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天前的夜晚，张玲（化名）和妹
妹骑电瓶车，路过成都金牛区聚
霞路附近时，被一辆宝马车撞

倒，致脑部受伤。事发后，肇事车逃逸。
由于事发路段偏远，缺乏目击者，让该案
侦破工作陷入困境。

1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交警二分局获悉，根据大量
走访侦查，以及现场留下的肇事车保险
杠碎片等线索，警方最终锁定一辆川A牌
照的蓝色宝马汽车，并在案发16小时后
将驾驶员挡获。

目前，肇事司机被处以行政拘留15
日处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若被撞的
这对姐妹重伤或者死亡，警方还将追究
其刑事责任。

姐妹俩被撞倒地
肇事宝马趁夜色消失

“目前这对姐妹还在医院，一人在
ICU，一人因脑部受伤，仍无法说话。”
成都交警二分局事故大队副大队长丁
勇介绍，1月6日晚7点20分左右，这
对中年姐妹骑电瓶车经过聚霞路附近
时，被一辆轿车撞倒在地，两人脑部受
伤，被路口市民发现后，拨打120送往
医院。

丁勇说，警方抵达现场时，看到一

些散落的蓝色碎片，“肇事汽车与电瓶
车碰撞后留下的，但事发后，肇事车已
经逃离了现场。”

根据碎片情况，警方走访了4S店
等，确认该车为一辆蓝色的宝马3系
汽车，并以此展开进一步侦查。

一块缺失保险杠
锁定肇事司机和车辆
由于可用证据、目击者缺乏，让案

件侦破陷入困难。“该路段正在施工，附
近监控被临时撤除。”丁勇说，此外事发

地点位于绕城外侧，且周围的批发市
场很早下班，“只有附近的一位保安，在
听到声响后，出来查看过情况。”

为了确定肇事车，警方采取了图
侦等侦查手段，并翻阅临近事发地周
围的大量监控，通过比对，发现有16辆
情况相仿汽车经过。“最终在绕城高速
北星的一处卡点，发现一辆右前方保
险杠部分缺失的蓝色宝马轿车，确认
车辆信息，并进一步锁定肇事司机。”

在案发的第16个小时，28岁的肇
事司机李越（化名）被警方在城北的一

处小区挡获。丁勇介绍，肇事宝马车
当时就停在小区内，还被车衣专门盖
住，但并未进行维修，保险杠缺失部分
与现场碎片吻合。

经调查，该车为2018年10月购
买，车主为李越妻子，事发时车上还有
一名乘客。“他一开始不承认撞了人。”
丁勇说，在对同车人进行问询后，李越
才承认在驾车前曾饮酒，肇事后抱着
侥幸心理选择逃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 摄影报道

肇事车辆前保险杠受损。

肇事司机李某接受警方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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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至12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上演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

1月12日至13日晚，成都东郊记忆·声
音剧场将上演爆笑荒诞喜剧《月下狂欢》；

1月13日上下午，四川歌舞大剧院将演
出英国BBC大型互动式多媒体儿童舞台剧
《海底小纵队4：极地大探险》；

1月13日下午，成都初相遇剧场将演出
北京爆笑震撼话剧《撒谎专家》；

1月15日至16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上演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1月25日晚，四川交响乐团将在成都
ICON云端音乐厅奏响《肖斯塔科维奇第十
交响曲音乐会》；

1月25日至26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西班牙弗拉门戈经典舞剧《卡门》。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当《走失
的太阳》在南方热映，《迷失的大雪》霸占北
方院线，四川默默在一旁，晒点烘烘太阳，
喝着茶看热闹。

今天周五，除了达州、广安、遂宁3市
大部和南充、宜宾、泸州3市南部还深陷
阴雨中无法自拔外，盆地其余地方都将迎
来阳光。不过，由于云层的势力还挺强，
阳光只能见缝插针，所以，大家的期望值
不能太高。

不管怎么说，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成
都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再加上今天又到
了周五，心情已经放飞啦。而这个周末，
阳光时而串门，成都最高气温将保持在
10℃左右。在三九天里，能有这样的小温
暖，也是很美好了。

要注意的是，中央气象台10日18时
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四川盆地中部在大
雾预警范围内，今天早间出门要多加注意
哟。

周末配点阳光
已是最美三九天

1 11 C C3 9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3级

阴天转多云
偏北风1-3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4时）
AQI指数 58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广安、遂宁、马尔康、西昌、泸州、
内江、攀枝花
良：南充、巴中、眉山、广元、雅安、自贡、资
阳、宜宾、德阳、绵阳
轻度污染：达州
中度污染：乐山

1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7—127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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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排 列 3 第 19010 期 全 国 销 售
16067266元。开奖号码：425。直选全国
中奖5185（四川352）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6全国中奖8016（四川655）注，单注奖金
173元。8776098.3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10 期 全 国 销 售
11473104元。开奖号码：42515。一等奖
36注，单注奖金10万元。209448093.14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04期全
国 销 售 649360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3303331311，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04期全国销售
1116696元。开奖号码：32303220，全国中
奖4（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
1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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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33个“110宣传日”
民警为你梳理过去一年发生的奇葩警情

有人欺负我啊

6岁孩子报警
真相让人哭笑不得…

生活中这7件事
才能拨打110

1月10日，全国第33个“110宣
传日”，成都市新都区公安分局开展了
警营开放活动。活动现场除了有擒拿
格斗表演、警械武器展示，民警还通过
展板、讲解的方式，向市民科普如何正
确使用“110”报警电话。

生活中，只有这 7 件事才可拨
110，其他的都不该110受理和管辖。

1、刑事案件；
2、治安案（事）件；
3、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

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
4、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火

灾、交通事故；
5、其他需要公安机关紧急处置的

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
6、危及公共或群众安全迫切需要

处置的紧急求助；
7、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正在发生

的违法违规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1月10日，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获悉，2018年成都市110报
警服务台共受理报警求助约 489 万
件，与2017年相比，下降0.76%。

去年7月2日，成都市出现强降雨
天气过程，蒲江县、邛崃市多个乡镇发
生洪涝灾情，全市多个区域发生河水
上涨，下穿隧道、路面积水等险情，报
警电话骤然增多，当天110报警服务
台的接警量高达22000件，是全年接
警最多的一天。

2018年，成都警方曾重拳整治电
话骚扰110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拨打
110谎报警情、恶意骚扰等违法行为，
共梳理严重骚扰110的号码155个，
查实59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晓璐 实习生 周媛媛

“有人欺负我啊，110！”1月9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获得一
段让人哭笑不得的报警录音。录
音中，一名儿童报警称被人欺负。

双流110：您好，双流110。
男孩：有人欺负我啊，110！
双流110：你的家长在哪里？

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男孩：有人欺负我。
双流110：你的家长在哪里？

有没有家长？
双流110：谁欺负你了？
男孩：#%&…
（期间，男孩一直在哭）
双流110：你的家人呢？
男孩家长：喂！
双流110：您是孩子的家长吗
男孩家长：对对对，不好意思。

随后家长澄清，原来是“熊孩子”
没吃饭，喊他背单词也不愿意背，

“愤”而拨打报警电话企图“求助”。
双流区公安分局110接线民

警袁先权介绍，这是去年11月的
一天，他在值班时接到的报警电
话。因为涉及儿童，不知道家长
所说情况的真假，民警挂断电话
后，便将情况反馈至派出所进行
核实，最终确认这是一个“随意”
的报警电话。

“我们一般4小时要接50到60
个报警电话。”袁先权说，希望市民
在非紧急情况下不要拨打报警电
话，避免占用有限的警务资源。

“你好，成都110……”成都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内，这样的对白每
天要重复上万次。2018年，成都市
110接警服务台平均每天接警1.35
万件，这意味着，这里的每个接警人
员每天要接近300通报警电话。

1月 10日，全国第 33个“110
宣传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进成都市110接警服务台大
厅，这里声音此起彼伏，略显嘈杂。
接警员一边与报警人沟通，一边在
键盘上迅速地记录下相关信息。

“即便是对方没有说话，我们
也要根据电话当中的声音来判断
环境情况。”接警员段娜告诉记者，
在很多人看来，110指挥中心接警
员的工作简单枯燥，无多少难度可
言，“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当中任

何一个人，都不敢说对接到的警情
有绝对把握。”段娜说：“同一个地
方发生火灾，发生在晚上和发生在
白天的紧急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也
会因环境、人员等因素变化而变
化。”

今年是段娜来到110接警服务
台的第九年，期间，她遇到了各种千
奇百怪的警情。“面对不同情况需要
作出不同的判断，是否调配警力、是
否需要其他部门的协调等，脑袋需
要一直不停运转。”段娜说。

“我们接到无法判断的警情时，
有个原则，不管警情真的假的，都先
当作真实的进行处置，这样才不会
延误警情。”段娜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钟晓璐实习生周媛媛摄影报道

的人，把段子变成了生活，或者说，把生活过成了
段子。比如，有人报警想自证清白，结果“贼喊捉

贼”反被抓了；有人醉酒后拨打110说“不服来抓我嘛”，
结果被拘留5天……1月10日，全国第33个“110宣传
日”，民警梳理了过去一年遇到的奇葩警情。看过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报警五花八门，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警务
资源，有些甚至让人哭笑不得。

撞倒两姐妹逃逸 宝马司机16小时后落网

报警想证清白
小偷自投罗网

“警官，一定要还我清白！”
“他冤枉我偷东西，这是对我的

不尊重！”
……
2018年12月7日，成都北巷子

派出所辖区一酒店内发生手机被盗
案，失主小杨怀疑是同事小刘偷
的。为自证清白，小刘一气之下主
动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警民警
经调取监控和查看手机通讯记录发
现，手机竟然真的是报警人小刘所
偷。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最终，小刘因涉嫌盗窃被金牛
公安刑事拘留。

民警点评：当了十多年的刑警，第
一次遇到“贼喊捉贼”，这也是我最快破
获过的盗窃案。

大爷想上厕所
警察赶来搀扶

2018年11月5日晚，成都茶店
子派出所接到金牛区人民医院医生
的报警称，一位住院的大爷想上厕
所，只想让警察来帮助他。

110民警迅速来到医院病房，
搀扶着李大爷上了厕所。

事后，民警了解到，李大爷一个
人在成都打工，家人都不在身边，生
病住院也没有聘请护工，平时都是
医护人员帮忙照顾，当晚因为有加
重病人，医生和护士忙不过来，李大
爷长期因疾病和孤独积压的负面情
绪一下爆发，于是拒绝所有人的帮
助，非要民警来了才肯上厕所。

民警点评：他墙都不扶只“服”我，
感谢大爷对我的信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醉酒男子打110
不服来抓我嘛！

“不服来抓我嘛！”2018年 10
月 23日晚上9点 50分到 11点之
间，阿坝州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先后4次接到一个手机号码打来
的电话。电话中，一名男子言语粗
俗，多次辱骂接警员，并挑衅说：不
服来抓我，你来不来抓我嘛。

接到恶意骚扰电话后，理县警方
迅速找到了拨打电话的男子张某。

警方查明，张某在阿坝州一家
工厂打工，当晚喝酒后恶意骚扰
110，并辱骂接警员。张某的行为，
严重影响了110指挥中心的正常秩
序。10月24日，理县公安局给予
张某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民警点评：恶意骚扰110报警电话是
恶劣的违法行为，警方将对此“零容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董兴生 王攀

有

情景1

情景2

民警点评：孩子会因为好奇或好
玩而随意拨打110谎报警情，家长要
告诉孩子，不要随意拨打110，扰乱
报警服务台正常工作秩序、占用有限
的警务资源，还要教育孩子在真正遇
到危险时，拨打110寻求有效帮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情景3

情景4

成都110一年接警

489万次
最高纪录是蒲江大暴雨

数据

提醒

探访成都110指挥中心：

一个接警员平均每天
要接300通电话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