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山西省能源局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关于印发《山西煤炭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的通知 晋煤人发[2002]675号

2 关于调整国有重点煤矿企业职工互助金制度及其有关问题的通知 晋煤办社保发[2004]193号

3 关于加强煤炭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办基发[2004]933号

4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人发[2005]565号

5 关于加强煤炭职业技能鉴定站管理工作的意见 晋煤人发[2006]441号

6 关于加强煤矿建设项目管理严禁违规超能力建设的通知 晋煤办发[2008]11号

7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晋煤执发[2008]240号

8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六项制度的通知 晋煤安发[2009]24号

9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工业局落实煤矿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举报奖励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晋煤办纠发[2009]175号

10 关于贯彻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认真做好煤矿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意见 晋煤执发[2009]196号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1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监控系统管理的通知 晋煤办信发[2009]345号

12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安全生产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 晋煤救发[2009]109号

13 关于下发《省煤矿安全生产责任约谈制度》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约谈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晋煤救发[2009]152号

14 关于我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中等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 晋煤培发[2009]337号

15 关于全省煤炭企业推行法定代表人安全承诺制工作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0]234号

16 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炭产量统计工作的通知 晋煤规发[2010]750号

17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 晋煤安发[2010]1478号

18 关于全省煤矿井下严禁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0]1529号

19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煤矿井下通信联络系统使用与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晋煤办信发[2010]1743号

20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意见 晋煤救发[2011]288号

21 关于加强兼并重组整合改造煤矿施工用措施井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晋煤办基发[2011]331号

22 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安全出口、风井建设项目审批程序的通知 晋煤办基发[2011]513号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23 关于做好全省煤矿企业从业人员年检工作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1]873号

24 关于印发《推进煤矿从业人员“人本安全、培训教育、素质提升”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1]1166号

25 关于做好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工作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1]1517号

26 关于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管理认真做好煤炭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意见 晋煤人发[2012]12号

27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下发《山西省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制度》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2]16号

28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实施办法》的通知 晋煤瓦发[2012]262号

29 关于规范我省重组整合矿井建设工期管理等有关事宜的通知 晋煤办基发[2012]388号

30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晋煤科发[2012]341号

31 关于委托省煤炭安全执法总队实施煤炭行政处罚权的通知 晋煤办执总发[2012]384号

32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矿井建设的意见 晋煤安发[2012]1250号

33 关于使用《煤矿特种作业操作证》（代用证）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2]1525号

34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2]1616号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35
关于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监测和报警工作的通
知》的通知

晋煤办信发[2013]417号

36 关于印发煤矿班组长安全培训合格证式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3]30号

37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设矿井联合试运转管理的补充通知 晋煤办基发[2013]813号

38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行政执法文书》样式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3]845号

39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劳动用工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3]972号

40 关于全省煤矿从业人员审核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3]973号

41 关于建立全省煤矿建设项目井下施工人员工资支付登记卡制度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3]974号

42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企业谎报瞒报事故行为认定和查处办法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3]1000号

43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工作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3]1017号

44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行政执法文书使用与制作规范》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3]1172号

45 关于印发煤矿特种作业实操考核评分标准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3]1349号

46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强化国有重点煤炭集团安全监管五人小组职责进一步落实煤矿安全监管
责任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3]15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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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关于兼并重组整合改造矿井建设工期管理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 晋煤办基发[2013]1654号

48 关于下发《山西省露天煤矿管理标准》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3]1710号

49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煤矿安全培训管理规定》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3]1718号

50 关于下发《山西省煤矿图纸交换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3]1731号

51 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上报备案、整改销号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4]114号

52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2013〕8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矿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4]118号

53 关于煤矿建设项目政策性停工顺延建设工期有关事宜的通知 晋煤基局发[2014]41号

54 关于加强全省煤矿井下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安全管理的通知 晋煤科发[2014]219号

55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矿井建设工作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4]248号

56 关于印发《山西省国有重点煤矿工伤保险医疗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煤办社保发[2014]408号

57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管理的通知 晋煤办信发[2014]437号

58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建立省级“不放心煤矿”挂牌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4]4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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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应急培训和演练工作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4]605号

60 关于认真做好全省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4]613号

61 关于进一步强化我省煤矿防治水工作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4]637号

62 全面提高我省煤矿防治水基础管理水平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4]640号

63 关于印发《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深部开采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煤瓦发[2014]663号

64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执法检查专家库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4]714号

65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井下生产布局管理 控制超强度生产的实
施意见

晋煤行发[2014]718号

66 关于进一步加强露天煤矿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规发[2014]1082号

67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技术装备标准（试行）》的通知 晋煤科发[2014]1380号

68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全省煤炭产销存统计工作的通知 晋煤经发[2014]1411号

69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层气开采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4]1452号

70 关于建立全省煤矿井下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制度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4]14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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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信息化标准》《山西省煤炭安全生产信息化技术标准》的通知 晋煤办信发[2014]1558号

72
关于转发《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做好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5]25号

73
关于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式样的通知
》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5]71号

74 关于推进煤矿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的意见 晋煤科发[2015]922号

75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5]1002号

76 关于启用安全知识和能力考核证书专用章的通知 晋煤办发[2016]1号

77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安全监管五人小组管理机构及理顺管理模式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6]6号

78 关于加强煤炭经营企业行业管理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6]124号

79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6]148号

80 关于全省煤矿依法合规按照新确定生产能力组织生产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6]267号

81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切实加强省属五大煤炭集团公司所属重组整合煤矿复产复建验收工作的
通知

晋煤安发[2016]288号

82 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生产能力登记公告和生产要素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6]3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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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煤矿能力管理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6]477号

84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井工煤矿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备案工作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6]556号

85 关于生产煤矿水平延深等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6]773号

86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层气开采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晋煤瓦发[2016]803号

87 关于做好行政职权事项调整后相关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办发[2016]809号

88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细则》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6]812号

89 关于有关煤矿生产能力等生产要素登记公告事项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7]21号

90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矿劳动用工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7]69号

91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复产复建验收基本条件（试行）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7]70号

92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矿职业健康工作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7]81号

93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加强国有重点煤炭集团公司长期和责令停产停建煤矿复产复建验收工作
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7]83号

94 关于印发《山西省单班入井超千人矿井科技减人行动方案》的通知 晋煤科发[2017]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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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关于加强全省煤矿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7]105号

96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全面推行煤矿防治水分区管理进一步加强防治水工作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7]128号

97
关于转发《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办发（试行）》和《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要求及
评分方法（试行）》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7]181号

98 关于进一步加强储售煤场煤炭销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晋煤经发[2017]197号

99 关于全省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补充通知 晋煤办基发[2017]198号

100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7]207号

101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矿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的通知 晋煤劳发[2017]242号

102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省级现场检查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7]272号

103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全省煤矿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7]293号

104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劣质煤销售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煤经发[2017]325号

105 煤矿产能核增工作流程 晋煤办发[2017]377号

106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销售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晋煤经发[2017]385号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07 关于限制销售硫分高于1%灰分高于16%民用散煤的通知 晋煤经发[2017]386号

108 关于印发《山西省小洗煤认定标准》《山西省小储煤认定标准》的通知 晋煤环发[2017]422号

109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顶板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7]503号 

110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山
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减人提效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7]395号

111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劣质煤销售管控工作的通知 晋煤经发[2017]433号

112 关于做好下放职权事项的承接落实和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晋煤办发[2017]458号

113 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民爆物品安全管理部门协作配合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晋煤办防爆发[2017]512号

114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煤层气开采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制度》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7]534号

115 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特种作业操作证》证书式样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7]558号

116
关于转发《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7]635号

117 关于做好2018年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晋煤安发[2018]1号

118 关于在全省推行煤矿分类安全监管的指导意见 晋煤安发[201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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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关于明确生产煤矿生产能力等相关生产要素信息公告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晋煤行发[2018]61号 

120 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培训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8]111号

121 关于全面做好2018年度煤矿防汛应急工作的通知 晋煤救发[2018]156号

122 关于做好煤矿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备案下放职权事项的承接和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晋煤执发[2018]177号

123 关于深入推进煤矿瓦斯抽采达标工作的通知 晋煤瓦发[2018]219号

124 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特种作业人员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8]277号

125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打击假冒煤矿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8]384号

126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印发《煤矿安全培训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晋煤培发[2018]396号

127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暨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

晋煤办发[2018]437号

128 关于加强生产煤矿技术改造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能源煤技发[2019]333号

129 关于山西省2019年风电项目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 晋能源新能源发[2019]412号

130 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行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能源人发[2019]418号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31 山西省能源局投资咨询评估管理办法 晋能源规发[2019]637号

132 关于印发《2020年山西省电力直接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能源电力发[2019]785号

133 关于印发《山西省淘汰煤炭洗选企业暂行规定》的通知 晋能源办发[2019]809号

134 关于做好疫情期间能源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 晋能源办明电[2020]2号

135 关于转发《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煤炭供应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晋能源办明电[2020]5号

136 关于做好疫情期间能源行业在建项目复工和新建项目开工工作的通知  晋能源办明电[2020]6号 

137 关于转发《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加强能源企业职工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晋能源办明电[2020]9号 

138 关于加快全省煤炭洗选企业认定复核上报工作的通知 晋能源煤技发[2020]115号

139 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炭洗选产业升级实现规范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晋能源煤技发[2020]253号

140 关于进一步明确煤矿建设项目开工管理工作的通知 晋能源煤开发[2020]393号

141 关于印发《2021年全省电力市场交易组织方案》的通知 晋能源电力发[2020]591号

142 关于印发《山西省2020年煤炭消费减量等量替代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能源清洁发[2020]287号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43 关于印发《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晋能源煤技发[2020]569号

144 关于保障全省电力热力稳定供应的通知 晋能源电力发[2020]62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