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公安部新发布的《110接处
警工作规则》，公民遇有下列治安方
面问题，可以拨打 110 报警：当发生
刑事案件、治安案（事）件时；当发生
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
序的群体性事件时；当发生自然灾
害、治安灾害事故时；其他需要公安
机关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情况。

★求助

根据公安部新发布的《110接处
警工作规则》，110 报警台受理公民
的紧急求助。具体指以下五类：发生
溺水、坠楼、自杀等危及人身安全，需
要公安机关紧急救助的；老人、儿童
以及智障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等走失
需要公安机关在一定范围帮助查找
的；公众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
况，需要立即救助的；涉及水、电、气、
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威胁公共安
全、群众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及公
共秩序，需要公安机关先期紧急处置
的；需要公安机关处置的其他紧急求
助事项。

★投诉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发生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
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纪律条令》等法律、法规和人民警
察各项纪律规定，违法行使职权、不
履行法定职责，不遵守各项执法、服
务、组织、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的违
法违纪行为。

★报警

公安
接处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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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不能解决的问题该找谁？
终于有人说清楚了！

“110 吗？我的小猫不见
了，快帮我找找！”“蜀黍我们
家断网了，看看怎么回事？”

“蜀黍我买到了假的辣条，我
要报警！”……

虽 然 说 ，“ 有 困 难 找 警
察”，但有很多事情警察真的
无能为力，今天就给大家说说

“警察蜀黍的正确使用姿势”。

◆民政救助类：流浪、乞
讨人员的救助；残疾（特困）人
员生活救助；弃婴；精神病人
等，应向民政局求助。

◆道路交通类：路面大面
积塌陷、路桥坍塌；路面有大
（巨）石滚落；出租车收费不合
理；黑车拉客等，应向市政管
理部门求助。

◆森林火灾类：森林火灾
求助；山地、田野火灾求助等，
应向森林火警求助（12119）。

◆城市建设类：市政公共
设施的管理、使用、维护；占道
经营、违章摆摊设点；流浪狗；
生活噪声等，应向城管部门求
助。

◆其他噪声污染类：工业
噪声；建筑工地噪声等，应拨
打环保热线12369举报。

◆管道抢修类：水管管道
损坏；消火栓的维修、保养等，
应向自来水公司求助。

◆电力调度类：电力设施
（设备）的使用、维修等，应向
供电部门求助。

◆劳动保障类：劳资纠
纷；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应向
劳动部门求助（12333）。

◆防汛指挥类：防汛；山洪
灾害，应向防汛指挥办求助。

◆卫生监督类：发现食
品、药品有问题向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求助；举报非法行
医、传染病源、超生、医疗纠

纷，以及非肇事肇祸的精神病
人要求医院收治的，应向卫生
和计划生育部门反映。

◆各种纠纷：经济、债务、
婚恋等纠纷应向法院求助。

◆假冒伪劣类：假冒伪劣
商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
者投诉、价格欺诈、传销等，应
向市场监管局、物价局反映
（12315）。

◆物流类：物流行业寄递
过程中产生的遗失或纠纷，应
向邮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
映或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其他：物品遗失在出租
车、公交车或大巴车上的，应
向交通局运管处出租车管理
办公室或公交公司反映寻求
帮助；宅基地、田界土地纠纷，
家庭婚姻纠纷，应向镇（街道）
等基层组织反映或通过法律
途径处理；柜员机取钱卡被
吞，应向银行客服反映；宠物
走失、一般物品遗失、开锁、通
信故障、小区内部管理有关的
（小区内车辆被堵等）等相关
事项可以向相关单位或民间
组织求助。

社会有分工、部门有职
责。希望大家把有限的警力
留给最有需要的人，让警察去
预防、打击、惩罚违法犯罪，共
同创造更加安全的社会治安
环境。

（汝州交警rzgajjdd）

常见的不属于
公安职责范围警情

●扰乱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秩序，尚未造成严重
损失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
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500元以下罚款。

●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
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
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等，
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任性拨打110 的处罚

提醒：

●梁照弼位于梁园区市委家属
楼的房产证遗失，证号:2001字
第B002233，声明作废。
●王琼营业执照正本（41122461
0061029）遗失，声明作废。
●民权大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代码：41001
53130，号码：00173941，声明作废。
●赵军辉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专业：建筑，证书编号：
010223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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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郑雪芬于2015 年9月16日交
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154300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32089858的

《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收
入专用票据》因本人保管不善导致
收据联不慎丢失，声明原件作废。
●中牟县官渡大街忠意小商品综
合商店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10041144401，声明作废。
●汝州市小康汽车电器销售部发
票丢失，票号 10642608 代码号
4100174320，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5日出生的吴子涵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441539，声明作废。
●2006年6月16日出生的曹君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G410445197，声明作废。
●息县明宏广告部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注册号411528625123937，
声明作废。

●宜阳县韩城镇诱惑服装店定额
发 票（壹 佰 元）150 份 ，代 码
141911350072票号16490051-16
490200，定额发票（伍拾元）50份，
代码14001350062票号34743501-
34743550丢失，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26日出生的梅炫
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424162，声明作废。
●商城县汇昌商贸（税号413027
196611084749）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丢失，公章（编号41152400051
95）丢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丢
失17份，发票代码141001320043，
票号49455133-49455135（三份）、
49455137，发票代码1410014200
43，票号51260006、51260008、51
260009、51260015，发票代码1410
01520043，票号10604047、10604
049、10604058，发票代码1410016
20043，票号02994940-02994944
（5份）、0730515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河南润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7003959657977）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编号D341082330）正副本

丢失、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

C1024041280124）丢失，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8日出生的杨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0559493，声明作废。

●缴款人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建

筑设备租赁商行于2018年10月

24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21904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585081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不

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

后果由本单位承担，特此声明。

●虞城县国清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2018年10月19日代开给深圳

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增值

税专用发票联一份遗失，号码：

00994506，声明作废。

●2019年1月6日，在登封市告
成镇告成村新农贸市场南门对
面破旧土瓦房内发现一具无名
男尸，约40岁左右，身长155cm
左右，浅灰色外套，内穿蓝色棉
袄，深灰色裤子，知情者请与登
封市公安局告成派出所民警联系。
联系人：周警官18638196559

王警官18638191521

更正公告

●河南奥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0547098084）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1500万元人民币
减少到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本报于2018月12年10日15
版刊登的时琳申请执行河南省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2017）豫0203民初661号民事
判决书一案公告中，“时琳”有
误，改为:史琳。特此更正。

●固始县团结沙石有限责任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市卧龙区环丰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雪林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寻尸公告

●贾林臣，联系电话
13700702983，柘 城
安平镇宋庄村委贾
庄人，2017 年 11 月
份在郑州市航空港
区龙王乡工地上的路边捡拾一名
女孩，22岁左右，哑巴，身高一米五
左右，身材偏瘦，现取名为“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