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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先生2年前购入三和嘉园小区28幢
131号顶楼的一套商品房，之前一直都很顺
利。可是从今年夏天开始，他发现楼房里的
电梯似乎有点问题。

“夏天的时候，气温很高，我们楼里的
电梯发生了好几次故障。有时候是突然停
运，有的时候是突然下坠，虽然没有造成
伤亡，但是对居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
力，很多人都不敢坐电梯了。”石先生的妻
子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和两个孩子坐电
梯，突然发生坠落，两个孩子都吓哭了，导
致有一段时间，小女儿都要走楼梯，不敢

进电梯。
石先生刚开始以为是电梯本身的质量

问题，也多次向物业反映情况。后来，跑到
楼顶一看，才发现，原来楼顶的电梯控制室
里，还有一个通讯基站。

“夏天的时候，外面的温度有30多摄氏
度时，这里大量的仪器发出热量，里面的温
度起码有40摄氏度，高温才是导致电梯频频
出问题的原因。”石先生也向社区、物业、设
备运行商等多方反映问题，于是有人来装了
一个空调，用来降温。可是没过多久，空调就
坏了，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郑超雷）一家人乘

坐一辆面包车上高速，爸妈坐在车辆前排，双双系好
了安全带，俩娃因为面包车后座被拆，只能缩在临时
放置的小板凳上，还得靠拉住安全带和前排座椅保持
平衡。高速交警发现此情况后，立即制止了这样的行
为，并对父母进行了严厉批评。昨天，高速交警宁波支
队二大队民警向记者讲了这么一个事儿。

11月30日晚上，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二大队民警
在沈海高速掌起收费站进行安全带专项整治。22时
30分左右，一辆面包车驶入了收费站，民警上前要求
检查。只见车里坐了四名乘客，前排的驾驶座和副驾
驶座上是一男一女，都按规范系了安全带。然而，面包
车后排座椅竟然全部被拆除，只是放了几个小板凳，
而小板凳上居然还坐了两个孩子。

驾驶员吴某对交警解释说，他们是从宁波北收费站
上的高速公路。车子在前一天曾借给老乡用，当时，老乡
为了方便装货，就拆了后排的座位。车子还回来以后，他
还没来得及将座位安装回来，就带着家人出发了。

坐在副驾驶位的是吴某的妻子，后排坐的是吴某
的子女。交警看到，由于后排座位都被拆除，吴某的女
儿坐在一把塑料小凳子上，双手拉着前排座椅的靠背
保持平衡，而吴某的儿子，则坐在了一个纸箱子上，右
手紧紧地拽着边上的安全带。当民警问两个小朋友，
这样坐着安全吗？两个孩子都连连摇头！

最终，考虑到后排未系安全带的是两个孩子，更大
的过错在于其监护人，民警只是对两个孩子进行了口
头教育。另外，民警对这对父母进行了严厉批评与教
育，对吴某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
数据的（拆除座位）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并
责令其整改。

父母在车辆前排系好安全带
娃在后面拽安全带保持平衡

后排的孩子只能拉着安全带保持平衡后排的孩子只能拉着安全带保持平衡。。 通讯员通讯员 供图供图

通讯基站建在电梯控制室里，温度过高致电梯事故频发

“电梯突然坠落 孩子都吓哭了！”
经过多方协商，这个恼人的基站终于打算搬迁

石先生是江北三和嘉园小区的住户，最近半年一直被一件事困扰：小区里的电
梯里面装了一个通讯基站，导致控制室温度过高，电梯事故频发。目前，经过多方协
商，有关部门决定在1个月之内搬迁相关设备，消除这个电梯的后顾之忧。

□记者 毛雷君 文/摄

记者随后和石先生一起来到楼顶查看。
在楼顶确实有一个另外搭建的水泥房屋，
面积在4平方米左右，里面有各种电子设备
在不停运行。当时屋外的气温大概在10摄
氏度，进入房间明显感到热量，里外的温差
大概有10多摄氏度。

石先生指着一个角落里的物品告诉记
者：“这些都是维持设备运行的润滑油，如
果温度持续上升，一旦引燃这些油品，后果

不堪设想啊！”
记者在这个小屋里转了一圈，发现除了

电梯设备和基站的发射装置以外，还散落
着两台电扇，看来是用来降温的，还有3个
手提式灭火器，但是上面满是灰尘，看来很
久没有挪过地方。石先生也说，这个房子的
门锁也坏掉了，之前台风天还把门差点吹
掉，平时也没什么人来维护，他们居民都很
担心这个机房+基站的安全问题。

物品杂乱堆积 安全隐患不少

就此问题，记者来到社区物业了解情
况。该小区的物业主任周先生也向记者表
示，这个通讯基站是在小区交付的时候就
有的，之前运行还比较正常，就是最近一段
时间可能是因为设备改造所以负荷加重，
确实引发了一些电梯事故，他们也正在积
极和有关部门协商。

此时，小区业委会的熊主任告诉记者，
其实早在9月份，运营商就打算改造这个基
站，为了给 5G网络提供更好的信号。“当
时，楼上堆积了很多水泥，我们害怕把房顶
压坏，让他们撤离了，暂停改造。”熊主任

说，基站的存在确实也给小区以及周围居
民提供了更好的手机信号，但是如果要进
一步改造或者扩建，一定要业委会同意。

熊主任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勘察，运营
商已经决定在小区边上的停车场附近新建
一个基站，把位于小区楼顶电梯房的基站设
备转移到那里去，这样既能保持电梯的正常
运行，又能保证手机信号的通畅。

随后，社区物业的周主任当着记者的面
给运营商打电话，确定了时间表，对方表
示，如果一切顺利，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基
站的搬迁，争取让居民过一个安稳的春节。

温度过高 电梯事故频发

现场答复 1个月内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