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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对对事事故故有有不不可可推推卸卸的的责责任任””
爆炸事故还剩13人无法确认身份，天津代理书记公开担责

在上午的第九场发布会
中，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郑庆跃出席。这也是此次爆
炸事故发生八天以来，天津港
负责人首次出席发布会。

郑庆跃在发布会上称，天
津港集团公司是一家市属国有
企业，于2004年6月由港务局整
体转制为集团公司，不再具有
行政职能。天津港是个区域概
念，瑞海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天津港集团公司是坐落在同一
个区域方位内的国有企业，相
互间没有隶属关系。

面对记者提问“为何之前

发布会都没有参加”，郑庆跃回
答，之前一直在全身心投入救
援抢险，维持港口正常秩序，

“来迟几天，请大家多多体谅”。
有记者问，“天津港港区内

是否还有其他危化品仓库?”郑
庆跃表示，天津港集团对港区
内其他企业不具有监管功能。

“瑞海公司危化品监管由
谁负责?”面对提问，郑庆跃说：

“天津港对企业的危险品不具
备监管职能”，但承诺“会配合
国务院调查组，如果我们确实
有问题，会勇于承担责任接受
处罚”。 据新华社、新京报等

8月19日，“8·12”瑞海公司爆炸事故第九场和第十场发
布会先后举行。在下午举行的第十场发布会中，天津市委代
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表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他本人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上午的
第九场发布会中，天津港的负责人首次出席。

截至19日下午2点，遇难人
数114人，确认身份101人。在确
认身份人员中，公安消防人员
19人，天津港34人，民警7人，
其他41人，未确认身份13人。
此外仍有64人失联，17000多
户家庭的房屋受到不同程度
的损害。涉及 1 7 0多家生产企
业，3万多人受到影响，仓储公司
的3000多辆汽车基本烧毁。

对此，天津市委代理书记、
市长黄兴国称，事故造成如此重
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
感到十分的悲痛和十分的自
责”。作为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主
要负责人，“我对这次事故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黄兴国还说，对于被控
制的瑞海公司负责人，不管他是

什么人，不管他有什么关系，都
要一查到底，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绝不袒护，绝不姑息。

就市民所关心的，目前危险
品的处置情况。天津市副市长何
树山介绍，目前掌握的危险品分
为七大类，大约40种。其中主要
为三大类：一是氧化物，硝酸铵、
硝酸钾，加起来1300吨左右;二
是易燃固体，主要品种是金属钠
和金属镁，加起来大约500吨;第
三类就是剧毒物，以氰化钠为
主，大约700吨。

发布会上黄兴国说，将追
认牺牲的消防人员为烈士，就
高的标准和高的原则发给褒
扬金和抚恤金。将建议在事故
现场建一个公园，让人们永远
怀念他们。

黄兴国称严查瑞海负责人

将建公园怀念消防员

黄兴国出席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第十场新闻发布会。
据天津政法综治门户网站

天津港负责人首露面

称与瑞海无隶属关系

天津环保局长称未检测到神经性毒气

在“8·12”爆炸事故第十场
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环保局局
长温武瑞说，已经注意到有关神
经性毒气问题的报道。从环保部
门已经开展监测的情况来看，目
前还没有检测到这种物质。

此前据《焦点访谈》报道，生
化侦检队伍对天津港爆炸事故
核心区空气监测时，除氰化钠，
还发现了神经性毒气。专家称，

“一旦人吸入，可与神经细胞作
用，使酶失活，导致呼吸心脏等
骤停进而致人死亡。”

温武瑞说，在新闻发布会之
前，他也看到有些权威的专家对
此进行了解读，觉得这个可能性
不是很大。温武瑞表示，从环保

部门目前已经开展监测的情况
来看，还没有检测到这种物质。

温武瑞介绍，从13日的凌晨
4时开始，环保部门就启动了应
急监测的方案，在事故发生地的
隔离区的外面，设置了17个固定
的空气质量的监测点，国家专家
组赶到以后又进行了一些优化。

温武瑞说，监测的数据表
明，这次事故排放了一些污染
物，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从是否超标来看，有些是高一
些，有些还是在国家或者天津市
允许的标准之内。环保部门分析
评估，对市民、特别是上风向的
居民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据人民网等

一一个个公公关关安安监监环环保保
一一个个经经营营公公安安消消防防
瑞海集团两大股东背景曝光，一人为原公安局长之子

因父在公安局供职

找他人代持股份

在“8·12”爆炸事故第十场
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委常委、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介
绍，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占
股55%，另一名董事董社轩占
股45%。

董社轩今年34岁，又名董
蒙蒙(音)。在看守所，董社轩表
示他是瑞海公司的二股东，通
过高中同学舒铮持有公司４５％
的股份。

董社轩称，他先后投了
１０００多万，但并不负责任何具
体事务。瑞海公司成立至今也
没分过红，他每个月只拿１．５万
元的固定工资。“爆炸前我本来
就已经打算退股了，今年春节
期间公司聚会，喝完酒，我跟于
学伟谈过一次，闹得很不愉快。
他让我别着急，今年年底就能
分红，结果还没分红就发生了
爆炸。”

对于原公安局局长之子的
身份，董社轩并不否认。他表示
其父的确是天津港公安局原局
长，在２０１３年初发现患上肝癌，
２０１４年８月已经去世。“之所以
找人代持，是因为我爸在公安
局任职，让别人知道了影响不
好，而且当时我父亲正在接受
组织调查。”董社轩说。

据悉，作为天津港公安局
长的董培军，当时主管的就是
码头的物流问题。2008年5月，
董培军陪时任交通部公安局局
长的张玉胜到东疆分局及东疆
保税港区进行工作视察。东疆

保税港区，正是瑞海国际所在
地。这表明，董社轩控股的瑞海
国际，直接属于其父董培军的
管辖范围。

有知情人士表示，董培军
“能量很大，多次被告，平安过
关，与武局(武长顺)的关系很
好”。

据了解，董培军在去世前
已因涉嫌滥用职权为亲属牟利
以及贪污受贿被相关部门调
查。一位参与办案人士透露，调
查期间，董培军因身体不适被
送往医院，随后在医院肝癌晚
期发作不治身亡，相关线索中
断。

两人“资源”互补

打通层层关口

而瑞海集团董事长于学
伟，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带头
大哥”。瑞海国际名义上有6位
高层，即董事长李亮，董事舒
铮、尚庆森、曹海军、只峰（只峰
还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以及
公司监事陈雅佺。其中曹海军、
只峰、陈雅佺都曾是中化集团
下属企业员工。他们在中化集
团企业的直接上司，便是于学
伟。

于学伟1974年出生，据公
安民警介绍，“爆炸事发时，于
学伟和家人在河北旅游，接到
电话后当晚赶回，未到现场即
被控制，对爆炸的严重后果还
不清楚。”目前，于学伟正在天
津市第一看守所。

于学伟说，他是瑞海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公司５５％
的股份，由妻子的表弟李亮为

自己代持。他１９９４年进入国企
中化集团天津分公司工作，
２０１２年９月离职，离职前任中化
集团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对
危化品行业非常熟悉。

于学伟说：“我在酒桌上认
识的董社轩。他爸是公安局长，
他在港口混得开。”２０１２年末，
从中化离职的于学伟找到董社
轩，决定利用双方的资源共同
创业。

“于学伟是这帮人的带头
大哥。”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瑞
海公司成立之初只有普通物
流仓库，２０１４年４月，瑞海公
司拿到危化品经营资质。在
此之前，瑞海公司陆续通过
了消防鉴定、规划审批、安全
评价、环境评估等一系列程序，
从而获得了从事危化品仓储的
资格。

从程序上看，瑞海公司走
过了所有应走的流程，拿到了
所有应有的认证。其中在瑞海
公司２０１３年申请建设危化品仓
库时，消防部门出具的意见书
显示“该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
合格”，证明瑞海拿到了消防的
鉴定。

回忆起办消防鉴定的过
程，董社轩说：“我的关系主要
在公安、消防方面，于学伟的关
系主要在安监、港口管理局、海
关、海事、环保方面。公司成立
时，我去找的天津港公安消防
支队负责人，说想做危化品仓
储。当时我把天津市化工设计
院给设计的改造方案这些材料
都拿了过去，很快消防鉴定就
办下来了。”

据新华社、新京报等

8月18日，有媒体报道瑞海集团10名责任人已被控制，其中既包括舒铮、李亮等名义上
的大股东，也包括于学伟、董社轩等实际控制人。而据了解，董社轩为已故原天津港公安局
局长董培军的儿子，董培军生前则与已落马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交
好。于学伟则原为中化天津公司高管，在安监系统“有关系”。

于学伟 董社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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