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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公安深入开展
“110宣传日”活动

华西城市读本讯（韩
东林 记者 刘彦谷）1 月 10
日上午，苍溪县公安局以
全国第32 个“110 宣传日”
为契机，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集中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主要以
110报警服务为切入点，活
动中，全县公安机关广泛
宣传了 110 在打击违法犯
罪、维护社会治安、服务人
民群众等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推广介绍了 110 的职责范
围、如何正确拨打110电话
的方法、拨打110电话的注
意事项、对恶意骚扰110和
报假警人员应负的法律责
任以及社会公共服务联动
体系等常识。

活动中，设立宣传咨
询点 13 个，散发、张贴宣传
资料5万余份，现场接受群众
咨询和建议1000余人次，发
送宣传短信5000余条。

达州的三家新晋 4A 级景
区中，通川区磐石月湖旅游区
和渠县碧瑶湾景区都是近两年
达州涌现出来的城市近郊旅游
的佼佼者，给达州市民带来了
不一样的休闲观光旅游新体
验。磐石月湖旅游区地处通川
区磐石镇，距主城区约 13 公
里。景区规划面积约 9.5 平方
公里，涉及场坝、王家桥、新店、
何家坝、渡口、盐井坝6个行政
村，主要景点有游客中心、帝森
庄园、草莓主题公园、秦巴农耕
文化博览馆、月湖景区等，是集
山水自然观光、都市农业体验、
民俗文化体验、科普教育、户外
运动、花卉观光等众多业态为

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磐石月湖旅游区成功创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通川区
旅游业发展的新起点，对该区
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全面发展，
推动全域旅游格局的形成，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万源红军公园旅游景
区，以达州独有的红军文化为
主体，为大家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了载体。碧瑶湾旅游景
区位于渠县万寿乡，占地面积
6 平方公里。景区植被覆盖
80%以上，年均气温 19 度，空
气湿度 75%，空气负氧离子丰
富，是名副其实的桃源仙境，
康年福地。

四川新晋12家4A级景区

当市民身处险境、遇到麻
烦时，首先想到的就是 110。
2017年，南充全市公安机关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群众报警90万
余起，其中无效警情占比83%。

奇葩“求助”多
接警员一天接警400多次

走进南充市公安局110指
挥中心，打开电脑上的接警单，
南充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调
度室主任刘成龙告诉记者，每
天接到的报警电话中，总是有
一些“奇葩”的来电。

前几天接到的一起报警至
今让南充市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的接警员记忆犹新。一位市
民由于加班没有吃饭，实在太
饿了，就打电话给“110”，希望
警察能给他送餐。类似的奇葩
警情还有很多：停电停气的，没
带钥匙进不了门的，夫妻吵架
求评理的，经济纠纷让警察帮
助要账的，甚至还有上公厕忘
带手纸的等。

刘成龙介绍，南充市公安
局负责南充市辖顺庆、嘉陵、高
坪三区的接警，110 报警电话
24 小时开通，接警员平均每天

每人至少要接10个小时电话，
最多的时候接警员接过400多
个电话。

去年接警90万次
无效警情超八成

日前，南充市公安局“向人
民报告”指挥中心专场新闻通
气会现场，南充市公安局情指
挥政委黄准通报了 2017 年南
充 110 指挥调度情况。2017
年，南充全市公安机关 110 报
警 服 务 台 共 接 群 众 报 警
908875起，同比下降6.07%，其
中有效警 154264 起同比上升
39.35%，无效警 754611 起（占
比83%），同比下降6.98%。

“南充全市公安机关仅有
接线员78名，每个有效警加上
接警、派警、信息反馈等，再加
上每年这么多无效警，平均每
名接线员每天要接打300个电
话左右，市局 110 接线员平均
每天接打 400 多个，工作压力
很大，也提醒广大市民支持并
理解 110 工作，非警务类警情
尽量直接拨打政府12345服务
热线。”黄准介绍。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谢杰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刘彦谷）1月9日，在全国第32
个110宣传日到来之际，广元
市公安局举行“向人民报告”
指挥中心专场新闻通气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7年，广
元市 110 报警台共接各类报
警求助约 47 万起，其中有效
报警约 11 万起，占接警总数
的23%，无效报警约36万起，
就占了接警总数的 77%。而
这些无效报警主要包括重复
报警、误拨电话和骚扰电话。

在有效报警中，刑事、治
安、交通类警情约 4 万起，占
有效报警的36%；纠纷求助类
警情约7万起，占有效报警的
64%。在纠纷求助等警情中，
车辆停放、消费纠纷、经济纠
纷、劳资纠纷、噪音扰民等是
主要类型。

“去年全市公安机关始终
保持对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
态势，极大地挤压违法犯罪活
动空间，刑事类警情同比下降
33%，治安类警情同比下降

11%。”据广元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尽管
警情总量下降，但日均接警量
1300 起，约每分钟就处理一
起报警求助。”目前，广元市公
安机关设立 7 个 110 报警台，
全天候24小时受理群众报警
求助。

110 接警范围包括案事
件、紧急求助、涉警投诉三方
面，具体来说就是七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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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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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呼吁，市民要正确使
用 110，有效发挥好 110 应急
处突“触发器”、打击犯罪“桥
头堡”、治安防控“信息源”的
重要作用。

“加班狗”拨110求送餐南充无效警情超八成
同
步
播
报

2017年广元接无效报警约36万起
超接警总数七成

半数在川东北
经过各个市（州）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推荐，四
川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
员会组织评定，四川共12家旅
游景区新晋为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其中，川东北的景区占
据半壁江山，达州、广元各三
家，分别是达州市通川区磐石
月湖旅游区、达州市万源市红军
公园旅游景区、达州市渠县碧瑶
湾景区，广元市旺苍县木门景
区、广元市旺苍县红军城景区和
广元市昭化区柏林古镇景区。

截至目前，广元市国家旅
游景区数量达到 40 个，其中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个，国
家4A级旅游景区19个，国家
3A级旅游景区12个，国家2A
级旅游景区8个。旅游景区数
量位居全省前列。

中国红军城位于广元市
旺苍县东河镇，面积1.5平方公
里，由文昌街、王庙街、龙潭街3
条主要街道和木市巷、何家巷2
条小巷构成，距广元市63.7公
里、巴中市82.7公里。中国红军
城是川陕苏区后期首府，现有川
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
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
军总指挥部等40多个党政军主

要领导机关遗址，是全国现存面
积最大、保存最好、遗址点最多
的红军遗址群之一。

旺苍县木门景区位于广
元市旺苍县木门镇，是古代南
北交通要道“米仓道”的必经之
地。地处旺苍、南江、苍溪三县
交汇处，古有“一脚踏三县”之
称。拥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
川省国防教育基地木门会议会
址纪念馆，始建于南梁、再建于
清康熙年间古寺木门寺，蜀道
重要组成米仓古道，全国独一
无二的“赤化全球”石刻标语和
苏区红军石刻标语数百余件。
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正

月15闹元宵烧火龙习俗传承
至今，木门醪糟的生产技艺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柏林古镇景区位于广元
市昭化区柏林沟镇境内，是古
蜀道分支利阆道上的重要驿
站。川剧“岚桥祭水”“岚桥相
会”演绎的魏公子与兰小姐

“化锦双飞”的凄婉爱情故事便
发生于此。素有“浪漫爱情古
镇？秀美水乡湿地”之称。全
国著名乡土民俗建筑专家季富
政称其为“山沟里的小九寨”。
古镇的秦汉古街被誉为川北民
居“活标本”，也是西南地区唯
一保存完整的“夯土古镇”。

文志碧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罗轩 李玉泉 刘彦谷

广 元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增至1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