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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绿色公交服务体系，让群众出行更享实惠

建设智慧停车平台，有效解决
“停车难”
问题

实施医保惠民工程，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绿色低碳优结构。2021 年更新新能源公交车 344 辆，公交车中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车占比 83%。两网融合零距离。新辟公交线路 10 条、优化调
整 28 条，市区公交线路突破 300 条。新开锡澄毗邻公交 4 条，锡澄毗邻公
交实现零的突破。换乘优惠全覆盖。2021 年 4 月 1 日起实现公共交通换
乘优惠政策全覆盖，日均换乘客流量较 2020 年 11 月政策实施前增长约 3.2
倍，惠及人数超 3500 万人次。

截至目前已新建成停车位 2.4 万个，目标完成率达 120%。
“ 无锡停车”
公众号与“灵锡”APP 深度对接，实现了“一键停车”功能，截至目前，平台注
册用户 66 万人，服务用户 275.7 万余次，已实现 24 万个停车泊位数据联网
目标，更加有效精准地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停车引导服务。2021 年结合人防
工程建设为社会提供停车位 9103 个,截至目前，市区结合人防工程建设累
计为社会提供的停车位已超过 15 万个，
每年新增约 1 万个。

参保群众可通过多渠道网上备案实现门诊和住院联网直接划卡结算，
全市 302 家定点医疗机构（跨省+省内）、487 家定点零售药店（省内）均纳入
异地直接结算范围；
省内首批实现长三角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网上直接办理，
办理时限由 45 天缩短为平均 4.5 天。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最低报销比例稳
定在 60%以上，重点医疗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救助比例不低于 70%。建成
惠山区堰桥街道审批局和宜兴市丁蜀镇行政审批局 2 个省级“15 分钟医保
服务圈”
示范点。

【牵头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加强低收入群体救助，为更多困难群众送上温暖

市民政局全面推行市区中低收入居民疾病医疗自费支出救助责任保险
制度，2021 年市区中低收入居民疾病医疗自费支出救助已超过 10000 人
次，项目累计发放救助金 603.66 万元，个人最高救助金达 8.43 万元，救助金
额占自费支出的比例超过 75%。市残联科学规划、精心实施、严格把关，累
计完成 483 户低收入残疾人家庭开展无障碍改造任务，超额 127%完成目
标，投入改造资金 257 万元。

【牵头部门】市民政局、市残联

实施关心关爱工程，放大帮扶支持覆盖面

全市工会系统投入 90 多万元资金，与多家医院签订协议，结合外卖快
递员、货车司机等职业特点，优惠定制健康体检套餐 3167 份。团市委为以
“事实孤儿”为主体的困境青少年每人建设 1 间“梦想小屋”、落实 3 项结对
机制、实施 6 个关爱项目，2021 年建设交付 150 间“梦想小屋”，用关爱点
亮梦想。市妇联募集“家教小喇叭”150 个，收集制作家教音频 200 余集录制
到 U 盘，刊印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培训材料 2 套各 200 份，用于对 65 个社区
及周边 30 个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牵头部门】市城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人防办

【牵头部门】市医保局

扩大癌症筛查范围，实现防病关口前移

办好系列文体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市卫生健康委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在省内率先开展全市癌
症防控全链条全周期管理试点合作项目，深化开展肺癌、乳腺癌、直结肠癌、
上消化道癌、肝癌等 5 类高发癌症早诊早治工作。2021 年，完成 12 种肿瘤标
志物免费检测 53.36 万人，开展恶性肿瘤高危人群评估 2.9 万余人，完成肺癌
高危人群免费胸部 CT 检查 4033 例；完成 35-64 岁女性免费宫颈癌和乳腺
癌筛查 45.19 万人次，建立 14.6 万例妇女 HPV 阳性病例库。2021 年，我市成
为省内唯一
“中国健康促进行动宫颈癌防治创新模式”
项目首批城市。

【牵头部门】市卫生健康委
提供优质高效政务服务方面
▼
打造“悉心办·一网通”品牌，以“数据跑”替代“群众跑”

市行政审批局打造“无难事、悉心办”优质高效政务服务品牌，
“企业开
办/注销、工程建设审批、房产证办理、政策兑现、灵活就业、新生儿出生、军
人退役、身后”等 8 类+N 个“一件事”全面上线，一揽子办理“一件事”4.22 万
余件；全市 25 个事项实现智能“秒办、秒批”，2021 年 9 月以来办件量达
163.96 万件；
“ 成全 e 站”自助服务终端新增布点 450 台，2021 年办件数超
过 11 万件。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全力推进“线上苏小登”建设，推动实现多项
不动产登记线上“不见面”办理，已累计为群众线上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1.25 万起、不动产抵押登记 13.96 万起、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 26.88 万起。

市委宣传部聚焦文化惠民、文化利民、文化乐民，圆满完成太湖文化艺
术季和“文艺惠民演出 350 场”活动，累计举办近 500 场文化活动、文艺演
出，现场参与人员近 15 万人次，线上观摩超 30 万人次，重点演出平均上座
率达 98%。市文广旅游局以“花园+书香”
“社区+书香”
模式，建成市图书馆
双虹园分馆、万欣社区分馆；开设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 90 个班次，招收学
员 1323 人。市体育局建成 177 个公共体育设施项目，向市民发放免费体育
消费券 20000 张共计 200 万元，
其中线上发放 18000 张，
线下发放 2000 张。

【牵头部门】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游局、市体育局

打造“灵锡”APP 升级版，
“一键”易得便捷服务

市大数据管理局立足“数据便民、数据惠民”，贯彻落实“灵锡”APP 全
面提升方案，持续发力 10 大类 39 项任务建设，通过政务、交通、旅游、医疗、
养老、教育、社区等一个个“小切口”服务“大民生”。截至目前，
“灵锡”APP
注册用户总数突破 573 万，实名用户总数 372 万，新增 200 项功能服务，上
线功能服务总数超 700 项，
市民生活满意度、便捷度得到明显改善。

【牵头部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牵头部门】市行政审批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牵头部门】市大数据管理局

推动社保卡多维增效，增强服务内涵功能

推行电动自行车上牌
“不见面服务”
让群众全程在线办理

建设
“上市通”
服务平台
助力企业更快进入资本市场

2021 年，市本级社保卡各类服务网点共建有 99 个，线上办卡服务 4264
人次。支持支付宝及各类银行 APP 等渠道自助申领电子社保卡，完成灵锡
APP 申领渠道的技术对接。累计发放 460.62 万张电子社保卡。建有 5 个
“社银合作”示范网点、33 个“社银合作”普通网点，可办理 47 项人社业务，
有效扩大了
“就近办”
服务范围。

市公安局坚持从服务群众需求出发，
聚焦群众电动自行车上牌难问题，
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研发开通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线上服务系统，
实现
“线
上申领、后台审核、线下邮寄、到家安装”
的全新模式，自系统投入使用以来，
车主通过无锡交警微信公众号等提交登记信息 3020 条，审核通过邮寄号牌
2929 块，
让广大电动自行车主体验到足不出户的
“零距离”
服务。

“无锡上市通”主要面向全市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目标推动企业办
理上市合规证明文件实现 100%电子化，办件时间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内。
上线运行以来，已实现办理上市合规证明的市级主要部门入驻 10 余家，办
件数超过 50 件，服务需求企业 10 余家，出具证明文件接近 100%电子化，办
件时限基本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内。

【牵头部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牵头部门】市公安局

【牵头部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下转第 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