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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买 8000 株草莓 快递寄到全死了
供货方认为是快递责任，
快递公司称要调查后再作回应

眼下已经是草莓种植的中晚
期，如果栽种顺利可以赶上明年
元旦春节时上市销售。前几天，
朝天区鱼洞乡的村民郭先生就从
外地的公司购买了 8000 株草莓
苗，不料收到快递时，这些草莓苗
全部坏死了。眼下，郭先生不仅
面临错过种植季的风险，甚至连
快递费在内的 3400 元货款也可
能因供货方和快递方不愿承担责
任而打水漂。
收货人
8000 株苗子全部坏死
据郭先生介绍，为赶上今年
最后一季的草莓种植期，他从山
东泰安一公司购买了 8000 株草
莓苗，连快递费在内他一共向对
方支付了 3400 元。本月 7 日，供
货方通过顺丰快递从泰安发货，
11 日他在朝天接收草莓苗时，一
打开包装箱，发现草莓苗的叶子
全部变烂，苗根发腻变臭。气愤
之余，他拒绝签收。
随后，郭先生将情况告知给
泰安的供货方，对方工作人员却
认定是在快递环节中因时间延长
和高温所导致。而从快递公司反
馈的信息是草莓苗在时效期内，
包装完好，苗子坏死的损失跟他
们无关。这几天，供货方多次找
顺丰快递反映该情况，但没有任
何进展。
“看样子我是赶不上这一
季种草莓了，现在我只希望能要
回 连 快 递 费 在 内 的 3400 元 货
款。”郭先生说。

贫困户意外死亡
司法局帮忙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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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方
应该是快递环节的问题
对此，供货方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得知草莓苗全部坏死
后，他们也非常生气。他说因考
虑到路途比较远和气温的问题，
在寄送时专门用了保鲜膜和冰
袋。
“可本来预计 3 天后收货却延
期了一天，这应该就是草莓苗出
现坏死的原因。”
该工作人员表示，截至目前，
他已经到顺丰快递去反映了四五
次，对方都以时效期内包装完好
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该工
作人员说，除去快递费，在将草莓
苗送往快递公司的途中还产生了
包装费等诸多费用，考虑到郭先
生的损失，他们会酌情补偿郭先

生几百元现金，并赠送一些桃、李
的树苗。
快递公司
需调查后再进行回复
顺丰快递公司一工作人员对
郭先生反映的草莓苗坏死给予了
承认，并表示郭先生当场拒收。
对于公司有没有责任，会不会退
还全部快递费用，她给记者提供
了一位负责人的电话。但遗憾的
是该负责人以公司相关纪律规定
为由，要记者留下姓名和联系方
式，由专人进行调查后解释。截
至记者发稿，对方仍无专人作出
回应。
对郭先生反映的情况，市邮
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快递

的权益方是发件人，按照属地管
辖 ，建 议 供 货 方 在 当 地 拨 打
12305 进行反映解决。
■延伸阅读

如何快递苗木
苗木运输前应妥善包装，以
免途中失水。将修整好的苗木，
按不一样品种每 50 株或 100 株打
捆，根部蘸泥浆，装入带塑料内衬
的编织袋。运输时，要用帆布盖
严，以防在运输途中苗木被风吹
干和冻坏根系。苗木邮寄前应到
当地植物检疫部门办理检疫手
续。持检疫证和按邮寄部门规定
包装好的苗木到当地邮局或火车
站办理托运。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管寒冰

宝成铁路将保留经停甘肃的客车
近日，宝成线旅客列车或将全
部停运的消息引发大家关注，据媒
体报道，铁路部门将继续保留宝成
铁路经停甘肃两当站的客运列车，
并采取优化、调整客运列车开行线
路，目前，相关方案正在研究制定
当中。昨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
司客服中心官网了解到，宝成线目
前 仅 有“ 公 益 慢 火 车 ”6063 次 和
6064 次往返于广元与宝鸡之间。
而这对列车目前仅仅预售 9 月 19

日以内的车票，9 月 20 日及以后的
程艰巨的铁路。这条铁路的建成，
车票暂停发售，原因标注为列车运
改变了“蜀道难”的局面，为发展西
行图调整。其他车次的旅客列车
南地区经济建设创造了重要条
已经处于停运状态或者列车运行
件。2018 年 1 月，入选第一批中国
调图，暂停发售车票的状态。
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宝成铁路北起陕西省宝鸡市，
记者查询中国铁路总公司客
向南穿越秦岭到达四川省成都市，
服中心官网发现，正常运行的高峰
全长 669km。铁路始建于 1952 年，
时期，宝成线经停广元的旅客列车
1958 年通车，1975 年全线完成电气
超过 10 对，而目前仅有一对广元至
宝鸡间的慢火车仍在运行。对于
化改造，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
“取消宝成铁路全部客运列车”的
路。宝成铁路是新中国第一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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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 公务员 月收6000 房车俱全 帅。
政府批办，广元首家婚介机构，
正规、可靠、成功率高。
电话：3232289
地址：老城东街口对面上坡路10米处
◆今生缘婚介·婚庆 离女55岁 167cm 高

中文化有公租房两个女儿出嫁本人健康气质佳无抚担。
政府批办，正规诚信，自由选择。
微信及手机号：13350490615
座机号码：3300063
QQ号：67545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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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转让、招聘、房屋租售、DM单夹页、生活资讯请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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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讯
◆阳光婚介 离男 50 岁 174cm 大

消息，宝成铁路沿线的陕西略阳、
凤县，甘肃徽县、两当均就此事和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西安局）取得过联系，
其中，略阳、徽县和两当还曾专门
致函中铁西安局，希望能保留经停
沿线的部分旅客列车。
对于宝成铁路旅客列车是否
保留及运行情况，广元晚报将持续
关注。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唐东

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双方搭桥，所有信息均
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请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查验相关
文件和手续，栏目广告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营 业 房 出 售

现有位于广元经济开发区川浙园生活服务中心 1 幢商业用房对外
二手回收
出售，建面 4849m2，土地使用面积为 4537.65m2，修建于 2013 年，总层数
◆家具/家电/货架/空调/铁床茶
为 3 层，精装修，环境位置佳，可整栋出售，也可分层出售。现整体用作
酒楼和办公系列新旧物品回收。
“京东广元馆线下产品体验馆”
，
年收入租金 100 余万元。有意者欢迎来
电话：
15983904436
电 13096465779（何先生）。
搬家服务
◆ 喜 新 搬 家 专 业 搬 家 、搬 钢
琴、拆装家具、空调、长短途搬家货
运。电话：
0839-3309256

广元日报社旗下媒体广告

寻求合作

有一标准型家具生产企业寻求
资金合作伙伴。利润可观，缺流动
资金。
有意电话联系：
18011160589。

《广元日报》、
《广元晚报》、广元新闻网、
广元日报社官方微信公众号、
掌门户APP、
阅报栏电子屏等媒体平台

3307336

业务联系（监督举报）电话：
0839地址：
万缘传媒中心一楼大厅右侧

11 日 11 时，剑阁县青剑路
维修工程姚家乡路段在施工过
程中突发意外，造成两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得知死者之一为剑
阁县北庙乡明兴村贫困户涂某
的儿子，伤者唐某是剑阁县北庙
乡明兴村贫困户，市司法局驻剑
阁县北庙乡明兴村第一书记李
建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望了
死者母亲蒲某、伤者唐某，并送
去了慰问金，然后到殡仪馆帮助
涂某处理后事。
贫困户涂某一家 3 口人，夫
妻两人都是 60 岁以上老人，妻
子长年生病，无劳动能力，儿子
张某系继子，未婚，是家里的主
要劳动力。如今儿子的意外去
世，让两位老人今后的生活没了
着落，唯一能帮助他们的，就是
尽量将伤亡赔偿事宜处理完，尽
早拿到赔偿款。李建伟向市司
法局驻村工作队汇报后，立即通
知明兴村法律顾问介入，协调业
主方调解处理赔偿事宜。
在听取了李建伟、驻村法律
顾问的汇报后，市司法局副局长
左尚勇组织死者家属、业主方、
施工方坐在一起进行调解。历
经 6 个多小时的漫长协商，12 日
18 时，双方终于达成赔偿协议：
由业主方赔偿死者丧葬费、死亡
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近亲
属因处理丧事产生的交通费及
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79 万元，协议签署生效时将 50
万转入涂某账户，余下的 29 万
元待张某火化后支付。
从张某死亡到达成赔偿协
议，仅用了 29 小时，整个事件就
得到圆满处理。目前，另一户贫
困户唐某伤情稳定，仍在医院治
疗中。
熊连瑾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煜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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