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陶银银
由于您未能按照同我司签订的《房

屋认购合同》（编号：RSY-11-1-1502）
约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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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融创晟元置业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解约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中创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3MA3X9
7XN9D）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伍
佰万圆减至伍拾万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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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22日10

时在辉县市光明大酒店公开拍卖郑州郑
东新区双河湾小区2号楼1单元8层11
室面积137.37㎡。有意竞买者于12月
20日17时前持有效证件、竞买保证金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即日起展示。

电话：0373-6250818
13603733011

2021年12月6日

新乡华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 10 时起至
2021年12月2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
DMF105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
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6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21年 12月 25日 10时起至 2021年
12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
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
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对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洞林湖新田城
一期 C区 20 号楼 106 号房屋一套进行
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
年 1月 14日 10时起至 2022年 1月 15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法院）对漯河市郾城区嵩山东之路的漯河
海文国际企业中心项目15层1501-1508号、
16层 1601-1607号、17层 1701-1708号、18
层1801-1808号、19层1901-1908号房产共
计三十九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1月10日10时起至2022年1月
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www.jd.com，户
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二
七区长江路北、连云路西3号楼13层
1303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 1月 14日 10时起至2022年 1月
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郑东新区
商务外环路18号21层2105号、郑州市郑
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8号26层2616号房屋
两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怡养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怡养苑）持有河南通祥智能交通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祥）100%股权。
经怡养苑决定，由怡养苑吸收合并通祥，
通祥的债权债务均由怡养苑承继。

通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可以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河南通祥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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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
市场第九大街

多重因素导致郑州茶商盈利下降 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迅猛势头，为他们“突围”提供了思路

“每出一款新茶，就拍一段短视频”

近日，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过去红火的郑州
茶叶市场，如今冷清不少。

郑州茶叶市场多而分散，很难
有哪个能吃“饱”，有商户表示现在
的营业额比过去下降了一半，关于
市场饱和的言论也不绝于耳，如今
郑州茶叶市场面临新的发展瓶颈。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见习记者
李守/文 记者 时硕/图

扫 码 关
注“郑州批发
市场”，获取
批发业更多
深度观察

艺茂国际仓的商户谢秋玲（化
名），河南信阳人，从 2008 年在郑州北
茶城开第一家茶叶店算起，她做茶叶
生意已经有 13 个年头。谢秋玲表示，
和 2012 年~2015 年茶叶销售高峰期相
比，这几年的生意大不如前了，“过去
销量高的时候一年能卖上万斤茶叶，
如今只能卖几千斤，营业额也下降了
一半。”

昔日郑州茶叶批发市场商户、现
在国香茶城商户邓林峰（化名）的日子
同样也不好过，“目前我们市场的上铺
率在60%左右。”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即使是人流量大的凤凰茶城，
东厅二楼也有近一半商铺处于空置或
转让状态，唐人街茶城一楼和二楼商
户较多，三楼开门营业的不多。汇美
茶城、京泽花园茶城、圆融茶城、中原
茶城、亚星茶城、中陆茶城等茶叶市场
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空铺。

2005年前后，邓林峰还在郑州茶叶
批发市场一家茶叶店里做店员。当时
为了节省运费，不少商户用信阳到郑州
的返程车运茶叶，货车抵郑后往往是深
夜，起早贪黑地搬运茶叶是再平常不过
的事。凭借着勤奋和努力，邓林峰很快
当上了店长，工资比原来涨了一倍。

2005 年，为与在郑州的家人团聚，
谢秋玲辞去了信阳市某镇民政所长的
职务，带着单位给的安置费下海经商。
2008年，她用 8万多元在北茶城租了一
个80多平方米的铺子，进入茶叶行业。

那几年铁观音最为畅销，外国人称
之为“能喝的香水”。谢秋玲说，成本60

元/斤的铁观音能卖到 600 元/斤。邓林
峰说，过去有人把几百元一斤进的铁观
音卖到上万元也不足为奇。原本只卖信
阳毛尖的谢秋玲按捺不住，开始卖铁观
音，后来铁观音的销量和主营的信阳毛
尖基本持平。她说，2010 年~2014 年期
间，扣除成本，一年能挣一二十万元。

邓林峰说，当时有一个客户要了
3000斤茶叶，他和同事手工包了好几个
通宵才完成。谢秋玲介绍，“过去中秋
节、春节前会有不少人来采购茶叶，甚
至会排队，那场景像买菜一样。有时第
二天早上要交货，就喊邻居帮忙装茶
叶，忙到凌晨两三点。”

茶叶市场客流量减少，商户利润
率不断下降，处境艰难的当下，有人做
出了新的尝试。

国香茶城 90 后商户胡玉波从小
在茶城长大，是一个典型的“茶二
代”。2017 年，还在上大四的胡玉波
开始尝试开网店，销售信阳毛尖。有
一年“双 11”，他的网店在当天售出好
几百单，单量超过了实体店一天的
量。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经营网店的胡
玉波，一个人打包了好几天才完成发
货。

胡玉波还注意到，随着大环境的
变化，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上升的势头
比传统网店更猛。“现在每出一款新
茶，就拍一段短视频。”胡玉波说，线下
客户能面对面交流，黏性更强，但网络
是一个展示茶叶产品和把客户引流到
店的好平台，亦有人通过网络平台，了
解到他的店铺，打来咨询电话。

凤凰茶城商户张小霞把部分业务
搬到了线上。从今年 6 月，张小霞开
始尝试做直播带货，平均每天直播 3
个小时以上。她在网络平台销售的茶
叶客单价和利润都不算太高，不过，如
今她直播带货的份额已经超过了线
下。

当下，仍有人提出疑问，茶叶需品
尝之后才能辨别优劣，网络销售仍充
满不小的挑战。对于困境中的茶叶商
户而言，网络会是救命稻草吗？

现状

茶叶市场冷清
有商户营业额下降五成

这几年，茶叶商户明显感到钱不好
挣了，所以在支出上也更显谨慎。谢秋
玲店里多时雇了三四个员工，如今只请
了一个员工。邓林峰算了一笔账，算上
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员工工资、商铺银
行贷款等，每个月支出在2万元以上，而
为期10年的贷款他才还了5年多。

是什么原因造成商户盈利下降？
茶叶市场多而分散是重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2008 年之前，郑州上规模的茶
叶市场不超过 4 个，如今大大小小的茶
叶市场有二三十个。谢秋玲说，“现在地
市的经销商来进货都不知道该去哪个茶
叶市场。”利润透明化也让盈利更“薄”。

作为某品牌茶叶区域代理的邓林峰平常
以批发为主，他介绍，茶叶价格越来越透
明，卖得贵了会丢客户，所以现在就吃厂
家给的几个点的返点而已。疫情的反复
以及网络的冲击也让茶叶市场客流量减
少。有商户表示，现在有时候三五天不
见一个新客，没有老客户的光顾，茶叶店
的生意很难维持。

“茶行业一直都在，卖茶的商户不
一定还在。”河南省茶叶商会副秘书长
马哲峰说，部分商户经营理念停滞不
前，幻想能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再捞一
波快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曾经 生意红火，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探因 多重因素导致茶商盈利下降

尝试

短视频、直播带货……
它们会是救命稻草吗？

有茶商瞄上了“直播带货”的方式

有商户经营不下去，进行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