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袁守护好老年人的野养老钱冶袁提高群
众对养老诈骗的防范意识和鉴别能力袁近日袁县法院组织干警深入社
区袁结合典型案例袁向广大老年人详细介绍假借野养老冶之名实施诈骗
犯罪的特征尧危害袁揭露养老诈骗的野套路冶手法袁提醒老年人理性考
虑和分析袁对一些所谓的野小便宜冶要擦亮眼睛袁提高警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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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杨玉堃冤5 月 16 日下午，我县召开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推进会，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议精神，全力
推动全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付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刘成志
主持会议，县法院院长林毅、县检察院检察长许永进出席
会议。

付阳指出，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事关人
民福祉，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政治
任务，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紧抓实抓到位。各镇（区）、
各有关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县委决策
部署上来，切实维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紧扣宣传发
动、打击整治、总结提升三个重点环节，精准施策、压茬推
进，依法打掉一批养老诈骗犯罪团伙，严惩一批违法犯罪
分子，解决一批养老领域涉诈问题，整治规范一批存在养
老诈骗苗头隐患的机构企业，曝光一批涉养老诈骗犯罪典

型案例，形成养老诈骗“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防
范和遏制养老诈骗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要全面动员群
众，广泛开展宣传。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鼓励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提供违法犯罪线索、有效
识骗防骗，形成“不敢骗、不能骗、骗不了”的良好态势。要坚
持依法严惩，严肃规范整顿。重点打击以提供“养老服务”、
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

“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各类违法犯罪。
同时，深挖养老诈骗犯罪背后可能涉及的腐败和“保护伞”。
着力整治利用互联网、手机 APP 等设置“套路”，诱导老年
人“消费”“投资”等涉诈问题隐患；整治养老服务领域涉诈
问题隐患；整治商品住房销售中以养老名义进行虚假宣传
等涉诈问题隐患，以及违规在城市街面张贴养老产品宣传
广告等行为；整治老年旅游、艺术品经营等领域涉诈问题
隐患；依法查处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
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行为；整治涉老“食品”

“保健品”等领域涉诈问题隐患。要注重建章立制，实现常治
长效。健全行业监管机制、建立配套衔接制度、加大养老服
务供给，推动完善我县老年人福利和养老服务体系，加快
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切实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
益。各镇（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各司其职，凝聚工作合力。
要对照任务清单，严格履职尽责，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实
在在成效。县专项办要充分发挥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协调
推动、督办落实等职能作用，推动形成一体作战、任务分明、
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各成员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强
化担当、各尽其责、密切配合，最大限度提高专项行动整体
效能。

会上，集中观看我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作
开展情况专题片，听取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县
委政法委、县委网信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等 13
家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和联络员、各镇（区）政法委员参
加会议。

县召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推进会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祥梅冤老人安，家庭

安；家庭安，社会安。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
着“养老”旗号招摇撞骗，虚假宣传，设置陷阱，
骗取老年人钱财，造成老年人经济与精神双重
伤害。为全力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切实守护
好老年人的“养老钱”，保障广大老年人安享晚
年，县公安局坚持“线上+线下”双轨并行，警
媒、警民、警种多方联动，快速掀起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专项行动及防范老年诈骗宣传热
潮。

广泛深入调研，强化线上宣传。该局设计
网络诈骗调查问卷，发动 15000 余名辖区群众
网上答题，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深度研究发案
区域、易受骗人群心理、高发典型案件特点等，
科学设计养老诈骗宣传文案，制作《鹤小警反
诈说》短视频、音频等宣传品 4 件，利用“平安
射阳”微信、微博、视频号等自媒体，协同本地
网络大 v、有影响力的自媒体联合发布，发动
各基层所队转发各微信工作群，浏览量超 4 万
人次。

搭建联动矩阵，强化集中宣传。该局搭建
政治处、刑警大队、派出所等部门参与的宣传
专班，形成民警、网格员、志愿者广泛参与的大
宣传格局，利用“健康小屋”核酸检测，老年人
早买菜、晚运动等时间节点和出行高峰期，宣
传跟着人流走，开展养老诈骗宣传进社区、进
超市、进公园、进广场、进家庭等“五进”集中宣
传活动，通过深入群众面对面的集中宣讲，现
场讲解防诈骗知识，宣传解读电诈典型案例，
揭露养老诈骗“套路”手法，帮助老年人提高法
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同时，发放印有防诈
知识的卷纸、防晒衫、帆布包等反骗宣传品，形
成反诈宣传的倍增效应，努力做到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养老诈骗犯罪的发生。

丰富传播载体，强化媒体宣传。该局坚持
平面媒体与传统媒体并重，利用单位、学校等
社会面 LED 屏滚动播放，通过在小区、服务窗
口等人员密集处摆放展板、悬挂横幅、张贴公
告等途径进行养老诈骗政策解读、以案示警、
预警提示。同时，向老年人印发宣传手册，公布
举报方式，畅通老年人快速止损与举报案件线
索渠道。在交汇点、盐城晚报、射阳日报等媒体
刊发养老诈骗警方通告、典型案例等，增强全
社会对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知晓度、
参与度与支持度。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县公安局快速掀起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热潮，营造浓厚行动氛围，形成“不敢骗、
不能骗、骗不了”的良好态势，以实际行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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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单发冤老人不安则家庭不安，家庭
不安则社会不安。近年来，犯罪分子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升
级，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更是层出不穷。为进一步全方位保
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近期，县人民法院以“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守好百姓养老钱”为主题，以精准打击、源头宣防为目的，
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以“线上+线下”“指尖+脚力”等多种
方式在全域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系列宣传活动。

高位部署，筹谋到位。该院高规格成立由单位主要负
责人任主任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负责
全院专项行动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协调推动、督办落实等
工作。研究制定《关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守护百姓养老
钱”主题宣传活动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拓展宣传途径，延
伸宣传触角，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老人、防范诈骗的浓厚氛
围。

线上线下，宣传到位。线上依托县人民法院微信公众
号、抖音官方账号、微博官方账号，播放时长约 110 秒漫画
版老人防骗指南短视频，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
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
涉诈宣传内容 12 次，积极利用身边常见的、通俗易懂的典
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切实宣传好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
法律法规，相关信息点击量 5000 余次。

组织干警深入社区、商店、超市、老年活动中心等重点
场所，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
放展板、面对面讲解、以案释法等形式，分析诈骗表现形
式，进行防诈安全提示。同时，依托诉讼服务中心将业务办
理与防范宣传有机结合，LED 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真正
达到了立体覆盖、润物无声、内化于心的效果。自宣传活动
开展以来，该院共计悬挂宣传横幅 6 条、设置宣传展板 14
块、发放自制宣传彩页 1000 余份。

重拳出击，打击到位。在掀起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
热潮的同时，该院积极与公安、检察院等多家单位对接协
同，精准打击、靶向发力，将打击锋芒对准侵害老年人合法
权益的各类涉诈违法犯罪，畅通举报渠道、强化线索摸排，
全面梳理近年来养老诈骗案件，逐一确定风险管控名单，
精准依法推进打击整治，探索构建起行政审批、行业监管、
执法处罚有效衔接的“全周期闭环”监管模式，切实守护好
老百姓的“养老钱”。

通过开展此次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系列宣传活动，为
老年人揭开了养老诈骗的层层面纱，营造出全民打击防范
的浓厚氛围。下一步，该院将深入持久开展专项行动，坚持
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箭齐发”，依法严惩养老
诈骗违法犯罪，延伸治理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涉诈乱
象，给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
会环境，为助力平安射阳、法治射阳建设贡献法院力量。

筹谋到位 宣传到位 打击到位

县法院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利萍 杨毛毛冤中央部署开展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工作行动以来，县检察院闻令而动，迅速动员部署，压实
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加大宣传力度，凝聚整治养老诈骗社会合
力，用检察智慧和力量守护银发族的“钱袋子”。

摸排线索一件不漏。该院强化部门工作合力，召开部门联合部
署会，成立案件线索排查工作小组，明确专人筛选诈骗、合同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老领域重点惩治犯罪案件清单。抽调业务部
门骨干力量开展联合办公，通过回看案件审查报告、电子卷宗等形
式细化案件排查。细化专项案件评查，对筛选出的案件进行详细分
工，明确责任至个人，细致审阅具体案件案情，查明案件具体涉及老
年人的数量。共排查在手未审结、诉至法院未判决以及 2020 年已判
决重点打击领域罪名案件共计 200 件，发现涉养老诈骗案件线索 5
件，第一时间呈报上级检察机关确认。畅通案件线索举报渠道，一方
面，在官网设置防范养老诈骗举报专栏，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公布
举报内容及举报方式方法，要求全院干警带动亲属好友转载，累计
转发量 300 余次。另一方面，在 12309 检察服务大厅设置举报展板，
对来访群众予以提示，累计发放提示宣传单 200 多份，丰富线索收
集形式，深入排查涉老诈骗案件线索。

专项宣传一刻不停。该院开展送法进社区，以“检察蓝”守护“夕
阳红”专项宣传活动，组织业务部门进社区、进村居开展宣传活动 4
次，向老人较为集中的合德镇双龙社区等群众发放养老诈骗宣传单
500 多份，针对重点诈骗手段对 200 多名群众开展面对面、点对点
普法宣传。用好设施造氛围，在院墙外悬挂宣传横幅 2 条，利用民法
典广场电子显示屏、院内大厅显示屏 24 小时滚动播放防范养老诈
骗宣传标语及最高检发布的宣传视频。在人流量密集的晚高峰时
段，安排干警轮班至民法典广场宣传、讲解普法视频 7 次。通过射阳
县融媒体中心在电视黄金时段投放宣传流动字幕，进一步扩大宣传
覆盖面。新媒宣传提影响，利用门户网站、“两微一端”集中发布相关
宣传稿件，提高专项行动社会知晓率。其中，院公众号及官网转发
12 次，被市级媒体转发 3 次，被省级媒体转发 4 次，被国家级媒体
转发 2 次。

严格督察一抓到底。该院成立督察小组，积极配合县专项办开
展督察，第一时间落实督察方案要求，成立由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带队的督察小组赴镇区开展督察。完善督查台账，共走访 3 个社区、
6 个镇，对镇区宣传活动开展、诈骗线索摸排、特困群体帮扶等多项
工作台账进行督察，并按一镇区一督察记录要求完善督察台账。开
展随机走访，随机走访 10 多个农户，详细了解社区宣传工作覆盖
率、满意率以及群众身边是否有特殊困难群体和老人被骗现象,确
保督查实效。

县检察院

推动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工作走深走实

为严厉打击欺诈老年人的违法犯罪，整治规范涉老
领域行业乱点乱象，切实守护老百姓的“养老钱”，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全国、全省、全市统一部署，我县决
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为方便群众举报反映养老诈骗问题线索，现将举报
内容和方式公告如下：

一尧举报内容
养老诈骗主要是指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

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
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诈骗、集资诈骗、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合同诈骗、制售伪劣
商品，以及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劣药等侵害老年人财
产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表现方式：

1.利用互联网、手机 APP 等设置“套路”，诱导老年
人“消费”“投资”等涉诈问题；

2.养老服务机构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诱骗老年
人以“办卡”“充值”“投资”等形式预交高额费用，以及其
他养老服务领域涉诈问题；

3.违规使用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变相开发房地产，以
及其他涉及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违规建设项目的涉诈问
题；

4.商品住房销售中以“老年社区”“老年公寓”“养老
基地”“养老山庄”等“养老”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诱骗老
年人购买等涉诈问题；

5. 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在城市街面张贴养老产
品宣传广告等问题；

6.打着“老年旅游”等幌子，用“免费旅游”“储值投
资”“消费返利”等方式诱骗老年人预交高额费用，以及
其他老年人旅游领域涉诈问题；

7.打着“文化艺术品交易”等幌子，用无实物交割、固
定利息返现、承诺代销、约定回购等方式诱骗老年人投
资，以及其他涉老艺术品经营领域涉诈问题；

8.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
员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等涉诈问题；

9.以涉老“食品”“保健品”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制售
伪劣商品等涉诈问题；

10.打着投资“养老项目”等旗号，以许诺还本付息或
者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诱骗
公众特别是老年人“投资”“理财”等涉诈问题；

11.打着“以房养老”等旗号，诱骗老年人抵押自己房
屋，再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
段非法占有老年人房屋等违法犯罪问题；

12.以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
的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诈骗违法犯罪问题；

13.假借“养老”之名实施犯罪、骗取公私财物的其他
违法犯罪问题。

二尧举报方式
1、智能化举报平台：中央政法委在 12337 智能化举

报平台开通“养老诈骗”举报通道，用户通过扫描二维
码、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众号等
链接，即可登录 12337 智能化举报平台反映问题。

2.举报电话：110、0515-89290495
3.举报邮箱：syzf2352739@126.com
4.举报地址：射阳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

公室（县行政中心 406 办公室）
射阳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呼吁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此次专项行动，举报反映涉养老诈
骗问题线索，共同为老年人筑起识骗防骗人民防线。我
们会对举报人、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的
合法权益。举报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问
题，对利用举报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射阳县关于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公告

守护养老“钱袋子” 织密养老“防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