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姬姣姣

“瓦斯就像一只‘蛰伏’在地层深处的‘气
老虎’，一旦脱离束缚，就可能裹挟着成百上
千吨的煤炭，从井下巷道喷涌而出，让人无路
可逃。”7月 4日，在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
工程学院，该院的王兆丰教授对煤矿“第一杀
手”瓦斯做了形象的比喻。

2001年，身为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
院瓦斯安全研究所所长的王兆丰，由于在瓦斯
防治方面的突出贡献，受到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教育厅以及河南理工大学的邀请，来到
河南理工大学，成为河南省第一位特聘教授。

搞瓦斯灾害防治研究，就要到煤矿井下
一线去。伴着井下潮湿沉闷的空气，王兆丰
经常“猫”在黑暗泥泞的巷道里，琢磨着如何

精准地预测矿井瓦斯涌出量，计量方法还有
哪些地方要改进。从 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
到现在，王兆丰对矿井瓦斯预测的研究从没
有停歇。

1991年，他承担的科研项目《矿井瓦斯
涌出量预测方法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
奖；2002年和 2003年，他参与的《矿井瓦斯

综合治理示范工程配套技术的研究》,先后获
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他的团队研发的以注氮置换与驱替煤层瓦
斯、液态CO_2相变致裂为特色的煤与瓦斯突
出综合防治技术及装备，有效地实现了我国低
透气性高瓦斯突出煤层强化增透、高效抽采与
快速消突，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先后2次
获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而最让王兆丰自豪的是他和他的同事们
研究提出的矿井瓦斯涌出量预测方法——

“分源预测法”。
“当时，早就有了高瓦斯矿、低瓦斯矿以

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划分标准，但由于缺
乏可靠的矿井瓦斯涌出量的预测方法，经常
出现新建矿井瓦斯等级误判，造成国家财产
损失并危及矿工的生命安全。”王兆丰说。

“分源预测法”的出现正好破解这一难
题。“建矿前，根据矿井瓦斯涌出来源及其涌
出规律，结合矿井开采技术条件和工艺特征，
可以准确预测新建矿井开采期间的最大瓦斯

涌出量，为煤矿和矿工安全提供保障。”王兆
丰说，现在“分源预测法”已成为我国煤矿预
测矿井瓦斯涌出量的行业标准。

自1995年以来，“分源预测法”已在全国
20多个产煤省、市、自治区的数以千计的煤
炭企业推广使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与
安全效益，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煤矿安全状况
的不断改善，推动了我国煤矿瓦斯防治技术
与装备的升级。

取光明于地下，送温暖于人间。也许就
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信念，沸腾了王兆丰的一
腔热血，让他30多年来为煤矿安全事业倾其
一切。③9

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王兆丰及其团队研究

提出的预测煤矿瓦斯涌出量的方法“分源预测

法”，现已成为我国煤矿预测矿井瓦斯涌出量

的行业标准。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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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源预测法’可以准确预测
新建矿井开采期间的最大瓦
斯涌出量，为煤矿和矿工安全
提供保障。

王兆丰
中国矿业大学博士

院士博士在一线

本报讯（记者 樊霞 通讯员 郑丽敏）已
经取消的收费项目还在收吗？降低的收费标
准执行了吗？企业对减负有什么意见？7月
4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将用两个月
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清理行动，确保国家和我省降费
减负政策落实到位。

自 7月 1日起到 8月 31日展开的这场全
省清理行动，“旨在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改善营商环境，省财政厅为此专门制定下
发了关于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清理规范工作的文件。”省财政厅综合处负责
人表示。

据介绍，本次清理工作分自查自纠、清理
复核两个阶段，清理范围为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收
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清理工作的目标是，通过组织各部门自
查整改和财政部门实地督促落实，确保国家

和省各项普遍性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已经取
消的收费项目不再征收,已经降低的收费标
准执行到位；全面建立健全收费基金目录清
单制度，确保各地各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
我省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
目严格按照对外公布的清单执行，目录清单
之外的一律不准征收；梳理统计行政事业性
收费情况，澄清各部门的收费底数，进一步规
范收费项目管理；梳理企业降费典型案例，听
取企业诉求，了解企业缴费情况及负担水平，
提出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的合理化建议，坚决
遏制各种乱收费。

清理措施包括严格执行收费基金政策；
强化收费基金目录清单公示制度，确保公示
信息完整准确；同时，各地财政部门根据实际

情况对目前收费的培训费、考试考务费提出
清理意见。

在此次行动清理复核阶段，省直各部门、
各市县财政部门要对本系统、本地区的收费
基金清理情况进行实地复核，并对乱收费行
为公开曝光，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省财政厅也将适时选择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
进行实地复核。

据了解，为防止违规收费清理后再次出
现反弹，国家、省在取消、停征、免征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后，财政部门要结合部
门履职实际工作量核定必要的支出，纳入财
政预算保障范围，保障工作正常开展，避免因
办公办案经费不足出现违规收费现象。

我省已经于2017年底取消了所有的省级
批准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③9

本报讯（记者 李点）记者 7 月 5 日从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获悉，第 27 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
选结果出炉，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选送的 3 件作品
获一等奖。

河南人大新闻奖是全省性奖项，由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
次。本次评选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鼓励和引导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
积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不断提高
人大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水平。评选范围是 2017年
4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期间首次刊播的反映
人大工作的原创新闻作品。

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评审，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选
送的 3篇作品《新代表取经记》《三次审议、八易其
稿、修改一百多处，物业条例“大修”用了“洪荒之
力”》《龙子湖高校区将建 7所中小学》获一等奖，另
有10篇作品分获二等奖、三等奖。③5

第27届河南人大新闻奖
评选结果出炉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3篇作品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7月 5日上午，郑
州永恒控股集团将 20万元捐给镇平县高丘镇黑虎
庙小学，用以解决学校的燃眉之急。

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感动地说：“感谢社会各
界对黑虎庙小学的关注，因为你们的爱心，黑虎庙小
学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一定不辜负社会重托，把孩子
们培养好。”

来南阳与南阳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郑州永恒控股集团董事长李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从河南日报上看到《大山深处播火人》，我是
含着泪读完的，被张玉滚校长无私坚守深山的奉献
精神深深感动。集团将持续关注黑虎庙小学孩子们
的成长，竭尽所能给予支持。”

记者了解到，郑州永恒控股集团还将设立 100
万元的爱心救助基金，用以资助南阳地区的贫困学
子，尤其是黑虎庙小学的孩子们。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7月 4日，记者从
省国土资源厅获悉，该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
步用好用活国土资源政策全力推进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充分保障脱贫攻坚用地空间，应保尽保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持续加大对贫困县、易地扶贫
搬迁和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大别山革命老区
等地区的用地支持力度。其中，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对贫困县在应分配份额的基础上
单独增加 600 亩，对深度贫困县单独增加
1000亩。

《通知》指出，贫困县对用地仍有需求的，
可先行使用，超出部分由省国土资源厅年底
统筹解决。鼓励贫困地区开展增减挂钩，可

不受指标规模限制，超出部分由省国土资源
厅统筹调剂，优先保障全省贫困地区各类发
展用地需求。

2016年省国土资源厅出台了《关于全力支
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意见》，得到了各地
党委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肯定和充分认可。但
在工作推进中，部分市、县不同程度存在政策棚
架、作风不实等突出问题。今年5月，省国土资
源厅组队深入全省37个贫困县进行调研，化解
矛盾，破解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难题。

要确保脱贫攻坚用地应保尽保，从优化
增减挂钩政策、统筹实施宅基地复垦券交易、
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保障设施农业
用地、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旅游、支持光伏

扶贫项目用地、妥善处理违法用地、加强地质
环境治理、支持贫困地区统筹生态红线划定
和矿产资源开发、落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政
策等 10个方面要求加大超常规政策支持力
度，凝心聚力精准推进脱贫攻坚。

对脱贫攻坚用地建立绿色通道，实行单
独组卷、单独申报，标注脱贫攻坚有关字样，
取消批次限制和申请面积下限，具备申请用
地条件的可随时申报。省国土资源厅收到脱
贫攻坚用地申请后及时进行复核性审查，符
合法定条件的在 7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包括
补正时间），对存在问题的立即退回补正，做
到即时受理，即时审查、限时办结。

要优化增减挂钩政策，扩大审批权限下

放范围，允许先建新后拆旧。要充分利用宅
基地复垦券制度，持续为脱贫攻坚、易地扶贫
搬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筹集资金，缓解资金
压力。

要妥善处理违法用地，2017 年度卫片
执法监督检查中涉及的光伏扶贫项目，列入
各级脱贫攻坚计划的易地扶贫搬迁、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产业项目以及贫困村脱贫验收
必须建设的扶贫车间、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等项目，不涉及占用基本农田先行用地
的，允许由当地政府出具会议纪要，明确所
属脱贫攻坚项目名称、项目违法占地实际
情况和不予处罚的意见，随卷补办用地手
续。③7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姚永丽 陈磊）
备受关注的路金桥等 49 名被告人特大电信诈骗
案，于 7月 2日至 7月 5日在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
公诉，路金桥等 49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
诉讼。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 年 1月至 2017
年 4月，被告人路金桥等人组成诈骗犯罪集团，在被
告人路金桥、孙立辉的组织、领导下，利用中视金桥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组织形式，冒充中央电
视台、国家部委、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或者“收藏
顾问”“权威专家”等虚假身份，虚构产品由国家权
威机构发行、限量稀缺、享有国家“惠民”补贴，具
有巨大收藏价值及升值潜力等，以电视广告、电话
推销、举办品鉴会的方式，虚假承诺公司将出售给
客户的产品为客户转手获得高额回报提供确定渠
道等形式诱骗客户购买，大肆骗取全国各地大量被
害人的钱款，金额共计 1.36 亿元。公诉机关指控
路金桥等 49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请求追究
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合议庭围绕起诉书指控事实进行调
查。公诉机关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
证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
验笔录等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在合议庭主持下就本案
的事实、适用法律问题等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
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大部分被告人表示认罪、悔罪。
法庭将择期宣判。

部分被告人近亲属、部分被害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共 300余人参与
了旁听。③5

智斗井下“气老虎”
本报报道引发社会关爱

黑虎庙小学获赠20万元

路金桥等49名被告人
特大电信诈骗案一审开庭

我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贫困地区倾斜
对贫困县单独增加600亩，对深度贫困县单独增加1000亩

我省全面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清理工作

企业可真正享受降费减负红利

7月 1日，武陟县公安消防大队夏季练兵工作全面展开。消防官兵们进行了攀爬绳索、翻越障碍、梯次进攻操等十余项实战科
目训练，进一步检验了消防救援能力，提升了应急实战水平。⑨3 冯小敏 摄实战大练兵 筑牢“防火墙”

7 月 3 日，汝阳县实验小学首届多彩体育节
举行。运动会开展了“毛毛虫”“袋鼠宝宝”“沙包掷
远”等12个团体项目的比赛，让孩子们快乐运动、健
康成长。⑨3 康红军 摄

快乐运动 健康成长

发展链接

清理工作的目标

●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不再征收

●已经降低的收费标准执行到位

●目录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准征收

●澄清各部门的收费底数

●了解企业缴费情况及负担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