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110的理解
和支持，沁阳市公安局决定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110，守护您的平安”主题宣传
活动。1 月 9 日上午，该局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等社会各界人
士等30余人走进警营、参观警营，正式
拉开了此次110宣传月活动序幕。

记者 刘华摄影报道

1月10日，南阳市南召县公安局民警
纷纷走进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110主题
宣传活动，通过观看宣传视频、发放宣传材
料、开展知识讲座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
110受理求助范围、拨打110电话的注意事
项等常识，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记者
王海锋通讯员吴正伟熊建摄影报道

1月10日上午10时，在三门峡市区
大张广场，三门峡消防支队宣传展台前
群众络绎不绝，宣传人员为群众送上消
防宣传彩页和礼品。大家表示，这样的
消防宣传很贴心。此次宣传活动有效增
强了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营造了更加
浓厚的消防安全氛围。

记者王园园通讯员宋元彦摄影报道

▲三门峡
消防宣传深入群众“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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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知识宣传进校园

▲焦作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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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当110”网友感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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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110不得不说的故事A

厅长给百姓发放宣传页

全省公安机关110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群众体验

□记者 张杰/文 宁晓波/图

110，曾经离我们很远，现在离我们很近。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曾经，没有大事不找110；没有人命关天之事不找110。现在，丢钱包、

丢手机、丢钥匙打110；找猫、找狗、找小孩儿打110；看到潜在危险打110；
看到可疑人员打110……总之，“有问题打110”。

110从多年前与我们生活的疏离，到现在走入寻常百姓生活中，我们
与它的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感到它的不可或缺，对它提出的要求也越来
越多、标准越来越高。110也在用它的“服务周到”逐渐赢得人民的心。

1月10日是110宣传日。上午10时许，在郑州紫荆广场，省长助理、省
公安厅厅长王小洪一声令下，全省公安机关110宣传月启动仪式正式开
始。我省各级公安机关都组织了丰富的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宣传如何
正确拨打110，拨打110应注意哪些事项等。各地公安局还专门邀请网友
体验110接警、出警、处警等工作，让大家走进110，了解110。

当日上午，省公安厅还组织部分网友、
媒体记者赴郑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总队，
全程真实体验整个接处警流程，通过开放警
营、警民互动等方式，让群众全方位多角度
了解公安工作，并邀请群众代表实地全程体
验了110接处警。

网友“这一刻行色匆匆”说：“今天一家
三口参观了 110报警中心，有 100多个报警
电话，有效警情才 30 多个。通过警官的解
释和实际体验出警，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公安
民警工作的艰辛。”

而跟随民警出警的网友“你今天有带自
己没”则感慨道：“今天的体验使我们意识
到，在路上一定要避让出警的警车，警车拉
响警笛一定是有警情的紧急时刻。呼吁大
家，开车的不开车的一定要避让警车！”

体验结束后，网友“艾路邦”深有感触地
说：“原来感觉 110的工作很简单，有事出警
解决下就行，经过这次体验感觉到，想干
110，必须素质很高很全面，因为你可能遇到
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必须有很好的
应对处理办法。110工作很辛苦，没有节假日，
民警很少与家人朋友团聚，工作中还常遇到报
警人不理解，认为什么事民警都必须管。希
望大家能理解110工作。”

网友“毛二王”和“山牛夫”跟随 110 第
14巡警组——郑州交巡警一大队五中队的
吕恒队长和冯凯辰警官巡逻。一上午，他们
处理了一次汽车剐蹭、一次电动车剐蹭，为
违法停车车辆贴罚单等。“毛二王”经过深度
体验后说：“110巡警组警官工作很辛苦，警
情多变、复杂、琐碎。尤其是在处理剐蹭事
故时，其实事故很简单，但是民警却要对双
方当事人进行大量劝说工作，非常辛苦。”

很累很辛苦很累很辛苦

市民尚蔚是个热心的年轻人，近两年
她共拨打过 3 次 110，而让她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2013年11月的一次报警。

当天晚上 7时许，尚蔚在郑东新区如
意湖把狗弄丢了，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找
到，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拨打了 110。“没
想到，不到两分钟就有民警过来。”尚蔚
说，民警的态度特别好，带她做了登记后，
还去派出所查看监控录像。第二天，她把
印制的寻狗传单放一部分在派出所服务
大厅。没想到她在发传单时，有个女同志
说自己去派出所办事的时候，民警也把传
单给她了，让她帮忙留意。“我真没想到，
人家民警居然这么把我的事儿当事儿。”
最终，尚蔚的狗也是因这些传单而找回。

2013年7月份，某日下午1时，市民曲
雯雯在郑东新区丹尼斯消费时不小心把
钱包忘在一家店铺里了，该店铺正好是监
控盲区，又考虑到钱包里有几千元现金及
自己的证件、银行卡等，曲雯雯就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不到 5 分钟民警就赶到
了，联系了商场经理，也查看了监控。

“虽然钱包最终没找到，而且作为遗
忘物品，警方也不能立案。但是民警还是
很重视，还留了我的电话。”曲小姐说，“以
前觉得 110很大很遥远，都是有大事了才
拨打，但是现在小事情他们也关注，跟居
民生活联系更紧密了，这点感觉非常好。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意见。”

2013 年一个夏夜的 11 时许，郑州市
民王灿开车回家时，看到马路中间有一个
人躺着，好像喝多了，身边似有呕吐物。

“躺快车道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何况又
是深夜。”于是王灿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说
了情况后，便驾车回家了。

很快，120的工作人员向王灿打来电
话，询问详细地址。也许是 120司机不清
楚路线，仅询问电话就打了五六个。后来
110指挥中心民警又交代王灿要给 120工
作人员打个电话消警，因为只有报警人本
人可以消警，110不能自行消警。

王灿说：“我就感觉 110 反应倒是挺
快，就是程序很麻烦。大半夜的，我本想
报个警了事，谁知，接连接了七八个电话，
最后还要我再给120打电话消警。早就困
得不行了的我，难免不耐烦。”

2013年10月的某日晚上8时，杨先生
开车沿郑州市中州大道向南行驶，刚过黄
河路立交桥，便看到快速路上有个骑自行
车的人蹲在地上，自行车就在他的旁边，
上面有很多货物。“我当时差点撞到他，猛
打一把方向盘才避免一场车祸。”杨先生
担心后面的车也会出现他这种情况，随即
拨打110报警，但是在描述具体位置时，却
与接警民警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

“当时就是关于报警位置的事情，耽
误了很多时间，我对路况也不太熟悉，怎
么都说不清具体位置。如果 110 能够实
现对报警人的卫星定位就好了，那么民
警就能很快很准确地掌握事发位置。”杨
先生建议。

在活动现场，来自郑州市公安局各个派
出所的民警面向群众现场摆摊。桌子上各
种警用装备、安全防范知识手册等成为市民
关注的重点，大家或拿起手枪仔细端详，或
端起潜望镜试用一番，对此次活动表现出了
极大的兴趣。

王小洪在郑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
记、市公安局局长黄保卫陪同下，和现场群众
一起参观了警务装备、110宣传台、宣传板。王
小洪还和民警一起向群众发放宣传页。

王小洪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110宣传
月活动，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向群众广泛
宣传 110报警服务台的服务宗旨、主要职能
以及在拨打 110时应注意的问题，使 110更
加深入人心。二是展示公安机关为民服务
的新举措，方便群众办事，方便群众监督，着
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三是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加
强与老百姓的沟通与交流，关注民生、回馈
民意、改进工作，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
盼，只要是老百姓有需要的事情，公安机关
和公安民警义不容辞，不论何时何地，都会
竭尽全力办好。

○漯河：各警种集中宣传110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

庆伟 王晓娟）1 月 10 日上午，漯河市公
安局组织市区各派出所、交警、消防支队
等接处警单位，在市区繁华路段新玛特
门前开展了“110守护您的平安”为主题
的110宣传日活动。该市市委常委、市公
安局局长胡杰亲临新玛特活动现场，观
看活动并慰问参与集中宣传的民警。

此次宣传活动，全市公安机关共摆
放各类 110宣传版面 70块，悬挂横幅 25
条，发放 110、交通、消防安全宣传单
7000余份和 110便民服务卡 1000余张，
受教育群众近20000人次，收集建议200
余条，热情解答群众咨询9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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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邀请新闻媒体进警营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孙海州）1月 10日上午，平顶山市公
安局开展“110，守护您的平安”暨“新闻
媒体进警营——走进 110报警中心”主
题宣传活动。

记者在宣传现场看到，写有“110，
守护您的平安”、“排忧解难是 110的职
责”等字样的宣传条幅悬挂在市公安局
门前，各宣传点的民警不断向来往市民
发放《110报警指南》、《110投诉指南》等
宣传册，宣传盗窃防范、双抢防范、诈骗
防范等安全知识，向市民详细介绍 110
报警服务台报警受理、求助范围和正确
拨打110报警电话的方式等内容。

当天上午，该局还举行了“新闻媒
体进警营——走进 110报警中心”主题
宣传活动。同时，该局官方微博还举行
了线上微博直播活动，全市公安微博平
台管理民警坚守工作岗位，在线宣传
110指挥中心工作，为网友解答疑问等。
其间，该市公安微博吸引20余万粉丝围
观，转发微博 1300余条、评论 980余条、
原创微博 179条、在线答疑 216件，受到
网友的一致好评。

各地启动110宣传月活动 D
○商丘：网上110报警平台启动

本报商丘讯（记者 祁飞 通讯员 白
项林）随着科技信息化的发展，为满足
群众多渠道、全方位的报警需求，商丘
市公安局在加大 110 报警平台建设的
基础上，充分挖掘科技服务手段，1 月
10日，该局举行了网上 110报警平台上
线仪式。网上 110 报警平台是我省首
家集文字、语音、视频和文件传输功能
于一体的网上报警平台，上线后将更方
便、更快捷地服务人民群众，满足群众
多渠道、全方位的报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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