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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提高我市养老服务科学化、信息化、精准化水平，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施老年人优待卡（证）变养老

助残卡工作，为全市 65 至 79 周岁老年人（含外埠）配发北

京通-养老助残卡。

为保障项目的稳定实施及可持续运营，北京市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北京京福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为项目的运营管理单位，负责该项目的社会化运营管

理工作。在最大化提高老年人满意度的基础上，整合北京市

养老助残服务资源，促进北京市养老助残服务产业良性发展。

北京京福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的指导、监督下，具体承担的运营管理工作内容包括平台运

营管理服务和公园、公交 POS 机具的日常管理和服务。按照

双方签订的《老年人优待卡（证）变养老助残卡运维管理项

目合同书》要求，北京京福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编制完成

《老年人优待卡（证）变养老助残卡运维管理报告》。本报

告文字及数据说明如下：



2

1．本报告数据来源于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数据服务中心

及北京市 96156 小帮手养老助残服务平台。

2．本报告中持卡人是指65至79周岁已制卡并享受原老

年优待卡优待政策的老年人（含外埠）。

3．本报告中制卡对象是指65至79周岁已进行制卡信息

数据采集而尚未制卡的老年人（含外埠）。

4．本报告殡葬数据来源于市民政局殡葬系统、市卫计委

死亡证明数据系统、市公安局人口系统和市民委死亡系统。

5．本报告公交公园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

限公司服务平台。

6．本报告仅限内部使用，用于项目运维管理，可供相关

政策制定或研究机构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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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本月提交了制卡失败原因专题分析报告，详见第 13-36

页。

二、 根据《老年优待卡（证）变养老助残卡运维管理合同》

中约定的主要工作内容，运营管理单位完成的具体工作内容

和工作成果如下：

(一) 平台运营管理服务

1. 本月完成采集 6137 人的制卡信息（累计采集

1,481,295 人）。

本月共走访公园20家，走访20次(累计走访公园133家，

走访 323 次)；博物馆走访 4 家，走访 4 次(累计走访 146 次)；

公共图书馆走访 7 家，走访 7 次(累计走访 90 次)。

本月共巡检 109 条公交线路，巡检公交线路 417 次，（累

计巡检 1014 条线路，累计巡检 POS 机 2730 台）。

本月对服务体系进行了数据维护。其中，折扣服务单位

装机 62 家（累计装机 2956 家）。幸福彩虹社区特供店装机

24 家（累计装机 386 家）。偏远地区配送站装机 1 家（累计



4

装机 18 家）。

本月组织、协调银行的制卡数据核查与推送工作。

本月提交了一份运营统计分析报告，含折扣服务体系分

析、公交公园数据分析、持卡人数据的分析等。

本月安排安全管理人员 7*24 小时安全监控，安全管理一

切正常，无安全事故发生。

本月对平台运营人员组织了4次培训,进行了系统新增功

能需求的深入讲解、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核查失败数据查

询相关知识的培训。

本月通过电话、实地等方式对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

进行了街道系统的使用培训。

2. 截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北京市老年人信息库 60-79

岁老人和 80 岁以上老人的制卡数据分别为 3,683,526 条、

556,146 条。本月 65 至 79 周岁的殡葬死亡人数共计为 2827

人（累计死亡 29，508 人）。本月未对持卡人员的公园、公

交刷卡等情况进行分析比对（未发卡），本月已完成制卡

346,845 人。

3. 设立了 65395338（传真）、65395339 两部老年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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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变养老助残卡服务热线，本月共接听来电 371 次（其中，

政策执行层来电 304 次，老年人来电 47 次，服务单位来电 20

次），收取传真 79 次（全部为街道办事处人员提交修改后老

人的相关数据），收取信件 1 次（全部为咨询如何制卡的问

题）。服务热线接受群众的投诉和监督，对群众能够反应的

问题及时解决，服务的满意度达到 100%。

4. 本月提交制卡失败原因专题分析一份。丰台区制卡

失败总计 7014 张，西城区制卡失败总计 6991 张，房山区制

卡失败总计 2699 张，门头沟制卡失败总计 2699 张。制卡失

败的原因有：照片匹配失败、银行制卡失败和一卡通制卡失

败。照片不匹配是当前导致制卡失败的首要原因。考虑总体

制卡数量，照片匹配失败率达到 3.68%，照片匹配存在较大问

题改进空间。针对制卡失败问题，已提出一些措施以减少后

续制卡中制卡失败的数量。

5. 本月重点工作为海淀区换卡工作：为保证有需求的

老年人享受老年人优待功能，组织市老龄办养老服务处、海

淀区老龄办、农商行、一卡通、太极、首信、协会关于海淀

区试点卡换正式卡工作会议；从系统内导出 12,132 个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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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信息并发送海淀区老龄办，由海淀区老龄办完成照片采

集工作；组织海淀区 76,355 位试点区持卡老年人中有需求的

老年人按照换卡要求进行换卡工作。

(二) 公园、公交 POS 机具的日常管理和服务

本月共完成了 1025 台 POS 机（累计 2730 台 POS 机）的

抽样检查工作，走访巡检了 109 条公交线路、8 家市属公园，

并对 POS 机所在场所工作人员对优待卡政策的了解程度与执

行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结果表明，约 64%工作人员对优待政策

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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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导读

8 月项目报告主要内容 合同内容响应导读 备注

一、摘要 详见月报摘要 3-6 页 ——

二、制卡失败原因专题分析 详见月报第一章 13-36 页 全响应

三、数据维护

1.制卡对象数据采集维护
详见月报第二章 36-38、

68-69 页
全响应

2.持卡人数据采集维护 详见月报第二章 39-43 页 全响应

3.折扣服务单位数据维护 详见月报第二章 44-48 页 全响应

4.幸福彩虹社区特供店数据维护 详见月报第二章 48-52 页 全响应

5.偏远地区配送站数据维护 详见月报第二章 52-56 页 全响应

6.公交、公园等数据维护 详见月报第二章 56-62 页 全响应

四、制卡监控

1.制卡数据提交监控 详见月报第二章 80-85 页 全响应

2.制卡及发放过程监控 详见月报第二章 85-86 页 全响应

3.制卡信息失败监控及处理 详见月报第二章 86-87 页 全响应

4.制卡失败短信通知 详见月报第二章 87-91 页 全响应



8

五、数据分析

1.持卡人数据统计 详见月报第二章 123-185 页 全响应

2.折扣服务体系数据统计 详见月报第二章 186-189 页 全响应

3.公园公交数据统计 详见月报第二章 189-194 页 全响应

六、服务热线 详见月报第二章 70-79 页 全响应

七、海淀区换卡工作 详见月报第二章 96 页 全响应

八、公共资源匹配度分析与总结 详见月报第三章 194-276 页 全响应

九、公园、公交 POS 机具的日常管理和服务

1.公交线路 POS 机巡检情况 详见月报第四章 281-282 页 全响应

2.公园 POS 机巡检情况 详见月报第四章 282-283 页 全响应

3.市立免费博物馆巡检情况 详见月报第四章 284 页 全响应

4.市立免费图书馆巡检情况 详见月报第四章 285-286 页 全响应

十、运营人员的组织及管理 详见月报第二章 97-98 页 全响应

十一、用户培训 详见月报第二章 98-100 页 全响应

十二、安全管理 详见月报第二章 100-123 页 全响应

十三、服务监督状况监控 详见月报第二章 91-95 页 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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