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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8·26”
污水检查井较大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8 月 26 日 11 时 20 分许，在许昌市文峰北路提

升改造工程（魏都区段）项目工地，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一污水检查井清淤作业时，发生一起窒

息事故，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21.79 万

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常务副省长黄强、副

省长武国定等领导同志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妥善处理事故，

依法严肃查处，拿出治本之策，坚决遏制事故多发频发势头。

市委书记胡五岳、市长史根治等市领导也先后作出批示指示，

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舆情应对、事故调查等

工作，严肃追责问责，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扎

实开展专项整治，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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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第 493 号令）和《河南省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43

号）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8 月 27 日许昌市人民政府迅速成

立了由许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为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

应急管理局局长为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应急管理局、市

公安局、市总工会、市水利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参加的

许昌市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8·26”污水检查井较大窒

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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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

检测鉴定、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认定了事故性

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为许昌腾飞建设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3 月 15 日，2019 年 8 月

在郑州市工商注册登记，更名为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系许昌市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总承包单位，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00174274853M,法人代表：曾瑞，

注册资本壹拾壹亿元整，营业期限:长期,住所:郑州市管城

区鼎瑞街 12 号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1楼 11 室。经营范围：

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桥梁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通信

工程（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隧道工程、

古建筑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

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管道工程、室内

外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预制构件加工；沥青（不含危险化

学品）加工；混凝土砌块砖生产；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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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机器、机械设备租赁；水泥制品、沥青混凝土（不含

危险化学品）、建材、机电产品的销售；钢结构及其产品的

加工、销售；基础设施开发、建设、运营；土地整理与开发；

市政工程、建筑工程设计；技术研究、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营业执照注明：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

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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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双甲级资质、房

地产开发国家一级资质。

2.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许昌腾飞市政公司

（以下简称许昌腾飞市政公司），系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分公司，非独立法人。总经理：臧宏宇，该分公司

下设 6 个职能科室和 10 个施工处，公司成立该工程项目部，

项目经理：黄景明，具体负责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除绿

化工程外）的施工。事发路段由施工一处负责，处长：张伟。

3.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系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

程项目监理单位，成立于 2000 年 1 月 31 日，营业期限：长

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67191723051，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

29 号，法定代表人，郑俊杰，注册资本：陆佰万圆整。经营

范围建筑工程监理；建筑工程招标代理；建设工程技术咨询

服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二）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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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工程为文峰北路（永昌路-彭花公路段）提升改造

工程，该工程共分为四段，分别由魏都区发改委、示范区发

改委、建安区发改委、长葛市发改委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

自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施工发包人为魏都区人民政府、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建安区人民政府、长葛市人民政

府、许昌市公路管理局（现为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承包人为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的委托

人为许昌市公路管理局，监理人为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施工合同价格为 689884709.16 元。工程建设规模及主

要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安全、海绵设施、排水工程、

照明工程、喷灌工程、园建工程、桥梁工程、水系工程等。

计划开工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计划竣工日期：2020 年

4 月 5 日。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文峰北路与永昌东路交叉口大

转盘向北约 720 米处，属于魏都区人民政府、许昌市公路事

业 发 展 中 心 发 包 工 程 标 段 范 围 ， 该 标 段 合 同 价

￥29745611.98 元。

（三）污水检查井井室结构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为许昌市文峰北路俎庄环岛中心点

（0+000）以北东侧慢车道污水主干 0+720 污水检查井处，

距东侧道牙 3 米，该井南侧 57 米处、北侧 40 米处各有一个

相邻污水检查井。事故发生井井室底部距地面 4.5 米，自上

而下结构为：地面至地下 0.5 米为直径 0.7 米的井筒，地下

0.5 米至 2.0 米为三面环收（从 1.5 米收至 0.7 米）的井室，

地下 2.0 米至 4.5 米为直径 1.5 米的圆柱状井室。井内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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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到地面为 3.65 米，水深 0.85 米。事故发生地点平面示

意图、事故发生井的立面图、俯视图见附件 1。

（四）污水检查井气体检测情况

9 月 1 日，事故调查组委托恺时浦（上海）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对事发污水检查井内气体进行检测，9 月 7 日该公司

派技术人员到事发检查井进行气体采样。9 月 15 日该公司出

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JC2020090001）显示：甲烷气体

浓度为 4440mg/m
3
,氧气浓度 11.6%（最低标准 19.5%），一氧

化碳浓度为 4mg/m
3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30），二氧化碳浓

度为 5.63%，氨气 0.05mg/m
3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30），硫

化氢<0.001mg/m
3
（最高容许浓度 10），二氧化硫<3mg/m

3
（短

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10）。气体检测报告见附件 2。

二、事故经过、抢险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经调查走访和调取监控视频，事故的基本经过是：2020

年 8 月 26 日上午 7 时许，俎同胜、张长喜、张买贯、王红

顺、尚聚田、黄中池、尚东升等 7 名工人在许昌市政公司施

工一处工棚附近集合，劳务领工师胜利电话通知领工俎同胜

安排男工全部对道路管网污水检查井进行清淤作业。其中，

张买贯和张长喜负责事发检查井清淤作业，尚东升和黄中池

负责距事发检查井北 155 米处检查井作业,王红顺和尚聚田

负责事发检查井对面永申车行北侧第一个检查井作业。分工

后，张买贯从施工一处工棚驾驶四轮拖拉机携带水泵、水带

等工具到事发检查井作业。10 时许，王红顺到事发检查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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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进度，看到张买贯在地面，张长喜在井下，发现检查井

南侧管道封堵已经打开，有水流出，北边管道封堵未打开。

王红顺提醒张长喜注意北边可能有水，王红顺随后离开。10

时 30 分左右，王红顺又到事发检查井处，看到张长喜在地

面，两人短暂交谈后又离开。期间，施工一处的施工员刘浩

然曾到过该作业现场。

通过路面监控(11 时 13 分前因停电无视频记录）显示和

走访，11 时 17 分刘浩然离开现场向南走，11 时 18 分张长

喜下井，11 时 19 分张买贯下井，11 时 20 分刘浩然从南侧

跑步回到现场，在事发检查井边俯身查看后，随向周围人员

呼救。11 时 23 分，对面王红顺、尚聚田和 1 名门卫听到呼

救赶往现场，当王红顺等人走到道路中间隔离带时，发现刘

浩然下井。11 时 25 分，施工一处处长张伟、副处长罗萌乘

车赶到现场（期间尚聚田两次回工棚拿绳），张伟用绳子拴

在腰部下井施救，下井后还没将刘浩然绑好，遂向上爬，爬

到一半摔了下去。11 时 34 分 120 赶到，11 时 35 分许昌市

政公司总经理臧宏宇赶到，立即下井施救，将刘浩然绑好后

失去知觉。随后，臧宏宇和刘浩然被地面人员救出，120 急

救人员立即对两人进行现场救治，臧宏宇经救治很快恢复正

常，刘浩然被 120 送往许昌市人民医院救治。

经查，施工一处未经审批自 7 月份已开始排水管道清淤

作业。事发作业现场未采取井下通风措施，未对井下有毒有

害气体进行检测，未预设应急救援预案，下井作业人员未佩

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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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抢险救援情况

11 时 25 分市消防救援支队、120 急救中心接到报警后，

立即组织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救援，11 时 39 分,许昌市消防救

援支队文峰路消防站、建安区消防大队赶到现场，先后将张

伟、张买贯、张长喜从检查井救出，3 人立即被送往许昌市

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伤者刘浩然目前仍在许昌市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发生后，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立即向市委、市

政府等相关部门报告，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接到事故报

告后，市应急、公安、卫健等相关部门领导赶赴现场指导救

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应急处置反应迅速、调度有序、施救科

学、处置措施得当，有效预防和避免了救援过程中发生次生

伤害事故。

（三）人员伤亡原因分析及善后处置情况

通过调查走访和现场勘验得知，8 月 26 日 10 时许，张

长喜已将事发检查井内南侧管道封堵打开，北侧管道封堵尚

未打开，作业过程中尚未明显出现有毒气体和缺氧状态；10

时至 11 时 18 分，北侧管道封堵被打开，11 时 18 分张长喜

下井后，井内已处于缺氧状态，参照气体检测报告，结合医

院死亡证明综合分析，人员死亡和受伤原因应为窒息，但也

不排除中毒窒息的可能性。

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千方百计做好伤者医疗救治、遇

难者善后处理工作，截止 8 月 29 日，遇难者善后工作全部

处理完毕，未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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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作业人员进入污

水检查井作业时，未进行通风、检测
1
，未配戴防护装备

2
，

导致作业人员窒息死亡，施救人员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违规

施救，导致伤亡扩大。

（二）间接原因

1.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许昌腾飞市政公司

安全管理混乱。（1）该公司施工一处未经审批擅自安排人员

从事有限空间作业
3
；未对下井作业人员进行专业安全技术培

训、考核
4
，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5
，未告知作业场所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未向作业人员配备安全防

护设备和用品
6
；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要求，

违章指挥、违反操作规程；劳务用工管理混乱，安排超龄人

员从事井下清淤作业
7
。现场负责人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

急能力差，违规施救，导致后果扩大。（2）该公司文峰北路

提升改造工程项目部安全管理混乱，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均未依法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

1《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5．2．2 井下作业前，应开启作业井盖和其上下游井

盖进行自然通风，且通风时间不应小于 30min。

2《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6．0．1 井下作业时，应使用隔离式防毒面具，不应

使用过滤式防毒面具和半隔离式防毒面具以及氧气呼吸设备。

3《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5．1．6 井下作业必须履行审批手续，执行当地的下

井许可制度。

4《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5．1．2 下井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具备下井作业资格，并应掌握人工急救技能和防护用具、照明、通信设备的使用方法。作业单位应

为下井作业人员建立个人培训档案。

5《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3．0．4 维护作业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

告知作业内容、安全注意事项及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并应履行签认手续。

6《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3．0．3 维护作业单位应配备与维护作业相应的安全

防护设备和用品。

7《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5．1．12 下列人员不得从事井下作业：1 年龄在 18

岁以下和 55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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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对排水工程清淤安全方案审查不严，该方案编制人、

审批人均存在代签现象；对施工一处未认真落实安全技术交

底、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巡查、安全例会等制度和排水管道

清淤作业未经审批擅自施工失察失管；未组织清淤作业应急

预案演练
8
；对施工一处劳务用工监管缺失。（3）该公司未认

真落实项目管理责任制
9
，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安全

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认真，未及时发现排水管道清淤违规

作业行为；对施工一处安全制度不落实、劳务用工不规范等

安全隐患和问题失察失管；对排水工程清淤安全方案审批不

严，排水管道清淤装备投入不足，未组织清淤作业应急预案

演练。

2.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没有认真汲取我省今年以来发生的多起有限空

间作业事故教训，未督促所属许昌腾飞市政公司认真落实有

限空间作业方面的事故防范措施；安全检查不认真，隐患排

查流于形式，未及时发现许昌腾飞市政公司在项目管理、劳

务用工、安全制度落实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排水

管道清淤装备投入不足，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从业人员缺

乏必要的安全生产常识，不了解掌握有限空间事故应急救援

措施，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8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7．0．1 维护作业单位必须制定中毒、窒息等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并应按相关规定定期进行演练。

9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

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

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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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
10
。

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排水工程清淤安

全方案审查把关不严
11
；未及时发现许昌腾飞市政公司在项

目管理、劳务用工、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技术交底等方面的

安全隐患和问题；现场巡视检查不认真，未及时发现许昌腾

飞市政公司自 7 月开始的排水管道清淤违规作业行为。

此外，事故调查组还发现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

责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监理的监理员宋跃杰，其学历不符

合《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的相关要求
12
，建议由许昌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对此进行另案处理。

4.许昌市魏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认真落实行业监

管责任。作为该工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审核发放文峰

北路提升改造工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未审查该项

目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13
；未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相关单位进行有效监督检

查，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问题隐患失管漏管
14
。

10《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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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

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

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

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11《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安全管理制度部分，引用的《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TB10401.1

－2003）为铁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部分，将该工程施工单位表述为武夷山快速通

道有公司；缺少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措施。

12《建设工程监理规范》2.0.9 监理员，从事具体监理工作，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并经过监理业务培训的

人员。

1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

应的证明文件：（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1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其所属的施工安全监督机构（以下合称监督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已办理施工安全监督手续并

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实施施工安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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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都区政府未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责任。贯彻落实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

署不力，未按照《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峰北路

提升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许政办明电〔2018〕70 号）

要求，履行属地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15
，安全监管存在盲区漏

洞。

6.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项目缺乏有效督促检查。

未按照《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峰北路提升改造

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对魏都区政府及其建设行业主

管部门的履职情况进行全方位督查
16
，未及时发现属地政府

对该项目的安全监管缺失、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混乱和违规作

业的问题
17
。

（三）事故性质及认定

经调查认定，许昌市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8·26”

污水检查井较大窒息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张长喜，男，56 岁，身份证号码：411024196401167756，

鄢陵县彭店乡张店村人，临时民工。违反《城镇排水管道维

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规定，未佩戴任何防护设

备下井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

15《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三、工作职责（二）魏都区

负责项目相关招标（采购）、建设管理、安全生产、质量管理等工作。

16《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五、工作要求（一）加强组

织领导。市政府决定成立文峰北路改造提升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公路局。

（五）强化协调督查。市指挥部办公室要强化对各部门的履职情况进行全方位督查。

17《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三、工作职责 1.市公路局对

项目实施代表市政府进行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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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2.张买贯，男，60 岁，身份证号码：41102319600310155

建安区陈曹乡前艾村人，临时民工。违反《城镇排水管道维

护安全技术规程》规定作业、未佩戴任何防护设备下井违规

施救
18
，造成事故后果扩大。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

于追究刑事责任。

3.张伟，男，32 岁，身份证号码：410526198803018794，

河南省滑县半坡乡人，许昌腾飞市政公司施工一处处长。未

经审批擅自安排超龄人员进行排水管道清淤作业；未对作业

人员进行培训，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未向作业人员提供防

护设备，未组织通风、气体检测；未佩戴防护设备下井违规

施救,以上行为违反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

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二)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1.俎同胜，男，62 岁，身份证号码：411002195807133510，

许昌市魏都区高桥营办事处俎庄人，许昌腾飞市政公司施工

一处劳务领工。违反《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规

定，组织未经培训、未佩戴防护装备的超龄人员张长喜、张

买贯等人下井作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其因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已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被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

局采取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许魏公〈西关〉取保字〔2020〕

18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 一 2009）事故应急救援 7．0．4规定， 当需下井抢救时，

抢救人员必须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并有专人监护下进行下井抢救，必须佩戴好便携式空气呼吸器、悬挂双

背带式安全带，并系好安全绳，严禁盲目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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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号）。

2.师胜利，男，37 岁，中共党员，身份证号码：

411023198305021514 ，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人，家庭住址：

许昌市万里星河花园 14 号楼二单元 6 楼东户，许昌腾飞市

政公司施工一处劳务领工。违反《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

术规程》规定，安排俎同胜组织未经培训、未佩戴防护装备

的超龄人员张长喜、张买贯等人下井作业,对事故发生负直

接责任。其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

被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采取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许魏

公〈西关〉取保字〔2020〕264 号）。

3.赵光灿，男，46 岁，中共党员，身份证号码：

411002197401083030，许昌腾飞市政公司文峰北路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安全员。未依法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没有

落实巡查制度，未及时发现自 7 月开始的排水管道清淤违规

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其因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已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被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

采取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许魏公〈西关〉取保字〔2020〕

267 号）。

4.黄景明，男，45 岁，中共党员，身份证号码：

411022197509076612，许昌腾飞市政公司文峰北路提升改造

项目经理，有限空间作业小组组长
19
。未依法有效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责任，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不力，对排水工程清淤安

19《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七条，项目

负责人对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负责。第十八条，项目负责人应当按规定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隐患排查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

理档案；发生事故时，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开展现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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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案审查不严，未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方面的安全教育

培训，对施工一处排水管道清淤作业未经审批擅自施工及安

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等问题失察失管，没有组织清淤作业应急

预案演练，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其因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已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被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

采取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许魏公〈西关〉取保字〔2020〕

266 号）。

（三）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刘浩然，男，27 岁，身份证号码：411002199304290512，

许昌市魏都区人，许昌腾飞市政公司施工一处技术员。违反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规定，组织超龄人员下

井作业，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未进行安全交底，未向作

业人员提供防护设备，未组织通风、气体检测；未履行井下

作业审批手续，未佩戴防护设备下井违规施救,对事故发生

负直接责任。鉴于其仍在医院治疗，建议待其康复后再移交

司法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吕瑞品，男，36 岁，许昌腾飞市政公司总工办经理。

作为公司安全生产和技术工作的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未及时发现施工一处违规进行排水管道清淤作业、

项目部安全管理混乱、施工一处安全制度不落实等问题和隐

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建筑施工

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第十九条
20
的规定，建议由许昌市住房和城

20《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九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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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局、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问责处

理。

2.李建民，男，49 岁，中共党员，许昌腾飞市政公司总

工程师。作为公司安全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分管负责人，安全

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认真，未及时发现施工一处违规进行

排水管道清淤作业行为；对项目部安全管理混乱、施工一处

安全制度不落实、劳务用工不规范等问题失察失管；对排水

工程清淤安全方案审批不严，排水管道清淤装备投入不足，

且没有组织清淤作业应急预案演练，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以上行为违反了《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的

规定，建议由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综合执法局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问责处理。

3.臧宏宇，男，43 岁，中共党员，许昌腾飞市政公司经

理。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

不认真，未及时发现和纠正施工一处违规进行排水管道清淤

作业行为；对项目部安全管理混乱、施工一处安全制度不落

实等隐患和问题失察失管，对公司劳务用工监管缺失，排水

管道清淤装备投入不足，未组织开展清淤作业应急预案演练，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管理规定》第十六条
21
的规定，建议由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检查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情况，重点检查项目负责人、项

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责情况，处理在建项目违规违章行为，并记入企业安全管理档案。

21《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六条，主要

负责人应当按规定检查企业所承担的工程项目，考核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发现项目负责人履职

不到位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必要时，调整项目负责人。检查情况应当记入企业和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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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据行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问

责处理。

4.闫永占，男，39 岁，中共党员，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分管负责

人，未督促所属许昌腾飞市政公司认真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方

面的事故防范措施，安全检查不认真，未及时发现许昌腾飞

市政公司和项目部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对事

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建筑施工企业主要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

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建议由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问责处理。

5.曾瑞，男，33 岁，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全面负责集团公司的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工作。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消

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

项
22
的规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

23
的规定，建议

由许昌市应急管理局给予其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6.祁胜凯，男，36 岁，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文峰

北路提升改造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

未及时发现施工一处在项目管理、劳务用工、安全制度落实

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现场巡视检查不认真，对该

公司未经审批自 7月开始的排水管道清淤冒险违规作业失管

22《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督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3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17 -

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监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
24
，建议由许昌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其问责处理。

7.邱晓磊，男，36 岁，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文峰

北路提升改造工程总监理工程师。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和排水工程清淤安全方案审查把关不严，未对

该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的履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对该项目施工单位在项目管理、劳务用工、安全制度落实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失察失管，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以上

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

建议由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对其问责处理。

（五）建议给予其它处理人员

1.罗萌，男，29 岁，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许

昌腾飞市政公司施工一处副处长，工作职责履行不到位，未

及时纠正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排水管道清淤施工过程中

的违规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郑州腾飞

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依据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给予其相应

问责处理，处理结果报许昌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2.宋跃杰，男，38 岁，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文峰

北路提升改造工程监理员。现场巡视检查不认真，对许昌腾

2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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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

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

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

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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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市政公司未经审批自 7月开始的排水管道清淤违规作业失

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建议河南万安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依据公司内部相关管理规定，给予问责处理，处理

结果报许昌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六）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

1.魏都区（5 人）

（1）李琪，男，45 岁，中共党员，魏都区畜牧局科员，

2019 年 8 月借调魏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文峰北路提

升改造工程魏都区段的监督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行业安全

监管职责，对该工程安全生产疏于管理，未及时发现魏都区

段施工单位在项目管理、劳务用工、安全制度落实以及有限

空间作业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管

理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规定，给予其政

务记过处分。

（2）王淼哲，男，35 岁，中共党员，魏都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程项目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科员，负责文峰

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魏都区段的监督管理工作。履行行业安全

监管职责不力，未能有效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未及时发现魏

都区段施工单位在项目管理、劳务用工、安全制度落实以及

有限空间作业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对事故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规定，给予

其政务记过处分。

（3）郝向东，男，50 岁，中共党员，魏都区住房建设

局主任科员，分管该局工程项目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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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工作督促指导不力，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魏都

区段施工单位在项目管理、劳务用工、安全制度落实以及有

限空间作业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规定，

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4）尹飞，男，43 岁，中共党员，魏都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

党委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不力，未按照“三管

三必须”的要求，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魏都区段项目进

行有效督导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规定，给予其诫勉谈话，并责令作

出书面检查。

（5）柏凤杰，男，51 岁，魏都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未

按照《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

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督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实

施中的安全工作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规定，给予其谈话提

醒，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2.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3 人）

（1）李楷，男，45 岁，中共党员，许昌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安全监督科科员，具体负责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安

全监管工作。对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不认真，未及时发现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属地魏都

区段行业监管缺失和施工单位在项目管理、劳动用工、安全



- 20 -

制度落实以及有限空间作业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

序规定，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2）袁建国，男，57 岁，中共党员，许昌市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安全监督科科长，负责科室全面工作和文峰北路提

升改造工程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5
。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不力，未能有效组织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未能及时发现和

查处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单位在项目管理、劳动用工、

安全制度落实以及有限空间作业等方面的存在安全隐患和

问题，对魏都区政府履行属地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职责缺乏有

效督导，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和相关程序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3）张书建，男，55 岁，中共党员，许昌市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副主任、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对项

目建设负总责。对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督促指导不力，对魏都区政府履行属地安全生产监管工

作职责缺乏有效督导，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规定，给予其诫勉谈话，并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

（七）对相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1.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许昌市应急管理局

25《许昌市公路管理局关于成立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业主项目部的通知》（许公路〔2019〕69 号）明确：

张书建任项目负责人，负责业主项目部的全面工作，统筹协调项目部各成员，对项目建设负总责。袁建国

任安全监管负责人，负责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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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26
之规定，依法对郑州腾

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2.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未全面履行监理职责，其

行为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27
，

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建议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

七条之规定
28
，对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给予问责处理。

3.许昌市魏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认真落实行业监

管责任，建议责成该局向魏都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4.魏都区人民政府未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建议责成

魏都区人民政府向许昌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5.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项目缺乏有效督促检查，

建议责成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向许昌市政府作出

书面检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红

线意识。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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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

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27《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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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

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

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

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28《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0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

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

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四）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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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自觉提升政治站位，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牢牢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

命为代价”这条红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落实国家、

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进一步强化党委

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履职意识，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安全生

产监管责任清单，坚决消除各部门职责不清、协调不顺、衔

接不够、监管缺位等现象，严格督促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

主动靠前监管、主动增强防范事故能力，坚决遏制类似事故

的发生。

（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各施工单位尤其是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要

认真汲取我省今年以来发生的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教训，进一

步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建立有效风险管控和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机制，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夯实公司安全

生产基础。要切实加强对项目部履职尽责、施工一线安全制

度落实、方案审核和作业审批、劳务用工等方面的的监督管

理，定期进行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培训和实战演练，足量储存

应急物资和设备，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和抢险救援工作水

平，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行为。河南万安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实施监理，认

真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加强日常巡视检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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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督促

整改，并报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切实加强项目建设行业监督

管理。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魏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切实贯

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

作的决策部署，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完善监管机制，

明确责任人，加强对相关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切实履行行

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坚决杜绝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失管

漏管现象。许昌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该项目的牵头

发包单位，要切实按照《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

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切实发挥统筹

协调和综合监管作用，代表市政府全方位检查督导各方面履

职尽责情况，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失管漏管现象。

（四）聚焦安全风险管控，扎实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

治理。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尤其是魏都区人

民政府要对照《河南省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办法》（豫

安委﹝2020﹞56 号）和省市两级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

策部署要求，组织住建、水利、城管等部门对涉及地下有限

空间作业的市政工程建设、燃气、热力、排水、环卫等重点

单位、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治理，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聚焦制度落

实，督促企业严格履行现场作业审批、现场监护等工作制度，

按标准配备通风、检测、照明、通讯、救援设备和个人防护

用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坚决杜



- 24 -

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聚焦地下空间作业风险管控，加

大宣传培训和警示教育，普及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常识和

科学施救知识，提高员工自我保护意识。

附件：1.事故发生地点平面示意图、事故发生井的立面

图、俯视图

2.事故污水检查井气体检测报告

许昌市文峰北路提升改造工程

“8·26”污水检查井较大窒息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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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事故发生地点平面示意图、事故发生井的
立面图、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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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事故污水检查井气体检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