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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点 13

“六不”原则破解涉老“八大骗”
不留名

据《法治日报》

不动心

近 年 来 ，随 着 我 国 老 年 人 口 比 重 的 不 断 上
升，
“ 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而随之而来的新型养
老骗局也层出不穷。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不接听

院召开“涉养老诈骗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对涉

不付款

养老诈骗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介绍。法
院 建 议 ，政 府 职 能 部 门 应 加 强 与 政 法 机 关 的 合
作，共同铲除养老诈骗违法犯罪滋生土壤。法官
提示，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要谨记不留名、不参

不参加

加、不付款等“六不”原则，提升反诈防骗能力。

不拖延

教你识别养老诈骗八大套路
“六不”抵制诱惑提升反诈能力
“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超过 18%，
人口规模已达 2.64 亿。
”
西城法院党组成

面对层出不穷的养老诈骗类型，老年人又

卖”等投资承诺，不参加“0 元购”
“全额返利”等

员、
副院长汪琦称，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老龄消费市场也

该如何预防？对此，西城法院建议，老年人在

购物活动，切忌“捡漏”
“占便宜”心态，摒弃“托

迎来蓬勃发展，
老年人在追求高品质晚年生活的同时，
不法分子

日常生活中要主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个

关系”
“走后门”风气，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也将目光投向养老领域，
养老诈骗刑事案件呈现出新特点。

人信息“不留名”，陌生境外电话“不接听”，线

“不付款”，即不要轻易付款转账，在作出

西城法院调研发现，在该院 2017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间

下免费养生旅游活动“不参加”，高额回报“不

任何款项支付决策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一

审理的养老诈骗案件中，被害人、投资人多达 1200 余人，涉

动心”，未经充分核实“不支付”，报警举报“不

定要告知配偶、子女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案金额高达 4.6 亿余元，而骗局类型涉及投资理财、以房养

拖延”，以此提升反诈防骗能力。

老、保险代办、文玩收藏、养生保健、街头迷信、黄昏恋、关爱
帮扶等。
在“投资理财”骗局中，犯罪分子打着“国家扶持”
“ 政策
补贴”等招牌，虚构理财项目或夸大投资收益，承诺“低风险、
高收益”，吸引到投资后往往因运营不善而资金链断裂，更有
甚者直接携款潜逃，造成老年人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

“不拖延”，即在发现被骗后一定要及时拨

“不留名”，即不随意填写调查问卷、不点

打 110 报警电话或向 12337 举报平台反映，不

击陌生链接、不对陌生人谈及真实个人信息和

要等待、拖延，以防延误公安机关侦查抓捕和

家庭情况，包括姓名、年龄、电话、住址、银行账

追赃挽损的黄金时间。

户、家庭成员等。

法官同时提醒，老年人发挥余热、投身公益

“不接听”，即谨慎接听陌生号码和境外来

是积极养老的一种方式，
旅行游玩也可以充实退

电，如果接到自称是银行保险、购物网站要求根

休生活、
丰富精神世界，
都值得大力提倡，
但与此

在“以房养老”骗局中，犯罪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

据提示进行转账汇款的电话，不要随意听信、冲

同时也要警惕老年人的善良同情和兴趣爱好被

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然后恶意利用公证、仲裁和诉讼等

动转账，
可以询问子女或直接拨打
“110”
报警。

犯罪分子利用。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一方面要

方式或者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老年人房

“不参加”，即不随意根据传单、电视广告

产，造成老年人无家可归、身负巨债。
在“保险代办”
骗局中，
犯罪分子冒充医院、
银行、
保险公司
等机构的工作人员，
利用老年人渴望晚年生活有所保障的急切
心理，
谎称可以代为补缴
“社保”
，
收取
“材料费”
“办事费”
。

认准知名、
正规的慈善组织、
旅行社和金融机构，

指引参加线下“养生讲座”
“健康体检”
“拍卖换

参加任何机构组织的活动之前务必先通过官方

购”
“ 抽奖兑换”
“ 旅游参观”等可疑活动，不贪
图免费礼品，不接受免费服务。

网站或权威渠道“验明正身”；另一方面要谨记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
打消
“以小钱赚大钱”
的

“不动心”，即不相信“保本高息”
“ 高价拍

想法，
在诱惑面前要清醒理智、
三思而行。

在“文玩收藏”骗局中，有些犯罪分子以帮助老年人拍卖
其收藏的粮票、邮票、错版人民币等“老物件”为诱饵，虚构高
价，
诱骗老年人委托代为拍卖，
收取
“拍卖费”
“服务费”
；
有些犯
罪分子将公司的劣质工艺品冒充为高档收藏品，
虚假承诺短期

别让受害老年人受到二次伤害

内会大幅增值且公司会高价代售或回购，诱骗老年人高价购
买；
有些犯罪分子还会合并
“连环套”，先以高价拍卖为诱饵，吸
引老年人到公司面谈后再推销劣质工艺品，
实施“骗中骗”。

养老诈骗犯罪性质恶劣、侵害对象特殊、
追赃挽损难度大，给老年人造成经济损失和精

赔等事项时，可随时拨打“12368”热线咨询，发
现诈骗线索的也可及时向警方提供。

在“养生保健”骗局中，犯罪分子以免费体检、领取奖品

神痛苦，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家庭和

“预防和打击养老诈骗犯罪，还需要全社会

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
“ 专家义诊”等活动，以

谐。
“虽然诈骗手段变化多端，但请老年朋友们

的共同努力。”西城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喻晓

“祖传秘方”
“ 特供专供”为噱头，虚构或夸大产品功效，诱骗

放心，政法机关对养老诈骗的打击一直在路

敏建议，
民政、
住建、
金融监管、
文旅、
卫健等政府

上。”汪琦介绍说，为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职能部门，
一方面要与政法机关合作加强对各类

在“街头迷信”骗局中，犯罪分子自称“神医”虚构老年人

益，保障社会环境安全稳定，由平安中国建设

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的分类处置和行刑衔接，
对尚

自身或家人将有疾病、灾祸，编造只要对现金钱财和金银首

协调小组牵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不构成犯罪的，综合运用行政处罚、经济调控等

饰“开坛作法”就可以“趋吉避凶”，再勾结同伙调包或诈骗款

动”已于 2022 年 4 月在全国启动。

手段促其整改；另一方面要协同配合，全力追赃

老年人购买“药品”
“保健品”
“理疗仪器”。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挽损，全面查清资金来源和去向，对于涉案财产

西城法院强化线索摸排，做好核实处置工作，

不仅要准确甄别、审查、认定，还要及时查封、扣

老人情感缺失、生活孤独的特点，通过网络或短信交友发展

立足审判职能，依法严惩养老诈骗犯罪，同时

押、冻结，坚决防止犯罪分子隐匿、抽逃、转移涉

为“恋爱关系”，再编造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加强法治宣传工作，揭露养老诈骗犯罪套路。

案财产，
最大程度挽回受害老年人的经济损失。

项，造成老年人财物损失。
“黄昏恋”骗局则是“杀猪盘”的一种，犯罪分子利用单身

在“关爱帮扶”骗局中，犯罪分子以“关爱老年人”
“ 帮扶

此外，西城法院充分运用“12345 政法民声热

此外，喻晓敏提醒，家庭成员也要注意在

弱势群体”为旗号行骗，有的组织旅游参观活动，通过诱导、

线”
“12368 司法服务热线”及信访接待等形式

日常生活中对老年人给予关爱和包容，在老年

捆绑销售或变相收取会员费等方式行骗；有的冒充燃气、自

广辟线索来源，畅通收集渠道，及时核实、办

人询问求助时，要耐心解答、悉心开导；如果老

来水公司员工或社区、医护人员，以上门检修管线、检测核酸

理、反馈，高效高质回应群众诉求。

年人已经上当受骗，也不要指责埋怨、讽刺挖

为由入户行骗；有的利用老年人的善心和同情心，通过虚假
宣传“慈善活动”
“公益项目”进行非法集资。

法官提醒，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拿不
准的问题，或者在遭遇骗局后需要咨询如何索

苦，要尽可能给予关怀理解，不要让受害老年
人受到二次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