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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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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13939197983

公告

●洛阳大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3000508863488)股东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
此声明。

●沁阳市万里运输有限公司(注
册号 410882100001128)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中牟县绿顺源曹氏调味品商

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
0122MA46T1C744）经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刘伟强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证件编号 41022319870301
4010，声明作废。

●汝阳县刘店镇邢坪村鑫润种

植专业合作社，公章（4103
260011635）财务专用章（41
03260011636）丢失，声明作废。

●李永娥，郑房他证字第1203
086898号房屋他项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

●秦坤，商丘师范学院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专升本）毕业

证遗失，证书编号：10483120
1205812136，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梦百

货超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
00MA46GLCK4G，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润之道美容美发

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0MA
44UB5031（1-1），声明作废。

●鹿邑县鑫峰毛业有限公司遗

失鹿邑农业银行营业部预留

法人印鉴章，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御锅苑涮锅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
24101080018829遗失作废。

●袁有峰0009829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屈永彭遗失封丘县凯旋城7号
楼1单元3层302室首付款收据

(号 0297396金额 140000元)
和相关费用收据(号 1444173
金额 29714元)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郑玲芝,身份证号41108
1197806099247遗失郑州中盟

文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定金收据一张,开票时

间2019-10-1,编号0000070金
额 10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安阳市豫鑫木糖醇科技有限

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品种明

细表不慎丢失(许可证编号:
SC20141052300197;备注：

豫XK13-217-00026),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1658074，姓名

为贾茸天，出生日期为 2017
年 04月 07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刘红雨郑房产权证号08010
3907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房屋坐落于郑东新区金水东

路 10号院 26号楼 1单元 8层
16号。本人声明作废，如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遗失声明：郑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赵开俊米线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遗失，证号 JYDJ2410
19301000219声明作废。

●马新宇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三方就业协议书（学号:1
40209215）丢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绿顺源曹氏调味品商

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
0122MA46T1C744）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徐氏照明电器

经销部，（注册号 4103036
00005008) 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钟晨旭，女，护士资格证（编

号 2017141010170633)于 2019
年 12月丢失，发证日期 2017
年 5月，声明作废

●钟晨旭，女，惠济区人民医院

护士执业证（编号2018410222
23）丢失，声明作废

●高扬，女，护士资格证（编号11
174187）2019年12月丢失，发

证日期2012年5月，声明作废

●高扬，女，惠济区人民医院护

士执业证（编号 20114102244
3）丢失，声明作废

●曹婷婷，女，护士资格证（编号

16168151）2019年 12月丢失，

发证日期2016年5月，声明作废
●曹婷婷，女，惠济区人民医院

护士执业证（编号 201841022
193）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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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货运奔波之后，100
多箱蜜蜂相继死亡

48岁的汪观前是安徽铜
陵的一名蜂农，目前和妻子何
女士靠着100多箱蜜蜂维持生
计。正常情况下，每年收入20
万元左右，完全能够养活全家。

4月16日，他的妻子通过
手机APP“运满满”成功预约了
一辆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货车。
当天傍晚时分，100多箱蜜蜂
被装上车号为冀A××005的
红色货车，开往周口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许湾乡。

“养蜂人就是这样，每年都

会辗转各地追赶花期。这次我
通过周口当地的朋友联系，准备
在许湾乡滞留10天左右，等到
采完槐花和桐花花蜜后，我们再
去往其他地方。”汪观前说。

4月16日傍晚从安徽铜陵
出发，4月17日凌晨3时许就到
了周口市许湾乡大郭庄村。然
而，准备卸车时，眼前的一幕
让汪先生和妻子大吃一惊。

“就发现蜜蜂大量死亡，每个
蜂箱的底下都是死掉的蜜
蜂。”汪观前愁眉不展地说，发
现这个情况后，他就开始查找
原因。排查一遍后，他把目光
落在了货车上。“就闻到货车

一股浓烈的毒药味，我问司机
之前拉过什么物品，他说拉过
化工原料。”汪先生说，得知这
一消息后，他恍然大悟，认为蜜
蜂的死亡与残留的化工原料有
关，“是被毒死的”。

于是，原先商量好的1600
多元运输费暂停支付，他和来
自石家庄的货车司机僵持在许
湾乡临时驻扎地。

货车司机承认拉过化工原
料，但蜜蜂死因仍需鉴定

4月 17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在周口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许湾乡大郭庄村，见
到了汪观前和货车司机杜先
生。货车车厢内和旁边的地
上，大量死亡的蜜蜂已经招来
了苍蝇，几米外的蜂箱上虽然
还有蜜蜂活着，但汪先生不知
道还能活多久。

“这是我们全家的生计，
100多箱蜜蜂至少400万只，
一下直接损失10多万元，还
不算间接损失，以后可让我们
怎么活啊。”汪先生的妻子流
着眼泪说。

在现场，记者找到了河北
石家庄的货车司机杜先生。他
说，的确在4月15日那天拉过
化工原料，至于是什么成分的
产品，他说自己也不清楚。“我
拉着化工原料从石家庄到安徽
东至县，然后从APP平台上接
到运送蜜蜂的单子，空车跑了
100多公里到铜陵，然后装上蜜
蜂来河南周口了。”杜先生说。

至于蜜蜂的死亡是否与之
前运送过化工原料有关，杜先
生说，这需要专业机构鉴定。

4月17日，事情发生后，
双方报了警。周口市公安局
文昌分局许湾派出所民警及时
到现场查看，并把双方叫到派
出所作了笔录。“这需要畜牧局
专业人员化验检测，在没有取
证之前，你（杜先生）的货车不
能开走。还有，建议你们双方
找一下律师和法院，需要维权，
走正常法律程序。”民警告诉双
方当事人说。

民警告诉记者，根据农业
部2011年发布的《养蜂管理办
法（试行）》规定，涉蜂运输事故
以及有关纠纷，必要时可以应
当事人请求或司法机关要求，
组织进行蜜蜂损失技术鉴定，
出具技术鉴定书。“这个要先作

出鉴定，然后才能公平公正处
理。”民警说。

网约平台被指有漏洞，汪
先生事先不知道货车拉过
化工原料

事情发生后，汪先生也联
系了预约货车的APP软件“运
满满”客服人员。听完汪先生
的反映后，接线员答复称，汪先
生可以投诉司机，然后他们会
作出处理。

据介绍，“运满满”隶属于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的货运调度平台。该公司官网
显示，平台注册重卡司机650
余万、货主160余万。

“我之前也用这个软件预
约过货车，都没啥问题。这次
真倒霉，如果我能提前知道或
者通过手机软件查到那个货车
拉过化工原料，无论如何我也
不会选这个车。”汪先生懊悔地
说，这款手机软件使用起来非
常方便不假，可似乎也有监管
漏洞，无法查到预约货车前几
单拉过什么货物。

对此，该平台客服人员表
示抱歉，称会完善相关功能。

“每辆货车都拉过什么货物我
们这边是不知道的，只能靠司
机主动告知。但比如说刚拉
过生猪什么的，然后再拉食
品，这肯定是不行的。”客服人
员说。

虽然汪先生不知道货车之
前拉过什么，但货车司机杜先
生却可以从订单上看到要运送
的是蜜蜂。“也不是疏忽这个事，
就是我的车拉过什么，我没必要
都说一下吧。”杜先生表示。

一夜之间，100多箱蜜蜂突然死亡
养蜂人通过手机软件预约货车，该货车前一天刚拉过化工原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实习生 郭磊 文图

4月17日，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许湾乡大郭庄村的一片小树林里，来自安徽铜陵的养
蜂人汪观前，望着死亡的100多箱400万只蜜蜂欲哭无泪。

4月16日，他妻子通过一款手机APP软件，像叫滴滴一样预约了一辆货车。殊不知，该货车
前一天刚刚运送过化工原料。汪先生怀疑，蜜蜂死亡与此有关，目前，正在等待专业机构鉴定。

事情发生后，汪先生与手机APP“运满满”客服人员取得联系，对方答复让汪先生投诉司
机，他们会处理。但汪先生觉得，作为预约货车的平台，“运满满”监管有漏洞，如果能及时告知
该车拉过化工原料，也许就能避免这场悲剧。

望着死亡的100多箱400万只蜜蜂，养蜂人欲哭无泪。 处理死亡的蜜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