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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开发商无证卖房“圈
钱”

小唐家住信阳罗山，今年
26岁。因到适婚年龄，小唐到各
在售楼盘看房。

“我到世界城售楼部看房，
置业顾问称因销售火爆，目前楼
盘可供选择房源较少。我想既
然大家都买，说明这房子肯定有
自身优势。”小唐告诉记者，在
仔细了解项目区位、户型、价
格信息后，他有些心动。在跟
随置业顾问前往工地看样板间
时，小唐发现自己想要购买的
房源刚打地基。

“我想要个120平方左右的
房子，置业顾问给我推荐了6号
楼的一处房源。置业顾问给我
计算了一下单价及总价后，告诉
我说如果想要这个房子，需要先
交10万元购房定金。与此同
时，还必须选定一个车位，一个
车位标价9万，可以先交2万定
金，不然就不能定房。”小唐告诉
记者，在咨询的过程中，置业顾
问一再称房源销售火爆，如果想
要买房，必须先交房子和车位的
定金，且定金不退。如果不想交
钱，可以等开盘以后再选房。“可
是置业顾问又说这房子都提前
卖完了，不需要开盘了。言外之
意就是现在不交定金，基本上就
买不到房子了。”小唐告诉记者。

“我很纠结，不交钱可能就
买不到房子。交钱了又担心出
问题，毕竟房子还没建起来，预
售证也没有，且交钱也不签协
议。”小唐告诉记者。

开发商：工作人员矢口否认
无证售房

就小唐反映的情况，记者联
系了世界城项目的工作人员。
接通电话听明记者身份及提问
后，该项目一销售人员表示项目
6号楼及9号楼尚未修建，尚未
取得预售证。对于客户投诉反
映无证卖房一事，该工作人员先
是矢口否认，后又反问：“我们6
号楼没有建怎么会对外销售？”

探访：置业顾问称客户交钱
后才能算定房

随后，记者以购房者身份探

访世界城项目。在售楼部内，记
者见到不时有客户前去咨询看
房。在咨询的过程中，置业顾问
明确告知记者，目前6号楼、9号
楼两栋只剩下少量房源，其余房
源均已提前售出，且该两栋楼未
取得预售许可证。关于定金一
事，置业顾问告诉记者，客户交
钱后才能算定房。收到定金后，
开发商将会向购房者出具加盖
公章的收据，但无协议。

律师说法：属变相无证售
房，出现问题易扯皮

记者了解到，根据《城市商
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六条：商
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
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房
地产管理部门申请预售许可，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
行商品房预售。针对世界城项
目6号楼及9号楼是否取得预售
证一事，记者采访了信阳市房管
中心房管科，该科室工作人员
告知记者无法查询，并让记者
联系房管中心备案窗口。记者
同备案窗口工作人员联系时，
一女性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没
有平桥的数据，你们可以通过房
产管理中心平桥分局查询，我也
没有平桥分局的电话，需要你们
自己查询”。

记者辗转联系房管中心多
个部门，未能查询到预售证信
息。在采访中，信阳市房管中
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
果楼盘无证售房，可写材料送
至信访科举报。“如果无证售
房，我们了解情况后会责令整
改。”信阳市房管中心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对于世界城未取得预售证
收取定金一事，记者采访了河
南天风律师事务所律师鲁义
刚。他告诉记者，开发商向客
户收取定金是一种变相预售行
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楼盘只
有楼层到达一定程度，且取得
预售证才可对外销售。“开发
商收取定金售房，是违规行
为、无效行为。如果开发商资
金链断裂或者跑路，客户的权
益无法保障，如果出现其他问
题，双方很容易扯皮。”鲁律师
告诉记者。

清明小长假接待游客145.8万人次

信阳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5亿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杨小燕

本报讯 记者从信阳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清
明假期，信阳市共接待游客
145.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12.5亿元，较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16.7%和 26.8%。
鸡公山、南湾湖、灵山、黄柏
山等重点景区车水马龙，迎
来了游客的小高峰，日均接
待游客达2万人次。

清明期间，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实地探访多个景
区。鸡公山风景区游客集散
中心停车场停满各地牌照车
辆，景区内游人如织，一片欢
声笑语。记者了解到，为了做
好假期旅游服务，该景区工
作人员全员上阵。南湾湖风
景区距离市区较近，颇受游
客亲睐，假日期间，通往景区
的道路一度出现拥堵情况。
灵山风景区，作为远近闻名
的“灵”山，也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去上香许愿。

“清明期间，我和家人自
驾车来到咱们信阳，将鸡公
山等知名景点逛了个遍。总
体来讲，各个景区人都比较
多，我们玩得也很美，景区的
服务不错。只可惜时间不够，
还有许多景点未去，不过也
能留点念想，我们以后再
来。”鸡公山风景区内，一位
游客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清明期间，
“赏花游”“采摘游”“乡村游”
等迎来旺季节。信阳市周边
油菜花、桃花、樱花等陆续盛
开，草莓等时令水果也进入
采摘期，很多游客深入田间
地头赏花、采摘、踏青、品农
家饭，尽情感受田园风光。平
桥区新集村千亩油菜花开得

正艳，一片花的海洋，蜂飞蝶
舞，热闹非凡，日均接待游客
逾1.5万人次；光山县的万亩
桃花盛装登场，争奇斗艳，引
得游人纷纷驻足合影留念，
三天假日接待量突破3万人
次。市区的百花园牡丹争相
绽放，郁金香火红盛开，园内
游人如织，日均入园人数近
2万人次。

“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带
着孩子参加这种缅怀先烈的
活动。我想以此来提醒后辈
们，不要因为生在和平年代
就忘记了我们民族过去的苦
难。这种活动也很有意义，孩
子每次参加后都会有一些新
的认知。”在苏区首府烈士陵
园，一位带着孩子的男子告
诉记者。清明期间，鄂豫皖
纪念馆、苏区首府烈士陵
园、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许世友将军故里等红色景点
内迎来各地游客集体扫墓、
缅怀革命先烈和重温入党誓
词等主题教育活动高峰，本
地不少干部群众、学校师
生、军队代表，也自发组织
在清明节期间开展祭扫革命
烈士墓、参观陈列展示、墓前
宣誓等群众性纪念活动。据
悉，假日期间，许世友将军故
里、鄂豫皖苏区首府每天接
待量突破5000人次，鄂豫皖
革命纪念馆、邓颖超祖居等
每天接待逾6000人次，全市
红色旅游接待游客累计达
12余万人次。

“早就在朋友圈看到网
友晒图，特别美丽。清明节
我就带着女朋友一起来信
阳茶山旅游、拍照、体验摘
茶、吃农家饭，这种体验真

的还想再来一打。我俩都不
想回去上班了。”在信阳浉
河港茶山上，25岁的小简兴
奋地告诉记者。据悉，清明
节期间，茶山美景和农家饭
的图片在朋友圈高频曝光。
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
年来，信阳市高度重视茶旅
融合发展，建成一批茶旅融
合体验区，推出了十大茶
坊，打造了环南湾湖茶文化
体验游精品线路，启动“吃
信阳菜，喝毛尖茶”工程。清
明时节，是明前信阳毛尖集
中上市期，大批游人拥入信
阳漫步茶园，开展采茶、炒
茶、品茶等一系列茶事体验
活动；在环南湾湖茶文化旅
游精品线路上，睡仙桥茶文
化博物馆、民俗文化博物
馆、嘉木饮茶坊、德茗茶坊
以及文新三园观茶长廊车
水马龙，游客络绎不绝，3天
接待15万人次，成为清明
小长假最亮丽的风景。

假日期间，伴随着大量
游客的拥入，美丽申城再一
次经受了人流的洗礼。市
区各大星级酒店、特色餐
馆、农家餐馆、农家饭庄
爆满，餐饮就餐率和宾馆
入住率超出接待上限。“吃
信阳菜，喝毛尖茶”成为信
阳市一道亮丽的金字招牌。
根据市场监测，全市酒店餐
馆包房包桌率达100%，客
房入住率超过100%，一房
难求的局面再次出现。各县
区宾馆酒店、景区周边农家
乐山庄生意持续火爆，客房
预订率和入住率持续攀高，
全部达到饱和。

本报讯“两个多月了，
还没修好，又不是什么大问
题。”昨天上午，信阳市民陈
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春节
前，他的福特翼虎汽车因车
祸受损，由保险公司安排送
往信阳中岩福安4S店维修，
但是目前仍未能交付。对此，
涉事店方表示，将于近日修

好交付车主。
陈 先 生 告 诉 记 者 ，

2019年1月16日，他的福
特翼虎与一辆三轮摩托车相
撞，导致车辆前部受损。报
了保险以后，车辆在春节前
被送往信阳中岩福安4S店
进行维修。太平财险出具的
定损单显示，陈先生的车辆

需要更换前风挡、左大灯气
囊等8种配件，初步核算总
价为3.5万元。

陈先生告诉记者，春节
过后一个多月，他一直没有
接到4S店的提车通知。其
间，他也询问、催促4S店尽
快交车。“昨天朋友到店里一
看，车还放在车间里，车身上
是厚厚的灰尘。”陈先生无奈
地说，两个多月没有修好，实
在难以理解店方的效率。

对于陈先生的质疑，记
者采访了信阳中岩福安4S
店，售后经理王先生告诉记
者，春节前后，信阳天气恶
劣，待修车辆较多，加上春
节放假，所以修得慢一些。

“昨天车主朋友去店里看
了，我们已经向车主承诺，
近几天修好交付给车主。”王
经理说。

4S店修车竟两个多月没动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文图

地基还没打好房子就卖出大半

信阳世界城被指无证售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丁堂星

“这房子地基还没打好，也没预售证，开发商就能收钱卖房
了？”昨日，信阳男子小唐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报料。小唐称在
信阳世界城项目看房时，部分楼栋未取得预售资格，却已售出大
部分房源。记者实地探访时，置业顾问证实了小唐反映的情况。
记者就无证售房一事对该项目进行采访，工作人员听清记者采访
问题后矢口否认。对此，河南天风律师事务所鲁义刚律师表示，
开发商变相预售的行为，是违规、无效的，无法保障购房者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