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商：他拿了425万房屋拆
迁补偿款，却不腾房

据介绍，该处涉及拆迁的房屋
位于涧西区联盟路与太原路交叉口，
一共三层，目前有一家饭店、保安公
司等在此营业。负责该处开发的是洛
阳嘉轩置业有限公司，据该公司负责
拆迁工作的侯鹏介绍，涉及拆迁的房
屋只是他们公司华侨新村项目改造
中的一处。

侯鹏说，该处房屋是公司在
2009年12月29日，与当事人李超签
订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
一次性支付其425万元的拆迁补偿
款。之后，侯鹏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委
托书、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
协议，一份打款证明和一份李超本人
签字收据。

其中，委托书是由李超弟弟李超
英所写，委托李超对该房屋全权处
置。在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提到该处
房产有证面积215㎡，临时建筑1000
㎡（以实际测量为准），甲方一次性支
付乙方房屋拆迁补偿费360万。补充
协议中还提到，如乙方按房屋拆迁补
偿协议要求，在十日内（即2010年1
月9日）将房屋腾空，甲方补偿乙方
65万元。

“当初为鼓励李超能够尽快腾
房，一次性支付其425万费用。”侯鹏
说，收据、打款记录均证明李超本人
收到该笔款项，但其却未按照协议约
定腾房。2010年11月，公司委托律师
向其下达了催告函，要求其履行交付
责任，仍未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开发等工作未进一步进展，其间公司
内部法人也发生变更，原法人王振国

不再担任法人。
“今年9月，公司要对这块地方

进行开发做商用小区。”侯鹏说，9月
中旬通知李超，并在9月20日当面沟
通，多次要求其搬离，并下达限期搬
离通知书，对方均拒绝，后来报警，警
方协调要求在10月10日前搬离，但
对方仍未搬离，提出要见公司原法人
王振国。

“钱是公司支付的，并不是王振国
个人支付，他与公司已经没有任何的
关系。既然10年前已经拿到425万的
拆迁款等，房产归公司所有，他还有什
么理由不腾房呢？”侯鹏质疑道。

业主：开发商10年未开发，按协
议“房屋仍是原业主的”

针对开发商的说法，李超也有
话说。“2009年洛阳嘉轩置业有限公
司法人王振国进行华侨新村开发，多
方找人通过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
赔偿。”李超说，几经协商，他同意以
360万的价格将房屋交给开发商开
发，拿到赔偿款后，于2009年12月
29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和房屋
拆迁补偿补充协议。

李超提供的房屋拆迁补偿补充
协议的第三条则提到，甲方在协议生
效后半年内不能将房屋拆迁重置，将
视为放弃，乙方不退还补偿款。“此前
房屋也腾清过，房产证等也给过开发
商，但他们没开发，我又要回来了。”
李超说，根据两份协议，他已履行完
毕，也拿到425万元的补偿款，“由于
开发商存在强拆情况，华侨新村业主
不断上访，导致10年没有开发，根据
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的规定，开发

郑州南郊厂仓出售
南龙湖、地铁 2 号

线双湖大道地铁口附
近，17亩(有证),大型钢
结构厂房6500平，有天
车,一千平办公楼。

13603715983

公 告
我校职工李珏（女，1985年 5月出

生）、谢婧（女，1972年5月出生）、贾小燕
（女，1979年11月出生）、奚望（男，1980
年 2月出生）、凌华（男，1977年 6月出
生）、刘冬冬（女，1976年1月出生）、郭丽
辉（女，1974年9月出生）、徐羡弘(献红)
（男，1969年3月出生）等八名同志因长期
旷工，现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
十五条之规定，解除与该八位同志的人事
关系。特此公告

郑州大学人事处
2019年11月8日

注销公告
郑州玉良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2MA457CHL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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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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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

公司鹤壁服务区数字情报板项
目已批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
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2019年11月
11日-11月15日到京港澳高速
K566公里处鹤壁服务区领取
招标资料。
2.联系人：刘先生13783865022
监督人：王女士15896812315

市场服务
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更正公告
河南产泉餐饮服务有

限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

在《大河报》刊登的注销公

告中误登“经股东会决议拟

注销”，现更正为“经股东决

定注销”。特此公告。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沃力健身服务有限公司郑州银莺路分公司：

申请人梁如意、苏杭、胡飞、赵东海、王敏、侯燕涛、邢庆明与你单位发生劳动争
议一案，梁如意定于2020年1月20日09时开庭，苏杭定于2020年1月20日14时
30分开庭，胡飞定于2020年1月20日14时30分时开庭，赵东海定于2020年1月
20日10时开庭，王敏定于2020年1月20日09时开庭，侯燕涛定于2020年1月20
日15时30分开庭，邢庆明定于2020年1月20日15时30分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
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楼西仲裁一庭。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9]362、
363、364、365、366、373、374号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
的开庭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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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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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曹郡庭,你的妹妹

崔彦州在找你,13683717296

公告

●河南全球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91411303MA3XCY7
21W)经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登报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声明

●遗失声明：郑州大学学生彭

荣，遗失学生证，证号：20
155610422，声明作废。

●邱鑫烨,男,出生日期为2018年
12月08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592350,声明作废。

●缴款人李纪功于2019年2月27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106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880
322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收

入票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

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

承担，特此声明。

●我单位郑州广通货运有限公

司在郑州银行大石桥支行原

预留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李建民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

书（执业类别:中医,级别:执
业医师，证书编号1414101
183000247,工作单位:新密

李建民中医诊所，遗失时间:
2019年10月），声明作废。

●本人刘琴枝丢失郑州港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开具日期为2018年6月
28日，票据号:0314380金额:
275000元，声明作废。

●张金峰10374203号税收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大兴街13号王于氏名

下汴城484号建筑许可证遗

失,建筑面积16平方,王振江。

●郑州市管城区兴旺被装经营

部(92410104MA40GRQ003)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段蓉、付江峰丢失郑州恒林

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1月8日
收据编号：1134229，金额：

19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招商银行的转账支票，

票号:90277567,收票人:何静

,出票日期:2019年7月4日,金
额:19920元整。声明作废。

●许昌市蓝天残疾儿童康复中

心遗失公章，法人章（姓名：

杨青丽）各一枚，声明作废。

●编号为F410289391，姓名

为娄晓雨，出生日期为2005
年6月10日《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河南治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海滨食府于20
19年10月10日因保管不善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期

间由此公章所引起的经济纠

纷、法律责任与本单位无关。

●巩义市裕茂物资经销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L
18100684700000,声明作废。

●刘振锋，男，遗失:洛阳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医疗专业毕业

证，编号:豫教学证: 3801050
号;医师资格证，编号:199841
110410327710611453; 医师执

业证，编号: 110410000039627;
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田园农资服务站(注
册号411002604076024)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迪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在郑州沐欣商贸有限公司办

理的一张编号0005059的提

货卡丢失，声明作废。

●杨君羽（2014年8月27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O41120208
2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河南博典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在郑州银行高新技

术开发区支行预留的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一亩阳光

食品商行丢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
101040126082,声明作废。

●张继刚(父亲),刘锦霖(曾用

名:刘焕霞)(母亲),遗失张富

钧出生医学证明(儿子),编号

K410984960，声明作废。

调查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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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房屋拆迁 牵出真假协议
开发商、业主都说自己的协议是真的，谁在说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李晓波

“425万拆迁补偿款，10年前已经支付给你了，为何还不腾房？”、
“按照协议内容，你们半年内没有拆迁重置，将视为放弃。”……

近日，洛阳市涧西区一处房屋拆迁，引发出一场纠纷。开发商和
房屋业主各持一份签字、盖章一模一样，内容却相去千里的房屋拆迁
补偿及补充协议僵持不下。这究竟是咋回事？连日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商在半年内并没有将房屋拆迁重置，所
以目前该所房屋的所有权人还是我”。

蹊跷：开发商、业主提供的补充协
议，内容大相径庭

对于李超的说法，侯鹏表示，他不
能认可，并说李超并没有腾过房子，也
没有给房产证等手续的情况。

此外更为蹊跷的是，侯鹏和李超分
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均有房地产公司
盖章、公司原法人王振国签字及李超签
字的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两份几乎
一模一样的补充协议，因为一句话却出
现了内容大相径庭的局面。记者对比发
现，协议大部分内容都一模一样，只是
在第三条规定里，李超提供的补充协议
中多了一句“协议生效后半年内不能将
房屋拆迁重置视为放弃，乙方不退还补
偿款”，而且在该处还盖了一个嘉轩公
司的章。而开发商提供的协议中，则没

有这句话和多出的这处盖章。
双方均称，他们提供的协议是真实

的。那么，到底谁的协议是真的呢？既然
两份补充协议上都有嘉轩公司原法人
王振国的签名，王振国又会怎么说呢？

随后，记者根据洛阳嘉轩置业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提供的电话联系到原
法人王振国。对方称不在洛阳，承认当
初补充协议是他签订的，但否认协议中
有“甲方在协议生效后半年内不能将房
屋拆迁重置，将视为放弃，乙方不退还
补偿款”这句话。

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河南弘创
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婷。她说，如果业主
那份协议不是双方协商一致共同签订
的，那么对开发商不具有约束力，本身
这句话也违反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当
然，双方协议的真假，还需要申请有关
部门进行司法鉴定，依据鉴定结果，如
果一方涉嫌伪造协议，相关部门可依法
追究伪造协议者相应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