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月10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
延涛 ) 1月10日是全国第
32个110宣传日，今年的主
题是“110，守护新时代美好
生活”。聊城市公安局组织
民警走上街头，通过图文展
示、现场问答、发放资料、警
民互动等多种形式，呼吁群
众关爱110、理解110、支持
110，携起共创新时代美好
生活。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全市110报警服务台全年共
接 听 1 1 0 、1 2 2 呼 入 电 话
843109起，其中有效报警、
求助电话173896起。

警方介绍，去年以来，
全市公安机关不断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1 1 0接处警工
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严厉
打击各类犯罪、及时救助群
众危难、积极服务百姓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市
110报警服务台全年共接听
110、122呼入电话843109
起，其中有效报警、求助电
话173896起，占话务总量的
20%，咨询66080起，占话务
总量的7 . 8%；无效呼入和
骚扰电话60万余起，占接警
总量的72 . 2%。110报警服
务系统的高效运转和广大
接处警人员的辛勤付出，极
大地方便了群众的报警求
助，增强了人民群众安全

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
群众的广泛赞誉和充分肯
定。

从目前情况看，警方在
处理大量的群众报警求助
的同时，也受到许多无效报
警和骚扰电话的干扰，这在
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公安机
关的精力和警力，浪费了大
量报警资源，有时甚至还会
导致一些紧急报警电话无
法打入。在此，警方呼吁广
大市民朋友们从自己做起，

从 身 边 做 起 ，正 确 使 用
“110”，有效杜绝各类干扰
影响报警服务工作的现象，
共同为110报警服务工作营
造良好的环境。

据了解，110受理警情
的范围包括刑事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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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公安
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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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
正在发生的违规行为。

目前，不少群众遇到的
一些非紧急的事件也拨打
110，这实际上无效占用了
110这一公共资源。对于公
安机关职责范围以外的非
紧急求助，110报警服务台
接警工作人员会告知求助
人向所求助事项的主管部
门或者单位求助，并视情予
以必要的解释。

聊聊城城去去年年接接报报警警电电话话8844 .. 33万万余余起起
其中无效呼入、骚扰电话占了72 . 2%

民警走上街头接受市民宣传咨询。

公民使用110报警电话要注意
以下几点：1、报警的内容要真实。2、
报警时要告知报警台事发的时间、
地点、人员、性质、现场情况以及事
态发展趋势，有何要求以及自己的
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3、报警后，
无特殊情况不要离开现场，以便处
警人员及时了解情况，进行处理。

另外，为方便聋哑人等部分特
殊群体或不方便语音报警的情形下
的报警求助，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全
面开通12110短信报警服务。当遇有
不方便电话语音报警的情形时，可
将警情编辑成手机短信，发送到
12110，即可实现短信报警。公安机
关将通过短信与报警人沟通，并及
时安排警力实施救助。

警方提醒，日常生活中，广大市
民遇到的需要政府解决困难、问题
的咨询和求助，对政府职能部门、公
共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
对政策、政务信息的咨询，可拨打市
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热线12345。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延涛

使用110报警电话

这些要注意

◇头条相关

本报聊城1月10日讯(记
者 张超) 2017年11月30
日，市政府发布了《聊城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 管 理 实 施 办 法 》，并 于
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聊城市网约车经营管理服务
自此有法可依、有规可循。10
日，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林
树军做客“12345”市长热线，
对聊城市网约车新政热点问
题进行答复与回应。

据介绍，《实施办法》规
定，申请在聊城市从事网约
车经营的平台公司应当具备
线上线下服务能力，需满足
以下条件，具有企业法人资
格；具备开展网约车经营的
互联网平台和与拟开展业务
相适应的信息数据交互及处

理能力，具备供交通运输、通
信、公安、税务、网信等相关
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询相关
网络数据信息的条件，网络
服务平台数据库接入市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监管平台，服
务器设置在中国内地，有符
合规定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使用电子支付的，应当
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
订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协
议；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
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
务质量保障制度；在本市服
务所在地有相应服务机构
和服务能力。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条件。外商投资网约
车经营的，除符合上述条件
外，还应当符合外商投资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聊城市网约车经营服

务管理实施办法于2018年1
月1日开始实施。等网约车

平台公司在聊城市取得线
下经营许可后，符合规定条
件的网约车，即可申请办理
网约车运输证。

市交通运输局做客“12345”市长热线———

回回应应聊聊城城市市网网约约车车新新政政热热点点问问题题

据了解，根据聊城市网
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办
法规定，拟在聊城从事网约
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
下条件：即在聊城市行政区
域内注册登记的7座及以下
乘用车，初次注册登记之日

至申请日未满2年，使用性
质登记为“预约出租汽车客
运”；新能源汽车轴距不低
于2600毫米、综合工况续航
里程达到200千米以上；非新
能源汽车轴距不低于2600毫
米且车辆购置的计税价格12

万元以上；
同时，安装具有行驶记

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
置，应急报警装置；车辆技术
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
要求；车辆所有人为个人的，
应当持有预约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车辆所有人为公司的，
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具
有与车辆规模相适应的管理
能力等，具有不低于车辆规
模的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本报记者 张超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林树军做客“12345”市长热线。

网网约约车车需需安安装装车车辆辆卫卫星星定定位位装装置置

据了解，从事网约车服
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一)取得相应准驾车
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
以上驾驶经历；(二)无交通
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

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
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
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
录；(三 )无暴力犯罪记录；
(四)有服务所在地常住户口
或居住证明，不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述第(二)项、第(三)项
内容的证明材料由相应的
公安机关负责出具。市级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申请，按

相关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
规定考试后，在考试成绩公
布10日内为考核合格的驾驶
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驾驶员证》。

本报记者 张超

驾驾驶驶员员需需具具备备准准驾驾车车型型33年年以以上上驾驾龄龄

◇相关链接

本报聊城1月10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赵洪岭) 近日，东
阿交警大队2017年度“工作单”出
炉，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36472起。其中，查处酒驾616起，同
比上升52 . 1%，受理交通事故4104
起，侦破肇事逃逸案件94起。

据了解，2017年，东阿交警大队
继续加大路面防控力度，先后开展
了城区道路“疏堵保畅”交通秩序大
整治、“亮剑”行动、周末“夜查”集中
行动等一系列专项整治，全面加大
对酒驾、涉牌涉证、超限超载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查处酒后
驾驶616起、醉酒驾驶12起，刑事立
案12人，涉牌涉证1008起，超载2678
起，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017年，大队共开展道路隐患
排查专项整治行动12次，排查整改
交通安全安全隐患路段243处，并全
部提交省道路隐患整改系统，隐患
整改率98%。其中，安装红绿灯及监
控设备13套，爆闪警灯28处，LED显
示屏30处，安装爆闪警灯28处，高音
预警喇叭15处，交通信息诱导屏4
处，施划标线3200米，县乡道路智能
建设完成80%。

同时，深入推进交通安全宣传。
利用当地电视、电台、网络、报纸等
媒体，建立“四大宣传阵地”，开展

“网络直播”6次，集中曝光严重违法
行为、企业等12次，深入学校开展集
中宣讲54场次，宣传效果明显，广大
市民交通安全出行意识明显增强。

东阿交警一年

查处酒驾616起

挂失声明
山东鑫昌源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2018年1月5日开具给瑞阳制
药有限公司山东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3700172320，发票号
码：26981012，金额：壹万伍仟叁佰
零捌元伍角贰分！增值税普通发
票的发票联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聊城市开发区启航人汽车服

务中心，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税号：37250119820703682401，特登
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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