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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熟市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10·31”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19年 10月 31日 16时 05分许，常熟市支塘镇工业园

区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熔铸车间在铝棒铸造过程中发生

一起爆炸事故，造成 4人死亡，2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81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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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苏州市政府成立

了苏州常熟市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10·31”较大爆炸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市政府副秘书长沈志栋

任调查组组长，市应急、公安、总工会、消防救援支队和常

熟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

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

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对事故当事人及事故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对事发地点进

行实地勘查，并聘请专家对事故原因进行技术分析。通过调

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的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

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针对

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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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隆公司）成立于

2011年 2月 2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56918692XU，

注册资本 168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喜龙。公司位于常熟市

支塘镇锦绣大道 52号，厂区占地总面积 122312m2，员工总

数 235人，内设安全科，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人。主要

经营范围：铝合金锭、铝铸件、铝型材及铝制品生产加工、

销售；不锈钢、金属制品加工(不含电镀)、批发、零售等。

凯隆公司 2017年销售 10.5亿元，2018年销售 15.6亿元，2019

年销售 19亿元。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苏州新世纪金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

纪金帆公司），成立于 2002年 6月 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5087382971624，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高蓉。公司位于苏州市西环路 8号五楼，经营范围：

提供企业管理方面的技术服务、安全评价（按安全评价机构

资质证书经营）等。公司具有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证书（首

次发证：2005年 7月 8日，有效期至 2020年 6月 30日），

证书编号为 APJ-(苏)-325。业务范围：石油加工业，化学原

料、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金属冶炼业。该公司为凯隆公司

安全现状评价单位。

（三）事故车间及设备基本情况

凯隆公司“新建 22万 t/a铝合金锭、铝铸件和铝型材及铝

制品生产项目”于 2010年 6月立项，原计划分两期建设，其



- 3 -

中一期车间于 2016年 5月投入生产，二期车间厂房于 2017

年建造完成后一直闲置至今。凯隆公司此次事故发生在一期

车间内，该车间占地面积 30445m2，为单层混凝土框架结构，

由北向南分三跨，耐火等级二级。一期车间北侧是厂外道路

鼎鑫路，南侧是闲置的二期车间，东侧是空地，西侧由北向

南依次是一栋宿舍楼和 2栋办公楼。一期车间由东向西分成

两部分，东侧三跨由北向南依次为挤压车间 1、挤压车间 2、

挤压车间 3，西侧由北向南依次是熔铸车间 1、熔铸车间 2、

氧化车间和成品仓库。

熔铸车间 1由西向东依次设有 8台天然气固定熔铝炉

（熔铝炉号依次编为 1-8#，容量均为 25吨）及 4套铸造设

备（每套设备含 1台铸造机及 1口铸造井，浇铸机及铸造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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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编为 1-4#），上述设备均于 2016年 5月投入生产。每 2

台熔铝炉配备 1套铸造设备。天然气熔铝炉、铸造机（包括

铸造盘、铸造底座、卷扬机（含 4根钢丝绳）、铸造控制器

等）等熔炼铸造设备，均由张家港市新联成铝材设备有限公

司生产，并由该公司进行安装调试后投入使用。发生事故的

3#铸造井，由混凝土砌筑，井深 11米，井壁厚 0.25米，井

口为 2.5×2.5米的正方形，由凯隆公司根据新联成公司提供

数据组织挖建而成。

（四）铝棒生产工艺情况

熔铸车间共有员工 53人，分 2个班，每班分别配备 6

名炉前工、5名铸造工及其他辅助工，车间主任任申。生产

铝棒的主要原材料是纯铝锭及废铝，采用行业内广泛使用的

深井式铸棒工艺。每班上工后先由炉前工操作天然气熔炉，

将原料铝材熔炼、精炼成铝液（铝液温度依不同规格铝棒在

730°上下）。铸造前，铸造工先将铸造模具（上部为铸造盘、

下部为铸造底座，由螺栓固定在一起）吊至铸造井升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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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随后将固定螺栓拧开，掀起铸造盘，对盘内结晶器进行

清扫、修模、上油，再将铸造盘合上。开始铸造时，先打开

冷却水阀门，对结晶器进行喷淋冷却，然后打开熔铝炉铝液

出口，将熔铝炉内静置的铝液放出，铝液经外部引流槽流淌

至铸造盘结晶器内。铝液经结晶器冷却结晶成铝棒于铸造底

座之上，随后启动卷扬机牵引升降平台，使升降平台上的铸

造底座按一定的速度下降，将铝棒下拉至铸造井中，铸造井

中注有冷却水，使铝棒继续冷却，直至完全结晶。铝棒铸造

过程中，需要铸造工通过调整结晶器冷却水流量或者升降平

台下降速度，确保被拉出的铝棒已经结晶成形，一旦铝棒未

经结晶成形即被拉出结晶器（俗称“拉漏”），铝液就会从结

晶器处泄露并流入铸造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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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审批、安全评价情况

1．企业审批及相关情况

凯隆公司“新建 22万 t/a铝合金锭、铝铸件和铝型材及铝

制品生产项目”于 2010年 6月 23日由常熟市发改委准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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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改备〔2010〕438号）。2013年 12月 27日，凯隆公

司收到 1#、3#、4#、5#车间常熟市公安消防大队的《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复查意见书》（苏熟公消竣复字〔2013〕

第 0028号），同意投入使用。2010年 11月，凯隆公司委托

环评单位编制了《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新建 22万 t/a铝合

金锭、铝铸件、铝型材及铝制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并于 2010年 12月 16日，获常熟市环保局审批意见“常环计

〔2010〕389号”，同意项目建设。

2015年6月20日，凯隆公司委托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对工作场所进行了定期检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

（编号为20156088）。2017年12月30日，凯隆公司经原常熟

市安监局组织考核验收，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有

色 ） ， 有 效 期 至 2020 年 12 月 （ 证 书 编 号 为 苏

AQB320581YSIII201800001)。2019年3月，凯隆公司完成了

新建项目（一期）《较大危险因素辨识及对应管控措施报告》。

2．安全评价情况

2016年 5月，凯隆公司开始试生产，并委托新世纪金帆

公司对公司新建项目（一期）进行了安全现状评价，相应的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于 2016年 12月

2日提交至原常熟市安监局进行备案，并取得了常熟市安监

局出具的《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回执》。

新世纪金帆公司于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5月对凯隆公

司安全生产条件进行了定期安全评价，经调查，评价过程及



- 9 -

评价报告存在下列问题：（1）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与事实严

重不符，评价报告中未列出铝棒铸造设备，凯隆公司所属行

业类别认定错误，将凯隆公司行业类别认定为 C331结构性

金属制品制造（实际类别应为 C325有色金属铸造）。（2）

未辨识出铝棒铸造过程中铝液泄漏遇水爆炸的风险。（3）

安全评价师数量及专业配备不到位，未按照专业标准配备冶

金及有色金属专业的安全评价师。（4）评价项目负责人形

同虚设，未到实际地点开展勘验工作。（5）安评报告内部

审核把关不严。评价报告内部审核意见中明确提出“火灾爆炸

危险性分析中除了天然气，还应分析铝合金溶液遇水发生爆

炸的内容”，但公司未根据审核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

（六）监督检查情况

1．常熟市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情况。2018年 5月底，

原常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全市 20家冶金有

色铸造重点企业（包括凯隆公司）进行安全诊断；2018年 9

月 11日、10月 17日分别组织专家进行复查，并实施季度性

专项检查，企业对专家所提问题于 2018年 12月底之前全部

整改到位。2019年 3月 21日，常熟市应急管理局再次组织

专家对全市 60家冶金有色铸造重点企业（包括凯隆公司）

进行安全诊断，其中对凯隆公司包括熔铸车间在内的现场生

产作业提出熔铝炉氮气扫线管涂黄色标错误等 16条问题，

2019年 4月 20日组织专家对凯隆公司进行复查，企业全部

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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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塘镇监督检查情况。2019年 3月 4日，支塘镇与

凯隆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和常熟市工业企业

安全生产承诺书。全年组织凯隆公司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和安

全生产会共计 5次；支塘镇安监办网格安全员多次对凯隆公

司进行日常安全检查，支塘镇党委书记、副镇长也分别带队

对凯隆公司进行了日常安全检查；支塘镇委托江苏君信新华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凯隆公司进行了隐患排查。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年 10月 31日 7时，凯隆公司熔铸车间开始上班，

车间主任任申安排生产。当班作业人员共 27人（其中铸造

工 5人、炉前工 5人、辅助工 17人），由炉前工操作 3#、

5#、6#、8#四个熔铝炉（1#、2#、4#、7#熔铝炉及 1#铸造井

处于停用备用状态）对原料铝材进行加温熔融，然后由铸造

工再使用配套的 2#、3#、4#铸造井将铝液铸造成铝棒。根据

任申的安排，当班 5#、6#熔铝炉炉前工是李松伟，负责铝液

熔融、精炼，配套 5#、6#熔铝炉进行生产的是 3#铸造井，

铸造工王波、王常洪，由王波带班，负责铸造Φ305×6000mm

规格的铝棒（一次铸造 16根）。通过查看现场监控视屏和

询问相关当事人，过程如下：

7:00左右，王波和王常洪对上一班留在 3#铸造井上的

6*6铝棒铸造磨具进行清扫、保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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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左右，王波和王常洪开始将 3#铸造井上的 6*6铝棒

铸造模具更换成为 4*4（一次铸造 16 根铝棒，每根直径

305mm）铝棒铸造模具。

7:45左右，王波和王常洪对新安装的 4*4模具进行清理、

涂油作业，直至 8:15作业完成。随后，两人离开作业现场。

7:45—15:02，由于 6#熔铝炉正在准备铝液，3#铸造井作

业区域现场无作业人员。

15:02左右，王波和王常洪先后回到作业岗位，准备开

始铸造铝棒。

15:06左右，王波先打开 3#铸造井冷却水阀门（阀门位

于 3#铸造井东南侧约 2米处），王常洪再拔出 6#熔铝炉铝

液出口的锥形堵头放出铝液，铝液经溜槽进入结晶器开始结

晶。接着，王波首次调整了喷淋在结晶器上的冷却水流量和

铸造底座的下降速度，控制铝棒铸造速度（流量大小和速度

快慢企业无技术规范，依据经验操作）。

铝棒铸造过程中，为了加快进度，王波分别于 15:11、

15:17、15:43、15:47、15:58五次调快了铸造底座下降速度（通

过和以往现场监控视屏比较，王波五次调整速度平均为

7.5cm/min，正常速度在 6.0-7.0cm/min。）为了配合底座下降

速度，王波又于 15:22、15:33、15:53、15:55四次错误操作

调小了冷却水流量。

16:05左右，王波蹲在 3#铸造井前观察铝棒时，铸造井

内左侧铸造盘上大量铝液流入铸造井内，发生爆炸。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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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铸造井内冷却水约 10米深，水面离井口约 1米，冷

却水体积约 62.5立方米；王常洪站在 6#熔铝炉放铝口南侧，

其余 4名伤亡者不在监控画面中。

（二）应急救援情况

常熟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即调派支塘、董浜、化工集

中区、古里、梅李、沙家浜、高新园、特勤五、东南等 9个

中队共 21辆消防车、116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处置。同时第一

时间上报上级部门，省消防总队、苏州市消防支队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调派苏州市、昆山、张家港、太仓大队地震救援

编队共计 22辆消防车、96名消防员和 9只搜救犬赶赴现场

处置。

事故后清点人数，凯隆公司有 6名员工失踪。消防部门

共组成 10个搜救小组，在搜救犬及大型机械协助下，分 8

个片区对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经多轮全力搜救，至事

故当日 17:30左右，救出李松伟、常胜军、张林 3名员工并

送往医院救治。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卫健部门组织相关

专家对伤者进行会诊救治。至 19:20左右，李松伟经抢救无

效死亡，张林和常胜军生命体征稳定。至当晚 10:30左右，

钱东遗体在车间北侧墙体下被发现。至当晚 11:00点左右，

王波遗体在车间里发现。至 11月 1日上午 6:30左右，王常

洪遗体于 6#熔铝炉附近发现（死亡人员均为冲击伤）。

事故发生后，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

人也带队前往现场对救援工作进行指导，苏州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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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李亚平，市委常委、副市长王翔立即赴常指导事故救援

工作。常熟市启动应急预案，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及应急部门第一时间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

李松伟，男，身份证号：412724198602152137，河南省

太康县人，炉前工。

钱 东，男，身份证号：320520197309201919，江苏省

常熟市人，机修工。

王常洪，男，身份证号：412724198601302516，河南省

太康县人，铸造工。

王 波，男，身份证号：513030198504223118，四川省

渠县人，铸造工，带班组长。

（二）受伤人员

张 林，男，身份证号：412724197109112516，安徽省

怀远县人，氧化车间操作工。

常胜军，男，身份证：340321199302105017，河南省太

康县人，铸造工。

（三）事故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817.1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在浇铸过程中，工人为加快铸造进度擅自调快铸造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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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速度、错误操作调小了结晶器冷却水流量，结晶器中的

铝液尚未结晶就被拉出，导致铝棒拉漏，铝液大量泄漏至冷

却水井中，冷却水瞬间汽化，体积急剧膨胀产生爆炸。

（二）间接原因

1．事故企业

（1）凯隆公司安全管理严重缺失。未按规定要求配足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做

到“一岗一责”，铸造工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工作不到位，未针对生产实际情况开展对铝棒铸造作业

安全操作规程的教育培训，员工安全意识淡薄，未熟练掌握

岗位安全操作技能，未在作业过程中发现铝棒拉漏的事故隐

患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2）凯隆公司未吸取江阴市易泽铝业有限公司“8·28”

较大爆炸事故的教训。未针对公司深井铸造的生产工艺特点

对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预防深井铸造作业可

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缺失；对造成事故的较

大危险因素辨识有疏漏；对铝棒铸造作业现场监管不到位，

未及时发现员工操作错误的事故隐患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3）凯隆公司使用的深井式铸棒工艺为行业内普遍采

用，其本质安全化程度不高，缺少安全联锁保护装置，未配

置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检测及报警装置，铝棒拉漏后无法第

一时间预警。

2．安全评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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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金帆公司在对凯隆公司的安全现状评价中，安全

评价师配备不足，无冶金或有色金属专业的安全评价师，缺

乏冶金或有色铸造行业专业知识，不具备从事金属冶炼业安

全评价能力，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不深入，评价报告与实

际情况严重不符，缺少铝液在铸造井内遇水发生爆炸的内

容，安评报告内部审核把关不严。

3．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

常熟市支塘镇政府及镇安监办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

不到位，没有认真督促工作人员履行好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

规定，对凯隆公司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开展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的检查不全面、不深入，未能及时督促企业发现并整改

安全管理缺失的问题，推动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

位。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苏州常熟市江苏凯隆铝业有限

公司“10·31”较大爆炸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

鉴于凯隆公司违反安全生产法规从而发生较大爆炸事

故，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因此对凯隆公司涉嫌刑

事犯罪的 4名责任人，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陈喜龙，男，江苏常熟人，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凯隆公司全面经营管理。陈喜龙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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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

位，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任申，男，四川渠县人，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熔

铸车间车间主任，负责熔铸车间生产、安全工作。任申疏于

本车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熔铸车间工人安全教育培训不

到位，对铝棒铸造生产过程安全监管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责任，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周培军，男，江苏常熟人，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安全员，负责凯隆公司安全生产具体管理工作。周培军疏于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未组织、参与公司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

操作规程的制定、完善，疏于日常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王波，男，四川渠县人，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熔

铸车间铸造工，负责铸造铝棒。王波在铸造铝棒过程中操作

错误，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鉴于王波本人已在事故中死

亡，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除在事故中死亡的王波外，其他 3人目前取保候审。

（二）建议移交纪委监委处理人员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的5名公职人员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移交苏州市纪

委监委，由苏州市纪委监委按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提出处理

意见并给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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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苏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六

条的规定，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2．新世纪金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责任，建议苏州市应急管理局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其

行政处罚。

（四）建议给予处理的相关责任单位

责成支塘镇党委、政府向常熟市委、市政府作深刻书面

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为认真吸取该起事故的深刻

教训，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提出如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1．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为契机，逐步淘汰安全生产条

件差、传统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施。常熟市及支塘镇政府和

有关部门要深入开展冶金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

治，尤其针对辖区内采用深铸井铝棒铸造工艺的类似企业，

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按照《省冶金等工贸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对深井铸造工艺技术装

备及报警装置进行更新改造，对生产工艺设备落后危及生产

安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其立即停产整改，经整

改仍不合格的，应依法予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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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举一反三，督促各类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提升本质安全度。常熟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辖区内高

危企业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

素进行辨识，并根据危险等级确定对策措施。此次事故的主

要教训是员工违规作业、企业安全检查督促不力，因此，要

以此为戒，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生产责任制，按规

定要求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做到“一岗一责”并落实

到岗、落实到人；要根据企业生产工艺特点，针对不同工艺

操作岗位尤其是高风险岗位，制定完善的分级监管、巡查检

查、带班管理制度，督促员工遵章守纪、依规作业，严厉查

处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不安全行为。加强对企业及员

工安全意识、安全风险的宣传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及操作技能，将此次事故作为警示教育案例，警示辖区内的

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3．对金属冶炼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要严格执行“三

同时”制度。按照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和程序，选择有设计

资质的单位进行建设项目设计，按规定履行立项申请、审批、

审查等各项程序，未设计或无资质设计的建设项目，一律不

得投入生产和使用；严格按设计图纸组织施工，严格执行设

计变更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工艺布局和增减设备；有关部门

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计严格审查。企业必须按

照《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建设项目的生产

工艺、设备选型、厂区生产单元布局等设计中的危险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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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辨识，落实控制安全风险的安全技术措施，从源头上控

制风险，确保建设项目本质安全。

4．加强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监管，督促其提高责任意

识和服务质量。第三方中介机构要进一步提升专业服务意

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全面、客观、如实反映所服

务的事项，杜绝重大疏漏和辨识错误，更好地帮助指导企业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各级安全

监管部门在购买服务对企业进行检查时，要进一步明确服务

内容、服务要求，加强针对性确保对企业的检查不走形式，

真正帮企业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对承担购买服务工作中有

疏漏和过失的中介机构予以警告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必

须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苏州常熟市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10·31”

较大爆炸事故调查组

2020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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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议给予党纪、政务追责的人员

（一）建议对下列人员给予党内警告

周宇衡，中共党员，常熟市支塘镇安监办主任、安监中

队中队长，作为安监办负责人未认真督促网格员按要求开展

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履行监管职责不深入、不细致，未能及

时发现该公司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教育培训方面存在的隐

患问题；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二）建议对下列人员给予政务立案

1.张树人，群众，常熟市支塘镇安监办网格员，作为专

职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在负责支塘片区企业安全生产网格化

日常管理过程中，未严格执行工作要求；对凯隆公司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的检查不全面，

不深入，未能及时发现问题隐患。

2.王忆德，群众，常熟市支塘镇安监办网格员，作为专

职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在负责支塘片区企业安全生产网格化

日常管理过程中，未严格执行工作要求；对凯隆公司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的检查不全面，

不深入，未能及时发现问题隐患。

鉴于张树人、王忆德属于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建

议由常熟市支塘镇政府按照管理权限对上述二人作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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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三）建议对下列人员给予诫勉谈话

洪卫，中共党员，常熟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常熟市支

塘镇原党委委员，2017年 11月至 2020年 1月担任常熟市支

塘镇党委委员，从 2019年 5月开始协助分管支塘镇安全生

产工作，对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没有认真督

促相关工作人员履行好监管职责，对未能发现凯隆公司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不到位负领导责任。

（四）建议对下列人员给予谈话提醒

董国新，男，中共党员，支塘镇党委书记，作为属地党

委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重视不

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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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10·31”

较大爆炸事故调查组会议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组 长 沈志栋 市政府副秘书长

副组长 王永学 市纪委常委

徐华东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徐海东 常熟市副市长

朱亚明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王 竟 市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

成 员 宁 洁 市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张 强 市应急管理局调查评估处副处长

张志坚 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副支队长

张宝祥 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处副处长

顾咏梅 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魏国巍 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姚卫东 常熟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