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11日 本版主编：张立清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绍 文

内蒙古·法治4

首府110去年平均每天接群众报警2400余起

招租公告
内蒙古日报社对部分房屋进行对外出租，共计5处房屋，说明见附

表。
现诚邀有意者咨询洽谈，可现场实地考察。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月7日至11日17：00止。
联系电话：13337103762 联系人：王先生

对外出租房屋（场所）一览表

名称
预计
面积

单位 地址 承租方职责

闻都小区华联
超市东侧

25.2 平方米 新城区艺术厅北街 1、设计工商税务等经营

性证照自办、费用自担，

水电暖物业费自负，自

备必要设备。

2、必须遵守《消防法》有

关规定，不得从事违法

违纪活动，不得存储违

禁物品。

3、其他事宜双方在合同

中约定。

闻都新苑小区
大门西侧

155.1 平方米
金桥开发区闻都新

苑门口西

闻都新苑小区
大门西侧

31.8 平方米
金桥开发区闻都新

苑门口西

闻都新苑小区
大门西侧二楼

60 平方米
金桥开发区闻都新

苑门口西

闻都新苑小区
大门西侧二楼

31.8 平方米
金桥开发区闻都新

苑门口西

闻都新苑小区
内

342 平方米
金桥开发区闻都新

苑内

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

晓君） 1月10日是全国第
33个“110”宣传日，宣传主
题为“警民牵手110，共创
平安迎大庆”。记者从当日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18年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共接群众报
警894933起，其中有效警
情387899起，滋事149521
起，工作咨询180939起，其
他类176574起。按照这个
数据计算，平均每天接群

众报警2400余起。
据了解，在有效警情

中，刑事类18371起，与
2017 年 同 期 相 比 下 降
34.2%；治安类59699起，与
2017 年 同 期 相 比 下 降
19.9%；“两抢”类案件29
起，与2017年同期相比下
降44.2%。

据介绍，2018年，首府
公安机关密织治安巡防网
络，在全市范围内组建了
13支应急应变特种机动
队、21组PTU武装处突车

组、312个巡逻组、294台巡
逻警车、4驾无人机、9万余

名“红袖标”群防群治力量
以及多个24小时全时驻警

勤务工作站，实施加强型
和叠加式24小时应急职守
和武装巡逻，构建起“网格
化 ”、“层级化”、“街面
化”、“联勤化”的巡防模
式，特别是为一线警力配
备了6000余台宽带移动终
端，极大提升了见警率、管
事率、处置率。

呼和浩特市场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的民警再次
提醒广大市民：生活中只
有7件事才可拨打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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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交通事故；其他
需要公安机关紧急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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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违规行为。不要恶意拨
打、骚扰110报警电话，这样
不仅严重影响报警服务工
作的正常开展，还会延误真
正的警情受理。

新报讯 （首席记者

刘晓君） 1月9日，记者从
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从
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严控网络贩卖，
严打边境走私，严查寄递
物流，严格落实寄递物流

“三个100%”措施。要进一
步加强力量统筹，强化责
任落实，严管猎区、牧区、
林区、矿区“四类地区”，确
保各项打击整治措施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为推进平
安内蒙古建设、维护社会
大局持续稳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据了解，与2017年相

比，2018年全区持枪犯罪
案件发案率下降50%，爆炸
案件发案率下降100%，涉
枪涉爆案件发案率下降
32%，枪爆违法犯罪得到有
效遏制。

1月10日，新城区公安分局民警

正在向群众讲解如何正确使用110报

警服务 摄影/本报记者 郑慧英

新报包头讯（记者 解

裕涛） 1月10日，记者从包
头市公安局了解到，2018
年，包头市各级110报警服
务台电话呼入量38万余
起，处置各类警情16万余
起，共发送预警信息5.5万
余次，紧急止付电信诈骗
1920次，止付资金1.25亿

元。
据了解，包头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从2018年5月
底开始启动反诈预警工
作，从规范工作机制入
手，进一步加强业务培
训，先后建立了反诈应急
快速止付工作机制、电信
诈骗预警阻断拦截机制，

同时建立媒体发布预警
防范机制，在发布预警提
请广大群众提高应对各
种套路诈骗手段的同时，
发布涉案银行卡所属银
行单位，倒逼银行加强实
名办卡管理，堵塞管理漏
洞，挤压电信诈骗犯罪空
间。

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

晓君） 郑先生匆忙乘车，
将价值2.8万元的“8848”钛
合金手机失落在火车站的
安检仪上。当执警民警在广
播中寻找失主时，郑先生才
发现自己的手机丢了。

1月7日11时30分许，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呼和
浩特车站派出所值勤二队
队长杨奕玮在进站大厅执
勤时，发现进口安检处有
一部手机无人认领，拿起
来一看是“8848”钛合金手

机，猜测是某位粗心旅客
丢失了。杨奕玮立即与车
站工作人员联系，通过广
播找到了失主。“正排队检
票呢，听到广播中说的是
我的手机，幸好民警及时
找到我，不然上车了就麻
烦了。”

原来，郑先生这几天
在内蒙古出差，当日到呼
和浩特车站乘车，过安检
时随身携带的挎包没有扣
好，手机从包内掉出，漏到
安检仪传递带下面，被安

检人员捡到。“真是太感谢
了。”郑先生对派出所民警
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行
为深表感谢，装好手机乘
车离开。

呼和浩特铁路警方提
示广大旅客，随着春节临
近，乘坐火车的人员逐渐
增多，通过安检仪后请旅
客认真检查自己的行李物
品，清点无误后再进站乘
车，切莫因粗心大意遗失
贵重物品，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1月10日上午，兴安盟索伦镇
的6名农牧民代表将一面印
有“打黑除恶显警威，破案
神速扬正义”字样的锦旗
送到了兴安盟科右前旗刑
侦大队扫黑中队民警手
中，感谢公安民警为民除
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
时对公安机关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表示绝对
的支持和拥护。

据了解，2018年12月
初，科右前旗扫黑中队接
到索伦镇居民实名举报，
该村有一伙村霸在村中无

事生非，村里百姓见而远
之，人人畏惧。接到群众举
报后，扫黑中队马上抽调
民警全力侦办此案。经过
一个月的调查取证，民警
成功将该团伙骨干赵某缉
拿归案，打击了涉恶势力
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村民
的合法权益。

据兴安盟副盟长、公
安局长王永清介绍，“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兴安
盟组建了8支猎鹰突击
队，重拳出击，开展了12
次集中抓捕行动，确保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

动向纵深推进。目前全盟
打掉涉恶团伙55个，立案
侦查9类涉恶犯罪案件
349起，刑拘犯罪嫌疑人
592人。面对扫黑除恶高
压态势，12名犯罪嫌疑人
主动投案自首，落实举报
奖励12.2万元。记者了解
到，随着专项斗争的不断
深入，扫黑除恶不仅打出
了声势而且极大地提升
了当地农牧民群众的安
全感，群众们不再谈“黑”
色变而是踊跃举报，配合
公安机关与涉黑涉恶团伙
作斗争。

包头：
全年止付电信诈骗资金1.25亿

打掉村霸 农牧民给公安局送来锦旗

粗心旅客失落价值2.8万元手机 铁警完璧归赵

我区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