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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30 日，由北京
市民政局主办的“北京通—养老
助残卡”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民
政局新闻发布厅召开，北京市民
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
就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管理、
发放、使用、后期规划等做了深
入介绍。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北京全市发放养老（助残）一卡
通，原老年人使用的“养老（助
残）券”变为北京通—养老助残
卡。 持卡老年人将可免费乘公
交、进公园，在 1.2 万个养老服务
网点包括超市、999 服务刷卡消
费还有 8 到 9.5 折优惠。 第一批
40 万张卡将在东城、朝阳、丰台
三区首发。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是由北
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联合监制， 由通过招
标确定的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北
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制
作。 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免费配

发的集养老服务补贴额度账户、
金融借记账户、电子现金账户、市
政交通一卡通应用（预置计次免
费乘公交车、 游览公园的刷卡功
能，后期实现）于一体的银行卡。

两类人群符合条件

北京市民政局是养老助残
卡的主管机关，负责养老助残卡
的政策制定及行政和社会资源
整合。 北京市老龄办是养老助残
卡的业务指导部门，负责持卡老
年人信息的采集、养老补贴资金
保障和统筹管理，负责指导银行
进行养老助残卡的制作、发行工
作，指导北京社区服务协会开展
养老服务单位的管理服务和平
台维护工作。 银行负责养老助残
卡的制作、发行、结算。 北京市社
区服务协会受市民政局委托、在
市老龄办指导下负责全市养老
服务单位及“北京市 96156 小帮

手养老（助残）服务平台”的管理
运营和日常服务。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是指具
有北京市户籍的以下两类人群：
根据《北京市特殊老年人养老服
务补贴办法（试行）》享受居家养
老(助残)券的人员、80 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

超市等刷卡可打折

卡内养老服务补贴金额可
直接消费，不需激活也不设置密
码，到悬挂北京通—养老助残卡
服务单位标识牌的物美、 超市
发、京客隆、翠微、国泰百货等大
型超市和社区便利店、服务商家
的专用 POS 机上直接刷卡消费。
偏远地区持卡老年人，可刷卡预
定低于市场价的特供产品订单
服务，有专人配送。

持卡老年人可以在悬挂标
识牌的服务单位处的专用 POS
机上使用养老助残卡以折扣价
享受专属优惠服务。 享受 8 到
9.5 折的折扣优惠，如 999 紧急救
助服务，持卡老年人的出车费用
可享 8 折优惠。 北京市民政局副
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称，在 8

大类和 1.2 万个养老服务网点中
广泛推动折扣优惠是养老（助
残）卡的重要内容。

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副主
任李大荣介绍， 目前有 38 家餐
饮、医药超市、家政服务等单位
承诺给老人折扣优惠，包括全聚
德、稻香村、庆丰包子铺、同仁堂
等老字号，具体名单将于 1 月中
旬公布。 她说，争取在 1 月中旬
实现 1000 家超市网点、1000 家
电子订单服务网点有折扣的目
标。

凭卡免费进公园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增加
了新功能，增加了照片、姓名等
持卡人的基本信息；预设了市政
交通一卡通应用免费计次乘坐
公交、游览公园的功能，这个功
能将在后期开通使用。 届时，持
卡老人将可凭卡免费乘公交、进
公园。

由于增加了免费乘公交和
免费游公园的功能，北京通—养
老助残卡逐渐可以与老年人卡
合二为一。 据介绍，今后北京市
政府给每位北京市老年人设计
的政策补贴、补助等都将打入此
卡账户。 比如，给 90 岁以上、100
岁以上老年人核发的高龄津贴，
以及 95 岁以上老年人医保自付
部分的政府财政补助等项目功
能都将加载在该张卡上。“北京
通—养老助残卡将逐渐成为全
市所有 60 岁以上老人的一卡
通。 ”李红兵说。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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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底， 四川省民
政厅发布公告，成都市武侯区教
育基金会、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
基金会等 219 个经四川省民政
厅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未按国
家有关规定参加 2013 年度检查

（其中社会团体 127 个、 民办非
企业单位 87 个、 基金会 5 个），
要求这 219 个社会组织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前到四川省民政厅
接受处理。

（据四川省民政厅网站）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的
士英雄之歌》激昂的旋律中，备
受北京 10 万出租汽车司机群
体及社会公众瞩目的第九届
“中国石油北京杯”首都的士英
雄暨第四届魅力车队长评选结
果揭晓。

本届活动自 8 月 27 日启
动，经事迹征集、初评、投票（社
会投票和评委投票）、终评等环
节， 北京北汽九龙出租汽车公
司黄素海等 10 名出租车司机
获选本届“首都十大的士英
雄”， 还评出首都的士英雄 20
名，第四届“十大魅力车队长”
10 名，“魅力车队长”20 名，优
秀组织奖单位 16 个。 获选个人
被授予荣誉称号， 给予物质奖
励。 获奖单位颁发荣誉证书。

表彰大会上，本届“首都十
大的士英雄”获得者之一，北京
祥龙出租客运公司司机李国福
引人注目， 不久前的 12 月 25
日， 他刚刚在人民大会堂被中
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昆仑
奖”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荣
誉称号，成为不折不扣的“双料
英雄”，其“智擒假币骗子”、“勇
截拖拽交警面包车” 等事迹诠
释了“平民英雄”的时代内涵。

据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由世钧介绍，该
活动由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中
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汽车生活
报社联合主办，首都的士英雄评
选活动自 2004 年启程至今，共
评出“首都的士英雄”270名，“魅
力车队长”120名。

为丰富活动内容， 本届评
选期间， 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
司投入专项资金设置“中国石
油的士暖基金”，专门向生活困
难的往届的士英雄或贫困、身
患疾病的“的士爱心卡”用户提
供每人 5000 元捐助， 同时，邀
请他们走进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交通广播“的士英雄”直播间，
讲述运营故事，传播服务经验。
始料未及的是， 往届的的士英
雄对此并不“领情”，均表示不
能接受捐助， 他们更愿意向主
办方和北京交通广播推荐身边
更需要帮助的的哥的姐。 北京
交通广播主持人李洋有感而
发：“这些英雄们是一群真正善
良、朴实的北京好人！ ”

（张雪弢）

第九届“首都十大的士英雄”评选结果揭晓

2014 年 12 月 25 日， 由中
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第
十一届“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
勇为英雄司机评选活动表彰大
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
长贾春旺， 公安部党委委员、政
治部主任夏崇源，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中华
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李顺桃等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评选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评委会主任， 中华见义勇为基
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李顺桃宣读
表彰决定。 高山（河北）、杨俊伟
（河南）、陈学荣（吉林）、隋东生
（辽宁）、秦永刚（天津）、陈兴普
（贵州）、王京国（山东）、杨付应
（新疆）、黄圣涛（江苏）、田云超

（福建）等 10 位同志被授予“全
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荣
誉称号，各颁发奖章、证书和奖
金 10 万元，牺牲人员追加 2 万
元慰问金；赵佩才等 48 位同志
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
机”荣誉称号，各颁发奖章、证
书和奖金 5 万元；李发强、高作
峰、 张汉平群体等 2 个群体被
授予“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群体”荣誉称号，各颁发奖章、
证书和奖金 10 万元；山东省临
沂市等 20 个城市获“全国十大
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活动”
城市奖； 山东省济南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等 20 个单位获“全国
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活
动”组织奖，各颁发奖牌、证书。

需要提及的是， 本届评选
活动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响

应， 现场和网络投票高达 324
万余张，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数
字， 是人民群众对见义勇为英
雄壮举的褒扬， 更是一个时代
对英雄行为的肯定与赞誉。

会上， 中国石油集团总经
理廖永远表示： 见义勇为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 尊重中华见义勇为事业，就
要学习英雄，感恩英雄，关爱英
雄，帮助英雄，中国石油对全国
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的
持续有力支持， 就是身体力行
体现中国石油社会责任。

公安部党委委员、 政治部
主任夏崇源在讲话中指出，要
加强长效机制建设， 依法保障
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

（张雪弢）

第十一届“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
司机评选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四川：219个社会组织未参加年检

据广东省红十字会（遗体）器
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李劲东透
露，自 2010年 2 月中国红十字总
会在全国 10 个省市试点器官捐
献工作以来， 作为试点省份之一
的广东， 器官捐献案例和数量都

逐年增加：2010 年 15 例，2011 年
34 例 ，2012 年 113 例 ，2013 年
165 例，2014 年大幅提高到 246
例， 累计已见证成功捐献 570 多
例，占全国总量五分之一左右，居
全国首位。 （据《广州日报》）

广东：2014年器官捐献 246例

� 2014 年 12 月 29 日，青海省
首家养老服务行业协会———青
海省养老服务协会在西宁成立。
目前，青海省养老服务协会主要
由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各类养
老机构从业人员、相关院校涉老
专业的师生、社会团体及有关爱
心人士自愿组成， 依法登记成
立。 协会主要职能包括，配合政
府相关部门做好养老服务业政

策宣传、工作调研、养老服务需
求评估、人才培训、维护养老服
务各方合法权益、开展对外合作
交流和加强行业建设等方面的
工作，以凝聚全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养老服务业，助力养老服务工
作改革与发展，协助政府加快建
立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 （据青海民政）

青海：首家养老服务协会成立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军为现场老人解读新的养老助残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