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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梭电梯运行中多次困人成摆设

家用电梯存在监管漏洞
天津帮办
帮办热线23602777

市政府办公厅、津云新媒体《政民零距离》栏目与天津日报舆情中心合办

http://ms.enorth.com.cn/http://ms.enorth.com.cn/zmljl/zmljl/

■本报记者刘连松文并摄

呼声·随手拍 流动摊贩占路经营 大货车随意停在路边

秦滨高速滨海新区段通行难
■本报记者高立红刘连松文并摄

近日，市民孙先生向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反映，秦滨高速天津滨海新区段通
行难，希望相关部门携手治理。

孙先生说，他家住开发区，在南疆港区上
班，每天经过秦滨高速滨海新区段。这段是
开放路段，不收费。大量机动车通行，承载量
接近饱和，各种不规范现象，令通行难雪上加
霜。“卖盒饭的、修补轮胎的路边营业。”孙先
生说：“这个路段有座海河大桥，坡度陡，有的
大货车装载过重，爬坡费劲。早晚高峰，一辆
车出故障，整段路水泄不通。我们上班路上
提心吊胆，经常一堵几十分钟。”

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大
量居民新区建成入住，每天取道秦滨高速滨
海新区段上下班的人很多。记者在网上看
到，大量网友吐槽此路段通行难。“早高峰时
经常堵车，四车道的路面，车排了五排，个别
大客车横着往里插……”“大货车停在路边，
绵延几公里，本来四车道，大货停车占了一
条，严重处占两条……”有网友戏称这段路是
“天津境内大货车最多的路段”。

从地图上看，秦滨高速滨海新区段呈东
北——西南方向纵穿滨海新区，南接黄骅，
北连唐山、北戴河，是离渤海最近的一条滨
海大道。

3月25日早7点多，记者开车来到这里。
从京津高速左转秦滨高速，大货车明显增多，
大货车和小轿车混行，车速都很快，记者的车
窗开了个缝，耳边风声呼呼响。自此前行一

公里，陆续看见有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放。
7:21，行至海河大桥引桥处，道路开始

拥堵，几条车道上全有车。随着拥堵松动，开
始爬坡，桥面的路却开始收缩。记者所在的
第一车道被收进去，并行时愈发拥挤，所有的
车都在边爬坡边找空隙前行，加之路面局部
破损坑洼，拥堵加剧。记者看了时间，从桥底
到桥顶，用时7分钟。
下了桥，路面又开始拥堵，直到看见前面

的出口。记者将车拐出高速路段停好，又步
行回来，站在海河大桥前的路边观察，各种型
号、颜色、功用的大货车，从桥上开下来，撒着
欢往前跑。一辆蓝色大货车似乎出了故障，
在桥坡上好久不见过来，其他车也跟着放慢，
车一批一批的，呼啸经过。
事后联系孙先生得知，当时他在桥上堵

着。“那辆蓝色大货车出了故障，所有的车都

堵在那里，一米一米地往前蹭，我被堵在桥上
20分钟。”孙先生说。
4月 14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海河大

桥，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车道中来
回穿行，旁边就是快速行驶的大货车，让人捏
一把汗。现场还看到，绵延数公里的高速路边，
护栏上被印满修车小广告，一米多深的排水渠
内，一次性餐具、吃剩的饭菜、饮料瓶、酒瓶……
随处可见。一位在路边绿化带浇水的园林工人
告诉记者，这一段高速路上，中午时有卖盒饭的，
“隔不远一个，好多家，”这些盒饭小贩开着车上
高速，停在应急车道上就开始卖，大货司机停下
来买盒饭，有时还停两排，导致拥堵加剧。
“这段路串联起大沽炮台、东疆湾等旅游

景点，如能有效引导，对打造美丽天津、创造
旅游城市大有裨益。”孙先生说，希望这条门
户道路真正成为美丽天津的名片。

约谈全市网约车平台

天津日报：
为了方便上下楼，我给自家的别墅安

装了一部电梯，在使用过程中，屡次发生被
困别墅电梯的问题。今年2月14日23时
许，我乘坐电梯上楼，电梯在运行中突然上
下抖动，瞬间停车。在惯性的作用下，我摔
在电梯地板上，电梯停在二楼和三楼中间
的位置，电梯门无法打开，操作按键也没有
作用。拨打厂家的紧急救援电话，苦等2
个小时后，厂家工作人员才来。那时已经
是转天凌晨，该工作人员只是拿钥匙打开
电梯门，把我从里面救出来。他说自己不
是技术人员，电梯到底是什么故障，他并不
知道。当天早上我去天津医院做了检查，
发现骶骨骨折。

这部电梯的生产厂家是苏州天梭电梯
有限公司，销售、安装、售后维修保养，都是
由天津天梭电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他们
说，公司有完善的售后维保团队，如果电梯
发生故障，技术人员将会在半小时内到达
现场处置。正是听信他们的介绍，2017年，
我花了15万多元订购了这部电梯。但是，
从2018年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到现在，多次
出现电梯困人的情况。2018年7月，电梯突
然抖动，瞬间停车，我爱人被困在电梯，在
闷热的轿厢中等待一个半小时才被救出。
当时我就向厂家提出电梯存在质量问题，
但天梭电梯工作人员敷衍说：“没问题，用
用就好使了。”2019年7月6日，我女儿乘坐
此电梯，再次被困电梯中，也是打完求救电
话1个多小时才被解救出来。因为有了两

次被困电梯的经历，在电梯运行中，我们会特
别留意避免触碰门口红外线传感器，但还是
防不胜防。最近这一次更是让人心有余悸，
我和家人再也不敢坐这部电梯了。

电梯安装不到三年的时间，接连困人，我
希望对这部电梯做全面的安全检测，但是，天
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回复说
“只检验单位电梯，不管家庭电梯。”天梭家庭
用电梯质量堪忧，现在却连个检测鉴定是否
安全的地方都没有，实在让人忧心。

消费者张先生

接到反映，记者来到张先生位于团泊新
城的家中看到，涉事电梯轿厢停在二楼和三
楼之间的位置。张先生说，2月14日他被困
在轿厢里面时，电梯就卡在这儿，“担心再次
出现安全问题，目前只能暂时停用，上下楼走
楼梯，很不方便。”

天津天梭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情况时表示，天梭电梯建立了全天候安全
保障售后团队。“电梯出现问题，工作人员多
长时间到达？”对于记者的提问，该工作人员
表示：“技术人员会在25分钟内达到现场。”
为什么让消费者张先生等了2个小时？天梭
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当天的救援确实比承诺
晚了一个多小时，公司当天在静海区团泊新
城的办公场所没有值班人员，需要从市区派
人，没能实现25分钟服务圈的承诺，这是工
作失误。

为什么电梯在运行过程中会上下抖动，
瞬间停车？对于记者的提问，天梭工作人员
解释说，这是因为张先生选购的电梯轿厢属
于无门设计，在电梯轿厢内门框位置装有红

外传感器，如果乘客触碰到这个区域，为了安
全，电梯会停止运行，等待一会，电梯会重新
启动，再次运行。

为什么张先生被困电梯中长达两个小
时？“因为张先生的身体一直触碰红外传感
器，所以电梯一直停止运行。”一个人被困在
电梯中，怎么可能一直不动，持续遮挡红外传
感器？针对记者的质疑，该公司负责人改口
说，这是因为出厂之前，工厂在电梯程序中设
定，如果红外传感器多次被遮挡，电梯将锁死
不动，因此才会把张先生困在里面。该负责
人称，可以将电梯程序中的具体技术参数提
供给媒体。

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前，记者多次催要后，

仍未收到天梭公司相关技术文件，也无法证
明困梯事件由天梭电梯程序设定引起，而不
是因为电梯存在安全隐患。
但是，采访中，该负责人否认这部电梯多

次出现困人情况。“根据电梯维保记录，除了
张先生被困的这次之外，我们只查询到这部
电梯在2018年2月14日发生困梯问题。消
费者反映的其他两次并没有记录。”对此，张
先生给记者提供了部分微信截图。记者看
到，2019年7月6日13时36分，张先生的女
儿给张先生的爱人发微信并拨打语音通话、
视频通话，反映自己被困电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档住宅中加装

电梯成为不少业主的选择，家用电梯保有量
逐年增加，在家中被困电梯情况，时有发生。
此前新华网报道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华德花苑
一栋别墅内，一部新装电梯就发生了困人事
故，68岁的吴女士被困长达5小时，被发现
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才保住一命。西安《都
市快报》报道，西安一82岁母亲和64岁女儿
被困别墅电梯，互喝对方的尿液求生，直到4
天3夜后被救出送医。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电梯属于特种设备，但是像这
种在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
电梯不在特种设备目录，不需要做强制检
验。目前国家质检部门也没有出台家用电梯
检验规程，特检部门无法对其做安全检验，家
用电梯的安全使用存在监管空白。
不过，家用电梯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出现

的安全问题也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为此湖
南、湖北、重庆等地质量技术监督局相继出台
《家用电梯检验规范》地方标准，规范家用电
梯的委托检验，约束相关各方的不恰当行
为。但是目前我市尚未出台相关检验标准。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房志勇

本版在2月25日刊发《无证网约车安全无保证》一稿，披露部
分网约车公司违规运营，招聘司机驾驶不符合安全标准车辆上路
问题。报道引起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重视，责成市道路运输管理
局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严格按照《网约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对我市整个网约车市场的合规化情况展开
调查，促进该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报道刊出后，该局当即约谈
包括T3出行在内所有在津的网约车平台，向平台方重申相关规定，
要求T3出行平台负责人说明招募会情况，同时要求企业自查自
纠。该局工作人员也迅速行动，严格审核该平台运营资格，要求其
提供运营数据，并检查其数据完整性、合规性，将违规情况发送给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其作出相应处罚。

市道路运输局负责同志告诉记者，“我们会严格按照交通部及
天津市《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发
展。同时，联合执法部门对平台企业的违规行为依规处罚，发现一
起、处罚一起，持续保持高压治理态势。”截至目前，我市拥有网约车
平台经营资格的企业共计35家（实际经营16家），有21000余部车
取得车证；对于平台经营资格，根据有关规定，该局会同我市7个部
门，对其平台服务能力作出相关认定。

采访中，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们目前以市区繁华地带、‘三站一场’等地区为重点，着重治理未
取得资质人员车辆非法从事网约车运营、网约车平台企业违规派
单等行为；同时会同道路运输局，对网约车平台开展联合检查，倒
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未按照规定提供共享信息的网约车平
台作出处罚，并对无线上线下服务能力的平台企业依法吊销相应
许可资质。”据了解，2021年第一季度，该执法总队累计查处出租
汽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1383件。其中，巡游车违规案件304件，
网约车行业违规案件1079件。

T3出行天津区负责人告诉记者，报道发出后，他们第一时间约
谈了相关负责人，并处罚了第三方公司。“我们是由‘一汽、东风和长
安’三家国企刚刚组建的网约车平台，2020年6月进入天津，出现这
个情况主要是第三方公司太想招募司机，管理没跟上。作为平台
方，我们要求合作单位必须提供‘有证’车，同时将对第三方公司强
化监督和管理，确保合规。”截至发稿前，该平台发来承诺书，对合作
单位已整改完毕，所有在线运营车辆均达到合规标准。

沃尔玛发布虚假广告被罚7万元
■本报记者韩爱青赵煜

今年1月19日，本报以《山姆会员商店卖“抗病毒冲锋衣”？》为题
进行了报道，近日，记者从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经过立案调
查，认定沃尔玛（天津）商业零售有限公司旗下的山姆会员商店存在
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对沃尔玛处以7万元罚款。

西青区市监督管理局大寺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韩所长介绍，今年1
月14日在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后，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检查，发现山
姆会员商店确实存在销售“ALLCOME抗病毒风雨衣”的行为，价签
上标注有“抗病毒冲锋衣”“Viral-off科技涂层有效阻隔病毒……”
的内容。1月21日，该局正式对此立案调查。

经调查，2020年12月31日，山姆会员商店自上海志淘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了“ALLCOME抗病毒风雨衣”280件。其间，
山姆会员商店提供了由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出具的关于该
服装和布料的两份分析检测报告。尽管报告显示服装和布料“抗病
毒活性率95.16%”，但两份报告都标明“送检样品、样品信息由委托
方提供，本单位不对其真实性负责”和“本检测报告仅供委托方参
考，不具有对社会证明作用”的内容，且两份报告均未标注中国计量
认证CMA标志，未通过计量认证，未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不符合法定形式，经查证不合法。

韩所长说，山姆会员商店在售卖“ALLCOME抗病毒风雨衣”
时所使用价签上标注的相关内容符合《广告法》中关于“广告”的定
义，其宣称“Viral-off科技涂层有效阻隔病毒”的内容系疾病治疗
功能用语，行为符合在非药品、医疗器械产品广告上使用疾病功能
治疗用语的构成要件。山姆会员商店自进货以来共计销售“ALL-
COME抗病毒风雨衣”15件，每件销售价格169.9元。

经立案调查，山姆会员商店在销售的普通商品上使用“Viral-
off科技涂层有效阻隔病毒”用语的行为中，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
定，既构成了在非药品、医疗器械产品广告上使用疾病功能治疗用语
的行为，又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依据《广告法》和《行政处罚
法》相关规定，最终对沃尔玛作出罚款7万元的行政处罚。

《无证网约车安全无保证》后续

《山姆会员商店卖“抗病毒冲锋衣”？》后续

南开区盈江里小区内小花园的假山钢
筋外露，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黄萱

和平区营口道与南京路交口附近，交
通指示牌倾斜、破损。 本报记者赵煜

河东区泰兴南路边，城中村阳光大队对
面，共享单车胡乱堆放。 本报记者高立红

张先生与涉事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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