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蟒川乡位于汝州市南部!地处浅山丘
陵区域!原煤储量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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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此次煤矿兼并重组浪潮中!在这个乡
镇共有

$

个煤矿与河南煤层气开发有限公
司签协议"

# 这是大势所趋!没有谁能阻止!除非
你不想干了" $程亮说%

事实上!这并不是河南煤炭资源的第
一次整合" 早在

%##!

年!河南就大张旗鼓
进行过一次!不过!准确的说法 !那次是

& 资源整合$!这次是& 兼并重组$%

程亮说!他们的煤矿不大!但河南这
些年的& 煤改风暴$都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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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即全国煤炭市场普遍不
景气的时候! 他们出资盘下了这处矿井!

& 煤不好销!一年也就产几万吨!属于典型
的小煤矿% $

汝州市煤炭局一位刘姓负责人说!那
时候!因为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类似小
煤矿遍地都是!全省有一两千家%

大事记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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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记者对话小煤矿矿主程亮!这位汝州汉子说!小煤矿容易忽视安全问题

& 重组后!不用再提心吊胆$

今年河南的煤炭行业!一直不平静%

从年初的全省煤矿资源兼并重组大幕开启!到近几个月接连不断的煤矿事故发生!件件牵动众人心%

本月
&)

日!省委常委会在听取全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汇报时!省委书记卢展工将两者联系了起
来!一方面批评黑心矿主违法生产!一方面要求煤矿兼并重组工作
强力推进!认为兼并重组是改变煤矿事故高发的措施之一%昨日!商
报记者来到汝州!对话一位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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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矿经历的煤矿主!感受兼并
重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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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与河南煤层气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后!这段时间!程亮' 化
名(突然感觉轻松了许多%

# 吃亏占便宜!现在不再提了% $昨日
下午!程亮对记者说% 他是汝州市人!在当
地蟒川乡和他人合伙经营着一座年产量
,"

万吨的小煤矿%

今年
)

月
&

日! 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
组工作动员会召开! 标志着河南煤改正式
启动% 而汝州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

"'

个重
点采煤县市之一! 也是此次河南省煤矿兼并
重组的三个试点县之一%经过一系列的艰苦
资产评估)谈判!最终!程亮的煤矿成了河
南煤层气开发有限公司的一个下属矿井%

& 全省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推进力度越
大!越是好事!我们早就盼望着这项工作早
点结束!矿井好早点恢复生产% $程亮说!估计
到八九月份!他的煤矿就可以恢复生产了%

汝州市煤炭局的官员告诉记者! 以汝州市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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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整合风暴后! 汝州市煤矿安全形势好
转了许多!这让他们也体验到了好处%

此后两三年!也成了程亮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矿上安全投入到位!生产顺利!煤价暴涨!个人财
富急速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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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月!河南煤矿事故频发%于是!

河南对全省
.*/

个
)+

万吨级以下小煤矿一律停工
停产!然后!逐矿检查验收%

汝州市煤炭局那位官员记得很清楚! 就在去

年
/

月底!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厅要求& 加快
小煤矿的复工复产工作$不久!

0

月
-

日!平顶山市
新华四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省委)省政府再次决定!全省
)+

万吨及以下
矿井!凡未经批准生产的一律停工整顿%

这一停!就到了今天% 一些矿主实在熬不住!

就扛着脑袋偷偷生产% 而这又加剧了事故发生%

河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数字显示!今年
*

月至
/

月!

河南共发生各类煤矿伤亡事故
*/

起! 死亡
*!)

人!

事故起数同比减少
**

起!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00

人%

不管何时何地煤矿整合! 原因之一即事故高
发% 中小煤矿缘何事故高发*

程亮说!问题主要出在管理和采掘上%

# 小煤矿在正常生产中容易忽视安全问题!导
致事故高发!一旦停产整顿!矿井偷偷违法违规生
产!提心吊胆!更容易出现问题% $他称%

河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薛纯运也介
绍!从目前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全省
发生的新密矿难) 洛阳伊川矿难和平顶山卫东区
兴东二矿矿难

)

起重特大事故!都是因为乡镇小煤
矿在停工停产期间冒险蛮干!违法违规组织生产!

管理漏洞百出!而地方政府监管不力造成的%

程亮还告诉记者!严管小煤矿是有道理的!一
些小煤矿为了减少投资!只挖煤层好的地方!属于
自己的煤层挖完了!就想法越界越层采掘!这是很
危险的%在煤炭界人士看来!越层是比越界更恶劣
的非法采矿行为%小煤窑的乱挖!会给煤层里留下
一个个# 水包$)# 瓦斯包$!以后别的矿开采这一区
域!就如履地雷阵%

# 一般来说!乡镇小煤矿在安全生产上投入不
足!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低!管理上也比较
落后!很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从某种意义上说!搞
好小煤矿的安全生产! 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就
能好转% $河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人士指出%

再次开工生产后! 程亮他们拥有了
*+

年之久
的煤矿!# 主人$身份将完全变更%

程亮有些伤感!也抱有希望!他说!开煤矿担
惊受怕够了!这样也好!# 背靠大树好乘凉% $

出于能源战略考虑! 河南早就对河南能源企
业进行了战略重组!打造国家梯队%

去年
%

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
长张国宝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提出! 要通过规
划和政策支持!从体制和机制上提供保障!促进煤
矿企业兼并重组!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

作为国家规划的
*)

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河
南省内小煤矿众多!散)乱)差的局面亟须改观!加
上山西模式取得一定成效! 最终促使河南煤矿资
源走上兼并路%

河南省提出的兼并目标也印证了这些说法!到
年底前!河南全省要建成三个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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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的特大
型煤企!其控制的煤炭资源量占全省

0"1

以上!产量
占全省

-'1

以上! 省内煤矿企业减少到
"'

家左右%

不过!这一切对程亮来说!都过于宏大% 程亮说!对
自己来说!重组后!生产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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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数易其稿的+ 工资条例,' 下
称+ 条例,(最终有望确定职工工资增
长与当地

234

挂钩%记者近日从中国劳
动保障科学研究院资深劳动保障法
律专家杨永琦处获悉了关于 + 条例,

的最新信息%

尽管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收入
仍归国资委管理!+ 条例,草案仍对企
业高管的高收入进行了限制% 条例草
案核心内容突出# 一低一高$!即最低
工资标准的增加机制和垄断企业尤
其是高管工资的限制% 草案规定特殊
行业如需对工资)福利)补充社会保
险等进行调整! 必须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国资委以及行
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并及时向社会
公布% 还首次明确最低工资不包括加
班费)高温低冷及国家的各种补贴%

据悉 ! 目前该条例草案已经完
成! 并将于近日上报国务院有关部
门!有望在年内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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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铁道部运输局综合部
主任李军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网上
订票项目在积极推进!不久的将来我
们就可以在中国实现网络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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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
调整!我们预计到

%+%+

年中国高铁网
肯定会超过

*5/

万公里以上%

关于中国铁路的售票系统!我们
在售票系统上做了很大的投入% 网
上订票项目我们也在积极推进 !不
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实现网
络订票%

@)YI

JKZ[\]^_`ab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

日在答记
者问时说!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已
率团访问朝鲜%

有记者问- 据朝鲜中央社报道!

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于
.

月
&/

日起
访问朝鲜!请证实并介绍有关情况%

姜瑜回答说 - 应朝鲜外务省邀
请!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日前率团
访问朝鲜!这是中朝两国外交部门之
间的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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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
&/

日报道称!日本首相咨
询机构# 新时代安全保障和防卫能力
相关恳谈会$在报告中建议在钓鱼岛
部署自卫队!该报告将在下月上旬提
交给日本政府%

&-

日!中国国防部就此问题向记
者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多次就
此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即# 希望
日本的相关举动能够有利于维护本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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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有关方面负责人
&-

日说!中秋)国庆假期安排是国家有
关部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慎重决策
的结果% 有关部门决策时既要维护公
民享受法定节假日的合法权利!也要
考虑劳逸适度! 避免由于调休不当!

导致连续工作日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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