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城区拍·22"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

具制品厂工人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江城区"6-22"事故调查组

2019 年lo 月门曰



F⋯⋯⋯⋯⋯⋯⋯⋯⋯⋯⋯⋯"了罩丫录丫鞘辅坐颠碑章 "手

尸⋯⋯⋯⋯⋯⋯⋯⋯⋯⋯⋯⋯⋯⋯⋯长孝蓖哨砂茸(三) 

9 ⋯⋯⋯⋯⋯⋯⋯⋯⋯⋯⋯⋯⋯刊黄篮哨聊身去姥(二) 

甲⋯⋯⋯⋯⋯⋯⋯⋯⋯⋯⋯⋯⋯菲黄孝可明尊去彭(一)

9 ⋯⋯⋯⋯⋯⋯⋯⋯⋯⋯⋯"长孝面哨丫亭丫墒明尊碑章 "=

9 ⋯⋯⋯⋯⋯⋯⋯⋯⋯⋯⋯⋯⋯⋯⋯⋯⋯当刊碑章(三) 

尸⋯⋯⋯⋯⋯⋯⋯⋯⋯⋯⋯⋯⋯⋯⋯⋯⋯冈肖掣间l(二) 

尸⋯⋯⋯⋯⋯⋯⋯⋯⋯⋯⋯⋯⋯⋯⋯⋯⋯匣当聋丁(一)

尸⋯⋯⋯⋯⋯⋯⋯⋯⋯⋯⋯⋯⋯⋯⋯⋯"当刊毗囤当碑章 "互

厂⋯⋯⋯⋯⋯⋯⋯⋯⋯⋯⋯⋯⋯⋯⋯"脾封油善可黄不辟 "田

尸⋯⋯⋯⋯⋯⋯⋯⋯⋯⋯⋯⋯⋯⋯⋯半驴照彭舌茸(二) 

甲⋯⋯⋯⋯⋯⋯⋯⋯⋯⋯⋯⋯⋯⋯⋯脾斟手蛆曾丫 (-) 

田⋯⋯⋯⋯⋯⋯⋯"半皆紫彭轰草毗手乾曾丫壤丫票碑章 "三

田⋯⋯⋯⋯⋯⋯⋯⋯⋯⋯⋯⋯脾斟叮号毗椒斟盖孺(二) 

乙⋯⋯⋯⋯⋯⋯⋯⋯⋯⋯⋯⋯⋯⋯⋯⋯⋯再彭碑圭(-) 

乙⋯⋯⋯⋯⋯⋯⋯⋯⋯"脾斟告贵毗薪柒 "尊荡韦尊碑圭 "二

乙⋯⋯⋯⋯⋯⋯⋯⋯⋯⋯⋯⋯⋯睡斟绍碑不幸碑章(三) 

I "⋯⋯⋯⋯⋯⋯⋯⋯⋯⋯⋯脾斟苹霄曾丫半辟碑章(二) 

T"⋯⋯⋯⋯⋯⋯⋯⋯⋯⋯⋯⋯⋯⋯⋯睡斟不寺碑章(-) 

T"⋯⋯⋯⋯⋯⋯⋯⋯⋯⋯⋯⋯⋯⋯⋯⋯⋯⋯⋯"攻斟丰平 "一

菩 目



江城区 "6 ·22"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
具制品厂工人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6 月22 日9时左右，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

具制品厂冲压车间发生一起工人触电死亡事故，造成1 人死

亡(以下简称江城区"6 ·22"事故) 。6 月24 曰，阳江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6-22"事故实行挂牌督办。依

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的有关规定，6 月24 曰，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成

立了由E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

局、区司法局、E总工会、区人社局、江城社保分局、城北

街道组成的江城区"6-22"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事故调查组立即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工作，经

调查，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对事故责任者和责任单位提出了处理建议，并提出了事故防

范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企业情况

经营者:莫介逢，名称: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

品厂，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阳江市江城区龙涛燕

子岗施东工业区29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注册日期:2018 

年9月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702MA528DBY59，经营

范围:产销、美容工具、五金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c二) 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正莫介逢，男，汉族，身份证号码:441702******2859，

户籍所在地:阳江市江城区岗列龙涛村委会龙山村一巷25 

号，现住址:阳江市江城区金郊王山小区。是阳江市江城区

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的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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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俏群掐了一下陈计金的人中，陈计金呼吸了一口气，于是

黄俏群继续掐陈计金的人中。莫介逢马上拨打了120 急救电

话，由于电话上不能清楚表达该厂的具体位置，因此莫介逢

用自已的私家车和黄俏群一起将陈计金送到阳江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抢救。

(二)救援情况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经营者

莫介逢立即到事故现场查看情况，当时陈计金已经倒地意识

不清，莫介逢用自已的私家车将陈计金送到阳江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抢救，经阳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抢救无效，陈计金于

2019年6月22 日10时左右宣布临床死亡(阳江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诊断证明书，NoA0005360) 。

江城区应急管理局、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城北街道

等负责同志分别于事发当日及时到达现场组织应急救援、善

后处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

有效。

事故发生后，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经营者

莫介逢为陈计金文付抢救费共约600 元，阳江市江城区智浩

美容工具制品厂经营者莫介逢正在通过法律途径与陈计金

的家属解决赔偿问题。至现在为止，陈计金尸体仍在阳江市

摈仪馆存放，目前，死者家属情绪较为稳定。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 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陈计金，男，汉族，身份证

号码:441703******371X，原住址:广东省阳东县红丰镇塘

角村委会岗粒村一巷3号之一，是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

具制品厂聘请的冲压车间工人。根据阳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  ( 推断)书》   (编号:

44170112018000034), 陈计金的死亡原因为电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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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

具制品厂冲压车问作业坏境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2、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末对从业人员进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3、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末为从业人员提

供劳动防护用品。

4、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末制定相关安全

操作规程，末对作业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并如实告知作业场所

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三)事故性质

经过对事故的调查，分析事故的原因，该事故属于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该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免予责任追究单位

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经查，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根

据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文件《关于印发城北街道办

事处2019年度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计划的通知》(北办巳019)

3号)，2019年对龙涛村委会辖区工业区采取抽查与检查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登记入档工作。截止到

20l9年6月22日前，共检查企业17家，排查隐患68条，

责令限期整改68条。同时，在"6·22"事故发生后，阳江

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能积极配合当地

政府及相关部门妥善处理事故工作，依法履行了安全监督管

理的本职工作。

(二)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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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毁。

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的规定。

(4)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末制定相关安

全操作规程，末对作业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并如实告知作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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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

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五)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和第四

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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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综上所述，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具制品厂应对本次

事故的发生    ""       建议由阳江市江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  ，   ，   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译妇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

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

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阳江市江城区智浩美容工

具制品厂给予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事故中涉及的其他民事法律责任，建议通过其他法律途

径解决。

七、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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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皆迸颠皆尊 "通

皆亭蜂蜕轰耕者曾不下勃斟晕 。聋脾勃眷寺蚤毗蚤惮蓖鼻

柄淄阜哨惮 '锄尊螺手出韦寺奏适捧适婢登□哲惮丫丁艾肇

职导函拆丑虫丑锄。丑尊螺手出韦寺蚤苯涩津哗(三)

。韦尊取量碑章净孝可颠 '里谗

怅锗寺遥曾寺丫毒吠辜拆督渤淫畔 '明尊制手肇捏霹哗斟晕

'曼珊璃可黄苹胚淫哗蚤。遵蓖寺孝墙回去不抨。涪渤寺奏制

撒 。彰花牧孝首回 "吓勒卓回 "封肆吉回靳手 '里肄恤坤者

韦寺蚤津哗车一苹 '挨柒陷幽壤碑章取丰玫涵章丫蚤□甘惮

丫丁艾肇职导区拆丑虫丑则。换执草谗支羞霹畔(二) 

。衫霹刊尊辆丫丑尊毗习肯锄

尊半此适邀涕晕 。张肖"再理业口"肖轰盟者 '扣回。亭澈

彰甘链妊塞币寺蚤冈寺剖锤 '韦尊壤碑章手练惮蓖毗耶聊丫

茹 。苯捧勃T皿诫 '莒曼础币寺蚤叮淫 。善惮"尊巡祟一"

出书号姜适翌 。昔狰淫畔 。埃Y璃刊衷锰毗刊舌革勃T者书

号蚤扛里普车-蒂 '三首一泰 。挨谗玫涵串碑章涵苹丫舌口

疆聘池半阜丫丫冈冯卫 。勃T聂珊塞韦寺姜叮淫(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