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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因私设暗
管，将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直
接排入河道，位于新乡县的河
南省龙泉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下称龙泉药业）被当地生态
环境部门依法查处。目前，该
案件已移交当地公安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今年3月7日至
8日，新乡县生态环境分局环
境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
现，七里营镇龙泉村西桥上游
一支排河河水颜色正常，而不
远处的龙泉村东桥河内河水
却呈现红色，两桥之间的一段
暗涵正好通过龙泉药业厂区。

执法人员随即对龙泉药
业进行了检查，发现该企业于
今年3月2日开始生产。“是
不是药厂偷偷向河内排放了
未经处理的污水？通过厂区
的暗涵下面是否有秘密排放
管道？”新乡县生态环境分局

当即决定，委托蛙人对流经该
企业厂区的这段暗涵进行勘
察。

在厂区内，环保人员撬开
一块松动的盖板。随后，专业
的蛙人佩戴好呼吸器、氧气
瓶，带上强光手电进入暗涵。
蛙人经过近20米的仔细排查
后，终于在暗涵内发现有一根
直径约15厘米的PVC管道，
管口呈红色。

找到了管道的具体地点，
执法人员随即沿管道进行开
挖，管道一直延伸进了生产车
间，这条PVC管道最终连接
在龙泉药业车间内的设备
上。现场对该管道内水样（呈
红色）提取检测，呈强酸性。

经询问，龙泉药业工作人
员对企业通过暗管直排废液
情况供认不讳。

经过河南省新乡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监测，该管道内存

液 pH 值 为
0.47，根据有关
标准，专业人
员认定该管
道内存液属
于 危 险 废
物，龙泉药
业利用暗管
排放具有腐
蚀性特征的危
险废物，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

记者跟随河南
省新乡县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新乡县的
龙泉药业时，企业处于停产状
态，厂区内空无一人。从设备
通向一支排河内的暗管已经
被挖开，设备旁边一个金属容
器里依然留存着红色液体。
执法人员称，红色液体是企业
生产废液，具有腐蚀性，废液

就是通过被挖开的暗管直接
排入旁边的一支排河道内的。

目前，新乡县生态环境分
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已将该
案件移交当地公安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新乡县人民政
府依法对该企业予以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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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仓库厂院

●出租厂房1500㎡航车10吨水
电办公住宿齐全，交通方便。
联系电话 13838081900
●厂房出租2500平方办公住宿
水电齐全。电话 18237157670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公告

● 变更公示
郑州市金水区上城鑫秀幼儿
园现声明举办者变更，举办
者由郭亚静、叶奇妍、申迎
华变更为郭亚静、郝志强、
申迎华，变更前无债务债权
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权由
法定代表人承担，联系人郭
亚静,联系电话 15981974030

● 变更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经纬中学现声

明举办者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举办者由王振永变更为河南

颐城尚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王运岭变更为

张潇远，变更前有债务债权

问题，变更前的债务债权由

原法定代表人王运岭承担，

变更后的债务债权问题由新

法定代表人张潇远承担，如

无异议，30日内到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联系人：张潇远，电话：

13938500345，特此公告。

●沁阳市世纪网吧(注册号4108
82008021329)经决定拟向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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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 减资公告

洛阳金徽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
97631298305)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金由 3000万元人民币

减至 2963.16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 交房公告

尊敬的翡翠苑项目业主：您

所购买的翡翠苑项目 1、2、
3、5、6号楼将于 2020年 6
月 28日,29日,30日进行集中

交付，请您按照《交付通知

书》要求携带相应资料，并

在《交付通知书》约定的时

间内到郑州市二七区南四环

嵩山路向东 200米路南翡翠

苑项目办理交房手续，详询

0371-66376666。特此公告。

郑州昌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3日

声明

●尹保中购买郑州曲梁同赢置

业有限公司房号C13-1收据

号 4701832金额 10万元,收据

号 4006932金额 10万元,C13-
2收据号 4701833金额 10万元,
收据号 4006933金额 10万元,
C13-1,C13-2收据号 1721849
金额 35万元,收据号 1721850
金额5万元,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吉振嘉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第三方协议，学号 16
0305109，声明作废。

●马丹阳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第三方协议，学号 16
0314120，声明作废。

●牛蕊将焦作大学毕业证丢失

编号：1152212006060006
01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大豫文广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
MA44888F7G，现声明作废。

●编号为 I410979853,姓名张

颖,出生日期 2008年 08月 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许昌柒木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唯美唯家商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2M
A43KW3U88)于2020年6月4日
在大河报刊登公章遗失声明,
现公章已找到,原刊登声明作

废,公章继续启用,特此声明。

●抵押登记证明(证明号:1607
017157)遗失，特此声明。

●张晟君《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为H410893526,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郑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偃师市佛光东山石料厂开户

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3
1000802201，声明作废。

●郑州市全日鲜生活便利店有

限公司花园路二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14101050318450,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鸿运万里冻品

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8MA
43RB2M7K,声明作废。

●李向前豫CN2192营运证遗失，

号 410323018515，特此声明。

●栗克亮遗失乡村医生执业证，

证书编码：201541022114
10001，声明作废。

●郑州山水锁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
MA448HQ706）营业执照正

副本及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谋律师事务所赵祥波

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 1410
9200710648929 流水号 10
970144，声明作废。

●夏璐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

书编号 110410000048431，
执业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声明作废。

●登封市颐舍餐饮文化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10185MA46DQ
Q4XF)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E410532709，姓名

为张婧雯，出生日期为 2004
年12月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孙鸿飞遗失永城市

东城区华装灯具门市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1481MA3XHY
1C20，声明作废。

●白略含（2008年2月14日出生

）丢失编号为 I410541406的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李诗曼（2007年4月14日出生

）丢失编号为G411226634的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禹州市恒利来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遗失，编号 41108
16008932，声明作废。

●河南瀚贝尔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8
1MA3XEJ7Y3W，声明作废。

●鄢陵县华帝厨具专卖店不慎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03
3001321801),账号:13409011
300000097,开户行:鄢陵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化

店支行,声明作废。

●陈橹帆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第三方协议，学号 16
0316102，声明作废。

●缴款人郑州昊天建筑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11
日交纳的诉讼费 24389元票

号为 2949169的《河南省政

府非税收入票据》不慎遗失,
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

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郑州昊天建筑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11
日交纳的诉讼费 6986元票号

为 2949168的《河南省政府

非税收入票据》不慎遗失,由
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

人承担，特此声明。

●南阳在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

许可证编号 JY24113020077
658声明作废。

●郑州鑫达货运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4101080041713）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奥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 4110233017952）
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奥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体检部公章（编码 4110233019
754）和财务专用章（编码 4110
233019755）丢失，声明作废。

私设暗管废液排河道 药企面临刑责
新乡县生态环境分局委托蛙人现场取证，获得证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张亚林 通讯员 杨济公 文图

新乡县生态环境分局派遣蛙人调查取证

制
药
厂
用
来
排
放
废
液
的P

V
C

管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