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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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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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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招聘

●招车工、数控、学杂工数名。

班经理15638856676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出租招租

●某单位金水区纬三路15号
有空房110平方米，现对外
招租，可做餐饮培训办公，

价格面议13803717657吴

房地产

●国有土地转让合作建厂房出

售整栋整层标准厂房售万博

正弘凯宾城商铺13703860367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公告

●寻亲公告无名女约

70岁2018年9月6日
在郑州石化路美景

天城流浪由二里岗

分局送至我站救助有知情者

自登报15日内与郑州市救助

管理站联系0371-68953509
●注销公告：南阳市卧龙区万

都大药房（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303MA40CCWP00）
即日起解散公司，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声明

●黄昊的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数
控专业专科毕业证（证书编
号：120671200906001359）
和郑州大学汉语言文学（网

络教育、专升本）专业本科
毕业证（证书编号：104597
201205203503）均遗失，现
声明作废。

●本人：范国英，身份证号：

411102197208063586，不慎
遗失：河南中金珠宝“黄金
保管及委托租赁”业务协议
书，合同金额：50000元，签定

日期：2014年9月19日，合
同编号：00001406.现声明该
合同作废，不再具有任何法
律效力。

●赵彦锋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56金额800元声明作废
付忠华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58金额650元声明作废
熊华根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54金额2820元声明作废
李卫勇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62金额9698元声明作废
李青忠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60金额3840元声明作废

●熊荣清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57金额2310元声明作废

董洋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22
93063金额550元声明作废

王金柱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55金额750元声明作废

李献忠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61金额3140元声明作废

耿治纲诉讼费票据遗失票号

2293059金额1750元声明作废

●荥阳市公安局民警赵子卿警

官证遗失，警号：014846，
声明作废。

●本人：陈莉媛，身份证号：

410402193901220022,不慎

遗失合同：河南中金珠宝“黄

金保管及委托租赁”业务协议

书，合同金额：十万元，签

订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

合同编号：2014-00001846,
现声明该合同作废，不再具

有任何法律效力。

●申春英女士，请你于见报起

30日内，返到开封市祥符区

杜良乡法庭协调离婚事宜，

如不按期到庭，将按相关法

律程序处理。孙长永

●周芬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毕业证（编号：1378012009
06000848）遗失，声明作废。

●鹿邑县农博士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周芬（女）2014年10月取得的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编号ZY00
269454）遗失，声明作废。

●邓学富郑州粮食学院粮食储

运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00379683，声明作废。

●漯河市四季风情旅行社有限

公司《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许可文号豫旅[2012]113
号,编号L-HEN11042声明注销

●南阳市卧龙区万都大药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
03MA40CCWP00）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崔君，新乡学院应用英语专

业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110711201006001756，声
明作废。

●河南大河意象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20003320304)遗失，声

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彦合印刷厂丢

失印刷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豫）新广印证字410300308
7号；普通发票，代码：141001
020033，票号：04824361，特此

声明作废。

“按面积算，我身边的邻
居平均都收了100多元，1200
户下来你算算多少钱？”今年8
月，记者接到市民投诉称，惠
济区民安北郡三期项目购房
者郑先生（应受访者要求使用
化名，下同）称在给业主办理
不动产登记证书面签手续时，
开发商收取了各位购房者一
笔名为“权籍调查费”的费用。

在郑先生所出具的 6份
均印有“民安置地集团”字
样，并盖有“河南民泰置业有
限公司”公章的收据中记者
看到，在这 6份（共涉及 5种
户型）的收据中，均写有一笔
标称为“权***元”的费用，6
份收据所涉及费用从143元
至 174元不等。对于上述两
家公司的关系，记者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
询后发现，在河南民泰置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信息中记者
看到，该公司的两个股东分

别为河南民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郑州万科云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先生告诉记者，在交钱
时开发商告诉购房者，这笔费
用系“权籍调查费”，在收据中
简写为“权”，开发商称其替不
动产登记部门“代收”，而每家
所承担的价格之所以存在差
异，是由于这一费用“按面积
收取”。在郑先生向记者出
具的与开发商财务人员的电
话录音中记者听到，开发商财
务人员也表示，所收取的这一
费用的名目及收费标准为：

“不动产局的测绘费，0.587元
每平方米，再加上每家都一样
的90元。”

但凑巧的是，郑先生本人
就供职于郑州某房地产开发
企业，平日里就负责办理该企
业包括不动产登记证书在内
的各类证件，对办理各类产权
证书的相关收费标准可谓“门
儿清”。“这个费用是开发商承
担的，不仅我们企业如此，我
还打听了好几家企业，都是开

发商自己出的。”郑先生说。

为了证实郑先生的说法，
记者和他一起于9月3日下午
来到涉事开发企业的办公地
进行暗访。

在民安置业位于郑州市
惠济区金河路与新城路交叉
口西南角一座二层办公楼的
217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了解
到郑先生和记者的来意后做
出详细的解释。

以郑先生所持 194元的
收据为例，其中的20元，是因
此前办理“房本儿”时所收60
元登记费补的“差价”，剩下
的 174 元，即收据中所标称

“权”字的费用，就是权籍调
查费。

当记者询问这一费用的
来源时，这名工作人员明确表
示这一费用就是“测绘的费
用，是不动产收的，我们只是
代收。”

绕开购房这些坑绕开购房这些坑

部门说法

律师提醒

“他们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
费用转嫁给我们，1200户，户均
100多元。”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接到市民投诉称，位于郑州
市惠济区清华园路与新城路交
叉口东北侧的民安北郡三期项
目，在给业主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书面签手续时，开发商以“替不
动产登记部门代收权籍调查费”
的名义，将这笔本应由开发商承
担的费用转嫁给了购房者。

在开发商嘴中，“权籍
调查费”系其替不动产登记
部门“代收”，那真实情况又
是怎样的呢？

“在开发商办理首次登
记业务时，确需缴纳权籍调
查费，但这笔费用是开发商
承担的，并非购房者，也绝
对不能转嫁。”郑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权籍信息科相
关负责人表示，早在2016
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及财政部就出台了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价格规〔2016〕2559号文，
下简称《通知》）其中第五条
也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
企业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
理首次登记的登记费，以及
因提供测绘资料所产生的
测绘费等其他费用转嫁给
购房人承担。”

他同时向记者介绍说，
在2016年8月20日，即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在郑州
全面推开前，如开发商已经

办理过首次登记的，购房人
在后续如办理各类不动产
登记业务时，由政府统一组
织权籍调查，开发企业或个
人都不需要承担权籍调查
中产生的费用。而在这一
时间节点后，开发企业再来
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或者首
次登记的，权籍调查费用则
应由开发企业承担。“绝对
不能将这笔费用转嫁到购
房人头上，这是明显的乱收
费。”他说。

与此同时，他还告诉
记者，为了让广大办事人
办理不动产登记时能够更
加便捷，在您办理不动产
登记前，可以利用郑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官方微信
中的“证书查询”功能，先
行查看您要办理业务的房
屋是否已有了不动产单元
号。如果没有，可以直接
通过该公众号申请权籍调
查，“提前解决权籍调查问
题，不影响登记业务的办
理时限。”他说。

对于此事，北京市京师
（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刘果表示，国家发改委
和财政部已经将权籍调查
费等费用的承担主体明确
为开发商，上述房地产开发

企业这种转嫁费用于消费
者的行为，显然是开发商利
用信息不对称及开发商在
缔约中的优势地位对购房
者权益造成的侵犯，增加了
购房者负担。

□记者 陈骏 文图

开发商还能“代收”权籍调查费？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部门：乱收费！此费用不应由购房者承担

不动产登记部门：此费用与购房者无关

交钱时，开发商称这笔费用系“权籍调查费”，收据中简写为“权”。

巧立名目乱收费，
不想碰上“内行人” 开发商强调：此费用是

替不动产登记部门“代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