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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润北路 18 层高的江南公寓 9 日出现故障，导致近五十住户只能走步梯上下楼。连日来，本报记者针对当前城区
高楼林立、电梯越来越多的情况，兵分多路进行了调查，发现高层电梯出现故障已不是偶然事件，不光上下楼麻烦，有有
的时候还很危险。

本期调查题目：高楼电梯故障及应对 样本选取：城区部分居民小区及写字楼
调查人员：谢晓丽、刘云菲、张召旭、孟凡萧、张超、任洪忠
调查结论：高层电梯出现故障已不是偶然事件 提交部门：市质监局、市物业办等部门

城区高楼林立电梯越来越多，本报多路记者调查发现———

市民遭遇几多惊险，电梯故障绝非偶然
第二十七期

调查地点：新东方国际
调查记者：谢晓丽
调查情况：12 日 10 时左

右，记者来到位于柳园路与东
昌路交界处的新东方国际，这
里属于高层商住一体楼，层高
为 28 至 29 层。A 座、B 座、C
座里均有两部电梯，记者在电
梯内均看到了乘客须知，上面
写着如遇紧急情况，乘客不可
拍打电梯，以免发生意外，要
按警铃。

在新东方国际办公的王
先生说，这里的电梯经常出毛
病，很多业主都不敢单独乘电
梯。“今年上半年，有一次电梯
坏了，正在运行的电梯突然降
了十几层。”王先生说，虽然他
没在电梯里，但听说此事后仍
心有余悸。

调查地点：天恒御景花园
调查记者：谢晓丽
调查情况：天恒御景花园

上半年刚交房，已有不少居民
入住。这个小区分 A 区和 B
区，A 区共 6 座楼，其中两座
楼为 11 层的小高层，B 区的
6 座楼全部为 1 1 层的小高
层，这些小高层每单元均配备
了一部电梯。

记者随机走访了几个单
元内的电梯，发现大多数电梯
内均贴有电梯维护保养单位
安全服务承诺书。还留有电梯
安全承诺服务卡，卡上标注着
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负责
人、维护保养责任人，并留下
了维保值守电话和应急呼叫
电话。

A 区的一位业主说，他
们刚搬进小区没多久，还没遇
到过电梯出现故障的情况。他
建议，电梯保养单位一定要做
好养护工作，让业主放心使
用。

调查地点：亚大水木清华
调查记者：谢晓丽
调查情况：亚大水木清华

小区共有 5 座 14 至 18 层的
高楼，每单元内均配有电梯。
记者随机走访了几部电梯，发
现电梯内都贴有“电梯维修保
养单位 24 小时服务承诺书”，
承诺电梯维保值守电话 24 小
时畅通，有专人接听并及时处

理有关情况，保证在电梯发生
事故或困人等故障时，在 30
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置 (市区
内)。并注明了电话和电梯的
维修保养单位、维修保养期
限。并注上了聊城质监局的
12365 监督投诉电话。

调查地点：翠园小区
调查记者：刘云菲
调查情况：翠园小区前排

是一座 16 层高的居民楼，这
座高楼又被称为温泉嘉苑，其
余部分均为低层住宅区。门卫
介绍说，整个小区只有温泉嘉
苑的高层住宅有电梯，电梯出
现故障的情况时有发生。一般
情况下，电梯出现故障都是由
居民反映到门卫，门卫再联系
物业维修。

居民李女士说，电梯经常
是坏了修、修了再坏。“对于电
梯经常出现故障，并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应对措施，我们也很
担心。”住在五楼的谭女士说，
电梯经常停在 3 楼不动，上不
去、下不来，有时今天修了明
天都可能坏。

调查地点：水木清华小区
调查记者：张超
调查情况：位于聊大西门

附近的水木清华小区，是由 5
栋高层组成的居民小区，每栋
高层安装 3 到 4 部直梯，据住
户反映，小区电梯故障偶有发
生，物业方的应急保障还算到
位。

前一段时间，曾发生一起
遇突然停电，电梯困住学生的
事件，由于电梯内没有信号，
物业也没有发现。幸亏被困学
生的母亲下楼时听到呼救声，
才联系物业将人救了出来。

小区门卫处工作人员介
绍，当电梯遇到突发情况时，
出事楼层会在门岗处有所显
示，随后物业方会马上联系维
修单位，一般 5 分钟内即可赶
到小区处理电梯紧急情况。

调查地点：孟达德馨园
调查记者：张超
调查情况：孟达德馨园是

由两栋高层组成的居民小区，
由 7 部电梯供所有住户使用，
据住户反映，小区内电梯很少
发生故障，偶尔有电梯停电或

运行不流畅的情况，物业会及
时处理，以保证居民的正常出
行。

记者在小区物业办了解
到，尽管小区入住率不高，但
物业方安排有专门的电梯维
修工全天候值班，据物业办丁
先生介绍，电梯维修工早 7 点
半至晚 6 点上班，随时应对电
梯突发的故障。

调查地点：湖景公寓
调查记者：张超
调查情况：位于聊堂路与

昌润路西南角的湖景公寓，是
一栋商住两用的 18 层高楼，
三层以上为居民住宅，共有
112 户。

“前两年经常出毛病。”据
住户刘大爷介绍，前两年电梯
经常出现问题，按钮失灵，停
电是常有的事儿，有时没办法
只能从十几楼步行下来。

记者从物业办了解到，由
于前两年住户装修较为集中，
装修材料过重、漏水等问题会
导致电梯故障，主要是按钮失
灵、电梯断电等。后期物业加
强了对电梯的应急反应，每月
两次例行检修电梯，24 小时
值班，保证应急电话全天候有
人接听。目前，电梯出现故障
的情况已大为减少。

调查地点：现代大厦 C

座
调查记者：张超
调查情况：现代大厦由 3

栋高层组成，其中 C 座位于
东昌路与卫育路西南角，是一
座商用写字楼，全楼共有 9 家
单位办公，共设有两部电梯。

“困住十几个人，1 1 0 、
119 都来了。”据物管办盛先
生介绍，今年 6 月份电梯行至
8 楼时突然停电，当时电梯内
有十几个人，情况比较紧急，
物业便拨打了报警电话和火
警电话，消防部门带着发电设
备赶到时，电梯突然供电正常
运转。

据盛先生介绍，写字楼内
电梯故障时有发生，但都是些
小问题，诸如显示灯不亮，电
梯门开关不便等问题，物业办
也着重加强了这方面的反应，
建立了比较有效的应急机制，

>>记者现场调查 >>市民遇险经历

调查市民：郭女士
调查记者：张召旭
调查情况：位于兴华

路上的北顺新城小区是个
独栋高层住宅，2011 年刚
交房时，电梯用的是临时
电，电梯经常停电。

“记得有一次我和搬
家公司的人往楼上搬东
西，电梯上行时突然停了，
接着就感觉快速下滑，大
约有三四秒钟才停住。”小
区业主郭女士说，她赶紧
按电梯所有按钮，没有一
个亮。“当时电梯里一共有
3 个人，都吓坏了。”郭女
士打算打电话求救，可手
机没信号，后来赶紧按电
梯求救按钮。几分钟后，听
说外面有人正修，最后电
梯停在了-1 层。电梯正常
运行后，郭女士继续往楼
上运家具，没想到电梯上

行过程中又停了。“情况和
第一次停差不多。”

调查市民：刘先生
调查记者：张召旭
调查情况：位于新纺

街的水务家园小区由一栋
商业楼和一栋高层住宅组
成，小区也曾出现过因为
停电困住业主的情况。“在
我印象里是快春节的时
候，小区突然停电，当时正
好有业主在使用电梯，结
果被困在电梯里了。”小区
业主刘先生说，当时电梯
里还有几位业主，停电后
电梯内漆黑一片，大家急
忙用手机照明、求救。20
多分钟后，物业公司想办
法弄开了电梯门，才把受
困的业主救出来。“电梯如
果出现溜车情况，那是会
要人命的。”刘先生说，住
高层最怕的就是电梯突然

出现故障。
调查市民：邹女士
调查记者：刘云菲
调查情况：邹女士家

住在 11 楼，前不久遭遇了
一次电梯故障，当时被困
在电梯里有几分钟时间。

邹女士说，这几分钟
时间非常难熬，现在想起
来还有后怕。“当时我乘电
梯回家，电梯里还有两三
个人，大家都不认识，快到
五楼时电梯突然停了，把
大家都吓坏了，我身边的
一个小姑娘吓得一直哭。
一位男子打了求救电话，
过了一会儿才有人来修。”

邹女士说，有了这次
经历，她每次乘坐电梯都
很害怕，就怕困在里面出
不来，但还不得不用电
梯，不然上下楼实在不方
便。“应该好好检查检查
这些电梯，以免发生意
外。”

调查市民：胡先生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城区月亮
湾小区居民胡先生曾被
困在电梯里半个多小时。

“那天 12 点多，我坐电梯
下楼准备去吃饭，在电梯
下行 12 层时，开始震动，
到 11 层停了下来。”胡先
生说，按钮怎么摁电梯门
都不开，报警器也不响，
物业电话也一直无人接
听。他紧忙拨打了 110 、
119 电话报警，并立即通
知了家人。“在里边很焦
虑，就怕电梯从 11 层掉
下去。”胡先生说，后来听
到消防人员在用工具撬
电梯门，他才安下心来。

胡先生说，质监局工
作人员后来调查后说电
梯是合格的，电梯停止运
行是因为 9 楼有装修人
员扒电梯门，电梯的防御
系统自动停止运行。

调查市民：岳先生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东昌路国

际商务港一部电梯曾在

运行中从 12 楼突然滑落
至 6 楼，幸好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那天下午 6 点左
右，商务港南边的电梯出
了故障。电梯在 12 楼时
突然断电，然后突降至 6
楼。”乘坐电梯的岳先生
说，电梯在下降的过程
中，里面一片漆黑，听到
两次咔嚓声。降到 6 楼后
电梯门打开，电梯底部比
地面低大约 5 厘米。

“这个电梯之前在 6
楼是不停的，不知怎么会
停下。电梯出故障有点害
怕了，一直到现在乘坐电
梯还很犯怵。”岳先生说，
那里的电梯经常出故障，
真 应 该 好 好 检 修 检 修
了。”

岳先生说，当时物业
工作人员说是，由于天气
太热，通风不好，电瓶器
过热，致使电梯出现故障。
后来维修人员对电梯进行
了维修，未发现其他异常。

>>技术人员支招 电梯坠滑时要迅速按亮每层按键
一家电梯公司维保

部工作人员介绍说，电
梯在运行中如果突然停
电，会直接抱闸，从停
电 到 抱 闸 有 一 个 缓 冲
期，这期间即使电梯下
滑 也 只 会 下 滑 六 七 厘
米。电梯在运行中停电
突然停运，轿厢里的人

会产生下滑错觉。按照
相关规定，电梯电源应
是独立的，而且得有双
路电源，当一路电源停
电，另一路电源会在 1

秒钟左右接管电梯控制
权，将电梯运行至平层
位置并打开。

遇到被困电梯的情

况 后 ， 市 民 一 定 要 冷
静，被困人员可以按动
紧急呼叫按键，或者拨
打轿厢内张贴的报警电
话，也可以拨打 1 1 0 报
警，但千万不能强行推
开电梯门或通过天窗爬
上轿厢顶端，以防意外
事故发生。

该工作人员表示，
电梯如果出现坠滑，要迅
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按
亮，当备用电源启用时，
电梯可以马上停止下坠。
此外，整个背部跟头部紧
贴电梯内墙，呈一条直
线，运用电梯墙壁作为脊
椎的防护。膝盖呈弯曲

姿势，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韧带是人体最富含
弹性的组织，可借用膝
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
此外还要把脚踝提起，就
是踮脚。电梯中人少的
话，最好把两臂展开握住
扶手或贴电梯壁。

本报记者 张召旭月亮湾小区居民胡先生说，就是小区这部电梯困了他半个小时。本报记者 任洪忠 摄

干警公寓 2 单元电梯顶部六盏灯只有两盏亮，还有两盏缺失。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现代大厦内贴着缴电梯年检费用的通知。
本报记者 张超 摄

工行香江光彩大市场融资结算对接
9 月 13 日下午，在东

昌宾馆，中国工商银行聊
城分行振兴路支行和香江
光彩大市场举办融资结算
对接会。数十家香江商户
代表了解工行的个人经营
贷款、个人助业贷款、个人
家居消费贷款、存贷通等
金融产品。

工行聊城分行一直积
极 支 持 地 方 经 济 建 设 ，
2012 年 8 月末，贷款余额
287 . 98 亿元。同时，工行
聊城分行积极提升金融服
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积极
创新业务产品，实现银行
与客户共同发展。

香江管委会负责人
说，无论是放款速度、手续
简易程度，还是较低的贷
款利率，工行都达到聊城
银行之最，为了帮助香江
商户更好地发展，帮助商
户解决资金难题，香江管
委会为工商银行提供办公
场所，同时，这位负责人
说，商户也要讲信用，为工
行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工行聊城分行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几乎聊城所
有的大中型项目都有工行
注入的资金，工行还为十
几万户小微企业、数十万
名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截
至今年 6 月底，工行发放

贷款 290 多亿元，而存款
额不到 210 亿元，其中的
差额则是聊城工行通过努
力，积极向上级行借来的
资金，为聊城企业及个人
服务。在这 290 多亿元的
贷款中，大中企业贷款额
150 多亿元，小微企业贷款
60 多亿元，个人贷款近 80
亿元。

在对接会上，工行聊
城分行振兴路支行负责人
向香江商户代表承诺，今
后将及时宣传工行的贷款
政策及产品；提高服务质
量和效率，为贷款额度超
过 50 万元的客户开辟绿
色通道，列为贵宾客户，只

要贷款手续齐全，一星期
内贷款即可办理完毕；继
续执行不超过 6 厘的低利
率；同时，欢迎香江商户多
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
工行提供创新服务。

在融资结算对接会
上，工行工作人员还为到
场人员介绍了工行的融资
类、结算类以及银行卡类
金融产品。不少客户表示，
以前资金困难，总觉的银
行门槛很高，现在了解到
工行为他们这些商户准备
了这么多金融产品，方便
他们筹措资金，以后更有
底气扩大经营规模了。

(杨淑君 张子越)
9 月 13 日下午，在东昌宾馆，中国工商银行聊城分行振兴路支行和

香江光彩大市场举办融资结算对接会。 （杨淑君 摄）

现在不管大小问题，电梯故障
均可在 10 分钟内解决，保证
办公人员出行畅通。

调查地点：阳光 e 时代小
区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阳光 e 时代小

区的小高层 10 层高，每个单
元都设有电梯，电梯内还贴有
使用安全须知。物业杜姓负责
人介绍，小区电梯也出现过故
障，但维修人员能迅速赶到进
行抢修，没有大毛病，有时电
梯灯不亮，有时电梯监控不管
用，有时电梯不运行。“电梯里
有蓄电池，在电梯困人的情况
下，可以应急启动把人送到最
近的楼层，然后打开门将人放
出。”

据介绍，电梯出现问题会
启动应急预案，物业在和电梯
维保公司的合同上规定了抢
修的具体事项，什么情况下、
多少时间赶到都有明确规定。

调查地点：御润财富城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御润财富城 B

区有两栋小高层，均是 11 层；
A 区的 4 栋楼，两栋高 17 层，
两栋高 11 层。

小区居民刚搬进来，电梯
也刚启用，正在调试阶段。”负
责 A 座的物业吴姓工作人员
说，现在电梯是由电梯公司包
修，有专业的电梯维修师傅，
一年后会继续和电梯公司续
合同，让厂家进行保养。

记者在电梯内看到，还没
有装饰完好，显得比较破旧。
电梯内尚未贴有质监局检测
的报告和具体和电梯安全使
用须知和警告，只是在电梯门
口贴有正在调试阶段的提示
通知。小区居民表示，电梯偶
尔会失灵，希望能尽快调整
好。

调查地点：东苑小区
调查记者：任洪忠
调查情况：东苑小区只有

一座小高层使用电梯，共 11
层高。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
绍，电梯有专业的维护保养人
员，打电话便能及时赶到维
修，还会定期进行检查，不能
使用时可以及时将电梯锁上，
防止出现安全问题。

“我们不允许将电动车放
在电梯里上楼，不允许超载乘
坐，但还是有居民不听。”该物

业人员说，电梯出问题也有居
民不注意使用的原因，有时还
会有小孩在电梯里乱蹦乱跳，
正是有些人不在意，才导致电
梯出问题。

调查地点：宝徕花园小区
调查记者：孟凡萧
调查情况：宝徕花园是个

新建的居民小区，一共有 10
栋楼，其中 8 栋是小高层。记
者走访发现，每栋楼都安装了
电梯。由于是新建小区，很多
住户还在装修，电梯里都安装
了保护用的木板。小区物业在
每部电梯旁张贴了《小区装修
期间规范使用电梯的通知》，
写了一些使用电梯运送装修
材料需要注意的事项，并规定
每天上午 8 点半到 12 点、下
午 2 点到 6 点为装修时间。

记者在小区内随即采访
了几位业主，他们均称目前还
未发现电梯出现故障。

调查地点：馨苑小区
调查记者：孟凡萧
调查情况：馨苑小区只有

刚建的两栋临街楼有电梯，随
机采访几位业主，他们表示还
未遇到电梯出现故障的情况。

小区物业一工作人员称，
物业维修不了电梯，只能找相
关维修单位，所以并未制定什
么应急机制。“电梯出现故障，
我们会给相关单位打电话要
求他们前来维修，现在电梯还
处于调试期，调试人员有时一
周会来两三次。”小区物业一
工作人员说。

调查地点：阿尔卡迪亚小
区

调查记者：孟凡萧
调查情况：阿尔卡迪亚小

区绝大多数都是小高层，并安
装了电梯，只有东侧几栋楼是
多层建筑。

由于小区有些业主没有
储藏室，为防止车子被盗，他
们经常用电梯将电动车带上
楼，致使有时许多业主不能乘
坐电梯。

调查地点：山水文园小区
调查记者：孟凡萧
调查情况：山水文园小区

四周是些小别墅，中间是小高
层和多层建筑，除别墅外，其
余大都装了电梯。

随机采访一些居民，他们
均表示，还没遇到过小区电梯
出现故障。

临清市地税局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倾力
排查安全隐患，全面落实安全维稳
责任，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奠
定基础。一是高度重视，强化领导。
组织单位负责人召开专门会议，要
求各单位树立“安全重于泰山、稳定
压倒一切”的思想；成立安全维稳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安排和督导
安全维稳具体工作事项。二是明确
重点，落实责任。制定重大安全工作
预案和维稳工作应急预案，完善责
任制度和督导机制，在涉密工作、安
全防范、值班考勤、车辆管理等方面
加强制度约束，层层落实工作责任，
确保责任落实到人。三是加强防范，
突出实效。定期组织检查，督导安全
维稳工作落实情况，及时发现和排
查隐患，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和突发
事件的发生；同时进一步规范执法，
减少信访和上访案件，营造良好环
境。 (程伟 赵伟)

临清市地税局强化安全

维稳及信访保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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