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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盛重工应税销售超百亿　Ｐ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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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５５．１５亿

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５．７％，同比增长１４．２％，其中：

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６．９７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３０．２％，同比增长４．２％；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９８．２８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３．５％，同比增长

１６．２％；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１９．９０亿元，占年计

划的１０３．４％，同比增长１４．１％。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１０．４％、５５．８％ 和 ３３．８％。实 现 财 政 总 收 入

５１．７５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３．５％，同比增长

３２．３％，其中一般预算收入２１．６５亿元，占年计划

的１０８．３％，同比增长３１．８％。财政收入占ＧＤＰ

比重为１４．６％，比去年提高０．６３个百分点。全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４７．０１亿元，占年计划的

９８．０％，同比增长１８．８％。全年累计实现工商注

册外资１５．７６亿美元，占年计划的１５７．６％，同比

增长３０．０３％，实际到账外资６．５１亿美元，占年计

划的１３０．２％，同比下降７．５％。全市城镇居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７７０９元，占年计划的９５．２％，同

比增长１２．４％，比全省平均水平高２．４个百分点。全

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７６１０元，占年计划的９４．４％，

增长１３．７％，比全省平均水平高４．９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年内，全市完成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２２０亿元，完成全部工业项目投入

１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３％，其中完成规模工业投

入１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３％。技改完成投资占

规模工业投入的６３％，设备抵扣１．７５亿元。完成

服务业项目投入３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３３％。

政策引领　年内，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

开展２００９年工业经济竞赛活动的意见》、《２００９年

度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系列竞赛考核评比办法》、

《２００９年工业集中区考核实施细则》、《关于加快开

发开放主体功能区专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意见》、

《２００９年全市服务业目标考核工作意见》、《２００９年

如皋市服务业发展振兴规划》、《关于２００９年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城市商业网点规划》、

《如皋市信息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性文件，为全市

经济发展跨入新阶段提供全新推进器。

接轨上海　年内，市发改委根据市政府关于加

强对接轨上海工作督察推进的要求，建立全年接轨

上海工作目标和考核体系，建立信息报送、工作例

会和联络员等一系列制度，全面形成全年接轨上海

工作网络。年初，根据南通市下达的工作目标任

务，下达全年度全市接轨上海工作要点，分解落实

各部门、各镇（区）年度工作目标，明确全年接轨上

海工作专项要求。全年组织到上海召开招商洽谈

会７次，引进上海项目４５个，销售花木５．２６亿元，

销售长寿食品３．４７亿元，组织赴沪培训１１２５人次，

引进人才１０３人，吸引上海游客４２００人次。

银政企合作　３月下旬，市发改委举办２００９年

春季如皋金融超市暨送金融下乡活动，历时２０余

·９４２·综合经济管理



天，解决１４家企业共５６８０万元的贷款需求，２４家

企业形成１．２亿元贷款意向。４月２８日，在南京

举办如皋市金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银企合作座谈

会，会上发布资金需求项目４８项，其中工业企业项

目２３项、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事业项目２５项，达

成签约项目４２项，签约总金额２４０．８３亿元。

节能减排　年内，市发改委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节约能源法》的要求，组织全市相关企业申报

节能重点项目１０个，总投资２．９８亿元，其中元升太

阳能公司实施的节能项目获国家扶持资金４２０万

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及有关

法规的要求，组织全市相关企业向省经贸委申报循

环经济（清洁生产）项目６个，其中东旭科技公司实

施的循环经济项目获国家扶持资金２４０万元。积极

推广使用节能产品，向机关人员、低保户、帮扶村赠

送节能灯２万支。５月，在泰慕士服装公司组织节能

减排图片展活动。６月，根据省经贸委等１４家部门

《关于开展２００９年节能宣传周活动的通知》精神，通

过广播电视、宣传画廊、张贴宣传画等多种形式，宣

传节约节能、科学节能。９月，与４２家年耗能３０００吨

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签定节能目标责任书，

切实加强重点耗能企业节能管理和考核。

社会供用电　年内，全市社会用电量２９．２７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３．２４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２．４５％，总量居南通六县（市）第一。其中全市工

业用电２１．９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５％，总量位

居南通六县（市）第一。

【首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开业】　８月１８日，全市

首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如皋市汇金农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公司注册资本６０００万元，

年内累计发放贷款９８笔，计５８８２．３万元，期末贷

款余额７１笔计３０２６万元，净利息收入８３．１７万元，

未发生一笔风险。

【中小企业应急互助基金试运营】　８月下旬，中小

企业应急互助基金投入试运营，至１２月底，累计借

款１４笔，计３０９０万元，利息收入１６万元。

中小企业应急互助基金会于８月上旬正式登

记注册，拥有会员３２家，基金总额８４０万元。

【熔盛重工应税销售超百亿】　２００９年，江苏熔盛

重工有限公司实现应税销售收入１０１．５２６亿元，成

为南通市首家百亿级应税工业企业。

年内，熔盛重工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危中抓转

机、难中攀新高，主攻新技术、开拓大市场，创造了

全球单笔造船订单最大纪录，手持船舶订单在全球

排名第五、国内排名第一，销售额等多项指标实现

逆势中的飞速增长，就业人数由去年末的１．２万人

扩大到近２万人，荣膺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

营企业称号，并在亚洲海事颁奖典礼上，荣获年度

最佳交易奖。

（江祥建　徐关保　黄爱军　张建华　顾　建

高利炎　李　诚　冒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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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市国土资源局下辖直属事业单位国土资

源执法监察大队、土地资产储备开发中心、地政管

理所、地产评估事务所、勘测院。

保障发展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上报建设用地

１２５５０亩，用以保障九鼎集团、神马集团、南通六

建、市消防大队、市外国语学校、市公安局、石庄镇

太仓农药、吴窑镇凯特港等一批重点项目和基础项

目的用地需求。其中，为南通熔达储运有限公司

３００万立方米油品储运工程一期项目、江苏熔盛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内港池码头综合工程一期项目合

计争取省点供指标６８．９９公顷。

耕地保护　２月初，市政府与各镇（区）签订土

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责任状，将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

田保护考核指标执行情况列为镇级政府主要负责

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组织实施２００９年耕地占补

平衡项目３４个，涉及镇１９个、地块２２６个，项目区面

积７７．３３公顷，新增耕地面积７０．１７公顷，至年底，所

有项目全部完成，顺利通过南通市局验收和省级抽

验。９月，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申报２００９年度江安镇、

常青镇省以上投资项目，项目规模２０６６．６７公顷，拟

新增耕地６５．２７公顷，预算投资４７６８万元。１２月，如

皋市被南通市政府评选为省以上投资土地整理项

目考核一等奖，东陈镇项目被评为二等奖。

土地出让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土地出让

１５４宗，出让面积５７０．５３公顷，同比增加２３２％。

其中：通过竞价出让经营性用地７７宗，出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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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７公顷，出让金总额２８．８亿元（其中主城区

商业及房地产用地１６宗，出让面积８８．９３公顷，出

让金总额１９．９６亿元）；挂牌出让工业用地６２宗，

出让面积３１６．８７公顷，总成交额７．１亿元；补办出

让用地１５宗，出让面积５６．８公顷。二、三级市场

交易１０５宗，成交面积２３６．５３公顷。建设用地供

地率７７％，位居南通市前茅。

万顷良田建设工程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组织

申报“万顷良田建设工程”试点项目３个，即长江镇

（如皋港区）项目、经济开发区（柴湾镇）项目、如城

镇———东陈镇项目，其中：长江镇（如皋港区）项目

总面积１４８４．８公顷，计划新增耕地２８１．８公顷；经

济开发区（柴湾镇）项目总面积１０３４．４７公顷，计划

新增耕地１７９．２公顷；如城镇－东陈镇合并申报项

目总面积１３９９．７３公顷，计划新增耕地２５４．４公顷。

６月，长江镇、经济开发区试点项目规划方案通过

省厅审查论证，后于１１月获省厅批复，１４０公顷先

行用地计划指标已下达并报批。

挂钩周转项目建设　年内，全市实施完成

２００８年度“先用后垦”拆旧复垦区项目库１７个和

２００６年度项目１个，经省厅验收确认归还耕地

１４２．７３公顷，取得用地指标１４６．８５公顷，挂钩用

地计划均已报批。１０月，完成２００９年度“先垦后

用”拆旧复垦区建设用地复垦整理项目２４个，经南

通市验收，省级抽验确认，新增农用地１７５．１３公顷，

其中耕地１６４．２公顷。１１月，编制２００９年挂钩实

施方案上报待批。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

兼顾各方需求，分解落实南通市局下达的规划控制

指标，测算建设用地需求，合理确定规模边界和扩

展边界，使有限的规划指标达到布局合理，开展重

大项目调研，确保重大项目纳入新一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形成《如皋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大纲》。

地籍基础管理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完善土地

登记制度，对土地登记事项进行分类细化，重新科

学设定流程，确定当场办结事项５类、７个工作日

内办结事项７类、１５个工作日内办结事项３类，办

事效率大大提高。全年土地登记收件３２０７件，其

中国有土地１２１３件、集体土地４３件、抵押登记

１２００件、其他登记７５１件。５月，制作２００９年最新

航拍正射影像图，形成１：５０００标准分幅２８０幅。

６月，制订出台《如皋市地理信息市场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落实地理信息保密措施。

【如皋首批通过全国土地调查外业核查】　７月，国

家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办公室组织外业核查组到

如皋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外业实地核查。如皋市成

为全国首批通过外业核查的县市之一。

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从２００８年６月启

动，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底全面完成内外业工作。

２００９年初，市国土资源局购买新航片，并对照新影

像进行内业数据更新，以保证全市土地利用状况的

现势性。

【土地十日清查行动】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按照省

国土厅“十日清查行动”要求，组织召开全市土地挂

钩复垦暨土地“十日清查行动”整改工作会议，使整

改行动上升为监察、法院、发改、规划、建设等多部

门共同参与，市政府为主体的重大行动。整改行动

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确定的“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

工作思路和“规划规范衔接一批、报批完善一批、盘

活置换一批、拆除复耕一批”的工作要求，至年底，

先后组织清查行动三次。

【如皋退出省涉地信访重点管理县（市）行列】

２００９年，全市发生涉地信访２８５件，同比下降５５％，

涉地信访工作成效明显，得到省国土资源厅领导的

充分肯定，退出省涉地信访重点管理县（市）之列。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规范涉地信访程序，落实

“三日内约访”制度，对涉地镇级政府的重大信访案

件，由市信访局或市长热线办公室牵头召集相关镇

政府和国土、法制等部门人员会办，做到“案结事

了”，使涉地信访大幅度减少。

（单海霞）

劳劳劳动动动与与与社社社会会会保保保障障障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辖工人技术考核办

公室、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院、信息管

理中心、劳动就业管理处、医疗保险管理处、养老保

险管理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管理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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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市技工学校１１个单位。现有干部职工２４３人，

其中公务员２０人。２００９年，被如皋市委、市政府

表彰为市级文明机关、“帮村帮户”先进集体、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先进单位。市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被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彰为“两

网化”建设先进集体。市技工学校被江苏省总工会

命名为江苏省就业培训基地，被江苏省地震局、省

教育厅、省科协命名为江苏省防震科普示范学校。

就业再就业　年内，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７１８２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１２％。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４２１５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０５％。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７００人，完成全年目标

１７５％。再就业培训５１７３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１０３．４６％。全市现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３９６２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２．７％。在全国率先规范建设村

级劳动保障平台，先后被表彰为江苏省农村劳务输

出（输入）先进县（市）、江苏省百镇百万农村劳动力

开发培训先进县（市），在南通市唯一被命名为江苏

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示范县（市）。

社会保险　年内，全市企业职工养老、失业、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净增１４８７６人、

１１４４７人、１５８９４３人、１５２７６人和１１８１１人，分别占

市政府下达全年净增８０２０人任务数的１８５．５％、

１４２．７％、１９８．２％、１９０．４％和１４７．３％，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参保总数、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总数、工伤

保险参保总数、生育保险参保总数、失业保险参保

总数分别达１２３８４４人、１６７６７３人、１４１３５１人、

１０３８８１人、１００８２５人。全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分别新增１９８６５人、１９８５２人、

３３０６１人，分别占年度参保计划的１４２％、１２４％、

１００％。全市特殊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２７６９４人，占年度计划１．９万人的１４６％。个体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３８０５２人，占年度参保计

划３．８万人的１００．１４％。下岗失业等特殊群体参

加养老保险１８００９人，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率９５％。

征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２．５亿元，占全年任务

１．４３亿元的１７５％，当年参保缴费人数２５．２６万人，

占全年任务２５万人的１０１％（其中：新增参保人数

８．７２万人，占全年任务４．９３万人的１７７％；续保

１６．５４万人，占全年任务２０．０７万人的８２％）。全

年新增失地农民５２３６名（含规范征地、土地流转、

进城进镇、万顷良田），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

障，发放基本生活保障资金２３８５．８万元。全市养

老保险金总支出４４８６８万元，其中支出养老保险金

４３９４８万元，丧葬费６７６万元，跨省、市转移养老金

２４４万元，养老保险社会化发放率１００％。全年征

收社区管理服务费２２１万元。１月，调增企业单位

３３１４３名退休人员（含军转干人员）养老保险金，并

及时发放到位。７月，调增全市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至６月３０日期间办理手续的１８２３名退休人员养

老保险金。１～１０月，全市２２５６名新办企业退休

人员全部即时纳入社区管理，纳入社区管理的企业

退休人员累计达３７６８４人，社区管理率和档案接收

率均达１００％，超额完成南通市下达的社区管理率

９８％和档案接收率９６％的任务指标。

监察维权　年内，市社保局受理仲裁案件

１０３５件，同比持平，全部审结，结案率１００％。全年

处理集体案件１３件，涉及人数２８９人，三方参与办

案数超过１０％，基本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以调解为主，快审、快结的要求。对裁决结案的案

件，凡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的，均制作仲裁建

议书。全年主动监察用人单位１４４３家，涉及劳动

者１２９９４５人，督促补签劳动合同８５００人份，追补

劳动者工资４７０多万元。全年受理劳动者举报投

诉案件１３９件，立案１２０件，结案１２０件，为１６２０人

追讨劳动工资４６０余万元，为６０人追缴社会保险费

１６．４余万元，向违法用人单位发出限期改正指令

书１３份。受理举报童工５件，查处７人，处以罚款

１３万元。办结市长公开电话交办单９件，书记大

接访反馈案件１件。８月，在调解中心的积极努力

下，调解组织逐步向下延伸，在镇（区）建立区域性

劳资纠纷调解工作站，在服装、纺织行业建立行业

性劳动纠纷调解工作站。

农村劳动力转移　年内，全市转移农村劳动力

２０５７６人，完成年度目标的１０２．８８％，其中劳务输

入２１７２人、劳务输出７９７７人、就地转移９４２７人。

全市培训农村劳动力２０９２１人，完成年度目标

的１０４．６％。

【中央媒体聚焦如皋劳动争议“调解六法”】　２月，

市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六法”（提前介入法、多

方联动法、案结事了法、代为支付法、宏观处理法、

标本兼治法）被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６８５期刊

载，全国总工会领导亲笔批示省总工会总结推广。

·２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６月１７日，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栏目记

者及新华社记者到如皋，专访劳动争议 “调解六

法”。

如皋市自２００８年５月在全国县级市中首家成

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以来，至２００９年６月上旬，市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向产生劳动争议相关企业发放

《人民调解建议书》数１０份，成功调处劳资纠纷

２９６件，化解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８批次，履行标

的达４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

维护。

（钱祖裕）

工工工商商商行行行政政政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共有在职干部职

工２６０名，大专以上学历者２３３人，硕士研究生

１人。市工商局下设直属机构１个，派出机构９个，

管辖全市各类市场主体７４７７２家。其中，内资企业

１９５１０家，外资企业５２９家（含分支机构），个体工

商户５４６８１户，市场５２家。２００９年，市工商局和

石庄分局被江苏省工商局表彰为婴幼儿奶粉事件

江苏患儿赔偿金发放工作先进集体，注册科被省妇

联和共青团省委分别授予“巾帼文明示范岗”、“青

年文明号”称号，石庄分局被评为全省工商行政管

理系统文明工商所，如城分局、城西分局被评为南

通市群众满意先进基层站所。在如皋市级机关目

标责任制考评中，连续四年获得垂直管理部门第一

名，再次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市级机关目标责任

制考评先进集体，并获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六城同

创”红旗单位、政协工作先进单位、行政服务优胜奖

先进集体、“帮村帮户”工程先进集体等称号。服务

品牌“日日３·１５，天天维权日”被如皋市级机关工

委评为优秀服务品牌。

登记注册　６月，分别出台《发挥工商职能应

对金融危机帮扶企业发展的意见》和《如皋工商局

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措施》，从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进企业年检方式、实施品牌

强企战略、落实配套帮扶措施和支持大学生村官创

业等诸多方面，全力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年内，共办理各类市场主体设立登记９７７８家，其

中：公司制企业１３２４家，个人独资企业７０５家，合

伙企业３家，非公司制企业５家，外资企业６２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７１家，个体工商户７６８０户。８月，

注册资本６０００万元的如皋首家小额贷款公司———

如皋市汇金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监督管理　年内，市工商局创新具有如皋特色

的私营个体监管模式，推进监管机制、体制转型，在

全市确立监管责任区２６个及监管责任人６５名，确

定监管职能设置，建立了综合（登记、内勤）、监管、

执法三块管理机制，规范对１８种重点、热点行业的

监管检查行为。在南通市工商系统首创经济户口

监管档案制度，编印《巡查监管实务手册》。加强对

外资企业的出资管理，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３５份，

催缴出资到账２．１亿美元。９月，开展了食品安全

专项整顿，累计检查食品经营户２４６２４户次，检查

食品１８５批次，发放许可证２０２１件，取缔无证户

２６２家，规范办照５６２家，立案查处７２件，罚没入

库６８万余元。

市场培育　年内，市工商局加大市场培育发

展、升级改造力度，注重向镇政府所在地的农贸市

场延伸和对城区、镇区升级改造的市场进行指导。

新培育金盛船舶、文昌农贸等市场５家，指导苏中

综合、丁堰农贸等６家市场进行升级改造，至年底，

苏中综合、丁堰农贸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工程，红星、

西皋等４家市场升级改造工程正在实施过程中。

商标、广告管理　年内，全市新注册商标

３１９件，申报认定南通市知名商标９件、江苏省著

名商标４件，全市总计拥有注册商标２６９８件，其中

南通市知名商标４９件、江苏省著名商标２１件、司

法认定国家驰名商标１４件。全市新增广告经营单

位８家，全市广告经营单位总数达８６家。市工商

局继续实施“品牌兴农”和“品牌强企”工程，对全市

具有原产地特征的５件农产品商标拥有者进行商

标知识专题辅导，并指导申报农产品商标２件，重

点培育的“如皋盆景”证明商标也已向国家商标局

提出了注册申请。全年举办广告法律、法规培训

２次。全年查处各类广告案件５３起，其中网络广

告案件４起。继续加强对广播电视、报纸广告的监

测，累计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４０份，行政告诫书

１０２份，编发《广告监测情况通报》１０期。“３·１５”、

“４·２６”期间，分别在文峰大世界、大润发超市门前

举办大型商标知识宣传活动，接待咨询１６７人次，

发放《商标知识宣传手册》３６５０份。４月，组织全市

·３５２·综合经济管理



广告协会５９家成员单位负责人及策划、设计人员

赴无锡、上海参观学习，并邀请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广告系主任赵明作平面视觉艺术讲座。５月，开展

广告专项整治。６月，开展企业商标战略实施情况

调查，并向市政府递交全市实施商标战略调查报

告，提出商标发展建议。７月，组织全面整治商标

侵权行为，开展保护商标专用权专项执法行动

３次，查处万元以上大要案件９起，其中涉及驰名

商标的案件１起、涉外商标案件３起。１１月，特邀

北京专家举办商标战略专题讲座，有目的地对２家

企业重点进行驰名商标申报辅导。

合同管理　年内，市工商局努力提高动产抵押

登记效能，累计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１８２件，为企业融

资１０．７３亿元，盘活企业资产２０．５９亿元。为企业办

理股权出质登记，近１．４亿元，融资金额２亿余元。建

立、完善了相关部门信用信息交换机制，发展南通

３Ａ级重守企业３３家，２Ａ级重守企业５７家。在全市

２０个乡镇建立合同助农指导站，在３３２个村建立合

同助农联络站，推广使用《南通市农药买卖合同》、

《南通市种子买卖合同》、《南通市农作物买卖合

同》、《农副产品买卖合同》等１０种涉农合同示范文

本。９、１１月，先后开展两次格式合同专项检查，累计

检查各类经营主体１２０５户，发现违规合同格式条款

３７条，依法向经营者发出合同格式条款修改建议书

２２份，发出限期责令改正通知９份。

公平交易执法　年内，市工商局累计查办各类

案件８４８件，其中，一般程序案件６５２件，简易程序

案件１９６件，罚没入库４０１万元。围绕政府关心、

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红盾护农”等近

２０项专项整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猪肉

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销售注水、病死、无花猪肉

等违法经营行为，查扣无票无花猪肉１８４６．４公斤、

死猪肉１２５０公斤、死猪３０头，立案查处２２件，将

１名经营者移送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２月，开

展劳务中介市场专项执法行动，打击非法经营行

为，注、吊销涉外劳务中介企业７５家，变更经营范

围２２家，立案查处违法经营机构３２家。春耕、秋

播期间，分别开展两次“红盾护农”专项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药等违法行

为，立案查处经营不合格复合肥案件４１件，不合格

农药案件２件，没收不合格复合肥９７吨。８月，开

展房地产建筑业专项执法行动，查处房地产建筑企

业发布虚假广告、使用格式合同等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违法行为案件１２件，罚没入库９３万余元。

１２３１５投诉举报　年内，市工商局１２３１５投诉

举报中心受理并办结各类消费投诉３９９件，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９３．７万元，消费者满意率达

９８．６％。“３·１５”期间，组织开展大型现场消费宣

传和咨询服务等十大系列活动，编辑印发纪念

“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特刊５万份，现场受理

咨询、投诉、举报１３７件。精心设计制作以放心消

费知识、“消费与发展”年主题知识、消费常识、消费

维权案例等为主要内容，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漫

画、照片配文字的大型图片１２套，在全市２０个镇

（区）、市中心两个大型文化广场、３８所中小学校、

１９个乡镇文化站和５２８个企事业单位巡回展出，

观看和听宣讲人员累计超过５０万人次。５月，与

市矛盾调处中心联手实现“机构整合、人员整合、职

能整合、保障整合和考核整合”五大对接动作，完成

对消费纠纷调解融入大调解的全面整合工作，搭建

融合消费纠纷调处的大调解新平台。９月，组织开

展小区物业满意度等６个方面物业管理情况问卷

调查，发放问卷５２６０份，将调查结果通过相关部门

向有关物业管理单位反馈，并对物业服务差的问题

提出消费监督意见。

【在全省工商系统率先成立县级局基层党委】

７月，市工商局在全省工商系统率先成立县级局基

层党委———中共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基层

党委，将所属１１个基层分局党支部的组织关系全

部从属地镇（区）党委划归局基层党委，形成“行政

党建双垂直”的基层党建新机制。

基层党委的成立，理顺了党建工作和队伍建设

的管理机制，实现了党员教育、监督管理、目标责任

等方面的有效对接。《中国工商报》于１０月３１日

头版头条以《把党支部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为题

予以专题报道。

【南通市和江苏省放心消费区域创建现场推进会分

别在如皋召开】　９月上旬和中旬，南通市和江苏

省放心消费区域创建现场推进会分别在如皋召开，

江苏省工商局副局长杨勇、南通市政府副市长吴晓

春均对如皋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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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省政府作出在全省开展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的决定后，市工商局提出建成全省首批“放

心消费城市”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和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总体要求，全市全面启动并扎实开展以提高

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为

主要内容的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在健全并完善创建

组织机构和各项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创新体制、机

制，全力推进创建工作，得到省、市创建指挥部的充

分肯定。

（缪鹏飞）

质质质量量量技技技术术术监监监督督督

【概况】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辖产品质量检验所、

计量检定测试所、江苏省特检院南通分院如皋所，

现有在编在职干部职工７６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６１人、硕士研究生２人、高级工程师２人、工程师

１２人、高级技工７人。

综合管理　年内，市质监局为１０家企业向国

家质检总局申领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全市获

证企业总数达２３６家。全市获得和复评获得江苏

省名牌产品９个、南通市名牌产品１９个。全年受

理标准备案１６２份，新发标准证书５８０多份，全市

工业产品标准覆盖率保持在９８％以上。全市发展

商品条码新户１６家，通过续展２９家。全年代码发

证３６５５家，验证２００３家。组织１５家企业申报计

量保证确认考核，３２家企业获南通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颁发的计量合格确认证书。组织对全市５０家

医院的计量器具实施强制检定，并录入网上强检档

案。３月，南通神马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高

压、超高压、特高压空心、支柱复合绝缘子自主创新

标准化试点项目被列为２００９年度省级计划（全省共

６个项目）。６月，市光远速冻蔬菜有限公司以高分通

过国家级农业良好规范（ＧＡＰ）试点考评验收。

行政执法　年内，市质监局先后组织开展农资

产品、食品、建筑工地用建材产品、３Ｃ认证产品及

许可证管理产品等专项打假活动。全年出动行政

执法人员２３００多人次，立案查处行政案件１０７起。

安全监察　年内，市质监局在重大节日和重要

活动期间，组织人员对全市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

检查，全年出动行政执法人员近２３０人次，查处特

种设备安全违规案件２６件。

【质监局一分局成立】　６月２６日，南通市如皋质

量技术监督局一分局在长江镇（如皋港区）挂牌

成立。

【多家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

年内，九鼎新材、昌癉集团、神马电力科技、星球石

墨设备、力威机械、思瑞机器、元升太阳能、高压电

器、森豪仕软木等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制订与修订，负责起草或参加起草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２５项，其中１６项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已批准发布。

（薛正祥）

安安安全全全生生生产产产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辖安全生产监

察执法大队（烟花爆竹管理办公室），现有干部职工

３６人。２００９年，全市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１８３６起，

同比上升１１．９５％，死亡１１３人，同比下降７．０９％。长

江和内河水上交通运输、渔业、农机作业等均未接

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全年未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

上生产安全事故。如皋市政府被南通市政府表彰为

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考核优胜单位。市安监局被南通

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文明单位，被南通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表彰为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考

核优胜单位、２００９年度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２００９年度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工作

先进单位、２００９年度危险化学品安全行政许可工作

先进单位、南通市２００９年度安全生产信访举报工作

先进单位、２００９年度安全生产信息统计工作先进集

体，被如皋市法制宣传工作领导小组表彰为如皋市

２００９年度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行政服务窗

口被评为窗口服务先进集体。

安全整治　年内，市安监局开展非煤矿山专项

整治，完成５２家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换

证工作。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全

年检查生产经营单位２００１家、危化品生产经营单

位５７８家、公众聚集场所３１９家、出租房３５４４处，

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９８份、《复查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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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份，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１２４８处。检查公众娱

乐场所３８７家次，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浴室

４５家，督促指导公众娱乐场所投入资金５９３万元，

自查整改火灾隐患４３５处。与公安、文化等部门联

合对全市４５家网吧开展“地毯式”安全检查。工商

部门对全市３０多家商场、市场开展安全大检查活

动，督促整改检查发现的５０余条事故隐患。开展

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治理，制定《如皋市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储存、销售、运

输、燃放等环节，严厉打击烟花爆竹经营违法行为，

全年检查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３６８家，立案查处

违法经营烟花爆竹１２家，没收违法经营礼花弹

６０８只、礼花弹燃放器２只、爆竹６９８２６只、烟花

１４２１只、鞭炮５８３９条。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整治，

下达《安全监督检查记录》１６５份，发出《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指令书》９份，发现隐患２５３家６７９台４５２条，

其中一般事故隐患２１８家６３８台４１７条全部整改结

束，重大事故隐患３５家４１台３５条，除２家３台２条正在

整改之中，其余全部整改并销号。４月２８日，将在烟

花爆竹安全专项治理中没收的烟花爆竹移交公安

局于如皋港垃圾场进行公开销毁。

宣传培训　年内，市安监局继续推进１５万职工

安全生产知识电视培训工程，自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９年

底，累计培训职工１６．５万人。开展以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等重点

岗位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全年培训１３８６１人次。５月

３０日，举行全国第八个、如皋第二十二个“安全生产

月”启动仪式。６月１４日，市安委会组织专业人员

３５２名，在全市以文峰广场为中心的２１个点开展安

全宣传咨询活动，１３５００多人次咨询与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的安全生产事宜，５０００多人次参与有奖猜谜

活动，１０９１２人在“关爱生命、安全发展”条幅上签

名，现场发放涉及职工、居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安全

技术和应急处理等方面的资料２６种１１２５６０余份。

６月，市安监局、市总工会和市文化局联合组织由市

木偶剧团制作并表演的全市安全文艺下乡活动，巡

回演出２０余场次，１５６００人次在享受安全艺术的过

程中接受安全教育。

安全监管　年内，市安监局于如皋“两节”、“两

会”和五一节、国庆节期间组织全市安全生产大检

查６次。积极推进园区外化工生产企业“入园进

区”工作，全市先后有金陵化工等６家企业进入搬

迁程序，市外迁入１７家，园区内化工生产企业由

５家发展到２８家。推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

度，全市４７家危化生产企业缴纳风险抵押金

１１７４万元。年初，市政府与２０个镇（区）、３５家部

门和相关单位签订《２００９年度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责任书》，各镇（区）与３５２个村（居）、站所，各村

（居）与辖区企业，各部门与１５４个下属单位签订责

任书２００００多份，推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职”，将安

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纳入全市综合目标考核，实行

“一票否决”，基本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

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社会广泛支持”

的安全生产工作局面。３月，组织对全市重大危险

源企业重新辨识，新确定全市构成重大危险源企业

１７家（含化工企业１４家）。

隐患排查　年内，全市共排查各类事故隐患

１３２５６条，整改１３１０９条，事故隐患整改率达

９８．８９％。市安监局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逐一登记

建档、分类定级，确定重大以上事故隐单位３５家，其

中２家重大事故隐患单位上报南通市安委会挂牌督

改，其余３３家由如皋市安委会挂牌督改。至年底，除

２家单位申请延期整改外，其余３３家整改消号。

安全生产分类评估　年内，市安监局推行生产

型企业分类监管，完成１７６０家企业的信息采集和

分类评估工作，评估确定Ａ类企业５４家、Ｂ类企

业１２５７家、Ｃ类企业４２７家、Ｄ类企业２２家。在

分类评估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完善分类监

管机制，规范监管手段，重点抓好Ｂ类以下企业的

整改落实和复评升档。

安全标准化　年内，市安监局推行安全生产标

准化工作，先后召开安全标准化工作推进会议

４次，部署和落实安全标准化各项工作，确定以江

苏宝胜化工有限公司等１５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和如皋万达轴承有限公司等１０家冶金铸造企业为

标准化示范企业。至年底，全市危化企业１家、烟

花爆竹批发企业２家通过省级安全标准化考评，危

化企业７家、机械企业２家、船舶修造企业１家通

过三级安全标准化考评。

安全许可　年内，市安监局发放烟花爆竹经营

（零售）许可证８１４份，发放危险化学品农药经营

（零售）许可证７８７件，备案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单

位１７家。

安全执法　年内，市安监局累计受理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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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举报案件２２起，对每起举报案件均认真

查处，并详细回复。累计组织执法检查２５６家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

生产条例》和国务院４９３号令等规定，严肃查处安

全生产违法案件３３起。

（李洁华）

２００９年全市安全生产事故统计
　表２９

行　　　　业

２００９年事故统计

起数

（起）

死亡

（人）

同　　　　比

起数（起） 死亡（人）

± ％ ± ％

按考核口径合计 １８３６ １１３ １９６ １１．９５ －１０ －７．０９

一、工矿商贸企业 ３ ４ －３ －５０．００ －３ －４２．８６

１．危险化学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金属与非金属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烟花爆竹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工商贸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特种设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建筑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消防火灾 ５８ ０ ２８ ９３．３３ ０ ０　

三、道路交通（含上道路农机） １７７５ １０９ １７１ １０．６６ －２５ －１８．６６

四、农业机械（不含上道路农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五、水上交通
长　江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内　河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六、海洋渔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七、铁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八、民航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九、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食食食品品品药药药品品品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如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辖事业单位

药检所。现有工作人员２９名，其中行政编制

２０名，行政附属编制２名，事业编制７名，食品、药

学、医学、法学专业人员占８０％以上。２００９年，被

江苏省南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彰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先进集体、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药品

稽查先进单位，被如皋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市文明

机关，被市政府表彰为档案管理先进集体，在如皋

市级机关唯一被列为南通市“廉政文化进机关”示

范点。食品综合监督科被江苏省南通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表彰为先进科室。

日常监管　年内，市药监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２０００余人次，实施日常监督检查８６０家次，监督检

查面达１００％，监督检查率达１４７％。到期换证的

药品零售企业被注销６家，其余１５７家全部通过现场

验收。新开零售药店１３家，办理变更许可事项８５家

次。新开医疗器械经营企业１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换证７家。全年应进行ＧＳＰ认证单位７６家，通过

ＧＳＰ认证７３家，注销３家。完成９家药品零售企业的

ＧＳＰ跟踪检查。全年上报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１１００份，平均每百万人口上报７８５份。全年监测药品

医疗器械广告２００多起，向工商部门移送并得到查

处的违法广告３起。全年被记分的药品零售企业１５

家，质量负责人７人次，被列入诚信黑名单１人。

稽查执法　年内，市药监局立案查处各类违法

案件７７起，其中药品案件７０起、器械案件７起，当

场行政处罚４１起，年度结案率９７．２％。完成药品

有效抽验２０５批次，收到药品检验报告书１９８份，

其中合格１０９份，不合格８１份，不合格率４２．６％。

无行政诉讼败诉和行政复议被撤销的案件。

１～４月，盐酸芬氟拉明片和糖脂宁胶囊等药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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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叫停

后，立即下发《立即停止销售和使用盐酸芬氟拉明

片的通知》、《立即停止销售和使用广西平南制药厂

生产的批号为０８１１０１的“糖脂宁胶囊”的通知》、

《关于停用大连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知》、《关于停止使用和销售浙

江天瑞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０８０５２４的香丹

注射液的通知》、《立即暂停和销售黑龙江乌苏里江

制药公司佳木斯分公司生产的双黄连注射液的通

知》，并迅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监督检查。４～１２

月，先后开展基层药品和医疗器械大检查、计划生

育药械市场专项整治、非药品冒充药品专项检查等

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净化全市药品市场。９月，

全市多家医疗机构出现不良反应事件后，局机关全

体人员积极参与处置，紧急控制事态发展，展开相

关调查取证，对可疑品种当场查扣封样、及时送检。

食品安全监督　全市现有学校食堂７９家，其

中达到Ａ级标准１５家、Ｂ级标准１９家，中小学食

堂全部达到Ｃ级以上标准。１月，市政府召开全市

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市药监局印发《如皋市２００９年

食品安全工作要点》，部署２００９年食品安全工作，

做到责任落实到位。１～４月，根据省、南通市局要

求，牵头组织开展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

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１６９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４３１５户次，取

缔无照经营食品添加剂单位２户。４～１１月，继续

开展“食品安全进学校”惠民工程，切实强化学校食

品安全意识，加强硬件建设与管理，健全各项管理

制度，落实岗位责任制，排除和杜绝食品安全事故

隐患。４～１２月，针对农村食品安全现状，结合实

际制订《２００９年如皋市学校及其周边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方案》、《２００９年如皋市肉类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和《２００９年如皋市酒类产品专

项整治行动方案》，加大对分散在社区、城乡结合部

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个体商贩、小作

坊、小食品店、小餐馆的监管力度。

【实施案件承办人制】　５月，市药监局全面规范执

法程序和行政行为，实施案件承办人制，实行两人

办案责任制，案件查办分离，承办人直接对案件的

调查、处罚建议与案卷质量负责，预防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等渎职失职行为。

【“提案模拟答复”做法被网络媒体报道】　６月２６

日，《食品安全网》以《创新方式增强实效如皋市药

监局实施提案模拟答复》为题，介绍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在按正常程序答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的提案时，增加“提案模拟答复”程序，提高答复的

准确性和针对性的做法。《人民政协网》于７月

２日予以全文转载。

“提案模拟答复”，即：提案办理人员在局分管

领导的主持下，举行提案模拟答复会。首先，由答复

人汇报提案要点，由模拟提案人（每案３人）评判归

纳要点是否准确、全面。再由答复人根据提案要点

进行答复，要求每一条答复意见都有法规、政策、规

范性文件、有关部门的协办意见、专题调研结果、历

年相关工作成果及台账资料等方面的依据。然后，

由模拟提案人对认为未完善的部分分别提问，答复

人现场回答。模拟答复意见得到认可的则予以初

定，交局领导审核签发。若认为需要完善，则由答复

人根据模拟答复会的议定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

【强化药品、医疗器械源头企业监管】　年内，市药

监局针对全市现有药品生产企业（均生产注射剂产

品）２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１４家，为南通６县

（市）之最的现状，强化药品、医疗器械源头企业安

全监管。为确保不发生源头在如皋的药械质量安

全事故，全面开展企业原辅料购进、工艺检查和出

厂检验等监督检查。同时，积极推行质量授权人和

驻厂监督员制度，强化企业责任意识，两家药品生

产企业作为全省首批质量授权人制度实施单位，均

已建立该项制度。驻厂监督员重点监督企业执行

制度情况，实行高风险品种生产全过程质量监管。

（刘小鹏）

物物物　　　价价价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９９．４％，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９８．９％。市物价局

查出价格违法案件４５起，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委员提案８份。被国家发改委表彰为农本调查工

作先进集体，获省价格监督检查先进单位，省“巾帼

文明岗”，南通市价格工作先进集体、价格政务信息

工作先进集体、价格监测工作先进集体、价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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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工作先进集体、价格举报工作先进集体、治乱

减负先进单位，如皋市帮扶工作先进单位、行政执

法先进集体荣誉。

价格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根据市政府关于全

面启动行政权力网上运行的要求，从梳理价格部门

相关法律法规入手，整理出涉及价格部门的行政权

力８５项，其中行政处罚类５７项，其他行政行为类２８

项。应市法制办要求，对涉及全市４６个部门的相关

收费项目，对照收费文件和《收费许可证》发证数据

库，逐一审核，提出审核意见。根据省局关于促进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着力推进商品房价格公

示和明码标价，加强以廉租房为主的房地产价格管

理，及时了解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情况，为合理

制定经济适用房价格和廉租房租金打下基础。２月，

组织专业人员与建设部门人员研究区域供水价格，

评估区域供水生产方式、供水形式、经营模式，分析

水厂现行供水成本，分类比较南通市及靖江等地区

供水价格，分析比较多种方案，最终形成以居民、企

业均能承受的全市区域供水价格方案，经市政府常

务会议讨论，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报南通市

局批准，顺利出台区域供水价格。４月，按照《省物价

局关于开展全省涉农收费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

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保增长、扩内需’价格

行———惠农扶农行”活动，督查价费政策落实情况，

先后召开各镇监管站站长会议等５次会议，研究部

署专项检查活动，向全市２００户农户、１００家企业、

８０家农贸市场发放调查表４００份，组织５个调查小

组，分别由局领导带队下查单位、部门２５个，逐项检

查各项收费政策落实情况，并分析综合相关资料，

形成综合材料。１１月，在关注煤炭价格变化的基础

上，积极探索煤热价格联动体系建设。根据市政府对

皋城热电厂破产不停产的要求，为保证开发区企业

的正常生产，受市供销社委托，组织审核皋城热电厂

运行成本，向市发改委提交财政补贴方案，确保热电

厂正常运转，保障地方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收费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实施收费年审，审

验“收费许可证”正本２６３本、副本４７８本，年审率

达１００％，并严格执行省局取消年检收费的规定，

为行政事业单位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减轻负担

８５万元。３～５月，根据南通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涉企收费管理的通知》精神，市物价局会同财政

等相关部门，开展全市涉企收费专项清理工作，每

年可为全市企业减轻负担３０００多万元。编印新

《企业付费公示手册》３０００份，发送至企业。８月，

在各类学校开学前夕，通过接受市电台采访，宣传

新学期学校收费政策。统一制作《义务教育阶段收

费公示表》，组织收费公示督查。对职业高中代办

费标准和社会力量办学收费标准实行备案制度。

组织实施全市中小学创建教育收费规范学校活动，

授予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等１０５家学校教育收费

规范学校称号。加强学校食堂伙食费用管理，会同

教育等部门下发《如皋市中小学食堂财务管理办

法》。１０月，根据《江苏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病房

床位收费管理办法》，向南通市局上报市中医院新

病房大楼全套资料并接受市局验收，同时根据市局

授权制订文件，明确市中医院、石庄中心医院等医

疗单位新病房楼床位收费政策，实行公示制、查询

制、结算清单制三项管理制度。

价格监测　年内，市物价局报送价格监测调研

报告２２篇，被上级部门录用６篇。重点瞄准主要消费

品和主要生产资料，包括粮食、食用油、蔬菜、肉类、

鸡蛋、化肥、成品油、生猪、饲料、抗“甲型Ｈ１Ｎ１流

感”病毒药物及相关防护品等进行价格监测分析，

坚持价格监测值班制度和市场巡查制度，确保价格

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开展“价格服

务进农户”活动，定期向全市６９家种养大户发布相

关价格信息，引导农户优化品种结构、节本增收。以

开展农资“价格示范户”活动为载体，对属市场调节

价格的部分涉农商品在价格上给予规范，使经营户

有样可学，农民有价可依。通过局《医药价格网》及

时公布国家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并联合市药监

局将文件精神通过药监平台，传达到全市每个药品

经销机构，同时认真细致地解答医疗机构部分人员

在加价率、加价幅度、管理原则等方面的疑难问题，

指导他们的操作，提高执行的准确度。

成本监审　年内，市物价局按照“凡调必审”要

求，配合相关价格改革和价格决策，相继开展学生

公寓成本监审、如皋实验初中新生学费成本监审、

市中医院和皮肤防治专科医院自制剂成本监审、经

济适用房开发成本监审，并坚持按照成本监审规范

要求，做到一案一卷，案结卷成。

价格监督检查　年内，市物价局受理群众价格

举报咨询２９０件、咨询２４５件，查处价格违法案件

４５件，办结率１００％，退还举报人１２．０３万元。先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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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惠农价格和收费政策落实情

况专项检查、医疗收费专项检查、涉企收费检查，以

规范教育、医疗、旅游、中介等收费行为。按照南通

市局要求，加大对“价格示范户”的回访力度和督

查，对符合条件的申报户及时予以确认。积极开展

南通市农资经营“价格示范户”评选活动，规范农资

经营价格行为，维护农资市场价格秩序。打造价格

举报绿色通道，严格执行２４小时值班制、首问负责

制和专人接听制，明确价格举报各个环节的工作责

任和要求，确保来话必接，每接必办，每办必果。加

强与“１２３４５”市长热线、“９６５２０”交通服务热线以及

价格投诉联络站等部门、单位的沟通联络，提升

“１２３５８”的社会效能。在自来水、数字电视等价费调

整期间，主动进社区宣传价格调整政策，及时化解

价格矛盾。继续推进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创建活

动，在去年３家企业获得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称号

基础上，今年新增７家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开展价

格服务进商场活动，指导商场、超市建章立制，规范

定价程序，引导经营者价格自律，树立良好商誉。

价格认证服务　年内，市物价局办理价格认证

业务６４０件，认证鉴证总额１．５３亿元。抓住各镇

拆迁改造契机，努力做好有关镇政府闲置资产处置

过程中的价格鉴证工作。在努力稳定涉案财产评

估、扭转车损鉴证被动局面的基础上，重点突破法

院系统的涉案财产评估工作。

如皋市区域供水价格
　表３０

供水

区域
供水类别

到户价

（元／吨）

其　　中

水利工
程水费

水资
源费

污水
处理费

如城
地区

居民 ２．９０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６０

工商业 ３．４０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７５

特种行业 ４．８４ ０．０４ ０．２０ １．１０

农村
居民 ２．２０ ０．０４ ／ ／

工商业 ２．５０ ０．０４ ０．２０ ／

　（城镇及农村“低保”户、特困职工的生活用水，凭市民政

部门提供的有关证明和市总工会核发的“特困职工证”，享

受优惠水价，即现行水价，差额由政府补贴。）

【启动实时价格应急监测调查系统试点工作】

５月，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审定，长江镇张建荣、高

明镇孙福延、白蒲镇张锋、搬经镇姚建民、江安镇葛

存栋被国家发展委列为首批实时价格应急监测调

查系统试点监测点。

实时价格应急监测调查系统，是基于互联网采

集数据，以监测调查点上报，在内部网由计算机程

序自动汇总处理、分析为主要方式，覆盖生产、流通

和消费各环节，快速准确反映“米袋子”和“菜篮子”

等重要商品（服务）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的监测调查

系统，采集实时数据直报中央。

【如皋被列为江苏省唯一新的国家生猪调查点】

１０月，国家发改委将如皋市列为新的国家生猪调

查点。此为江苏省唯一的调查点。

（陈小琳）

金金金　　　融融融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是市政府管理、协调、服务金融工作的直属机构，

正科级建制。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市各项存款余额

３９１．４９亿元，比年初增加９０．３５亿元，同比增长

３０．００％，同比净增５１．８６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０．１６

亿元，比年初增加４１．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０２％，同

比净增１９．２０亿元。贷款总量完成全年必成目标任务

的１２７．１２％、期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３．９８％。

服务经济建设　年内，市金融办着力推动银

政、银企合作，激发金融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动性、积极性。会同发改委完成省政府扶持中小

企业百亿再担保贷款项目，贷款总额７０００余万元，

有效缓解全市１０多家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做好

外地金融机构到如考察联系和接待工作，对接具体

企业和项目，交通银行唐闸支行支持如皋经济开发

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１．２亿元业已到账，上海招商

银行四平支行与如皋多家企业达成项目贷款和流

动资金贷款意向。年初，系统谋划银政、银企合作

方式，从建立机制入手，将原来由人民银行牵头定

期召开纯业务性例会，改为由市政府牵头，市政府

主要领导、市四套班子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的银政合作例会，定期召开金融形势分析会、

分管行长和信贷科长业务例会等，形成如皋银政联

席会议制度，使金融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

配合市农工办、新农村建设办等部门制订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全市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综

合试点工作的意见》（皋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０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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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８日，假座南京丁山宾馆召开２００９年度银政、

银企合作恳谈会，省、市两级金融机构负责人近百

人参会，授信意向贷款签约总额２５０．８亿元，３家

银行与市政府达成在如皋设立分支机构并展开战

略合作的意向协议。５月２３日，举行金融支持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综合试点启动仪式，各金融机构

认真贯彻综合试点工作会议要求和相关文件精神，

贴近三农，服务新农村建设，支持全面达小康工程。

至年底，全市涉农贷款４８．９亿元，比去年净增

６．９亿元，其中如皋信用联社农户贷款余额

１８．３９亿元、农业经济组织贷款余额４．１６亿元、农

业贷款余额２３．８１亿元。１～６月，在各镇（区）排

查、推荐基础上，市金融办、发改委和各大金融机构

组成金融会办小组，对全市１０５家可贷企业和优质

项目逐一上门服务，现场为１４家企业办理贷款

５６８０万元，并对２４家企业形成１２０５０万元贷款意向。

促进金融业发展　年内，市金融办着力开展招

引市外金融机构落户如皋、加速各类融资服务平台

和微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建设工作，先后走访昆

山农商行，南通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南

京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及南京

银行，洽谈在如皋设立分支机构事宜。至年底，南

通交通银行完成在如皋布点选址和报批，南通招商

银行选址基本确定，昆山农商行和南京银行均表明

在如皋布点意向。配合发改委做大做强政府担保

公司，建立应急互助基金，创建全市首家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至年底，担保公司新增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

元，应急互助基金会筹措应急互助基金近８００万

元，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达２０００余万元。

维护金融秩序　年内，市金融办先后参与处置

市工商银行几十笔贷款因担保公司挪用保证金而

无法兑付引发的几十个客户群体性上访诉讼案、市

信用联社几十笔农户小额贷款到期不还案、市建设

银行借给某建筑公司驻外分公司巨额贷款逾期不

还案、市农发行和信用联社因贷款企业严重亏损导

致大笔贷款逾期无力偿还案、摩托车特种车辆强险

因故停办案等。

【创建金融生态达标市】　年初，市金融办研究制订

如皋市金融生态达标市创建工作实施意见，将创建

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各镇（区）年终考核。

５月，召开全市创建金融生态达标市动员大会，会

后逐镇登门对接落实。６～７月，赴福建晋江、海门

市考察学习，借鉴创建经验。１１月２１日，召开全

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随后分别组织相关部门、六个

试点镇（区）及各金融机构进行业务辅导，倒轧时

点，落实任务，有序推进。

（张杰俊　张小星）

统统统　　　　　　　　　计计计

【概况】　全市２０个镇（区）均设立统计办公室，配

备专职统计助理，１８８个村和１４６个涉农居委会均

配备兼职统计员，所有纳入统计的机关、企事业单

位均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全市现有专职统计人员

１４０人、兼职统计人员１５２０人，其中具有高级统计

职称者８人、中级统计职称者８７人、初级统计职称

者１７７人。年内，全市参加统计从业资格教育培训

５３２人，其中申报新证１０２人、统计继续教育４３０人。

申报新证的１０２人中，９８人参加并通过全国统一

组织的资格考试，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市统计

局被南通市统计局表彰为２００８年度统计工作目标

责任考核先进单位一等奖，被市政府表彰为

２００９年度服务业工作先进单位和２００９年度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先进集体，被市政法委表

彰为社会治安状况满意度和执法形象满意度评议

活动优秀组织奖，连续１１年被评为市文明单位。

信息搜集整理　市统计局现有工业、农业（农

经、农综、住户、产量）、国民经济核算、市（县）基本

情况、固定资产投资、建筑、房地产、贸易、劳动工

资、能源、外经、科技、价格、城镇住户、限额以下抽

样调查、企业景气调查、基本单位调查等统计专业

２０个，拥有农村住户调查１００户和城镇住户调查

１００户等调查网点。年内，完成２００９年度全市统

计年报、定报工作，整理编辑并改版《２００８年如皋

统计年鉴》，编印《如皋统计月报》１２期。圆满完成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报表审核和数据上

报等各阶段工作。先后完成上级布置和有关部门

委托的人口变动调查、２００９年公众对城市环境保

护满意率调查、群众对卫生状况满意度调查、公众

安全感及对政法综治工作满意度调查、人民法院工

作满意度调查、人民检察院工作满意度调查等多项

专题调查任务，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大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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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社会经济信息。

行政执法　年初，市统计局制订《２００９年全市

统计法制工作要点》、《２００９年如皋市统计督查和

统计监审工作计划》等一系列工作计划和制度。协

助南通市统计局对石庄、丁堰两镇统计工作自查自

纠，对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监

审。５月，对２９家统计监审对象下发《统计监审通

知书》，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３起，发出限期整改

通知书２１份。

统计服务　年内，市统计局依法及时向社会发

布《２００８年度如皋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及

时提供各种统计分析和经济信息。组织撰写《危机

下，如皋工业经济引领南通》、《节能降耗成效明显，

完成目标尚需努力》等月季度统计分析４１篇，其中

多篇分析文章被省和南通市级报刊采用。上报各类

经济信息２８６篇，被市委、市政府和南通市级以上部

门采用２２８篇次。９月，在全市开展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满意度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形成分析报告，被市

委《情况通报》２００９年第二十六期全文转发。

研究成果　３月，在南通市统计局和南通市统

计学会组织的２００８年度县（市）区优秀统计分析报

告评选中，市统计局吴志强撰写的《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加快经济跨越发展》、《改革开放与工业强

市———如皋市工业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

启示》分获二、三等奖。１２月，在市政府主办的如

皋市第九届自然科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市统计

局选送的６篇论文全部获奖，其中朱政撰写的《做

好统计工作，重在求真务实》获特等奖，吴志强撰写

的《改革开放与工业强市———如皋市工业经济改革

开放三十年成就与启示》和《如皋工业企业技术创

新的现状及对策》分获二、三等奖，朱谦林撰写的

《耕地面积统计方法探讨》获三等奖。

【专项普查获全国先进集体荣誉】　１２月，国务院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授予如皋市经济普

查办公室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集体称号。

（梅广林）

审审审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审计局实施审计项目５５个，

其中财政决算项目４个、财务收支项目１７个、预算

执行项目５个、专项审计和专项资金项目８个、经

济责任项目１８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３个。涉审

资金１８．５亿元，实现审计收缴３５０万元。审计工

作年度综合考评在南通市县（市、区）中名列第一。

预算执行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紧扣预算执行

主线，主动策应“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等经济政

策，推进惠民政策的贯彻落实，立项审计单位

２６个，主要审计市财政局具体组织预算执行情况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及政策

执行情况，农村新五件实事、农业综合开发、如城镇

拆迁补偿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公安局等８个

单位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磨头镇等５个镇（区）财政

决算情况等。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影

响，选择有代表性的１５家各类企业进行审计调查。

审计过程中突出审前调查、延伸审计、民生审计、审

计整改四个重点，根据审计情况提出培植财政增长

点、强化非税收入预算执行管理、推行“公务卡”结

算打造节约型政府、化解乡镇财政预算外赤字等加

强财政预算管理的意见。

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组织对１８个

镇（区）和机关部门的２６名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

审计。下半年，结合“三责联审”统一部署，加大对

被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及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合法

性、原则性和规范性审计力度，并细化对领导干部

责任的认定。审计过程中，尝试把效益审计理念引

入经济责任评价体系，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由

注重个人廉洁自律向任期显绩与潜绩相结合转变，

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客观评价领导干部的经济决策

能力和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为市委、市政府考评领

导干部和组织部门综合考察评价、任用干部、促进

问责机制落实提供可靠依据。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实施固定

资产投资审计项目７４３个，至年底审结１９９个，审

结金额１１．９５亿元，审计核减１．３７亿元。１月，组

织力量研究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管理专用软件，

首次实现局领导能够随时掌控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过程，保证国有资产的真实与安全，提高财政资金

的使用效益。６月，研究出台《如皋市审计局委托

中介机构和聘请外部人员开展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工作管理办法》。

内审稽核　年内，全市５０个内审机构完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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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项目５４７个，查出损失浪费１２０万元，核减基建

工程款１２１万元。在南通市内审协会组织的评比

中获优秀项目奖４个。１１月底，在全省公安系统

审计信息化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市公安局专题介绍

内审信息化及成果转化的成功经验。

【审计查出腐败案件四件】　年内，市审计局把查案

执纪、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工作，审计过程中查出市

公安局下属保安公司原经理、鞠桥棉纺厂三位经理

和丁堰镇皋南社区党委书记的腐败案件，使相关责

任人依法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市公安局下属保安公司原经理在实施老小区

监控工程中违规操作和虚列支出套取现金；在对搬

经镇进行财务收支审计延伸时，发现鞠桥棉纺厂三

位经理有侵吞公款的重大嫌疑，遂将此案移交纪检

部门查处；丁堰镇皋南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蒋某

伙同他人贪污拆迁款３０万元，收受贿赂２５万元及

购物卡５０００元。

【审计局加大审计信息化建设力度】　年内，市审计

局根据南通市审计局统一部署，结合如皋审计事业

发展需要，加大审计信息化建设力度，研究制定《审

计信息化实施意见》，成立审计信息化攻关小组，强

化目标意识和序时意识，对ＡＯ应用实例和专家经

验完成情况实行旬检查、月考核、季点评制度，并投

入１１万余元购置信息化设备。

（吴从军）

招招招 投投投 标标标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实施招投标项目４５９个，同

比增长３１．５２％，标的额３１．３２亿元，同比增长

８１．３５％，项目标的额与项目预算价相比节约资金

３．２亿元，与项目招标控制价相比节约资金９０００多

万元，进场交易项目数与项目标的额均居南通六县

（市）之首。市招投标办、招投标中心均被评为南通

市工程建设招投标先进集体，“阳光招投标”服务品

牌被评为市级机关优秀服务品牌。

制度建设　年内，市招投标办健全招投标监管

体制，堵塞制度性漏洞。４月，制订出台《如皋市招

投标诚信告诫谈话制度》，《制度》规定凡在如皋市

招标市场上通过公开招投标中标后的企业，都必须

接受诚信告诫谈话，诚信告诫谈话对象为建设市场

各方责任主体及其从业人员，提出对中标单位从业

人员管理、合同管理、质量安全、工期管理、廉政建

设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制订《如皋市政府性投资工

程建设项目标后跟踪管理办法》，明确中标项目跟

踪管理范围、方法、内容和查处办法，消除政府投资

项目监管空白地带，加强标后监管，促进合同全面

依法履行。５月，提请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规

范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的意见》

〔皋政发（２００９）８２号〕，从公开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限额以下工程发包方法、公开招标流标后的议标要

求、招商项目实行公开竞争、完善招标代理制度、推

行资格后审办法、评标标准和方法的确定、强化招

标工程的现场管理、明确监督责任主体和权限等

１０个方面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招投标秩序，规范

招标人行为。１２月，制订《如皋市工程建设项目资

格后审管理暂行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有效竞

争，进一步遏制围标、串标等违法现象。

管理创新　年内，市招投标办严格执行省建设

厅、省监察厅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出台的《关于对我省政府

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实行网上远程评标的通

知》精神，积极推进远程评标工作，先后举办远程评

标培训班３期，建立远程评标室。５月，实施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工程招投标管理的意

见》，在全省率先在招商建设项目（ＢＴ项目）招投

标中引入竞争机制，规范招商建设项目的谈判方

式，规定招商项目一律在招投标网站上公开合作条

件、公开竞争谈判、公示合作结果，竞争者达到３个

以上，转为公开招投标。至年底，有１１项社会事业、

公共服务ＢＴ项目通过竞争机制成功运行，累计吸

引资金５．８６亿元，节省大量财政资金，加快了工程

项目的建设进程。７月，结束工程建设招投标资格预

审的一贯做法，规定凡限额以上的公开招标项目，

原则上一律实行资格后审，取消投标报名和资格预

审等环节，不统一组织相关的发标、答疑和现场踏

勘，将资格审查和开标环节同步进行，以解决围标、

串标问题，缩短项目招标时间。至年底，实施资格后

审１２４个单项工程，标的额２．４亿多元，为国家和集

体多节约资金２５００多万元。９月１１日，首次实行网上

远程评标，实施的项目为如皋市人民医院门急诊病

房综合楼外墙装饰工程，评委通过互联网对投标人

·３６２·综合经济管理



的技术标远程操作、独立打分，最终确定中标候选

人为深圳某公司，中标价与招标控制价相比下浮率

达１６．５４％。至年底，实施远程评标项目３个。

监督管理　年内，市招投标办加强对招投标不

良行为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潜在投标人确定后

不获取招标文件或不来投标”及“中标人中标后无

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等问

题，严格执行《如皋市招标投标不良行为记录及处

理办法》，全年查处不良行为１１起，累计停标６８个

月。公正处理投诉问题，全年处理投诉事项５起。

加强标后跟踪督查，对于标的额２００万元以上的政

府投资项目，重点督查合同签订、设计变更、人员到

位、合同履约、项目决算等重要环节，结合工程建设

专项整治活动，进行普查和抽查。３月下旬，与建

工局等部门联合检查全市项目现场，检查项目

３７个，工程总造价８．２亿元，涉及建设单位２４家，

书面通报检查出的不规范行为，并责令限期整改到

位。４月，与市监察局联合制订下发《关于报送

２００８年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及２００９年计划

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相关情况的通知》，加强源头

管理，建立基础台账，及时掌握基层项目应招标和

已招标情况，促进项目应招尽招。

２００９年全市招投标项目情况统计
　表３１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备　　注

房屋建筑 ５３ ８３５１５．３５７８
建筑面积
５５７５０３．１１平方米

市政设施 １３７ １９１１２．９５０２

装饰装修 １８ ８４２１．２０１８

绿化工程 ２０ １６６８．８８０１

安装工程 １３ ６６４４．９６５７９

桩基工程 ２ ４２２．８８８０４２

监理项目 １９ ７７８．４２５

设计项目 ３ ２７５

政府采购 ３４ ５５７２．９６８１

其他类型 ３２ ３３０２７．０１３４
含已备案框架
协议项目

直接发包 １２８ １４５３４７．１１４２

合　　计 ４５９ ３０４８００
节资９５０５．７２万
元，不含１０１个
流标项目

　　效能建设　年内，市招投标办实行人员年度轮

岗制度，根据全年工作任务，对招投标流程优化细

化，对全体人员工作岗位重新调整定位。制定岗位

目标责任制、效能考核办法，并实行平时抽查、按季

考核、年终考评。发放招投标宣传手册和行风评议

卡，将招投标工作流程、资格后审知识、招投标备案

手续等印制成小手册放置服务窗口，为服务对象提

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５月，改版如皋市招标

投标信息网，新增《行业快讯》、《企业信息》、《资格

后审》等栏目，并相应调整部分栏目，使信息更快

捷，浏览更方便，内容更全面。

２００９年全市国有投资项目招投标情况统计

　表３２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备　　注

房屋建筑 ４９ ６２７２６．０４９８
建筑面积
３０４３３６．１平方米

市政设施 １３６ １９１１２．９５０２

装饰装修 １８ ８４２１．２０１８

绿化工程 ２０ １６６８．８８０１

安装工程 １３ ６６４４．９６５７９

桩基工程 ２ ４２２．８８８０４２

监理项目 １９ ７７８．４２５

设计项目 ３ ２７５

政府采购 ３４ ５５７２．９６８１

其他类型 ３２ ３３０２７．０１３４

直接发包 ７３ ２４５８９．１７５６５

合计 ３９９ １６３２３９．５２ 节资８５６２．３５万元

【“阳光招投标”品牌获市级机关优秀服务品牌称

号】　５月，市招投标办“阳光招投标”品牌获市级

机关优秀服务品牌称号。

年内，市招投标办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深化“阳光招投标”服务品牌创建，实施“五零五

一计划”，即服务绩效努力达到零障碍、零距离、零

缺失、零差错、零投诉，服务方式做到一次性备案、

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下子办结、一口价收

费。公开服务承诺，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等灵

活机动的服务方式。

【维护招投标公正严明获投标人表扬】　１２月上

旬，某供氧净化设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到市招投标

办，送来一面书写着“依法行政公正严明”的锦旗，

并向南通市副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递交了一

份感谢信，感谢市招投标办在市人民医院某项目招

·４６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投标活动中，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精心调查取证，

严查投标公司弄虚作假行为，维护投标人合法权

益，营造了一个让招标人放心、投标人信赖的阳光

招投标平台。

（孙　慧）

行行行政政政服服服务务务审审审批批批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各类行政

许可及便民事项９７７６８件，其中：即办件７８２１４件，

约占总办件数的８０％；承诺件１９５５４件，约占总办

件数的２０％，承诺件到期办结率１００％（因业主未

按时缴费或缺少相关申报材料等自身原因被挂起

的办件除外）。收取各类规费２０３４２．３万元，比去

年同期１０５２９．１万元净增９８１３．２万元。“一卡通”

窗口办理５０万元以上经济建设、基本建设类项目

５３２项。接待上级领导、外省及兄弟单位参观考察

１６批次，获省市县三级新闻媒体表扬２６次，收到

服务对象锦旗１９面、表扬信２００多封。累计收到

服务对象纸质评议表１０００多份，评议满意率

１００％；窗口办件接受服务对象电子评议２．８万多

次，评议满意率９９．８％，综合评议满意率９９．９％。

考核管理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围绕秩序管

理，先后出台日常安全保卫、卫生保洁等方面的工

作制度，进一步规范“窗口”运行管理，形成较为完

善的月度考核、季度评比、年终总评的考核激励机

制，并将考核结果及时通过《如皋动态》、《行政服务

交流》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强化与“分

中心”和镇（区）服务中心的对接，发挥项目审批联

动服务作用，构建横到边、竖到底的立体服务网络。

每季度对照考核条款组织相关科室检查“分中心”

的工作，定期组织相关科室、“窗口”到镇（区）便民

服务中心开展业务指导。３月，在行政服务中心内

设立镇（区）代办人员工作室，配备电脑、文件柜等

办公设施，为项目代办工作提供硬件支持。

便民服务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深化便民服

务举措，先后牵头组织工商局、发改委、环保局等相

关“窗口”部门为江苏兰迪集团、如皋外国语学校、

江南德瑞斯、荣威塑胶等８０多个项目协调办理和

并联审批。各“窗口”不以机关正常作息时间为服

务的时间终结点，对临近下班时间赶至办事的服务

对象实行延时服务。对因特殊情况需在非工作时

间办件的服务对象推行预约服务，根据预约服务要

求作出相应安排。对法律法规要求服务对象本人

到“窗口”现场办理的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或有其他

原因不能到“窗口”办理的服务对象及因情况特殊

需上门服务的企业，组织相关“窗口”上门服务。

行风建设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年度开展

“十佳”服务窗口、“十佳”窗口负责人、“十佳”服务

标兵及“窗口”服务先进集体、“窗口”服务先进个人

评比活动，季度开展“窗口”季度优秀负责人、“窗

口”季度服务标兵、“窗口”季度服务先进个人评比

活动，月度开展优质服务示范岗、红旗窗口、党员服

务示范岗、服务对象满意窗口、服务对象满意工作

人员评比活动。３月，举办美化自己、亮化窗口庆

“三八”健康知识讲座。４月，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转段动员大会，举办践行科学发展观、打造阳

光便民超市专题讲座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知识

竞赛，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服务“弯道超越”征文竞赛

活动。５月，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

活会。７月，举办践行科学发展、提升服务效能大

党课。８月，组织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活动及向台

湾灾区捐款活动。９月，为喜迎祖国６０华诞，举办

热爱祖国、助推发展征文及演讲比赛系列活动。召

开算好廉政账专题教育月活动动员大会。１０月，

组织赴南京国际会展中心参观《奋进的江苏———庆

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大型成就展》。１１月，组织

赴深圳市服务大厅参观学习。１２月，组织开展“爱

心捐赠”活动。

【行政服务中心“一卡通”电子化管理实现“四化”】

　年内，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卡通”电子化管理初步

实现“四化”，即：审批信息化，服务对象只要在“一

卡通”服务台办理一张服务卡，将申办项目信息录

入卡中，各服务窗口即可实现信息共享；收费规范

化，服务项目规费收缴数额由“一卡通”审批软件系

统自动生成《缴款通知单》；过程公开化，“一卡通”

审批软件系统对服务项目、政策依据、办事流程、申

报材料、服务时限、收费标准实现“六公开”；监管电

子化，“一卡通”审批软件系统对各窗口办件时限、

收费项目及标准、服务质量、人员考勤等全部实行

电子化监管。

（袁昌明）

·５６２·综合经济管理


	如皋年鉴PDF 266
	如皋年鉴PDF 267
	如皋年鉴PDF 268
	如皋年鉴PDF 269
	如皋年鉴PDF 270
	如皋年鉴PDF 271
	如皋年鉴PDF 272
	如皋年鉴PDF 273
	如皋年鉴PDF 274
	如皋年鉴PDF 275
	如皋年鉴PDF 276
	如皋年鉴PDF 277
	如皋年鉴PDF 278
	如皋年鉴PDF 279
	如皋年鉴PDF 280
	如皋年鉴PDF 281
	如皋年鉴PDF 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