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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人：
买房三年不给办按揭，原
来预售证号是假的

王先生在武陟县经营轮胎
生意。在2017年11月份，他相
中了位于武陟县文化路与木栾
大道交叉口九万里国际商城的
一处商铺，开发商为焦作万佳
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佳汇公司）。当年11月12日，

他先是向开发商支付了六万多
元定金预定了两间商铺，11月
14日，他和开发商签订了商品
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18万多
元的首付款，剩余房款通过银
行办理按揭。

可合同签订之后，王先生
一直等不到开发商通知办理贷
款，他多次催问，对方一再推
托。直到2020年6月份，王先
生偶然听说他所购买的房子根

本就没有取得预售证。听闻此
言，他赶紧去到武陟县房管局
查询，结果证实了他的担忧：他
购买的房子确实没有取得预售
证。

合同都签了，首付款都交
了3年了，房子居然没有预售
证，这让王先生很害怕：“没有
预售证，怎么可能办理按揭贷
款？将来怎么办理房产证？再一
个，如果没有预售证，开发商在
合同里写的那个预售证号又是
咋回事？”

另一位购房人马女士则
称，在听说开发商没有预售证
之后，她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
购房材料，发现此前她交付定
金的收据上，竟然连收款人的
公章都没有盖。

包括王先生和马女士在内
的几位购房人觉得受到了开发
商的欺骗，对楼盘的资质也很
担忧。2020年12月1日，他
们向武陟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
诉状，要求开发商退钱并作出
赔偿。

记者调查：
开发商刚取得预售证，且与
商品房合同中的证号不同

记者看到，在王先生和万
佳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中，写明房子具备五证，并
分别列出了土地证、规划证等
各证的证号，其中预售证的证
号是：武（房）预售证 2015—
012号。

那么，事情是否真如王先

生所说，开发商是虚构预售证
号、无证售房呢？1月6日，记者
去到九万里国际商城的售楼
处，开发商万佳汇公司的一位
工作人员宋先生告诉记者，王
先生购买的楼栋已经取得了预
售许可证，并出示给记者查看。

记者看到，宋先生出示的
预售证，发证日期是 2020年
11 月 30 日 ，预 售 证 号 为
2020—023号。该预售证发证
时间比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
时间晚了3年多，且预售证号
和合同中写明的预售证号也不
相同。

开发商：
中途接盘影响办证进度，
合同是前任开发商遗留的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子是
不允许销售的。那么万佳汇公
司为什么提前3年就把房子卖
了呢？对此，宋先生解释说，他
们销售的这一楼盘，此前是另
外一家开发商开发的，但是前
任开发商在收钱之后卷款跑
路，他们是在 2017年才接手
的。因为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太
多，相关文书资料也是一片空
白，所以造成他们办证的进度
很慢。至于无证销售的问题，宋
先生说，是因为当时房子的主
体都已经建好了，能够满足预
售的要求。

至于虚构预售证号的问
题，万佳汇公司另一位工作人
员荆（音）先生解释说，他们和

购房人签订的合同，也是前任
开发商遗留的，上面的内容也
是前任统一印制好的，上面的
预售证号问题，他们也不清楚。
现在公司已经取得了预售许可
证，购房合同是肯定要更换的。

此外，对于购房人提出的
退房+赔偿的诉求，荆先生也
表示愿意和购房人协商。

房管局：
接受市民信访并承诺处
理，不接受记者采访

王先生认为，在整个事件
中，是开发商欺骗在先，所以理
应退房并给出赔偿。另外，房管
部门也应对开发商虚构预售证
号、无证售房的行为进行查处。

随后，记者和王先生一起
去到武陟县房管局，按该局人
员要求，去到信访办填写材料
后，信访办工作人员表示会在
下周给出回复。

那么，开发商虚构预售证
号卖房，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在
未办理预售证的情况下对外售
房的行为，是否应当给予处理
呢？记者又去到武陟县房管局
党政办，在出示了新闻记者证
并表明采访意图后，党政办负
责人表示，记者必须先到武陟
县委宣传部进行登记备案，房
管局在没有接到宣传部通知的
情况下，不接受采访。

不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对此有明确要求：公职人员无
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记者合法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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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蔚蓝幼儿园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遗失，

登记证号:教民141010560000
090,声明作废。

●洛阳赛祺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公章（4103230032868）遗失，声

明作废。

●郑州宏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91410103MA40
PHWJ60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 F410014751，姓名张鲁

豫，出生日期2004年12月2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上海浩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河南宏光正商

置业有限公司郑州正商铂钻

一期景观零星改造工程质保

金收据单,金额为18408.7元，

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

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上海浩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河南正商置业

有限公司郑州正商佳仕阁硬

质景观工程质保金收据单,金
额为187077.4元,声明作废.由
此产生的-切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上海浩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中牟正商置业

有限公司郑州正商双湖湾碧

雅苑(2#地块硬质铺装)工程

质保金收据单,金额为22000
元，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

一切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上海浩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河南正商置业

有限公司郑州正商蓝海港湾

芙蓉湾西广场门前台阶维修

工程质保金收据单，金额为

15813.73元,声明作废.由此产

生的一切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郑州市二七区华达化工站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3MA44R
GCC35,声明作废

●郑州华特科技有限公司在郑

州银行淮河路支行预留的公

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何睿妍出生日期2008年9
月25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I411105602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书画院公章（注册号

86995277）遗失，声明作废。

●鄢陵县永亮通讯城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本人马昌礼,身份证号41232
5197210230036不慎将郑州

汇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汇

泉城5号院B区车位B162收据

丢失,收据号:0064660,金额：

84000元，特此声明。

●中灌蓝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王红恩、李可争的建

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豫水安B(2015)00278、豫
水安B(2018)00408，声明作废。

●张艳遗失南昌理工学院毕业

证书，编号12795120080601
6730，声明作废。

●焦作市山阳区俏俏娃美发店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08116
09462446）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陈玉荣遗失三

方就业协议书，编号8352870，
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子子橙牛排披

萨人和路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103MA478M1K49,声明作废。

●姚应华遗失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客户联1份,票号028
4044,代码:豫财410214,票据

批次:OA[2020],住院号2025
824,金额8060.08元,声明遗失

●杨晨购买郑州市永威置业有

限公司永威五月花城17号楼

1单元1301室的购房发票丢失,
代码:4100161350,票号:0009
8546金额:643274元,声明作废。

●2007年7月10日河南省宏光

天地实业有限公司开具金额

150000元收据，票号04088
51，姓名张国杰客户联丢失，

声明遗失。

●河南锦程汽车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豫A8556Q河南省

道路非定线旅游客运区域经

营许可证明(豫旅游客运许字

410101049869号)声明作废。

●河南锦程汽车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豫AF9779河南省

道路非定线旅游客运区域经

营许可证明(豫旅游客运许字

410101027911号)声明作废。

●中牟县汪盛蔬菜商行公章(
编号4101220022043)财务章

(编号4101220022044)遗失，

声明作废

●申俊杰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河南省总队医院开具

的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据代

码201400286199票号760010
527金额8676.21元,声明作废。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豫A(F883A/B3L58/NU2
59/K0850/60100/191PD/W
2W97/17H26/8Y292/V877E
/TQ589/923R7/6991C/91UZ
8/V619V/N5577/1EJ91/5FQ0
9)豫EBP975摩托车豫AFN555
●遗失声明：至远无限教育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不慎丢失

车辆合格证（编号：WBG300
003363993）一份、一致性证书

一份（编号：A077382F390YH1
4A010000000）、环保信息随车

清单一份，特此声明作废。

●发票遗失声明：至远无限教育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郑州分

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不慎

将四联购车发票（发票号码03
740962）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河南鲜蜜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
A07K5G),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请各位债权人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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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郑州分公司：本委受理

申请人郑州祝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你方物业合同纠

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

0641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
郑仲裁字第0641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买了3年的房预售证号竟是假的？
开发商：现在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对购房人的相关诉求愿意协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丁丰林 文图

在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里，写明房子
五证齐全，预售证号也明确写出了。可是购房人在交
完首付款后，等了三年，开发商一直不给办理按揭贷
款手续。购房人去房管局一查，傻眼了：他买的房子
根本就没有取得预售证，合同中写出那个预售证号也
和他的房子没有关系。

2020年12月1日，多名购房人向武陟县人民法
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开发商退房并给予赔偿。可就
在他们递交起诉状的前一天，开发商取得了所涉楼栋
的预售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是否还构成
无证售房行为？

九万里国际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