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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Q411665882，姓名：丁优，
出生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14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声 明 公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
实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
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分类信息分别在今日
的A03、A04版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生活服务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8610 5366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火车站、红专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滑县福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代 码 ：93410526MA3XD6
KR8T）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蓓莉遗失助理医师执业证，证
号：210410102000745，声明作废。

◆安蓓莉遗失助理医师资格证，
证 号 ：20164121041018119910
7057586，声明作废。

◆孟州市永兴节能保温材料有
限公司（税号：41088309464986）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河南冠道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原负责人赵龙飞同志，变更为
胡二春同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MA44KBP06M。

◆河南冠道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原地址是郑州市二七区侯寨
乡湖滨路中段路北，经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二七分局核
准，现地址变更为郑州市二七
区嵩山南路 14 号河南电力医
院办公楼 3楼 301号。

◆巩义市夹津口珍予君美食府
饭店（代码：92410181MA9F2GEL
2X）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巩义市夹津口七里香馒头店
（代码：92410181MA9F2RPG1T）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心瘦塑形美容会所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272419
8211256385，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伟业建材商行
（注册号：410304634104623）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苏俊领于2019年11月15
日向郑州鸿街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缴纳装饰保证金 5000 元，
收 据 号 为 DHXJSK20191110
53，收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张铭购买河南正商中原置
业 有 限 公 司 金 域 世 家 小 区 ，
中原区西站路北化肥东路东
22号楼1单元10层1007室的维
修基金丢失，编号：1115346，
1115345，金额：5752 元，60 元，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河南维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
MA46W3MR3U）股东会决议，即日
起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请各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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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渑池县胜利后街占士废品收
购门市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 册 号 ：411221610126652，
声明作废。

解约公告
致：张云鹏，由于您未能按

照同我司签订的《房屋认购合
同》（编号：KG2-15-1-805）约定
按时交纳房款并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故我司按前述合同的约
定与您解除《房屋认购合同》，我
司如与您签订了《地下停车位使
用权转让协议》将依约一并解除。

河南佳港实业限公司
2020年5月11日

◆郑州市管城区麦道啤酒屋（代
码：92410104MA457WAQ09）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解约公告
致：陈建刚，由于您未能按照

同我司签订的《房屋认购合同》
（编号：KG1-8-3-404）约定按时
交纳房款并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故我司按前述合同的约定
与您解除《房屋认购合同》，我司
如与您签订了《地下停车位使用
权转让协议》将依约一并解除。

河南佳港实业限公司
2020年5月11日

◆河南中创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给王利的诚意金收据不慎丢
失，收据号码：0003313，金额：10
00 元，声明作废。

◆缴款人河南省亚乐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缴纳的诉讼费 73701 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 33464749 的《河
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
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
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
后果由本单位承担，特此声明。

丰巢收费遭抵制
郑州人表现得很冷静
上海已有78个小区业委会抵制丰巢收费行为 业内人士分析，丰巢收费与连年亏损有关
郑州市快递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称，超过24小时收取2毛或者3毛钱，更容易被接受

丰巢这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4月30日，丰巢上线会员服务和收费规则：非会员包裹只可免费保存12小时，超

时需收取0.5元/12小时的费用。5月6日，杭州东新园小区拔除所有丰巢快递柜电
源，抵制收费行为；截至目前，上海已有78个小区业委会表示要“对丰巢说不”。

5月10日，丰巢河南区负责人在接受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时称，收费是全国性政
策，应该不会改变。

回顾

杭州停用快递柜小区，丰巢将追索相关损失

5月 9日下午，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丰巢科技”）发布《东新园业
委会事件声明》称，业委会单方面断电
已经构成违约，已对丰巢造成巨大经济
与商誉损失，也给小区业主和快递员带
来诸多不便。丰巢保留追索东新园业
委会毁约的责任权利，同时将依据合约
追索相关经济和商誉损失。

这份声明被业内解读为“丰巢的
反击”。

5 月 9 日晚上，丰巢在公众号发布
《致亲爱的用户一封信》称，从上线会员

功能以来，丰巢 12小时内取件比例提升
了 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天早上可空
出近百万个格口，方便快递员为收件用
户提供更多高效服务。

为了鼓励大家及时取件，丰巢将推
出两个举措：一是和快递企业联合，如顺
丰近期将率先推出早取件赢红包活动，
凡顺丰包裹在 2小时内被取出的用户都
会得到 2元红包，4小时内取出将得到 1
元红包；二是推出亲友代取功能，关联亲
友手机号可同步接收取件提醒，在自己
不方便取件时，亲友可以代取。

河南 没有抵制，但有不满

相比杭州、上海，郑州消费者则表现
得很冷静。5月10日，河南商报记者走访
了郑州市前进路、伏牛路几个小区，发现
丰巢快递柜仍在正常使用中。

也有市民对此表示不满。“快递员
打个电话我就下楼取了，非得给我放隔
壁小区的丰巢快递柜，我还得跑到隔壁
小区去取。”市民王先生称。

周先生干了 6年快递，他说之前把
快件放在快递柜中等收货人来取，自己

要为此付给丰巢每件 3毛钱（小件）至 4
毛钱（大件）的费用，收费声明一出来，
再打电话给收件人让对方去快递柜取
时，对方就不愿意了，可如果自己一件
件地送货上门，也确实跑不过来。

丰巢河南区负责人在接受河南商报
记者采访时称，公司也听到了一些小区
有不同的声音。近日网上议论纷纷，政
策会否有所调整？“这是公司制定的全国
性政策，估计不会改变。”该负责人称。

分析 收入远撑不起连年亏损

丰巢为何要收这 5毛钱？快递行业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士称，这或许跟
丰巢连续多年的亏损有关。

丰巢自2015年6月成立，在全国范围
内疯狂布柜。截至2020年3月31日，丰巢
拥有快递柜18万个，其中河南有4000个。
其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44%。

河南区负责人称，快递柜的养护成本

很高，入驻小区的场地费、电费都要交给物
业公司，还有人员工资等。公开资料显示，
近五年时间，丰巢总亏损已超20亿元。

2020年 5月 10日，河南商报记者在
中原新城A区王府小区的丰巢快递柜上，
看到了山东樱桃和肯德基的广告。遗憾
的是，靠向快递员收的零星费用和微弱的
增值服务，远撑不起丰巢连年的亏损。

观点 收费不应冒进，且要提前告知消费者

丰巢该不该向延时取件者收费？
河南修谨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华分析

认为，企业有盈利点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
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丰巢可以收费。但
这个收费要提前告知，快递员在把快件放
到柜子里时也要征得收件人的同意，人家
同意了才能入柜，不能强买强卖。

郑州市快递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
称，丰巢想办法收取延时使用费也可以
理解，但不建议向快递员和收件人双向
收取，收费也不要冒进，5毛钱肯定有点
高，超过 24小时收取 2毛或者 3毛钱，更
容易被大家接受。

钟先生是郑州市一家知名小区的物
业高管，入行已有 15年，在他看来，这次
5毛钱的限时收费或将加速丰巢退出快
递市场。首先，目前丰巢的快递柜都安
装在各小区内，分布比较零散，而菜鸟驿

站相对能集中更多快递资源，周边的居
民可就近发件、取件，比丰巢方便。另
外，现在很多小区门口的超市、便利店也
可以代收代发件，比丰巢方便，也比丰巢
便宜（有的每件快递只收快递员 1毛钱，
甚至有的店为了揽客不收钱)。

钟先生建议，现在小区里的信报箱使
用率并不高，如果丰巢能和开发商合作，
把快递柜和信报箱合二为一，原来的200
个柜子如今只需开发 20个即可，让所有
业主共享使用，既节约了空间，也提高了
使用率，同时也可以继续开发柜子上的广
告位、自动代售等功能，可谓一举多得。

河南商报记者 王访贤/摄市民在丰巢快递柜前扫码取包裹

你对丰巢收
取延时使用费有
什么看法？欢迎
扫码留言交流

商业
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