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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等

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升

龙国际中心&

!

区一期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

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
"

%升龙国际中心&

!

区项目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北$

大学路东 $ 小 区 占 地
##$$%&'((

平 方 米 $ 总 建 筑 面 积

')*+,-./%

平方米(其中一期建筑面积
%/'(%%.*/

$共计
%-('

户$停车位
+0(-

个)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

必须具备一级物业管理资质(

%.

项目负责人有物业管理上岗证#五年以上物业管理经验(

'.

已接管面积在
(*

万平方米以上$并在经营管理中$无质

量和安全事故发生*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和地点

+.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业

大厦
)++

房间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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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 葛

建培 韩冰- 先给朋友送过去
!""

袋

鸭饲料!接着又拉回
#"

袋!到底是拉

回自己的鸭饲料!还是借用朋友的鸭

饲料"因为二人的这些行为之间无任

何凭证!导致这起简单的饲料买卖案

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

月
!"

日!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

理此案!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受

邀旁听$

0*

袋鸭饲料惹纠纷

赵杰
%

化名
&

和张林%化名&都是郑

州市惠济区人!因二人都从事饲料销

售!所以常有业务往来'

'""$

年农历

正月的一天! 赵杰带上自己的司机!

喊上郑某!一起给张林家送去
!""

袋

鸭饲料' 农历正月十四!赵杰又从张

林家拉走
#"

袋鸭饲料! 当时张林的

老婆在家'

没过多久!张林便到惠济区人民

法院起诉! 声称赵杰借了他
#"

袋鸭

饲料不还!要求偿还货款
($""

元'

赵杰辩称!自己通过中间人郑某

给张林送
!""

袋鸭饲料!说好了农历

正月初九付款! 可是张林一直不付!

所以自己就把鸭饲料拉回了
#"

袋!

这属于拿回自己的东西!不是借用'

但张林坚持称!

!""

袋鸭饲料送

过来的当天!自己就把货款付给了中

间人郑某!赵杰再过来拉时!说的是

借用自己的'

因二人所说的这些买卖行为及

借用行为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凭证!中

间人郑某又几次改口!导致案情变得

扑朔迷离' 此案虽经惠济区人民法院

多次调解及开庭审理!仍没有结果'

$

月
!"

日! 惠济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

审理此案!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受邀旁听' 庭审中!双方仍旧坚持各

自的观点'

适用物权法判决返还饲料款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庭审!法院认

为!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

财产时!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起转

移' 赵杰从张林家中拉走已经属于张

林的
#"

袋饲料! 侵犯了张林对该物

品的占有!因张林要求赵杰返还鸭饲

料不便于执行!赵杰应按当时的市场

价格支付货款!故对张林要求赵杰支

付相应饲料价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

以支持'

赵杰辩称是自己给张林送的鸭

饲料!赵杰未付款故被告拉回!缺乏

法律依据!亦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

他们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其辩解理由

不予采信' 依据相关法律!法院当庭

判决 ( 赵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

日内支付原告张林饲料款
)'#"

元'

判决宣读后!旁听席上的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纷纷议论起来' 惠济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主任告诉记者!

代表们都很赞同合议庭适用 )物权

法*判决此案' 同时!他想提醒广大市

民!在贸易往来中一定要记住留下书

面凭证!才可以在维权时省下许多不

必要的麻烦' ,线索提供 崔娟娟-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郑州

市的刘先生怎么也想不到!饭后在

街上转圈的时候竟无缘无故挨了

一板砖!接着就是一阵乱打++原

来!这是一个专程出门为女儿,报

仇-的,好爸爸-李某认错人了'

$

月

!"

日!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对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李某因寻衅滋事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

年'

李某称!

'""*

年
+

月
!)

日下

午! 他从老家坐长途汽车回郑州!

在路上他妻子打电话说女儿受欺

负了' 原来!李某的女儿在郑州某

溜冰场滑冰时和女同学发生矛盾!

对方将李某的女儿打了一顿!并把

其手机也抢走了'

李某十分生气!回到家后立马

就去派出所反映情况!并通过女儿

的一名同学和打女儿的那名女同

学袁某取得了联系'袁某在电话里

说要把抢得的手机还给李某!并约

好在郑州市人民医院门口见面'

第二天晚上
,

点多钟!李某喊

了
)

个朋友一起去找袁某'可是到

了约定的地点以后!却怎么也没有

找到袁某' 这时!被害人刘某和朋

友吃过晚饭在街上转圈!刘某和朋

友走开了一段距离后!突然被身后

的人用砖块在后脑勺上砸了一下!

接着! 就是被几个人拽住一阵乱

打' 感到莫名其妙的刘某十分害

怕!也不敢反抗' 一阵拳打脚踢过

后!刘某身上的
++""

元钱不见了!

手链也被拽掉了'

本是去找女儿的女同学为女

儿出气!怎么成了随意殴打一名路

人呢" 李某辩解称!他认错人了!而

且是朋友们过去打完了他才过去!

自己并没有参与'据当时在场的李

某的一位朋友称!李某当时的心情

很不好!可能随意指了两个路人说

是要找的人!这才导致刘某被无辜

殴打' 无论如何!李某为自己的鲁

莽行事付出了代价'

,线索提供 吴成龙 杨晶-

本报讯 ,记者 王俊-结婚是人

生的头等大事! 如果婚庆公司的摄

影师把你长达几个小时的婚礼过程

只给拍了
)

分钟!还漏掉了迎新娘.

主婚. 证婚等重要环节! 你会怎么

做"近日!遭遇这种情况的贾先生和

阎女士一纸诉状将该婚庆公司的老

板石某告上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石某退还婚礼录像费用
)""

元和

赔偿精神损失
!

万元'

$

月
!"

日!

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依法受理了此

案'

+(

岁的贾先生和
+)

岁的阎女

士均为郑州市人! 经过漫长的恋爱

长跑!决定在今年
)

月
')

日举行结

婚典礼'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两

人想通过婚礼录像的方式记录下人

生中最重大.最具纪念意义的时刻'

在婚礼前夕! 两人找到了位于郑州

市京广路附近的一家婚庆公司!并

和该婚庆公司老板石某商定! 由石

某负责对整个婚礼过程进行录像!

并制作成婚礼录像光盘! 各项费用

共计
)""

元'

)

月
')

日!婚礼如期举行' 从早

上
#

点新郎.新娘化妆!到下午
+

点

新郎.新娘双方亲友吃完喜宴!贾先

生和阎女士一直沉浸在婚礼的喜悦

中!而石某一直跟随新郎.新娘对婚

礼过程进行拍摄' 婚礼结束后!夫妻

俩才得知! 石某跟拍了
*

个小时!仅

录了
)

分钟的视频资料!其中还遗漏

了迎新娘.主婚.证婚等婚礼过程'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 婚礼录像

是人生中重大. 具有永久纪念意义

的活动! 婚礼录像内容是一种不可

重复的特种纪念' 因为当时婚礼的

场景具有不可再现性!无法补救'阎

女士说(,石某的行为给我及我先生

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贾先生和

阎女士遂状告石某!要求赔偿'

1

线索提供 梁淘淘 李亚男 黄海-

本报开封讯 ,记者 祁飞 通讯

员 郭淼-为牟取私利!开封市一黑

社会性质组织在
*

年的时间里先

后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

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拘禁.妨

害公务等违法犯罪活动' 目前!以

葛某为首的这一涉黑团伙的
!,

名

成员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

月
!"

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尉氏县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开封市

'""*

年以来最大的涉黑案'

自
'"""

年以来! 葛某以开封

市鼓楼区运丰托运站为依托!聚集

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逐步形成以

其为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

组织自
'"""

年起! 为了牟取经济

利益!先后实施了故意伤害.聚众

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

法拘禁. 妨害公务等违法犯罪活

动!并垄断了义乌至开封的货运线

路! 采用增收提包费的非法手段!

聚集了大量钱财'

开封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调查

结果和相关法律! 对葛某等人提

起公诉! 指控葛某等
!,

人涉嫌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

罪 .聚众斗殴罪 .寻衅滋事罪 .非

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故意毁坏

财物罪和窝藏罪' 审判结果将于

近日公布'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

员 贾锋 李静义 唐浩崇
-

文图 -昨

日! 记者从南阳市方城县公安局获

悉! 该县一酒店因向就餐客人提供

,喝花酒- 色情服务而被一窝端!酒

店老板夫妇被刑事拘留!提供,喝花

酒- 色情服务的
(

名服务员也被行

政拘留!同时!该酒店被责令停业'

$

月
*

日上午!有媒体揭露方城

一家酒店为客人提供,喝花酒-色情

服务!方城县公安局获悉该情况后!

迅速召开专门会议! 安排部署相关

清查行动'

当日
!'

时!该局治安大队会同

河东派出所!共出动警力
'"

名赶赴

位于该县人民路南段的金沙湾酒

店!依法对酒店老板王某.其妻子马

某及饭店的
(

名服务员进行传唤询

问' 经查!该酒店所使用的
(

名年轻

女服务员均来自附近的南召. 平顶

山等县市' 在酒店工作期间!服务员

李某. 王某等人以
+"

元至
("

元不

等的价格为顾客提供脱衣等色情淫

秽表演'

$

月
!"

日上午! 方城县公安局

已对金沙湾酒店老板王某及其妻子

马某刑事拘留!对该酒店的李某.王

某等
(

名服务员全部行政拘留!并

责令该酒店停业' 另外!方城县公安

局从即日起 ! 将对该县的酒店 .

./0

. 宾馆等娱乐服务场所进行集

中拉网式清理整顿! 彻底净化该县

服务行业的经营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 实习

生 张华伟-一名
$'

岁的老太太

被两只藏獒突然袭击造成伤残'

$

月
!"

日上午! 由此引发的诉

讼案件在郑州市中级法院二审

开庭'

今年
$'

岁的老太太道某

家住中牟县芦医庙乡'去年
(

月

!,

日!道某经过同村邢某家时!

邢某家饲养的两只藏獒突然跑

出扑向老太!并朝她头上.胳膊

上.身上咬去!将道某咬得遍体

鳞伤!鲜血直流'后经检查!道某

头面部.右肘部.右腹部皮肤裂

伤!左股骨颈线性骨折!鉴定为

六级伤残' 道某的家人说!刚开

始的时候!邢某及其家人还去医

院探望过几次!但后来听说道某

骨折要做手术!费用较高!就再

不支付医疗费用了'

双方谈了几次! 没能达成

一致意见' 最终!道某将邢某告

到法院!索赔医疗费.护理费.营

养费.精神抚慰金.伤残补助金

等共计
!(

万余元'

一审认定了道某被咬事

实!判决邢某赔偿
,

万余元' 但

邢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

月

!"

日! 该案在郑州市中级法院

二审开庭'

二审的法庭上! 双方就残

疾赔偿金的适用标准及老太太

伤残问题进行了辩论'

上诉人邢某认为! 在一审

中!他没有参加庭审!不清楚鉴

定申请!他要求鉴定被咬者道某

的伤残等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

都是农村人!一审适用城镇标准

计算残疾赔偿金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认为!一审中!上

诉人明确表示不再进行伤残等

级鉴定/此外!二人所在的蒋冲

村于
'""$

年
$

月开始筹备划为

城镇'随后!上诉人提交证明称!

蒋冲村直到
'""*

年
)

月份才正

式成为城镇'

休庭过程中! 双方没有达

成调解的共识!法庭宣布择期宣

判' ,线索提供 冯海明 宁伟-

本报新乡讯,记者 赵国宇

通讯员 李 超 王顺亮-咖啡屋

服务员酒后被老板强奸!向公

安机关报案后!被老板娘的巨

款贿赂所诱惑!又到公安机关

撤案 ' 这名受害者没想到的

是 ! 她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

律!她从受害者变成了包庇罪

犯' 近日!某咖啡屋服务员杨

某同其老板娘张某一起!被辉

县市人民法院以包庇罪判处

管制
!

年! 违法所得
+1(

万元

予以追缴'

'""$

年
,

月
*

日晚! 咖啡

屋服务员杨某和老板王某等人

在一歌吧饮酒唱歌!

!"

日凌晨!

杨某和老板回到咖啡屋! 杨某

到房间内休息! 随后进来的老

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天亮

后杨某报案! 王某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 老板娘张某在事后

为了搭救自己的丈夫! 便托人

多次找杨某说和! 双方签订了

协议! 由张某支付杨某
+1(

万

元!杨某到公安机关撤案' 后王

某因涉嫌强奸的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被取保候审'

'"",

年
!!

月! 杨某因涉

嫌诬告陷害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后杨某供述出包庇王某

的整个事实'

'""*

年
!

月!杨

某和张某因涉嫌包庇罪被公

安机关取保候审 '

'""*

年
!

月!王某再次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

+

月!其因强奸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

年'

!"!"#$%&'(

给人拉去
+22

袋鸭饲料后又因故拉走
02

袋$然而围绕这
02

袋鸭饲料的权属两人却打起了官司

婚礼录像漏拍
新人索赔万元

)*+,-. /012

三五十元能%喝花酒&.

开封今年以来最大涉黑案在尉氏开庭

#$3456789 $:;<

=>?@ABC 8DEFGH;

先告强奸后又撤案
受害者犯了包庇罪

老太被狗咬
赔偿起争执

酒店老板和服务员都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