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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零三个月的孩子
在托育中心
手指被凳子砸伤

“当时都不敢看，孩子的手
指指端直接断了，只连着一层
皮，血流不止。”说起当时见到
孩子的场景，夏先生已经眼眶
湿润。

夏先生说，2019年12月2
日，因为他和爱人上班无人看
管孩子，也想让孩子多接受教
育，多方找寻对比后，决定将一
岁零三个月的女儿托管给一家

“鱼就是鱼托育中心”。考虑到
孩子小，托育的专业性，他给孩
子报了“一对一”的托育服务，
并交了半年9300元的学费。

“托育中心给孩子坐的凳
子都是实木凳子，沉得很，孩子
的手就是被这样的实木凳子给
砸断的。”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在夏先生提供的视频里看
到，当天11时24分，老师抱着
孩子往实木小板凳上放，孩子
扭着下来，老师没有扶住，孩子
一个趔趄趴到凳子上，被凳子
压住手指，老师随即把孩子抱
起来，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孩子被送医后，由于血止
不住，当即又转院。“托育中心
一直陪同监护，双方达成了口
头协议，住院四天后，协商让孩
子出了院。”夏先生无奈地说

道，出院后出现了疫情，可等疫
情缓解后，托育中心却对之前
的口头协议矢口否认。

夏先生提供了孩子就医时
的照片，可以清晰看到孩子指
端断裂。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
上记录着，左手中指压砸伤，左
手中指末节远端骨折，左手中
指甲床碎裂。

“想想很是后悔，孩子被砸
成这样看着就疼，我也很自责，
现在孩子中指还一直是一个大
包。我们对托育行业也不太了
解，只是看看位置、硬件设施这
些表象。”夏先生的爱人提起孩
子就泣不成声。

营业执照不符合规定
经营范围内无托育服务

5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
华山路上的鱼就是鱼托育中
心，透过玻璃门，记者看到了孩
子们坐的小木凳，很厚实，正门
前方是一块儿还没有整修的水
泥地。

该托育中心一个工作人员
称，孩子受伤是意外事故，实木
凳子是按照加盟方的要求配备
的，对于家长所说的赔偿问题，
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事故发
生后，托育中心也一直在协商
解决，但双方一直没有谈拢。

她称，托育行业是国家卫

健委2018年才批复的新兴行
业，主要从事0-3岁幼儿的托
管教育，该托育中心是从2019
年6月才开始营业的。招收的
老师一般拥有健康证、幼儿教
师资格证、育婴证。

在该工作人员提供的营业
执照上显示，2019年6月鹤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营业
执照名称为河南科卓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在其营业范围
内并无托育及幼儿教育内容。

行业监管存在空白

“我找了很多部门，都称不
归他们管，那托育行业到底该
谁管呢？”夏先生说，从5月9
日开始，他就拨打“12315”热
线进行投诉，热线让找教育部
门和卫生部门，他依次走访了
鹤壁市教体局和该市相关卫生
部门，均称不归其管理，鹤壁市
教体局建议问问发证机关。

记者电话咨询鹤壁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该局淇滨分局办
理工商营业执照的工作人员回
复，针对托育行业，鹤壁至今没
有任何机构办理该项服务内
容，河南科卓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名称就不符合规定，经
营范围也没有托育服务项目，
所以不能进行托育服务经营。

经调查，该托育中心发证

机关为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直属分局。该局直属分局一工
作人员回复，此事属于初查阶
段，现在做什么决定都有点过
早，该托育中心属于无证经营
还是超范围经营暂不能下结
论。对于夏先生的投诉他们会
先进行调解，赔偿问题协商不
成可走法律程序。如果是无照
经营或是超范围经营，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其有处罚权，如果
是无证经营会进行取缔，依法
进行处罚。

“但幼儿安全、托育资质、
托育服务等有关行业管理，至
今没有归属部门进行监督，投
诉也成难题。”夏先生对此也表
示很无奈。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王印
春律师认为：从行政管理角度
讲，“鱼就是鱼托育中心”悬挂
河南科卓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的营业执照，本身就是证照
不符，属于无证经营。而且该
类机构需要消防验收，如有饮
食服务还需要食药监局的许可
证照，没有这些，市场监管部门
以及消防等部门可以依法处
罚。从民事角度讲，夏先生与
该机构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
该机构必须保障夏先生的孩子
的人身安全，造成孩子受伤，该
机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侵权
责任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
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
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不承担责任。该机构使用
实木板凳，且工作人员操作不
当，依法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5月 9日，体彩排列五第
20080期开奖，全国喜中27注
一等奖，其中1注花落漯河市
源汇区文化路与建新市场南
200米路西的4111020133体
彩实体店。

中奖者王先生于 5月 12
日和妻子来漯河市体彩分中
心领走了属于自己的大奖。
据了解，因为疫情，王先生今
年的生意特别难做，再加上年
前外面许多欠款要不回来，让
本来就不太好做的生意更是
雪上加霜。为了尽快恢复资

金周转，王先生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生意上，于是家里的
大小事都是妻子一人忙前忙
后……王先生的内心对妻子
充满了愧疚与感激之情。

5月 9日晚上，在忙完一
天的工作准备回家时，想到5
月 10日是母亲节，王先生决
定第二天要给妻子一个惊
喜。走着走着抬头看到了一
家体彩网点，灵机一动就送给
妻子一张“有希望的彩票”，说
不定会中大奖呢。于是王先
生仅花 2元随机机选了一张

“排列5”彩票，没想到幸运之
神这么照顾自己，意外收获了
10万元大奖。

兑奖后夫妻俩非常高兴，
王先生开心地说：“这份幸运
的大奖是属于妻子的，感谢妻
子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全家的
付出，这笔奖金我会全部存到
妻子的银行卡里，由妻子自行
支配使用。以后我会继续支
持体育彩票，期待下次还能有
这个好运气中大奖，不过没中
也没关系，就当做公益了。”

孩子在托育中心受伤
监管竟是空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郭文丽

鹤壁的夏先生因家里无人看管孩子，也想让孩子多接受教育，便将一岁零
三个月的女儿托管到一家“鱼就是鱼托育中心”进行“一对一”看管教育，并交了
6个月的学费9300元。可是，1月17日上午11点多，托育中心突然打电话称
孩子被实木板凳砸伤了手。到医院后，夏先生看到女儿的中指指端断裂，仅连
着一层皮，血流不止。后来本想协商解决，不料托育中心对之前的承诺矢口否
认。后来，夏先生得知托育中心营业执照无托育服务，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多
方咨询下，托育行业监管竟然是空白，幼儿安全、托育资质、托育服务，究竟该哪
个部门负责？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展开了调查。

2元“母亲节”礼物喜中排列五10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吴靖娜

手指受伤的孩子 受访者供图

每注金额
1306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87期中奖号码
7 10 13 16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6 注

292 注
5811 注
245 注
316 注
21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416570 元，中奖总金额为
207079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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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690元。

中奖注数
513 注
454 注

0 注

中奖号码：1 1 4
“排列3”第20086期中奖号码

9 7 2
“排列5”第20086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37期中奖号码

9 5 3 5 2 7 0

9 7 2 5 0

2943104 元
44697 元
2070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02 07 22 24 27 29 30 12

第202003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6注

259 注
873 注

9155 注
17550 注

109760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0 注
40注

347 注
572 注

3372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