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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12”较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8 月 12 日 16 时 30 分左右，位于新密市刘寨镇王沟

村四组（西沟），由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新密市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在排污管沟开挖和管网铺设

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较大土方坍塌事故，造成 3 人死亡。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郑州市政府成立了由郑州市

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总工会、城市管理局、城乡建设局和新密

市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的“8·12”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并邀

请郑州市监察委员会派员参加，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

为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分清事故责任，汲取事故教训，事故

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询问和技术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

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

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按照《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规定，

2017年 3月 30日，新密市政府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新

密市污水治理和冲沟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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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20 年 4 月 16 日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印发《关于调整新密

市污水处理和冲沟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 PPP 项目的方案》的

通知（新密城管〔2020〕12 号），根据《新密市人民政府常务会

议纪要》（〔2019〕12 号）精神对原方案做了调整。建设内容包

括：冲沟综合整治项目；城镇污水污泥项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约 32.20 亿元。其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建设内容由原 14个乡镇 168个保留行政村，工程总投资约 13.65

亿元，调整为14个乡镇174个保留行政村，工程总投资额约19.65

亿元。

上述《方案》中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即新密市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和“四改”项目，也就是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村级站点工程。该工程采用 PPP 模式建设，建设单位为中原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5 月 5 日，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

在新密市注册成立，具体负责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新密市城

市管理局负责牵头统筹整个项目的实施，做好项目建设的指导、

监管、协调、验收和绩效考核等组织协调工作。工程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农户“四改”（改厕、改厨、改浴、改水）和污水收集管

网、处理终端建设两部分。

为进一步提升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满足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全覆盖的要求，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委托机构编制了《新

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0 年 7 月 17 日，新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调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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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新密发改〔2020〕103 号），批复：同意将原项目批复(《关

于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新密发改〔2016〕154 号)的批复范围 35 个新型农村社

区和168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各村庄污水管网覆盖率达80%，

扩大调整为污水管网覆盖率 100%，建设范围扩大为 174 个行政

村及相应 35 个新型农村杜区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选址：该项

目位于新密市城关镇、刘寨镇等乡镇所属 35 个新型农村社区及

城关镇、刘寨镇等乡镇所属 174 个行政村。建设规模及内容：污

水处理管网 2250.47 公里，污水处理站点 584 个，站点配套砖砌

化粪池 584 个，站点电缆牵引 1 项，改厕改厨 97511 户，分户砖

砌化粪池 2647 个，中控 1 座，化验室 1 座等。项目总投资

196736.82 万元。

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 PPP 项目施工

和监理均划分为 5 个标段。发生事故的污水管网施工段属于新密

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 PPP 项目施工三标段的

施工范围。该施工三标段建设单位为：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

司；施工单位为：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河

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湖南子宏生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勘察单位为：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终端、污水收集管网。建设范围：

新密市四个乡镇（米村镇、超化镇、刘寨镇、岳村镇）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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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全覆盖。未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的各个村镇，根据新密市

各村落和农户的分布，因地制宜建设生活污水管网，根据污水收

集区域，敷设污水收集管网，每个区域形成系统的污水收集管网。

该工程含污水主干管、污水管网附属构筑物(污水检查井等)等。

2019 年 4 月，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

PPP 项目开始启动，涉及刘寨镇 18 个行政村。截至事故发生时，

刘寨镇农户“四改”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农村生活污水管

网铺设和污水处理基站建设。作业内容主要包括：路面破除及恢

复、管沟开挖管道敷设、管沟回填、站点基坑开挖、设备基础施

工、站点回填、站点地面附属物(构筑物)施工。

事故发生具体地点位于新密市刘寨镇王沟村四组（西沟）东

南角，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刘寨镇王沟村

四组生活污水管网的主管道与郑州市奥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生

活污水外排管道连接处东约 50 米处。

（二）工程参建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

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83MA40Y6DK2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新密市

袁庄乡靳沟街 006 号；法定代表人：陈 XX；注册资本：50000 万

元整；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5 日，营业期限：至 2047 年 5 月

4 日；经营范围：污水、污泥、工业废水处理，中水利用，水处

理工程及设备的设计、安装施工、维护，河湖整治工程、园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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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人工湿地设计及综合处理。登记机关：

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2.施工单位：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836881681938；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新密市尖山乡神仙洞村；法定代表人：赵 XX；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整；成立日期：2009 年 4 月 27 日；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劳务

分包，装饰材料、苗木花卉销售，房屋拆迁安置服务，机械租赁。

登记机关：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资质证书编号：D241056419；发证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有效期至：2021 年 11 月 25 日；发证机关：河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及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资质证书编号：D341056416；发证日期：2019 年 1

月 7 日；有效期至：2024 年 1 月 7 日；发证机关：郑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豫）JZ 安许证字〔2019〕190838；

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发证机关：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日期：2019



- 6 -

年 10 月 30 日。

3.监理单位：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0724103195R；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河南省

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 14 号付 19 号汇元大厦 711 至 718 室；法定

代表人：帖 XX；注册资本：610 万元整；成立日期：2000 年 11

月 13 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工程招标代理、工程监

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人防工程监

理。登记机关：郑州市金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资质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

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证书编号：E141005200；发证日期：

2019 年 10 月 12 日，有效期至：2024 年 10 月 12 日；发证机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4.设计单位：湖南子宏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子宏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622107754；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螺丝塘路 1 号德普五和

企业园 5 栋 104 室；法定代表人：刘 XX；注册资本：2586 万元

整；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 18 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咨询、设计、施工及运营，水污染治理，土壤

修复，固体废物治理，环保设备设计、开发，生态保护及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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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业务服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行业信息服务及数据分析

处理服务，育苗基质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环保

设备、育苗基质、树、竹、草的销售。登记机关：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核准日期：2020 年 6 月 16 日。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编号：A243013005；有效期：至 2021 年

6 月 24 日；资质等级：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专项乙级。

发证机关：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日期：2017 年 6 月

24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43021387；资质类别及

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

发证机关：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日期：2017 年 6 月

23 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43021384；资质类别及

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7 日。发证机关：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证日期：2020 年

6 月 22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湘）JZ 安许证字〔2005〕000525；

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发证机关：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日期：

2019 年 11 月 12 日。

5.勘察单位：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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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3415800042G；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 64 号；法定代表人：郭 XX；注

册资本：2400 万元整；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16 日；营业期

限：2006 年 12 月 16 日 至 2026 年 12 月 15 日；经营范围：工

程勘察综合类甲级，可承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

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业务（海洋工程勘察除外）、其规模不受限

制（岩土勘察丙级项目除外）等。登记机关：郑州市二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准日期：2019 年 6 月 26 日。

工程勘察资质证书编号：B141026700，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17 日，资质等级：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发证机关：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发证日期：2015 年 6 月 17 日。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8 月 12 日，位于新密市刘寨镇王沟村四组（西沟）

东南角，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刘寨镇王沟

村四组生活污水管网的主管道与郑州市奥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生活污水外排管道连接处东约 50 米处，工程施工单位郑州世鑫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工人进行工程三标段排污管沟开挖和管

网铺设施工作业。6 时 30 分，作业人员到达现场，包括韩 XX、

李 XX、秦 XX、王 XX、王 XX、张 XX、刘 XX、王 XX（SY205C 挖掘

机司机）、崔 XX（SY65C 挖掘机司机）、闫 XX 等共 15 人。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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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XX 做好分工并强调了安全施工的要求，随后请假离开现场，

由李 XX 临时带班负责施工。其中 5 人在排污管沟开挖和管网铺

设现场西侧 100 多米的地方（西沟组内）砌窨井，李 XX、秦 XX、

王 XX、王 XX、张 XX、刘 XX、王 XX、崔 XX 和闫 XX9 人开挖沟槽

铺设管道。李 XX 带班开挖沟槽铺设管道施工至 11 时 30 分下班，

共铺设了 5 根直径 300mmHDPE 双壁波纹管，长度约有 30 米。14

时左右继续施工，在排污管沟开挖和管网铺设现场闫 XX 和秦 XX

在地面负责指挥，王 XX 操作 SY205C 挖掘机沿着现场混凝土路面

南边沿由东向西开挖出宽 1.2m、深 4.6m 的沟槽，秦 XX、王 XX

和王 XX3 人负责将双壁波纹管搬运至施工现场并用绳子将其卸

放到沟槽内，李 XX 负责沟槽底部找平，张 XX、刘 XX2 人负责在

沟槽底部连接安装管道，崔 XX 操作 SY65C 挖掘机负责沟槽回填

并压实。

施工进行到 16 时 30 分左右，王 XX 到西沟组小卖部附近休

息（饮水），李 XX 在沟槽底部面朝西清理找平，张 XX 和刘 XX 在

沟槽底部连接安装管道，此时，沟槽北侧壁混凝土路面下土方突

然发生坍塌，接着路面混凝土块坍塌滑落入沟槽，混凝土路面上

堆放的两米多高土方随之坍塌滑落入沟槽，将沟槽底部作业人员

李 XX、张 XX 和刘 XX 掩埋，塌方沟槽长度有 6m 左右。闫 XX 和

秦 XX 立即呼喊两名挖掘机司机挖土救人，同时闫 XX 拨打 120、

119、110 电话，报警求救。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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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新密市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成立现场抢险

救援指挥部，迅速调动新密市消防大队、新密市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中心等救援队伍到达现场进行抢险救援。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领

导、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和新密市政府主要领导等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指导应急救援工作。经全力救援，至 19 时 22 分，3 名被埋人

员相继被救出，经现场医务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

（三）事故造成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 3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300 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工程施工现场机械开挖排污管沟深沟槽，未按专项施工方案

分层开挖，未放坡，未采取任何支护等安全措施，且将挖出的土

方堆放在沟槽边缘。

（二）间接原因

1.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保证体系未有效运行，没有设置项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足，没有全面

落实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对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

到位，作业前未认真开展安全技术交底，没有按照施工组织设计

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未及时排查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项目负责人和现场管理人员严重缺位，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严重缺失，工程排污管沟开挖和管网铺设现场违规盲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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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作业人员冒险作业，导致较大亡人事故发生。

2.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监理机构组织不健

全，监理人员配备不足，总监理工程师空挂，违规授权总监理工

程师代表行使总监理工程师全部职权，未认真做好监理日志，监

理资料总监签字存在造假问题，未有效检查施工单位项目组织机

构和安全员到岗情况，对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资格审查不严，

未严格执行安全监理检查制度，对项目施工区域巡检不到位，沟

槽开挖作业现场无监理人员旁站，对施工单位未按照施工组织设

计和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等安全隐患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未严格开

展管沟开挖及管网铺设施工工序验收工作。

3.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未全面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

理责任，未严格按照建设工程基本程序组织项目建设，未做好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的协调管理工作，致使工程项

目建设管理混乱，对存在的无设计文件即提前施工、边设计边施

工、监理资料和验收资料签字造假、施工项目负责人和总监理工

程师以及现场安全管理人员严重缺位等问题未认真监管、督导和

整改，对郑州市和新密市相关文件要求落实不力。

4.新密市城市管理局未严格实施项目全过程监管工作，对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监督管理缺失，对工程参建单位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导不力，对工程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

位，对工程施工中的违章作业行为失察、失管。

四、事故性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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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新密市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12”

较大坍塌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发生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人员

高 XX，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三标段刘寨镇现场负责人，负责刘寨镇辖区

各行政村工程施工全面工作。在王沟村四组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

严重缺位，在事故发生当天未按规定到现场履职，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严重缺失，未严格落实施工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致使工程

排污管沟开挖和管网铺设现场出现违规盲目组织施工、作业人员

冒险作业等问题，导致较大亡人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

责任。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和处分人员

（1）赵 XX，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依

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

全面落实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未严格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工作，未严格督促、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

时发现和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

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

二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 2019 年年收入 40%

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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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 XX，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安

全生产工作的组织、管理、指挥、协调等工作。未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未严格组织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未严格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未

严格组织检查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

及时发现阻止施工现场的盲目施工、冒险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责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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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

规定，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其 1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李 XX，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密市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三标段项目经理，负责项目部全面工

作。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未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带班制度，未严格实施项目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未严格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规

定实施安全技术交底，未有效执行危大工程控制措施，未有效监

控危大工程施工过程，未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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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

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其 8 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4）孙 XX，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密市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三标段安全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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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责。未严格督促项目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

坚持在施工现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未现场监督危大工程安全专

项施工方案的实施，未及时排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

条之规定，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撤销其安全生产考核证书。

（5）崔 XX，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新密市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三标段总监理工程师代表。未依法

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在明知总监理工程师没有也不能到项目

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没有向公司建议更换总监理工程师，而是未

经总监理工程师书面授权，违规行使总监理工程师全部职权，违

规在监理日志、工程验收资料、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和施工图纸

会审会签表等工程监理资料上代签总监理工程师名字，对监理资

料造假。未组织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未对深沟槽开挖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之

规定，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处以 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6）王 XX，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密市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项目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建立实施项

目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治理制度，未编制项目风险管控

清单，未将项目风险管控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在项目管理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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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协调管理工作，未严格督促

检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未严格督导施工单

位项目经理和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履行项目管理职责，对专项

施工方案审批表和施工图纸会审会签表上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

程师的签字违规代签问题视而不见，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

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河

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

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建议按照管理权限

给予其警告处分。

（7）白 XX，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农村水务部主任，

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未

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认真审核专项施工方案和施工图

纸，对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和施工图纸会审会签表上项目经理和

总监理工程师的签字违规代签问题视而不见，未有效做好施工现

场安全巡查工作，未按规定如实告知现场作业人员危大工程安全

生产注意事项，未及时发现和督促整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

条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建议按

照管理权限给予其记过处分。

（8）裴 XX，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农村水务部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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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负责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村级站点工程刘寨片区

工程管理工作。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认真审核专项

施工方案和施工图纸，对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和施工图纸会审会

签表上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的签字违规代签问题视而不见，

未有效做好施工现场安全巡查工作，未按规定如实告知现场作业

人员危大工程安全生产注意事项，未及时发现和督促整改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实施

行政处罚。

（9）陈 XX，中共党员，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未全面落实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未健全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未严格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未严格督促、检

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和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鉴于该同志

在调查期间能够配合调查，并愿意承担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之规定，

建议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二）对事故发生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施工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全面落实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工作，未按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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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未落实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要

求，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设置有效的项目管理机构，

项目负责人未严格落实带班制度，现场管理人员严重缺位，致使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存在严重漏洞，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导致较大亡人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和《生产

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

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 6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监理单位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照《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建筑工程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责任六项规定》（建市〔2015〕35 号）规

定落实建设工程监理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公司在为项目任命总

监理工程师后，未通知被任命人，在明知总监理工程师没有也不

能到项目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没有申请更换总监理工程师，却违

规由公司授权总监理工程师代表行使总监理工程师的全部职权，

导致总监理工程师代表违规在监理日志、工程验收资料、专项施

工方案审批表和施工图纸会审会签表等工程监理资料上代签总

监理工程师名字，对监理资料造假。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

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认真审查，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

隐患认识不足，未及时签发施工停工令并要求进行整改，未对危

大工程施工开展专项巡视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建议由建设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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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责令其停业整改整顿，并对其处以 10 万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

3.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建设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实施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治理制

度，未编制项目风险管控清单和将项目风险管控纳入安全生产责

任制。未严格按照建设工程基本程序组织施工，未组织设计单位

在施工前及时提供设计图纸等资料，对工程存在的边设计边施工

等问题熟视无睹，未要求施工单位及时补充完善危大工程清单并

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未做好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之间协调管理工作，未严格督促检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未严格督导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和监理单位总监理

工程师履行项目管理职责，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新密市安全生产

委员会对其进行警示约谈，并由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进行

通报批评。

（三）对相关监管人员和属地政府及部门的处理建议

1.王 XX，中共党员，新密市城市管理局污水治理管理科科

长。负有农村生活垃圾、污水的治理等工作职责，具体负责新密

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实施工作。不依规履行监管职责，对

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施工作监管不力，对该科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建议由新密市纪委监委给予其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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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

2.袁 XX，中共党员，原新密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合并至

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后尚未重新任命）。负责项目建设、农村户厕

改造和污水治理等工作，分管项目建设办公室、污水治理管理科

等科室。疏于管理，对污水治理管理科不依规履行监管职责以及

该科存在的对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施监管不力的问

题失察，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建议由新密

市纪委监委给予其警告处分。

3.周 XX，中共党员，新密市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刘寨综合执

法中队负责人。负责对辖区内城乡规划、城乡建设实施情况进行

执法监察。未严格履行日常执法监察职责，对辖区内新密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监察不到位，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直接

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

之规定，建议由新密市纪委监委给予其警告处分。

4.郭 XX，中共党员，原新密市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合并至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后尚未重新任命）。负责城市管理执

法大队日常管理等工作。疏于管理，对刘寨综合执法中队未严格

履行日常执法监察职责以及该中队存在的对辖区内新密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监察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鉴于该同志在调查期间能够积极配合调

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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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和第十九条之规定，建议由新密市纪委监委对其进行诫勉。

5.张 XX，中共党员，新密市生活污水与生活垃圾治理领导

小组副组长，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局长，主持该局全面工作。疏于

管理，对该局存在的未严格实施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全

过程监管工作的问题失察，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鉴于该同志在调查期间能够配合调查，并愿意承担责任，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十七条和第

十九条之规定，建议由新密市纪委监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6.新密市城市管理局，负有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工作等

职责，负责牵头统筹整个新密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实施，

做好项目建设的指导、监管、协调、验收和绩效考核等组织协调

工作。违反“三管三必须”的原则，未严格实施工程项目全过程

监管工作，对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工程参建单位在工程

实施过程中不落实主体责任、工程管理人员严重缺位、安全管理

严重缺失、边设计边施工以及违规施工等问题失察、失管。建议

责成其向新密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7.新密市政府督促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履行工程管理职责不

到位，建议责成其向郑州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落实项目参建各方主体责任

工程项目参建各方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着力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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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持续完善安全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原环保新密水务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增强

事业心、责任感，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及时督促施工单位严

格按照国家规范和工程要求施工。要依照建筑施工有关法律法

规，及时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及安全监督手续，履行施工项目

安全管理首要责任。要加强对工程建设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加

强对参建各方的履约管理，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切实履行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对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的管理，加大对施工过程的管控，严格执行《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查处施工单位施工组织混乱、

安全管理缺失的施工行为。应及时严格落实执行新密市政府相关

文件，及时严格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开展工作。建设项目应先

设计再施工，做好建设项目风险辨识和预防控制措施。要建立健

全以风险辨识管控为基础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制定符合企业实

际的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完善隐患排查、治理、记录、通报、报

告等重点环节的程序、方法和标准，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

内容和频次，并将责任逐一分解落实，推动全员参与自主排查隐

患，尤其要强化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场所、环节、部位的隐患排查。

郑州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施工单位，要加强施工

现场的管理工作，严格落实施工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坚决杜绝

盲目施工、冒险施工等情况的发生，决不能以牺牲作业工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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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价来赚取“带血”的利润。要从项目涉及农户群众广、现场

施工条件复杂、现场多点同时作业、现场作业人员专业能力普遍

偏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创新安全管理手段，有效落实各项管理制

度，确保管理人员到岗到位，加大对现场作业队伍检查力度和安

全教育培训频次，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效能。要加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安全生产管理，做到安全责任、安全管理、安全投入、安

全培训、应急救援“五到位”。要健全和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组织管理，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

范和方案施工。要加强施工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

训，切实执行安全技术交底制度，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应与

全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应为全部作业人员购买

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应按法规和管理制度做好施工日志、安全

日志记录和安全检查等工作。要加强法规和建筑施工相关标准的

学习培训及考核，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住建部 37 号令）及《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建质办 31 号文）规定做好危大工程

施工管理。要切实做好施工准备工作，杜绝无施工图纸、无安全

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无管理人员现场指导和盯控的施工现象。

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监理单位，要确保

监理组织健全，确保监理人员到位、履职，严格执行监理规范、

监理细则以及专项施工方案等要求，严格落实巡视检查和旁站监

理等规定，切实替建设单位把好质量关、安全关。要树立合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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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意识，做好项目“三控、三管、一协调”工作，落实好人员变

更审查与备案制度、监理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工地监理例会及专

题会议制度、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审查

论证制度，履行好监理职责。要按法规要求，严格落实执行安全

监理责任制，及时查处违规违章施工，加强巡查和旁站等安全监

理措施，及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要加强法规和建筑

施工相关标准的学习培训及考核，加强对施工单位实际的组织机

构和安全管理人员到岗情况的检查，严格审核施工单位项目管理

人员资格。及时巡查发现施工单位违规违章施工作业行为。严格

执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加强危大工

程的施工监理。认真做好监理日志，严格执行安全监理检查制度。

（二）加强安全隐患治理，全面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项目参建各方要以全省正在全力推进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和郑州市开展的冬季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督促项目在后续

施工中要健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组织机构，明确各岗位职责，完

善风险辨识管控，深化隐患排查治理。要按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工作要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

技术标准要求，坚决把风险分级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

治理挺在事故前面，进一步检查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检

查责任，对排查出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要建立问题清单、责

任清单，倒排时间表，切实整改到位，确保做到“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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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治理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三）落实安全监管制度，切实有效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作为一项具有普惠性的民生工程，新密市城市管理局要树立

为民干实事、办好事、做成事的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责任担当意

识，主动落实好各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坚决将行业管理职

责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放在心上。一是要对照建设各方安全责

任清单检查各方责任是否落实；二是要运用实名制系统等信息手

段检查各方管理人员是否到位；三是要对比《施工安全日志》、

《监理安全日志》、《会议纪要》及安全隐患台账和现场实际隐患

情况，检查各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是否到位；四是要结合现场询

问工人和抽查记录与图片影像资料等，检查工人安全培训是否到

位。要重点检查诸如深基坑（沟槽）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管控是否到位，对检查发现的重大隐患建立动态台账，限期整

改，专人督办。

新密市政府和新密市城市管理局要统筹好项目的实施，切实

组织好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协调等工作。要深刻学习领会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要义和实质，进一步

织密扎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坚决防范遏制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把中央决策和习近

平总书记指示以及河南省、郑州市领导的要求落到实处，下大力

把党和政府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管理好、建设好，切实增强安

全生产红线意识，落实党的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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