，为发展现代

能源经济营造稳定的安全环境。

(二)主要任务

1.按照职责分工和分级监管要求，做好全市 33 座央企

绝对控股煤矿及配套选煤厂（名单见附件 1）日常监管工作。

2.充分发挥市级执法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对旗区执法

工作的指导、考核和监督，督促旗区安全监管部门严格落实

属地安全监管责任。

3.组织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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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等执法活动，依法监督检查煤矿、电力、石油天然气长

输管道、选煤厂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常态化推进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等五项重点工作。

4.依法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培训、应急救援队伍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编制与修订、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等情况。

5.强化执法检查，充分发挥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

处罚、追究法律责任“四个一律”执法措施的震慑作用，通

过规范有力的执法检查，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减少一般

事故，有效防范较大事故，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

事故底线，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6.完成上级部门及市委、市政府布置的阶段性监督检查

和专项执法检查工作任务。

二、市能源局监管执法力量情况

市能源局安全生产执法岗位在册人员 115 人，从事安全

生产执法人员 95 人，占在册人员的 82.6%，满足《编制办法》

规定的市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执法人员不少于在册人员 70%

的要求。其中：局领导 5 人(不单设计划)，煤炭安全监管科

6 人(不单设计划)，电力科 5 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科

6 人，市煤炭安全监管综合执法局 73 人，其中煤矿安全监管

方面 42 人（包括驻矿安监人员 13 人），选煤厂安全监管方

面(五大队)31 人。

三、监管工作日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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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矿（含中央企业绝对控股煤矿配套选煤厂）安

全监管方面

局领导 2 人，煤炭安全监管科 6 人，市煤炭安全监管综

合执法局 42 人，共 50 人。

1.总法定工作日为 12550 天。

2.监管执法工作日 9740 天。

3.非执法工作日为 2810 天。

具体安排见《2020 年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附

件 2）。

（二）电力安全监管方面

局领导 1 人，电力科 5 人，共 6 人。

1.总法定工作日为 1506 天。

2.监管执法工作日 876 天。

3.非执法工作日为 630 天。

具体安排见《2020 年电力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附

件 3）。

（三）油气长输管道监管方面

局领导 1 人，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科 6 人，共 7 人。

1.总法定工作日为 1757 天。

2.监管执法工作日 1187 天。

3.非执法工作日为 57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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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安排见《2020 年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

计表》（附件 4）。

（四）选煤厂监管方面

局领导 1 人，选煤厂安全监管方面(执法五大队)共计 31

人。（全年实行上 1 天休 1 天、每班 24 小时工作制。32 人

×182 工作日＝5824 工作日）

1.总法定工作日为 5824 天。

2.监管执法工作日 4280 天。

3.非执法工作日为 1544 天。

具体安排见《2020 年选煤厂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附件 5）。

四、监管执法的主要内容

（一）煤矿企业

1.贯彻落实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和

标准情况。

2.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

3.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

作安排部署情况。

4.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

5.煤矿各生产安全系统完善可靠、重大灾害有效防治、

事故隐患及时消除情况。

6.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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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动态达标工作情况。

7.煤矿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和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情况。

8.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情况等。

（二）电力企业

1.旗区电力安全管理部门、电力企业贯彻落实党和国家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程和技术及管理标准情况。

2.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完善

安全责任清单，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保障安

全费用提取和使用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到位。

3.加强电力企业安全风险预防控制管理，监督企业健全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预警、防范和管控的闭环管理。

4.加强电网运行安全管理。监督各发电、供电、用电单

位严格遵守《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实行电网统一调度管理。

严格执行“两票三制”，保障作业安全，确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和可靠供电。

5.加强电力技术监督管理和加强电力设施的保护，预防

因局部电气设备绝缘事故和电力设施破坏造成电网大面积

停电事故。

6.强化水电站大坝运行监测、缺陷治理、防洪防汛安全

监督，加强病险大坝的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治理。

7.监督新能源企业建立完善防范自然灾害的预报和防

控管理办法、设备检修作业安全管理办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1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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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善电力生产应急体系建设，做好应急队伍建设、物

资储备和电力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培训工作。

9.加强安全信息管理。规范电力事故、事件及相关信息

的报送工作，畅通报送渠道，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对于

瞒报、谎报、漏报、迟报事故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予以

处理。

10.加强电力生产信息网络安全建设，根据“安全分区、

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要求，做好电力监控系统

的安全防护和网络安全管理工作。

（三）油气长输管道企业

1.企业是否落实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建立健全并严

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依法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情况，安全生产经费提取

和使用情况。

2.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研究部署安全生

产工作等情况；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落实企业各项安全制

度，开展安全检查，加强安全管理、组织安全教育培训等情

况；各班组、场站负责人及一线员工落实岗位安全制度，开

展岗位隐患排查等情况。

3.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情况，加强重

要设施和装备日常管理维护、保养情况，重大危险源普查建

档、风险辨识、监控预警制度的建设及措施落实情况等。

4.是否建立和实施了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以及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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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维护、保养、检测检验等制度；开展隐患自查自改自

报，实行整改闭环管理情况；各级政府及部门安全生产大检

查、督查、明察暗访所发现问题隐患是否及时排查治理、整

改消除。

5.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报

送相关部门备案，做到应急预案符合实际、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强，且简明易记易做；是否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应急

预案有效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6.是否建立了管道事故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相关抢险

设备、器材和设施，抢险作业时是否制定了具体方案，作业

前是否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并对重点部位进行了监护，若未

建立专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不具备应急抢险救援能力的企业

必须与邻近的专职应急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议；

7.发现第三方涉及危害管道运行安全的活动时，是否按

照《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处置，并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处置情况。

8.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考核情况；特种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生产一线职工应知应会安全操作知

识、应急逃生知识教育培训情况、《内蒙古安全生产条例》

等法律法规宣传贯彻等情况。

（四）选煤厂企业

1.贯彻落实有关选煤厂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

和标准情况。

2.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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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

3.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关于选煤厂安全生产

工作安排部署情况。

4.选煤厂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情况。

5.选煤厂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以及报告制度情况。

6.针对各生产系统每年开展一次安全风险分析研判或

安全评价工作情况。

7.选煤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预案演练

工作情况。

8.选煤厂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计划工作情况等。

（五）生产企业上级公司

1.是否落实公司管理层和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

2.是否落实对所属生产企业的安全管理责任。

3.是否保证所属生产企业的安全投入。

4.是否下达超能力生产经营指标。

五、监管方式

按照分级监管有关要求，我局直接监管全市 33 座央企

绝对控股煤矿及配套选煤厂（名单见附件 1）安全生产工作，

具体日常监管工作由市煤炭安全生产综合执法局负责；其他

煤矿企业、电力企业、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企业和选煤厂企

业由旗区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市能源局对旗区能源行业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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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部门属地监管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市能源局对

33 座央企绝对控股煤矿及配套选煤厂进行全覆盖检查，对其

他企业通过专项督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安全检查，强化

全市能源行业复工复产、汛期、重大节日和活动期间、年未

岁初等重点时段的监督检查

（一）煤矿企业

按照《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度煤矿

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工作计划编审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我

局直接监管的 33 座全资央企煤矿每月至少开展 1 次日常重

点检查（巡查），煤矿配套的选煤厂每季度全覆盖检查 1 次，

对煤矿上级公司每年至少开展1次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的监督检查工作。每年对旗区能源局直管煤矿采取“双随

机、一公开”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数量不少于旗区能源局

监管煤矿总数的 30%，重点对冲击地压煤矿、水害严重煤矿、

近三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煤矿、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

安全分类 C 类煤矿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煤矿进行抽查。

（二）电力企业

对各旗区电力管理部门和电力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每季

度至少进行 1 次，每个旗区每年不少于 4 次，重点督查旗区

电力安全体系建设及电力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电力设施保护

行政执法和电力设施保护工作情况。对各旗区监管的电力生

产企业每季度抽查 1 次，每年抽查企业数量不少于总数的

50%，重点检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安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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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现场管理等情况。对各旗区监管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每

季度抽查 1 次，每年抽查企业数量不少于总数的 50%，重点

检查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安全体系建设、施工现场管理情况、现场安全措施落

实等情况。

（三）油气长输管道企业

按照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我局

对全市范围内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运营企业的安全生产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针对企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方面，每月至

少开展2次安全检查;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重点部位和隐患点，

每季度至少开展 2 次安全检查；按照市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

全监管部门安排的监管执法工作任务，将对部分油气管道运

营企业进行安全检查和抽查，预计全年内开展 2 次检查；元

旦、春节、两会、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执

法检查，全市所有油气长输管道运营企业均纳入检查范围之

内。

（四）选煤厂企业

全市现有正常生产的选煤厂企业 160 家（不含中央企业

绝对控股煤矿配套选煤厂），我局计划会同旗区能源局按照

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将 160 家选煤厂企业划分为 A、B、C 三类

进行安全监管。A 类选煤厂企业每年度至少开展 1 次现场监

管，重点检查各类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B 类选煤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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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每半年至少开展 1 次现场监管，重点检查各类规章制度完

成情况及现场工作情况。C 类选煤厂企业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现场监管，重点检查各类执照是否齐全和是否建立各项煤

场安全规章制度及储煤棚安全验收工作。所有选煤厂企业每

年全覆盖检查至少 1 次，定期对旗区能源局选煤厂监管工作

进行督查，做到全部覆盖、重点监管。

六、工作要求及保障措施

（一）严格按照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进行执法检

查，监督检查计划在组织实施中需要调整或变更的，及时履

行报批程序。定期分析总结执行情况，研究解决监督检查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工作制度，检查前要制定检查

方案，明确检查内容、检查路线和检查对象。检查结束及时

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履行行政处罚程序、及时向企业和

属地安全监管部门反馈检查情况、及时调度隐患问题整改情

况，实现闭环管理。每次检查完毕后，形成检查报告。

（三）执法检查严格执行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法制

审核制度，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可靠、程序合

法”。严格安全生产检查购买技术服务管理，最大限度排除

安全隐患。开展示范执法检查，并加强对基层监管工作的指

导。

（四）加强与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

的沟通协调，建立信息通报和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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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知

识培训，提高执法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强化纪律约束，严

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和自治区及我市配套规

定。

附件：1.鄂尔多斯市能源局直接监管煤矿（含配套选煤

厂）名单

2.2020 年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3.2020 年电力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4.2020 年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5.2020 年选煤厂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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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直接监管煤矿（含配套选煤厂）名单

序
号

煤矿名称
所属
旗区

所属企业名称
生产能力

（万吨/年）
是否配套
选煤厂

1 寸草塔一矿 伊旗 神华神东公司 240 否

2 寸草塔二矿 伊旗 神华神东公司 270 否

3 乌兰木伦煤矿 伊旗 神华神东公司 400 否

4 柳塔煤矿 伊旗 神华神东公司 300 否

5 补连塔煤矿 伊旗 神华神东公司 2800 是

6 上湾煤矿 伊旗 神华神东公司 1600 是

7 布尔台煤矿 伊旗 神华神东公司 2000 是

8 万利一矿 东胜区 神华神东公司 1000 是

9 李家壕煤矿 东胜区 神华包头能源公司 600 是

10 神通煤矿 东胜区 华电集团 90 否

11 金通煤矿 东胜区 华电集团 150 否

12 利民煤矿 鄂旗 神华乌海能源公司 150 是

13 神山露天矿 准旗 神华神东公司 60 是

14 哈尔乌素露天矿 准旗 神华哈尔乌素公司 3500 是

15 山不拉煤矿 准旗 中煤集团 120 是

16 塔然高勒煤矿 杭锦旗 神华杭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00 是

17 蒙西棋盘井煤矿 鄂旗 神华蒙西煤化股份有限公司 300 否

18 黑岱沟露天矿 准旗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400 是

19 黄玉川煤矿 准旗 神华亿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0 是

20 高头窑煤矿 达旗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公司 800 是

21 魏家峁露天矿 准旗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公司 600 是

22 铧尖露天煤矿 准旗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公司 300 否

23 不连沟煤矿 准旗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 是

24 龙王沟煤矿 准旗 中国大唐集团煤业有限公司 1000 是

25 玻璃沟煤矿 准旗 内蒙古平庄煤业有限公司 400 否

26 纳林河 2号井 乌审旗 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800 是

27 母杜柴登煤矿 乌审旗 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600 是

28 门克庆煤矿 乌审旗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公司 800 是

29 葫芦素煤矿 乌审旗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公司 800 是

30
内蒙古华通瑞盛
能源有限公司

达旗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 否

31
内蒙古宝利煤炭

有限公司
达旗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20 否

32
内蒙古浩源煤炭

有限公司
达旗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20 否

33
蒙西棋盘井煤矿
产能升级项目

鄂旗 神华蒙西煤化股份有限公司 1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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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项目内容 工作日数

总法定工作日 12550

监

管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9740

1.对中央企业绝对控股煤矿及配套选煤厂进行安全检查。单

次需要人数（4）×单次检查工作日数（2）×32 座×12 次

（每月 1次）。

3072

2.对中央企业绝对控股煤矿驻矿监管。13 人×251 工作日 3263

3.对中央企业绝对控股煤矿上级公司检查。单次需要人数

（4）×单次检查工作日数（2）×15 座。
120

4.对其他煤矿（中央企业绝对控股煤矿除外）开展双随机抽

查和示范性执法。单次需要人数（4）×335 座×30%（全年

抽查不低于 30%）。

402

5.参与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80

6.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160

7.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100

8.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20

9.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评级动态检查工作。单次需要人

数（2）×单次检查工作日数（2）×130 座次。
520

10.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200

11.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监管执

法工作任务。
1024

12.其他需要安排的监管执法工作。 779

非

监

管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2810

1.检查指导下级执法部门工作。9旗区×4人/次×4次（每

季度 1次）。
144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平均每人学习 25 个工作日，

平均每人参加会议时间 8个工作日（25+8）×50 人。
1650

3.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档案管理等工作和事项 416

4.病事假：每人每月平均事假 0.5 天、病假 0.5 天，12 个

月，（0.5+0.5）×50×12＝600 个工作日。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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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电力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项目内容 工作日数

总法定工作日 1506

监

管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876

1.对电力企业进行安全检查。 356

2.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监管执

法工作任务。
80

3.参与电力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56

4.调查核实电力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40

5.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72

6.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20

7.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评级动态检查工作。 -

8.参加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督

查检查等需要参与配合的执法活动。
80

9.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许可、登记、备案

等。
150

10.其他需要安排的监管执法工作。 47

非
监
管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630

1.机关值班。
150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 300

3.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档案管理、请休假等工作和事

项。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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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项目内容 工作日数

总法定工作日 1757

监

管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1187

1.对油气长输管道企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线路巡检、隐患排查和整

治等方面进行安全检查工作日。
320

2.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重点部位和隐患点专项检查工作日 240

3.指导油气管道运营企业开展油气长输管道领域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等工作日。
36

4.元旦、春节、两会、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安全生产集中检查工作日。200

5.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监管执法工作任务

工作日。
80

6.对旗区能源行业主管部门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工作日。 72

7.参与油气长输管道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日。 27

8.调查核实油气长输管道领域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工作日。 30

9.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日。 40

10.参加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督查检查等

需要参与配合的安全检查活动工作日。
42

11.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工作日。 70

12.其他需要安排的监管工作所需工作日。 30

非监

管执

法工

作日

合 计 570

1.机关值班工作日 150

2.学习、培训、会议和外出调研考察工作日 180

3.年度考核总安排工作日。 65

4.党群活动安排工作日。 90

5.资料归档、统计分析、档案管理、请休假等工作和事项工作日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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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选煤厂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统计表

项目内容 工作日数

总法定工作日 5824

监

管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4280

1.对全市煤炭洗选企业进行安全检查。 1850

2.对全市煤炭市场监督检查工作。 960

3.对全市煤炭洗选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420

4.和局机关及旗区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活动. 420

5.处理各类举报案件及市长热线调查回复工作。 186

6.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140

7.对违规煤炭经营企业实施联合惩戒。 160

8.其他需要安排的监管执法工作。 144

非

监

管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1544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平均每人学习 20 个工作日，平

均每人参加会议时间 8个工作日（20+8）×32 人。
896

2.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档案管理等工作和事项。 192

3.病事假：每人每月平均事假 0.5 天、病假 0.5 天，12 个月，

（0.5+0.5）×32×12＝个工作日。
384

4.财务报账及汇总机关考勤工作。 72

说

明

局领导 1人，执法五大队执法人员 31 人，共计 32 人，全年实行上 1天休 1天、

每班 24 小时工作制。32 人×182 工作日＝5824 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