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预防
电梯事故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记者李大
玖）美国人如何保证电梯安全、预防电
梯事故呢？

以纽约为例，这里有很多老旧
电梯，维保和检查工作稍有松懈就
会出事。2005年，曾有一名送外卖
的华裔男子因电梯故障被困 81 个
小时。

2011年，纽约曼哈顿中城一座办
公楼内的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一名女
子死亡。当时受害人被电梯门夹住，
电梯突然启动，拖着她的身体上升，卡
在楼层间死亡。

纽约市政府公布的调查报告显
示，负责该电梯维护的公司５名工人
对事故负有责任，他们在检查时未发
现电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５名工
人因此被开除。

为防止这样的意外事故，美国的
电梯从生产、安装到使用、维修、检查
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电梯和自动扶
梯必须定期检查，多数地方规定一年
检查一次。

全美电梯工业公司是一家专业电
梯行业标准公司，对电梯的生产、维护
和检查进行专业指导。据该公司介
绍，在美国，建筑物内的运输系统安全
被视为与行车安全同样重要。像车主
负责行车安全一样，业主应该负责电
梯和自动扶梯运营安全、维修和定期
检查。电梯制造商只负责产品符合法
律规定的质量要求。

在美国，电梯维修公司和机械师、
安全检查员都需要持有专业执照。业
主有责任请具有专业资格的机械师对
电梯和自动扶梯定期进行维修保养，
并请独立的第三方安全检查机构定期
对电梯和自动扶梯进行检查，公示检
查合格记录。此外，业主还要在电梯
和自动扶梯旁的显著位置张贴安全注
意事项。

对电梯
监管严谨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 王
欣）香港专家表示，香港对电梯保养运
作的监管十分严谨，值得借鉴。

香港职业训练局下辖的卓越培训
发展中心（电机业）首席教导员黄启
汉表示，香港在电梯的设计、建造和
安装，以及执行工程的人员如何安全
有效执行工作方面，分别设有实务守
则和安全守则。另外，香港有法例针
对有关执行这些工程的人员的注册
要求。

黄启汉说，按照现阶段条例，扶手
电梯和升降电梯各分３类工种，包括
安装、保养和检验，由香港机电工程署
的一般法例组负责。如果发生意外，
电梯的注册工程人员、注册承办商、注
册检验工程师，便可能视意外成因而
承担责任。根据香港有关安全条例，
扶手电梯和升降电梯的保养工作不只
关系到上述３类人员，拥有者也可能
要负起部分责任。

在香港，不论是升降电梯还是手
扶电梯均由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负
责，当局拥有一套完备系统应对电梯
事故的发生。为加强规管本港的升
降机和自动梯，香港于2012年全面
实施《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内容
包括引入升降机及自动梯工程人员
注册制度、将升降机／自动梯工程
师的注册要求、提升至具备专业工
程师的资格，以及将部分违例的最
高罚款额由原本的１万港元增至20
万港元等，以进一步保障电梯使用
者的安全。

机电工程署自2009年６月实行
“注册承办商表现评级”制度。这是一
个表现记分制度，反映承办商就所执
行的升降机／自动梯工程在安全和服
务质素方面的表现。

机电工程署在去年７月至今年６
月期间，进行了10403次升降机和自
动梯的巡查，并于７月22日在网上公
布了有关表现评级结果。今年１月至
６月，香港共有800宗扶手电梯意外，
其中３宗涉及机件故障，32宗涉及外
来因素；升降电梯方面，有204宗，其
中３宗涉及机件故障。这些电梯事故
当中，绝大部分起因是乘客不小心使
用电梯所致。

特区政府也有宣传片段，教育公
众正确使用电梯的方法和态度。一般
设有升降电梯的楼宇也会张贴相关宣
传品。

另外，香港媒体对于电梯安全事
故十分关注，即使是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的小事故都会报道。这也不断提醒
使用者和管理者，要时刻关注电梯的
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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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湖北荆州电梯“吃人”事故之后，杭
州新华坊的惨剧，又成为人们讨论的公共
话题。据报道，20天来，全国已发生8起
电梯吃人事故，造成6死14伤。作为最经
常使用的载人工具，电梯已成了吃人的恶
魔。

电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经
常使用的工具。目前，全国电梯保有量、
年产量、年增长量均为世界第一，并且保
持每年20%的速度增长。电梯吃人尽管
概率较小，但对人心理安全感的冲击，却
是地震、海啸等远在天边的灾难无法比拟

的。而从质检总局公布的数据看，全国问
题电梯总数在11万多台，占比达4.7%。
这个数据看起来不大，但与每天数十上百
亿人次的运行数据相比较，无论如何，后
果都不能低估。

电梯安全问题，三分质量七分保养。
电梯安全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常维
护保养工作是否到位，安全技术和制度的
细节是否得到遵守。据报道，在诸多导致
电梯安全隐患的因素中，电梯制造质量问
题占16%、安装问题占24%，而保养和使
用问题高达60%。对于日常维护保养，国

家不是没有规定，但问题在于，这些规定在多
大程度上得到了执行？

如国家规定，电梯每15天就应当进行一
次维护保养，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然而新
华社记者调查却发现，近六成载人电梯没有按
时更新维保记录，其中有的甚至连“年检合格”
标牌都没有。一些物业单位为节省费用，几个
月才对电梯检查一次，甚至等出了问题才请人
来检查，逃检、漏检和滞后年检现象十分严
重。而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过多地非正常使
用，为电梯安全埋下了隐患。

（综合新华社、钱江晚报报道）

全国20天发生8起电梯“吃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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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电梯似乎成了一个魔咒。

7月30日，这个魔咒到了杭州市中心住宅区新华坊。

新华坊小区位于杭州东河边，交通便利风景优美。事发单元是这

个小区三幢高层中的一幢。

上午10点多，一个年仅21岁的姑娘在乘坐自家单元楼内的电梯

时，不幸被电梯夹住，最终没能抢救回来。

“太惨了，半个身子被夹在电梯厢内，半个身子悬空着，多么好的

一个女孩啊，就这么没了……”邻居回忆起目击的惨剧，唏嘘不已。

记者现场了解到，出事的单元楼共有18层，女孩住在16楼。涉

事电梯品牌为西子奥的斯，1998年生产，2008年4月开始，由杭州通达

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接手维护保养，最近一次保养是今年7月16日。

事发后，涉事电梯已经被紧急查封。

上午11点，杭州新华坊18幢楼下已
经围满了人，小区通道上，警车、消防车
都闪着警灯。记者赶到现场时，被卡女
孩已被救出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这位姑娘就住在16楼，1994年生，
还是在校大三学生，事发时，家里就她一
个人，甚至大家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
被电梯夹住的，住在同层的居民也没有
听见异常响动。

“因为事发时已是上班时间，该上班
的都已经走了，所以坐电梯的人也少了
不少，我听说是有人发现电梯老是停在
17楼，后面才有人发现她被电梯夹住了，
然后报警。”有知情者说。

杭州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的第一个报警
是上午10点19分，随后艮山消防中队的
官兵赶到了现场，虽然经历过很多次电梯
救援，但这次眼前的一幕还是会让他们心
痛不已。

“那个女孩被卡在电梯和内墙之间，胸
部以上位置卡在16层至17层中间的轿厢
内，下半身悬空在16层电梯门口。”

救援立即展开，两个救援组分别在17
层和16层进行破拆和救援。“因为卡得很
紧，我们想要尽快把人救出来，我们利用破
拆工具，几乎快要把整部电梯都拆开了。”

25分钟后，被困女孩被抬了出来，马
上被送往杭州市红会医院进行抢救。

姑娘被卡在16楼17楼之间
为救援几乎拆了整个电梯

中午11点半，杭州市红会医院急诊
室外，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冲进来，一边跑
一边喊着：“我女儿怎么样？！我女儿怎么
样？！”

保安赶紧为他打开急诊室的门，
医生说了一个最不愿意说的答案：

“已经没了……”
男子瞬间瘫倒在门口，大声哭喊着女

儿的名字。
一同赶过来的亲戚说，他就是女孩的

父亲，刚开始跑错了医院。“他是在上班
的，接到电话才知道女儿出事了，就开车

过来，一路上飞快，一开始以为送到了浙
一，然后又折返到这里的。”

不久，女孩的其他亲戚陆续赶到，急
诊室门口大家都红了眼圈。女孩的母亲
赶到急诊室门口，嘴里一直念着，“女儿
（会）没事！女儿（会）没事！”家人不得不
搀扶着她走进急诊室。

杭州市红会医院急诊科黄世恩副主
任说，女孩颈部有明显伤痕，被送来时已
经没有生命体征，经过一个小时的抢救还
是没有反应。

医院急诊室外
父亲边跑边喊“我女儿怎样了”

事故发生后，杭州市下城区政
府成立了“7·30”电梯事故处置领

导小组，对事故电梯进行调查。
7月31日上午10时半，事故调查小

组已组织省、市特检院专家，现场对该台
事故电梯机房、井道、轿厢等进行了勘查，
并做了相关试验。

现场勘查发现，电梯制动器闸瓦明显
磨损，其厚度为5毫米，为正常厚度一半；
制动器铁芯间隙为5毫米，正常为0.6毫

米，间隙明显偏大，该间隙增大将导致运
行中制动轮闸瓦磨损；在制动状态下进行
盘车试验，能很轻松向上盘动电梯；闸瓦
有明显过热痕迹。

记者随后咨询了浙江省特种设备检
验研究院总工程师、国家电梯质检中心主
任王学斌。“电梯制动器闸瓦的作用就是
刹车，和汽车刹车一样，起到最终的一个
保护作用。如果闸瓦损坏了，那电梯就停
不住了。”王学斌说。

闸瓦好比“刹车片”，用于各种车辆及
机械设备的减速、刹车、制动，“刹车片”磨
损严重过薄了，就容易刹不住车。同样，闸
瓦磨损严重，电梯也容易刹不住车，上行本
该16楼停的电梯，冲到17、18楼去了。

其余检查项中，电梯门锁电气连锁回
路正常，无短接情况；制动器电气回路正
常。

根据调查情况，下一步，省、市专家将
进一步调取和查阅事故电梯维保资料并
进行分析比对，事故调查组也同步对电梯
维保单位和小区物业开展责任原因调查，
明确事故原因和责任。（李阳阳 丁明伟）

初步调查：“刹车片”磨损严重

湖北荆州某商场 7 月 26 日发生自动
扶梯“吃人”事故后，各地纷纷对此类电梯
开展专项安全检查。而7月30日，在杭州
厢式电梯又发生了类似的惨剧。在一处
高层民宅发生电梯夹人事故，一年轻女子
不治身亡。7月份各地已经发生多起致人
死伤的电梯事故。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固然不能为零，但是如此短时间里发生两
起“吃人”事故，且必然会引发公众对电梯
安全性的忧虑。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楼大厦推动
了电梯行业的飞速发展。中国是30多年
来世界上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城镇化
率 已 经 由 1978 年 的 17.9％ 提 升 到
54.77％。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电梯行
业也从全球的后发者成为保有量、年产量
和年增量均为世界第一的领跑者，到2014
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总数已达360万台，年

增幅还保持在15－20％的高速。
作为特种机电设备，电梯零件众多，

结构复杂，既要在生产、安装时遵循严格
的质量标准，又要在后期的维护保养中，
遵章依规，每道环节都需要具备专业资质
的人员和机构完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
一个大国，电梯还要能经受得起更加严峻
的人流和物流考验，这就需要更为严格的
安全标准。

事实上，对于电梯安全，国家及相关
职能部门不可谓不重视，2014年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就对
电梯的安装、改造、修理、运维等方面制定
了专门的法条，国家质检总局今年还启动
了全国性的电梯安全监管大会战。然而，
当前电梯“吃人”事故仍然频发，究其根源
可以看出，成文的法律规章未必落到实
处，安全监管的力度还赶不上行业发展的

速度，机构和人员的技术资质还满足不了行业
的实际需求。而从根本上讲，这些方面脱节正
暴露了城市化飞速前进的过程中被忽略的安全
短板。而安全短板的根源则在于全社会的安全
意识欠缺，公众对电梯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对电
梯安全的重视程度。

我们逐渐从乡村走进城市，从平房搬进楼
房，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电气化时代还没
有多长时间，公众对于机器设备这些“老虎”的
厉害，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在这样的心理
氛围下，如果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要自觉补足
安全短板，恐怕需要一些血泪的教训。因此，相
关职能部门面对全国360万台电梯这样一块安
全监管的硬骨头，还是需要动一些脑筋，出一些
实招，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进一步落实责任
主体，切实追究主体责任，做到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记者 冯源（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电梯“吃人”事故频发
暴露城市化进程中的安全短板

新闻延伸

发生惨剧的单元楼。

涉事电梯已经被查封。

电梯下坠自救姿势

按照国际惯例，电梯使用
年限为15－25年。按照人的
寿命来进行分阶段，1－10年
为青年期，10 年之后就进入
了中老年期，15 年之后进入
快速衰老期，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老旧电梯”。

安监部门、质监部门、电
梯生产企业以及物业公司认
为，多重原因造成电梯事故频
发。一方面，安全主体责任不
明确。电梯投资者为开发商，
建设者为电梯公司，所有权和
使用权都属于小区业主，具体
的物业管理权属于物业公司，
生产、安装、维修、保养、检验
的责任各有所属，这就导致了
安全责任主体不明。

另一方面，维保市场恶性
竞争，低劣零部件充斥市场。
我国电梯维保企业过多，仅上
海就有300多家，南宁也有上
百家，每家平均维保电梯数量
少，价格恶性竞争。在住宅电
梯方面，为了抢占维保市场，
部分维保公司大打价格战，将
平均每台每月的维保价格从
2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有的
甚至降到200元。

电梯“吃人”事故频发，引
发公众对电梯安全的忧虑，更
呼吁电梯安全要有更严格的管
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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