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执法要求 执法依据

1
防治水专
业技术人
员

1.每个煤矿必须配备满足
工作需要的防治水专业技
术人员；
2.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
复杂的煤矿应当设立专门
的防治水机构，配备防治
水副总工程师，防治水专
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
3.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
防治水副总工程师必须受
过正规院校地质、水文地
质专业教育。

1.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煤矿未设立
专门的防治水机构，或未配备防治水副总工
程师、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的，责令停产整
顿，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3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水文地质类型简单、中等的煤矿未配备防
治水专业技术人员的，责令3个月配备到位；
配备不到位的，责令停产整顿，并处1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总工程师处3万元
的罚款。

1.《煤矿防治水细则》（以下简
称《防治水细则》）第五条；
2.《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以下简称《重大隐
患标准》）第三条、第九条第
（二）项、第十八条第（一）
项；
3.《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
全事故的特别规定》（以下简称
《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五）项、第十条第一
款、第十一条第一款；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2
专业探放
水队伍

1.水文地质类型简单、中
等的煤矿配备探放水作业
人员不少于3人；
2.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
复杂的煤矿配备探放水作
业人员不少于6人；
3.探放水作业人员必须取
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1.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煤矿未配备
专门的探放水队伍的，责令停产整顿，处50
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2.水文地质类型简单、中等的煤矿未配备专
门的探放水队伍的，责令6个月配备到位；配
备不到位的，责令停产整顿，并处10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总工程师处3万元的
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五条；
2.《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
3.《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二）项；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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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放水钻
机

1.水文地质类型简单、中
等的煤矿至少配备2台专用
的探放水钻机及配套设
备；
2.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
复杂的煤矿至少配备3台专
用的探放水钻机及配套设
备；
3.严禁使用煤电钻等非专
用钻机探放水。

1.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矿井未配齐
专用探放水钻机及配套设备的，责令停产整
顿，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3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水文地质类型简单、中等的矿井未配备专
用探放水钻机及配套设备的，责令3个月配备
到位；配备不到位的，责令停产整顿，并处
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总工程师
处3万元的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五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二）项；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4
矿井水文
地质类型
划分

1.矿井应当按照相关指标
正确划分矿井水文地质类
型，编制矿井水文地质类
型报告；
2.矿井水文地质类型报告
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组织
审批；
3.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当
每3年修订1次；当发生较
大以上水害事故或者因突
水造成采掘区域被淹的，
应当在恢复生产前重新确
定矿井水文地质类型。

矿井未划分水文地质类型或未按要求正确划
分的，责令3个月内完成；逾期未完成的，责
令停产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总工程师处3万元的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四条、第十
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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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治水基
础资料

1.井田地质勘探报告、建
井地质报告、生产地质报
告；
2.矿井涌水量、钻孔水位
、突水点等台账；
3.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
矿井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
、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
矿井充水性图、矿井涌水
量与相关因素动态曲线图
等相关图件。

1.报告、台账、图件不齐全的，责令6个月内
整改完成；逾期未完成的，责令停产整顿，
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总工
程师处3万元的罚款；
2.提供虚假图纸应付检查的，责令停产整
顿，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3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四条、第十
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十八条第（四）项；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十
五）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
条第一款；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6

采空区
（含废弃
老窑）普
查

1.采空区（含废弃老窑）
普查报告。
2.煤矿企业总工程师组织
审定。

未查明井田范围内采空区、废弃老窑积水等
情况而组织生产建设的，责令停产整顿，处
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安全
生产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8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1.《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一）项；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7
水害隐患
排查

1.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
复杂矿井每月至少开展1次
水害隐患排查；
2.其他矿井每季度至少开
展1次。

未按要求开展水害隐患排查的，对煤矿处5万
元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三十七条；
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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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井下探放
水

采掘工作面遇有下列情况
之一的，必须进行探放
水：
1.接近水淹或者可能积水
的井巷、老空或者相邻煤
矿时；
2.接近含水层、导水断层
、溶洞或者导水陷落柱
时；
3.打开隔离煤柱放水时；
4.接近可能与河流、湖泊
、水库、蓄水池、水井等
相通的导水通道时；
5.接近有出水可能的钻孔
时；
6.接近水文地质条件不清
的区域时；
7.接近有积水的灌浆区
时；
8.接近其他可能突水的地
区时。

未按要求进行探放水的，责令停产整顿，处
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安全生
产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3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三十八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三）项；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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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隔水煤
（岩）柱

1.矿井边界煤柱；
2.断层等各类防隔水煤
（岩）柱。

未按规定留设或者擅自开采各种防隔水煤
（岩）柱的，责令停产整顿，处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8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九十一条、
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
十四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四）项；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10
采掘工作
面水害分
析与评价

1.每个采掘工作面都应编
制水害分析与评价报告，
制定水害防治措施；
2.煤矿总工程师组织生产
、安检、地测等有关单位
审批后，方可进行作业。

未进行水害分析与评价的，不得进行采掘活
动。

《防治水细则》第四十条、第四
十一条。

11
水体下采
煤

1.编制专项开采方案设
计，经有关专家论证，煤
炭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
后，方可进行试采；
2.是否在地表水体、老空
水淹区域下开采倾角大于
45°的急倾斜煤层。

1.未经有关专家论证，不得进行试采；
2.在地表水、老空水下开采倾角大于45°急
倾斜煤层的，责令停产整顿，处200万元罚
款；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
人处15万元的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八十五条、
第八十八条；
2.《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第 5 页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执法要求 执法依据

煤矿水害防治监管监察执法手册（征求意见稿）

12 排水系统

1.水泵、排水管路、水仓
等符合相关要求；
2.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
复杂或者有突水淹井危险
的矿井，应当在井底车场
周围设置防水闸门或者在
正常排水系统基础上另外
安设潜水泵排水系统；
3.建设矿井进入三期工程
前，必须按设计建成永久
排水系统。

1.水泵、排水管路、水仓等不符合相关要求
的，责令6个月内按要求完成排水系统；
2.建设矿井进入三期工程前，没有按设计建
成永久排水系统的，责令停产整顿，处100万
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安全生产许
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8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九十六条、
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七）项；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13
防水闸门
与防水闸
墙

1.防水闸门由具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进行设计；
2.定期进行巡查。

发现隐患，立即整改。
《防治水细则》第九十八条、第
九十九条、第一百条。

14 超层越界
矿井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批
准的平面范围和垂深范围
内开采。

煤矿超层越界开采的，责令停产整顿，处200
万元的罚款；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
企业负责人处15万元的罚款。

1.《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
三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十条；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七）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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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雨季“三
防”

1.煤矿成立雨季“三防”
领导机构，制定雨季防治
水措施；
2.煤矿应当与当地气象、
水利、防汛等部门建立灾
害性天气预警和预防机
制；
3.雨季期间，开展地面和
井下巡查，当暴雨、洪水
可能引发淹井时，必须立
即停产撤人。

受地表水倒灌威胁的矿井在强降雨天气或其
来水上游发生洪水期间未实施停产撤人的，
责令停产整顿，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
的罚款；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煤矿企业
负责人处8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1.《防治水细则》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
一条；
2.《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六）项；
3.《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16 应急预案

1.每年雨季前至少组织开
展1次水害应急预案演练；
2.煤矿主要负责人必须赋
予调度员、安检员、井下
带班人员、班组长等相关
人员紧急撤人的权力，发
现突水（透水、溃水）征
兆，立即撤出所有受水患
威胁的人员；
3.井下建立水管、通讯线
路、压风管路三条生命线
并确保可靠管用。

1.未按照规定组织应急预案演练的，处3万元
罚款；
2.有透水征兆未撤出井下作业人员的，责令
停产整顿，处200万元的罚款；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15万元的罚
款；
3.未建立三条生命线的，责令3个月建立完善
。

1.《防治水细则》第五条、第一
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
第一百二十四条；
2.《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零七
条、第六百八十五条、第六百八
十七条；
3.《重大隐患标准》第三条、第
九条第（五）项；
4.《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六）
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
一款；
5.《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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