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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达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8·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8 月 3 日 7 时 45 分，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紫

东街 90 号的天津达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ALC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材料及 PC 混凝土构件项目（以下简称混凝土项目）发生一起起

重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1 人重伤。截至目前，直接经济损

失约为 130 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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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公安

局、区总工会和寨上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组成的天津达鑫混凝土有

限公司“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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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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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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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相关单位及个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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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凝土项目建设方：天津达鑫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达鑫公司）。

达鑫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29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63052979C；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胡某某；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

紫东路 90 号；经营范围：预拌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预制各

种混凝土构件及建筑材料销售等；营业期限：2007 年 5 月 29 日

至 2027 年 5 月 28 日；登记机关：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资质类别及等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2.仓库、综合楼及场地出租单位：天津汉发工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汉发公司）。

汉发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13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70603019X；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于某某；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紫

东街 90 号；经营范围：纺织品、地毯、服装、鞋帽、旅游用品、

体育用品制造，销售，出口本企业产品，仓储，房屋租赁（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按照规定办理）；营业期限：2005 年 1 月 1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2 日；登记机关：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混凝土项目钢板仓制造安装承包人：陈某某（自然人）。

陈某某，男，身份证号为 410728198105023012，电话为

15837350638，住址为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孟岗镇西陈村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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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事起重机产权方：王某某（自然人）。

王某某，男，身份证号为 1201081958XXXXXXXX。

5.现场作业人员。

（1）柴某某，男，身份证号为 4103261987XXXXXXX，现场

领班。

（2）孙某某，男，身份证号为 4103221989XXXXXXX，焊接

安装工，经查，无相关资质证件。

（3）李某某，男，身份证号为 4103251972XXXXXXXX，经查，

无相关资质证件。

以上人员受雇于陈某某。

（4）张某某，男，身份证号为 1201081970XXXXXXXX，电话：

1375260XXXX,为涉事起重机操作人员。经查，自 2014 年 10 月

30 日起特种设备目录中不含汽车起重机（国家质检总局《关于

修订<特种设备目录>的公告》2014 年第 114 号），该部门不再

颁发汽车起重机的资质证件。受雇于王某某。

（二）混凝土项目承发包情况

1.达鑫公司租用汉发公司位于寨上街紫东街 90 号的仓库、

综合楼及场地进行 ALC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材料及 PC 混凝土构

件项目建设，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书》（无签订日期），约定

租赁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止，租赁期 5 年。

双方签订了《租赁安全协议书》（无签订日期）。经查事发时仓

库和办公楼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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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鑫公司将混凝土项目钢板仓制造安装委托给陈某某（自

然人），2020 年 5 月 2 日，双方签订《产品委托加工合同》《施

工作业安全、防火协议书》，约定双方的义务和权利。陈某某为

达鑫公司加工 12 台钢板仓，工程造价为 41 万人民币。预计工期

60 天，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工期顺延。自 2020 年 5 月开始陈某某

雇佣孙某某、李某某、柴某某等人进入现场施工。

（三）事故单位统计认定

依据《市安全监管局关于规范我市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认定工

作的通知》（津安监管一〔2014〕59 号）的规定，认定该事故

统计单位为天津达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①
。

（四）涉事起重机及租用情况

涉事起重机为徐工牌汽车起重机（以下简称起重机），载重

量 25T，车牌照号为冀 BX0219，由陈某某租用在混凝土项目作业，

日租金 1200 元。

（五）起重机事发后检验情况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成员单位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委托天津

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对起重机进行了检验，并出具了

《汽车起重机安全性能鉴定分析报告》。其检验结论为：该起重

机主、副吊钩上升限位失效，三处销轴轴向定位不规范，副钩防

脱装置防护功能下降，未发现其它影响安全性能的明显缺陷。经

① 《市安全监管局关于规范我市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认定工作的通知》（津安监管一〔2014〕59

号）第 17 条规定，非本单位员工以个人名义承包单位工程发生的事故，按发包单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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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上问题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

（六）现场勘验情况

2020 年 8 月 5 日，事故调查组工作人员会同专家现场勘验。

勘验情况如下：起重机位于钢板仓西南角处，起重机支腿全部打

开，起重臂主杆全部伸出，吊钩距地面约 20000 ㎜，车左后轮距

离搅拌罐 10000 ㎜，距离坠落的吊篮 5800 ㎜；吊篮由 40×40 ㎜

角铁和直径 12mm 圆钢焊接组成，吊篮长 1200 ㎜，宽 860㎜，高

1060 ㎜。吊篮内有 2 根铁管（1050 ㎜×133mm×4 ㎜），4 根角

钢（500 ㎜×100 ㎜×100 ㎜）及焊条；吊篮外南侧地面上有一

根铁管（1050 ㎜×133mm×4 ㎜）和电线；吊篮上挂有两根长度

均为 5600 ㎜，直径 30 ㎜的钢丝吊绳。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8 月 3 日 7 时 45 分左右，作业人员柴某某、李某某、

孙某某和起重机司机张某某准备在现场西南侧的钢板仓顶部进

行打灰管弯头焊接安装作业，柴某某让张某某将起重机开到指定

位置。8 时左右，柴某某、李某某、孙某某将角钢、焊条等材料

放置吊篮内，然后李某某将吊篮钢丝绳扣挂到起重机的主钩头

上，张某某操作起重机试吊，吊起离地面 300mm 左右时，观察无

问题后旋转吊臂，将吊篮调整到和钢板仓对齐的位置，李某某和

孙某某进入吊篮，各自将安全带系到吊篮上，张某某看到李某某

起吊手势后起吊，吊至距地面 20000mm 高的时候，吊篮钢丝绳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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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钩头脱开，吊篮连同李某某、孙某某坠落，造成李某某、孙某

某受伤。

图 1 现场位置分布情况 图 2 吊篮坠落后情况

（二）事故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0 急救车

将李某某、孙某某送往医院抢救，李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孙某

某住院治疗。

目前，孙某某仍在治疗中,李某某赔付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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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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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该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1 人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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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亡人员：李某某；死亡原因：呼吸心跳停止。

2.重伤人员：孙某某；伤情：肺挫伤、创伤性血气胸、肋骨

骨折、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目前已返回原籍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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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事故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约为 130 万。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起重作业时吊篮违规载/运人，吊篮钢丝绳在起吊后脱钩，

是造成坠落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单位（个人经营者）存在主要问题

1.达鑫公司。

（1）违法发包工程。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和《施工

作业安全、防火协议书》的约定，未审查承包人的相关资质，将

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陈某某。

（2）安全检查缺失。未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和《施

工作业安全、防火协议书》的约定，检查乙方特种作业人员的持

证情况，导致李某某、孙某某无证操作。未履行电气焊动火、高

处作业等特殊作业审批手续，导致施工作业人员未经审批动火和

高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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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培训缺失。未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 号，经原国家安全生产监

理管理总局第 80 号令修改）的规定及《施工作业安全、防火协

议书》的约定，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导致作业

人员不具备必备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4）安全交底缺失。未按照《施工作业安全、防火协议书》

的约定，对承包人陈某某进行施工安全技术书面交底。

（5）安全管理缺失。吊装作业未安排专门的人员进行现场

安全管理，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未落实。

（6）隐患排查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

并消除起重作业时吊篮违规载/运人的事故隐患。

2.陈某某（个人经营者）。

（1）违法承揽工程。未依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保证安

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具备《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该项目承包前未从事过钢板仓制造安装

工作，不具备与该项目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能力，未经相关

部门考核合格持证，靠临时雇佣人员、租赁设备施工。

（2）教育培训缺失。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考

核，导致其不具备必备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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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管理缺失。吊装作业未进行危害风险评估，制定

控制措施，编制安全施工方案，盲目施工；吊装作业未安排专门

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未得遵守和落实。

（4）未履行承包人的各项安全生产职责。从项目 5 月 6 日

施工开始到事故发生时只到现场 4 次，而且到现场的目的是收取

工程款（达鑫公司分四次给工程款）。

（5）安全告知未落实。未向作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

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6）违规组织作业。雇佣的电气焊作业人员未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上岗。

（7）隐患排查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

消除起重作业时吊篮违规载/运人的事故隐患。

3.张某某。

操作起重机违规使用吊篮载/运人。

4.汉发公司。

未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租赁安全协议

书》约定的职责，向达鑫公司书面告知出租场地的基本情况和安

全生产要求，对作业现场的电气焊和起重作业进行检查。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天津达鑫混凝土有限公司“8∙3”一般起重伤

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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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责任追究

滨海新区公安局已对该事故立案侦查。

（二）对单位的处理建议

1.达鑫公司。

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未依法发包工程；安全

检查缺失；教育培训缺失；安全交底缺失；安全管理缺失；隐患

排查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

条第一款和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滨海

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对其处以 30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汉发公司。

未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租赁安全协议

书》约定的职责，向达鑫公司书面告知出租场地的基本情况和安

全生产要求，对作业现场的电气焊和起重作业进行检查。其行为

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和《天津市安全生产条

例》第三十三条（一）、（三）项之规定，建议滨海新区应急管

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

正，并处 2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三）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陈某某（自然人）。违法承揽工程；安全管理缺失；未履

行承包人的各项安全生产职责；安全告知未落实；违规组织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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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缺失；隐患排查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

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和《天津市安

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滨

海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安监总局令第 77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处以

4.9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胡某某，达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的法定第一责任

人，全面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

责。未组织制定和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

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

了《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三）、（五）项之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 30%

的罚款。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要牢固树立安全生

产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一）达鑫公司

对建设项目要严格审查相关方及相关人员的资质，将项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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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给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要认真履行合同和安全生产协议

的约定，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动火、吊装、高处作业等特

殊作业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和派专人监督管理；要认真落实对作

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和考核，保证作业人员具备必备的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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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无证上岗作业；要对相关方的安全生

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二）汉发公司

要向承租方书面告知出租场地的基本情况和安全生产要求；

落实对承租方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和定期检查安全生产

的职责。

（三）陈某某

要在具备《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下，

方可承揽工程项目。

天津达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8·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及个人概况
	（二）混凝土项目承发包情况
	（三）事故单位统计认定
	（四）涉事起重机及租用情况
	（五）起重机事发后检验情况
	（六）现场勘验情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二）事故处置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二）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单位（个人经营者）存在主要问题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刑事责任追究
	（二）对单位的处理建议
	（三）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达鑫公司
	（二）汉发公司
	（三）陈某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