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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在在很很无无聊聊，，陪陪俺俺聊聊聊聊天天呗呗””
110报警台每天接200多电话，有效警情仅30多起

信息集装

本报1月28日讯(见习记者
邢敏) 27日上午，商河县工商联
家居装饰业商会成立。36家家居
装饰业商家成为商会首批会员。

记者了解到，家居装饰业商
会成立后，将帮助制定行规行约，
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了解会员在
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为家居装饰企业提供尽可能多的
商机和信息。

据介绍，商河县家居装饰业
商会成立后，为商会会员提供相
关法律的支持，倡导同行业内部
的公平竞争，创造家居装饰企业
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与其它市
县区家居装饰业商会的联谊，加
大合作力度，组织会员企业到其
他地市学习考察，提高经营能力
和服务水平。

此外，商河县家居装饰业商
会成立后将注重保护消费者权
益，首先会整合目前家居装饰行
业的混乱市场现状，制定行规行
约，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制裁不良
竞争。目前有36家家居建材商户
已加入商河县工商联家居装饰业
商会。

家居装饰商会成立

首批36商家入会

本报1月28日讯(通讯员 李
蕾 见习记者 邢敏) 近日，商
河县妇联联合县公安局在县职业
中专举行法制宣传教育讲座活
动。讲座现场，法制大队队长杨本
潭结合发生在商河县实实在在的
违法案例向学生们讲述了日常生
活、学习中应该注意的法律问题，
学生们听得认真、记得仔细，掌声
不断响起。

记者了解到，针对学生容易
上当受骗、不学法、不懂法、不会
用法的现象，杨队长向学生提出
几点建议：一是要珍惜学习法律
的机会，做学法、守法、更懂法的
好学生，并自觉接受家庭、学校及
社会上的法律教育；二是不要随
意模仿电视、电影、网络游戏中的
违法行为，更不能随便实施；三是
要增强防范意识，保持警惕性，自
觉抵制违法分子的不良诱惑；四
是积极学习各种自救方式，遇到
危险时善于保护自己、求助他人、
及时报警；五是谨慎交友，远离社
会闲散人员，尤其是有违法行为
的人员。

普法宣传进校园

教育学生防骗子

本报1月28日讯(见习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马新德) 近日，
商河县农业局组织有关农业专家
来到郑路镇前进西村小麦地头，为
商河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200名
学员开展“田间课堂”。专家们结合
小麦的生长周期和农时安排，针对
生长过程中如何加强小麦管理，适
时防治小麦病虫害等给予科学指
导，上了生动形象的一堂课。

据了解，商河县作为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试点县，紧紧围绕现
代农业粮食、蔬菜种植开展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科学设置教
学培训课程，以“田间课堂”的教
学模式，为学员面对面传授蔬菜
等管理生产技能知识。学员王先
生说：“在田间课堂学习，能更好
地了解农业知识，咱要做个职业
农民，就得多学习。”

开设田间课堂

惠及职业农民

商河县110指挥中
心每天都会接到200多
起的求助电话，但其中
有效警情仅有30多起，
并且多数为家庭小纠
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的
范畴。对此，110指挥中
心民警提醒大家，应正
确使用110，如果谎报
案情，会被依法处理。

“有困难，找警察”这已
经成了市民的思维定势，无
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
自己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市
民第一反应就是拨打“110”
向警察求助，目前商河县110
指挥中心一天能呼入电话
200多个。

“ 110 指挥中心的接线
员每小时就要接10-20起电
话，基本上每个接线员都是
一工作就是 2 4 个小时，因
此 ，每 个 人 的 负 担 都 比 较
重。”110指挥中心的工作民

警说，为了解决指挥中心的
这种情况，也为了更好地为
市民服务，“指挥中心由原
来的 8 个接线员，增加到了
现在10位，但情况却没有多
少改观。”

据110指挥中心的民警
同志介绍，目前指挥中心除
了警情电话以外，“问题电
话”也越来越多，“民警同
志，我下岗了，能不能帮我
找个工作呀？”“我现在没有
事情做，很无聊，你能不能
陪我聊聊天啊？”“同志，我

现在没有时间，能不能麻烦
你 帮 我 给 女 朋 友 送 束 花
啊？”等等，接到这样的电
话，让我们的接线员同志都
感到很无奈。

据了解，110指挥中心一
天呼入的电话有200多起，但
是其中的有效警情仅有30多
起，再加上一些市民的咨询
电话，也只能占到总数的二
分之一，另外的一半，大多为
无聊的恶意骚扰电话、超出
正常范围的求助电话、小孩
子不小心拨打的电话等。

110是社会治安保障的生命
线，如果无效电话经常占线，就
可能导致一些警情电话无法呼
入，耽误了最佳的出警时机，一
些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可能就
会受到威胁。因此市民必须正确
使用110，珍惜警力。

据许商街道办民警张继刚
介绍，根据公安部出台的《110接
处警工作规则》规定，其中110报
警服务台接受电话报警包括：刑
事案件、治安案(事)件、危机人身
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
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和治安灾
害事故等。

接受求助的范围包括：发生
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需要公
安机关紧急救助的；老人、儿童
及智障人员、精神病患者等人员
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帮助查找
的；公民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
援状态的；涉及水、电、气、热等
公共设施出现险情，需要公安机
关先期紧急处置的以及其他紧
急求助事项。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
邻，近邻不如110”，让110打击犯
罪、服务群众的职能真正走进我
们的日常生活，市民就应该多多
地了解和尊重110，不应该只要
有事就拨打110，应该把警力用
在刀刃上。

一天呼入200多起，有效警情仅30多起

商河县公安机关暂时还
没有对110的出警范围进行
限制，基本上还是有求必应，
本着“有警必接，有难必帮”
的态度，为市民更好地服务，
但在一天内所接到的30多起
有效警情中，其中20多起为
家庭小纠纷。

“前一段时间，沙河乡
的庞先生给110指挥中心打
来电话，说他们村发生了群
殴事件，场面很激烈，希望
我们出面调解。”许商派出
所教导员张旭东说，民警紧

急赶赴现象了解情况，“到
达目的地才发现，原来是夫
妻打架，根本不是什么群殴
事件，并且场面也没有很激
烈。”

像这样的情况真的是
数不胜数，一天晚上十一点
多，市民刘先生给指挥中心
打来电话，说自己在长青路
富盛北街附近被人打了，并
且状况很严重。民警到达现
场 时 ，发 现 现 场 根 本 没 有
人，并且也没有打架后的痕
迹。

“民警一直给报警者打
电话联系，联系了很久才终
于联系上。”民警张继东说，
后来发现报警者由于喝醉
了，在别人不小心撞了他一
下的情况下，就给110指挥中
心打来电话，“这种情况是属
于报假案，后果是比较严重
的。”

据民警张继刚介绍，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依法对
市民刘先生进行了 1 0 日拘
留。

每天出警30多次，20多起为家庭小纠纷

本报1月28日讯(见习记者
邢敏) 近日，气温下降。商河

武术协会的会员仍然坚持在人
民公园习武。26日早上，记者路
过人民公园时发现，七八组习
武人有的练拳，有的甩棍，习武
之气蔚然成风。不少武术爱好
者也会跟随武术协会的成员学
上几招。

“我习武已经将近40年了，
武术带给我的益处很多。”从小
习武的徐先生说，从小学开始，
就跟着省体校武术系的王贵连
老师练习，也就是现在武术协

会的王校长。练武后，不仅认识
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工
作和生活的精力也是很充沛
的。

“每天早上6点至7点钟我
们都会在人民公园进行免费指
导，现在我们协会里，上至八十
多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
子都可以习武。”武术协会校长
王贵连说，中华武术源远流长，
深不可测。作为国粹，他们的宗
旨是“团结带领广大武术爱好
者强身健体”，因为不是营利机
构，只要群众自愿都可以来学，

很多外地习武之人都会慕名前
来讨教。每天清晨，无论是在人
民公园还是全民健身广场，只
要是可以活动的地方，都有他
们矫健的身影。

记者了解到，商河县武术
协会成立于2007年5月，包含5
个拳种，会员人数近500人，其
中正式的会员有85人，中国武
术协会会员有36人。协会成员
在国际及全国性比赛中多次摘
得桂冠，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
绩。此外，拳种包括太极、形意、
八卦、螳螂等，器械有刀、枪、

剑、棍等。近期，刚刚成立了四
个武术俱乐部，太极拳俱乐部、
螳螂拳俱乐部、形意拳俱乐部
以及少林拳俱乐部。

“太极拳适合很多人练，不
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可以修
身养性。”据武术协会秘书长徐
新华介绍，练拳要懂劲，懂劲首
先就是找整劲，做到周身一体，
内三合，外三合，一动无不动，
一静无不静，这样做的目的就
是调动全身一切积极因素，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体能
发挥到极至。

““让让国国粹粹使使更更多多百百姓姓强强身身健健体体””
县武术协会每天清晨在人民公园免费指导市民习武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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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公安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无效警情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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