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宣传】关爱老人 理性消费

推销陷阱篇之“步步为营”
保健品推销“三步曲”

最近，70多岁的王阿姨每天都能接

到好几个邀请她去参加健康讲座的电

话。刚开始，王阿姨并不以为然。可是，

后来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第一

步），态度特别亲热，邀请也是特别诚恳，

还问寒问暖。一周下来，王阿姨也被对

方的诚意感动了，终于同意去参加讲

座。讲座现场，先是有老专家讲授健康

知识，然后有几个老年人现身说法，接着

几个小姑娘围了上来，一边介绍保健知

识，一边开始推销调节血糖的保健品（第

二步）。两个小时过去，王阿姨的兴趣也

被调动起来了，现场买了20盒，价值8000
多元。可是，一摸兜，王阿姨发现自己没

有带那么多钱，于是她告诉销售员，自己

钱带的不够，明天再买。没想到销售员

特别热情，跟她说不要紧，保健品可以由

他们送上门（第三步）。几天后，公司将

保健品送到了她家，王阿姨当即表示女

儿没有回家，还是没有钱。但送货人员

不依不饶，最后竟然把她家新买的焖烧

锅和一套进口刀具给拿走了，说是抵扣

6000元，还有2000元过两天再来收。王

阿姨看着一堆保健品，说不出话了。

点评：
老年人渴望交流、渴望亲情，对那

些可以互相交流的场合、那种具有家庭

亲情的氛围非常享受，即使明知道可能

会花钱买回许多不必要的保健食品，还

是心甘情愿参加。对于推销人员步步

为营的手法，老年人往往是出于对那些

年轻人的同情、关爱，把他们视作自己

的子女、小辈，于是相信，进而消费，最

后上当。

在此建议，对于这类社会综合问
题，应从多方面加以解决：一是政府投入
开设各类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场所、交
流平台；二是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引导，
特别是媒体、文艺作品要重点宣传，形成
尊老敬老养老慰老风
气；三是各机关、企事
业单位可以建立内部
制度，提供便利，激励
员工尽好赡养、探望、
安慰老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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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泥城镇云荷苑、云帆苑等住宅

小区迎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停放多

年的“僵尸车”不见了，楼道内乱堆物、乱

搭建现象消失了，地下空间乱拉的电线等

也被清理一空。

为提升泥城镇住宅小区管理水平，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今年以来，泥城镇开展

了大量排摸调研工作，多部门强化联动、

重拳出击，开展集中整治。

“住宅小区大整治，是泥城镇推进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

泥城镇副镇长王秀斌说。从2015年起，泥

城镇通过健全机制、完善物业服务市场机

制和社区共治机制等，逐步形成了政府监

管、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四位

一体”和良性互动的住宅小区综合管理格

局，在改善小区居住环境的同时，解决民

生突出问题，为居民构建起一个安全舒适

的宜居家园。

小区旧貌换新颜

泥城镇是临港产业区的生活服务基

地，目前共有10个居民小区，其中7个为动

迁安置小区，总面积达165万平方米。

动迁居民多，给小区管理带来难题。

十多年来，私占地库摆放农具、“僵尸车”、

拖拉机长期占用车位以及违法搭建阁楼

的现象在居民区屡见不鲜，成了难以根除

的“牛皮癣”，不仅影响小区环境，还存在

重大的安全和消防隐患。

8 月起，泥城镇云锦苑、云荷苑、云帆

苑、云松苑等 9个小区陆续完成综合整治

工作，共整治非机动车库和人防机动车库

74个，处理“僵尸车、废弃车、农用车”1200
多辆，拆除阁楼、鞋柜、吊厨300多个，未发

生一起因整治引发的上访案件。

“短短一个多月间，攻破存在了十多

年的治理顽疾，这得益于我们在‘综合’上

下功夫，统筹协调和合理处置是此次整治

行动的原则。”王秀斌说。

早在 7月初，一张张整治工作告知书

发到居民手中，同时，各种形式的宣传活

动营造了整治氛围，动员居民开展自查。

8月下旬起，集中整治启动，居民区及镇武

装部、社建办、区域发展办、信访办、派出

所、城管中队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出击，

打好教育疏导、综合执法、应急处置等各

环节的“组合拳”。此外，通过住宅小区综

合管理联席会议的形式，对整治中遇到的

难点统筹解决。

云帆苑是此次整治中体量最大的一

个居民区，共拆除了28处违建阁楼。“别看

地方小，这些阁楼的造价平均在两万元以

上，对普通居民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云帆苑居委党总支书记蔡卫红说，能够做

通居民的思想工作，离不开镇城管中队、

区域发展办相互配合，通过大量前期走

访、后勤配备等工作，得到了居民的理解

和支持。

明确“谁来管”和“一起管”

如何打好治理的“组合拳”？三年来，

泥城镇通过健全机制，解决了小区问题

“谁来管”的问题。

根据《上海市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浦东新区关

于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泥城镇制定了《泥城镇关于加强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细化了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任务，明确

各相关主体工作职责。

针对物业管理、老旧设施改造等小区

内的热点、难点问题，泥城镇梳理出了住

宅小区问题职责清单，明晰管理边界和问

题处置部门，明确发现渠道、处置要点、操

作路径、时间节点等工作要求。

泥城镇还成立了住宅小区综合管理

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一起管”，将镇相关

科室、城运中心、派出所、应急维修服务中

心、小区所属居委会等都纳入成员单位，

并下设办公室，完善日常工作制度，定期

开展信息通报、综合协调、考核督办等相

关工作。

在完善管理机制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的同时，泥城镇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物业健

康发展。一方面强化物业行业监管，增强

物业企业服务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宣传

引导、正反激励，提高物业费收缴率。此

外，推进物业管理专业化市场细分，建立

住宅小区保安服务单位准入机制，推动物

业保安队伍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让居

民感受到更好的服务。

聚多方合力实现自治共治

居民用水问题解决好了吗？物业的

维修效率能否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将

由物业代表、社区民警、社区城管、居民

代表、党小组长、业委会等各方代表共同

探讨、协商解决。这项在云绣苑居民区

党总支开展了 4 年多的议事制度，如今

正在全镇复制推广。除了议事制度外，

泥城各社区涌现出多种自治共治管理制

度。如在云欣苑，由 46 名热心社区公

益、群众威信高的老党员和社区骨干组

成“老娘舅”工作室，分成“维稳工作”“居

民周周谈”“欣愿手工制作”和“爱欣小能

手”四个团队，活跃在小区各项活动中；

云帆苑党总支号召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

与为民服务活动，组织成立“党群连心服

务队”，每周一至周五为居民提供量血

压、磨刀具、法律咨询等服务，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架起党群之间的“连

心桥”。

近年来，泥城镇通过小区物业管理区

域调整、开展业委会、居委会的业务培训

等，建立健全了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引导

更多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共治中。同时，

通过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政务评议

会和群众事务代理的“三会一代理”制度，

真正把群众的事交给群众自己办。

2015年起，泥城对全镇住宅小区电梯

运行情况梳理排摸，已完成电梯改造 160
台，计划在年底前共完成 232台电梯的更

新和改造工作；通过引入社会资源，免费

引进了 30 套 ETCP 车牌自动识别收费系

统，为老旧和动迁小区节省改造资金 300
多万元。下一步，泥城镇将结合动迁小区

的实际，完成小区电瓶车充电设施建设，

现已制定设计方案，预计年内开工。

昨天，历时4个月的万祥镇第22届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
本届文化艺术节围绕“活力万祥 文化乐民”的主题，共组织开展了“人文万祥”摄影比赛、“永远跟党走”诗歌诵读会、新老万祥

人歌唱大赛、市民少儿才艺赛、市民团队舞蹈大赛、市民团队小品比赛、市民团队时装秀、市民沪剧比赛等10项系列活动，在展示万
祥百姓艺术风采的同时，丰富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据了解，来自各村居、企事业单位的近500人参与艺术节演出，参演节目120个，累计吸引观众2万余人次。
闭幕式上，万宏村、新振村、新建村等7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盛依尘、蔡红、严伊慧等11人获评优秀文化工作者。
图为艺术节闭幕演出。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文 通讯员 瞿佳妮 摄

本报讯（记者 章磊）昨天，高行老集

镇“城中村”改造项目迎来一周年，一些昔

日居民回到高行居委聚会，重温邻里情。

早上 9 点不到，高行居委里的烹饪教

室已经人头攒动、热火朝天。10余位原来

老集镇的阿姨借一周年的机会，再次回来

聚会。大家分工合作，有人拌馅、有人擀

皮，准备中午“聚餐”。下午，大家一起参加

居委组织的庆重阳节活动。

今年 71 岁的黄惠仁是土生土长的高

行人，一直居住在老集镇。签约后，她搬到

了位于巨峰路利津路的弟弟家暂住。“我早

上 8点就到了，没想到老姐妹们已经忙开

了。”她说。

这次活动取名“美味相约 邻里再

聚”。高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小明说，不

少居民因老集镇改造动迁了，但大家的邻

里情谊还在，对这个地区的感情还在，所以

经常回到居委聚会。“我们的不少志愿者虽

然已经搬走了，但还是坚持回来参加巡逻

等志愿服务。”

在烹饪教室，阿姨们专门制作了当地

的一种特色点心——“巧果”。“用我们这边

的说法，这‘巧果’是小夫妻回娘家时吃的

点心，这次我们也算是回娘家了。”一名阿

姨说，“虽然搬走了，但我们还是喜欢高行、

喜欢高行居委，愿意经常回来。”

看着阿姨们一边做点心、一边聊天，

高行镇镇长王斌说：“老街坊聚在一起，体

现出相互之间的深厚情谊。凝心、凝情，

是我们高行居委长期服务居民的成果，也

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这样的邻里真

情，能够带动社区管理、服务等更好地开

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昨

天，浦东作家协会的 8名本土作家在

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汇聚一堂，他们

带着各自的新作来到周浦，拉开了“在

追梦路上”浦东作家读书讲座巡回活

动的帷幕。

当天读书讲座的主题为“抒写时

代人物，展示追梦足迹”，浦东作协副

秘书长唐根华携新作《追梦足迹》与居

民分享了他笔下那些“在追梦路上”的

感人故事。

草根英雄、本土人物……在书中，

这些时代英雄为一个梦，一路拼搏奋

斗，洒下一路汗水，留下一路足迹，演

绎一路风采。“在创作过程中，我共采

访了80余名‘追梦人’，最后精心挑选

了28名汇编成这部作品。”唐根华说，

该书主题契合“中国梦我的梦”，借此

为党的十九大献礼。

唐根华也是本次读书讲座巡回活

动的发起人。“希望能用读书讲座的形

式，与大家分享读书的快乐与书中的

精华之处。”他说。

本次读书讲座团队由浦东本土作

家宗廷沼、唐根华、池波、姚海洪等组

成。“浦东作家应该扎根于浦东的人、

事、物。”浦东作协副主席宗廷沼说，

“我们借此机会与百姓互动沟通，在宣

传作品的同时宣传浦东。”

唐根华介绍，周浦镇是浦东作家

读书讲座巡回活动的第一站，接下来

还将走进书院、泥城、惠南等，为浦东

百姓带去独特的浦东文化。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志

超 施国标）近日，浦东作家文学创作笔会

在书院镇举行，19名本土作家齐聚一堂，

分享文学创作经验。

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在原浦东新区文

学协会基础上转型成立，目前有 120名会

员。一年多来，组织开展各类学习交流活

动，为本土作家创作搭建平台。据统计，

目前协会会员已新出版了20多本书籍，作

品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

其中，姚海洪连续出版了反腐长篇小

说《风波》《风流》《风雨》，切合时代特征，

针砭时弊，长篇小说《南汇嘴传奇》四部曲

也已杀青；宗廷沼在出版了中篇小说集

《生死魔壶》后，又推出了歌颂新中国第一

代“小巷总理”的新书《凤翔一枝花》，富有

时代特征。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

席严志明说，为提高浦东本土作家的创作

热情，今后浦东作协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

学习和创作氛围，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

为浦东文坛锦上添花。

为居民构建安全舒适的宜居家园

泥城镇“四位一体”管好住宅小区

高行老集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一周年

居民“回娘家”重温邻里情

万祥镇第22届文化艺术节落幕

浦东人讲述浦东故事
浦东作家读书讲座巡回活动启动

浦东本土作家
举行创作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