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069�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公告编号：2018-046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8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关于对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环保整改停产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

函[2018]0849号），现对函中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回复如下：

一、请公司补充说明预计停产时间 2个月的依据，以及是否收到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如

收到，请补充说明相关内容。

答复：

2018年 5月 18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黄金伊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犁公司” ）进行了工作检查，并提出了相关整改意见。 2018年 7月 23

日， 伊犁公司因前述环保问题收到伊宁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伊县环罚

{2018}� I� 014号）。公司于 2018年 7月 25日对该行政处罚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信息披露（详见

公司“2018-033” 号公告）。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伊犁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1）含氰废渣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进行破氰处理；2）未

按照重金属污染环境监测工作要求开展地下水监测；3）含砷废渣未进行固化；4）未对使用金

蝉药剂的尾渣进行危险废物特性鉴定。 监管部门采取对前述 1、3项罚款合计 20 万元；对第 2

项罚款 20万元的行政处罚。

目前，伊犁公司已积极开展和推进各项整改工作。 为保证整改工作的有序进行，伊犁公司

已经成立了整改工作小组，并委托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冶炼厂尾矿库存在的环境突

出问题全程参与及整改。 根据工作计划，伊犁公司整改工作预计耗时约 2个月，具体工作计划

如下：

日期 工作内容

一、委托有资质的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尾矿库现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编制《尾矿库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具体内容包括

对尾矿库内堆存的含氰尾渣、金蝉提金剂尾渣、固化后含砷尾渣进行浸出毒性鉴别分析。

7.30-8.5

由第三方现场布置采样点并完成样品采集，并送交第三方进行检测。 现场考察并制定完整的地下水、土壤、大气等监

测方案，并确定地下水监测井的位置，同步完成冶炼厂厂区及尾矿库区域的航拍。

8.6-8.31

由第三方完成样品分析任务并出具浸出毒性鉴别检测报告。

1）完成土壤、大气取样监测任务并出具监测报告。

2）完成地下水监测井（新增 3口井）的施工，具备地下水采样条件后，立即开展地下水取样及监测任务。

二、由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详细可行的《尾矿库生态恢复治理方案》，批准后按照方案实施

8.31前 完成《尾矿库生态恢复治理方案》编制任务，并申请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评审。

三、由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含氰尾渣和含砷尾渣处置工程整治方案》

8.20前 完成含砷尾渣进入尾矿库之前的固化工程方案编制，并同步实施方案。

9.30 完成《含氰尾渣和含砷尾渣处置工程整治方案》的实施。

二、公司近期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多次因环保问题受到行政处罚。 请公司认真核查并梳理

自 2017年以来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环保问题，并说明发生事实、处罚情况、整改措施以及对

公司的影响。

答复：

经梳理，公司 2017年以来的安全生产事故、环保处罚情况如下：

公

司

名

称

事故（件）

发生时间

行政处罚

决定发生

日期

处罚

部门

处罚事项 处罚措施 整改措施

2016.7.27 2017.3.14

伊犁

州塔

城地

区安

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塔地） 安监管罚

[2017]005号：

井巷掘进外包单位湖北鑫力井巷有限

公司哈图金矿项目部在掘进中发生平巷顶

部冒落事故。 哈图公司在发生冒顶事故后，

未对死者抢救情况予以跟踪调查， 未将事

故情况按要求如实向安全监管部门上报，

在这起事故的发生中存在瞒报的行为。

罚 款 100 万

元

1、 公司组织对矿区全体员工包括外

包队伍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2、 公司按相关文件要求对各矿

区进行了一次安全大检查，对提升系

统、通风系统、供排水系统、供配电系

统、 采掘运输系统及爆破器材的储

存、运输、使用各个环节认真进行隐

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3、为规范现场作业管理，确保实

现公司作业现场管理有序、 风险可

控、安全生产，要求从业人员必须严

格遵守， 安全管理部门加强监督检

查，对违反规定者加大处罚力度。

4、认真落实顶板分级管理制度，

对二级以上（包括二级）的顶板要重

点检查，做到安全隐患不排除，安全

管理人员不离开的原则。

哈

图

公

司

2016.11.22 2017.3.14

伊犁

州塔

城地

区安

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塔地） 安监管罚

[2017]003号：

千米井 +725 中段 C15270812 采场发

生冒顶事故，导致 1 人死亡，在事故中负有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不到位， 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行

为。

罚款 30万元

1、整改期间，公司组织对采矿矿区全

体员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安全教育

培训。

2、整改期间，公司按相关要求对

各采矿矿区进行了一次安全大检查，

对提升系统、通风系统、供排水系统、

供配电系统、采掘运输系统及爆破器

材的储存、运输、使用各个环节认真

进行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3、对于岩石硬度较低、节理较发

育的巷道掘进， 必须采取短掘短支，

全断面支护； 对于顶板节理发育、地

质构造复杂、 矿体顶部不稳固的采

场， 分两次开采的分别做采矿设计，

确保安全施工， 防止和杜绝平巷、采

场冒顶片帮事故发生。

4、为规范现场作业管理，确保实

现公司作业现场管理有序、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 要求从业

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作业操作规程和

岗位规章制度，安全管理部门加强监

督检查， 对违反规定者加大处罚力

度。

2017.4.30 2017.6.15

托里

县安

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托安监管罚字〔2017〕

第（03）号：

发生顶板冒落事故，导致 1人死亡。 经

核实，矿山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现场

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认真履行岗位责任，对

现场工作缺乏检查、监督、指导。

罚款 50万元

1、停产整顿期间，公司对各单位全体

员工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学习。组织

矿区安全大检查，对各个系统及各个

环节认真进行隐患排查，落实隐患整

改的负责人、限定整改期限，严格按

照矿山安全规程的要求进行整改；对

于采场顶板采取锚杆加双筋条或锚

网支护，防止顶板冒顶。 整改期间对

相关作业采场实施预防性支护。

2、 对采场的安全管理中提出控

制采场采幅， 减小采场顶板暴露面

积，为有效防止采场顶板冒顶事故的

发生，利用小断面掘进崩落法和锚条

支护方法，严格控制采幅并减少人员

在采场内的暴露空间，提高三级顶板

管理。

3、 为今后更好地指导深部采矿

作业，现进行招投标工作，准备对哈

图金矿千米深部矿体开采过程中存

在严重的地压现象，实施地压监测系

统，实时微震在线监测。 在整改期间

完成初步采矿设计方案，继续优化哈

图金矿地下开采方式。目前准备试点

进行沿走向进路机械化全尾砂胶结

充填采矿方法。

4、严格落实领导下井带班制度，

当班期间对地质结构复杂，围岩较差

的采场重点检查，做好相应的带班记

录。

2017.10.12 2017.11.10

托里

县安

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托安监管罚字[2017]第

（哈图 01）号：

扒矿作业时，发生粉矿掩埋窒息事故，

导致 1 人死亡。 经核实，矿山主要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认

真履行岗位责任，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监

督、指导。

罚款 49万元

1、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培训，从根本

上提高全员安全意识。

2、严禁人员进入粉矿仓内作业，

用机械化代替人工作业。

3、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对

“三违”现象严管重罚。

4、完善各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技术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修订矿

仓、漏斗、溜井的安全操作规程。

5、严格执行特殊作业审批制度，

未经审批严禁作业。

2017.4.9 2017.4.27

伊宁

县环

保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伊县环罚字〔2017〕

第Ⅱ 003�号）：

1、伊犁公司冶炼厂外南侧 200�米处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设置排污口；

2、利用渗坑排放废水。 上述行为违反

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的相

关规定

1.对利用渗坑

排放废水的

环境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

50万元整；

2.对违反

法律、行政法

规 和国务院

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的规

定设置排污

口的环境违

法行为处以

罚款 10 万元

整。

1、制定污染物管理制度，加强流程的

管控。查找造成工业污染物流失的漏

洞，加高生活污水井口高度，提高其

密封性。 防止其进入下水管路。 做好

地沟的检查维护及防渗工作。

2、 在冶炼厂大检修期间，针

对流程液体制定专项控制措施，确认

每个环节的流污染物是否会外泄，控

制目标责任到人。

3、 对跑冒滴漏的污染物及时

的回收，并迅速的查找原因，消除隐

患。对厂内的环保设施按照标准限位

监测，做好现场的水平衡工作，保证

流程平稳运行。

4、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按照

国家污染物的处理规范标准进行无

害化处理后放置尾矿库。回收污染的

土壤，恢复破坏的生态植被。

5、 加强冶炼厂流程的监控和

自动化的报警系统的功能，实行监控

全覆盖。

6、 制定冶炼厂污染物泄漏的应

急处置预案，并及时的根据现场进行

修订，使其更科学便于操作，杜绝冶

炼厂污染物外泄事故的发生。

伊

犁

公

司

2017.11.1

8

2018.6.21

伊宁

县安

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伊州） 安监管罚字

[2018]第（10）号：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 1人死亡。 经

调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漏洞，针

对企业职工开展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考核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罚款 25万元

1、 在全公司范围内进一步开展反

“三违” 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员

工安全素质和个人防范意识。

2、 在全公司范围内全员开展岗

位风险识别，使员工熟识所在岗位的

安全风险并提出有效控制措施。

3、 修订完善各岗位的安全操作

规程，技术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4、 在全公司持续开展隐患排查

工作，消除设备设施和工作环境的安

全隐患，倡导“清洁就是安全 秩序就

是效益” 的安全环保新理念，力争从

硬件上实现本质安全。

2018.5.25 2018.7.23

伊宁

县环

保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伊县环罚{2018}�I�014

号：

1）含氰废渣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进行

破氰处理；2） 未按照重金属污染环境监测

工作要求开展地下水监测；3） 含砷废渣未

进行固化；4） 未对使用金蝉药剂的尾渣进

行危险废物特性鉴定。

对 1、3 项 罚

款合计 20 万

元；对第 2 项

罚款 20万元

1、 委托有资质的北京矿冶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对尾渣进行取样并做浸出

毒性检测，并委托其按照环评要求对

冶炼厂含氰废渣进行破氰处理制定

整改方案。 2、按照环评要求在尾矿库

上下游建设完成了 5 口地下水监测

井，并按照《黄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

技术规范》要求重新修改了《西部黄

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冶炼厂水环境

监测计划》，对五口监测井每季度开

展 1次地下水监测。

3、公司已增设水泥固化设施，将

中和压滤的砷渣利用皮带输送至水

泥搅拌机内， 添加水泥进行固化，固

化后运送到尾矿库内堆存。

4、 委托有资质的北京矿冶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对使用“金蝉” 提金剂

后的尾渣做浸出毒性检测。

5、 对尾矿库现状进行环境影响

评估，认真排查环境风险隐患；编制

《尾矿库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由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

《含氰尾渣和含砷尾渣处置工程整

治方案》和详细可行的《尾矿库生态

恢复治理方案》。

哈密

公司

2017.2.28 2017.4.14

哈密

市伊

区安

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伊区） 安监罚[2017]

SG0301号：

金窝子矿区发生坍塌事故，1 人死亡。

公司未能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罚款 30万元

1、对公司金窝子矿区提升系统、通风

系统（地表空压机）、配电、供排水

（地表） 等系统及选冶厂各车间、岗

位、工艺流程，进行了全面隐患排查

治理。

2、分组对各级人员（包括施工

方）开展了事故警示教育，各岗位、工

种进行风险辨识讨论，分析潜在的隐

患、风险，并按照“五落实原则” 进行

整改。

3、 矿区安全管理人员、 技术人

员、施工队相关人员为组员，协助和

落实整改工作。

4、 由矿区高级安全工程师继续

对各岗位员工进行安全教育，目的是

从思想上让员工正确理解隐患和如

何防范隐患、处理隐患，力争达到人

人都是安全员的效果。

天山

星

2018.5.29 2018.7.23

乌鲁

木齐

经济

开发

区安

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乌经开） 安监罚

[2018]53号：

2018年 5月 29 日执法检查发现：1、硝

酸使用登记记录与实际存量不符；2、 未设

置危险化学品罐区的安全警示标识；3、职

业危害因素监测数据未在作业现场公示；

4、有限空间作业现场的安全警示标识设置

不全；5、车间阳台上堆放的杂物未清理；6、

未与第三方施工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

2018年 6月 27日复查中，以上 6 条未按期

整改。

罚款 3万元

1、 严格执行危化品双人双发管理制

度，领用的危化品未用完回库严格执

行入库登记；2、及时对危化品区警示

标识进行更换，加强对危化品区的安

全巡检、并做好巡检记录，加强对危

化品管理制度的培训、学习；3、加强

职业健康培训、及时公布现场职业危

害因素监测数据，做好现场职业危害

评价、监测；4、对缺失、损坏的受限空

间标识及时更换，加强现场工作人员

的受限空间作业培训、严格执行受限

空间作业制度；5、要求现场工作人员

必须遵照公司现场管理制度，班班清

理杂物，保持工作现场的安全、整洁；

6、严格按签订协议程序执行，双方盖

章确认。

公司高度关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问题。 上述安全生产、 环保事故

（件）发生后，公司一方面积极对相关事故进行妥善处置；另一方面亦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对生

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环保隐患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并严格落实整改措施进行整改。

前述事故中，“2017.4.30 哈图公司顶板冒落事故” 、“2017.10.12 哈图公司粉矿掩埋窒息

事故” 、“2017.11.18 伊犁公司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后，公司采取停产整改等方式加强对相关

矿山、厂区的安全生产管理，停产整改导致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具体情况请见“三、请公司汇总

前期因安全生产、环保问题而停产的相关情况，并对停产期间的具体损失金额、对公司财务状

况的影响作出测算。 ” 中的相关内容。

除上述行政处罚以外，2018年 8月 1日，哈密公司金窝子矿区两名钻工进行作业时，发生

一起暗悬拱坍塌埋人事故。 事故造成一人轻伤，一人重伤，轻伤人员已在矿区医务室救治。 事

故发生后，金窝子矿区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重伤人员于 13�时 30�分救至地表，120�救护

车立即送往甘肃省瓜州县医院，途中经随车医生抢救无效，于 15�时 30�分死亡。 目前，公司

管理层正在会同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次事故进行调查和处理善后事宜。 同时，公

司高度重视此次事故并已加强哈密公司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安全生产管理， 具体措施包

括：

1.切实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立即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

排查，认真分析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对可能存在的隐患进行再检查、再督促、再落实，

夯实每一个班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的检查责任，坚决堵塞管理漏洞，坚决做到“不安

全、不生产” ，“不整改、不放过” ，有效控制和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把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

2.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工作。 进一步增强红线意识、责任意识，加大对外来施工单位的管理

力度，认真执行领导下井带班制度，建立和完善非煤矿山师傅带徒弟制度。

3.落实安全培训责任，加大培训力度。开展全员的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岗位培训、每周安全

活动、班前班后会、事故分析等形式，采取案例警示教育、训诫谈话等方式，进行不间断安全行

为的养成，不断提高安全技术能力和意识，实现“要我安全” 到“我要安全” 的转变，提高全员

的安全防控意识和操作技能。

4.加强安全生产组织领导，严格现场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实行安全

生产岗位责任制及目标量化管理，对全年目标任务进行量化、细化，分解至每一个车间、每一

个班组乃至每一名职工。

5.严肃事故查处，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做好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故，要认

真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严格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要求和事

故处理“四不放过” 的原则，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总结教训，提出整改和预防事故的措施。 对不

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不及时采取隐患治理措施而发生事故的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严格责

任追究。

该事故发生后，公司及时对该事故进行了信息披露。 目前,该事故处于政府安监部门进行

事故调查及公司进行善后处理阶段，公司将根据事故调查及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请公司汇总前期因安全生产、环保问题而停产的相关情况，并对停产期间的具体损失

金额、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作出测算。

公司因安全生产、环保问题而停产的情况及停产导致的直接停工损失如下：

1、2017年 4月 30日，哈图公司因发生顶板冒落事故，导致一人死亡而停产 12天。

单位： 万元

停工单位 停工时间 停工天数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停工损失

采矿 5.01---5.12 12 95.11 93.69 188.80

选厂 5.01一 5.12 12 60.78 126.41 187.19

合计 375.99

2、2017年 10月 12日，哈图公司因发生粉矿掩埋窒息事故，导致一人死亡而停产 31天。

单位： 万元

停工单位 停工时间 停工天数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停工损失

采矿 10.12-11.11 31 166.51 88．69 255.20

选厂 10.12-11.11 31 215.24 317.82 533.06

合计 788.26

3、2017年 11月 18日，伊犁公司因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而停产 30天。

单位： 万元

停工单位 停工时间 停工天数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停工损失

采一矿 11.18-12.17 30 92.34 210.20 302.54

选一厂 11.18-12.17 30 159.36 243.48 402.84

合计 705.38

4、2018年 8月 1日，伊犁公司为严格执行国家环保相关规定，落实整改措施，计划对伊犁

公司冶炼厂自行停产整改 2个月计 61天。 该次停工预计导致的直接停工损失金额测算如下：

单位： 万元

停工单位 停工时间 停工天数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计停工损失

冶炼厂 8.01-9.30 61 133.80 487.20 621.00

除上述由于停产产生的停工损失外， 行政罚款也将直接影响到公司当年的净利润减少。

同时、由于安全、环保整改和系统技术改造将导致公司生产中断、产量下降，从而给全年的生

产经营任务的完成造成一定的压力。 安全及环保整改工程项目的实施，会加大资金投入，也会

对公司后续生产经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后续将通过加快生产进度， 提高管理效率、

合理管控生产成本等方式降低由于停产带来的对经济效益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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