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花园口家具城有限公司投资客户：
河南花园口家具城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已由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
依法立案侦查。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为查明案件事实，为
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请
在河南花园口家具城有限公司投资的客户于
2020年10月31日前将个人投资相关材料，
通过邮递方式送达至河南花园口家具城有限
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专案组。邮递材料
包括：1.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并注明联系电
话；2.与该公司签订的合同、票据的复印件；3.
投资过程中涉及使用的银行账号银行流水明
细原件；4.个人书写投资事情经过一份；5.与
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复印件。（注：复印
件需注明复印自原件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按
指印、注明复印日期；投资事情经过要显示个

人基本情况、历次投资本金时间、地点、经手
人、历次投资方式、领取利息和尚未兑付本金
金额、结尾要签名、按指印、注明日期、可打印
及手写）

请投资客户按照上述要求如实提供相关
资料，并按照专案组的通知要求积极配合公
安机关的依法侦查取证工作。

邮递地址：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中州
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向北500米路东河南安
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院内。

收件人：河南花园口家具城有限公司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专案组。

联系咨询电话：0371-67127560；
联系人：耿警官、李警官。
特此公告。

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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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体彩大乐透
第20080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 码 “03、 06、 22、 24、
25”，后区开出号码“09、
10”。当期销量为2.63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498
万元。

云南购彩者
单票中奖6652万元

当期全国开出8注一等
奖。其中 5 注 1330 万余元
（含591万余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一等奖，全部出自云南
昆明，单票中奖金额达到
6652万余元；3注739万余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江苏盐
城、湖北黄石、贵州黔南州。

由于江苏、湖北、贵州这3
注一等奖没有采用追加投注，
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少拿了
591万余元追加奖金，从而错
过中得1330万余元追加一等
奖的机会。

本期，二等奖中出 129
注，单注奖金8.08万元。其中
34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6.46万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14.55万元。

三等奖中出235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
出 899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20943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26173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39874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
出842363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7737131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8.98亿元滚存至8月26日
（周三）开奖的第20081期。

中国体育彩票
“始终温暖有光”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
温暖有光。在刚刚过去的第
十二个全民健身日，中国体育
彩票携手CCTV-6电影频道
推出的脱贫攻坚主题公益纪
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开
启了横贯十省的“送电影下
乡”之旅。

《温暖有光放映队》于8
月 8日 19:30 在 CCTV-6电
影频道与广大观众见面，节目
共计10期，通过对十个地区
的走访，见证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过程中的一幕幕变化
和温暖故事。在告别了首站
云南腾冲和第二站四川峨边
后，于8月22日晚，放映队的
第三站走进了河北阜平，放映
队长林永健，与队员大鹏、钟
楚曦在骆驼湾村放映电影时
的所遇所见，让观众们无不感
受着当地百姓生活的喜悦和
幸福。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
发行26年来，累计筹集公益
金超过5400亿元。体彩公益
金作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公益
彩票，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
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着巨大
力量，履行着国家赋予的光荣
使命。 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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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611522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487480元。

大乐透开8注头奖
云南中出6652万元

彩票

女子服下3瓶“安
眠药”昏迷，家属质疑处
方药任意买卖

项城市民韩先生说，8
月 22日，在外打工未果的
妻子张女士从苏州返回项
城让他接站，结果因自己没
去而导致矛盾升级。

直到下午3时许，他发
现妻子精神萎靡不振，细问
之下，妻子迷迷糊糊说了句

“我吃药了”，床头有几个药
瓶，地上还散落一粒药片。

韩先生不敢怠慢，带着
妻子奔赴医院洗胃，然后又
紧急转往周口市中心医
院。8月24日，记者在周口
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前见
到韩先生时，他的妻子还在
抢救中，已经昏迷了40多
个小时，不过，医生说有好
转的迹象。

在抢救妻子同时，韩先
生等亲友们还注意到另一
件事情，就是张女士用来

“自杀”的药物到底是什
么？从哪儿买到的？韩先
生说，他查看后发现这是一
种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名

为“氯氮平片”，具有强大的
镇定催眠作用。

“我咨询专业医生得
知，这是一款处方药，而且
是精神疾病类药物，管控非
常严格，但不知道药店怎么
就轻易卖出去了。”韩先生
说，出售这种处方药的药店
是“千禧堂大药房”的项城
市建设路店。

记者暗访，药店依
然在随意出售处方药

针对韩先生反映的情
况，8月24日上午11时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来
到项城市千禧堂大药房建设
路店进行暗访。记者提出购
买处方药“氯氮平片”，一名
男性工作人员开始说昨天刚
卖完，但停顿片刻又赶紧改
口说“正好今天又进货了”。

随后，他从一个尚未来
得及摆进药架的塑料袋里，
拿出了“氯氮平片”。记者看
到，这种药的外观、规格与韩
先生提供的药瓶及包装一模
一样。交过钱后，药店工作
人员并没有索要处方，直接

给记者递过了药品。
随后，记者来到项城市

市场监管局了解情况，此
时，是8月 24日上午的11
时45分。但门口的工作人
员说，办公室人员11点半
就走完了。记者走进办公
大楼发现，仅一楼就多个房
间大门紧闭，在办公室，有
五六个办公位的屋子里只
有一名工作人员在上班。
记者说明来意后，他让找在
隔壁院内办公的“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了解情况。

记者了解到，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是机构改革前
的单位名称，机构合并后，
该单位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工商局并称为“市场监管
局”。目前，很多地方都和
项城市一样，各原有单位依
然在原地点办公。

而在项城市市场监管
局下辖的“食品药品监督”
机构办公楼内，同样没有人
值班。虽然离下班时间还
有10分钟，但一楼办公室、
值班室均无人值守。在楼
道旁边的签到桌上，记者看
到当天该局仅有4人请假。

随后，记者拨通了项城
市市场监管局分管食品药
品监管的副局长电话，对方
称自己下乡工作了，让记者
联系食品药品执法大队刘
队长。而刘队长态度鲜明
地表示，他无法直接受理，
如果是投诉，记者可拨打
12315 走程序。如果是新
闻采访，他让记者到该市有
关部门报到批准后，他才接
受采访。

记者告知其是正常的
新闻采访，是在履行舆论监
督职责，但刘队长依然表示

“我们有我们的规定”。

处方药给钱就卖！

女子购买3瓶“安眠药”服下昏迷
谁来监管这些药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实习生 郭磊 文图

早在20年前，我国就对处方药的管理、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周口项
城市的个别药店，处方药依然存在“给钱就卖”的现象。

几天前，当地一位女士自行购买一种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服用后昏迷，目前正
在周口市中心医院接受抢救。前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前去被举报的药店暗
访时，发现治疗精神疾病的处方药“氯氮平片”仍在随意销售。

韩先生说，这是她妻子在没有处方情况下购买到的“氯氮平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