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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隆X装饰有限公司“1·4”
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的请示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1月 4日 15时 20分许，杭州隆X装饰有限公司在位

于普陀区真光路、铜川路口的地铁 14号线真光路站商业复建工程

工地内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我

局受区政府委托组成了事故调查组，并依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上海市实施〈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若干规定》（沪府规〔2018〕7

号）完成了事故的调查工作，形成了《杭州隆X装饰有限公司“1·4”

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并对相关

单位提出了处理建议。

当否，请批复。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应 急 管 理 局

普应急〔2022〕1号 签发人：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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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杭州隆X装饰有限公司“1·4”高处坠落一般事

故调查报告》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3月 3日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年 3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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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隆X装饰有限公司“1·4”
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1 月 4日 15 时 20 分许，杭州隆 X装饰有限公司在

位于普陀区真光路、铜川路口的地铁 14号线真光路站商业复建工

程工地内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及《上海市实

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规

〔2018〕7号）的有关规定，经区政府同意，区应急管理局会同

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建管委等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邀

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对事故开展了全面调查。事故调查组

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调取书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

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以及

事故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杭州隆X装饰有限公司“1·4”高处坠落一般

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地铁14号线真光路站商业复建项目，工程地点位

于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基地东至真光路，南至铜川路，西至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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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北至真光公园。项目为单栋商业建筑，地下建筑二层，地

上建筑五层，总建筑面积8426.22 平方米。事发时，项目主体部

分的土建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行铝合金门窗及外立面施工。

（二）事故涉及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上海中X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 X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新会路 468 号；法定代

表人：胡X刚；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物业管理，咨询服

务，土地前期开发和动拆迁，实业投资，会展服务，礼仪服务，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2.总包单位：中铁十X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X局公

司），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9号 1号

楼；法定代表人：杨X峰；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甲级资质；铁道行业甲（II）级资质；公

路行业甲级资质；市政行业甲级资质；建筑行业甲级资质等。

3.专业分包单位（幕墙）：美 X建筑（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X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振泾路198号 1

幢 3层 A区 171室；法定代表人：徐X勇；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建设工程设计。以下范围限分支经营：建筑幕墙、建筑钢结

构、门窗、铝合金建筑装饰制品、木制品、玻璃制品、不锈钢制

品的设计、生产及配套安装服务；建筑玻璃的深加工及配套服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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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劳务单位：四川兴X中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X公司），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486号 3栋 1单元

7层 726号；法定代表人：曾X；经营范围：施工劳务作业等。

5.监理单位：上海三X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X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3035 号 135－10室；

法定代表人：祝X才；经营范围：工程监理，工程招标投标代理，

各类建筑工程、装潢专业领域内的科技经营业务，工程造价咨询

等。

6.材料（电动工具）供应商：杭州隆 X装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隆X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776

号元天科技大楼 B座 8楼 8010 室；法定代表人：夏 X生；经营

范围：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园林

绿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凭资质经营）；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

（三）相关资质

1.十 X局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铁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等的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且均在有效期内，具备所从事行业的资质。

2.美 X公司持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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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持有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均在有效期内，

具备所从事行业的资质。

3.兴 X公司持有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持有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均在有

效期内，具备所从事行业的资质。

（四）合同签订情况

1.2020 年 5 月，中 X公司与十 X局公司签订了《地铁 14号

线真光路站商业复建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2021 年 7 月，十 X局公司与美 X公司签订了《地铁 14号

线真光路站商业复建工程铝合金门窗及外立面工程合同》及安全

生产责任协议书（合同编号:CR1909-ZGSYFJ-017）。

3.2021年 7月，美 X公司与兴X公司签订了《幕墙工程劳务

分包合同》。

4.2021年 8月，兴 X公司与隆X公司签订了《建筑材料及施

工工具买卖合同》，由隆弛公司提供建筑材料及电动工具等。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根据现场勘察及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事故经过和救援情况

如下：

2022年 1月 4日下午 2时许，根据隆X公司安排，员工杭 X

锋来到真光路、铜川路口的地铁 14号线真光路站商业复建工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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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送货。因工地反映上一批次的砂轮片有质量问题，杭X锋当天

在送完货后就跟随兴X公司现场负责人姜 X远进入施工现场一楼

进行查看。后因为姜X远接到电话有别的事情要进行安排，便口

头让杭X锋不要乱跑，去询问附近的班长吴X峰何处有在使用砂

轮片。杭X锋询问吴X峰后得知楼上正在使用，便独自至工地四、

五层查看。

下午 3 时 20 分许，杭 X 锋突然从四、五层钢结构与楼板连

接处坠落至一楼地面。现场其他人员发现后立刻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下午 3时 30分左右，120急救人员到场将杭X锋送往利群

医院抢救，杭X锋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死者杭X锋，男，36岁，河南省汝州市人，身份证号码：

41048219850228XXXX，与隆 X公司签订《用工协议书》。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70万元。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及医院死亡证明

（一）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1.事发地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铜川路路口的地铁 14号

线真北路站商业复建工程工地内；

2.建筑主体为一幢 L型 5层钢结构建筑，建筑 4、5层的西

北角有一块长约 9米、宽约 5米未浇筑楼板的悬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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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悬空临边位置设置有安全护栏及档板，护栏上杆高度

1.2米、下杆高度0.5米，挡板高度0.2米。

4.死者坠落位置位于悬空位置与楼板交界处正下方，坠落高

度约15米。

5.坠落位置有一滩血迹，呈南北向，上方有塑料薄膜覆盖，

四周设置有围栏。

（二）医院死亡证明

2022年 1月 4日，上海市普陀区利群红十字医院出具了《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书》（No.2020-2-0042388），确认杭X锋死亡原因

为：来院前死亡（高空坠落伤）。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规翻越安全护栏，导致事故的发

生。

（二）间接原因

1.隆 X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从业人员的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

2.兴 X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对外来从业

人员进入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死者杭X锋的

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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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 X公司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综上所述，杭州隆 X装饰有限公司“1·4”高处坠落一般事

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一）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杭 X锋安全意识淡薄，违规翻越安全护栏，对事故发生负

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2.兴 X公司现场负责人姜 X远，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对外

来从业人员进入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的死者

杭X锋的违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兴X公司依照企业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处理结果

报区应急管理部门。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1.隆 X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从业人员的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对隆X公司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美 X公司现场管理不到位，未采取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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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区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美X公司进行处

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隆X公司、兴 X公司、美 X公司要按照“四不放过”

的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十X局公司要全面排查分包单位管理

措施的落实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审核现有

各类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督促分包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认真排查日常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有效的安全防

范措施。

（二）隆 X公司要充分认识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认真开展

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杜

绝从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所有从业人员熟知作业场所和

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避免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美 X公司、兴X公司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工

作，进一步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巡查，督促现场作业人员严格遵守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现场管理人员要加大对作业

现场的监管力度，落实各项隐患排查和风险防范措施，及时发现

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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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隆X装饰有限公司“1·4”

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组

2022年 3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