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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地
“2022.3.15”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地

“2022.3.15”坍塌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3 月 15 日 9 时 5 分左右，滁州经开区安徽宇阳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滁州大道与芜湖路交叉口东南侧年

产 5000 亿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项目建设工地发生一起在

建雨水管沟坍塌事故，致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许继伟、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劲、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邓继

敢分别作出批示，要求迅速查明原因，妥善处理，严肃问责，

举一反三做好生产安全工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 号）和《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 232 号）第 18 条、第 19 条规定，滁州市人民

政府授权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

位，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建局、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为

成员单位组成的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地

“2022.3.15”坍塌事故调查组（下设综合组、技术组、管

理组、应急处置评估组）（签名名单附后），并邀请市纪委

监委派员参加。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

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在有关部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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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实地勘察、调查取证、查阅资料、询问

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及直接

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处理建议和事

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形成了《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

设工地“2022.3.15”坍塌事故调查报告》及《应急处置评

估报告》、《技术报告》、《管理报告》。现将事故调查情

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相关情况

（一）工程概况

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亿片片式多层陶

瓷电容项目（立项批准文号：2019-341160-39-03-027538）

位于滁州市芜湖路与滁州大道交叉口东北侧，一期计划建设

1#生产厂房、2#宿舍、3#宿舍、4#配电及动力楼、5#设备及

固废仓库、6#电镀及纯水车间、7#危险化学品库、8#危险废

弃物库、9#甲类库房，以及室外围墙、一期道路亮化给排水

等配套设施。批复总建筑面积 65851.73 平方米（计容面积

79900.91 平方米）。

2020 年 11 月 12 日，项目工程奠基；2021 年 3 月 18 日，

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取得了该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合同工期为 2020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

直至 2022 年 3 月均处于在建阶段。目前，项目土建已进入

收尾阶段，主要工程为室外道路、排水和室内安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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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单位和个人情况

1.建设单位

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阳公司”）

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隶属于安徽金宇阳电子科技有

限 公 司 ，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1100MA2U683F44(1-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安徽省滁州市滁州大道

与芜湖路交叉口东南侧，法定代表人：庄某新，注册资本：

贰亿圆整。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

电子陶瓷材料、计算机及零配件、通信设备、光电一体化产

品、机电产品、仪器仪表的生产、研发、咨询、组装及销售；

经营自产产品及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房屋租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和

限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成立了安宇新工厂基本建设工

作组，组长为庄某新，副组长为韩某翔，成员有陆某广、杨

某等 5 人。工作组分工情况：组长负责安宇新工厂基本建设

工作的整体指导，副组长负责安宇新工厂基本建设项目的管

理工作。

2、施工单位

宁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成立

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 公司统 一社会 信用代 码：



4

91640521083513126B，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

独资），住所：中宁县石空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孙某民，

注册资本：捌佰万圆整。经营范围：建筑按工程施工（凭资

质许可证的范围和期限经营）、市政施工、土木工程建筑、

水利工程建筑、机电工程、防腐工程、防水工程、钢结构安

装、维修；机械设备制作、加工、安装、维修、租赁、销售；

建筑材料、建筑装潢材料销售。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资质。证书编号：D364009247，有效期：至 2021 年 06 月

02 日（宁夏自治区住建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延续

有关事项的通知》（宁建（建）发〔2021〕68 号）规定资质

证书统一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 月 10 日，天元公司成立了安徽宇阳年产 5000

亿片片式陶瓷电容器项目部（以下简称“天元项目部”）。

公司任命秦某斌担任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号：宁

11418200XXXX，项目负责人证号：宁建安 B（2021）000XXXX），

谢某杰任技术负责人（证号：1008XXX），戴某、任某强、

陆某保任安全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号分别为：宁建安 C

（2019）0001XXX、宁建安 C（2016）0000XXX、宁建安 C（2016）

0000XXX）。另有质量员沈某慧、王某斌；施工员张某、李

某生、张某勋、王某宁、陈某禄、张某任；材料员胡某，资

料员莫某莹。

2020 年 11 月 12 日项目奠基，2021 年 1 月 15 日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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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开始施工。

3、监理单位

安徽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公司）

成 立 于 2000 年 9 月 20 日 ，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134000072331452C，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山湖

路 567 号，法定代表人：陈某君，注册资本：壹仟壹佰万圆

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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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 年 7 月 29 日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工程

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234000165，资质等级：水利水

电工程监理乙级、公路工程监理乙级、通信工程监理乙级、

电力工程监理乙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机电安装工程

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有效期：至 2024 年 07 月 18

日。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以建科监[2020]84 号文件成

立了安徽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亿片片式多层

陶瓷电容项目监理部，该部实行项目总监负责制，任命黄某

银（注册号：34008366，有效期至 2022 年 06 月 02 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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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监，项目部由总监代表陈某荣（证书编号：皖监师

202000935）、专业监理工程师鲍某林（证书编号：皖监员

201902652）、监理员岳某红（证书编号：皖监员 201902707）、

杨某超（证书编号：皖监员 201902702）等人组成。

2021 年 6 月 30 日，监理部将岳某红调整为专业监理工

程师（证书编号：皖监师 20210XXXX），增加监理员朱某文

（证书编号：皖监员 20210XXXX）、张某（证书编号：皖监

员 20190XXXX），鲍某林、杨某超离开监理部。

4、合同签订情况

（1）施工合同

2020 年 9 月 29 日，宇阳公司采取邀请招标的形式邀请

13 家企业参与投标。2020 年 10 月 20 日，经专家评标，确

认中标单位为宁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2020 年 11 月 10 日，

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TYJZ-XY-WB-202011001A）

及《补充协议》（TYJZ-XY-WB-202105001A），合同暂估总

价 83747561.00 元，最终按实际完成验收工程量结算；计划

开工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计划竣工日期：2021 年 9

月 14 日；承包人项目经理：秦某斌。

后期，宇阳公司与天元公司签订了《三方安全管理协

议》，明确了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各自的安全责任。

（2）监理合同

2020 年 12 月，宇阳公司对该项目监理单位进行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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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中标。宇阳公司与建科公司签

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GF-2012——0202），签约酬

金：暂估价 563321.86 元，结算酬金=实际建筑面积*中标单

价，合同签约单价为：8.5 元/m²；监理期限：计划 2020 年

11 月 30 日始，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止，合同工期共计为

330 日历天。总监理工程师：黄某银。

(三)事发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宇阳公司项目工地 2#宿舍楼与 3#宿舍楼中

间通道的东侧雨水管沟（图 1 所示红点位置）。管沟深度约

2.6 米，宽约 1.5 米，沟壁垂直，未放坡且堆土紧邻沟壁东

侧（图 2 所示）。事发时，死者站在管沟内已下放的水泥涵

管上，被管沟东侧坍塌的泥土冲击绊倒，跌落至雨水管西侧

（图 3 红色箭头所指处可见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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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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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死亡人员情况

王某源，男 汉族，57 岁，天元公司临时聘用人员，家

庭住址：安徽省来安县水口镇甲埂村 XX 组 XX 号，身份证号

码：3423221965XXXXXXXX，现场作业时站在管沟内水泥涵管

上配合测量员测量管沟深度时，不慎被坍塌的土方冲击绊

倒，导致头部磕碰在水泥涵管上身亡。

（五）天气情况

经查，3 月 15 日当天，滁州市区天气晴，东南风转东风

3-4 级，最高气温 24 摄氏度。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3 月 12 日，天元公司开始在 2#宿舍楼与 3#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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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东侧进行雨水管沟施工（管沟总长 120 米左右，至事故发

生前已施工约 70 米，剩余约 50 米）。现场四个人分工如下：

测量员白某民负责测量雨水管沟深度、宽度以及水泥涵管下

放沟内后的管顶高度，挖掘机驾驶员李某奎负责驾驶挖掘机

挖沟和下放水泥涵管；王某源（死者）负责放、扶标尺协助

白某民测量；王某哲负责给白某民递测量工具和帮忙挖掘机

司机吊装、下放水泥涵管。施工顺序：白某民先测量划线后

由李某奎驾驶挖掘机开挖管沟, 所挖掘的废土堆在沟壁东

侧；雨水管沟开挖达到宽度、深度标准后，王某哲协助吊装、

下放雨水涵管；水泥涵管下放后经白某民和王某源配合测量

无误后随即安装到位，安装完成后挖掘机回填堆土。

3 月 15 日早晨 7 时左右，管沟施工作业人员开始施工，

此时，挖掘机李某奎一直采取一次垂直开挖方式开挖管沟。

至 9 时许，已经安装了五六节水泥涵管（约 20 米）。9 时 5

分左右，在紧接着的一节水泥涵管下放到管沟后，王某源站

在此节水泥涵管上手扶标尺，等待白某民走至距离标尺约 20

米远的测量仪器处，两人配合测量水泥涵管的下放深度。在

白某民走到测量仪器处，抓住仪器准备测量时，管沟东侧沟

壁突然塌方，王某源不慎被坍塌的土方绊倒，导致人跌落至

管沟内（整个人在雨水涵管西侧），头部磕碰在水泥涵管。

随后，白某民和李某奎立即跑到王某源跌落处进入管沟，将

压在王某源头部的土块搬走，并用身体顶住管沟两侧的土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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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其继续塌方，同时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声后赶来的工人

随即将白某民、李某奎顶住的土块搬走，随后将王某源从管

沟里面抬了出来平放在地面上。此时王某源口腔、耳朵里面

均有血，呼吸正常但不能说话。

三、事故应急响应和救援情况

上午 9 时 5 分左右，事故发生后，听到呼救声赶到事故

发生点的工人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9 时 10 分左右，项目经理秦某斌接到先期赶到现场的项

目部技术负责人谢某杰的电话后，也赶到事故现场。

9 时 35 分左右，120 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王某源送

往皖东人民医院。秦某斌安排项目部现场负责人王某焕、会

计周某明和一名库管员一起前往皖东人民医院。

9 时 50 分左右，秦某斌电话向宇阳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

韩某翔报告说工地上有人受伤。

10 时 30 分左右，周某明电话告知秦某斌，伤者王某源

伤情较重，情况不太好，随即秦某斌赶往医院。

10 时 40 分，秦某斌打电话给韩某翔说伤者伤势较重，

已送至抢救室。韩某翔随即向宇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庄某新报

告了该情况。

11 时左右，王某源经抢救无效死亡。伤者死亡后，周某

明、死者家属均报警。

11 时 13 分，秦某斌向韩某翔报告了伤者已死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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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某翔立即向宇阳公司法人庄某新报告了事故情况，庄某新

要求韩某翔立即赶到现场配合施工单位做好善后处理和安

抚家属工作，同时要求公司财务准备 380 万工程款拨付给施

工单位，用于善后处理。

11 时 26 分，韩某翔短信告知秦某斌，要求其按照应急

预案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11 时 28 分，韩某翔短信告知项目总监黄某银事故情况。

随后，秦某斌联系当时已经离职的执行经理李某江（由

于是本地人，与政府对接事宜一直由其负责）由其向经开区

建设局报告事故情况。12 时 16 分，李某江向经开区建设局

质安站何某鸣报告事故情况，说宇阳工地出事了，人员正在

抢救。

下午 15 时左右，滁州经开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经开区公

安分局通知，得知此次事故的发生，并通报给经开区建设局。

接到通知后，经开区应急管理局派人进行现场核查。经现场

核查确认后，就电话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信息。17 时

50 分，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书面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情

况。

15 时左右，经开区建设局从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得知宇阳

工地伤者已经死亡，随后经开区建设局副局长左某勤和何某

鸣赶往事故现场查看情况，指导善后工作。

16 时 30 分左右，何某鸣电话向市住建局质安科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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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情况，并于次日上午以正式纸质报告报至市住建局质安

科。

3 月 16 日上午，宁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

赔偿协议；3 月 17 日上午，死者遗体火化。

从本次应急处置过程看，天元公司项目部应急救援和处

置科学有序，未发生次生事故，但存在事故信息报告责任人

不明确，事故信息报告流程、报告对象、报告内容不清楚的

问题。

事故发生后，整体舆情平稳，未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

社会秩序总体稳定。

四、事故损失情况

此次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00 余万元。

五、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天元公司未按照制定的《雨污排水沟开挖施工方案》

进行施工。按照已制定的《雨污排水沟开挖施工方案》，在

施工过程中要采用两级开挖的方式，放坡、支护，但实际施

工时未放坡、未支护，同时堆土距离管沟过近。

2、死者王某源安全意识淡薄，在未观察管沟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下沟底冒险作业，被坍塌的土方绊倒，

导致头部磕碰在水泥涵管上致其死亡。

（二）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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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元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法制意识

不强，在前期建设方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进场施

工；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项目部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雨污排水管沟施工

过程中存在的隐患；职工安全教育不到位，安全、技术交底

不到位，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现场安全管理严重缺失，未及

时发现和制止施工人员不按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的不安全行

为，同时现场无安全管理人员监管。

2、建科公司，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前期建设项目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违法建设、施工的行为不制止，不向主管

部门报告；未认真审核施工方案并督促施工方严格落实；未

督促施工方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及时有效制止施工方的不安

全施工行为。

3、宇阳公司，未能认真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在项目前期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建设，对项目监

理方和施工方的安全管理统一协调不到位。

4、经开区建设局，对辖区内企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违

法建设的行为排查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追究责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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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源，安全意识淡薄，冒险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王某焕，男，35 岁，身份证号码：6229231986XXXXXXXX，

宁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亿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建设项目部现场负责人，未履

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施工现场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

治理不力，安全隐患长期存在，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管理责

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

第三款和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对

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玖万贰仟元壹角伍分（92000.15 元）的

30%罚款，计贰万柒仟陆佰零元整（27600 元）。

2、秦某斌，男，34 岁，身份证号码：6403221987XXXXXXXX，

宁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亿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建设项目部经理，项目部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在建设方

前期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进场施工；对施工现场

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力，安全隐患长期存在；职工教

育培训考核不到位，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

负主要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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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

规定，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玖万捌仟壹佰零贰元柒角叁

分（98102.73 元）的 30%罚款，计贰万玖仟肆佰叁拾壹元整

（29431 元），并由住建部门对其执业资格证依法依规处理。

3、孙某民，男，58 岁，身份证号码：4111021964XXXXXXXX，

宁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项目部安全生产工

作疏于督促、检查，对事故的发生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以上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

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壹

拾壹万壹仟肆佰柒拾肆元玖角柒分（111474.97 元）的 40%

罚款，计肆万肆仟伍佰玖拾元整（44590 元）。

4、黄某银，男，40 岁，身份证号码：3411031982XXXXXXXX，

安徽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年产 5000 亿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建设项目监理机构总监

理工程师，未能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对建设项目前期未取得

施工许可证违法建设、施工的行为不制止，不向主管部门报

告；未能认真审核施工方案，有效督促施工方加强现场安全

管理，及时发现和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事故的

发生应负主要监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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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第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三十二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

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原国家

安监总局第 15 号令，第 77 号令修订）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之规定，建议给予其警告并处玖仟元（9000 元）罚款。

5、陈嫣君，女，41 岁，身份证号码：3410221981XXXXXXXX，

安徽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能严格履行法

定的监理职责，对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亿

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建设项目监理部监理生产工作疏于

督促、检查，对事故的发生应负重要监理责任。以上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和第二十一条第

（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十二条、《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

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壹拾壹万贰仟肆佰伍拾壹元玖角

肆分（112451.94 元）的 40%罚款，计肆万肆仟玖佰捌拾壹

元整（44981 元）。

6、韩某翔，男，39 岁，身份证号码：3411021983XXXXXXXX，

安徽金宇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安徽宇阳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亿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建设项目现场

负责人，前期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违法建设，对项目的安

全生产工作疏于督促、检查，对事故的发生应负重要管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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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

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对其处上

一年年收入壹拾贰万贰仟肆佰元整（122400 元）的 30%罚款，

计叁万陆仟柒佰贰拾元整（36720 元）。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宁夏天元建筑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法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在建设方前期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施工；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项目部安全生产工作监督检查不

力；项目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日常安全检查

和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安全教育

培训缺乏针对性，职工违规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

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建议对其处以伍拾万元（50 万元）的罚款。

2、安徽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未能严格履行工程

监理职责，对建设项目前期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违法建设、施

工行为不制止、不向主管部门报告；未能认真审核施工方案，

有效督促施工方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及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

的安全隐患，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以上行为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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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第 15 号令，第 77 号令修订）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

并处贰万玖仟元（2.9 万元）罚款。

3、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能认真履行法定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前期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违法建设，对项目

的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督促、检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管

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15 号，第 77 号令修改）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

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贰万玖仟元（2.9

万元）罚款。

（四）其他建议

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未汲取近年来属地建筑施

工事故多发的教训，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责任，对涉事建

设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违法建设、施工的行为失察，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行业管理责任。建议责令其向滁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并报市安委办。

八、防范措施及建议

此次事故教训极为深刻，为有效预防和遏制事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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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建议应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一）施工方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

开展建设活动；加大从业人员特别是外来员工的安全教育培

训工作力度，重点是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学习培训，增强

员工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杜绝“三违”行为；督促安

全管理人员，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加大现场隐患排查

治理力度，消除安全管理盲区和死角；加强安全、技术交底

工作，严格实施风险分级管控，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二）监理单位要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强制性

标准实施监理，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业主和施工单位违法

违规建设行为，要及时制止和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要严格

审查各项施工方案，并督促施工方严格落实；在监理过程中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并实行闭环管

理。

（三）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工

程建设程序，依法依规开展建设活动；要严格施工合同管理

和项目建设过程管理，确保建设项目安全运行；要督促参建

各方责任主体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防范生产安全事

故再次发生。

（四）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滁州经开区管委会要按照

《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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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履行行业和属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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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要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要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强化对工程建设全过程质量安

全监督检查，加大对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各项建设行

为的监督管理力度，确保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注：本公开版本已对相关隐私信息做处理）


	安徽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地“2022.3.15”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相关情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
	（四）其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