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3”里水昌达灼烫事故调查报告

2018 年 7 月 23 日 14 时 31 分左右，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里

水镇和顺象台村象岗山边的佛山市南海昌达铸造有限公司发生

一起灼烫事故，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中频炉内未完全熔化的

铝屑从炉口喷出，造成 1 人死亡，5 人受伤。为迅速查清事故

经过、原因和损失，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

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93

号）的相关规定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组织调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批复》（南府复

〔2014〕391 号）的文件要求，成立了“7·23”里水昌达灼烫

事故调查组，由区安监局、监察委员会、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总工会、人社局、消防大队、里水镇等单位人员组成，区安监

局冯仕良副局长担任组长。经调查取证和分析研究，事故原因

已查明。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述

（一）事故名称：“7·23”里水昌达灼烫事故。

（二）事故发生时间：2018 年 7 月 23 日 14 时 31 分左右。

（三）事故发生地点：南海区里水镇和顺象台村象岗山边。

（四）事故单位（个人）：佛山市南海昌达铸造有限公司。

（五）事故伤亡人数：1 人死亡,5 人受伤。

（六）直接经济损失：约 382 万元。

调查组认定，“7·23”里水昌达灼烫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个人）基本情况

佛山市南海昌达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4UKAC989；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象

台村象岗山边；法定代表人：苏绍国；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

捌拾万元；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 日；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铜铸件，铝材制品；销售：铝

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死（伤）者的基本情况

死者刘衍成，男，汉族，1965 年 2 月 5 日出生，公民身份

证号码：43262219650205849X，住址：湖南省隆回县滩头镇响

古村 10 组 23 号。

伤者李诗军，男，汉族，1969 年 4 月 20 日出生，公民身

份证号码：440602196904201556，住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厚源路 80 号。

伤者关健，男，1997 年 4 月 20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

450802199704202016，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东

龙镇北街一巷 4 号。

伤者罗成，男，1984 年 9 月 14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



522627198409144417，住址：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地坝村三组。

伤者项宗会，男，1972 年 12 月 19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

码：513022197212197275，住址：四川省宣汉县黄石乡铜鼓村

7 组 17 号。

伤者向友方，男，汉族，1975 年 8 月 12 日出生，公民身

份证号码：513022197508126839，住址：四川省宣汉县白马乡

白镇村 5 组 20 号。

（三）其他基本情况

1.刘衍成、向友方是昌达公司的炉工，主要负责铲料工作。

李诗军是昌达公司的机修，主要负责设备维修工作。罗成、关

健、项宗会三人是昌达公司聘请安装熔铸炉炉门电动葫芦的临

时工。

2.昌达公司生产工艺是由员工用铁铲将预先堆放在炉台的

铝屑间歇性地一铲一铲加入到熔铸炉内，待熔融的铝液将近满

到中频炉内坩埚口，就停止加料，但继续加热至铝料全部熔融。

然后打开熔铸炉内坩埚中间的铝液流口（流口距离坩埚内底

0.7 米），熔融的铝液从流口流出到流槽，沿着流槽流入保温炉，

如此循环直至保温炉加满。保温炉使用液化石油气加热、保温。

熔融的铝液从保温炉流出到流槽，沿着流槽流入链式铸造机，

连续铸成铝锭。

3.涉事熔铸炉的结构是用耐火砖砌成一个内腔，外部用钢

板包裹，内腔下面正中安置中频炉。熔铸炉内有一搅拌桨（也



称压料杆、压料器），可伸入中频炉 0.9 米深。中频炉名称是中

频无芯感应熔炼炉，制造商是佛山市恒扬电炉制造有限公司。

该中频炉坩埚容量 1 吨，直径 1 米，深度 1.1 米，后来昌达公

司对中频炉进行改造加高，将深度增加至 1.4 米。涉事熔铸炉

旁并排设置一备用熔铸炉。待生产原料铝屑放置在炉台靠墙边，

距离炉口约 4.8 米，炉台距离地面高 2.5 米。

4.区安监局委托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公司到事故现场采

集样品，并对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铝屑原料水含量

5%~8%，润滑油（长链烷烃、脂肪酸酯）含量约 1%。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直接原因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8 年 7 月 23 日下午，昌达公司继续熔铸作业，刘衍成、

向友方、赵登前轮流负责给在炉台上给熔铸炉加料，项映昌负

责放铝液铸造，丁仕均在炉背后扫灰。昌达公司还聘请了罗成、

关健、项宗会安装备用熔铸炉提升炉门的电动葫芦。因熔铸炉

内搅拌桨上下伸缩出现故障，机修李诗军也来到炉台上。当天

下午 14 时 31 分左右，刘衍成接手向友方工作后，继续往炉口

铲铝屑，向友方、赵登前则在炉台边上休息，此时罗成、关健、

项宗会正在备用熔铸炉炉顶安装电缆，而李诗军对炉口旁墙上

电箱进行检查。突然在用熔铸炉里的铝屑从炉口喷出来，并伴

随着浓黑烟。在办公室的苏绍国听到杂吵声后，看到生产车间

冒出浓烟，立即组织员工救援并成功自行灭火，现场人员也同

时拨打 110。随后，刘衍成、李诗军、关健、罗成、项宗会、



向友方分别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和南海经济开发区人

民医院官窑分院救治，当天下午 18 时，刘衍成、李诗军、关健

等三人转院至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救治，其中刘衍成于 7 月

25 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直接原因

熔铸炉搅拌桨出现故障，机修李诗军在熔铸炉运转时对搅

拌桨进行检查维修，且未要求炉工停止加料；向友方、刘衍成

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操作方法，继续快速向中频炉添加铝屑，导

致大量尚未融化的铝屑压浸在熔融的铝液内。铝屑内的水和油

脂在高温下瞬间蒸发，体积瞬间膨胀，同时带出熔融铝液及灰

渣，引燃炉口周边原料，造成人员伤亡，导致事故发生。

四、事故应急情况及善后处理

（一）事故救援过程

事故发生后，里水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

员赶赴现场开展处置救援工作，立即采取如下应急处置措施：

一是全力抢救伤者；二是对事故现场围蔽，防止次生灾害，

并责令昌达公司立即停产整改。

事故发生后，区长顾耀辉指示：全力做好受伤人员的救

护工作，确保生命安全，同时要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

三，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7 月 23 日下午 4 时 40 分，常务副区长蔡汉全到达现场

指挥事故处置，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一是里水镇做好现场



安全保护工作，由派出所设立警戒区域，防止次生事故。二

是里水镇即日起对辖区内存在类似安全隐患的熔铸企业全

面停产整顿，确保生产安全。三是里水镇成立善后处置工作

组，及时跟进伤者情况，积极应对舆情。四是区政府成立事

故调查小组，查清事故原因，依法处置。五是于 24 日上午

在事故现场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会议。

7 月 23 日下午 6 时 46 分许，区供电部门对昌达铸造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进行了断电处理，区燃气公司对现场进行了

断气处理，公安部门对现场进行了围蔽，并安排治安人员在

现场值守，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7 月 24 日上午，区安委会在里水镇召开事故现场会，各

镇（街道）和区安监、公安、消防、住建、经贸、质监等部

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一是里

水镇成立事故善后领导小组，全力救治伤员，安抚好伤者家

属，保证伤者后续治疗；二是举一反三，全区立即开展冶金

有色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三是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明事故

原因，依法处理。

（二）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事故发生后，区安监局启动应急响应，按规定程序上报。

里水镇政府启动应急预案，积极做伤者救治工作，区燃气、供

电部门协助做好现场处置，没有发生次生灾害。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里水镇政府组织昌达公司与死者家属进行赔



偿事宜协商，昌达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并

已向死者家属支付赔偿款项。事后，李诗军诊断结果是：1.特

重度烧伤（93%）（Ⅱ°-Ⅲ°）头面颈部、四肢、躯干；2.重度

吸入性损伤。关健诊断结果是：1.累及体表 40-49%的烧伤（40%

火焰烧伤（浅Ⅱ°30%，深Ⅱ°10%：双上肢、躯干、面颈部））；

2.轻度吸入性损伤。罗成诊断结果是：1.全身多处烧伤 28%（Ⅱ

度）；2.左足第三趾骨骨折。项宗会诊断结果是：全身多处烧伤

15%（Ⅱ度）。向友方诊断结果是：头面颈等多处烧伤（面积约

3%，浅Ⅱ°）。目前伤者关健、项宗会、向友方均已出院，罗成

继续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治疗，李诗军于 8 月 22 日抢救无

效死亡。

五、有关企业及人员存在的问题

（一）机修李诗军违反操作规程，在熔铸炉运行时对搅拌

桨进行检查维修，且未要求炉工停止加料。李诗军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变形铝及铝合金铸锭

安全生产规范》（GB30078-2013）4.3.18 之规定。

（二）向友方、刘衍成在李诗军对搅拌桨进行检查维修的

情况下，没有采取正确的操作方法，继续快速向熔铸炉添加铝

屑，导致大量尚未融化的铝屑压浸在熔融的铝液内，铝屑内的

水和油脂在高温下瞬间蒸发，体积瞬间膨胀。向友方、刘衍成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

（三）昌达公司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

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未



能保证从业人员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建立有效的制

度以确保原料铝屑保持干燥；未对熔铸作业和检维修作业进行

统一管理。同时，昌达公司的熔铸炉工艺存在炉料完全熔化后

继续加入固体料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昌达公司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四十一条、《变形铝及铝

合金铸锭安全生产规范》（GB30078-2013）5.1.1.3、5.1.1.4、

5.1.5.4 之规定。

（四）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苏绍国未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能有效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计划，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苏绍国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李诗军，因其在事故后死亡，建议免于处罚。

（二）刘衍成，因其在事故后死亡，建议免于处罚。

（三）向友方，因其在事故中受伤，建议免于处罚。

（四）昌达公司，建议南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昌达公司进

行调查处理。

（五）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苏绍国，建议南海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对苏绍国进行调查处理。

七、事故教训和防范措施

本起事故教训是深刻的，为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各单

位（个人）应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吸取“7·23”里水昌达灼烫事故教



训。为加强对同类事故的监管，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具体采

取如下防范措施：

（一）生产经营单位（个人）要从根本上强化安全意识，

真正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坚决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改进生产工艺，完

善规章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加

强现场安全管理，排查风险点，切实持续改进和提升企业安全

生产水平，坚决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

（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依法开展冶金

有色行业安全生产大整治，针对风险点落实监管义务。对企业

生产过程中涉及到本部门许可、监管的，一定要强化监管措施，

紧盯不放。各镇（街）要认真对辖区内此类企业认真开展巡查

检查，做好检查记录台账，对排查新发现的企业要及时纳入整

治名单。区镇两级、部门之间要求加强信息共享互通，严把此

类行业企业的准入关，从严审批许可，对工艺落后的积极实施

淘汰。对现有的企业，各部门要严格对照本部门的规范和要求，

对存在违法情形的，从严查处。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一律

停产停业整顿，甚至依法关闭。

（三）政府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在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宣传安全生产知识，督促企业加大

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熟悉有关的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从源头上

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7·23”里水昌达灼烫事故调查组

2018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