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条地铁线路
图,扫码来看看

事件

实体样板间，“过道”仅容两人并肩站立

◆河南工业大学李兆威学生证
（学号：201816020206）丢失作废。

◆冯新菊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证 书 编 号 ：19984111041272
2680420006，声明作废。

◆张丽遗失警官证，证号：武
字第 9379578 号 ，声明作废。

声 明 公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
实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
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分类信息分别在今日
的A12、A13版

◆声明：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交强险
单证号：184100000052781-52
800、 184100000052901-529
10、 184100000052914-5292
1、 184100000052930-52950、
184100000071351、 184100
000052621-52625，商 业 险 单
证 号 ：184100000019001、18
4100000019036-19040、 184
100000006761-6765、 18410
0000006767-6770、 1841000
00006634-6635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工业大学大学学生闫晋，
学 号 ：201817070208，学 生 证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万泰货运有限公司，郑字
410112000460 号，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胡建国，河南工业大学学生证
（201616010116）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淮耀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税号：91410212MA47HMCMX6）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4100191130，发票号码：0261
4568—02614642，声明作废。

◆郑州东胜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豫 A2P91V、豫 AY39B2、豫 AL09
T3、豫AJ98F3、豫AL58T6、豫A8
8ET7、豫A8P77Z、豫A8G56F、豫
A6P90X、豫A1G81C、豫A2P52H、
豫AX63U0、豫A2P19H、豫A37G
X9、豫 A6G26T、豫 ABQ382、豫
AY95T0、豫A8P80J、豫A2D96A、
豫 AX66Z7、豫 A0E1K6、豫 A2P9
7W，以上营运证丢失，特此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咯哩小吃店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统 一 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0MA44W1
K96J，声明作废。

◆相恒文1003216税收完税证办
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杜守村（注册号：411302618068
653）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扶洋（代码：92411523MA46U0
T404）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渑池县果园乡西村鸿达副食
（代码：92411221MA44DJCY53）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李世伟（代码：92410211MA44WE
DT0G）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任建勇（注册号：410728619011
677）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商丘市睢阳区孙勇汽车维修
中心（注册号：411403612423457）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魏振更（注册号：410728613001
086）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商丘市睢阳区哆咪副食品店
（代码：92411403MA46G45779）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长垣县胜达烟酒副食店（注册
号 ：410728619038394）营 业 执
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黄林（注册号：4113286262029
81）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N411494738，姓名：钟紫
辰，出生日期为2013年10月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正泰运输有限公司车辆
豫AX7712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时代鹰王蛋糕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04600688288，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佬表蛋糕店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
0104600368691，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郑远元修脚店
行 云 路 店（税 号 ：6124251
9780912469703） 发 票 领 购
薄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雅居乐御宾府部分业主投诉称，购房时多交了一笔未出现在相关合同或协议上的款项

购房价比备案价贵了200多万
这笔“装修款”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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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七八百万元购买的“豪宅”，样板
间大堂通往电梯的过道却仅能容纳两个
正常身材的成年男子并排站立——还得
稍侧着点身。

近日，全款购买了郑州雅居乐御宾府
项目房产的梁恒（化名）向河南商报记者
反映，该项目的实体样板间大堂严重缩
水，与宣传时的“豪装大堂”相差甚远。

河南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该项目在购
房合同备案价格之外，一些购房者还多交
了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

河南商报记者 闫梦园 刘远怀 文/图

郑州地铁8号线一期
此次方案中，郑州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起于天健湖站，主
要沿科学大道、瑞达路、甜园街、东风
路、龙湖中环路、中兴路、商都路、绿
博大道（郑汴物流快速通道）敷设，终
至绿博园站。全长 50.63km，全为地
下线，设车站27座，全部为地下站。

方案中提到，8号线将于2020年开
工，2024年通车运营，总工期为5年。

郑州地铁3号线二期
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二期工程

位于郑州市经开区境内。该线路起于
3号线一期工程终点航海东路站(不
含)，终至经南十五路站，沿经开第十
七大街、经开第十五大街向南延伸，线
路全长 6.305km，全为地下线，设站 4
座，全为地下站。由于3号线车辆段、
停车场和主变均在一期工程实施，本
期不再新建车辆段、停车场及主变。

3 号线二期 2019 年可以开始建
设，2022年有望通车运营。

“豪装”首层大堂变狭窄过道

2018年年初，梁恒夫妇订下了雅居乐
御宾府的房源。据梁恒出示的购房时的
宣传页图片显示：“豪装双大堂，出入皆礼
遇。”双大堂指的是首层大堂和车库入户
大堂，宣传页底图是一个大堂示意图。

但 2018年年底，雅居乐御宾府实体
样板间建成后，业主们发现楼栋大堂空
间不大，通往电梯的过道仅容两个正常
身材的成年男子并排站立。

11月 2日上午，河南商报记者与梁恒
一起来到了雅居乐御宾府售楼部。当提出
想要进入项目内部并参观样板间时，被工
作人员以“正在进行危险施工，业主可在11
月15日开放日参观”为由拒绝。

该项目一负责人说，此事涉及开发
思路的问题。雅居乐在北龙湖拿地较
早，设计方案出来之前仅有个别地块走
了极致奢华路线，但并未预测到后期进
入市场的产品几乎全是极致奢华型。

该负责人表示，大堂尺寸问题确实属
于硬伤，但可以提升设计感。目前设计部
已经做出了三个方案，砖材也升级成了石
材。不少业主对这样的提升方案仍不满
意，想要退房。该负责人表示可以退房，但
目前公司已冻结了御宾府项目的OA审批
流程，在 11月 30日公示提升方案之前，暂
不具备处理退房的条件。

调查 销售总价超出合同备案价200多万元

采访过程中，不少业主向河南商
报记者反映，其购房时缴纳的房款，除
了合同备案价规定的金额，还多交了
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

以梁恒为例，他的合同中，房屋合
同信息备案表上注明房屋总价约为
695万元，但实际支付的房款为 722万
多元。多交的 27万多元，没有签订相

关合同或协议，仅存在于一张收款类
目显示为“楼款”的收据上。

而业主王女士所购房源合同备案
总价约为 850万元，备案单价为 47500
元/平方米。但实际成交价高于1050万
元，实际单价约为59000元/平方米。多
出的 200多万元，售楼部称其为“装修
款”，但所签协议上并未提及该款项。

疑问 多出的钱款作何用途？

这笔钱究竟作何用途？为核实相
关情况，河南商报记者曾多次联系雅居
乐御宾府相关负责人。

11月 2日上午，河南商报记者在
采访时曾提及这一问题，但对方未予
作答。当日下午河南商报记者再次来
到售楼部，欲求证相关细节，工作人员
称“不清楚，领导不在”。记者设法联
系上雅居乐相关大区及项目领导，对
方表示整理资料予以回复，但截至发
稿记者仍未得到相关答复。

11月 6日下午，河南商报记者再
次联系雅居乐御宾府项目相关领导。

对方表示需要由媒体对接人来答复，
但对接人目前正在进行封闭培训。

11月 6日下午，河南商报记者将
该情况反映至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
产管理局。该局一名文姓科室负责人
表示，将转交直属分局调查落实后回
复，河南商报记者也将持续关注此事。

郑州两条地铁线路
有了开通时间表
地铁8号线一期预计2024年通车
地铁3号线二期2022年有望运营

郑州市又有两条地铁线路确定
开通时间。

11月5日，郑州市发改委公布地
铁3号线2期、8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文件内容
涉及线路走向、站点设置、运营时间等。

河南商报记者 陈薇

买 房 遇 到
烦心事儿，欢迎
告诉陪办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