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大沥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1 月 6 日下午 14 时 12 分左右，位于南海区大沥

镇联滘路与沥东路交界十字路口处发生一起触电事故，在路

灯节能改造工程施工作业时一台高空作业车与高压线距离

不足引发线路放电，造成作业人员朱德富、彭禹被高压电烧

伤。随后 2 人被送往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抢救，朱德

富经抢救无效死亡，彭禹经抢救后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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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区成立了“1·6”大沥触电事故调查组，由区安监局、监

察委员会、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总工会、人社局、国土城建

和水务局（住建）、南海供电局、大沥镇政府等单位人员组

成，由区安监局副局长冯仕良担任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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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大沥触电事故。

（二）事故发生时间：2019 年 1 月 6 日下午 14 时 12 分

左右。

（三）事故发生地点：南海区大沥镇联滘路与沥东路交

界十字路口。

（四）事故单位（个人）：深圳市鸿建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广东昭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诚智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五）事故伤亡人数：1 人死亡、1 人受伤。

（六）直接经济损失：约 138 万元。

调查组认定，“1·6”大沥触电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深圳市鸿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建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HXXR2E；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

强北街道荔村社区振兴路120号赛格科技园4栋西6层C6K10

单元；法定代表人：李红图；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18 日。

鸿建公司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

D344192944，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2.广东昭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信节能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699718381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永安北路 1号金谷光电产业社区 A座

第 6 层之二；法定代表人：李澍；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

元；成立日期：2010 年 1 月 6 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

围：LED 新光源灯具照明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安

装施工及自产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照明智能控制系统的设

计，节能项目设计，节能技术改造与服务、运行管理服务，

能源管理方案设计、实施与运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普通机电设备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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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信节能公司



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44028383，资

质类别及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3.佛山市诚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智监理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6494081X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南三路 7 号；法定代表人：邓顺雄；注册资本：人民币伍

佰万元；成立日期：2004 年 7 月 20 日；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

程监理，设备监理，建设项目环境监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

工程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电力建设工程质量评价，工程项

目管理服务，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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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智

监理公司持有工程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144001967，

资质等级：电力工程监理甲级。

（二）死（伤）者的基本情况

1.死者朱德富，男，汉族，1982 年 7 月 16 日出生；公

民身份号码：513701198207165616，住址：四川省巴中市恩

阳区三河场镇碾盘村 2 组。

2.伤者彭禹，男，汉族，1998 年 5 月 20 日出生；公民

身份号码：513701199805205731，住址：四川省巴中市恩阳

区九镇乡彭家梁村 5 组。

（三）涉事车辆的基本情况

涉事高空作业车牌号是粤 BCT796，检验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所有人是深圳新阳蓝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



鸿建公司租赁使用。该车辆制造商是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

有限公司，品牌型号是江特牌 JDF5061JGKJ，最大作业高度

16m，工作臂形式是折叠式（三节），工作斗的额定载荷为

200kg。

（四）事故单位（个人）的关系情况

大沥镇路灯节能改造推行智能管理项目（二期）由大沥

镇人民政府作为主体立项，委托大沥镇市政管理办公室负责

项目实施具体内容。施工单位是昭信节能公司，监理单位是

诚智监理公司。昭信节能公司将该项目的路灯更换安装工程

分包给鸿建公司。朱德富和彭禹是鸿建公司雇请的员工，两

人均无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

作证（高空作业车操作）、电工证。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直接原因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1 月 6 日，鸿建公司安排作业人员对大沥镇联滘

路的路灯灯具进行更换，朱德富、彭禹、朱光富三人一组负

责路灯灯具的拆卸。朱德富、彭禹站在高空作业车工作斗上

作业，朱光富则在地面协助。当天下午 14 时 12 分左右，朱

德富和彭禹完成联滘路与沥东路交界十字路口处路灯灯臂

的拆卸并将其用吊带系于高空作业车工作斗，朱德富操作工

作斗时不慎逼近 10kV 教心线#14-#15 杆间架空线路（对地弧

垂 10.69 米），引发线路放电，致使朱德富和彭禹触电受伤

倒于工作斗内。现场人员操作高空作业车回转支座上的阀杆

放下工作斗，将彭禹和朱德富救出并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随后，朱德富和彭禹被送至佛山市南海区第



五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朱德富于当天下午 15 时 45 分经抢救

无效死亡，其双手及背部见电击伤痕。彭禹诊断结果是：1.

电击伤；2.右肩、右小腿、左大腿三度烧伤 1%；3.脑震荡。

目前彭禹继续在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治疗。

（二）事故直接原因

朱德富违反高空作业车使用说明书的安全警示，操作高

空作业车工作斗时不慎逼近高压线，引发线路放电，致使朱

德富和彭禹触电受伤倒于工作斗内，造成朱德富死亡、彭禹

受伤。

（三）事故间接原因

1.鸿建公司在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承接昭信节能

公司发包的灯具安装工程，安排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

从事特种作业，未针对灯具拆装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对从业

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

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对作业现场缺乏有效

监管，导致事故的发生。

2.昭信节能公司将灯具安装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

质的鸿建公司，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

安全的作业时未向电力管理部门报备，未查验现场特殊工种

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对作业现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

事故的发生。

3.诚智监理公司对分包单位资质审核不严，未查验昭信

节能公司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的作业时向电力管理部门的报备情况，未查验现场特殊工种

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对作业现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



事故的发生。

四、事故应急情况及善后处理

（一）事故救援过程

南海区安监局于 1 月 6 日 16 时 20 分接到大沥镇安监局

报告后，由应急值班领导冯仕良副局长带队，16 时 56 分许

到达现场处置。

事故发生后大沥镇公安、安监、市政等部门到场处理，

成立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积极协调死者家属工作，已经责令

鸿建公司停止施工，严格按照发生事故“四不放过”原则进

行整改。区安监局已经到现场进行事故调查、取证工作，要

求鸿建公司一要全力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二要积极配合

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三要在整改完毕后才能向有关部门提出

复工申请；四要在确保事故后续情况平稳可控，防止次生事

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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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沥镇政府启动应急预案，积极做好善后赔偿协调工作，没

有发生次生灾害和维稳事件。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大沥镇政府组织鸿建公司与死者家属进行

赔偿事宜协商，鸿建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死亡赔偿及补偿

协议书》，并已向死者家属支付赔偿款项。同时，鸿建公司

垫付伤者的医疗费用。

五、有关企业及人员存在的问题

（一）朱德富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建



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高空作业车操作）、电工证，违反

高空作业车使用说明书的安全警示，操作高空作业车工作斗

时不慎逼近高压线，引发线路放电，致使朱德富和彭禹触电

受伤倒于工作斗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

（二）鸿建公司在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承接昭信节

能公司发包的灯具安装工程，安排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人

员从事特种作业，未针对灯具拆装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对从

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

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对作业现场缺乏有

效监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第二十七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之规定。

（三）昭信节能公司将灯具安装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

资质的鸿建公司，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

施安全的作业时未向电力管理部门报备，未查验现场特殊工

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对作业现场缺乏有效监管，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四）诚智监理公司对分包单位资质审核不严，未查验

昭信节能公司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

安全的作业时向电力管理部门的报备情况，未查验现场特殊

工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对作业现场缺乏有效监管，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朱德富，因朱德富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处罚。

（二）鸿建公司，建议南海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调查处

理。

（三）昭信节能公司，建议南海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调

查处理。

（四）诚智监理公司，建议南海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调

查处理。

七、事故教训和防范措施

本起事故教训是深刻的，部分单位（个人）不重视安全

生产，生产安全意识薄弱，不清楚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

和防范措施，导致事故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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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相关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

规、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严格审查分包单位的资质和特种

作业人员的资格，加强工人安全教育和培训，强化施工人员

安全意识，严禁施工人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对于危险性较

大的施工现场，要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执行有关危险作业

管理制度，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确定

专人现场统一指挥和监督，加强安全管理和检查力度。



（二）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加强巡查，对在巡查中发现的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措施不到位、隐患整改

不及时、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及时处

理。同时继续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法规知识的教育培训，及时消除各类隐患，防止事故再

次发生。

（三）政府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从源头上防

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1·6”大沥触电事故调查组

2019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