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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村民遇袭

记者看到的 2009 年 5 月中国
矿业大学开采损害及防护研究所出
具的鉴定报告，东方红煤矿非法越
界开采属实，致该村三个小组住宅
下方局部被挖空，形成危房；东方
红煤矿的合法开采面积为 222084
平方米，越界开采面积为 623406
平方米———非法越界开采的面积是
合法开采面积的近 3倍。

2009年底，横山县委政法委书
记张建平据此鉴定报告主持信访会
议，村民获赔 2120 万元。按照国
家法律规定，非法越界开采属盗取
国家矿产资源，处罚极为严厉：要
没收非法所得，处以 1—5 倍的罚
款，还要追加责任人刑事责任。不
过，煤矿及煤老板并未受到处理，
继续生产。

2010年 1 月 30 日，村民范廷
才家因水管被东方红煤矿挖断，遂
与煤矿发生纠纷。当晚，范家五口
被 10 多名当地凶横的砍刀队员砍
伤，伤势最重的范廷才，三根手指
被砍刀砍断。2010年 3月 3日，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12个蒙面人手持
砍刀、钢管等凶器，如入无人之
地，队列整齐地冲进陕西省横山县
众森宾馆内。白岔村主任王永红在
横山众森宾馆里被 10 多名蒙面砍
刀队员砍伤，两条腿被砍断、手被
砍残，全身砍伤共有 18处。4分钟
后，12个蒙面人提刀扬长而去。
“两次案发后，横山警方都没

立即抓人，不过，众森宾馆监视录
像拍到了砍刀队员行凶的画面并上
交给公安，也不予理睬。”4 月中
旬，西安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并
引起全国轰动，横山警方随后才抓
获大量砍刀队员。警方随后发布的
消息称，经审讯，两起案子都是同
一伙人所为。10多名砍刀队员最高
仅判两年，最少判缓刑。

然而，纠纷并没有停止。2010

年 6 月 28 日，白岔村村民在举报
无门的情况下，开始自发阻挡煤矿
生产，使煤矿停工。2010年 10月
14日，处于整合及环评期间的东方
红煤矿，生产证照已被主管部门收
走，但是再度强行采煤。白岔村村
民以其无手续、无环保设施、严重
影响学校上课、影响村民的正常生
活等，向其提出交涉，围堵煤炭生
产。但横山县公安局派出民警，抓
走了 50余名村民，将纠纷平息。

在横山警方向媒体发布的通稿
中，称“村民阻止煤矿正常生产”，
并“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遭砍
刀队员砍伤尚卧榻的王永红被认定
为“阻拦煤矿正常生产”的谋划者
之一，范廷才则为参与者之一。

2010年 10 月 21日和 11月 30
日，生活无法自理的王永红和手有
残疾的范廷才在横山县看守所被与
砍刀队员关在了一起。“他们用洗
衣粉和洗涤精倒在水里，让我喝，
喝了三瓢，喝不下了，他们几拳打
在我的肚子上，被打吐出来，再让

我喝，再吐，一直喝了 13瓢。”
这一系列的纷争，按当地媒体

的说法是：受利益驱动，加之个别
人的恶意煽动，横山县煤矿生产不
断遭到阻挡，矿群矛盾愈演愈烈，
呈现出整体蔓延之势。当地媒体认
为，“部分人无理阻矿已成为干扰
当地合法矿井正常生产的一大顽
症”。

但是百姓对此表述并不认同。
被关押的家属不断上访，被通缉的
村民四处躲逃，“半年多来，我不
敢坐飞机，也不敢坐车，逃到宁夏
的农村，只能住在山上，过年也不
敢回家和亲人团聚。”38岁的范元
忠告诉记者，在得知被关押的村民
全部释放后，才回到家。

记者数次联系横山县公安局局
长吕新春，均未接听电话，记者发
去短信，也未回复。

忽然释放

实际上，东方红煤矿一直在违
法开采中。

2010年 4 月 21 日，陕西省煤
炭工业局 [2010] 84 号《关于横山
县韩岔乡东方红煤矿煤炭资源整合
开采设计的批复》规定，该矿进行
整合，在扩产期间不允许生产；今
年 1月 4日，陕西省政府网站公布
的第三批关闭煤矿名单中，横山县
东方红煤矿名列其中。

但横山县国土局副局长马玉林
向记者承认，东方红煤矿生产一直
在进行，直到 5 月初，才被停工。
马玉林还确认，该矿有严重的非法
越界盗采国家资源的行为。

横山县东方红煤矿的冲突，让
村民大为不满。“煤矿非法生产不
治理，我们维护权益却被关。”政
府究竟是要保护合法生产企业，还
是保护这些无法无天的煤老板？这
煤矿到底有多大的靠山？白岔村村
民们提出了他们的疑问，并先后多
次到横山县、榆林市、陕西省的政
法机关和党政机关反映情况，要求

释放村民，查处煤矿非法生产。
4月 22日，王治荣、白凤飞、

范廷仁、白正伟、陈兴荣、范廷希
6 人被释放。恢复自由的同时，6
人同时收到一份县检察院出具的
《不起诉决定书》，称 6人皆参与了
阻挡煤矿生产经营，构成犯罪但罪
行轻微，不起诉。

4 月 23 日，最后在押的王永
宏、王永琳、王世世、白国方、陈
浩 5人，已经被衡山检察院决定起
诉。可是 4 月 28 日，也被放出。
新调来的乡党委书记对村民说，自
己新官上任，把他们 5 人都保出
去，以后“不准上访，不准阻挡煤
矿”。
“已有上级派驻的调查组在

查。”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果
不治理官员插手煤矿，纠纷还会不
断，如果治理却又难以取证。”记
者在横山采访过程中，亦有百姓开
车拦住记者，投递反映材料。

横山县公安局一位中层干部
称，现在对领导的调查还在继续进
行中，没有结论；各部门、各单位
是人人自危。有消息称，横山县此
前因与其他煤矿有矛盾，被关押在
看守所的村民目前也已全部获释。

官煤勾结

“横山的官煤勾结非常严重，
所以官员才如此帮老板。”一位村
民告诉记者，有的小煤矿已变成黑
社会性质组织。

横山县地处陕北，是全国少见
的矿藏富集区。十几年间，横山陆
续办起 20 多个煤矿，煤炭逐步成
为该县的支柱产业。 《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发现，在煤炭生产的
链条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局
面：煤炭监管部门的无力，纵容矿
方开采，公安部门的多次介入，激
化了百姓怨愤，于是百姓再次干预
煤矿开采，公安再次介入，如此循
环。

在村民看来，公安多次抓人的

动机，在于煤矿方与执法部门的勾
结。
“横山的煤矿，有很多干部入

股，而 80%都是暗股。有的是在别
人名下买的股，即使查看煤矿账
务，干部入股煤炭经营的事实也难
以确认。”

在横山，煤炭带来的纠葛一直
不断，官员插手利益分割的案例也
时有浮出。2009年，横山县 2名教
师被学校强令停止工作，原因竟然
是他们有亲属向上级反映当地二石
磕煤矿私挖滥采问题而受到的牵连
压力。媒体深入调查后发现，村民
们举报的煤矿，已经被陕西省政府
明令关闭，却仍在开采，原因是横
山县建设局副局长曹培明、矿管办
副主任张秉团，在二石磕煤矿各参
股 100万元和 300万元。2009年 7
月，横山县纪委对曹培明、张秉
团、煤炭局副局长冯瑜 3人予以停
职处分。

2010 年 7 月 17 日，横山县波
罗镇山东煤矿和樊河村发生了群体
性械斗，其根源也是矿权纠纷，导
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
案。2000年煤矿换证期间，煤矿主
李钊通过私刻公章，涂改采矿变更
申请书等手段，获取了省国土厅新
的 《采矿许可证》，将“横山县波
罗镇北窑湾煤矿”变更为“横山县
波罗镇山东煤矿”。

这起看似并不复杂的矿权纠纷
案，从横山县矿产局、陕西省国土
厅一直到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依然难
以尘埃落定。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事态升级，才被上级纠正。

未了局

《中国企业报》 记者获悉，多
个调查组目前仍在横山，彻查当地
“官煤勾结”状况。为配合调查，
横山县 20 多家煤矿已全部停产，
账目均被封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5 月 5 日，

衡山掀起“千名干部下基层排忧解
难促发展”活动，抽调的 1000 名
干部分别奔赴各自联系村组，组成
18个工作队，“帮助群众解决一批
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与此同时，横山县委还从 5 月
5日起利用两个月时间集中开展城
乡机关干部作风整顿活动，按县委
书记苏志中的说法，“一些两委班
子主要成员，缺乏大局意识，不能
正确引导圈子处理矛盾纠纷，不能
真正为集体搞建设、谋发展”，苏
志中要求各乡镇认真反思，“有针
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有问题解决
问题，没有问题的要提高认识”。

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告诉记
者，关于排忧活动，县纪委也专门
出台规定，对工作人员的言行举
止、生活作风也有规定，“对走过
场，回避矛盾，上交矛盾，不解决
世纪问题，反而因工作方法不当或
者措施不力等给乡镇村带来不稳定
因素的工作人员和相关责任人，要
严肃追究责任。

在当地一些民众看来，横山是
一个多事之地，多年前曾因条件落
后而居全市偏后，近年来不断有矿
山丑闻曝光。这是一个纷繁复杂、
令人神伤的整肃，横山在不断修复
失去的公信。

记者了解到，正常情况下横山
年产煤炭 1000 万吨，财政收入的
70豫来源于煤炭。去年 9月，横山
县委、县政府针对全县煤炭生产的
严峻形势，深入开展矿群矛盾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但是整顿情况并
无明显好转。

2008年，全县生产原煤 650万
吨，2009 年，仅生产 340 万吨，
2010 年 1—10 月，仅生产 320 万
吨。截至 2010 年 10 月，全县 14
家具备生产条件的煤矿仅有两家正
常生产，致使全县财政收入大减。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政府如何处
理矿山纠纷，仍是一个考题。”当
地一位从事煤炭开采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官煤”链条

县检察院出
具的《不起诉决
定书》，称王治
荣、白凤飞、范廷
仁、白正伟、陈兴
荣、范廷希皆参
与了阻挡煤矿生
产经营，构成犯
罪但罪行轻微，
不起诉。

横山矿产纠纷 57人集体拘押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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