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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
救援
26日上午10点，淄博职业

学院北校区主楼南侧电梯内，几
名“乘客”通过电梯对讲系统紧张
地向外界求救，一场由周村质监
分局组织开展的电梯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正式展开。10点12分，经
过救援人员的努力，电梯门终于
打开了。电梯内所有“乘客”被安
全救出。

本报记者 张汝树 通讯
员 张欣 摄影报道

老旧电梯将有强制召回报废制度，开发商、业主、物业意见却不一

报废电梯谁出钱更换成焦点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张汝

树 见习记者 唐宁) 26日，提
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进行三审的特种设备安全法
草案中规定，“特种设备存在严重
事故隐患 ,无改造、修理价值 ,或者
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
废条件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
依法履行报废义务”。记者随即调
查发现，电梯作为特种设备，报废
后谁来更换新电梯的问题成了各
方争论的焦点。

开发商交房后，如果在保修
期，电梯理应该开发商找销售商
维修。但过了保修期，电梯就应该

由物业进行小维修，如果是大修，
可动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不够
业主再凑钱。采访中，多数开发商
表示了这样的想法。

但不少业主的想法有所不
同。“我们买了房子，按理说就应
该使用配套的电梯，电梯坏了可
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但让
我们再出钱，我觉得不合理。”华
光路上一小区居民说。

采访中，业主们普遍认为，即
使是业主出钱更换电梯，但楼层
不同，交费标准也应该有所不同。
家住世纪花园 2楼的陈先生称，

“我家在2楼，基本都是走楼梯。如

果我们楼道的电梯要更换，我觉
得我没有交钱的义务。”

而家住银领国际14楼的郑女
士则认为更换电梯的费用应当由
开发商承担。“我们从开发商手中
买了房子，电梯属于房子的一部
分，开发商应该承担更换老旧电
梯的费用。”

老旧电梯淘汰，购买新电梯
谁来买单？物业公司普遍认为，
让业主集资买单太难。华光路上
的一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在这里的住户基本都是
租房的，有事要通知时都找不到
业主。“我们修电梯的费用从没

向业主收过，每次花费几千元钱
的维修费都由我们物业承担。按
理说应该动用业主的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但是找不到业主，修
电梯又是个急事，耗不了那么多
时间。”

新村西路上一座大厦的临时
业主委员会负责人高先生说，他
所在的大厦年代久远，电梯到了
年限该更换，但是召开业主委员
会后只有20多户业主交费，总花
费5万多元，业主们交了不到1万。

“电梯不换不行，老旧电梯有安全
隐患，但是业主们不交费，我只能
垫上。”高先生无奈地说。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张汝
树 见习记者 唐宁) 27日，市
民李先生向本报反映张店美旗国
际公寓的一部电梯已停用七八个
月了，一直无人修理，给住户的生
活造成了不便。

李先生称，他所居住的美旗
国际公寓共有两部电梯，西侧的
一部电梯从去年就停用了，至今
已有七八个月，这给他的生活造
成了不便。“也没见到有人来修
理，电梯门口摆满了杂物，大厦这

么多层，就靠一部电梯，很不方
便。”据了解，美旗国际公寓共有
17层，其中5—16层是公寓，共有
180户业主。

“刚开始说这是部老电梯，维
修所需要的零件不好找，所以就
一直拖了下来。”该公寓的另外一
位业主说。记者在现场看到，已经
停用的电梯旁堆满了杂物，的确
已经无法使用，而另外一部电梯
上面标明只能乘坐10人。

记者就此采访了美旗国际公

寓的临时业主委员会负责人高先
生。高先生称，电梯停用的原因是
电梯运行年限已久，再运行有安
全隐患，所以及时报停了。至于为
什么拖了七八个月还没有解决电
梯问题，高先生无奈地说是资金
不到位。

据了解，美旗国际公寓的建
设年代久远，两部电梯使用时间
长久，东侧电梯2012年7月份全部
更换了控制系统，共花费5万多元
钱。“业主们没有向房管局交过物

业公共维修资金，修电梯的钱就
得业主们共同集资，可是谈何容
易，东侧电梯花费的5万元钱业主
们共交了不到1万元钱，其他的钱
全是我们垫付的。”高先生说。

据高先生介绍，现在西侧电
梯如果要全面维修，至少需要14

万元钱。这14万元钱让业主集体
买单，困难非常大。“不过我们也
已经联系了厂家，他们正在报价，
我们只能换一个国产的、便宜点
的电梯，这也是无奈之举。”

美旗国际公寓电梯罢工半年多
业委会：电梯运行年限已久，有安全隐患所以报停了

电梯带病运行

可拨本报热线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唐

宁 ) 当今社会，电梯广泛
地服务于写字间、公寓、商
场等各种场所，快速和节能
成为了人们选择电梯的重
点，但是售后维保却并未受
到足够的重视，而因此所带
来的电梯安全隐患也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电梯的运行，关乎着每
一位乘坐电梯人的生命安
全，您的身边是否有故障电
梯？您是否曾亲身经历过电
梯故障的发生？您是否因为
故障电梯天天提心吊胆？您
是否在电梯维修过程中遭
遇各种困难？如果有，请致
电 本 报 电 梯 安 全 热 线
0 5 3 3 — 2 2 7 2 1 6 8 或 拨 打
15006530515、18353354119，向
我们反映您所遭遇的问题。

银座家居内购总动员饕餮开宴
——— 银座17年，家居品质10年，我们在一起

本报讯 笔者2 7日从淄博
银座家居了解到，值银座 1 7周
年、银座家居十周年双庆之际，
为感谢集团各位员工对银座家
居淄博店的支持，6月29日，银座
家居淄博店携手集团各产业开
展“银座内购总动员”- - -暨第
一届经销商、员工及亲朋家居内
购会。活动当天，我们倾力为消
费者打造一场超值感恩盛宴，诚

邀您品鉴，届时银座家居所售的
建材家具商品将以员工内部价
格销售，众多明星家居品牌价格
集体跳水，1 2小时半价惠民！托
朋友！找关系！也拿不到的极限
价格！不计得失只为让利！持邀
请函的顾客活动期间还可尊享
好礼及现金让利，更有多项特权
等您来拿。6月29日，我们等您回
家，与您相约银座家居！

银座家居十年的坚守和陪
伴，银座的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
已然成为了一种标记。回望我们
十年发展的足迹，不仅见证了中
国家居行业的高速发展，同时也
引领着消费市场的不断变化。银
座家居秉承着“缔造品质生活，
引领城市风尚”的理念，旨在为
消费者打造一个安全健康、个性
时尚、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空间。

回顾银座家居十年发展的过程
中，我们看到的是企业不断创新
发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升
售后服务，热心公益事业，用心
融入每一件产品，用爱去感染消
费者。这也是银座家居一贯的主
张，把无限挚爱化有形作为企业
的经营理念，始终把消费者的需
要放在了第一位。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百年事业，岂争朝夕。

银座家居和过去的辉煌一
样，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乃至
百年，银座家居将秉承对社会
各界的无限感激，开拓创新，不
断进取，以更多的努力与热情
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更值得
信赖的产品及服务，向社会提
供银座的企业价值，绽放精彩
的家居生活。

(寇群)

问题电梯未修好

又有电梯耍脾气

本报6月27日讯 (见习
记者 唐宁 记者 张汝
树 ) 25日，本报报道了张
店玉龙大厦一电梯从11楼
突然坠落到8楼的事情，随
后电梯维保公司淄博勇强
电梯设备有限公司派人前
去维修。然而两天过去，问
题电梯仍未正常运营，而且
大厦内别的电梯又出现了
新问题。

李女士25日早上乘坐
电梯从玉龙大厦1 1楼到9

楼，没想到轿厢突然向下坠
落，到8楼才停下。而且，此
类情况已经发生不止一
次。事后，维保人员赶到
检测称是接触器接触不良
导致，会立刻更换。

然而两天过去，问题电
梯还未修好。维保人员称电
梯的构造很精密，所以工作
进行得比较慢。

问题电梯还在检修，其
他电梯又出了新问题。2 7

日，张先生同其他乘客一起
乘坐电梯，在按下楼层键
后，亮起的红色按键全部熄
灭，电梯向下运行。张先生
连忙再按楼层键，电梯才停
住。对此，维保人员称这是
电梯的保护程序，但也不排
除电梯按键板太过灵敏的
可能。

电梯常见的
问题和原因

◎电梯困人
电梯困人，其实是出故障后

对居民的一种保护。电梯停电或
出现故障时，就会自动设置为保
护状态，停止进出和运行，以免对
居民人身造成伤害。

◎电梯滑梯

电梯遭遇滑梯，往往因为内
部程序出现暂时失忆、信号一定
程度失灵、门刀碰到门锁等。

◎停梯不平层
电梯的平层感应器损坏，或

者没有调好，容易出现停梯不平
层(停梯位置高于或低于地平线)

的现象。
◎电梯不关门
主要是因为主板故障、电机温

度保护动作、超载开关动作等。
◎电梯启动后有顿感
低速PI调解（比例积分调节）

不当，电梯倒溜，引起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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