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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明张晓梅张骅 郝玲

行业低迷拉响煤矿安全警报

9月 23日，虽然中秋节已过，但秋
老虎的威风依然滞留江淮大地，大肆宣

泄着盛夏热浪的余波。

刚刚下井的安徽矿区某一煤矿矿

工老王，早已全身湿透，他不知道下一

次会在什么时间轮到自己下井。因为煤

炭市场低迷，他所在的煤矿早已开始减

产，很多矿工甚至停工在家。做了几十

年矿工的他，现在对自己的职业多少有

些失望，可他更担心的是工友们在如此

精神状态下如何确保煤矿的安全。

与老王一同下井的工友们面容明

显凝重，煤没有少出，但薪水已大不如

从前。领班的李班长说“原煤堆得像座

小山，但矿井出煤却不能停下，整个矿

井如果停工了，就会留下很多安全隐

患。”类似这样尴尬情况的不仅是安徽，

山西、内蒙古等产煤地区又何尝不是。

煤炭行业整体落陷正在考验着煤矿对

安全的“坚守”。

煤炭市场
好了怕不好了更怕

在矿井下开着综采机的老王，时常

有点走神，李班长已提醒了多次，本来

矿上是要安排老王休息的，考虑到再过

几个月他就要退休，矿里还是让这个

“老煤矿”继续坚守。类似当前的煤炭困

境，老矿工们都经历了不少，但这一次

更为刻骨铭心。

李班长说：“就是心态的落差太大，

很多工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也太快

了，昨天还是高高在上的煤老大，一夜

之间几乎什么都不是了，长期下去，这

种情绪对煤矿安全管理是致命的。”

眼下，由于市场原因，很多小煤窑

已陆续关闭，从长远来说这是淘汰落后

产能，杜绝煤矿不安全因素的大好事，

但由于资金和效益的双重压力，大的煤

矿企业对兼并整改小煤矿的意向已明

显降低，一些小煤矿为了减少损失而苦

苦支撑，不安全的因素显然在增加。

前不久，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召开全

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王德学副局

长通报了上半年全国安全生产总体情

况，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其中，

上半年全国发生煤矿事故 285起，死亡
584人，同比分别下降 34.8%和 16.5%；
发生重特大事故 29起，死亡 558人，同
比分别下降 6.5%和上升 17.0%；发生各
类较大事故 542起，死亡和下落不明
2121人，同比分别下降 17.6%和 22.2%。
安徽省上半年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

降 5.1%，煤矿事故下降幅度超 50%，金属
非金属矿事故下降 30%以上，没有发生
重特大事故，在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上

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

视频会上，受到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表扬。

记者采访了解到，安徽省部分煤炭

企业因为经营困难，自去年以来就已经

开始降低工资。“这对煤炭企业的职工

思想和队伍稳定很不利”，安徽煤矿安

全监察局副局长周德昶分析说，在经营

困难的情况下，企业不得已要减员增

效、减收增效，一部分职工就可能会自

动辞职，往往流失的是一批煤矿熟练工

人，在岗工人也可能会心生怨气，这将

影响煤矿安全生产。

煤炭企业
在苦苦“坚守”安全底线

9月 30日，又轮到老王下井了，虽
然工资拿得少点，但每次下井他仍心存

温暖，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业。在李

班长的开解和帮助下，前几次工作时走

神的情况没有了，他说，自己要站好最

后一班岗，别让年轻人小瞧了自己，与

那些在家待岗的工友相比他是个幸运

者。老王说，只要我们坚守下去，困难总

会过去的。

记者在安徽省四大矿业集团采访

时发现，虽然煤炭市场行情日趋下降，

可各煤炭企业在安全上依然丝毫不敢

放松。安徽皖北煤电集团恒源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董昌伟说，从煤矿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的规律分析，煤炭市场发生较大

变化、煤炭经济大起大落时期，往往也

是煤矿事故多发时期。抓好安全，是煤

炭企业应对当前严峻经济形势的根本

保障，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所在。抓好了

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就是对应对危

机做出的最大贡献。越是在危机下，越

不能出事故，否则对企业而言是雪上加

霜。

淮北矿业集团所属矿井煤层赋存

条件复杂，全国闻名，水、火、瓦斯、顶

板、煤尘“五害”俱全，矿井安全威胁大、

开采成本高，且井型偏小。“先天不足”

自然条件使淮北矿业集团在安全投入、

技术管理、生产组织方面比其它煤炭企

业要花更多钱，投入更大精力。淮北矿

业集团总经理张国建认为，企业再困难

也不能减少对安全的投入，对于一些困

难矿井一定要把安全工作做实，绝不能

因为企业困难而松了安全这根弦。

淮南矿业集团是受这次危机冲击

最小的煤炭企业之一，由于长期煤电联

合以及非煤产业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

效，使企业保持了很好的赢利水平。多

年来，淮南矿业集团结合企业自身特

点，形成了一整套瓦斯治理先进经验。

淮南矿业集团上半年百万吨死亡率

0.08，瓦斯零超限。淮南矿业集团总经
理孔祥喜告诉记者，无论在什么时候，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安全是企业最大的

效益、职工最大的福利。

非常时期
煤矿安全渴盼政府援手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海阁说，煤矿安全除管理外，还涉及

装备等各种投入。安徽省自 2008年元
月份以来，煤炭提取安全费用 50元/吨
打入成本，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安

全投入到位，对近几年煤矿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当现在煤

炭市场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各企业的煤

炭价格决定了企业有无竞争力，在通

风、排水、财务费用等各种固定支出不

变的情况下，企业为了生存，最可能减

少的就是投入，其中包括安全投入，这

对煤矿安全是十分不利的。

煤炭企业对煤矿安全的“坚守”固

然重要，但是，在煤炭企业效益一降再

降的特殊时期，政府是否考虑做点什

么？张海阁说，无论什么时候，安全投入

都不能减少，这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

之一。因此，政府应该研究政策对困难

企业给予安全投入上的援助。

安徽四大矿业集团也都认为，在煤

炭经济下行压力下，煤炭企业在经营上

持续亏损，企业因困难而无法维系之

时，安全还能继续坚守吗？

对此，安徽省煤炭协会会长徐安昆

认为，无论到何时，煤炭企业都要坚持

“安全第一”，这是不容违背的铁律，但

在如此困难时期，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

是不够的，需要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减

轻煤炭企业相应税费，加大市场整顿力

度，打击非法生产、超能力生产，为煤炭

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煤炭企业

尽快走出困境。这才是保证煤矿安全生

产的正道。

再次见到老王是 10月 4 日下午，
刚从井下上来，再休息 4天才会轮到他
下井。虽然是国庆假期下井，但老王却

感到很充实。他说，自己干到年底就退

休了，最近看到国家整个经济在好转，

看来煤炭的紧日子很快就能过去，因

此，我们有机会在井下工作的人，无论

待遇多少，都要珍惜，都要时刻紧扣安

全这根弦，为家庭、为他人、为矿上都要

坚守好安全底线。

在建厂房
死伤事故调查迷踪

9月 19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这个本应居家
团圆的日子里，家住河北平乡县南柴村的 3名村民却永
远与家人阴阳两隔。19日当天，他们和其他工友在宁晋
县凤凰镇八里庄村的一处新建的汽车检测线工厂搭建

钢结构厂房时，由于未注意到在建厂房上方的高压电

线，在施工作业时导致他们 3人和另外 3名工友发生触
电事故。

每位遇难者家属获赔 35万元

22日上午，记者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了事发
地点，位于宁晋县凤凰镇八里庄村的一处汽车检测线

工厂。记者在工厂外围走访了解得知，19日当天该工厂
确实发生了一起生产安全事故。在工厂门口，记者注意

到在出事的钢结构厂房上方就有一个高压电线杆，而

高压电线距离厂房房顶非常近。

记者从村民的口中得知这次事故中死亡的 3名村
民均为平乡县南柴村人。据其中一名死者刘某的家人

回忆说，19日上午刘某在同其他工友为工厂施工搭建
厂房时，由于厂房上方高压电线距离搭建的钢构房顶

较近，施工人员并未注意到高压电线导致刘某与其他 5
名工友触电，其中刘某与同村的另两名工友不幸触电

身亡，其他 3名触电的工友目前仍在石家庄一家医院
住院抢救。采访中，遇难者家属还告诉记者，宁晋县凤

凰镇八里庄村的这家汽车检测线厂是和交警部门合作

开办的，用于汽车检测。但工厂在建设初期属于违规占

用土地，占地面积多达几十亩，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并

没有对该企业违规占地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和查处。“一

家严重违规占地的企业，仍旧可以正常建厂生产，如果

相关部门能及时查处他们，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悲

剧发生。”谈及此事遇难者家属情绪依旧异常激动。

22日记者在宁晋县采访调查中了解到，事发后涉
事工厂给每位遇难者家属赔偿了 35万元。“工厂赔偿
了这么多会不会是有意掩盖出现安全事故的事实，用

钱来堵遇难者家属的嘴。”对于工厂一次性赔付的做

法，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

相关部门不知发生事故

针对这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宁晋县供电局以及

宁晋县安监局对此又是怎样一个处理意见。记者分别

采访了两家相关部门，但得到的答复却令记者颇为震

惊。

记者首先来到宁晋县供电局了解情况，该局群众

工作部一位姓杜的主任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起事故

发生，所以他们对此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村民提出

质疑高压线下建厂房是否违规，供电部门是否有义务

进行阻止的问题时，该负责人并未就此问题给记者正

面回复。而后记者又来到宁晋县安监局，办公室的一名

工作人员在了解了记者的来由以后表示需要请示领导

后再给记者答复。半个小时后这位工作人员答复记者

称，安监局并未接到有关这起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他

们也不知道这起事故的详细情况，所以不便接受记者

的采访。“作为主管监督部门，这么大的生产安全事故

他们却推说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安监局肯定是在推卸

责任。”遇难者家属在得知安监局的态度后表示不能理

解也不能接受。

作为当地政府，宁晋县凤凰镇政府对此又该作何解

释。镇政府一位张姓副书记告诉记者，他们对此次事故

的发生之前也并不知晓。而就发生事故的企业占地几十

亩建设工厂是否有正规手续，是否属于违规占地的疑

问，这名镇党委副书记解释称，他也不清楚企业建厂是

否办理了正规手续。

律师称相关部门存在过错

对于这起生产安全事故，作为相关监管部门和涉

事单位的安监局、供电局对此推说不清楚的事实情况，

记者也咨询了河北鑫旺律师事务所王耀律师。王律师

表示安监局作为监管部门，应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

获知消息并采取相关处理措施，宁晋县安监局推说不

知道事故发生显然是未尽到职责的表现。作为供电部

门在事故发生后也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而不应推卸

责任。“部门推卸责任是有一定过错的，如果严格从法

律层面上讲，安监局和供电局如此推脱责任的行为是

违规的，相关责任人应受到处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王耀律师如是说。

针对这家汽车检测线工厂，在明知存在安全隐患

的前提下，依旧在高压电线旁违规建厂并最终造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原因。王耀律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

点。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企业处于自身经济利

益的驱动，缺乏安全意识。相关监管部门未尽到监管职

责，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9月 28日和 9月 29日，记者连续两天拨打宁晋县
安监局办公室的电话，要求其就事故的处理结果给予

答复，但不知什么原因，截至记者发稿时，对于这起事

故的处理结果仍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复。记者将持

续关注此事件的处理进展。

实习记者 张艳平

3死 3伤的触电事故背后或掩藏
违规审批与经营的难言之隐

市场波动期往往成为事故多发期———

孙疃矿强化斜巷运输安全管理 周仁鲁 /摄

（上接第十四版）

夏辉租住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的一处民房里，这地方离内蒙古阿

拉善左旗宗别立镇隔着一座山。从内

蒙古的矿区回到石嘴山后，夏辉很快

退了在大武口的租住房，换了手机号，

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肖扬回到宁夏后，

联系到陈凯、刘明两个人后，却怎么也

找不到夏辉的踪影。三人到石嘴山市

大武口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了案，分

局将夏辉列为网上逃犯。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夏辉不劳而获 1000 万元后，便
拿出500 多万元还了集资包揽工程借

的债。剩下的钱怎么花呢？他先给情妇

兰兰汇了 10万元。随后，花了 20万元
买了一辆别克轿车，又给自己买了价值

140万元的钻石，最后花了 80多万元
给一双儿女买了 20多个翡翠镯子，剩
下的部分资金放在家人那里。在疯狂地

花了一阵子钱后，夏辉冷静了下来，他

知道自己拿走的钱不是小数目，便开始

四处躲藏，先后辗转于天台、深圳、四川

等地。最后，夏辉带着剩下的钱，与情妇

兰兰躲到了上海，在上海市黄浦区中华

路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别墅，过起了富

人生活。

夏辉与兰兰虽然各自成家了，但他

们一直还保持着联系。所以，当夏辉拿

到了 1000万元资金后，便想着给兰兰

汇上 10万元，一是告诉兰兰，他有钱
了，不再是当初那个农村穷小子；二是

想告诉兰兰，他现在可以让她过上富人

才能过上的奢侈生活。世上的事就是这

么凑巧。一次肖扬上网时，得知了兰兰

的QQ号，很快与兰兰联系上了。从兰兰
那里，肖扬知道夏辉在上海的消息，肖

扬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陈凯和刘明，三个

人一起把这一线索提供给了公安机关。

2012年 5月 8日，夏辉与情人兰
兰像往常一样外出买菜归来时，被获

知网上逃犯藏身辖区的上海市黄浦区

公安分局小东门派出所民警盯上，落

入了法网。

（本文由梁长年、范瑞宁、毛全雨

整理，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开矿失利诈骗千万元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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