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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两岁男童双手伸入
配电箱，险些发生触电

1月3日上午10时许，记
者在郑州市紫荆山路与商城路
交叉口西北角处，见到了沐沐
所反映的“敞着怀”的配电箱。
此时，该配电箱的箱门敞开着，
门前拉着一条黄色的警戒线，
箱内有许多粗细不一的线缆，
或盘在箱底，或接在固定在箱
内的设备上。在该配电箱的箱
门上，正中间一个红色的闪电
符号下边印有黑色的“高压危
险”，下方还印有“生茂光电”，
附近没有看到有工作人员在现
场检修。据附近一居民告诉记
者，这个配电箱的箱门已经开
了有好几天了。

1月3日下午5时许，记者
在郑州市人民路与商城路交
叉口附近见到了刚刚下班的
沐沐。此时的沐沐仍心有余
悸。据沐沐回忆说，1月1日
晚上，她带着两岁的孩子和朋
友就餐后，回家途经紫荆山路
与商城路交叉口西北角时，突
然接到一个重要的电话，她便
让孩子在人行道上玩耍。但
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她接电

话的过程中，一个不留神，她
两岁多的孩子竟跑到路边敞
开大门的配电箱前，并把双手
伸了进去，幸好附近一名路人
及时发现，一把将孩子抱起，
才避免孩子发生触电危险。

“好在孩子没事，我到现在都
不敢跟家里人说，怕他们担
心。”

“孩子是被配电箱里闪烁
的指示灯给吸引过去，想要伸
手去摸，幸好有好心的路人及
时发现！”沐沐说，她当时担心
坏了，都急哭了，着急问孩子
有没有被电到，但孩子却说

“妈妈，里边有闪闪的小星
星”。顿时让她哭笑不得，一
边不停地感谢热心路人，一边
教育孩子配电箱有电危险。

“门上的‘高压危险’，现在我
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有些发
怵。”

调查：2.5公里7个街头
配电箱没锁，5个“敞着
怀”

连日来，记者对郑州街头
的配电箱是否锁门的情况进
行了走访，发现无论是安装在
街头的配电箱，还是固定在市
区道路线杆上的配电箱，确实
有许多配电箱的箱门没锁，有
不少箱门是敞开着，还有一些
的箱门已不见踪影。同时，记
者还发现，除了没有锁的配电
箱外，许多上锁的配电箱的箱
门锁也出现了损坏。

在郑州市科学大道上，记
者从科学大道与长椿路交叉
口步行至科学大道与瑞达路
交叉口，约2.5公里路程，仅道
路北侧就有7个配电箱的箱
门没有锁，其中5个箱门敞开
着，里边的线缆等设备一览无

余。这些配电箱都安装在沿
途路边的线杆上或路灯杆上，
部分箱门上印有闪电符号和

“公安专用”等字样。因箱门
敞开，有配电箱内的电线和设
备已经掉落在外，悬挂在半空
中，风雨可轻易刮进箱内。

同样的情况，在郑州市南
阳路也出现不少。记者从南
阳路与群办路交叉口乘坐公
交车至南阳路与兴隆铺路，同
样是约2.5公里的路程，沿途
也同样看到有七个配电箱箱
门没有上锁。这些配电箱有
的是立在街头路边，有的是固
定在电线杆上，还有的安放在
电线杆中间的铁架上，虽然其
箱门敞开得不大，但或许一阵
风就能将箱门刮开。其中，除
了部分箱门上印有“联通”、

“电信”等字样，还有部分配电
箱因油漆脱落，或粉刷了覆盖
小广告的油漆，以致无法确定
其是否有“高压危险”及产权
单位等标识。

此外，1月 5日晚上8时
许，当记者途经紫荆山路与商
城路交叉口西北角处时，路边
差点使沐沐孩子发生触电的
配电箱仍敞开着，里边的设备
仍闪烁着红绿相间的指示灯。

市民：建议重罚，让管理
方自觉养成“关门上锁”

走访中，记者随机采访了
多位市民。据多数市民表
示，“敞着怀”的配电箱不仅会
危及市民安全，还无法保障其
内部设备安全运行，应该好好
管管了。同时，还有部分市民
建议，让政府执法部门重罚不
锁箱门的配电箱管理方，促使
其自觉养成“关门上锁”。市
民马先生说：“虽然有的配电

箱上没有写‘高压危险’，但我
们也不可能伸手去摸摸，而且
有好多配电箱上的油漆已经
脱落，谁知道它会不会电到
人！”

“敞着门的配电箱已经成
为安全隐患了，必须重罚，要不
然就不会引起重视，一直罚到
管理方自觉关门上锁为止。”市
民李女士说，她家门口的配电
箱的箱门也是早已不知去向，
一直也没人管，成人是不会去
碰，但是孩子们会忍不住好奇，
对此她和很多家长都很担心，
她觉得政府执法部门应该及时
重视起来，严查重罚。

城管监督平台：会及时反
馈信息，并建议加强管理

1月 6日下午，记者将走
访的情况反映给了郑州数字
城管监督平台。据该平台工
作人员称，会将记录的相关情
况及时反馈给街头各个配电
箱产权单位，让其安排工作人
员到现场处理，并建议其加强
管理。同时，如果有市民发现
此类情况，也可以及时向他们
反映。

至于，如果因配电箱的箱
门没锁，引发触电、火灾等安
全隐患，该如何处理？记者咨
询了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主
任张少春律师。据张律师分
析认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
及相关法律规定，如因对配电
箱管理不到位或工作疏忽等
原因所导致的人身伤亡或财
产损失，作为配电箱的所有权
人或管理人，可能要承担一定
民事赔偿法律责任。建议配
电箱产权单位应切实加大监
管力度，避免产生涉诉纠纷。

太危险！配电箱街头“敞着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帅 实习生 李颖 文图

“我很不理解，街头的配电
箱既然有门，为啥要天天‘敞着
怀’？”1月3日，郑州市民沐沐
（化名）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反映，称1月1日晚上，她
带着孩子在紫荆山路与商城路
交叉口西北角处玩耍时，一个
不留神，她两岁多的孩子竟将
双手伸进了街头一开着门的配
电箱内，所幸附近其他路人及
时发现将孩子抱起，才避免了
孩子发生触电的危险。“虽然我
不知道配电箱里的电压到底有
多高，但门上印着‘高压危险’，
里边有很多电线，看着都觉得
危险！”沐沐说。

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发
现，郑州市街头确实有许多配
电箱的箱门没锁，还有不少是
敞开着，甚至还有一些箱门已
不见踪影。对此，多数受访市
民表示，“敞着怀”的配电箱不
仅会危及市民安全，还无法保
障其内部设备安全运行，应该
好好管管了。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832330元
和11014900元。

“排列3”、“排列5”第19005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744注
0注

8158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3注

062

06297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790470元

和11189188元。

“排列3”、“排列5”第19006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697注
0注

8831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8注

148

14833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14362元。

中奖注数
248注
276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9006期

中奖号码：7 5 5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35430元。

中奖注数
599注

0注
622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9005期

中奖号码：5 0 1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93718元，
中奖总金额为354117元。

每注金额
5577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05期
中奖号码

5 6 7 8 18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7 注

631 注
8333 注
633 注
982 注
52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55272元，
中奖总金额为162598元。

每注金额
12554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06期
中奖号码

1 6 10 13 19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5 注

265 注
4611 注
174 注
168 注
23 注

第 19003期

本期全国销 售 额 10274888 元 ，4487083.90 元 奖 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9 9 5 0 5 4 4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3注

118注
1420注

18482注
238132注

单注金额
0元

94533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注
2注

128注
64注

1288注
360注

34951注
11969注

613143注
214028注

5495011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73021元
43812元
3141元
1884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9002期
中奖号码：02 07 14 22 31 01 07

本期投注总额为 225241300元,7151049695.2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751280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646124元。

红色球

01
蓝色球

13 17 20 21 22 27

第201900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635283 元
224577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 注
129 注
920 注

59266 注
1278481 注
7969323 注

0 注
12 注
39 注

2464 注
53941 注

360398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