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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社会视点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贺

“感谢巩义市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我反映的
养老保险被拖欠一事已得到解决。”7月 11日，巩义市民赵庆
阳，在顶端新闻“我想@领导”问政平台再次留言。

养老保险被拖欠；道路损坏影响通行；农民工被欠薪……近
期，群众在平台反映的问题，经转办后多数得到相关部门督促并
解决。

●道路损坏影响通行，转办后三个工作日修复完毕

“郑东新区CBD商务内环西四街与西五街之间的道路，破
损近一年了。”7月7日晚，群众留言称，该路段路面破损，十分影
响交通安全，建议道路养护跟进。

接到留言后，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安排
施工人员进行现场作业，7月 11日下午，商务内环路（西四街—
西五街）沥青坑槽修复完毕。

7月 4日，焦作一市民留言反映，沁阳市常付线王庄村口由
北向南新修道路被损坏，期望修复。平台记者转办后，7月8日，
沁阳市公路管理局回复称，已于 7月 7日安排施工单位对省道
236王庄至徐屯三岔口段车辙进行铣刨处理，共计铣刨12平方
米。下一步将加大道路巡查力度。

●养老保险欠缴6年，反映后已补缴到位

近日，巩义市民赵庆阳在平台留言称，他今年到巩义市人社局
为父亲办理退休时，得知父亲的养老保险有6年处于欠缴状态。
其父工作的郑州钢厂已破产，本该由企业承担缴费的养老保险一
直拖欠未缴。

接到留言后，巩义市人社局立即对此进行调查，郑州钢厂欠
缴的养老金（1998年8月至2004年12月）由市财政负责缴纳，采
用谁退休谁补缴的办法，由清算组向财政局申请资金。该局称，
经和钢厂破产清算组沟通，已加紧向财政申请，财政拨款后即行
处理。

“感谢巩义市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我反映的
问题已得到解决。”7月 11日，赵庆阳再次留言，表示父亲的养
老保险已补缴到位。

●留言寻找讨薪工人，欠薪已走财务流程

7月 9日晚，郑州市民翟先生反映，去年在荥阳康体西路郑
州第八人民医院荥阳院区干油工活，3万多元的工钱一直没给。

“希望我们的工人看到后与我们联系。”7月13日下午，平台
又接到一条寻人的留言。经平台记者联系，原来是荥阳院区项目
部负责人李先生看到翟先生的求助信息，他想通过留言找到对
方。“去年干活的工人提供的银行账号有
误，导致转出的工资被退回，我们也没有对
方的联系方式，工资才一直没发放到位。”
李先生说。

7月 15日，求助人翟先生已到荥阳院
区项目部重新登记银行卡等信息。项目部
负责人李先生表示，项目会计已核对过工
人的信息，走完公司的财务流程，工资就会
直接打到工人的银行卡上。8

损坏的道路已整修
欠缴的社保得补缴保健品欺诈专盯老年人，啥套路？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付峰

“老人家，请您面向摄像头，对着镜头眨眨眼、点点头……好
了，您的养老认证已经办好了，下个月就可以继续领取养老金。”
7月 15日上午，项城市范集镇镇长冯艳和两名党员干部，来到
大吴村付帮军老汉家，给老人办理养老认证。

养老保险认证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更加快捷方便。但对于
很多老人来说却成了件难事儿，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们
又不在身边，如果不能及时完成认证，养老系统将停止发放养老
补助。

为了让辖区内老人能及时领取养老金，7月份以来，范集镇
通过村务公开栏和电话、微信群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同时，镇、
村干部主动担负起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员的职责，进村入户为60
岁以上老人进行网上养老认证，确保享受待遇人员不漏一人。

在拍照认证过程中，镇、村干部与老人们话家常，了解其身
体健康状况、生产生活情况，并叮嘱老人们有需求及时向村“两
委”反映，村“两委”将竭尽全力予以解决。

“我腿脚行动不便，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务工，幸好你们都是
热心肠，专门跑上门来服务，真是太感谢了！”72岁的老人付帮
军在认证完毕后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该镇已帮助60岁以上的老人完成“人脸识别”认
证工作达 6000余人，占任务数的 78%，最迟将在 8月中旬完成
全部认证工作，确保辖区每一位老人都能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8

上门认证 关爱老人

扫码上顶端
@领导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本报通讯员 李现理

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越来
越重视身体健康。特别是老年人，更加注
重养生保健。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一
些地方，保健品市场乱象丛生，保健品宣
传成了虚假广告重灾区，一些不法分子以
推销所谓的保健品为幌子，把“黑手”伸向
了老年人。在骗子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
中，许多老年人无法辨别真假，成为保健
品骗局中的受害者。

以保健品为“饵”，诱老年
人“上钩”

近日，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了
一起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 23 人，被害人涉及全国各地
1970人，涉案金额460多万元。据媒体报
道，曾有记者走进 200多个社区，问卷调
查 324名老人，发现有 69%的老人购买过
保健品。还有不少保健品推销员，专门蹲
守在公园、游园、文化广场、景区等处，专
挑孤独的老人下手，通过拉家常、要电话
来获取信任。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不少老年朋友讲
述了遭遇保健品欺诈的种种经历。

今年 67 岁的商丘市民罗女士，说起
保健品欺诈给她造成的伤害，真是“一把
辛酸泪”。一天，一群人来到社区，先是
热络地陪老人们聊天，还免费送毛巾、脸
盆、鸡蛋等生活用品，临走时说第二天还
有礼品送；第二天，他们也如约继续给老
人们送礼品，老人们都很高兴；接下来，
他们开始讲课，介绍产品，拿出报价颇高
的保健品，鼓吹是可以防癌治病，健体除
病，先交定金，无效退款；刚开始，前一天
来退款时骗子没有拒绝，甚至还给出丰
厚的礼品；随后，越来越多贪小便宜的老
年人来下单，等着第二天退款领礼品；最
后，骗子们拿着定金跑路了。罗女士买
了一万多元的所谓高级保健品，事后咨
询有关专家才知道，那些只是普通食品，
总价值不足百元。

提及被忽悠花了 4000元购买净水器
的事情，鹿邑县贾滩镇77岁老人孙兰荣至
今后悔不已。“当时，一群销售人员在村里
宣传了好几天，说是直销厂家生产的新型

防癌抗癌净水器，平时饮用、做饭的水经
机器过滤和加热后，能过滤掉杂质并杀
菌。看村里好多上年纪的人都买了，我不
顾五个子女的劝阻，向他们摊派 2000 元
购买了一台。可是使用几个月后就坏了，
前来维修的师傅说这台净水器价格在二
三百元，说能防癌抗癌是骗人的。”

这些套路，请老年朋友擦
亮眼

骗子究竟用了什么招数，总是能屡屡
得逞？据郑州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
骗子行骗的套路有很多。

诈骗团伙通过在新媒体等平台投放
广告，广告中有所谓“专家”讲解和“被治
愈者”的经历来夸大药品疗效。一旦有人
心动拨打购买电话，销售员便会采用固定
话术进一步宣传夸大药品疗效，通过花言
巧语来取得老年患者群体信任，再以高于
进价 10倍以上的价格将所谓的保健品或
药品出售。

这些骗子在上岗前都经过专业培训。
诈骗团伙为了体现其“专业性”，专门制定

了“话术单”，内容全面涉及销售员在推销
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从开场白、问诊、引
导产品、分析病情、展望康复效果，到着急
问价、没有钱咋办等。目的就是利用患病
老年人的心理，对症下药来骗取信任，忽悠
他们来买药，从中牟利。

据一位长期办理相关案件的警官介
绍，对于一些专搞欺诈的保健品公司来
说，他们的推销套路无非就以下几种：第
一种就是免费送礼品，比如送一些鸡蛋、
大米等日常生活所需物品。通过发传单，
或者是用保健品的包装盒以及票据换礼
品等手段，诱使老年人上当受骗。第二种
就是假借公益的名义开展讲座，打着公益
的幌子，吸引老年人前来听讲座，目的还
是为了推销产品。第三种就是登记信息
以及产品效果，要求老人们填写一些详细
的信息，之后便开始夸大产品的功效，不
断地给老年人洗脑。第四种就是现身说
法以及免费旅游，而他们所谓的旅游，只
不过是组织老年人到旅游景点浏览一番
之后，去参观保健品生产车间，之后开始
对老年人进行保健品效果宣传，引诱老年
人购买产品。

打防并举，捂紧老年人“钱
袋子”

目前，我国正在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我省也在行动中取得了不
少战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推动各地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扎实有效开展，省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办公室成立督导组，于
7月 11日至 22日对各地专项行动开展情
况进行督导检查。

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以
保健品为幌子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人将
越来越少。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要提高老人们对于诈骗的“免疫力”
之外，还需要多方联动，从根源上斩断伸
向老年朋友的“黑手”。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保健食品工
艺标准审评部刘洪宇曾撰文表示：“保健
品属于食品的一种，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中并没有关于‘保健品’的法律定义。
只是一些普通民众会将具有保健作用的
产品统称为保健品，事实上一些号称可保
健的内衣、床垫以及理疗仪等，从严格意
义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保健品。”

多年来，一些商家和骗子打着“保健
品能助人健康长寿”的虚假幌子，致使老
年人在被骗后还不自知。因此，有关部门
应该加强管理，堵塞漏洞，让不法分子无
机可乘。对于有欺诈嫌疑的所谓“保健
品”露头就打，使其成为过街老鼠，自然就
难以再祸害老年人。

“事实证明，大多数保健品都是没毒，
也没用。但也有一些吃多了对人体有
害。一些老人在服用保健品后会觉得精
神好、有疗效，实际上与老人的心理作用
有关。”鹿邑县 70岁的县直机关退休干部
吴万金说，“建议年轻人要常回家看看，
多给予老人足够的关心，避免他们受骗；
同时要多给家里的老人普及防诈骗知
识，发现被骗后及时报警；还要告知老
人，治病不能依靠保健品，那些鼓吹可以
抗癌、防癌、长生不老的保健品，只是想
骗钱。只有合理饮食，适度锻炼身体，保
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健康和长寿的秘
诀。”8

入夏以来，针对溺水事故多
发的情况，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
局联合许昌市建安水上应急救援
中心、蓝天救援队、水上公交公司
等单位，对局直各部门、派出所、
社区民警和街道、社区干部群众
进行溺水救援培训和演练。截至
7月中旬已培训民警、社区干部、
群众 300余人次，使他们较好地
掌握了水上救援技能，确保关键
时刻拉得出、用得上。8 张燕
军 王松钦 摄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叶新波

夏日傍晚，卢氏县的兴贤里社区东侧
食品安全一条街，60余个摊位散布在街道
路边，水果、蔬菜、饭摊等琳琅满目。人们
穿梭其间，或购物，或就餐，或休闲，其乐
融融。

“俺是从木桐乡河口村搬来的，以前
一直在外务工。今年因受疫情影响，迟迟
出不了门，坐吃山空不是个事儿。5月初，
社区干部帮俺在街上开了早餐摊，经营油
条、油饼，捎带卖些豆浆、小米汤。大概算
下来，每月收入两三千块钱，加上可以在
附近厂里打工，比外出务工不少挣钱。”50
岁的程岩森激动地说。

据介绍，建成于2018年 9月的兴贤里
社区，位于卢氏县城西南洛河南岸 209国
道南侧，距县城中心区域 4公里。社区共
建有居民住宅楼 83 栋，安置贫困家庭
2749户 11212人，其中残疾人 453人，低
保户 739户，是该县“十三五”期间最大的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也是三门峡市乃
至河南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之一。

为了实现搬得来、稳得住、能致富、生

活好的目标，社区内建成了“五纵六横”的
主街道，配套建成有2座 6328平方米扶贫
车间，1 所可容纳 1000 多名小学生的小
学。此外还配套成立社区后续管理服务
中心、警务室、卫生服务站、银行分理处、
供水供电供气及移动联通营业厅等便民
管理服务机构 13 个。5684 名适龄劳动
力，或外出打工，或就近进厂务工，或自主
创业。

面对疫情防控趋紧形势，5月初，社区
管理服务中心关注搬迁群众就业增收难问
题，按照3.5米间距，科学规划60余个摊位，
由社区统一管理，免费让群众经营。从初夏
到仲夏，这里地摊经济火爆异常，不仅满足
了社区居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还吸引了
不少城区居民到此购物消费。

经营流动烧烤生意的赵刚告诉记者：
“俺是看到外地流动烧烤生意非常火爆，
才萌生回兴贤里做烧烤的想法。5月初开
办至今，单是晚上出摊，一个月就能收入
四五千元，白天不耽误干其他活儿。摆摊
不收费，社区还免费帮俺们清扫垃圾、喷
药防疫，在家门口同样也能赚钱，俺不想
再外出奔波了。”

“社区始终把解决居民就业难、生活

难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为了更好地规范
经营，社区一方面牢牢抓好疫情防控不放
松，一方面加强对卫生防疫、经营秩序的
管理，每天安排 10余人打扫商户摊前卫
生，每周联系社区医院为商户做两次核酸

检测。下一步，我们计划再建一个大型农
贸市场，鼓励搬迁群众入驻经营，真正做
到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兴贤
里社区后续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海林
说。8

救援演练防溺水

扶贫搬迁安置区：地摊经济“火”起来

直击现场

傍晚时分，社区居民在烧烤摊前消费。 叶新波 摄

老年市民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七里河公园锻炼身体，享受健康生活。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我叫张述东，是信阳市新县八里畈镇张店村人。2021年 9
月 15日，河南科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白维海将我送到中建七
局观湖景园劳务生活区工地打工，我负责做二次结构粉刷活儿。

2021年 12月 4日上午，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工地派人将
我送往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处。经过CT检查，诊断为闭
合性颅内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枕骨骨折，腰椎压缩性骨
折。因当时伤情严重，被转入重症监护室。随后做了两次开颅
手术。经过治疗及休养，我在2022年 1月 22日办理出院手续，
出院时医生嘱咐：需要继续卧床休息2至 3个月，待骨折愈合后
可带腰围下地锻炼，40天后再次做颅骨修补术。

目前，我出院已近半年，按医生要求需要做颅骨修补手
术。此前近20万元的治疗费，由劳务公司负责人支付。此次的
手术费需要10万元左右，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着落。我多次找劳
务公司负责人白凡，要求对方支付此次治疗费，他都说没钱。
我找中建七局的相关人员要治疗费，对方让我去找河南科昊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要，他们不管。作为一名打工者，我无力负担
高额医疗费，如不能及时治疗，必将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在
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注此事，帮我讨回一个公道。8

来函照登

谁来承担
我的工伤后续治疗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