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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

崇川区
启东市
崇川区
崇川区
开发区
通州区
开发区
崇川区
海门区
启东市
如皋市
启东市
如皋市
崇川区
崇川区

使用单位

南通天一置业有限公司
启东勤盛置业有限公司

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太平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南通华城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通爱尔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涌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
江苏省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总公司

海门景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如皋雨润置业有限公司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
如皋中南锦信置业有限公司

珠海葆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大学

高发困人故障地点

五一路天一学士府39幢西单元东
寅阳镇恒大路1号恒大海上威尼斯942#东单元东侧梯

国胜路199号天山花苑32幢2单元
江通路48号商贸职业学院5号楼
振兴西路军山半岛25幢西单元

北一环和湘江路交汇处天熹苑34#楼西单元
长虹路6号鑫湖国贸中心2号楼3#梯

大生路新华佳园1幢3单元
海景嘉园5号楼西单元南梯

人民东路48号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新综合大楼大厅东北梯
恵政路与宣化南路交会处雨润星雨华府2#楼东单元北梯
林洋路888号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102#车间东梯

惠政路与万寿路交会处中南世纪城8幢东单元东梯
花园路与园林路交口新港花苑5幢1单元

啬园路9号南通大学学生公寓22#楼北侧东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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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南通市电梯应急处置中

心共接电话361通，应急处置电梯困

人故障 359 起、解救被困人员 477

人，处理投诉故障2起。昨天，市市

场监管局通报了今年11月全市电梯

应急处置情况。

市市场监管局通报的11月全市

电梯应急处置情况显示，位于市区五

一路天一学士府的一台电梯发生3

次困人故障，另有14台电梯发生2次

困人故障。当月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平均用时15.4分钟，现场实施救援平

均用时1.4分钟。

当月的市电梯应急救援处置中

心运行情况通报，还公布了困人率前

十的签约维保单位。其中，所维保电

梯困人率最高的一家签约维保单位

为南通恒大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困人率达23.81%。

电梯安全，离不开日常的悉心维

保。针对维保单位救援超时到场、困

人率高等情况，下一步，市场监管部

门将强化实施电梯维保信息公示、电

梯违规积分管理、电梯维保电子签到

等一系列措施制度，着力解决维保出

工不做工、工时不保证、维保质量不

高的问题。同时，实施电梯维保单位

星级评定和维保单位黑名单制度，强

化质量信用监管作用。

分析11月电梯困人和投诉故障

的原因，人为原因占比仍高居不下，

达47.91%，其中，生活垃圾导致开关

门受阻占比近30%。市场监管部门

提醒大家文明乘梯，对自己和他人的

乘梯安全负责。

目前，大部分电梯使用单位的防

疫工作都比较到位，会定期对电梯轿

厢进行消毒，但其中也存在不少误

区，由此引发电梯故障。比如，在电

梯按钮保护不到位的情况下直接喷

洒消毒水，就极易造成电梯面板进水

导致按钮短路、腐蚀。市场监管部门

提醒电梯使用单位科学消毒，莫让电

梯误受“工伤”。

特别提醒：96333因资源有限，

仅负责电梯困人故障的应急处置；其

他电梯咨询、投诉等问题，请与辖区

市场监管局联系。 记者王玮丽

11月电梯维保单位“黑榜”出炉
最高困人率23.81%

11月困人率前十的签约维保单位

11月发生2次及以上困人故障的电梯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签约维保单位

南通恒大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迪绅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大东建设有限公司

南通润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久菱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日富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迅安电梯有限公司

重庆东奥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大生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振丰电梯有限公司

困人率

23.81
17.18
9.80
6.54
6.20
6.17
5.85
5.13
4.98
4.51

晚报讯 11月20日，公安部优
化营商环境12项措施正式实施，70
周岁以上老人迎来可考驾照福音。
新政实施一月有余，通城各大驾校
陆续迎来高龄学员，不少70周岁以
上老人跃跃欲试，开启“驾考”模
式。昨天，记者走访南通汽运集团飞
鹤交通职业技术学校发现，近期，前
来咨询学习驾驶技能的老年人越来
越多，目前已有5名70周岁以上老人
成功报名，年龄最大的达80周岁。

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领年限
是公安部《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
改革，推出12项优化营商环境新措
施》的其中一项。要求对70周岁以
上学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记忆力、
判断力、反应力“三力”测试，确保老
龄学员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要

求。记者了解到，我市老年人考驾
照多为接送孙子、孙女或是想外出
自驾旅游，其中也有老人本着想体
验一下驾驶乐趣的目的选择报考。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一直想着买
台车自驾旅行，我个人是很有信心能
够顺利拿到驾照的。”今年78周岁的
顾阿姨说。“新规刚出来时，我就从
网上看到了消息，很感谢国家能出
台这样的利好政策，马上我也可以拿
驾照啦！”郁大爷欣喜地告诉记者。

新规实施以来，老年人学习驾
驶技能的热情逐渐高涨，各大驾校
也纷纷专门开设“老年班”，助老人
们实现驾驶梦想。南通汽运集团飞
鹤交通职业技术学校相关负责人介
绍，相较于要考驾照的年轻人，老年
人在理论学习方面相对薄弱，但实

车操作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差，针对
老年人的学习特点，驾校精挑细选
经验丰富、服务态度和合格率都比
较高的教练员专门服务老年学员。
同时也为老年人学车提供了相关配
套服务措施，包括提供休息室以及
完善练车时间和预约方式等。

“眼下正值寒冬，气候变化多
端，我们提醒学员学车一定要注意
安全，要提前预约练车时间，临时更
改的话要及时和教练沟通。同时，
我们时刻关注老龄学员的身体和情
绪状况，对存在异常情况的，及时提
醒建议其自行中止测试、考试，对突
发疾病的，要求严格按规定处置，并
保留所有录像资料。”南通汽运集团
飞鹤交通职业技术学校相关负责人
说道。 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李倩楠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城
管局了解到，本月底，通州城区将陆
续投放不少于6000辆共享单车，其
中70%为共享电动单车。

这是通州首次以公开招标方式
引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项目。
以往的公共自行车由政府投资，企
业维护管理、政府负责监督，市民通
过刷公交卡使用，需缴纳押金。而

此次招标的共享单车项目将由中标
企业全额投资并负责运营、管理及
维护，所有设备、车辆产权属于中标
企业。

据项目负责人陈冯介绍，原来
通州城区仅有80个共享单车停放
点位，为满足更多市民出行需求，此
次项目建成后，城区共享单车停放
点位将达500个，居住小区、商业综

合体、农贸市场、机关企事业单位、
游（公）园、公交站台等市民日常出
行处均有覆盖。而且，市民无须办
卡，通过手机支付宝等软件扫描二
维码，按照提示步骤进行操作，就可
以实现免押金计费有偿租赁。收费
标准为：共享自行车1元/半小时，
共享电动单车2元/半小时。
通讯员曾银霞 见习记者印春湘

晚报讯 22日，海太汽渡通
航25周年暨南通市通太汽渡有
限公司成立揭牌仪式举行。

海太汽渡是长江干线江苏段
离上海最近的汽车渡口，被誉为

“长江干线第一渡”。该公司于
1995年10月成立，12月22日正
式通航，主要经营海门至太仓、上
海、苏南等地的车辆、行人渡运业
务，拥有4条全回转渡轮，6个泊
位，日最大通行能力为8000辆
（双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海太汽渡在跨江通行、运输方面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经常
来回上海跑业务，这些年一直从
海太汽渡走，一个是价格便宜，还
有过江时能休息一会儿，节假日
也不会堵车，对我们来说挺方便

的。”货车司机姚忠发说。
随着跨江交通建设的不断推

进，跨江通道不断增多，海太汽渡应
时而变、锐意进取，从多方面进行改
造、升级。去年，公司投资近3000
万元打造2艘60米长全新渡船，逐
步替代原老旧渡轮。今年6月，售
票处的两台静态地磅被改造成动态
地磅，更好地保障通行安全、加快通
行效率。此外，全新的售票支付系
统、先进的岸基监控系统都已投入
使用，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

随着海门撤市设区，海太汽渡
更名为南通市通太汽渡。相关负责
人表示，公司将继续深化改革，建立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更好地助力跨
江运输。

通讯员张敏敏 记者陈静

通城报名学车的老人还挺多
驾校纷纷开设“老年班”，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措施

共享电动单车本月底亮相通州
无须办卡，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使用

海太汽渡更名为通太汽渡

昨天，南通首家山姆会员商店
迎来两周年店庆，会员们分享了五
米长的巨型大蛋糕。据介绍，这两
年来，凭借差异化的优质商品、卓越
的购物环境、独家的会员权益，山姆
所代表的高端会员制零售受到了广
大南通市民的推崇和喜爱。

记者许丛军

巨型蛋糕“庆生”

昨天下午，市区中原市场一家饰品店铺前，几名顾客正在挑选新年
饰品。据老板介绍，福字、喜庆挂件鱼、吉祥春联都俏销，而带牛的“福”
字最好卖。 记者尤炼

带牛的“福”字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