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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为保障全省公路和城市道路网络畅通，解决影响货车通行

效率和道路交通安全等问题，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公安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联合开展了全省道路违规设
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动，印发了《河南省道
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管理制度（实行）》，对道路限高限
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和规范。

请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主动监督，反映违规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线索，反映电话：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
河南省道路违规设立限高限宽设施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市场服务
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每注金额
2166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06期中奖号码
1 3 4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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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销售总额为395174元，中奖
总金额为173417元。

中奖注数
3注

325注
5838注
254 注
219 注
16 注

438049元
5959 元
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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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5 09 11 12 24 27 07

第202100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0 注
14注
11注

246注
399 注

218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2注
21注

297注
1004 注
7532注

15860注
73152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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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292元。

中奖注数
323 注
367注

0注

中奖号码：7 3 3
“排列3”第21006期中奖号码

9 0 8
“排列5”第21006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03期中奖号码

9 0 8 4 7

前区07 21 28 31 35 后区04 10

幼儿园被取缔
学费和工资没信了

昨天，在健康路与同乐路交叉口
附近的爱立达幼儿园门前，不少家长
和园工仍守在这里。幼儿园内的水
电已被切断，有几个园工将自己的行
李搬进了幼儿园的教室里。

“幼儿园欠我们工资约有18万，
欠家长学费约有60万，自幼儿园因
事故被取缔后，园长和法人就一直拖
着不给，到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一
园工说，2020年12月20日前后，园
长和法人就承诺给家长退钱，以及给
他们发工资，可一直拖到1月3日，也
没有见到人。

一家长表示，孩子已转到其他幼
儿园，可这儿还有一万多的学费没有
退。

园长称已结束就业
法人说正走法律途径

根据园工提供的电话，记者短信
询问爱立达幼儿园刘园长，她回复
称，自己是一名执行园长，两个月没
发工资。截至2020年12月31日，爱
立达幼儿园取缔工作已经和社区、教
体局全部交涉完毕，她作为打工者也
结束了她的爱立达幼儿园就业之
路。接下来所有事宜可联系爱立达
幼儿园王姓法人。

随后，记者又致电该园王姓法
人。他表示，此事正在走法律途径，
其他的他无可奉告，已经全权委托律

师，并挂断电话。
对此，有家长和园工表示，刘园

长、王姓法人的解释，实在让他们难
以接受。同时，他们还有疑问，他们
觉得幼儿园是被相关部门取缔的，相
关部门应该有责任帮他们要回学费
和工资，或者出面协调。

辖区办事处正协调
50多位家长已起诉

随后记者从金水区教体局相关
工作人员处获悉，目前，郑州市正在
整治无证幼儿园。在爱立达幼儿园
幼师扎伤男童一事之前，该项工作就
已经开展。各区也成立有专门的工
作小组，但具体工作是以辖区街道办
事处为主，他们和其他部门属于成员
单位，辅助工作开展。所以，对于爱
立达幼儿园退费、工资问题，可以向
辖区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

6日下午，记者又致电辖区街道
办事处。据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也在积极协调此事。该园
最大股东王姓法人说其他股东不露
面，他们和家长咨询律师后，决定走
法律途径进行起诉，同样希望案件
能尽快立案审理，并帮助家长寻找
律师。目前，已有50多位家长在法
院立案。

另外，因该园属无证幼儿园，且
工商执照被注销，园工也没有签订劳
务合同，他们咨询了律师，等劳动仲
裁出具不予受理文件后，园工也能以
诉讼解决工资问题。

究竟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家长和药店各有说法

孩子吃了23支后
家长突然发现药过期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1月5日，郑州市民黄
女士求助说，她之前在家
附近药房给四岁多女儿买
的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补
锌。孩子喝了23支后，她
无意间发现，药在她买时
就已过期6个多月。她带
孩子去医院抽血化验发
现，相比之前，孩子其中一
项指标（肌酸酶同功酶）高
于正常值。她认为，虽然
医生没有明确说这个结果
是否和喝了过期药有关，
但她认为，药房也该承担
相应责任。

买了补锌药
孩子喝后才发现竟是过期的

2020年12月20日晚，黄女士
在二七区一家众泰大药房购买了
一套共5盒的葡萄糖酸锌口服溶
液，共花费200元左右，回家后孩
子服用。直至2021年1月2日晚，
她无意间发现，女儿服用了半个月
的药品竟然在购买时就已过期半
年多。

“当时，店老板称可能是库房
检查的时候疏忽了才卖出来。”黄
女士说，当场店老板郭先生还退给
她200元钱，又赔她5盒全新日期
的药。随后经商议，郭先生提出陪
同黄女士一起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并承担相应费用。

1月3日至4日，黄女士分别
带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化验结果
表明，孩子身体其中一项指标高于
正常值，医生没有明确表示这个问
题是否由服用过期药造成的。

“孩子前一段刚做过小手术，
那次化验结果这个值是正常的。”

黄女士说。4日下午，她再次前往众泰
大药房商讨赔偿事宜，郭先生的爱人王
女士（音）称其已出差。截至目前，药房
方依旧没给她一个满意的说法，也不提
相关赔偿事宜。

1月5日，黄女士将此事投诉到郑
州市二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是七
日之内就会有结果”。

药房：过期药不是该店所售，
需重新认定药品来源

1月5日晚，老板爱人王女士说，起
初以为黄女士所拿的过期口服液就是
他们所售，因此采取了补救措施以示歉
意。后来，他们查询销售记录后发现，
20日当天所卖的 5盒不是这个批次
的。

黄女士所拿的口服液盒上显示，生
产日期是2018年7月，2020年6月到
期。而药房电脑上显示，当天销售记录
中，那5盒的生产日期是2019年9月
底，到期时间为2021年底。

5日晚，店老板郭先生在电话中表
达，黄女士第一次找来时，他第一时间
考虑孩子健康问题，于是便带孩子去了
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他找了多个专
家询问化验单中指标高的那项是咋回
事，专家表示，这个指标是因病毒性感
染引起的心肌炎。1月3日，他们查询
进货单后发现，上一次进的货就不是这
个过期的批次。“所以，这个药现在从哪
来，需重新认定。如果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承担，该赔偿赔偿。但如果不是，
我们也不能硬揽。”

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调查

昨天，记者先致电郑州市二七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值班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这件事已
派到淮河路市场监管所。随后，淮河路
市场监管所相关人员透露，此事已立案
调查，将会查清黄女士手头所持的这一
批次的过期药在不在众泰大药房的进
货范围。“办案期限一般是90个工作
日，结果一旦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告
知投诉人。”

二七区淮河路市场监管所相关人
员提醒，买药时一定要查看药盒上的生
产日期和生产厂家等，且药盒上都有一
个条形码，也可以扫码识别药品的其他
相关信息。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向药房
索要购药小票，因为上面会显示药房名
字、购买日期、药品名字和批号等信息，
这些都是将来万一有纠纷方便投诉和
维权的证据。

幼儿园被取缔
学费、工资咋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帅

1月6日上午，有多位郑州家长和幼儿园园工向大河
报记者反映，爱立达幼儿园被取缔后，园长和法人“跑路”
了，不露面，也不接电话，之前承诺退给家长的学费和发给
园工的工资，不知道该如何讨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