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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社保卡给家人买药影响投保
近日东兴社区的居民冯女士来电说，
她的父母岁数大了，在买药上面的花销就
比较多，而她还年轻平时很少生病，
就用自
己的职工医保卡给父母买了一些治疗高血
压、糖尿病类的药。最近她想给自己买一
份商业保险时，
发现对方询问既往病症时，
才想起来自己用社保卡为家人买过药、就
诊过。那么，用自己的社保卡给家人买
药、挂号看病，对买商业保险有影响吗？
记者从市社会保险服务局了解到，替
人购药、挂号看病的现象几乎都是来自职
工医保卡。按照政策要求，自己的社保卡
必须自己使用，可是从情理上来讲，使用
社保卡里的个人账户在定点药店为家人
购药不太限制，但坚决不允许冒用社保卡
为家人就诊和顶替住院，结算报销住院费
用。
据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社保卡

只要使用，个人所有的就医和购药情况都
会被一一记录。换个角度理解，也就是说
别人用你的社保卡买药，就相当于你自己
买药，别人用你的社保卡看病，就相当于
你本人看病，这很可能会影响投保和最后
的理赔结果，
具体情况分以下两种。
情况一：帮父母在药店买过药
这种情况比较简单，如果仅仅是在药
房给父母买过药，是不用过分担心的，因
为医疗卡本身里面就有余额，属于自己的
那部分资金，所以不会影响我们购买保险
和理赔。不过本着诚信的原则，仍然建议
大家不要这样操作。
情况二：父母借医保卡就诊、
住院
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因为医保卡是
一人一卡、专卡专用的。卡上承载着本人
的身份证信息、姓名、性别、医保账户资金
的拨付和消费情况等，每一次使用医保卡

门诊、住院等诊疗记录都会记录在医保卡
上，视为本人的病史档案，这种情况会直
接导致拒保和拒赔风险。如果你正准备
投保，建议你做好如实告知，很可能有的
保险公司需要你进行体检，或者有的保险
公司就直接拒保了。
已购买的保险在理赔时可能会被拒
赔：保险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投保人
就被保险人的有关状况如实告知，在告知
时认为自己是健康的，但是曾将医保卡借
给别人使用，借用人在医院看病和用药的
记录视为本人的诊疗情况，一旦出险，如
果保险公司查到就医记录，这些已经产生
的记录都会当作既往病史且未如实告知，
这样会对理赔造成影响。记者 建文

昙花一现

居民信箱
常说昙花一现，所以见过昙花
开放的人并不多。昨日，西台社区
辖区居民李女士家的昙花开了，这
让她惊喜不已。她说，她家养这盆
昙花已经 6 年了，之前有好几株都开
过花，遗憾的是每次昙花开放都是
在夜间，等到天亮时看到的只是凋
谢的花苞，因始终看不到昙花的盛
开，多少心存遗憾。昨天早上 7 点
钟，她在给花浇水时突然看到了怒
放的昙花，她赶紧拿起手机捕捉这
美丽的瞬间，还没拍完昙花就慢慢
凋谢了，前后也就 10 分钟。她把照
片发给了晚报《社区周报》的记者，
希望更多的市民能一饱眼福，分享
她的快乐。
微友 雪儿 摄

消失的汇款单
消失的
汇款单

终回主人手中
6 月 12 日中午，家住中南关 33 号团结社区居
民王兴选老人来到晚报 《社区周报》 称，他 5 月
份的一部分工资从上海社保局寄到西宁后，由于
投递环节出了错误，一直没收到工资，希望记者
跑跑腿帮他解决。
据老人讲，他从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退休后
来到西宁定居，他的工资有 2 张汇款单，一笔
3000 元，另外一笔 2000 元，每月 9 日由上海社
保局邮寄过来，每月 11 日至 15 日，由同一个邮
递员把汇款单送到他家中。可是 5 月份，他只
收到了一张 3000 元的汇款单，另外一张 2000 元
的汇款单至今未收到。老人说，汇款单上地址
门牌号码写得清清楚楚，按照正常情况，应该
由火车站直接投递到城东区，再由城东区投递
部的投递员送到他家中，可是汇款单邮寄到西
宁后错投到了城西区萨尔斯堡营业部，导致他
的汇款单一直没收到，他的孙子曾到邮政部门查
询过，工作人员告知，5 月 11 日，他的 2000 元的
汇款单通过城西区萨尔斯堡营业部又投递到了城
东区八一路营业部，可是在八一路营业部查不到
任何信息，一个月过去了，这张汇款单至今无影
无踪，他心里很着急。
就此，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西宁市城西区寄递
事业部萨尔斯堡营业部工作人员说，老人遇到的
这种情况，可根据投递底册重新补打一份汇款单
就可以了。6 月 12 日一早，记者接到工作人员反
馈，汇款单已打印好，已与老人亲属取得联系，
当天就可以送到老人手中。
记者 曙光

记者跑腿

昆仑路东社区

选楼长根治楼道灯
“失明
失明”
”顽疾
家住南川西路 106 号的居民每天晚上
回家都带着手电筒，以便在楼道内派上用
场。一直以来，有关楼道灯的问题，一直
是这里的居民热议的话题。
老旧小区楼道灯大多“失明”
记者了解到，这里两栋楼 8 个单元几
乎都没有楼道灯，在 9 号楼 2 单元内楼道
灯只剩下灯座，灯泡没有了，电线也断
了。居民孙女士表示，居民楼里没有公
用灯已经很久了。据了解，原来单元楼
里有楼道灯，总线安装在顶楼的居民家
里，之前小区没有物业时，电费需要公
摊，每次需要每家每户轮流去收，楼道
灯的电费谁也不愿掏，顶楼的住户就直
接掐断了楼道灯的线路，从此楼道里就
没有了照明灯。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老旧小
区楼道灯都处于“失明”状态，东大
街、南气象巷、前营街等社区辖区的老

旧小区多，由于小区里居住人员复杂，
没人愿意承担公用灯的电费，所以供电
公司就把楼道里的电线掐了。
自家拉线照亮自家门前
6 月 10 日晚，记者在建设巷内的一栋
老居民楼里看到，楼道里漆黑一片，居
住在此的居民，不得不摸黑上楼。“这楼
道里都黑了很久了，之前也有声控灯，
后来坏了，就一直没亮过，给居民出行
带来了诸多不便。”居民胡女士介绍说，
“我自己就摔过两次，一次崴了脚，一次
磕破了膝盖。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在自己
家门头上拉了个灯。”由于开关设在屋
里，所以胡女士家门头上拉的灯只有在家
人出门时才会亮起来。胡女士告诉记者，
小区一直没有物业管理，凡事都得靠住户
自行打理，很多人相互之间都不认识，也
没人牵头管这些事，好多人就像她一样，
自己拉根电线装个灯供自家使用。

推选楼长担收费大任
据了解，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楼道
灯问题，居民第一时间都会找到社区。
有的社区专门实施了楼道照明工程，但
楼道照明用电属于公共部分，电费问题
一直是个大难题，导致楼道内的照明
设施安装后一直通不上电而成了摆设。
为此，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们一起找供
电部门就接线事宜进行商谈，在社区
工作人员和热心居民的多次协调下，
楼 道 内 的 照 明 设 施 终 于 通 了 电 。后期
的收电费问题又是一个难题，有热心居
民建议社区组织居民选出楼长，让楼长
来定期收取电费，并由社区监督，这样
一来困扰居民们的楼道照明问题就彻底
得到了解决。
记者 史益竹

小区大事

坐标：昆仑路东社区位于浦宁之珠脚
下，东起香格里拉路以西，西至西山一巷以
东，南至解放渠以北，北起昆仑路以南。辖
区总面积约 0.30 平方公里，总户数 4100 户，
总人口 12417 人。
社区亮点：用服务塑造形象 以行动赢
得信赖
负责人：范中清
服务电话：6368656

昆仑路西社区
坐标：昆仑路西社区位于古城台街道
办事处西南角浦宁之珠脚下，东起西山一
巷以西，北起昆仑大道，西至西山三巷以
东，南至解放渠。辖区面积约 0.23 平方公
里，
总户数 3970 户，
总人口 10485 人。
社区亮点：以“帮民困、解民忧”为出发
点，
以网格精细化管理打造“服务型社区”
。
负责人：陈萍
服务电话：6109201

我身边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