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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西瓜评比推介会　Ｐ１８２

●如皋率先建成省基本实现水稻种植机械化县（市）　Ｐ１８８

●如皋建成省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县（市）　Ｐ１８８

●一、二级河道执法大检查专项活动　Ｐ１８９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６１．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８０％。其中：实现农业产值

３３．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７．２％；实现林业产值０．３０亿

元，同比增长４．３％；实现牧业产值２２．０４亿元，同比

增长１．６％；实现渔业产值３．４５亿元，同比增长

７．７％；实现农业服务业产值２．３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３％。全市农业实际利用外资３７０８万美元，新增

５０万美元以上农业外资项目１０个，拥有农产品出口

创汇企业２９家，出口创汇７１０３万美元，居南通市第

一、全省县（市）第三。

年内，全市农业机械化投入资金６７４４万元，其

中用于农业机械购置５４８７万元，全市农业机械总

动力达６６．１２万千瓦。全市拥有拖拉机１０９５３台，

其中大型拖拉机９５６台。全市拥有联合收割机

１３５５台，其中自走式收割机１３５５台。全市拥有稻

麦联合收割机１３５４台。全市农用化肥施用量（折

纯）４．２万吨。全市疏浚二级河１条计２３．９７公里、

三级河４４条计１１２公里、四级河（含家沟家塘）

１０７１条计７２７．７３公里。

２００９年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规模、效益统计
　表１２

序号 企　业　名　称
销售收入
（万元）

利　润
（万元）

税　收
（万元）

出口额
（万美元）

１ 江苏长寿集团 １０６７８５ １４０８ １２０３ １５４０　

２ 如皋市坝新肠衣有限公司 ２７１０３．９５ ５２８．４４ ４０９ １０５０．０７

３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２７９４００ １１８１１ ２２５ ／　

４ 南通天盟养殖有限公司 １０８２８ ２４５ ／ ／　

５ 南通玉兔食品有限公司 ３４９３３．６８ ２３５１．４３ １５７２ １１００　

６ 南通光远速冻制品有限公司 ４１１６ １１１ ９８ ４０４　

７ 如皋市长生食品年罐头有限公司 ４０６８ ２９６ １１８ ２１５　

８ 如皋市新丝路茧丝绸有限公司 １１９０７．６ ５３４．５８ ３４５．８ ／　

９ 南通市赛天蓬牧业有限公司 １２１５６ ５５０ ／ ／　

１０ 如皋市太阳肠衣有限公司 １３７２８ ６３１ ４６６．２ １７８０　

１１ 如皋市光远食品有限公司 ３４３９ １０５ ４８ ５０２　

１２ 南通白蒲黄酒有限公司 ２４９０ １４ ３８０ ／　

１３ 南通菲菲茧丝绸有限公司 ３１７０ １０７ ７７．３ ／　

１４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３５５００ ４３０．７８ ５５０．７３ ３４１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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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２－１

序号 企　业　名　称
销售收入
（万元）

利　润
（万元）

税　收
（万元）

出口额
（万美元）

１５ 如皋市梅源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７６２ １２７６ ５７４　　 ／　

１６ 如皋市花海盆景艺术有限公司 ２０６１８ ６８９ １１８８　　 ／　

１７ 如皋市永祥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１２８１６．４０ ５８．６３　 １３９．８９　 ／　

１８ 南通麒麟阁食品有限公司 １２４５ ５９．７４ ６１．２　 ／　

１９ 南通水绘园酒业有限公司 １５１１．３５ ５６．８５ ４３．２９　 ／　

２０ 南通市江中农产品有限公司 ３１３０ ４２０ １７．５６　 ／　

２１ 如皋市华珍禽业有限公司 ３６６０ １９２ ／　　 ／　

２２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３４９８．６５ ３６８．３２ ／　　 ／　

２３ 南通利都肠衣有限公司 １２７８５ ３７２ ２３６　　 １３００　

２４ 如皋市乐佳面粉厂 １２９５０ ３３８ ２３０　　 ／　

２５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１１８９８９．４７ １５８６ ２２５０　　 ８９８９　

２６ 南通市宏达肠衣有限公司 １１３６０ ４４９ ３１０　　 １３２４．１０　

２７ 南通多瑞尔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７８５０ ２５６ ／　　 ／　

２８ 如皋市凤呜食品厂 ２３４６．８ １４８．２０ ３９．１　 ／　

２９ 南通仁寿食品有限公司 １１９９５．５ １３９ ４１１　　 １２９０　

３０ 如皋市广兴米业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２５ ９．５０　 ／　

３１ 如皋市时来牧业有限公司 １５６０ １５０ ／　　 ／　

３２ 如皋市兴昌实业有限公司 １４９６．０１ ６５．６３ ４６．９５　 ／　

３３ 如皋市绿园有限公司 ２９１５ ３１０ ２８　　 ／　

３４ 江苏久锦畜牧有限公司 ６９５ ５５ ／　　 ／　

３５ 南通岛香食品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５０ ／　　 ／　

３６ 如皋市伟盛生猪养殖场 ５８４ ４６ ／　　 ／　

　 合　　计 ８００６９３．４１ ２６３３３．６０ １１０７７．５２　 ２２９０５．６７

种种种　　　　　　植植植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农林工作紧紧围绕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农业农村经济态势良好。全市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１５．０６万公顷，粮食作物总产量６７．６６万吨。

粮油菜生产　年内，全市粮食播种面积１１．１３万

公顷，单产４０５．２７公斤，总产６７．６６万吨。全市油料播

种面积１．４６万公顷，单产１８１．６７公斤，总产３．９９万

吨。全市蔬菜播种面积２．９２万公顷，总产８８．２万吨。

全年气候多变，冻害、涝害、台风灾害较为严重，小

麦、油菜、水稻、蔬菜都遭受不同程度伤害，农林部

门在市、镇两级政府支持下，及时提出应变管理措

施，通过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等多种途径，

应对灾害性天气，组织开展稻麦油丰产方竞赛，推

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推广，全市建弱筋

小麦百亩丰产方１６块，建设总规模２１３．３３多公顷；

建水稻百亩丰产方１６块，建设总规模２２０多公顷；建

油菜万亩示范片１６６６．６７公顷。４月，市政府办公室

下发《关于严格控减直播水稻生产的通知》（皋政办

发〔２００９〕７２号），全面组织开展控减直播稻工作，落

实控减直播稻的具体措施，在新闻媒体上全面开展

控减直播稻工作宣传，并印发《致全市稻农关于控

减直播水稻的公开信》发放到农户手中，直播稻控

减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全市直播水稻面积控减

１．９３万公顷，超额完成省下达的０．６万公顷控减任

务。５月，组织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４７人赴

山东寿光参加第十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

会，开阔视野，提高对当前全国蔬菜产业的发展现

状、科技水平以及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的认识。

８月，在吴窑镇召开高效设施生产技术研讨会，邀请

全市各大园区负责人、技术总监及相关镇农技站站

长参加会议，针对全市高效设施农业发展的现状和

存在问题，共同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新的举措。

植物保护　年内，全市农作物病虫草害总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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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发生态势，其中水稻病虫害和蔬菜病虫害偏重

发生，夏熟病虫害中等发生。与常年相比，麦田一代

灰飞虱、水稻条纹叶枯病、稻纵卷叶螟大发生，豇豆

根腐病、豇豆荚螟、烟粉虱偏重发生。市农业技术推

广部门紧紧抓住小麦、水稻、油菜、蔬菜等大宗作物

病虫害防治，狠抓病虫测报和防治技术决策，加强

系统调查，增加普查次数和调查范围，及时掌握病

虫害系统消长和全市虫情动态，全面落实综合防治

技术。全年发布《病虫情报》２６期，预报３２个对象

５３个代次，发生期准确率１００％，发生量准确率

９６．２％。全年组织弥雾机实施统一时间、统一药种

防治，防治面积累计１０．６７万公顷次，占防治面积的

４５％。３月，全市组织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治工作，防

治面积约３３．３３公顷，防治效果总体达９０％以上。春

秋二季，组织蔬菜斜纹夜蛾、灰霉病、烟粉虱等蔬菜

病虫害防治战役，累计防治５．６７万公顷次，总体防

治效果达８５％。５月下旬～９月下旬，全市组织６次稻

田防治战役，防治水稻条纹叶枯病、螟虫、纵卷叶

螟、稻飞虱、稻曲病、穗颈瘟、纹枯病等，累计防治面

积３４．６７万公顷次，总体防治效果达９０％以上。１１月

中下旬，组织麦田草害防治工作，累计防治３万公顷

次，总体防治效果达８５％。

林业生产　年内，全市完成成片造林０．４１万公

顷，建设农田林网控制面积０．８万公顷，其中新建

０．４７万公顷，新增四旁植树１３０万株。全市森林覆盖

率为２０．５４％（经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认可）。完成

高速绿色通道苗木栽植２８８公顷。全市共有１４３个村

达到省级绿化合格村建设要求。２月，完成宁通、沿

海两条高速公路绿色通道建设任务，全线涉及１２个

镇（开发区），累计开挖树塘近２５万个。８月，省林业

局验收组检查验收全市村庄绿化整体推进情况，通

过查看台账、听取汇报、实地检查，对全市整体推进

情况表示满意，对验收达标村，每村下拨省补资金

３万元。９月，根据《全国绿化评比表彰实施办法》要

求，全国绿化模范县（市）预检组对如皋创建全国绿

化模范县（市）进行预检，检查组实地检查高明镇、

常青镇、吴窑镇、长江镇、如城镇等地，通过听取创

建汇报、检查创建台账，同意通过预检，上报全国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１０月，南通市、如皋市两级分别在

如皋召开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议，南

通各县（市）分管林业负责人、林业站站长及如皋各

镇分管农业领导、农技站长和林改业务骨干共

１００多人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听取省林业局林改办

领导和专家讲解国家、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文件精

神以及有关林改政策、程序、技术要求等，如皋市作

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１０个省级试点县（市）之

一，完成集体林地改革任务０．０７５万公顷。

全市社会农作物面积产量
　表１３

项　目　名　称
面　积
（万公顷）

亩　产
（公斤）

总产
（吨）

全社会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１５．０６ ／　 ／　

一、粮食作物合计 １１．１３ ４０５ ６７６６００

　（一）夏粮合计 ４．７７ ２７７ １９８１６０

　　１．小麦 ４．４９ ２７９ １８７７９０

　　２．大麦 ０．１９ ２６７ ７５２０

　　３．蚕豌豆 ０．１０ ２０１ ２８５０

　（二）秋粮合计 ６．３６ ５０２ ４７８４４０

　　１．中稻 ４．９９ ５６４ ４２２０３０

　　２．晚稻 ０．０１ ５４８ ５５３

　　３．玉米 ０．４５ ３７１ ２４８５３

　　４．豆类 ０．６６ １８７ １８４７１

　　５．薯类 ０．２２ ３３０ １０９７５

　　６．其他秋粮 ０．０４ ２８２ １５５８

二、油料合计 １．４６ １８２ ３９８６２

　（一）油菜籽 １．０８ １８０ ２９２６８

　（二）花生 ０．３８ １８７ １０５５６

　（三）芝麻 ０．００３ １０９ ３８

三、棉花 ０．０３ ６５ ３３０

四、药材 ０．００１ ２１６ １６６

五、蔬菜、瓜类 １．５３ １６２９ ３８０７００

　（一）蔬菜 １．４１ １６３２ ３４５１００

　（二）瓜类 ０．１２ １９７８ ３５６００

六、其他农作物 ０．９１ ／　 ／　

　其中：花卉苗木 ０．３９ ／　 ／　

　　　 桑园 ０．６２ ／　 ／　

【优质西瓜评比推介会】　６月６日，如皋市第一届优

质西瓜评比推介会在如皋大润发超市召开，市政府

及涉农部门负责人、全市２０公顷以上设施果蔬园区

代表、各镇农技站站长、各大超市负责人及市民代

表参加活动，全市８家规模设施西瓜生产园区产品

参展。经参会代表、领导和专家及市民综合评比，如

皋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林梓镇建杨大棚果蔬园区、

南通力诺蔬菜生态园有限公司、石庄镇石北果蔬园

区、常青高效农业示范区、郭圆镇大棚西瓜基地６家

单位获产品优质奖，郭圆镇大棚西瓜基地生产的

·２８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早佳８４－２４”获优质西瓜品种特等奖，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生产的“小兰”、石庄镇石北果蔬园区生产的

“京欣二号”、常青高效农业示范区生产的“早春红

玉”获优质西瓜品种一等奖。评比活动结束后，参赛

西瓜被本市几大超市抢购一空，并与西瓜生产园区

签订长期合作协约。

养养养　　　　　　殖殖殖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生猪饲养量１６５．１９万头，同

比增长６．４６％，其中栏存７４．８４万头，上市肥猪

９０．３５万头。全市家禽年饲养量３３１９．４７万只，上市

家禽２２０９．１６万只。全市山羊饲养量７３．４７万只，其

中栏存３０．５万只，上市４２．９７万只。全市现有年上市

５０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户５４４０户，年上市生猪

５４．５５万头。现有栏存５００只以上蛋禽规模养殖户

２６８５户，栏存蛋禽６７４．４４万只。现有年上市２０００只

以上肉禽规模养殖户１３３４户，累计上市１４０７．４２万

只。全市猪肉总产量５８７２８吨，牛肉总产量５．２２吨，

羊肉总产量５１５６吨，牛奶总产量１０５７吨，禽肉总产

量３３１３７吨。全市淡水养殖面积０．６１万公顷，其中年

内新增高效渔业规模建设面积２００．６７公顷，实现水

产品总量２．３８万吨，实现渔业总产值８．０２亿元。

蚕桑生产　全市现有桑园面积０．５６６万公顷，

全年桑蚕发种２４．２６万张，位居全省第三位，投产桑

园每亩平均发种２．８６张，蚕茧总产量１．０９万吨，蚕

茧生产实现产值２７７００万元，每张蚕种产茧４４．９公

斤，全年蚕茧收购价格平均２５．４１元／公斤。年内，全

市推广育７１－１桑品种，占全市桑园总面积的８０％

以上，基本实现桑品种优良化。全面推广“协字

号”———苏豪钟晔新蚕品种，引进推广“苏秀春

丰”多丝量新蚕品种。因２００８年中秋蚕茧价格大跌，

导致蚕农生产积极性普遍低迷，为增强全市广大蚕

农的信心，市政府出资３００万元，对蚕农实行临时性

财政补贴政策，每张蚕种由市财政补贴１０元，补贴

资金直接从蚕农定种费用中减除，同时对新建连片

１００亩以上桑园每亩补贴２００元。１０月，国家商务部

举办的全国蚕桑技术骨干人员培训班１３０余人到如

皋，参观高明镇周庄蚕沙沼气发酵处理利用现场、

高明镇晓庄桑园养鸡园、高明镇中心居至搬经镇严

鲍村万亩丰产桑园以及江苏新丝路丝业有限公司，

对如皋蚕桑产业的发展予以充分肯定。

畜牧生产　年内，全市累计使用猪 Ｗ 苗

３８５．９７万毫升、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活苗２８５．３５万

毫升、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苗８０．２５万头份、猪瘟

４３３．２８万头份、猪链球菌Ⅱ型苗３０７．９８万毫升、猪链

球菌Ｃ型苗５３．８万头份、牛羊口蹄疫（Ｏ－亚Ⅰ型）苗

４１．９５万毫升、牛Ａ型口蹄疫２１００毫升、高致病性禽

流感苗１０４５．１５万毫升、鸡新城疫苗４５１２．２万羽份。

实施生猪 Ｗ 一免实防１５４．２５万头、Ｗ 二免实防

１４５．９８万头、免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活苗疫

１２６．９９万头、免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疫苗

３５．５６万头、猪瘟一免１５６．６４万头、猪瘟二免１４９．１１

万头、免疫猪链球菌９９．４３万头、免疫牛和羊口蹄疫

（Ｏ－亚Ⅰ型）１７．６５万头、免疫牛Ａ型口蹄疫２５０头、散

养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疫２３１．８８万羽、规模家禽

高致病性禽流感防疫２５９７．６万羽、免疫鸡新城疫

２６９３．５万羽。重大动物疫病规定免疫病种的免疫密

度均达１００％。全年使用产地检疫证２０．０５万本计

１００．３万张、屠宰检疫产品出证４０２０本计４０．２万张、

出县动物检疫证１１１本、出县动物产品证１４８本、消

毒证２７６本。５月，市政府召开畜产品安全监管会议，

与各镇政府签订动物防控责任状，会后各镇政府与

镇兽医站、各村、３０２８个规模家禽场、３７７个规模猪

场分别签订责任状，在全市形成动物防疫工作责任

体系。９月，省畜牧兽医总站在如皋召开全省畜牧统

计监测县工作经验现场交流会，全省各县（市）负责

畜牧统计监测工作的信息人员参加会议，会议交流

全省畜牧生产与疫病防控监测、农业部“百场千村万

户”监测县项目、畜禽及其产品、饲料等价格监测工

作情况。９月下旬，市农林局举办全市动物检疫技能

培训班，重点培训生猪屠宰检疫及出县境检疫技术

要点，解读动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等，各镇分管检疫

站长、驻场动物检疫员等共１２６人参加培训。

【如皋黄鸡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１０月１５日，农

业部发布第１２７８号公告，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

会鉴定通过，如皋黄鸡遗传资源列入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

如皋黄鸡是经过长期选择形成的家禽遗传资

源，历史悠久，原产地为如皋市。其分布区域相对连

续，主要分布于南通市的如东、海安、通州及泰州、

盐城等地。自１９７６年始，如皋市畜牧科技人员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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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皋“三黄鸡”采用个体选择和家系选择相结合

的方法，开展有目的地选育、提纯复壮工作。经过１１

个世代的选择，如皋黄鸡原种的体型、外貌已趋一

致，表现为黄羽、黄喙、黄脚，颈羽、翼羽、尾羽尖端

夹有黑色斑纹羽的“三黄三黑”特征，遗传稳定，种

群数量３万只左右。

７月２８日，由中国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研究员陈

宽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宁、扬州大学教授王金

玉、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文杰、

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勇组成的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家禽专业委员会专家组，

对如皋黄鸡遗传资源进行现场鉴定。专家组听取如

皋黄鸡遗传资源保护情况汇报，考察如皋黄鸡资源

保种场和肉鸡饲养场，现场测定体重、体尺、蛋重、

蛋品等，各项目变异系数小于１０％，并根据《畜禽新

品种配套系审定和畜禽遗传资源鉴定办法》和《畜

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和畜禽遗传资源鉴定技术规

范》进行质询和讨论，最终一致认为：如皋黄鸡符合

家禽遗传资源鉴定条件，同意通过现场鉴定，上报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农农农业业业技技技术术术推推推广广广应应应用用用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增连片１３．３公顷以上设施

农业园区２６个，新建种养园区１３３个，建成磨头设施

农业示范园、常青设施农业园区、如城花卉苗木园

区千亩连片设施农业园区３个。获国家级发明专利

１个、南通市农技推广奖３个、南通市农业科技进步

奖２个。全年抽检蔬菜品种２５个、样品１９５６７份，合格

率９８．２％，检测１８个生产基地、２４个种植大户蔬菜品

种、６７５３个样品，合格６６５９个，合格率９８．６％。全年认

定无公害农产品基地９２个，面积５．１９万公顷，认证无

公害农产品５９个、绿色食品３８个、有机食品６个。

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年内，市农林局对全市

３０５个村（社区）农民开展面对面实用技术培训

８５９场，培训农民１６３１１２人次。举办农民创业培训班

１３期，参训学员２２３４人，其中５０５名学员参加首次农

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４１２名学员通过鉴定，获从业

资格证。组织专家、教师编写蚕桑、花木、瓜果蔬菜、

畜禽养殖等方面教材５部近１．５万册、技术明白纸近

６０万份，向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订购各类专业书籍

６０００多份发送到参训农民手中。１～６月，围绕“一村

一品”的特色、高效农业建设要求，在产业特色比较

明显的如城镇、搬经镇、常青镇、长江镇、东陈镇、桃

园镇、雪岸镇的５０个村实施农业部“新型农民科技

培训工程”项目，对种养大户和科技示范户进行较

为系统的农业技术培训。８月，组织３８位蔬菜生产基

地负责人、种菜大户和部分科技人员赴山东寿光市

参加中国科协和寿光联合举办的为期８天的高效农

业培训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沼气工程　年内，全市完成农村户用沼气工程

４７００只、猪场沼气工程１０处，其中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国

债联户沼气工程１处、２００９年中央预算内新增大型

沼气发电项目１处、中小型省级沼气工程８处。市农

林局申请承担农村沼气乡村服务网点建设任务

４个、秸秆预处理站项目５处，秸秆沼气集中供气项

目１处、秸秆固化成型燃料１处和秸秆气化集中供气

项目１处。５月，市政府召开农村沼气项目动员大会，

各镇分管负责人、农技站长、项目村支部书记参加

会议，市政府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有关镇和项目

村，并与项目镇、项目村签订农村沼气建设责任状。

先后制订下发《关于对２００９年农村沼气项目实行目

标责任制考核的通知》、《如皋市“一池三改”户用沼

气工程质量控制办法》等项目管理文件，从多个环

节强化项目管理，抓紧项目组织实施。

【长寿集团实施农业部大型沼气发电项目】　９月，

经农业部批准，在江苏长寿集团友联畜牧有限公司

实施农业部大型沼气发电工程建设项目。工程地处

江安镇联络村，总投资２８０万元，项目采用ＵＳＲ工

艺，罐体为一体化搪瓷钢板厌氧发酵罐，容积

１２００立方米，配备２００ＫＷ沼气发电机组，日处理鲜

猪粪２２吨，冲洗污水４７吨左右，日最大产气量

１２００立方米，日最大发电１８００千瓦时。

农农农业业业行行行政政政执执执法法法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出动执法人

员８２０人次，检查农资经营网点、企业３５６２余家，发

出各类整改通知１５６份、各种质量抽查报告３０２份，

立案查处２６件，涉案品种３６个，罚没款总额４２万元。

农资、农药市场整治　年内，市农业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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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重点整治农药市场“一药多名”、产品数量和标

签杂乱等问题，农药经营企业由过去的２４３５家减少

到１０４３家，农药产品由过去的１５００多个减少到

４００多个，农药品种多、乱、杂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

年检查农药生产企业４家、经营场所２６８家次，涉及

农药品种２００多个，抽样送检样品２８份，其中无农药

登记证４份。全年立案查处农药案件１１件，查获劣质

农药品种４个，合计５吨。

肥料市场专项治理　年内，市农业行政执法大

队在春耕生产和水稻肓秧、栽插用肥高峰来临前，

以及秋播期间，对全市所有肥料经营点经营的肥料

进行抽样，共抽样１８份，其中不合格产品３份、无证

产品１份，均予立案查处。

兽药、饲料市场专项治理　年内，市农业行政执

法大队配合南通市畜产品检测中心，对全市１０多家兽

药经营企业销售的兽药进行抽样检测，尤其加大对重

点监控兽药生产企业的兽药的抽查力度。彻底清查饲

料生产企业的“三无”产品，将不合格饲料产品阻止在

生产环节，以保障畜牧投入品的质量安全。

种子市场专项整治　年内，市农业行政执法大

队先后召开各类专题会议和专家论证会，确定全市

种子的主推品种。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４８０多人次，对

全市所有种子经营企业进行拉网式检查４次，利用电

视报道种子执法动态５次，到东台等地调查了解种子

案情４次，检查种子生产、经营企业２３０个次，发出各

类整改通知７９份，自行退出如皋种子市场种子品种

３个、数量１０万多公斤。累计抽查各种种子质量１６０多

份，立案查处种子案件９起，涉案品种１０个，没收种子

８４００公斤，退换种子１１０多户、数量８５０多公斤。增补种

子农户２４０多户，累计补、换种子８２７９．２５公斤。

（杨　澄）

生生生 猪猪猪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全市现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３８家，其中

机械化屠宰厂（场）２６家、半机械化屠宰厂（场）８家。

２００９年，全市生猪进点屠宰１０８万头，超额完成全年

进点屠宰目标任务。

技术改造　年内，全市实施屠宰场技术改造

１９家，累计投入资金１６９６．５万元，屠宰企业硬件设

施普遍提升。

资质管理　年内，市生猪屠宰管理办公室认真

贯彻落实南通市经贸委《关于做好生猪定点屠宰证

书和标志牌统一编码、制作和换发工作的通知》（通

经贸发〔２００９〕３０号）精神，组织各屠宰企业严格按

照资质评定标准，强化硬件、软件建设，经申报验

收，全市首批获省经贸委批复（苏通经贸商运

〔２００９〕４１８号）、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发生猪定点屠宰

证和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标志牌屠宰厂（场）１９家。

屠宰监管　年内，市政府根据国务院《生猪屠

宰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相继出台

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有害腺体及不可食用生猪产品

无害化处理实行财政补贴的文件，并新建无害化处

理中心。全年无害化处理销毁病害猪５３４头，处理不

可食用生猪产品折合病害猪８３１头，合计１３６５头计

１２２８５０公斤，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全市生猪定点

屠宰厂（场）没有发生屠宰病害生猪现象，保障从生

猪定点屠宰厂（场）出场上市销售肉品的安全。

行政执法　年内，市生猪屠宰管理办公室在重

大节日期间，对全市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组织大检

查。组织专项整治活动４次，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生

猪灌水等违法行为。累计组织执法行动３５７次，出勤

１５８５人次，处理各类举报３２起，查处案件２４起，查扣

并销毁违规猪肉３５６４公斤，取缔私屠滥宰窝点２个，

捣毁生猪灌水窝点２个，有效净化了肉品市场，维护

了消费者利益。

（沈　旭）

渔渔渔 政政政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全市现有专业渔民１８４户６２７人。全市拥有

内河渔船９４艘，总动力１３１３．７千瓦，市渔政管理检

查站拥有渔政船２艘。２００９年，全年发放刀鲚特许生

产许可证３２本，新办内河定置网具临时捕捞证７本，

年审内河渔船捕捞许可证６４本、年审临时捕捞许可

证８５本。

渔政检查　年内，市渔政管理检查站累计出动

渔政船、车１３２个航（车）次，其中长江检查７６航次，

驱逐非法捕捞鳗苗船只２９艘次，取缔违法捕捞网具

８０米，查处渔业违法行为８起，结案率１００％。

长江禁渔　４～６月，市渔政管理检查站在长江

春禁期间，先后张贴宣传标语条幅５０多条，出动７６个

航次、２５０多人次，拆除网具８０米，驱除违禁捕捞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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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艘，各项指标达到验收标准，圆满通过省、市验收。

渔用柴油补贴　年内，市渔政管理检查站根据

省财政厅、省海洋与渔业局苏财建〔２００９〕３３号文件

精神，组织专门人员调查摸底、登记造册，经核查、

公示后，对全市符合条件的９４艘（１３１３．７千瓦）机动

渔船予以补贴，合计发放补贴资金１２３６９１．４２元。

观赏休闲渔业　年内，市农林局以如城镇城东

村苏中观赏鱼大世界和东陈镇双群村长蝶观赏鱼

专业合作社为龙头，采取基地带农户方式，着力打

造“江苏观赏鱼第一村”。围绕观赏休闲渔业特色，

加大产品宣传与市场开拓力度，扩大如皋蝶尾品牌

的知名度，实现养殖面积１０万平方米、养殖户１００户

的目标，新建３万多平方米现代渔业园区。东陈镇双

群村选送的蝶尾金鱼先后在２００９年上海观赏水族

展览和南京观赏鱼大赛上累计获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２项、三等奖１项。

【南通市首届放鱼节】　６月６日，为让更多市民了解

长江“母亲河”、关爱“母亲河”，自觉参与保护长江

资源的行动，市农林局在如皋长江江段举办南通市

首届放鱼节。在皋张汽渡长江水域放流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中华鲟５００多尾、暗纹东方豚４万尾、蟹苗２５０

公斤以及四大家鱼鱼苗３００多万尾，放流苗种总价

值６８万余元。南通市委常委、副市长秦厚德，南通市

政协主席王德忠，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书记刘刻

福，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副局长张秋华，省海洋与

渔业局副局长吴以桥，南通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葛

海祥，以及南通市财政局、海事局、气象局、如皋市

政府有关领导参加放流活动。

花花花木木木盆盆盆景景景生生生产产产

【概况】　２００９年，如皋市政府紧紧抓住上海世博会、

六大林业工程及全国大中城市园林绿化、公路绿化

工程建设的良好机遇，大力调整花木产业结构，加强

花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激励力度，推动花

木生产向规模化、产业化、外向化方向发展。

年内，全市花木生产总面积达１．３３万公顷，其

中新增面积２６６．６７多公顷，栽培品种１３００多个，形

成年产３．５亿株绿化苗木、３００万盆盆景、４００万盆盆

花、２５０万平方米草皮和１５００万支鲜切花的生产能

力。如城镇、江安镇、石庄镇、袁桥镇新增连片

６．６７公顷以上花木生产面积４０多公顷。全市现有三

级以上园林施工资质企业３０多家，其中年内新增上

林、远景、亿安、田园园林公司等绿化施工资质三级

园林企业４家，全年绿化工程施工总额达１０多亿元。

全市现有花木经纪人５２００多名。全市花木盆景营销

收入超过３０亿元。全市花木生产形成公司加基地加

农户、市场加基地加农户、经纪人加基地加农户的

产业化经营格局。

（杨　澄）

２００９年全市盆景获奖一览
　表１４

送展时间 举 办 单 位 作品名称 树种 会　展　名　称 制作者 奖励等次

２００９．６ 中国花卉协会 ／ 虎刺 中国第七届花卉园艺博览会 陈冠军 二等奖

２００９．６ 中国花卉协会 ／ 罗汉松 中国第七届花卉园艺博览会 刘松奎 三等奖

２００９．８ 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 罗汉拜寿 罗汉松 西安唐风展 王如生 三等金奖

２００９年全市花木销售情况统计
　表１５

　　　　　　　　项　目　

　类　型　　　　　　　

种植面积

（公顷）
生产量 销售量 销售量单位

销售额

（万元）

出口额

（万美元）

合计 １３８４０ ５３６００ ４８６００ ／ ２２０５００ ５００

一、鲜切花类 ４０ ８００ ８００ 万枝 １５０００ ／

　其中：鲜切花 ４０ ８００ ８００ 万枝 １５０００ ／

　　　 鲜切叶 ／　 ／　 ／　 万枝 ／　 ／

　　　 鲜切枝 ／　 ／　 ／　 万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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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５

　　　　　　　　项　目　

　类　型　　　　　　　

种植面积

（公顷）
生产量 销售量 销售量单位

销售额

（万元）

出口额

（万美元）

二、盆栽植物类 ３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万盆 ２００００ ／

　其中：盆栽植物 １３０ ５２０ ５２０ 万盆 ８０００ ／

　　　 盆景 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万盆 １００００ ／

　　　 花坛植物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８０ 万盆 ２０００ ／

三、观赏苗木 １３３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万株 １５００００ ／

四、食用与药用花卉 ／　 ／　 ／　 千克 ／　 ／

五、工业及其他用途 ／　 ／　 ／　 千克 ／　 ／

六、草坪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千平方米 ５００ ／

七、种子用花卉 ／　 ／　 ／　 千克 ／　 ／

八、种苗用花卉 ／　 ／　 ／　 万株 ／　 ／

九、种球用花卉 ／　 ／　 ／　 万粒 ／　 ／

十、干燥花 ／　 ／　 ／　 ／ ／　 ／

　（说明：１．食用与药用花卉计算干重；２．工业及其他用途花卉计算鲜重。）

农农农业业业资资资源源源综综综合合合开开开发发发利利利用用用

【概况】　市农业资源开发局现有工作人员１２人，其

中合同制工人２人。２００９年，全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投资总规模５８１５万元。投资额继续位列全省７９个项

目县之首。市农业资源开发局被省农业资源开发局

评为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先进集体，获南通市农

业资源开发系统年度职能工作综合考核一等奖和

２００９年度农业综合开发机制创新先进单位、第

二十一届科普宣传周先进集体称号，被评为如皋市

文明机关。局党支部被评为如皋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项目立项　年内，市农业资源开发局组织编报

国家土地治理项目２个，治理面积１４６７公顷（其中东

陈镇６６７公顷，林梓镇４００公顷，白蒲镇４００公顷），总

投资１６９０万元。组织编报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工程项目１个（项目连续三年投入，建设高标准农田

２４００公顷，投资４３２０万元），年内实施６６７公顷（常青

镇），投入资金１３２０万元。组织编报省级高沙土项目

２个，治理土地２０００公顷，其中袁桥镇、九华镇、江安

镇、磨头镇、下原镇各２６６．７公顷，吴窑镇６６６．７公

顷，总投资１９２０万元。组织编报产业化经营财政补

贴项目１个，项目投入４３０万元，实施赛天蓬牧业有

限公司１万头标准化优质生猪养殖基地扩建项目。

组织编报产业化贴息项目４个，财政贴息４５５万元，

分别扶持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８０００桶肠衣加工

原料收购项目、新丝路茧丝绸有限公司１５００吨高品

位桑蚕茧加工原料收购项目、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万株绿化苗木收购项目、光远食品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吨果蔬加工原料收购项目。

项目实施　年内，全市土地治理项目计划修建

改建泵７座，开挖疏浚沟渠７７公里，建造防渗渠

４１．０２公里，暗渠１３．０７公里，渠系建筑物１４座，其中

机耕桥１座，修筑机耕路１７．３公里，植树３万株，对农

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４０３０人次，示范推广新技术

０．１３２万公顷，至１２月底，完成工程进度６０％。全市

省级高沙土治理项目计划修建改建泵１６座，开挖疏

浚沟渠５９公里，建造防渗渠５８．６９公里，暗渠２．１８公

里，渠系建筑物３７座，其中机耕桥１座，修筑机耕路

４９．４５公里，植树５万株，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４７９０人次，示范推广新技术１．９万亩，至１２月底，完

成工程进度４０％。１２月，国家计划下达，全市高标准

农田建设示范项目计划修建改建泵６座，开挖疏浚

沟渠４０公里，建造防渗渠１６．８９公里、暗渠１４．９７公

里、渠系建筑物２４座，修筑机耕路２２．８公里，植树

２万株，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２８５０人次，示范推

广新技术０．１６４万公顷。赛天蓬牧业有限公司实施

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重点产业化经营项目１万头标

准化优质生猪养殖基地扩建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４３０万元，企业自筹３１０万元，扩建各类猪舍６２００平

方米，购置生产设备１台套，辅助设备９２８件套，所有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财政补助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７８１·农业·水利



项目考核　年内，丁堰镇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规模开发）、南通市坝新肠衣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

１万吨精品肠衣加工扩建项目获南通市农业综合开

发优秀项目。市农业资源开发局被省农业资源开发

局评为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先进集体。７月１６～

１７日，全市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第七期项目（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接受省级验收，取得南通第一、全省前茅的

好成绩。

（侯求学）

农农农　　　　　　　　　机机机

【概况】　市农机局下辖事业单位３个，业务指导镇

农机站２０个，共有干部职工３６人，其中国家公务员

１６人。２００９年，再次蝉联南通市农机化目标责任制

考核第一名。

农机装备　年内，全市新增水稻插秧机５１３台、

大中型拖拉机２７１台、大中型秸秆还田机械２６７台

套、小型秸秆还田机２３２６台、高效植保机械１２０台、

油菜收获机８台。全市农机总动力达６４．５万千瓦，农

业机械向大型、高效、先进、适用的复式机械发展，

农机装备结构进一步合理优化。

农机作业　年内，全市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８８．６％，其中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达

８２．５％，全市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超过８０％的镇

１７个。全市新增农机服务组织１２家，被评为省明星

农机服务组织４家。实现跨区作业收入１．０２亿元。

机电排灌　年内，全市投入泵改资金３８５万元，

其中市级泵改工程以奖代补资金１１０万，改造泵站

１５１座，其中综合改造泵站５３座、局部改造和修复泵

站９８座，改建泵室３６座、进出水池１０６座、机房９０间。

全市更新、新增水泵５９台、电机７４台，新增配电柜

４１台，更换进户线７．１公里。全市累计维修水泵

１４９９台、电机１２２９台、启动控制设备７１７套，设备完

好率达８４．７％。全市整修土渠３３８９条计５２０公里，修

复防渗渠９７４条计１５１公里，动土量２７万立方米，维

修灌区配套建筑物３７２９套，推广使用小型灌区楔形

止水闸门３００６套，渠道完好率８６％，灌区配套建筑

物完好率８９％。

安全生产　年内，市农机局检验各类拖拉机

４２１９台、收割机６５９台，一次检审率达８０％以上。完

成农机职业技能鉴定５８０人。全市拖拉机上牌率、年

检率分别保持在９０％、９５％以上，拖拉机道路交通

事故保持逐年下降的良好态势，道路外农机事故死

亡人数保持零发生率，市农机局被南通市政府表彰

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如皋率先建成省基本实现水稻生产机械化县

（市）】　７月，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水稻生产机械化

表彰会议上，如皋作为南通地区唯一县（市）受到表

彰，率先获江苏省基本实现水稻生产机械化县（市）

称号。

年内，市农机局以试验示范为基础，宣传培训

为先导，发展大户为抓手，技术指导为重点，完善服

务为保证，实现行政推动与市场运作的有机结合，

水稻机插秧推广工作取得跨越式发展。全市累计推

广插秧机２０８８台，其中高速插秧机３５台，机械化种

植水平达８２．５％。

【如皋建成省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县（市）】　１０月

２１日，全省稻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演示会在如皋召

开。如皋市秸秆还田机械推广数量全省第一、秸秆

综合利用率全省领先，被列为全省１０个秸秆机械化

还田示范县（市）之一。

年内，市委、市政府将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作

为市政府重点工作之一，纳入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目

标考核内容，宣传造势、政策配套、技术培训、示范

引路、督查考核五措并举，取得显著成效。全市新增

大中型拖拉机及秸秆还田机２６７台套、小型秸秆还

田机械２３２６台，夏秋两季完成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

５．７３９万公顷，秸秆机械化还田率６１．１％。

（薛永红）

水水水　　　　　　　　　利利利

【概况】　市水务局现有在编人员２０人。下辖事业单

位８个，现有在职干部职工２１３人。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全

省水利综合先进单位、南通市综合考评先进性单

位、如皋市新农村建设红旗单位。

防汛防旱　年内，为确保沿江防汛抢险需要，

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在沿江储备防汛块石１万吨、编

织袋１０万只、土工布１．６０８万平方米、树棍５０５根、铁

·８８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丝１３５公斤、木材９．４立方米，配备防汛抢险器械。沿

江中型涵闸全年引水４３３９７．３２万立方米、排水

２８２８２．１万立方米。３月，市水务局下发《关于开展水

利工程汛前检查的通知》至各防汛责任单位，指挥

部办公室根据上级要求，结合如皋实际情况，修改、

补充、完善各类防汛防旱预案和应急抢险措施。

３、６月，组织沿江有关镇、单位和闸堤负责人及工程

技术人员进行汛前、汛中重点检查，发现问题按分

级负责原则处置。沿江各闸堤管理单位根据岁修工

程计划和汛前检查情况，组织实施维修保养工程，

先后实施小天生港涵洞东侧抛石护坎工程（长７６６

米，抛石４６００立方米）、长青沙西南侧抛石护坎工程

（长３５０米，抛石４２００立方米）、长青沙大桥南段西侧

堤顶道路拓宽工程（长１２００米）、洪北沙江堤加固工

程（加高６５００米，土方９００００立方米）、长青沙西南侧

和长青沙港池防汛道路沙石路面工程（２５００米）、抽

水站闸门更换以及小天生港涵洞维修工程。４月２０

日，召开全市水情测报工作会，落实汛期汛情测报

任务。４月，防汛决策系统和视频会商系统投入运

行。５月１６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防汛防旱工作

会议，总结过去的防汛防旱工作经验，分析汛情，明

确防汛防旱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并与有关镇、部

门签订防汛防旱工作责任状。５～１０月，市防指办公

室组织人员２４小时值班，收集分析资料，分析汛情，

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６月，沿江各镇、市农

场圃及相关单位迅速建立以民兵为主体的防汛抢

险团部，建立由１６７７人组成的防汛抢险队伍２０个，

形成市防指、各地防汛团部及领导组、抢险班组和

抢险人组成防汛网络。９月，碾砣港闸通航孔改造工

程开工建设。１１月，组织汛后检查，制订岁修工程计

划。如皋港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　年内，全市疏浚二级河１条、段

长２３．９７公里，三级河４４条、段长１１２公里，四级河

（含家沟家塘）１０７１条、段长７２７．７３公里。３月，市水

务局在全市开展“两清一建”（清除水生恶性植物、

清除河坡垃圾，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突击月活动，清

除恶性水生植物近２０００万平方米，清除河坡垃圾

１４万立方米。４月，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的如海灌区七期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开工建设。６月，农村饮用

水安全第二期工程开工建设，解决如城、东陈、雪

岸、袁桥、丁堰及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等６个镇

（区）７．４８８１万人的饮水不安全的问题。１０月，总投

资１２００万元的如海灌区八期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工程开工建设。１１月，总投资２１０６万元的焦港灌区

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开工建设。

水资源管理　年内，市水务局审核发放取水许

可证１份，征收各类水规费６３６．１７万元。全市新凿深

井２口。组织实施节水示范项目，推动节水型企业、

节水型社区、节水型灌区创建工作。每季度取样监

测全市骨干河道内的４１个功能区的４６个断面，加强

水源保护。在全市用水大户中推行智能表远程管理

系统，全部升级为智能表ＧＰＲＳ系统。１月，开展区

域供水沿线地下水整治工作。２月，如皋通过南通市

政府组织的创建节水型社会检查。３月，下达全市用

水计划指标４６７５．８５万吨，其中地表水３３７５．８５万

吨、地下水１３００万吨。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宣传咨询活动。４、１０月，监测全市Ⅲ、Ⅳ承压井的静

态水位。５月，南通市水资源管理工作现场会在如皋

召开。市水务局组织开展“城市节水宣传周”系列活

动。参加“政风行风户外热线直播”活动。８月，水资

源管理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水政执法　年内，市水务局累计组织水政执法

巡查３００余人次，收集巡查报表２００余份。查处各类

水事案件４４起，其中立案查处１７起，结案率１００％。

全年发出处罚决定２０份，罚没款９．５１万元。１月，会

同长江派出所、海事部门，对长江如皋水域进行巡

江行动。３月，开展全市水政监察员业务培训。５月，

根据省厅长江清江行动的统一部署，联合长江南通

海事处，对全市沿江进行清江执法检查。６～１０月，

全市开展一、二级河道执法大检查专项活动。９月，

根据省厅统一部署，开展长江如皋段非法采砂巡江

行动。１０月，与张家港水政监察大队联合开展打击

长江非法采砂行动。

【一、二级河道执法大检查专项活动】　６～１０月，全

市开展一、二级河道执法大检查专项活动，彻底查

清全市一、二河道管理状况。累计出动人员１４３５人

次，派出车辆６１５辆次，行程４７１８公里，检查项目

１１４４个，填写登记表１０９４份，整理出占用项目６８０

个、取水口５６个、排污口５０个，所有涉河建设工程制

作成图表，建立较为全面的河道管理及执法资料

库。市水务局被评为南通市一、二级河道执法大检

查专项活动先进单位。

（殷亚平）

·９８１·农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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