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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应急〔2022〕5号 签发人：张军

关于上海秦X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12”机械伤害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的请示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10 月 12 日 12 时 44 分，上海秦 X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在普陀区大渡河路 196 号违法户外广告招牌拆除施工现

场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导致汽车起重机整体倾覆，未造成人

员伤亡，但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的相

关规定，区应急局会同区绿容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组成了

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对事故展开了全面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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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现已完成了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形成了《上海秦 X起重

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10·12”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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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上海秦 X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10·12”机

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10 月 19 日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年 10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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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秦X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12”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10 月 12 日 12 时 44 分，普陀区大渡河路 196 号违法

户外广告招牌拆除施工现场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事故导致施

工现场外墙装饰件、幕墙玻璃受损、汽车起重机（以下简称“汽

车吊”）有部分损坏，无人员伤亡，但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局、区绿容局、长风街道等部门领导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常务副区长姜爱锋亲临现场，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并

查明事故原因，明确责任、严肃问责，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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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容局、

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成立了事故调查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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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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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kaq.org/sggl/
http://www.mkaq.org/sg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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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上海秦 X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10·12”

机械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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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大渡河路 196 号违法户外广告招牌拆除工

程。工程地点位于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所拆除广告牌位于大渡

河路 196 号长风大悦城商场主体建筑东侧靠南外立面。广告牌

19.3 米宽，12.8 米高，重 2.46 吨，上缘高度 22米。

（二）事故涉及单位基本情况

1.上海如 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 X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YCXXXX；注册地址：上海市崇

明区新海镇星村公路 700 号 13 幢 110-15 室(上海新海经济开发

区)；法定代表人：鲍 X；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地基与

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等。

2.上海秦 X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 X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LHXXXX；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 199 号 1 楼 1093D；法定代表人：李 X 萧；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货物运输代理；管材、五金建材、

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电线电缆、机电、机械设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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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新车、建筑工程用机械的销售；

起重设备租赁；装卸服务。

（三）相关资质

如 X公司持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消防

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等的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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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涉事汽车吊及驾驶人员情况

秦 X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沪 EQ0003”的汽车吊具有上海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颁发的《机动车行驶证》，上海市建设机械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市建设工程建设机械年度检验合

格证》。时任司机任 X男持有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颁发的准驾车型为 B2 的《机动车驾驶证》、江苏省无锡市新吴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作业项目代号为 Q8（限流动式起重机）

的汽车吊操作证，均在有效期内，具备所从事拆除作业的资质。

（五）合同签订情况

2022 年 8月，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与如 X公司签

订了《2022 年普陀区违法户外广告、非广告设施专项整治合同》。

如 X公司与秦 X公司未签订书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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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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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2022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8时许，工程现场的工人用红白旗将

现场围合，第一台汽车吊进场，以吊臂送工人至广告牌处割除外

覆广告布。8时 20分许，任 X男驾驶当事汽车吊进场，到场后先

展开支撑腿和吊臂。10 时许，任 X男操作当事汽车吊以吊臂将广

告牌吊住固定，工人将广告牌钢架切割成 11.3 米宽、12.8 米高

与 8 米宽、12.8 米高的两部分。两部分广告牌均铺有一层不透风

的薄铁皮。11 时许，第一块 11.3 米宽、12.8 米高的广告牌被顺

利吊下。

12时 44 分，任 X男操作汽车吊，使汽车吊驾驶室朝向西侧、

回转吊臂位于北侧时拆除第二块 8米宽、12.8 米高的广告牌。任

X 男将第二块广告牌吊离墙面、收回吊臂的瞬间，整车向北面侧

翻，广告牌倾斜坠落至商场东侧广场上。

事发后，区应急局、区绿容局、长风街道等部门立即赶赴现

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20 时 10 分许，当事汽车吊被扶起，地面

物品也被清理完毕。

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20 万元。

四、事故现场技术分析情况

根据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拆除大渡河路

196 号违法墙面户外广告工程汽车起重机事故技术分析报告》，

事故汽车吊水平液压支腿全部伸出时，垂直支腿距离车身侧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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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m，现场测量左后及右前水平液压支腿实际伸出 1.5m，不符

工作要求。由于水平液压支腿伸出不足导致汽车吊抗倾覆能力降

低，汽车吊在吊运接近相应工况额定载重量的广告牌时，在广告

牌脱离墙面一瞬间的冲击载荷和风载综合作用下，汽车吊整体向

北侧倾覆。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从业人员汽车吊司机任 X男安全意识淡薄，未正确评估汽车

吊相应工况额定载重量，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是事故发

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秦 X 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拆除作业施

工现场采取有效安全管理措施，未有效开展对施工人员的安全交

底，未落实对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向从业人员充

分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未督促

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及时排

查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是事故发生的间接

原因。

2.如 X公司未与承揽单位秦 X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亦未在书面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检查秦 X公司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情

况，审核秦 X公司的安全生产状况，督促秦 X公司落实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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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责任，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综上所述，上海秦 X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10·12”

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违规施工作业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一）李 X萧，秦 X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全面落实生产经营

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对“10·12”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二）如 X公司未与承揽单位秦 X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亦未在书面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

有效检查秦 X公司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未督促秦 X 公司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区绿容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如 X公司进行处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秦 X公司要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充分认识事故

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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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从业人员遵守安全制度与操作规程。要严格

遵守现场作业中有关安全工作的规范标准，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

产防护措施，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9—

（二）如 X公司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切实履行对承揽单位和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职责，把

安全生产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要全面审核各承揽单位的安全生产

状况，督促承揽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排查日常工作

中存在的隐患，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

生。

（三）绿容局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严格落实“管行业、管

安全”的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举一反三，立即组织系统内相关单

位对所有拆除场所进行安全检查，查漏补缺，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同时要求系统相关单位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安全教育，督促相关

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保证拆除工程安全生产，依

法承担相关安全生产责任。

上海秦 X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12”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10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