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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道里区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库房“8·4”较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0年 8月 4日 8时 55分许，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城安街 3

号的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库房部分楼体坍塌，造成 9

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602.28 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领导、应急管理部及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同志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应急管理部视频连线对救援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省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

救援工作。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

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城管局、市总工会和道里区人民政府派人组成的哈尔滨市

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库房“8·4”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同时，

聘请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工程质量检测站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工作，对事故发生的技术原因进行鉴定。依据有关规定，市纪委

监委成立调查组，对公职人员涉嫌失职问题开展审查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取样检测、调查取

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

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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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相关人员的责任，查明了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

范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手公司”）

成立于1996 年 10月 17日，原法定代表人：阎世法，经营地址：

道里区顾乡大街145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熏、卤、酱、叉烧、

扒制食品；微波速冻食品；春卷皮、面制烘烤食品，咸菜。2000

年，玉手公司购买东风汽车销售联合公司位于城安街 3 号（原城

安街 1 号）部分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经装修后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2004年，阎世法将公司转让给王美三并退出公司管理，2010

年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公司于 2012年停产，不再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厂房闲置。2018 年 5月，玉手公司将厂房作为库房

对外租赁。现工商营业执照信息：法定代表人王美三，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2127664787T，注册资本：500万元，注册地址：哈尔滨市

道里区城安街 3 号，经营范围：冷库租赁、经销农副产品（不含

粮油）。

（二）坍塌库房一层承租人

坍塌库房一层承租人孙晓秋，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与王美三

商定，承租该库房一层，拟开办汽车修配厂，于 8 月 3 日交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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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三 5万元预付款后，将装修工程发包给自然人孙长印，由孙

长印组织工人进场装修。

（三）坍塌库房

玉手公司北邻北方不锈钢材市场，西邻丽江路，南邻龙建路

桥工程有限公司，东邻不锈钢材市场内部道路。坍塌库房位于厂

区南侧（图1.1）。

图1.1 2019年航测图

1.初始情况

坍塌库房始建于1960年，原为一层砖木结构建筑，总长度为

55.00米，总宽度为31.00米，房屋产权手续齐全，房屋产权证显

示建筑面积1633.3 平方米（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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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94年航测图

2.改扩建情况

第一次改扩建：

2000年至 2001年，玉手公司将厂房改造成食品加工车间，遂

对房屋进行翻建，翻建内容：房间内部新增冷库，砌筑内衬墙，

增加部分横墙，在室内独立柱之间增加墙体隔成独立功能房间，

新增覆盖三进深的三角形坡屋面及部分混凝土平屋面（见图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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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00年至2001年拆改平面布置图

图1.4 2001年航测图

第二次改扩建：

2001年至 2002年，对房屋进行部分二次翻建，翻建内容：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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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有三进深三角形屋面，局部增加二层房间，面积约 275 平方

米。第一、三进深新增混凝土平屋面，第二进深改造成三角形坡

屋面，局部二层为平屋面，使用预应力空心楼板（见图1.5）。

图1.5 2006 年航测图

第三次改扩建：

2016 年玉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美三与邓振丽签订协议，共同

出资组织房屋接建工程，委托于捷负责寻找施工队伍,于捷与张凤

波、于贺军签订工程发包合同。于贺军雇佣临时务工人员，组成

施工队伍，自2016年 9月份起开始在原有一层和局部二层房屋的

基础上进行接层建设，形成事故发生前四层房屋状态。接建内容：

一层顶原有屋架拆除，原有室内墙体和第一、第三进深原有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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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屋面保留，以第二进深层高为准（高于第一和第三进深），在

一层顶、二层顶、三层顶以纵墙为支座铺设 SP预应力混凝土楼板

盖，四层顶采用承重墙上设置钢结构屋面做法。其中一层存在的

内横墙，在二层、三层、四层均未对位设置（图1.6、1.7）。

图1.6 接建后四层剖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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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事故前房屋状态

3.坍塌库房租赁情况

2018年 11月，玉手公司将该房屋二层部分出租给哈尔滨市康

安综合批发市场微利百货批发部作为日用品仓库使用。三层闲置。

2020 年 2月，将四层中部400 平方米区域出租给哈尔滨市道里区

中远汽车轮胎商店存放轮胎。2020 年 8月，将一层出租给孙晓秋

开办汽车修配厂。

二、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8 月 3日，坍塌库房一层承租人孙晓秋将装修工程发包给自然

人孙长印，孙长印在劳务市场雇佣 3 名临时务工人员和一台小微

挖35型挖掘机，对库房一层进行装修施工，拆除建筑物内部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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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王美三指派公司人员王敬春现场监督孙长印及其施工人员按

照预先商定的拆除内容作业。现场挖掘机拆除了 B 轴三段 6 面墙

体，扩拆了 C轴一个门口，人工扩拆了 13轴一个门口（见图2.1）。

8月 4日 8时 55分许，孙长印组织3名临时务工人员进入现场继

续施工时，部分楼体突然坍塌（坍塌单层面积约 510 平方米，占

单层总面积 31.2%）（见图 2.2）。事发时楼内共有 12 人被困(6

人为微利百货批发部员工、1人为玉手公司现场管理人员、4人为

装修作业人员、1人为收废品人员）。

图2.1改造拆除施工主要内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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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房屋坍塌范围

（二）抢险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时任省

长王文涛、常务副省长李海涛到达事故现场指导救援。省应急管

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省森林消防总队、省交通厅公路应急处

置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在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哈尔滨市领导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科学指挥消防、森防、蓝天等救

援力量开展搜救工作。组织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及社会救援力量

出动救援人员 382 名、救援装备 900 余件套、重型救援车辆设备

20余台套，全力开展救援工作；市卫健委调配45名医护人员、9

辆救护车驻守现场，及时开展现场医疗处置及急救工作。经过20

小时全力救援，至8月 5日 4时 50分，12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其中 3人生还（1人受伤，2人未受伤），9人遇难。整个救援过

程行动迅速、指挥有力、科学专业、效果明显。救援人员、医务

人员无人员伤亡，未发生次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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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直接原因和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通过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取样、实测，并委托

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检测站进行了检测试验、结构计算分析和破

坏形态模拟，逐一排除了地震、自然灾害、地基沉降、货物堆载

以及 2000 年至 2002 年间实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改扩建等可能导

致坍塌的因素，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1.事故发生前，对该房屋一层B轴上 5轴至 11轴间 6处柱间

承重墙体实施连续拆除作业，该范围内砖砌体柱在竖向荷载作用

下受压承载力与荷载效应之比仅为0.23
①
，受压承载力严重不足引

起破坏，是导致该房屋结构发生局部坍塌的主要原因。

2.该房屋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间将一层和局部二层主体接建

至四层的接建过程中，未对房屋既有结构进行勘查、检测和受力

状态分析，未见采取任何技术补强措施，实际接建的结构体系技

术方案不合理且不符合规范要求，结构本身在本次事故拆改前已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是导致该房屋瞬时局部坍塌的次要原因。

（二）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哈尔滨市道里区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库房“8·4”坍塌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单位及相关方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城安街 3 号“8·4”房屋坍塌事故原因技术分析报告》 墙体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φfA/N），其中斜线上为抗力，

斜线下为荷载效应，其比值小于1.00为不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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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改扩建。违

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
④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⑤
规定，在征收范

围内，违法改扩建房屋。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组织

勘察、设计，未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未

办理工程质量监督和安全监督手续，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等情况下，将工程非法发包给个人，违法组织建筑施工活动。该

违法建筑不符合规范要求，未经竣工验收备案即投入使用。在本

次装修作业过程中，玉手公司向承租方提供承重墙体为非承重墙

体的错误信息，同意承租方提出的拆除作业范围和内容，致使承

①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六条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

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条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第七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

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

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

质量。第六十一条 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

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

④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条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

的原则。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合并办理。

⑤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第七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除依法取得规划、建设行政许可的改建、扩建工

程外，不得有下列涉及建筑主体结构和承重结构的拆改行为：（一）拆除基础、梁、柱；（二）拆改混凝土剪力墙；（三）

挖掘室内地面，扩建地下室；（四）拆除连接阳台起抗倾覆作用的墙体；（五）拆改具有房屋抗震、防火整体功能的非

承重墙体；（六）其他危害房屋结构安全的行为。本办法所称建筑主体结构，是指房屋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

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点和基础等。本办法所称房屋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房屋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

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和其他连接节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一款规定外，对房屋的其他主体结构和承重结构进行拆改，属公有房屋的，应当依照《黑龙江

省城镇公有房产管理条例》的规定，到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房屋拆改审批手续；属非公有房屋的，应当到市房产行

政主管部门办理房屋拆改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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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墙体被拆除，导致坍塌事故发生。

（二）承租方孙晓秋违法违规组织装修施工。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
①
，《黑龙江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②
，《哈尔

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规定，未组织进行勘察、设计，将

装修工程非法发包给个人，在没有经过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方案、

未办理拆改手续的情况下，向承包人明确拆除作业具体内容，并

要求工人进场施工。

（三）施工方孙长印违法组织装修施工。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
③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④
规定，未

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非法承揽装修工程，未见到施工

方案和拆改手续的情况下，开始施工作业，拆除承重墙体，造成

库房局部坍塌。

（四）挖掘机所有人董彦斌和挖掘机司机贺佳兴违法拆除墙

体。违反《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⑤
规定，

承揽装修工程拆墙工作，在未见到拆改手续的情况下，对承重墙

体进行拆除，造成局部楼体坍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九条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

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② 第二十二条 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

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

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第二十六条 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

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④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第六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按照房屋设计的结构和用途合理使用房屋，

保证房屋结构的整体性和安全性，不得擅自拆改房屋结构或者影响毗连房屋的使用安全。

⑤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对不得拆改的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进行拆改的;(二)未

经批准或者备案擅自拆改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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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邓振丽、于捷非法承揽建设工程。违反《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在房

屋征收范围内，违法扩建库房。非法承揽建设工程，在未取得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组织勘察、设计，

未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未办理工程质量

监督和安全监督手续，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情况下，将

工程非法发包给个人，违法组织建筑施工活动，库房扩建后不满

足规范要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六）施工方张凤波、于贺军违法施工建设。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①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管理办法》
②
规定。没有依法取得建筑资质，以个人名义非

法承揽建筑工程，在没有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没有施

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建设施工。建筑物建成后，未对房屋的

结构体系、受力状态、地基基础和构建承载能力进行技术评估和

受力分析，也未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有效技术措施，致使原地基基

础和一层原有承重墙体在本次拆改前就存在承载力不足的安全风

险，处于技术评估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的危险状态
③
。

五、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

计，不得偷工减料。

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一

律不得开工。

③ 《城安街 3 号“8·4”房屋坍塌事故原因技术分析报告》9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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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未依照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
①
和哈尔滨市有关文件

②
规定，

未及时发现玉手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违法建设的

行为。2017 年违法建筑建成后，在日常巡查工作中也未能发现违

法建筑并及时拆除
③
。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

工作流于形式，未严格依据《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哈尔滨市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

的通知》（哈城管委办发〔2016〕22号）
④
要求，有效开展违法建

设专项治理工作。

（二）道里区城乡路街道办事处

未认真履行组织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制

止违法建设行为及报告相关执法部门处理的职责
⑤
，对玉手公司违

法建设行为未及时发现制止，并报告相关部门，属地管理责任缺

① 《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

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

强制拆除等措施。《哈尔滨市道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负责行使城乡规划管理

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②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关于印发扩大区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加大对区县（市）发展政策支持的实施意见》

（哈政发〔2007〕2号）16.区内未经规划部门审批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行政处罚，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

责；

③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查处违法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哈政发法字〔2012〕11号）8.市、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的巡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城镇规划区内未取得规划许可的违法建筑（含临时建筑）进行拆除。

④ 《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的通知》（哈

城管委办发〔2016〕22号）四、工作任务（一）编制违建治理计划。各区政府要根据违法建设排查情况，制定切实可

行的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并正在综合考虑治理工作难易程度基础上，研究制定违法建设五年总体治理计划和年度治理计

划，及时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备案。（二）全面排查现状违法建设。……建立由街道、设区等基层单位和相关部门

组成的违法建设巡查网络，制定巡查管控方案，划定责任单位和责任区域，严控新增违法建设。

⑤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查处违法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哈政发法字〔2012〕11号）5.……

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制止违法建设行为及报告相关执法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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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在全市违法建设再排查工作
①
中，对辖区内所有涉嫌违法建筑

物、构筑物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工作开展不彻底，不全面，未排查

出玉手公司库房为违法建筑。

（三）道里区人民政府

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②
不到位，对城管

执法等部门履行违法建设管理职责指导不到位，对城市建成区违

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工作组织领导不力。

六、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共 2人）

玉手公司参与确定拆除改作业内容并负责装修作业现场监督

管理人员王敬春、违法承揽装修工程负责人孙长印，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安机关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员（共 9人）

1.批准逮捕 4 人。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王美三、坍塌库房一层承租人孙晓秋，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犯

罪，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挖掘机所有人董

彦斌、挖掘机司机贺佳兴，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于2020年

10月 29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取保候审 5 人。装修施工工人举长友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① 哈尔滨市查处违法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违法建设再排查工作的通知》（一）全面排查。各区以街道

办事处为单位对辖区内所有涉嫌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建立档案。哈尔滨市查处违法建设联席会议办

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年底前违建排查有关工作的通知》

②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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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已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承揽建设工

程方邓振丽和于捷、施工方张凤波和于贺军，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罪犯罪，已于2020年 10月 29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三）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人员（共25人）

1.葛嘉琳，身为中共党员，任道里区行政执法局规划科副科

长期间，未正确履行职责，在2019 年 3月，对玉手公司进行违法

建设行为查处时，遗漏此前存在的其他违法建筑，未对其予以查

处，负有直接责任。给予葛嘉琳撤销党内职务、政务处分，降为

四级主任科员。

2.张广军，身为中共党员，任道里区行政执法局规划科科员

期间，未正确履行职责，在2019年 3月，对玉手公司进行违法建

设行为查处时，遗漏此前存在的其他违法建筑，未对其予以查处，

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张广军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二年）、政务

撤职处分，降为二级科员。

3.崔建军，身为中共党员,任道里区执法局规划科科长,未正

确履行职责，对在 2016 年至 2020 年 3 月期间，区执法局规划科

未巡查发现查处玉手公司的违建问题，落实2016年《哈尔滨市城

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不力问题，2019

年 3 月区执法局规划科对玉手公司违法建设行为查处时，遗漏此

前存在其他违法建筑，未对其予以查处，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崔

建军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级主任科员。

4.李红胜，身为中共党员,任道里区执法局街面执法科科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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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正确履行职责，区执法局街面科未巡查发现报告玉手公司的

违法建设行为，落实2016年《哈尔滨市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

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给予李红胜撤销

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级主任科员。

5.刘钊，身为中共党员,2020年 4月任道里区执法局街面执法

科负责人后,未正确履行职责,城乡路执法科未能巡查发现和查处

玉手公司的违建,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刘钊党内警告处分。

6.王龙，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道里区执法局副局长期间,未

正确履行职责,对执法局街面执法科一直未能巡查发现、报告玉手

公司违建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王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范海滨，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道里区执法局副局长期间,

未正确履行职责，对执法局规划科一直未能巡查发现、报告玉手

公司违建问题，以及规划科在 2019年 3月对玉手公司违法建设行

为查处时遗漏此前存在其他违法建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

范海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8.刘宏年，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道里区执法局副局长,未正

确履行职责，对执法局规划科、街面科未巡查发现、查处玉手公

司的违建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刘宏年党内警告处分。

9.赵乃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道里区执法局副局长期间，

未正确履行职责，对执法局规划科未巡查发现、查处玉手公司的

违建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赵乃强党内警告处分。

10.孙永波，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道里区执法局局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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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正确履行职责，对区执法局未巡查发现、查处玉手公司的违法

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孙永波党内警告处分。

11.于伟政，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道里区执法局局长期间，

未正确履行职责，对区执法局未查处玉手公司的违建问题，负有

重要领导责任；鉴于其在2019年 3月发现该公司正在进行的违法

建设行为，安排规划科进行处理的主动作为的酌定情节，给予于

伟政批评教育处理。

12.刘福禄，身为党员领导干部、道里区执法局局长，未正确

履行职责，对区执法局未查处玉手公司的违建问题，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给予刘福禄诫勉谈话处理。

13.李凯峰，身为中共党员,任道里区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

负责道里区执法局党政全面工作期间,道里区执法局存在对违建

巡查、查处不力，落实2016年《哈尔滨市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

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不力问题，李凯峰负重要领导责任。

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实践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决定对李凯峰进行

诫勉。

14.赵淑云，任道里区城乡路街道办事处红星社区（原西客站

社区）副主任，分管城管工作，未及时巡查、发现辖区内玉手公

司违法建设行为，在2019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

未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玉手公司的违法建筑，导

致未将该违法建筑上报至违建台账内，负有直接责任。由城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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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给予赵淑云解除劳动关系处理。

15.孙永杰，身为中共党员，任西客站社区（红星社区）社区

书记兼主任期间，未及时巡查、发现辖区内玉手公司违法建设行

为，在2019 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未严格落实上

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玉手公司的违法建筑，负有直接责任。

给予孙永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6.孟凡亮，身为中共党员，任道里区城乡路街道办事处红星

社区主任，在2019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未严格

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辖区内玉手公司违法建筑，负有

直接责任。给予孟凡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7.王志宇，身为中共党员，任城乡路街道办事处城管办科员、

环卫办副主任期间，未及时巡查、发现辖区内玉手公司违法建设

行为；在 2019 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未严格落实

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玉手公司的违法建筑，负有直接责任。

给予王志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8.许兆伟，身为中共党员，任城乡路街道办事处城管办负责

人，在2019 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未严格落实上

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辖区内玉手公司的违法建筑，负有直接

责任。给予许兆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司德胜，身为中共党员,任城乡路街道办事处城管办主任，

未及时巡查、发现辖区内玉手公司的违法建设行为，负有直接责

任。给予司德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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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宋宏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城乡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期间，对该办事处未及时巡查、发现辖区内玉手公司违法建设行

为，在2019 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未严格落实上

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辖区内玉手公司违法建筑问题，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给予宋宏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1.王翠萍，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城乡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对该办事处在2019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未严格

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玉手公司违法建筑问题，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给予王翠萍党内警告处分。

22.韩冀，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城乡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该

办事处未及时巡查、发现玉手公司违法建设行为，在2019 年开展

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作中，未严格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要求，

未发现玉手公司的违法建筑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韩冀

党内警告处分。

23.金志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城乡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期

间，全面负责该街道党工委工作，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

不到位，对该办事处未及时巡查、发现玉手公司违法建设问题，

负有领导责任。给予金志伟诫勉谈话处理。

24.郝茂本，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任城乡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期

间, 全面负责城乡路街道党工委工作，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工作不到位，对该办事处在2019年开展的违法建设排查、整治工

作中，未严格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要求，未发现玉手公司违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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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给予郝茂本诫勉谈话处理。

25.唐可欣，身为中共党员，任道里区副区长，分管住房和城

市建设、人防、城市管理、棚改、征收、城市管理执法、站前地

区综合管理等工作期间，道里区政府存在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对城管执法等部门履行违法建设管理职

责督促不到位、对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五年行动工作组

织领导不力问题，唐可欣负重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决定对唐可欣进行诫勉。

（四）建议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九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原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令第 13 号）
①
，对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予

以罚款。

2.道里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
②
，依法吊销哈尔滨市玉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营业执照。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此次事故教训极其惨痛，暴露出属地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对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

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3 号）第十五条 事故发生单位

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6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30人以上50人以下

重伤，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7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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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和私自改造发现不及时、执法不力，安全宣传

教育不深入、一些企业和群众安全意识还较为淡薄。针对事故暴

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下：

（一）举一反三，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道里区

要督促监督企业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构建安全风险辨识体系，落实重大危险源防控措施，

实现安全风险动态管理，促进企业形成安全生产良性循环体系，

重点行业企业完成以“两台账、一图、一栏、一卡”为重点的双

重预防机制建设任务。同时，大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分

行业领域明确建设任务，突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日常化、显性

化，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实现安全生产现场管

理、操作行为、设备设施和作业环境的规范化，高危行业及规模

以上企业分阶段逐步完成自评工作。

（二）深化建设领域“打非治违”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道

里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省安委办、省住建厅联合印发的《关于

开展全省城市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黑安办

联发〔2020〕3号）精神，扎实做好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

工作五年行动收尾工作。同时组织一次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对既

有建筑改扩建、装饰装修、工程加固的质量安全监管，重点对非

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进行排查整治，对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施

工单位超越资质等级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名义承揽工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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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设计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出具检测鉴定虚假报告等违法行为予

以坚决打击，并将违规信息记入信用档案，纳入联合惩戒管理，

对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坚决遏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

彻底清除安全隐患。

（三）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活动。道里区要结合安全生

产“五进”要求，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力度。认真总结此次事故

经验教训，采取以案说法、以案明理形式在全区开展一次警示教

育活动，从事故成因、日常监管、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讲解，督

促各级政府和部门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履行属地

和行业监管责任。同时，综合运用电视广播、官方网站、培训会

议等多种形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使全区广大干部职工深入了解

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增强安

全生产责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