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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虎

近日，郑州警方侦破一起特大保
健品系列诈骗案，并彻底捣毁了这个
推销保健品诈骗犯罪团伙及其背后
黑色的产业链条。保健品骗局频发,
老年人总是上当受骗，再次引发社会
各方关注。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健康
讲座、免费出游等手段，诱导老年人
购买高价保健品，致使老年人上当受
骗。为何保健品推销及诈骗会盯上
老年人？老年人如何才能走出保健
品消费误区？6月21日，记者为此进
行走访调查。

谨防五类保健品骗术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案侦大
队副大队长唐涛介绍，警方侦破的这
个诈骗团伙以推销保健品为名，利用
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的心理，采取会
员登记、免费体验、国家补贴减免、优
惠大礼包、中奖等形式，诱骗受害人购
买各类保健品。受害人一旦相信并按

要求购买后，他们立即失去联系。
“诈骗团伙组成热线组、回访组

和售后组，各种忽悠招数都会使用
上。犯罪嫌疑人行骗屡屡得手，主要
原因是利用老年人心理空虚的特点，
他们平时主动为老年人送去温暖，在
言语上很会哄老年人开心。”唐涛说。

唐涛告诉记者，目前，根据警方
侦破多起保健品诈骗案件显示，老年
人保健品诈骗主要手段有五类：

一是免费义诊，不法分子在小
区、早市或公园推销药品、保健品或
医疗器械，通过免费体检途径，达到
推销药品的目的；二是健康讲座，不
法分子抓住老年人体弱多病，渴望健
康的心理，办班授课，忽悠听课者上
当购买；三是馈赠诱惑，老年人大都
勤俭节约，不法分子往往会根据老人
的兴趣和生活需要，设置附赠小礼品
或抽奖，以诱惑其购买保健品；四是

“高科技”误导，不法分子以高科技、
绿色健康、进口产品等概念误导，宣
称其产品能包治百病，片面夸大保健
功能，促使老年人误以为其所销售的
保健品可以代替药品；五是免费旅

游，以免费专车旅游、赠送体检等方
式推销保健品，利用有些独居老人内
心孤独特点实行感情促销。

警方提醒，在购买保健品时，最好
到合法店铺购买正规保健食品，且不
要一次性大量购买某一产品。要保管
好购买凭证，如购物小票或发票，以便
维护自己权益，发现受骗及时举报。

加强保健品市场监管力度

保健品骗局频发，老年人总被忽
悠，究竟该怎么管?

“会议、讲座是目前保健品销售
的主要模式之一，保健品会议营销普
遍存在虚假宣传、价格虚高等不良现
象。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广告法规等
相关法律并没有对会销模式明令禁
止，正因为立法的缺失，才给不法分
子以可乘之机，也为后续执法取证带
来了难题。”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这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保健品
市场存在乱象，要让老年人走出保健
品消费误区，防止上当受骗，政府相
关部门要加强对保健品的监管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非法销售保
健品的行为。此外，应通过立法提高
保健品准入门槛，对制造尤其是销售
保健品环节严格把关，对会销保健品
的应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从而
规范保健品市场。

“如今社会高度老龄化，子女长
时间不在身边，缺少亲情陪伴的老人
很容易成为保健品的‘俘虏’。一些
老年人害怕疾病与死亡的心理也与
日俱增。于是，花钱买健康便成为部
分老年人的共识。”心理咨询师李文
中说，“不法分子抓住老年人孤独寂
寞和渴望健康长寿的心理因素，屡屡
诈骗得逞。”

李文中表示，子女的陪伴便是老
人最好的精神保健佳品。政府相关部
门应加强老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措施，
多建立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定期为
老年人提供健康护理、保健养生、法律
咨询等方面服务，增强老年人的自我
保护能力。此外，老年人要正确认识
生老病死，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
交朋友，多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老年
活动，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②9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坐着轮椅，承受着随时会摔倒骨
折的病痛，太康县“脆骨病”男孩姚闯
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但也不乏温
馨。近日，这个21岁的“瓷娃娃”终于
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

12岁入学，几经磨难，几次发病，
断断续续就学，21岁上小学六年级。
在老师、同学的支持帮助下，这个“瓷
娃娃”不言败、不放弃，顽强乐观地追
寻着自己的梦想。

姚闯是太康县杨庙乡姚拐村
人。出生40天时，母亲给他穿棉裤发
现他总是哭闹，到医院检查后，他被
诊断为先天性“脆骨病”，无法治愈，
无法行走，稍不留神的磕磕碰碰对他

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再苦再累，也要把他养大成

人。”父母不忍放弃，精心照料他。慢
慢地，姚闯到了入学的年龄，由于担
心姚闯在校出现意外，没有一个学校
愿意接收他。

看着同龄的小伙伴们都背着书包
上学去了，姚闯很是羡慕。看着儿子渴
望的眼神，在姚闯12岁时，父亲姚成星
找到杨庙乡北街小学新任校长张烈华，
对方当即答应让姚闯到该校就读。

为便于姚闯上学，姚成星从废品
收购站买来几个轮子和钢管，仿照手
摇车的模型，为儿子焊接了一个简易
手摇车。

姚闯摇着手摇车上学了。学校
也向他伸出关爱之手。

姚闯的一年级班主任姚军在班
里倡导成立一个帮扶小组，6名同学
积极加入。姚开胜、姚开顺、姚雨乐3
人与姚闯是同村，负责日常接送他上
下学。另外3名同学负责姚闯在校期
间的如厕、学习、吃饭等。

张烈华说：“鉴于姚闯的特殊情况，
学校给予他最大的帮助，无论姚闯就读
哪个班级，学校总会把班级挪到一楼
来，并把上下班级的台阶修成坡道。”

每天早晨7点，姚开胜、姚开顺、
姚雨乐3人就会准时来到姚闯的家，
接他去上学。他们6人一人推车，另
外两人站在姚闯的两旁保护他，4个
人一路上有说有笑。

姚闯一直很优秀，张烈华介绍，
“他学习成绩很好，在班里是前5名，

从一年级开始就是班长，经常辅导班
级其他同学作业。”

姚成星说会继续供儿子读书，让
他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够自立。

“将来我要当一名医生。”这是姚
闯的理想，他说，要救治更多地被疾
病困扰的人。

姚闯和帮扶小组的事迹也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今年5月，帮扶小
组的6名同学被河南省文明办表彰为
第九届河南省“美德少年”。

暑假过后，姚闯就要升入初中
了。他即将就读的杨庙乡中心校校
长周雷表示，将继续组织学生成立帮
扶小组，把6名帮扶他的同学尽量安
排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方便照顾
姚闯，直到把他送到高中。②8

本报讯（记者 孙欣）6月 22日，记
者从省政府法制办获悉，《河南省老年
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已发布，
征求意见稿对备受社会关注的老年人
家庭保障、社会保障、社会优待、社会服
务等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明确，家庭成员应当关
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
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对较长
时间未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其所在
单位、村（居）民委员会、被委托人或者养
老机构等应当督促其看望或者问候。

80岁以上老人可领高龄津贴，标准不
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征求意
见稿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扩大津贴发放范
围，逐步覆盖低龄老年人。凡领取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的老年人住院治疗期间，用

人单位应当给予其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
20日的护理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

征求意见稿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和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制定优待老年人
的办法，逐步提高优待水平。医疗机构
对老年人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专家门
诊挂号费实行半价优惠，并在就诊、化
验、检查、交费、取药等方面提供优先服
务。基层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为区
域内常住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为 65
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进行健康指导和
每年一次免费常规体检。

征求意见稿已在河南省政府法制
网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截止到 7 月
20 日。公众可通过网站、电子邮件
（xzfgc@126.com）或省政府法制办微
信公众账号“hnzffz”等渠道，向有关部
门发表意见和建议。②8

老人咋走出保健品消费误区

九年求学多坎坷 真情相伴扬美德

21岁“瓷娃娃”小学毕业了

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征求意见

65岁以上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6月21日，南阳市卧
龙区爱心企业诚卓锂电
南阳旗舰店采购了一车
西瓜，送给高温酷暑下依
然辛勤工作的环卫工
人。⑨7 陈辉 摄

关爱环卫工
夏日送清凉

6月22日，接到35千伏旭黄线发热故障报警后，桐柏县供电公司检修工区迅
速组织人员进行抢修，经过9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妥善处置了故障，确保用电高峰
期的供电安全。⑨7 郝振营 查涛 摄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司马
连竹 樊迪）6月 22日，南阳市内乡县默
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在该县马山口
镇破土动工，作为该市首个小流域环境
治理PPP项目，为开展环境治理领域的
政企合作树立了典范。

默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是省财
政厅重点PPP项目，将在内乡县政府主
导下，由牧原公司和中建七局作为社会
资本联合体，与政府共同作为项目业
主。该水系发源于内乡，全长55公里，
流经内乡县、邓州市 4个乡镇，流域面

积 607 平方公里。该项目总投资约
12.13亿元，涉及河道治理长度37.96公
里。包括水利工程、污水处理和生态景
观在内，未来两年内，将建设桥梁 13
座、10座液压坝、4座污水处理厂，以及
生态绿化公园等水系配套项目。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的实
施，将直接化解治理段河道的常年险
情，改善内乡县默河生态环境，为沿途
乡镇提供水源补给、减少地面沉降，建
成后的水系景观也将为当地旅游、投资
环境增添亮点。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6月 20日，记
者从省卫计委获悉，日前由国家卫计委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的新周
期“2017~2020年母子健康发展综合项
目”启动会在郑州召开。该项目将在中
西部 8 个省（自治区）的 25 个项目县
（区）开展，计划利用 4年时间，实现项
目地区母子健康和儿童早期发展基本
干预措施覆盖率提高20%~30%，孕产
妇和 5岁以下儿童看护人的妇幼健康
和儿童早期发展核心素养及技能提高
40%~50%的目标。我省温县、嵩县、鲁

山县成为本次项目启动实施的县（区）。
据了解，在项目实施的县（区）中，云

南、西藏、新疆3个省（自治区）的11个项
目县（区）将侧重于促进母子健康综合服
务模式的探索和应用，河南、河北、山西、
江西、贵州5个省的14个项目县（区）将
侧重于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模式的探索和
应用。通过不同地区、不同侧重点模式的
探索和应用，从而关注中西部贫困地区孕
产妇和5岁以下（特别是3岁以下）儿童
健康发展状况，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的母子
健康和儿童早期发展综合模式。③7

12亿社会资本投向小流域治理

我省三县加入新周期
母子健康发展综合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