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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专题产学研活动　Ｐ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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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政府积极发挥科技创新作用，

着力推动保增长、调结构、促转型，获江苏省省院合

作先进单位、南通市科技综合考核第二名。为实现

如皋经济社会持续腾飞、弯道超越、总体小康提供

有力支撑。

高新技术产业　年内，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企业

发展迅猛，总数达１６１家。完成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投入４９．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９．０３％，增幅南通第

一。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２１１．９７亿元，同比增

长３１．０６％，其中，新材料、医药和生物化工、环保

三大新兴产业实现总产值１３１亿元，占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比重为４１．５％，同比增长２５％。

科技项目申报　年内，全市申报南通市以上科

技计划项目４９２项，比去年增加２００项，立项

２９４项，比去年增加１１４项。累计获上级经费资助

２７６６．６万元，其中江苏熔盛重工集团实施的省重

大成果转化项目———３０００米深水起重铺管船研究

与产业化项目获经费资助１８００万元。该项目使如

皋成为南通唯一连续６年获省重大成果项目立项

的县（市）。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年内，熔盛重工国家海洋

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力星钢球国家重点实验

室、神马电力科技和泰特电子国家级检测中心认证

进入辅导期。２家省院士工作站、１家省级公共服

务平台、８家省级工程中心、５７家南通市工程中心

获立项，工程中心建设工作位居南通第一。新建南

通市级孵化器１家、如皋市级孵化器３家，新增孵

化面积１４．３万平方米，新引进孵化项目３７个，在

孵企业６８家，企业孵化器建设工作位居南通第一。

知识产权保护　年内，全市累计申请专利

３７１７件，获专利授权１７０２件，同比分别增长

５６．４％和１５０％，双创历史新高，专利申请数、授权

数南通第一，专利授权数超历年授权总和。注册商

标、技术秘密内部保护以及拥有自主品牌等比例明

显提高。南通神马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一种复合绝

缘子及其生产方法”发明专利，获省第六届专利十

大金奖之一。神马电力、九鼎新材分别获省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创建示范单位。市知识产权局

再次获全省知识产权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企企企业业业科科科技技技进进进步步步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委、市政府加大科技创新宣传

力度，落实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政策，努力服务企

业科技创新，国际金融危机倒逼使企业加深对科技

创新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日

益凸显。

科技创新　年内，熔盛重工集团先后投入资金

近３亿元，建成全省造船行业唯一省级研发机

构———江苏省（熔盛）船舶工程研究设计院、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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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院士、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新开发７．５５万吨冰区加强巴拿马型散

货船、１５．６万吨苏伊士型油轮、４０万吨 ＶＬＯＣ、

１７．６万吨好望角型散货船和６５００ＴＥＵ集装箱船。

其中，苏伊士油轮接单量占全球３０％以上，市场份

额世界排名第一。神马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依靠自

主技术创新，先后研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输变电设

备用橡胶密封件技术和填补国际空白的电力复合

绝缘子，成为全球唯一一家能够向电网提供空心、

支柱、线路全系列绝缘子产品的企业，所承担的高

压、超高压、特高压空心复合绝缘子项目获省重大

成果项目滚动扶持资金２５００万元。英田集团全年

引进本科以上专业技术人员１００名，其中硕士生

４２名，博士生４名。众多中小企业积极转变观念，

增强主体意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走自主创新

之路。

产学研合作　年内，全市企业先后与１１９家省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正常产学研合作关系。市

科技局开展南京行、川大行等各种小型产学研合作

活动２３次，形成合作意向６０多项。全市新实施产

学研合作项目４８个，新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关

系４９家，熔盛重工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上海

船舶研究设计院（ＳＤＡＲＩ）、７０８所、７０２所等单位

建立稳定业务合作关系，力星钢球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就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达成协议，九鼎集团

与中国矿大就土工格珊加工工艺的自动化技术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华灿电讯集团公司投入３００万

元，引进以海外归国博士———江苏大学电子信息学

院副院长为首的专业技术团队，专门开发３Ｇ天

线，投资４６０万元与电子科技大学共同进行三频带

（０８／０９／１７２１）电调天线移相器的设计与开发。

创新载体建设　全市现有各级各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１５４家，其中省级１１家，南通市级７１家，

如皋市级７２家。科技城（软件园）先后引进上海晟

峰、厦门巨龙、瑞典欧创、北大青牛、北京锐道、华财

理账等１５家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入驻园区。一批

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逐步形成，如皋输变电特高压

电力设备及配件特色产业基地通过南通市科技局

评审，由省科技厅推荐报送国家科技部。

【全国首届县域经济产学研合作高峰论坛】　１１月

１日，全国首届县域经济产学研合作高峰论坛在如

皋举行。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会长、秘书长王

建华主持论坛，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

会常务副会长石定环，国家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

马燕合，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品牌联盟执行主席

刘延宁，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胡?

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副秘书长敖强，省科技

厅巡视员凤穗等出席论坛。石定环等专家围绕县

域经济与产学研结合等议题发表演讲，市长姜永华

作《加强产学研合作，助推县域经济持续腾飞》专题

发言。论坛上，如皋经济开发区被授牌为中国产学

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试点单位。

论坛上，市委、市政府举行专家受聘和产学研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陈惠娟向中国软件

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胡?山等五位专家颁

发如皋市重大项目建设规划咨询决策委员会委员

聘书。市政府与清华大学、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等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８个。

农农农业业业科科科技技技进进进步步步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科技局将高校、科研院所作为

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源头，把科技示范园区、基

地、科技型企业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以政府

搭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为主线，有机结合各种要

素，构筑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全年组织服务于

农业科技型企业及园区的活动５次。我市４０多家

农业骨干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固

的合作关系。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年内，全市申报南通市级

以上农业及社会发展科技计划６７项，其中申报国

家星火计划８项，省农业科技支撑计划７项、社会

发展计划３项，天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省级农业

科技创新计划扶持资金３０万元，长寿集团和百代

兰花分别获扶持资金９万元。申报省级农业科技

型企业５家和南通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４２个，经评

审，其中９个农业项目累计获南通市级资金扶持

６５万元、１５个社会发展项目获指导性计划扶持。

全市一批农业科技成果得到及时转化，带动社会就

业５万多人，拉动农业投入８．７亿元，产生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６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农业项目管理　年内，市科技局加大对南通市

级以上项目承担单位监管力度，突出前期计划预

见、中期监督检查、后期绩效考评以及科技计划信

用管理，先后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国家科技富民

强县行动计划项目、２个省级到期项目、１１个南通

市级到期项目验收工作，跟踪了解今年到期的

６９项如皋市级科技计划实施情况。针对下原镇白

李村承担的科技惠民项目，联合下原镇政府下发项

目实施监管意见，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实施

到位。

【南京农业大学专题产学研活动】　４月１７日，市

科技局组织全市４０多家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业龙

头企业、种养殖大户到南京农业大学，与园艺学院、

食品学院、动物科学院的３７名教授开展专题产学

研活动。玉兔集团、寿星食品、皇家园艺等企业分

别与食品学院、园艺学院等签订合作协议。

（蔡建兰）

科科科技技技普普普及及及活活活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科协举办科普讲座３２６次、科

普展览１６次，参观人数２４４００人次。举办科普宣

传４５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科普咨询活动４１次，

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５０期，培训农村党员、基层干

部群众４．０８万人次。继续与市电视台共同开辟

《科普大篷车》栏目，于每周二晚上黄金时段播放由

市科协提供、中国科协制作的科普知识ＤＶＤ碟片

１５分钟。

５月１６日～２２日，市科协牵头举办以“创新促

进发展科普惠及民生”为主题的如皋市第八届科技

活动周暨第二十一届科普宣传周活动，印发各种科

普资料５．１万多份，举办各种形式的科普讲座

１８１次，学术报告会８场，经济技术洽谈会１次，布设

科普宣传橱窗１１５处，组织送科技下乡活动３次，

摆设科技、科普、卫生、气象、普法、农林、农机、防

震、环保、计划生育等各类咨询台１０个。７月２１日，

在市文化馆启动以“尊重科学、关爱生命”为主题的

科普巡回展，展览共设计制作展板１０１块，内容包

括科技、文化、环保、医卫、教育、防震、计生、安全、

交通、农业、国土、建管、广电等２０个方面的科普知

识，先后在如城镇各社区和如师附小、安定小学、白

蒲小学、吴窑初中巡回展览，累计３８场次，观众

１５０９０人。９月，举办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为主题的科普日系列活动，组

织防震减灾科普报告会、送科技下乡、科普咨询、科

普展览等９项重点活动。市科协、市地震局分别在

白蒲小学和雪岸初中联合举办防震减灾科普报告

会，在雪岸初中组织防震实际演练。市科协邀请眼

科专家分别在白蒲小学、雪岸初中、吴窑中心校和

如皋初中组织眼保健科普知识和“节约用电、安全

用电”的科普讲座４次。市科协邀请国家粮科院教

授曹年芝在技工学校多功能教室举行食品安全科

普报告会。

（蔡友兰）

防防防 震震震 减减减 灾灾灾

【概况】　全市设有地震测报点１３个，现有从事防

震减灾检测和管理的工作人员５８人，其中专职人

员５人，业余测报人员５３人。２００９年，市地震局

获省防震减灾工作县级组年度综合评比优秀奖、南

通市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评比第二名。

组织建设　年内，市防震减灾领导小组调整市

防震减灾联席会议成员，健全全市防震减灾工作领

导体系。市地震局加强执法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

设，全员培训防震减灾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灾害预防　年内，市地震局完善地震监测制

度，制订震情监视、短临跟踪、震情会商和地震异常

核实等制度，确保防震减灾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坚持预防为主，高标准收集地震应急基础数据，

为政府应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认真履行抗震设防

管理审核审批职能，依法对全市新建、改建、扩建工

程进行抗震设防审批。强化农村民居抗震设防管

理，联合市有关部门定期对各农民集中居住规划点

进行检查。积极配合做好全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实施工作，确保新建校舍严格按照抗震设防要求施

工。大力宣传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以新《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实施及“５·１２”首个“防灾减灾日”

为契机，创新形式、扎实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活动，深

入学校、社区组织宣传活动９次，接受群众咨询

５０００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１．２万多份（册）。

·７７２·科学技术



【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年内，丁堰小学、

白蒲小学和雪岸初级中学三所农村中小学校被命

名为南通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至年底，全市创建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基地

１个，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４个，南通市级

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９个，数量和规格均在南通

市地震系统名列前茅。

（蔡建兰）

气气气 象象象 测测测 报报报

【概况】　市气象局现有在职人员２１人，其中在编

人员１２人、高级工程师４人、工程师 ６ 人。

２００９年，获省电视气象节目优秀作品二等奖、南通

市气象局首届职工文艺汇演三等奖，被表彰为如皋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基础业务　年内，市气象局地面测报总观测错

比０．１‰，报表无错情，获省气象局地面测报百班

无错情奖励９个；农业气象总观测错比０．０‰，报

表无错情，获省气象局农业气象观测百班无错情奖

励４个；预报一般降水２４时预报准确率为９２％，

均超上级业务部门甲级标准要求。

气象服务　年内，市气象局通过“９６１２１”、气象

警报系统、电视流动字幕、电台声讯等媒体，全方

位、立体式向社会大众超前传递气象信息。累计向

市委、市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农林、城建、交通、

供电、民政等部门发布重大天气公报１６份，发布灾

害性天气预警信号７次，发送天气预测服务短信

１２０多条。完成气象为农服务“三个一”（为全市每

个镇区安装一套自动气象站、一块气象信息电子显

示屏、一个气象兴农服务网络终端）工程，各镇均配

备１～２名气象信息联络员。在春播、麦收期、秋收

秋种等关键农时，及时发布天气信息。对小麦赤霉

病、稻瘟病、油菜菌核病等开展专项气象预报服务。

每旬天气趋势预报书面材料服务到各镇和有关部

门。１～６月，在全市实施气象为农服务创新工程，

通过手机信息平台把关键性、转折性、灾害性天气

预报预警信息提前传递到特色农业村支部书记和

设施农业种植用户手中，实现气象服务信息进村入

户的新突破。

气象科研　年内，市气象局获南通市局新科研

项目立项审批３项，其中２项为南通市局研究项

目，１项为如皋市政府研究项目。累计在气象核心

期刊《气象科学》、《环境科学与技术》、《气象水文装

备》、《现代农业》、《江苏气象》、《防雷世界》等省部

级刊物上发表论文２３篇，在《中国气象学会学术年

会》、《中国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学术会议》、《长三

角气象科技论坛》等全国性或区域性学术会议交流

论文６篇，其中一篇论文获中国气象学会优秀论

文奖。

科普宣传　年内，市气象局作为市科协和市安

监局举办科普宣传周、全国科普日、安全生产宣传

月活动的联办单位，在全年科普宣传活动中，共印

制发送各种气象科普宣传材料万余份，被南通市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评为第二十一届科普宣

传周先进集体。４月８日，在全市安监员会议上讲

授防雷减灾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等科技知识。

５月１２日，在安定广场参与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

传。５月２２、２３日，分别送科技下乡到搬经镇、江

安镇。６月，安全生产宣传月期间，在文峰大世界

宣传并向各镇分送防灾减灾等气象科普材料。

８月１３～１７日，支持帮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７名学

生进行气象防灾减灾宣传志愿者中国行活动，为他

们制作横幅标语，加印气象科普材料。

防雷减灾　年内，市气象局检测全市加油站

３０多家、石油化工企业等易燃易爆场所２０多家和

１００余家企、事业单位的防雷防静电设施，责令整

改不合格单位２３家。对全市１００多栋新建建筑物

图纸进行防雷审核，对８５栋新建建筑物的防雷设

施进行验收，把雷电灾害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

（刘　娟）

·８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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