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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 5.28 事故调查组 

2020 年 5 月 28 日 1 时许，淮南市凤台县尚塘镇尚塘村

谊民街一沿街商铺发生较大火灾事故，造成 5 人死亡。事故

发生后，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副省长李建中第一时间作出

批示，要求市、县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领导下，配合应急管

理等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处臵工作，确保社会稳定。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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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3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经省政

府授权，省应急厅牵头成立了省政府淮南市凤台县

“2020•5•28”较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省应急厅负责同志任组

长，省应急厅、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总工会、省消防救

援总队以及淮南市人民政府派员参加，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

作，同时邀请省监察委派员参加，并选派了相关领域的专家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先后调阅了相关部门的大量原始

资料，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调查取证，通过现场勘验、调查

取证和综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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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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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和教训，提出了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建筑基本情况 

事故建筑位于凤台县尚塘镇尚塘村谊民街南侧，该建筑

1995 年左右建设，属农村自建房，该建筑整体为东西走向，

坐南朝北，北临谊民街，南为原尚塘村办公楼（现空臵），

东西两侧均为居民自建房。（详见图 1、2）事故建筑无物业

服务企业管理。 

 

图 1 事故建筑地理位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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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事故店铺位臵示意图 

据调查，事故店铺所在建筑原建设时为 2 层楼房，大致

呈东西走向，每层有 4 间房屋，每间房屋东西长 3.3 米，南

北宽 6.3 米（如图 3）。事故建筑 3、4 号1房屋为单保云和单

飞云于 1996 年从尚塘村共同出资购买，其中，4 号房屋为单

飞云所有，3 号房屋为单保云所有；1、2 号房屋由单于和陈

保青于 2015 年共同出资购买。

                                                             
1为方便描述，本报告中将事故建筑 4 间房屋自西向东依次编号为 1、2、3、4，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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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故房屋原建设时平面布臵图 

2005 年至 2016 年间，单文云、单保云和陈保青等人先

后在原二层房屋顶部加盖一层彩钢板房，并在南侧扩建五层

楼房，其中一至四层为混凝土框架结构，五层为彩钢板房，

南侧扩建四间房屋东西长约 13.2 米，南北宽约 20 米。相关

房主在扩建的同时，将原购臵的 4 间商铺一、二层南侧墙体

拆除，与南侧扩建建筑整体相连，形成北侧三层，南侧五层

的建筑格局。整栋建筑东西长约 13.2 米，南北宽约 26.8 米。 

事故发生前，起火建筑一层 4 号房屋为单保云和单文云

经营的“家电钟表维修部”，其余部分为陈保青经营区域（见

图 4）。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家电钟表维修部 

起火店铺，未取得营业执照。经营人：单文云，单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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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凤台县尚塘镇谊民街（事故建筑一层 4 号房屋），

经营范围：钟表、小家电等销售及维修。 

经查，4 号房屋所有人为单飞云，事故发生前，单飞云

不在该处经营，单保云和单文云在此共同经营 “家电钟表维

修部”。 

2.陈保青（店铺名称“海尔专卖店”） 

发生火灾店铺，经营人：陈保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40421MA2PKQ7M8Q，类型：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

个人经营，经营场所：凤台县尚塘镇谊民街，注册日期：2015

年 8 月 6 日；经营范围：家电、家具销售；登记状态：存续

（在营、开业、在册），登记机关：凤台县尚塘市场监督管

理所，核准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三）事故调查及检验鉴定情况 

1.现场勘查情况 

起火建筑北侧共有 3 层，其中顶部为彩钢板房，南侧共

有五层，其中顶部为彩钢板房。建筑二、三层北侧外墙设臵

有室外广告牌（见图 9）。建筑一层北侧共有 4 扇卷帘门，南

侧每层有 2 扇卷帘门。整栋建筑人行楼梯均位于建筑内部南

侧，其中 3、4 号房屋各有一部可以到达三层的人行楼梯，1、

2 号房屋共用一部人行楼梯，该楼梯可以到达五层。该建筑

除二层北侧四间房屋作为卧室使用外，其余一至五层均用作

经营场所。该建筑二层北侧四间房屋北侧外窗均设有防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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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其中 2 号房间防盗窗预留了逃生窗口，防盗窗外广告牌

占据了二层 4 间房屋外墙位臵（见图 9）。一层 4 号房间为家

电钟表维修区，房间东墙设臵有木质展示柜，壁柜与玻璃柜

台之间有约 1 米宽的过道，玻璃柜台上放臵各类小家电、锂

电池以及维修家电用的设备仪器等，周围有插座以及插线

板。东北角墙壁引入进户线，沿东墙敷设；1、2、3 号房间

和 1、2 号房间南侧为家电家具销售区，摆放有洗衣机、电

冰箱、空调、热水器、电视机、电扇等家电，3、4 号房间南

侧摆放木床等家具（见图 4）；二层北侧为四间卧室，南侧为

家具展示区，主要摆放床和餐桌等（见图 5）；三、四层全部

为家具展示区，其中三层主要摆放沙发和茶几等（见图 6）；

四层主要摆放床和床垫等（见图 7）；五层放有空调外机、热

水器等电器（见图 8）。 

事故发生后，起火建筑一层过火严重，内部物品烧损严

重，除金属制品外，其余塑料和木制品均严重碳化或烧失。

1~4 号房间屋顶仅剩轻钢龙骨，4 号房间烧损情况比 1、2、3

号房间重，4 个房间顶棚墙面脱落情况由东向西逐渐减轻。

一层北侧 4 扇卷帘门中位于 4 号房间卷帘门变色最严重，其

余卷帘门仍保存部分原始漆面。 4 号房间内设臵在东墙上的

壁柜基本完全烧失，仅剩底座部分板材，距北侧门口 1 米处

底座木板烧失，周边的底座仍残留部分木板，烧失处墙面脱

落情况严重。靠近东墙的轻钢龙骨变形严重，连接在东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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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架发生严重变形并脱落，其余部分骨架仅变形未发生脱

落（见图 10~12）。位于一层房屋南侧大门外东西两侧布臵有

2 间厨房，厨房内物品仅有烟熏痕迹，厨房南侧为走道，走

道南侧为原尚塘村村部办公楼，走道两段被封堵（见图 13）。

二层东侧房间烧损情况比西侧严重，东侧房间南部烧损情况

重于北部，南部放臵的床垫烧损严重，仅剩下床垫内的弹簧，

东侧房间北部卧室内的木质床残留部分床腿（见图 14），西

侧房间内部烟熏痕迹较重，过火痕迹不明显，西侧房间南部

摆放的桌椅基本完好，西侧房间北部卧室内的家具和衣物基

本未过火，仅有烟熏痕迹（见图 15）。三层东西侧房间内物

品均烧损严重，四层物品保持较完好，室内烟熏痕迹较重，

五层彩钢板房烧损严重，内部物品除金属外壳外，其余部分

基本烧失。 



 

8 
 

 

图 4 起火建筑一层平面布臵图 



 

9 
 

 

图 5 起火建筑二层平面布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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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起火建筑三层平面布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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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起火建筑四层平面布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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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起火建筑五层平面布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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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事故建筑过火后外观图 

    

图10一层东侧房间底部烧损情况  图11一层西侧过火后烧损情况 

   

图 12 一层门厅处烧损情况 图13一层南侧外部两侧出口被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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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二层东侧卧室窗户安装防盗窗图 15二层西侧卧室内过火情况 

2.检验鉴定情况 

（1）事故发生后，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消防救援大队

将位于建筑一层东侧房间入口柜台处过火后的插线板、金属

导线等物证提取送至应急部消防救援局上海火灾物证鉴定

中心进行鉴定，依据技术鉴定报告 NO.SHWZ2000201，经金

相分析，从插线板燃烧残留物中提取的试样 1-1、1-2 为电热

熔痕。 

（2）依据凤台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文书（（凤）公

（尸）鉴字„2020‟2 号），单保云、单文云、孙克英、单敬

哲、单敬岩符合烧死。 

（3）依据凤台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凤价

认定„2020‟30 号），“2020.5.28”火灾事故财产损失价格为

1371174 元。 

（四）天气情况 

根据凤台县气象局提供资料显示，2020 年 5 月 28 日 1

时 30 分许，凤台县尚塘镇降水为 0mm，温度为 23℃，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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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 45%，风速为 2.0m/s。（如图 16） 

 

图 16 尚塘镇 5 月 27 日 13 时-28 日 13 时 

温度、湿度和风速时序图 

二、项目立项及审批情况 

经查，事故建筑所在地块为建设用地，事故建筑 4 间房

屋均未申请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手续。  

三、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5 月 27 日晚 6 时许，居住于事故店铺的单保云

吃完晚饭后将其孙女（单敬岩）和孙子（单敬哲）带上 2 楼。

晚上 8 时许，陈保青一家及其岳父母（单文云、孙克英）在

店铺内吃完晚饭后，陈保青岳父母便上店铺二楼卧室休息，

                                                             
2由于尚塘镇气象站点无法监测湿度，湿度数据选用距离尚塘镇最近的朱马店镇气象站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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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妻子单慧在处理完家务后带儿子离开店铺去镇上家中休

息，陈保青继续留在店内值守，晚上 9 时许，陈保青关闭店

铺内的照明灯和卷闸门后便回家休息。 

5 月 28 日 1 时许，位于一层 4 号房屋经营柜台内的一插

头发生故障，并引燃周围可燃物，火势逐渐蔓延扩大；1 时

23 分许，一路人骑摩托车经过事故店铺，发现一层 4 号房屋

卷闸门两侧有火苗，于是，大声呼喊“失火了”，同时拨打了

119 报警电话。1 时 26 分许，陈保青妻子单慧接到邻居电话，

得知其店铺发生火灾，陈保青及其妻子便匆忙从家中向店铺

赶去。到达店铺门口时，陈保青发现店铺一层 4 号房屋内火

势明显，卷闸门被烧红，已经无法打开，随后其用钥匙打开

3 号房屋卷闸门，卷闸门仅能向上打开 10 厘米左右，于是，

陈保青便去邻居家借一根铁棍，将卷闸门向上撬至离地约 70

厘米时再无法向上打开，此时火势逐渐向西侧蔓延，位于 4

号和 3 号房屋之间的小家电区已开始燃烧，陈保青便向小家

电区泼水，随后小家电货柜倒塌，火势也随之变大并继续向

西部蔓延。陈保青用钥匙打开了 2 号房屋卷闸门，此时店铺

内浓烟较大，无法看清内部情况。陈保青便从东侧邻居家进

入，将自己家三楼门窗破开，由于浓烟太大，无法进入，随

后折返下楼。 

（二）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1.人员伤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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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事故共造成 5 人死亡，无人员受伤。死亡人员信息

如下： 

单文云，男，70 岁，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人，公民身份

号码：34042119******3016； 

孙克英，女，72 岁，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人，公民身份

号码：34042119******3021； 

单保云，男，54 岁，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人，公民身份

号码：34042119******3054； 

单敬岩，女，5 岁，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人，公民身份

号码：34042120******3020； 

单敬哲，男，7 岁，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人，公民身份

号码：34042120******3032。 

本次事故死亡人员位臵示意图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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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事故死亡人员位臵示意图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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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6721-1986）统计，本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65.3

万元。 

（三）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1.应急救援情况 

5 月 28 日 1 时 25 分，淮南市消防支队 119 接到群众报

警称，凤台县尚塘镇尚塘村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支队指挥中

心先后调派凤台县、毛集区、八公山区、谢家集区消防救援

大队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凤台县公安分局指挥中心 110 报警

服务台跟踪到该警情后，指令尚塘镇派出所赶赴现场进行救

援，并分别向淮南市公安局、凤台县政府办公室报告事故信

息。 

尚塘镇派出所干警携带灭火器先期到达火灾现场灭火。

随后县巡防、交警、刑侦及附近派出所等公安增援力量赶到

现场，设臵警戒线，疏散围观群众，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

故现场。尚塘镇政府接尚塘镇派出所事故电话报告后，镇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组织镇工作人员赶赴火灾现场，协助

维持现场秩序，组织疏散围观群众。凤台县委、县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宣传部、

应急局、发改委、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市场监管局等单

位和尚塘镇人民政府开展火灾事故应急处臵。凤台县委、县

政府分别向淮南市委、市政府书面报告了事故情况。 

2 时 7 分许，凤台县消防大队首先抵达现场展开救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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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40 分许，毛集区、八公山区、谢家集区消防救援大队增

援力量及全勤指挥部到达现场，组织开展全面的灭火救援行

动。5 时许，现场救援结束。 

事故发生时，凤台新长征医院、淮南东方医院集团凤凰

医院、凤台县人民医院、凤台县中医院先后接到救援指令并

分别派出救援车辆及医护人员参加救援，5 名受困者均经抢

救无效死亡。 

2.事故善后处臵情况 

事故发生后，凤台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火灾处臵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医疗救治、火灾调查、善后维稳、舆情引导组，

统一组织指挥救援和善后处臵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尚塘镇

政府负责善后处臵工作。5 名遇难者殡葬费用被免除。通过

凤台县政府统一购买的民生保险，每人赔付 5 万元。同时为

遇难亲属办理了低保，凤台县民政部门发放了 1 万元社会救

助资金。尚塘镇组织干部职工进行了捐款。遇难家属情绪稳

定。 

3.评估结论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评估：事故发生后，淮南市、凤台县

政府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救援和善后处臵工作，履行了事

故处臵责任。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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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凤台县消防救援大队火灾事故认定书（凤消火认字

„2020‟第 0003 号），此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该建筑

物一层最东侧房间北部隔间（4 号房屋）插头故障引燃周围

可燃物蔓延造成火灾。 

（二）事故的间接原因 

1.事故建筑房主违规将原建筑进行扩建改造，改造时将

原有室外疏散楼梯改为室内敞开式楼梯间，且未采用封闭楼

梯间3；建筑外窗设臵户外广告牌，影响逃生和救援4；店内

消防安全措施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要求5，事故场所人员违反

有关规定在店内居住。  

2.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消防安全监管不到位。凤台县

公安局尚塘镇派出所履行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不力。

尚塘镇人民政府指导督促辖区村委会及有关部门开展辖区

内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宣传教育工作不力。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火灾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3 《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GA703-2007）5.1：4.3 中的防火分隔措施应采用耐

火极限不低于 2h 的不燃烧体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h 的楼板，当墙上开门时，应为常闭乙级防火门。当

采用室内封闭楼梯间时，封闭楼梯间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且封闭楼梯间首层应直通室外或采用扩大封闭

楼梯间直通室外。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GA703-2007）4.2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合用场所

应采用不开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楼板将住宿部分与非住宿部分完全分隔，住宿与

非住宿部分应分别设置独立的疏散设施；当难以完全分隔时，不应设置人员住宿： 

a) 合用场所的建筑高度大于 15m； 

b) 合用场所的建筑面积大于 2000m2； 

c) 合用场所住宿人数超过 20 人。 

4.3：除 4.2 以外的其他合用场所，当执行 4.2 规定有困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a) 住宿与非住宿部分应设

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b) 住宿与非住宿部分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当无法分

隔时，合用场所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自动喷水局部应用系统。c) 住宿与非住宿部分应设置独立的疏

散设施；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独立的辅助疏散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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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存在问题 

1.家电钟表维修部 

存在问题：该店铺未依法登记注册经营，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不落实，对经营场所用电安全疏于管理，未定期开展防

火检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经营区域一插头故障引燃周围

可燃物造成火灾。 

（二）有关部门职责及存在问题 

1. 凤台县公安局尚塘镇派出所 

主要职责：依据《安徽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6等有关

规定7，其主要职责为：负责辖区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开

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督促、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及时受理、依

法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存在问题：履行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不力，日常

消防检查不到位，督促、指导所辖区村民委员会落实消防安

全措施不到位。 

2.尚塘镇市容环卫所 

主要职责：承担环卫管理考核，市容秩序管理等创建任

务8。 

                                                             
6《安徽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 282 号）第十五条  公安派出所依法履行下列消防

安全职责：（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督促、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单位

落实消防安全措施。（二）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指导下，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

常消防监督检查，及时受理、依法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三）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开

展灭火、应急救援和火灾事故调查。（四）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7 《关于认真组织做好城乡社区日常消防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公治安明发〔2020〕78 号）二、

组织派出所切实加大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三、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8 《凤台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 42 号，2019 年 8 月 18 日），二十，会议决定：1.将原有乡镇市容

协管中队及环卫所人员合并，成立乡镇市容环卫管理所，承担环卫管理考核、市容秩序管理等创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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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对尚塘镇违规房屋建设及广告牌设臵等行为

排查、处臵不力，对事故场所长期存在的违规建设和户外广

告牌设臵等问题失察失管91011。 

（三）地方党委、政府存在问题 

1.凤台县人民政府 

存在问题：对辖区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消防安

全监管及城乡规划工作指导、监督不力。 

2.尚塘镇人民政府 

存在问题：落实上级有关消防安全政策规定流于形式；

指导督促辖区村委会及有关部门开展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和宣传教育工作不力，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不力，对事故店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

位。未认真落实城乡规划法律法规政策，辖区有关部门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管理职责不清，对辖区违规房屋建设及广告牌

设臵等行为排查、处臵不力。 

3.尚塘镇尚塘村委会 

存在问题：未认真落实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开

展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宣传教育工作不力，督

                                                             
9《淮南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三十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对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县、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实施违法

假设的制止和拆除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巡查，发现违法建

设应当及时制止。第三十八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及临时建设超过批准期

限不拆除的违法建设，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直接依法查处。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

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先行制止，报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认定后进行

查处。 
10 《淮南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淮南市人民政府令第 124 号）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和城管执法机构应当加强巡查，发现违法建设及时制止。 
11 《中共凤台县委 凤台县人民政府关于集中整治违法建设的意见》（凤发〔2013〕15 号）明确：城管部门

指导各乡镇开展违法建设案件查处工作，负责县集中整治违法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事务。 



 

24 
 

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力，对事故店铺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辖区违规房屋建设及广告牌设臵

等行为排查、处臵不力。 

六、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事故单位（3 人） 

1.单保云，共同经营“家电钟表维修部”，该店铺未依法

登记注册经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对经营场所用电

安全疏于管理，未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经营区域一插头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造成火灾，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刑事

责任。 

2.单文云，共同经营“家电钟表维修部”，该店铺未依法

登记注册经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对经营场所用电

安全疏于管理，未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经营区域一插头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造成火灾，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刑事

责任。 

3.陈保青，违规将原建筑进行扩建改造，且不符合消防

安全技术要求；建筑外窗设臵户外广告牌，影响逃生和救援；

对经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

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12之规定，建议由淮南市应急管理局给予罚款。 

                                                             
12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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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凤台县公安局尚塘镇派出所（2 人） 

1.刘志刚，凤台县公安局尚塘镇派出所所长，负责派出

所全面工作。2020 年 1 月以前分管消防工作，并兼任尚塘镇

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对辖区消防安全工作领导、

监督不力，履职不到位，对单位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流于

形式失察失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五）

13项之规定，建议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2.刘明顺，凤台县公安局尚塘镇派出所副教导员，分管

消防工作。对辖区消防安全工作指导、监督不力，未认真履

行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和宣传教育职责，对分管部门日常

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流于形式失察失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

行规定》第八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三）尚塘镇市容环卫所（1 人） 

孙传辉，尚塘镇市容环卫所所长，事业身份，负责环卫

所全面工作。未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对尚塘镇违规房屋建设及广告牌设臵

等行为排查、处臵不力，对事故场所长期存在的违规建设和

户外广告牌设臵等问题失察失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

                                                             
13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报告、应急救援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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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项14之规定，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四）尚塘镇尚塘村委会（1 人） 

孙多合，尚塘村委会书记、村长，中共党员，负责村委

会全面工作。未认真落实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政策，日常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宣传教育工作流于形式，对事故店

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辖区违规房屋建设及广告牌

设臵等行为排查、处臵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15之规定，

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五）尚塘镇人民政府（4 人） 

1.宋维玉，尚塘镇党委书记，中共党员，负责党委全面

工作。未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的

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不到位；

辖区有关部门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职责不清，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根据《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

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给

予诫勉。 

2.郭永，尚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中共党员，负责尚

塘镇行政全面工作。未认真落实消防安全、城乡规划方面法

律法规政策，领导、督促辖区有关部门及村委会开展消防安

全监管、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及排查、处臵违规房屋建设和广

                                                             
1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九）其他违反工作纪律失职渎职的行为。 
15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查督促落

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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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牌设臵工作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根据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

（五）项之规定，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3.梁帆，尚塘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分管国土、规划、城

建、拆违控违、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工作。

未认真落实消防安全、城乡规划方面法律法规政策，指导、

督促辖区有关部门开展消防安全监管、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及

排查、处臵违规房屋建设和广告牌设臵工作不力，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

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给予政

务记过处分。 

4.孙多灵，尚塘镇人民政府安监办主任，未认真落实上

级有关消防安全政策规定要求，协调组织辖区村民委员会和

有关部门单位，对辖区农村自建房、“三合一”、“多合一”

等场所进行有效的消防安全监管检查、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和

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照搬照抄上级文件、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流于形式、督促整改措施不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不到位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依据《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九）项之规定，建议

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六）凤台县人民政府（1 人） 

何涛，凤台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消防救援、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等工作。未能有效督促辖区有关部门开展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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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责成其向凤台县人民政府作深刻书面检查。 

（七）建议给予行政问责单位（5 家） 

1.责成尚塘村委会、尚塘镇市容环卫所向尚塘镇人民政

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认真反思、引为镜鉴。 

2.责成凤台县公安局尚塘镇派出所向凤台县公安局作出

深刻书面检查，认真反思、引为镜鉴。 

3.责成尚塘镇人民政府向凤台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

检查，认真反思、引为镜鉴。 

4.责成凤台县人民政府向淮南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

检查，认真反思、引为镜鉴。 

七、主要教训 

（一）事故店铺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事故店主在

房屋建设、改造时未按照国家有关建设和消防安全等技术标

准进行设计和施工，并将原有室外疏散楼梯改为室内敞开式

楼梯间，且未采用封闭楼梯间；在外窗设臵户外广告牌，影

响逃生和救援。有关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消防安全技术要

求不符有关标准要求的情况下，违反有关规定在店内居住；

对经营场所用电安全疏于管理，未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并及时

消除火灾隐患。 

（二）农村房屋建设违法违规问题突出。事故房主在建

设房屋时未按要求向有关土地、规划许可管理部门报批，违

法违规在原有二层房屋顶部加盖彩钢板房，并在房屋南侧扩

建五层房屋。尚塘镇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职责不清，未明

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部门，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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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农村自建房违法违规建设突出。城市管理部门、乡镇

人民政府和村委会针对违规搭建、违规设臵广告牌等行为巡

查、处臵不力，对事故房屋长期存在的违规房屋建设、违规

设臵广告牌情况失察失管。 

（三）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消防安全监管不到位。尚

塘村委会开展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宣传教育

工作不力，有关人员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宣传教育

流于形式，工作浮于表面，未有效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凤台县公安局尚塘镇派出所履行日常消防

安全监督检查职责不力，对辖区“多合一”等场所消防检查和

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对事故场所长期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失

察失管。尚塘镇人民政府落实上级有关消防安全政策规定流

于形式，对上级下发的文件照搬照抄，指导督促辖区村委会

及有关部门开展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宣传教

育工作不力。 

八、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淮南市和凤台县要加强消防安全工

作组织领导，严格按照《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规定》《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强化责

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深入剖析辖区内消防安全形势，主要领

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根据乡村地区火灾形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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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强“三合一”场所等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源头治理，切

实把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到生产经营每个环节。 

二要强化工作措施。淮南市和凤台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铸安”行

动和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建设。全面深入开展“三合一”场所

登记管理和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针对消防重点场所、重

点部位和重点领域，尤其是“三合一”场所、电动自行车领域

等，要按照“三覆盖、四不留、三清单”要求对排查出的隐患

立即落实整改，确保闭环销号。要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工作

推动有进度、开展有力度。要强化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建

立安全生产和消防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遏制“小火亡人”的现

象。要严厉打击违规建设行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物业服务

企业、村（居）委会要明晰职责、履职尽责，形成合力，加

大对违规搭建等行为的排查治理力度，有效制止各种影响消

防安全行为。 

三要强化消防能力建设。淮南市和凤台县要加强乡镇专

职消防队建设，鼓励企业、民间组织、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

参与乡镇专职消防队建设。加强消防设备设施建设，要加大

小型消防车辆等相关消防设施设备配备，建立健全消防设施

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制度，加强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确

保能够充分发挥扑救初起火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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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强化消防安全宣传培训。淮南市和凤台县扎实开展

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渠

道，运用多种形式，结合火灾事故典型案例，广泛开展消防

安全知识和应急逃生能力宣传教育培训，要组织网格员、公

安民警、消防志愿者深入机关、学校、社区、家庭、企业等

场所开展消防宣传活动，要普及防火、灭火、逃生疏散等消

防安全知识。要督促、指导村（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开

展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居民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

灾和疏散逃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