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通过梳理这些侵害老年人权
益的典型案例， 朝阳法院法官提
醒， 老年人选择养老服务要把握
“三关”， 避免踩 “坑”。

资质关 无论是养老 、 旅
游、 理财还是提供其他服务的公
司、 机构， 都应具有相应行业资
质。 在选择服务之前， 可以要求
公司出示营业执照、 资质证明，
核实经营范围涵盖的业务内容和
资质信息、 注册资本等情况。

信誉关 伴随网络资讯发
展， 不良商家负面信息将无处遁
形 。 在选择提供服务的公司之
前， 可以在行业公示类网站、 消
费者权益保护类网站、 大众口碑
类网站查询公司的信誉、 商誉和
市场评价等情况。 还可以上中国
裁判文书网查询该公司是否存在
欺诈客户等相关诉讼纠纷。

合同关 目前商家大部分提
供的都是格式合同。 法律规定 ，
格式合同可以增加补充条款 。
应该要求商家的工作人员将口头
承诺的各项优惠条件都在合同中
以补充条款的方式明确体现出
来， 以便在纠纷发生时有约定可
依，最大化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养老服务不规范 养老变“伤老”■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绿茶 、 黄茶等较为鲜嫩的
茶 ， 不能用100℃的沸水冲泡 ，
这样泡出的茶汤黄浊 、 滋味较
苦， 其中所含的维生素也会被大
量破坏， 建议使用80℃左右的水
泡茶； 各种花茶、 红茶、 乌龙茶
和黑茶则要用100℃的沸水冲泡，
因为低温的水渗透性不够， 茶中
有效成分浸出较少， 茶味也难以
挥发， 显得香气淡薄。

研究显示，吸烟人群有67.3%
打呼噜，从不吸烟者有52.4%打呼
噜。 连吸二手烟都逃不过打鼾的
危害。 吸烟会增加鼾症主要有3
点原因：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 长
期睡眠质量低， 可能会导致打呼
噜等问题； 吸烟影响觉醒， 一般
人在憋气时就会马上醒来， 但尼
古丁会让打鼾者难以清醒； 吸烟
导致上呼吸道炎症， 易发生上呼
吸道塌陷和阻塞性呼吸暂停。

4种饮食习惯加重疲劳

总感觉疲乏无力， 可能是没
吃对。 甜食， 甜食会快速升高血
糖，导致困倦；吃得太油腻，会导
致小肠分泌的胆囊收缩素增加，
而胆囊收缩素能够促进睡意；主
食吃太少，大脑、神经缺乏充足的
能量，就会让人容易疲劳；不吃红
肉，很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会感
觉疲劳乏力、 没有精神。

老母鸡煲汤香味更浓

泡杯好茶 水温是关键

通常人们说的老母鸡是散养
的产蛋鸡， 鸡龄较长， 食物以青
菜、 草籽、 杂粮为主。 由于运动
较多、生长年头较长，这种鸡大多
肉质“精干”，但纤维也比较粗，需
要长时间加热， 用来煲汤味道会
更加纯香。 建议做汤时放一些山
药、 枸杞、 红枣、 茶树菇等， 提
鲜增味的同时滋补效果更佳。

为全面提升公园、 广场环
境秩序综合执法保障能力， 进
一步营造文明游园秩序。 近日，
针对公园、 广场内不文明行为
及环境秩序问题， 房山区城管
执法部门集中开展了专项整治
行动。

房山区拱辰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以府前广场、 昊天广场
为重点， 采取 “强盯守、 严打
击 ” 的方式 ， 加强晚间盯守 ，
对占道经营、 非法小广告、 露

天烧烤、 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等
问题实行严密管控。 同时， 加
强与园林、 公园管理处等部门
的沟通协调， 及时纠正、 制止
公园、 广场内踏青毁绿、 攀折
花枝、 私挖野菜等不文明行为。
期间， 共开展整治行动3次， 清
理公园周边垃圾、 小广告、 堆
物堆料10余处， 规范养犬5起，
取缔无照摊群2处。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与房山
区园林绿化局、 滨河森林公园

管理处组成执法检查组来到长
阳公园， 开展文明游园专项执
法检查工作。 对现场发现的不
文明游园行为及时劝阻， 对拒
不改正的依法进行处罚。

执法人员还运用科技手段，
通过在线直播 “云培训” 的方
式开展同步执法教学， 不同岗
位城管执法人员共同在线观看，
更直观生动地学习了解相关法
律法规和执法流程 。 接下来 ，
区城管执法局将进一步完善

“云培训” 模式， 将所学转化为
实践 ， 提高 执 法 人 员 综 合 素
质 ， 夯 实 业 务 知 识 、 提升执
法水平。

与此同时， 房山区城管执
法部门还以 “文明游园” 为主
题， 普及露天烧烤、 疫情防控、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引导群众
文明赏花、 爱护绿地、 有序游
园， 抵制无照经营， 共同维护
文明有序、 安全健康的公园环
境秩序。 （李安琦）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执法+云培训” 开展文明游园专项检查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法官提醒您把握“三关”

吸二手烟可能诱发打鼾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与
日俱增， 近年来， 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 “养老服务” “健康养老”
等名义， 以 “高利息、 高回报” 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 吸收
老年人资金， 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 存在重大
风险隐患。 重阳节之际， 朝阳法院法官梳理了最近几年侵害老年
人权益的典型案例， 提醒老年人及家属防范那些隐藏的陷阱， 避
免养老变 “坑老” “伤老”。

谨谨防防养养老老变变 老老坑坑

案例 ： 2020年 10月 29日下
午， 王某在养老院如厕时不慎摔
倒在地， 随后被送至医院治疗。
后经鉴定， 王某伤致左股骨粗隆
间骨折伴构成七级伤残， 王某将
养老院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
为， 王某与养老院签订 《养老机
构服务合同》， 养老院应按合同
约定为王某提供服务， 合同约定
对王某护理等级为专护。 但合同
中未明确约定提供专护的具体服
务内容 。 根据养老院登记表记
载， 养老院明知王某入住时身体
状况， 如厕需要帮助。 现养老院
护理不当导致王某摔倒， 应承担
民事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养老
院承担60%的责任并赔偿王某相
关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 残
疾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等。

法官说法： 《养老机构管理
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 养老机构
应建立老年人健康状况入院评估
制度。 但在实践中， 养老机构提
供的格式文本合同中普遍缺乏针
对老年人个体差异情况的入院评
估，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针
对性的服务内容。 这也导致养老
院是否应该提供如喂饭、 协助运
动、 夜间看护、 配药等具体服务
没有在合同中明确加以约定。

在此提醒老年人及家属， 选
择养老机构之前一定充分了解养
老机构相关资质、 软硬件水平、
市场口碑。 如果有必要， 还要根
据老年人特殊的身体情况， 把要
求养老院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作
为补充条款添加到格式合同当
中。

■轻信保健品 “伤财”又“伤身”■
案例： 2019年2月 ， 柳某因

身体不适到医院就诊， 被诊断为
高血压、 糖尿病、 肾功能不全及
其他老年慢性病待查。 吴某得知
后给柳某介绍了自己代理的保健
品并承诺一个周期就能见效 。
2019年5月， 柳某自觉病情加重，
送医后诊断为尿毒症、 心功能不
全、 肺水肿、 肺部感染、 呼吸衰
竭、 代谢性脑病、 低钠血症， 并
入院治疗 。 柳某将吴某诉至法
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吴某在明
知产品不具有药理作用的情况下
仍向柳某作虚假宣传， 致使柳某
误信后购买产品， 最终判决吴某
按三倍数额向柳某赔偿。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
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

在日常生活中， 老年人因可
能存在一些基础性疾病， 往往更
为关注自身健康， 这也给不良商
家和个人提供了牟利渠道。 一些
保健品打着 “有病治病、 无病健
身” 的旗号， 打亲情牌， 刻意营
造 “健康焦虑”， 以高出成本十
几倍、 几十倍的价格售卖给没有
消费需求的老年人。 最终不仅不
能治病， 反而贻误老年人治疗最
佳时机。

在此提醒老年人及家属， 不
要盲目跟风购买保健品， 也不要
轻信保健品能治病的夸大宣传。
如果购买保健品， 一定要特别注
意产品批准文号信息和主要功
效， 并且不能影响老年人对自身
基础疾病的正常诊疗。

■花式旅游陷阱多多 游遍世界变“空中楼阁”■
案例 ： 2020年9月 ， 黄某 、

张某夫妻二人支付20万元后， 与
旅 游 公 司 签 订 《购 买 协 议 》 ，
《协议》 载明： “您买的是永久
性五星级豪华度假住所， 在全世
界可以任何时候去您想去的地
方， 直到永远。” 后黄某、 张某
将旅游公司诉至法院， 表示二人
受旅游公司工作人员邀请听讲
座， 被工作人员在封闭环境内进
行高强度密度宣传， 耗时4个小
时， 在此情况下二人签订协议并
刷卡。 二人经网上查询该公司信
息 ， 发现协议内容与宣传不一
致， 要求解除合同并全额退款。
根据法院核实， 旅游公司实际仅
在冈比亚和巴厘岛各拥有一家度
假村。 因旅游公司未对合同条款
进行合理说明和解释， 致使购买
人将度假产品误认为一般旅游度
假产品， 现购买人在法定期限内
请求撤销上述合同， 法院依法准
许。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 第九条规定， 旅游者
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
务的真实情况。 一些新型旅游产
品采用预付高额费用的方式， 在
售卖时承诺让退休老人终身享
受、 自由选择、 游历各地。 在司
法实践中， 发现这些产品可能存
在一些隐藏的消费陷阱。 比如当
老年人准备出行时设置了复杂的
权益交换流程， 设置了不合理的
较长提前预定时间限制， 不断推
销提升等级增加额外消费支出
等。 而且， 这些旅游产品往往一
次性收取较高费用。 老年人一旦
身体有恙， 出行不便， 提前预付
的高额费用便无法退还。

在此提醒老年人， 在购买新
型旅游产品一次性预付高额费用
之前， 一定仔细阅读合同， 并充
分考虑自身身体条件。 还要明确
约定享有解除合同权利和退还预
付费用的办法。

法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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