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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被困电梯

报警按钮失灵

有些商场扶梯

竟无紧急按钮

本报滨州2月20日讯(记者 王
茜茜 见习记者 韩东旭 ) 商场
扶梯一般都有一个紧急按钮，在发
生紧急事故时按下，电梯便可停
止。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
市民并不知道扶梯有紧急按钮，而
且有的商场部分扶梯竟没有安装
紧急按钮。

20日，记者在滨州市区随机采
访了16名市民，其中6名中老年人、8

名年轻人、两名小孩。16人中仅有5

人知道扶梯有一个紧急停止按钮，
其中2名年轻人准确说出了紧急按
钮的位置，3名年轻人寻找之后找到
了紧急按钮，而另外11人表示从未
听说过紧急停止按钮。

平时逛商场坐扶梯上行或下
行时只要留心观察，便会发现一个
红 色 按 钮 ，有 的 上 面 写 着 英 文

“STOP”字样，有的标着“停止”两
字。在大润发超市，红色紧急停止
按钮安装在上下行扶梯底部离地
面约10厘米的位置，周围有红色的
标示字样，但紧急停止按钮仅安装
在一端；在中百大厦，四层楼共有8

个上下行扶梯，其中两个上行扶梯
和1个下行扶梯没有安装紧急停止
按钮，而且按钮也仅安装在扶梯的
一端；银座购物商场的扶梯两端都
安装了紧急按钮。

本报泰安2月20日讯(记者 张伟)
20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

泰安城区温泉路福源嘉苑小区19号
楼一部电梯常出故障，摁报警按钮也
不起作用，拨打求助电话后才脱困。

20日上午，在福源嘉苑小区19

号楼前，市民杨先生讲述了他的可
怕经历。“18日晚上，我从16楼坐电
梯下楼，到10楼的时候电梯突然停
住不动了。”杨先生说，“当时我吓坏
了，连忙摁电梯上的报警按钮，反复
按了多次，也听不见动静。按照电梯
维保单上的电话，我拨打了求助电
话，等了半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打
开电梯门，我才脱困。”

家住3号楼二单元的业主李先
生称，他被二单元的电梯困住三次。

“第一次困住后，等了三五分钟就好
了；第二次困住时，按钮我都摁了但
没反应，后来有人坐电梯，摁了外边
的按键，我才出来。”李先生说，最让
他后怕的是第三次。“那次电梯出故
障时，电梯门没关严，留有10厘米左
右的空隙，我用手使劲掰，从打开的
空隙中挤了出去。”李先生说，当时
幸好在另一楼层的电梯口处，要不
然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根据电梯上的24小时值班
电话，联系了维保单位的吴先生。吴
先生说，该小区电梯经常出现故障，
主要是业户装修、搬家等造成的。客
用电梯严禁载货，但因为业主要装
修，常用电梯装水泥、沙子等，在一
定程度上损坏电梯。

质监部门表示，将督促维保单
位和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解决
电梯安全隐患，确保电梯安全运行。
将与维保单位一起到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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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延伸调查

本报济南2月20日讯 (记
者 吴金彪 ) 20日晨，省城
转山西路一在建建筑工地发
生一起悲剧，一名年轻装修
工 坠 入 楼 内 电 梯 井 不 幸 身
亡。

20日上午，记者赶到位于
转山西路与经十东路交叉口
的奥体金融中心时，救护车刚
刚离开。“从一层落到了负三

层，已经去世了。”数名建筑工
人向记者证实，大约在早上6
点多的时候，一名从事木工装
修的工人不知如何开启了非
正常运行的电梯门，在黑暗中
双脚踩空没有轿厢的电梯，从
一层直接坠落到了地下三层。

“好像没有电，电梯附近黑乎
乎的，看不清楚，他可能以为
一层有轿厢呢，直接就迈脚上

去，结果踏空了。”一名工人猜
测。另一名现场工人称，事发
楼宇确实安装了电梯，不过
当时轿厢不在一层，而是在
楼上。

“地下三层堆放了很多钢
筋等杂物，掉下去已经没救
了。”建筑工地工人称，事发
后，消防车和120车都赶来了，
但是男子已经停止呼吸。身亡

男子今年30多岁，安徽人。
省城一名电梯安装维修

工人说，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可能是电梯处于无电或者维
修状态，“轿厢不在所在楼层，
只有通过开锁或者强行扒开
才能进入。”对于这起电梯事
故发生的原因，这名电梯安装
工人也很疑惑。目前警方正在
调查事故原因。

电梯事故近两年在各地屡屡发生，已经成为一个“顽疾”。业内人士爆料，出于维修和保养成本的
考虑，很多小区和办公楼电梯都存在低价维保、维保走形式的问题。“一部电梯，实际上是开发商、电
梯商、物业、维保企业、业主和相关部门六方博弈的‘战场’，错综复杂。”一位业内人士说。

本报记者 崔岩 吴金彪 实习生 韩长燕 邵裕茗

探因 各方利益博弈，维保难以到位

据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理事长张波介绍，目前全省电
梯135107台，其中，济南市2万
余台，青岛3万余台，而且全省
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增长
速度居全部八大类特种设备
前列。

电梯数量在不断增加，由
电梯导致的事故也在不断增
加，然而维护保养和相关的法
规以及监管却没有跟上。一些
小的电梯企业和维保单位为
了抢占市场，压低价格，电梯

质量和维保水平在下降。
一位电梯安装工人告诉

记者，电梯属于精密电工产
品，对使用环境和维护保养有
严格的要求，然而目前很多小
区和办公楼的电梯后期维护
远远达不到要求。

这位电梯安装工人介绍，
按照规定，现在每隔15天到20
天就需要进行维护保养一次，
包括检查、清洁、润滑、调整
等。然而实际情况却很难做到
这一点，“每部电梯半月维保

一次，肯定忙不过来。很多时
候也就是签个字，走个形式。”

维保不及时很多时候还
与维保费用有关。据介绍，普
通的一台电梯，正规维保单位
一个月的维保费用在500元左
右，而一些小的或者私人维保
单位只收费300元甚至更低，
那么一些物业公司可能就会
选择低价的维保单位。

除了维保问题，一些小
的杂牌的电梯企业混迹在电
梯行业中，也扰乱了整个行

业。这些杂牌企业的电梯质
量不能保证，售后服务也跟
不上。

一位电梯行业业内人士
说，电梯属于精密仪器，电梯
机房、轿厢维护程序，普通人
根本不了解，一些小的生产企
业安装结束就走了，后续的维
修保养则是多家企业竞争，小
区或者办公楼的物业维保资
金不足，为了降低成本，有些
则会选择低价的维保单位，导
致维保质量不过关。

监管 我省将对电梯实行“黑名单”管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济南安装电梯的高层建筑逐
渐增多，到如今，不少电梯已
服役20年左右，有些电梯磨
损、老化严重，以前的技术也
有局限。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理

事长张波表示，目前山东正在
着手建立电梯“黑名单”制度，
今后将根据电话接通率、到场
率、维修保养及时率及客户投
诉率对电梯和维保单位实行

“黑名单”管理，不定时抽查，
加强电梯安全动态监管，对于

抽查的结果将向社会公布。
此外，我省质检部门还将

联合省内各大中小电梯公司
随时公布参考指导价，“出台
电梯维保指导价，有利于整个
市场的有序竞争，从而降低电
梯安全事故的发生。”张波说，

为应对电梯发生安全事故后
生产经营单位无力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的难题，目前，我省
正在试点实行电梯责任保险
制度，引导和鼓励给电梯入保
险，保障乘客在电梯事故中得
到合理、及时的赔偿。

省城工业南路一写字楼，维修工正在维修电梯。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圆圈处为扶梯上的紧急停止按
钮。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

相关调查

现状 电梯经常出事，业主很头痛

2月20日，记者在济南纬
六路附近一小区调查发现，7
号楼一共有三部电梯，然而仅
一部可以用，其他两部一部已
停用半年，一部已停用一年左
右。居民张先生说，小区建好
才4年多，电梯时常出现问题。

“我们也很为难，让业主交
维修费，300多户，交物业费的
不到100户，收的钱不够，我们
也很难解决。”该小区物业负责

人说，两部坏了的电梯里的钢
丝绳断了，以至于不能运行，如
果维修需要10万元左右。

家住无影山中路香港国际
小区的韩先生同样“为电梯发
愁”，小区电梯经常出现故障，
断断续续修了近2年，多次出现
居民被困在电梯内的情况。

韩先生的家在一幢11层
的楼里，近250户共用4部电
梯。四部电梯中，一部贴有“正

在维修”告示的电梯暂时停
运，其余三部内的顶灯灯罩均
有缺失。电梯的楼层按钮部分
出现接触不良甚至失效的情
况，有时候住户只能乘坐到自
己家的邻近楼层。

济南市质监局统计信息
显示，目前省城济南共有电梯
21500余台，电梯安装改造维
修单位93家。2013年，12365
受理电梯投诉举报 1 0 9件，

12345受理电梯投诉举报138
件，反映的问题主要有：电梯
超期未经检验或未按规定张
贴检验合格标志；电梯损坏后
维修不及时，不能正常运行，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电梯运
行时异常或有异响，存在安全
隐患；电梯故障困人；由于人
为因素导致零部件损坏或丢
失，如外呼按钮损坏、应急对
讲电话丢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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