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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A11、12版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公司注册做账86677004
●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800注册公司18530998810
●免费注册公司15517559996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86099688
◆专项设计资质◆86099988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全省工商资质
工商疑难、建筑、置业、园林

物业、装修等专办1350371113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13526798621

“专办纠纷”
律师超级团队专办纠纷，二

十年经验快速办理各种纠纷；

经济专家全程为您服务。

西区电话：18838021658
东区电话：13403719861
鹤壁分公司：13939200656
《全国帮办》

专办纠纷伸张正义创始10年
郑州及周边城市159387801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8838146527
洛阳焦作三门峡18838146537
南阳驻马店信阳15037135112
济源安阳濮阳18838146527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成付13015506677
神速1813788911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房地产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39亩
土地售，国有证13526955952

房产质押出售
公司因拓展业务，愿以公司

名下商业房产做质押或出售

（产权明晰无纠纷）。非诚

勿扰！联系电话18437505381

出租仓库厂院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出租厂房仓库13598839078
●郑西6000㎡厂房15515521555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1700㎡办公300㎡
水电土地证齐13938507112
●白沙厂仓5000㎡17737150900

●仓库出租，中原西路旁，五洲

城东2公里。李13803860138

出租招租

●驾校场地出租13333852588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出租黄河路商铺63221007

●嵩山路门面出租13643837950
●人民路三楼经营场所招商

13903839037、13653800584
●高校窗口招租18638602201
●出租办学、会议、团队拓

展训练场地15639906729
●大学一楼窗口13027518356
●新郑龙湖独院6层适办公宾

馆饭店足疗等15237184369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13783078997
门面房招租

金河宾馆（金水路经三路口）

200m2门面房 13803818816

大河报记者在查阅宅基证
材料时发现，巩义市国土资源
局涉嫌为死者办宅基证。一份
宅 基 证 上 的 编 号 为（1998）
069703号的宗地图显示，土地
使用者为李新福。

编号内的1998即宅基证
办理时间1998年。而多人证

实，李新福在1996年4月7日
已去世。

在一份录音中，有人问李
新福的孙子李朝辉，对李新福
是在 1996 年去世有无异议？
李朝辉回答没有异议。

邻居李钦周说：“（村民）李
红令（音）第一个孩子出生那

年，李新福去世的，现在这个孩
子都21岁（注：农村常指虚岁）
了，算算也就是1996年。”

李会刚、李明轩等村民都
表示，李新福去世时间在1996
年，巩义市国土局为其办证时，
他已去世两年多。

随后，大河报记者来到巩
义市国土资源局，地籍科工作
人员表示，农村宅基证都是本
人申请的，各乡镇土管所工作
人员和村委人员前去测量地，

“为了避免纠纷，四邻也都要
到场，确认没纠纷后签字、按
手印，随后才进入制证程序”。

记者提出，希望国土局调
查一下两个问题：李新有宅基
证被别人办理且藏了 20来
年，是否涉及“被办证”，以及
伪造签名，冒领的情况；李新
福 1996 年去世，国土部门
1998年批准其办证，是否涉
及为“死人”办证的问题。

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主任
表示，“一把手”崔局长、分管
副局长、地籍科刘晓利科长都
在市里开会，没法儿安排采
访，让记者留下问题和联系方

式，稍后回复。
当晚8时许，记者接到地

籍科刘晓利科长电话。她说
李新福1993年办过宅基证，
1998年 12月办的是变更宅
基证，扩大了原来的使用面
积。“他是 1994 年 5 月申请
的，村委审核也在 1994 年，
1998年12月发证时，不掌握
李新福已去世两年多的情
况。”

关于四邻签名手印系伪
造，是否影响宅基证合法性的
问题，刘晓利不予探讨，希望
司法部门裁决。“1998年办的
证，我不在这儿工作，我不是
当事者，也和你们一样是旁观
者，我也能看出来……”她说，
对于李新有家被别人办宅基
证问题，她要求李新有后人找
国土部门反映。

俺家办了宅基证 俺家竟不知道
怪事还有：邻居的宅基证1998年办理，人1996年已去世
□记者 王新昌 文图

核心提示 丨 宅基证申办程序非
常严格，但老家在巩义市回郭镇
北罗村的李钦上6月8日意外获
知，1984年后从来没有申请办理
宅基证的他，竟有1993年、1998
年两个版本的宅基证。除了李钦
上家“被办证”外，巩义市国土资
源局还被指为死去了两年多的亡
人办理宅基证。

李钦上的父亲叫李新有，
李钦上的大伯李新福生前住在
他家西北侧。“我爸一直都说因
为和大伯家有纠纷，两家都办
不来宅基证，也一直没有申请
过办证。今年6月8日，一次偶
然机会，我看到了我们家的宅
基证，而且有1993年、1998年
两份。这些证在大伯家藏了20
来年。”李钦上说。

1984年3月25日，当时的
巩县人民政府对两家都核发了

宅基地使用证，两家中间有4
米宽、10.11米长的公用地，平
均分配记录到两家宅基地使用
证上。围绕着这些共用地，两
家纠纷不断。

按照有关规定，在解决纠
纷之前两家都无法办宅基证；
若双方协商好了，只能同时申
请办理宅基证。由于两家一直
没达成一致意见，李钦上家也
没有申请办证。

“大约20年后，突然得知

我家办了两份宅基证，而大伯
家的宅基证使用面积一直在变
大，我们家的一直在变小；他们
家1984年是295.6平方米，到
1993年增加到341.7平方米，
到 1998年时已增加到343平
方米，但根据土地证上长宽核
算，应该是 346.9 平方米，比
1984年多出51.3平方米，这里
面有占我们家的46平方米，还
有其他邻居的宅基面积。”李钦
上说。

回郭镇北罗村距离巩义市
区10余公里，紧临回郭镇镇政
府驻地。13日，在北罗村，记者
找到了李家的宅基地。李钦上
家的老房子低矮，院内阴暗潮
湿。

“老房子住着难受，一直想
翻新，但想着咱们没有宅基证，

担心推倒后不让再建，也就一
直没翻盖，这次看到自家原来
也有宅基证，且被别人偷偷代
办了，还藏了20来年，面积也
缩小了，感觉很稀奇很不安。”
李钦上说。

这些低矮老房子北面邻居
是李会刚。他将自家的老院房

子推倒后，希望建起新房子，但
遭到李新福的后人阻拦。“好说
歹说，他就是不让我们建，这才
知道他家偷偷办了宅基证，国
土局违规办证，国家机关的公
信力何在？他们偷偷申请的宅
基证里有我们一部分面积。”

大河报记者找到了李新
福、李新有各自在 1993年、
1998年的两份宅基证材料，
发现同一年的两家宅基证上
的签字都疑似同一人字迹，
甚至连手印都极为相似，可
能是同一人指纹。

李新福家的四邻中，除
了李钦上，还有3人接受了记
者采访。

李钦周说，宅基证上的
签名不是他签的，“我们两家
有宅基地纠纷，印象中他曾
托人求签字，但两家纠纷没
解决，我肯定不会签的”。

李会刚说，他原本与李
新福家不是直接邻居，因为

李新福家宅基地不断扩大，
到后来他们两家成了邻居，
但他没有签过字，也不知道
有签字这回事。

李新福的另一个邻居是
李永元，远在新疆。他委托
侄子李明轩处理家事。

“我大伯十六七岁去了
新疆，今年都80多岁了，其间
就回来了三回，没人找他签
字，他也没签过字，你看连他
的名字都写错了，他是一元
钱的‘元’，签名里是永远的

‘远’，这百分百是假的，我若
知道是谁瞎胡签的，还要追
究代签人的法律责任呢。”李
明轩说。

20年后得知“被办证”

李家老院不敢翻盖

土地使用者1996年去世，宅基证却于1998年办理

四邻称，宅基证邻居签名系伪造

不探讨两家宅基证合法性

投诉

现场

疑点

调查

回应

这份宅基证上的宗地图显示，土地使用者为李新福。编号内的1998即宅基
证办理时间1998年。而多人证实，李新福在1996年已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