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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月就退休了，为啥一直
领不到养老金？”12月 20日，市民杨
先生向本报热线反映遇到的烦心
事，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据杨先生讲，今年 3月 16日，他
到了退休年龄，按照相关要求办理
了退休手续。当时，负责代办该厂
养老保险的山西海浦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他，3至 6个
月后就能领到养老金。然而，一直
到现在，未见到养老金的“踪影”。
其间，工作人员称，因他的社保卡未
激活，所以没法发放，杨先生赶紧激
活了社保卡，后来又说，由于他的养
老保险缴存基数高，需要进行核对，
让他再耐心等待。9个月了，到底是
什么原因使他领不上退休金？

12月 20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万柏林区南屯苑的山西海浦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现场工作人员查
询后称，杨先生的养老保险缴存基数
现已通过审核。没有领到养老金的
原因是，他没按要求及时提供《退休
人员信息核对表》中社区的相关证明
材料，导致没有通过社保机构的审
核。

记者现场拨通了杨先生的电
话，他称自己已经卖掉了太原的房
子，搬到西安居住，无法提供原先所

在社区的相关证明。为此，山西海
浦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安疫情比较
严重，杨先生可以通过寄递或代办
的方式，将盖有所在社区公章的《退
休人员信息核对表》或社区出具的
证明材料送到公司。公司的代办人
员会把杨先生与其他退休人员的资
料统一送到社保机构。等社保机构
审核通过后，明年 1月 15日，他就可
以领到养老金了，之前未发放的养
老金也会补发到位。

市社保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市
民，领取养老金前要先办理退休手

续，单位的人事部门或代办机构需携
带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社保卡复印
件、《退休人员信息核对表》等资料，
到社保机构进行申报审核，审核通过
才算正式退休。接着要进行养老保
险缴存基数核定。核定完成后，退休
人员才能领取养老金。此外，社保卡
有社保账户和银行账户两个账户，要
记得激活它的金融功能，才能正常领
取养老金。领取养老金后，退休人员
每年还需要进行资格认证。

记者 周利芳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郭望）12月 20
日，家住纺织苑东一条的低保户李先生，在办理低
保的关键时刻，发现自己的户口本和残疾证都丢
了，急忙向纺织苑东社区求助。随后，在社区和辖
区派出所帮助下，及时为李先生补办了户口本和
残疾证。

发现相关证件丢失，李先生非常着急，他正在
申请 2022年最低生活保障金，这些都是必备证件。

“我是残疾人，独自生活，无依无靠，就靠低保金生
活，这可让我怎么办呀？我一般也不出门，更不知
道怎么补。”12月20日，李先生打电话向纺织苑东社
区哭诉。为了不影响李先生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申
领，社区干部立即与和平南路派出所取得联系，说
明情况，请求帮助补办户口本。同时，社区网格员
同步帮助李汝浩补办残疾证。

当天发现问题，当天问题解决。在相关部门
人员的大力配合下，李先生的残疾证和户口本均
完成快速补办，未耽误低保金申请，他激动地向社
区干部、派出所民警及其他相关人员表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周媛）12 月
20 日，广南街华润悦府小区 7 号楼业主王先生向
长兴北街社区反映，楼下酒吧噪音太大，吵得母
亲不能睡觉，希望社区出面协调。社区网格员杨
旭晶前往协调，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据王先生反映，这个酒吧开在居民楼下面，每
晚声音开得很大，家中老母亲年纪大了，本来就受
不了吵闹，酒吧长时间产生夜间噪音，老人们无法
休息。楼上其他住户和院内邻居都提出，能早点结
束营业，不要通宵打麻将、更不要放高音量音乐。

接到反映，社区委托网格员杨旭晶前往现场
调查处理。杨旭晶赶到现场后发现，在酒吧外
面，就能听到音乐音量很高，随即找到酒吧负责
人，要求其先将音乐暂停，并向对方反馈了居民
的意见，双方就此事进行了沟通。在杨旭晶摆事
实讲道理的劝导下，酒吧负责人表示愿意配合，
承诺今后把营业时间调整到 11时以前，并且降低
音乐分贝，尤其酒吧夜班负责人在营业时注意控
制音量和关门时间。并且与王先生互加了微信，
表示有事随时沟通。昨日，王先生向社区反馈，
酒吧未出现超时营业和噪音扰民现象。

本报讯（记者 李晓琳 霍铮）为进一步发挥
市消协律师团的作用，为消费者提供切实帮助，12
月 23日上午 9时至 11时，律师值班公益咨询活动
将如期举行，屇时还将从 10时起开通网上直播。

本次周四值班的是山西启合律师事务所陆冠
南律师，她在诉讼、非诉讼领域均具有丰富的执业
经验，尤其擅长知识产权业务、民商事合同纠纷、
公司股权纠纷业务等，如有消费需求可前往位于
高新区长治路 260号的市消协办公室与律师“面对
面”现场咨询，也可拨打 0351-7029315或进入消协
官方“抖音直播间”参与互动，公益律师咨询欢迎
消费者积极关注。

平时，可以通过太原市消协微信公众号
（tysxx315）、网站（www.ty315.org）、微博（新浪微博
——太原消协）和邮箱（tyxx315@163.com）等渠道
留言求助。

本报讯（记者 霍铮）12 月 20 日万柏
林区信访局消息，东社街道积极探索化解
征地拆迁领域信访积案新机制，按照“一案
一策一专班”的工作思路包案推进，化解了
一件历时 3年多的信访积案。

东社街道辖区郭某信访事项形成时间
较久、情况复杂、影响面大，是东社街道近
年来征地拆迁领域少有的“钉子案”“骨头

案”之一。郭某反映，2018 年 9 月，当地街
道办事处主任及村委会主任在未与其签订
协议、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带人强占其
口粮地，要求依法归还，并给予合理经济补
偿。近两年，郭某频繁到省进京走访，此案
成为上级交办的重点案件。

东社街道强化措施，按照“一案一策一
专班”的工作思路包案推进，成立工作专班，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区委书记约见信
访人，认真倾听诉求。街道主要领导定期与
区级包案领导汇报案件化解进展，研究化解
办法。区信访部门时刻关注案件化解进度，
询问化解难点，并为案件的最终化解提供政
策支持。同时，街道主要领导与信访人“一
周一见面”高频次沟通，深入交谈，坦诚交
流，帮助信访人梳理诉求，厘清症结，最终做

通信访人的思想工作，让其明白，此次征地
修路是公益性项目，是为了加快当地产业示
范区的建设工作，是为了完善周边交通路
网，是惠及周边居民的好事大事。化解工作
以政策宣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通过不断沟
通，郭某最终从发展的角度真正理解和认可
了政府征地，并就化解方案达成一致，签订
息诉罢访保证书，一件信访积案就此化解。

本报讯（记者 郭晓华 通讯
员 王超）老伴得了脑梗不能言语，不
知道银行卡密码取不出钱；结婚证早
已丢失，底簿信息还不相符，一系列困
难下，崔大娘求助社区。社区积极与
银行协调，并找来崔大娘的邻居，出具
了“四邻证明”和“事实性婚姻证明”，
终于帮崔大娘取到了钱。12月 20日，
崔大娘拿着锦旗来到社区，向社区工
作人员表达深深的谢意。

年近七旬的崔大娘，家住星火小
区 5号楼。前不久，她拿着老伴的银行

卡去浦发银行取钱。因为老伴得了脑
梗不能言语，所以她不知道密码，取钱
时工作人员让她提供夫妻关系证明。
崔大娘的结婚证早就丢失了，根本无
法提供。眼看着数万元的存款取不
出，老人心急如焚，无奈之下来到北大
街东社区求助。刘文玉是今年新上任
的社区主任，听崔大娘讲述了经过后，
提议她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试着查查
结婚证的底簿。崔大娘在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拿到了结婚证底簿。不过，新
问题又出现了，结婚证上的名字因为

历史原因与现在的姓名不符。
为了帮助崔大娘取到存款，刘文

玉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走访崔大娘的邻
居，并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为崔大娘
准备了“四邻证明”。之后，刘文玉又
与银行相关负责人联系，希望共同寻
找解决办法，帮助崔大娘把钱取出
来。最终，在银行工作人员和崔大娘
以及热心居民的见证下，社区出具了

“事实性婚姻证明”和“四邻证明”，银
行顺利为其办理了取款手续，令崔大
娘感激不已。

气温降低，喜爱运动的人们减少
了户外活动，将活动场地转向室内。
记者走访发现，打保龄球、室内篮球等
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选择。

12 月 17 日上午，在朝阳街同至人
购物中心一家保龄球俱乐部，市民张
先生正兴致勃勃地和朋友打保龄球。
他说：“我是个户外骑行爱好者，现在
天冷了，户外运动不适合。朋友带我
来打保龄球，我立马就喜欢上了。”
保龄球爱好者王先生退休后每周都会
打球，他说：“以前打保龄球属于高消
费运动，现在这项运动越来越亲民，打
一局才花 10块钱，价格划算，运动时间
还长。现在到室内活动的人多了，还

得排队。”“市民的健身意识越来越强，
对体育运动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该
保龄球俱乐部负责人郭健宇说，今年
11 月，到馆内参加运动的人数比上个
月增加了近一倍。

走访中，记者发现，室内篮球运动
也获得孩子们的青睐。12 月 18 日上
午，在平阳路一家篮球馆内，灯光通
明，近 20 名篮球爱好者正分组进行着
运球、传球、投篮等训练。工作人员介
绍说，球馆被划分为成人区与少儿区，
开设了少儿篮球、青少年篮球、精英篮
球课程，在不同时段进行授课和训
练。这样既能避免大人与孩子抢球场
的尴尬现象，又能满足不同爱好者的

需求。仅开业一个月就吸引了 50多名
小学生成为会员。

篮球馆内，正在休息的八一小学
平阳路校区的五年级学生张泽宇，一
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说：“我是学校篮
球队的，每个周末都和同学们打球。
天冷后，我们从室外篮球场转到了室
内篮球馆，这里环境好，还有专业教练
教，打得很过瘾。”市民陶女士说，她的
儿子以前偏食、饭量小，一到人多的地
方就胆怯。参加室内少儿篮球课程
后，不管天气多冷，孩子都坚持来训
练，饭量明显增多，也变得爱说爱笑
了。

记者 周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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