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文  号 标  题

1 煤安监司函监察字
﹝2005﹞9号 关于山西省煤矿双回路电源供电有关问题的复函

2 煤安监司函监察字﹝2005﹞19号 关于颁发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关问题的复函

3 煤安监司函监察字﹝2005﹞20号 关于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颁证条件有关问题的函

4 煤安监调查字﹝2005﹞49号 关于做好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察工作的指导意见

5 煤安监函字﹝2005﹞33号 关于西藏自治区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颁证问题的批复

6 煤安监技装﹝2007﹞5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急倾斜煤层安全开采的指导意见

7 煤安监司综合﹝2007﹞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开展国有重点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及安全改造资金需求情况调查的通知

8 煤安监司综合﹝2007﹞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开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专题技术培训的的通知

9 煤安监司综合﹝2007﹞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召开2007-2010年煤炭标准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0 煤安监函﹝2007﹞4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神华集团公司新疆、包头公司急倾斜厚煤层综采放顶煤开采方式的批复

11 煤安监技装﹝2007﹞3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立即组织开展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的通知

12 煤安监司综合﹝2007﹞1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开展2008年煤炭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13 煤安监司综合﹝2007﹞1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举办“2007煤层气抽采与利用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14 煤安监行管﹝2007﹞38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矿长资格证书新式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15 煤安监函﹝2007﹞4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认定办法》有关条款的批复

16 煤安监技装﹝2007﹞4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煤矿瓦斯治理专项监察的通知

17 煤安监监察﹝2007﹞4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工作计划的编制审批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18 煤安监司综合﹝2008﹞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征集全国煤矿瓦斯治理利用现场会经验交流材料的通知

19 煤安监行管﹝2008﹞6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防范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工作的通知

20 煤安监行管﹝2008﹞6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防范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工作的通知

21 煤安监司综合﹝2008﹞8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征求《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的通知

22 煤安监司综合﹝2008﹞10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征集全国煤矿瓦斯防治现场会中小煤矿经验交流材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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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煤安监司综合﹝2008﹞1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印发《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修订专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24 煤安监函﹝2008﹞3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组织开展煤矿瓦斯治理现状普查的通知

25 煤安监技装﹝2008﹞2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组织开展煤矿瓦斯治理工作体系建设培训工作的通知

26 煤安监监察﹝2008﹞2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试行）》的通知

27 煤安监函﹝2008﹞3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28 煤安监技装﹝2008﹞2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上报2008年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的通知

29 煤安监司综合﹝2008﹞8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举办中美煤层气研讨会的通知

30 煤安监函﹝2008﹞40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31 煤安监函﹝2009﹞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32 煤安监函﹝2009﹞1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33 煤安监司办﹝2009﹞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国际研讨会的通知

34 煤安监司函办﹝2009﹞5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井工煤矿禁止使用设备更换问题的复函

35 煤安监函﹝2009﹞1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36 煤安监函﹝2009﹞1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37 煤安监司函办﹝2009﹞1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煤矿安全规程>部分条款修订稿》修改意见的通知

38 煤安监技装﹝2009﹞2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瓦斯治理监察工作的通知

39 煤安监行管﹝2009﹞24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三项岗位人员”安全培训工作的通知

40 煤安监函﹝2009﹞1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41 煤安监司函办﹝2009﹞1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案送审稿）》修改意见的函

42 煤安监司函办﹝2009﹞1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矿安全规程》部分条款修订座谈会的通知

43 煤安监司办﹝2009﹞24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举办《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集中学习班的通知

44 煤安监司函办﹝2009﹞2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煤层气资源/储量规范》（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复函

45 煤安监司函办﹝2009﹞22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部分重点省市煤矿瓦斯治理监察工作情况汇报会的通知

46 煤安监司办﹝2009﹞2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举办“2009第九届国际煤层气论坛”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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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煤安监司函办﹝2009﹞28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报送2009年度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的通知

48 煤安监司办﹝2009﹞28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转发《安徽省地方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49 煤安监司函办﹝2009﹞3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健全煤炭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前期工作方案表》修改意见的函

50 煤安监司函办﹝2009﹞3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报送煤矿瓦斯治理工作体系示范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的通知

51 煤安监司函办﹝2009﹞3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征集煤矿安全技术基础工作经验材料的通知

52 煤安监司函办﹝2009﹞34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做好煤矿井下避难所（救生舱）建设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53 煤安监司办﹝2010﹞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征集煤矿企业创建瓦斯治理技术集成体系典型经验材料的通知

54 煤安监司办﹝2010﹞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采煤采气协调发展暨加强煤层气抽采企业安全监管座谈会的通知

55 煤安监司办﹝2010﹞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企业安全技术基础工作的指导意见》修改意见的通知

56 煤安监司办﹝2010﹞7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煤矿安全规程》和《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集中学习班的通知

57 煤安监函﹝2010﹞1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稿）》修改意见的函

58 煤安监司办﹝2010﹞1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层气抽采安全监管监察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59 煤安监司办﹝2010﹞14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层气开发利用国际研讨会的通知

60 煤安监司办﹝2010﹞20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牌匾式样的通知

61 煤安监函﹝2010﹞1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62 煤安监司函办﹝2010﹞19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矿井下救生舱等避险设施推广应用国际研讨会的通知

63 煤安监技装﹝2010﹞19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煤矿瓦斯治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64 煤安监司函办﹝2010﹞2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煤矿矿长安全资格证管理问题的复函

65 煤安监函﹝2010﹞1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66 煤安监司函办﹝2010﹞2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举办“2010第十届国际煤层气研讨会”的通知

67 煤安监司办﹝2010﹞28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学习《煤矿总工程师技术手册》的通知

68 煤安监技装﹝2010﹞2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开展煤矿机电设备安全专项监察的通知

69 煤安监司函办﹝2010﹞2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洪水影响评价管理条例（送审稿）》修改意见的函

70 煤安监司函办﹝2010﹞3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煤矿瓦斯抽采达标规定（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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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煤安监司函办﹝2010﹞29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通知

72 煤安监司函办﹝2010﹞30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煤矿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通知

73 煤安监司办﹝2010﹞30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煤矿瓦斯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体系与关键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74 煤安监司办﹝2010﹞3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矿瓦斯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会的通知

75 煤安监司函办﹝2010﹞3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使用正版《煤矿总工程师技术手册》的通知

76 煤安监司函办﹝2010﹞3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煤矿安全规程》第132条有关规定的复函

77 煤安监司函办﹝2010﹞38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办法（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通知

78 煤安监司办﹝2011﹞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做好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工作的通知

79 煤安监司函办﹝2011﹞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基本要求及检查验收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修
改意见的通知

80 煤安监司办﹝2011﹞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11年煤矿瓦斯防治监管监察工作要点》的通知

81 煤安监司函办﹝2011﹞4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集煤矿瓦斯防治工作经验的通知

82 煤安监函﹝2011﹞5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同意共同主办中国工程科技论坛—“2011国际煤矿瓦斯治理及安全”的复函

83 煤安监技装﹝2011﹞16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开展防治煤与瓦斯突出专项监察的通知

84 煤安监司函办﹝2011﹞1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反馈《关于促进我国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修改意见的函

85 煤安监司函办﹝2011﹞16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函

86 煤安监司办﹝2011﹞19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矿瓦斯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会的通知

87 煤安监函﹝2011﹞20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88 煤安监司办﹝2011﹞2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12年煤炭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89 煤安监函﹝2011﹞22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90 煤安监函﹝2011﹞2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91 煤安监司办〔2012〕7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12年煤矿瓦斯防治监管监察工作要点》的通知

92 煤安监司函办〔2012〕5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对《煤层气产业政策》（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

93 煤安监函〔2012〕2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94 煤安监司函办〔2012〕8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煤矿安全避险“六大系统”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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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煤安监技装〔2012〕17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组织开展煤矿瓦斯防治专项监察的通知

96 煤安监司函办〔2012〕19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矿水害防治技术经验交流会的通知

97 煤安监司函办〔2012〕18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深部及中小煤矿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及实施方案审查会议的通知

98 煤安监司函办〔2012〕2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9万吨及以下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停产整顿有关工作汇报会的通知

99 煤安监技装〔2012〕19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修改意见的函

100 煤安监技装〔2012〕2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101 煤安监技装〔2012〕2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102 煤安监技装〔2012〕25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103 煤安监技装〔2012〕2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地震应急救援条例（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

104 煤安监行管〔2012〕27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山东新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生产能力核定的批复

105 煤安监司函办〔2012〕3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国际煤层气研讨会的通知

106 煤安监技装〔2012〕28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组织开展煤矿设备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

107 煤安监司办﹝2012﹞35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对修订《煤矿安全规程》征求意见的通知

108 煤安监监察〔2012〕33号 关于印发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煤矿关闭整合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经验的通知

109 煤安监司办﹝2012﹞3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110 煤安监司办〔2012〕38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办公厅、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全国煤矿总工程师座谈会的通知

111 煤安监司函办﹝2012﹞35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炭行业标准化工作座谈会暨2013年煤炭行业标准修订计划项目协调会的通知

112 煤安监司办〔2012〕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报送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的通知

113 煤安监行管﹝2013﹞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试行）》和《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评级办法
（试行）》的通知

114 煤安监司函办﹝2013﹞3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转发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115 煤安监司办﹝2013﹞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加强国有重点煤矿防突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16 煤安监司函办﹝2013﹞7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推进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视频会的通知

117 煤安监司函办﹝2013﹞1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煤矿用空气压缩机监察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序号 文  号 标  题

118 煤安监司办﹝2013﹞7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实行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进展情况月报告制度的通知

119 煤安监司办﹝2013﹞1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20 煤安监函﹝2013﹞8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征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见的函

121 煤安监司办﹝2013﹞2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第十三届国际煤层气暨页岩气研讨会的通知

122 煤安监技装﹝2013﹞3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全面修订《煤矿安全规程》的通知

123 煤安监司办﹝2013﹞22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全面修订《煤矿安全规程》启动会的通知

124 煤安监司办﹝2013﹞24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煤矿安全监控监察专项技术业务培训的通知

125 煤安监司办﹝2013﹞28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矿安全科技装备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26 煤安监司办﹝2013﹞3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经验材料的通知

127 煤安监司办﹝2013﹞33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同意乐平市涌山镇五一煤矿延期完成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工作的函

128 煤安监司办﹝2013﹞3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煤矿安全规程》全面修订组织机构及成员名单的通知

129 煤安监司办﹝2014﹞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河北煤矿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相关问题的函

130 煤安监司函办﹝2014﹞1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神华集团所属煤矿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创建工作有关事故的通知

131 煤安监函﹝2014﹞2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

132 煤安监函﹝2014﹞3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安（草案）》意见的函

133 煤安监司函办﹝2014﹞16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第四届煤炭行业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委员会换届的复函

134 煤安监司办﹝2014﹞9号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转发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煤矿科区长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规定等9个制度文件的通知

135 煤安监司函办﹝2014﹞18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开展煤矿安全科技进吉林活动的函

136 煤安监司办﹝2014﹞1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集煤矿安全先进适用技术的通知

137 煤安监司办﹝2014﹞16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与瓦斯突出防治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38 煤安监函﹝2014﹞17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意见的函

139 煤安监司函办﹝2014﹞33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第十四届国际煤层气暨页岩气研讨会的通知

140 煤安监函﹝2014﹞22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意见的函

141 煤安监技装﹝2014﹞50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煤矿安监系统贯彻实施新《安全生产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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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煤安监司办﹝2015﹞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煤矿安全规程》（征求意见稿）的通知

143 煤安监司函办﹝2015﹞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强化瓦斯防治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144 煤安监司函办﹝2015﹞12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开展煤矿安全科技进矿区活动的函

145 煤安监技装﹝2015﹞7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开展煤矿瓦斯防治专项检查的通知

146 煤安监司办﹝2015﹞14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加强煤矿冲击地压及复杂动力灾害防治工作研讨会的通知

147 煤安监司函办﹝2015﹞16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煤矿安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148 煤安监司函办﹝2015﹞30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第十五届国际煤层气暨页岩气研讨会的通知

149 煤安监司函办﹝2015﹞33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煤矿冲击地压及复合动力灾害防治技术研讨班的通知

150 煤安监司函办﹝2015﹞4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提供“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重点材料的复函

151 煤安监司办﹝2015﹞29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煤矿安全科技装备座谈会的通知

152 煤安监司函办〔2016〕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框架稿）修改意见的复函

153 煤安监司办〔2016〕3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听取煤矿重大灾害防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的通知

154 煤安监司函办〔2016〕11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煤矿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155 煤安监司函办〔2016〕1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请推荐煤矿重大灾害防治工作典型经验的函

156 煤安监司函办〔2016〕16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集煤矿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通知

157 煤安监司办〔2016〕8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举办新版《煤矿安全规程》培训班的通知

158 煤安监司函办〔2016〕24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159 煤安监司办〔2016〕9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召开第十六届国际煤层气暨页岩气研讨会的通知

160 煤安监司办﹝2015﹞15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集煤矿瓦斯防治经验交流材料的通知

161 煤安监司函办〔2016〕30号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矿井两回路供电电源线路规定的说明（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