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推进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

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十三

五”期间，按照“城乡一体化、绿色发展、共建共享”发展战略，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民生幸福工程。2018 年安排社

会事业发展资金 1 亿元，现提出以下政策意见。

一、改善人居环境

1．村庄环境长效管理奖补

——主要包括对自然村和行政村的奖补两类。一是对自

然村的奖补，主要指“三星级康居乡村”（218个)“省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项目”“省康居乡村示范项目”（8 个），以户数为标

准，按 50 户以下、50（含）—100 户、100户（含）以上三

个层次，年度考核合格的分别奖补 2 万元、3 万元、4 万元；

二是对行政村的奖补，主要指“二星级康居乡村”和“环境整洁

村”，除去行政村中“三星级康居乡村”“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项目”“省康居乡村示范项目”标准的自然村，以剩余的户数为

标准，按 800 户以下、800（含）—1500 户、1500 户（含）

以上，分别给予每个行政村奖补 5 万元、7 万元、9 万元。

创建无锡市级村庄长效管理示范村 10 个，给予每个行政村

奖补 10 万元。该事项限额 2200 万元。（申报部门：市建设

局）

2、鼓励开展特色田园乡村、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

——对列入省、无锡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的村庄和

我市美丽宜居示范村庄予以奖补，对完成省、无锡市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工作方案和规划设计方案的行政村，以及创建成

我市美丽宜居示范村的行政村予以奖补，累计不超过 8 个。

该事项限额 800万元。（申报部门：市建设局）

3．鼓励开展河道管理工作

——加强“河长制”管理工作。重点对我市市、镇、村三

级 2424 条河道的综合整治、河长履职、长效管理及水环境

质量变化情况进行考核，对河长制日常事务工作、配合上级

检查考核及亮点示范河道创建等工作进行奖励；积极开展农

村河道长效管理，对河道保洁作业进行年度综合考评后按照

每公里河道 1800 元、每只家塘 300 元、每 100亩湖荡 1000

元的标准进行奖补。该事项限额 800 万元。（申报部门：市

水利农机局）

4．做好城乡垃圾集中收运

——全市生活垃圾收集率、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根

据各镇、园区、街道垃圾收集清运总量，每吨补助 10 元。（申

报部门：市公用事业局）

5．鼓励各镇、园区、街道环卫实施机械化作业

——鼓励和引导各镇、园区、街道环卫实施机械化作业，

依据各镇、园区、街道在实施环卫城乡一体化推进和实施机

械作业所购置车辆（道路清扫车、垃圾收运车、道路冲洗车

等）的金额给予不超过 30%的奖补。该事项限额 100 万元。

（申报部门：市公用事业局）

6．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项目执行海绵城市建设标准

——对执行海绵城市建设标准的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后，按照总用地面积扣除建筑占地面积后的实

际面积予以奖补，奖补标准为 15 元/平方米。（申报部门：市

公用事业局）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7．支持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1）支持养老机构发展

——支持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对企业或个人投资建设的

养老服务项目，实际投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按其项目建设

期实际投资额的 5%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20 万元，

该事项限额 60 万元；对取得我市《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

具有自建产权用房、租赁的新建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每

张护理型床位给予 1 万元、5000 元的补助；对新办营利性养

老机构，按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补助金额的 50%给予补助。

（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支持公办养老机构“三建”改造。对取得我市《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证》的公办养老机构，对养护、康复、托管等

服务设施进行新建、改（扩）建的项目，给予资金补助：新

建项目，按照不超过当年度投资额的 30%给予补助，单个项

目最高奖励 300 万元；当年度投资额在 20 万元（含）以上

的改（扩）建项目，按照投资额的 3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

最高奖励 100 万元。（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推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建设。对当年度成功实施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镇（街道），给予 20 万元补助。（申报

部门：市民政局）



——支持养老机构运营。对达到《无锡市养老机构规范

化建设基本标准》的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含“公建民营”

养老机构），按实住床位，分别给予全护理、半护理、自理

床位每月 120—180元、80—120元、60元的日常运营补助。

（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推进养医融合发展。对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取得我

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给予 5 万元补助。（申报部

门：市民政局）

——鼓励创建示范性养老机构（基地）。对当年度通过

国家、江苏省示范性养老机构（基地）认定（验收）的，分

别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该事项限额 30万元。（申报部门：

市民政局）

（2）支持居家养老发展

——支持居家养老项目建设。对政府投资新建的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进行补助，单个项目最

高补助 30 万元；对社会各类资本建设区域性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区域性老年人助餐中心，实际投入 100万元及以上

的，按投资额的 5%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50 万元；

对创建达到省级标准化服务站和新建造面积达 100平方米以

上的居家养老服务点，给予 3 万元的补助。（申报部门：市

民政局）

——落实居家养老运营补助。完善区域助餐服务，对符

合标准、规范运作的区域性老年人助餐中心，按照服务人次

给予建设和运营补助。按照平均每天 25（含）—50 人次、



50（含）—100 人次、100（含）—200 人次、200（含）—300

人次分别补助 3 万元、5 万元、8 万元、10 万元，每年最高

不超过 10 万元；继续实施对正常开展活动的村级老年活动

场所给予每年 2000 元的运营补助；对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机

构综合责任险投保的，每家机构支付年保费 2000 元。（申报

部门：市民政局）

——对获得国家“驰名商标”的居家养老机构，奖励 20

万元；对获得江苏省“著名商标”的居家养老机构，奖励 10

万元。（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3）推进智慧养老机构建设

——对投资建设智慧养老服务管理系统的养老机构，项

目竣工后，按项目总投资的 50%给予补贴，单个项目最高补

助 30万元。（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4）加强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

——养老护理员一次性岗位补贴。对取得国家养老护理

员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并在我市养老机构护理岗位连续从业 2 年以上的人员，分别

给予每人 10000 元、5000 元、2000 元、1000 元、500 元的

一次性补助。（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实行入职奖。对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养老

护理岗位工作的人员，给予每人 6 万元的入职奖励；对取得

大专学历从事养老护理岗位工作的人员，给予每人 4.8 万元

的入职奖励；对取得中专学历（或高中学历）从事养老护理

岗位工作的人员，给予每人 3.6 万元的入职奖励。以上入职



奖励分五年发放。（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7 事项限额 1600 万元。

8．全面提升物业管理水平

——鼓励创建优秀（示范）物业管理项目，当年度获得

国家级称号、江苏省级称号、无锡（宜兴）市级称号的，每

个项目分别奖励 20万元、8 万元、3 万元；促进物业服务企

业参与物联网建设，对运用物联网技术进行项目管理的企业，

项目建设期设备投入在 20万元及以上的，给予 20%的补助，

单个企业最高补助 10 万元；该事项限额 100 万元。物业管

理单位奖励按宜政发〔2010〕177 号文件执行。宜城街道、

新庄街道拆迁安置小区补助分别按每月每平方米 0.3 元和每

月每平方米 0.2 元标准执行。（申报部门：市住保房管局）

9．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体系

——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考核，鼓励各镇、园区、街

道积极开展安全目标生产，年度考核为“优秀”“良好”的，分

别按所交纳的安全生产责任保证金金额的 100%、50%给予奖

励；年度考核为“一般”的，原交纳的保证金转作下一年度；

年度考核得分低于 70 分、发生较大死亡责任事故和高危行

业恶性事故的，扣除安全生产责任保证金，并处一倍罚金（以

所交纳的安全生产责任保证金为基数）。（申报部门：市安监

局）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已成功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

三级以上，在日常管理中运行比较规范，且全年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的，每个奖励 5000 元；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提



档升级，当年由三级成功创建为二级的企业，每个奖励 1 万

元，当年由二级成功创建为一级的，每个奖励 3 万元；对小

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先进单位，成功创建安全生产标

准化，且评审分数在全市排名前 20 名的小微企业，每个奖

励 3000 元。（申报部门：市安监局）

——安全生产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按照全市挂

牌督办事故隐患的总数及企业投入整改资金的比例进行奖

励。该事项限额 50万元。（申报部门：市安监局）

9 事项限额 150 万元。

10．加快推进经济薄弱村发展

——对全市经济薄弱村进行扶持提升。建立差别化的运

转保障和激励制度，保障经济薄弱村正常运转，给予 3300

万元补助；以竞争性立项的方式，支持经济薄弱村“造血型”

项目建设，按实际投入的 30%给予奖励，限额 1000 万元。（申

报部门：市委农办）

三、推进健康宜兴建设

11．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鼓励、支持参加国家、省级各类健康促进评定、创

建工作。创建成国家级健康镇、村的单位，分别奖励 30 万、

8 万元；创建成省级健康镇、健康村（社区）的单位，分别

奖励 20 万、3 万元；创建成江苏省健康单位，奖励 2 万元；

继续做好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复评通过的，奖励 15万元。

该事项限额 100万元。（申报部门：市卫计委）

12．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对当年度镇、园区、街道投资建成的公共体育设施

项目进行奖励。建成 25×15 米标准游泳池的，奖励 15 万元，

建成 50×25 米标准游泳池的，奖励 20 万元；新建成对外开

放 300 座及以上体育馆的，奖励 20 万元；建成对外开放 1000

座及以上体育馆的，奖励 40 万元；建成无固定座位体育馆

的，按投资金额和场馆面积，给予 20 万元—40万元的奖励；

建成（或改造）对外开放的健身公园、全民健身中心、文体

活动中心等其他公共体育设施的，投入 300万元（含）—500

万元的奖励 5 万元，投入 500万元（含）—1000 万元的奖励

10 万元，投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奖励 15 万元；推进学校体

育场馆向公众开放，对开放示范学校给予平均每校 3 万元的

奖励。该事项限额 280万元。（申报部门：市体育局）

13．大力促进平价商店健康、规范运行

——对平价商店的经营销售及让利情况，依据考核等次

给予基本奖励，奖励标准为：合格等次 6 万元，良好、优秀

分别增加奖励 2 万元、4 万元。鼓励平价商店多销售、多让

利，对超额销售平价蔬菜、经营平价粮油肉蛋的平价商店予

以奖励，奖励金额根据让利金额比例确定；被授予“宜兴市平

价商店示范店”的，奖励 2 万元；对平价商店建设有突出贡献，

或有创新举措的，奖励 2 万元；年度考核为不合格或被勒令

退出的，当年不予奖励。农产品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对组

织调运并按照政府规定价格投放市场，实现保供稳价目标的

平价商店，按照“先控后补”的原则，给予特殊奖励。该事项

限额 500万元。（申报部门：市物价局）



四、加强社会文明建设

14．开展乡村振兴、文明乡风建设

——创建成全国文明镇（街道）、村（社区）的分别奖

励 30万元、20万元，复评通过的，分别奖励 10 万元、5 万

元；创建成为江苏省文明村（社区）的，奖励 10 万元。（申

报部门：市委宣传部）

15．推进生态文明创建

——创建成国家级生态文明镇，奖励 30 万元；创建成

国家级生态文明村，奖励 20 万元；创建成省级生态文明镇，

奖励 20 万元；创建成省级生态文明村，奖励 10万元；创建

成省生物多样性示范基地，奖励 10 万元。（申报部门：市环

保局）

16．全面推进社区建设

——积极开展和谐示范社区创建，创建成为国家级、省

级和谐示范社区，分别奖励 10 万元、3 万元。该事项限额

60 万元。（申报部门：市民政局）

17．推进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品牌建设

——在我市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在当年度首次获得 3A 等级及以上的

社会组织给予奖励。获得 3A 等级的，奖励 1 万元；获得 4A

等级的，奖励 2 万元。该事项限额 35万元。（申报部门：市

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