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项目（月度）运维管理报告 

 

月度运营摘要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项目自 2014 年 7 月初在海淀区试点，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在全市推广以来，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项目

已持续开展 16 个月，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的指导下，各项工作开展顺利，项目总体运转正常。 

1．本月北京通-养老助残卡运营核心数据如下： 

1) 持卡人：本月新增制卡 6172 张，本月因死亡、注销等原因停

发补贴 8864 人，本月有效持卡人数减少 2692 人。全市累计制卡

531,239 张，累计因死亡、注销等原因停发补贴 62,577 人，全市有效

持卡人现有 468,662 人。 

2) 失能人员：北京市有效持卡人中，半自理人员 145,728 人，占

总持卡人的 31.09%；不能自理人员 21,426人，占总持卡人的 4.57% 。

其中，低收入不能自理且处于独居状态的持卡人共有 453 人。这部分

失能人员在无监护状态下独自生活，居家养老生活压力大，需要更多

的政策支持，以解决这部分失能人员居家养老生活的困难。  

3) 养老（助残）服务单位（以下简称“服务单位”）：本月新增服

务单位 61 家，撤销 4 家，本月净增服务单位 57 家。全市累计已签约

服务单位 15,568 家，已装机 9858 家，累计已注销服务单位 170 家，

有效服务单位 9688 家，已安装 POS 机具 9858 台。 

4) 电子券发放：本月充值电子券金额 48,060,913.77 元，全市累计



充值电子券金额 774,440,713.77 元。 

5) 市级资金情况：2016 年市级拨付 26,860.47 万元，往年结余

2,233.455 万元，市级资金为 29,093.93 万元，其中 4 月份实际拨款

4,806.101，市级拨款 2,403.051 万元，市级结余为 19,575.836 万元。 

6) 电子券消费：本月电子券消费金额 37,320,206.70 元，全市累计

电子券消费金额 690,892,201,07 元。 

7) 96156 服务：北京通-养老助残卡 24 小时服务热线 96156 本月

共受理来电咨询业务 3119 次，提供线下服务 125 次。 

2．本月运营突出数据如下： 

1) 有效持卡人持续保持在 46 万人。4 月份由于处于冬春换季时

期，气候变化剧烈，导致因死亡、注销等原因停发补贴人数较上月增

加明显，从而导致持卡人数的下降。由于本月天气持续回暖，全市的

失能持卡人数和新增有效制卡人数有所减少，有效持卡人数量也有所

减少。近半年每月有效持卡人增长情况如下图所示： 

近半年每月有效持卡人增长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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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月全市 100 岁以上老人较上月增加 24 人，增加到 782 人；

90-99 岁老人较上月增加 711 人，增加到 43,975 人。 

3) 本月单月电子券消费 37,320,206.70 元，与上月消费相比增加

了 2.7%。4 月份消费的增加主要因素如下：一是天气回暖加之换季，

持卡人消费需求增加；二是有效服务单位增加，持卡人可消费场所增

多，消费额也随之增加。近半年每月电子券消费金额对比如下图。 

近半年持卡人消费金额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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