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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服用了半年多的高价保健品，居然只是些糖果和
固体饮料，对疾病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近日，安徽淮南警
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售卖虚假保健品的
诈骗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 26 名，冻结涉案资金 2 亿多
元。

据了解，此前，该团伙几乎每天以网络直播方式，讲授
所谓的“养生课”，为观众“洗脑”，进而兜售他们的“保健
品”。直播人员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和减缓老年人的高血
压、高血脂、关节疼痛等症状，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争相购
买。廉价的糖果和固体饮料，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了“保健
品”？中老年消费者为何容易中招？

市井角落暗藏野假药店冶 作案目标瞄准中老年群体
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民警开展走访时，发现了一

个隐藏在老式居民楼里的售卖保健品的实体店，从外观
看，非常不起眼。

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李杰回
忆，“这家店就隐藏在不起眼的闹市角落里，甚至连门面的
门头、招牌都没有，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觉得此店销售
的产品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实体店售卖的保健品包装盒上

并没有保健食品标志，售卖方式主要是通过微信群卖给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徐扬介绍，这
些产品只是一些食品，但是所谓“讲师”会进行虚假、夸大宣
传，让老年人误认为这些产品具有药用性。

据了解，受害的中老年消费者被拉入了一个名为“科学
法养身班”的群聊，他们的年龄均超过 50 岁，群成员称呼
群主为“大掌柜”；进群后可通过直播“听课”，群成员需在直
播平台上输入手机号和“大掌柜”发来的“门牌号”后，才可
进入直播间。

有受害者表示，直播时讲课的“讲师”自称医学专家，有
20 多年的医药临床经验，对骨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癌
症都有深入研究。直播讲课时，“讲师”通常还会在身后摆
放一些醒目的奖杯、证书等。“他们称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
山东医科大学等，这样一讲我们更相信了。”

很多人在话术的诱导下，相信他们的产品疗效，陆续购
买了十几款产品。受害者介绍，购买后可到隐藏在居民楼里
的实体店自取，也可以要求送货上门。

警方透露，在该起案件的被害人中，一位来自陕西的老
人总共花了 6 万余元，几乎把嫌疑人推销的所有产品都买
了一遍，有的产品还多次购买。

因产品没有帮助缓解症状，有群成员曾提出质疑。“讲
师”则回复称，效果不会立竿见影，需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
果。然而受害者坚持了半年，钱花出去了，身体却没什么反
应。“讲师称产品吃半年就会有效果，但是我体检发现什么
效果也没有。”

主要犯罪嫌疑人野一假到底冶 一年流水超三亿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这些动辄上百元的所谓“保

健品”，实质上是由食品加工厂生产的普通糖果或固体饮
料，出厂价最便宜的每斤仅几元钱，最高的也不超过 20
元。

主要犯罪嫌疑人可谓“一假到底”，他们为自己杜撰了
“院士”等头衔，并虚构产品疗效，甚至有的嫌疑人连名字都
是假的。警方调查了解到，实体店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公

司，这个公司注册地在山东潍坊，公司核心成员分布在北
京、山东两地，全国实体店 600 余家，加入微信群的中老年
人多达 26 万余人。

李杰表示，“前期研判过程中，就掌握了嫌疑人使用的
部分收款账户。当时就发现，近一年的流水涉案资金比较
大，达到了 3 个多亿。”

淮南市公安局统一协调，对该诈骗团伙总部开展收网
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26 名，冻结涉案资金 2 亿多元、
资产 2 千余万元，扣押金条 38 公斤。

据主要犯罪嫌疑人尹某某、张某某交代，因看到保健品
的利润可观，两人便于 2021 年合伙注册了这家公司，发展
全国代理商，制作话术，聘请讲师，开设网络直播间。经市场
监管部门核查鉴定，这些所谓“保健品”都是一些没有任何
审批标识的食品，且不具有任何保健作用或者药用价值。目
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如何辨别野真假保健品冶钥
业内人士表示，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有肉眼可见的区

别。“保健食品都有国家规定的‘小蓝帽’，有保健食品批准
文号。‘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这句也是强制性的一个标
识。”

蓝帽子标志，是我国保健食品专用标志，为天蓝色，呈
帽形，业界俗称“蓝帽子”，也叫“小蓝帽”。而本案件中涉及
的产品，无论是压片糖果还是固体饮料，都是食品而非保健
品，显然在包装盒上也没有“蓝帽子”以及“保健食品不能替
代药品”的说明。

业内人士观察发现，目前市场上仍有不少压片糖果、固
体饮料类的食品产品，打着“保健品”的旗号，甚至借用一些
中医老字号招牌，通过精心“设计”产品名字的字体、排版等
手段，误导消费者将食品当成保健品甚至药品购买。

“例如，他们使用障眼法，故意把‘压片糖果’字号隐藏
得很小，或者是进行异形化，让消费者不容易辨别出来。”

李杰提示，如果需要购买药品和保健品，一定要到医
院、药房等正规销售场所购买。 渊源自新华网冤

高价保健品竟是糖果和饮料 中老年人为何易中招
人口老龄化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老年

服饰市场也迎来窗口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2 年老年用品产品
推广目录申报工作，其产品范围包含老年服
装服饰、日用辅助产品等 6 大领域 20 个品
类。

为何工信部要做老年服饰等老年用品产
品的推广目录？主要是我国老年人数量的持
续增加，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根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2025 年将达到 3.21 亿，
2032 年或突破 4 亿。充分挖掘这一消费市场，
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增进老年
人的福祉，而且可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乃至
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

银发经济已成蓝海，但老年服饰存在的
短板并不容忽视。目前，市场上多数老年服饰
风格单一、款式传统，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
费需求和年轻化的老年群体要求。要在老年
服饰市场掘金，还需要提供满足细分需求的
解决方案。

时尚类老年服饰的开发、设计亟待跟上。
新时代的银发族经济条件相对提升，对时尚
和美的要求也相对较高，而且借助互联网技
术，他们的社交场景有了更多拓展，有了更多
展示的机会。但受制于肩膀较厚、手臂和腰围
较粗等身型条件，很多年轻人的时尚服饰并
不能直接适用于老年人，需要市场开发专门
的时尚类老年服饰。

功能性老年服饰的创新水平要提升。在
老年功能性服饰上，保暖、发热服装是最先开始布局的，在
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区别于单纯依靠天然的羊绒等保暖材
料，越来越多的电池加热、太阳能加热等新技术应用到保暖
服饰上。而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拥有更多的运动时间和更
强的运动内驱力，对运动、户外服饰的要求，除了款式、质量
外，也更看重防护功能，需要在这方面加强研发。此外，采用
除臭去异味面料的功能性服饰能够保护老年人的自尊，也
很受欢迎。

服装定制要在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上多用心。在越来
越多的个性化需求下，细至毫厘的量体裁衣，更容易让老人
感觉自在合身。服装定制企业要深入研究老年人定制的具
体需求，争取在面料、板型、功能上为老人提供更合适的产
品，抓住老年服饰定制的新机遇。

除了产品的改进外，老年服饰市场的服务也要适老化。
在线下门店，要有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如光线良好的大试
衣镜，试衣间内放一把无直角、有柔软坐垫的椅子和一双舒
适的平跟鞋，收款台提供一副老花镜，加上售货员细致耐心
的服务，共同营造出一个温馨舒适的老年消费环境。在线上
店铺，服饰图片和相关介绍文字要更加清晰可见，并能够提
供细分年龄段的精准推荐，让老人在选择、支付、退换货上
更加方便，有助于增加老年线上购物的信心和积极性。

渊源自叶经济日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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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合德镇凤凰村的老年朋友忙得很，白天上讲堂，
晚上看表演，平淡的生活里添了许多乐趣，变得充实起来。
这是凤凰村“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务实举措，旨在丰富
老人的精神需求，温暖老人的晚年生活。

“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要将这样的品格代代相传，直到永远。”日前，在凤凰村

“忆苦思甜倡节俭”主题道德讲堂活动现场，宣讲员杨青松
倡导大家发扬优良传统，传承良好家风。活动邀请凤凰村
60 周岁以上的老党员来参加，专门为老党员们精心准备了
猜谜语、唱歌曲、学党史、发倡议等环节，活动最后，还为该
村在党 50 年老党员送上关怀与祝福。

7 月初，该村还举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专题文

艺演出。欢快的舞蹈节目《一路欢歌》《跟党走》让现场气氛
热烈；精彩的戏曲节目《军民鱼水情》《我是革命的一粒种
子》等让观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红色年代……
活动得到了村民，特别是老年群体的一致赞扬。

每逢节日，该村还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退休老干
部及 90 周岁以上老人送去节日祝福。“还是村里好、还是
政府好、还是党好，没有忘记我们。”老人们感慨道。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用为民的真心、务实的举措、温暖的服务编织村民们最
美的‘幸福结’。”凤凰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给老人送上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杨向东

盛夏时节，走进盘湾镇敬老院，呈现眼前
的是整洁舒适的住宅楼、内涵丰富的文化墙、
绿树成荫的休憩地、干净明亮的厨房、生机盎
然的菜园。老人们笑容满面，或三五成群地聊
天、散步、下棋，或一个人静静地读书、看报，或
悠闲自得地侍弄菜地里的蔬菜瓜果……一派
幸福、安宁、祥和的景致，五保老人把这里当成
自己可爱的家。院里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
忘初心，情系孤寡，把五保老人当成亲人。

今年以来，盘湾镇敬老院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养老保障和为老服务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开展等级评定工作部
署和院内干部职工的培训工作，为进一步落实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提供坚强保障。

织牢疫情防控网络袁让老人活得更安心
自疫情发生以来，盘湾镇敬老院严格按照

省民政厅“四个指南”和“五个必须”开展防疫
工作，织密织牢疫情防疫“三张网”，用实际行
动践行责任担当，全力保障院内老人和工作人
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织牢“组织网”，种好

“责任田”。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严格执行
“双报告”“零报告”制度。坚持“四早”要求，做
好“全面防控”。做好全面消毒消杀、全员核酸
检测、全力封闭管理，增强防控意识，提高防控
质效。织细“督查网”，做好“守门员”。加强日常
监测，备齐备足防疫物资配备，严把食品采购
关，开展疫情防控自查，及时消除疫情防控中
存在的盲点和隐患，尽快填补防疫漏洞，将疫
情防控抓在实处，做到细微处。织厚“服务网”，

架好“连心桥”。封控管理期间，盘湾镇敬老院
将老人们划分了三个心理辅导小队，每天都为
老人们进行逐一的心理疏导，耐心地与老人们
交流沟通，说说知心话，唠唠家常，缓解老人们
焦虑的情绪。为提升健康服务水平，敬老院与
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健康医疗合作，医生每周定
期坐诊、巡诊，为老人们监测体温，做健康检
查。敬老院工作人员把“家”安在防疫一线，用
款款真情和不离不弃的坚守，铸牢了疫情防控

“铜墙铁壁”，守护着老人的“健康绿”。
加大提档升级力度袁让老人住得更舒心
盘湾镇敬老院早在 2015 年就被认定为

二星级养老机构。今年以来，为健全养老机构
质量提升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有效推进敬老院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根据《养老机构等级划
分与评定》(GB/T37276-2018)国家标准和《养
老机构等级评定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实施指
南和省市文件精神，以及《射阳县养老机构等
级评定管理工作方案(试行》的规范，盘湾镇敬

老院对照要求进行了自我评定，通过逐条对
比，自评得分 680 分，按照等级划分评定标
准，符合三星级养老机构条件，正在申报三星
级养老机构的评定。

在完善设施设备上，该院先后投入近 300
多万元，新建厨房一幢，配套购买了电器灶、消
毒柜等系列厨具，实现明厨亮灶，取得食品经
营卫生许可证。敬老院由 20 年前陈旧简陋的
占地 11 亩的两幢平房，到如今占地 29 亩、建
筑面积达 3600 平方米的四幢住宅楼、一幢厨
房、116 张住养床位。目前，该院在院老人 46
人，工作员工 8 人，院民宿舍配备电视橱、空
调、风扇，生活设备一应俱全，不仅拥有崭新、
标准化的“外衣”，院内管理也井然有序，一跃
成为全县规模较大、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乡镇
敬老院，受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赞扬。

看到改造提升后的敬老院环境这么好，不
少分散供养的孤寡老人也纷纷改变了在家养
老的决定。“我原来住的家里老房子低矮、潮

湿，现在搬进敬老院，日子过得舒心多了。”说
起新环境，刚搬进盘湾镇敬老院的老人陈福贵
特别兴奋。

拓展精神养老广度袁让老人笑得更开心
近年来，在盘湾镇党委政府的关心下，盘

湾镇敬老院高度重视院内老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不定期组织公益志愿者为老人表演节目，
闲暇时看电视、听戏曲、下棋娱乐，让老人在这
里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盘湾镇敬老院始终坚持“一切为了老人，
为了老人一切”的服务宗旨，以关爱老人精神
生活为抓手，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想方设
法为老人营造轻松、愉快、丰富的生活环境，通
过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和文体活动，
引导老人融入积极向上的集体生活。在院内建
设休闲活动场所，添置文化娱乐设施。每周二、
周五下午各开展一次入住院民、热心人士参与
的文娱活动；利用老年人的闲暇时间，在动手
游戏中增强老人活力；持续举办集体生日活

动、兴趣小组活动、传统节日活动，组织老人观
看戏曲演出、电影等，常态化开展晨练晚操活
动，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先后组
建银发舞蹈队、老年红歌队，唱红歌、颂党恩，
赞美幸福生活。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不仅调动
老人的能动性，调节肢体的灵活性，还丰富了
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人们的生活不再单
调无聊。吵闹的少了，无所事事的少了，盼着回
家的少了，想着出去的少了，欢声笑语多了，院
内老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获得感、幸福感大
幅提升！

天道酬勤。多年执着追求的付出，得到了
组织和社会的普遍认可。该院先后被江苏省民
政厅授予“二星级敬老院”，被盐城市民政局授
予盐城市文明敬老院，被射阳县政府授予“关
爱工程”建设先进集体，被射阳县妇联多次授
予“三八红旗集体”；盘湾镇敬老院院长孙青也
多次被县镇表彰为先进个人、孝亲敬老之星
等，连续当选为射阳县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人
大代表。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发扬优势、摒弃
不足，在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提优院内环境
的舒适度、提高员工的服务标准等方面砥砺奋
进、阔步前行，确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
在老人和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互帮互助、和睦相
处、团结友善的良好氛围，让老人们在温馨幸
福的环境中安度晚年、乐享幸福。”展望未来，
盘湾镇敬老院院长孙青信心满满。

颐养天年“新乐园”
———聚焦盘湾镇敬老院精心打造农村养老“新样板”

本报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 记者 李文华

▲盘湾镇敬老院全景鸟瞰图

亭湖区养老中心领导来盘湾镇敬老院考察学习集中合影

盘湾镇敬老院院长孙青到老人房间关心
他们的生活状况并征询老人意见和建议 院内工作人员在清洁卫生尧宽敞明亮的厨房操作间为老人烹制美味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