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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调查查天天津津事事故故的的人人先先被被调调查查了了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查，曾任天津副市长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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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部门并未公布杨栋
梁接受组织调查的原因。

1994年7月至1996年9月，杨栋
梁曾任天津联合副总经理，并长期
担任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据公开资
料，瑞海公司曾经将生意触角瞄准
了天津联合。媒体报道，瑞海物流是
当地唯一一个线型低密度聚乙烯保
税交割库，而天津则只有两个聚乙
烯生产厂家，其中就包括天津联合。

此外，瑞海物流危险品仓库能
够运行也受益于杨栋梁担任国家安
监总局局长签署施行的《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2年5
月，杨栋梁从天津市常务副市长任
上调任国家安监局局长。他上任后
便签署《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有关专家表示，其中第三
条规定为一些想要介入危险化学品
仓储经营的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成立于2012
年11月。此时，由杨栋梁签署施行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刚刚施行2个月。

据中国经营报、中新网等

本报记者 高扩 刘志浩

被查前夜参加会议

曾陪同总理视察现场

据了解，杨栋梁原准备18
日返京参加安监总局的一个会
议。就在此前一天，即17日晚
上，他还参加了由国务委员、公
安部部长郭声琨在天津主持召
开的国务院工作组和天津抢险
救援指挥部联席会议。

作为8·12事故后首批赶到
天津的部级高官，杨栋梁一直
在事故现场工作。而就在他落
马前一天即8月17日，杨栋梁还
在参加抢险救援会议，并且曾
在16日陪同李克强总理出现在
天津港爆炸事故现场。

杨的落马虽显“突然”，但
并非事前毫无征兆。据新华社
报道，18日国务院天津8·12事
故调查组成立，公安部副部长
杨焕宁担任组长。在近年来的
重特大安全事故中，国务院调
查组的组长一般都由国家安监
总局局长担任，公安部领导甚
少参与其中。这次却很是反常。

但也有观点认为，杨栋梁
仕途起步于华北油田，40岁到
天津工作后，担任的第一个职
务就是与管理危化品有关的天
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副总。他
之后担任天津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一干就是11年，在当地
官场可谓根深蒂固。根据《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要求，调查组成员与所调查
的事故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现在虽然无法判定，杨是否真
的与天津事故直接相关，但至
少他得回避可能涉事的老下属
们。

另据分析，此次事故调查
由国务院主导。按政策规定，事
故调查组成立后，将在60天内

对事故原因等做出结论，并进
行追责。即便一些人在事故中
有责任，也应该是在事故处理
完后，再根据其所需要承担的
责任，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而
非党内处分。但现在事故尚无
定论，中纪委就已介入，显得颇
为耐人寻味。

曾挂帅调查湖北沉船

等多起安全事故

在前往国家安监总局之
前，天津是杨栋梁仕途中的重
要一站。

1954年出生的杨栋梁曾
在华北石油、中原石油工作长
达22年。在1996年任天津市经
委副主任，步入天津政坛。他先
后任天津市经委主任、副市长、

市国资委主任、市委常委（其间
兼任副市长，市国资委主任）。

据了解，化工是杨栋梁最
擅长的领域。而在天津化工发
展史上，杨栋梁发挥过巨大影
响。相关人士介绍，在滨海新区
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之
后，天津从国家相关部门争取
到很多大的石化项目，这些项
目能够落地天津，杨“功不可
没”，很多都是他“亲自跑下来
的”。

2006年，杨在任天津副市
长时，还曾处理过一起津南区
咸水沽镇鑫达工业园一家公司
硝化车间发生的致死10人的爆
炸事故。在事故后的总结会上，
杨栋梁曾说“必须采取以下断然
措施……开展为期100天的危险
化学品专项大检查，要逐个企

业 检 查 ，必 须 做 到 1 0 0 % ，
99 . 9%也不行！”他还要求，凡
是经过整顿仍未达到安全生产
条件的，要100%关闭取缔。

任职天津18年后，2012年
杨栋梁顺利进京。并于当年5
月起，担任国家安监总局局
长、党组书记。因有大量一线
的工作经验，杨栋梁被各方寄
予厚望。

在近年来多次特大安全
事故中，杨栋梁都是挂帅调查
组组长。分别是：吉林煤矿瓦斯
爆炸事故（36人死亡），吉林宝
源丰禽业火灾事故（120人死
亡），青岛输油管线爆炸事故

（62人死亡），江苏昆山粉尘爆
炸事故（146人死亡）以及今年
的 东 方 之 星 客 轮 翻 沉 事 故

（442人死亡）。

依照港口法，一家企业只有
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才可经营
危险化学品相关业务。

而根据瑞海物流工商登记基
本情况表得知，该公司拥有交通
部门批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
经营许可证（津）港经证（ＺＣ－
５４３－０３）号。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涉事企业
瑞海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注册成立，
成立初期的经营许可项目明确表
明“危化品除外”。２０１４年４月，瑞海
公司才首次获得天津市交通部门

批复的危化品经营资质，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而该公司正式获
得港口经营许可证是在２０１５年６
月，也就是说，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５年６月的８个月中，该公司没有
经营危化品的资质。

１７日，瑞海公司的一个负责
人表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后他们的确一
直没有危化品经营资质，但却一直
在从事这项业务。而
在这其中，无人对其
进行监管的原因，人
们尚不得而知。

天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高怀友曾表示，瑞海公
司取得了全国甲级安全评价机
构——— 天津市中滨海盛安全评
价监测有限公司的安全条件审
查报告后，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安
评结果对现场及结论进行审查，
认为符合相关规定。

而在一份２０１３年９月的天津
市交通港口管理局的批复件显

示：该工程安全预评
价报告和安全条件
论证报告基本符合

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关编制规
定，根据专家组意见，同意备案。

但目前瑞海公司危化品仓
库的安评报告一直未向社会公
开。高怀友１５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港口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许可是由交通运输部门发放的，
是否需要公开企业的安全评价报
告，过去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现在
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情况下，可部分公开安评报告。

但目前，人们却仍无法从公
开渠道查到瑞海公司安评报告。

一份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天津
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环评报
告显示，瑞海公司拟把物流堆场
改造成为一个集装堆场，项目建
成后危险品货物年周转量２万吨
左右。报告认为，“该项目建设内
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
地区总体发展规划。施工期对环
境的影响较小……本项目建设
具备环境可行性。”

环评民意调查是环评报告
重要内容之一。而瑞海公司环评
报告显示，环评期间共向周边企
业及居民发放１３０份调查表，回
收有效调查表１２８份，称“基本支
持和赞同该项目的建设，没有反

对意见。”
但在爆炸后，附近

居民表示，根本就不知
附近就有危化品仓库。住在
海港城的杜焕女士表示，她没有接
受过这项调查，也不知道有这个仓
库，如果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的。
而在此办公的孙先生说，如果知道
这里有危化品仓库，肯定不会租用
这里的办公楼。

万科海港城是此次距离爆
炸点最近的小区。万科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公司２０１０年４月获
取土地，“当时周边为普通物流
仓库，之后我们并未获悉它改造
为危险品仓库的情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天津
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办公
室主任石力、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
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原副局长彭博被
立案侦查。两人均涉受贿罪。

其中，石力曾因公款吃喝，在
2013年12月遭到严重警告并通报，
但仅时隔一月，便连续利用公款参
加高消费娱乐活动，并与不法商户
进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据中新网

8月18日下午3时20分，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
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了解，杨栋梁曾担任天津副
市长11年，任安监总局局长3年。据统计，杨栋梁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6个中央委员，也
是第17个中央委员会成员。

88个个月月无无牌牌照照
为为何何还还能能经经营营危危化化品品

环环评评民民调调无无一一反反对对
民民众众却却称称不不知知情情

公公司司安安评评报报告告
为为何何没没有有公公示示

瑞瑞海海背背后后是是否否

隐隐藏藏大大股股东东

杨栋梁原单位

或与瑞海有往来

天津滨海新区

两官员被侦查

杨栋梁 (资料图) 新华社发

十人被控制

瑞海疑点多
据报道，瑞海公

司董事长于学伟、副
董事长董社轩等 1 0

人在 1 3 日上午已被
控制。被控制人员名单为：瑞海国
际实际控制人于学伟、董事长李
亮、副董事长曹海军和董社轩、财
务总监宋齐、总经理只峰、主管安
保的副总尚庆森、副总刘振国、操
作部长贝胜强和李某某等人。

公开资料显示，瑞海国际注册
资本1亿元，公司法人只峰，其中李
亮出资5500万元，持股55%，舒铮出
资4500万元，持股45%。经调查证
实，上述几人都是隐形股东，而该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则由董社轩和

于学伟中化前员工组成。
据了解，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

全资民营公司，目前已占据了天
津危险化学品仓储的逾半数市
场，其背后的力量颇为神秘：“出
资人有4-5人，他们顾忌自己的特
殊身份，除了找了舒铮、李亮等人
代持股，还找了只峰做法定代表
人。”知情人士表示。

在上述出资人中，至少董社轩
的身份获得多位天津物流企业人士
确认———“我们都知道他是瑞海国
际的股东，但他从来没有露过面，也
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除董社轩
外，瑞海背后其他大股东的身份如
何，还有待继续考证。 据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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