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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供电调停字20190711

西宁供电公司停电通告

（遇雨雪、不可预见及特殊因素顺延）
国网客户服务热线：95598

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下
地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用
户做好准备。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便，请
予以谅解。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
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
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得私自攀登电力变压器架及杆
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
动，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原定于 7 月 15 日 9:00-24:00 乐五路、
乐六路、乐十五路、乐十六路的计划停电
检修工作因环湖赛保电原因撤离，由此给
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乐五路：昆仑东路、金畅路、金达路、贵
南路地区；青海佳宜铜业有限公司、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青
海明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宁市供电
公司乐家湾电动汽车充电站（备）、青海金
阳光特种钢材公司、青海铝型材厂、青海中
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备)、青海晟晖新能源
公司、青海闽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西宁荣
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乐六路：昆仑路、金畅路、西宁宝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泛泰房地产有限
公司、青海省公安消防总队等。

乐十五路：昆仑路、金畅路地区；青

海新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青海雍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宁荣豪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
司等。

乐十六路：昆仑路、金畅路、西宁市财
政局、青海瑞杰城市美容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西
宁市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青海宇洁气
体公司、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
司、青海中泰中油燃气技术公司、青海聚
能电力有限公司（备）、青海康勇铝业有限
公司（主）、青海达利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等。

7月 18日 9:00-24:00
祥三路祥354开关后段线路：八一中

路地区；105 煤勘队家属院 (#3、#4、#5 箱
变)等。（停电原因：线路改造）

7月 19日 9:00-24:00
坊二路坊252开关后段线路：柴达木

路地区；石油小区等。（停电原因：线路消
缺）

7月 21日 9:00-24:00
宁四路：小桥大街、柴达木路地区：

小桥大街小学、原田房地产、汽车五厂、
城北刑警大队、方源物业管理公司、交通
技校家属院、安得房地产、西宁排水公
司、金座雅园一期 (主)、建北物资回收公

司、城北公安分局、青海中油压缩天燃气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银鹰金融保安
护卫有限公司、玉树州运输公司驻宁站、
青海省交通标志标牌厂、农牧机械厂家
属院、西宁市供销联社、西宁海湖开发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等。（停电原因：配合市
政建设，线路迁改）

7月 21日 9:00-24:00
宁五路：小桥大街、建北巷地区；二建

家属院公变、建南居民点、省公路工程检
测鉴定中心、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
海省海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汇通国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木材厂家属院公网
变、汽车五厂家属院、西宁市城北区小桥
青年木工厂、西宁新兴房地产、青海佳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海湖水泥制品
厂、青海元隆房地产开发公司、西宁三鑫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宁市住房担保置
换公司等。（停电原因：配合市政建设，线
路迁改）

7月 21日 9:00-24:00
宁八路：小桥大街、门源路、柴达木

路、建北巷地区；西宁市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四分公司、城北地税局、青海省军
区军械修理所、青海东龙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青海省华侨房地产开发公司、城东穆
斯林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西宁电力实业总

公司物业分公司、西宁范鑫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西宁九海房地产有限公司、西宁
市城北区小桥大街街道办事处小桥村民
委员会、小桥供电局油库、海晏路万兴小
区、房桥物业建北家属院、海北局电力家
属院、木材厂住宅小区、红旗巷金宅小区、
青海永宁白金公寓、城北地方税务局、青
海荣泰房地产阳光华府等。（停电原因：配
合市政建设，线路迁改）

7月 23日 9:00-24:00
江七路F02电缆分线箱06开关后段

线路：格尔木水电公司等。（停电原因：线
路改造）

7月 23日 9:00-24:00
东二路H03环网柜 102开关后段线

路：八一中路地区；105煤勘队家属院(#1、
#2箱变)等。（停电原因：线路改造）

7月 24日 9:00-24:00
浦十二路H02环网柜 101 开关后段

线路：西关大街地区；中国煤炭西关大街
42号院等。（停电原因：线路改造）

7月 25日 9:00-24:00
博二十一路H03环网柜 102开关后

段线路：康南路地区；贵南草业公司康南
路 39号院等（停电原因：线路改造）。

章子欣家住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
清溪村，读二年级。父母已离婚，父亲一
直在天津工作，母亲在广东。孩子跟爷
爷、奶奶住在一起。两位老人以种植、贩
卖水果为生，为人热情好客。

不久前，广东人梁某华和谢某芳住
进了千岛湖一家酒店。因为常来买水

果 ，他 们 和 老 人 熟 识 。 他 们 说 住 酒 店
贵，能不能租老人的房子住。6 月 29 日
老人同意了 ，收了 500 元 ，让他们住进
了自家二楼。

7月 3日，他们向老人家提出，让小章
参加并担任朋友婚礼花童。孩子父亲章
先生从电话中得知租客要带走女儿，表示
不同意。7 月 4 日，章先生得知租客还是
说服了老人并带走了孩子。章先生加了
男租客梁某华的微信，看到梁某华那几天
还在陆续发朋友圈，照片里有孩子，平时
也会发孩子视频。但是，章先生的心一直
悬着，因为对方并没有去上海。

7 月 5 日，章先生发现对方开始删朋
友圈。6 日晚，章先生从天津赶回，男租
客发来共享位置显示在宁波象山。7月 7
日，章先生从杭州赶到淳安，傍晚发现男
租客电话关机。7 月 8 日章家人报案，当
天一对男女尸体从宁波东钱湖中浮起，两
人用衣服绑在一起。警方证实就是带走
女童的租客，即广东化州人梁某华（男、
43 岁）和谢某芳（女、46 岁），死因为自
杀。而女童下落不明。

杭州淳安女童失踪牵动人心
被两名租客以婚礼缺少花童为由带走 后两名租客在宁波跳湖自杀

1.两名租客是什么身份？

记者从涉事男租客亲属处获悉，男
租客梁某华已离家十几年，其间，从未
和亲属联系过，甚至在父亲去世时，也
没有回家。

涉事男租客梁某华老家为广东省化
州市官桥镇六堆村，该村村支书彭正春
告诉记者，梁某华在村里时以务农为生，
小学文化水平。在离开村子前，梁某华
和妻子吵了一架，结婚证被烧了。之后，
梁某华和妻子相继离开了村子。“两人没
有去民政局办离婚，但实际就是离婚的
状态，而涉事的女子谢某芳不是他老家
的那个妻子。”

梁某华的侄子梁先生告诉记者，梁某
华和原来的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正在
读初中，两个孩子基本由梁某华的父母抚
养。“他离开村子后就没有和我们联系过，
几年前，爷爷（梁某华父亲）去世，他也没
有回来。”

据彭正春介绍，在村子里时，梁某华
的性格较为孤僻，不怎么跟其他村民来
往。

10日下午，梁某华的哥哥梁先生告诉
记者，浙江警方给他们观看了监控视频，
视频显示，8 日凌晨零点，梁某华和谢某
芳在湖边的小木板坐着休息，二者相拥之
后，一起走向湖水深处，“整个过程就几分
钟时间”。

10日，他们在殡仪馆看到了梁某华和
谢某芳的遗体。梁先生称，印象中弟弟的

性格不是那么容易自杀的人，“比较倔强，
脾气有点暴躁”。

2.租客为什么要骗走女童？

女童的奶奶告诉记者，孩子两岁时，
妈妈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
一旦有人对孩子好，孩子就会黏着对方，

“（孙女）是个很活泼很可爱的孩子……”
女童奶奶给记者看了出租房里几个

立体纸板拼图的玩具，是公主、王子和马
车。奶奶说，这两个小玩具是梁某华他们
买的，因为孩子最喜欢这类玩具，所以奶
奶觉得租客应当是早就想好了要骗走孙
女。女童的爷爷一直对记者说实在想不
通，那两个人看起来“很老实，样子很老实
的，说话也老实……”

7 天连锁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身份证信息显示，两人都是广东人，说的
也是广东方言，穿着打扮很普通。“两人要
了一个大床房的房间，从 6月 10日入住一
直住到 6月 28日。”工作人员说，有点奇怪
的是，这两人住店期间白天晚上都在房
间，晚上会出去走走，但外出时间都很短。

“警察告诉我，发现那两人曾带孩子
到象山某地，进去时是三个人，出来时却
只有两个大人。”章先生称。而这里不是
有人居住的地方。10 日，章子欣携带的
市民卡在象山海岸边的一个凉亭里找
到。章先生说，租客没有向他索要过金
钱，他也与租客无冤无仇，不明白他们为
什么要带走自己的女儿。

最 近 几 天 ，一 名
杭州 9 岁女童的行踪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10 日下午，杭州淳安
警 方 发 布 协 查 通 报
称，9 岁女童章子欣于
7 月 4 日被家中两名
租客梁某华、谢某芳
带走，两名租客于8日
在 宁 波 某 地 自 杀 身
亡，女童至今下落不
明。淳安警方已悬赏
2 万元寻找线索并展
开搜索。

10 日晚，浙江象山警方已锁定女童
失踪区域，并与象山县雄鹰应急救援队在
松兰山景区展开搜救，400 人参与，搜救
区域为景区海岸线方圆 2 公里范围内及
附近山上。受夜间视野及潮水的影响，21
时前搜寻暂停。警方表示搜寻难度大。

记者在宁波象山联系上了女童的姑

父,得知女童爸爸已出发寻找女儿。同时
象山雄鹰搜救队十几名队员带着 5 艘搜
救艇出发。据搜救队负责人称，附近山上
已经搜过了，女孩出事地可能在海中，将
加强海上搜救力量。

目前警方已派出专案组成员赶赴广
东，调查核实涉案人员的相关信息。

警方派出专案组成员赴广东

女童被住了五天的租客带走

杭州淳安

7月 4日早上 6时 30分，两名租客带着
女童从家中离开，约定6日将孩子带回。

宁波火车站

7月 5日上午，女童父亲和女童通了电
话，之后发现租客开始删朋友圈，在询问租
客位置时，“一会儿说在厦门，一会儿说在宁
波，一会儿又说在温州。”据警方说，他们的轨
迹涉及福建漳州、温州、宁波等地。综合各
方消息，6日晚，两名租客带着女童入住位于
宁波火车站附近的桔子酒店，7日上午退房。

宁波象山

7日 19时 18分，两名租客及女童在象
山县松兰山往爵溪街道的路上出现；22
时 20分，两名租客出现在监控画面，未见
小女孩；23时 01分，两名租客在爵溪街道
东门十字路口乘出租车离开。

宁波东钱湖

7 月 8 日，女童父亲向当地派出所报
案。就在报案几个小时前，两租客被发现
在宁波东钱湖自杀身亡，女童下落不明。

据《北京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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