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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 17时 45分左右，位于义马市
的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气化厂
C套空分装置发生爆炸。

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此前通报，
爆炸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罐区，生产装置均
已停车。事发后当地政府已启动应急预
案，应急管理、公安、消防、卫生、环保等部
门已赶到事故现场。

7 月 20 日，应急管理部对下一步工作
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千方百计做好伤员
救治工作；要抓紧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
三，深刻吸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要严格标准，严格措施，严格落实责
任，全面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防范
化解危化品重大安全风险。

7 月 20 日中午，记者来到义马气化厂
附近看到，数十辆消防车停在工厂门外的
路边，120急救、公安、电力、应急等相关人
员在处置现场。气化厂临近路面的一处建
筑物门窗完全脱落，墙面呈焦黑状，部分砖
块、钢筋散落。在当地医院内，多名在工厂
工作以及居住在附近小区内的受伤居民正
在接受治疗。

截至 20 日 12 时 30 分，现场搜救工作
基本结束。截至 20日 17时 30分，爆炸已
导致 15人死亡，13人重伤，256人入院治
疗。目前，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已启动。

亲历者:“当时感觉像被车撞了一样”
7 月 20 日，记者来到义马气化厂附近

探访并联系到多名爆炸事故亲历者，其中，
有工厂员工在爆炸中受伤，正在当地医院
接受治疗。

爆炸发生时，李华（化名）正在家中上
网。他居住的小区距爆炸点仅有 800米左
右。“当时就听见‘轰’的一声，”李华
说，家里窗玻璃碎了一地，“感觉像被车
撞了”。反应过来后，李华迅速跑出家
门，发现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居民，有人
被玻璃划伤。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气化厂临近路面
的一处建筑物门窗完全脱落，墙面呈焦黑
状，有部分砖块脱落，一些钢筋也散落下
来。气化厂对面的一处工厂大门上，顶棚
已经变形，钢架和铁板弯曲脱落。距离气
化厂几百米远的一处房屋被震塌。距离事
发地一公里左右的街道上，不少商铺窗户
破裂、门体变形，工厂周围大多数店铺目前
已暂停营业。

离爆炸点稍远处，住在距离爆炸点 1
公里以外的张晓（化名）说，受爆炸冲击，
小区不少住户家的门窗都被震碎了。他回
忆到，爆炸发生时，他正和父母在家休息，
突 然 听 见 轰 隆 一 声 ，“ 第 一 反 应 是 打 雷
了。”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这声巨响并非
普通雷声。“整个一面窗户都没了，玻璃掉
下来的时候，我妈妈的腿被划伤了。”张晓
说。

员工逃生途中被重物砸伤
7 月 20 日下午，记者在义煤集团总医

院看到，不少受伤的病人在医院神经外科
接受治疗，走廊里也放置了不少床位。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小李是个电工，他
表示已在义马气化厂工作了 4 年。事发
时，他的父亲李先生带着 7 岁的孙子在理
发店理发。距离事发地约有 2.5 公里。“当
时小孙子跑过来说，‘爷爷，外面放大炮
了’”。李先生正和他人讨论发生了何事
时，看到新闻说“气化厂发生爆炸”。李先
生说，之后他们一家人相互联系，都往气化
厂赶。当时，他看到周围道路已经被交通
管制了，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在现场救治。
后来，李先生终于联系到了其儿子的同事，

“他们说所在的位置距离爆炸车间只有 50
米，听到响声之后，同事拉着儿子就跑。”
小李被掉落的重物砸伤，后被送往医院治
疗。

另一位伤者王先生也是气化厂的员
工，平时住在气化厂生活区，与工厂有 200
米左右的距离。王先生说，爆炸时，感到一
股气流推着窗户向他砸来，他的腹部左侧、
头部、手臂被玻璃划伤，缝了 11 针。“儿子
看到新闻后就给我打来电话，我就说没事，
在医院输液治疗。”王先生怕在外地工作的
孩子担心，并没有告诉他实情。

“爸爸在那个厂上班，刚得知消息给爸
爸打电话时，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还好
爸爸幸运逃生。”女生小可（化名）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幸运的。河南一
名中学生王明（化名）的母亲在爆炸中失
联，19 日晚，他一边询问着爆炸点附近的
医院，一边祈祷着。19 日 23 时许，他得到

了母亲不幸遇难的消息。虽然难以接受这
样的结果，但他告诉自己，“我的人生肩负
着妈妈的希望，我要更努力地活下去。”

涉事企业爆炸前几天进行了模拟应急
救援演练

根据天眼查，记者查询发现，义马气化
厂系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煤气化公司重要的
化工生产企业，是全国煤炭行业首家实现
煤炭就地转化为清洁能源的重点项目。厂
区一期工程于 1997 年 4 月开工建设，2001
年 2 月建成送气，2004 年 9 月二期工程开
工建设，并于 2006年 9月建成送气，投产后
产能扩大到日产净煤气 300 万 Nm3（标准
立方）。2013年 10月该厂进行了产品结构
调整，陆续开发天然气、醋酸、合成氨、硝
酸铵等产品。

记者注意到，在事故发生前 10天，即 7
月 9 日，河南安全生产委员会曾公布该省
2019 年首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省级标杆企业，72 家获评单位
中，义马气化厂赫然在列。

值得一提的是，在爆炸事故发生前，7
月 2 日上午，义马市还在义马气化厂模拟
液氨罐区泄漏应急救援演练。当时的演练
场景设置为：义马气化厂员工在对液氨罐
区巡检时，罐体底部紧急切断阀前法兰发
生泄漏，先后造成三名员工不同程度中毒，
义马气化厂紧急启动厂级应急预案并向义
马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义马市应急管
理局及时上报市政府和三门峡市应急管理
局，义马市政府立即启动危险化学品应急
救援预案，通知卫生、消防、公安、环保、工
信、办事处等部门以及危化品专家组成员
赶赴事故现场展开救援；在各部门通力配
合下，中毒人员得到及时救治，泄漏源被消
除，泄漏气体得到控制，周边环境污染监测
情况良好，现场救援结束。

据周围居民介绍，该厂此前并未发生
过安全事故。不过，记者检索发现，该气化
厂曾多次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据三门峡
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消息，2017年 4月，义马
气化厂曾因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被市环保
局处以 50万元罚款。

当年 10 月，义马气化厂因未建立危
险化学品核查、登记制度备案被义马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罚，处罚事由为违反
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处以 5000 元的行政
处罚。

此外，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间，该气化
厂多次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处罚金额在
1万元至 8万元不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17 日上午，常州市区一辆奔驰车撞倒
多辆电动车，造成 10人受伤、3人死亡。肇
事者是与妻子争吵引发车辆失控，还是突
然晕厥引发事故等多个疑点，引起网络争
论。20 日下午，常州警方就网友们关注的
疑点进行了详细解读。

疑点1:司机是否突然出现晕厥
警方介绍，经调取肇事驾驶人徐某春

过往医疗诊断资料，2017 年徐某春被诊断
为尿毒症早期。2018年 8月诊断为慢性肾
衰竭，并伴有慢性肾炎综合征、高血压三
级、肾性贫血、心功能Ⅲ级。

妻子王某如供述，途中徐某春突然出
现晕厥，咬破舌尖，口吐带血白沫，眼睛上
翻，手脚僵硬，呼唤不醒。

公安机关现场勘查，提取了有带血白
沫的汗衫，调取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群众用
手机拍摄的视频。公安机关将徐某春带至
医院全面检查，经医院诊断和组织医疗专
家会诊，徐某春在事故发生时的状态符合

“癫痫”的“痫性发作”，徐某春“尿毒症、高
血压病、心功能不全”是“癫痫发作”的可能
诱因。

疑点2:两人在车内有无发生争执
徐某春、王某如供述，途中徐某春突然

出现晕厥，车辆失控，其妻王某如在唤醒徐

某春无果、车辆偏离车道的情况下，想通过
拔车钥匙让车子停下来，但未成功。

调取事故发生前沿路视频监控显示，
车辆行驶中徐某春、王某如夫妻俩驾乘行
为正常，未有在车内争执、拉扯等异常行
为。据走访调查徐某春、王某如关系人，
均反映夫妻俩婚姻关系正常，未发现有家
庭矛盾、邻里纠纷、欠费欠债等反映。

疑点3:徐某春有没有特殊背景
经调查，徐某春，35 岁，沭阳县人，

2002年来常州，在汽修店、汽车 4S店打工；
2014 年至今，个体承接汽修店、汽车 4S 店
汽车钣金、油漆业务；2018 年患病后，主要
承接汽车钣金、油漆等中介业务。其妻王
某如，38岁，沭阳县人，超市售货员。夫妻
俩及一子一女现租住在常州市武进区。夫

妻俩父母亲、兄弟姐妹均在沭阳原籍地生
活工作，在常州的只有徐某春一个舅舅（开
出租车）和王某如的一个姑妈（无业）。

疑点4:死亡人数是否不止3人
事故发生后，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第

二人民医院、解放军 904 医院收治了事故
受伤人员，有 3 人（2 男 1 女）抢救无效死
亡，现仍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的 9 人（5 男
4女），生命体征平稳。

疑点5:行车记录仪为何没公开
经现场勘查、对肇事车辆的检查和调

查车主、车辆实际使用人，肇事车辆未安
装车载行车记录仪。警方调取了沿途监
控。

疑点6:是否穿拖鞋开车
民警在现场处置时，确实发现肇事驾

驶人徐某春穿拖鞋。
疑点7:是否属于“病驾”

警方介绍，肇事车辆驾驶人徐某春持
有C1驾驶证，2007年 11月 29日初次领证，
2012 年 8 月 24 日由外地转籍至常州，2013
年 11 月 25 日期满换证，驾驶证有效期为
2023 年 11 月 29 日。驾驶证初次领证、转
籍、期满换证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
件证明，徐某春身体状态正常。

据《现代快报》报道

常州奔驰车祸7大疑点解读
警方通报称车祸发生时司机癫痫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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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2020拍摄的爆炸救援现场拍摄的爆炸救援现场。。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河南义马气化厂爆炸已致15人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