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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徐明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四川邻水关停小煤矿被指优汰劣胜

1月 7日 7时许，四川邻水县葛麻
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 4人死亡。事
故的发生将邻水县 2013 年煤矿兼并重
组测评淘汰方式再度推到风口浪尖。

在测评中被淘汰的邻水县花房子煤

矿老板冯碧中认为，排名第 25位的葛麻
湾煤矿本就属于高瓦斯煤矿，无论从安

全设施、煤炭储量上都应该在花房子（实

际排名第 39位）等煤矿之后。
地处四川盆地东部的邻水县，幅员

面积 1919.22平方公里，原煤资源储量
丰富，年产原煤 150万吨，是全国 100个
产煤大县之一。

2013年 3月 20 日，为了响应国家
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政策，四川省人

民政府下发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即

“川府发【2013】15号”文件。根据文件规
定，邻水县应当关停煤矿企业指标为 10
家，而当时全县的煤矿数量为 44家。

1月 3日，《中国企业报》记者驱车
前往花房子煤矿。该煤矿距离邻水县城

34公里，穿过兴仁镇，一条崭新而崎岖
的水泥路面出现在记者面前。据花房子

煤矿创始人冯碧中介绍，该水泥路通向

花房子煤矿所在地大鱼村，总长度为 17
公里，是花房子煤矿投资 700余万元修
建的。

花房子煤矿就坐落在半山坳里，厂

区占地 30余亩。记者看到，一排运煤车
静静地停放在轨道上，车轮和车身锈迹

斑斑，厂区一侧停放着挖掘机和汽车，成

捆生锈的排水钢管废弃一地。运煤车连

通的一处井口已经被水泥封闭起来，封

闭处“花房子煤矿永久性关闭”的红色油

漆字格外醒目，落款时间为 2013年 11
月。

在矿井外右侧矗立着一幢崭新的 4
层办公楼。办公楼设备齐全，下面三层为

工人宿舍、澡堂和食堂，顶楼有宽阔的会

议室。“顶楼为办公楼，其余为员工生活

区，要是开工的话会有 200多个工人。”
冯碧中介绍说。

“自从 2012 年 3月煤矿审批通过

后，4月份就动工了，这些设施当年 12
月份就修好了，等着 2014年 4月验收，
没想到现在却被封闭了。”冯碧中说。

据记者了解，冯碧中所在煤矿于

2010年 9月后陆续通过省国土厅、经贸
委、安监局批复，属于接替井。

一份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作出的《关于同意邻水县花房子煤矿

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函》（川经信煤炭函

【2011】934号文件）载明：该矿区内保有
资源储量 325.5万吨，具备扩建至年产
量 15万吨的资源条件，同意该矿投资扩

建。2014年 4月，煤矿验收后年产量就
可以从 6万吨提升为 15万吨。

据冯碧中介绍，该煤矿总投资接近

4000万元，基本设备设施都已经全部到
位了，2014年 4月份通过验收后就可以
达到 15万吨的年产量。

律师裴德伟认为，油房沟煤矿矿井

已购买的储量在关闭前 49个煤矿中排
第 18位，年生产量排位在 23位，如果通
过年后的验收，年生产量将排在第 10
位，综合实力就目前应该排在 20位左
右，遭到测评淘汰显失公平。

“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那种场面，

当时进场时心里紧张极了。”提起 2013
年 6 月末的邻水县煤炭兼并重组会，
大发煤矿老板黄玉福至今心有余悸。

据他介绍，去年 6 月 29日 23时，
他接到电话通知到县文化中心五楼参

加兼并重组工作会。

“刚走到楼下发现有很多提着警

棍的警察，上楼就被要求交出手机。县

委领导宣布了大会议程，并说明了煤

矿打分的方式，公安局的人宣布了会

场纪律，不准录音摄像，给每个煤老板

发了一张单子，要求签字认可。”黄玉

福对记者回忆说。

现场有 90 位测评者对全县 44个
煤矿进行现场打分，90 位测评者包括
44位矿主以及来自产煤乡的 27 位政
府部门负责人。

测评总分为 100分。第一项基础分
为 60分，其中包括煤炭资源储量、产能
大小、安全生产状况、缴纳税费情况、建

设矿井进度、证照合法性等方面；第二

项为 44位煤矿业主相互测评打分为 15

分；第三项为 27位产煤乡镇长的综合
评价占 15分；第四项为缴纳企业互助
金费用占 10分，也就是说，凡参与测评
的煤矿都要按标准缴纳互助金，即保留

煤矿预留给被淘汰煤矿的赞助费。

邻水县煤炭局局长胡昶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邻水县的测评打分

方式借鉴了重庆开县、乐山五通桥区

以及广安华蓥市的方式，整个过程公

开、公平、公正，体现了民主决策。

“煤管局中层以上 10多个人全部
参与，打分比重占 20%，其他部门是分管
业务负责人参加，共 19位参加此项评
分。整个领导小组是以县长为组长的集

体决策，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综合测评

后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但我们对

每一家企业都是高度负责、高度透明的，

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胡昶春表示。

胡昶春并不否认当时有警察维持

秩序并暂时保管了所有参加测评人员

的通讯设备。“很多煤矿企业都有好几

个股东，但只能一个人进来，收缴手机

是为了防止串联。在测评时，县重组办

印发了评分规则和各煤矿基本情况，

做到了信息公开；整个测评过程，电视

台全程摄像，公证处现场公证，并接受

全体煤矿业主、县人大、县政协、县纪

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的监督；测评打

分后，当场公布了各煤矿得分和排序

情况，所有音像和书面资料密封移交

公证处保存备查”。

但兴瑞、凉山、大发、金鹰、花房

子、油房沟等六家被淘汰煤矿却联名

书面提出对本次测评的质疑。

油房沟煤矿负责人认为，本次测

评会议前夕没有将各煤矿的基本信息

进行公示，也没有按照重大决策举行

听证会，参与测评打分的乡镇干部、部

门领导没有基本的专业常识，没有资

格参与测评。

兴瑞煤矿负责人认为，本次测评

打分标准没有细则和标准。

金鹰煤矿负责人则认为，这是“采

用突然袭击决定大家生死”。

对此，胡昶春的解释是，每个乡镇

长肯定对自己辖区内的煤矿企业了

解，在多个地方工作后，也会对其他煤

矿有所了解。“每一个煤矿面对的情况

都是一样的，就像运动员比赛天晴跑

得好，当下雨的时候，其他人也是雨

天。我们每个人都是 90分之一，不会
影响整体测评”。

他进一步解释说，本次测评共 90
人参加，其中 81 张赞成票，意味着
90%的人是支持的，5张弃权票，4张反
对票。“就算反对票和弃权票全是煤矿

业主投出的，那 44家煤矿企业也是有
35家赞成，即 80%的业主是赞成的。”

在油房沟煤矿负责人看来，企业

互评以及乡镇长评分是业主、乡镇长

凭“感觉”随意打“感情分”，以“利好”

为标准，有关部分凭“好处”送分。而 10
分的互助费则是“演变成了以‘钱’为

标准，交‘赞助费’买分”。

据胡昶春透露，本次测评邻水县

共收取了 3000多万元的互助金，但现
在的分配方案并没有定下来，虽然已

经组织了 4次业主座谈会，但还没有
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等 13部门关
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

的通知》（安监总煤【2010】185号）要求，
有下列情形的，取消整合技改资格，由

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资源整合

方案自批复之日起 1年内（因企业原
因）未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安全设

施设计批复之日起 1年内不开工的；在
规定建设工期内不能完成项目建设的；

整技改期间非法违法组织生产的；整合

技术期间发生重特大事故的。

金鹰煤矿负责人称，测评时邻水

煤矿基本信息里面含有以上 5类情况
的煤矿一个也没有，但在经济信息委

员会政务公开栏中，邻水县建设矿和

技改矿超期的多达七八户。可见，“这

些信息并没有被纳入测评”。此外，“也

没有将防突和治理瓦斯能力纳入考评

范围”，金鹰煤矿对此表示不满。

花房子煤矿在举报书中称，邻水

县 44 个煤矿，双突矿井（指煤与瓦斯
突出矿井）4个，年生产规模 9万吨以
下的有华蓥乡煤矿、平石板煤矿（在测

评中排名分别为 18、26位），高瓦斯矿
井 13个，超过年生产规模 9万吨的有
颜家沟、金亿、邻水煤矿（排名为 3、15、
17位）。“川府发【2013】15号”文件第 7
条规定：存在煤与瓦斯突出、自然发

火、冲击地压、水害危险等重大安全生

产隐患，经论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

以有效防治的，应予以关闭。

在一份 2013 年 8 月 26 日邻水县
煤炭管理局给花房子煤矿的信访答复

意见中，记者看到：“该煤矿是因为储

量不多、产能较小，导致所得测评分值

不高、排名靠后，被列入关闭矿范畴。”

对此花房子煤矿认为，根据 15号
文件规定，年生产能力在 3万吨及以
下的矿井才属于要予以关闭的范畴，

而花房子煤矿生产能力 6 万吨，储量

81.16 万吨，服务年限 10.4 年，但是在
此次测评中有 8家生产能力 5万吨/年
的煤矿却予以保存。

记者根据川经信煤炭函【2011】
934 号文件所探明的 325.5 万吨储量
计算，按照扩建后 15万吨的年产量计
算，花房子煤矿至少还能开采 21 年，
按照 30万吨的年产量也要 10年才能
开采完。

胡昶春向记者介绍，在测评后，部

分煤矿书面申请复核，在召开领导小

组会后，7 月 2 日进行复核，7 月 3 日
重新宣布测评结果。他称此举是为了

维护煤矿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体

现了严谨负责的态度，“我们向全县煤

矿发出复核通知，按程序启动了复核

工作。第一次参加测评打分的人员不

再参加复核，另外抽调工作人员开展

复核工作，仍然按第一次测评接受各

方面现场监督，当场公布了复核结

果。”他说，“本次复核龙洞沟、风车口

两家煤矿名次往前靠，进入 30 名以
内，获得保留名额资格。”

但花房子煤矿在申诉书中提出，

在此前的 6月 30日会议过程中，并没
有任何人告知各煤矿主可以就测评打

分结果提出异议并要求复核。对此，邻

水县回应称，复核是“因 6 月 30 日时
间紧，工作人员不熟悉业务所致，县纪

委已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理”。胡

昶春表示，在核算过程中有存在错误

的可能，“有可能出现资源本来该得 5
分，却打成了 2.5分的这种错误。”

2013年 7月 3日，重新宣布排名
后，龙洞沟、风车口煤矿进入保留煤矿

企业名单，排名 29位的金鹰煤矿和排
名 34位的广林煤矿进入关闭名单。

记者要求煤炭管理局提供当时的

评分细则以及花房子煤矿的具体评分

情况，胡昶春表示，档案已经被封存。

广林煤矿从被保留区间跌落到被关闭区间，而龙洞沟煤

矿则恰恰相反。这是否意味着龙洞沟煤矿比广林煤矿更有优

势？

一份《关于兴瑞煤业（广林煤矿）与龙洞沟煤矿置换关闭

名额暨兴瑞煤业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载明：在邻水县煤矿企业

兼并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下，乙、丙方（两方分别持有

兴瑞煤矿 97.1%和 2.9%的股份）与甲方（即龙洞沟）协商将兴
瑞与龙洞沟进行关闭名额的置换，即由龙洞沟代替兴瑞煤业

作为关闭企业，纳入邻水县政府向四川省政府上报的 2013年
度第二批煤矿企业关闭名单。

该置换协议规定：为补偿龙洞沟，兴瑞向龙洞沟煤矿股东

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的补偿款，乙方作为兴瑞煤业的
法定代表人及持股 97.1%的股东，愿意将其所持股权中的
51%股权以零价款转让给甲方。龙洞沟煤矿关闭后的善后事
宜由甲方负责，同时，政府给予龙洞沟煤矿的关闭补偿金由龙

洞沟股东享有及处置。

这份协议意味着，龙洞沟煤矿从死亡到复活转瞬之间除

了应得的政策补偿外，还意外地得到了广林煤矿 500万元补
偿，同时还持有保留煤矿的一半股份。

此外，记者还拿到了同样盖有邻水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章的《邻水县龙洞沟煤矿、兴瑞煤业及

花房子煤矿置换保留矿井名额三方协议》以及《邻水县金鹰煤

业有限公司与邻水县和彻煤业有限公司置换协议》、《花房子

煤矿与颜家沟煤矿的置换协议》、《金鹰煤业与和彻煤业的置

换协议》。

油房沟煤矿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有人找他说，可以通过

出钱购买本次测评得分靠前的煤矿，让对方被“枪毙”把油房

沟煤矿生存下来，他没有理会。花房子煤矿在举报书中也称，

自己在煤炭管理局的主持下，先后分别与龙洞沟煤矿、兴瑞煤

矿、颜家沟煤矿签订过《置换协议》。

对此，胡昶春表示，允许互相置换，就是给一个互相商量

的空间，有些人觉得煤矿这个行业风险高，不想搞了，但有些

人就很热爱，想继续经营，是行业的互助。

据 2013年 11月 27 日花房子煤矿与颜家沟煤矿签订的
置换协议中规定：如 2013年 11月 29日下午 4点 30分之前，
花房子煤矿将第一笔补偿费 500万元支付给颜家沟煤矿后，
颜家沟煤矿同意对本矿进行炸毁。同时花房子煤矿未支付清

颜家沟煤矿剩余的 950万元补偿费，双方协议的保留矿资格
置换相关手续不予办理。

“企业为了不被关闭，被迫花费上千万元巨款购买保留矿

资格，但眼下煤炭市场行情，煤矿实在承担不起。”冯碧中告诉

记者。

另据中国经营网报道称，中正煤矿以 2000万元置换龙洞
沟煤矿、建子湾煤矿 1530万元置换平石板煤矿、兴盛煤矿
1800万元置换华蓥滴水岩煤矿、金鹰煤矿以 45%的股份置换
丰合滴水岩煤矿。

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专家表示，如果测评是公正的，以高

额资金和入股式置换协议，其目的就是把不合规的换成合规

的。这样的交易方式，难免会有权力寻租的嫌疑。

“煤矿名额的置换不代表煤矿质量好坏”，胡昶春说，“我

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打折扣地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关

停并转小煤矿的数量指标。”这样置换的方式都是煤矿企业自

愿协商，不是政府主导，当然也给想继续发展的煤矿企业提供

了机会，是一举两得。

“经省市相关部门批准后，花房子煤矿花费数千万元从 6
万吨扩能为 15万吨，在即将通过验收的情况下被关闭实在是
冤枉。就在实施炸毁井口的当天，政府以欺骗的方式将法人冯

川非法控制。”说到这里，冯碧中老泪横流。在一份邻水县中医

院诊疗证明上载明：冯川左手背软骨组织损伤，日期正是煤矿

被炸毁的当天。

众多人士表示，测评后的煤矿置换以及葛麻湾煤矿的瓦

斯爆炸事故正好说明了该县在煤炭兼并重组中问题重重。

截至发稿时，仍有很多煤矿业主向冯碧中伸出橄榄枝要

求置换，但冯碧中仍在上访之中。他坚信：一定会通过自身努

力将花房子煤矿的生存权从死亡中拉回来，一定会讨到说法。

技改扩能煤矿验收前夜遭淘汰

被淘汰煤矿提书面质疑

饱受争议的测评结果

关停煤矿“借壳重生”

作为全国百大产煤县之一，邻水在煤矿整合过程中通过打分测评方式对企业进行淘汰。

被淘汰企业有的提出质疑，有的则通过花钱置换重获开采权。

花房子煤矿被永久性关闭

一排运煤车静静地停放在轨道上，车轮和车身锈迹斑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