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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
市场第九大街

◆李二帅正商智慧城地下车位
定金收据丢失，收据编号：6006
368，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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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信息在今日
的A03版

养老到瑞阳
快乐更健康

0371-86687949
http：//www.yanglaoyiyuan.com
须水总院/华山路站/西站路站/冉屯路站/
永庆路站/电厂路站/中原路站/瑞达路站

春 季 特 惠
全城20店同庆

养 老 院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声 明 公 告

寻亲公告
养父鲍凤垒于 20

17年8月12日在长垣
县武邱乡附近捡到一
女婴，捡到时用粉色小
褥子包裹，现取名鲍怡丹。

望亲生父母与我联系，联系
电话：18236191898。

◆张淑雅，教师资格证书遗失，证
书 编 号 ：20184100422000660，
声明作废、黄河科技学院毕业
证遗失，证号：11834120180500
5455，声明作废、黄河科技学院
学位证遗失，证号：1183442018
001120，声明作废。

◆刘永才不慎将郑州锦荣轻纺
城有限公司开具的票号：4442
422，金额：贰仟元整、票号：337
8034，金额：贰仟元整的票据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O411624165，姓名为程

相铎，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9 日，《出生医学证明》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九一九商贸有限公司机
构信用代码证丢失，证号：G1
0411002149677014，声明作废。

◆徐权龙，男，2013年5月3日出生，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4116074
76）丢失，现声明作废。
◆徐传胜，男，2014年9月25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111433
01）丢失，现声明作废。
◆崔国发不慎将郑州锦荣轻纺
城有限公司开具的票号：3645
878，金额：叁仟元整、票号：4445
490，金额：贰仟元整、票号：81991
99，金额：壹仟元整的票据丢失，
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孙晓雅不慎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
权证，坐落地址：郑州市经开区
朝凤路78号9号楼1单元602室。
证号：郑房权证字第 16012349
59 号，特此声明作废。 孙晓雅
◆编号为0411502475，姓名：于兴
元，出生日期：2014年09月26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郭陶敏不慎将大学毕业证遗
失，毕业证书编号为 13791120
1406000349，毕业学校为郑州旅
游职业学院，声明作废。

◆臧丹丹将许昌润雨公司收费
收据丢失，收据号：6004296（一
万元）、6002204（8602元）、00107
85（两万元），金额：38602元，开票
日期：2019年12月7日，特此声明。

◆河南新大陆品牌咨询有限公
司 财 务 章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商城县大别文旅实业有限公司
（91411524MA473CNX6T）经 股
东会决议将商城县大别文旅实
业有限公司登报注销。
◆商城大别明珠旅游公交运输
有限公司（91411524MA44YJ9Y
04）经股东会决议将商城大别
明珠旅游公交运输有限公司
登报注销。
◆以下人员执业证书丢失，自登
报之日起声明作废，姓名、身
份 证 号 、执 业 证 号 如 下 ：
王孝辉：411123198901088518，
02000241110080002015090758；
陈 春 霞 ：411102197110055721
02000241110080002015057320；
杨晓静：413021197705103783，
02000241150080002015017018。

◆本人：谭丽莉（身份证号：410328
199512060542）、邹宇轩（身份证
号：430426199405276619），因保
管不慎，遗失河南中珂置业有
限公司收据，收据号：P0420-00
002118，姓名：谭丽莉、邹宇轩，金
额：20000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本人：谭丽莎（身份证号：410328
198511200545），因保管不慎，遗
失河南中珂置业有限公司收据，
收据号：ZK0002545，姓名：谭丽莎，金
额：20000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编号为F411071397，姓名：张修
源，出生日期为2005年 12月 2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宝丰县城关镇乐乐武汉热干
面店（注册号：410421601175888）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张春茂（注册号：410181600227
693）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安莘道路运输有限公
司遗失原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李文忠），声明作废。

◆长垣县恒大日用品服务部（注
册号：410728619088967）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Q410244996，姓名：李岚
桐，出生日期为2016年 7月 5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泌阳县泗驿商贸有限公司（代
码：91411726MA45U0UY1X）经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鹤壁市淇滨区祥隆清华园面
包房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
号：JY14106110006412，声明作废。

◆编号：T410453611，姓名：徐文
彬，出生日期为2019年1月25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赵德敏（注册号：411521601863
495）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三门峡品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代码号：91411200MA3X9TUD
8T）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辛珂珂15603989333。

◆巩义市回郭镇新农村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办理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解约公告
致：刘红晓

由 于 您 未 能 按 照 同 我 司
签订的《房屋认购合同》（编号：
LY-9-1-1608）约 定 按 时 交 纳
房款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故我司按前述合同的约定与
您解除《房屋认购合同》，我司如
与您签订了《地下停车位使用
权转让协议》将依约一并解除。

郑州新大观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4日

◆河南增益信基供应链有限公
司给宋明明（身份证：41272719
8403274536）开具的交易大厅三
区 T314 门面房押金条（金额：
20000 元 ，票 号 ：0004982）
不慎遗失，合同遗失，声明作废。

银基复工 免了俩月租金
银基为服装类且持续经营的2400多家商户免除租金和管理费
郑州多家市场相继发布免租政策，有律师表示，商户对市场的免租诉求合理，但也要相互体谅

3月23日，是郑州银基广场开市第一天，同时传来银基免租60天的好消息。
河南商报记者独家获悉，银基广场宣布：“服装类的、且持续经营类的店铺免租60

天，此类店铺停工期管理费全免。”

银基等多家市场为商户减免租金

“一共 2400多家商户和银基公司签
订合同，我们免除的也是这部分商户的
租金和管理费。另外，还有近 700家产
权户，我们已经陆续在跟这部分产权户
协商免租事宜了（租户租金是直接交付
给产权户），目前有三分之二同意免租。”
银基广场负责人士说。

另据河南商报记者了解，钱塘衣城
也免租两个月，之后 3个月房租减半，即

“两免三减”。
而杭州服装巨头意法商业集团，对

旗下市场免租一个月。

事实上，疫情影响下，多家市场为与
商户同舟共济，已主动发布免租政策。

比如，陈砦花卉集团减免商户 2020
年度一个月的租金，涉及陈砦花卉交易
市场、陈砦花卉观赏鱼商场、陈砦花卉双
桥基地、陈砦花卉郑汴路店、陈砦花卉大
学路店。

绿都汽车产业总部港免除商户 2月
份租金和物业费。天荣汽配城赠送市场
经营商户一个月免租期。河南商报记者
获悉，天荣免租涉及 2000家商户，减免
金额约一千万元。

免租诉求合理，但若想免租太长则不合理

商户提出减免租金，是否合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依法

妥善办理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案件的
工作指引》提及，受疫情影响，中小微企
业因生产经营承租的房屋或场地暂时无
法使用，或者虽可正常使用但经营收益
明显减少、损失较大，继续按照原合同履
行成本过高，对中小微企业明显不公平
的，请求延长租期、减免相应期间租金
的，应根据公平原则酌情予以相应支持，
合理分担疫情的风险。

省高院在该规定中明确，新冠肺炎
疫情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政
府及有关部门的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
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疫情影响致使
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的，可以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
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

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
关于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法定解除事由、
及时通知及证明义务的有关规定。

法律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郑州尚元法律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法律
专家宋朋元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为不可抗
力事件，但是对商户的影响是否属于不可
抗力，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如果能确定
是因为政府疫情防控导致强制停业并且严
重影响到企业经营，将其作为不可抗力来
进行抗辩的，减免租金的概率较大。如果
疫情没有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则不适用。

他说，疫情影响导致服装商关门歇业
两个月，进而影响冬装库存和春装无法销
售，带来损失，适用于不可抗力，租户向房
东提出免租一两个月是有理由的，但要求
减免租金的时间太长，并不合理。

减免租金因具体情况而异，市场和商户应相互体谅

在实际减免租金操作上，房东和租
客其实各有苦衷，并不应一刀切之。

对于服装商来讲，在此次疫情中遭
遇困境。一些冬装、春装滞销，动辄数十
万元的库存积压。而夏装迟迟无法开工
生产引发了无货可卖，另外还有房租、人
工等难以避免的硬性成本支出。

但从市场层面来看，减免租金并不
容易，房东的量级不一样，抗压能力也不
一样。有的市场运营多年，尚是亏损状
态，减免租金更会加重运营负担；有的市
场是“二房东”，多为销售型物业，商铺散
售给了多个业主，能否减免租金自己说
了不算，若要说服上百乃至上千个业主，
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有的市场自身背负
房贷和巨大的债务，现金流紧张。

郑州一名茶城老总告诉河南商报记
者，“大家都说‘减租是情分，不减是本

分’，我也想都给商户免租。不过，一个
商户提免租，是一粒沙，上千个人提免
租，就是一座珠穆朗玛峰。”

减免租金需要“因人而异”，也需要承
租双方协商解决，追求利益损失最小化的
方案。能够减免租金，对于租户当然是雪
中送炭，但考虑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减免租金并非一概而论，有实际困难的房
东难以减免租金，也在情理之中。

减免租金要秉持平等自愿原则，希
望双方相互体谅，共渡难关。

银基广场昨日复工

作为商户或市
场方，对于市场免租
政策你有什么想说
的，欢迎扫码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