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110 救助群众 202081 人次
据高道营介绍，2017

年， 全市 110 共接警 165
万余次，有效接警 36 万余
起。 其中，刑事警情 21629
起，同比下降 19.26%；治安
类警情 22541 起； 交通类
警情 95648 起； 火灾警情
1550 起； 接受群众紧急求
助警情 92162 起,救助群众
202081人次。

2017 年 5 月 3 日下
午，新野县的赵某报警称，
其 11 岁的儿子李某自 4
月 29 日 13 时离家出走后
一直未归。接警后，民警立
即展开行动， 分析梳理李
某活动轨迹， 经过一昼夜
的奋战， 终于在次日早晨
找到李某。

2017 年 6 月 4 日上

午 11 时许， 唐河县公安
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称，在星江路某售
房部门前，一男子对一位
老太太实施抢劫，用铁锤
将老太太头部打伤后逃
窜。 110 指挥中心立即指
令文峰派出所出警，沿犯
罪嫌疑人逃窜方向追赶，
成功将其抓获。

2017 年 10 月 2 日上
午，内乡县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二桥南有人落水。 110
指挥中心立即指令救援
小组前往现场施救。 当
时，连日的大雨使湍河水
位急速上涨， 民警索降
至水中， 成功将落水者
救上岸。

1 月上旬

菜价“雪中涨”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王勇）近日，

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1月上旬，受大雪天
气影响， 南阳 30种主要食品综合平均价格与
上年 12 月下旬相比呈上涨趋势， 涨幅约为
1.6%，其中有 10种食品价格上涨，20种食品价
格持平，无食品价格下降。

肉禽价格上涨。 其中，猪肉五花肉价格上
涨 4.3%，猪肉去骨后腿肉价格上涨 3.8%；白条
鸡价格上涨 2.8%，活鸡价格上涨 3.3%；牛羊肉
价格保持稳定。

鲜菜价格多呈上涨趋势。 所调查的 7个鲜
菜品种价格“5涨 2平”，无价格下降鲜菜。其中，
大白菜、大葱、芹菜、黄瓜和西红柿价格均呈上
涨趋势， 涨幅分别为 25%、37%、14.3%、7.7%和
20%；土豆和长豆角保持价格稳定。 鲜果价格上
涨。 其中，香
蕉价格上涨
4.1%。苹果价
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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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水北调办

情系贫困户
本报讯（记者 田园 通讯员 郭金鹏）1 月

10 日，雪后初晴，市南水北调办相关负责人
一行 20 人深入帮扶的淅川香花柴沟村，走访
慰问贫困群众。

市南水北调办主要负责人了解此次强降
雪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情况后， 为困难群
众送去棉衣、棉被，并宣讲国家扶贫政策，要
求驻村工作队员及帮扶责任人会同镇、 村班
子，尽心尽力，履职尽责，思想上关心、生活上
照顾、产业上扶持，切实帮扶好困难群众，圆
满完成年度脱贫攻坚任务。

此次活动共走访 55 户贫困户，为他们送
去棉衣、棉被 110 套，价值约 3 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刘迎昊）1 月 9 日
至 11日， 由省发改委副主
任任建设带队的省政府第
二督导考核组，对我市 2017
年消防工作责任目标完成
情况和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督导、考核。

考核组实地抽查了镇
平县石佛寺中队、七一路小
型消防站、淯阳桥取水码头
和消防支队指挥中心，随机

抽查了镇平县政府、市住建
委、市圣泰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等单位。

考核组认为， 南阳市
在消防安全保卫任务极其
繁重的情况下， 采取一系
列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不
断加大消防安全治理力
度， 加强灭火救援力量体
系建设， 建立完善消防工
作长效机制， 有效稳定了
消防安全形势。

据了解，2017 年，全市
消防机构共检查单位 7.63
万家， 发现隐患 19.8万处，
整改隐患 19.6万处，“三停”
1147家，临时查封 1729家。
全市公安机关共检查单位
9.2 万家， 罚款 150.885 万
元，发现隐患 13.3 万处，整
改隐患13.4 万处，行政拘留
1387 人。 新建投勤 6 个普
通消防站和 3 个小型消防
站， 升级改造 3个消防站，

近期还购买了 3 台消防机
器人，全面提升了灭火救援
水平。

2017 年， 南阳消防支
队被公安部消防局评为安
全工作先进支队，南阳支队
高新区大队被公安部消防
局评为党的十九大消防安
保工作先进大队，南阳支队
搜救犬分队在全省消防部
队第三届搜救犬技术比武
竞赛中获第一名。

我市 2017 年消防工作有力有效

省政府督导考核组点赞

市工商局

农家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徐海龙 特约记者 孔峰

通讯员 祁晓松）日前，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
一行赶到淅川县毛堂乡贾营村， 开展寒冬送
温暖活动，对贫困户进行实地走访慰问。

在淅川县毛堂乡贾营村驻村工作队，市
工商局相关负责人看望慰问了驻村工作队
队员，并对该村脱贫工作进行督导，逐项查
看了各项扶贫目标任务落实情况，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深入部署，推动扶贫任务落实。 随
后，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一行分别深入结对
帮扶的贫困户家中嘘寒问暖拉家常，宣传国
家富民政策， 鼓励贫困户树立致富信心，争
取早日脱贫，并为每户贫困户送上了崭新的
棉被。

2017 年的 110“成绩单”满满都是忠诚担当

接165万个电话 救助20余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周聪）2018 年 1 月 10 日是全国第 32 个“110 宣传日”，也是我市开通 110 报警服务 22 周年。 在刚

刚过去的 2017 年，我市 110 指挥中心共接警多少起？在维护社会治安、服务群众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平台
设置上有哪些新进展？ 日前，记者采访了市公安局警令部副主任兼指挥中心主任高道营，全面了解相关情况。

为应对强降温天气，南
阳国家基本气象站加大监测
力度，做到准确、科学预报。
图为 1月 11日，工作人员正
在监控数据

本报记者 周梦 通讯
员 祝晓红 摄

天气预报
越来越准

非警务报警 请你拨打 12345
作为公共安全资源，

110 在维护治安和服务群
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 由于非警务类求
助、 无效报警情况的增
多，严重影响了 110 正常
运行。

为进一步提升 110 接
处警能力、规范基层警务
活动，2017 年 5 月 27 日，

我市完成了 110 与 12345
平台的对接，实现了非警
务报警向市长热线平台
的分流。

“12345，服务找政府；
公安 110，为民保安宁。 群
众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遇
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或社会治安
秩序的群体性事件， 自然

灾害、 治安灾害事故、火
灾、交通事故，危及公共或
群众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
事故， 公安机关及人民警
察正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
为， 以及其他需要公安机
关紧急处置的与违法犯罪
有关的事故， 可拨打 110
求助。 在此范围之外的其
他问题和困难 ， 可拨打

12345 政府热线。 ”高道营
告诉记者，“据统计，自 110
与 12345 平台联动对接
后，截至目前，已分流非警
务类群众普通求助警情
4.8万起。 各单位和部门各
司其职、通力合作，才能更
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保障社会和谐
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