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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单位：石家庄鑫象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事故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伤亡情况：死亡 1 人，重伤 3 人，轻伤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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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鑫象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1•1”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1 月 1 日 14 时 10 分左右，位于天津港保税区临

港区域的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煤气化优化建设

项目工地发生一起起重伤害（塔式起重机）事故，造成 1 人

死亡、3 人重伤、1 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

约为 585 万元人民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天津市安全

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2019 年 1 月 2 日，滨海新区成

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原区安全监管局）、天津港保税区（安

全监管局、纪检组、规建局、市场局、总工会、人社局）等

部门组成的石家庄鑫象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1•1”一般起

重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相关

专家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2019 年 1 月 17 日，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根据《天津

市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津安生〔2013〕9 号）

的有关规定对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实行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检测鉴定、调查

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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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

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 

1.石家庄鑫象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石家庄鑫象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象公

司）成立于 2018 年 05 月 29 日，民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0108MA0A82T69E，注册资本 30 万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梁辉昌，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文

路 2 号众美商务公馆 C2 栋 607 室。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租

赁等。 

2.天津鼎业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鼎业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业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04 月 07 日，民营企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572312667D，注册资本 300 万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尤宏岳，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南京

路 258 号联通大厦 B-805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等。

持有天津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颁发的天津市机械设备租赁

行业确认书。 

3.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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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1991 年 09 月 17 日，国有企业，为中国化学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177570439L，注册资本 50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胡二甫，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胜利街 182 号。经营

范围：石油化工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等。 

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等资质,资质证书号：

D142018385，有效期至 2021 年 1 月 5 日。 

4.天津市博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博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监

理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4 月 02 日，国有控股单位，隶属

天津市渤海化工集团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4749102455D，注册资本 3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王松林，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孤山路 2 号。经营

范围：工程建设监理，工程招标等。 

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监理化工石油工程

专业甲级监理资质等，资质证书号：E112001196，有效期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 

5.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化永利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为股份有限公司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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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103609732D，注

册资本 30 亿元，法定代表人：庞栓林，注册地址：天津滨

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十路 3369 号。经营范围：氨、甲醇

等化工品的制造等。具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津）WH 安许证字〔2012〕  

LG0002，有效期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20 日，许可范围：

氨（300000 吨/年）、甲醇（504000 吨/年）、乙酸（200000 吨

/年）、异丁醇（48800 吨/年）、异丁醛（49080 吨/年）、丁醇

（170000 吨/年）、硫酸（18000 吨/年）生产；中间产品：一

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280000 吨/年） 、甲醛（44400 吨/年）、

丁醛（499540 吨/年）、丙酸（500 吨/年）生产。 

6.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渤化集团）

成立于 1991 年 05 月 06 日，国有独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000103061105B，注册资本 7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立志，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0

号。经营范围：对化工行业、制盐业、石油化工行业、橡胶

行业、房地产业、金融业、证券业、贸易、服务业进行投资；

资产经营（金融资产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除外）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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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项目情况 

2015 年 9 月 29 日，中化六建与渤化永利公司签订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滨海施 2015252，承建渤化永利

煤气化优化建设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各

方的安全管理职责。项目地点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永利

化工公司渤海十路 3369 号，工程立项批准文号：津临港经

发许可〔2014〕69 号，项目总建筑面积 17262.23 平方米，

工程总造价 39728.1538 万元，计划开工日期 2015 年 8 月 12

日，原计划竣工日期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后经过两次补充

合同将竣工日期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因项目土建施

工需要，在现场安装一台 XGT560 型号塔式起重机（以下简

称：事故塔吊）。2019 年 1 月 1 日事故发生时项目土建作业

已完工，正在进行生产工艺设备安装。 

（三）事故塔吊情况 

1.事故塔吊基本信息。 

表 1-1 事故塔吊基本信息表 

塔吊型号 
XGT560 

额定起重力矩
560tm 

最大额定起重量
25t 

变幅形式 小车变幅 

制造证号 
TS2410199-2010B

备案编号 
3124-012455 

出厂编号 
20130666 

出厂日期 2013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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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A 事故塔吊结构示意图 

            

 

 

图 1-1-B 事故塔吊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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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C 事故塔吊现场位置图 

              

                                                  

 

图 1-2-B 塔身结构示意

图（观察者面向北） 

图 1-2-A 顶升爬梯与横梁

示意图（观察者面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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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C 塔吊滑动底座结构示意图 

注：1 滑动底座，2 横梁，3 拉杆，4 连接板，5 通道平台固定板。 

2.事故塔吊产权、租赁关系。 

（1）产权关系 

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队机械备案表显

示，事故塔吊的备案编号：3127-012455，备案日期：2017

年 11 月 15 日，产权单位：天津鼎业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2013 年底河北大象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从徐州建机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采购事故塔吊。2015 年事故塔吊安装在煤

气化优化项目，当时未办理使用登记。2017 年 11 月，因大

象公司无天津市机械设备租赁行业确认书，为了办理事故塔

吊的使用登记手续，大象公司与鼎业公司签署协议，以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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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名义到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队办理

了施工机械登记，鼎业公司成为事故塔吊备案的产权和租赁

单位。2018 年 6 月，大象公司又将事故塔吊协议转让给鑫象

公司。鑫象公司成为事故塔吊发生事故时的实际产权单位。 

（2）出租关系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为了完成塔吊使用登记，中化六建

与鼎业公司签订了《天津市建设工程机械租赁合同》。中化

六建向博华监理公司报备了其与鼎业公司的租赁合同。 

2018年6月中化六建与鑫象公司就事故塔吊又签订了一

份《塔吊租赁合同》，合同签订日期倒签为 3 月 12 日，租赁

期限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鼎业公司与中化六建塔吊租赁合同真实有效性 

调查期间，因鼎业公司法人尤宏岳认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使用的公章不是公司的合法公章，事故调

查组调取鼎业公司与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及成都市第八

建筑工程公司签署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机械租赁合同及部分

租赁费发票，经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

鉴定意见为：鼎业公司与中化六建、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分别签署的三份天津市建设工程

机械租赁合同所用“天津鼎业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印

章一致，证实鼎业公司与中化六建签署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机

械租赁合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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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故塔吊使用登记和定期检验情况 

2017年9月渤化永利公司煤气化优化建设项目办理完成

施工许可手续后，2017 年 11 月 29 日，事故塔吊在原天津临

港经济区建设服务中心办理了使用登记，2018 年 11 月 25 日

到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鼎业公司委托群安泰检测公司对事

故塔吊进行了定期检测，出具了检验报告，检验评定结论保

证项和一般项全部合格。 

5.现场作业人员情况 

（1）康顺（男，身份证号：132326197503090574，河

北省石家庄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作

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T）），2018 年 6 月鑫象公

司成立后为鑫象公司监事，负责鑫象公司施工现场塔吊的管

理，经常性维护保养工作。渤化永利煤气化优化项目塔吊实

际管理人员。 

（2）高立堂（男，身份证号：132302198110012552，

河北省藁城市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

作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司机），2018 年 3 月份开始为事故塔

吊司机。 

（3）于宝龙（男，身份证号：132429197903051819，

河北省保定市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

作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T.S.W））。 

（4）胡晓岗（男，身份证号：612133197606112411，陕

初见、悲画扇
Ink

初见、悲画扇
Ink

初见、悲画扇
Ink

初见、悲画扇
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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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蒲城县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作

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T.S.W））。 

（5）郑宝山（男，身份证号：13253019661109563X，

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

作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T.S.W））。 

（6）刘玉虎（男，身份证号：132530197806255810，

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

作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T.S.W））。 

（7）刘玉峰（男，身份证号：132530198105265818，

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

作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T.S.W））。 

2018 年 12 月 28 日，博华监理公司安全总监杨桂喜组织

召开安全例会，会议上中化六建执行项目经理周志安通报事

故塔吊在月底将停用，正在进行准备工作。2018 年 12 月 29

日中化六建项目执行安全经理左国光联系高立鹏（原塔吊产

权方大象公司法人）告知项目现场塔吊具备停用拆卸条件，

高立鹏告知事故塔吊管理人员康顺以上事项，康顺通过私人

关系联系到自然人于宝龙，由于宝龙联系自然人胡晓岗、郑

宝山、刘玉峰、刘玉虎四人进行拆卸作业。 

（四）操作规程规定的塔吊拆卸过程描述 

初见、悲画扇
Ink

初见、悲画扇
Ink

初见、悲画扇
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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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内塔身降节过程示意图 

降节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1.伸出油缸活塞杆(图 1-3，A)。 

2.穿入顶升销轴(2)，微伸油缸活塞杆，将换步销轴(1)从

顶升爬梯拔出(图 1-3，B)。 

3.启动油泵收回油缸活塞杆，降落内塔身(图 1-3，C)。 

4．每次在油缸活塞杆完全收回后，将换步销轴(1)插入

爬梯踏步，油缸活塞杆稍微收回一点后从顶升摇摆梁中拔出

顶升销轴(2)(图 1-3，D)。 

5．重复以上操作，直至将连接滑板踏步挪至标准节鱼

尾板的下方。将滑板从滑动底座拉出，推入工作位。 

6．继续降节，用安装销的销轴将滑板踏步和上鱼尾板

销连。然后装上开口销(图 1-4)。内塔身降到位，并固定在标

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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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滑动底座、滑动连接板、连接销轴示意图 

（滑板销轴 4×4 个，共计 16 个） 

降节过程中滑动底座以上部分即滑动底座、内塔身、回

转总成、回转机构、平衡臂、起升机构、配重、起重臂、小

车总成等所有载荷约 90 吨由爬升架顶升摆梁相作用的两个

顶升销轴通过两个相对应的顶升爬梯承载，两个顶升爬梯下

端通过耳板与横梁连接，横梁、两个拉杆、连接板铰接将滑

动底座固定。通过顶升爬梯将滑动底座以上载荷传递给下部

塔身结构。此时南北两侧顶升爬梯和南北两侧顶升销轴的受

力平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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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1 月 1 日 9 时许，于宝龙、刘玉峰、胡晓岗、刘

玉虎、郑宝山五人到达渤化永利公司门口，中化六建执行安

全经理左国光将上述五人带到项目部，由塔吊司机高立堂带

领到事故塔吊工地进行拆卸作业。各方均未为于宝龙等五人

办理入场登记和技术交底手续，也未进行任何安全教育和培

训。10 时左右于宝龙等五人爬上塔吊进行拆卸前的准备工作。

塔吊司机高立堂配合拆卸人员将 3 吨左右钢管吊起，前臂小

车走至 27 米左右，达到前后平衡后将塔吊固定锁死。于保

龙和郑宝山操作液压系统将顶升摆梁顶起，并将顶升销轴插

入顶升爬梯至顶升摆梁内腹板。12 时 40 分左右，刘玉峰、

刘玉虎、胡晓岗将滑动底座上的活动连接板及标准节 16 个

连接销轴全部拆除，此时该塔吊由两个顶升销轴同时承受全

部载荷，五人按照降节流程开始降节。降节第 2 踏步后，康

顺于 13 时 20 分左右登上塔吊配合作业（图 2-1）。当降节第

3 踏步时，于宝龙和康顺在液压泵工作平台处（高度约 109

米），于宝龙负责开油泵和插北侧顶升销轴，康顺负责插南

侧顶升销轴；郑宝山在同一平面内塔身观察换步销轴和顶升

销轴的情况（图 2-2）；刘玉峰、刘玉虎和胡晓岗在滑动底座

处（高约 107 米）观察降节情况，高立堂在地面观察。14 时

10 分左右，第 3 踏步降落约 20cm 时，因南侧的顶升销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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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插入顶升摆梁内腹板销轴孔中，造成南侧的顶升销轴脱

出即顶升爬梯脱落（图 2-3、2-4）。平衡臂、起重臂、回转机

构、内塔身、滑动底座、顶升系统等部件约 90 吨载荷全部

由北侧顶升爬梯和顶升销轴承载（图 2-5），产生纵横向冲击

载荷，致使北侧顶升爬梯与横梁连接处钢板瞬间崩断（图 2-6、

2-7），造成滑动底座以上部分急速坠落，产生巨大冲击载荷，

导致平衡臂从第一节处断裂，第二节、第三节平衡臂、配重、

起升机构、司机室等砸向气化楼和 2#转运站之间通廊并坠落

至地面，起重臂失去平衡向下坠落并砸向塔身（图 2-8 至图

2-11）。事故导致康顺被挤压在顶升工作平台与起重臂端部死

亡，于宝龙、刘玉峰、胡晓岗自行爬下事故塔吊，刘玉虎、

郑宝山伤势较重被困在事故塔吊上等待救援。高立堂在地面

未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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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降节过程人员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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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顶升销轴、换步销轴示意图 

 

图 2-3 左侧顶升摆梁内腹板销轴孔局部放大图 

南侧顶升摆梁内腹板

销轴孔局部放大图显

示事故发生时销轴插

入深度不足销轴孔径

的    1 / 2 
 

换步销轴 

顶升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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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左侧爬升爬梯划痕 

 

第一节平衡臂断

裂 

起重臂断裂 

 

平衡臂、起重臂、

回转机构、内塔

身、滑动底座、顶

升系统等部件约

90 吨载荷 

南侧顶升爬梯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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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起重臂、平衡臂断裂 

 

图 2-6 顶升爬梯与横梁连接板断裂处 

北侧顶升爬梯与横梁连

接板断裂，断裂处尺寸：

长 220 mm,板厚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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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7 右侧顶升爬梯下端耳板与横梁断裂示意图 

 

 

图 2-8 第一节起重臂断裂处 

第一节起重臂断裂处 

南侧顶升

爬梯 

北侧顶升

爬梯与横

梁断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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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第 2-3 节起重臂断裂处 

 

图 2-10 配重、主卷扬系统 

第 2-3 节起重臂

断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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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司机室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接报后，区政府副区长夏青林，区政协副主席、应急管

理局局长单玉厚，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尤天成、毕光庆、王

伟、李浩等管委会领导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

组成现场指挥部组织开展救援工作。1 月 2 日，天津市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通海亲临现场，组织开

司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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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救援工作。天津港保税区消防支队临港中队采取有效安全

措施后将困在塔吊上的两名受伤人员解救，并送至医院进行

救治。同时，救援指挥部紧急调用两部重型吊车在专家组配

合指导下连续开展处置救援工作，于 1 月 5 日完成救援工作。

经评估，事故处置方案科学，处置及时，未造成次生灾害。 

完成救援后，事故单位与死者家属达成了善后赔偿协议，

支付家属赔偿金 145 万元，善后工作完成。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根据医院诊断证明，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GB6441-86)和《天津市安全监管局关于规范我市重伤事故统

计范围的通知》（津安监管一〔2014〕57 号）规定，此起事

故造成 1 人死亡，3 人重伤，1 人轻伤。 

1.死亡人员： 

康顺，男，43 岁，河北省石家庄赵县人，身份证号

132326197503090574。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物证

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学尸表检验分析意见书》分析意见为：

康顺符合创伤性休克死亡。 

2.受伤人员： 

郑宝山，男，52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人，身份证号

13253019661109563X。左前臂、盆骨骨折，目前已由天津港

口医院转院至户籍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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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虎，男，40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人，身份证号

132530197806255810。左腿部骨折，目前在天津市第五人民

医院接受治疗。 

刘玉峰，男，37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人，身份证号

132530198105265818。胸部肋骨骨折，目前在天津港口医院

接受治疗。 

胡 晓 岗 , 男 ， 42 岁 ， 陕 西 省 人 ， 身 份 证 号

612133197606112411。腿部软组织挫伤，1 月 8 日已出院。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截至目前核定事故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约为 585 万元人民币。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为：在塔吊降节过程

中因南侧的顶升销轴未全部插入顶升摆梁内腹板销轴孔中，

造成顶升销轴脱出，南侧顶升爬梯脱落。平衡臂、起重臂等

部件约 90 吨载荷全部由北侧顶升爬梯和顶升销轴承载，产

生纵向和横向冲击载荷，致使北侧顶升爬梯与横梁连接处钢

板崩断，滑动底座以上部分坠落，产生巨大冲击载荷，导致

平衡臂断裂，第二节、第三节平衡臂、配重、起升机构、司

机室等坠落至地面，起重臂断裂并砸向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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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原因 

1.鑫象公司作为事故塔吊实际产权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未

落实。 

（1）无塔吊拆卸资质，实施事故塔吊拆卸作业。 

（2）无塔吊在津备案资格，借用鼎业公司天津市机械

设备租赁行业确认书，以鼎业公司名义租赁塔吊。 

（3）事故塔吊的建筑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不健全，

违规出租事故塔吊。 

2.中化六建作为工程项目总承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塔吊拆卸作业管理缺失。 

（1）未依法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塔吊实施拆卸作业，

将塔吊拆卸事宜完全交由无塔吊拆卸资质的鑫象公司负责。 

（2）渤化永利煤气化优化建设项目注册备案项目经理

及安全经理与项目实际执行经理人员不一。注册备案项目经

理及安全经理对项目安全管理缺失；实际执行项目经理对 1

月 1 日事故塔吊进行的作业和入场人员事先不了解、不知情；

项目实际执行安全经理主要工作为现场各施工队之间的协

调，非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在塔吊拆卸作业时没有组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4）与鼎业公司和鑫象公司签署阴阳合同，签署合同

人员无法人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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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缺失。于宝龙等五人进入现场

后未通知渤化永利安全管理部门对其进行入场教育、办理入

场证件，也未对于宝龙等五人进行任何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

即安排人员进场作业。 

3.博华监理公司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事故塔吊拆卸

作业严重失察。 

（1）未认真审查中化六建项目经理安全经理资格，对

中化六建注册备案项目经理及安全经理与项目实际执行经

理人员不一的情况置若罔闻。 

（2）2019 年 1 月 1 日项目现场对塔吊拆卸作业未实施

旁站监理。 

（3）对中化六建在塔吊租赁和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监

理失察。 

4．渤化永利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对建设项目的整体管理不到位。 

（1）未深刻吸取“4·26”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中对项目相

关方管理不到位的教训，企业主要领导存在重生产、轻安全

的思想，对承包商管控不严，以包代管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未有效履行对进场人员的审查和管理责任；对防范企业

自身风险与输入风险辨识不充分，精细化安全管理、过程管

控不到位，检维修及施工作业安全双监护制度执行不严。 

（2）对博华监理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严重失察的

行为监督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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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鼎业公司违规出借资质。 

违规出借天津市机械设备租赁行业确认书给鑫象公司，

使其以鼎业公司名义出租事故塔吊。 

6.渤化集团对渤化永利公司督促管理不到位。 

渤化集团作为渤化永利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以人为本的

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牢固，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没有真正摆正；

对于渤化永利公司安全生产督促管理不到位，对渤化永利公

司深刻吸取“4·26”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推动不

力。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石家庄鑫象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1·1”

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责任人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

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监察部、安监总局第 11 号令）

等，建议相关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对下列人员予以处分： 

1.中化六建 

（1）余昌春，中共党员，中化六建北京分公司经理。

全面负责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施工承包项目。违规决策

任命不具备相应从业资格的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疏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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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规定督促指导项目部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项目施

工现场管理混乱等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2）郑永存，中共党员，中化六建北京分公司副经理。

全面负责天津片区施工承包项目。违规决策任命不具备相应

从业资格的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

指导项目部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项目施工现场管理混

乱等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

其政务记过处分。 

（3）蔡义军，群众，2018 年 11 月后为中化六建在渤化

永利项目的项目经理。未依法履行项目经理职责，现场隐患

排查整治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

政务撤职处分。 

（4）何立新，群众，中化六建在渤化永利项目的安全

经理。未依法履行项目安全经理职责，现场隐患排查整治不

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5）唐文方，中共党员，2018 年 11 月之前为中化六建

在渤化永利项目的项目经理。未依法履行项目经理职责，签

署塔吊租赁合同时对塔吊出租方审核把关不严、管理混乱。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6）周志安，中共党员，中化六建在渤化永利项目的

执行项目经理。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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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足；工作失职，对事故塔吊

拆卸作业不了解；疏于管理，对事故塔吊日常检查及隐患排

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降级

处分。 

（7）左国光，中共党员，中化六建在渤化永利项目的

执行安全经理。工作失职，对进场作业人员未进行任何安全

教育和技术交底；未对危险性较大的塔吊拆卸作业进行现场

监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2.博华监理公司 

（1）孙志雄，民主党派，博华监理公司总经理。疏于

管理，未督促项目监理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2）肖辉，中共党员，博华监理公司项目监理总监。

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规定，对安全

生产工作重视不足。未组织监理工程师对塔吊拆卸作业进行

监管，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3）杨贵喜，中共党员，博华监理公司项目安全总监。

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和法律规定，对安全

生产工作重视不足，未按规定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3.渤化永利公司 

（1）庞栓林，中共党员，渤化永利公司党委书记、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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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力，未

深刻吸取“4·26”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教训，对承包商管控不

严，对防范企业自身风险与输入风险辨识不充分，精细化安

全管理、过程管控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聂增来，中共党员，渤化永利公司总工程师，分

管公司基建工作，项目负责人。作为渤化永利公司履行工程

项目建设方的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力，对建设

项目的协调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

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韦健，渤化永利公司设备工程部党支部书记、副

部长。作为渤化永利公司履行工程项目建设方的负责人，落

实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力，对建设项目的协调管理和安全检

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4.渤化集团 

（1）赵立志，中共党员，渤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作为集团党政主要负责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落实安全生

产党政同责不到位。对渤化永利公司深刻吸取“4·26”较大中

毒和窒息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推动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诫勉谈话处分。 

（2）赵金泉，中共党员，渤化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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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为集团主要负责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对渤化永利

公司深刻吸取“4·26”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推动

不力，导致再次发生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3）汤吉彦，中共党员，渤化集团副总经理，分管安

全生产工作。作为集团分管安全的主要负责人，对渤化永利

公司安全生产督促检查不够，对渤化永利公司深刻吸取“4·26”

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推动不力，导致再次发生

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政务记过处

分。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 

（1）梁辉昌，鑫象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督促、检查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疏于管理，

对塔吊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失察，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

建议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处

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即 7200 元的罚款。 

（2）胡二甫，中化六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对渤化永利煤气化优化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

查不力，隐患排查督促落实不到位，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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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建

议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处以上一

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即 42714 元的罚款。 

（3）孙志雄，博华监理公司总经理。对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督促、检查不力，隐患排查督促落实不到位，未履行法

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

项之规定，建议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即 52490 元的罚款。 

（4）庞栓林，渤化永利公司法人，董事长，对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力，隐患排查督促落实不到位，未

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

项之规定，建议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即 80714.547 元的罚款。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鑫象公司 

违规出租事故塔吊，无资质进行塔吊拆卸作业，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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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建议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处以 49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中化六建 

对塔吊出租方审核把关不严，对塔吊的拆卸工作管理不

到位，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工作开展不力，未认真开展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和《安全生产许

可证条例》第六条第八项及《天津市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和架

设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

负有重要责任，建议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

定，对其处以 45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建议发证机关对其《安

全生产许可证》作出暂扣或者吊销等相应处理；建议天津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暂停其在津参加招投标活动六个月。 

（3）博华监理公司 

对总包单位塔吊租赁审核把关不严，对塔吊使用情况和

拆卸作业监督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

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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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处以 40 万元

人民币的罚款。 

（4）渤化永利公司 

对总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

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处以 35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3.对相关责任单位给予处理的其他建议 

（1）鼎业公司 

建议天津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暂停鼎业公司在津承揽

工程机械租赁业务六个月。 

（2）渤化集团 

建议渤化集团向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鑫象公司 

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配

齐配强安全监管力量，设置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完善劳

动合同签订的管理，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

升企业基础管理。 

2.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做好名下租赁



36   

设备的全面管理。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和架设设施使用应当严

格执行有关安全使用规定和技术规范，严禁设备带病运转。

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按时填写

设备运转记录、维修保养记录和交接班记录，杜绝违章指挥

和强令冒险作业。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对设备设施和员工作

业开展经常性的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3.要加强培训教育。强化对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保证从

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设备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作业

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 

（二）中化六建 

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施工总承包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 

1.项目经理及有关岗位人员要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和安全

职责。要严格审核出租、分包单位的有关资质材料；高度重

视关键施工环节的安全监管，要对资质资格、专项施工方案

认真把关，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 

2.严格落实《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

令第 166 号）的要求，设立专业管理部门，配备专业技术管

理人员，需要特定资质的作业活动必须依法依规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实施，对安装拆卸施工进行监督，组织安装验收，开

展定期检查、巡查工作；施工现场应按照规定配置相应的机



37   

械管理人员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现场建筑施工起

重机械和架设设施安全检查和使用管理。 

（三）博华监理公司 

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履行监理职责。 

1.认真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

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要及时发现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制止各种违规行为，

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保障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四）渤化永利 

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公司党政领导班子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要明确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将安全

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 

2.要进一步加强承包商管理，严格承包商资质审核，坚

决杜绝层层转包和“以包代管”，严格对承包商施工方案的审

查，做好作业安全交底，并安排具备监护能力的人员负责检

维修全过程现场监护； 

3.要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强化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及事故应急措施。 

（五）鼎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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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严格遵守《安

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杜绝出借《天津市机械设备租赁行

业确认书》的行为。规范合同管理和公章管理。 

（六）渤化集团 

1.召开安全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

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2.集团应立即组织重新修订相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制订网格化管理措施，让安全管理不留死角，制度修订后应

由集团主要负责人签发，组织集团全员进行培训教育，并逐

级严格落实，要将安全生产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3.要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渤化集团组织

专家对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立即督促

企业落实整改，避免同类隐患反复出现，杜绝生产安全事故

再次发生。 

 

 

 

事故调查组 

2019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