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社会保障”创客马拉松 

点此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8 月 30 日） 

参赛手册 

1. 背景 

1.1 中欧“提升中国社保经办服务能力，实现全民社会保障” 项目是由欧盟出资、中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人社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合作实施的项目。项目旨在促进改善中国养老保障的

充足性和可持续性，促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项目的一项产出是针对非标准就业形式的劳动者

（特别是平台从业人员、农民工和女性劳动者）开展教育和意识提升活动，以促进他们参保。 

1.2 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人社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 (ITCILO) 合作，通过“数字化社会

保障”创客马拉松探索新型教育技术的潜力，例如通过游戏化方式进行教育和意识提升。创客马拉

松包含一系列线上和线下学习、多学科团队参与的联合创作活动。参赛团队构思概念原型，以通过

数字技术解决获得社会保障的实际问题。活动不仅收集创新性的项目提议，还将提高人们对相关议

题的广泛关注。 

1.3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是创新数字学习技术的世界领先者，在组织与未来工作相关的创客

马拉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1。中国人社部近年来也持续推动人社管理服务的数字化。 

2. 意义和动因 

2.1 数字技术能够改变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体验。它们使社会保障更具包容性，更能够满足多样化需

求。 新冠疫情使得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其他用于教育、信息共享的工具普及应用，加速了数字技术

的使用，使得之前未被社保覆盖的人群能够有机会纳入保障范围，并加入紧急社会保障计划2 3。 

2.2 包括数字产品设计师、程序员/编码员和用户体验专家在内的多学科团队能够帮助社会保障经办

人员更加熟悉数据和技术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并帮助他们理解数字技术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同时，

此类项目有助于培养年轻的技术专家，吸引技术人才共同应对数字社会保障领域的新挑战。 

                                                           
1 https://issuu.com/delta51/docs/what_the_hack__v2__1_ 
2 https://ww1.issa.int/news/issa-symposium-covid-19-boosts-ict-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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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近年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中国蓬勃发展。在“三新”领域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

面临的社会保障挑战多与当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的局限性有关。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和社会

保障研究院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大部分省市都出台了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平台从业

人员和农民工自愿加入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规定。 

2.4 然而仍然有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目前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障计划。对于那些已经参加居民养老保险

或医疗保险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提高缴费水平，获得更好的待遇保

障。例如，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广东实施新措施，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保并缴纳保险费4。一些地方也在尝试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工伤保险。

例如，2020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出台新政策，将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至 八 类与所在单位未建

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5。 

2.5 许多平台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没有参保，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参保以及如何

参保。根据多项研究，由于缺乏对参保重要性的认识、对社会保障待遇可及性及其获取方式的了解

不足，许多劳动者对社会保障没有足够重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技术委员会在反思这一全球现象时

表示，为了克服这一认知差距，应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而数字经济为此创造了新的机会6。 

2.6 目前一些省市社保局与平台企业合作，通过应用程序向平台从业人员发布专属信息，但相关经

验有限，范围和方式也较为狭窄。相比之下，世界上许多社会保障机构已经应用行为洞察力来鼓励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尤其面向年轻人7。 

2.7 本次创客马拉松参赛团队与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的全面合作对于解决方案的成功和实用性至关重

要。 

2.8 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与经办服务机构处理新形式就业劳动者的能力和准备程度密切相关。参赛团

队将有机会与当地社会保障经办部门合作，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在当地可能遇到的具体瓶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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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考虑使用行为科学来解决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它们有助于社会保障在缴

费、防欺诈、控制风险和待遇支付方面发挥作用8。创客马拉松应该致力于管理和服务的解决方案。 

2.9 解决方案必须评估各地现有的创新性做法，并有助于改进这些创新。实际上，目前已经有针对平

台从业人员的应用程序。例如，广东有提供五险一金综合社保信息的应用程序。当然，随着政策、

政府服务和其他环境条件的变化，现有的做法需要不断改进。创客马拉松可以有助于复制现有的解

决方案，并进行本地化调整。参赛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应展示中国各个省份在该领域的创新能力，

并尊重现有解决方案的知识产权。 

2.10 除了社会保障问题，解决方案还可以与其他相关的优先事项相结合，如就业匹配（招聘）、培

训、报酬、工作条件信息、合同、为农民工和平台从业人员创造社会联系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社会

议题。事实上，平台从业人员的社会隔离已成为工作压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参赛方案可以整合对

灵活就业重要的其他信息和教育要素。例如，根据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平台从业人员应该接

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9。参赛项目可以考虑将职业安全措施与受伤或疾病情况下获得补偿的措施相

结合设计相关的教育方案。 

2.11 围绕客户需求进行设计的方法将确保数字解决方案满足劳动者的需求。 

3.目标 

3.1 本次创客马拉松的第一个目标是鼓励开发和传播创新的数字赋能解决方案，旨在为平台从业人员

提供社会保障教育和信息。 

 

3.2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数字技术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劳动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更

便捷地参加政策规定的社会保障。 

3.3 最后，创客马拉松将提高社保经办人员对数字技术的认识，改善社会保障服务包容性，增进数字

技术专家对数字社会保障挑战的了解，并加强数字技术专家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的联系。 

4.重点主题和问题思路 

创客马拉松召集创新性项目以解决以下问题：  

A. 信息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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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者对个人、父母、配偶和子女日常生活中社会风险的认识和敏感性，了解哪些风险可以通过

社会保险得到保障，以及遇到个人或财务/社会风险时参保与未参保的不同影响。 

 

示例 1：国际劳工组织开发了一款面向年轻人的应用程序，

详细介绍了求职和技能提升相关内容（该程序同样发布纸质

版材料，为年轻求职者提供实际帮助）。 

手机应用程序(ilo.org)  

同理，参赛团队也可以为自由职业者、自雇人员等非标就业

人员设计一款应用程序，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的意

义和实操指引）。 

 

示例 2：模拟人生不同阶段如何保护家人的人生地图 

https://www.ssa.gov/thirdparty/materials/pdfs/educators/Educator_Toolkit_05-10016.pdf 
 

 
 

示例 3：模拟风险发生并了解参保与未参保人们的应对策略 

创建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农业人体工程学检查清单（ilo.org）   

参赛团队可以开发面向快递员、外卖员、出租车司机等群体的检查清单。  

 
   
 

 

 

示例 4：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应用程序，为企业提供预防工作场所中的压力

检查清单。压力预防检查清单 (apple.com) 

参赛团队可以开发程序，面向人力资源经理、研究人员、平台企业管理者，

为其提供社会保障相关法律要求。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apps/lang--en/index.htm
https://www.ssa.gov/thirdparty/materials/pdfs/educators/Educator_Toolkit_05-10016.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resources-library/publications/WCMS_438083/lang--en/index.htm
https://apps.apple.com/sa/app/stress-prevention-checkpoints/id878562165


其他示例： 

面向年轻劳动者关于职业安全卫士创新性平台和游戏(ilo.org)  

 

健康安全互动游戏 (play-it-safe.co.uk)  

 

 

 

2) 解决数字信息对老年人的排斥问题。通过线上和线下教育项目提高某些弱势群体（如残疾人、老

年人）的数字素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远程获得社会保障。 

示例 3：澳大利亚鼓励老年人包容性数字信息的举措。 

https://www.dss.gov.au/seniors/be-connected-improving-digital-literacy-for-older-

australians  

https://www.dss.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03_2021/improving-digital-

inclusion-older-australians-social-impact-be-connected-16-june-2020.pdf 

3) 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观念，将社会保障视为维持和增加收入的生产要素。  

示例 4：提高对平台工作中职业风险重要性、预防重要性和预防方法的认识。获得补偿的可能途

径。游戏化 | 正规化之路 (itcilo.org) 

B. 鼓励参保 

1) 使用行为洞察力来促进参保扩面、更高的社保缴费水平以及鼓励人们尽可能地参加提供更好保障

的职工社保计划。 

示例：在肯尼亚，由于人们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社保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合作，实施了一个电子

流程（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或移动钱包），这样个人每次消费时，一小部分自动记入该个人的养老

金账户。10 

C. 改进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 

1) 通过直观和客户导向的搜索，简化互联网社会保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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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基于互联网的求职者津贴登记和索赔援助（澳大利亚）提供逐步、直观的自动化信息系统，

提供社会保障所有阶段所需的支持文件。 

 

 

 

 

 

2) 数字化手册帮助社会保障办公场所设计布局和接待流程，在排队系统、机器人导向和基于平板电

脑的服务中嵌入更多数字技术，从而鼓励个人客户更多的使用服务。 

示例：审查并在设计中纳入为农民工或女性劳动者提供的特殊服务。  

以上示例仅为参赛团队提供参考。参赛团队需根据中国本土情况开发适宜目标群体的方案。 

5. 参赛方式 

5.1 关于参赛人员 

5.1.1 本次活动的线上阶段将有20个团队参加，每个团队以4人为人数上限。线上阶段结束时，

主办方将选出5个团队参加下一阶段的线下创客坊。线下活动为期两天。 

5.1.2 参赛人员必须以团队形式参加。本次活动不接受个人参赛。 

5.1.3 同一个机构可以派出多于一个团队参赛。团队可以来自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来自社保

经办机构和人社系统负责信息化的单位等。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参赛人员。 

 

5.2 团队构成和角色分工 

5.2.1 参赛团队在申请时不需要包含社会保障从业者，也不需要有从事社会保障、政策、行政

管理等领域的经验。我们鼓励参赛团队在构思阶段联系、咨询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请

求业务指导。这将有助于创客马拉松的参赛人员更深入地分析问题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 

5.2.2 参赛团队应由跨学科领域、不同技能和背景的人员组成。团队当中可以有程序员、网络

和代码开发者、创意工作者——平面设计师、创业者、业务分析师，或者从事社会心

理、行为学、社会科学方面工作的成员。团队成员必须拥有至少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 

5.2.3 团队的角色分工包括场景和故事编剧，程序员，平面设计师和业务开发人员等。 

 

5.3 参赛人员招募 



招募信息将会通过海报分发到多个省份的电子创业孵化中心，并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微信）、项

目网站、群发邮件等方式发布。招募信息也将通过全国的多个社会保障机构发布。 

 

5.4 申请和选拔 

我们会为申请者提供申请页面，在线填写申请表。参加的团队将根据以下标准，由评委打分（1-10

分，10分为最高分）选出： 

o 成员的资格水平 

o 成员资格的属性和组合 

o 成员的经验 

o 初步概念提案的相关性和创新性 

o 初步概念提案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o 地域代表性 

评委将由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以及中国人社部的成员组成。 

6. 活动安排 

6.1 此次创客马拉松的线上部分将以设计实验室的方式来引导参赛团队共同创造出他们的设计方案。

所有内容和活动以模块方式展开。这些模块将为团队提供用来应对社会保障挑战所需的概念、方法

和工具。通过三场线上活动，各个团队将有机会和国际专家交流，讨论他们的想法，提出问题，介

绍他们的项目。 

 

6.2 线上部分的日程安排如下：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Q7X9HR7


 
 

6.3 线下部分的活动将于2021年11月10-11日在中国杭州举行。具体地点随后公布。 

 

6.4 此次活动过程当中，参赛人员将获得以下合作伙伴的支持：国际劳工组织，中国人社部信息

中心和社保中心，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 

 

6.5 主办方将为入选参加线下活动的团队提供旅行和住宿的费用。 

7. 方法 

7.1 竞赛机制 

在线上阶段，我们将依据参赛团队提交的三份材料（作品展示、愿景宣言和可测试的原型）选

出五个团队晋级参加线下创客坊。在线上阶段，团队只需要提交能够展示产品功能的演示视



频，不需要提交依赖开发环境展示功能的实际原型。晋级进入线下创客坊的团队将专注于完善

他们的可测试原型。 

评委会将根据最终提交作品（线上和线下）做出评价。评价标准如下：创新性（分值 30%），

实用价值（15%），升级和发展潜力 （15%）、社会效益（15%）、原型的可用性 (15%) 以及

文本表述 (10%)。 评委将对参赛作品进行综合评估，并确定每个参赛团队的排名。 

7.2 作品提交方式 

解决方案应当切合当地需要，并具备可推广性。 参赛人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提出各种解决方

案，抑或根据特定地点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此次创客马拉松的线上部分，参赛团队将经历一次运用设计思维方法的共同创造过程。他们将

分析、运用换位思考、构思并设计原型。主办方将提供方法、利益相关方联系方式及文档模板

支持团队自行收集并编译数据、编写材料和开发他们的方案展示（见下）。 

线上阶段完成时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在线作品展示（最后一次线上研讨会所提交的演示文

稿）、愿景宣言和可测试原型（通过线上学习平台提交文档，包含展示设想产品功能的演示视

频的链接）。在这一阶段不要求提交数字应用程序。 

进入线下创客坊的团队，在线下阶段需要完成并提交：在线作品展示以及更详细的数字化可测

试原型（文档，包含具备基础性能的数字应用程序的链接）。 

7.3 软件开发环境 

参赛团队自行选择软件开发环境（程序语言、编程软件等）。 

7.4 知识产权 

参赛团队对参赛过程中独立开发的成果拥有知识产权。包括社保经办机构在内的相关机构如需

使用相关成果，应与参赛团队协商，得到其同意授权。成果使用的相关安排由双方协商决定。 

7.5 竞赛奖励 

本次参赛和学习活动不收取参赛团队任何费用。 

所有入选参加线上部分的团队将获得： 

 与国际专家线上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电子版参赛证书（需要符合完成活动的相关要求） 

线上阶段成功晋级的五个团队将获得： 

 参加线下创客坊的机会 



线下创客坊中获胜的团队（三个最佳应用程序）将获得：  

 专题报道，提升国际知名度 

 有机会参与主办方（国际劳工组织，人社部信息中心、人社部社保中心）的后续会议 

8. 合作伙伴 

 

8.1 本次活动核心组织团队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中国人社部信

息中心及社保中心。本次创客马拉松期间，主办方将与人社部有关部门、省级机关、平台企业等保

持密切联系。  

 

 

 

 

由欧盟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