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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章杰

本报讯 购买的新房还没
住过一次，就被开发商转手卖
给了他人，这到底是咋回事？
昨日市民王女士拨打本报热线
反映了这一问题。

2014年底，王女士在位于
洛阳市洛龙区的宝龙城市广
场，购买了 19 层的 1901 与
1902两套房。其中1902是付
全款，1901付部分房款。

王女士说，销售人员小莫
很快为她出具了两套房共同的
的收据和发票，但是售房合同
一直没有签。一开始王女士并
没有在意，直到2015年底，她
从另外一名销售人员处得知，
她购买的1902房屋被卖了，还
被告知被扣4万元的违反合约

费。
随后记者向洛阳宝龙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一负责此事的孟
经理求证。他解释，王女士并
没有办理贷款或者是按揭，而
且两套房是在一起的，王女士
没有交齐两套房共同的房款，
所以也一直没有签订购房合
同。其间公司也多次试图与她
联系，但无法联系上，甚至下的
律师函也被退回。

“我当时明明登记的是两
个手机号，既然拨打一个不通，
可以联系另一个。”王女士对联
系不上的说法并不认可，并将
此事反映给了洛阳市房管局。

截至发稿前，记者了解到
经过洛阳市房管局协调，洛阳
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退
还了王女士的所有房款。

□刘刚、郭磊

在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
精彩的里约奥运会赛事为大家
带来了许多震撼和惊喜，“顶呱
刮”也“不甘寂寞”，在奥运主题
即开票“加油中国”热销的同
时，近期又将带来一款年度重
磅新票——20元面值“超值8”
与我省彩民见面，相信必将再
次掀起新的刮奖热潮。

超乎所想，大有“钱”途！
新票“超值8”优势凸显：一款

前所未有的大票；一款年度最
具设计感的大票；一款能够带
来无限惊喜的大票；一款能够
带来多重超值体验的大票。

四大超值 ，超乎所想！新
票“超值8”亮点突出：票面设计
8×8超大尺寸，800元奖级超
多，双色喷码印刷；游戏主题：数
字类；游戏玩法：找中奖数字+
找中奖符号+两同+翻倍，面值：
20元；最高奖金：100万元；中奖
机会：高达30次。现在，使出您
的洪荒之力，来刮“超值8”吧！

□记者 周爱虎 通讯员 王龙

本报讯 回馈广大彩民，
进一步加强“3D”游戏品牌宣
传，提高彩民参与积极性。河
南省福彩中心自2016年8月1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福利
彩票“3D”游戏千万奖金大派送
活动。

活动期间，洛阳彩民反响
热烈，中奖奖金屡创新高。

福彩 3D第 2016207 期，
洛阳一彩民朋友以单式直选
投注100倍的方式，斩获奖金
13万元。此次中奖是派奖活
动开始以来我市第一个收获
大奖的彩民，这次中奖金额要
比平时多出26000元。

福彩 3D第 2016220 期，
我 市 西 工 区 纱 厂 路 上 的
41030002 号投注站，中出奖

金13万元。当期，洛阳市涧西
区唐宫西路王城公园附近的
41030063 号投注站，中出奖
金39万元。据悉，当期两个大
奖均为一人所中，也就是说，
这位彩民朋友中得第 220期
3D奖金高达52万元，创下本
次派送活动中奖新高。

从8月1日起，福彩3D开
始进行千万元大派奖活动，此
次活动是在原有中奖奖金的
基础上进行加奖，具体金额如
下：“单选”游戏增加奖金260
元至1300元；“组选3”游戏增
加奖金94元至440元；“组选
6”游戏增加奖金47元至220
元；“1D”游戏增加奖金2元至
12元；“2D”游戏增加奖金26
元至130元。

3D游戏1000万元奖金派
完为止，彩民朋友们赶紧行动了！

公立学校要求教师

动员学生到隔壁私立学校上学
已报名的进城务工者子女被分流 一年将多花近万元
□记者 董楠 文图

本报讯 8月23日，伊川县刘
先 生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18837996211）反映，他在伊川
县打工，孩子今年要上小学一年
级，已经在伊川县城关镇实验小
学报过名、进行了家访后，学校却
又要求我们到隔壁的私立学校伊
川县恒辉实验小学（以下简称恒
辉小学）就读，每学期费用近5000
元。与刘先生有同样遭遇的家长
有100多名。伊川县城关镇周村
实验中心小学（以下简称城关镇
实验小学）一知情老师对记者说，
学校一尤姓副校长曾经2次召开
班主任会议，要求他们动员学生
到伊川县恒辉实验小学就读，“没
完成招生任务的，将取消评优评
先资格，并扣罚绩效工资”。

学校已经报过名，咋又通知到私立学校上学

8月23日，伊川县刘先生向
记者反映，他家孩子今年上一年
级，由于夫妻两人常年在县城打
工，想着将孩子从老家接到县城
上学，“7月初，我们看到了伊川
县教育局下发的文件，指定了几
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便选
择在伊川县城关镇实验小学就
读”。

按照规定的招生报名时间，
8月12日，我们带领孩子到城关

镇实验小学顺利报名，8月16日
左右，校方还派出工作人员到家
里做了家访，确定我家孩子确实
为进城务工子女，“这期间没有
任何人说孩子不能在这个学校
就读，家人便等待学校的公示录
取名单。”刘先生说。

眼看9月1日就要开学，“学
校突然通知家长说，学校的进城
务工子女一律分流到恒辉小学
及其他偏远乡村学校。我们已

经报过名，也进行了家访，为什
么说不让去就不让去？”刘先生
说。

“学生一旦到恒辉小学就
读，每学期学费高达4500元左
右，加上接送费，一学期就花费
近5000元，一年下来就是1万
元左右，我们家实在是承受不
起。”刘先生说，他的遭遇并不是
个例，另外还有100多名进城务
工者子女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

班主任需推荐学生到私立学校，否则取消评优资格

23日上午，记者来到城关
镇实验小学，该学校大门紧闭，
大门口正在施工，站在学校门口
能清楚地看到在该校后边一栋
十余层的楼顶上写有“恒辉小
学”四个大字。

城关镇实验小学三年级一
班主任齐奋（化名）向记者介绍
说，恒辉小学是今年刚建成的，
是一所私立学校。

齐奋介绍说，不知是何原

因，恒辉小学一开学，我们学校
的校领导让班主任为这个学校
招揽生源，“8月12日，学校一尤
姓副校长通知班主任开会，并在
会上给大家发了恒辉小学的广
告宣传册，要求老师发给学生，
并定向对学生家长推荐恒辉小
学，成功推荐一名学生有50元
的提成。”齐奋说。

8月18日下午，尤姓副校长
再次召集班主任开会，“会上尤副

校长表示招生效果很不理想，如
果老师没有完成恒辉小学招收学
生的任务，将取消年底评优评先
资格，并且扣罚绩效工资。”

“8月18日下午6点左右，
学校焦校长从城关镇中心校开
会回来，立即召开学校领导层会
议，决定也不接收进城务工子女
入学，即使是报过名、做过家访的
也不再接收，学生同样被分流到
恒辉小学及董村小学。”齐奋说。

持介绍信到恒辉小学可减免1000元 两学校共用一个操场

记者调查期间，不仅城关镇
实验小学有该情况，城关镇辖区
内另外的学校同样存在将进城务
工子女分流到恒辉小学的情况。

23日下午，记者跟随一名家
长到恒辉小学进行走访，在大门口
一郭姓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恒
辉小学9月1日能正式开学，“已

经报了很多学生”，持有伊川县城
关镇实验小学的介绍信学生来报
名可减免1000元学费，“如果是
其他学校的，只要报名也可以通
过我开出一张介绍信，同样能减
免学费。”郭姓工作人员说。

在恒辉小学与伊川县城关
镇实验小学中间为一操场，郭姓

工作人员说，这个操场是我们出
资修建的，等开学后两个学校用
同一个操场。

据上述齐奋介绍说，目前伊
川县城关镇实验小学内有学生
2000多人，“与恒辉小学共用一
个操场，孩子们上体育课都紧
张。”

学校一直未公布入学名单 家长很着急

24日下午，城关镇实验小学
尤姓副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召开班主任会议上说的让班主
任动员班里学生到恒辉小学就
读，主要是因为今年我们学校取
消了寄宿部，学校不需要寄宿制
的学生，又不能让学生到证件不
齐全的补习班补习居住，“让学
生去恒辉小学就读，是考虑到学
生的安全问题。”

“召集班主任开会让学生到
恒辉小学就读是上级部门要求
的。”尤副校长说，另外一个原因
是由于目前学校班级出现“大班
额”现象，过段时间教育局要来

验收，如果超过标准人数，学校
会被评定为不达标，“让学生去
私立学校也不是强制的，只要学
生有地方住且保证不到无证辅
导班就能继续在我们学校就
读。”

对于齐奋反映的尤副校长会
上要求没完成任务会被取消评优
评先资格的情况，尤副校长解释
说，由于老师没有宣传到位，有学
生在校外证件不齐全的补习班补
习居住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处
罚。

随后，尤副校长向记者提供
了城关镇中心校周姓负责人电

话，但对方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记者试图联系城关镇中心校另
一负责人，电话同样提示无法接
通。

24日下午，刘先生向记者
打来电话介绍说，“按照规定，学
生的分班工作在8月22日就应
该对外公布，其他学校的录取情
况及分班情况都已经公布出来
了，城关镇实验小学迟迟没有对
外公布，9月1日就要开学，家长
们都在着急的等待，希望学生能
尽快给个说法。”

针对此事，本报将持续关
注。

交钱买房后 房子又被卖

超乎所想，大有“钱”途
体彩“顶呱刮”超大型彩票“超值8”将登陆中原

福彩3D大派送火热进行
洛阳彩民中奖屡创新高

在学校门口能清楚地看到在该校后边一栋十余层的楼顶上写有“恒辉小
学”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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