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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小餐馆（60平米以下）

第一步：准备材料
材料清单：
1.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下载网址：http://

wxbh. jszwfw. gov. cn/jszwfw/bscx/itemlist/bszn. do? webId=
37&iddept_yw_inf=
1132021101402971XE400013100400001&ql_kind=
01&iddept_ql_inf=
1132021101402971XE4000131004000）；

2.经营者身份证原件；
3.经营者一寸彩照；
4.房屋租赁合同及产权证原件或复印件，或住所

承诺书；
5.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6.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

流程等文件；
7.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8.食品经营户负责人和员工的身份证及健康证复

印件；
9.门头店招备案申请书；
10.房屋产权所有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11.彩色实际现状远景图（应标明位置）和彩色外

观效果图（三维轴侧图）；
*注意：门头店招不能有电话号码、经营服务内容、

价格等文字。
12.公共安全承诺书或财产保险证明材料或质量

安全证明材料；
13.加盟店还需提供加盟店授权书、商标注册证。
第二步：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备案）
登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江苏省）

进行备案。网址：http://218.94.78.91:19001/REG/a/login
疫情期间无需办理，2021年 1月 1日起无需办理环

评手续，但是要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
第三步：提交申请材料
通过江苏省政务服务网滨湖旗舰店“一件事专栏”

提交材料或前往滴翠路 98号滨湖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
“一件事”专窗提交材料。

第四步：领取办理结果
接到领取电话通知后前往滨湖区政务服务大厅二

楼出证窗口领取，或EMS免费邮寄送达。

我要开水果店（300平米以下）

第一步：准备材料
材料清单：
1.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下载网址：http://

wxbh. jszwfw. gov. cn/jszwfw/bscx/itemlist/bszn. do? webId=
37&iddept_yw_inf=
1132021101402971XE400013100400001&ql_kind=
01&iddept_ql_inf=
1132021101402971XE4000131004000）；

2.经营者身份证原件；
3.经营者一寸彩照；
4.房屋租赁合同及产权证原件或复印件，或住所

承诺书；
5.门头店招备案申请书；
6.房屋产权所有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7.场地租赁协议；
8.彩色实际现状远景图（应标明位置）和彩色外观

效果图（三维轴侧图）；
*注意：门头店招不能有电话号码、经营服务内容、

价格等文字。
9.公共安全承诺书或财产保险证明材料或质量安

全证明材料；
10.加盟店还需提供加盟店授权书、商标注册证。
第二步：提交申请材料
通过江苏省政务服务网滨湖旗舰店“一件事专栏”

提交材料或前往滴翠路 98号滨湖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
“一件事”专窗提交材料。

第三步：领取办理结果
接到领取电话通知后前往滨湖区政务服务大厅二

楼出证窗口领取，或EMS免费邮寄送达。

我要开办美容美发店（300平米以下）

第一步：准备材料
材料清单：
1.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下载网址：http://

wxbh. jszwfw. gov. cn/jszwfw/bscx/itemlist/bszn. do? webId=
37&iddept_yw_inf=
1132021101402971XE400013100400001&ql_kind=
01&iddept_ql_inf=
1132021101402971XE4000131004000）；

2.经营者身份证原件；
3.经营者一寸彩照；
4.房屋租赁合同及产权证原件或复印件，或住所

承诺书；
5.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总体平面图和周围环境平面图；
6.公共场所经营项目布局及卫生设施平面布局

图；
7.卫生设施和消毒设施清单；
8.委托办理的，提供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9.《江苏省卫生健康行政许可申请表》；
10.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微小气

候）卫生检测报告；
11.门头店招备案申请书；
12.产权所有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13.彩色实际现状远景图（应标明位置）和彩色外

观效果图（三维轴侧图）；
*注意：门头店招不能有电话号码、经营服务内容、

价格等文字。
14.公共安全承诺书或财产保险证明材料或质量

安全证明材料；
15.加盟店还需提供加盟店授权书、商标注册证；
第二步：提交申请材料
通过江苏省政务服务网滨湖旗舰店“一件事专栏”

提交材料或前往滴翠路 98号滨湖区政务服务大厅二楼
“一件事”专窗提交材料。

第三步：领取办理结果
接到领取电话通知后前往滨湖区政务服务大厅二

楼出证窗口领取，或EMS免费邮寄送达。

滨小政友情提示：
以上步骤完成后不要忘了完成以下两步操作

哦。
（一）线上进行税务实名采集。具体步骤：关注

江苏税务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方微服务。
第一步：点击实名认证。根据提示拍摄身份证

和人脸识别。
第二步：点击我的信息。点击切换纳税人，选

择公司，点击保存。
（二）至滴翠路 98号 1楼税务窗口免费领取开

票UKEY。
咨询电话：0510-85865068

“滨湖政务”（微信号bhzwfwzx）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国家赔偿案件
精神损害赔偿相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 2021年 4
月 1日起施行，推动正确适用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合
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司法解释明确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认
定标准，兼顾依法保障人权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有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依法应
当赔偿的，一般可同时认定致人精神损害；无罪或者终
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六个月以上，或者受害人
经鉴定为轻伤以上或者残疾等情形，可认定为造成严
重后果。

司法解释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为受害人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
般在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赔偿金总额的 50%以下

（包括本数）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视案件具体情
形，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后果
特别严重的，可在50%以上酌定。

首批全国统一“首违不罚”
涉税事项清单将施行

近日税务总局公布第一批包括 10项内容的全国
统一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涉税事项清单。如，纳
税人未按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
关资料、纳税人未按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
纳税资料等。第一批清单自4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续
还将继续发布其他“首违不罚”涉税事项。

家有老人的注意了
你的出入境证件办理将更方便

国家移民管理局从2021年4月1日起，实施6项便
利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新举措。①设置老年人等
需扶助群体窗口，老年人可不经网上预约直接到出入
境办证大厅窗口办理业务；②便利老年人使用办证自
助设备，加强出入境办证大厅自助设备人工引导服务；
③60岁（含）以上老年人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或往来台湾通行证，可直接复用 5年内曾办理过的
出入境证件照片或居民身份证照片；④提供多种证照
费缴纳方式；⑤升级改造出入境政务服务平台，增加亲
友代办等适合老年人网上办事功能，优化操作界面，增
设大字体、大按钮页面展示；⑥开通政务服务平台证件
速递服务，为老年人等广大群众提供证件速递、邮费支
付、全程速递信息查询等便民服务。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
不得随车提供驾驶劳务

交通运输部印发《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
办法》，要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随车提供驾驶
劳务，鼓励办理车上人员责任险等保险。办法自 2021
年4月1日起实施。

为规范承租人用车行为，办法要求承租人持机动
车驾驶证租赁车辆并随车携带租赁车辆机动车行驶
证，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使用租赁车辆，未经租赁经营者
同意，不得改动租赁小微型客车部件、设施和变更机动
车使用性质，不得将租赁小微型客车抵押、变卖、转租。

旅游休闲街区如何定义、如何划分等级？
行业标准实施

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旅游休闲街区等级划分》自
4月1日起实施。

旅游休闲街区由高到低划分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和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总占地
面积不小于5万平方米或主街长度不小于500米，年接
待访客量应不少于 80万人次；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总占
地面积不小于3万平方米或主街长度不小于300米，年
接待访客量应不少于 50万人次。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应为步行街，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应在每日主要营业
时段期间采取主街限制车辆通行的措施。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再降低20%
财政部印发《关于取消港口建设费和调整民航发

展基金有关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确，自 2021年 4月 1
日起，将航空公司应缴纳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标准，在
按照《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
知》降低50%的基础上，再降低20%。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工程竣工决算不得超过1年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自 2021年 4月
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采用建
设方式配置资产的，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
及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并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竣工财
务决算，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年。各部门及其所属单
位对已交付但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的建设项目，应当
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资产价值。

这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
处理基金补贴有调整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调整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标准的通知》，自
2021年 4月 1日起施行。其中，14寸及以上且 25寸以
下阴极射线管电视机每台补贴 40元，单桶洗衣机、脱
水机（3公斤<干衣量≤10公斤）每台补贴 25元，整体式
空调器、分体式空调器、一拖多空调器（含室外机和室
内机）（制冷量≤14000瓦）每台补贴100元。

4月新规来了
将影响你我生活

滨湖区“一件事”办事指南

本报讯 公交、地铁换乘优惠再放
大招！4月 1日起，市区常规公交、轨道
交通换乘优惠政策全面实施。本次换乘
惠民政策是自去年 12月市区实施常规
公交 90分钟内刷卡换乘免费政策后，对
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换乘优惠政策的升
级，标志着无锡市区全面实现了常规公
交和轨道交通刷卡、扫码乘车换乘优惠
全覆盖。此举在全省属首创，乃至全国
领先，将给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方便和
省钱。

目前无锡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共 298
条，线路总里程近 5700公里。建成并运
营的轨道交通线 3条，日客运量 50万人
次。本次换乘优惠方案实施范围为市区
常规公交、轨道交通，优惠卡种包括无锡
市民卡、太湖交通卡、江苏交通一卡通。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市民呼声最高的扫
码换乘优惠也实现了，通过手机下载“智
汇交通”“无锡智慧公交”“灵锡”“码上
行”APP，使用“公交乘车码”或“地铁乘
车码”即可享受优惠。

公交与地铁换乘惠民政策究竟怎么
个省钱法？市交通运输局运输处副处长
律秀原介绍，市民持优惠卡种或手机扫
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本次刷卡或扫
码与前次刷卡或扫码间隔 90分钟内，常
规公交换乘常规公交免费；轨道交通换

乘常规公交免费；常规公交换乘轨道交
通在基础票价上减 2元，剩余支付票价
继续享受对应票种刷卡或扫码优惠。优
惠换乘不限次数。

这一“全省首创”的惠民政策背后，
攻克了大量技术难点。无锡地铁集团
历经 4个月时间，对全线 1300多台闸
机、150个客服中心设备及清分结算系
统进行改造升级。无锡公交集团完成
2500多辆公交、3000台车载 POS机改
造。地铁、公交原本“各自为政”的后台
数据被打通了。“这项惠民工程的最大
难点是扫码换乘优惠功能的实现”，无
锡智汇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企管部经理
芮杰说，由于公交、地铁扫码换乘优惠
走在全国领先地位，尚无经验可借鉴，
技术部门通过数月的开发和反复测试，
搭建了专门的换乘计费平台，实现了扫
码换乘优惠。

自 2020年 12月 1日常规公交间换
乘优惠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 880万人
次享受到了公交换乘优惠，优惠金额超
过 1800万元。随着 4月 1日起市区公共
交通换乘优惠政策升级实施后，享受到
换乘优惠惠民政策的市民将会大幅增
加，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增强公共交通吸引力，缓解交通拥
堵，促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

无锡实现公交地铁刷卡、扫码换乘优惠全覆盖

4月1日起，你出门又可以省钱了

1、常规公交换乘轨道交通，
在轨道交通基础票价上减 2元
后，是否仍然享受优惠折扣？

享受。在轨道交通基础票
价减 2 元后，剩余票价仍然享受
优惠折扣。如乘客 7点刷卡乘坐
常规公交线路，7 点 30 分刷卡进
站乘坐轨道交通，8点出站时，对
3元轨道交通基础票价减 2元后，
1元部分继续享受 9.5折优惠，实
际支付 0.95元。

2、学生卡和老龄卡能否享
受换乘优惠？

享受。如乘客持学生年票
卡于 7：00乘坐 1路公交，支付金
额 0.4 元（月 票 卡 常 规 公 交 优
惠）。又于 7：30刷卡进入地铁市
民中心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前往
三阳广场站，由于本次地铁进站
刷卡与上次公交刷卡间隔 30 分
钟，市民中心站到三阳广场核定
票价为 4 元，享受换乘优惠后为

（4-2）×0.5=1 元，本次出行总费
用为 1.4元。

同样，某六旬老人持老龄年

票卡于 7：00乘坐 1路公交，支付
金额 0.4元。于 7：30刷卡进入地
铁市民中心站，换乘地铁 1 号线
前往三阳广场站，享受换乘优
惠，高峰时段需支付地铁费用

（4-2）×0.95=1.9 元，本次出行总
费用为 2.3元。

3、手机NFC交通卡是否也
享受换乘优惠？

享受。为保证能正常享受
换乘优惠政策，市民可通过华
为、小米、魅族、OPPO、VIVO 等
安卓品牌手机钱包应用开通“江
苏交通一卡通·无锡”交通卡功
能。其他更多主流品牌手机的
NFC 交通卡服务功能也将陆续
推出。

4、行程信息缺失是否享受
换乘优惠？

常规公交换乘轨道交通或
轨道交通换乘常规公交，换乘优
惠的计算均以卡内或扫码的最
近一笔交易信息为准，若符合在
90分钟内的条件，则享受换乘优
惠，否则不享受。

答 疑

这些渠道可处理问题

由于推行常规公交、地铁手
机扫码换乘优惠政策处于试行阶
段，公交车载 POS机及地铁闸机
扫码系统的数据通讯受环境等因
素影响较大，可能会少量发生二
维码扫码交易延迟上送、换乘优
惠系统计算产生误差导致扣费不
准等问题。为此，相关企业也将
进一步加强系统开发和设备升级
改造工作。市交通运输部门希望
乘客予以支持和理解。

换乘过程中如有问题，刷卡用
户可拨打太湖交通卡公司客户服
务热线88760000，通过提供交通卡
卡号、乘车时间、乘坐的常规公交线
路或轨道交通进出站点等信息，经
后台核实后，若乘客符合换乘优惠
条件且未享受换乘优惠的，由太湖
交通卡公司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人
工退款。对于扫码用户来说，“智汇
交通”“无锡智慧公交”“灵锡”“码上
行”APP均有客户服务咨询投诉渠
道，乘客可在8:30-17:00拨打客服
热线进行咨询处理。

提 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