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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
“3·27”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3 月 27 日 18 时左右，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

站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22 万元。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高度重视，区政府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

领导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指导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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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曲靖市

沾益区人民政府成立了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3·27”事

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

区纪委监委、区商务局、市公安局沾益分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区总工会等单位组成，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区政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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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

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

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查清了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

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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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以下简称再生资源回收站），

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328MA6L2BGJ58，

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望

城坡（原轻工机械场内）。经营者：邓朝应；注册日期：2017

年 09 月 26 日；经营范围：废旧金属（不含贵金属）回收、分捡、

破碎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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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03 日取得《特种行业备案书》（沾公

特备（废旧）字【2020】第 011号），发证机构为曲靖市公安局

沾益分局。再生资源回收站现有从业人员 14人。2022 年 3 月 27

日有 8 人在厂内进行生产作业，事发时处于生产状态。

（二）事故单位生产工艺及岗位人员配置情况

1.生产工艺：再生资源回收站从各地垃圾发电厂采购原料后，

对原料中的铁进行粉碎、打磨后再出售给相关的钢铁厂使用。再

生资源回收站共设置两条生产线，老生产线于 2017年 10月建造，

新生产线于 2022 年 2 月份建造。主要操作工序为装载机将原料

铲至料仓，料仓中的原料由皮带输送机输送至破碎机，破碎后的

碎料经磁选皮带滚筒除铁后分两路：一路为不含铁的废料经皮带

输送机输送至尾料堆放处；一路为粉碎的铁料经皮带输送机进入

振动筛进行筛分。振动筛按筛分后符合粒径要求的碎铁料经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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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机输送至磨机内打磨，打磨后经皮带输送机输送至出料口，

经人工将掺杂的塑料袋等清理后成为最终产品出售给客户，振动

筛筛分下的粉料及其他杂质输送至尾料皮带，与前端工序的尾料

一并输送至尾料堆放处，送回垃圾发电厂处理。具体工艺流程图

如下：

2.岗位人员配置情况：每条生产线设置破碎机岗位（2 人，

其中 1 人操作破碎机，另 1 人负责扒料）、振动筛和磨机操作岗

位 1 人、出料口挑拣岗位设置 2-3 人；老破碎机生产线刘保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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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操作破碎机，曹映辉负责在老破碎机原料进口皮带上扒料；新

破碎机生产线谢谷方负责操作破碎机，张光柱负责在新破碎机原

料进口皮带上扒料。

3.3 月 27 日生产及人员情况：破碎机两条生产线上共有 8 人

上班，3 月 27 日上午两条生产线运转正常，上午 10 时 30 分左

右，老破碎机因被铁块卡住，公司决定安排机修人员对老破碎机

进行检修，新破碎机正常运行。因检修人手不足，公司将在新破

碎机上负责扒料的张光柱调到老破碎机配合检修工作，将原本在

老破碎机扒料的曹映辉临时调至新破碎机负责扒料工作，与死者

谢谷方在同一岗位。

（三）事发设备相关情况

事发设备位于再生资源回收站生产区域新破碎机，设备名称：

锤式破碎机，当转子高速旋转时，锤头在离心力作用下击碎物料。

转动轴靠两端轴承支承，轴承座分别安装在箱体的两侧，并用螺

栓与之固定。篦条以转子轴为中心分别排列在篦条架上，篦条架

由螺栓固定在箱体上。箱体下部装有带两个偏心轮的通轴。转动

机器两侧的手柄，使偏心轮转一个角度，便可将篦条架托起或降

下，从而可调节锤头与篦条间的间隙，也就可得到所需要的产品

粒度。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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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27日下午 18时左右。

（二）事故地点

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新破碎机内 。

（三）事故经过及现场处置过程

2022 年 3 月 27 日，再生资源回收站正常生产，上午 10 时

30分左右老破碎机因卡料停机检修，新破碎机正常运行。17 时

40 分左右，负责在新破碎机上扒料的曹映辉去上厕所，谢谷方

在破碎机操作岗位上继续工作。

17 时 45分左右，曹映辉上完厕所回来，发现原料进料皮带

和破碎机停止运行，但破碎机后段皮带正在运转，破碎机操作岗

位下皮带端部悬挂“运行中”警示牌；与此同时，在新破碎机生

产线磨机出料口挑拣垃圾的浦粉仙发现皮带上无产品出来，遂从

出料口处绕到破碎机处查询原因，在此过程中浦粉仙看到曹映辉

站在破碎机操作台上，随后浦粉仙走到破碎机处看见破碎机人孔

打开，破碎机无声音，便朝人孔处问谢谷方为何皮带上无产品，

谢谷方在破碎机内回应到“破碎机内部有铁块，需处理”，随即

从人孔处将堵塞的铁块和手机递给浦粉仙，接着谢谷方又让浦粉

仙将手机递给他，谢谷方想借用手机电筒查看是否还有其他铁块，

此过程中曹映辉未对同岗位破碎机操作人员谢谷方进行确认，看

到“运行中”警示牌后打算重新开启破碎机，因不会操作破碎机，

随即找到老破碎机操作工刘保方来开新破碎机，刘保方看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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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的“运行中”警示牌以及设备状态后，于 18 时 02分左右按

下破碎机启动按钮，浦粉仙听到破碎机突然运转，立即跑到皮带

下面朝操作台大喊：“赶紧关机，谢谷方还在里面，赶紧把机器

停了！”，随即破碎机就停止运行。

18 时 05分左右，邓朝虎、邓朝应听到刘保方说出事后，立

即跑到现场将电源切断，从破碎机人孔处只看见谢谷方的一只肩

膀和一只脚，于是安排人员将破碎机拆开，因谢谷方被破碎机内

部旋转结构卡住，无法进行施救。

18 时 12分，邓朝应拨打 110报警电话。

18 时 15分，邓朝应拨打 120 急救电话。

18 时 33分，邓朝应拨打 119消防救援电话。

18 时 34分，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西平派出所赶到现场。

18 时 36分，120急救车赶到现场。

18 时 48分，119消防救援车赶到现场，对人员进行救援。

18 时 52分，119消防救援人员向沾益区政府总值班室报告，

曲靖市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发生一起事故，一名人员被

卡在机器内，目前正在商量解救方案。沾益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立即通知沾益区应急管理局局长严光晏。严光晏接报后立即向政

府分管领导报告，政府分管领导接到报告立即组织区应急、街道、

公安等部门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工作。

截至 19 时左右，市公安局沾益分局、区应急管理局、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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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党工委等部门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0 时 11分消防人员将谢谷方从破碎机内抬出，头颅重性损

毁，颅骨粉碎性骨折，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

20时 18分经 120救护人员检查，确认谢谷方已无生命体征。

根据曲靖市沾益区人民医院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死者谢谷方，死亡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27 日，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

（四）善后工作情况

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于 2022年 4月 8日在龙华街道

调委会驻龙华派出所人民调解室主持下，与死者谢谷方家属签订

《人民调解协议书》，就死亡赔偿达成协议，处置及善后工作基

本完成。

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曲靖市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3·27”事故导致 1

人死亡。死者：谢谷方，男，汉族，1982 年 4 月 2 日生，户籍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竹基镇竹基社区居民委员会淑基村

300 号，身份证号码：530324****4，事发前在新破碎机岗位从

事破碎机操作。

（二）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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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22 万元。

四、事故性质认定

事故调查组认定，曲靖市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

“3·27”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类别为机械伤害

事故。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

（一）事故的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笔录取证和调取相关资料，认定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死者谢谷方在操作过程中未严格按照破碎机

安全操作规程“破碎机在运转时被余料卡死，破碎员必须立即关

掉总电源，并待破碎刀停止运转，在总电源处挂上明显警示标识

后才能清理，要严格防止他人失误开机”的要求进行正确操作。

事发时在破碎机被铁块卡死的状态下，谢谷方未按操作规程关掉

总电源并将“运行中”警示标识更换为“检修中”警示标识，在

未对同岗位作业人员进行交底、无人监护的条件下进入破碎机内

部清理铁块，导致刘保方误开机将设备启动，瞬间将谢谷方卷入

破碎机，造成事故发生。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的要求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主要负责人及相

关管理人员对自己的法定职责履行不到位，未建立破碎机岗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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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责任制，岗位操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未严格落实岗位安

全责任，未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企业对有限空间的管理处于缺失状态。企业未参照《工贸

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 号》等规定的要求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制度、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等管理制度，

未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并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未对

有限空间进行特殊作业票证管理，破碎腔周围未悬挂有限空间警

示标识，未对监护者进行培训等从而导致违章操作。

3.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力。未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定期组织公司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企业未制定相关检查表，安全检查流于形式，未按要求建立企业

隐患整改台账。

4.企业风险辨识不到位。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条的规定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未根据《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建立《安

全生产风险分级管理控制制度》；未对进入破碎机的操作和检维

修风险进行辨识并组织员工学习，未严格落实作业安全交底。

5.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走过场，

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安

全操作规程未组织培训；死者在上岗前，再生资源回收站未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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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机可能会发生机械伤害的风险和防范措施告知死者、未对照设

备技术说明书内容和操作规程对死者进行教育培训。

6.企业“反三违”工作开展不力。主要负责人及厂长、员工

不知道什么是“三违”，“反三违”检查、考核严重缺失。

六、事故责任划分

通过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

对本次事故责任划分如下：

（一）曲靖市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未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安全管理职责不清

晰；公司内部未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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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安全管

理现状混乱；公司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教育培训、生

产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岗位技能培训、检维修安全管理、

隐患排查治理、风险辨识和防范措施、反“三违”等工作流于形式、

走过场，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

（二）谢谷方（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破碎机操作员）

在作业过程中违规作业，未严格根据破碎机安全操作规程，在破

碎机卡料的情况下未按有限空间作业管理的相关规定私自进入

破碎腔内作业，未及时将“运行中”警示标识更换为“检修中”

警示标识，造成他人误操作从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 11—

（三）邓朝应（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主要负责人）

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主要负责人七项职责以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

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四项职责履行不到位，导致公司安全管理职

责不清、安全管理现状混乱，导致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

（四）邓朝虎（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厂长）作为公

司主抓生产的厂长，未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条的规定“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未及时有效的

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未组织员工开展风险辨识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安全教

育培训流于形式，导致岗位员工对本岗位风险不清楚，特殊作业

安全用口头交待，企业内部监管缺失，对本次事故负直接领导责

任。

（五）刘玉礼（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安全管理人员），

在开展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搞形式主义、走过场，

未有效帮助指导公司完善并落实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公司

现场风险隐患点不清楚，对公司生产现场管理不到位，设备检修

过程中未严格履行“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

操作规程的行为”的法定职责，对本次事故负管理责任。

七、处理建议

（一）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承担本次事故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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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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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罚款 45万元。

（二）谢谷方，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新破碎机操作

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公司《破碎机安全操作规程》，在监护

人员缺失、未切断总电源、未按要求挂检修标识的情况下，擅自

进入破碎腔内清除铁块，导致刘保方误操作，造成事故发生，对

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但因在事故中死亡，其责任不予追究。

（三）邓朝应，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经营者，未落

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职责，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建议

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四）邓朝虎，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厂长，未严格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管生产经营必须管

安全”的要求，未协助主要负责人建立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未按要求监督落实检维修作业等特殊作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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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玉礼，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安全管理人员

未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职

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

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八、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坚决杜绝类似

事故发生，提出如下建议措施。

（一）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系统性排查安全管理制度漏

洞和制度落地见效情况。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发生的安

全事故，充分暴露出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特别是安全生产责

任制、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反三违”、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等制度

存在漏洞，安全管理制度没有全面落实到各班组和每个岗位上。

全区再生资源回收单位和相关企业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进

一步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系统性排查安全管理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职责，全方位开展制度落

实情况自检自查工作，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安全管理制度，建立

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并

积极组织员工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二）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全面开展全员风险辨识防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此次事故的发生，究其根本是风险辨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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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风险防控措施流于形式，隐患治理浮于表面等问题造成，全

区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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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要依据本企业岗位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全员开展风险辨识，要求每个岗位、每

位职工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措施进行风险辨识并

提出防控措施，真正做到风险分级管控“全覆盖”；企业应制定

与企业岗位相符的各岗位安全检查表，根据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

期组织隐患排查，对所查出的隐患按照“五定”原则进行闭环管

理，坚决杜绝风险辨识、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形式主义，全面做

到每个岗位、每位职工对自身风险和应急处突措施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三）注重实效，全面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实用技能教育培训

工作。为全面提升企业职工群体性安全生产能力，全区再生资源

回收单位，要以实用性为主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以

本企业、本岗位风险分级管控为重点，进行专业培训、实用技能

培训、岗位操作规程培训、特种作业培训、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

治理能力培训、应急处突和逃生技能培训等培训活动，切实将培

训内容转化为实用技能，将风险分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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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有限空间作业、设备本质安全排查，不断提高企

业管理能力，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全区再生资源回收单位及

相关企业要参照《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

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59 号令）等规定的要求建

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有限空

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安全培

训教育制度等制度；同时对生产工艺涉及的主要设备进行全覆盖

排查，对达不到规范要求的，完善设备安全设施，消除“物的不

安全因素”。

（五）曲靖市沾益西平德顺再生资源回收站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按照以上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报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开展

整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