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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方面，2021年，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总体呈现“两个下降、一个基本持平、一个零发生”的特点，即：

事故总量持续下降、较大事故同比下降；重大事故基本持平；

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46万起、

死亡2.63万人，与2020年相比，分别下降9%、4%。

应急管理部全年安全生产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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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栖霞市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救援；

2.四川凉山州冕宁县“4·20”森林火灾扑救；

3.云南漾濞县6.4级地震和青海玛多县7.4级地震救援；

4.河北沧州市鼎睿石化有限公司“5·31”储罐火灾扑救；

5.黑龙江鸡西矿业有限公司滴道盛和煤矿“6·5”煤与瓦斯突出涉险事故救援；

6.辽宁大连市凯旋国际大厦“8·27”火灾扑救；

7.陕西宝鸡市316国道酒奠梁隧道“8·30”坍塌涉险事故救援；

8.陕西大荔县朝邑镇紫阳村、赵渡镇乐合村漫堤决口险情应急处置；

9.河北石家庄市“10·11”通勤车涉水倾覆重大事故救援；

10.山西孝义市杜西沟村“12·15”盗采煤炭资源导致透水被困人员救援。

2021年全国应急救援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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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栖霞市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

2.黑龙江凯伦达科技有限公司“4·21”较大中毒窒息事故；

3.湖北十堰艳湖社区集贸市场“6·13”重大燃气爆炸事故；

4.四川邑丰食品有限公司“6·13”较大中毒窒息事故；

5.河南商丘震兴武馆“6·25”重大火灾事故；

6.江苏苏州四季开源酒店“7·12”重大坍塌事故；

7.广东珠海兴业快线（南段）一标段工程石景山隧道“7·15”重大透水事故；

8.吉林长春李氏婚纱梦想城“7·24”重大火灾事故；

9.青兰高速甘肃平凉段“7·26”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10.青海海北州西海煤炭柴达尔煤矿“8·14”顶板抽冒导致溃砂溃泥重大事故。

2021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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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键词：矿难、瞒报1月10日

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井下违规混存导爆管雷管、导爆索和炸药，井口违规动火作业

，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建设项目外包管理混乱，涉事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失；相

关部门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地方党委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到位。

2021年1月10日，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

公司栖霞市笏山金矿在基建施工过程中，

回风井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2人被困。

经全力救援，11人获救，10人死亡，1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847.33万元。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



7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1月10日

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井下违规混存导爆管雷管、导爆索和炸药，井口违规动火作业

，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建设项目外包管理混乱，涉事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失；相

关部门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地方党委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到位。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山东省依规依纪依法对45名相关责任

人员追责问责。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巧遇和时任栖霞市委书

记姚秀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涛，因负有迟报瞒报事故责任，目前由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此外，山东对烟台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等28名公职人员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事故追责



8关键词：一氧化碳、中毒1月19日

2021年1月19日凌晨3时26分，贵州众一金彩黔矿业有限公司大方县星宿乡

瑞丰煤矿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事故发生时，井下人员47人，安全撤离

43人，失联4人。

截至1月19日12时44分，失联人员已全部搜救出井。经全力抢救，3人已无

生命体征，1人生命体征逐渐趋于平稳，并已送医院进行后续救治。

贵州瑞丰煤矿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通常人们呼吸含有1%的一氧化碳的空气，大约只要十分钟的时间就会中毒，人若长期

暴露在低浓度的一氧化碳下，会产生头痛、呕吐和其它不明显的症状；若暴露在高浓度的

一氧化碳下，只要几秒钟就会因窒息而晕迷。



9关键词：受限空间作业、中毒1月19日

2021年1月14日，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河南顺达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一名员工在水解保护罐内作业过程中感觉不适，施救中先后7人中毒

窒息，共造成事故企业副总经理在内的4人死亡，

河南一企业受限空间作业7人中毒事故

此次事故是今年化工行业发生的第1起较大事故，暴露出事故企业 特殊作业管理不到位、员

工专业能力不足、防护器材使用不规范、严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问题。



10关键词：燃气爆炸1月25日

1月25日，大连金普新区友谊街道金渤

海憬小区附近发生燃气燃爆事故，导致3人

死亡，6人受轻伤。

大连一小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日常生产生活中，燃气使用已经进入企业和千家万户，燃气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和快捷，但

同时，燃气管道的安装必须要符合规范，才能保证安全。



11关键词：交通运输、沉船事故1月25日

1月25日，广东汕尾一渔船“珠桂6496号”

在海上起火，船上12人，其中4人被救起，其

余8人失联。

据汕尾市城区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此前通报，

1月25日7时许，一艘港澳流动渔船珠桂6496

号在概位22°28′N，115°26′E处海域发生火

灾，船上有12人，其中4人落水被救起，8人

失联。

广东汕尾渔船失火沉没事故



12关键词：交通运输、超载1月26日

1月26日3时47分许，一辆搭载江西赣州籍

务工返乡人员的客车（核载7人，实载14人），

由广东省汕头市出发驶往江西赣州，行至寻乌

县境内寻（乌）全（南）高速公路31公里加

100米处时， 与同向前方的一辆轻型自卸货车

追尾相撞，导致客车上7人死亡、7人受伤。

经初步调查，客车驾驶人钟某庆涉嫌非法

营运、非法改装及严重疲劳驾驶；轻型自卸货

车存在严重超载违法行为。

江西客车超载交通事故  



13关键词：墙体坍塌1月27日

1月27日上午，北京丰台区马家

堡街道嘉园一里小区32号楼北侧发

生墙体坍塌事故，4名实施挖地基作

业的工人被埋。据悉，消防救援人员

共救出4名被埋压人员，其中2人被

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

北京一小区墙体坍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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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键词：沉船、交通事故2月4日

2月4日24时许，安徽宿松县下仓镇马山

村14位村民坐船到泊湖望江水域捕鱼，

不慎船只侧翻。船只侧翻后，3人自救

上岸，11人失联。经全力搜救，11名失

联人员已搜救上岸（均无生命体征）

安徽村民乘船捕鱼落水事故



16关键词：爆炸2月8日

2月8日10时50分左右，辽宁

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发生

爆炸事故，事故车间受伤人

员5名，其中2名重伤人员经

抢救无效死亡。

辽宁一药企爆炸事故 



17关键词：火灾事故2月16日

2月16日6时14分，山东禹城市鬲津社

区富康蛋糕房发生一起火灾，7人死亡。

经调查，确定该起火灾的起火点位于富

康蛋糕店一层北门西侧立柱上方壁挂式

神龛处，起火原因为酥油斗烛引燃神龛

及周围可燃物。

山东禹城一蛋糕房火灾事故



18关键词：金矿事故2月17日

2月17日6时，山东招远市夏甸镇曹家洼金

矿因井下设备检修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6

人遇难，4人成功升井。

山东曹家洼金矿火灾事故

这起事故因违规电焊动火作业发生，且存在违规外包

、以包代管等问题。



19关键词：火灾事故2月19日

2月19日下午，山西黎城县古城大街玉生池澡堂发

生一起火灾事故，目前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现场火势很大，离二三十米都

有灼烧感。据悉：该洗浴中心里面有两层，一楼洗浴，

二楼是按摩采耳。另据天眼查信息显示：玉生池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公共浴室、住宿、洗浴服务、汗蒸服务、

足浴服务、保健按摩服务（非医疗）、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等。

山西一澡堂发生火灾事故



20关键词：瞒报事故、坠井事故2月24日

武安市冶金矿山集团

团城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月24日12时左右，在升

井过程中导致6人坠井身

亡。事故发生后，企业未

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直至2021年3月17日才核

实相关情况。

武安2.24铁矿坠井事故



21关键词：复工事故、火灾事故2月25日

2月25日10时20分，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金峰镇

华阳村华阳染整厂发生火灾。火灾共造成6人死亡，7

名伤员住院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2·25福州厂房火灾事故

很多厂房中各种物资集中堆放现象比较常见，如日用百货、

纺织化纤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大部分混存在一

个车间内。堆放的物资数量多，密度大，可燃物种类多，

火灾危险性大。



22关键词：中毒事故2月27日

2月27日21时30分，吉林化纤公司生产

过程中高压电缆短路停电，造成一生产车间

部分排风设备停止运行。23时10分恢复供电，

相关岗位工人在准备恢复生产过程中，吸入

有毒气体，被迅速送往专业医院进行救治，

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8名伤者目前生命体征

平稳，没有生命危险。

吉林化纤公司中毒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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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键词：坍塌事故3月9日

3月9日凌晨5点40分左右，位

于江苏丹阳市导墅镇老黄埝桥东

侧边跨发生坍塌事故，造成2人死

亡，3人受伤。

江苏丹阳一桥梁坍塌事故



25关键词：火灾事故3月9日

3月15日11时50分许，位

于广东茂名高新区的茂名石化

化工分部发生火灾，该起事故

已致1死2伤。

据了解，茂名石化化工分

部顺丁橡胶装置前工段碱洗塔

发生着火。

广东茂名石化发火灾事故



26关键词：倒塌事故3月15日

3月15日12时50分接报，山东威海一

宾馆拆除工程在中午施工间歇发生局部倒

塌，经现场反复排查确认，造成2名施工

人员被困，1人已获救1人失联。

山东一宾馆拆除工程倒塌事故

事故的发生往往都是因为施工方安全措施没有做到

位，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疏忽大意造成的。一

栋近10层高的大楼总体高度应该是超过30米的，

在拆除时，其周边都是应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

防止有人进入造成意外事故。



27关键词：瓦斯事故3月25日

3月25日凌晨3时51分，华阳新材

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阳煤集团）山

西石港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5210进风

掘进工作面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当

班出勤共12人，其中8人安全升井。事

故中被困的4名矿工全部遇难。

山西一煤矿瓦斯突出事故



28关键词：沉船事故、交通事故3月27日

2021年3月27日5时40分，福州籍水产

品运输船“丰海78”轮与宁德籍货船“丰

源68”轮在福建宁德三都澳鸡公山附近水

域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丰源68”轮沉没，

船上7人落水。

福建3·27宁德船舶碰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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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关键词：交通事故4月4日

4月4日0时51分许，沈海高速江苏盐城段898公里

处发生4车相撞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行驶中突然穿越

中央护栏与对向一辆大客车相撞，致大客车侧翻，造

成大客车上7人死亡，19人受伤，大货车上2名驾乘人

员死亡。随后，大客车后方行驶的两辆货车为避让前

方事故相继发生追尾致侧翻，造成货车2名驾乘人员死

亡。

江苏盐城4车相撞事故，11人遇难



31关键词：交通事故4月4日

4月4日4时28分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接报：一江苏

籍渔船“苏启渔03434”在舟山外海海域沉没，20人

遇险，已救上16人(其中12人无生命体征)，另仍有4

人失联。

浙江舟山一渔船沉没事故， 12人身亡



32关键词：着火事故4月5日

4月5日，中海油天津分公司蓬勃

作业公司V平台发生井喷着火，事故

发生时，平台现场共有102人，当晚

撤离99人，另有3人失踪。

中海油4·5渤海油田井喷着火事故



33关键词：火灾事故4月6日

4月6日8时52分许，安徽池州市贵

池区铜锣湾广场顶层平台发生火灾，

过火面积约400平方米，造成4人死亡。

事故初步原因为楼内拆除扶梯时，

火花点燃垃圾并引发火灾，拆除扶梯

人员当场死亡，另有3名女性死者系5

楼一影楼工作人员，因烟大来势凶猛

未能成功逃生。

安徽一商场火灾事故，4人死亡



34关键词：闪爆事故4月7日

4月7日10时许，上海龙净环保

公司在滁州市定远县华塑热电厂脱

硫制浆罐顶进行焊接堵漏作业时发

生闪爆，造成6名作业人员从罐顶

（高约5米）坠落，1人当场死亡、

5人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央

视新闻）

安徽定远热电厂闪爆事故，致6人死亡



35关键词：瓦斯突出事故4月9日

2021年4月9日8时50分

左右，金沙县东风煤矿井下

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经

全力开展救援，截至4月13

日15时27分，抢险救援工作

结束。事故造成8人死亡、1

人受伤。

贵州一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8死1伤



36关键词：煤矿透水事故4月10日

4月10日18时10分许，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雀尔沟镇丰源煤矿突

发透水事故。初步了解，事故发生时当班井下29人，已安全升井8人，21人

被困。

新疆4·10呼图壁县煤矿透水事故

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一是该矿未查明矿井及周边水文地质条件，未建立矿井水文动态观

测系统。井田范围及周边分布有5处已关闭矿井，且矿矿相通，其地表河流白杨河河水渗入

采空区，采空区内积水量很大。二是物探和钻探相结合的探放水措施落实不到位。B4W01

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尽管采取了物探和钻探措施，且瞬变电磁超前探测成果报告显示掘进

工作面前方为异常区，并且已探出老空水，但该矿仍超出安全距离违规掘进，4月10日早班

掘进超出允许掘进距离9米，4月10日中班继续掘进，引发透水事故。



37关键词：爆炸事故、化工厂4月17日

　4月17日8时36分，山西省太原市兴安化工厂一工房发生爆炸，导致2人

不幸遇难，3人失联。事发时，当地多位市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4月17日12时12分，太原市政府官方微博发布通告称，2021年4月17

日8时36分，太原市兴安化工厂一工房发生爆炸。太原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救援小组，展开救援工作。经初步核查，有2人在事故中

不幸遇难，3人失联。事故处置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善后工作已经同步展开，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17太原化工厂爆炸事故



38关键词：中毒窒息、受限空间4月19日

4月19日14时左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华丰盈泰商贸有限公司

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一般事故，造成2人死亡。

内蒙古一公司发生中毒事故 2人死亡



39关键词：工地、坠落事故4月20日

4月20日下午，哈尔滨医科大学新建学生公寓项目

中，哈尔滨鑫誉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一名上砖力工

使用电瓶车乘坐西侧升降机向楼上送砖过程中，上行

至11层时由于该工人操作不当，误将电瓶车档位调至

倒档，车辆倒行撞损防护门，发生坠落，并砸中一层

两名施工人员，造成2死1伤。

哈尔滨一工地发生坠落事故 2死1伤



40关键词：中毒事故4月21日

4月21日14时30分左右，黑龙江凯伦达科技有限公司4名工人在停产检修

苄草丹生产车间制气釜时先后中毒，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6人在实施救援

时出现中毒反应，经医治已无生命危险。

黑龙江一企业发生中毒事故 4人死亡



41关键词：火灾事故4月22日

4月22日，广东东莞市麻涌镇豪丰工业园一栋厂房

发生火灾，造成2人遇难。事故建筑为一栋四层厂房，

钢筋混凝土结构，起火部位为电镀车间，主要燃烧物

质为电镀液、电镀原材料等。

广东一厂房发生火灾 2人遇难



42关键词：火灾事故4月22日

4月22日13时30分，上海金山区林盛路171弄116号一企业厂房失火，造

成8人遇难，其中6名为企业相关人员，2名为消防救援人员。

上海一厂房失火 8人遇难



43关键词：火灾事故4月30日

4月30日，浙江绍兴一民房发生火灾，屋内有两个小孩及其奶奶，3人经

抢救无效死亡。

浙江一民房发生火灾 3人死亡



44关键词：溺水事故4月30日

4月30日下午，江西上饶市弋阳县6名初二年级的学生结伴到学校附近的

河里玩水，结果3人不幸溺亡。

江西3名学生溺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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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关键词：超载事故5月1日

5月1日11时10分，辽宁抚顺一辆满载沙子

的大货车右转弯时发生侧翻，将正在等信号的

小轿车埋压，造成小轿车内一家三口当场死亡。

经查明，驾驶人鄂某某驾驶的重型平板货车涉

嫌超载，导致转弯时侧翻，司机鄂某某因涉嫌

交通肇事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辽宁一货车超载事故，3人死亡



47关键词：受限空间5月1日

5月1日下午，广东汕尾市精新科技有限公司4名人员在作业时发生事

故，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广东一公司作业时发生事故 4人死亡

“5·1”广东汕尾一起有限空间4名作业人员死亡的事故，

由于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求所致，暴露企业安

全管理混乱等问题，要求各地、各有关企业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落实落细落小有限空间风险防控措施。



48关键词：游乐场事故5月2日

5月2日11时06分，河北承德市海潮娱乐有

限公司“高空飞翔”游乐设备出现半空停滞的

故障，造成27人被困。

据悉，被困27人已全部脱困，无人员伤亡情

况，情绪稳定，已全部送至医院进行心理疏导

和医学观察。

河北一游乐场设备故障 27人被困高空



49关键词：交通事故、追尾5月3日

5月3日21时11分许，S13练杭高速1公里加200米附近（由南向北方

向），发生一起6车追尾的道路交通事故，导致6人死亡、3人受伤。

浙江一高速发生6车追尾事故 6死3伤



50关键词：爆炸事故5月6日

5月6日下午，广西百色田阳区一修理厂发生

爆炸，疑是修路用的热膨胀裂石剂引发，事故

造成1人死亡3人轻伤。

广西一修理厂发生爆炸 1死3伤



51关键词：液化气事故5月8日

5月8日，辽宁大连一小区居民家中发生闪爆

事故，造成1人死亡，6户居民家中门窗及楼下

个别居民车辆受损。初步确认，事件起因为该

住户使用液化气罐操作不当，导致液化气泄漏

引起闪爆。

辽宁一小区发生液化气闪爆 1人死亡



52关键词：坍塌事故5月10日

5月10日14时40分左右，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衢州市常山县招贤镇泉目

山村附近一凉亭发生倒塌，共有7名避雨群众被困，其中4人遇难。

浙江一凉亭发生坍塌 4人死亡



53关键词：电瓶车着火5月10日

5月10日晚7时34分，四川成都市成华区城南立交附近一小区电梯内，电瓶车

起火，造成现场电梯内5人不同程度受伤，起火原因初步认定为电瓶车着火引发。

四川一小区电梯间电瓶车起火 5人受伤



54关键词：火灾事故5月14日

5月14日5时35分，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一栋

自住民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3人死亡。起火建

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5层，着火层为2-5层，

均有过火。

广东一民宅发生火灾 3人死亡



55关键词：交通事故5月14日

5月14日16时40分许，在G42沪蓉高速

1767KM+600M处（成都往南充方向），川

R81331重型货车先与川RZV957小轿车相撞后，

冲入对向车道与川B44579大型客车（核载39

人/实载35人）相撞，造成6人死亡，28人受伤

（其中4人重伤）以及3辆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四川一高速发生交通事故 6死28伤



56关键词：火灾事故5月15日

5月15日凌晨1时20分，广东普宁市南径镇东门村一民宅发生火灾，6名伤者在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广东一民宅发生火灾 6人死亡



57关键词：倒塌事故5月14日

5月15日16时许，受连续降雨影响，陕西佳

县峪口便民服务中心谭家坪村佳吴线

213KM+700M处路边，一农户家的砖墙因回

填黄土湿陷崩塌，造成过路一辆小轿车被埋压，

车内6人被困，其中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陕西一农户家砖墙倒塌 致3人遇难



58关键词：路面爆炸5月20日

5月20日9时左右，湖北武汉市洪山区康福路与楚康路交叉口，由于市水投公司

施工人员在井盖旁施工引起地下排水管气体起爆，4人受伤。

湖北一路面发生爆炸 4人受伤



59关键词：沉船事故5月22日

5月22日9时许，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

县闫某某等11人结伴乘渔船，行至嫩江鸡心滩

处，突遇风浪，意外沉船，4人遇难，其余5人

下落不明。

黑龙江发生沉船事故 致4人遇难



60关键词：塌方事故5月22日

5月22日16时3分，安徽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城北第二污水处理厂净化管网工

程一标段工地进行顶管作业时发生塌方事故，造成3人死亡。

安徽一污水处理厂发生塌方 3人死亡



61关键词：沉船事故5月22日

5月22日上午，富裕县闫某某等11人结伴乘渔船，从富裕县友谊乡东极村嫩江

岸边，前往对岸游玩，11时30分左右返回。行至嫩江鸡心滩处，突遇风浪，意外

沉船。经全力搜救，“5.22”富裕县沉船事故已有2人获救生还，6人遇难，其余3

人下落不明。

黑龙江沉船事故 遇难人数6人



62关键词：极端天气事故5月22日

5月22日，甘肃白银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遭遇极端天气，截至23

日早上8点，共搜救接回参赛人员151人，其中8人轻伤，在医院接受救治。21名

参赛人员找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极端天气事故，21人遇难



63关键词：极端天气事故5月22日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县委书记李作璧于6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于家中跳楼自尽，曾主

持白银马拉松开幕式，享年57岁。

6月11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白银景泰“5·22”公共安全

责任事件调查结果。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于极限运动项目百公里越野赛在强度、难度

最高赛段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

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调查认定，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事件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公司负责人

张小燕等5人已正式批准逮捕，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赛事主办方、承办方、

协办方、执行运营方16家单位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27名领导干部因违纪、职务违法、

涉嫌职务犯罪被追责。

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事故追责



64关键词：溺亡事故5月22日

5月22日下午，河北献县韩村镇韩村村南一

池塘内5名儿童意外溺水死亡。 

5月22日，山东沂南县张庄镇尹某云（13

岁）、李某强（12岁）在水里玩耍时，不慎溺

水，经抢救无效死亡。

河北、山东7名儿童溺水身亡

夏季到来，河多水深，此时也是溺亡事件频发的季节，为

了孩子的生命安全，切勿让孩子独自到河边玩耍，家长一

定要对孩子严加看管，以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65关键词：塌方事故5月23日

近日，宁夏、甘肃、湖南相继发生涉及农村地区群众集体出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交

通风险提示：5起事故全部发生在农村地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平交路口等路段，涉及三轮汽车、拖拉机违法载人，

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加重了伤亡后果。

5月21日18时许，宁夏银川贺兰县一辆无牌拖拉机违法搭载8名集体到农业公司铺地膜的农民，行驶至109国道贺

兰县四十里店一社路口时翻入路边沟内，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

5月21日22时许，甘肃白银会宁县境内一辆三轮汽车违法搭载11人，在庙会看戏后回家途中，行驶至老君坡乡一

村道急弯陡坡路段时，驶出路面后仰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5月22日13时许，甘肃定西境内一辆小轿车行驶至227省道152公里渭源县北寨镇前进村路段下坡弯道处时，与对

向中型客车（核载14人、实载17人）相撞，中型客车翻坠到19米落差的坡下，造成2人死亡、16人受伤。

5月22日23时许，湖南邵东境内一辆搭载农村丧事帮厨人员的面包车（核载7人、实载7人），在村道上行驶时坠

入路边池塘，造成除驾驶人外6人死亡。

5月23日7时许，224国道宁夏银川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路段丁字路口，一辆大货车与一辆左转弯的面包车

（核载7人、实载8人，集体去摘辣椒）相撞，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

5起事故18人死亡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敲警钟



66关键词：中毒事故5月24日

5月24日14时57分，四川长宁县福

荣笋类食品厂在检修设施时发生疑似

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8人中毒，其

中7人死亡、1人轻伤。

四川一公司发生有害气体中毒 7死1伤

经初步调查，5月4日，长宁县福荣笋类食

品厂污水处理系统因故障停止运行。5月24日

下午，企业检修作业时重新开启污水处理系统，

造成污水中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溢出，致使

正在作业的2名员工中毒，随后6人相继前往施

救导致中毒。



67关键词：沉船事故5月25日

辽宁海事局25日发布航行警告，在我国黄海北部辽宁海域，一钢质渔船“辽丹

渔23937”在39-42.90N/124-07.45E附近水域翻扣，船上7人失踪。

辽宁一渔船翻扣 7人失踪



68关键词：管道爆裂、溺亡5月25日

5月25日，安徽淮北一市政工程施工工地，4名工人施工时，因污水管道爆裂溺

水遇难。

安徽一工地污水管道爆裂 4人溺亡



69关键词：爆炸事故5月26日

2021年5月26日上午，东宁市华晟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截至

20时，搜救工作结束。爆炸共造成8人死亡、4人受伤，伤员已全部送医救治。

黑龙江一公司发生爆炸 8死4伤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该事件系华晟公司

法定代表人以其所经营煤矿使用为目的，

非法制造、储存爆炸物品而引发的爆炸。



70关键词：中毒事故5月26日

5月26日10时35分，广东江门市6

名工作人员在下井清淤作业过程中，

不慎吸入有毒气体，跌入井下积水导

致中毒溺水昏迷。其中4人抢救无效死

亡，2人仍在治疗中，生命体征平稳。

广东6名工人清淤作业不慎中毒 4人死亡



71关键词：闪爆事故5月29日

5月29日8时26分，上海石化烯烃部2号乙烯老区在检修开车准备过程中，裂解

炉区域原料管线发生闪爆，导致14人烧伤。

上海突发闪爆事故 14人烧伤送医

广西发生有限空间作业
事故 3人死亡
广西发生有限空间作业
事故 3人死亡



72关键词：有限空间5月31日

5月31日10时左右，在广西南宁市石埠兴贤村发生了一起密闭空间作业意外事

故，造成3人死亡。

广西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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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关键词：脚手架事故6月3日

6月3日14时许，江西九江都昌县西湖路一

房屋发生外墙脚手架倾倒事故，造成7人受伤。

据附近一商户称，事发时，都昌县遭遇大风天

气，脚手架被风吹垮了。出事的脚手架有四层

高，垮塌后砸中了一些行人，有人受轻伤。

江西发生脚手架倾倒事故 7人受伤



75关键词：铁路撞人事故6月4日

6月4日5时19分许，甘肃武威工务段在兰新铁路玉石至金昌区下行线组织大机

维修作业时，施工作业人员侵入上行线路，被正在通过的 K596次列车碰撞，致9

人不幸遇难。

甘肃兰州铁路发生撞人事故 9人死亡



76关键词：瓦斯突出事故6月4日

6月4日17时50分，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六矿3002下顺槽煤巷掘进工作面发

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经全力搜救，井下被困8人全部找到，均遭突出煤炭埋压窒

息遇难，井下现场救援结束

河南一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8人遇难



77关键词：瓦斯突出6月5日

6月5日12时07分，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鸡

西矿业公司滴道盛和煤矿立井发生煤与瓦斯突

出事故，事故发生时有8人在工作面作业，8名

被困矿工于6日8时许全部升井。

黑龙江一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78关键词：铁矿透水事故6月10日

6月10日中午12时49分，当地有关部门接到报告，代县聂营镇大红才铁矿4号

井发生透水事故，井下13人被困。经过6天多的紧张救援，13名遇难矿工的遗体

全部升井，事故救援工作已经结束。

山西代县铁矿透水事故致13人死亡



79关键词：甲酸甲酯泄漏6月12日

6月12日，一辆湖北牌照车辆在贵阳市经开区丰报云村三强兴兴化工贸易有限

公司卸载甲酸甲酯时发生泄漏，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

经初步核实：该事故系一辆湖北牌照车辆在贵阳市经开区丰报云村三强兴兴化

工贸易有限公司卸载甲酸甲酯时发生泄漏，造成人员伤亡。6月12日凌晨5时，经

相关部门现场环境监测显示，周边空气环境质量正常。

贵州发生疑似甲酸甲酯泄漏事故 8死3伤



80关键词：燃气爆炸事故6月13日

　　6月13日6时许，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截至

目前，事故已造成25人死亡、138人受伤，其中37人重伤。

湖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致25人死亡，138人受伤



81关键词：燃气爆炸事故6月13日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十堰市燃气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深刻！要

全力抢救伤员，做好伤亡人员亲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究责任。习近

平强调，近期全国多地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校园安全事件，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

压实责任，增强政治敏锐性，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和

救治受伤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近期安全

事故仍呈多发势头，国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要督促各地切实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和

隐患排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湖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致25人死亡，138人受伤



82关键词：燃气爆炸事故6月13日

初步调查显示，发生事故的天然气管道系

十堰东风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所有，

该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不落实，

未严格执行燃气管道巡线检查制度，相关设

备运行存在严重缺陷。湖北省十堰市公安机

关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对包括十堰东风中燃

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某在内的8名

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湖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致25人死亡，138人受伤



83关键词：强对流天气、坠亡6月14日

据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6

月14日通报，6月13日15时50分左右，新乐市

祥瑞城建筑工地在塔吊顶升作业过程中遇强对

流雷雨天气，同时伴有短时强风和强降水，导

致意外发生，2名工人不幸坠亡、4名工人受伤。

河北一工地塔吊作业遭遇强对流天气 2死4伤



84关键词：工地坍塌事故6月15日

6月15日16时48分，位于江苏南京市浦口区玉山路的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

司工地突发边坡坍塌，致2人死亡、3人受伤。

江苏一工地发生边坡坍塌 2死3伤



85关键词：冒顶事故6月16日

6月16日8时左右，山西晋柳能源有限公司所属临县泰业煤矿二采区集中运输巷

发生冒顶事故，七人被困。6月18日5时13分，7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升井。

山西一煤矿发生冒顶事故 7名被困人员安全升井



86关键词：坍塌事故6月19日

6月19日12时40分许，湖南郴州市汝城县卢阳镇一居民自建房垮塌，12人被困。

其中5人死亡，另外7人仍在继续治疗。

湖南一民房垮塌 5死7伤



87关键词：火灾事故6月22日

6月22日0时20分，云南弥勒市一建材市场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

天，在现场清理中发现2名遇难者。

云南一建材市场发生火灾 2人死亡



88关键词：火灾事故6月22日

6月22日凌晨，安徽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集镇发生一起火灾事故，造成4人死亡、

1人受伤。

安徽一自建房发生火灾 4死1伤



89关键词：桩机倒塌6月22日

6月22日8时30分许，浙江宁波东部新城芳草路和会展路交叉口一工地外，有

一桩机倒塌至东侧芳草路上，导致一黑色轿车被压，车内有2人被困身亡。

浙江一工地桩机倒塌 2人死亡



90关键词：砖墙坠落6月22日

6月22日11时40分左右，福建龙岩市上杭县南阳镇南阳村13组一群众在前后两

房中间过道摆酒席，在两楼房顶拉设遮阳布，因一方受力过大，拉扯其顶楼围挡砖

墙意外坠落，造成9人死亡7人受伤。

福建发生砖墙坠落事件 9死7伤



91关键词：电动车自燃6月23日

成都一小区200多辆电动车烧成火海

6月23日，四川成都某小区非机动车停车棚发生火灾。现场视频显示，当时停车棚

内火光冲天，部分楼栋的墙体也被熏黑。据网友爆料，该小区停车场200多辆电瓶车起

火燃烧，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92关键词：火灾事故6月25日

河南一武术馆发生火灾 18人死亡

6月25日凌晨3时许，河南省柘城县远襄镇北街一武术馆发生火灾，造成18人死亡、

4人重伤、12人轻伤。死伤者多为该武馆寄宿制学生，年龄约在7-16岁间。事发时武

术馆内共有34名学生，多住在武术馆2楼，武馆创始人的妻子住在1楼。



93关键词：火灾6月27日

6月27日15时06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达村的冰城九洲源肉食品加工厂发

生火灾。火灾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起火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黑龙江食品加工厂火灾，4死1伤



2021年七月篇
火灾事故防范

防洪防台

夏季高温，预防中暑

防雷防汛
7PART

关键词

假期安全 防溺水



95关键词：铝厂爆炸7月18日

7月18日11点左右，浙江杭州玉皇山庄附近，

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中突然起火，车上父女俩

瞬间被火团包围。事故原因初查系锂电池爆炸，

车上父女被严重烧伤，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浙江一电动车行驶途中起火



96关键词：铁路撞人事故7月20日

7月20日6时许，河南省登封市一铝合金公司发生爆炸。据了解，事发企业临近

的颍河水位暴涨并超警戒水位，致围墙倒塌，厂区进水。因洪水漫延到厂区内，合

金槽内高温溶液发生爆炸。

甘肃兰州铁路发生撞人事故 9人死亡



97关键词：隧道透水事故7月15日

广东珠海隧道事故致14死

7月15日3时30分左右，广东珠海市石景山施工隧道发生透水事故，致14名施工人

员被困。7月22日12时17分，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发现并确认最后1名遇难者。至此，

14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找到并确认遇难。



98关键词：货客车相撞事故7月22日

7月22日16时35分，在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铁岭方向197公里+700米处，

一辆货车驶入对向车道，与一辆客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4人当场死亡、4人因抢

救无效死亡。

辽宁一货车与客车相撞 8人死亡



99关键词：脚手架坍塌7月23日

7月23日6点40分许，安徽广德市开发区瑞旭搅拌设备有限公司在建厂房发生

脚手架倒塌，造成3名建筑工人被埋，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原因调查及

善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安徽一厂房发生脚手架坍塌 3人死亡



100关键词：火灾事故7月24日

7月24日下午，吉林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物流仓库发生火灾，造成

15人死亡、25人受伤，企业法人已被控制。目前已成立吉林省政府长春市“7·24”

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

吉林一仓库发生火灾 15死25伤



101关键词：坍塌事故7月25日

7月25日9时25分，广东珠海市金

湾区三灶镇珠机城轨金海大桥施工段

右幅165-166墩边跨梁发生箱梁垮塌

事故，致5名施工人员落海失联，目前

已找到2名落水人员并确认遇难。

广东一大桥发生垮塌 5人落海



2021年八月篇
防暴雨

防洪防台

防雷击8PART

关键词

防溺水



103关键词：中毒窒息事故8月16日

8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铅厂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事故，造成3人

死亡。

内蒙古一公司发生中毒窒息事故 3人死亡



104火灾事故8月17日

8月17日10时许，广西御华沥青有限责任公司因设备故障导致沥青油罐发生火

灾，过火面积220平方米左右，事故造成5人受伤。

广西一公司沥青油罐发生火灾 5人受伤



105关键词：中毒事故8月17日

8月17日7时20分，浙江宁波象山县海上搜救中心接报：“浙岭渔23801”轮在距

离石浦港44海里海域开展海上作业时，发生硫化氢中毒事故，造成3名船员中毒，其中

2人深度昏迷。

浙江：3名船员海上作业时硫化氢中毒



106关键词：实验设备事故8月18日

8月18日10时30分左右，北京顺义区一公司实验设备意外脱落，击中该公司员工，

致3死4伤。

北京一公司实验设备意外脱落致3人死亡



107关键词：桥墩托架坍塌8月26日

8月26日，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通报，8月17日21时许，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境内

的在建徽州大道杭埠河大桥项目发生桥墩托架坍塌，造成4人落水死亡。

安徽一大桥发生桥墩托架坍塌 4人死亡



108关键词：火灾事故8月27日

8月27日下午3时14分，安徽省应

急管理厅通报：8月27日凌晨2时许，

宿州市萧县杨楼镇郝集村一处村民自

建临街门面房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

380平米，造成4人死亡。

安徽一民宅发生火灾 4人死亡



2021年九月篇
秋高气爽 秋季安全生产防范9PART

关键词

防静电、防火灾国庆节前安全教育



110关键词：船舶碰撞9月22日

9月22日19时10分左右，一艘巴拿马籍散货船与一艘浙江台州籍渔船在舟山朱家尖

岛以东海域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浙江台州籍渔船沉没，船上共7名船员遇险。截至9月

23日9时，4人获救，1人死亡，2人仍下落不明。

浙江舟山海域发生船舶碰撞事故 1死2失联



111关键词：沉船事故9月24日

9月24日22时20分许，

一艘自用铁皮船在金沙江玉

龙县石鼓镇四兴段发生沉船

事故，造成6人落水（1人

自救上岸，5名群众下落不

明）。目前，搜救船只4艘，

救援人员230多人正在全力

持续开展搜救工作。事故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云南发生沉船事故 5人失联



112关键词：爆燃事故9月25日

9月25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宣传部发布事故通报，惠阳区肉类联合加工厂化

粪池发生燃爆事故致1人死亡。初步调查，2名工人在化粪池上方违规作业，导致化粪

池燃爆使地板掀开，其中1名工人死亡。

广东一肉联厂化粪池燃爆 致1死



113关键词：闪爆事故9月25日

9月25日晚，浙江省华泓海运有限公司所属“华泓18”轮（散装化学品船，最低

配员11人，实际在船船员11人）在芜湖市鸠江区长江段的东梁山危险品停泊区锚泊时，

轮机长等3名船员下舱作业时发生闪爆，3人死亡。

安徽芜湖长江段一轮船发生闪爆 3人死亡



2021年十月篇
国庆假期安全教育 秋季安全生产防范10PART

关键词

防静电、防火灾天气降温



115关键词：天然气泄漏事故10月18日

10月18日10时许，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维修人员在郝庄巷40号院

管道井内进行阀门更换作业时，发生天然气泄漏，造成3人死亡。

河北省邯郸市发生天然气泄漏事故



116关键词：摩天轮轮毂脱落10月18日

10月18日14时47分，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化工路爱摩轮商业广场项目摩天

轮安装过程中外围轮毂发生脱落，4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福建省福州市一在建摩天轮外围轮毂发生脱落



117关键词：溜方事故10月19日

10月19日10时10分左右，福建省福安市罗江街道辖区后太三角坪附近发生溜方，

压埋一处民房，造成3人死亡。

福建省福安市发生溜方压埋民房



118关键词：燃气爆炸10月21日

10月21日8时20分许，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南七马路路口一家餐厅发生燃气

爆燃事故，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40余人受伤。

辽宁省沈阳市发生燃气爆炸



119关键词：化工厂爆炸10月22日

10月22日23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一家化工厂发

生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

内蒙古自治区一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



120关键词：闪爆爆炸10月24日

10月24日，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铁东街道办事处文圣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燃气闪爆

事故，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

辽宁省大连市一居民楼发生燃气闪爆事故



121关键词：爆燃事故10月24日

10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将军路校区一实验室发生爆燃，共造成2人死亡，

9人受伤。

江苏省南京市一高校实验室发生爆燃



122关键词：爆燃事故10月24日

10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将军路校区一实验室发生爆燃，共造成2人死亡，

9人受伤。

江苏省南京市一高校实验室发生爆燃



2021年十一月篇
天干物燥 岁末年终11PART

关键词

秋冬季安全防范气温骤降



124关键词：火灾事故11月22日

11月22日凌晨1时许，温州市经开区

沙城街道迎新路132号民房发生火灾，致

2人死亡。据初步调查，起火建筑为5层砖

混结构民房，单层建筑面积约50平方米。

该民房长期空置，起火时，现场正在举办

户主母亲丧事，火灾造成户主夫妻2人死

亡。目前，经开区管委会已成立“11·22”

事故调查组，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浙江温州经开区一民房发生火灾 



125关键词：火灾事故11月22日

11月22日7时40分，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民和花园3号楼发生爆炸，造成1

人死亡、2人重伤、12人轻伤。初步调查

系因管道燃气泄漏引发，事故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

呼和浩特一小区燃气爆炸 1死14伤



126关键词：坍塌事故11月22日

11月22日晚，江西省南昌市赣江新区原白马庙制药厂职工宿舍内东侧一6层居民

楼发生局部坍塌，事故造成4人死亡。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江西赣江新区一栋宿舍楼坍塌 4人遇难



127关键词：坍塌事故11月25日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11月25日发布较大生产

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2021年11月

23日，金华开发区“湖畔里”项目在建工地发

生一起钢结构架倒塌较大事故，截至25日8时，

共造成6人死亡、6人受伤。

浙江金华一在建工地发生钢结构架倒塌事故



128关键词：货车相撞11月25日

11月25日上午，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汤池镇

集贤工业园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吉普车

与一辆满载啤酒的大货车相撞。吉普车上共有3人，

2名大人不幸当场死亡，另有1名儿童经送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据了解，吉普车当时从支路驶入国

道，拉啤酒的大货车直行。由于大货车速度快，

撞到吉普车后掉到路边沟里，车上的啤酒也散落

在路面上。事故初查原因为两车行经路口未提前

减速，注意避让。

辽宁丹东一吉普车与货车相撞 3人死亡



129关键词：塌方事故11月25日

11月25日，山西省吉县中垛乡永固村水毁道路修复铺设管涵施工过程中发生

边侧塌方，造成4名现场施工人员被掩埋，经现场全力抢险救援，1人安全脱险，

3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山西吉县一在建乡村道路发生塌方 3死1伤



2021年十二月篇
岁末年终 冬季安全生产12PART

关键词

防雪防滑元旦节前安全教育

极端天气防范防煤气中毒



131关键词：火灾事故12月06日

12月6日1时36分许，山西省寿阳县明

泰电厂项目部一处住宿发生火灾，造成8

人遇难，5人受伤。

山西一电厂宿舍火灾 致8死5伤



132关键词：火灾事故12月06日

12月8日12时15分，湖北省鄂州市葛

店开发区华润地块发生一起塔吊坠落事故，

造成现场3人死亡，1人受伤。

湖北一工地发生塔吊坠落事故 



133关键词：火灾事故12月11日

12月11日5时许，广东省广州市海珠

区沙园街道光大花园一期一户民宅发生火

警，现场造成2人死亡。

广东一民宅发生火灾 2人死亡



134关键词：火灾事故12月11日

12月12日凌晨，货船“天丰369”在

山东烟台东北30海里处进水沉没，船上

14人遇险。目前已救起12人，3人生命体

征稳定，9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他失联人

员正在全力搜救中。

山东烟台海域一载有14人货船沉没 



135

2021已经结束    

事故没有如果，只有血淋淋的结果

血的教训不能再用血来验证

生命的代价不能再用生命来支付

警钟长鸣，安全相伴



课程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