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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1日讯
炎夏即将来临， 又将

到空调使用高峰期，你家的空调
外挂机安全吗？记者走访多处小
区发现， 部分外挂机已锈迹斑
斑，危险“潜伏”。

多处空调外挂机已生锈迹

上午， 记者来到开福区德
雅路湖南省电影公司生活区，
发现这处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
小区居民楼外墙上悬挂着多座
空调外挂机， 部分支架已锈迹
斑斑。 再继续沿德雅路行进至
826号，楼栋一层的空调外挂机
底部螺丝已不知去向。

记者发现，除了老旧小区会
出现支架生锈，其他年代尚不久
远的小区也会出现类似状况。中
山路旁的长宝小区为2007年落
成的28层居民楼，站在中山路上
往上眺望，可以发现每一层的窗
户外都布排着一台或两台外挂
机，部分外挂机底部已开始渗出
锈水。 在三楼一户居民的外墙，
空调外挂机已向内发生移位。

未接过单独换支架需求

已从事空调安装行业六年
有余的熟练工黄科介绍说，空
调外挂机一般有三款重量，支
架安装也有铁架或不锈钢架两
种可选， 前者需要业主自费30
元， 后者收费80元，“近几年安
装的时候一般都是不锈钢架
了， 但有些高层业主坚持要装
铁架时我们也不会阻拦。”

黄科告诉记者，虽然没有测
算过，但他估算支架装好后可承

重至少超过150公斤， 因为很多
时候他们都是坐在挂机上完成最
后的安装步骤。 从事空调外挂机
安装几年来， 黄科还从未接到过
有业主要单独更换支架的请求。

今日晚间，记者分别致电美
的、格力与奥克斯售后客服咨询
支架更换费用，支架材料费用美
的为普通的30元、 不锈钢80元，
格力为40元和80元，奥克斯为40
元和80元，上门安装劳务费需要
另外和师傅协商， 其中格力的师
傅上门安装劳务费为60元起步。

此外，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委
相关负责人了解到，在小区建筑
图纸设计审查阶段，他们就会遵
照相关规范对放置空调外挂机
的位置进行要求，在验收阶段也
会再对空调位进行确认，“新建
小区一般不会再有空调随意外
挂等现象。”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万柏贤 邓涛

本报5月11日讯 昨日，湖
南大部地区阳光相伴，多地气温
超过30℃。今日下午，省城长沙
狂风突起、乌云遮顶，下起暴雨，
我省多地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雷
电大风、冰雹预警。据省气象台
预计， 未来一周我省将有2次降
雨天气过程。

据实况监测统计显示，昨日
大部地区晴天间多云， 仅湘西
北、 湘东南出现了小到中雨，其
中郴州嘉禾出现了35.8毫米的降
水。在阳光的作用下，全省平均最
高气温稳步上升，达31.0℃，其中
洪江以33.8℃领跑全省。

湖 南 省 气 象 台 预 计 ，11
日———12日，全省有一次较强降
雨过程，并将伴有局地短时强降
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

日湘南小到中雨转多云，其他地
区阴天到多云；13日———14日白
天， 省内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
主；14日晚———15日， 省内还有
一次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湘
南局地大雨；16日，天气转晴。

记者了解到，5月11日-12日
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
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并伴
有局地短时强降雨、 雷暴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针对目前的水情和
此轮降雨特点，省防指明确了防
御重点，提出了具体要求。11日，
省国土厅、省安监局、省水利厅已
派出6个工作组， 重点督导山洪
地质灾害防御、 中小河流洪水防
范、尾矿库防守等工作。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杨粲

本报5月11日讯 今日16点
20分左右， 长沙出现雷雨天气，
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受雷雨天
气影响，多趟飞往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或备降或

取消。数据显示，当天下午，由厦
门、成都、重庆、南宁等多地飞往
长沙的14个航班处于备降状态。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寇冠乔 颜宏伟

别让你家空调室外机成“高空炸弹”
律师：空调室外机掉下砸伤人，业主若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则难免担责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
李健律师表示，依据规定，建筑
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
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
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
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
他责任人追偿。 所以如果小区
出现空调挂机坠落， 业主如果
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 则难免
应当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律师说法

空调室外机掉下砸伤人
业主要负责任吗？

未来一周我省将有两次降雨天气

多趟航班受雷雨天气影响备降或取消

本报5月11日讯 昨晚8
点40分左右， 浏阳市东紫门
小区18栋1单元三楼空调搁
板突然断落， 空调搁板以及
上面摆放的空调外机全部掉
落到楼下的消防通道上，所
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好端端的一个空调搁板
怎么会无缘无故掉落？ 今天
下午， 记者来到事发现场一
探究竟。

空调搁板植筋
深度与质量均不达标

记者来到东紫门小区
时，现场还没有被清理。消防
通道上，空调搁板完好无缺，
空调外机摔成了两半。 空调
搁板与墙壁衔接部位的钢筋
没有断裂痕迹， 但经实际测
量发现， 钢筋的锚固长度仅
有三至五厘米左右， 中间大
部分只有三厘米左右。

“幸好楼下有一个消防
通道， 也幸好当时没有业主
经过，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小区业主刘先生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点后怕。他告诉记者，
小区自入住以来， 很多楼栋
出现过空调搁板开裂的问
题，“业主反映情况后， 开发
商就是在裂缝处补下水泥。”
记者在该小区走访发现，确
有不少空调板存在修补痕
迹。

“经初步勘查，可以确定
空调搁板的植筋深度与质量
均不达标。”浏阳市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站负责人罗璋表
示， 空调搁板的设计是一次
成型， 但坠落的空调板是二
次成型， 通过植筋二次胶捣
而成。 当务之急是要排除安
全隐患， 核实该楼盘还有多
少类似的空调板， 如果情况
严重的话， 他们会要求开发
商进行全面整改。

地基下沉墙体裂缝现象
较为普遍

在实际调查中， 记者发
现该楼盘问题还有不少。

记者来到另外一位业主
家里， 他家客厅墙壁的一排
螺丝眼引人注目。 业主告诉
记者，这里本来安装了空调，
但去年空调掉了下来， 只能
请空调师傅重新帮忙安装，
可是螺丝眼打了一排， 螺丝
仍然无法固定，“螺丝洞里全
是沙子。”

在东紫门老售楼部以及
部分业主家里， 记者发现地
基下沉墙体裂缝现象为普
遍，有的地方地面塌陷在3厘
米左右。“售楼部也是因为这
个原因才搬到隔壁去的。”一
个业主告诉记者。 其中一个
地下车库的承重墙更是直接
断裂， 宽约四厘米的裂缝触
目惊心，“开发商只是用水泥
填补，墙漆都没有粉刷。”

记者随后来到东紫门售
楼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
司负责人不在， 记者拨打雷
姓负责人手机，也无人接听。
但记者注意到，公司5月1日
通过其公号“东紫门”发布了
一份声明， 其中提到：“我公
司入浏开发10年来，一直秉
承合法经营， 所开发楼盘均
按国家法律于2015年全部
验收合格，从2010年首次交
房开始， 所出售房屋均已办
理交房手续。 如确有保修范
围内极个别房屋质量问题，
欢迎随时与公司对接。”

公开资料显示， 楼盘开
发商浏阳市天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4
月， 为响应浏阳市政府招商
引资号召和“东进”战略，并
于当年拿地建设天健东紫门
项目。

■记者 李成辉

浏阳一小区空调板断落
入墙钢筋仅三四厘米 本报5月11日讯 根据湖

南省夏季消防检查工作动员部
署会议要求， 进一步加强夏季
消防安全工作， 今日下午全市
夏季消防检查动员部署暨市消
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联席会
议召开。

会议确立了夏季消防检查
工作重点，包括狠抓火灾隐患排
查整治、 打牢火灾防控工作基
础、 加快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深
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内容。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刘书径

长沙部署
夏季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5月11日讯 10日上
午， 长沙开福区清水塘街道召
开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年推
进大会，并开展“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年”活动。当天，
该街道辖区内80家企业签订安
全生产承诺书， 承诺安全生产
“五落实五到位”。

清水塘街道安检站站长左
建辉表示，通过“责任年”活动，
到今年年底， 辖区内规模以上
企业的事故隐患整治率、 员工
安全教育培训率和合格率、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均要达
到100%；立案、办案同比增加
10%以上，努力实现全街“安全
生产零事故”的目标。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肖丽娟

清水塘街道80家企业
签安全生产承诺书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将进行地铁3号线桂花
路站给水管线改迁工作，5月12
日23:00至13日7:00， 雨花区
曙光路（城南东路-赤岗巷）沿
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临近区域
水压、水量将减小。

■记者 陈月红

雨花区
曙光路沿线将停水

连线

墙上打了一排空调眼但固定不了空调。 空调板入墙钢钉仅三四厘米。
记者 李成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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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