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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服务
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注销公告
郑州市昊用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即日
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0984667132），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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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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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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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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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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出租招租

●两万平方楼房出租统一标配

全装修13803842223

求购求租

●求租郑州市区内一楼或负一

层五至七千平房13015535199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声明

●高洪涛郑州大学临床医学专

业专科毕业证丢失，证书编

号104595200406003230，声
明作废。

●姚文轩01554269号税收缴款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607844,姓名郭

家诺，出生日期为2014年9
月1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胡参军产权证号1401185221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

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编号为H410883724,姓名崔

明辉，出生日期为2007年7
月2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H410883723,姓名崔

明阳，出生日期为2007年7
月2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陈静00120101号税收缴款书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台前县合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丢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台前共利工艺品有限公司

丢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虎林林,南阳师范学院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证(编号

104811201005856132)及学位

证（编号1048142010000656）
遗失，声明作废。

●周维，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

校文秘专业（2007毕业）毕

业证号116511200706004666
丢失，声明作废。

●郭清民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原郑州畜牧兽医专科学校）

1987年6月畜牧专业毕业，专

科毕业证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启瑞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人行开户许可证丢失

证号4910041957802，机构

信用代码证丢失，证号：G10
41010504195780D,特此声明。

●陈亚星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护

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丢失,证号14
3491201706000779声明作废。

●花之林餐饮管理(湖南)有限

公司郑州亚星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06528258X3
)财务章、法人印鉴章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许腾飞，许昌学院毕业

证丢失，证件号4110028111
09001，声明作废。

●赵静不慎将2019年1月22至
2019年2月26日在焦作市同

仁医院住院期间的发票原件

丢失，票据代码:豫财410214
，住院号:0001617，金额:85
12.22元。声明作废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文图

2012年12月，位于郑州
市郑汴路凤凰城南城四楼东南
55-110号的一家卖家具的商
铺，通过媒体连续打出“你买家
具我掏钱”的促销活动，并与购
买家具的顾客签订了返款协议
书，承诺在顾客购买家具满3
年时，退还货款的50%，满5
年后，再退还剩余的50%货
款。然而，花了2.1万余元在
该商铺买了一套家具的市民王
先生，3年后找商家索要50%
返款时，发现商户失踪了。给
老板耿某打电话，对方以资金
周转困难为由，承诺5年后一
块返还全部货款。王先生等到
5年后再联系耿某时，对方的
手机号成了空号……

看到商铺搞促销，他拿出2万余
元积蓄买套家具

3月11日上午9时许，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在郑州市凤凰城南城东
门口见到了王先生。他拿着与河南合
美家居有限公司签订的返款协议书和
当初购买家具时对方开具的送货清单。

2012年12月20日、21日，王先生
在郑州一家媒体上看到位于凤凰城四
楼东南55-110号的商户河南合美家
居有限公司打的促销广告，上写着“你
买家具我掏钱，三年现金返还50%，五
年现金返还50%”等内容。当年12月
23日，他与商家联系后，预付了100元
定金。2013年1月20日，他取出全部
积蓄2.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带茶几的
沙发，虽然感觉比较贵，但看到店家与
其签订的返款协议书上写着5年后会
把货款全额退回，心里仍很高兴。

记者发现，这份返款协议书上写着

2015年12月23日，甲方（河南合美
家居有限公司）向乙方（王先生）返还
购买家具货款的50%；2017年12月
23日，甲方向乙方返还购买家具货款
的50%。如因其他原因无法当即支
付，甲方必须在应付日后的30天向
乙方支付，否则每拖延一日按照0.3%
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该合同
上，盖有合美家居有限公司的公章。

“2015年12月23日上午，我到
凤凰城找商家讨要50%的货款时，发
现河南合美家居有限公司的店铺关
门了，就赶紧打电话联系该公司的老
板耿某，耿某说因公司资金周转困
难，暂时无法返还我的货款，公司正
在设法筹钱，让我等到5年期满，到时
候公司会全额把货款退给我。”王先
生说，当时耿某在电话中信誓旦旦地
说公司绝不会赖账，即使5年后公司
拿不出钱退还顾客，凤凰城也会用该
公司交的保证金来还给大家。

“我等了5年才发现他们租赁的
区域换了商户。老板的电话也成了
空号。”王先生认为，自己被骗了。

市场称促销是商户个人行为，与
市场无关

3月11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
到凤凰城五楼的市场运营中心。工
作人员陈女士说，此前市场也接到过
多起对河南合美家居有限公司的投
诉，投诉的问题与王先生一样，都是
不按合同约定退还购买家具的货
款。因该公司在做此次促销活动时
并没有给市场交纳保证金，且公司所
做的促销活动只是商户的个人行为，
所以市场方面也无法给顾客退还货
款，只能建议受骗的顾客到辖区工商
部门投诉。

王先生说，发现商家玩失踪后，
他先后到商场找了20多次，除了向
市场管理部门和其他商户打听合美
家居有限公司的下落外，还设法查找
老板耿某的新联系方式，却一无所
获。商场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从2015年年底开始，就不断有顾客
来找这家公司，由于该公司撤离时，
并未通知商场要搬到何处，他们也不
知道对方下落。

据凤凰城市场运营中心的陈女
士介绍，早在2014年上半年，合美家
居有限公司就从市场撤离，撤离的原
因是什么，他们并不知情，该公司走
得很突然，市场当时负责调查此事的
人已调走，所以目前没人清楚此事。

为了能釆访到合美家居公司的
负责人，记者多次拨打返款协议书上
所留耿某的手机号和办公固定电话，
听到的均是电话为空号的语音提示。

工商部门称曾给顾客和商户做
过调解

凤凰城属于郑州市工商局建材

分局的管辖区域，3月11日上午11时许，
记者来到该分局了解情况。经注册科的
工作人员查询，河南合美家居有限公司
的营业执照目前并未注销，但从2017年
开始，一直没有经过正常年审，处于异常
状态。

据该分局消保科的工作人员介绍，
近几年，他们陆续接到了几十起对河南
合美家居有限公司的投诉，投诉内容均
为该公司不按合同约定返还货款。最初
是2015年12月底顾客购买家具时间满
三年的时候，因公司不按承诺退还50%
的货款，且公司又撤离了凤凰城家具市
场，让不少消费者感觉上当受骗了。为
此，消保科曾把投诉的顾客和公司法人
耿某召集到一起进行调解，最终耿某同
意退款。这次调解过后，又不断有人到
该分局进行投诉，工作人员再次联系耿
某时，发现对方手机已停机，无法联系。

工作人员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国家把这种“购物返全款”的销售方式定
为投机倒把罪，因为商家如果一分钱不
要把货物卖给消费者，肯定是要赔钱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多是卷款逃跑。所以，
过去工商部门一旦发现这种带有明显夸
大和欺骗性的销售方式，会按投机倒把
对商家进行处罚，公安机关也会对这种
行为进行打击。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为了搞活市场经济，这项罪名就取消了，
所以工商部门对这种销售方式也不能再
进行打击处理，一些商家借机又钻起空

子，坑害消费者。
“针对此事，我们与辖区的派出所

曾一起研究过此事，发现商家与消费者
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关系，所签订的返款
协议书也具有法律效力，只能按照合同
违约纠纷来处理。”该工作人员说，由于
商家违约，法人代表玩失踪，并且不按
规定向工商部门年审营业执照，建材分
局已将该企业列入“企业异常目录”，一
旦超过三年不进行年审，该公司将被列
入黑名单，公司法人代表耿某也会成为
失信人员。工作人员提醒王先生带着
合同到法院起诉合美家居有限公司，通
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3年后返还50%货款？假的！
商家借“购物返全款”销售方式促销，工商部门称已接到几十起相关投诉

王先生手持当年与商家签订的返款协议书，
却拿不到商家承诺3年后返还的50%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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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5”，无论您遇到哪个
领域的消费侵权行为，都可通过大
河报“96211”新闻热线，大河客户
端新媒体维权通道，向我们反映您
碰到的烦心事儿。

1.大河报新闻
热线：0371-96211

2.大河客户端
新媒体维权通道二
维码

大河报维权卫士
已准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