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大教育惠民力度：
①新建改扩建普通高中50所；②实

现义务教育学校教室空调装配全覆盖；
③改造提升1000所义务教育学校教室
照明。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①建成100家示范发热门诊；②新增

80家普惠托育机构；③出生缺陷防治工程，
实现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疾病筛
查全覆盖；④建设80个农村区域性医疗卫
生中心。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

助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610元；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
定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73元。

●大力促进就业创业：
①新开发1万个公益性岗位托底

安置城乡就业困难人员；②培育高素质
农民15万人；③为2万名农民工和一线
职工提升学历给予补助。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①开展3.5万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②改造提升100个标准化农村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③新建1万张家庭
照护床位；④70%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
院开设老年医学科，同步完善适老化就
医环境；⑤新增20家以上护理院；⑥为
710万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一次基
本健康体检服务；⑦实现市县两级老年
大学全覆盖，每个设区市至少3所、每个
县（市）至少1所。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①万场文化活动进农村工程；②建

设200个智慧广电乡镇（街道）；③向基层
群众提供8万分钟原创广播电视节目内
容；④向25万户经济薄弱地区农村低保
户收看有线电视给予收视维护费补贴；
⑤综合提升4000家农家书屋；⑥新建10
家工人文化宫。

●大力推进全民健身：
①新建改建100个体育公园；②新

建500公里健身步道；③推动100个大型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④面
向健身群众发放体育消费券6000万元。

●加强特殊群体关爱：
①省定城市和农村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130
元、90元；②建设100个省级儿童“关爱
之家”示范项目；③新增就业年龄段无
业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
务10000人；④建设5000个事实孤儿“梦
想小屋”。

●优化交通出行环境：
①畅通农村断头路工程，新改建农

村公路1500公里、桥梁500座；②实施农
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000公里，基
本消除农村公路急弯陡坡和临水等重点
路段安全隐患。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
①全面完成市县两级城乡接合部食

品小作坊整治任务；②疫苗质量安全放
心工程，对全省所有疾控机构和预防接
种单位疫苗质量管理实施全覆盖检查。

●提升城市安居水平：
①新开工城镇棚户区改造25万套，

基本建成10万套；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30个。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①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

件5万户；②点亮乡村工程，全省80%的乡
镇街道、70%集中居住的村组道路、60%的
县乡道路实现夜间路灯照明；③全面实现
洪泽湖住家船整治渔民上岸安居清“零”
目标；④完成淮河行蓄洪区2654户居民
年度迁建任务。

●优化城乡公共服务：
①建设30个15分钟便民服务圈试点

社区；②改造提升和新建300个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③实现7万部电梯2500个地下
室5G信号覆盖。

●完善居民消费环境：
①“璀璨夜江苏、人气夜经济”工

程，高品质改造提升8条步行街；②改造
升级和新建100家农贸市场。

●加强基层社区治理：
①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

为全省每个网格培育1名“法律明白
人”，共培育90000名；②法律援助覆盖
范围拓展工程，（1）将法律援助经济困
难标准放宽至最低工资，（2）对追索劳
动报酬事项，免予经济状况审查范围
由农民工拓展至所有困难人群；③在
26个县（市、区）各建立1个公益性心理
咨询服务中心；④建设600个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示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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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江苏民生实事你最期待啥？
省发改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15个方面初步提出了52项具体实事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丹丹）记
者昨天从省发改委获悉，为提高民
生工作的群众参与度、知晓度，切实
把民生实事办成顺应民意、贴近民
情、排解民忧的“民心工程”，在前期
工作基础上，省发改委形成了2021
年度江苏省政府民生实事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对此稿的意
见建议。省发改委欢迎社会各界和
广大群众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征求意见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 11日。征求意见稿
从教育、卫生、社保等15个方面，初
步提出了52项具体实事。请对此
稿提出意见，也可新提出民生实事
建议，新提建议应充分体现普惠性、
精准性、可行性，代表性强，受益面
广，做到可感知、可落实，并当年实
施、当年完成、当年见效。对只解决
个别单位或个人方面的问题，不作
为建议内容。

公众可通过三种方式参与
公众可进入“江苏政务服务网”

网 站（http：//www.jszwfw.gov.cn/）
“征求江苏民生实事意见”页面提
交，或“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网 站 （http：//fzggw.jiangsu.gov.
cn/），下载表格填写后发送至指定
邮箱jsfgwshc@163.com。

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提
出意见（致电时请说明“对江苏民生
实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登录“江苏政务服务”APP，或
江苏政务服务支付宝小程序，提交
意见。

紧扣服务需求行政审批再提速

连云港推出183项“一件事一次办”

践行嘱托开新局践行嘱托开新局
争当表率争当表率、、争做示范争做示范、、走在前列走在前列

“开个饭店，以前至少需要跑好
几趟，现在跑一次很短时间就办结
所有手续，真是省时省力又省心！”
近日，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政务服务
大厅窗口，同时领取到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店字招牌的徐女
士高兴地说。这样的效率，得益于
连云港市实施的“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

连云港市积极探索“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从企业群众平时常办的
事项入手，将多个部门办理的事项
按照群众“一件事”办理需求进行流
程优化，简化办事环节，减少提交材
料，节省办理时间。今年以来，该市
企业开办“全链通”平台业务总量
4.4万件，占全省业务总量的15%，
新企业网上登记率、全程电子化率、
当日办结率也保持全省领先。

“‘一件事’改革的核心是服务
理念的转变，以前是以部门管理为
中心，现在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按

照群众的办事需求来再造流程。”
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董桂军说。

以海州区餐饮企业开办为例，
正式申报阶段办理用时从35个工
作日缩减至 7 个工作日，压减
73.7%；通过一表申请和电子证照
调用等举措，申请人只需提交12份
材料，较改革前减少35%；跑1次，
较改革前少跑4次，压减68%。目
前，海州区“一件事”线下专窗、线上
专区可受理“我要开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我要开药店”“我要开人力资
源公司”3项“一件事”申请，都实现
最快7个工作日办结。

连云港市围绕企业和公民个人
全生命周期办事需求，以高效办成

“一件事”为目标打造“线上专栏+
线下专窗”。线上专栏推出183项

“一件事”服务，包括结婚生育、入
学、就业、异地就医、退休等个人“一
件事”，及开饭店、开诊所、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等企业“一件事”，办事流
程及申请材料可在江苏政务服务网
连云港旗舰店“一件事”专栏查看。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线下专窗，企业
可享受渣土运输、经营烟花爆竹等

“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在5个企业
类业务窗口的任意一个享受登记、
备案、注销等所有相关业务“一窗受
理”服务。

“一件事”线上办理需要大数
据、云计算技术支撑保障。今年，该
市政务云平台完成三期扩容和优化
升级，全市69家单位270多个政务
信息系统上云；建设人口、法人等六
大基础数据库，归集基础库、主题库
资源信息1012个；建成电子印章系
统、电子证照共享平台，率先与省级
系统对接，归集电子证照186种、数
据115万条，推动“一次认证、全网
通行”。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程长春 赵芳

本报通讯员 闫伟 徐杨 孙虎

全省九成初信初访
“一次办结”

扬子晚报讯（记者 薄云峰）12月 7
日，记者从全省信访业务标准化建设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10月，全省初
信初访一次性化解率超过90%。推行信
访标准化以来，全省信访事项及时受理
率、按期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均创历史最
好水平。

省信访局依托“阳光信访”信息系
统，开发应用标准化验证模块，推进网上
信访全要素标准化管理，全省信访办理
标准化率达95%。记者在江苏阳光信访
信息系统标准化验证平台看到，登记、受
理、办理、复查复核4个环节共有22个验
证标准，包括转交办去向是否准确、是否
在规定期限办结、附件是否存在等。省
信访局综合指导处处长王春明介绍，
2018年，省信访局引入标准化理念，针对
信、访、网、电各类型和受理办理、复查复
核、督查考核各环节，设定具体化工作标
准，如对同类信访设定同一处置流程，既
防止多口径答复，又减少重复信访。

省信访局局长姜金兵表示，信访标
准化不能满足于程序规范，而要通过流
程再造和资源整合，倒逼信访部门不断
改进工作、提高服务效能。开展信访业
务标准化建设以来，全省信访工作规范
化程度显著提高，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进步，在2018年、2019年全国信
访工作考核中居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