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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市生活污水处理整治工
程二期建设项目 "1·8"机械伤害

事故调查报告

2020年1月8日9时20分左右，位于阳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

G325国道边向北的市生活污水处理整治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发生一

起压桩机伤害事故，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以下简称"1·8"

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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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8日，阳江市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对"1·8"事故实行挂牌督办。2020年1月9日，阳江市

江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区

总工会、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阳江市公

安局江城分局、江城社保分局和白沙街道派员组成的江城区"1·8"

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江城区人民检察院

派员参与事故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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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基本情况

(一)阳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G325国道边向北的市生活污水

处理整治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阳江市高级技工学校(阳江技师学院)生活污水处

理整治工程二期建设项目。

工程地址:阳江市G325(国道技师学院至白沙铁路跨线桥段)

北侧。

发包人:阳江市代建项目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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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并于20l9年10月3l日委任范运准担任该工程项目的项目经

理。

广东潘安建设有限公司和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 

年lo 月28 日签订《钢板桩工程承包合同》。

3·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独资)，住所:阳江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中心大楼四楼50 单元(仅

限办公使用)，法定代表人:詹庆军，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

元，成立日期:2018年02月01 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

钢板桩工程承包，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承包，玻璃幕墙工程承包，

钢结构工程承包。钢筋混凝土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

机械租赁，钢板桩租赁，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及推广应用。

4.广东安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安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住所:$尧市尧城街道旗峰路中侨大厦A座26楼26Ol、

2602号，法定代表人;陈广良，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零捌拾万

元，成立日期:1997年O6月26 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咨询、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监理、水利水

电工程监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咨询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估算服务及工程监理咨询服务

并于2019年lo月30 日任命李伟昌为阳江市高级技工学校(P阳

江技师学院)生活污水处理整治工程二期建设项目的项目总监理

工程师，负责履行建设工程的监理合同和主持项目监理机构。

(三)事故的基本信息

l、事故发生时间:2020年1月8 曰9时2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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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马达短路造成)，在钢板桩机检修过程中，在9时20分左右，

由于钢板桩机动力发生故障，振动锤液压系统失灵泄压，引起振

动锤转盘的惯性转动，强大的转动力导致拉森钢板向西摆动，把

在西面工作许人烽的头部撞击跌倒到桩坑下面。

(二)救援情况

。   事故发生后，杨海和工地的材料员刘进祥以及监理员莫万飘

马上赶到现场，看到许文烽所戴的安全帽破碎，头部出现脑浆。9

时23分，杨海拔打120求救电话。9时40分阳江市中医院救护车

到达事故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许人烽进行急救。9时45分经过

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死亡原因是开放性颅脑损伤。

(三)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江城应急管理局、白沙派出所和白沙街道等单

位立即派员到事故现场进行调处。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

广东潘安建设有限公司立刻成立安抚家属小组，积极做好死者家

属的安抚工作，并与死者家属协商善后赔偿问题。2020年1月叩

日，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死者许文烽的家属协商达成赔

偿协议，该公司赔偿给死者家属人民币160万元(包括工资和补

助金等一切费用)。目前，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没有因事故导致

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1·8"事故造成I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0万元。

四、事故原因相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杨海所操作的拉森钢板桩机由于钢板桩机动力发生

故障，振动锤液压系统失灵泄压，引起振动锤转盘的惯性转动，

强大的转动力导致夹具所夹拉森钢板向西转动，撞击到许文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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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在过错，对该事故的发生不承担责任。

2·广东安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广东安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自20l9年12月1曰参与阳

江市高级技工学校(阳江技师学院)生活污水处理整治工程二期建

设项目进行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监理工作。每天开工前委派监

理人员对现场施工人员开安全小会。针对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能

即时整改的就即时整改，不能即时整改的就发整改通知单，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的发停工令。共发出监理工程师通知单4份，停工

令1份，落实监理工程师通知回复单4份。每周一监理项目负责

人组织代建局、施工单位开监理例会，听取现场监理员汇报工程

施工安全、质量情况，强调有安全隐患的施工部位进行整改。会

同代建局委派人员现场巡查工地关键部位和关键工序的现场情

况。监督施工单位对工人的三级教育培训。

综上所述，广东安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依法履行了监理

工作职责，未发现存在安全生产监管不当的行为，无证据证明其

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3·广东潘安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潘安建设有限公司与阳江市代建项目管理局于2019年

10月25曰签订了施工合同，2019年H月25日取得[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为:441702201912l00102。

在该项目施工期间，广东潘安建设有限公司委派施工员、安

全员每天组织施工工人针对施工方案开现场安全小会。委派施工

员、安全员对现场施工进行质量、安全监督。委派施工现场负责

人每天不问断进行巡查监督。认真配合监理单位提出的整改方案

进行整改。对施工工人进行三级教育培训，考核合格才能上岗。

制订各类施工机械的操作规程，配合有关部门召开技术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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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不勃'哨蜂相6叮7赏(U0医8盯缸)《敖碑半尊寺蚤皆尊

靴碑剪孝》蜕轰率蚤僻者阜紊慎辽刮阜靴丁塘鞘倒丧孝口'辜畅

。可匝业辜制督渤碑章寺羞者韦慎苹刮生敖丁哲孝纠平当□

:亭降壤"。者韦寺羞剖峻。去苹者

币寺番里普'姜鞘秽孰些础韦寺蚤苹排。制彭者书号羞景睡。姜

惮事碑者韦寺孝毗冲耳尊者韦寺蚤寺剖"f孝'面鼻出书寺孝霹

哗'碑刊"彰累璃塞韦寺蚤半阜科丫呼职丰基蔗彩蜒可黄鼻彭础

币"暂画勇《刊者韦寺姜囤毗半肖丫寺申》上首安悄身丫。敖碑勃

斟毗登惮章蜂者韦寺蚤刊古苹亭惮草紊慎辽刮阜敖丁酶鞘倒丧当

□。辜荡。可睡业莒鼻虫韦寺蚤恒予刮阜敖丁酶孝绍丧当□

恒苹刮阜砒丁堵孝绍吝孝者"T

丫丫呼号古妊茁郸马甚翱(二)

。辆再

孕丝币尊墒碑章抠丫舶丑斟碑了'留劫墙乐业聂珊目韦寺羞孕塑

恤尊了。尊浊丁转身善童丫'T毕耶脾吝蚤棚盟黄面韩毗皆蓖显

目勤孝V虫互助蜕翻锌者慎辽刮阜紊孝蚤毖当□。慈挨丁乾

。囤当蚤手璃碑章膏盗耶票善'押蚤商聂壤曾丫毒聂丁

擎绍睡玫扭革茶'丁鞘身棘耶脾勃斟支蚤蜕肄辟盂革茶慎辽刮呈

批丁娇巍绍丧孝□壬甲。升尊肇恃碑辆车巡庄抑睡。T080i6T0Z

:窖鳞回寺'@回导玛嘻敖丁碑碑殴]尤皿彩口8ZHoi十

6T0Z壬慎予刮毕乱丁聊孝绍平半口肇悼予苟阜姜孝蚤钳苹且

。长羊蚤蚤



统无泄漏，液压缸动作灵敏，作业范围内无人或障碍物。在保养

维修过程中无发现振动锤液压系统失灵这一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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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的规

定。

广东永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经查，

广东永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按照有关规定对新招员工杨海、

梁旬生进行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并在上岗前教育员工熟悉和按照

操作规程进行工作，告知员工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

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

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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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事故

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

综上所述，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

有责任。建议由阳江市江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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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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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永扬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2·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主要负责人詹庆军

经查，詹庆军作为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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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惮面镀千斡湖渤寺韵丁孝'靴降勃眷毗姜惮妻碑事币支奏"惮

丑尊出书号孝恒予贵孝蚤惶辽刮阜靴丁夥孝绍丧当□(-) 

:转崭涵录土啤甲普碑圭涵邪

抠特。蹭田蠢淫业埃罩寺蚤曾丫吓丫。蚤带业啤执毗里柒者书号

蚤'础悔业肇紫明尊螺丁者币寺遥础黄丁鞘甲崖普碑章郸挪

哲祟睡巍砰酣哥正骏冲章"半

。蓖睹身苹者敖畦亭蜂丫阜轰长孝。壤羞系曾丫

科丫涟曾丫蕊丁恤尊啤丫脾奏辽毗半碑滋苹婢花"丫碑刊虫

。蓝睹聊身去影出不彰辆皆蓖聂漂登冈拆丑虫丑邮甲长孝'亭蜂壤

":淄哲墒丰三7好旦丫所士古一丁哨'相碑章硼一书尊(一)

:硝篮河哨哨蜂哇土蜕卑□捍蓖鼻混珊扭书号蚤甲。壤碑章支番出

书书尊诲昔。尊池面聂出书寺羞相悄碑累*身善半丫尊丫蚤手相

可古鼻荡塞币"婆(-)赏牛二+不彰《刊者书号奏国毗半羊丫

寺串》斡渺。丑尊阜丫韦尊相碑章丫苹躯由不彰'蕊挨丁鬃

。革

蜂壤":恃乓挨执吐里肄出书寺壬础黄苹鞘适女真悼游廊(三)

:尊池匝土毕丫勃丁础币寺蚤可黄丰抠丫尊丫蚤手柄刊黄鼻彭出

书"婆(三)彰暂V丰赏《刊邹书号姜囤毗半善丫寺申》上首蔡悄身

丫。映执呈肄寺姜彩三身紊丫扛半蝉祟丁币停赣毗繁绍苹。恃乓

换坤畦里肄础书号姜础古苹鞘适孝茁惮游廊斗由不氢。辜畅

。亭

蜂壤":督渤碑章寺蚤者韦制款扣丫。勃T者韦寺姜柄叩黄苹千

砰"苗毋(互):尊油匝土阜丫勃T础韦寺蚤可黄丰捶丫尊尊蚤

手壤础黄鼻荡塞韦"近(互)赏暂V牛毙《刊出书号奏国毗半善

丫寺申》上百莹轩身丫。窜渤碑章寺蚤础韦-蔑苔半婢沏丑职魏

牧辫恤尊了申靴菲纠事鬃剖孕'辜押督渤祟口身苹悼辽盗抠草憨



进一步完善技术管理措施，明确专门人员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二)广东永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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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提高从业人员的安

全生产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杜绝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现象的发生。

(三)阳江市代建项目管理局应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督

促工程各参建单位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对在建工程

的监督检查，及时协调解决施工过程的安全问题。

瞄豁 。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