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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去年以来全省部分生产安全典型事故

追究问责情况的通报

各市、县（区、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始终保

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掉以轻心的思想，

深刻吸取各种典型事故教训，警示教育各级各部门坚持底线思

维，进一步推动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织密织牢党政领导责任

和部门监管责任体系，压紧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各

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事故发生。现将去年以来全

省部分生产安全典型事故追究问责情况通报如下：

轻工行业（共5起）

一、莱阳市鹏程食品厂“3·4”火灾事故

事故概况：2021年4月3日，莱阳鹏程食品厂雇佣无相关作业

资格人员非法动火作业，在安装锅炉燃油管道时发生火灾，造成

1人死亡，1人受伤。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企业雇佣无相

关作业资格人员非法动火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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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依法对谭格庄镇应急服务中心主任王永刚党内严重警告；谭格

庄镇副镇长张元昕党内警告；谭格庄镇镇长刘永涛政务警告；谭

格庄镇党委书记陈昊诫勉谈话；莱阳市市场监管局谭格庄市场监

管所工作片负责人刘建顺党内警告；莱阳市市场监管局谭格庄市

场监管所负责人辛江杰政务警告；莱阳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监

察科负责人李基晓政务警告；莱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徐世太诫勉谈话；莱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海军

诫勉谈话；莱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健批评教育；莱

阳市应急管理局工商贸科负责人邱桂平党内警告；莱阳市应急管

理局党委成员、副局长王治国政务警告；莱阳市应急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李海波批评教育。

二、烟台开发区烟台旭阳塑料有限公司“4·3”火灾事故

事故概况：2021年4月3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江路3号

烟台旭阳塑料有限公司2号厂房内所属创隆模塑公司的粉碎机因

电源线发生电气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事故，无人员伤

亡，直接经济损失约766.4万元。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粉碎机电源线

发生电气故障引发火灾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

对烟台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于海党

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烟台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滕亮政务记过；烟台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办事处主任王升玮警告；

烟台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福莱山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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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铭波政务记大过；烟台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福莱山综合执法

大队大队长于文明政务警告；烟台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副局

长杨国臣政务警告；烟台开发区建设交通局建筑业管理处原处长

邹永刚政务记过处分；烟台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党委书记孙文太诫

勉；烟台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闫永成诫勉；烟台开发区工

委委员刘增贵批评教育。

三、聊城茌平区菜屯镇武明军木皮加工厂“4·12”物体打

击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4 月 12 日，茌平区菜屯镇南海子村武明

军木皮加工厂因木皮成品堆垛结构不稳，发生倾倒，造成 1 人死

亡，1 人受伤。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安全管理不到

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茌平区菜屯镇原党

委委员、副镇长翟庆伟党内警告；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防

灾减灾工作科科长彭超党内警告；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

主任科员赫庆雷诫勉谈话；茌平区菜屯镇人民政府副科级干部田维

旺诫勉谈话；责令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侯振

华作出深刻检查；茌平区菜屯镇党委书记李泽汉作出深刻检查；

茌平区菜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左中原作出深刻检查。

四、青州市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24”中毒窒息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4 月 24 日，青州市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在清洗食品罐车时，作业工人违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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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罐作业，造成 2 人中毒窒息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违章

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青州经济开发区

工作人员、具体包靠企业干部梁强政务记过；青州经济开发区工

作人员、具体包靠企业干部李昆朋政务记过；青州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经贸发展局副局长史勇政务警告；青州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张义平政务警告；青州市应急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四级调研员岳继胜批评教育处理；青州市工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三级主任科员李世君批评教育；责令青州经济开发区常

务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刘文革作出书面检查。

五、阳信县金鹰皮革有限公司“7·18”中毒窒息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7 月 18 日，阳信县劳店镇陈楼工业园区

金鹰皮革有限公司在清理化料棚内北铬水回用池淤泥过程中，发

生中毒窒息事故，造成 2 人死亡、2 人受伤。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作业人员违章

作业、盲目施救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为瞒报事故。依规

依纪依法对阳信金鹰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书善追究刑事

责任；陈楼工贸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守华免职；劳店镇安监所

所长李吉林政务记过处分；劳店镇应急办副主任罗利盼诫勉谈

话；劳店镇镇长孙玉来批评教育；劳店镇党委书记柴新勇批评教

育。

建材行业（共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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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沂水县城投正达建材有限公司“1·27”物体打击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1 月 27 日，沂水县城投正达建材有限公

司机制砂项目工地，因污水罐罐体焊接接头不符合技术标准要

求，导致焊缝处在水的静压力下发生破裂，进而罐体倒塌，造成

1 人死亡，1 人受伤。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焊接接头不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导致焊缝处在水的静压力下发生破裂，进而罐体倒

塌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沂水县高庄镇副镇长武

玉军政务警告；沂水县国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业务主管张京阳政

务警告；高庄镇乡建办主任王列波诫勉谈话。

七、诸城市宏泽建材有限公司“3·18”物体打击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3 月 18 日，诸城市宏泽建材有限公司一

工人在吊起沙料传送带设备平移过程中，因吊装带磨损严重，吊

装带实际载荷能力下降，吊装过程不平稳，在吊装沙料传送带设

备过程中发生突然断裂，沙料传送带设备撞击站在吊装危险区域

内的作业指挥人员，经抢救无效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违章指挥、违章作

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诸城市密州街道办

事处聘任副主任、十里社区党委书记孙万红党内警告；诸城市密

州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玉亮政务记过；诸城市密州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大勇政务警告；诸城市密州街道党工委书记

方有海诫勉；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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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员邱世峰诫勉；潍坊市生态环境局诸城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四级调研员刘金明诫勉；诸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连富诫勉。

八、乐陵市山东龙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11·2”窒息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11 月 1 日，山东龙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违规组织清理 1#复合矿粉 B 仓底部及边角残存矿粉，作业人员

违章作业，导致上部矿粉失稳脱落将 2 名作业人员掩埋，造成 2

人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违章指挥、违

章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乐陵市胡家街

道办事处安监办主任康天意党内警告；乐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员

韩海洋党内警告处分；乐陵市应急管理局基础管理股负责人邵长凯

政务记过；乐陵市胡家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孙永

刚诫勉谈话；乐陵市胡家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

彦霞批评教育；乐陵市胡家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臧国振批评教

育；乐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剑诫勉谈话；乐

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殷宗泽批评教育；乐陵市应急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刚诫勉谈话；乐陵市应急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群立批评教育。

机械行业（共3起）

九、曲阜市宏达铸造机械厂“2.8”起重伤害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2 月 8 日，曲阜市宏达铸造机械厂吊装

作业时，因水泥制管机主梁和端梁焊接不牢固，支撑部位开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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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主梁整体掉落，将一工人砸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规作业导致的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曲阜市鲁城街道办事处安监

站副站长刘万亮党内严重警告；曲阜市鲁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颜

旭诫勉谈话。

十、日照经开区现代坦迪斯自动变速箱（山东）有限公司

“2·26”高处坠落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2 月 26 日，日照立世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一职工在现代坦迪斯自动变速箱（山东）有限公司一车间进行设

备拆除作业中，发生高处坠落，造成 1 人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无证违

规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日照经开区应

急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晓冬政务警告；经开区

应急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范兆良政务警告；经开区

招商一部副部长李俐瑶批评教育；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工信统计信

息中心主任王世瑶批评教育；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杨

斌诫勉谈话。

十一、烟台开发区烟台钜大起重安装有限公司“4·15”高

处坠落事故

事故概况：2021年4月15日，烟台开发区乐金显示（烟台）

有限公司厂区内，烟台钜大起重安装有限公司1名作业人员在设

备搬运过程中，对电动推车使用不熟练，致使设备重心位置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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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平台中心点位，吊装平台重心失衡发生倾斜，导致作业人员

从吊装平台坠落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作业人员违反

吊装搬运作业指导书要求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

法对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监察大队科员牟军朋政务记

过；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范传刚政务

警告；古现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科员高崇文政务警告；烟

台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孔凡运诫勉；烟台

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许琪批评教育；古现街

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刚现东诫勉；古现街道办事处党

委委员、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于磊批评教育。

冶金行业（共1起）

十二、潍坊华奥钢铁有限公司“3·28”机械伤害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3 月 28 日，潍坊华奥钢铁有限公司炼轧

厂炼钢车间一工人违反劳动纪律，在未办理停车手续的情况下进

入卸料区，被正常运行的移动卸料小车碰倒后并将其挤压在 12#

料仓接料口处，经抢救无效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反劳动纪律

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高新区应急管理中心

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梁大勇政务警告；高新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党委委员、应急管理中心主任于怀东批评教育；高新区经济

发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郭德勇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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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共 2 起）

十三、济宁阳光化学有限公司“1·1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1 月 13 日，济宁新材料产业园济宁阳光

化学有限公司二奈酚车间碱熔锅检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用钢丝

绳在料斗入料口对角的两处进行固定，吊挂不平衡，对吊钩防脱

装置检查不到位，导致吊挂不牢，料斗砸中维修人员，造成 1 人

死亡、1 人受伤。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规指挥导致的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金乡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四级

调研员张云合党内警告。

十四、东营垦利区山东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2·26”酸性

水罐闪爆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2 月 26 日，东营垦利区山东汇东新能源

有限公司在拆除酸性水罐附属管线过程中，2 座酸性水罐发生闪

爆事故，造成 2 人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违章

动火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胜坨镇应急

办副主任周义兵政务警告；胜坨镇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

主任李涛诫勉谈话；胜坨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晓强诫勉谈话；

胜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盖红旗批评教育；胜坨镇党委书记宋连

军批评教育；垦利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胥志刚诫勉谈话；垦利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刘树民批评教育；垦利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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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副局长宋卫国诫勉谈话；垦利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爱峰批评教育。

商贸行业（共 3 起）

十五、济南历下区山东银座圣洋物流中心有限公司“1·14”

火灾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1 月 14 日，历下区姚家东路银座圣洋物

流副产品批发市场冷库发生火灾，造成 1 人死亡，过火面积约

500 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687.7 万元人民币。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作业人员违规

动火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历下区应急

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孙少军党内警告；历下区应急管理局

原安全生产监察大队监察一科科长李刚党内警告；历下区应急管

理局安全生产监管科工作人员张玉涛政务警告；历下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继顺党内警告；历下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王旭党内警告；历下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姚家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李奎军党内警告；姚家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范彬批评教育；姚家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涛诫勉谈

话。

十六、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欣辉保鲜冷库“5·20”氨泄漏事

故

事故概况：2021年5月20日，莱州市欣辉保鲜冷库制冷作业

人员违规操作，致使停机时蒸发器处于液氨满液状态，壳程内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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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不断气化而导致压力持续升高，导致壳程简体上虚焊的补丁焊

缝和存在严重未干透缺陷的补丁焊缝开裂，造成液氨泄漏，造成

2人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制冷作业人员

违规操作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城港路市场

监督管理所原所长由军堂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城港路市场

监督管理所原副所长王延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莱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毛成磊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大过；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旭刚党内

警告、政务记过；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俊

荣党内警告；莱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原剑刚党内警告处分；

莱州市应急管理局工商贸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张晓伟党内警告、

政务记过；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应急办公室主持工作的赵磊党内严

重警告、政务记大过；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

主任兼应急办公室主任王波党内警告、政务记过；莱州市城港路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盛国峰党内警告；莱州市城港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石坚伟党内警告；莱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杨喜平政务警告。

十七、烟台高新区邹记家和馅饼店“7·18”液化石油气爆

燃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7 月 18 日，烟台高新区中海国际金街邹

记家和馅饼店因一员工疏忽大意、操作不当，致使店内钢瓶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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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气泄漏达到一定浓度，遇明火发生爆燃，造成 1 人死亡、3

人受伤。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员工操作不当产

生明火引发液化石油气爆燃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

依法对高新区马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孙霄鹏政务记

过；高新区马山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卢长忠免职、

政务记过；高新区马山街道党委书记李如鹏党内警告；高新区公

用事业管理处副主任孟欣政务记过；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王元运党内警告；烟台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银海派出所民警刘国

栋诫勉谈话；高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王金腾组织谈话。

商贸制造业其他（共 1 起）

十八、邹平市山东民生新能源有限公司“5·4”一般火灾事

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5 月 4 日，邹平市九户镇山东民生新能

源有限公司对外出租的厂区作业人员在长期废置但残留减线油

的管线上从事气割作业时，高温火焰点燃残留的减线油，导致油

罐爆炸引发火灾,造成 2 人死亡、1 人受伤。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冒险

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九户镇经济发展

办公室副主任赵远安免职；九户镇应急办副主任陈凯政务警告处

分；九户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玉涛诫勉谈话；九户镇镇长王平

诫勉谈话；九户镇党委书记孙美荣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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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共3起）

十九、招远市鼎立建工有限公司“4·13”高处坠落事故

事故概况：2021年4月13日, 招远市鼎立建工有限公司一工

人在烟台黄金职业学院C5楼施工时，发生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

人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企业未按规定

安装、验收的卸料平台无法承受超载电动三轮车导致的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招远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科长王

浩勇党内严重警告；招远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海峰

党内警告；招远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明山诫勉谈话；

招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曹芳冰诫勉谈话；招远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赵波批评教育。

二十、昌邑市德凤食品有限公司“5·6”火灾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5 月 6 日，山东力源钢结构有限公司一

工人在昌邑市德凤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 600 吨蔬菜扩建项目恒

温库内进行钢平台电焊作业时，焊渣落到下方保温挤塑板上，引

燃达不到阻燃标准的保温挤塑板引发火灾，造成 2 人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无证违

规动火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昌邑市都

昌街道办事处安环办副主任马三伟政务记过；昌邑市人大常委会

都昌街道工作办公室主任朱东国诫勉谈话；昌邑市都昌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刘宝英政务警告；昌邑市都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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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主任刘凯政务警告；昌邑市都昌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志峰诫勉谈

话；昌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市建筑业发展服务中心

副主任（主持工作）刘宁国政务警告；昌邑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

局长王东仟诫勉谈话；昌邑市政府副市长郇金刚批评教育。

二十一、聊城经济开发区鲁西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9·12”

高处坠落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9 月 12 日，聊城经济开发区鲁西工业装

备有限公司在对鲁西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车间厂房、餐厅改造过

程中，一施工人员违章作业，在吊物起吊过程中，将随身安全带

双钩同时摘离安全绳并踩踏至采光板上，导致高处坠落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事故是一起因施工人员违

章操作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建设管理部部长李瑞邦党内警告；鲁西工业装备有限公司第

一工程事业部安装公司经理朱厚军党内严重警告；鲁西工业装备

有限公司第一工程事业部安全总监刘存杰党内严重警告；鲁西工

业装备有限公司第一工程事业部部长宓兴会党内严重警告；鲁西

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书国党内警告。

农林牧渔业（共 2 起）

二十二、青岛崂山区德地得农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3·28”

物体打击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3 月 28 日，青岛崂山区德地得农化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在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姜家村马头涧组织实施疫木



15

处置过程中，一临时雇用人员被木头撞击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生产经营单位架设和

使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简易滑索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依规依纪依法对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中心（林业）副主任

江守毅行政警告处分；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

主任杨烁批评谈话；王哥庄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副主任赵同瑄

批评教育；王哥庄街道农业农村中心（林业）工作人员苏正军诫

勉谈话；崂山区自然资源局森林管护科副负责人曹鹏批评教育。

二十三、东营澳亚肉牛养殖有限公司沼气排水井“8·20”

沼气中毒事故

事故概况：2021 年 8 月 20 日，东营澳亚肉牛养殖有限公司

粪污处理项目员工违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未按操作规

程开展沼气排水作业，造成 2 人中毒窒息死亡。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现场作业人员

违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违章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义和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史永军政

务警告、免职；义和镇人大副主席孙希华诫勉谈话；义和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陈泽喜批评教育；义和镇党委书记王云涛批评教育；

河口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义和防控所所长赵新利政务警告；河

口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张建强批评教育；河

口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科级干部张占吉诫勉谈话。

其他行业（共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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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烟台开发区烟台正阳电梯有限公司“4·18”机械

伤害事故

事故概况：2021年4月18日，烟台正阳电梯有限公司一员工

对烟台开发区星颐广场6号观光电梯进行维修作业时，违反电梯

维修作业安全技术操作规范，冒险作业，进入电梯井后，电梯启

动致使王斌遭电梯对重装置挤压致死。

问责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由于作业人员无证

冒险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规依纪依法对烟台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特种设备处科员刘畅政务警告；烟台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长江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毛德顺诫勉

谈话；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立功批评教育；福莱

山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科员李国鹏诫勉谈话；福

莱山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副科级干部邹强批评教育。

山东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