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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第一百零七
条规定 ，现
依法对交通
管理支队第
四勤务大队
所扣留逾期
30日未接受
处理车辆予
以公告 ，请
当事人自公
告之日起 7
日内携带相
关证件 、手
续到交通管
理支队第四
勤务大队接
受处理 ，公
告 3个月仍
不接受处理
的 ，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将该
机动车送交
有资格的拍
卖 机 构 拍
卖 ，所得价
款 上 缴 国
库；非法拼
装的机动车
予以拆除；
达到报废标
准的机动车
予以报废；
机动车涉及
其他违法犯
罪行为的 ，
移交有关部
门处理。
2017年4月21日

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四勤务大队公告
序列 车型 车牌号/车辆特征
1 轿车 车架号185423
2 黑色普桑 无
3 长安之星 无
4 黑色普桑 无
5 轿车 车架号200051
6 轿车 豫R00E13
7 轿车 豫AS1198
8 皮卡 豫RKA552
9 轿车 豫RKE333
10 轿车 豫RK9178
11 轿车 豫R57C06
12 轿车 豫R58F68
13 小型 豫RA2770
14 小型 豫RF9117
15 大型 豫RC7732
16 大型 豫RH5856
17 小型 豫R08199
18 小型 豫RKC902
19 小型 豫R657A8
20 小型 豫RE1135
21 大型 豫RE5632
22 三轮电车 红色三枪
23 三轮摩托 红色兰盾
24 二轮摩托 白色建设
25 二轮摩托 彩云追月KT48Q-3
26 两轮自行车 粉夏普
27 两轮自行车 黑DARKHRSE
28 二轮摩托 黑色建设
29 二轮摩托 黑色宗申ZS110-26
30 两轮自行车 红金马王
31 二轮摩托 红色嘉陵
32 二轮自行车 红色自行车
33 二轮摩托 灰色haomen
34 两轮自行车 兰飞鸽
35 二轮自行车 蓝色凤凰
36 两轮自行车 蓝色自行车
37 两轮自行车 蓝天津
38 二轮电车 台铃电动车
39 二轮电车 雅迪白色
40 二轮摩托 豫R01B53
41 二轮摩托 豫R03715
42 二轮摩托 豫R05563
43 二轮摩托 豫R097R1
44 二轮摩托 豫R19C60

序列 车型 车牌号/车辆特征
45 二轮摩托 豫R1E688
46 二轮摩托 豫R22857
47 二轮摩托 豫R2A621
48 二轮摩托 豫R2A778
49 二轮摩托 豫R2Z900
50 二轮摩托 豫R323A7
51 二轮摩托 豫R3358B
52 二轮摩托 豫R34611
53 二轮摩托 豫R3R699
54 二轮摩托 豫R5E192
55 二轮摩托 豫R6V385
56 二轮摩托 豫R79403
57 二轮摩托 豫R7D031
58 二轮摩托 豫R7Z230
59 二轮摩托 豫R84009
60 二轮摩托 豫R8T276
61 二轮摩托 豫R9370U
62 二轮摩托 豫R96757
63 二轮摩托 豫R9D468
64 二轮摩托 豫R9G603
65 二轮摩托 豫RA4951
66 二轮摩托 豫RCH602
67 二轮摩托 豫RD17R6
68 二轮摩托 豫RD4233黑
69 二轮摩托 豫RD5506
70 二轮摩托 豫RDS353
71 二轮摩托 豫RF2638
72 二轮摩托 豫RFQ619
73 二轮摩托 豫RG0770
74 二轮摩托 豫RG1068
75 二轮摩托 豫RG2673
76 二轮摩托 豫RG7590
77 二轮摩托 豫RGQ980
78 二轮摩托 豫RGT025
79 二轮摩托 豫RI3605
80 二轮摩托 豫RJ6373
81 二轮摩托 豫RP1546
82 二轮摩托 豫RR1229
83 二轮摩托 豫RR2732
84 二轮摩托 豫RR2850
85 二轮摩托 豫RR3911
86 二轮摩托 豫RR5880
87 二轮摩托 豫RRB807
88 二轮摩托 豫RRD627

序列 车型 车牌号/车辆特征
89 二轮摩托 豫RRG676
90 二轮摩托 豫RRP876
91 二轮摩托 豫RRQ305
92 二轮摩托 豫RSA528
93 二轮摩托 豫RT3199
94 二轮摩托 豫RT7917
95 二轮摩托 豫RT9616
96 二轮摩托 豫RTU636
97 二轮摩托 豫RVL870
98 二轮摩托 豫RVS879
99 二轮摩托 豫RVT500
100 二轮摩托 豫RWP797
101 二轮摩托 豫RZ1672
102 二轮摩托 豫RZ9590
103 二轮摩托 豫RZG910
104 二轮摩托 豫RZP668
105 二轮摩托 豫RZZ905
106 二轮摩托 紫绿saber
107 二轮电车 宗申电动车
108 两轮自行车 棕白momentum
109 两轮电车 棕金刚
110 摩托 豫RJ1435
111 摩托 豫R4F807
112 摩托 豫R2W518
113 摩托 豫R9D605
114 摩托 豫R1S583
115 摩托 豫RV1875
116 摩托 豫RG8920
117 摩托 豫RA8293
118 摩托 豫R9Y303
119 摩托 豫RUN133
120 摩托 豫RJS171
121 摩托 豫RS9708
122 摩托 豫RB2113
123 摩托 豫RG6902
124 摩托 豫R5G097
125 摩托 豫RRB997
126 摩托 豫RG0100
127 摩托 豫RA7813
128 摩托 豫RI4126
129 摩托 豫R176X9
130 摩托 豫R8T240
131 摩托 豫R1997Y
132 摩托 豫RRE616

序列 车型 车牌号/车辆特征
133 摩托 豫RG7983
134 摩托 豫RWS873
135 摩托 豫RGK259
136 摩托 豫R3956R
137 摩托 豫RUQ163
138 摩托 豫R8T868
139 摩托 豫R0237D
140 摩托 豫R2B250
141 摩托 豫R1G371
142 摩托 豫RA2596
143 摩托 豫RDQ861
144 摩托 豫RYY253
145 摩托 豫RXA315
146 摩托 车架号013372
147 摩托 车架号020888
148 摩托 车架号128217
149 摩托 车架号031909
150 摩托 车架号057412
151 摩托 车架号0J1646
152 摩托 车架号062632
153 摩托 车架号118159
154 摩托 车架号303339
155 摩托 车架号003159
156 摩托 车架号106672
157 摩托 车架号Y7421
158 摩托 车架号911020
159 摩托 车架号028135
160 摩托 车架号428637
161 摩托 车架号015018
162 摩托 车架号004455
163 摩托 车架号064058
164 摩托 车架号000855
165 摩托 车架号A00142
166 摩托 车架号001045
167 摩托 车架号230737
168 摩托 车架号154864
169 摩托 车架号1004S5
170 摩托 车架号084160
171 摩托 车架号B00626
172 摩托 车架号920431
173 摩托 车架号500532
174 摩托 豫R0F173
175 摩托 豫RU090
176 摩托 豫RYW138

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公告
南阳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第一
勤务大队在日常勤
务工作中，依法扣留
一批摩托车（含一辆
三轮摩托车），所扣
车辆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内未到指定地
点接受处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
112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
107条之规定，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超
过三个月仍未前来
接受处理的车辆，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2017年4月21日

序列 车辆号牌 车辆品牌 车辆颜色 识别号码
1 16187 嘉陵 黑
2 Y2832 大阳 红
3 9G288 美多 银
4 G1638 五羊本田 白
5 D6000 铃木 白
6 VB098 爱玛 黑
7 无 铃木 红 226030
8 93826 光阳 灰
9 89R21 嘉陵 黑
10 无 海王星 银灰 071837
11 无 本田 红 404063
12 X9060 大阳 银灰
13 无 五羊本田 银灰 805401
14 D8723 大阳 黑
15 无 建设 黑 001970
16 R2115 隆鑫 灰
17 0531V 大阳 黑
18 YL539 宗申 红
19 无 中华安久 红

序列 车辆号牌 车辆品牌 车辆颜色 识别号码
20 88878 五羊本田 红
21 无 宗申 绿 003281
22 R3003 大阳 红
23 无 国威 黑 K00255
24 0261Y 宗申 黑
25 32V92 铃木 黑
26 A7923 福威 黑
27 5F916 大阳 黑
28 17183 轻骑 黑
29 Z2388 雅马哈 黑
30 5A691 海王星 白
31 2S188 雅马哈 银灰
32 无 宗申 绿 061157
33 BV839 宗申 红
34 VX352 雅马哈 灰
35 11C65 轻骑 红
36 无 ZHERO 黑 501327
37 SA392 欧星 黑
38 9W163 钱江 黑

序列 车辆号牌 车辆品牌 车辆颜色 识别号码
39 R5018 嘉陵 红
40 9A185 铃木 红
41 无 嘉陵 黑 002373
42 无 轻骑 白红 816446
43 无 赤兔马 白红 028250
44 HQ213 金城 红
45 88B39 海王星 白
46 无 嘉陵 白 018429
47 5019H 大运 黑
48 无 助力 白 607048
49 83B19 雅马哈 黑
50 DY787 大阳 红
51 RL303 佳颖 白
52 无 国威 黑 C00471
53 SA691 铃木 红
54 D8393 铃木 红
55 CG989 豪爵 黄
56 无 宗申三轮车 蓝 CD0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