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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镍钴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5·30”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5 月 30 日 12 时 47 分，保卫部应急救援大队接

到电话报警称：“保安二队门前新建项目着火了”，遂赶赴现

场，于 14 时 18 分将大火彻底扑灭。随后，集团公司立即成

立火灾调查组，对火灾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原因进行了调查，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相关单位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动力厂含镍钴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位于二厂区东北角，重金属离子废水处理站南侧，项目

用地南北长 160m，东西宽 130m，项目占地约 20800m
2
，该项

目包括碳酸镍上清液和萃取皂化后液两套水处理工艺，对镍

冶炼厂、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处理后排放的

碳酸镍上清液和萃取皂化后液收集，处理达标后回用。投产

后处理规模为 8000m
3
/d，其中碳酸镍上清液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规模为 4500m
3
/d，萃取皂化后液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规模为

3500m
3
/d。

项目综合厂房分为上下两层，一层为污泥储存区及管廊，

污泥储存区设置 9 个不锈钢泥斗；二层为压滤间，该厂房为

21m×18m×17.6m，主要用于压滤含水率为 95%的重金属污泥。

着火部位为压滤间 3 号压滤机（自北向南排列有 3 台

XAZGF500-1600-UK 型全自动厢式隔膜压滤机，编号为 1 号、

2 号、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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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单位与项目的关系

1.动力厂是项目的建设单位，该项目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开工建设，2019 年 5 月 27 日，在动力厂签字确认后完成

建设工程中间验收移交。

2.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是项目的施工单位，2019 年 5 月

27 日完成工程中间验收移交手续后，继续承担压滤机相关副

件、配件临时变更修改、压滤机油泵基础拆除、平台篦格板

安装、柱间支撑吊运等施工任务。

3.工程监理咨询公司是项目的监理单位，与动力厂签订

了《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履行施工准备、工程施工期

间安全监管、文明施工及工程竣工验收后质量缺陷保修期监

督等管理职责。

二、事故经过、火灾扑救及损失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19年5月23日,工程监理咨询公司组织召开项目工程

例会,提出含镍钴废水项目剩余工程量 45 项，要求 6 月 10

日前完成，其中第 39 项为压滤机压力变送器法兰盘更换型

号和第 41 项为 3 台压滤机仪表风未接通，5 月 27 日，完成

建设工程中间验收移交。5 月 29 日，马新海劳务队材料员孙

兆秀就 23 日项目工程例会上确定的施工任务办理动火作业

证，在审批过程中，负有审批权限的安装工程公司副经理屈

阿龙不在单位，孙兆秀找到该公司副经理朱金玲进行审批，

朱金玲电话征询屈阿龙意见后，代为审批了动火作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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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 7 时 50 分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马新海劳务

队现场负责人张积耿在排班会上，就 5 月 23 日项目工程例

会上确定的施工任务，安排焊工王德风和赵述浩在二楼压滤

间进行焊接作业，同时指定王、赵二人互为监护人。8 时 30

分许，二人开始在现场作业，先后用电焊完成了 1 号压滤机

弯头、风管焊接，用气、电焊在地面完成了 3 个法兰盘加工。

尔后，王、赵二人依次用气、电焊实施了 1 号、2 号、3 号

压滤机进料管上焊接压力变送器短管。期间，动力厂污水车

间负责巡查的职工季晓波，到压滤间对动火过程进行了简单

询问后随即离开。11 时 20 分许，王、赵二人完成 3 号压滤

机压力变送器短管焊接作业后，继续用电焊在 1 号、2 号压

滤机两侧槽钢上安装固定风管的 U 型卡。11 时 50 分许，二

人同时离开作业现场。12 时 40 分许，动力厂项目组组长、

污水处理车间主任李成林发现压滤间有黑烟冒出，遂前往确

认火情，于 12 时 47 分向保卫部应急救援大队电话报警。

（二）火灾扑救经过

12 时 47 分，应急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车辆 7

台、人员 23 人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综合厂房压滤间内

的火势猛烈，二楼玻璃窗接连发生爆裂。经侦查确认 3 号压

滤机正在燃烧，随即指战员展开灭火行动，采取“先隔离、

再控制、后消灭”的战术，出一支水枪对火势进行隔离，防

止 2 号压滤机受损，同时出水枪和泡沫管枪各一支对火势进

行夹攻，13 时 33 分，厂房内火势得到控制，13 时 50 分，

现场明火被扑灭。为防止火势复燃，大队仍安排消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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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对火灾现场实施监护至 31 日 10 时。

（三）火灾损失情况

本次火灾造成压滤机 1 台、窗户 15 扇、电葫芦动力电

源线等烧损，直接财产损失共计 28.33 万元（厂房及其它直

接损失待鉴定）；火灾及扑救过程中未造成人员伤亡，为一

般火灾事故。

三、火灾事故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查

二层压滤间自北向南排列 3 台压滤机，分别设定为 1

号、2 号、3 号压滤机，3 号压滤机进料口端北侧电缆槽内

2m 电缆绝缘层烧毁。临近铁质平台烧痕自东向西递减，压

滤机 2根 DN125 变 DN200 进料管及安装的 2 组气动阀表面

油漆未脱落，与灰色进料管 DN125 纵向连接 1 组气动阀表

面油漆未脱落，前段连接压力变送器法兰管呈橙黑色，与

箱板连接的进料口法兰内发现熔渣，连接的压滤机挡板呈

灰黑色夹杂橙色形状呈现“V”型状烧痕，外部呈黑灰色，

DN100 辅助回流管靠南侧管道面漆完好，靠北侧的管道呈

橙黑色，位于进料端北侧拉板系统箱表面颜色由东向西呈

黑色向灰、橙色过度，在拉板系统箱下方设置的 2 根 DN50

蓝色风管自东向西与压滤机并行，东端表层蓝色面漆保留

完好，自 60cm 处开始向西呈黑色、灰白色、橙色交替过

渡，连接的上边分接 DN24 细风管最东端 2 根脱落，压滤

机底部翻板梁由东 70cm 处延伸至 2 米处向外歪曲。压滤

机箱内 25 块融化、粘连的压滤板倒向进料端，自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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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压滤板由中间呈“V”型翻卷，其余 65 块压滤板自东向

西烧痕逐渐减弱，压滤机西端液压系统未过火。

二层压滤间房顶全面过火，与 3 号压滤机相对应屋顶

斜拉筋变形，主梁上有约 5cm×120cm 混凝土表层脱落；

一层污泥储存区三组钢制泥斗，南侧一组漏斗最北边漏斗

上只有底部油漆保留，四周油漆脱落，南、西、北面留痕

为红白相间，呈“V”型，东面为灰白色。地面留有大量

灰白固态和絮状燃烧产物。

（二）查证事实

调查组通过对王德风、赵述浩等 26 人询问，现场勘查、

物证提取、制度、合同、协议及会议记录等资料的调阅，查

清以下主要事实：

1.起火点为 3号压滤机进料管聚丙烯内衬，发生火灾时，

3 号压滤机未运行；

2.3 号压滤机电气控制方面施工未完成，压滤机仪表及

进水口电动阀均处于未带电状态，无法出现电缆过热和短路

现象；

3. 3 号压滤机机头侧油泵、控制箱、电机之类未被火灾

触及，设备完好，连接电缆完好无异常；

4.发生火灾当日，天气晴好无雷击现象，同时也排除人

为纵火。

四、火灾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马新海劳务队焊工王德风和赵述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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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号压滤机进料管上焊接压力变送器短管时，电、气焊作

业过程中形成的熔渣（温度为 2000℃以上）溅落到进料管中，

引燃聚丙烯内衬（燃点为 300～330℃），导致火灾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现场作业人员未严格落实《动火安

全作业证》制定的可燃物确认、专人监护、现场防护、熔渣

清理等措施，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2.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公司动火作业管理不到

位，对动火作业没有制定方案，虽然在《动火安全作业证》

上制定了安全措施，但流于形式，没有与现场实际情况结合，

且存在代办、代批现象，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

3.动力厂履行属地化管理职责不到位，现场安全监管人

员履行职责不到位，没有督促作业人员制定并落实具体安全

管控措施，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三；

4.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未按照《建设

工程委托监理合同》规定实施有效监督管理，监理职责履行

不到位，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四；

5.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对现场作业人员、动力厂对现场巡

查人员均存在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能

力不足，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五。

五、责任认定

（一）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马新海劳务队焊工王德风和赵述

浩，动火作业时未确认可燃物、未采取隔离防护措施、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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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熔渣，违章动火作业，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直接责任；

2.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马新海劳务队现场动火作业负责

人张积耿，未按动火作业证中要求的安全措施进行现场确认，

未安排专人监护，随意指定电、气焊作业人互相监护，对本

次火灾事故负直接责任；

3.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马新海劳务队负责人马新海，对劳

务队日常管理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管理责任；

4.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公司项目现场施工员窦

宏民，对劳务队现场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

负管理责任；

5.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公司副经理朱金玲，对其

代为审批的动火作业安全措施未进行督促落实，对本次火灾

事故负管理责任；

6.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公司经理边朝伟，系该公

司主要负责人，对建设项目日常管理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

故负管理责任；

7.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涛，是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主管项目施工的负责人，对本次火灾事故负领导责任。

（二）动力厂

1.动力厂污水处理车间职工季晓波，是该车间安排至项

目现场的安全巡查人员，未有效履行属地化安全管理职责，

对现场动火作业监管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管理责任；

2.动力厂污水处理车间职工孔军，是项目现场安全员，

未有效履行属地化安全管理职责，对现场动火作业属地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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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管理责任；

3.动力厂项目副组长刘磊，负责该项目安全和消防管理，

未能有效履行建设项目属地化安全管理职责，对本次火灾事

故负管理责任；

4.动力厂项目组组长李成林，负责项目组的全面工作，

未有效履行建设项目属地化安全管理职责，对本次火灾事故

负管理责任；

5.动力厂副厂长王齐全，是动力厂主管项目建设负责人，

对本次火灾事故负领导责任。

（三）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1.项目监理工程师刘选东，履行建设项目设备安装的安

全监管、文明施工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

管理责任；

2.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许宝科，履行建设项目全面的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管

理责任；

3.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王彤云，是工程监理咨询

公司主管项目监理负责人，对本次火灾事故负领导责任。

五、处理建议

（一）依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治理目标责任

书》规定，建议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综合治理考核 10 分，

对动力厂综合治理考核 6 分，对工程监理咨询公司综合治理

考核 2 分；

（二）依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9

第五十条之规定，建议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涛、

动力厂副厂长王齐全、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王彤云给

予通报批评；

（三）责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动力厂、工程监理咨询

公司依据责任认定，对其他责任人做出处理并上报公司。

六、事故防范措施

1.项目恢复施工时，在设备设施的安装、调试、拆除过

程中要强化对动火作业全过程管理，做到方案可行、审批合

规、防护得当、监管到位；

2.项目恢复阶段，要对窗户更换、房屋外表面修复和压

滤间屋顶鉴定等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做好火灾防控和

其他安全防范措施；

3.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要严格执行动火作业相关规定，坚

决落实动火审批、风险辨识、措施防护、残留火种清理等要

求，确保动火作业过程安全可控；

4.动力厂在项目试生产过程中要履行属地化监管职责，

确保动火程序合规，监管措施落实到位；

5.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在项目试生产过程中，按照建设工

程监理合同和监理规范，认真履行工程施工安全监管责任，

督促工程施工总承包人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安全风

险识别及安全隐患整改，实现工程无伤亡事故、无火灾事故

的监理控制目标；

6.公司各单位要严格遵守公司动火作业规定，进一步加

强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全面增强层级人员风险辨识、隐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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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7.公司各单位要认真汲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持续开展

“四大”专项行动，确保公司长周期安全稳定生产。

附件 1：“5.30”火灾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附件 2：“5.30”火灾事故损失清单

附件 3：“5.30”火灾事故现场勘查照片

附件 4：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关于“5.30”火灾事故处理决定

附件 5：动力厂关于“5.30”火灾事故处理决定

附件 6：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关于“5.30”火灾事故处理决定

“5·30”火灾事故调查组

2019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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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5.30”火灾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 注

1 姜 锋 保卫部 总经理 13830588258 消防

2 刘 晨 安全保障部 副总经理 13830598538 安全

3 路八智 安全保障部 副总经理 18993519958 设备

4 唐培文 工程管理部 副总经理 18993519855 工程管理

5 张 镇 保卫部 大队长 13993576104 消防

6 巩 雨 保卫部 副大队长 15809455725 消防

7 王荣博 保卫部 科员 15268905113 消防

8 毛 坤 保卫部 科员 13830586061 消防

9 邢富强 保卫部 科员 13884510360 消防

10 赵 杰 保卫部 科员 13993567702 消防

11 李立庆 保卫部 科员 13619356807 消防

12 童 斌 保卫部 科员 13830581878 消防

14 王和平 安全保障部 科员 13830586342 生产

15 仁智勤 安全保障部 科员 13884508558 电气

16 刘成金 安全保障部 科员 17718692706 安全

17 臧宗强 安全保障部 科员 13884500356 设备

18 丁丰荣 镍冶炼厂 副主任 15352138820 设备

19 王月青 工程管理部 科员 13085950660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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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5.30”火灾事故损失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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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5.30”火灾事故现场勘查照片

镍钴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综合厂房

厂房内部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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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滤机进料端

3#压滤机靠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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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滤机动火点

3#压滤机气焊切割的圆孔

动火点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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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 2#压滤机进料口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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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滤机焊接法兰管内部

3#压滤机进料管道残留灰迹中存在的铁质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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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滤机进料管球阀前端焊渣

3#压滤机进料管内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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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滤机东端残留压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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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滤机北侧特写

3#压滤机进料端南侧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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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滤进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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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滤机西南侧

2#压滤机南侧



23

接在 1#压滤机机头的点焊接地下

遗留在 2#、3#压滤机机头之间电焊焊把和气焊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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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滤厂房一层接料漏斗

3#压滤机进料端对应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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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遗留的燃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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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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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关于“5.30”火灾事故处

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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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动力厂关于“5.30”火灾事故

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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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关于“5.30”火灾事故处

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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