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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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604元。

中奖注数
664注
514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09期

中奖号码：6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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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020元。

中奖注数
344注
477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0期

中奖号码：2 3 3
“排列3”第21009期中奖号码

2 3 1
“排列5”第21009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04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10 17 23 28后区02 08

2 3 1 8 9

“排列3”第21010期中奖号码

7 4 3
“排列5”第21010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05期中奖号码

0 9 5 3 7 0 0

7 4 3 9 6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44358元，
中奖总金额为179093元。

每注金额
2857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0期
中奖号码

1 8 10 18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2 注

307 注
4801 注
213 注
286 注
23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55626元，
中奖总金额为170146元。

每注金额
3632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09期
中奖号码

1 4 7 9 1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2 注

185 注
3577 注
230 注
204 注
23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1502 03 07 08 17 2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145638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2 注
208 注

1114 注
72913 注

1543803 注
7953405 注

1 注
9 注

95 注
3815 注

71698 注
352732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04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097862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4839382元。

扫描二维码，
可下载
顶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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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孟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郭兵 实习生 张永乐 普春兰

吃了过期药，
涉事双方协商不成怎么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近日，顶端新闻网友刘女士
（化名）投诉称，其在郑州市金水
区一家超市花9.9元买了一盒枣
片，拆开后发现枣片发霉变质，
找超市协商不成，拨打12315、
110等多个电话举报，耗时两个
多月，花费近2000元，依然没维
权成功，到底该怎么办？1月9
日，记者采访了河南中豫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新龙，看看专业律师
怎么支招？

2020年10月28日，刘女士
在超市购买了200多元的日用
品和食物，其中包含一盒9.9元
的香橙味枣片。“孩子吃了两片
后，感觉味道不对，发酸、发苦，
我一看，枣片的白色内包装纸已
经发黄变色，11月1日我就去找
超市协商，没想到超市不认。”刘
女士告诉记者，随后在警察见证
下，她拨打了12315消费者维权
热线。在分别给金水区国基路
市场监督管理所送去涉事枣片
和购物小票后，国基路市场监
督管理所给刘女士出具了处理
结果告知书：未发现被投诉枣
片有发霉或是感官异常现象，
超市提交《不愿意调解说明书》，
因此调解终止。

对于枣片质量，双方各执一
词，记者联系了金水区国基路市
场监督管理所，该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接到反馈后，我们去超
市现场随机拆封了几包枣片，没
发现食品有发霉变质问题，并且
要求商家提供了枣片的产品合
格证等相关手续，没有异常。投
诉人说的发苦问题，因为每个人
口味不同，不能作为判定依据。
并且当事人是买完两三天后才
去超市投诉，她拿的这个枣片是
什么时候买的？有没有可能掉
包？这个我们没办法固定证据，
我们按照流程调查取证后，给当
事人出具了结果告知书：未发现
问题，终止调解。”金水区国基路

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说，当
事人如果不满意处理结果，可以
申请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刘女士质疑：为什么超市不
愿意调解，事情就结束了？如果
调查过程存在偏袒，能否向市级
或省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就此，顶端新闻·大河报记
者采访了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龙。王新龙认为，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充分保障：根
据郑州市金水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出具的《处理结果告知书》，并
未明确说明是否对超市库存及
已经撤柜下架的与投诉人刘女
士购买的相同口味、规格的枣片
进行了查验；同时，关于发霉枣
片，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没有组织
双方进行技术手段的检验、检
测，对于产品是否属于问题产品
以及产品是否存在违法销售的
情况一时无法判断。依据行政
机关执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
在处理投诉产品以及调查取证
时，首先要固定证据并将撤柜下
架的产品存档，并与发霉枣片进
行对比，必要时委托第三方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

但王新龙认为，投诉人刘女
士在对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结
果不满意的情况下，自行举牌私
力救济的行为确实不可取。“如
果投诉人刘女士确实是在该超
市购买到了霉变食品，按照《食
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可主张相应的赔偿。”王新龙说，
经营者销售发霉变质食品，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
条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刘女士称枣片发霉变质、味道发苦。照片由当事人提供

孩子喝了23支葡萄糖补锌
口服溶液后，家人无意间才发
现，买的5盒此药都是过期的。1
月6日、7日，顶端新闻连续对此
进行报道。事情进展如何？日常
中，针对药房卖不出去的过期药
或临期药，又如何处理？1月7
日、8日，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继续追问并关注此事。

1月8日上午，在郑州市淮
河路市场监管所内，涉事双方
均到场，双方均又就相关证明
材料进行提交。

该所负责人乔志强和另外
一名执法人员现场对所有材料
进行核对和调查。之后，他表
示，无论从6日对药房现场的调
查还是此次的补充调查了解，
结果都暂时显示，投诉人黄女
士所持的过期药与调查情况有
所出入，其他都能对得上，唯独
药品的批号对不上。

现场，乔志强询问药房负
责人是否从其他地方进过此
药，对方予以否认。“这个药是
从公司直发，没有从其他地方
进过。”众泰大药房负责人郭先
生和他爱人都这么说。

乔志强说，因涉及过期药
问题，该所很重视。鉴于当前调
查情况，双方各有证据，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建议双方先协商
解决。随后，在监督部门人员回
避的情况下，双方进行了单独
协商。投诉人黄女士的诉求是
要求对方赔偿一万元。对此，郭
先生夫妇不予接受。

“我们如果赔偿了这一万
元，那大家自然就会觉得我们
是过错方，认为我们卖了过期
药。觉得我们为了息事宁人，才
这么做的，这对我们影响太不
好了。”郭先生说，所以，他们不

能赔偿这笔钱。
郭先生爱人也补充道，药

房生意也不景气，一万元数额
太大，赔不了。

乔志强从中协调说，如果
这样，他们的协调暂行终止，不
过，接下来，如果双方依旧有协
商解决的意愿，还可以继续协
商，最迟下周一要给答复，他们
好以协商结果去认定是否协调
终止或协调成功。

针对此事，乔志强当面告
知郭先生，在当前阶段，既然药
房称确实没有卖过过期药，也
没有从其他地方进过此药，那
么就需要郭先生写一份“声
明”，表明这个态度，签字盖章。
如果仍旧协商不成，这份声明
将作为将来进一步执法程序中
的相关处理依据。乔志强说，协
商终止后，会按照自2019年4
月1日起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
七条相关规定，决定是否立案，
继续调查。

“从现有证据来看，还无法
证明过期药品确实由众泰大药
房流出。”乔志强说。

另外，据了解，药品基本都
会在过期前卖完，假如没卖完，
临近到期时药店要么自行销毁
要么退回厂家。一旦在药店现
场发现过期药，商家会被视为
售卖过期药品并承担相应处
罚。而经查，众泰大药房是手续
齐全、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正
规药店。

买到发霉枣片，
超市拒不调解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