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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2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3、05、06、24、30”，后区开出
号码“03、07”。当期通过2.74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9898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4注一等
奖。其中，1注为1765万元（含
784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
一等奖，落户黑龙江；3注为
981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
落河北、江苏、浙江。

数据显示，黑龙江中出的
1765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出
自牡丹江市，中奖彩票是一张

6元的2注追加单式票。
河北中出的981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石家庄，中奖
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浙江中出的981万元基本投注
一等奖出自绍兴，中奖彩票是
一张4元2注单式票。

江苏中出的981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淮安，中奖彩
票是一张252元的9+2组合复
式票，单票中奖金额988万元。

二等奖中出143注，单注
奖金5.67万元。其中45注为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4.54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10.21万元。
三等奖中出202注，单注

奖金为 1万元。四等奖中出
1647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23155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出
42435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38533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出
1063935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9267436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当期开完奖后，奖池为14.37
亿元。购彩者不要错过周六晚开
奖的第20025期。 河体

大乐透再爆4注超值头奖

每注金额
159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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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059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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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5注

331注
6008 注
244 注
148注
15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430928 元，中奖总金额为
176669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59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826446元。

中奖注数
162注
0 注

1603 注

中奖号码：948
“排列3”第20058期中奖号码

228
“排列5”第20058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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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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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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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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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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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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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02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 注
18 注
259注

1351注
9653 注

24391 注
110372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2 注
35 注

384 注
567 注

3531 注

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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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筹：就员工斗殴事件
再次道歉

水滴筹提供的最新进展内
容如下：4月13日，水滴筹员工
赵某同某公司员工刘某因口角
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目前赵某
已经收到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书。

公司因赵某严重违反公司
相关规定，即日起停职反省，并
予以重大违规处分，在全公司
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并扣罚当
月全部工资；追究赵某直属领
导张某的管理职责，对其给予
全公司通报批评并扣罚工资。

水滴筹再次就员工斗殴事
件诚挚道歉。目前水滴筹当地
负责人正在积极与刘某沟通，
希望给予当面慰问并致歉。“我
们也会切实加强员工的教育和
管理，提高员工法制意识的教
育培训”。

随后，记者又联系轻松筹
了解相关进展。对方表示，“我
们还是以昨天警方的处理结果
为主”，并向记者提供了《石家

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的照片，该行政处罚决
定书上的内容显示：现查明，
2020年 4月 13日 10时 40分
许，李某（水滴筹员工）伙同赵
某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河北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三号病房和五号
病房楼之间的通道口殴打刘某
（轻松筹员工）。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
现决定对李某行政拘留十二
日，并处罚款伍佰元整。

网友：冲突根源恐怕是直
接利益碰撞

4月15日下午，水滴筹发
布声明，证实双方发生肢体冲
突与斗殴，但称“此事系因轻松
筹员工言语威胁和污蔑导致”，
同时表示，轻松筹团队内部以
水滴筹为假想敌，公开张贴“干
死水滴筹”的攻击性标语，并且
明确针对水滴筹开展了一系列
不规范的挑衅、骚扰和破坏小
动作，致使线下连续发生数起

双方纠纷和冲突事件。
随后，轻松筹也发布声明

回应，称“水滴筹多次对轻松筹
员工恐吓、挑衅、主动激起冲
突。我方员工已多次忍让，不
料直接遭受暴力之苦”。声明
中还提到，水滴筹员工“致残
式”攻击轻松筹员工头部，轻松
筹已向当地警方报警，水滴筹所
谓“经调查”为混淆视听，实为

“扫楼”被举报，怀疑是轻松筹所
为，故大打出手，蓄意报复，呼
吁同业伙伴坚守“善”的根本。

双方发生冲突后，有网友
直言不讳：之所以发生冲突，根
源恐怕还是“扫楼”带来的直接
利益碰撞。

据了解，所谓“扫楼”，是平
台驻医院推广人员到病房引导
患者发起众筹，按单提成。去
年，“扫楼”模式经媒体曝光后
曾引发质疑：一是这种诱导式
的公益行动过于功利化；二是
为筹款而公益，放低对求助条
件、意愿、用途等基本信息的审
查，容易损害公益的严肃性，也
会对公众的爱心造成伤害。

有网友感慨：近段时间来，
两大平台线下员工冲突频发，
表明“扫楼”已然成为平台共同
的推广模式，这直接导致各自
员工利益高度重叠，构成了分
羹式的冲突。而从平台的回应
来看，平台双方并不止于维护
自身利益，或明或暗地展示出
平台间竞争冲突的公开化。然
而，这种“互殴”的恶性竞争，无
视社会爱心，只会消解社会对
公益求助的信心。

声音：众筹平台是不少困
难大病家庭的“救命稻
草”，希望行业向好

“素不相识，看到朋友圈里
有可信的朋友在转，就捐款并
转发。互联网公益确实能解决
大问题。”几天前，徐先生在微
信朋友圈转发一则轻松筹求助
信息时如是说。

郑州市民张女士也通过身
边亲历的事，感受到众筹平台
危难时刻帮助解决燃眉之急的
影响力。张女士说，一位同事
家的孩子出生后被诊断为一种
非常罕见的疾病，只有进行造
血干细胞移植才能帮助孩子摆
脱疾病的折磨。由于这位同事
前期带孩子四处求医已经花光
积蓄，债台高筑，为救年仅1岁
多的孩子，在实在扛不住的情
况下，于3月24日通过水滴筹
发起筹款，在众多亲友、同事、同
学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帮助
下，4天筹够了30万元善款，确
保孩子得以顺利进一步医治。
目前，孩子已经进行了造血干细
胞移植，爱心帮助这个小生命和
这个家庭点亮新的希望……

“不可否认，在现有的医疗
保障体系下，对于很多不幸罹
患大病的患者及其家庭来说，
网上众筹仍被视为走投无路时
的‘救命稻草’，也确实帮助了
不少因大病陷入困境的家庭渡
过难关。”有网友感慨，当然，这
次冲突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也
需要众筹平台反观自身的管理

模式和薪酬模式等，该如何调
整才能更合理。

就像光与影，相伴相生，众
筹平台飞速发展过程中，同样
认可和质疑同在。

在帮助众多因为大病等原
因陷入困境的家庭的同时，众
筹平台也经历过“罗尔事件”等
伤害公众爱心的闹剧，网络平
台上也有人兜售诊断证明、住
院记录等病历资料，给别有用
心者可乘之机，等等。

记者了解到，水滴筹风控
大数据中心日前发布的2019
年度诚信报告显示，水滴筹在
过去的一年共收到大病求助申
请超过80万个，其中34942个
疑似不合规求助申请在风控环
节被发现，经调查核实，1961
个恶意筹款申请被终止。此次
诚信报告的出炉，被视为个人
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规
范化发展及网络求助环境的不
断净化。多位业内专家也表
示，众筹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
企业自律、行业自律、社会监
督、政府监管多管齐下。

“公益平台之间需要竞争，
因为竞争的存在，有助于促进
公益规范和提高效率，但公益
平台之间更需要的是良性竞争
与相互合作，以维护公益的基
本秩序，提高整体的质量与效
益。”评论人士房清江表示，众
筹平台“互殴”释放出的行业失
序信号需要重视，目前，这类平
台的性质定位还未完全明晰，
能够对平台进行管理的依据只
有《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
平台自律公约》，效力与约束力
明显不够。从长远来看，众筹
平台更宜比照慈善组织，纳入
法治的轨道，据此制定明细的
法规，明确平台以及求助各方
的权利、义务，对平台的推广、
运营、资金管理等给予必要的
制约，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引
导平台自律，促进良性竞争，才
可能事半功倍。

“大家都希望行业向好。”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
记者说。

水滴筹“斗殴”员工被停职、行拘
该公司就斗殴事件再次道歉 声音：希望行业向好，通过良性竞争提质增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网传“水滴筹员工脚踹殴打轻松筹员工”视频引发多方关注和热议，也使国内两
家众筹平台陷入“殴打”风波。4月17日上午，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水滴筹获悉
事件最新进展：公司因赵某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给予其“即日起停职反省”“在全
公司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并扣罚当月全部工资”等处分，并再次就员工斗殴事件诚挚
道歉。此次冲突发生后，民众对众筹平台如何健康发展，众说纷纭。

“水滴筹员工脚踹殴打轻松筹员工”视频截图 行政处罚决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