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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工工程程院院院院士士王王国国法法：：

煤煤炭炭发发展展 前前所所未未有有的的
■■本报记者 武晓娟

日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对 2020 年煤矿事
故案例进行梳理，公布了 2020 年全国煤矿事故十
大典型案例，以警示各产煤地区、各有关部门、各
煤矿企业深刻吸取有关事故教训，树牢安全发展
理念，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
发生。

2020年 9月 27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
司松藻煤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 16 人死亡、
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501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松藻煤矿重效益轻安全。 该
矿职工已经检查出二号大倾角胶带巷问题和隐
患，并向煤矿矿长等管理人员进行了报告，但该
矿矿长为不影响正常生产未立即停产。 二是矿井
安全管理混乱。 煤矿没有按规定统一管理、发放
自救器，有的自救器压力不够。 三是重庆能源集
团督促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重庆松藻煤矿
“9·27”重大火灾事故

2020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导
子煤业有限公司源江山煤矿发生重大透水事故，
造成 13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3484.03 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长期超深越界，盗采国家资源。
该矿 2011 年以前就已经越界开采，2019 年底就超
深越界至-500米水平。 二是违法组织生产。 该矿在
安全生产许可证注销、地方政府下达停产指令、等待
技改期间，昼停夜开。 三是该矿采掘布局混乱，多头
作业； 将采掘作业承包给多个私人包工队， 以包代
管。四是该矿明知工作面上方采空区存在积水，仍冒
险蛮干。 五是违规申领火工品且管理混乱。

湖南源江山煤矿
“11·29”重大透水事故

重庆吊水洞煤业
“12·4”重大火灾事故

2020 年 12 月 4 日， 重庆市胜杰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在重庆市永川区吊水洞煤业有限公

“2·22”较大冲击地压事故

山东新巨龙

2020 年 2 月 22 日，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发生较大冲击地压事故， 造成 4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1853 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安全风险分析研判不够。 对
大区域构造应力调整、特殊地质条件造成应力集
中等因素对工作面开采带来的冲击地压危险性
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编制审批作业规程、防冲专
项措施时，对相关因素影响考虑分析不到位。 二
是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 三是巷道支护没有
承受住强动载冲击。 四是安全教育培训效果差。
部分作业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自
保互保能力差。 五是上级公司对冲击地压防治技
术管理和指导不到位。

“2·29”较大顶板事故

云南树根田煤矿

2020 年 2 月 29 日， 云南省曲靖市师宗恒进
商贸有限公司罗平县树根田煤矿发生较大顶板
事故，造成 5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786 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违规组织生产建设。 在有关
部门未批准复工复产的情况下， 擅自组织生产。
二是蓄意逃避监管。 事故前采取不上图纸、不安
装安全监控系统等方式蓄意隐瞒违规生产行为。
三是安全管理混乱。 “五职矿长”配备不全，安全
管理机构不健全，采掘作业规程缺乏针对性。 四
是地方安全监管不到位。 违规审批同意树根田煤
矿延长建设项目工期，未严格对照煤矿复工复建

陕西韩城燎原煤业

“6·10”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2020年 6月 10日，陕西省燎原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发生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 7 人死亡、
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666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防突管理混乱。 事故前出现
明显突出预兆，未进行突出预警分析与处置。 二
是防突资料造假。 未按设计的区域防突措施钻孔
数量施工，填写虚假钻孔验收单、编制虚假的钻
孔竣工图和区域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单应付检查。
三是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没有结合灾害特
点，开展针对性培训。 四是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
门履职不到位，致使带病复产。

山东梁宝寺煤矿

“8·20” 较大煤尘爆炸事故

2020 年 8 月 20 日， 山东省肥城矿业集团梁
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发生较大煤尘爆炸事故，
造成 7 人死亡、9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 1493.68
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未按规程措施要求及时拆除
巷道锚杆盘、钢带和锚索索具，也未及时拆除缠
绕在采煤机滚筒的锚索，滚筒带动缠绕的锚索旋
转导致扬尘增加并产生火花。 二是防尘管理不到
位，采煤机内喷雾堵塞未及时处理，推采过程中
支架间喷雾、放顶煤喷雾不正常使用；未按设计
进行煤层注水。 三是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 管控
措施针对性不强、落实不到位。 四是技术管理不
到位。

山西潞安阜生煤业
“10·20”较大瓦斯爆炸事故
2020 年 10 月 20 日，山西潞安集团左权阜生

煤业有限公司发生较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4 人
死亡、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073 万元。

陕西乔子梁煤业

“11·4”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2020 年 11 月 4 日， 陕西省铜川市乔子梁煤
业有限公司发生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造成 8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732 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未按规定进行煤与瓦斯突出
危险性鉴定。 二是拒不执行监管监察指令。 三是
通风瓦斯管理混乱。 未按设计施工瓦斯释放孔，
也未按规定检查瓦斯和标校瓦斯传感器。 事故区
域未形成完整的通风、排水系统，设置简易木板
风帐控制风流。 四是不具备煤与瓦斯突出防治能
力。 矿井未配备“一通三防”、地质和防治水专业
技术人员；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差，不清楚煤
与瓦斯突出预兆和瓦斯动力现象，不熟悉井下避
灾路线。

验收标准进行验收，对挂矿包保人员和驻矿监督
员履职行为督促检查不到位。

山西万通源煤业
“11·11”较大透水事故

2020 年 11 月 11 日，山西朔州平鲁区茂华万
通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较大透水事故，造成 5 人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2570 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违规承包转包井下工程。 万
通源煤业将矿井整体托管给山东龙口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后，违规将 40108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
作为独立工程进行承包转包给不属于托管方的
队伍（106 队）。 二是山东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矿井管理分公司万通源煤业项目部蓄意逃
避监管 。 三是拒不执行上级公司下达的停止
40108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掘进作业的指令。 四
是华电煤业山西分公司对万通源煤业违规布置
40108 工作面进行批复。

司回收设备时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 23 人死
亡、1 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 2632 万元。

主要教训：一是吊水洞煤矿未按上报的回撤
方案组织回撤作业。 上报给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撤出井下设备报告及回撤方案中，隐瞒相关事
实。 二是胜杰回收公司不具备煤矿井下作业资
质，井下设备回撤作业现场管理混乱。 三是吊水
洞煤矿和胜杰回收公司安全管理混乱。

主要教训：一是密闭墙不合格。 密闭墙不按标
准设计，现场施工无人监督，密闭验收流于形式。
二是安全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 未对封闭废弃切
眼内存在的冒顶、爆炸等安全风险进行辨识，未将
质量不合格的密闭墙纳入风险管控范围。 三是上
级公司监督检查不到位，对阜生煤业密闭墙设计、
施工、验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隐患失管失察。

检检修修设设备备保保证证安安全全

今年以来，开滦
集团林西矿公司加
大主体洗煤设备和
其他辅助设备的检
修保养力度 ， 严格
台账检修记录 ，明
确检修责任 ， 不断
提 高 设 备 的 完 好
率 ， 保证矿井安全
生产 。 图为 2 月 1
日 ， 公司员工正在
检修洗煤设备。
刘志翔 信明帅/图文

“在大规模低成本碳减排、大规模低成
本储能未获得突破的背景下， 煤炭难以突
破碳排放的瓶颈， 可再生能源难以高比例
接入现有能源体系。 ”针对当前情况，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国法近日在 “能源化工行业
知识创新服务与企业创新能力建设论坛”
上指出，在向能源转型过程中，必须以煤炭
煤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平抑波动稳定器，可
再生能源也可以为煤炭的低碳发展助力，
两者耦合协同发展， 将成为建立新能源体
系的重要途径。

提及“十四五”能源发展，王国法认为，
煤炭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能源新战略的重要
组成。

智能化建设分类推进

稍早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
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要
推进煤炭安全智能绿色开发利用。 努力建
设集约、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工业体系。
王国法直言：“在力争 2030 年碳达峰，努力
争取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一
些激进、脱离实际的‘去化石能源化’‘去煤
化’论调，误导社会，使煤炭行业面临不利
的发展环境。 ”

“当前，煤炭行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 ”王国法认为，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
尚处于对能源和原材料消费最旺盛的阶
段， 煤炭是可以清洁高效利用的最经济安
全的能源。在相当长时期内，煤炭仍是能源
安全稳定供应的“压舱石”，支撑能源结构
调整和转型发展的“稳定器”。 应深刻认识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煤炭的基础性保障作
用， 继续推进煤炭安全高效智能绿色开发
和清洁低碳高效利用。

“通过大力发展智能化开采，支持发展
先进产能，继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是
应对能源转型， 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 ”王国法强调。

目前， 智能化煤矿建设已经取得初步
成效。 全国生产煤矿 3000 多座中，120 万
吨/年以上的大型煤矿 1200 余处， 千万吨
级煤矿 44 处， 有 71 处为国家首批智能化
示范建设煤矿。

王国法介绍，“十四五”期间，智能化煤
矿将因矿施策、分类建设：对于生产技术条
件较好或中等的生产煤矿， 全面进行智能
化升级改造， 形成基于综合管控平台的智
能一体化管控； 对于生产技术条件比较差
的煤矿，重点进行基础信息等系统建设，实
现减人、增安、提效；对于新建煤矿充分进

行煤矿智能化顶层构架设计， 按照顶层设
计全面开展煤矿智能化建设， 形成完整的
智能化煤矿协调高效运维体系。 “通过煤炭
智能化发展，让煤矿职工有更多幸福获得，
煤炭企业有更多价值创造。 ”

提高开发利用效率本身就是碳减排

作为高碳能源， 低碳化是煤炭行业必
须迈过的一道坎。

煤层气排放是煤炭开采过程中的主要
碳排放源， 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 “每利用 1 亿立方米甲烷，相当于减排
150 万吨二氧化碳。 开发利用煤层气，一举
多得。新的碳减排形势下，更要求加快关键
共性技术研发， 推进煤炭开发过程中甲烷
排放控制与利用。 ”王国法指出。

与此同时，王国法强调，通过改善煤炭
开发利用工艺、技术和系统性管理，可提高

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减少煤炭用量，
这本身就是碳减排， 而且比捕集和封存的
减排量更大、更具经济性。 “通过提高煤炭
利用效率和系统节能等措施，对 2030 年温
室气体减排量的贡献将达到 50%以上。 ”同
时，应提高用煤质量，推动煤炭从燃料向原
料转变；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将成为实
现工业脱碳化的重要技术路径， 但要重点
突破降低能耗和成本的关键技术。

王国法认为，通过煤炭与新能源进行耦
合化学转化、耦合发电、耦合燃烧，实施风光
水火储一体化， 可大幅减少煤炭碳排放，提
升新能源利用规模。 “煤电在提高灵活性和
发电效率的同时，也为电力安全兜底。 ”

构建绿色物流体系

“十四五”期间，煤炭行业绿色发展之
路又应如何走？王国法指出，应以资源与环

境和谐可持续开发为理念， 以智能开发技
术与装备为基本保障，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
硬约束， 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管理
理念，实现煤炭资源安全、智能、协调开发，
构建和谐有序、协调一致、智能高效、绿色
可持续的煤炭资源开发模式。

一方面，在生态环境约束下，做好产能
布局规划， 按照安全绿色开发标准进行煤
矿设计、建设和改造，推广应用煤炭绿色开
采技术，实现对生态环境扰动最小，减少开
采过程中废弃物排放；在资源开采同时，展
开对矿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另一方面， 可在中西部低阶煤富集区
域开展低阶煤综合利用试点建设， 着力探
索低阶煤中低温热解转化及产物分质分级
梯级利用，加快低阶煤利用技术研发，降低
低阶煤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 氮氧
化物、粉尘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同时，分离

出部分经济价值更高、 资源比较紧缺的油
和气，促进低阶煤资源清洁利用，寻求煤炭
经济价值增长新领域。

在煤炭生产和利用方面，王国法建议，
要大力发展并推广应用煤矿开采和煤化工
废水处理、 固废无害化处理和烟气脱硫脱
氮等大气污染物防治技术和装备， 开展细
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重金属等多
种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加强煤矸石、粉煤
灰、脱硫石膏、磷石膏、化工废渣、冶炼废渣
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另外，目
前我国散煤消费总量大约为 4-5 亿吨，应
推进煤炭集中利用，减少分散燃烧。

此外，王国法还指出，要尽快完善煤炭
智慧物流体系建设， 建设全国能源交易智
能化平台，优化煤炭物流网络，创新多式联
运、集装箱运输等运输方式，降低煤炭物流
带来的环境污染。

临临面面 战战挑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