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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4 一次办妥，
听你的

记者陪办 4 个小时解除老人心病

因信息不匹配 76 岁老人的社保卡不能用 奔波 1 年多的事情如今终于有了眉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文图

顺利拿到证明材料和审批表后，
老人笑了。

社保卡拿到手一年了，却连激活都没激活，等于拿了张“废卡”在
手，这成了困扰李金香老人的一块儿“心病”。
“我 76 岁了，就怕有个病
社保卡不能用就等于享受不到医保待遇，整天提心吊胆，就怕生个病开
销大，拖累了家里！
”老人说。
原来，李金香 2017 年 7 月拿到的社保卡不能用，是因卡的登记信
息与工作单位的档案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社保卡待遇身份和参保身
份不一致。这问题咋解决？得让老人证明“我是我”！
谁来证明，咋证明？李金香的儿子李义彬和侄子李占胜在用人单
位、郑煤集团、新密来集派出所、郑州市公安局西街派出所、社保部门来
回折腾了 1 年多，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越办越糊涂。
“哪条路走到头都发
现是死路，我们感觉无路可走了！
”李义彬说。

社保卡到手却不能用
老人被急哭
“社保卡不能用，老父亲急得直哭，
成了老人的心病！我们啥法子都想了
也用了，但就是解决不了，请大河报的
记者帮帮我们吧！”8 月 8 日下午，李义
彬带着 76 岁的老父亲李金香来到大河

报社求助。
据记者了解，李金香社保卡不能使
用，关键问题出在 2007 年老人办理的
二代身份证上。根据李家人出示的相
关资料显示，老人的一代身份证名字为
“李金香”，出生年月为 1942 年 12 月 6
日，而 2007 年办理的二代身份证上，名
字中的“香”变成了同音不同字的“相”，

漯河供电：新增配变助力精准扶贫
8 月 6 日，漯河供电公司施工人员
冒高温为扶贫共建村——古同村新建
200 千伏安变压器一台，以提升该村经
济发展动力，
助力贫困户稳定脱贫。
漯河市召陵区老窝镇古同村是漯河
供电定点扶贫共建村，自公司派驻该村
第一书记入村工作以来，漯河供电公司
严格按上级有关要求，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做好古同村脱贫攻坚工
作，落实扶贫项目等具体方案和措施。
着力改善该村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特色
项目，提升贫困户经济发展动力。投入
资金 7 万余元，
安装更换路灯九十多盏，

安放垃圾箱十多个，解决了该村村民夜
间出行难问题，
提升了该村的村容村貌。
漯河供电积极推进古同村绿色产
业扶贫基地建设。古同村绿色产业扶
贫基地主要以绿色种植养殖为一体，建
成后将吸收贫困人口就业 15 人，年人
均收入增加 3000 元以上，实现贫困户
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截至目前，该基地项目已完成垂
钓、养殖工程、蔬菜种植建设工作。工
程全部完成后，将直接增加古同村集体
经济收入 5 万元以上，大大提升古同村
经济发展动力。
（魏建北）

而出生日期也从 1942 年变成了 1946 身份后，向户籍工作人员叙述了李金香
年。相应的，一、二代身份证号码也存
的遭遇，李义彬表示他们此次前来，就
在年份编码的不同。
是想拿到派出所开具的
“同一人”
证明。
“我之前在新密裴沟矿当工人，现
李义彬拿出了父亲的二代身份证、
在裴沟矿已属于杨河煤业有限公司，人
退休证、户籍证明等材料，李占胜拿出
事档案里的登记信息和一代身份证信
了在郑煤集团拍下的登记档案信息和
息完全相符。”李金香老人告诉记者， 一代身份证信息。经过仔细比对，派出
2017 年 7 月他拿到社保卡后就想将卡
所的工作人员表示，2007 年在老人办
激活使用，但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
理二代身份证前，公安系统内录入的户
他，由于他的社保卡信息与二代身份证
籍信息中，老人的姓名和出生年月信息
相匹配，但与用人单位的档案信息不相
都已出现了变动。
“2005 年才开始推行
匹配，
造成社保卡无法正常使用。
办理二代身份证，而老人之前的户籍是
李义彬称自己在山西大同定居，父
在新密来集派出所，我们西街派出所成
亲去年发现社保卡不能用后就给他打
立晚，现在查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因为
电话，让他回郑州解决此事。
“老人说卡
什么原因发生了信息变动。”工作人员
一日不能用，他一日就放心不下，连个
表示。
病都不敢生。但我和我兄弟折腾了 1
“老先生，你办二代证时都没发现
年也没办成。每次办不成，我爸就扯着
信息误差这么大吗？”该工作人员问。
我不让我走，老人觉得憋屈，忍不住会 “唉！那时就想有个证就行了，没想到
在我面前抹眼泪，让我很是心疼……” 信息错了会出这么大的麻烦！”李金香
李义彬告诉记者，老父亲目前要解决的
后悔地道。
问题就是证明“我是我”。他和父亲的
随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新密来集
侄子李占胜在用人单位、郑煤集团、新
派出所，在电话中先进行了相关的信息
密来集派出所、郑州市公安局西街派出
核对，又吩咐李义彬去来集派出所拿
所、社保部门来回折腾。
“派出所和用人 “居民身份证编号顺序码登记表”。
“要
单位都不给开同一人证明，郑煤集团也
根据编码本查询，确定目前这个 1946
不给开个人权益记录变更审批表，我们
年的李金相曾使用过 1942 年的李金香
如今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李义彬说。
的户籍信息，所以需要来集派出所先出
随后，记者与李义彬约定，8 月 9 日
具一个与原件一致的证明。”该工作人
陪同李义彬父亲办理此事。
员表示。半小时后，居民身份证编号顺
序码登记表便从来集派出所拿到，在
1942 年 12 月 6 日 出 生 身 份 编 号 为
出生年份误差大，
“153”的登记表中，记者找到了李金香
需派出所出具
“同一人”证明
的名字。将此登记表拿到西街派出所
8 月 9 日早上 9 时，记者和李金香
后，中午 11 时许，李金香便拿到了“同
及其亲属一行来到郑煤集团社会保险
一人”
证明材料。
服务大厅。据医保窗口的一位工作人
下午 2 时许，记者一行再次来到郑
员介绍，由于郑煤集团职工医疗保险管
煤集团社会保险服务大厅，李义彬将
理系统中登记信息和二代身份证的误 “同一人”证明材料递交给医保窗口的
差太大，导致窗口无法向李金香开具个
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仅用了几分钟
人权益记录变更审批表。
“ 我们曾遇到
时间，便开具出了加盖有郑煤集团医疗
过登记姓名同音不同字的情况，这个好
保险中心公章的“个人权益记录变更审
处理，核对其他信息就能给开具个人权
批表”。
“拿着这个表直接到市社保局最
益记录变更审批表，拿着这个表，个人
近的分局就可以办理信息变更了，另
就能直接去市社保局申请相应的信息
外，老先生的养老登记信息也得赶紧更
变更。”该工作人员称，
“ 通过现有的材
改！否则再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养老金
料比对，我们不能确认李金香和李金相
领取会受到影响。”医保窗口的工作人
是同一人。说句不好听的，我现在给你
员贴心提醒道。
这个身份证上写着 1946 年出生的李金
拿到派出所出具的“同一人”证明
相开了审批表，回头人家 1942 年的李
材料和“个人权益记录变更审批表”后，
金香若是找来了，我们怎么办？出生年
李金香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终于露出
份相差 4 年，属于重大误差，需要李金
了笑容，他连连向记者道谢：
“拿到这两
香老人到户籍所在的派出所出具‘同一
份材料，剩下的流程我们就能自己办
人’
证明。
”
了，太感谢大河报的记者了，让我忧心
后经解释，李金香一行才弄明白， 一年的烦心事儿，你陪着一天就给解决
因卡的登记信息与工作单位的档案信
了！”
息不匹配，意味着社保待遇身份和参保
身份也不匹配。
“社保强调劳动者必须履行社保义
务，缴纳社保费后才能获得享受社保待
遇和权利，从目前的档案资料上看，履
行缴纳社保费的是李金香，但现在享受
待遇的人却成了李金相，这才是社保卡
不能用的关键所在！”
记者说。
“哦！这么一解释我就彻底明白
了！原来人家不是在刁难咱。”李金香
道。

记者陪办，
1 小时拿到证明材料
上午 10 时许，记者一行来到位于
新密的郑州市公安局西街派出所，李金
香的户口所在地。在户籍室，记者亮明

76 岁的老人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
来到郑煤集团社保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