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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
你可能买了个假会员
交 3 万元
“会费”
，
加盟成
为“金牌会员”便能得到股票
交易的内部信息……日前，
江苏泰州破获一起“会员诈
骗案”，167 名老年“会员”被
骗 1000 余万元。
中老年人很相信组织，
有些人在退休后加入各种
“协会”，有人甚至身背数十
个“会员”身份。可在行家看
来，有些“入会”
“ 金牌会员”
等明显是骗人的把戏。

推荐了一只股票，
黄先生买进
后，还真的赚钱了。后来，对
方又透露，
黄先生的会员档次
不够高，只有成为高级别会
员，才能稳赚。就这样，黄先
生又先后 4 次汇款 12 万元充
值会员费，可结果却是一直
亏。直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黄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山东聊城 64 岁的苏应
军是名书法爱好者，近几年
来，他通过缴纳会费的形式
成为“国际中华文化艺术协
案例 光会员费就交了 15 万
会”等十几家协会的会员、理
“填申请表交
62 岁的黄先生便是泰州 事或是副会长，
“会员诈骗案”的一名受害 会员费就能收到一本会员证
者。退休后，黄先生在家钻 了，会费少则数百元，多则数
研炒股，但总是不得要领。 千元”。苏应军说，有的协会
两年前，他接到一个陌生电 不定期地举办书法、旅游等
话，对方自称是“上海东方财 活动，但参加活动费用也不
富公司”业务经理，专为股民 少，
“这些年参加活动前前后
提供股市“内部信息”。听对 后花了好几万”
。
方分析得有板有眼，行情也
说法 正规入会要走程序
对路，黄先生便信了，给对方
打了 3 万元
“会费”
，
加盟成为
“这种盈利性质的协会
“金牌会员”
。
肯定是骗人的。”长沙市书法
几天后，对方打来电话， 家协会副主席李砺说，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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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协会为例，会员入会有正 对照 总交钱多是买了假会员
规程序，在提交申请表后，经
如何识别自己是不是花
过主席团的会议审查通过，
钱买了个假会员？国家行政
才能由秘书处颁发会员证。
每一位会员每年能定时参加 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
书法交流、学习讲座、书法评 任马庆钰支招说，最明显的
特点是，
“ 协会”会隔三岔五
比、
书法展览等活动。
来催缴各种费用。
一些协会的入会程序更
“成为我们协会的会员
为严谨。陕西省美术家协会
后，
只收取统一的会员费
600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申请入
元，
且为终身会费，
不重复收
会者必须符合一些条件，如
”
李砺说。
本人美术作品曾参加一次以 取。
为便于征集和更有效地
上中国美协举办的大型美展
使用会费，
陕西省美术家协
及本会举办的综合性美展三
会还设立了
《协会会员会费
次以上；本人从事美术史论
及管理办法》
，并每年度按时
研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并
公
布
协
会
的
财务预决算报
有著作出版；本人从事美术
表，
做到公开透明。
理论研究、美术编辑、美术教
在多位协会负责人和专
育等，
“交钱就能当会员的肯
家的分析下，
记者梳理出了
定有猫腻”
。
的对照特征——
记者从多地老龄部门打 “假会员”
多次缴纳“会费”却没有
听到，诸如老体协、心理协会
等都有固定、正规的办公场 活动；
地，一般挂靠在政府部门下
频繁要求参加付费活动；
面，不会通过短信、电话或者
要求拉新会员入会，甚
信函等邀请入会，都需要自 至给予奖励和提成。
（本报记
己填表进行申请登记。
者陈坤）

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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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出政策解决养老金
“倒挂”
现象
本报讯 在同一企业工
作，职位一样，参保缴费的工
资、
年限都一样，
10 年前退休
的职工养老金水平要比 10
年后退休的高出一大截来。
这一现象，在养老保险领域
被称之为
“倒挂”
现象。
造成倒挂现象的原因很
多，其中多年来持续不断地
提升养老金水平也是个因
素，尤其是 2006 年之后的那
几年，每年的普调幅度都是

广东省人社厅日前透
露，该厅日前推出了针对倒
挂问题的解决方案。新近方
案重点解决 2012 年 7 月 1 日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退
休，首次按月领取养老金的
省直退休人员。这 4 年时间
段内退休的省直人员，将通
过加发基本养老金的方式来
解决倒挂现象。
根据广东省人社厅制定
的加发办法，出现养老金“倒

挂”现象的退休人员，其能领
取到的加发金额由加发基数
乘以加发系数得出。其中加
发基数按退休人员的缴费年
限、首次领取待遇社保年度
分档确定；加发系数按退休
人员的缴费年限分档确定。
而在此前，广东省省会
广州已多次出台政策，解决
了 2006 年至 2016 年企业新
增退休人员养老金倒挂的问
题。
（文/王道斌 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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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里装的是
满满亲情
适量吃红肉助长寿
本报讯 一项涉及 21 万人
的研究发现，
食用适量红肉，
不
仅有助长寿，
还可降低心血管疾
病风险。之前有说法称，
吃红肉
越多的人，
癌症的发病率越高。
但对于未加工的红肉而言，
适量
食用（每周 500 克以内，为去掉
骨头、
皮和肥肉之后的量）并不
会致癌。有人担心吃红肉会导
致脂肪摄入过多。其实，
红肉脂
肪含量并不算太高，
例如100克
瘦牛肉中脂肪含量为 2.3 克，
而
100克的鸡胸脯肉中，
脂肪含量
为5克。
（文/范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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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风道骨
“铜掌柜”
在广州西关恩宁路上，有一家
不到 4 平方米的铜器铺，总有许多
游客驻足参观，
成了独特的
“景点”
。
店主苏广伟今年 69 岁，初次见
面，大部分人都会被他仙风道骨的
神采所吸引。苏广伟 20 岁时，进
入一家机械厂从事铸铜。1998 年，
为了不荒废一身打铜手艺，他决定
在自家老档口开铜器店。当时，整
条恩宁路上只有他一个人打铜。
打铜是急不来的，仅一个壶盖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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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打 8000 多次。
后来老城改造，很多人由此听
说有个打铜的，
觉得很稀奇，
“媒体、
学生都跑来跟我聊天”
。一传十，
十
传百，
连央视都来采访他。从那后，
不时有街坊跑去问“可不可以做个
盆”；有回国的华侨问，能不能做个
煲药的铜镬；日本料理餐厅派人来
说 ，店 里 的 铜 器 烂 了 是 否 能 修 补
……苏广伟说，手艺人就是要永不
放弃。
（文/钟丽婷 图/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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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一下

在 10%左右。这意味着当时
退休的职工，每年都可以多
获得 10%左右的养老金，逐
年累计下来，其养老金水平
也就水涨船高了。但对后期
退休的职工而言，虽然大家
的缴费工资、年限甚至职位
都一模一样，但核算退休金
标准时，少了前几年每年提
升的 5%~10%部分（后期几
年都是每年上浮 5%-8%），
领
的养老金自然就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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