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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最诡异“地王”：挖了个坑 吸金3亿》后续

金荣业主烈日下维权 要求自建

□记者 殷淑娟 孙煊哲 文图

核心提示 |
6月20日上午，郑州

市经开区金荣熙园100多
名团购业主走上街头再次
维权，要求尽快落实自救自
建方案。

2013年开始，郑州经
开区十几家机关事业单位
组织团购金荣熙园的房子，
陆续有647人参与团购，
缴纳购房款近3亿元。目
前该项目却只挖了一个坑，
业主们面临钱房两空的境
地。5 月 11 日，大河报
B14、B15两个整版以《郑
州最诡异“地王”：挖了个
坑 吸金3亿》为题报道了
金荣熙园业主买房的曲折
事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
响，相关领导批示要求妥善
处理好此事，截至目前，金
荣事件仍无实质性进展。

记者了解到，业主们当初把
购房款交给了金荣公司，后来项
目土地却被注册资金仅10万元
的福鸿元公司拍得，再后来金荣
公司被取消开发资质，现在这块
地归属公司是河南取予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而该公司将把项
目名称由“金荣熙园”改为“缇香
苑”，更为要命的是融资方——
上海金元百利成为了取予的控

股者。
同一地块，三年间，钱交了，

开发商变了，项目名称变了，房
却没有影。本该今年交房，而项
目却早在2014年就已停工，到
现在仅挖了一个大坑。

一系列的变故让业主们惊
诧、不安，怕被开发商“抛弃”，要
求将购房协议上的金荣的章换成
取予的，并开始联合起来维权。

郑州市经开区管委会随即
成立工作组负责协调处理此事，
金荣和取予的实际控制者薛楠
坦称，这几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
公司，目前公司资金链断裂，正积
极寻求接盘方；要求退款的可以
退本金，利息另说，具体什么时候
退目前没有时间表；想要房的可
以等，但无论哪家公司接盘，都
会首先保证团购业主的利益。

5月11日，大河报《郑州最
诡异“地王”：挖了个坑 吸金3
亿》报道一出，引起了相关领导
的高度重视，省里专门成立了督
察组到经开区管委会听取情况
汇报。负责协调此事的明湖办
事处也和业主、开发商多次召开
协调会。

报道刊发后，金荣公司总经
理杨大为联系本报说明情况，他
称，公司经常“换马甲”是因为当
时融资方上海金元百利要求成
立新的公司，他们认为新的公司
会很干净，没有外债，风险更可
控，因此金荣重新成立了福鸿元

和取予两家公司。
杨大为表示：虽然公司也在

积极和很多开发商洽谈金荣熙
园接盘事宜，但结果并不理想。
他坦称，“我们跟接盘方谈的时
候也都实事求是地把团购业主
的事情说了，很多开发商接盘意
向不是很强烈，要求先把之前的
团购客户清零。经开区管委会
要求保证团购业主们的本金安
全，利息一事等跟接盘方谈好之
后再说”。

对于上海金元百利和取予
的关系，杨大为也给出了回答：

“这俩公司是名股实债的关系。”

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上海金元百
利要求取予的证照、印件都由其
保管。公司要用章、财物支出等
都要经过上海金元百利的同
意。而金元百利不同意将团购
业主的购房协议上的金荣公章
换成取予的，他们认为这样会造
成负担。

报道刊发后，大河楼市记者
联系郑州市经开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对此事进行采访，但相关
人员解释：虽然管委会在积极协
调解决此事，但因为没有实质性
进展，所以没办法接受记者采
访。

根据业主和金荣公司之前
谈判的《“4·6”会议纪要》约定，
自4月6日起，两个月内由取予、
金荣先行商谈项目转让事宜，并
保证在转让谈判时，把承继金荣
团购协议作为首要条件，并由工
作组、团购代表参与；两个月以
外，如不能妥善解决，由工作组
主导另行处理。

大河报报道刊发后，几次洽
谈会上，金荣公司和业主约定了
7月31日为最终退还本金时间。

如今，金荣公司商谈项目转
让的期限已过，金荣和取予仍未
找到接盘方；而退还本金的期限
也将至，大多数业主并没有收到
金荣公司的退款。

从6月21日上午8时起，认

为看不到希望的业主开始走上
街头维权，总数超过100多人。

据气象台数据显示，当日中
午气温已达到34℃。在现场记
者随机采访了一名年逾五旬的
维权女业主，她称：“再热都不
怕，我当初买房花了近50万，亲
戚朋友都借了一遍，目前一家6
口挤在40平方米的房子里，各
种罪都受过，还怕这点热？”

“自从大河报报道后，负责
处理金荣问题的工作组负责人
明显客气了许多。”一名业主代
表称，但是目前没有实质性进
展，要钱的也没退，也没有找到
接盘方，收房更是遥遥无期。

这名代表称，既然金荣找不
到接盘方，继续烂盘，团购利益

毫无保障，无可奈何，只有自救
自建。他分析，目前项目规划
证、土地证都齐全，只需缴纳配
套设施金就可以拿到施工许可
证开工建设了。之前取予和承
建方签的有协议，可以垫资先
建。“业主自筹，政府支持，项目完
全可以顺利运行，业主愿意兜
底，承担相应风险。”这名代表说。

在省信访局，一名工作人员
接待了他们，他表示很理解大家
的心情，请大家一定要理性维
权，既然业主和开发商都有意愿
主导自救自建，那么政府将会搭
建一个平台，让双方坐下来好好
谈谈，积极推进此事的进展。

对于此事的进展，大河报将
持续关注。

【背景】郑州最诡异“地王”：挖了个坑 吸金3亿

【反响】报道引起重视，开发商出面解释

【进展】业主要求自救自建

6月18日，平安银行与融
创（中国）、思念集团在郑州喜
来登酒店签署城市更新产业
基金合作协议，旨在整合三
方优势资源，让各自的优势
元素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开
展全方位合作，深入土地开发
最前端，实现一二级联动。融
创（中国）董事会主席、执行
董事孙宏斌、思念集团董事

长李伟等领导参加了此次签
约仪式。据悉，本次签约标
志着平安银行地产基金 2.0
时代快速向前迈进；对于融
创（中国）拓展二线城市，实
现销售过千亿的目标具有重
要的意义；更能够助推思念
集团瀚海·中部大观地产业
务持续发展壮大，三方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G

平安银行、融创（中国）、思念集团三方合作

6月16日下午，雅居乐地
产2016年中原战略新闻发布
会在郑东 CBD 万豪酒店举
行。此次发布会是雅居乐地
产在郑州绿博组团和北龙湖
区域分别拿地之后的一次战
略说明。雅居乐地产西部以
及河南区域的相关高管出席
了此次发布会，西部区域总经
理倪明涛和郑州事业部总经
理张春山分别做了演说，主要

是从雅居乐地产公司的发展
历程以及在河南区域的发展
做了介绍。

问答环节，众多高管从区
域选择、战略方向、项目定位
以及雅居乐地产接下来在河
南发展的规模速度等做了解
答，发布会表明雅居乐地产在
拿地之后深耕河南的目标，并
为接下来绿博地块以及北龙
湖地块的入市做铺垫。G

雅居乐中原战略发布会举行

6月18日，惠济区社区广
场文化活动月在绿地璀璨天
城广场正式举办，19:00，绿地
璀璨天城广场人气爆棚，热闹
非凡。街道办事处夏利东主
任与绿地集团白伊剑白总共
同为活动拉开帷幕。

本次广场文化活动是由
长兴路办事处与绿地集团携

手举办，是为迎接七一建党节
到来，宣扬“信仰、信心、信任”
的文化主题，惠济区46个社区
及各企事业单位自发组织多种
活动，踊跃报名，让本次活动精
彩纷呈。绿地璀璨天城专场社
区广场文化活动月还将在6月
25日、26日 19:30-21:00持
续举办。 G

绿地璀璨天城举行社区广场文化活动

6月18日，裕华集团旗下
河南德宇实业有限公司裕华
满园项目销售中心&样板间在
万众期待中盛情绽放。裕华
满园销售中心的正式亮相，意
味着满园项目正式接受市场
的检验与挑战，对于裕华集团
16年的发展历程而言也是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午9点整，在喜庆的擂

鼓声中集团领导纷纷莅临现
场参加本次庆典。上午9点
10分，集团领导打开神秘的
启动装置，裕华满园销售中心
正式启幕。顿时，象征希望
的彩色气球跃然升空，绚烂
的七彩烟花粲然盛开，销售
中心与样板间的大门敞开，
热情迎接裕华满园众多客人
的到来。G

裕华满园销售中心&样板间开放

6月 18日上午，“万美生
活 聚乐地标”美景·万科广场
主力店签约仪式暨万科商业
中国行启动仪式在美景·万科
广场盛大开启。郑州美景置
业副总经理刘凯先生致辞，此
次美景与万科联手，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郑州美景置业总
经理戴武先生、河南长和系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常建海
先生共同上台进行签约。美
景·万科广场，美景集团100%
商业面积自持，7万平方全家
庭新鲜生活mall，涵盖生活超
市、巨幕影院、时尚零售、健康
配套、餐饮休闲、儿童体验等
业态等一站式购物体验，现全
面招商中。G

美景·万科广场正式签约

6月17日，佳林国际营销
负责人杜总透露，项目位于郑
州经济开发区滨河新城潮河南
岸，总建面积13.3万平方米，
包含滨水商务科研办公、综合
商业购物中心、多功能会议中
心、商业街等物业，同时地铁
三号线（规划中）站点直通项

目。南靠航空港，北临高铁
站，客运物流通达全球。

据了解，佳林国际预计一
期将推出2栋写字楼，主力房
源面积为230平方米-380平
方米、380平方米-1100平方
米两种。每平方米销售均价约
5800元。G

佳林国际新闻发布会暨产品说明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