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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公安局文件

孟公〔2018〕31号

孟津县金夕阳养老公寓
“2•26”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报告

县政府：

2018 年 2 月 26 日 4 时 30分许，孟津县金夕阳养老公寓发

生一般等级火灾事故，造成 1人死亡、2人受伤，过火面积 3平

方米。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县政府立即作出

批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遇难者善后和家属安抚

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向上级报告火灾事故信息，并依法依规查明

火灾发生的原因，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各方面的安全隐患，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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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经县政府批准，事发当日，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县

长李松奇、分管消防的副县长翟常绪分别任正副组长，县纪委常

委朱学超，县公安局副局长武志杰、县总工会副主席冯平海、县

公安消防大队教导员任斌、安全监管局局长王晓辉、安全监管局

副局长庆治国、县民政局副局长许利营、城关镇政府镇长韩新伟

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并邀请相关专家组成的城关镇金夕

阳养老公寓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

证、实验测试、检测鉴定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火灾发生的经

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火灾性质和

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

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1、单位概况。孟津县金夕阳养老公寓为一家民办非企业公

益组织，位于县城关镇永平路南段，负责人张中信，事故发生前

该场所共有员工 7人（分别为张中信、朱艳丽、王正良、程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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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舟、姬花子、潘盘英），收住老人 26人，其中不能自理老

人 8人。

2、资质情况。该养老公寓 2012 年 3 月投入使用，2014 年

12月 31日取得孟津县民政局核发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证

书编号 13410300016），有效期限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服务

范围为老年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2015

年 2月 5日取得孟津县民政局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孟民证字第 07019号）。2016 年 8 月县民政局因为该场所存

在重大隐患依法吊销了该场所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

（二）主要建筑情况

该场所占用土地为孟津县城关镇城东村朱振团、朱振旭所

有，张中信租用后改建为养老公寓。该养老公寓共 3栋单层建筑，

砖混结构，呈 U型布置，总建筑面积约 400㎡，共有 20个房间，

该场所不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场所内配备 24具干粉灭火器，

老人居住房间内设有独立式感烟火灾报警探测器，场所内张贴有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知识系列宣传挂图。

（三）监督检查情况

2015年“5·25”鲁山大火后，孟津县公安、消防、民政等

部门共同对全县 16家养老机构逐一进行了消防安全排查。其中

2015年 5月 27日对金夕阳养老公寓进行了检查。

2018 年 2 月 9 日县消防大队联合县民政局对全县的养老机

构进行了春节前的消防安全大检查，由于前期民政局已经通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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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该场所已关停，当时民政局提供的检查名单中也没有孟津县

金夕阳养老公寓，所以未检查该单位。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2018 年 2 月 26 日 5 时 51 分许，孟津县 110 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称，孟津县城关镇金夕阳养老公寓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

需要进行调查。接警后 110指挥中心迅速指派城关派出所、消防

大队、刑警大队到达现场处置。此次火灾着火房间为金夕阳养老

公寓北侧一排最西侧房间（共住 4人），过火面积约 3平方米，

火灾造成 1 人死亡（牛建君，男， 62 岁，身份证号：

410302195609260012，送庄镇朱寨村人），2人受伤（毛新四，

68岁，麻屯镇庙后村人；司洪科，55岁，送庄镇三十里铺村人）。

同屋人员杨万伟首先发现起火后自行逃生，未受伤。火灾烧损两

张床、一台小太阳取暖器、空调和衣物等物品。

经调查询问，2月 26日凌晨 5时 30分左右，护工王正良发

现该养老公寓建筑西北角的房间有烟冒出，到现场查看发现起火

后，通知养老公寓负责人张中信，随后张中信和王正良以及护工

程莲英到现场进行火灾扑救，他们用水桶和灭火器扑灭明火后，

将伤者司洪科和毛新四抬出屋外，随后张中信拨打了 110报警电

话，张中信妻子朱艳丽拨打了 120。着火房间内设有 4张床位，

着火时住有 4人，分别为牛建君、毛新四、司洪科、杨万伟，其

中牛建君、毛新四、司洪科均瘫痪且生活不能自理，平时由护工

人员护理；杨万伟虽然瘫痪，平时可以自己下床坐轮椅和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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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联合调查组及相关专家经过多次现场勘验和查看监控视频、

多次调查询问及两次现场试验，认定如下：

（一）起火时间

金夕阳养老公寓监控录像资料显示，2018年 2月 26日 4时

2分监控视频上发现有微弱光斑，之后微弱光斑逐渐变大变亮。

随后通过现场试验，该光斑与着火房间相对应，确定监控视频上

的光斑由着火房间发出。询问当事人杨万伟，称当晚两三点左右

发现冒烟，然后就自行逃生。结合火灾发生规律，综合认定起火

时间为 2018年 2月 26日 4时 2分许。

（二）起火部位

（1）通过询问当事人杨万伟和当事人杨万伟的现场指认发

现，当事人杨万伟称他被屋顶的独立式烟感探测器的蜂鸣声吵

醒，醒后发现房间西侧毛新四床位处发现冒烟。

（2）通过现场勘验发现，毛新四、牛建君两人床上过火，

司洪科和杨万伟床上未过火，其中毛新四床尾处木质床板烧穿，

形成一个 1.2m×0.72m的洞，床下塑料储物箱过火熔融；牛建君

床上仅木质床板表面过火炭化。因此，综合认定起火部位位于毛

新四床尾中间部位。

（三）直接原因

1、可以排除外来火源引发火灾的可能。主要依据有：（1）

通过金夕阳养老公寓监控录像资料显示，大门口、前院和后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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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监控录像显示，均未发现火灾发生当天晚上有可疑人员进入；

（2）通过现场勘验，着火房间内未发现可疑助燃物质；着火房

间南侧窗户完好；北侧窗户东侧玻璃碎裂，经询问当事人张中信

称扑救火灾时，他用拳头将北侧窗户东侧玻璃击碎用于排烟。

2、可以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主要依据有：

（1）通过现场勘验，起火部位上方无相关电线线路，房间内的

电线线路主要集中在房间东侧区域，且线路仅有部分穿线盒遇热

烟气变形脱落，电线线路完好；（2）通过现场勘验，现场发现

的小太阳取暖器位于司洪科床头西侧（也是毛新四床头），距离

起火部位约 1.2m；现场发现小太阳取暖器的电源插头未插在门

口插座上，查看插座发现无插头插过的痕迹，且插座插孔里发现

有黑色烟灰。

3、可以排除雷击及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火灾的可能。主要依

据有：根据洛阳市气象台发布的 2018年 2月 26日的天气预报，

火灾发生前未出现强对流天气，不存在雷击放电的气象条件。

4、可以排除同屋人员杨万伟纵火引发火灾的可能。主要依

据有：（1）通过调查询问，发现杨万伟与同屋其他三人无较大

矛盾，没有作案动机；（2）通过调查询问，杨万伟称自己逃生

后先后四、五遍叫喊护工来救火，做饭人员姬花子、常住人员陈

长年均证实夜里听到杨万伟呼救叫喊的声音。（3）通过死者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可排除机械性窒息、损伤致死，因

此排除杨万伟故意杀人放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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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排除生活用火引发火灾的可能。主要依据有：（1）经

调查询问，张中信、朱艳丽、王正良、程连英、黄玉舟、姬花子、

潘盘英等人均能证实着火房间中住的四人均有吸烟习惯，且养老

公寓管理人员经常在该房间和人员身上搜出打火机、香烟等物

品；（2）经现场勘验，在牛建君床尾处地面上发现两个烟头，

在司洪科床下发现有两个烟头；在房屋内靠近司洪科床尾北侧位

置处，在一红色纸盒下方发现一打火机；（3）经调查询问，牛

建君、司洪科虽瘫痪且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牛建君双手可以活动、

司洪科右手可以活动。

综合以上分析，调查组对此次火灾的直接原因认定为：这是

一起因吸烟引发的火灾事故。

（四）间接原因

1.金夕阳养老公寓安全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2.县民政部门行业监管不到位。孟津县民政局日常安全监管

不到位，关停不彻底，导致该机构脱离监管以及安全事故隐患长

期得不到彻底整改。

3.城关镇政府消防安全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对金夕阳养老

公寓存在失控漏管现象。城关镇民政所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不到位，未落实县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认真开展安全检查的工

作要求。

（五）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孟津县城关镇金夕阳养老公寓“2•26 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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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一起一般社会单位火灾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1 人）

张中信，孟津县金夕阳养老公寓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2月 26日被刑事拘留。

（二）其他建议

1.对于县民政局、城关镇政府相关责任人建议由纪检、监察

部门查究；

2.要求县民政局、城关镇政府、县消防大队向县政府作出深

刻检查。

五、善后事宜

火灾发生后，孟津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救治，

要求相关医院进一切代价救助伤者，并对死亡人员家属进行了妥

善安抚。

六、防范措施

“2•26”火灾发生后，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县消

防大队联合县民政、公安、教育等部门对全县的养老机构，幼儿

园、午托班等弱势群体活动的场所进行全面隐患排查，截止 3月

底，共排查单位 496家，发现隐患 1011处，整改隐患 964处，

宣传培训 20次，约谈单位 256家，深入社会单位演练 13次，临

时查封 15家，关停 4家，拘留 3人，全力确保全县火灾形势的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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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部门安全监管责任。

县、镇两级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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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属地监管，实现责任体系“五级五覆盖”。

各行业要规范行业管理部门的安全监管职责，特别是涉及多

个部门监管的行业领域，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明

确、细化安全监管职责分工，消除责任死角和盲区。

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

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二）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民政部门要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指

导养老机构建立健全安全、消防等规章制度，做好老年人安全保

障工作。要按照实施许可权限，建立养老机构评估制度，加强对

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养老机构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规范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加

强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管理办法等法规的宣传培训，督促指

导养老机构依法依规建设、管理。

（三）加强消防安全日常监督检查。

公安消防部门要依法履行日常监督检查职责，切实加强消防

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尤其对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

所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严格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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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消防安全检查不合格的单位。

公安机关要加强对消防大队和公安派出所的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确保消防安全工作无缝衔接。加强对派出所等一线民警

消防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切实提高发现隐患、消除隐患的能

力和水平。

（四）严格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整治。

要定期组织开展对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隐患排

查，对防火、用电等管理制度不健全、不符合规范的，无应急预

案、应急演练不落实的，许可审批手续不全的，要坚决予以整改。

各类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强化法律意识，制定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切实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孟津县城关镇金夕阳养老公寓“2•26”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

（代章）

2018年 4月 23日

孟津县公安局 2018年 4月 23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