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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4月份至今，交付近7年
的鄞州区上上城小区掀起了一场不
小的电梯风波。两个月来，该小区共
有23部电梯出现故障。

电梯使用没几年就出现这么多
故障，以后怎么办？如何保障电梯运
行安全？有关部门是否有办法或正
在想办法？上上城业主们的遭遇，再
次将有关“电梯安全”的话题推到了
风口浪尖。

网友围观并呼吁：作为每天必
须乘坐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电梯
的安全运行，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为此，建立并健全住宅电梯的各种
管理制度已成为迫切之需。

更有网友建议，我市能否专门
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强化这一特
种设备的安全监管力度，有效保障
公众安全。

低龄电梯成为故障高发区
困人事件逐年增加

上上城小区电梯故障并非个例，
近两年，网民报料的宁波住宅区各种
电梯故障经常见诸媒体。

2015年10月21日，江北区汇嘉
新园北区 13幢电梯发生安全事故，
一名业主的电瓶车被电梯门夹住，拖
行到两层之间，场面十分恐怖。

2015年9月14日，慈溪观海卫嘉
润国际小区一部电梯在一楼半空中
骤停，一对夫妻被关在里面。据被关
的网友介绍，电梯关门后，突然急速
下降，并伴有剧烈震动。等到了一楼
的时候，电梯又突然停下了，电梯的
屏幕也变成黑屏。从事故发生到被救
出来，夫妻俩被关了半个小时。

2015 年 4 月 13 日下午 4 点多，
江东华侨城明珠阁23楼一部电梯突
然发生故障，9名人员被困在电梯内
近30分钟，其中有一名老人，一名孕
妇，还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

……
记者从市有关部门了解到，截

至目前，宁波住宅电梯的拥有量已
有 3 万余台，其增幅每年已达 15%，
与此同时，电梯困人事件与被困人
数也逐年上升。

2014 年，我市共接到 570 起电
梯困人的报警，涉及被困人员 1119
名；2015年，共接到 823起电梯困人
的报警，涉及被困人员1645名；2016
年，电梯困人报警数上升到了 1185
起，涉及的被困人员也高达2321名。
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1月到
4月，宁波共发生332起电梯困人事
件，同比2016年又增加了28起。

在我们的印象中，电梯的故障
应该集中在高龄电梯中。但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根据电梯故障报警数
据统计，在我市，使用期在 5年以内
的电梯故障率反而是最高的，占了
故障报警总数的40%左右。

电梯故障目前主要集中在两类。
一是电梯门的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比
方说出现门关不上、打不开或者是夹
人的情况。二是电梯位置信号的丢失，
导致大家常说的电梯“掉楼”现象。

电梯故障缘何频频上演
人为原因是关键

有关部门对历年来的电梯故障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因安全投入不足、维保不到
位、元器件失效等导致的机械或电
气故障占 56.2%；因不文明乘梯导
致的故障占 28.6%；因机房管理不
当、底坑进水、三方通话失效等使用
管理不当导致的故障占 8.4%；因停
电、电压不稳等外部因素导致的故
障占6.8%。

一言概之，四大故障原因皆与
“人为”有关：

1、使用单位主体责任意识缺
乏。

保障电梯运行安全，电梯的使
用单位是第一责任人。在住宅小区
中，使用单位就是业主聘请的物业
公司。电梯保养单位要对电梯的安
全性负责，而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则
应对维保单位进行监督。

根据《宁波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的规定，每个物业管理区域（每个小
区）都必须配备一名电梯安全管理
员。这名电梯安全管理员应每天对
小区的电梯运行状况进行巡查，并
且对维保情况进行监督，对维保记

录签字确认。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很
多使用管理单位过度依赖维保单
位，认为付钱请了维保公司，就把电
梯安全全部交给维保公司了。

2、业主违规使用，电梯很受伤。
质监部门的工作人员说，电梯故

障频发，有很多是因为违规使用电梯
所致。其中突出表现在新房装修期。

不少物业工作人员称，装修工
经常会把水泥、木头、小石子、水等
掉到电梯或电梯井中，并使用电梯
运送超重超大的家具、装修材料，而
这些行为都会影响电梯感应，造成
电梯磨损；尤其是当液体流入电梯
时，容易导致电路短路，造成控制系
统发生故障；此外，熊孩子们在电梯
里乱蹦乱跳、嬉戏打闹，也会让电梯
零部件受到严重损伤。

3、电梯低价维保，存在安全风
险。

随着宁波电梯保有率的不断上
升，维保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部分
维保公司的“低价竞争”，使不少电

梯的日常保养成了摆设。
据了解，目前，电梯维保主要有

两种形式，一是由原厂授权或委托
专业公司进行；二是由电梯使用单
位雇用第三方服务公司进行。原厂
的服务一般较好，但价格较高，为
此，有些小区为节约资金就选择了
第三方公司进行电梯维保。

“根据《宁波市电梯维护保养收
费指导价格》，普通乘客和载货电
梯，按照 10 层的基准，维保费用为
每月 450元，每增减一层，费用就增
减 10 元/月。但有些小型维保公司
的收费在二百多元。”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这样亏本式的低价维保，给
电梯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为了能有
更多的利益，一些电梯维保公司在
平时保养时不用心、走过场，而对之
后的维修却很‘热情’。他们看中的
是维修费、工时费、配件采购费这些
可以漫天开价的‘肥肉’。其收费往
往为配件成本的10倍到15倍，有时
甚至高达20倍。” （傅钟中）

宁波去年电梯困人报警1185起

电梯“惊魂”说多了全是泪

1、电梯有两扇门，一个是厅
门，一个是轿门。厅门上安装了自
动锁闭装置，一旦锁住，除非电梯
轿厢运行到位，厅门、轿门重合，
否则机械锁钩锁死是无法开启
的。发生紧急情况时，只能由专业
的持证人员才可以通过专用钥匙
开启锁钩打开厅门。

2、电梯顶上设置有应急出口，
但是需要打开天花板，并且要专用
钥匙才能开启。而且电梯轿顶是维
修人员工作的地方，四周只有工作
用的栏杆。您如果不熟悉，不但无
法逃生，还很容易造成新的伤害。

3、电梯有多道安保装置。首
先，电梯都有制动器，当发生故障
或断电等时，制动器会抱死拽引
马达停止转动，保证电梯安全。其
次，电梯井道内设置了上下极限
检查开关与强迫减速开关，若电
梯运行到上下尽头时，电梯系统
会进入强迫减速与制定状态。第

三，限速器安全钳联动。当限速器
检测到电梯超速时，联动安全钳
刹车，会将轿厢卡死在导轨上。而
万一电梯快速下降落至底层，电
梯底部仍有缓冲器，减缓电梯落
底时的冲击力。

4、电梯若出现楼层检测信号
问题时，会进入保护重启状态，自动
停止相应按钮指令，通过返回最底
层或者最高层进行楼层数据复位。

5、电梯运行时，显示的数字对
应的楼层并不十分精准。为了乘客
乘坐电梯的观感习惯，其显示的楼
层数字是匀速叠加的。因此，当发
生故障时，若刚好电梯是处于启动
加速或是减速过程，实际位置与数
字显示楼层有一定的误差，电梯自
我保护停止后，楼层显示器会自动
切换成实际位置。因此，电梯突然
掉落几层，有时只是一种错觉。实
际上电梯是在正常的刹车距离内
制停，并未发生滑落。

被困电梯时，
这些事您得知道

车桩被淹会漏电
真有这样的事吗

网友“EGTT”：微信朋友
圈盛传，公共自行车车桩被淹的
区域漏电，已经有人被电击！这
是真的吗？

市公共自行车：截至目前，
宁波市公共自行车网点并未出
现车桩漏电导致市民被电击受
伤的情况，所传消息纯属子虚
乌有。公司将保留对造谣者追
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请广大
市 民 不 造 谣 、 不 信 谣 、 不 传
谣，共同维护良好的公共交通出
行环境。

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据
了解，宁波市公共自行车网点设
备均设有漏电保护装置，一旦发
生漏电，网点电源会自动切断。
并且，网点设备采用24V直流低
压输出，在人体安全电压范围之
内。因此，不会发生漏电伤人事
件。

梅山万人沙滩进展如何
今年夏天能否开放

手机尾号为“3331”的网
友：梅山万人沙滩进展如何，今
年夏天能开放吗？是否收费？

梅山保税港区：万人沙滩项
目正在铺面砂，预计今年 6月底
可基本完成，沙滩后方景观及附
属配套工程计划 7 月份进场施
工，预计明年 6 月可基本完工。
考虑到相关基础配套设施尚未完
善，万人沙滩今年夏天暂不对公
众开放。至于开放后是否收费，
目前尚在研究论证中。

西河街棚改房工作
到底何时开启

手机尾号为“1382”的网
友：西河街棚改房工作开始 2年
多了，高塘一村和高塘二村同西
河街同时进行，现在高塘一村和
高塘二村都住上新房了，西河街
为何还没开启？

海曙区房管处：根据宁波市
棚户区改造政策与《海曙区推进
以成片危旧住宅区为重点的城市
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今年我
区已作出西河街危旧房地块的房
屋征收决定，下一步将进行房屋
征收协议签订，具体房屋征收协
议签订时间以公告为准。

中山西路（长兴路－机场路）
什么时候可以贯通

网友“nbcowell”：请问中
山西路 （长兴路－机场路） 什么
时候可以建成通行？上半年能打
通吗？

市住建委：“中山西路 （机场
路-长兴路） 工程”2016 年 8 月启
动建设，计划 2017 年 7 月底建成。
该路与甬梁线 （现为断头路） 接
通，解决城西板块群众进城交通不
便的难题。

长春路（柳汀街－迎春街）
为何又开挖修路了

网友“becks008”：5 月 17 日
开始，该路段又开始封道修路，距
离上次修路没几个月。为什么不能
一次建设完毕？

海曙区城管局：长春路交通繁
忙、车流密集，各类重型车长期碾
压导致路面病害较多，雨天坑洼存
在积水问题，给过往行人、车辆造
成不便，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
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市政部门于今
年正式启动该路大修工程，大修后
将基本根治破损、积水等老大难问
题。因去年马园路实施了道路专项
改造，涉及工程量大、工期长，造
成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巨大，无法同
年同步实施长春路大修，市政部门
根据上述现状于去年 7 月至 8 月对
长春路进行了局部零星整修，临时
性处置路面病害保畅通。

7楼以上的房子
外墙玻璃有什么要求

网友“拖拉机”：房子层高 18
楼，请问外墙窗户玻璃有什么要
求？

市住建委：1、根据 《建筑安
全玻璃管理规定》，“7 层及 7 层以
上建筑物的外开窗应使用安全玻
璃”，即使用钢化玻璃。

2、根据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
规程》 JGJ113-2009，安全玻璃最
大许用面积与厚度有关，若面积大
于 1.5平方米，采用厚度大于 4mm
的钢化玻璃即可。

今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
两个数据为何相差悬殊

网友“seanzheng”：为什么
限购政策出台时写明“2017 年全
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 1028 公顷”，
而2017年宁波市国土资源局4月份
官网发布的供地计划是 764.28 公
顷？

市国土资源局：2017 年宁波
市国土资源局 4月份官网发布的供
地计划764.28公顷是商品住宅用地
的 面 积 ， 限 购 政 策 出 台 时 写 明

“2017 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
1028 公顷”，还包含了各地的各类
棚户区改造用地 243公顷。今年全
市计划供应的商品住宅用地数量是
前 5 年平均数的 178.3%，显著增
加，将对我市房地产市场起到积极
有效的稳定作用。 （海文）

上周，宁波市文明创建市民巡
访员“颖之星语”提交了一份令人痛
心的巡访报告：栎高线刚刚整改完
毕，道路中央隔离栏上面的盆景一
天天地减少，眼看就要消失殆尽了！

这一巡访报告在网上引发共
鸣。有网友跟帖做了更为详细的列
举：直至6月12日上午，第一排隔离
栏上原本有 170 盆盆景，现在只剩
下 3 盆；第二排隔离栏上原本有 18
盆盆景，现在仅剩 1盆。仅仅十多天
的时间，政府花大力气布置的景观
竟然没了，让人心痛至极！

记者接到报料后立即前往查
看。不料，当记者赶到现场时，最后
的 4盆鲜花也荡然无存。记者看到，
以海曙区鄞县大道与栎高线交叉口
为起点，向南延伸近百米崭新的中
央隔离栏上，只剩下约 200 个空空
的黑色铁花架。

消失的盆景去哪了？路边一位
店主王先生说，盆景是直接摆放在
花架上的，因为没有固定，不少行人
就顺手牵羊，把它们带回家了。

家住栎高线附近的黄女士还
说，大白天都有人“拿”。上周末一大
早，她买完菜回家，看见一位老先
生抱着一盆花迎面走来。她上前出
言制止，却被这位老先生反驳为

“多管闲事”。黄女士称，老先生是
骑着三轮车来“拿”花的，车上放了
好几盆。

古林镇城建办一位负责人对
此深表无奈。他告诉记者，200盆景
观植物是6月1日前摆上去的，没想
到频频被盗。由于这种情况，这里的
盆景暂时不会再摆放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如此贪
图小便宜，把公共绿化占为己有就
非常不合适了。连日来，此事在网上
引发围观。众多网友认为，偷拿街头
花草的行为虽然看上去不算大事，
但凸显的是部分市民爱贪小便宜的
陋习。为了一己私利而“顺手取花”，
不仅有损市容市貌，更是令宁波人
蒙羞。更有网友留言：顺手取花的，
能否主动把花放回去？

（仇龙杰）

200盆景观花去哪了
网友：请把花儿“还”回去

记者帮您跑现场

宁波网络民生服务平台——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开通三年多来，已汇集了近11万条网友诉求和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部门回复。
这些诉求也许很“鸡毛蒜皮”，这些回复也许很细碎平凡，但正是这不起眼的一点一滴，体现着市民朋友对这座城市的牵挂与热

爱，展示着职能部门小事亦民生的态度与情怀，累积着宁波文明的进步与美好。
民生无小事。这些“小事”是构成宁波“大事”的“细胞”。小“细胞”健康了，相信我们的大“肌体”一定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美丽宁波，一起建设。您如有心里话要说，欢迎通过以下方式参与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的“网络问政”：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问政平台；
2、搜索“nb81850”或直接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宁波e点通”后直接编辑发送；
3、拨打热线电话81850000

日前，海曙区洞桥镇李家村
石臼庙李家新河被污水染成了

“ 牛 奶 河 ”， 河 面 还 漂 浮 着 油
污。对此，网友心疼不已，并
不约而同地发帖投诉河边的一
家企业。

接到举报后，洞桥镇政府农
办、环保所、五水共治办的工作
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发现宁波培
源企业厂房围墙外的管道中正流
出小股灰白色污水。工作人员立
即封闭了管道，同时还提取了水
样。

事隔半个月，这条小河是否
已被整治？上周，记者来到海曙
区洞桥镇李家村查看，开心地看
到小河已恢复往日的清澈，河面
已不见油污和垃圾。

记者看到，宁波培源企业的
汽车零配件生产公司就在李家新
河的一旁，企业厂房围墙外有一

根管道伸向河中，不过，管子里
流出的水很干净。

在 该 企 业 的 污 水 处 理 区 ，
记者观察到，处理污水的生化
池正在运作。未经处理的灰白
色污水与曾经被污染的河水颜
色相近。但处理后的污水与干
净的河水没有太大差别，也没
有气味。

石臼庙李家新河河长李女士
称，水样分析结果现在还没出
来，但可初步判定，曾经流入该
河的污水来自这家企业。

宁波培源企业负责人坦言，
企业内曾有人将数控机床使用的
灰白色磨销液混合自来水倒入了
厂房围墙旁的雨水管。为找出偷
排污水者，他们已向洞桥派出所
报了案。民警现已调取了监控视
频，并立案严查相关人员。

（廖业强）

洞桥“牛奶河”重拾美颜
警方：严查偷排污水人

十年，多少岁月蒙尘远去；
十年，多少记忆温暖如初！

自 2008 年首届宁波网络文
化节举办以来，已悄然过去十个
年头。这十年，有多少温暖的记
忆依然停留在你的心头？

在第十届宁波网络文化节如
火如荼开展之际，宁波微爱网络
公益联盟、中国宁波网联合发起
找寻“宁波十年·网上最温暖记
忆”活动，希望通过大家推荐或
自荐的方式彰显辉耀在大家心头
的温暖之光，正能量之光！

十年，数不胜数的温暖故
事，通过网络核裂变式地传进我
们的心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

震撼——
来吧，告诉我们，那份辉耀在

你心头的温暖！
通过专家评选和网络投票后，

我们将从大家推荐或自荐的温暖记
忆 中 评 出 10 个 “ 网 上 最 温 暖 记
忆”，并通过宁波日报报网和宁波
自媒体联盟，以专题报道、H5 展
示等多种形式对评选结果进行宣传
推广。

推荐或自荐方式：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宁波 e 点通”后，直接发送
“最温暖记忆+推荐理由＋姓名＋
手机号码”。 （陈冬冬）

请您一起找寻
网上最温暖的宁波记忆

今年以来，市国税第二稽查
局不断推出税务文化建设的新思
路、新形式、新方法，促进文化
国税理念的内化于心、外显于
形，努力打造“公正、廉洁、文
明、高效”的国税形象。

税务执法的复杂性决定了制
度管理的局限性。国税机关工作
人员的效率和执法质量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对此，该局专门成立文化国税建
设领导小组，健全组织领导体
系，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基本
思路、总体目标和工作措施，着
力创建具有国税特色的文化理念
体系。同时，强调环境艺术的教
化功能，设立廉政文化长廊，并
以文化国税建设为引领，结合工

作性质、地域特点和税收特色，广
泛开展“文明单位”“青年文明
号”“巾帼文明示范岗”等争先创
优活动；定期组织各种丰富多彩、
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如素质拓
展、书法比赛、阅读会、专题讲座
等，积极鼓励干部职工参与各项文
体比赛和文艺演出，活跃文化气
氛，增强团队凝聚力。

据悉，该局还实行了切实有效
的激励机制，以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激励办法，广泛开展各种评优
活动，满足干部职工的精神需求、
发展需求、自我价值实现需求，从
而增强国税事业持续、稳健、长远
发展的软实力，保障了税收稽查职
能的有效发挥和各项工作目标的实
现。 （赵渟婷）

市国税积极助力文化国税建设

部门新措

部门回复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