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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报警”可拨打9600110和12345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闫
丽君 实习生 张宪松 通讯
员 张洁) 日前，记者从烟台
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社会上
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啥
事都找110，各种经济纠纷、买
卖投诉、讨债要钱、停水停电、
开锁挪车等，甚至还有谎报警
情、骚扰电话等。7月24日，烟台
市政府印发了《烟台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规范政府公共服
务平台对非警务报警和非紧急
求助事项处置的通知》(烟政办
字[2017]27号)，规定了110受理

报警的范围，今后，超出范围的
“报警”，110将不再受理。

据悉，烟台市每年110接到
的电话达175万次，而无效报
警、骚扰电话竟然占了75%以
上，造成警力和社会公共资源
的严重浪费，为真正需要110帮
助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为了让警察集中精力办大
事，让危难中的群众第一时间得
到救助，《通知》指出，公安110以
后将只受理危、重、险的警情。分
别是：刑事案件；治安案(事)件；
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

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自然灾
害、治安灾害事故、火灾、交通事
故；需要公安机关紧急处置的与
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危及公共
或群众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
急求助；公安机关或人民警察正
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与公安相关的事确实还挺
多，像办证照、落户口、咨询业
务、举报投诉，不找110找谁？对
此，烟台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公安远不止是110在为市
民服务，还有许多“神器”。

9600110民生警务平台，是公

安机关为处理“非紧急警务”的业
务咨询、求助、举报、投诉，以及对
公安机关的意见和建议的服务平
台，市民如果真遇到事，不涉及危
重险大的7种大事，完全可以拨打
9600110咨询解决。

同时，烟台“互联网+公安”
政务服务平台，也是当今移动
互联网时代，烟台公安适时开
办的警务服务平台。该平台集
网上公示、网上咨询、网上办
事、网上管理、网上互动、网上
监督等功能于一体，市民可以
通过平台门户网站、手机端微

信公众号、手机APP软件登录
办理相关事宜。

那些和公安都没关系的事
到底咋办？像涉及水电气暖、开
门开锁、救助扶助、法律援助等
类型的非紧急求助；涉及经济、
家庭、邻里、消费、买卖、劳资、
土地、宅基的各类纠纷等。市民
可拨打相关服务热线，或者拨
打12345市长公开电话。这是专
门负责答复、解释和协调解决
群众通过电话、网络向市政府
反映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建
议的电话。

今今年年已已有有1144人人因因打打骚骚扰扰电电话话受受处处罚罚

生活中遇到问题就拨打
110，不但事儿解决不了，还
耽误别人报警求助。我们知
道，打骚扰电话、谎报警情，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日前，招远市一男子因
被其前妻怀疑吸毒，以“让公
安机关进行检测以证明没有
吸毒”为由，酒后滋事，在家
中连续拨打110报警电话谎
报自己杀了人的警情。

当辖区罗峰派出所处警
民警依法将陈某传唤、询问
调查时，该男子踢踹损毁派
出所侯问室门，威胁、辱骂民

警，殴打辅警，并自伤自残。
案件发生后，招远市公

安局立即启动维权机制，治
安大队迅速开展查办工作，
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将该男子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为了配合公共服务平台
整合后的运行，公安机关会
严厉打击各种滋扰公共服务
平台的行为，今年到现在为
止，已经有14个打骚扰电话、
谎报情况的进了拘留所，还
有一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建建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举举办办第第三三届届

““庆庆八八一一、、双双拥拥杯杯””羽羽毛毛球球联联谊谊赛赛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
际，7月29日上午，中国建设
银行烟台分行邀请烟台市驻
军单位举办“庆八一、双拥
杯”羽毛球联谊赛，畅叙鱼水
深情。

本次活动邀请了海军航
空大学、解放军91213部队、
107医院、武警黄金第七支
队、烟台机场边防检查站、解
放军32122部队、烟台市公安
消防支队，中国建设银行烟

台分行王曙光副行长发表了
致辞。

建设银行是国有控股大
型商业银行、在全球银行市
值排行第二。近年来我们积
极组织实施“八一工程”，致
力于为军队武警等客户提供
全面、专业和个性化的服务，
与诸多单位建立起良好的合
作关系，积累了丰富的服务
经验。

(专刊记者 李媛媛)

烟台开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大快严”紧急行动

55家家道道路路危危货货运运输输企企业业被被停停业业整整顿顿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高兵) 近日，
市运管处开展道路运输系统危
货运输安全隐患大排查、快整
治、严执法紧急行动。市运管处
成立6个督导组，配合省督查组
到相关县市区危货运输企业开
展现场督察，现场检查企业安

全档案、车辆技术条件、从业人
员资质、紧急切断装置安装等
事项，现场测量停车场面积，对
从业人员进行现场出题考试，
通过一系列组合重拳，“大快
严”紧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派出
检查人员270人次，检查企业43

家，车辆1500余辆，发现问题
663项，下达执法文书43份，注
销3家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责令5家道路危货运输企
业、16辆危货运输车辆停业整
顿，完成全市63家危货运输企
业情况摸排统计，建立了一企
一册档案台账。

不不出出门门就就能能享享受受省省内内一一流流胸胸痛痛专专家家的的诊诊疗疗服服务务
山东省立医院青烟威疼痛专科医联体授牌仪式在107医院举行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隋亚男) 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内一流胸
痛专家的诊疗服务，疑难危重
病人还可通过互联网远程会
诊，近日，山东省立医院青烟威
胸痛专科医联体授牌仪式在
107医院举行。在为13家三级医
院集中授牌之外，中国疼痛医
学奠基人、中国著名疼痛医学
专家、省立医院疼痛科首席专
家宋文阁教授还做了精彩的学
术报告。

活动中，省立医院疼痛科
首席专家宋文阁教授、省立医
院疼痛科主任傅志俭教授、烟
台市卫计委医政医管科副科长
潘伟、烟台毓璜顶医院疼痛科
主任李爱芝教授、烟台解放军
第107医院姜志高院长出席活
动，活动由山东省立医院疼痛
科孙涛主持。参加本次仪式的
还有烟台市中医医院、滨州医
学院烟台附属医院、海阳市人
民医院、招远市玲珑英诚医院、

青岛市市立医院、解放军401医
院、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胶
州市人民医院、威海市立医院，
威海市中医院，乳山市人民医
院等。

“这一举措是对烟台市疼
痛医学发展的肯定，必将有力
推动烟青威地区疼痛专业的
发展，造福广大疼痛患者。”简
单介绍了107医院疼痛科的发
展历程后，烟台解放军第107
医院姜志高院长称，此次疼痛
专科医联体的成立也将为医
护人员带来前所未有的学习
机会。

省立医院疼痛科主任傅志
俭教授称，疼痛专科医联体的
成立有利于实现双向转诊，疑
难危重病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
远程会诊，得到更好的诊疗服
务。此外，省立医院每周三的业
务讲座，也可以通过培训平台
和医联体单位共享，实现同步
交流与进步。

烟台毓璜顶医院疼痛科主

任李爱芝教授指出，烟台市疼
痛专科医联体的搭建，将借助
山东省立医院疼痛科的学科优
势和医疗资源，不断深化合作
与交流，提升全市诊治水平，能
让烟台市及周边地区的疼痛患
者享受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
的诊疗服务。

记者获悉，山东省立医院
疼痛专科医联体在今年3月正
式启动，目前第一批医联体单
位共94家，遍布省内17个地市
及江苏、湖北等省市。经过几个
月的筹备，青烟威地区疼痛专
科医联体授牌于7月底拉开帷
幕。

据了解，烟台市解放军第
107医院疼痛科，于2014年12月
31日成立，此次成为省立医院
疼痛专科医联体单位，是其在
疼痛专科领域合作方面的又一
大进步，为医院疼痛科的发展
提供了更高的学习平台，对于
提高医院疼痛科学科建设和技
术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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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中中考考高高中中录录取取昨昨天天结结束束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李楠楠) 30日，烟台中考
第二批次高中录取已全部结
束,接下来8月1日,将进入第
三批次五年制高职和三二连
读高职录取。

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
取从7月21日开始,到7月30
日结束。第三批次五年制
高职和三二连读高职录取
从 8月 1日开始 ,至 1 0日结
束。其中,第三批次提前批
有面试要求院校的面试时
间为8月1日至2日 ,录取时
间为8月3日;第三批次五年

制高职和三二连读高职批
次录取时间为 8月 5日至 7
日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8
月9日 ;征集志愿录取时间
为8月10日。

考生可根据录取流程按
时参加面试和征集志愿填
报。但需要注意的是,录取
工作由第一批次开始依次进
行,已被录取的考生一律不
能参加下一批次录取,也不
得改录,也就是说被第一或
第二批次录取的考生,无论
分数高低都不能再参加第三
批次的录取。

葛头条延伸

30日，烟台边防
支队芝罘边防大队官
兵集体在火车站迎接
刚刚获得公安边防部
队第五届“十大边防
卫士”称号的芝罘边
防大队政委许显朝归
来。此前，许显朝刚在
北京参加过公安边防
部队庆祝建军90周年
文 艺 演 出 暨 第 五 届

“十大边防卫士”颁奖
典礼。 本报记者
吕奇 通讯员 王晓
妮 位赛 摄影报道

许许显显朝朝获获评评
““十十大大边边防防卫卫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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