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市 11 月份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通报 

 
各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企业： 

为充分发挥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作用，督促有关单位深刻

汲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现就本市

2020 年 11 月份典型事故情况、往年典型案例及警示提示通

报如下： 

一、2020 年 11 月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2020 年 11 月份，全市共发生各类事故 32 起、死亡 36

人，其中，工矿商贸事故 10 起、死亡 12 人；道路运输事故

21 起、死亡 23 人；铁路交通事故 1 起、死亡 1 人。未发生

生产经营性火灾、特种设备、农业机械死亡事故。 

部分典型事故情况如下： 

（一）工矿商贸事故 

1.2020 年 11 月 1 日，在密云区的怀柔科学城东区环境

污染物识别与控制协同创新平台项目工地，北京天博信诚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 1名工人在清理物料时从高处坠落身亡。（建

设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总包单位：中航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北京中科国金工程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劳务分包单位：北京天博信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2020 年 11 月 1 日，在丰台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河西

支线二标段施工现场，北京吉隆轩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1名工

人在安装栏杆时从地面坠入加氯间井内（深约 7 米）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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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总包单位：

北京京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单位：北京吉隆轩装

饰有限责任公司） 

3.2020 年 11 月 1 日，在昌平区沙河镇百沙路南侧一在

建商业楼工地，江苏中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名工人在捆绑

钢筋时从楼上（高约 15 米）坠落身亡。（建设单位：北京中

海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江苏中益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劳务单位：常州市金坛金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2020 年 11 月 1 日，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六路与泰

河二街交叉口附近 X39 地块项目工地，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名工人作业时从高处（高约 8米）坠下，经抢

救无效死亡。（建设单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与

建设服务中心；施工单位：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

务单位：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020 年 11 月 4 日，在石景山区石景山游乐园内，山

东益通安装有限公司 1 名工人在“叠式过山车”项目作业过程

中不慎坠落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建设单位：北京石景

山游乐园有限公司；总包单位：山东益通安装有限公司） 

6.2020 年 11 月 15 日，在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村乐城医

养结合项目工地，一吊车在进行塔吊拆除作业时，因支撑腿

未规范设置发生倾倒，砸中一辆平板拖车，造成 1 名拖车司

机死亡，拖车内 2 名乘员受伤。（建设单位：北京京城恭和

家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包单位：上海堡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塔吊拆装单位：北京兴华佳业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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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0 年 11 月 28 日，在顺义区赵全营镇的 1#商务办

公楼等12项项目工地，3号楼10层北侧卸料平台发生侧翻，

造成 3 人死亡。（建设单位：北京华垣盛兴置业有限公司；

总包单位：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劳务分包

单位：重庆市圣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北京市顺

金盛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液化石油气爆燃事故 

1.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怀柔区南华园一区 183 号一村

民自建房内发生闪爆，现场无过火面积，造成房屋受损和 1

名租户烧伤，无生命危险。 

2.2020 年 11 月 25 日，在门头沟区雁翅镇的北京雁翅海

涛餐厅内，一液化石油气罐发生泄漏并引发爆炸，导致饭馆

房屋坍塌，造成 2 人被困，经救治无生命危险。 

（三）施工破坏管线事故 

1.2020 年 11 月 3 日，在房山区长阳镇京良路与京广铁

路交叉处西南角，当事人杨某显在进行电线穿管施工作业过

程中，将一 DN300 供水管线挖漏，影响周边 3000 余户居民

用水。 

2.2020年 11月 19日，在丰台区南顶路与榴乡路交叉口，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进行污水管线

修复施工时，将一 DN300 热力直埋管线挖漏，影响周边 3500

余户用户供暖。 

3.2020年 11月 21日，在房山区昊天大街华冠超市门前，

北京众合顺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进行排污管线施工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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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E200 中压燃气管线挖漏，影响 1842 户居民用气。 

4.2020 年 11 月 26 日，在通州区颐瑞东路新城乐居小区

北侧，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时将一 DN400 自来水管线

挖漏，影响 1700 余户居民用水。 

（四）道路运输事故 

2020年 11月 13日，在顺平南线大孙各庄镇顾家庄路段，

一辆津牌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时越过道路中线，与一辆京牌

大货车迎面相撞，造成 2 人死亡，1 人受伤。 

二、往年事故案例回顾 

（一）北京中兴建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11·14”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 

事故简况：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海淀区苏家坨镇稻香

湖路东侧，北京中兴建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名工人在安装

管道时被管道砸伤，事故造成 1死 1 伤。直接原因：施工人

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安全技术交底有关规定，在管道点焊

牢固前冒险拆除手拉葫芦，用 2 个吊架承担管道全部重量，

致使管道因吊架脱落发生坠落，造成事故。责任追究：区安

全监管部门分别给予北京中兴建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中冶

天工集团有限公司共计 41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北京北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11·6”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 

事故简况：2019 年 11 月 6 日，在丰台区小屯西路 299

号院南侧大瓦窑消防站工地，北京北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

名工人在清理垃圾作业过程中坠落身亡。直接原因：工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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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识淡薄，未正确佩戴安全帽，个人安全知识缺乏。责任

追究：事故调查组建议公安机关对现场带班人员依法对其刑

事立案侦查；区住建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对北京北开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记 1分；区应急部门分别给予北京北开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及公司主要负责人共计 24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事故警示提示 

11 月以来，建筑施工领域事故频发，城市运行领域施工

破坏管线、液化石油气爆燃、一氧化碳中毒等事故高发。时

隔 11 个月后我市再次发生较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

观。根据近期和往年同期事故情况,作出以下事故警示提示: 

（一）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近期建筑施工领域高处坠落事故多发,涉事相关建设、

总包、监理单位多为国有企业。11 月份建筑业发生 1 起死亡

3 人的较大事故，暴露出有关单位现场管理混乱、安全管理

人员配备不足、危大工程管理存在漏洞等严重问题。建筑施

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

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堵塞安全漏

洞，加强对建筑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

体责任，督促下属单位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强化安全管

理、加强安全教育，坚决遏制事故发生。 

（二）切实做好施工过程中地下管线的保护工作 

施工现场有关单位要提高地下管线安全保护意识,在施

工开始前及时掌握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地下管线相关资

料,会同施工单位与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共同制定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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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签订安全监护协议;施工单位要认真开展施工人员安全生

产培训教育,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规范

施工现场交底工作,严格按照安全保护方案进行施工,发现

地下管线情况异常应立即停止施工作业；地下管线权属单位

应及时提供管线资料、加强巡查工作。 

（三）严防冬季一氧化碳中毒 

冬季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期，随着近期本市温度持续

下降、燃煤燃气用量逐步增多，一氧化碳中毒风险进一步加

大。餐饮单位要定期对燃气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维护，按照燃

气使用规定正确安装一氧化碳报警装置，确保餐饮场所通风

设备完好有效，切实消除燃气泄漏风险；可移动小型油气发

电设备、燃煤小锅炉禁止在人员生活、办公的场所使用，燃

气采暖设备要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维修，不得自行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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