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关注
2015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三

责编 胡常峰

A07

美编 王澜

湖北暂停“申龙牌”扶梯运营
全省检查扶梯制动和踏板连接装置
本报讯（记者张栋 马辉 通讯员丁
苛 李伟）荆州自动扶梯事故发生后，国
家、省、市三级质检机构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对自动扶梯逐台检查。 昨天，湖北
省质监局发布消息，全省暂停使用“申龙

牌”扶梯，并在全省开展“电梯安全大会
战”，主要查扶梯制动和踏板连接装置。
昨天，国家质检总局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各地质监部门督促电梯使用、
维保单位在8月10日前对自动扶梯与

自动人行道逐台检查，发现隐患立即停
止使用；发现电梯安全问题和违法违规
行为，拨打12365投诉举报。
荆州“7·26”扶梯事故发生后，省
质监局立即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

地暂停使用申龙电梯公司造的扶梯；督
促使用单位会同厂家、维保单位，对在
用电梯进行全面自查等。 在执行省局
“紧急叫停”的同时，武汉市质监局还建
议使用单位实施整改。

荆州“吃人电梯”更详细监控视频曝光

事发前5分钟发现电梯有问题
本报讯 （实习生石伟 特派记者张
栋）昨晚，荆州“吃人电梯”更详细监控视
频曝光。 视频显示， 事故发生前5分钟，
商场两名女员工差点在同一位置被电梯
卷入，但没有及时关停电梯。
此次曝光的监控视频，包括了此前5
分钟的内容。 事故当天上午10点05分，
一名女性营业员从事故电梯旁的下行电
梯下楼，之后又从事故电梯上楼。据事故
调查组介绍，这名员工在下行过程中，想
起手里的资料需要签字，才折返上楼。这
名女员工乘电梯上楼过程中， 另一名女
员工在电梯顶部第一块踏板上等待。
10:05:55秒时，两人在电梯顶部碰
面，一起转身走向楼层，其中一名员工踩
到了后来发生事故的第二块踏板上，踏
板松动翘起，差点将旁边的垃圾桶翻倒。
随后，这名员工紧张地跨到楼层地板上，
指着电梯踏板告诉同伴说：“有问题，这
里，差点掉下去了”。 然后，两人转身离
开。 此时，电梯没有被关停，而是继续运
行。 1分钟后，两人再次回到镜头中，伸

商场工作人员踩动了出事的踏板（央视截图）。
出脚在松动的踏板上试了试。这期间，一
直没有乘客从电梯上经过， 也没有人关
停电梯。 随后，监控显示10:09:47秒，在
事故中遇难的向柳娟出现在了镜头中。

10:10:11秒， 向柳娟抬起右脚跨了出
去。不巧的是，她正好跨在了松动的第二
块踏板上，悲剧就此发生。

天门一扶梯
“咬断”女童手指
家长带伢要格外注意：上下扶梯时最易出意外
本报讯 （记者伍伟 通讯员刘坤维
艾方兴）27日， 天门的吴女士抱着22个
月大的小雨在天门一家商场购物， 乘坐
手扶电梯到达扶梯底端时， 小雨从妈妈
手里跌落, 右手小指被扶梯底端的齿梳
卡住，整个小指完全被电梯吞噬……
当天上午10点，吴女士抱着女儿小
雨在天门市一家商场购物， 在下电梯到
达扶梯底端时， 小雨在母亲怀中挪动了
一下身子，吴女士一时没站稳，小雨一下
子摔落在电梯上， 右手小指刚好卡进了
扶梯的齿刷，手指顿时血肉模糊。

吴女士大声呼叫， 商场工作人员赶
来关掉电梯，将小雨的手指慢慢取出，随
即送往当地医院， 接诊医生简单包扎后
建议小雨到武汉协和医院手外科治疗。
当天下午5时，小雨在母亲的陪伴下
转入武汉协和医院手外科。 接诊的手外
科主任陈振兵教授说， 小雨右手小指被
手扶电梯卡后损毁严重， 已无接指的可
能性， 只好对小雨的右手小指末节实施
截指手术，目前小雨伤口愈合情况良好，
住院观察2天左右便可出院。 陈振兵称，
除了手部外观上的影响外， 小指末节截

指对孩子以后的发育影响不是很大，抓
合功能上并无大碍。
据统计，在武汉协和医院手外科，仅
今年上半年就接诊了5例手扶电梯外伤
的患者，年龄均为1至2岁的幼儿，伤情
普遍较为严重。陈振兵主任建议，家长带
着孩子乘坐手扶电梯时要格外小心，特
别是在上电梯与下电梯的两端， 因为惯
性作用较容易出事故。他特别提醒，电梯两
端的齿梳及扶手之间有细小缝隙，一般成
人的手很难放入，但小孩手指细小，加之
好奇调皮，容易被卡住卷入导致伤害。

暗访武汉6家商超

3部“申龙”牌
扶梯停用
本报讯（记者马辉）昨天，
湖北省质监局紧急叫停“申龙
牌”扶梯后，我市商超执行情况
如何？ 昨天，记者暗访了我市6
家商超、13部自动扶梯，发现涉
及的3部申龙手扶电梯已全部
停用。
记者先是来到永清街上一
家超市，一进门就看到一部“申
龙牌”扶梯，但没有运行。 顾客
踏着扶梯的台阶上楼。 上楼后
一转身， 就是一部正在运行的
“嘉捷牌”扶梯。 超市内还有一
部“嘉捷牌”扶梯，也在正常使
用。 在超市出口另两部“申龙
牌”自动扶梯处于休息状态。
随后， 记者又暗访了黄浦
路、唐家墩等6家商超，发现正
在使用的13部自动扶梯，未发
现有“申龙牌”扶梯。

安良百货与
遇难者家属
商谈赔偿事宜
本报荆州讯 （特派记者张
栋）昨天，荆州安良百货“电梯
吃人”事件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安良百货已经开始与事故遇难
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
昨天上午， 武汉晚报记者
再次来到出事的荆州安良百货
看到，该商场依旧照常营业，但
客流量不大。 在荆州市沙市殡
仪馆， 遇难者向女士的家属依
旧在灵堂里守着。 向女士的小
姑柯女士说， 安良百货高层已
经和他们开始协商赔偿事宜。
但是具体的细节与金额目前仍
在商讨，不便透露。

中国跃居全球最大冰淇淋市场 伊利销量稳居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 崔亚芳）近日，知
名市场调研公司英敏特(Mintel)公司
发布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显示，中国首
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冰淇淋市场，
2014年中国冰淇淋销售总额达到114
亿美元， 几乎相当于全球销售总量的
1/4。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冰淇淋
品牌销量排名显示，不仅伊利继续稳居
销量第一桂冠，成为中国真正卖的最好
的冰淇淋品牌。

人均消费远低于美国
中国冰淇淋市场空间广阔
虽然从总量上，中国已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冰淇淋消费国。但从人均来
看， 实际上美国仍然比中国人均的4倍

还多，由此来看，中国冰淇淋市场仍然
有广阔的空间。
英敏特公司预计，2015年 中国 冰
淇 淋 消 费 量 将 达 63 亿 升 ， 销 售 额 达
125.4亿美元， 美国则预计为114亿美
元，中美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同时，正如英敏特全球食品研究分
析师Alex Beckett 所言，“中国冰淇
淋消费增加主要得益于中国人收入增
加”。中产阶级的崛起，也为中国冰淇淋
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据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级对有机
冰淇淋的兴趣正在逐步提升，超过六成
的中国中产阶层曾买过蔬菜口味冰淇
淋。 这透露出，以有机冰淇淋为代表的
中高端产品，将成为冰淇淋市场扩展的
重要新增长点。

而事实上， 在市场所售产品中，高
档产品也一直在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这
也意味着，中国冰淇淋产品已然从群雄
逐鹿，走向以品牌和品质为主要竞争手
段的精细化阶段。

立足消费者需求
伊利发力中高端产品
风向已来，市场龙头往往有着最敏
锐的洞察。
今年3月， 伊利正式发布了全新高
端产品——
—“
甄稀”系列冰淇淋产品，以
“臻品原料、美味现制、品质保证”三大
核心为卖点，进一步吹响了伊利剑指中
高端市场的号角。
而该产品，实际上就是伊利深入洞

察市场，精准研究消费者冰淇淋全新消
费需求的重要成果。 同时，这也正是伊
利连续22年位列中国冰淇淋市场行业
产销量第一的秘诀所在。
据了解，在牛 奶 类 冰 品 市 场 消 费
需求更加细分的大背景下， 未来还
将 逐 步 引 领 更 多 系 列 产 品 向高端市
场发展，真正实现伊利高品质品牌形象
目标。
业内人士介绍，多年来，伊利立足
消费者实际需求，以全球创新网络为支
撑，陆续打造了巧乐兹、伊利牧场、冰工
厂、甄稀等多样化且具备鲜明产品特色
的冰淇淋子品牌， 至今累积上市产品
1000余种， 占据了中国冷饮市场的主
要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