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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24 日热线消息(记

者 赵松刚)21 日，家住高新区

北海花园的楚志明打电话反映，

因为电梯故障，他早上上班时被

困在了电梯内，但由于手机没有

信号，紧急按钮也已失灵，直到

2 个多小时后，他才被救出来。

21 日上午 7 点 20 分，家住

高新区北海花园 B 区 5 层的楚
志明乘坐电梯下楼上班。可是，

电梯刚刚下降不到 3 秒钟就突然

停止了。从电梯内的楼层显示

上，楚志明判断出，电梯停在了

4 楼和 5 楼之间，肯定是电梯卡

住了。楚志明介绍，发现电梯出
现故障后，他按下电梯内的紧急

按钮，“电梯里有很大的声音，但

按下去就陷在了下面，不能再按

第二次了。”楚志明说，按钮响了

一声后，外面并没有人回应。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电梯

内，手机也没有了信号，“按钮

不能用，我就想打电话求助，但

是一个信号也没有，根本打不出
去。”楚志明说，没有办法，他

只能大声地呼喊，“外面有人

吗？电梯坏了，里面有人困住

了！”楚志明喊了 2 个小时，但

因为他所住的楼是刚交房不久的

新楼盘，大部分房子都在装修

中，住的人很少，直到 9 点也没

有人听到楚志明的求救。他也开

始又累又饿，“这么长时间还没

人，我也害怕了。”

9 点多，楚志明听到 5 楼好

像有脚步声，他随即又大喊，

“好像听到外面的人回应了。”

大约过了 20 分钟后，物业上有

人过来，告诉他维修人员马上就

会赶到。 9 点 40 分左右，在电

梯内困了 2 个小时 20 分钟的楚

志明才被救了上来。

可是，楚志明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新楼里电梯按钮却是坏

的，手机信号也没有。现场物业
工作人员解释，按钮是被装修人

员弄坏的。而手机无法使用，则

是因为新楼电梯内还未覆盖信
号，物业也一直在与通信公司联

系，尽快在电梯内覆盖信号。

按钮失灵 手机无信号

一男子被困电梯 2 个多小时

本报 10 月 24 日热线消息(记者 宋
昊阳 赵磊) 23 日中午 11 点 26 分，一
名 50 岁左右的男子，在亚星桥上驻足

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纵身跳入河中。

一小时后，潜水打捞公司赶到，终于在
15 点 10 分，将男子尸体打捞上岸。

11 点 40 分左右，市民王先生向本

报记者打来电话，称他在路过亚星桥

时，发现有人跳河。 11 点 57 分，记者
赶到亚星桥处看到，桥上和河边已经聚

集了不少群众，而在河面上，只漂浮着

一个黑色物体，据目击者分析，可能是

落水者的衣服，当时已顺着河流漂浮到

了离桥底较远的位置。

当时，油漆工侯师傅正在亚星桥上

施工，给栏杆喷漆，他也目睹了老汉投

河的经过。“那人是个男的，大概有 50

岁，上身穿了蓝色外套，身上衣服有些
破，并不像乞丐。他在桥上站了一个多

小时，不说话也不动，很奇怪。”侯师

傅说，老汉曾数次探头往河中张望，然

后一头就扎下去了。

另一位目击者陈先生说，“大约 11

点半的时候，我正在白浪河边附近走

着，突然听到扑通一声，看到有个男的

掉下河去了。”陈先生说，当时他以为

是那个人在游泳，后来看到该男子手脚

并没有动，只有头部露出水面，动作不

像是游泳，因此一下子意识到情况紧

急，就拨打了 110 报警。“那个人掉下

去时没有喊救命，也没有挣扎，有可能

是自己跳下去的。”陈先生说。

在该男子落水后不久，公安部门和

消防部门都赶到了现场，约 12 点半左

右，市区一家潜水打捞公司的负责人肖

先生也随后赶到。在联系目击者，确认

落水地点后，潜水打捞队员孙斌约 15

点 10 分左右，在桥底中间的水下发现

了该男子的尸体。该男子约有 50 岁左

右，身穿蓝色上衣和黑色休闲裤。

记者了解到，截止到打捞起死者

时，警方尚未与该男子的家属取得联

系，至于死者的落水原因和具体身份，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五旬男子亚星桥上投河自尽
有人发现其曾驻足桥头一个多小时

追踪报道

“失踪”开发商已现身

并承诺对延期交房作出赔偿

本报 10 月 24 日热

线消息(记者 赵松刚

通讯员 呼忠利)刚买

的太阳能热水器“漏

水”，几次维修都没有

效果，要求退货却遭拒

绝。 18 日，在奎文消

协的调解下，潍城区的

赵先生总算拿回了全额

退款 4700 元。

今年 8 月份，赵先

生看到一条太阳能广

告，广告称该品牌的太

阳能安装方式“独一无

二”，“只需在装修过

程中预先设计水路至阳

台，就可以让太阳能热

水 器 在 阳 台 ‘ 安

家’”。赵先生觉得挺

不错的，便到鸢飞路的

这家电器公司，以 4700

元购买了一台，并安装

在了自家阳台。

可是，太阳能安装

完成后，赵先生上班回

家却发现整个阳台积满

了水，放在阳台的洗衣
机也浸在水里。原来，

水是从新安装的太阳能

热水器里漏出来的。赵
先生赶紧打电话给商家

询问，商家派来维修人

员进行维修。可是，刚

修好的太阳能热水器没

过几天又漏了。新买的

热水器还没怎么用，却

老是漏水，于是，赵先

生提出退货退款要求，

却遭商家拒绝。赵先生

随后把此事反映到奎文

消协，寻求帮助。

奎文消协工作人员

介绍，不少消费者所购

商品质量出现问题后，

很多商家只管修就是不

肯退换，可是却总也修
不好，影响到正常使
用。“多次维修不好，

消费者有权提出更换或

退款要求。”

太阳能反复漏水淹阳台

消协出面，商家退了全款

24 日，在潍坊市玄武街上，一处公交站台的玻璃被人砸坏。据了解，这个公交站台刚投入使用不长时间，另

据附近市民反映，该路段市区公交站台被砸的现象已经出现过多次。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为什么

受伤的总是我 本报 10 月 24 日热

线消息(记者 赵松刚)

本报发表《开发商延期

交房还玩失踪》后， 22

日潍坊联运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打电话告诉记

者，他们已经联系到业
主并对此做了解释，

“最晚 1 1 月下旬交

房。因为延期交房造成
的损失，我们会根据合

同对业主进行补偿。”

潍坊联运客运总站

主楼工程负责人鄢天斌

告诉记者，联运首座内

的所有商品房目前已经

装修完毕，正在验收的

过程中，“ 25 日潍坊
市消防支队将进行最后

一次验收，但验收报告

出 来 还 需 要 一 段 时
间。”鄢天斌说，一旦

可以交房，他们将向业
主发送信函通知。

对因为延期造成的

损失，鄢天斌介绍，他

们将会根据合同对业主

作出赔偿。“销售处的

2 部座机目前已经恢复

使用，业主还有什么疑

问，可以打电话进行咨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