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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6

今日评论 关键词 “低瓦斯”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11月18日13时50分，山西
平遥峰岩煤焦集团二亩沟煤业有
限公司9102工作面发生一起瓦
斯爆炸事故。19日2时，抢险救援
工作结束，事故共致15人遇难，9
人受伤。目前，事故调查组正在着
手成立，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每年10月之后的第四季度，
都是煤矿事故高发的“黑色三个
月”，今年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格
外严峻——近期，全国接连发生
多起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特别是
10月下旬5天内连续发生3起较
大事故，且均发生在国有煤矿。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决
遏制事故多发势头，10月28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

紧急通知》，对加强当前煤矿安全
生产进行了工作部署。令人没有
想到的是，就在各地纷纷加强煤
矿安全监管的同时，又一起煤矿
爆炸事故骤然来袭。

冬季之所以成为煤矿事故
高发季节，除了监管不力之外，煤
矿企业在利益驱使下“突击生产”
是一个重要原因。进入冬季，北方
地区开始供暖，煤炭需求陡增，价
格随之上涨，一些煤炭企业为了
追求产量盲目扩大生产，使本就
脆弱的安全防范体系岌岌可危。

10月份发生的3起煤炭事
故，加上此次发生的二亩沟煤矿
事故，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接连发
生了4起煤矿事故。其中，两起事
故是水害引起，另外两起则是因
为瓦斯爆炸。这个比例大体能反
映煤矿事故的主要特征——水

害和瓦斯，正是造成煤矿重特大
事故的主要元凶。相比起水害，瓦
斯爆炸更为突然，不仅威力更大，
而且会产生各类有毒有害气体，
因此造成的损失往往更为惨重。

在山西省能源局2018年12
月27日发布的《煤矿生产能力等
相关生产要素信息公告》中，山西
平遥峰岩煤焦集团二亩沟煤业有
限公司在“瓦斯等级”分类中被列
为“低瓦斯”。然而，二亩沟煤矿此
次发生的事故，正是因为瓦斯爆
炸所引起。反思此次事故，对煤矿
生产中的瓦斯防护不失为一种警
示——“低瓦斯”也可能发生爆炸
事故，随着煤矿开采深度不断增
加，“低瓦斯”矿井也可能出现“高
瓦斯”区域，提高企业的安全意识
和安全投入势在必行。

统计资料显示，重特大煤矿

事故多因瓦斯爆炸引起。作为煤
矿安全的头号“杀手”，瓦斯必须
引起生产者和监管者足够的重
视。一般而言，“低瓦斯”矿井的防
爆压力相对较小，设备要求也相
对较低，但这并不是放松警惕的
理由，因为“低瓦斯”并不意味着

“低风险”，一旦发生事故，同样意
味着灭顶之灾。以二亩沟煤矿事
故为镜鉴，不仅有必要提高瓦斯
矿井的鉴定精确度，而且有必要
完善动态瓦斯监测体系、提高瓦
斯矿井的管理层级。

每一次煤矿事故都是安全
生产无法承受之重，等待二亩沟
煤矿事故调查报告的同时，整个
行业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
思。建立在完善监督管理制度与
提升技术监测能力的基础上，有
助于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煤矿爆炸事故，“低瓦斯”不等于“低风险”

大河客户端

河粉儿热评

时下正值求职季，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求职服务平台颇为火热，在给求职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坑”和
“套路”。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求职培训项目收费不菲，但是课程性价比低、起不到实质性作用；有的打着“付费内推”的旗号，企业实习
每月动辄要交上万元；还有的求职平台涉嫌发布违法虚假广告，对外宣传时声称与各大公司有合作……

找工作花销上万没效果：如何避开平台求职的坑？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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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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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政四街空房交通便利,适合办

公13503820023(65932777)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仓库出租15039090264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公告

●洛阳安佑饲料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356
209649U)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公告:景顺军：特通知你于20
19年11月30日前前来公司办

理相关离职手续,逾期不来者，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

理。特此公告。 永城煤电

集团光大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声明

●河南炜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代码证丢失作废代

码号：J4910038988101
●本人郭新宇不慎遗失河南正

商置业有限公司2014年12月
31日开具维修基金收据号码

1533840，金额2803元；办

证费收据号码1537787，金
额400元，特此声明丢失。

●遗失声明:李明,女,不慎将护

士执业证书丢失 ,护士证号:
201541011858特此声明作废。

●聂泽源（身份证号:41148119
9302129618）遗失永城建东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1份，

发票代码241001510070，发票

号码00997865，声明作废。

●因本人李红育不慎将契税完

税证票号为00355679的办证

联和个人留存联丢失，特此

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援源双汇冷鲜肉

配送中心机构信用代码证遗

失，代码：G70410101022
7880Z，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爆爆爆肚餐

饮新田店（92410100MA462T
P68W）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丢失郑州

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建

设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滑县新区红日装饰店营业执

照正本410526600802423遗
失，声明作废。

●本人祝仰勋于2016年9月7日
向郑州鸿街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缴纳装饰保证金5000元，

收据号为6204084，收据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贾晔遗失荥阳瀚宇天悦湾5号
院6-2-2407车位收据20000
元(贰万元整),车位协议及维

修基金收据5869元(伍仟捌

佰陆拾玖元整），借款协议，

以上收据及协议均为2017年
6月28日开具，声明作废。

●抵押人:赵德政，房屋他项权

证号:D1003020554，房屋所有

权证号:1101019505，房屋坐

落:郑东新区农业路9号。因本

人不慎将房屋他项权证丢失,
特此声明。

●河南昱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编码：410105019935
5）遗失，声明作废。

●上海云统创申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梁天正遗失临床执业助理医

师执业证书,证号2017412104
10221199006170511,声明作废

●鹤壁市瑞森祥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6210010414）
遗失，声明作废。

●胡国银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正本）,编号：PDY17683
—24115031406009,声明遗失。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

地产交易中心原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洛阳东哲砂石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032700185315）遗失，

声明作废。

●新乡市红旗区安迪水产品店

遗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041001900104,发
票号码25799653，声明作废。

●本人陈建华、黄新玲，不慎遗

失河南展宇置业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4日开具维修基

金收据号码1582435，金额

5708元，特此声明丢失。

●内乡县城关镇畅联手机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代码9241
1325MA43BCF64R声明作废。

●马数基座落于巩义市人民路

12号421幢306房房产的房

屋所有权证（巩城私字第15
4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强力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062
681382D声明作废。

●赵林飞遗失坐落于河南省周

口市项城市光武办事处光武

一区二街道六十四街坊明仕

广场2幢1单元第一层102的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豫（201
9）项城市不动产权第0002
919号,声明作废。

●编号B410244376,姓名:郭昕，

出生日期为2002年04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张娜(身份证号4102221978
03193545)遗失郑州万科南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
年2月12日开具的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号码：02248
083，类别代码:410016235
0，价税合计：410609.00
元，声明作废。

●沈丘县华通路桥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法人章(王浩云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史向廷遗失位于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刘庄街东、果园路北

8号楼19层1903室购房发票，

号码:08510617,金额:44926
9.00元，声明作废。

●郑州米悦互联网上网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丢失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副本，证件编号为

410105200262，声明作废。

●我公司河南赢粮景从商贸有

限公司因公章丢失,公章小码

(4101030140854),声明作废。

●荥阳市娜娅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号410183002
6882声明作废

●涂圣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411522607048653遗
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杨小果小吃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307MA45
Y68X1Y,声明作废。

@巴郎子：高校有必要帮助大学生提高求职素养和对不良中介机构的鉴别能力。大学生也要积极学习，主动向有经验的老师、
学长们请教，提升求职信息搜集和鉴别的能力。建议政府、企业、学校、大学毕业生四方联动，共同努力，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完善
就业服务，积极监管、规范劳动力市场中介行为，有效降低大学生的求职成本。

@记得收快递：既要看到网络求职平台带来的利好，也要规避可能存在的误区和歧途，这是对待求职平台的正确态度。
实际上，很多学生的确从求职项目中获益，获得了求职信息、提升了个人技能，不少求职平台也靠良好的服务赢得了口碑和市

场的认可。这告诉我们，唯有加强规范和引导形成良性循环，才能让求职的成本更低一点，让不断壮大的市场更健康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