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智能报警平台上线。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电话报警：

手机连接 110 报警

服务台进行电话语音报

警， 同时自动发送手机

位置信息。

自助报警：

由报警人通过界面

自行选择报警求助类

型， 录入警情内容并提

交给 110 报警服务台。

（该界面包括 “交通事

故 ”“交通堵塞 ”“盗窃 ”

“诈骗”“人员走失”等

5

类常见警情类别及 “其

它报警”。 ）

视频报警：

与 110 报警服

务台进行视频通话

报警，同时自动发送

手机网络位置信息。

历史报警：

记录最近自助

报警， 警情状态为

“待受理”的，可对

警情位置、 内容并

根据情况及图片、

录音、 视频等附件

进行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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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黄延浩 黄桂林 李长达）

昨日， 记者从

省公安厅获悉，省公安厅推出互联网智

能报警平台

（一期）

，群众在广东任一地

方发生警情，只要点击“广东 110”报警

小程序，就可通过语音、视频，甚至在静

默状态下自助报警。

据了解， 经过 33 年的发展，110 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以电话为主的报警

方式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能解决报

警人的准确位置问题，对警情的描述也

只能靠报警人的口头表达，报警人不好

找、说不清的问题比较突出。 这次广东

公安推出的这款基于互联网通讯的新

型报警平台， 能更精准确定报警人位

置， 在多个平台设有报警服务入口，同

时支持语音、视频、图文等多媒体报警。

该报警平台充分利用了互联网位置服

务和多媒体交互技术，通过手机定位功

能能够精准掌握报警人位置， 通过视

频、图片能可视感知警情现场，便于准

确判明警情性质、快速调度警力。

省公安厅办公室应急指挥处处长

陈海波介绍，群众在广东任一地方需要

报警，只要点击“广东 110”报警小程序，

就可实现在省内任一地方报警。 据悉，

报警平台集成了人工受理和自助两种

报警方式，能够充分满足各种不同场景

的报警需要。目前，“广东 110”小程序已

嵌入百度、微信、今日头条、南方+、支付

宝、高德地图、滴滴打车、中国移动岭南

生活等互联网服务平台，方便报警人快

速找到服务入口，快速找到平台报警。

据统计，2018 年全省公安机关 110

报警服务台电话摘机量和接报群众各

种报警近 2928.4 万起。广东省公安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广大群众善用这款

新的报警平台保护自己。

广东公安110推出全新报警方式，在多个互联网平台设有“入口”

报警即定位 不担心警察找不到了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罗阳辉 实习生

凌雪敏 通讯员 陈建彪 张毅涛 林辉 ）

“您好，广州 110。”全天候守护在报警电

话那头的这个声音，已经陪伴广州街坊

33 年了， 如今日均接警量达到 1.5 万

宗。 昨日是广州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

台 33 岁生日， 广州警方在海珠区广州

塔二楼平台举办以“警民牵手 110，共创

平安迎大庆”为主题的宣传日活动。

日均接警量达到 1.5万宗

1986 年 1 月 10 日， 广州公安在全

国首创 110 报警服务台，如今已从当初

的“一人一电话”格局，发展成为全时空

应急联动、决策指挥调度数字化的接处

警系统，110 接警大厅拥有 80 个接警坐

席，日均接警量达 1.5 万宗。

据悉，去年广州 110 共受理各类群

众报警求助电话 500.13 万起，救助群众

数万多人次， 全年协助基层单位破案

3367 宗，抓获嫌疑人 8665 人，奖励群众

2647 名，有效提升群众打击犯罪的积极

性，有力维护广州社会治安环境。

活动现场，警航直升机与水警摩托

艇向市民群众进行动态展示。 除了大型

特战车辆展出外，排爆机器人、远程爆

炸物销毁器、侦查机器人、抛投机器人、

潜水灯、潜水仪表、多波速侧扫声纳、水

下无线对讲系统、水下电视系统等多种

先进小型装备也和市民群众见面，展现

广州公安立体化联勤指挥工作成果。

海珠区公安分局还与中国联通广

州分公司举办了“5G 赋能智慧新警务”

战略协议签约仪式， 合作打造一系列

“智慧新警务”应用，为“平安智慧海珠”

注入强劲新动能。在现场，一辆 5G 警用

无人车格外引人注目，车顶安装了摄像

头等警用设备。 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辆

概念车，尚未批量生产和投入使用。

当天，除了主会场外，各区公安分

局也在辖区内同步举办现场宣传活动。

优化“互联网 +失踪人员寻查”

据介绍，广州 110 在全省率先与今

日头条开展公益寻人项目合作。 一年以

来，广州 110 优化“互联网+失踪人员寻

查”工作，对接报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

16 岁以下

（含

16

岁）

未成年人和精神病

智力障碍患者三类社会弱势群体人员

的失踪警情， 会将信息推送给今日头

条， 由其利用地域定向精准推送技术，

向走失人员走失地周边 5 至 10 公里范

围的头条用户弹窗推送寻人启事，协助

公安机关和帮助群众查找走失的亲人。

据统计，2018 年， 广州 110 会同今日头

条已寻回失踪人员 150 多人，成功数量

高居全国第一，得到社会和群众广泛赞

誉。

此外，广州 110 以社会群众需求为

导向， 与广州车行易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电信 114 号码百事通合作，通过进一

步整合内外资源， 盘活公安业务数据，

群众遇到占用车位、 阻碍出行等情况，

可拨打 114 或通过“广州公安”微信公

众号实现一键自助移车服务，达到让数

据多跑腿、 让百姓少跑腿的社会效果，

全年一共指引 16.07 万名群众完成自助

移车服务，优化便民利民服务质量。

广州110成立33周年，如今日均接警量达到1.5万宗

运用互联网技术 去年寻回150多人

什么情况下适用哪种报警方式？

陈海波介绍，自助报警其实适

用于 5 类情况。第一是适用于聋哑

人，不方便沟通的人群；第二是在

报警人人身受到威胁，不方便打电

话语音报警时；第三是适用于帮助

别人报警，比如在路上看到一些警

情；第四是适用于不紧急的几类警

情， 比如交通事故、 交通堵塞、盗

窃、诈骗、人员走失等情况。

陈海波还强调，群众也可在可

能发生危险前预先录入警情，在真

的发生时，一键发送。 这项功能还

可添加视频、图片、录音等说明警

情。

陈海波表示， 在大量警情突

然发生时， 可能会发生报警拥堵

的状况， 但平台已经做了充分的

预估，保证报警的畅通。“我们是

24 小时实时互动， 智能报警平台

可以实现随报警随接警， 时时回

复。 ”

对于误按报警按钮的情况，陈

海波表示，“会判断是否存在主观

恶意性。 ”

排 爆 机 器

人展示。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广东 110”小程序在多个平台有

入口，记者以微信端为例。 在微信搜

索栏输入“广东 110”进行搜索，“广东

110”小程序，打开"小程序，系统提示

要关联微信绑定的手机号码及要求

获取手机的录音、摄像头功能，记者

点击同意后就可以进入“广东 110”界

面。 可以看到里面有四个选项，分别

为电话报警、视频报警、自助报警和

历史报警。

据介绍，紧急情况下可优先使用

语音报警；讲不清楚时，推荐使用视

频报警；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等不方便

语音报警时，可以使用静默状态下的

自助报警。

自助报警可预先录入

接不通怎么办？

误报警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