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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泳水域游泳将被罚款

本报记者注意到，贾鲁
河提升改造后，两侧的堤顶
道路可供私家车双向通行，
成为不少市民出行的通道。

针对堤顶和游园道路，
征求意见稿也有相应规定，
市、县（市、区、开发区）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贾鲁河堤顶和游园道路的通
行条件，确定通行车辆的种
类，设置禁行、限速等安全警
示标志及辅助设施；在湖泊、
游园、比赛区域等游人密集
的场所划定停车区域，规范
车辆停放。

作为郑州市一条重要的
防洪排涝通道，在防汛抢险
期间，贾鲁河将实行临时交
通管制，防汛应急车辆优先
通行，无关人员和车辆不得
上堤。

贾鲁河沿线设置了不少
亲水平台，水域比以前更大，
水质也比以前更好，吸引了
一些游泳爱好者前来。为
此，征求意见稿提出，市、县
（市、区、开发区）人民政府组
织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质保
护和人身安全要求，依法划

定并公布禁止游泳水域和禁
止时段，设置警示标志。

禁止水域和禁止时段内
不得游泳。在游泳水域和时
段，游泳人员和组织者应当
遵守安全管理规定，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在禁止
水域和时段游泳的民众，将
被处以一百元罚款。

将设禁钓区、禁钓期

游泳危险，垂钓可取
吗？征求意见稿对垂钓一族
也有相关的规定。市、县
（市、区、开发区）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农业农村工作委员
会、生态环境、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合理确定禁钓区、禁钓
期，并向社会公布。禁止在
禁钓区、禁钓期垂钓；禁止占
用观景台、栈道、游园道路、
桥梁垂钓。

根据规定，违规垂钓的，
将被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罚款。以炸鱼、毒鱼、电
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进
行捕捞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
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水产养殖的，责令限期
拆除养殖设施，处三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在河边洗车最低罚100元

民众存在以下行为，也
将“吃”到罚单。向贾鲁河内
倾倒废弃物和垃圾的，对单
位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一千
元罚款。擅自取土、取水的，
没收违法收入，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擅自搭建建（构）筑物、
设置户外广告的，限期拆除；
逾期不拆除的，处二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由城市
管理行政综合执法部门依法
组织清理。

在河道内清洗动物、洗
涤物品、洗刷车辆的，经劝阻
拒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车辆船只
乱停、乱放的，处五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擅自摆摊
经营、兜售物品，予以驱离，
不听劝阻的，处五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

在景物、建（构）筑物或
者设施上刻画、涂污、张贴
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损毁树木，处树木
价值二倍罚款；损毁草坪、绿
篱、花坛、围栏、折采花果的，
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款。

本报讯 随着气温逐渐
升高，游泳消暑的市民逐渐
增多。相比游泳馆，许多游
泳爱好者更喜欢选择河边
或湖边游泳。其中，水域广
阔且紧邻公园、运动场的龙
湖、龙子湖成了“野泳”重灾
区。昨天早上，郑东新区水
务部门组织郑东公安分局
水上派出所、兴东水利水电
公司，出动警力30余人、安
保人员80余人，对龙湖和
龙子湖区域“野泳”行为进
行集中整治，劝离“野泳”人
员170余人，并带走一名裸
泳男子。

早上5点半，整治行动
小组完成布岗，出动水上派
出所巡警 30余人，警车 2
辆；兴东水利安保80余人，
巡逻车3辆，巡逻船3艘，深
入龙湖、龙子湖及周边水域
开展重点巡逻，向晨练市民
进行安全宣传，有效劝阻下
水游泳人员170余人，并对
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
育。在龙湖水域，一名男子
正一丝不挂地进行“裸泳”，
水上派出所民警对其批评
教育后带回派出所做进一
步处理。

在龙子湖水域，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看到两
名身着泳装的男子坐在沿
湖观光带的长椅上，神色轻
松地观望着行动人员的工

作，并不时交流着“野泳”的
技巧和心得。

兴东水利水电公司副
总经理方辉告诉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立夏以后，
该公司把“安全巡防”工作
作为重中之重，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对《郑州市龙
湖水域保护管理办法》中明
确规定的游泳、洗澡、网鱼、
垂钓等行为进行劝阻，但劝
阻工作常常不被游泳、钓鱼
爱好者所理解，工作难度很
大，但是为了保障市民安
全，保护水域环境，管养人
员克服了很多困难，实现了
管养范围内零溺亡事故发
生。

郑东新区水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近期，龙湖、龙
子湖及周边水域野泳、野钓
等不文明现象频发，该局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郑州市龙湖
水域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联合水上派出所、水
务管养单位加强行动的督
察频次，继续保持常态化管
理，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巩固整治成效。同时，郑东
新区将积极开展水域安全

“六进”宣传活动，即通过
“进校园、进班级、进社区、
进楼宇、进工地、进工棚”进
行宣传引导，真正构建起安
全和谐的郑东水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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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经郑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依据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公告（郑
公共资源产权（告）字[2019]056号），特此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挂牌价格
1.基本情况

标的：车牌号：豫ANP681；车型：桑塔
纳 ；发 动 机 号 ：0167673；车 架 号 ：LS-
VAU033882196572；核载人数：5人 登记

证书日期：2008年3月25日；
车辆年检、保险等均在有效期范围内，无

违章记录，手续齐全。
2.挂牌价格

本次标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0.3万元。
二、标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本标的已经郑州市殡葬管理处内部会议
通过，并经郑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
三、标的资产评估及核准备案情况

1.资产评估
本标的经河南安吉好途邦机动车鉴定评

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5月

20日，评估价格为人民币0.3万元。
2.核准备案情况
评估报告已在郑州市财政局备案，备案

号：郑财资评备［2019］第84号 。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1.意向受让方在参与报名之前，须详细
了解标的全部状况，一旦参与报名竞卖，即视
为接受标的的所有现状（包括瑕疵）；

2.车牌号不随车辆一起转让；
3.车辆办理过户手续（含异地过户）和缴

纳相关税费由转让方负责，转让方负责提供
相关车辆的证明材料；

4.受让方应充分了解车辆入户手续、档
案转移等国家相关政策。
五、公告期、竞价时间及交易方式

1.公告期：2019年5月30日至6月17日；
2.标的展示期：2019年 6月13日至14

日；如需查看标的，请提前预约，集中查看，过
期不候；

3.竞价时间：2019年6月18日9点00分

开始；
4.本次挂牌采取网上交易方式进行，若

征集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合格意向受让方
的，采取"网络竞价"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一个
意向受让方的，采取"场内协议"方式交易，且
协议价格不得低于挂牌价格。
六、意向受让方报名、保证金交纳

1.有意参与的意向方，在充分了解标的
基本情况和现状等相关信息后，在公告期内
向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网站登录注册，注册成功后方可通过网上产
权交易系统提交报名资料。报名截止时间：
2019年6月17日上午11时00分；

2.报名核验通过后，意向方须在公告期
内通过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网上产权交易系统交纳交易保证金。
该标的保证金为人民币500元，交纳截止时
间为2019年6月17日下午17时00分（以网
上交易系统显示到账为准）；

3.交易活动结束后，未成交方的交易保

证金5个工作日内原渠道无息退还；成交方
的交易保证金在《车辆转让合同》签订并结清
全部成交价款后，原渠道无息退还给受让方；

4.意向方网上注册、报名、保证金交纳和退
还等要求，请认真查阅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市招标局）网站：http://www.zzsggzy.
com《意向方网上注册、报名、竞价操作手册》；

5.以上公告未尽事宜，详见郑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网站：http:
//www.zzsggzy.com）产权网上交易大厅
《郑州市殡葬管理处车辆转让挂牌交易须知》。
七、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371-67188804
报名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政务中心7016房间
标的展示联系人：姚远
联系电话：15093215557
标的展示地点：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7号
注册、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371-67188807

2019年5月23日

郑州市殡葬管理处车辆转让交易公告

注销公告
巩义市灵育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10181MA44E25K5C） 经
股东会决议拟注销，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到贾鲁河违规游泳 拟罚百元

还想到龙湖野泳？不行！
郑东新区出动警力
集中整治龙湖、龙子湖区域野泳野钓行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冲 通讯员 李盼

贾鲁河即将分段免费开放，未来的贾鲁河将有
“保护条例”护体。贾鲁河将设置禁止游泳水域和
时段、禁止垂钓水域和时段，在防汛抢险期间，贾鲁
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防汛应急车辆优先通行。

5月29日，郑州市司法局发布《郑州市贾鲁河
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多项威胁贾鲁河生态环
境的行为，将受到处罚。违规游泳将被罚一百元，
违规垂钓罚五十至二百元。损毁一棵树木，将被处
以树木价值的2倍罚款。而在贾鲁河边洗车的车
主，也将“吃”到一百至五百元的罚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违规垂钓最高拟罚二百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