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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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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仓库出租15039090264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车来车往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
日起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100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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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要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克穷实业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决定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10000万
元减少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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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要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河南安阳康辉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内黄分社(代
码91410527MA40B45QXD)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有关债权人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声明

●柴锦轩，男，出生日期为2015年
12月03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0871229,声明作废。

●李红伟，男，41010519690102
0510，《就业创业证》丢失，编

号：00966180，特此声明。

●河南省久雅置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01
92100047438；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豫地税郑字410105
773654495，声明作废。

●杨智慧，男，身份证号：4101
23196506010032于2019年11
月16日丢失，特此声明。

●编号为O411102607,姓名宋

一诺,出生日期2014年8月8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062188,姓名:芮
珂悦,出生日期为2014年3月7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O411636773，姓名王诗

玥,出生日期2014年11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河南顺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编

号：4105810039491）丢失，

声明作废。

●林州市桂园区佰睿奶粉专卖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
81MA461PRC3G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魏雅丽，豫（2019）郑州市不动

产权第0040613号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周口市友好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许可

文号：豫旅【2010】388号,编
号：L-HEN16021,特此声明。

●许昌立城装饰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1000
000013503）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天东装饰材料商行

营业执照(代码92411002MA41
TP2Q7G)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张欢欢购买德鸿置业有

限公司A1号商铺A137号,房款

收据(2017.6.10)编号0005172
金额壹万元整房款收据(2017.
6.29)编号0005006,金额壹拾伍

万元整维修基金票收据(2017.6
.30)编号0005024金额贰仟肆佰

陆拾壹元整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米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23151105，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军区支行，声明作废。

●赵菲与郑州市长城房屋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位于阳

光新城项目9号楼1214房，

房屋先行交付协议，协议不

慎丢失声明原件作废。

●李明，女，护士执业证书不慎

遗失，证书编号：2015410118
58，取得日期：2015年5月27日，

丢失日期：2019年7月1日，执

业地点：郏县康泰正骨医院，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河南龙瑞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
遗失空白合同一式两份,合同

补充条款一式两份,合同编号

:HNLR2018028。自2019年
1月29日起作废。特此声明。

●裘玉珍遗失号契税00245901
完税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林州市源皓商贸有限公司丢

失行政章一枚，特此声明。

●韩佳璐（2010年1月1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J412150290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周口力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92100001130声明作废

●郑州海源泉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2337261
8555声明作废。

●河南大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04100190014发票号码73
324652金额96000元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绿萝餐厅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303MA45UM
5B40,法人:牛树州,特此声明。

●洛阳市西工区牛树州酸菜鱼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303MA4
536319K法人牛树州,特此声明。

●本人靳倩楠丢失郑州九龙城

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九

龙国际房号7-1-1106首付款

收据，收据号：9470347，
金额10万元整，声明作废。

●干园园丢失晖达温莎尚郡三

期15号楼西单元22西南的晖

达温莎尚郡房源认购协议（

其房源认购协议总金额7400
04元）及定金收据三张（一

万元票据号1204859，一万元

收据号7168657，九万元收

据号8763777。）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华兵木雕商行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304MA45
ME9551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居之府水饺铺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
44UXE6X8声明作废。

●郑航于2018年9月28日缴纳

的郑州世贸购物中心A5223-
1经营保证金20000元，票号
1810492，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张艳红(身份证4127021978
070900297）遗失新郑市东

方国际奥园E086号车位收据
票号20166385，储藏室收据
票号20166386，现声明作废。
●二七区裕元里旅郑清真寺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欣禾盛电子产
品商行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32184601及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G9941010503218
4602,声明作废。
●宜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丢
失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机打)一份,票据批次:NB(2016)
编号：186075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翰宸美食广场
营业执照正本92410105MA44
7DY240于2019年11月18日
15：00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河坞乡九七学校食堂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
可证编号 JY34117290017151，
声明作废。

开发商违规售房 购房户退款无望
新乡“中盟家园”无预售证售房 说法：开发商已涉嫌诈骗，要求本周拿出退款方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张亚林 文图

五证不全违规售房，在协议
中还注明，如果开发商违约无法
办理预售证的话，客户可随时退
款；结果预售证迟迟无法办理，
有购房群众要求退款时却吃个
闭门羹——

11月14日上午，新乡市10
余名购房群众齐聚一家名为中
盟家园的售楼部，共同讨要已交
纳的购房款。

在接受采访时，当地官方相
关人士证实，因中盟置业未能按
时交纳土地出让金，已对该企业
下达了解除合同违约通知，这也
意味着该块土地可能面临被收
回。

五证不全售房
协议注明违约可退购房款

中盟家园项目位于新乡
市新中大道与科隆大道交会
处，是2018年新乡市中盟置
业有限公司（下称中盟置业）
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地块使
用权而开发的项目。

市民王先生告诉大河报
记者，他在今年4月份交纳了
36万余元的首付款后与开发
商中盟置业签订了购房协议，
协议中明确注明：甲方承诺在
2019年 10月 31日前取得预
售许可证，若因甲方原因未取
得预售许可证，乙方有权选择
退房。协议同时约定，如乙方
退房，甲方按乙方已交纳房款
金额的10%对乙方进行补偿。

对此，众多购房户坦言，如
果等到开发商把所有证件都办
下来再去买房，往往难以选到
如意的房源。让购房户感觉心
里有底的原因还有开发商在购
房协议中的退房条款。

办证无望
众多购房户退款遇闭门羹

半年过去了，购房者们却
发现，工地上长满了一人深的
荒草，没有任何开工的迹象，
当初开发商承诺的10月31日
前取得预售证已成空谈，于是
有购房户开始寻求退款。

王先生告诉记者，发现工
地迟迟没有动工，感觉到开发
商在10月31日难以办理到预
售证，王先生在9月17日就向
销售人员提出了退款申请。
按照销售人员的要求，王先生
填写了退款申请表，开始等待
退款。“一开始说等一星期到
账，后来又让等20天，反正就
是一直找理由拖。”王先生说，
直到现在也没有退款。

“工地迟迟不开工，钱都
被套在这里，想在别处买房也
买不成。”购房户吴女士说。

土地有附着物影响开工？
开发商和规划局说法不一

对此，中盟置业分管销售
的董宁柏经理则告诉记者，项
目迟迟难以开工，未能按照计
划如期拿到预售证，责任完全
在政府方面。董宁柏介绍，去
年公司通过网拍拿到了该地
块，当时交纳了近6000万的
保证金，按说政府应该净地交
付，但实际却是该块土地上有
大量垃圾未被清理，仍有房屋
未被拆除，同时有一市政变压
器仍在使用，这才造成项目迟
迟未能开工。

对此，11月15日上午，新
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
利用科一名丁姓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自2018年10月26日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

以后，中盟置业迟迟未交纳2
亿多元土地出让金。在多次
催交下，直到今年5月29日该
企业却突然提出土地上有垃
圾、一户房屋未拆除及有市政
变压器等问题。

项目所在地新乡市红旗
区洪门镇政府镇长张义旺对
此予以证实，张义旺称，接到
通知后，洪门镇政府立即安排
车辆对垃圾进行了清理，房屋
也拆除完毕。市政的一个变
压器位于该地块的边缘，根本
不影响正常开工，这完全是他
们的借口。

此外，新乡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开发利用科丁姓工作
人员表示，由于中盟置业未能
按时交纳土地出让金，11月
12日已经对该企业下达了解
除合同违约通知，这也意味着
该块土地可能面临被收回，企
业前期交纳的保证金也将不
会退回。

项目违规预售
要求本周拿出退款方案

2018年8月，新乡市正式
出台《商品房违法预售通告》，
严打房地产乱象：房地产开发
企业预售商品房必须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方可对外公
开销售。

该通告中对于商品房违
法违规预售者有关问题的处

理可谓史上最严：未取得不动
产权证书（包括原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销售房屋的，由售房
所在地的辖区政府或管委会
负责查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合同诈
骗罪等刑事犯罪的，应当移交
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11月 14日上午，张义旺
对开发企业进行了约谈。张
义旺明确告诉中盟置业负责
人，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的情况下对外销售，中盟置
业已经涉嫌诈骗，要求中盟置
业本周拿出退款方案。“如果
不能妥善处理退款问题，不排
除联合公安机关对企业进行
立案调查。”张镇长说。

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
主任张少春律师认为，开发
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证，对
外出售房屋的，属于典型的
违法违规行为，当地房管部
门有权依法查处并进行经
济处罚。此外，如果开发商
故意隐瞒事实欺诈消费者，
或在合同中明确告知预售
证办理日期但仍未履行承
诺义务的，均涉嫌欺诈，且
构成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
依法维权。但是，对于消费
者来说，应当吸取教训，不
要轻信开发商的类似宣传。

律师说法

半年过去了，工地上仍是一片荒草。

热线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 张朝 美编 阎嗣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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