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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弓长）“两年前，我在
恒东·幸福里认购了一套
商铺，我先后给开发商支
付了80万元购房款。房子
是期房，合同中约定2017
年8月31日交房。结果，开
发商不仅违约未能按时
交房，如今还把我认购的
商铺卖给了别人。”1月17
日，呼和浩特市民王君平
向本报反映。

王君平所说的恒东·幸
福里项目位于呼和浩特
市世纪五路与金穗路交
汇处，当前的项目名称更
改为“小城大爱”。该项
目由内蒙古恒东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恒东地产）开发建

设。
2017年1月8日，王君

平与恒东地产签订了《恒
东·幸福里商铺认购协议
书》，认购了一间建筑面
积为124.02平方米的临街
一层商铺，房号为“商业
1-06号”，认购单价为每
平方米14997.58元。按照
认购协议约定的日期，王
君平分两次将80万元购
房款支付给了恒东地产，
恒东地产也给开具了盖
有公章的收据。

王君平说：“我当初
认购商铺时，该项目还五
证不全，尚未办理《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认购协
议中约定的交房日期为
2017年8月31日，恒东地

产未能按期交房。今年1
月初，我得知该项目终于
办全了五证，可以交房
了。1月2日，我高高兴兴
地前往恒东地产售楼部
办理交房手续时，却被告
知我认购的商铺已经卖
给了别人。当时，我就彻
底蒙了。从2017年1月以
来，我们一直和恒东地产
销售经理吴镔保持联系，
每次问及何时能够交房
时，他总是让我耐心等待
交房通知，从来没有提及
该商铺已另外售出的情
况。两年来，我本人也多
次前往售楼部询问，也从
来没有人告诉我认购的
商铺已经卖给了别人。”

1月7日，王君平登录

呼和浩特房产网查询后
得知，他认购的“商业
1-06号”商铺已经更改为

“商业102号”，房型为一
托二户型，面积是323.25
平方米，并且注明该套房
为“已售”。再查询该项目
建设的共计22间商铺，只
有王君平认购的那间商
铺注明了已售。该商铺所
显示网签人为一名顾姓
消费者，网签时间为2018
年8月30日。

王君平说：“既然该房
型在房产局登记时为一托
二户型，为什么当时开发
商只卖给我一层，而不是
按套一、二层一起卖？这是
因为，我认购的这间一层
商铺只是一托二户型这套

房中的一部分，根本无法
办理独立房本。”

2017年1月8日，王君
平与恒东地产签订了《恒
东·幸福里商铺认购协议
书》的同时，还签订了一
份《恒东·幸福里商铺认
购协议书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中不仅写明开发
商如果不能按期交房，将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进行
逾期补偿，还约定“待项
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双
方另行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房屋单价
以上述成交认购房屋单
价为准，甲方不得随意提
高房屋单价。否则乙方有
权解除本协议，甲方退还

所有已收房款，并支付乙
方成交房款一倍的违约
金。”

王君平说：“最近这
几天，我多次去找恒东地
产要求履行认购协议，该
公司一位姓赵的副经理
最初说只能给我额外补
偿十几万元，多次争执后
又说可以补偿60万元。我
要求按照补充协议约定，
除了根据国家政策规定
给予逾期补偿之外，再支
付‘成交房款一倍的违约
金’时，遭到赵副经理的
拒绝。”

1月17日上午，记者
就此事前往恒东地产采
访，该公司赵副经理拒绝
接受采访。

新报热线（记者 范亚

康）“2011年，鄂尔多斯
市天佐新城商场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佐
新城）和我签订了商铺委
托经营合同，我将天佐新
城国际中心的商铺委托
天佐新城经营。从2014年
起，天佐新城支付我们商
铺租金。然而，时至今日，
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我
却 没 有 收 到 一 分 钱 租
金。”1月19日，东胜居民
王保平向记者反映。

据 王 保 平 回 忆 ，
2011年，他和天佐新城签
订 了 商 铺 委 托 经 营 合
同。将其天佐新城国际
中心的商铺委托天佐新
城经营。合同中约定，商
铺委托经营时间从2011

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
日。从2014年开始，天佐
新城向王保平支付商铺
租金。具体金额为2014
年、2015年为每年108991
元（税后），2016年、2017
年为每年133212元 （税
后），2018年到 2020年为
每年145322元（税后）。然
而，时至今日，5年时间
过去了，王保平却一分
钱也没有收到。

当日，记者在王保平
提供的 《天佐新城国际
中 心 商 铺 委 托 经 营 合
同》上看到，甲方（王保
平）所购的天佐新城国
际中心商铺，位于鄂尔
多斯市铁西区天佐新城
国际中贰层B区 2035 号
商铺，建筑面积为84.11

平方米。甲方所购商铺
所在天佐新城国际中心
为新建商业广场，为使
商业广场规范运作，甲
方自愿委托乙方（天佐
新城）经营该商铺，并由
乙方自行组织具体招商
经营。委托经营管理期限
为10年，自天佐新城国际
中心开业之日起开始计
算，从2011年1月1日至
2021年1月1日终止。因商
业广场的成熟至少需要3
年的培育期，故甲方承诺
放弃前三年该商铺的收
益。乙方从第四（2014）年
开始，向甲方支付商铺租
金，第四年、第五年为
108991元（税后），第六
年、第七年为 133212 元
（税后），第八年到第十

年为145322元（税后）。
记者了解到，天佐新

城当初和近200名购买商
铺的业主签订了和王保
平类似的商铺委托经营
合同，并在2011年对天佐
新城国际中心进行了内
部装修，专业的经营团队
也在2011年进行了组建。
但就这样一座已经装修，
团队也已经组建的商场
却一直没有投入运营，致
使近200名业主的商铺租
金没有了着落。

1月19日，记者就此
事采访了天佐新城行政
办负责人李百哲。他告
诉记者， 2010年商场筹
建时，鄂尔多斯的经济
较为发达，鉴于这种情
况，公司当时将商场定

位为奢侈品商场。2010年
底到2011年初，商场就和
近200户居民签订了商铺
委托经营合同。同时在
2011年对商场进行了内
装 修 和 经 营 团 队 的 组
建。2011年，经人介绍，
同亿泰时装（北京）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泰公
司）签订了《国际名品俱
乐部特许经营合同》：亿
泰公司给天佐商场公司
取得各大奢侈品牌合法
经营权，天佐商场公司
预付订货款，亿泰公司
去欧洲进货。2011年，天
佐商场公司按约定向亿
泰公司支付货款2400万
元。谁知，亿泰公司迟迟
不能向天佐公司提供货
物及授权。在经过多次交

涉后，亿泰公司在几个月
后，给天佐公司发来了一
批货物。但天佐新城却发
现亿泰公司提供的货物
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因为
迟迟无法拿到各大奢侈
品牌合法经营权，致使商
场一直无法开业。在多次
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公
司已经将亿泰公司涉嫌
诈骗一事向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公安分局进行了
报案。商场因被骗没经
营，实在无能力支付业主
的租金。

当日，记者从鄂尔多
斯市东胜区公安分局了
解到，亿泰公司向天佐新
城提供的货物存在重大
质量问题，公安部门已经
完成调查取证工作。

王君平：恒东地产“一房二卖”！

王保平：啥时拿到天佐新城商铺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