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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 “6·23”地铁 11 号线轨道交通工程 

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17 年 6月 23日 5 时 30分左右，在青岛地铁 11号线轨道

交通工程机电系统一标段，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青

岛二中站-青岛科大站区间（以下简称青青区间）进行电缆运输

过程中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现场施工人员 1 人当场死

亡，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402.6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36号）的有关规定，青岛市

政府成立了由市安全监管局、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

市城乡建设委、市质监局、市应急办及崂山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派

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了事故调查

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

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

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

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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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青岛地铁 11 号线，即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段）轨道

交通工程，起点位于崂山区苗岭路和深圳路交叉口处，终点为即

墨大桥盐场，全长 58.35 公里。全线以高架敷设为主，起点段为

地下段，总长约 5.29 公里；地面段约 1.42公里；沿线设三处山

岭隧道，山岭隧道总长 5.82公里；其余均为高架路段，总长 45.82

公里。全线设车站 22 座，其中地下站 4座，高架站 18 座，设大

田路车辆段和综合基地 1 座、海洋大学停车场 1座。 

地铁 11号线轨道交通工程总投资约 195亿元，采用“投融

资+设计施工总承包+回报”的 BT模式，青岛市地铁工程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作为 BT 项目发起人，于 2012年 10月对 BT 项目公开

招标，中标单位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地铁 11 号线轨道交

通工程于 2014年 10 月 28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70200201405013 号），2015 年 7 月 3 日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70200201505021 号）。 

（二）有关单位概况。 

1. BT项目发起单位：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岛地铁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061093108B，法定代

表人：贾福宁，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常宁路 6 号。青岛地铁

集团于 2016 年 3月成立了“青岛市地铁蓝硅线推进组”（简称蓝

硅线推进组），负责 11 号线项目建设的总体协调、管理工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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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现场项目推进办公室，负责监督、协调 11 号线的现场管理工

作； 

2．BT 项目中标单位：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

100000000041302（4-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0 号东院，

法人代表孟凤朝。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5 月成立了

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负责 11号线项目的投融

资、建设管理，委托中铁建投资公司管理。 

3.建设单位：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蓝硅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065097632X，住

所：青岛市崂山区海口路 260 号，法定代表人刘生秀。负责 11

号线项目的投融资、建设管理。蓝硅公司牵头组织监理、施工单

位成立轨行区作业联合调度室对轨行区进行管理，下设轨行区作

业分调度室，由轨道监理和施工单位调度组成，负责轨行区日常

管理工作。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了安全生产例会、

教育培训等规章制度。 

4.机电系统一标段施工单位：中铁建电气化局南方工程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691870856Q，资质证书

D242001856，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014年 1月 23日，成立了

机电系统一标项目经理部，下设五个分部，其中，一分部由北京

城市轨道工程公司组建并负责管理。2016 年 6 月，一分部与罗

山县永兴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罗山永兴劳务公司）签订

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报监理单位审核通过,并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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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进行了安全交底和教育培训。 

5. 劳务分包单位：罗山永兴劳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21773675536J，法人代表邓恒波，注册地址：河南省信阳

市罗山县龙山乡邵洼村河上湾组。具备劳务作业分包资质。取得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3 日。公司按

合同约定承担苗岭路站至世博园站共 7 个区间的环网及杂散电

流专业包件劳务分包，该分包队伍被编为机电一标一分部环网一

队。 

6.供电系统监理单位：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中 铁 济 南 监 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104264329563K，法人代表：陆亚军，公司地址：济南市槐

荫区经十路 25666 号。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铁路工程监

理甲级、市政公用监理甲级资质。公司成立了监理项目部，制定

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制度。 

7. 轨道施工单位中国铁建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十一局三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300714666533J，法人代表任继红，注册地址：湖北省十堰

市茅箭区武当路 15 号，具备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铁路铺轨架梁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资质。该公司组建了土建十三标项目部二分

部，负责轨道铺设和轨行区管理，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隐患

排查等管理制度。 



- 5 - 
 

8.轨道工程监理单位：北京中铁诚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中铁监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002265611，法人代表：杨新民，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具备铁路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监理甲级等资质。2015 年 7

月中标轨道工程监理，负责正线、车辆段及出入段线轨道工程的

全过程监理服务，成立了监理项目部，建立了工程安全监理管理

办法和安全生产监理制度。 

9. 轨道车租赁单位：西安铁超物资有限公司(西安铁超公

司)，统一社会代码 91610133583183194C，法定代表人王超。2017

年 3 月与中铁建十一局十三标项目部二分部签订了轨道车租赁

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将金鹰重型轨道车 JY290 两台和轨道

平板车 PT30 四台进行了出租，租期一年。同时，随车配备了包

括邱世勇在内的 4 名轨道车操作手，轨道车操作手的工资、食宿

由中铁建十一局 13 标项目部二分部负责承担。 

（三）环网工程作业概况。 

1.环网电缆铺设情况。 

发生事故的是蓝硅线机电 1 标工程青青区间供电系统中的

环网电缆的运输作业。根据设计图纸要求，高压电缆为 A/B/C三

相，一个回路为 3 根 35KV 单芯电缆“品”字形布放，施工过程

中同时运输 3盘电缆实现三相电缆一次运输布放到位。 

2. 事故发生路段情况。 

事故发生在青青区间右线隧道内，南北走向，青青区间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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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约 1647m，青岛科大站南端头里程是 YK15+805,事故发生地点

里程为 YK14+900，自青岛科大站南端头至事故发生地点为一段

北向南 900m 长、29.6‰坡度的下坡，事发地点还位于转弯半径

为 800m 的转弯段上。事故发生地点对应的地面位置为崂山区松

岭路与科大路路口，靠近青岛二中。 

3. 电缆情况。 

现场 3盘电缆规格均为 WDZA-YJY63-26/35KV- 1*150（电缆

种类：交联聚乙烯绝缘非磁性金属带铠装聚烯烃护套低烟无卤阻

燃 A 类电力电缆）的 35KV 单芯电缆，每盘电缆总长 760m、重 3

吨。电缆线盘直径 2.18m，线盘高度 1.24m。 

（四）涉事运输车辆情况。 

事故发生现场共有两列施工车辆编组，一列为中铁建十一局

三公司租赁的轨道车编组，一列为中铁建电气化局环网一队改装

的电缆运输车编组。 

1. 轨道车编组有关情况。 

轨道车制造厂家为襄樊金鹰轨道车辆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日

期 2000 年 12 月，型号为 JY290-5，发动机型号：NTC-290，功

率：210kW，牵引吨位：70t，外形尺寸：10800mm×2860mm×3420mm，

最高速度：100km/h，整车重量：约 20t，具备产品合格证和产

品合格检验报告。轨道车与两辆轨道平车形成编组，用于轨道施

工运输。 

2. 改装电缆运输车编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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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电缆运输车编组车头为改装的“五征”牌三轮车，后挂

三节全钢焊接的平板车。改装后的三轮车与平板车之间，平板车

与平板车之间通过“槽钢+接头+钢卡扣”组成的自制“铰接”连

接在一起，组成一个总长 12.3m的运输车编组。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按照轨行区调度命令安排，2017年 6 月 22日晚 7时至 6月

23 日早 7时，事发的青青区间为土建十三标项目部混凝土施工

时间，当班轨道车司机为邱世勇（持有铁路自轮运转车辆驾驶证，

证号：轨道车驾字 0806900273 号，准驾类型 E2，准驾工务施工

用轨道车）。6 月 22 日晚 8时许，环网一队会计郭保国找到邱世

勇，请求其班组完成工作量后将轨道车停放于青岛二中站南侧，

让出路轨以便环网一队进入青青区间施工，并支付了 500元钱作

为报酬。6 月 23日凌晨 3 时 16分、4 时 06分，邱世勇两次与郭

保国联系，通知其做好施工准备。 

2017 年 6月 23日凌晨 3 时许，环网一队队长王家鹏安排汽

车起重机将改装电缆运输车放置在 U 型槽（本工程桥隧过渡段，

位于青岛科大站北侧，张村站南侧）处。4 时 30 分许，王家鹏

组织工人用租用的汽车起重机将 3 盘 35KV 电缆吊放至轨道上的

改装电缆运输车上。几分钟后，邱世勇驾驶轨道车从隧道内开出，

行至 U型槽处，将轨道平车上的混凝土料斗吊出，混凝土施工完

成，施工人员退场。此时，十一局项目部派驻现场值班员陈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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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施工结束，轨道车归位，未通知下一班值班员，也未向调度报

告，离开其值班岗位。随后，邱世勇在与王家鹏进行沟通后告知

随车车长蒋波，要将轨道车推进至青岛二中站给环网一队让道，

蒋波同意了邱世勇的要求。凌晨 5 时许，邱世勇驾驶轨道车驶入

隧道右线，轨道车车速在 8～9km/h。凌晨 5时 10分许，在没有

取得轨行区作业令的情况下，环网一队施工队长王家鹏带领 16

名施工人员进入隧道右线，安排无机动车驾驶证的黎敦志驾驶三

轮车，中铁建电气化局随队技术员赵涛涛坐在副驾驶位置，王家

鹏与黎和平、冯以祥、郭奎 4名作业人员坐在三轮车后斗内，其

余 11 名工人站在三辆平板车上，黎敦志驾车进入隧道后，一开

始开得很慢，到达青岛科大站后进入长下坡，车速开始越来越快，

黎敦志开始点刹车辆。虽然青青区间内照明灯不亮，但是在黑暗

中王家鹏及随车人员都感觉到了车速在不断加快，遂询问黎敦志

为何车速在变快，黎敦志将刹车踩到底，仍未能将三轮车刹住，

并答道：“车刹不住了”。当电缆运输车辆行驶至右线 YK14+900

的下坡转弯段时，突然发现前方行驶的轨道车，三轮车后斗内的

王家鹏及黎和平跳车躲避，三轮车与轨道车随即发生追尾，碰撞

后，三轮车及平板车脱出轨道，电缆线盘因强大的惯性从平板车

上甩出向前滚落至行进方向右侧排水沟内，挤压住跳车人员，平

板车上站立的工人也因惯性甩落至地面和两侧排水沟内。轨道车

司机邱世勇在感觉到碰撞后，立即采取了制动措施，轨道车滑行

了 1 米左右停住。被惯性甩落的环网一队工人董长友、张家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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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爬起，观察周围情况，发现有工友被电缆线盘挤压住，两人

试图挪动线盘，但线盘重量太大无法移动。因隧道内无手机信号，

两人随即与轨道车司机邱世勇、车长蒋波跑向前方青岛二中站求

救，于 5 时 40 分向环网一队负责人王家银、会计郭保国电话求

救，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现场其他受伤人员也积极开展

自救。 

（二）应急救援和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中铁建电气化局项目部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开展救援，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向“120”急救中心、公安、消防

等部门进行了报告，同时向中铁建电气化局、中铁济南监理公司、

蓝硅公司进行了报告，蓝硅公司随即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救

援工作。 

崂山区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区政府负责同志带领

有关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事故现场

处置、受伤人员救治、事故善后、事故调查处理及下步事故防范

等工作先后两次做出重要批示。市委常委、副市长王鲁明同志带

领市安全监管局、市城乡建设委等部门赶赴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工

作，部署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事宜。 

机电一标项目部成立了善后工作组，对事故伤亡人员进行了

医治、安抚，同时与伤亡人员亲属就赔偿问题展开了协商，并于

6 月 25 日与遇难者亲属达成了补偿协议，完成了善后处理。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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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造成 3 人死亡（死亡人员名单见附件），5 人受伤（其

中 3 人重伤、2 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 402.6 万元，主要用于

善后处理。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罗山永兴劳务公司违规使用未经正规设计、自行改装、制动

装置存在严重缺陷的电缆运输车，违反轨行区作业管理规定，在

未取得轨行区作业令的情况下违规进入轨行区作业，与前方违规

运行的中铁建十一局三公司轨道车发生追尾碰撞，是造成事故的

直接原因。环网一队在运输电缆时电缆线盘捆绑不牢，且人货混

装混运，导致事故损失扩大。 

（二）间接原因。 

1.罗山永兴劳务公司。  

（1）未根据实际施工情况提报施工作业计划。在提报施工

作业计划申请时，未根据实际施工区间申请作业令，并从未提报

工程车辆编组计划，违反《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段）轨道

交通工程轨行区施工与运输管理细则》第十三条对月、周、日计

划的规定。 

（2）施工人员在运输敷设电缆前，未按照《地下铁道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99-1999）17.5.5“电缆敷设前应进行

检查，行车道应畅通，照明满足施工要求”的规定，电缆敷设前

未对经过的通道进行检查，特别是隧道内轨道上有无影响牵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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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通行的障碍物，照明是否满足要求进行提前检查，导致未发现

轨行区内前方存在轨道车的事故隐患。 

（3）在电缆运输过程中，未将电缆线盘与平板车拉结固定，

导致撞车后电缆线盘脱离平板车滚落至轨道旁，加重了事故伤

害。违反了《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99-1999）

17.5.1 及《地铁工程施工安全评价标准》（GB 50715-2011）5.6.13

的有关规定。 

2.中铁建电气化局南方公司及其项目经理部，作为供电系统

施工总承包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及规章制度落实不力，对施工

队伍管理不到位。 

（1）安全生产责任制及规章制度落实不力。项目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制定不完善，未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将安全责任

分解到岗位，对项目经理的安全职责规定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

制及规章制度落实不力，对轨行区内内的隐患排查不细致，风险

防控措施不落实。 

（2）施工管理不到位。对管段范围内施工现场的安全工作

管理不力，放任劳务分包单位私自改装轨道牵引车和自制放缆

车，没有取得作业令擅自进入轨行区作业；施工计划管理混乱，

在明知环网一队有大量电缆进场的情况下，未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合理的施工计划，未向分包单位提供符合要求的轨道车，使分包

单位无符合条件的轨道车可以使用。 

3.中铁建十一局三公司及其项目经理部，作为轨行区管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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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轨行区管理不到位。 

（1）对轨行区值班员管理不严格。项目部及分调度室未严

格落实值班制度，对值班员培训教育不够，致使值班员陈佩工作

时间擅自离岗，既未向调度室汇报，也未通知下一岗值班员，造

成值班员岗位空岗，导致私自改装作业车违规进入轨行区，违反

了《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段）轨道交通工程轨行区施工与

运输管理细则》第十五条第 12项：“未取得《轨行区进场作业令》

和调度命令的施工，车站轨行区值班员不得允许其进入轨行区作

业”的规定。 

（2）对轨行区巡视员、轨道车司机及车长管理不力，导致

值班员及巡视员未及时制止环网一队改装车辆运送电缆入场的

违规行为。轨道车司机邱世勇违反轨行区管理实施细则，收受好

处费，私自将轨道车驶入轨行区让出路轨，违反了《青岛-海阳

城际（蓝色硅谷段）轨道交通工程轨行区施工与运输管理细则》

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等规定。 

（3）落实轨行区管理细则有漏洞，调度人员审核周计划、

日计划不细致，对环网一队提报的周、日计划不具体、不明确，

及从不提报编组计划等行为没有进行询问落实。 

4.中铁济南监理公司，作为供电系统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

监理不到位。 

（1）未对环网一队不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的行为进行监

督，也未及时制止其使用违规改装的轨道车运输电缆行为，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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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段）轨道交通工程轨行区施工与运

输管理细则》第二十二条第六项“相关的驻地监理工程师对本专

业施工单位的工程机车车辆管理工作要做好监督”的规定。 

（2）审核环网一队上报的施工计划和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不细致，未考虑施工电缆进场问题，对施工单位轨行区施工与运

输计划的现场监理不力，违反《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段）

轨道交通工程轨行区施工与运输管理细则》第十条有关规定。 

5.北京中铁监理公司，作为轨道工程监理单位，对轨行区交

叉作业监理不到位。 

（1）履行分调度室职责不力。对环网一队提报的日、周、

月计划审查不细致，对其始终不提报编组计划未进行询问落实，

违反《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段）轨道交通工程轨行区施工

与运输管理细则》第十条“轨道监理单位还应主持分调度室工作，

对各施工单位在轨行区作业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监督和检查”。 

（2）对轨行区施工现场监督不力，未及时纠正或制止违规

使用自行改装轨道车的行为，违反《青岛-海阳城际（蓝色硅谷

段）轨道交通工程轨行区施工与运输管理细则》第十条有关规定。 

6.蓝硅公司，作为地铁 11 号线的建设单位，对项目总体管

理不到位。 

（1）统一协调管理各施工单位不到位。履行联合调度室职

责有漏洞，在中铁建电气化局轨道车未进入机电一标段的情况

下，未考虑统一调配轨道车使用；掌握工程总体进度，审查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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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位月、周计划不细致，未考虑到机电一标项目部动力电缆等

施工物资进场问题。 

（2）对事故标段项目部的安全检查和监督管理有漏洞。对

中铁建电气化局南方工程公司和中铁建十一局第三工程公司违

反轨行区管理细则的行为失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施工单位

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7.青岛地铁集团。 

（1）青岛地铁集团 11 号线推进办履行监督 11 号线现场管

理职责不力。青岛地铁集团 11 号线推进办机电安装组未按照青

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业主代表管理规定》和《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质量隐患排查治理实施细则》要求，每周组

织对所负责标段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等开展巡回检

查、隐患排查；未按照《工程建设业主代表管理规定》要求做好

《业主代表工程现场工作记录》，对环网一队敷设电缆的方式和

安全措施不掌握；推进办未针对 11 号线南段工程存在夜间施工

作业特点，研究制定开展夜间施工现场安全监督检查措施并组织

实施。 

（2）建设分公司组织开展 11 号线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不力。

建设分公司未按照集团公司要求研究制定 11 号线安全管理措

施，未指定人员采取包线方式负责 11 号线安全生产工作和组织

日常性安全巡查, 未针对 11 号线南段夜间施工特点组织开展夜

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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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对推进办和建设分公司存在的

问题失察，履行 11 号线施工安全管理职责不力。 

8. 市城乡建设委市政工程管理处。 

履行地铁 11 号线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全面。经查，市城乡

建设委市政工程管理处承担市政道路和城市地铁、轨道交通工程

质量和安全监督职责。经查阅市建委市政工程管理处 11 号线监

督工作记录资料，并与有关人员谈话取证，该处未针对 11 号线

南段工程存在夜间施工作业特点，研究制定开展夜间施工安全监

督抽查措施，并组织实施，履行 11 号线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全

面。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青岛市“6·23”地铁 11 号线轨道交通工程较

大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王家鹏，男，环网一队施工队长。私自将农用车改为放缆牵

引车，在没有取得施工作业令的情况下，违反轨行区管理实施细

则，私自与轨道车司机商定进入轨行区作业，人货混装，对事故

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二）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王家银，环网一队项目经理，违规制作轨道车，违反作业

令规定的施工区间违规进入轨行区施工，未根据实际施工情况提



- 16 - 
 

报施工计划，申请车辆使用计划。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六十五条“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

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者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的规

定，违反轨行区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邱世勇，西安铁超公司轨道车司机，违反工作纪律，收受

电气化局环网一队好处费，在该队无施工作业令且自身未接到调

度命令的情况下，私自让道，导致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改装农

用车违规进入轨行区。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

十三条“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的规定，违反

轨行区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

已涉嫌犯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陈佩，中铁建十一局派驻现场值班员，工作时间擅自离岗，

造成值班员岗位空岗，致使电气化局环网劳务队没有作业令、使

用私自改装作业车违规进入轨行区，违反轨行区管理实施细则的

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建议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犯罪人员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属中共党员或行政监

察对象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或负有管辖权的单位及时给予相应的

党纪政纪处分。 

（三）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问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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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公司及其项目部。 

（1）喻守军，中共党员，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工程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

力，对一分部存在的问题失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铁

建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建议给

予其警告处分。 

（2）张磊，中共党员，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

公司安全质量部部长。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力，组织一分部

安全教育、培训不力，对一分部存在的问题失察，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依据《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3）刘晋明，中共党员，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机电系统一标项目经理。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不力，隐患排查不力，对作业令的实施监督管理不到位，

对一分部存在的失职失责行为失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

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建议

给予其记过处分。 

（4）杨景华，中共党员，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机电系统一标一分部项目经理。施

工计划安排不合理，明知环网一队有大量物资需进场，没有采取

有效措施解决物资运输问题；对环网一队违规自制和使用放缆车

行为失察。依据《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



- 18 - 
 

产管理办法》，建议给予其降职处分。 

中铁建电气化局要对负有责任的陈杰、蔡阳、边志文等人员

按照内部规定进行处理。 

2.中铁建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公司及其项目部。 

（1）高喜超，中共党员，中铁建十一局第三工程公司安全

质量部部长。组织、开展公司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不力，对 11 号

线辅架分部存在的问题失察。依据《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管理办法》，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2）李雷超，中共党员，中铁建十一局第三工程公司青岛

地铁 11 号线辅架分部项目书记。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廉洁从业教

育与监管不力。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议给予其

党内警告处分。 

（3）郑齐武，中共党员，中铁建十一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 11 号线辅架分部项目经理。执行轨行区管理规定不力，

对施工人员无作业令进入轨行区施工及对违规使用私自制作放

缆车的行为失察。依据《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

办法》，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中铁建十一局要对负有责任的黎兴国、蔡中福、李锋等人员

按照内部规定进行处理。 

3.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薛林雪，群众，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青岛

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项目总监。审查施工方案和



- 19 - 
 

施工进度计划不不力，对供电系统施工安装过程监理不到位，对

环网一队私自制作放缆车并违规进入轨行区作业的行为失察。依

据《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责任事故追究办

法》，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2）汤学滨，群众，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青岛

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项目部机电一标驻地监理

组组长。审核环网一队施工计划和施工安全、防护措施不力，未

考虑施工电缆进场运输问题，对环网一队轨行区施工计划实施监

控不力，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环网一队私自制作放缆车并违规进入

轨行区作业的行为。依据《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安全

质量责任事故追究办法》，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4.北京中铁诚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胡俊，中共党员，北京中铁诚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青岛地铁 11 号线铺轨项目监理部总监。在分调度室调度长刘

建军离任后，未及时安排人员负责主持分调度室工作, 建议对其

诫勉谈话。 

（2）乔名雷，群众，北京中铁诚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 11 号线铺轨标南段地下线监理组组长。对轨行区施工

现场监督不力，未及时发现和制止环网一队违规使用私自放缆车

进入轨行区的行为。依据《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安全

质量责任事故追究办法》，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5.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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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龚晓明，中共党员，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不力，

对所分管部门存在的问题失察。依据《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

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2）徐晓明，中共党员，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轨行区作业联合调度室主任。审核施工单位周计

划不细致，对施工队伍不提报轨道车申请的行为没有进一步核

实；项目管理存在漏洞，对轨行区交叉作业及不按作业令施工行

为失察。依据《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蓝硅公司要对负有责任的杨秀军、韩冬等人员按照内部规定

进行处理。 

6.青岛地铁集团。 

（1）迟建平，中共党员，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其中，2013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兼任青岛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负责人。对建设分公司组织开展 11 号线

安全生产监督工作不力，存在工作失职失责，负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青岛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建议对

其诫勉谈话。 

（2）张学家，中共党员，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

部副部长、建设分公司副总经理。对建设分公司未按照集团公司

要求指定人员采取包线方式负责 11 号线安全生产工作和组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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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安全巡查, 未针对 11 号线南段夜间施工特点组织开展夜间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等问题，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程学友，中共党员，青岛地铁蓝硅线推进办主任。对

推进办履行监督、协调 11号线现场管理职责不力，未针对 11 号

线南段工程存在夜间施工作业特点，研究制定开展夜间施工现场

安全监督检查措施并组织实施，对机电安装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失察，存在工作失职失责，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李纯洁，中共党员，青岛地铁蓝硅线推进办机电安装

组主管。推进办机电安装组未按照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建设业主代表管理规定》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质量隐

患排查治理实施细则》要求，每周组织对所负责标段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等开展巡回检查、隐患排查；未按照《工程

建设业主代表管理规定》要求做好《业主代表工程现场工作记

录》，对环网一队敷设电缆的方式和安全措施不掌握，存在工作

失职失责，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

百二十五条规定，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市城乡建设委市政工程管理处。 

陈卫华，中共党员，2012年 12月任青岛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处长；2017 年 6 月至今任青岛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局长、青岛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处长。未针对 11 号线南段工程存在夜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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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特点，研究制定开展夜间施工安全监督抽查措施，履行 11

号线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全面，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青岛市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建议对其诫勉谈话。 

上述处理建议，待市政府批复后，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实施，并将处理结果报市监察局和市安全监管局备

案。 

（四）行政处罚建议。 

1.青岛蓝色硅谷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青岛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 6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对总经理刘生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青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上一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2.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南方工程公司。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青岛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 6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对总经理王培雄，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青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上一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3.罗山县永兴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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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青岛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 6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对总经理邓恒波，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青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上一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4. 中国铁建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青岛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 6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对总经理任继红，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建议青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上一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5. 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青岛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 6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6.北京中铁诚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青岛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较大事故责任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 65 万元的

行政处罚。 

（五）其他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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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令市城乡建设委、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向市政府作出

书面检查。 

2.建议约谈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贾福

宁。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各相关

单位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

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

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建立健全“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认真落实“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切实加强领导，始终将安全生产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有效

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分包队伍管理。地铁建

设、施工、监理单位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建筑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应考核机制，形成

覆盖全员、全过程的安全管理网络，制定、完善安全生产各项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进行专项培训，加强施工现场监督，确保

制度落实到位。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分包队伍多和劳务作业人

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各施工单位要强化过程管控，将分包商和协

作队伍纳入企业管理体系，督促劳务分包队伍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切实加强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严禁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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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要加强对分包队伍和人员教育培训的管控

工作，明确管控责任，形成施工单位全员教育、监理单位全面核

查、建设单位定期检查、监督机构按月抽查的管控机制，及时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事故预防能力。 

（三）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加强施工过程管理。地铁建

设、施工、监理等单位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健全责任体

系和规章制度，合理安排工期，加强廉洁教育，夯实企业安全生

产基础。要根据地铁施工作业的实际制定夜间管理、监理制度，

严格审查作业计划，加强对没有作业令违规施工行为的治理力

度，加强对值班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加强轨行区施工和运输管理，

严格监督相关制度的落实。要全面推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对施工全过程的细节进行风险分析，针对施工过程重点危险环节

研究专项方案，安排专人现场管控，确保施工安全。 

（四）完善轨道交通工程监管机制，充实一线技术力量。建

议市城乡建设委建立轨道交通工程属地化监管机制，加强地铁施

工监管队伍建设，进一步扩充机电设备监管力量，合理调配监管

队伍，加强监管力度。市地铁集团及各施工单位要根据地铁施工

的特点，充实现场技术力量，进一步充实一线安全员、防护员，

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并明确各自的职责，把责任制落到实处。 

青岛市 “6·23”地铁 11号线轨道交通工程 

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2017 年 10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