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郑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依据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郑公共资

源产权（告）字[2019]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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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866；车型：北京现代；发动机号：7B249550；车架号：

LBEEFAJB07X197888；核载人数：5人;登记证书日期：2007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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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0.38万元。

二、标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本标的已经郑州市建筑企业管理办公室内部会议通过，并经郑州市财政局

批复同意。

三、公告期、竞价时间及交易方式

1.公告期：2019年7月9日至7月23日；

2.标的展示期：2019年7月18日至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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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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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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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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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下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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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http://www.

zzsggzy.com）产权网上交易大厅《郑州市建筑企业管理办公室车辆转让挂牌交

易须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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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伟

联系电话：67188892 13938210377；

标的展示地点：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西路25号。

注册、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371-67188807。

2019年7月9日

郑州市建筑企业管理办公室车辆转让公告
王永宝：

你所有的豫GWN513号车辆在道

路上行驶时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共有159条交

通违法记录，我大队根据法律规定，已全

部作出处罚决定：罚款合计20100元，驾

驶证记15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大队410721-1908295510等 159份简

易 程 序 处 罚 决 定 书 、【2019】第

4107210000095238 号满分教育通知

书、【2019】第 410721871090641 号办

理注销最高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

41072139008699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

政强制措施凭证。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大队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决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60日内向新乡县公安局申请复议，或

者在公告期满后6个月内向新乡县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新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7月9日

公 告

本报讯 近日，上蔡县检察院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会上，检察长闫宝就贯彻落实
全市检察长会议暨全市检察机关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
求：要深入学习重领会。各部门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检察长会议精神上
来，紧紧围绕上级部署要求，履职尽责，攻
坚克难，开创该院工作新局面。要全力以
赴抓落实。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
导，树牢“七种履职理念”，实施“四轮驱
动”，进一步做优刑事检察、做强民事检察、
做实行政检察、做好公益诉讼，推动“四大
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要深化改革促
提升。要严格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积极稳
妥推进内设机构改革，并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始终，确保内设机构改革期间干警思
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稳步推进。要从严
治检正作风。以“四个从严、五个经常”为
抓手，以越往后越严的态度，持续加强纪律
作风建设，坚决打好挤水分、重规范、强纪
律“三场硬仗”，坚决杜绝违法违纪问题的
发生。 （毕亚磊 梁云琪 戚晓刚）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牧野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曹祖臣同该区司法局局长张巍
带领有关人员，深入牧野镇西黑堆村分包
贫困户韩秀福家中进行慰问，捐助贫困户
韩秀福女儿韩梦茹就业培训费2000元。曹
祖臣勉励韩梦茹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就
业，为家庭脱贫作出自己的贡献。韩秀福
的女儿韩梦茹高兴地说：“感谢两位叔叔大
力支持，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珍惜
此次培训就业机会，争取早日就业，让我们
的家庭永远脱贫。”在场的牧野镇副镇长陈
艳庆，西黑堆村党支部书记陈望永、村主任
赵保红表示：“感谢区委领导、区司法局领
导对我们的关爱和对扶贫扶智工作的大力
支持！作为基层干部，我们要努力工作，抓
集体经济、抓村容村貌建设，力争早日进入
小康，让每位村民都露出幸福的笑容。”

（封丙军）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胡某是一位满怀憧憬的准
妈妈，正等待宝贝平安降生的
她，却因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
失去了腹中胎儿，一家人陷入
了极度悲痛之中。胡某遂向舞
钢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车主
及保险公司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舞钢市法
院依法审结了该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对伤者
受到的精神损害给予了适当的
抚慰。

2019 年 2 月 3 日 15 时许，
操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因追尾
与胡某驾驶的四轮电动车相
撞，造成车辆损坏、胡某受伤
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
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操某

承担全部责任。胡某当时正
在怀孕期间，因此次事故导致
颈部外伤，从而引起疼痛、活
动受限，又受到过度惊吓，因
其 治 疗 需 要 不 得 已 选 择 流
产。身心遭受重创的胡某在
代理人的帮助下，将肇事司机
操某和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
请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
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

前期协调中，操某及保险
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和责任认定
无异议，愿意赔偿因事故所产
生的医疗费等合理损失，但对
于胡某因流产而提出的精神损
害抚慰金，他们却拒绝赔偿。
在他们看来，胡某怀孕时出了
交通事故，流产不是事故直接
造成的，是其自身体质原因造
成的，而且是其自愿选择的流
产，与此次事故没有直接因果
关系。并且，只有构成伤残才

产生精神损害抚慰金，胡某无
法证明其因此事故造成伤残，
所以对其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不予认可。

面对对方的答辩，胡某代
理人提出，交通事故属一种侵
权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
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
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的规定，胡某因侵权行为
而流产，使其作为准母亲所享
有的保护胎儿正常发育和出
生的权利受到侵害，精神亦受
到重大损害，要求精神损害抚
慰金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构成伤残并不是适用精神损
害抚慰金的唯一标准，对方提
出的构成伤残才产生精神损
害抚慰金的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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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红鸽

身边的事儿

实施“四轮驱动”
推动“四大检察”发展

扶贫扶智
让贫困户露出笑容

宝宝，
保不住了

舞钢市法院经审理认为，
综 合 考 虑 胡 某 受 伤 及 治 疗 过
程，应认定其流产与本次事故
有因果关系，且胡某作为准母
亲所享有的保护胎儿正常发育

和出生的权利受到侵害，其心
灵创伤是长久难以愈合的，因
此对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要求
予以支持，数额由法院酌情确
定为 5000 元。

结
果

交通事故致流产
孕妇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

公 告
王强（身份证号：41120219

6412310012）、尉 淑 萍（身

份证号：411202196611215

026）、赵 宏 伟（身 份 证 号

411202196912030017）：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

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崖底支行与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三仲裁字

[2019]168号裁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7月9日

贾恩霞（身份证号：4112221

9540109102X）、乔则让（身

份证号：4112221957072110

39）：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三门

峡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三仲裁字[2019]

19号裁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公 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19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