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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工

作的通知》（煤安监监察［2007］47号）文件的要求，为做好煤矿安全生

产许可证延期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

可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等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程、

规范等，受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劳不拉煤矿（以下简称：敖劳

不拉煤矿）的委托，内蒙古质安环健科技有限公司对敖劳不拉煤矿进行安

全现状评价，我公司组织有关评价人员于 2019年 6月 25日～26日对敖劳

不拉煤矿进行现场调查并收集有关资料。

安全现状评价的程序及主要内容为：

1. 前期准备；

2. 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3. 划分评价单元；

4. 定性、定量评价；

5. 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6. 做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

7. 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本次安全现状评价主要依据《条例》、《办法》、《煤矿安全规程》、

《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煤矿安全评价导则》（煤安监技

装字［2003］114号）等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程、规范。针

对煤矿生产经营活动和安全管理等现状，辨识与分析其危险、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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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等的符合性；预测发生事

故或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

对策措施建议，得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促进煤矿安全生产。

在本次安全现状评价过程中，得到了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

劳不拉煤矿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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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说明

1.1 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安全现状评价对象为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劳不拉煤矿，

评价范围为该矿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开采煤层生产与辅助系统，包括该矿的安

全管理、安全设施的使用情况及效果、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及其与煤炭生

产直接相关的生产工艺环节、设备、设施等运行情况和安全生产条件符合性等。

1.2 评价依据

1.2.1 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2009年修正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16年修正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修正施行）；

6.《煤矿安全监察条例》（2013年修正施行）；

7.《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修正施行）；

8.《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修正施行）；

9.《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修正施行）；

10.《煤矿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2号公

布施行）；

11.《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73号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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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33号公布施行）；

1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培训等领

域十部规章的决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令公布施行）；

14.《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86号令公布施行）；

1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88号公布施行）；

16.《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9号令公布施行）；

17.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关于明确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范围的

通知》（内煤局字［2014］312号）；

18. 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号）；

19.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在

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规划［2012］99号）；

20.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防范煤矿采掘接续紧张暂行办法>

的通知》（煤安监技装［2018］23号）；

21.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禁止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及

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规划［2006］146号）；

22.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发布<禁止

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监总煤装［2008］



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劳不拉煤矿安全现状评价 编制说明

3

49号）；

23.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发布<禁止

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三批）>的通知》（安监总煤装［2011］

17号）

24.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发展改

革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企业劳动定员

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安监总矿字［2006］216号）；

25.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井

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安监总煤装［2011］15号）；

26.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

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基本规范（试行）>的通知》（安监总

煤装［2011］33号）；

27.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煤矿井下紧

急避险系统建设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煤装［2012］15号）；

28.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快推进煤

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的通知》（安监总煤装［2013］10号）；

29. 原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井

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监管监察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装［2013］78

号）；

30.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煤矿瓦斯等级鉴定

办法>的通知》（煤安监技装［2018］9号）；

31.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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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和<煤矿重大事故隐

患治理督办制度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安监总厅煤行［2015］116

号）；

32.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内蒙古煤矿兼职救护队管理办法

的通知》（内煤安办字［2014］75号）；

33. 原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煤矿安全生

产标准化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内煤局字［2018］106号）；

34.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工作

的通知》（内煤安字［2016］43号）；

35. 原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关于限定煤矿井下作业人员数量的通

知》（内煤局字［2007］290号）；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管理办法》（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37.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1.2.2 技术规范和标准

1.《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

2.《煤矿安全评价导则》（煤安监技装字[2003]114号）；

3.《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

4.《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15）；

5.《煤矿安全规程》（2016年版）；

6.《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AQ6201-2006）；

7.《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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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矿山救护规程》（AQ1008-2007）；

9.《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2013）；

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11.《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2012）；

1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13.《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1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15.《煤矿井下粉尘综合防治技术规范》（AQ1020-2006）；

16.《煤矿采掘工作面高压喷雾降尘技术规范》（AQ1021-2006）；

17.《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通用技术条件》（AQ6210-2007）；

18.《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使用与管理规范》（AQ1048-2007）；

19.《矿井压风自救装置技术条件》（MT390-1995）；

20.《煤矿井工开采通风技术条件》（AQ1028-2006）；

21. 其它相关的标准、规范等。

1.2.3 煤矿提供基础资料

1. 安全现状评价委托书；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采矿许可证；

4. 安全生产许可证；

5. 煤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6.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及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7.《煤尘爆炸性、煤自燃倾向性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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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

9. 《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

10.《主要设备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报告》；

11.《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制》；

12.《煤矿各工种操作规程》；

13.《综采作业规程》和《掘进作业规程》；

14.《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5.《矿井年度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

16. 矿山救护服务协议书；

17. 矿山安全事故医疗救护协议；

18.《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报告》；

19. 与评价项目相关的其他文件、资料、图纸等。

1.3 评价目的

安全现状评价是以实现安全生产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

法，辨识与分析该井工矿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并提出合理可行的

安全对策措施建议，指导对危险源监控和事故预防，以达到最低事故率、

最少损失和最优的安全投资效益。

安全现状评价可促进实现本质安全化生产和实现全过程安全控制，也

可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对评价对象的

安全行为进行法律法规、标准、行政规章、规范的符合性判别或因行政许可

（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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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价程序

安全现状评价程序详见图 1-1安全现状评价程序框图。

图 1-1 安全现状评价程序框图

前期准备

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划分评价单元

定性、定量评价

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做出评价结论

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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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价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程、标准，通过对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敖劳不拉煤矿的全面了解、现场调查及系统分析，依据《安全评

价通则》（AQ8001-2007）等标准、规范、规程，识别出该矿存在的主要

危险、有害因素，提出了预防措施。从风险角度给出在评价时与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符合性结果；通过辨识、分析煤矿的危险、

有害因素，给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同时，针对该矿存在的事

故隐患，提出相应的安全对策及措施建议，得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

10.1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1. 矿井所采煤层属容易自燃煤层，最短自然发火期小于 6个月，如防

灭火措施不到位，易引起煤层自然发火；且井下电器设备多，电工违章作

业、电气失爆、电缆短路等均可引发火灾事故。所以矿井火灾是该矿主要

危险有害因素。

2. 该矿所开采煤层煤尘具有爆炸性，而且采掘工作面生产强度比较大，

煤尘产生量非常大，如防尘系统不完善，防尘工作不到位，易引发煤尘爆

炸事故发生，因此煤尘爆炸是该矿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3. 该矿虽然为低瓦斯矿井，但是如果管理不善，采煤工作面也可能会

出现瓦斯积聚，进而引发瓦斯事故，因此瓦斯是该矿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4. 采煤工作面采空区上覆地表出现的裂缝和塌陷区，若未及时回填或

回填后未夯实压平，裂缝和塌陷区如遇暴雨、山洪、地表径流通过裂缝溃

入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所以要制定完善的地面沉陷区的巡查和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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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到全面落实避免因沉陷区积水和雨季暴雨从沉陷区造成的裂缝灌入井

下，造成透水事故。

5. 发生顶板事故的主要因素有采掘工作面未按规程规定的形式、规格

数量、密度进行支护、回采未及时移架、回撤支架、空顶作业；巷道支护

材料未进行拉力试验或未及时对失效的支护材料采取措施进行补救；遇地

质构造，没有制定针对性措施，未加强支护；生产中违章作业，不能随时

做好敲帮问顶工作等。若管理不善，制度执行不严，措施落实不到位，均

可能引发顶板事故。

6. 发生防爆无轨胶轮车事故的主要因素有井口、井下辅运大巷、采区

及工作面运输顺槽未按行车规定和防爆无轨胶轮车操作规程执行。生产运

输中违章操作，不进行车辆的班检、日检和定期性能检测工作等。以上防

爆无轨胶轮车事故产生的原因，是矿井存在防爆无轨胶轮车事故的主要危

险、有害因素。

10.2 其它危险有害因素

该矿同时存在触电、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容器爆炸、拖

曳、轧压、碰撞伤害、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事故隐患，并存在粉尘等职

业危害，可能发生的部位及安全对策措施已在前面章节中提出，煤矿应针

对性地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并严格落实，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10.3 措施综述

针对该矿现状，在安全现状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已分别提出了对

策措施及建议，在落实以上提出的对策措施时建议：

1. 对煤矿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等级为Ⅲ～Ⅳ级的应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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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整治，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制定预防和处理计划并严格落实，杜

绝重大事故发生。

2. 对该矿存在的其它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等级为Ⅱ级的要加强治理和

预防，严格控制，消除隐患于萌芽状态。

3. 对该矿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以及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及

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逐条落实责任，予以处理解决。

4. 安全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以

人为本”的原则，以安全生产为目的，以安全管理为手段，要严格遵守国

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程、标准，建立、健全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作业规程、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切实加强安全管理，重点抓好现场安全

管理，严禁“三违”现象发生，保证安全生产无事故。

10.4 结论

1. 该矿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合法、有效，矿

长、各副矿长、总工程师均取得了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配备的安全管理人员取得了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能够满

足煤矿安全生产的需要，符合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2. 煤矿的开采境界与批复的矿权范围一致，开采的煤层标高未超过《采

矿许可证》批复的标高范围，煤矿井下巷道与采掘工程平面图标注一致，

无超层越界，煤矿开采境界符合《采矿许可证》批复的范围和标高；井田

范围内无其他工程，符合要求。

3. 该矿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制定了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安

全管理制度，完善了各项安全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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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矿安全费用按吨煤 15元提取，2019年 1～8月份煤共提取费用 384

万元，使用 163.66万元。安全费用主要用于设备检测与维修、专项储备、

安全培训、安全检查等相关费用。煤矿安全费用的提取符合财政部、原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企［2012］第 16号）规定。

5. 企业已与全部员工签定劳动合同，煤矿从业人员缴纳了工伤保险等

险种，符合有关规定。工伤保险到期后，建议及时调整为煤矿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

6. 该煤矿制定的《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劳不拉煤矿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劳不拉煤矿 2019

年度灾害预防及处理计划》，内容较全面、完善。

7. 该矿与准格尔旗矿山救护队签订了矿山救护服务协议书，满足《矿

山救护规程》的规定。

8. 该矿制定的《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综合防尘措施》内容比较全

面，符合煤矿实际情况。

9. 该矿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均经过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

作证书和煤矿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书，证书均在有效期范围内。经现

场抽查，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基本做到持证上岗，安全教育培训

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10. 煤矿技术管理规范，绘制的图纸齐全、规范。编制的作业规程符合

掘进工作面实际情况，图纸、作业规程能够指导安全生产，满足煤矿安全

生产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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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该矿的生产系统、辅助系统及其工艺、设施和设备等满足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要求。

12. 该矿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引起的火灾、瓦斯与煤尘爆炸、水害、片帮

冒顶等灾害，机械伤害、电气伤害及其它危险、有害因素已经采取措施，

并得到了有效控制。

13. 该矿的通风、排水、供电、提升运输、应急救援、通讯、安全监测

监控等系统及其他辅助系统完善、可靠。

14. 该矿的各安全生产系统、开采方法及开采工艺合理，满足设计要求。

15. 该矿对井田范围内的采空区、废弃巷道均采取了有效的管理措施，

并使其危险性得到了有效控制。

通过现场调查、分析，对照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条件和相关法律、法

规、标准及规范要求，评价认为：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劳不拉

煤矿建立、健全了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正常，安全管理模式

满足煤矿安全生产需要。煤矿针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火灾、煤尘爆炸、瓦

斯事故、水灾、顶板及提升、运输事故等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制定了管理

制度并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制定了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各生产

系统和辅助设施、生产工艺、安全设施、设备、职业危害防治、安全资金

投入等基本符合有关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程等有关规定。在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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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并遵守有关规定和要求，以

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煤矿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以来，能够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等要求

进行生产，未发生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实现了安全生产，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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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井工煤矿安全生产条件评价表

序

号
煤矿安全生产条件评价内容

评价

结果

评价人员

签字
备 注

1

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职能部门、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目标管

理、安全奖惩、安全技术审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

全检查、安全办公会议、地质灾害普查、井下劳动组织

定员、矿领导带班下井、井工煤矿入井检身与出入井人

员清点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合格

2
安全投入满足安全生产要求，并按照有关规定足额提取

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合格

3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矿井还应设置专

门的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管理机构和防治水管理机构。

合格

4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
合格

5 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合格

6 制定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和监控措施。 合格

7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按照规定设立矿山救护队，配备

救护装备；不具备单独设立矿山救护队条件的煤矿企业，

所属煤矿应当设立兼职救护队，并与邻近的救护队签订

救护协议。

合格

8
制定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计划、从业人员培训计划、职业

危害防治计划。
合格

9
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合格

10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经考试合格。 合格

11
制定职业危害防治措施、综合防尘措施，建立粉尘检测

制度，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

动防护用品。

合格

12 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合格

13 制定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 合格

14 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 合格

15

矿井至少有 2个能行人的通达地面的安全出口，各个出

口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30米；井下每一个水平到上一个

水平和各个采（盘）区至少有两个便于行人的安全出口，

并与通达地面的安全出口相连接；采煤工作面有两个畅

通的安全出口，一个通到进风巷道，另一个通到回风巷

道。在用巷道净断面满足行人、运输、通风和安全设施

及设备安装、检修、施工的需要。

合格

16
按规定进行瓦斯等级、煤层自燃倾向性和煤尘爆炸危险

性鉴定。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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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煤矿安全生产条件评价内容

评价

结果

评价人员

签字
备 注

17

矿井有完善的独立通风系统。矿井、采区和采掘工作面

的供风能力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矿井使用安装在地面的

矿用主要通风机进行通风，并有同等能力的备用主要通

风机，主要通风机按规定进行性能检测；生产水平和采

区实行分区通风；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采容

易自燃煤层的矿井、煤层群联合布置矿井的每个采区设

置专用回风巷，掘进工作面使用专用局部通风机进行通

风，矿井有反风设施。

合格

18

矿井有安全监控系统，传感器的设置、报警和断电符合

规定，有瓦斯检查制度和矿长、技术负责人瓦斯日报审

查签字制度，配备足够的专职瓦斯检查员和瓦斯检测仪

器；按规定建立瓦斯抽采系统，开采煤与瓦斯突出危险

煤层的有预测预报、防治措施、效果检验和安全防护的

综合防突措施。

合格

19
有防尘供水系统，有地面和井下排水系统；有水害威胁

的矿井还应有专用探放水设备。
合格

20

制定井上、井下防火措施；有地面消防水池和井下消防

管路系统，井上、井下有消防材料库；开采容易自燃和

自燃煤层的矿井还应有防灭火专项设计和综合预防煤层

自然发火的措施。

合格

21

矿井有两回路电源线路；严禁井下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直

接接地；井下电气设备的选型符合防爆要求，有短路、

过负荷、接地、漏电等保护，掘进工作面的局部通风机

按规定采用专用变压器、专用电缆、专用开关，实现风

电、瓦斯电闭锁。

合格

22
运送人员的装置应当符合有关规定。使用检测合格的钢

丝绳；带式输送机采用非金属聚合物制造的输送带的阻

燃性能和抗静电性能符合规定，设置安全保护装置。

合格

23 有通信联络系统,按规定建立人员位置监测系统。 合格

24
按矿井瓦斯等级选用相应的煤矿许用炸药和电雷管，爆

破工作由专职爆破工担任。

不涉

及

25
不得使用国家有关危及生产安全淘汰目录规定的设备及

生产工艺；使用的矿用产品应有安全标志。
合格

26
配备足够数量的自救器，自救器的选用型号应与矿井灾

害类型相适应，按规定建立安全避险系统。
合格

27

有反映实际情况的图纸：矿井地质图和水文地质图，井

上下对照图，巷道布置图，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

图，井下运输系统图，安全监控系统布置图和断电控制

图，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图，压风、排水、防尘、防火注

浆、抽采瓦斯等管路系统图，井下通信系统图，井上、

下配电系统图和井下电气设备布置图，井下避灾路线图。

采掘工作面有符合实际情况的作业规程。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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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现状评价委托书；

2. 现场工作人员调查报告表；

3. 敖劳不拉煤矿现场勘察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表；

4. 营业执照；

5. 采矿许可证；

6. 安全生产许可证；

7.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能力与知识考核合格证；

8.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及煤炭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9. 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敖劳不拉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10. 《关于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安全避险”六大系统验收的批复》

（鄂煤局字［2014］354号文）

11. 工伤保险缴费证明；

12.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13. 矿山救护服务协议书；

14. 矿山安全事故医疗救护协议；

15. 高压供用电合同；

16. 体检汇总表；

17. 敖劳不拉煤矿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

18.《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

19. 《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

20. 原煤检测检验报告；

21. 主要设备检测检验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