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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积极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全面完成市十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总体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４０亿元，增幅连续七

年位居南通第一。实现财政总收入５１．７５亿元、地

方一般预算收入２１．６５亿元。对照全面小康四大

类１８项２５个指标，总评分９８．８分。再次荣膺全

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

年内，市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２次、政府

常务会议２２次，各类专题会议７３次。３月１４日，

市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姜

永华要求全市上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振奋的

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迎难而上，抢抓机遇，艰苦

奋斗，共克时艰，奋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

“双过半”，进而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

础，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献礼。８月

９日，在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市委副书记、市

长姜永华作题为《坚定信心　狠抓落实　确保完成

和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讲话，要求在认真总

结分析，客观评价上半年政府工作的基础上，紧扣

全年目标，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

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水平，为圆满完成全

年各项目标任务、总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

奋斗。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会】　１月１６日，市

委、市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汇报会。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李炳坤，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主任陈

冀平，全国航天工业公司原总经理朱育理，中国对

外贸易协会会长周可仁，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朱育

成，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主编王占生等领导，新

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等

主流媒体的领导和记者出席汇报会。

【经济技术（科技·人才）洽谈会】　５月３１日，

２００９年如皋经济技术（科技·人才）洽谈会在如皋

大剧院举行。全国５０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

３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盛会。中国产学研合

作促进会副会长、秘书长王建华，省科技厅副巡视

员凤穗，东南大学副校长沈炯，省社科院副院长、经

济学教授、省“３３３工程”中青年首席科学家张颢瀚

分别到会讲话。南通市副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

娟向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淳

生等１３位院士、首席专家颁发如皋市经济社会发

展高级顾问聘书。会上，市级机关部门、镇（开发

区）、企业与专家学者对接洽谈，形成科技合作意向

３４９项、人才合作意向７２６项，其中集中签约４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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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软件园奠基开工】　７月３１日，省级软件

园———如皋软件园奠基开工。市领导陈惠娟、姜永

华、杨曹明、李中林等出席奠基仪式。

软件园规划面积８平方公里，起步区规划面积

５８公顷、建筑面积５８万平方米，重点发展服务外

包、软件研发等相关产业。

政政政 务务务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政府办公室紧紧围绕“三突破

（在参谋助手作用的发挥上力求新突破、在整体运

作水平的提升上力求新突破、在干部队伍素质的提

高上力求新突破）”、“三满意”（辅政、服务让领导满

意、让部门基层满意、让群众满意）、“前三强”（在年

终考核中，达到共性考核零扣分、个性考核有亮点、

专项考核创特色，确保各项考核进入前三强）总体

目标，充分发挥办公室综合协调服务和参谋助手作

用，创新机制，狠抓落实，各项工作迈出新步伐。

日常工作　年内，市政府办完成市政府全体

（扩大）会议、工业经济大会、财税金融社保大会、

“六城同创”大会等综合性会议报告的起草，起草或

参与起草各类会议报告、市政府主要领导讲话

１２０多篇，计６０多万字。起草常务会议纪要１０份，

起草、修改、审核各类文件９００多份，整理和编发市

长会议纪要１０份，专题会议纪要５０篇。接待处理

各类信访７０批３５０多人次，处理人民来信４００多

件，处理“省长信箱”３０件、“市长信箱”２０８件。

组织协调　年内，市政府办牵头组织市政府

全局性会议２０多次，参与组织小康会议、沿江经

济洽谈会、各类投资环境说明会等重大活动１０多

次，参与接待省、市部门及兄弟县区到如皋考察

２０多次。

督查督办　年内，市政府办强化交办事项督查

反馈，累计下发交办单３８份，办结落实率９５％。

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２５１件、政协委员提案

３３６件，南通市人大代表建议２件、政协委员提案

７件，建议意见办理答复率１００％，代表委员满意率

和基本满意率达９８％以上。

调查研究　年内，市政府办在各级各类媒体发

表调研文章３０篇，其中国家级７篇、省级３篇、南

通市级４篇。向南通市报送信息４００多条，被录用

７０条，被省级录用７条，居南通各县市前列。

（赵　亮）

政政政府府府法法法制制制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市政府法制办现有在编工作人员５名。

２００９年，市政府法制办被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省法制办联合表彰为全省法制工作先进集体，

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法治工作先进集体。

行政决策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审核各类规范

性文件和重大民商事合同８６件，提出法制审核意

见３２条。及时向南通市政府及如皋市人大报备市

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制订的规范性文件２５件。

２月，制订《如皋市规范性文件清理方案》，着手对

２００８年以前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３月，聘请

５０名行政决策听证代表。６月，制订《市政府贯彻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决定的实施意

见》，明确到２０１２年，基本实现国务院《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实施纲要》所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目标，并

确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１０月，制订《如皋市

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依法行政　１月，市政府法制办修订《市级机

关２００９年法治建设（行政执法）工作考核细则》。

２月，调整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３月，制发《２００９年全市依法行政工作要点》，

召开市政府扩大会议暨依法行政工作会议，表彰行

政执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与各镇、各部门

签订依法行政工作责任状。制订全市依法行政示

范单位示范项目管理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工作交

流制度。８月，确认全市依法行政示范项目９个。

１１～１２月，牵头组织考核全市２０个镇区和４０家

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情况，考核结果列入市委、

市政府对各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行政执法监督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共备案登

记各镇、各部门规范性文件３２件，经审查后限期改

正４件，制发规范性文件情况通报２份。２月，制

发《２００９年度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计划》。３月，组织

检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实施周年情况。５月，采取以评代培

方式，邀请１０个部门法制科室及执法机构工作人

员１４人，从１６个主要行政执法部门随机抽取５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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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案卷，按照标准评查，并书面通报评查情

况。７月，会同市依法治市办制发行政“法误”公示

１期。８月，与市财政、物价、监察等部门联合清理

涉企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共保留涉企收费项目

８６个，编制《如皋市涉企收费项目公示手册》，公示

清理后的收费项目。９月，专项检查《关于严格执

行罚缴分离制度的通知》执行情况。会同市依法治

市办和相关执法部门检查、指导镇区法制工作室运

作情况，抽查部分镇公安派出所、卫生所、建管所、

城管中队、计生办、生猪办、土管所等站所执法情

况，通报抽查情况。１１月，制订《关于公布全市规

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及其备案监督机关的通知》，明

确具有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机关。提请监察部门

追究行政案件败诉责任人３人次。

行政复议与应诉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共办理

行政复议案件５４件，案前协调并成功１４件，受理

行政复议案件４０件。办理市政府被复议案件３

件、被诉案件１３件。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参加行政复议质证率均达１００％。４月，创新

建立行政争议调处中心，以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名

义制发《关于建立行政争议案前解决机制的指导意

见》。

行政处罚与强制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审查并

作出兵役处罚２１件，办理注销土地承包证、房屋产

权证案件７件，办理注销宅基地使用证案件１件。

审查并作出行政强制拆迁批准３６件，审查并作出

行政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１２件。

行政执法协调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主持协调

对外劳务、食品安全监管、烟花爆竹安全职责等行

政职能争议１２件，并相应制发《如皋市对外劳务管

理办法》、《市政府关于明确食品生产经营相关环节

监管职责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明确相关部门执

法职责和管理权限。

法制宣传培训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组织或参

与组织城管、广电、农林等系统执法人员培训６场

８００多人次。共４批７２人次参加领导干部任前法

律知识考试，并颁发考试合格证书。实行领导干部

述法测评制度，将学法、执法、守法等情况列入年终

科级领导干部述职考核内容。撰写信息被国务院

法制办录用３篇，被省级录用１４篇，被南通录用

１５篇。在省级以上网站、报刊上发表调研文章

６篇，在南通市级发表２篇。参加普法讲师团到各

镇宣传法律知识３次。２月，《如皋政府法制网》正

式改版运行，全年上传法制信息７０多条，上传文章

１９篇。３月，制作以《国务院关于加强县市依法行

政的决定》摘要为内容的“普法宣传卡”１期。４月，

制订出台《如皋市人民政府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认

真落实市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和领导干部专题

法制讲座制度。４、１０月，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

习《国务院关于加强县市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２月，市政府召开

全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会议。３～

９月，市政府法制办梳理、审核、确认行政权力依据

１９０４部，行政职权事项５０２２项，指导各单位制定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定和行政权力网上运行流程

图。１２月，全市进入行政权力网上试运行阶段。

【组建镇政府法制工作室】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指

导全市２０个镇（开发区）建立镇政府法制工作室，

明确专兼职法制员６２人。镇政府法制工作室实行

职能配置、制度文本、办事流程、工作台账四统一。

（孙亚东）

人人人事事事人人人才才才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机关公务员２５３０人、参照公务

员管理人员７９０人，合计３３２０人。现有事业单位

人员１６３６２人，其中：干部１５１０７人、工人１２２７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４人、省中青年专家４人。

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者７．２万人，其中具有高级

职称者２５３７人、中级职称１．３７万人。２００９年，市

人事局被评为省人事政务工作先进单位，市机关目

标责任制考核先进集体、人才工作先进单位、综治

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建议提案办理先进集体、“五

五”普法中期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信访工作

先进集体、市级机关先进集体、“帮村帮户”工程先

进集体、行政服务优胜奖先进集体、区域教育现代

化创建先进集体。

人才资源开发　３月，继续推进百强企业人才

服务工程，相继出台《如皋市２００９年人才引进

“１１１”工程计划》、《关于对获得省“六大人才高峰”

·７５１·如皋市人民政府



资助项目的主持人给予配套奖励的意见》。启动人

才引进“１１１”（引进１０名领导型高层次创新企业人

才、１００名硕士以上研究生或高级职称人才、１０００名

优秀本科毕业生）工程，被纳入市委工作报告。５月，

神马电力科技申报的２００９年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

目择优资助项目获批。５月３１日，召开２００９年经济技

术（科技·人才）洽谈会，６家单位与６位博士、硕士签

约。７月１７日，如城镇顾庄花木和天盟养殖特色高效

农业实用人才示范基地授牌。９月１６日，南通市人事

局受省人事厅委托，对神马电力科技、人民医院、上

海轮胎、如皋高压、恒祥化工、农技推广中心等９个

“六大人才高峰”项目结项验收。９月２２日，２００９年

７个引智项目获批。１１月，组织申报人才津贴，经审

查，全市共有符合条件对象４０名，获资助资金近

３０万元。１２月，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梁中

全“风力发电叶片用ＨＭＥ玻璃纤维”项目通过省

人事厅批准立项。

事业单位改革　年内，市人事局完成“如皋市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结构调

研”，汇总上报南通市人事局，在此基础上，根据上

级统一部署，完成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信

息管理数据库建库工作并上报，为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管理工作推进打好基础。

公务员管理和考核奖惩　年内，市人事局依法

抓好２１０余名公务员职务任免手续办理工作。完

成１１０位科级领导干部任命书制作和发放。完成

２００８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和人员考核工作，完善

２００９年度考核奖惩政策。配合市纪委监察局和经

济环境监察中心，组织测评市级机关特别是主要涉

企部门、单位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情况。完成

１０２名公务员招录工作，其中法院１１人（含聘任制

书记员５人）、检察院６人、乡镇机关６９人、乡镇司

法所４人、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参照管理人员１２人。

接收江苏警官学院、南京森林公安专科学校、沈阳

刑警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２００９年应届毕业生

２１名。组织完成全市公务员“５＋Ｘ”能力暨学法培

训、五五普法培训、初录用公务员培训、全市机关人

事干部业务培训等工作。

人事计划管理　年内，经市政府主要领导批

准，市人事局组织实施２００９年度市属事业单位招录

计划，全市１８个部门３４家事业单位招录６３人。协助

市教育局完成２００９年３批１４５名新教师招聘工作，其

中硕士研究生２０名、本科学历者９０名、专科学历者

３７名。协助市委组织部招聘９７名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党政后备干部人才。首次组织新进事业单位人

员岗前培训，邀请市领导和省委党校教授讲课。

军转干部管理　年内，市人事局完成计划安置

部队转业军官团职６名、营职以下２０名及随调家

属１０名任务。严格按照“指令计划、公开职位、量

化积分、自主选岗、双向选择”原则，实行行政军官

和技术军官分开选岗，１４名营以下转业军官赴基

层任职。为２１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办理基本医疗

保险和大病救助手续，推荐就业２人，协调解决

３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间的债务纠纷。全面落实

企业军转干部各项解困政策，市财政累计为企业军

转干部支付生活保障费２８４．８４万元，缴纳养老保

险基金６６．４４万元、医疗保险２５万元、慰问金

５５．５２万元，总计４３１．７６万元。协调解决１０多名

企业军转干部个体困难和愿望，多措并举，化解矛

盾，实现全年无一人进京、赴省越级上访刚性目标。

工资制度改革　年内，市人事局核批公务员滚

动晋级、达到上一年限调整工作性津贴及事业单位

晋升薪级工资，适时办理机关退休人员退休手续

８２人。１月，完成工商、质监、药监等省直部门规范

公务员津贴补贴核批。５月，调整全市离休人员生

活性补贴标准。９月，完成８１名公务员转正定级

及１０２名新录用公务员工龄认定及工资审批。

１０月，圆满完成全市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实施

工作。１１月，完成市６９家事业单位及１３家非义

务教育学校工资收入情况统计表布置、收集、审核

汇总及上报工作。

（王　平　孙正权　黄劲松　丁玉林）

机机机构构构编编编制制制工工工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有市级机关４９个、市属

事业单位３４６个、镇属事业单位１８０个。

行政管理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　年内，市编办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市县政府机构

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苏委〔２００９〕４０７号）精神，按

照“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

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

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开展市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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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如皋实际，拟订市政府机

构改革初步方案，经市委常委会讨论确定后，正式

上报审批。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全省乡镇机构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苏

办发〔２００９〕３２号）精神，按照“转变职能、整合机

构、精简人员、优化队伍”的要求，对镇机关和事业

单位机构设置、编制、人员现状进行调查摸底和研

究分析。完成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市政

府信息网络管理中心“三定”工作。完成市民防局、

市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市口岸管理办公室等机构设

立工作。１１月，召开乡镇机构改革座谈会，充分听

取各方面意见，结合如皋实际，围绕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机构设置、精简人员编制、理顺政事关系等重

点，拟订乡镇机构改革初步方案。

机构编制管理和监督检查　年内，市编办共处

理镇、部门有关机构编制事宜请示５２份，所有请示

事项分别经２月、７月两次编委会讨论，逐一批复，

并督促落实。年初，全市实名制管理发证工作全部

到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进入运行状态。５月，

与市委组织部、市审计局研究制订出台《如皋市科

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用人责任审查经济责任审计

编制责任审核实施办法》和《如皋市科级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三联审”工作实施方案》，对１０家单位

１３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三责联审。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年内，市编办共办理事业

单位设立登记５家、年检４９３家、变更登记５２家、注销

登记２７家。３月，会同市财政局专项督查５家市属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情况。

【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　１０月，市编办配合

市教育、财政等部门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按照区域、生源、教育资源等情况，进一步调整

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撤并生源不足的中、小

学４４所。

（张世闻）

外外外 事事事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有参加境外培训或经贸

考察临时因公出国（境）任务３３批２３０人次，因私

出国（境）１７批１８人次，涵盖全市各镇、部门和多

家企业，外事和国家安全教育率１００％，护照收缴

率１００％。邀请外国人来华１５批３０人次，涉及美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

国、荷兰、比利时、挪威、新加坡、泰国、印尼、印度等

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

因公出国（境）管理　年内，市政府外事办在办

理因公出国（境）审核过程中，本着“提高质量、讲求

实效、精干节约”原则，对出访类别、出访人员结构、

出访人数、在外停留时间、出访费用、邀请方材料等

方面逐一审核，制止不符合审批规定出访团组２批

８人次，对不符合量化管理，又没有实质出访任务

的一律不予批准。对获批出访团组，进一步加强行

前教育，严格外事纪律，杜绝超时绕道现象发生。

团组回国后，按时点要求团组负责人认真填写《因

公出国（境）团组信息反馈表》，及时向南通市外事

办上报出访成果。３月，市政府外事办根据中办发

〔２００９〕９号文件和苏办发〔２００９〕１５号文件及专项

会议精神，印发《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办理须

知》，并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宣传因公出国（境）相

关管理规定。４月，推动并参与制订《如皋市加强

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管理暂行办法》，完善因公

出国（境）制度化管理。

外事服务　年内，市政府外事办在加强审批和

管理的同时，坚持外事工作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

理念，对市领导赴日本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团、如皋

港赴泰国招商团等重点经贸出访团组特事特办，多

次派人赴南通、上海等地，做好出访任务报批和办

理护照签证工作，确保市领导如期出访，推动如皋

与出访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交往与合作；对

有实质项目任务确需出国（境）招商引资的领导和

部门，在中央和省、南通市加大控制党政干部因公

出国（境）审批力度的情况下，积极与上级外事办沟

通，争取政策支持顺利成行。积极构筑“走出去”绿

色通道，根据相关规定为民营企业人员试行申办

ＡＰＥＣ商务旅行卡，筛选、动员信誉好，并具有一定

代表性的民营企业上报，为民营企业提供因公渠道

出访便利，全市进入申报程序民营企业３家。

涉外管理　年内，市政府外事办对外国人来华

申请进行严格审核把关，特别是对敏感国家人员，

建立外国人在如数据库和信息反馈机制，跟踪来访

实效，维护国家安全。会同市公安、外经、安全、工

商等部门建立健全涉外突发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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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做好对外劳务市场管理工作，分别于２月、６月

协同妥善处理罗马尼亚、新加坡劳务纠纷。

外事接待　年内，市政府外事办接待华人华侨

及港澳同胞回国探亲访友６批２０人次。在外事接

待过程中，严格按程序办事，不卑不亢，达到宣传如

皋、宣传外事的目的。

侨侨侨 务务务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旅居海外侨胞和港澳地区同胞

约３９００多人，其中大部为外籍华人，分布于２９个

国家和地区，主要侨居地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等国，其次是日本、新加坡、泰国、德国、法国，旅

居中国香港地区同胞６８０多人。全市现有归侨、侨

眷和港澳同胞眷属９００多户计４５００多人。

侨务经济　全市现有正常运行侨港资企业

１２３家，涉及电子、服装、房地产等行业。年内，市

侨办通过电话联系、书面调查、上门走访等形式，完

善侨港资企业数据库。会同市外经、安监、环保、税

务、工商等部门，向省、南通市联合推荐如皋境内侨

港资优秀企业，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被评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度省明星侨资企业，南通泰慕士服

装有限公司、南通川邻铸造技术有限公司、南通强

绅服饰有限公司、南通龙泉服饰有限公司被评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南通市明星侨资企业。坚持对重点

侨商侨企定点联络、定期走访、定期服务，听取意见

与诉求，为其排忧解难。６、８月，牵头处理江安东

洋毛纺厂土地使用纠纷和如皋经济开发区多邦染

织公司劳资纠纷等问题。１１月底，组织召开侨港

资企业经济形势分析会。对全市侨港资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开展问卷式调查和互动式交流，寻找帮助

企业战胜危机、加速发展的对策。

侨务宣传　年内，市侨办利用海外名人影响力

扩大如皋对外知名度。５月，联合市文化局、如皋

博物馆等部门单位，历经几个月艰苦筹备，建成国

内首家以李昌钰命名的博物馆———李昌钰刑侦技

术博物馆，至年底，参观博物馆的海内外人士逾万

人。１２月，组织“侨法宣传月”活动，通过举办侨法

知识竞赛和推进侨法进社区等侨法宣传活动，扩大

侨务工作社会覆盖面，增强全社会护侨、维侨意识，

切实贯彻落实侨务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

侨益维护　年内，市侨办围绕保发展、保民生、

保稳定要求，通过接听市长专线电话、受理来信来

访，为侨胞解惑释疑。全年共处理信访件５起。对

侨房征用拆迁、补偿安置、商品房买卖纠纷及祖坟

迁移等涉侨敏感问题，在第一时间协调有关单位和

部门处理，为侨胞排忧解难，依法维护侨胞合法

权益。

【侨港资企业经济形势分析会】　１１月底，市侨办

就侨港资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转型升级等问

题，邀请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刘汉太教授授

课，为如皋侨港资企业理顺未来发展思路。

（江　宇）

信信信 访访访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全市现有信访工作机构２５个，专职信访工

作人员５６人，兼职信访工作人员１４０人。２００９年，市

信访局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市级机关先进集体。

来信办理　年内，市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

１１４８件，同比上升１０．７％。办理省交办委托复信

２５件、联名信１９件、异常信９件、求决类初信

３２件，办理南通市“市长信箱”２１７件，办理如皋市

领导批阅信件３１８件。

来访接待　年内，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

１４９４批 ６１３３ 人 次，同 比 分 别 下 降 ３５．８％、

３３．３４％。接待集体来访２３５批４０１９人次，同比分

别下降１７．９％、３３％。全年累计发生赴京上访

５５批８６人次，批次同比上升１４．５５％，人次持平；

去省集体上访８批，同比下降２０％；去南通市集体

上访８批，同比上升３３％。

信访案件查办　年内，市信访局查办中央交办

非正常信访案件７件，省、南通市交办信访案件

３６件，上级联席办交办信访案件６９件，上级领导批

示交办信访案件１５件，越级上访交办案件３８件，

报结率１００％。

信访案件督查　年内，市信访局与市纪委、公

安等部门组织对信访稳定工作措施落实、重点信访

事项办理和重点人员稳控等情况联合督查７次。

国庆６０周年活动期间，市信访局召开全市信访工

作会议３次，部署开展信访“百日”专项治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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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三个专门督查组，分片督查各镇（开发区）、部

门信访工作，组织驻京信访应急工作组和遣返工作

组，做到“两个力争，三个确保”（力争不发生老户进

京重访，力争不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确保不发生

进京集体上访，确保不发生有影响的重大信访事

件，确保全市信访形势总体稳定），实现国庆６０周

年期间进京上访“零”登记。

信访案件复查　年内，市信访局代表市政府受

理信访复查申请４２件，其中８件申请南通市政府

复核，均得到维持。

信访信息和调研　年内，市信访局向市政府常

务会议报送信访情况１２期４８条，向市政府报送信

访信息２０期，向南通市报送预警性信息１４条、工

作动态２６条。

信访法制化建设　年内，市信访局举办“三个

讲清楚”法制教育学习班５次，对１２名重点人员进

行法制教育，促进信访秩序好转。３月１４日，市委

办出台《关于对市委交办事项进一步加强督办查办

的通知》（皋委办〔２００９〕１５号）。７月２２日，市委、

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信访工作责

任的意见》（皋委发〔２００９〕４５号），进一步规范领导

干部信访工作行为，确保依法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

理诉求，推动信访工作开展。

信访工作责任追究　年内，市信访局依据中纪

委《关于信访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国家监察部、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关于信访违纪行为

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加大通报力度，对责任不落

实、工作不力单位，启动信访责任倒查机制，先后通

报批评镇党委、政府４个，纪律追究科级责任领导

３名。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年内，市信访局累计排查

各类矛盾１４７９件，化解１３９８件，化解率达９５％，

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及时妥善化解。９月５日，

市政府办印发《关于调整部分原乡镇机关、事业单

位编外和临时人员生活费标准的通知》（皋政办发

〔２００９〕１４７号），提高原乡镇机关、事业单位编外和

临时人员以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下放到乡镇集体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生活待遇。９月１６日，市政府办

印发《关于调整原乡镇农具厂大集体人员养老生活

费标准的意见》（皋政发〔２００９〕１３４号），提高原农

具厂大集体人员生活待遇。１１月１１日，市政府办

印发《如皋市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实施意见（试行）的

通知》（皋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６８号），解决在职乡村医

生和离岗乡村医生生活保障问题。１２月１８日，市

委办、市政府办印发《关于解决原乡镇电影放映人

员生活待遇问题的补充意见》（皋办〔２００９〕

１０７号），解决原乡镇电影放映人员生活待遇。

【信访积案化解年活动】　年内，市信访局全面部署

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年”活动，上级交办１０个信访

积案全部化解，如皋排查梳理交办６２件信访积案

化解５７件，其中集访积案化解率达９５％，个访积

案化解率达９７％，进京上访积案化解率达９４％，省

交办积案化解率达１００％。７月２２日，南通市信访

积案经验交流会在如皋召开，市信访局进行经验

交流。

【书记大接访经验在全省介绍】　９月，《江苏信访》

第八期《书记在线》栏目刊登如皋书记大接访经验

材料《强化书记大接访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腾

飞》。

年内，在书记大接访中，市四套班子领导累计

接待来访群众４７０批１１７０人次，其中市委主要领

导接访３３１件，交办３３１件，报结３３１件，报结率

１００％。１月２３日、２月１４日，市委办先后印发《关

于建立书记大接访长效机制的意见》（皋委办

〔２００９〕６号）、《关于建立书记大接访长效机制的补

充意见》（皋委办〔２００９〕１０号）。９月４日，中央信

访督查组副组长李国继、省信访局副局长孙献荣一

行６人到如皋督导信访工作时，对书记大接访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

【信访工作“四无”镇（区）创建活动】　年内，市信

访局在全市组织开展以 “全年无进京重复上访和

非正常上访，无到省集体上访，无信访积案，无

因信访问题引发有影响事件”为主要内容的 “四

无”镇 （开发区）创建活动。如城镇、雪岸镇、

东陈镇、丁堰镇、林梓镇、白蒲镇、九华镇、下

原镇、石庄镇、常青镇、搬经镇、袁桥镇、磨头

镇、桃园镇、吴窑镇、郭园镇、经济开发区等１７

个镇 （开发区）被南通市信访工作领导组确定为

信访工作 “四无”镇 （开发区）。

（佘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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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接 待待待 工工工 作作作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接待办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牢固树立“接待是形象、是环境、是生产力”的理

念，坚持热情周到、文明节俭、规范有序的工作宗

旨，充分发挥接待工作桥梁、纽带和窗口作用。

年内，市接待办累计接待来宾９８６ 批次

２．５８万余人，其中国家级领导２批次１９人，省部级

领导７６批次４８２人，厅级领导１６２批次１１５６人。

接待各类检查、考察、调研团组３３８批次，其中党政

代表团６２批次。参与组织承办上海、宁波、深圳、

昆山等市外招商活动１２次。参与策划、组织、承办

在北京、南京和南通举行的２００８年如皋市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汇报会。参与组织承办市党政代表团

赴张家港、江阴、常熟、昆山、太仓等地考察学习活

动和目标千百亿企业赴南京、无锡、上海、张家港等

地考察学习活动。参与组织承办如皋港国家一类

开放口岸国家级验收、如皋海关开关仪式、中国·

如皋第七届沿江经济洽谈会、长三角首届县域信息

产业发展论坛、全国首届县域经济产学研合作高峰

论坛、２００９熔盛船舶科技发展高层论坛、中国民营

船企发展高层论坛、李昌钰博物馆开馆仪式、新疆

商会成立暨如皋援疆人员座谈会、新春团拜会、科

技洽谈会、小康会议、全委扩大会等３０多个大型活

动。参与组织承办全省领导干部述法工作现场会、

省秸秆综合利用现场会、省经贸委会议、南通市工

业经济点评暨项目推进会、南通市利用外资工作讲

评推进会、南通市农村工作会议、南通市秸秆综合

利用现场会、南通市林业工作会议等在如皋召开的

省、市重要会议。

年内，驻京、驻宁联络处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在政务联络、项目审批、招商引资引智、信息

传递、接待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９月，联络

处升格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后，加大对软件、服务外

包及产学研合作项目招商引资引智力度。

（章剑峰）

机机机关关关事事事务务务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下设机关后勤服务中

心，现有行政在编人员１３人，行政附属人员６人。

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南通市机关事务管理先进单位，如

皋市文明机关、法治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平安建设先进集体、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市

行政中心被评为南通市园林式单位，物业保洁组被

市妇联评为市巾帼文明示范岗，物业会务组被团市

委授予青年文明号。市行政中心办公大楼被评为

南通市优秀物业管理大厦。

事务管理　年内，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市级机

关各部门提供各类会务服务２６１４场次，服务与会

人员７９７４３人次。接待疏导大型群众集访２９７次

３３２６余人，疏导零星上访群众２３３９次约３９８０人。

登记外来车辆６０００余辆次、外来人员２．３万人次。

接受并处理行政中心入驻单位报修２６００余次。为

１２０多个单位收发各类机要件６８００余份。围绕提

高服务满意率，全面实行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优

化调整保洁区域，实行不间断循环保洁，提供主动

式和提前式会务服务，及时掌握会议举办方要求。

先后出台机关餐厅服务承诺公示、一周菜谱公示制

度，实行菜价跟踪、服务质量跟踪、“放心蔬菜”定点

配送等措施。对行政中心内的设备、设施采取日常

巡查和不定期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分门别类限时修

补整改。加强对行政中心重点部位的保卫巡查，加

强消防安全管理，在人防、技防、物防的基础上构筑

立体安全防范网络，实施群防群治机制，共同营造

安全稳定的机关办公环境。全年行政中心电费总

额同比减少８２万元，同比下降１２．１％。

制度建设　年内，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先后出台

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使用

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维修物资采购管理制度、节能

降耗管理制度等９项内部管理制度，实行一线工作

制、层级管理制、２４小时值班制和月计划、周细化、

日督查工作推进机制。

公车改革　年内，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市车

改办的统一分工，负责涉改公务用车的试行管理与

服务，探索公务用车管理模式，形成《市级机关车改

后的公车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车队驾驶员管理

办法、车辆管理办法、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

文件草案，建立公车派遣、费用结算、协调衔接的工

作流程。

资产管理　年内，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市行政

事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属资产实行统一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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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过资产置换、挂牌出让、拍卖、抵押借贷等途

径，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累计盘活资金３５００万元。

１月２２日，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将市行政事业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所属权由市财政局移交给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３月１６日，完成市行政事业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所属权移交工作。

工程建设　年内，市委、市政府明确机关事务

管理局负责市民服务中心工程建设。７月１日，市

民服务中心工程项目正式开工，至１２月底，主体工

程封顶。

【市民服务中心工程开工建设】　７月１日，市民服

务中心项目正式开工。

项目西至府西路，北至解放路，用地总面积

２３８４０平方米，建筑总面积３．６万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２．７万平方米、地下车库９０００平方米，总投

资约８０００万元。１２月，主体工程封顶。

建成后的市民服务中心集经济环境监察中心、

行政审批大厅、“五保”大厅、人才市场、劳动力市

场、招投标中心、矛盾调解中心、信访大厅、婚姻登

记大厅、教育报名大厅等多位一体，是面向全市的

重要服务窗口。

（钱云龙）

政政政府府府信信信息息息网网网络络络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政府信息网络管理中心现有在编人员

４人。

电子政务　６～８月，市信息网络管理中心拟

订全市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工作硬、软件建设方案。

９～１０月，招标采购市电子政务中心机房相关硬件

设备，实施机房改造工程。１０月，依托行政权力网

内网骨干网建设全市电子政务内网。１１月，一体

化支撑平台、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系统、电

子监察系统、协同办公系统软件开发成功，进入测

试阶段。完成中心机房改造，硬件部署到位。指导

各部门、各镇（区）局域网络改造升级。１２月５～

７日，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网络构建、平台

建设等工作全面到位，首批２４个部门进入试运行

状态，至年底，成功开发全市网上协同办公系统，进

入试运行，为网上办文、网上审批等业务提供高效、

规范、先进、扩展性强的基础平台。

网络管理维护　１１月，市信息网络管理中心

对市行政中心各部门内外网逐一清理登记、检测调

试，重新分配ＩＰ。共耗时一个多月，理顺网络，实

现行政中心内外网畅通，为行权网正常运行奠定基

础。会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制订网络建设方案，并为

其提供全程支持服务。对情况特殊部门和镇（区），

主动上门服务，从经济、实用、长远规划等方面考

虑，指导其制订网络建设方案。１２月，改版“中国

·如皋”网站，完善便民服务、公众互动和网上办事

板块。

信息公开　年内，全市累计收到申请公开

３件，其中网上申请１件、信函申请１件、当面申请

１件。全市通过“中国·如皋”网站、“如皋市委新

闻网”及其网站群公开业务及动态信息累计５万多

条，通过《如皋动态》报纸公开动态信息８４３１条，以

《如皋动态手机报》形式发布政务动态信息

５４６９条，通过如皋广播电台公开信息３２０７条，播

出“政风行风”广播热线３７期。主动公开信息中涉

及政府文件、部门文件、工作报告、发展规划、机构

人事、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民生保障等多个

方面。以户外电子显示屏、《手机报》、《阳光政务频

道》等为重点，加快全市政务公开载体建设。如皋

市被评为南通市政府信息的公开先进单位。

【市政府信息网络管理中心成立】　５月２７日，市

机构编制委员会根据《市政府关于建立如皋市政府

信息网络管理中心的通知》（皋政发〔２００９〕４７号）

精神，编发《关于如皋市信息网络管理中心主要职

责和人员编制的批复》（皋编〔２００９〕２５号），明确信

息网络管理中心为正科级建制，编制４名，设正副

主任各一名。市政府信息网络管理中心主要负责

全市电子政务和政务公开的规划、指导、协调推进

和网络管理等工作。

（陈雨洋）

市市市长长长公公公开开开电电电话话话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以听民

声、问民情、知民意为工作重点，以办实事、办成事，

实现群众满意、政府满意、部门满意为工作目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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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处理每一件来电（信）。

求助受理　年内，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

（“１２３４５”受理平台和“１２２”受理平台）累计受理来

电（信）３４６７５件，其中：“１２３４５”窗口受理１３０４９件，

日平均受理３６件，日最高９２件，直办１０３２５件，占

受理件的７９．１．１％，交办２７２４件，占受理件的

２０．９％；“１２２”窗口受理２１６２６件，日平均受理

５９件，日最高１１３件，直办１８８５７件，占受理件的

８７．２％，交办２７６９件，占受理件的１２．８％。

协调处置　年内，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积

极协调处置群众求助，按期办结率９４．６％，综合

办结率９６．８％，群众满意率８７％。１月，为如皋

经济开发区多帮染织有限公司投资人美籍华人曹

伟新维权。主动对接交管部门，培训出租车驾驶

员，整治 “春运”期间客车乱收费现象。２月，

依法保护美籍华人朱融祖坟免遭破坏。４月，解

决郭园镇一农户因邻里纠纷引起８年未能解决的

用电安全问题。５月，协调解决外资企业东洋毛

纺厂堵门事件及深层次用地矛盾。６月，紧急处

置安定小学附近楼顶墙面坏塌，危及学生人身安

全事件。７月，解决部分镇种子站违反国家规定，

不将粮种补贴直接打进农民一卡通问题。为养鸡

专业户解决高温天气突然停电，致鸡大量死亡问

题。８月，协调如皋经济开发区派出所为高位截

瘫病人杨玉林上门办理身份证。９月，协调解决

２０４国道与３３４省道交叉路口安装红绿灯问题。

整治城区红绿灯显示混乱现象。为抗战纪念墙明

确日常管理和维护单位。１０月，协调解决水明楼

酒业有限公司请求职工社保费延续挂账的改制遗

留问题及破产终结事项。１１月，交办市国税局为

个体户合理确定税额。联系环卫等部门为跳蚤成

灾、不能安居的紫竹园小区居民灭蚤。１２月，为

市水务局死亡职工周延的家属协调解决与张黄港

闸管所住房冲突。

【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创新受理服务模式】

５月１日，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创新受理服务模

式，将受理系统切换到市移动分公司运行，市移动

分公司挑选５位员工前台受理，实行接听前台服务

外包，“商务”嫁接“政务”，齐心服务百姓，移动公司

成为市长热线接听平台。

通过机关服务机制与公司服务机制对接、行政

文化和市场文化“嫁接”，接听服务效果明显改善。

此举受到第十六届全国市长公开电话年会关注。

【市长公开电话加入全国年会理事单位】　１２月

上旬，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十六届全国市长公开电

话工作年会上，如皋市长公开电话再次作为唯一县

级市代表应邀出席。经大会讨论，年会组委会作出

“邀请如皋市长公开电话加入下届全国年会理事单

位”的决定。

年会上，如皋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提供交流

文章《点亮民主之光———来自如皋市长公开电话的

报告》（《南通日报》１２月３０日刊）、《如皋市长热线

成集智管道发展助推器》（《人民网》专论）。

【市长公开电话加大群众满意率考核力度】　２００９年，

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加强“群众满意率”考核，增

加电话回访、抽样调查等考核形式，把考核权真正

交给人民群众。

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组织对市长公开电话

交办事项来电（信）人进行电话回访、网上测评、电

话抽查、书面调查等，听取来电（信）人对市长公开

电话网络成员单位承办态度、承办效率、承办质量、

承办结果满意程度意见。对网络成员单位办结一

般交办事项随机抽样电话回访，对重点交办事项专

题抽查回访。回访调查每季度进行一次，抽查结果

及时在市长公开电话《工作动态》上通报。

（解云虎）

·４６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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