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探访东营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

争分夺秒的“幕后指挥官”
本报记者 嵇磊

“一机三屏”

提高记录效率

5日，记者来到了全封闭的东营
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一个由几
十台电脑显示器组成的屏幕墙首先
进入记者视野，每个屏幕上清楚地
显示着中心城区各个主要道路、重
点目标等区域的实时图像。放眼望
去，一台台电脑屏幕密密麻麻的整
齐排成一列，每个接警员眼睛紧盯
屏幕，一边接听着报警电话，一边迅
速敲打键盘，记录着报警信息。屋内
电话铃声和敲打键盘的声音此起彼
伏。

每个接警员面前摆放着三个显
示屏，110报警服务台的民警介绍，
最左边显示器显示的是接警单，中
间显示的为电话调度台，右边的则
是辖区分布图，“各种信息一目了
然，接警员可以快速、准确地将信息
记录下来，并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传
送到街面的110巡逻车上，同时相关
信息也被保存到后台。”

“你好，东营110……”采访中，
一个来自八分场附近的求助电话，
让接警员忙碌了起来。记者注意到，
接警员从拿起电话那一刻开始，便
开始耐心地询问报警人相关情况，
并快速、熟练地将信息记录在接警
单上。当接警员挂掉电话的同时，信

息也记录完毕，并给110民警下派出
警指令。而前后过程不超过1分钟。

巡逻车内接警情

中心城5分钟内到达

中心城区内5分钟到达现场是
东营警方给市民做出的“5分钟”工
程服务承诺。与时间赛跑就成了

“110”的首要任务，那么110民警在
接到警情后，是如何在5分钟赶到
现场的呢？

“110报警服务台直接通过350

兆对讲机将指令发送到街面巡逻
车里的民警。”东营市公安局110报
警服务台的民警介绍，东营警方
最大限度将警力布置到街面。公
安 机 关 将 中 心 城 区 划 分 出 警 范
围，实行巡区负责制。按照 1 1 0巡
逻出警车40公里/小时的车速，出
警范围最远两点间行驶所需时间
为5分钟的原则划分巡区，而每个
巡区安排一部警车，实行 2 4小时
全天候、网格化动态巡逻防控，

“其实110民警在接到110报警服务
台的指令时，已经在出警的路上
了。”

民警说，目前东营警方已经
在中心城区的主要道路、重点区
域等建立了图像监控系统，警用
地图上GPS系统的应用，使打击和
防范更加快速、高效。

GPS定位

直接调度警车

一谈到“高科技”，110报警服务
台民警自豪地说：“110报警服务台
已经发展成为集有线、无线、视频指
挥和GPS定位信息等一套完整的系
统，是全市公安机关科技含量最高
的部门。”

5日上午10时许，110报警服务台
的民警打开GPS系统，瞬时一张东
营地区的地图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与普通地图不一样的是，许多汽车
图样分布在地图的大街小巷，并且
左右移动着。每个图样上还有个特
定的警车车牌号。民警指着屏幕说，
每个110巡逻车都装有GPS系统，所
有巡逻车的位置、行驶速度和运行
轨迹都能在电脑里查到。

记者发现通过系统甚至可以查
询到每个巡逻车的经度和纬度。“遇
到突发事件，能迅速找到离现场最
近的警车。”民警回忆，2009年四五
月份，因为打架斗殴，违法人员驾驶
一辆汽车沿着北一路向西逃窜，途
经西一路、北二路、西二路一直驶向
潍坊路。经过GPS系统的查询，调遣
附近的警车进行阻截，最后终于在
潍坊路附近将这辆车辆阻截成功，
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人还
是网上逃犯。

关注

2012年1月9日 星期一 编辑：李黎 美编/组版：陈惠芳C08 今日黄三角

一名从事多年接警的民警告
诉记者，这些年感触最多的就是，
市民越来越信赖民警，有困难就会
想到110。有的市民忘带了家中的
钥匙会拨打110，有的市民看见井
盖丢了也会拨打110。但有时也会
出现个别市民恶意骚扰和谎报警
情的情况。

“昨天，史口镇的一名市民，喝
醉了拨打110，声称想杀人。后来经
过核实，才知道报的假警。”一名接
警员说，110是政府开设的免费特
服电话，也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公共
资源。恶意滥打110既是对110资源
的蓄意破坏，也有可能延误公安机
关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及时保

护。据统计，2011年东营市110报警
服务台共接话务呼入50多万，平均
每天要接听电话1600个左右，而其
中有两成多是误拨或骚扰电话。

民警表示，按照《治安管理处
罚法》有关规定，凡无事拨打110电
话恶意骚扰、谎报警情的行为都属
于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可处5日
以下拘留，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可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

元以下罚款；凡恶意拨打110编造
炸弹威胁、生化威胁等信息，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触犯《刑法》的，将
受到严惩。本报记者 嵇磊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拨打110电
话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 110、119、122三个特服号码
拨打任何一个，110报警服务台都
能收到；

2 .要注意接警员提示的要点，
讲明所报警情的地点、时间、目前
状况；

3 .如实反映事件的实际情况，
不夸大、不歪曲事实；

4 .尽量克服焦躁情绪，吐字清
楚；

5 . 110答复报警后，当事人要
在现场等候，保持通讯畅通，主动
与赶到的民警联系，详细介绍情
况；

6 .积极协助警方开展调查工
作。 本报记者 嵇磊

两成报警为骚扰电话

严重者可能会触犯《刑法》

格延伸新闻

接警员全天为您守候

最好的激励是声“谢谢”
本报记者 嵇磊

危难之中人们第一个反应总是拨打110，它似乎无所不能。因此这个熟悉的号码，也被赋
予了特殊的使命。而110报警服务台则是东营公安机关的警情指挥调度的中枢，确保着整个
城市安全的正常运行。1月10日是全国“110宣传日”，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东营市公安局110报
警服务台，探访“幕后指挥官”的奥秘。

““你你好好，，这这里里是是111100报报警警
服服务务台台…………””东东营营市市公公安安
局局111100报报警警服服务务台台的的每每名名接接
警警员员一一天天要要重重复复330000多多次次这这
句句话话。。每每天天的的守守候候，，为为的的是是
让让市市民民放放心心。。

◆“110”接警员日接1600个电话

用肩夹着电话，手指飞
快在键盘上舞动，伴随着电
话铃声和键盘敲击声，东营
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的
接警员们紧张地工作着。

5日上午10时许，电话铃
再次响起。“你好，这里是110

报警服务台。”“你们快来
吧……”接警员小李迅速将
报警信息记录在电脑上。刚
挂掉电话，小李桌前的电话
再次响起了“呼救”声。民警
给记者做了个简单的算术
题，东营市110报警服务台每
天5名接警员值班，她们要在

办公桌前坐足9个小时。去1

年东营市共接话务呼入50多
万个，5名接警员平均每天要
接听电话1600个左右。“这意
味着每一名接警员一天要受
理320件警情，不到5分钟就
要接听一个报警电话。”

面对一天重复300多次重
复同一句话，接警员不敢喝
太多水，生怕跑卫生间耽误
了工作。为了节省时间，她们
的水杯都集中放在饮水机旁
的一个桌子上。一个小时候
后，小李声音略带沙哑。“这
些都已经习惯了。”小李说。

◆ 走遍全城历练“活地图”

采访中，短短的1个小
时内，110报警服务台里的
接警电话响个不停。“快”和

“准”给接警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然而，要成为一名合
格的接警员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需要经过三个月的岗前
培训。除了要精通公安无线
通讯操作，熟悉刑法、刑事诉
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还要
能够熟悉全市地形地貌，练
就“活地图”的本领。

“接到报警电话，如果对
东营的地理位置不了解的

话，肯定会延误警情的下
达。”接警员小高说，她们手
中会持有四张不同的最新版
本的地图，分别针对中心城
区、各分县区、路和小区。没
事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
看。据了解，110报警服务台
还专门派出一辆警车载着
接警员走入偏街小巷，熟悉
地理环境。下了班，接警员
们也会抱着地图坐公交车
围着中心城区去各个地方，
现在她们已经对东营的大
街小巷了如指掌。

◆ 保持通话救下轻生女

一名从事多年接警的民
警感触颇深，很多市民在报
警的时候，往往说话没有头
绪，有时甚至上来就骂，这时
一定要冷静，设法找到突破
口。

去年的四五月份，一个
转自利津的警情，牵动了民
警李警官的神经。“一名20多
岁的女子来到东营区想要自
杀，而家人在利津无法找到
这名女子。”李警官说，当时
只有那名女子的电话号码，
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信息。

李警官赶紧拨通了那
名女子的电话。电话那头传
来的沮丧声，让气氛紧张了
起来。李警官说，简单对话

后，得知这名女子由于生活
不如意，才有了轻生的念
头。“我们会帮你的！”电话
里头，李警官肯定的回答，
让这名女子终于说出了自
己的位置。随即，李警官调
集正在附近执行巡逻任务
的警车，沿线寻找。20分钟
后，巡逻的民警和家人在淄
博路附近找到了轻生女子，
化解了险情。

“如果不能设身处地的
为报警人着想，就不能成为
一名合格的接警员。”李警官
说，“第二天都会对前一天的
报警电话进行回访，当听到
一声‘谢谢’，我们心里就会
很欣慰、充实。”

东
营市公
安 局
1 1 0 报
警服务
台的接
警员正
在接听
报警电
话 。

本
报记者

段学
虎 摄

. 为节省时间，接警员的水杯放置在离饮水机比
较近的地方。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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