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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8·17”较大火灾事故
调查报告

2019 年 8 月 17 日下午 16 时 35 分许，常熟市沙家浜塑

料五金电镀厂发生火灾，火灾造成 3 人中毒窒息死亡。

事故发生后，省长吴政隆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

原因。原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乃翔、市长李亚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翔、市委常委秘书长俞杏楠、副市长杨知评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处置。周乃翔书

记、李亚平市长召集苏州市、常熟市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

就伤员救治、现场处置、事故调查和扎实开展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工作进行专题部署。

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苏州市政府成

立了由副市长杨知评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公安、总工会、

生态环境以及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负责人任成员的事故调

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检察院派员参加。调查组聘请

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

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

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

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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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概况

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以下简称：电镀厂），

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22 日，公司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执行

事务合伙人王春保（身份证号：320520195712164215），注

册地址：常熟市沙家浜常昆工业园复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581776433911M,占地面积约为 11279 ㎡ ；建构筑

物占地面积约为 7221 ㎡，总建筑面积约为 13959 ㎡，员工

484 人。营业范围：塑料制品、五金及配件、电镀、抛光、

冲压、水暖制造、加工。

电镀厂于 2008 年 5 月 8 日通过整体规划建设，于 2008

年 5 月 21 日取得施工许可手续，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完成

建设竣工验收，于 2009 年 9 月 8 日通过规划验收。电镀厂

分第一到第五部，各部生产所用厂房车间、设备分属各自实

际控制人，各实际控制人在建厂时就以厂房价值约定分占电

镀厂的股权。电镀厂各部日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对外统

一用常熟市沙家浜五金电镀厂名称经营。电镀厂设有综合

部，负责电镀厂整体对外协调（对公管理等非业务事宜），

对内后勤保障（公共安全、财务开票、危废处理等事宜）。

电镀厂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春保，综合部也由其实际负责。

事发时，电镀厂第五部的实际控制人为徐安康。徐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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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股东，占股 21%。电镀厂第

五部（以下简称：5#车间），原实际控制人为陆海波，2019

年 1 月，陆海波以出售的方式向徐安康转让其全部股权，并

签订了合同，转让手续至事发时尚未办理。徐安康接手后，

根据省环保整治要求，更新了电镀生产线，新的电镀生产线

于 2019 年 6 月调试运行，6 月底正式生产。

2.涉事车间情况

电镀厂 5#车间，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可满足丙类厂

房使用条件，耐火等级为二级，有员工 92 人，主要从事铝

制品镀镍镀铜镀银。5#车间分南区和北区，南区为二层，第

一层（层高 8.5 米）为电镀车间，第二层（层高 5 米）为喷

粉车间。2019 年，徐安康接手后，应环保整治要求（电镀生

产线必须整体抬升 0.8 以上），徐安康自行用钢结构将南区

电镀生产线地面做了整体抬升 2.2 米；北区为三层，第一层

层高 4.5 米，第二层层高 4 米，部分用于日常办公，第三层

层高 5 米（与南区二楼相通）为喷粉车间。5#车间食堂设置

在南区二层喷粉车间旁。5#车间事发时平面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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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车间第一层平面图

图 2 5#车间第二层平面图



5

图 3 5#车间第三层平面图

电镀厂在 2009 年完成整体建设后，陆海波等人取得 5#

车间使用权，即组织生产。2009 年 8 月，陆海波等人自行组

织工人将南区二层的一部分，用石膏板分割用作电镀厂 5#

车间的食堂，食堂中再分割几个区域作为厨房和用餐区。经

查，食堂与其他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不符合《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2006 版）相关要求。

电镀厂 5#车间内南区及车间南区外侧铁皮棚有明显过

火痕迹。电镀车间南区最东侧一条工作线其南侧顶部的钢制

龙门架过火变形严重，顶部固定的机械设备及钢梁掉落下

方。食堂区域及楼梯间内墙面烟熏痕迹较重，食堂与北侧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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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车间之间用纸面石膏板分隔，已过火烧毁。食堂内部西侧

为用餐区域，东侧为小餐厅及厨房，食堂顶部塑料扣板受热

变形掉落，南侧玻璃破碎。铁皮棚四周及顶部的彩钢板和承

重钢梁过火变色，靠南侧彩钢板处中间部位耐酸碱低温蒸发

器及东西两侧物品过火严重，紧靠该设备的南侧彩钢板及上

部夹层钢板均过火变色变形严重，铁皮棚的第二层、耐酸碱

低温蒸发器正上方处设备箱过火严重，设备箱体变色变形，

箱门朝外倒塌，箱体四周地面钢板变色变形严重。经勘查调

查认定，电镀厂 5#车间为事故发生车间。

3.铁皮棚情况：

勘查发现事故起火点为电镀厂 5#车间南区外侧的铁皮

棚。5#车间建筑南侧，紧贴车间墙体用彩钢板搭建一铁皮棚。

铁皮棚占地面积约为 30 ㎡，高度为 4.4 米，铁皮棚内由钢

平台分隔成两层，每一层高 2.2 米，第一层放置耐酸碱低温

蒸发器及其他一些材料，第二层放置耐酸碱低温蒸发器主机

及纯水装置。

该铁皮棚是电镀厂建厂投产后建造的违章建筑，当时的

铁皮棚是由岩棉板构建。2009 年主体建筑开始投入使用后，

岩棉板棚未放置任何设备，仅用来遮挡保护排污水管，防止

排污设施老化。2018 年 11 月，电镀厂 5#车间将岩棉板棚改

造成了铁皮棚并进行加固。因环保所需，2019 年 6 月，电镀

厂 5#车间购买环保设备放置在铁皮棚内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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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车间生产工艺及生产线废液处理情况：

5#车间主要从事铝制滤波器产品零件的表面处理加工，

涉及镀覆（包括电镀、化学镀）及脱脂、除胶、钝化、喷塑

等工种。其电镀、化学镀、除胶、钝化工艺流程如下：

上挂→超声波除油→水洗→除油→双联水洗→除油→

三联水洗→碱洗→三联水洗→除垢→四联水洗→浸锌→三

联水洗→退锌→三联水洗→浸锌→三联水洗→纯水洗→纯

水洗→化学镀镍→四联水洗

电镀、化学镀脱脂、除胶、钝化等湿制成生产过程中会

产生酸碱废液、各镀种的废槽液，包括退银废液、碱性化学

镀镍废液、硝酸退镍废液等。退银废液由专业的回收单位回

收处置；碱性化学镀镍废液，其主要成分为氨基磺酸镍、焦

磷酸钾和次磷酸钠，同时含有氨水，因化学镀镍过程产生的

废镍槽液量较大，危废处置成本高，企业通过耐酸碱低温蒸

发器（电镀厂第五部向苏州易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进

行化学废镍蒸发浓缩，达到减量的目的；硝酸退镍废液，其

主要成分为硝酸溶液，硝酸退镍废液应由专业的回收单位回

收处置，但实际操作中电镀厂第五部将其加入到耐酸碱低温

蒸发器进行处理；除上述以外的其它的废水、废液分质分流

收集后纳入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

发生事故的蒸发器全称耐酸碱低温蒸发器（简称：蒸发

器），设备型号为 YS-PA-100-C，蒸发器的工作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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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耐酸碱低温蒸发器工作流程图

需要处理的废液由液位控制自动补加入预热槽，经换热

后达到蒸发需求温度，然后由循环泵抽入蒸发主机，蒸发去

除水分后，由管路流回至预热槽内，反复循环蒸发，直至水

分蒸发殆尽。蒸发出的水蒸气排入客户原有废气塔达标排

放。蒸发过程中随着水分的去除，浓缩液浓度逐渐上升，定

期定量将预热槽浓缩液排入沉淀槽，随后直接委外或干化后

按废液种类委外处理。

（二）行政许可基本情况

2016 年，省、市、区（市）开展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电镀厂被列入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清单。2017 年 3 月，常熟市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

规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程序，对电镀厂所有项目进

行了登记备案（常清治办发[2017]17 号）。

2017 年 12 月 25 日，原苏州市环境保护局为电镀厂核发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91320581776433911M001P，有效

期为 2017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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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7 日，常熟市水利局为电镀厂核发城镇污

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证书编号为：苏常排字第 2018-165

号，有效期为 2018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6 日。

（三）监管履职情况

沙家浜派出所主要负责对辖区内消防安全一般单位的

监管，电镀厂属其监管单位。2017 年以来，沙家浜派出所依

据工作清单，共对电镀厂进行各类检查 43 次，并对电镀厂

第四部违章搭建占用消防通道、电镀厂违反危化品安全管理

条例等违法行为进行了 2 次处罚
①
，但未能发现电镀厂 5#车

间存在的消防隐患。

沙家浜镇安监办每年与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组织

企业参加安全教育培训（2018 年该企业参加 6 次，2019 年

至事发参加 3 次），开展日常安全检查（2017 年 8 次，2018

年 11 次，2019 年至事发时 6 次），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2019 年 5 月份，沙家浜镇安监办聘请江苏国恒公司对电镀厂

的生产工艺等方面进行了专家检查（此时铁皮棚内未放置设

备），后将专家检查意见反馈给企业进行整改，并计划于 9

月份对电镀厂进行复查。同时，沙家浜镇安监办要求该企业

开展三级标准化复评工作，并重新编制安全评价。

①
2017 年 2 月 22 日，常熟市沙家浜派出所消防监督员在检查中发现电镀厂第四部

单独建筑的注塑车间西北侧与围墙之间搭建大棚，占用消防车通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对该单位罚款人民币五千元。

2018 年 9 月 14 日，常熟市沙家浜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未如实记录易制爆化学品硝酸的

数量和流向，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该单位罚款人民币一千元。



10

沙家浜镇综合执法局秉持“严控新增违章，逐步消化历

史违章”的工作思路，对全镇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自 2018

年 5 月开展“331”专项行动后，累计拆除各类违建 47.2万

平方米，其中企业违建约 18 万平方米。镇综合执法局虽在

排查中发现电镀厂 5#车间存在违章搭建彩钢棚，考虑其未用

于生产作业，仅是用来给废水管网遮挡风雨，所以未严格管

控和拆除，进一步导致对电镀厂违章建筑增添环保设备，用

于企业日常作业的情况未能及时掌握。

沙家浜镇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后，贯

彻执行相关要求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全面、不彻底，对日常

检查发现的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8 月 17 日 13 时 30 分，电镀厂 5#车间南侧铁皮

棚内，蒸发器控制器运行时故障灯亮起；13 时 45 分，蒸发

器预热槽内有少量白色烟气冒出，后维修人员来对蒸发器进

行检修，并关闭蒸发器电源；16 时 10 分，蒸发器预热槽内

白色烟气开始向外明显弥漫；16 时 35 分，白烟中冒出火光，

而后蒸发器开始燃烧并扩大蔓延，后电镀厂 5#车间员工付思

攀持灭火器对蒸发器方向进行灭火，但火未被扑灭。铁皮棚

内燃烧产生的烟气穿过铁皮棚与 5#车间之间的缝隙，迅速窜

入食堂内，当时食堂中就餐的员工没有立即撤离，仅关闭了

食堂窗户，直至燃烧产生的烟雾逐渐增大后，大部分员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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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离开。食堂现场余下三名员工没有逃生，且在食堂窗户

张望火灾发展态势。最后，因火势及浓烟向车间及食堂内部

大量扩散，造成留在食堂内的 3 名员工被困受伤后死亡。电

镀厂 5#车间厂房及内部设备、原料部分受损。

（二）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情况

火灾发生后，电镀厂 5#车间员工付思攀和夏松祥试图使

用灭火器进行灭火，但由于内部烟雾较大、火势猛烈，自救

灭火未能成功，后员工傅思攀拨打了 119。

2019 年 8 月 17 日 16 时 38 分，常熟市消防救援“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指挥中心立即调派 15 辆消防车、87 名

消防员赶赴现场处置。16 时 43 分至 17 时 24 分，沙家浜、

东南、古里、特五和辛庄 5 个中队先后到达现场，开展灭火

救援。沙家浜中队先期到达现场，与现场人员协同合作，利

用梯子成功营救出 2 名从车间逃生至南面二楼平台的员工。

17 时 25 分，救援人员在食堂发现 3 名被困人员（死者）已

昏迷，立即将其救出疏散至窗口通风处，并交现场人员处置。

经现场反复搜救，未发现其他被困人员。17 时 55 分，明火

被扑灭，现场实施持续降温冷却。

常熟市卫健委“120”急救指挥中心于 17:18 接警后，

立即调度东南分站和沙家浜分站救护车前往救援，并联系常

熟市二院做好接诊准备。17:44，东南分站救护车到达现场，

马上转运2名被困人员至市二院；另有1名被困人员已在120

到达现场前，由属地政府安排运送至市二院。市二院在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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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员后，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同时邀请苏州市立医

院和苏大附二院烧伤科及重症医学科专家进行会诊抢救。

常熟市生态环境局在事发后即出动应急监测车到下风

向周边监测，未监测到对大气污染影响。同时，确定采集点

位，每天定时由第三方公司直接送市环境监测站检测，至 8

月 23 日上午的检测结果表明，事故地周边水质达标并较为

稳定。同时，生态环境局、水务局、沙家浜镇政府共同配合，

对周边入河管道进行封堵，防止消防冲洗水进入河道。采用

泵抽取、槽车运输的方式，收集消防冲洗水 864 吨暂存于企

业应急池中，并督促污水处理公司关注进水水质，防止消防

冲洗水经污水处理后间接影响河道。

常熟市应急管理局会同生态环境局、沙家浜镇政府，组

织对事故现场未受损或污染的原料及相关危险废弃物进行

排摸分析，邀请第三方公司共同编制现场处置方案，在事故

现场解封后立即按要求清理处置。

在前期救援处置结束后，常熟市公安局、应急管理局、

生态环境局、水务局、消防救援大队和沙家浜镇政府等继续

组织精干力量，长期留守现场，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并做好

现场保护工作。

事故发生后，苏州市、常熟市立即启动了相应的应急预

案。原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亚平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和调

查处理工作，并迅速召集市卫健、应急、消防救援、常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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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导对伤员救治及善后工作进行专门部署，要求不惜一

切代价抢救伤员，防止现场次生灾害发生。常熟市沙家浜镇

在事发后立即成立了善后处置组，分三个小组，由镇相关领

导分别担任各小组组长，抽调经验丰富的干部担任各小组成

员，并邀请律师参加，全力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和法律援助

工作。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 3 人中毒窒息死亡（其中 2 人为食堂工作人

员、1 人为喷粉车间工作人员），电镀厂 5#车间厂房及内部

设备、原料部分受损。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 733.5 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摘自技术调查报告）

经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电镀厂 5#车间南侧铁皮

棚内耐酸碱低温蒸发器的聚丙烯预热槽体及周边有机物，在

高温、富氧和多种氧化性物质的共同作用下，发生氧化反应

起火燃烧，引发火灾。燃烧产生的大量有毒有害高温烟气窜

入食堂和车间，导致食堂和车间内 3 名被困工作人员中毒窒

息死亡。具体分析如下：

1.起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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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火点认定。

经查看事故监控视频及询问现场目击证人，认定铁皮棚

内耐酸碱低温蒸发器内首先起火，后蒸发器及周边才起火。

（2）事发前蒸发器操作情况。

经调查组现场勘查及询问发现，耐酸碱低温蒸发器按操

作说明应专用于碱性化学镀镍废液，但电镀厂 5#车间在碱性

化学镀镍废液蒸发浓缩处理过程中违规操作，将硝酸退镍废

液直接通入蒸发器进行处理，且未按蒸发器的操作规程定期

排出浓缩液，致使浓缩液浓度过饱和，形成的结晶物沉淀堵

塞排液口，浓缩液无法排出。同时结晶包裹机器内的测温装

置，温度显示不准确，蒸发器加热功能异常，导致浓缩液温

度不断积聚升高。

（3）起火前蒸发器维修情况。

在维修人员对蒸发器进行维修时，因蒸发器内部溶液反

应剧烈，溶液溢出预热槽，且排液口堵塞导致浓缩液无法排

出，同时也因溶液温度高，无法人工排液，故未能维修好机

器，只把通入蒸发器的两道蒸汽阀门和该设施的电源（单独

配置的）进行了关闭处理。

（4）蒸发器内反应情况分析计算。

经调查组现场勘查及推算分析，耐酸碱低温蒸发器预热

槽内的化学镀镍废液与硝酸废液发生反应生成硝酸铵、硝酸

镍等氧化性物质并放出大量的热，致使槽内混合液体持续反

应并溢出，随着水分的蒸发，硝酸在槽内不断被浓缩，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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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产生氧气，在高温、富氧和多种氧化性物质的共同作用下，

聚丙烯槽体及周边有机物发生氧化反应起火燃烧，引发火

灾。

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NH4
＋ + NO3

－ = NH4NO3 （可逆反应）

Ni2＋ + 2 NO3
－ = Ni(NO3)2

4 HNO3= 2 H2O + 4 NO2↑+ O2↑

2.火灾蔓延扩大原因

周边有机物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的原因。电镀厂 5#车间

在铁皮棚内将各种化学品乱堆乱放，在距离蒸发器预热槽不

足一米的位置直接存放有双氧水、硝酸等化学品。起火后，

容器破损，各类化学品发生反应，产生大量有毒有害高温烟

气，高温烟气穿过铁皮棚与 5#车间之间的缝隙迅速窜入食

堂、生产车间等处，短时间内充满整个通道，封死逃生路线，

导致楼内人员被有毒有害气体侵袭，很快中毒眩晕并丧失逃

生能力和机会。

3.人员伤亡扩大原因

起火后，5#车间员工第一时间发现火情，随后食堂员工

和在食堂用餐员工均确认发生火情，大部分员工逃生，但有

3 名员工在观察火情未及时逃生，待他们撤离时已是在其发

现火情 2 分钟后，错失了最佳逃生自救时机。

https://www.baidu.com/s?wd=HNO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NH4NO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HNO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HNO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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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原因

1.事故企业

电镀厂消防安全责任和制度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混

乱；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法律意识缺失、安全意识淡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1）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和制度。电镀厂消防安全管

理制度不健全，未明确全厂区及各部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消防安全责任人；电镀厂未设置消防报警系统，也未有针对

性的贮存灭火物资。

（2）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电镀厂安全管理措施

缺失，没有建立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架构，未对全

厂区的安全生产实施有效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没有真正履

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对企业区域的安全

生产工作全面管理。

（3）未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未

有效开展消防应急演练。电镀厂未对 5#车间新进员工开展安

全生产、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员工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操作知

识，对新设备、新工艺不熟悉不了解，在生产过程中习惯性

违规操作，在蒸发器已出现故障且已经超温的情况下，没有

进行正确处置。电镀厂虽制定了火灾应急预案，但未在全厂

区有效开展应急演练，尤其是未对 5#车间新进厂员工开展应

急演练。火灾发生后，现场人员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未能在

第一时间及时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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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属地党委、政府及监管部门

沙家浜镇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 2019 年 4 月收到常

熟市委办、市府办下发《关于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的通知》（常办发〔2019〕第 36 号）后，对通知要

求贯彻执行相关要求不到位，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不深入、不扎实，隐患排查不全面、不彻底；对该镇重点

监管单位电镀厂的安全生产检查不细致、不全面，对日常检

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对企业存在违

法建设行为监管不力，对存量违建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重视

不够，督促整改不彻底；对存在的消防隐患未引起重视，未

及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隐患排查

治理措施不到位、监督执法不力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

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常熟市塑料五金电镀厂“8·17”较大火

灾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司法机关采取措施的人员

1.王春保，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执行事务合伙

人、主要负责人，负责电镀厂日常管理，未依法履行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消防安全、安全生产职责，未对全厂区消

防安全、安全生产实施有效管理，纵容电镀厂违法建设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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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未有效排查和消除电镀厂存在的消防隐患，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徐安康，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第五部实际控

制人，负责 5#车间日常管理，未有效排查和消除 5#车间存

在的安全、消防隐患，未有效组织对员工的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未实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组织实施应急消防演练，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已

由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颜锦文，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第五部生产经

理，负责 5#车间的生产和设备管理，未有效组织对员工的安

全教育培训，未实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对新设备、新工艺

不熟悉不了解，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

刑事责任。现已由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傅思攀，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第五部电镀线

生产组长，负责电镀线的日常管理工作，工作严重不负责，

对新设备、新工艺不熟悉不了解，在生产过程中习惯性违规

操作，在蒸发器已出现故障且已经超温的情况下，没有进行

正确的处置措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

其刑事责任。现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二）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制，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企业消防安全责任人

及工作人员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未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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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演练，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苏州市应急管理

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给予其行

政处罚。电镀厂存在火灾隐患，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建议

由消防部门责令其停产停业整顿先期整改，如仍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由常熟市人民政府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八条予以关闭;有关部门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建议常熟市人

民政府责成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

2.王春保，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执行事务合伙

人、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消防

安全、安全生产职责，未对全厂区安全生产、消防实施有效

管理，纵容电镀厂违法建筑长期存在，未有效排查和消除企

业存在的火灾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苏州

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九十一条第三款、第九

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且五年内不得担

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徐安康，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电镀厂第五部实际负

责人，未有效排查和消除 5#车间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未

有效组织对员工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未实施安全技术交

底工作，未组织应急消防演练，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苏州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

（二）项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务追责的人员

1.朱炬，中共党员，沙家浜镇党委副书记，作为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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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全生产工作的分管领导，对统筹协调和组织开展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督促指导不

力负领导责任。建议对其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2.徐明，中共党员，沙家浜镇安监办主任，作为沙家浜

镇安监办负责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不深

入、不扎实，对企业检查不够全面细致。建议对其给予诫勉

谈话。

3.冯磊，中共党员，沙家浜镇派出所副所长，主要负责

对辖区内消防安全一般单位的监管，日常消防检查工作不细

致、不认真，对存在的消防隐患未引起重视，未及时督促企

业进行整改。建议对其给予诫勉谈话。

4.沈辉，中共党员，沙家浜镇综合执法局副局长、一中

队队长、联动分中心负责人，分管城建规划、国土等领域的

执法工作，对 5#车间擅自更改原有存量违建大棚功能的情况

失管失察，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对可能造成的隐患不够重

视，对存在问题督促整改力度不够，履职不充分。建议对其

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5.李锴，中共党员沙家浜镇安监办副主任，分管常昆工

业园区域安全生产工作，对分管区域内该镇重点监管单位电

镀厂的安全生产检查不细致、不全面，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

对检查中多次发现的 5#车间危化品临时堆放混乱等情况未

能引起足够重视，对 5#车间蒸发器存放管理存在安全隐患监

管不到位，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建议对其给予政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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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处分。

责成沙家浜镇党委、政府向常熟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

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措施

（一）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常熟市政府要深刻吸取教训，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这条红线，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决策部

署；要严格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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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要求，进一步明晰各行业部门

和属地政府的环保、消防、安全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强对环

保、消防、安全工作的领导，坚决遏制火灾亡人事故的发生。

（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常熟市沙家浜塑料五金

电镀厂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安全、消防管理制度，明确安全、消防职责，

制定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切实开展对本单位、场

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巡查；要严格落实对厂区及车间的管理

责任，严格建筑消防设施的管理，认真开展隐患自查整改，

完善消防设施器材，定期进行消防设施检查和维护保养，确

保安全。

（三）强化消防安全整治。常熟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结

合实际，加强消防安全形势研判，切实把影响本地区火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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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稳定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及各类隐患挖出来、整治好；

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特点，梳理各类安全风险源点，

制定针对性检查方案和整改措施；常熟市政府要针对电镀行

业做好专项整治工作，针对事故反应出的问题，落实好“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认真制定好抓得住、抓得牢的措

施，切实巩固“3.31”整治工作取得的成果，有效促进消防

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四）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常熟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要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督促企

业单位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监

管巡查机制和部门配合协调机制，属地政府要强化违章建筑

整治工作，相关部门要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组织应急、

环境、消防等多部门联合检查，及时发现和查纠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和事故隐患，严格执法处罚，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再次

发生。

苏州市常熟塑料五金电镀厂“8.17”

较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202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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