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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省电力公司
系统诉讼案件中占比都在 70%以上。2011 年至
2014 年，该公司共处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127 件，其中由违章施工、违章建房引发的有 67
件，超过总数一半。仅2015年，涉及省电力公司的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就有 30件，较往年呈增长
趋势。

当前涉电安全事故呈现多发趋势，除了供电企
业没有相关执法权、无法开展强制性监督，而政府
部门又往往因为人员、专业力量限制，在监管领域
长期处于职能缺失状态外，相当一部分客户安全
用电知识不足、用电自我保护意识淡薄、普遍存在
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等，都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原
因。

“此外，在法律层面，目前的诉讼判罚也不利于
营造良好的用电环境。”开封供电公司法律顾问卫
刚认为。例如，在一起原告私拉电线被高压线击伤
控诉供电公司的案件中，法院根据我国《侵权责任
法》第73条之规定——“高压线造成他人损害的,经
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定性案件，把
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线的经营者，判罚无任何过错的
供电公司承担20%赔偿责任。

其实，相关案例已经引起法律界的争议，在
2013年于北京举行的一场类似案件的法律咨询论
证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立新就表示，判令电网企
业承担不当赔偿责任，既是对违法行为的放任，又
增大了电网企业规避风险的成本，不符合经济效益
和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

一个完整健康的供电关系，既包含供电企业、
客户，也包含处于监管地位的政府部门。因此在采
访中，各专业人士一致认为，扭转目前用电安全形
势恶化的趋势，营造良好的安全用电环境，需要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一要加强安全用电宣传。7月27日，全省供电
企业同步启动“安全和绿色用电进校园进社区进农
户”主题宣传活动，开展电力法规和安全用电常识
的普及宣传活动，以加强安全用电引导，提升整个
社会的安全用电知识水平。

二要加强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供电企业要
加强开展设备日常巡视、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加强漏电保护器管理，定期开展农村客户漏电保护
器专项检查和维护；加强内部安全管理，杜绝“三
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现象发
生。

三要加强用电产权管理意识。企业用户要加
强配备专业电力人员，强化自有产权电力设备维护
巡视，确保设备健康运行；居民客户要选用质量过
硬电力产品和电器，提升安全用电知识水平，养成
良好的安全用电习惯。

四要营造齐抓共管的用电外部环境。政府部
门要加强监管，加大查处违章用电力度，严厉打击

“窃电”和私拉乱接行为；建立警电联手、政企联手
机制，多方协调，争取支持，防患于未然；制定举报、
奖励制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加强立法呼吁，
推动建立有利于用电安全的法律氛围。

安全用电
需多方共同努力

九成以上触电事故本可以防范，涉电事故频发根在思想麻痹

触电猛于虎 警钟须长鸣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人们对电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电力无处不在！伴随着“无处不在”的电

能，电力安全隐患如影随形。

电动车“飞线”充电导致居民楼失

火、高压线下垂钓造成触电伤亡、家中无

人未断电源致使发生火灾……在媒体的

报道中，总是能够看到这样的新闻，每一

次事件都给当事人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

失，但悲剧却一再重演。

在现实中，一旦发生触电伤亡事故，

往往形成几方对簿公堂的局面。实际

上，不管是谁最终赢得了诉讼，其实都没

有真正的赢家，因为事故已经酿成，伤害

不可挽回。

“触电猛于虎”。当前正是夏季用电

高峰时期，也是涉电事故频发的季节,我

们在这里重提安全用电、绿色用电，很有

必要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97%以上

的触电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预防或避免

的。这就充分说明，事前预防远比善后

处理要重要得多。

夏季酷热难耐，空调、电风扇都运转了
起来。但您是否意识到在电器开启的同
时，触电伤亡事故也就可能发生？近年来，
我省由于使用电器不当而造成的火灾、触
电事故每年都有发生。怎样既安全又科学
地用电，是大家必须注意的大事。

在专家看来，因电器使用不当而造成
的火灾、触电事故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缺乏电力安全知识。如带电接线
时手摸带电体；用手触摸破损的胶盖刀闸；
当低压架空线断落后用手去碰等。

二是操作违规。如带电连接线路或电

器设备而又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触及
破损的设备或导线；带电连接照明灯具；带
电移动电器设备；用湿手拧灯泡，用湿抹布
抹电器等。

三是用电设备不符安全规范。如安全
用电距离不够；接地电线不合格或接地电
线断开；绝缘破坏、导线裸露在外等。

四是维修不当。如用电设备失修、使
用年限过期；大风刮断线路或刮倒电杆未
及时修理；胶盖刀闸的胶木损坏未及时更
换；电动机导线破损，使外壳长期带电等。

专家提醒，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定要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尤其是要牢牢掌握与生
活密切相关的用电知识，切不可麻痹大意。

据介绍，夏季大功率电器集中使用、负
荷大，易发生电器火灾，要特别注意空调、
热水器等大容量用电设备应使用专用线
路，不要超负荷用电。住宅区特别是老旧
小区会有电压等级较低、进户线老化现象，
若家中安装功率较大的家用电器（如柜式
空调器等），超过限定容量的须先到供电企
业办理报装增容，不要私自在原有线路上
增加用电器具。空调、电风扇、电冰箱等金
属外壳的电器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接地。

使用电器切勿麻痹大意

河南地处中原，受地理位置影响，每年
6、7、8三个月都是雷雨大风频繁活动时
期。这一时期，由于温度高、空气湿度大，
雷电强烈，人身触电伤亡的可能性也就大
大增加，因此我省每年都会发生雷雨天气
情况下的人身触电伤亡事件。

2013年 8月 7日傍晚，郑州市遭遇雷
电大风恶劣天气，中原区建设西路同汇小
区附近，因雷击导致 10千伏百须线一边
相、中相断线落地，致使一名 26岁骑车男
子触电身亡。

同一天，一男一女通过郑州市某地下
涵洞时，也因蹚水触电身亡；另有一名女孩
在候车时碰到公交站牌被电击致重伤。

时间再往前推，2010年 7月 19日，同
样是暴雨过后的郑州街头，一市民伸手拽

空调防盗网防滑，不料该空调外机漏电，致
其当场死亡。

雷雨天气引发的漏电伤亡事件涉及多
方面因素。如何防范？省电力公司专家提
醒广大朋友：雨天出行时，一定不要靠近或
者在架空供电线路、变压器下或高大树木下
避雨，因为大风很有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
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变压器放电；不要碰触
房屋外面的空调外挂机或者其他容易导电
的物品，并加强对家用电器的保护，特别要
防范机器漏电被击伤。

专家还提示，暴风雨过后，有些路面积
水，大家尽量不要蹚水。如发现有电线断
落水中，千万不要自行处理，而应立即在周
围做好标记，并及时拨打95598通知供电
职工来处理。

“夏季人体出汗多，而汗是导电的，出
汗的手与干净的手电阻不一样，在同样条
件下，人出汗时触电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远
远超过一般情况，更要特别注意用电安
全。”张凯说。

那么，当雷雨大风天气出现时，留居在
家时又该如何预防触电伤亡事件呢？

“雷雨天气要紧闭门窗，家用配电箱中
一定要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保险丝
（熔断器），还要有可靠的接地装置。”专家
说，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家用电器，并断开
电器的电源线、有线电视外接线、电话线插
头等，最好将家用配电箱中的剩余电流动
作保护器或刀闸分开，这样雷电就不能沿
电线进入室内，可以保证家用电器和家庭
用电线路的安全。

恶劣天气严防事故发生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凌玮 代小龙

安全意识淡薄
带来血的教训

线下违章等于玩火自焚

2011年4月10日，信阳某村农民杨某
在为其姐建房时钢管不慎触碰10千伏高压
线，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其妻子李某以
侵权责任将当地供电公司诉至平桥区法院。

当地法院审理认定，当地供电公司提
供了“平桥分局农电建设（改造）工程验收
鉴定证书”，证实架设高压线路符合国家规
定的安全距离且验收合格。杨某触电是因
为房主殷某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违章建房
所致，且供电公司也向房主殷某下达了“违
章建房通知书”，履行了告知和警示义务，
故供电公司免责。

由此案例可以看到，面对违章行为，供
电企业很无奈。

“因为没有执法权，只能一次次地进行
劝告、张贴通知，下达安全隐患告知书，但往
往收效甚微。”省电力公司经济法律部法律
事务处处长武锐告诉记者，面对劝阻，当事
人常常会觉得小题大做，悲剧真的发生后，
当事人或者家属又会将供电企业告上法
庭。但如果供电部门是依法合规地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且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尽到警示
告知义务，对方还是拒不整改的，则无法从

供电公司索赔。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头上悬着一把刀

不是闹着玩的。”武锐说。高压线下违章施
工，往往使用大型机械设备，如吊车、水泥
泵车等，一旦触碰到导线，不但会对机械设
备周围的人员造成伤害，还会造成大面积
停电。另外，高压线下方的违法建筑投入
使用后，由于距离高压线太近，夏季高负荷
时导线弧垂降低，可能会对建筑物放电。

“高压线路都有避雷线，一旦遇到雷电
天气，过电压会顺着输电线路铁塔塔身入
地，这样，高压串入低压，会大面积烧毁电
器引发火灾，也会对附近人员造成严重伤
害。”郑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负责人说。

除了违章施工、违章建房，在高压线下
违章植树也是危及群众人身安全、影响电
力设施安全运行的重大隐患。

一方面，高压线下的树木长大后，浓密
的树冠阻挡视线，让人很难发现隐藏其中
的线路，不慎触碰就会发生意外。另一方
面，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树枝
碰到导线，就会发生大面积停电或导致树
下人员触电伤亡。2014年3月26日，在河

南某家属院居住的慎某到院内一棵榆树上
摘榆钱，不慎碰到从榆树树冠中经过的10
千伏高压线，被电击造成伤残。

为保障公民人身和电网安全，《电力
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
线路保护区内，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
施安全的植物。

“线路通道内的树木不砍伐，如果出了
事故就是供电企业渎职；如果砍了，供电企
业面临的将是被围攻、漫骂，甚至被扣车扣
人，还会遭到林业公安的拘留和传唤。”安阳
供电公司输电运维专责郑宪军说。

在实际的清树障工作中，供电企业需
要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农林户关心的是赔
多少钱；林业部门说，要砍伐修剪树木，必
须经村民同意，并办理采伐许可证后才能
砍树；而《森林法》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
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
有时，为了保证输电安全需要砍伐相当数
量的树木，供电企业就必须报请当地林业
部门批准之后由园林部门出面砍伐。而园
林部门也有自己的时间安排，还需按规定
支付修剪费，供电企业不堪重负。 漯河：在变电站进行电力安全监督。 杨化冰 摄

开封：开展安全用电知识进校园活动。 孙家宽 摄

安阳：为杆塔安装防鸟刺设备。 李琰 摄

炎炎夏日，在绿树成荫的池塘边垂钓，已成
为备受人们喜爱的消夏方式。可是，许多人却
并没注意他们所垂钓的池塘上方是否有带电的
线路经过，就在鱼竿甩出的瞬间，往往会发生意
想不到的悲剧。

这是一个原载于2015年9月25日《农民日
报》的案例。南阳某县的张某在水库钓鱼过程
中，不慎使钓鱼竿碰触到水库北边崖上方的高
压线，当场身亡。

近几年，我省因钓鱼碰到高压线所发生的
悲剧已不止一例，为何血的教训不能让人警醒?

“安全意识淡薄是主因！”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专家说。

据了解，高压线路和高压带电设备在正常
运行时，所带电压常常是几千伏、几万伏甚至是
几十万伏。在人体离它们较近时，高电压有可
能击穿它们与人体之间的空气，致人烧伤，甚至
死亡。因此，《电力法》规定了对不同电压等级
的高压带电线路所必须保持的安全距离：1万
伏，不小于 1米；3.5 万伏，不小于 2.5 米；11万
伏，不小于3米；22万伏，不小于4米；500千伏
为8.5米。

“垂钓爱好者要切实增强安全意识，最好结
伴而行，相互提醒，切勿抱着侥幸心理在高压线
下垂钓，以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专家希
望广大钓鱼爱好者睁大眼睛，保护自身安全。

不仅仅是钓鱼，每到春季，各地风筝、孔明
灯等漂浮物挂线事件明显增多，这随时都可能
引发跳闸故障，甚至造成大面积停电，但公众对
其危害性认识并不够。小小的风筝、孔明灯挂
线，往往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排除，电力部门为此
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此，供电企业在现场
劝离、加强巡视、排除隐患的同时，还希望通过
此文向公众呼吁：为了您和电网的安全，放风筝
请远离高压线。

若发现有人触电时应如何处理呢？
“这时请不要惊慌，救援者千万不要直接用

手去拉触电者，首先必须设法使触电者迅速脱
离电源。若无法找到或断开电源时，可用干燥
的竹竿、木棒等绝缘物挑开触电者身上的电线
或带电设备，另外最好戴上橡皮手套，穿橡胶鞋
再去施救。”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安全用电专责张
凯说，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如果神志清醒，使
其安静休息；如果严重灼伤，应送医院诊治；如
果神志昏迷，但还有心跳呼吸，应使其仰卧，解
开衣服，以利呼吸；如果呼吸停止而脉搏存在，
应使其就地平卧，松解衣扣，打开气道，立即进
行人工呼吸；如果心搏停止而呼吸存在，应立即
做人工胸外按压；如果呼吸心跳均停止者，则应
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在医务人员未接替前不能
停止急救。

据介绍，如果有人从触电后 1分钟开始救
治，则90%可以救活；如果从触电后6分钟开始
抢救，则仅有 10%的救活机会；而从触电后 12
分钟开始抢救，则救活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当
发现有人触电时，应争分夺秒，采用一切可能的
办法及早救治；同时拨打电话呼叫救护车，尽快
送医院进行抢救。

夏收期间，叶县供电公司员工到麦田紧固防撞标志。 袁银浩 摄

济源新建电力线路，服务“美丽乡村”建设。 杨占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