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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人人死死于于电电梯梯，，一一半半是是维维保保人人员员
去年共发生49起事故，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解救120人

7月27日无锡发生一起电
梯卡人身亡的悲剧，一女子因
抄近路穿过货梯时，被上升的
电梯卡在楼板间不幸身亡。

7月27日15时14分，无锡
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新区硕放镇娄金路38号一家
公司里有人被卡于电梯内需
要救援。接到报警后，吴都路
中队和梅村专职队共派出2辆
消防车12名官兵赶往现场救
援。消防官兵在赶赴事故现场
的途中联系报警人得知，该名
被困者身体被卡于电梯内，有
生命危险。

1 5时3 0分左右，梅村专
职队和吴都路消防中队先
后到达现场。消防官兵迅速
对被困者展开施救。营救过
程中消防队员发现被困者

脸上已经呈现紫色，已经无
生命体征。随后，相关工作
人员对该升降梯进行操作，
该名女子被卡住的位置空
间缓缓打开。消防人员配合
将已经死亡的女子抬出。

据了解，死者是一名30多
岁的女性。事发前，这名女子
想要去二楼一个房间拿东西，
楼梯离得有点远，升降货梯
离得近，就想坐货梯过去。
不过电梯旁边有个小门，中
间有一条缝，跨过去就行。
本以为电梯运行较慢能够
安全跨过，可没想到，女子
在跨过缝隙时脚下踩空，此
时升降梯仍然处于上升状态，
导致这名女子被卡于楼板之
间，最终身亡。

据扬子晚报

这是一起本有可能避免的事故，事发前5分钟工作人员已发现电梯盖板异常，但并未采取
停梯检修等应急措施；制造单位生产的电梯曾多次出现事故……然而，这次电梯事故，最终使
湖北荆州一名乘梯女士的生命戛然而止。

悲剧是如何发生的？是谁忽视安全留下这样的隐患？血的教训，带来哪些警示？

出事前5分钟，两工作人员险被“吞”

记者获得的现场监控视频
显示，事发前荆州市民向柳娟带
着儿子乘自动扶梯上楼，在最上
端，电梯与楼面之间的盖板在向
女士踏上后，忽然出现翻转，向
柳娟被卷入缝隙之中。危急时
刻，她奋力将儿子托举出，孩子
并未受伤。待营救人员赶到现
场，她已无生命体征。

监控显示，此前在７楼扶梯
口处，商场一名工作人员在乘电
梯上楼时已发现问题，而且险些
被“吞”。之后和另一工作人员通
知了商场，并返回电梯出口处守
候，但并未关停电梯。在此过程

中，虽然她们站在7楼，向已经搭
上电梯的向柳娟母子喊话提示
了盖板的问题，但已不能阻止悲
剧的发生。

向柳娟的叔叔柯庆杰认为，
商场发现问题后没有及时关停
电梯；而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
也没有及时按电梯开关，将电梯
停下。“这说明商场里根本没有
应急预案。”

湖北省荆州市安监局局长、
事故调查组组长陈观鑫表示，本
次事故发生在自动扶梯上机房
处。上机房盖板一共由三块组
成，靠近梯级的第一块为前沿

板，后面有两块盖板。发生事故5
分钟前，该商场工作人员发现盖
板有松动翘起现象，但并未采取停
梯检修等应急措施。发生事故时，
当事人踏在已松动翘起的盖板最
末端时盖板发生翻转，导致当事
人坠入上机房驱动站内防护挡
板与梯级回转部分的间隙内。

陈观鑫表示，通过调查分析
初步认定，此次事故属于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初步分析，事故发
生的原因为前沿板与盖板之间
连接松动，导致连接松动的原因
有待进一步从结构、材料和使用
维保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

根据荆州市事故调查组通
报，事故电梯出厂日期为２０１４年
７月１日，并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６日经
湖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检测合格，然而仅在４个多月
后，这部电动扶梯就发生机械伤
害事故，“检验合格”是否准确？
维护保养是否到位？诸多疑点待
解。

记者２７日看到，事故发生后
商场仍正常对外营业，但１至７楼
的自动扶梯均已停止运行，从５
楼扶梯入口往上看，６楼通往７楼
的事故区域已被蓝色卷闸门封
闭，一些身着制服的人员正在检
修电梯。

“这里的电梯好像经常出问
题。”荆州市民贾女士说，她家就

住在商场附近，几乎每周都会带
孩子乘坐电梯上到商场６楼儿童
游乐园玩耍，如今发生“电梯吃
人”事故让她很担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每部电
梯都必须由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机构进行一年一次的安全检验，
只有获得检验合格证才能合规运
行，但特检机构、人员是根据检测
时电梯运行状态做出合格与否的
判断，因此，一次检测合格不代表
未来一年内电梯都能连续安全运
行。“这种严进宽出的发证方式，要
求电梯维保部门后期加强维护保
养工作，一旦保养检查不到位，
没有发现潜在危险，必然导致事
故发生。”这位业内人士说。

事实上，《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明确规定，电梯等为公
众提供服务的特种设备运营使用
单位，应当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
员，并将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
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
电梯应当至少每１５日进行一次清
洁、润滑、调整和检查。

记者注意到，在安良百货多
层自动扶梯出入口，都只临时张
贴了“电梯故障，正在检修”字样
的纸片，并无其他明显的安全注
意事项和警示标志。多名商场内
经营人员也透露，店铺与商场没
有多大关系，营业员上岗并未进
行电梯安全培训教育，也没有看
到过专人在自动扶梯出入口处
看守、管理。

３月“检验合格”，７月发生事故

从生产、质量环节来看，初
步调查显示，湖北这起事故电梯
制造单位为苏州申龙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有业内人士指出，该
公司生产的电梯此前4年曾发生
5次事故。据媒体公开报道，今年
６月湖南长沙“电梯故障女子从
十九楼坠到负一楼”、2011年湖
南浏阳市步行街一超市内4岁男
童被手扶电梯卡住身亡等事件，
事故电梯均是由该公司生产制
造。

记者多次致电苏州申龙电
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显示的号
码，但未有接听。陈观鑫表示，暂
未确认电梯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目前，湖北省质监局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暂停使用该公司制造
的自动扶梯，并督促电梯使用单
位会同制造单位、维保单位进行
一次全面自查。

对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缺
失，有些流于形式。业内人士指
出，现实的情况是相当一部分载

人电梯没有按时更新维保记录。
一些物业单位为节省费用，对电
梯检查的时间相隔很久，甚至出
了问题才请人来检查，逃检、漏
检和滞后年检等现象存在，以致
发生故障。

电梯超期服役等问题也带
来巨大安全隐患。质检总局2014
年曾对部分省份２５２３台使用１５
年以上老旧电梯进行抽查，发现
７％的电梯存在较大隐患。

据新华社

4年5出故障，湖北全省停用“申龙”电梯

记者了解到，针对此次电梯
事故，荆州市政府已成立了由安
监、质监、公安、监察、商务、工会
等单位和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并
邀请了湖北省、荆州市有关专家
参加。

向柳娟亲属表示，在相关情
况全面查清以及责任认定结果
明确之前，暂不考虑协商赔偿等
善后问题。

湖北省荆州市安监局局长、
事故调查组组长陈观鑫说，事故
调查组将按照“四不放过”原则，
即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
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事故
责任人和相关人员没有受到教
育不放过、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未落实不放过的原则，对电梯相
关情况进行分析确认，切实做到
公开公正。 据新华社

亲属：

责任认定明确前

暂不考虑赔偿

无锡一女子被卡电梯身亡

2014年全国共发生４９起电梯事故，
死亡３７人

山
东

共有电梯约16 . 8万台

从事电梯日常维护保养的单位560家

使用电梯单位22479家

今年上半年１１个城市建成95533电梯应急处置

平台，共覆盖了５３万台在用电梯，处置故障

２３０００多起，平均每天解救乘客１２０多人

电梯安全的四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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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统计了近年来自动扶梯伤人的报道50起，其中

事
故
发
生
的
地
点

14起 3起 1起 1起 31起

地铁 车站 天桥 医院 超市

事故原因

事故发生时间集中在7、8两个月份

自动扶梯质量问题导
致事故的10起

婴儿车导致自动扶
梯出现情况或与婴
儿车有关的事故4起

老人不慎摔倒的
情况5起

维修工人不慎被
自动扶梯伤到的
情况1起

儿童独自在自动扶梯
附近玩耍出现事故的
18起

大人在场时儿童
或大人出现事故
的情况8起

重物导致自动扶梯出现
状况造成事故的3起

行李砸下来导致乘客受
伤的事故1起

事发前商场工作人员已发现扶梯盖板异常，而且险些被“吞”。 央视截图

截至2014年全国在
用电梯360万台

３７人中，１８人是电梯作业人员和
管理人员，其余是乘客

2014年1-10月
16市35 . 8%电梯不符合规范

相关新闻

我省及全国电梯使用情况

数据整理：本报记者 朱洪蕾

“吃人”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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