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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至今集团公司内部火灾事故情况

及今后工作建议

一、火灾事故发生情况

1.2017 年 3 起火灾事故

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塑料编织厂“6.26”电气火灾事

故；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维保服务公司“9.10”电焊违章

作业火灾事故；镍冶炼厂“12.31”有机挥发性气体自燃火灾

事故。

2.2018 年 2 起火灾事故

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4·22”电气火灾事故；镍合金

公司“5.15“砂带修磨机组金属钛粉体自燃火灾事故。

3.2019 年 5 起火灾事故

镍钴研究设计院“2·21”玻璃钢废弃排放管道上违规

安装高温设备火灾事故；镍冶炼厂硫磺车间“5·23”环保

风机硫磺沉积物燃烧火灾事故；动力厂含镍钴废水处理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5·30”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金川镍都

实业有限公司“6·11”硫化物废料自燃火灾事故；镍冶炼

厂“7·18”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

4.2020 年 1 起火灾事故

矿山工程分公司“10·2”电气火灾事故。

5.2021 年 4 起火灾事故

选矿厂“8·30”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选矿厂“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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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剂自燃火灾事故；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10·28”

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2·4”氧化

剂和还原剂混存引发自燃火灾事故。

6.2022 年 5 起火灾事故

居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2.6”烟头引燃可燃物火灾事

故；工程建设公司“4.17”违章用电火灾事故；电线电缆有

限公司“5.23”烟头引燃可燃物火灾事故；兰州金川科技园

“6.23”锂电池自燃火灾事故；检测中心中心分析室“12.7”

环保风机玻璃钢燃烧火灾事故。

7.2023 年 3 起火灾事故

金昌维根生物科技公司“1.1”遗留火种（或电线短路）

火灾事故；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高纯事业部“1.22”电

解槽短路火灾事故；二矿区“1·27”挖掘机线路搭铁火灾

事故。

2017 年至今火灾起数条形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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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生火灾事故的直接成因

1.用火不慎（动火作业）火灾 5 起

2017 年 9 月 10 日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维保服务公司

“9.10”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2019 年 5 月 30 日动力厂

含镍钴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5·30”电焊违章作业

火灾事故、2019 年 7 月 18 日镍冶炼厂“7·18”电焊违章作

业火灾事故、2021 年 8 月 30 日选矿厂“8·30”电焊违章作

业火灾事故、2021 年 10 月 28 日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0·28”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

2.违章操作火灾 3 起

2019 年 2 月 21 日镍钴研究设计院“2·21”玻璃钢废弃

排放管道上违规安装高温设备火灾事故、2019 年 5 月 23 日

镍冶炼厂硫磺车间“5·23”环保风机硫磺沉积物燃烧火灾

事故、2022 年 12 月 7 日检测中心中心分析室“12.7”环保

风机玻璃钢燃烧火灾事故。

3.电气火灾 7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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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6 日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塑料编织厂

“6.26”电气火灾事故、2018 年 4 月 22 日镍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4·22”电气火灾事故、2020 年 10 月 2 日矿山工程分

公司“10·2”电气火灾事故、2022 年 4 月 17 日工程建设公

司“4.17”违章用电火灾事故、2023 年 1 月 1 日金昌维根生

物科技公司“1.1”遗留火种（或电线短路）火灾事故、2023

年 1 月 22 日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高纯事业部“1.22”

电解槽短路火灾事故、2023 年 1 月 27 日二矿区“1·27”挖

掘机线路搭铁火灾事故。

4.自燃火灾 6 起

2017 年 12 月 31 日镍冶炼厂“12.31”有机挥发性气体

自燃火灾事故、2018 年 5 月 15 日镍合金公司“5.15“砂带

修磨机组金属钛粉体自燃火灾事故、2019 年 6 月 11 日金川

镍都实业有限公司“6·11”硫化物废料自燃火灾事故、2021

年 9 月 28 日选矿厂“9·28”选矿剂自燃火灾事故、2021 年

12 月 4 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2·4”氧化剂和还原剂混存

引发自燃火灾事故、2022年 6月23日兰州金川科技园“6.23”

锂电池自燃火灾事故。

5.吸烟火灾 2 起

2022 年 2 月 6 日居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2.6”烟头引

燃可燃物火灾事故、2022 年 5 月 23 日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5.23”烟头引燃可燃物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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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至今火灾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饼状图

三、历次火灾事故原因及整改措施（见附件 1）

四、火灾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见附件 2）

五、火灾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

2017 年至 2022 年，集团公司内部发生的火灾事故虽然

呈逐年减少态势，但也暴露出事故层级管理责任不到位、安

全风险辨识不到位、制定的安全措施可操作性不强等现象，

事故给集团公司造成极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通过对发生的火灾事故现场起火原因、采取的安全措施

等细致调查，从中不难看出，事故单位在落实责任主体工作

上还存在以下问题：

1.2017 年 6 月 26 日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塑料编织厂

“6.26”电气火灾事故、2018 年 4 月 22 日镍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4·22”电气火灾事故、2019 年 2 月 21 日镍钴研究设

计院“2·21”玻璃钢废弃排放管道上违规安装高温设备火

灾事故、2019 年 5 月 23 日镍冶炼厂硫磺车间“5·23”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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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硫磺沉积物燃烧火灾事故、2022 年 6 月 23 日兰州金川

科技园“6.23”锂电池自燃火灾事故充分暴露出事故、2022

年 12 月 7 日检测中心中心分析室“12.7”环保风机玻璃钢

燃烧等火灾事故，充分暴露出相关单位消防安全风险辨识不

全面，制定的防范和管控措施针对性不强。

2.2017 年 12 月 31 日镍冶炼厂“12.31”有机挥发性气

体自燃火灾事故、2018 年 5 月 15 日镍合金公司“5.15“砂

带修磨机组金属钛粉体自燃火灾事故、2019 年 6 月 11 日金

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6·11”硫化物废料自燃火灾事故、

2020 年 10 月 2 日矿山工程分公司“10·2”电气火灾事故、

2021 年 9 月 28 日选矿厂“9·28”选矿剂自燃火灾事故、2021

年 12 月 4 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2·4”氧化剂和还原剂混

存引发自燃火灾事故、2022 年 2 月 6 日居佳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2.6”烟头引燃可燃物火灾事故、2022 年 5 月 23 日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5.23”烟头引燃可燃物等火灾事故，充分暴

露出事故单位组织的隐患排查流于形式，隐患排查工作不细

不实，未及时发现、消除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3.2017 年 9 月 10 日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维保服务公

司“9.10”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2019 年 5 月 30 日动力

厂含镍钴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5·30”电焊违章作

业火灾事故、2019 年 7 月 18 日镍冶炼厂“7·18”电焊违章

作业火灾事故、2021 年 8 月 30 日选矿厂“8·30”电焊违章

作业火灾事故、2021 年 10 月 28 日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10·28”电焊违章作业火灾事故、2022 年 4 月 17 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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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公司“4.17”违章用电火灾事故、2023 年 1 月 1 日金

昌维根生物科技公司“1.1”遗留火种（或电线短路）火灾事

故、2023 年 1 月 22 日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高纯事业部

“1.22”电解槽短路火灾事故、2023 年 1 月 27 日二矿区

“1·27”挖掘机线路搭铁等火灾事故，充分暴露出事故单

位层级管理责任不到位，动火作业不规范，现场监护不落实。

六、下一步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建议

1.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以铁的面孔、

铁的手腕、铁的心肠，从严、从细、从实抓好消防安全各项

工作。

2.各单位要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要全方位、全过程

地进行火灾风险辨识、排查，制定实用、有效的防范措施，

并严格落实。

3.要进一步加强人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全面

提升火灾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和火灾应对能力，确保集团公

司长周期生产安全。

附件：1.火灾事故信息表

2.火灾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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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火灾事故信息表

时间
序
号

事故名称 火灾原因认定 整改措施

2017 1

金川镍都实
业有限公司
塑料编织厂
“6.26”电
气火灾事故

造成此次火灾事故的原因为加热管断裂，电路短路产生火花，通过散热孔引
燃正在烘干的塑料布，从而引发本次火灾事故。

1、塑料编织厂要召集全厂员工组织召开事故警示教育大会，
认真剖析事故本质，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部署下一步安全重点工
作；

2、各单位要组织安排事故案例学习，将事故传达至每位员
工，强化全体职工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

3、各单位按照“三管三必须”和“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要求，扎实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加大对隐
蔽性隐患的排查力度，加大专业化管理力度，全面梳理、排查各
自电气、机械设备，尤其要加大对使用年限长、部分老化暂时未
能更换（新）的设备的巡检力度，及时消除隐患，确保设备本质
化安全；

4、各单位针对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存储环节，作出系统
排查梳理，尤其是挥发性化学品的使用、存储上，结合风险辨识
结果，认真对不同岗位、不同操作环节增加通风、防爆、应急等
相应的消防配套装置；

5、加大对员工安全知识及技能的培训，增强职工的危害辨
别与风险控制意识和能力，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重点强化
各行业针对性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尤其针对火灾事故，要求每位
员工熟练掌握灭火器材使用和逃生自救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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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

金川镍都实
业有限公司
维保服务公
司“9.10”
电焊违章作
业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维保服务公司下属张春梅劳务队在动火证到期的情况下，不重新办理动火

证，动火安全措施不落实，现场没有按要求准备灭火器和清理易燃物质，进行动
火作业，是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1.维保服务公司张春梅劳务队私自承接委托导致维保服务公司没有收到相
关作业信息，对此项作业失去监管，是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

2.维保服务公司在明知有劳务队私自承接委托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沟通和上
报实业公司，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另一间接原因。

1、维保服务公司要召集所有外来队伍组织召开事故警示教
育大会，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部署下一步针
对外来队伍安全管控重点工作。

2、 维保服务公司要尽快和二级单位沟通关于委托下达流
程，及时反馈意见，规范外来队伍委托承接，杜绝外来队伍私自
承接委托的现象。

3、维保服务公司开展专项自检自查，系统梳理本单位对外
来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检查监督体系和危险作业审批报告机
制，建立本单位的双重预防机制，梳理每一个外来队伍的准入资
料和保险凭据等基础资料，加强对外来队伍的安全管理，严格按
照制度进行考核。

4、各单位要组织安排事故案例学习，将事故传达至每位员
工，强化全体职工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

5、各单位加强对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管控，尤其是动火作业
的报备、审批和措施落实，强化现场安全监护，强化现场安全检
查督查，规范现场高风险作业。

6、加大对员工安全知识及技能的培训，增强职工的危害辨
别与风险控制意识和能力，重点强化各行业针对性应急预案演练
工作，尤其针对火灾事故，规范动火作业应急水和消防器材的配
备，要求每位员工熟练掌握灭火器材使用和逃生自救的基本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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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

镍冶炼厂
“12.31”有
机挥发性气
体自燃火灾

事故

直接原因：
由于萃取工序第三系列第二台离心萃取器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第三相在转

毂内结渣，导致转毂动平衡失效，轴体出现偏转，轴体局部与机封静环上、下部
位发生摩擦并产生高温，260#溶剂油在高温作用下加速分解反应，产生的有机挥
发性气体瞬间积聚，达到闪点（70℃），引发爆燃，导致火灾事故发生。
间接原因；

1.岗位人员对现场设备设施检查确认不到位，只进行了目视巡视，未严格按
要求使用测温枪对设备转动部位进行测温检查，未及时发现离心萃取机火灾隐
患，是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2.生产过程中，轴体偏转，导致密封圈破坏，致使有机溶液泄漏，岗位运行
人员未及时发现，对生产运行状况管控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又一主要原因；

3.层级人员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对离心萃取机运行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
全，采取的管控措施不完善，设备本质化、生产运行管理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
重要原因。

1.镍冶炼厂、三车间要完善离心萃取机点检、生产运行办
法，严格监督执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
2.重点防火单位要完善监控设施，做到数据准确和生产部位

全覆盖，强化监督管理，及时升级现有监控设备，充分发挥监控
设备的现场监控功能，为重点防火部位现场监控以及事故调查奠
定基础。

3.公司各单位要按要求定期对消防设施、设备、器材、物资
进行检测、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4.公司现有萃取工艺系统等重点防火单位对照国家消防法
律法规进行对照检查，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彻底消除火灾隐患，
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5.公司各单位要建立消防“三同时”台账，梳理存在问题并
及时整改，对新、改、扩项目建设中必须做到“三同时”，规避
公司及各单位消防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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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

镍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

“4·22”电
气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酸洗附跨厂房内长期存在酸雾腐蚀，使处于通电状态的电气线路和元器件因

锈蚀引起短路打火，进而引燃周围的 RPP 材质储罐及可燃物，是火灾发生的直接
原因。
间接原因：

1.对现场电气线路、设备设施巡查点检不到位，导致电气设备出现老化、故
障等消防安全隐患未能被及时发现和排除，是火灾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2.对酸洗附跨区域存在的火灾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不到位，对应的管控、防
范措施缺失，是火灾事故发生的又一间接原因。

3.值班安全巡查落实不认真，发生火灾后没有及时发现，是导致火灾扩大的
原因。

1.按照“管用、有效、可操作”的原则，对本单位相关管理
制度、规程进行修订完善，制订配套的管理流程和表单，组织全
体员工学习，提高制度、规程的执行力；

2.按照隐患风险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相关要求，组织全体员
工开展各个生产经营单元的风险辨识和评估，并制定行之有效的
风险管控措施；

3.加强专业化管理，按照制度规定做好设备设施点巡检工
作，对发现的隐患和故障及时处理。

4.强化值班、值守工作，树立“值班工作无小事”的思想，
落实层级管理和日常考核工作。

5.开展好本单位的“四安全”研究工作，深入现场、基层，
着力研究解决设备、工艺、人员等方面的问题，保障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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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

镍合金公司
“5.15“砂
带修磨机组
金属钛粉体
自燃火灾事

故

直接原因：
钛带在磨削过程中产生的磨屑粉末，化学活性很高金属钛粉体自燃导致局部

产生高温，在高温状态下燃烧引燃磨头箱内油雾和砂带，导致火灾事故发生。
间接原因：

（1）岗位人员对现场设备设施检查确认不到位，现场配置的二氧化碳灭火
系统未能启动并发挥作用，造成火情进一步加剧，是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
一；

（2）层级人员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对生产现场和运行设备存在的安全风
险辨识不全，采取的管控措施不完善，设备本质化、生产运行管理不到位，是事
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1、尽快与二氧化碳消防系统厂家协商确定二氧化碳灭火系
统的检修和维护保养方案，使火灾报警及灭火系统自动及手动处
于完好状态。

2、当生产工艺或材料发生变化时，严格执行工艺评审制度，
并进行危险因素分析和管控防范措施的落实，并指定专人跟踪监
督落实。

3、进一步梳理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完善应急预案及现场处
置方案，制定预案演练计划，确保岗位人员对作业环境、设备安
全操作熟悉掌握，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有效处理。

4、梳理完善视频监控系统，增加监控装置，使生产区域全
覆盖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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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镍钴研究设
计院“2·21”
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1.镍锍项目组在湿法冶金中试厂内的玻璃钢废气排放管道上违规安装、使用

马弗炉，马弗炉煅烧产生 1100℃的高温后，引燃连接炉体的玻璃钢管道（燃点
为 790℃±40℃）,导致火灾发生；

2.在使用马弗炉进行煅烧试验过程中，现场试验人员擅自离开，未起到现场
监管作用，导致火灾扩大。
间接原因：

1.镍锍项目组在煅烧试验时，虽制定了技术开发项目实施方案，但未针对补
充试验进一步细化方案和采取相应措施，试验地点选择不当，未按要求进行安全
风险辨识，防范措施缺失，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冶金工程研究所未经院主管部门同意，准许镍锍项目组安装使用马弗炉，
且未履行属地化管理职责，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3.镍锍项目组、冶金工程研究所安全教育培训、安全交底和风险告知不到位，
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三；

4. 镍锍项目组使用 2009 年修订的《马弗炉操作规程》中第 3.8 条“在使用
过程中，经常观察电热设备温度变化，不准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的规定不严谨，
修订不及时，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四；

5. 镍钴研究设计院科研管理部对科研试验项目过程监管不力，综合管理部
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五；

6.镍钴研究设计院未有效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
接原因之六；

7.科技开发部对科研试验项目实施过程监管不到位，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
间接原因之七。

1.镍钴研究设计院要立即拆除引发火灾的马弗炉，将其安装
在火法冶金中试厂，消除安全隐患。

2.镍钴研究设计院要对所有试验场所的马弗炉等火法设备
设施进行全面排查，认真做好隐患整改工作。

3.镍钴研究设计院要进一步完善科研项目管理流程，加强试
验方案制定、评审和试验过程管理，确保科研项目安全实施。

4.镍钴研究设计院要针对本次火灾事故，认真汲取教训，举
一反三，对所辖区域进行全面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开展全
员安全警示教育，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5.镍钴研究设计院要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认真梳理、修
订各类试验设备操作规程，切实落实层级管理责任，确保安全风
险可控受控。

6.科技开发部要加强科研试验项目安全监督管理，针对科研
项目的特殊性进行安全责任的完善，切实履行部门安全管理职
责。

7.公司各单位要按照《关于加强火灾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的
紧急通知》要求，组织对本单位区域内火灾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进一步做好火灾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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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镍冶炼厂硫
磺车间

“5·23”火
灾事故

直接原因：
硫磺车间新系统 1

#
环保风机在运行过程中叶轮与机壳内部的硫磺沉积物摩

擦，引燃硫磺沉积物（燃点 232～255℃），继而引发玻璃钢风机及玻璃钢烟道
起火,导致火灾发生。
间接原因：

1.硫磺车间于 4月 29 日就烟道排烟不畅只安排对旋流板塔喷淋系统进行检
查，未能对烟道排烟不畅进行全面分析检查，存在的沉积物未及时发现，是造成
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硫磺车间硫磺新系统收尘工艺方案有缺陷，对硫磺粉尘沉积到风机和烟道
内的因素认知欠缺，导致风机和烟道未设置观察口和清理口，致使岗位人员不能
及时发现和清理硫磺粉尘，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3.硫磺车间设备本质化安全建设不到位，对玻璃钢、硫磺粉尘可燃性预判不
足，既未对玻璃钢风机、烟道进行阻燃材质改造，又未设置有效监测装置，是造
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三。

4. 硫磺车间对尾气吸收部位环保风机和烟道风险辨识不全面，岗位技术、
设备、安全操作规程、隐患排查标准均未对上述部位的火灾风险制定防范措施，
提出具体要求，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四。

5.硫磺车间火灾事故报警程序错误，本起事故从发现火情到厂调向公司应急
救援大队报警共用时 19 分钟，耗时较长，错失了火灾最佳扑救时间，且镍冶炼
厂调度室值班人员未及时报告公司调度室，导致火灾扩大，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
的间接原因之五。

6.镍冶炼厂对于多起玻璃钢烟道火灾事故的教训汲取不够、认识不足，对集
团公司关于落实玻璃钢烟道定期清理的要求执行不到位，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
间接原因之六。

1.硫磺车间要对现有尾气吸收工艺及设备进行改进，在恢复
风机和烟道时应采用防腐、不燃材质，增设人孔和压力、温度等
监测装置，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提升设备本质化安全水平；

2.硫磺车间要围绕历次事故教训，组织开展全系统工艺方案
论证完善工作，补全生产系统缺陷，为生产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
奠定基础；

3.硫磺车间要完善风险辨识清单，认真梳理技术、设备、安
全操作规程和隐患排查清单存在的漏洞，制定管控措施，加强过
程管理，落实层级责任，确保风险可控受控；

4.镍冶炼厂要针对本次火灾事故，组织开展对全厂的玻璃钢
风机、烟道进行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并根据各岗位工艺、
设备特点，开展动态风险辨识的完善工作，结合集团公司强基固
本的工作要求，加快推进岗位操作规程的编制工作；

5.镍冶炼厂要组织厂、车间、班组、岗位员工代表开展现场
观摩警示教育活动，加强各层级人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严格执
行事故报告程序，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6.公司各单位要组织单位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员、
班组长代表开展近期火灾事故现场观摩反思活动，深刻汲取本次
及以往玻璃钢火灾事故教训，严格按照集团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的有关要求，组织对本单位区域内玻璃钢使用环境、工艺匹配、
防火措施等情况进行细致梳理、整治，进一步做好火灾防控工作。

8

含镍钴废水

处理系统升

级改造项目

“5·30”火

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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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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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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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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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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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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金川镍都

实业有限

公司

“6·11”

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1.废料中硫化物遇水受潮后出现积热，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出，最终导致

硫化物自燃（含硫量为 25.54%，硫的自燃点为 250℃）。
2.塑料包装材料公司夜间值班员胡永年 19 时 53 分巡查至 3 万吨堆场，未发

现异常情况，于 21 时 30 分许擅离岗位，期间未按照每 2 小时现场巡查的规定履
行值班职责，未及时发现火情，导致火灾扩大。
间接原因

1.塑料包装材料公司对废料中含硫物受潮积热自燃的火灾风险因素辨识不
全，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2.塑料包装材料公司堆场废料存放过多，未及时清理，是本次火灾发生
的间接原因之二。

3.塑料包装材料公司对层级人员尽职履责情况管理不到位，是本次火灾
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三。

4.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保障部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是
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四。

1.塑料包装材料公司立即对露天堆场堆存废料进行处置，在
处置前塑料包装材料公司安排人员进行 24 小时巡查、监护。

2.塑料包装材料公司立即对露天堆场进行合理划分，进一步
规范物料存储，设置足够的防火间距，确保消防通道的畅通。

3.塑料包装材料公司要进一步规范露天堆场的管理工作，对
进入堆场的物料严格筛选，杜绝夹杂有自燃物质的包装袋混入。

4.塑料包装材料公司对露天堆场内的消防设施进行完善，满
足消防应急处置要求，同时要增设监控系统，实现对堆场 24 小
时监控。

5. 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班中巡查
相关制度，同时加大对各分厂、子公司值班值守管理力度。

6. 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要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
事故教训，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学习，杜绝此类事故
再次发生。

7.公司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露天堆场和物料存放区域的日
常管理工作，积极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确保形成闭环管理。



16

2019 年 10

镍冶炼厂

“7·18”着

火事故

直接原因:
焊工王维学在使用气焊切割浓密机排气管道底座（铁质）时，将底座内的玻

璃钢排气管道（燃点为 790℃±40℃）点燃,是本次着火事故的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1.镍电解二车间层级人员对现场设备设施情况掌握不全面，导致无法辨识现
场的火灾风险，安全技术交底内容不清，是造成本次着火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镍电解二车间未有效履行属地化管理职责，动火作业审批把关不严，现场
风险因素辨识不清，防范措施针对性不强，现场监护不到位，是造成本次着火事
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3.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公司制定的动火方案没有结合现场实际，针对
性不强，是造成本次着火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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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本次着火事故的间接原因
之四。

5.镍冶炼厂、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在安全管理过程中履行
职责不到位，精细化程度不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管理原因。

1.镍冶炼厂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镍电解二车间（浓密机）
设施大修项目的拆除、施工过程中，要进一步强化动火作业的全
过程管理，做到方案可行、审批合规、防护得当、监管到位。

2.镍冶炼厂要按照集团公司外来劳务队伍管理“四同时”、
“五统一”的规定，在设施大修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履行属地
化监管职责，靠实层级管理责任。

3.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要针对设施大修项目现场实际，制定切
实可行的施工方案，确保施工全过程安全可控。

4.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在工程项目实施监理过程中，要按照建
设工程监理合同和监理规范，认真履行监理职责，督促施工单位
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实现施工安全的监理控制目标。

集团公司各单位要进一步汲取几起玻璃钢火灾事故教训，做
到“举一反一”，相关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结合现场实际，精
准识别存在的安全风险，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技术方案和管控措
施，确保集团公司长周期安全生产。

2019 年 11

矿山工程

分公司

“10·2”

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轮胎维修间内敷设的电线老化且存在私拉乱接现象（现场提取了 3 根烧毁电

线残存物），长期处于通电状态的电气线路短路引起打火，进而引燃电线下方的
可燃物，是火灾发生的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1.轮胎维修间集工作区、物料存储区、休息区功能于一体，是明显的三合一
场所，严重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的有关要求，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2.由矿山工程分公司所属的 4 家单位可使用轮胎维修间，消防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不明确，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

3.矿山工程分公司井下维修队相关层级人员尽职履责不到位，是本次火灾发
生的间接原因之三。

4.矿山工程分公司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
因之四。

1.井下维修队立即对轮胎维修间进行处置，在处置前塑料包
装材料公司安排人员进行 24 小时巡查、监护。

2.井下维修队立即对轮胎维修间进行合理划分，进一步规范
作业区、物料存储区和休息区，设置足够的防火间距，确保消防
通道畅通。

3.斯塔尔车队对露天堆场内的消防设施进行完善，满足消防
应急处置要求，同时要增设监控系统，实现对堆场 24小时监控。

4.矿山工程分公司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班中巡查相关制
度，同时加大对下属各单位值班值守管理力度。

5.矿山工程分公司要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学习，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
生。

6.公司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大对生产作业、物料存放和排班休
息区域的隐患排查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火灾事故
发生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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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选矿厂

“8·30”

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焊工耿建民在使用气焊切割铁质门框时，焊渣引燃存放区内的可燃杂物，是

本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1.二选车间层级人员对现场存放物料情况掌握不全面，导致无法辨识现场的
火灾风险，安全技术交底内容不清，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 二选车间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动火作业审批把关不严，现场风险
因素辨识不清，防范措施针对性不强，现场监护不到位，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
间接原因之二。

1.选矿厂二选车间立即对车间废旧物资临时存放点设置地点
进行调整，确保做到设置足够的防火间距，物料分类集中，进一
步规范各项管理工作。

2.选矿厂立即组织开展以废旧物资、油漆、皮带等临时存放
区域的消防专项检查工作，对各类火灾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改，
全面梳理辨识火灾风险，建立并动态更新重点防火部位台账，加
强现场安全检查督查力度，从严落实各项安全管控要求。

3.选矿厂要持续加强日常应急实战演练工作，提高各级人员
正确处置突发火灾事故的应急能力，懂得岗位火灾的危险性,懂
得预防火灾的措施,懂得扑救火灾的方法,懂得逃生的方法,会使
用消防器材,会报火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

4.集团公司各单位要进一步汲取本起火灾事故教训，做到“举
一反一”，相关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结合现场实际，精准识别
存在的安全风险，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技术方案和管控措施，确
保集团公司长周期安全生产。

2021 年 13

选矿厂

“9·28”

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废旧包装袋中残留的黄药遇水潮解后导致自燃。

间接原因：
1.一选车间火灾风险辨识不清，将残留有大量水渍的硫酸铵、硫酸铜、六偏

磷酸钠、黄药包装袋混存，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一选车间现场管理不到位，没有对残留有黄药的废旧物料及时清理，是造

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选矿厂一选车间要立即对引发火灾的黄药废旧编织袋进行清
理，并安排人员进行监护。

2.选矿厂一选车间要立即对黄药及其废旧包装袋堆放区域进
行合理划分，进一步规范黄药、废旧包装袋存放，设置足够的防
火间距，确保消防通道的畅通。

3.选矿厂一选车间要立即对车间内其它各物料、废旧存放点
进行排查，消除火灾隐患。

4.选矿厂要立即对各类物资存放点进行梳理，确保不同物料
分类存放，合理设置地点，进一步规范物料管理工作。

5.选矿厂要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组织全
体员工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学习，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6.选矿厂要立即组织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工作，对各类火灾隐
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全面梳理辨识火灾风险，建立并动态更
新重点防火部位台账，加强现场安全检查督查力度，从严落实各
项安全管控要求。

7.公司各单位要进一步汲取本起火灾事故教训，做到“举一
反三”，切实履行职责，结合现场实际，进一步强化物料、废旧
品存放区域的日常管理工作，积极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确
保形成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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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4

广西金川

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10·28”

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铜陵万达作业人员李孟昌在脱硫吸收塔补焊漏点时用一块 500×600mm 铝皮

作为接火盘，塔壁结构为圆弧形，接火盘不能紧靠塔壁，没有起到有效隔绝焊渣
的作用，导致焊渣掉落在脱硫塔内聚丙烯材质的填料内部引起火灾。
间接原因：

1.风险识别不全，没有识别出脱硫塔后连通的烟囱由于负压效应会加剧火灾
的风险，导致没有在脱硫塔和烟囱之间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2.动火作业防范措施制定不全而且落实不到位，没有制定铺设防火毯和配置
现场应急水等措施，虽然在现场设置了接火盘，但对接火盘是否起到有效防火作
用确认不到位，导致焊渣从接火盘缝隙跌落，引燃下层填料。

3.检修安全管理工作不深不细，将大部分监管精力放在了重点项目、关键工
期项目，对一些简单检修项目重视度不够。

4.对同行业类似事故没有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工作不到位，未能针对行业内
同类事故进行深入研判，制定防控措施，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1.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要靠实主体责任和层级管理
责任，进一步强化火险隐患风险辨识工作，梳理完善工艺流程和
进行设备、系统可能存在隐患风险，并制定切实有效应对措施并
严格落实，确保风险可控受控。

2.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要严格遵守集团公司动火作
业的有关规定和防城港政府职能部门关于动火作业的有关要求，
要进一步强化动火作业的全过程管理，做到方案可行、审批合规、
防护得当、监管到位。

3.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要持续加强日常应急实战演
练工作，提高各级人员正确处置突发火灾事故的应急能力，懂得
岗位火灾的危险性,懂得预防火灾的措施,懂得扑救火灾的方法,
懂得逃生的方法,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报火警,会扑救初起火灾,
会组织疏散逃生。

4.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要进一步汲取本起火灾事故
教训，做到“举一反一”，相关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结合现场
实际，精准识别存在的安全风险，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技术方案
和管控措施，确保集团公司长周期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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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5

化工有限责
任 公 司
“12·4”火
灾事故

一、直接原因：
1.涂刷的环氧树脂混合液与臭氧发生反应，引发火灾；
2.施工作业人员在扑救过程中打翻树脂混合液盛装桶，进而导致火势进一步

扩大。
二、间接原因：

1.化工责任有限公司 PVC 事业部项修组现场风险辨识不到位、不全面，未有
效辨识环氧树脂混合液与臭氧反应会引起自燃的火灾风险，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
的间接原因之一；

2.化工责任有限公司 PVC 事业部履行属地化管理职责不到位，施工过程中对
离心母液处理装置一级鼓泡塔清洗、置换、吹扫、确认等环节现场监管不到位，
导致罐体内部留存臭氧气体，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1.针对本次火灾事故，化工责任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全员警示
教育学习和作业现场排查，吸取事故教训，重点围绕氯气、氧气、
臭氧、双氧水等强氧化剂环境中玻璃钢树脂施工作业进行风险辨
识和排查；

2.化工责任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强化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
控和安全措施的落实，做好作业现场的易燃物品的清理、隔离和
防护工作。

3.化工责任有限公司严格执行集团公司有关制度要求，严格
审查施工方案，全面辨识火灾风险，完善各项防火措施。

4.化工责任有限公司要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生产工艺开展
全流程、全过程的火险辨识，提升工程技术人员隐患辨识和排查
的能力。

5.集团公司各相关单位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教训，认真梳
理可能存在火险隐患，完善风险辨识清单，制定有效、可靠的管
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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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6

服 务 公 司
“2.6”火灾
事故

一、直接原因：
住户孔维洲在房间内吸烟将烟头丢入装有可燃物的纸箱内，导致火灾发生。

二、间接原因
1、七宿管理员李芙蓉及服务分公司单身公寓管理部门对住户的防火宣传和

教育不到位，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服务分公司维保中心安全员肖金龙对单身楼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是造

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1、对 7 宿 411 住户进行批评教育及安全用电和防火知识的
教育；

2、加强单生公寓日常防火巡查，宿舍管理员每天必须进行
一次防火巡查，外包物业公司每天夜间进行一次防火巡查；

3、对单身公寓宿舍管理员和外包物业公司从业人员再次进
行防火、灭火、报火警等消防知识的培训；

4、利用住户群和宣传栏等加强住户消防安全的宣传和教育；
5、对所有单身公寓进行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排查。
6、对单身公寓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实施联动演练；
7、对服务分公司各层级消防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和修订，明

确各方消防安全责任；
8、服务分公司明确与外包物业公司的安全责任界限；
9、针对此次火灾事故，服务分公司要进一步汲取本起火灾

事故教训，做到“举一反一”、“举一反三”工作，结合现场实
际，精准识别存在的安全风险，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技术方案和
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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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7

工程建设公
司“4.17”
火灾事故

一、直接原因
1、电暖气在人离开后未断电，长时间运行造成电暖气连接线发热短路起火，

是此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
2、插座、电线放置在可燃物上是此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二。

二、间接原因
1、室内床上存放大量图纸、体检报告等易燃物品导致火势扩大，是此次火

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第一建筑公司、项目部日常安全检查不到位，对电气线路长期放置在可

燃物上没有及时发现整改，是此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3、第一建筑公司镍盐重金属废水项目部对现场人员消防教育不到位，值班

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是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三。

1.工程建设公司应加强施工现场应急物资的储备及管理工
作，确保应急物资在紧急情况下管用好用，责任到人；

2.工程建设公司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防火安全培训与演练
工作，做到消防培训全覆盖；

3.工程建设公司应加强对施工现场易燃品的管理工作，杜绝
易燃品乱存乱放，确保用电安全；

4.工程建设公司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夜间安全巡查力度。
5.集团各单位要深刻汲取这次火灾事故的教训，按照保卫部

下发的关于“五一”节前消防和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检查的通知要
求，加强对办公区域的用电管理，加强对用电设施和线路的日常
检查，做好办公区域用电负荷评估工作，防止因设备和电线老化
引发火灾；严禁超负荷用电及乱拉乱接用电设备，严格落实办公
区域人离断电确认制度；加强对办公区域易燃品的管理工作，杜
绝易燃品乱存乱放现象，严防发生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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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8

电线电缆有
限 公 司
“5.23”火
灾事故

一、直接原因：
1.个别职工途径该区域流动吸烟，不慎将烟头（烟头温度 700-800℃）丢入

存放胶联机头废料的纸箱内（纸箱燃点 130-255.5℃），是引发火灾发生的直接
原因。

2.胶联机头废料存放区与钢木线盘存放区之间未设置防火间距，是导致火灾
扩大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线缆事业部对废料存在的火灾风险因素辨识不全，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
施，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2.线缆事业部存放的胶联机头废料过多，未及时清理，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
接原因之二；

3.线缆事业部胶联机头废料区内设置垃圾存放区，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
因之三；

4.线缆事业部胶联机头废料区、钢木线盘存放区和垃圾存放区是职工就餐必
经之路，未采取有效防火措施，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四；

5.线缆事业部对层级人员尽职履责情况管理不到位，是本次火灾发生的间接
原因之五；

6.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保障部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是本次
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六。

1.线缆事业部立即清理胶联机头废料存放区现存剩余废料。
2、线缆事业部须重新设置胶联机头废料和电缆线盘存放场

地，按要求分类存放，场地设置必须满足必要的防火间距，盛装
物料器具必须为不燃材料制作，建立定期清理拉运、日常巡查和
检查制度，严格落实各项防火管控措施。

3、线缆事业部要对进入胶联机头废料存放区的物料严格筛
选，杜绝夹杂有自燃可能的物质混入。

4、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要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学习，杜绝此类事故再次
发生。

5、公司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物料堆场的日常管理工作，积
极开展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务必做到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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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9

兰州金川科
技园“6.13”
火灾事故

一、直接原因：
经榆中县消防救援大队现场取证调查认定，起火原因为该处存放废旧锂电池

发生故障自燃所致。
二、间接原因
1、5000 吨废旧锂电池回收项目建设时，按照相关规范设计了室内消火栓、

消防喷淋系统、室外消火栓、消防检测和报警系统，并按照设计图纸完成施工。
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的对于废旧锂电池火灾消防灭火系统的设计与建设标准。从废
旧锂电池的火灾特性分析，本项目设计采用的消防系统虽然符合国家标准，但对
于废旧锂电池起火后的灭火和控制能力仍显不足。

2、废旧锂电池起火以后，库房内消防喷淋系统未能第一时间起到灭火和控
制保护作用，室内消火栓及室外消火栓内水压不足。经调查，消防报警系统报警
后，连接至科技园公司消防水泵房的连锁状态为手动，至园区维保人员到达金科
资源公司消防控制室切换到自动状态后启动了消防水泵。

3、金科资源公司在消防控制内安排当班人员 24 小时值班，同步联系开展消
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培训取证，但受疫情影响尚未培训，公司内部也未对值班人员
开展相应的培训，导致值班人员不熟悉消防控制室的设备操作，消控室值班流于
形式。在项目建设过程和设备调试试运行过程中，未能与园区消防维保单位形成
联动，在消防系统建设和调试时，消防维保单位一直没有正式参与，在施工单位
离场后，未能及时将消防系统移交给维保单位，致使在火灾发生时消防系统未能
起到作用。

1、针对本次火灾事故，金科资源公司立即组织开展全员警
示教育学习和作业现场排查，吸取事故教训，重点围绕废旧电池、
双氧水等易燃物品的存放进行风险辨识和排查。

2、强化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力度，发
现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纠正。梳理完善火灾专项应急预案
和现场处置方案，并组织定期的实战演练。

3、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时间，突出重
点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大检查要突出消防设施的配置、
运行情况和定期的检查检验，应急预案的修订和演练。确保风险
识别更加完善、措施制定合理有效，存在隐患整改到位，防止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

4、吸取同行业类似事故教训，对行业内同类事故进行深入
研判，举一反三开展各类易燃材质火灾风险排查，制定防控措施，
严防类似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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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中心中
心 分 析 室
“12.7”环
保风机玻璃
钢燃烧火灾
事故

直接原因：
运行的环保风机玻璃钢涡轮与玻璃钢壳体内部的沉积物（主要成分为硝酸

盐、氯化盐、高氯酸盐等混合结晶）持续摩擦，热量急剧增加，引燃玻璃钢涡轮
和玻璃钢壳体致灾。
间接原因：

1、环保风机未及时清洗、检查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未按照相关要求第一时间报告火警，导致火势扩大，是造成本次事故的

间接原因之二。

1、依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规定，
建议对检测中心考核 5 分。

2、建议检测中心依据责任认定，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并
报集团公司。

七、事故防范措施
1. 检测中心要针对本次火灾事故，对环保风机、烟道进行

全面排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检测中心要汲取近年来火灾事故教训，组织开展全系统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为长周期安全生产奠定基础；
3. 检测中心要完善全系统火灾风险辨识清单，制定有效管

控措施，加强过程管理，落实层级责任；
4. 检测中心要建立健全环保风机检查、清洗管理制度，提

升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水平；
5. 检测中心要加强各层级人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发

现火情第一时间报火警的相关要求；
6.集团公司各单位要深刻汲取这次火灾事故的教训，按照

《全省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冬春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的通知》《全市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实施方案》《金昌市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火灾防控工作的通
知》《关于深刻汲取安阳“11·21”火灾事故教训全面加强冬季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工作要求，加强日常防火检查和隐
患排查，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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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金川科
技园有限公
司高纯事业
部“1.22”
电解槽短路
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事故起始发生在高纯事业部镍区一楼第5号电积槽（2023年 1月 16日开槽，

截至 22 日事故发生是开槽生产第 7天，始极片生产工艺要求 15 天），通过监控
视频初步判断为生产始极片时，阴极始极片发生爆皮后脱落，与阳极接触导致阴
阳极短路，致使钛包铜导电棒过热，引燃槽面盖板（材质为 PP），进而引燃电
积槽（材质为玻璃钢）及上方的玻璃钢风管，造成镍区、钴区失火，引发火灾。
间接原因：

（1）岗位人员对现场设备设施巡查检查不到位，只进行了目视巡视，未对
槽面及设备关键部位进行检查，未及时发现电积槽火灾隐患，是火灾发生的主要
原因之一；

（2）科技园调度室及事业部配置了现场视频监控设备，制定了相应的管理
制度，但岗位人员和科技园调度室人员未能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初期火情，说明岗
位人员岗位职责落实不到位，是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3）各业务人员对新投入的设备及材质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未辨识
出阴极始极片发生爆皮后造成阴阳极短路，致使钛包铜导电棒过热，引燃槽面盖
板存在的风险，是事故发生的又一主要原因；

（4）层级人员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对利用电积槽生产高纯镍始极片过程
中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采取的管控措施不全面，设备本质化、生产运行管
理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1、针对本次火灾事故，科技园公司立即组织各级管理和关
键岗位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学习，安排部署后续现场救援及下一步
补救措施，重点针对镍区和钴区现场补救过程中的安全预防措施
进行安排，避免在现场处理过程中造成次生事故的发生。

2、针对本次火灾事故，组织对公司各产品生产、研发实验
项目工艺及新设备投用过程中的事故风险进行认真分析和辨识，
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修改现场巡检制度和巡查方法，加大
监督检查频次，严格监督执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

3、针对本次火灾救援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组织对公司各单
位生产现场存在的消防隐患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重点对消防设施的配置、监控报警设施设置、现场通风设施设置
等进行整改，确保消防预警及视频监控设施更趋于完善。

4、深刻吸取集团内部及国内同行各类电解火灾事故教训，
对现有技术工艺、设备材质选型、原辅料选择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举一反三开展各类易燃材质和工艺火灾风险排查，制定防控措
施，严防类似事故的发生。

此次事故发生在春节假期期间，给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形势带
来了及其严重的不良影响，我们深表歉意，诚恳接受集团公司的
任何处理，并以此为鉴，抓好后续安全生产工作。



26

2023 22

二 矿 区
“1·27”挖
掘机线路搭
铁火灾事故

直接原因：
调查组经过现场勘察、提取物证、询问当事人、咨询维修挖掘机厂家，并对

同类型日立牌液压挖掘机电路及发电机等电器设备进行测试后综合判定：引发本
次火灾的直接原因是挖掘机的发电机调节器内部损坏，造成线路搭铁，引燃线束
绝缘层，致使液压油散热器密封垫受损漏油，导致火势扩大烧毁车辆。
间接原因：

1.着火挖掘机为普通机械，没有经过矿山安全标志认证，不是地下矿山专用
无轨设备。

2.外委大修完毕的挖掘机没有经过相关部门验收。
3.采场附近没有消火栓。
4.着火挖掘机未安装自动灭火系统。

1.矿山单位要完善液压挖掘机火灾风险辨识清单，制定有效
管控措施，加强过程管理，落实层级责任；

2.矿山单位、物流公司立即组织井下液压挖掘机及其它无轨
设备火灾隐患大排查，消除无轨设备可能存在的火灾隐患风险；

3.矿山单位要强化各层级人员的消防应急处置能力提升，进
一步提高各层级人员消防应急事故的处置能力；

4.二矿区协同物流公司加大对车辆本质化安全水平的研究
与提升，更换适合矿山井下设备使用的线缆，优化完善控制系统
保护，按照《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对井下
内燃自行设备安装自动灭火系统，通过管理和技术手段进一步提
高车辆的本质安全化水平；

5.集团公司各单位要深刻汲取这次火灾事故的教训，加强日
常防火检查和隐患排查，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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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火灾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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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序号 事故名称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2017 年

1 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塑料编织厂“6.26”电气火灾事故 0.211

2 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维保服务公司“9.10”电焊违章作业火
灾事故 3

3 镍冶炼厂“12.31”有机挥发性气体自燃火灾事故 779

2018 年

4 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4·22”电气火灾事故 76

5 镍合金公司“5.15“砂带修磨机组金属钛粉体自燃火灾事故 -

2019 年

6 镍钴研究设计院“2·21”火灾事故 0.12

7 镍冶炼厂硫磺车间“5·23”火灾事故 4.17

8 含镍钴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5·30”火灾事故 28.33

9 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6·11”火灾事故 0.58

10 镍冶炼厂“7·18”着火事故 0.38

2020 年 11 矿山工程分公司“10·2”火灾事故 13.65

2021 年

12 选矿厂“8·30”火灾事故 0.02373

13 选矿厂“9·28”火灾事故 0.0073

14 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10·28”火灾事故 495.3270

15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4”火灾事故 0.18

2022 年

16 服务公司“2.6”火灾事故 0.12

17 工程建设公司“4.17”火灾事故 0.7322

18 电线电缆有限公司“5.23”火灾事故 0.3

19 兰州金川科技园“6.13”火灾事故 8.646

20 检测中心中心分析室“12.7”环保风机玻璃钢燃烧火灾事故 0.3

2023 年
21 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高纯事业部“1.22”电解槽短路火灾事故 -

22 二矿区“1·27”挖掘机线路搭铁火灾事故。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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