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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建信息共享库消灭“奇葩”证明
公安部：18项证明派出所开不了 长沙基层派出所：能开的还是会开
“有 困 难 找 警 察 ” 是 不
假，可有些事情，民警真的帮
不了忙。8月22日， 公安部治
安局在官方微博“公安部打
四黑除四害” 上晒出了18项
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
明。微博一出，长沙市的一些
基层派出所和社区纷纷吐槽
他们经历过的各种“奇葩”证
明。有专家指出，目前我省正
在着力打造信息共享数据
库， 往后老百姓办事将有望
跳出奇葩证明的怪圈。

微博喊话

社区连线

新工作需社区
开“人品”证明
社区工作人员希望列出权限清单
■身份证由15位升至18位后，
原号码不变，需证明是同一个人的

18项证明派出所开不了

这18项不由公安机关开
具的证明包括： 如身份证由
15位变化为18位的、因非公
安机关原因将名字写错的需
要证明是同一个人、 身份证
丢失或损坏， 需出具身份证
明的； 偿还能力证明； 生存
（健在）、死亡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婚姻状况证明；身份证
丢失证明； 家庭收入情况证
明；实际居住地证明；保险事

故证明、 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网
络上引起热议的“如何证明
我妈是我妈” 这个证明也在
此次清单中。对此，公安部解
释称， 家庭成员在户口登记
以外的亲属关系， 不在派出
所掌握的情况之内， 派出所
不知情， 应到公证机关进行
公证证明。

■身份证丢失或损坏，需要乘
机、取款、报名、考试等，需出具身
份证明的

开黑车被抓要社区开贫
困证明、找工作要社区开“人
品”证明，就连学生暑假作业
都要社区开证明……24日，
记者走访长沙一些社区，发
现也有不少“奇葩证明”，有
社区干部表示， 希望上级部
门能列出社区开证明的权限
清单。

■持有身份证和户口簿 等合
法证件，要求派出所出具身份信息
证明的

改民族证明分居
都找社区

■因非公安机关原因将 姓名
填写错误，如银行存单、保险单、学
校、 单位档案中姓名同音不同字，
需要证明是同一个人的

■偿还能力证明
■生存（健在）、死亡证明
■亲属关系证明
■婚姻状况证明
■身份证丢失证明

民警吐槽

■实际居住地证明

“很多证明我们 派 出所
根本办不了，也不该办。但我
们不办的话， 群众可能真的
办不成事。”24日， 记者走访
了长沙多个基层派出所，各
式各样的奇葩证明一天少则
一起，多则三四起。
说起奇葩证明， 一名基
层派出所所长给三湘都市报
记者举了个例子： 一对50岁
的夫妇结婚证遗失了， 拿着
户口本前往民政部门补办，
被要求到派出所开具两人是
合法夫妻的证明。“公安机关
判定两人是夫妇关系根据的
就是民政部门核发的结婚
证，现在结婚证丢了，应该直
接拿户口本补办， 为何还要
派出所开具证明？”考虑到办
事群众的利益， 派出所最终
还是开具了证明， 所长在证
明上写下了自己的“请求”：

市民为难

■家庭收入情况证明

奇葩证明一天三四起
请民政部门领导号召窗口办
事人员学习总理说话， 为老
百姓提供方便。
小贺当社区民警2年多，
遇到了太多让他头疼的证
明。6月份， 一个年近八旬的
老人找到派出所， 要求开具
身份证明。 老人20年前在郴
州办理了一笔定期存款业
务， 当时使用的是第一代居
民身份证， 现在拿着升级后
的二代居民身份证办理取
款，银行要求其证明“现在的
我”就是“以前的我”。由于年
代久远， 老人的第一代身份
证已经遗失， 无奈在两地间
多次奔波。 小贺给老人开具
了身份证明， 可老人还是没
有取到钱， 因为派出所只能
证明老人是“现在的我”，无
法证明“现在的我”就是“以
前的我”。

该找谁证明“我妈是我妈”

上午10点半， 记者遇到
了前往派出所开具证明的市
民张女士， 由于弟弟的工作
性质特殊， 入职单位要求直
系亲属均要开具无犯罪记录
证明。 社区民警并不在派出
所坐班， 张女士拨通了公示
的电话， 民警表示正在社区
为居民办事， 不能马上赶回
派出所。
“现在社区民警事情多，
可以理解。”张女士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类似的居民基
本信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信
息库， 政府职能部门能自行
核查，“老百姓不用费时费力

跑腿， 职能部门也省了很多
麻烦。”
采访中， 很多市民为公
安部的微博喊话叫好。 但也
有个别市民担忧， 一旦派出
所拒绝开具证明， 往后需要
开具类似证明还能找谁。
“只要不是太奇葩的证
明，本着服务老百姓的原则，
能开的还是会开。”公安部官
微发话后， 长沙很多基层派
出所并没有以此来拒绝上门
开具各类证明的市民，“确实
是公安机关不能开具的，我
们会解释清楚， 告诉他们应
该找谁。”

■保险事故证明
■人员失踪证明
■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各类证件、印章丢失证明
■非组织行为索取现实 表现
证明
■房产情况证明
■持招工单位调查表，让派出
所出具表现证明

■制图/陈琮元

专家说法

信息共享
才能消灭繁琐证明
湖南警察学院治安系主任王彩元
教授认为，信息共享不完善、部分政府
职能部门职责不清是造成奇葩证明出
现的主要原因。政府部门信息不共享，
居民基本信息没有统一的数据库，既
增加了各部门的工作量， 也增加了老
百姓的办事成本。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
展， 信息联网实现共享是消灭繁琐证
明的突破口。
“
相关部门设置门槛需要居民开各
种证明，实际上是惰性，不主动核查，把
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了
公安社区等单位。”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欧爱民教授说，“即使列出公安不
开证明的范围，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欧爱民介绍， 要从根本上解决为
了证明跑断腿的情况， 需要政府整合
资源，搭建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王彩元表示， 目前我省正在着力
打造信息共享数据库， 往后老百姓办
事将有望跳出奇葩证明的怪圈。
■记者 黄娟

孩子想改跟母亲一样的
少数民族， 居民却拿着户口
本找到社区打证明，因为“派
出所说了要社区开证明同
意”， 老公在部队很少出来，
部队却要求军嫂来社区开分
居证明；在湘潭跑黑车被抓，
相关部门却要驾驶员来社区
开贫困证明， 减少罚款……
说起这些不同寻常的证明，
长沙市开福区江湾社区政务
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数都数
不过来。
张艳介绍， 社区比较常
开的证明有：居住证明、物业
证明、灵活就业证明、住房补
贴、买车开证明等。但有些证
明常常让她犯难，开了吧，证
明的内容不属于社区能了解
到的；不开吧，居民又要跑断
腿，还可能不理解，甚至认为
工作人员刁难。 还有的证明
超出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能力
范围。

中英文双语居住证
难倒工作人员
“有次有个居民办出国
签证， 需要中英文的居住证
明，中文证明没问题，但是英
文证明真的开不出来， 最后
只能跟居民再三说明， 好在
她也理解。”张艳说，前几天
有个居民要求开品行鉴定的
“人品”证明，新单位需要证
明他诚实守信， 最终社区只
能想了办法折衷， 证明他热
爱劳动，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等。
“我们社区一万一千七
百多人，工作人员只有12个，
不可能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
熟悉， 我们只能尽量想办法
满足居民的要求。” 张艳说。
希望有关部门能列出社区开
证明盖章的权限， 这样既能
方便社区居民办事， 又能明
确社区职责， 还便于与居民
沟通。
同样证明较多的还有开
福区的双河社区， 该社区书
记黄艳红介绍， 社区辖区将
近2万人，每天都有几个人来
开证明， 截至24日，8月份已
经开出二十多份证明。“开证
明的人也分时段， 比如前段
时间就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
来开证明，因为开学了，暑假
作业社区实践部分需要社区
盖章证明。”黄艳红说。
■记者 虢灿

提醒

身份证丢了来不及补办
登机前可开一次性证明
“我身份证丢了，但已经
买了机票马上要乘飞机，来
不及补办临时身份证怎么
办？拿驾照可以吗？”
记者23日了解到， 目前
机场派出所仍可以给旅客开
具“一次性乘机证 明 ”， 该 证
明 也 叫 《乘 机 临 时 身 份 证
明》， 只限于一次性乘坐当
日当班民航班机使用，持有
联程或返程机票的也可将
有效期延长至最后一个航
班使用。这种证明并非户籍
派出所开具的“身份证明”
或“户籍证明”，而只限于一
次性乘坐飞机使用，下飞机
后该证明将作废。旅客开具
这类证明，需要携带驾照或
户口簿， 或者过期身份证、

身份证丢失地派出所开具
的报案证明等，接受派出所
的身份核查。
如果 旅客 未带 驾 照 、 户
口簿等， 也可报出自己的身
份信息， 由民警上网进行身
份信息比对， 如果比对后网
上照片和旅客本人一致，也
没有通缉在逃等问题， 可以
开具一次性乘机证明。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有
少数旅客因身份信息不全，
也无法开具一次性乘机证
明。 这类旅客包括网上信息
不全或有误的，如缺少照片、
信息有误等， 还有的是因为
做过整容手术， 和网上信息
无法进行比对，也不能开具。
■据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