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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城镇　Ｐ３２７

●丁堰镇　Ｐ３３５

●江苏省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Ｐ３７１

●长江镇（如皋港区）　Ｐ３７４

如如如　　　　　　城城城　　　　　　镇镇镇

【概况】　如城镇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全市政

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全镇分为“两区”（如城

工业区、顾庄生态园区）、“四片”（城区片、东片、西

片、南片），下辖街道４个、社区２３个、行政村１４

个，总面积１５９．６９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２５万人。

２００９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８１．９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８３万元，同比

增长１５％。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８８９元，同比增长

１１．３２％。实现小康目标值得分９９．２２分，同比增

加１．９５分，对照市下达的小康建设指标，１７项指

标达到或超过更高水平小康目标值。获全国第二

次经济普查国家级先进集体称号，在全市“百面红

旗”竞赛中，获项目投入、“六城同创”、全面小康建

设等竞赛红旗１５面。镇工业园区被南通市人民政

府评为示范工业集中区。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生产总

值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６％。实现农业增加值

１．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７８％。引进季园花木盆景

研发基地、蓝田农家乐等农业项目４３个，其中规模

项目１５个。全镇现有高效农业种植面积３７３３公

顷，设施农业面积３５７公顷，建成南通市级“千亩设

施高效农业”示范片。新官村和光华村分别建成省

级西瓜、香瓜和草莓无公害农产品基地。顾庄社区

获省级新农村建设百强示范村称号。安定、陆桥等

１４个行政村档案工作通过南通市“六有”（有专门

人员、有规章制度、有分类方案、有较高质量、有完

备设备、有安全保障）验收，如城镇被命名为省首批

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镇。全镇累计建成农民

专业合作社３６个，其中省级“四有”农民专业合作

社１个、南通市级以上“四有”农民专业合作社４个。

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２５个，累计流转土地１３３３公

顷。以“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大

土地整理力度，完成拆迁评估，全面展开项目区土

地整理、产业规划和招商，一期１５万平方米安置区

开工建设。新建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１１个，均实

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城南社区积极盘活资源后，

村组总资产达６０００万元，年收益超４３０万元。全年

疏浚镇级河道２条、村庄河道２９条，总动土量

１４０万立方米。全镇绿化造林面积２０７公顷，林木

覆盖率达３１％，１９个村（社区）达到省级绿化合格

村（居）标准，绿色庭院、文明庭院“双创建”户达标

率达８０％。秸秆综合利用率达９６．４％。高标准完

成镇区内５．３公里的沿海高速绿色通道建设工作。

实施村村通公交工程，全年维修、改造“全镇通”公

交线路２５公里，新修会车道３８处，开通村村通公

交车６辆。全年农民集中居住区（点）新开工建设

６６５９户，建成５９８０户。查处乱搭乱建２６８起，拆除

违法建筑１３０多处，拆除面积７０００多平方米。

１１月，“万顷良田”建设首期工程正式启动，工程涉

及凌青、沿河两个村，面积６４２．８７公顷，可整理建设

用地１２１．７３公顷，仅历时一周即完成３１４户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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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提前交房率和推进速度均创新纪录。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规模工业投入

４１亿元，规模工业产值１４６．２亿元，规模工业利润

６．５２亿元，增幅均超过３０％，完成规模工业应税销

售４５．３５亿元。新增装机容量３９６７７千伏安，工业

用电量２５１４８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３．７８％。全年

完成注册外资１．２５亿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１７８１万

美元，引进市外民资７．８２亿元，完成自营出口总额

１．５亿美元。福特、别克等品牌汽车４Ｓ店正式落

户如皋国际汽车城。光华科技园新引进软件研发、

服务外包类中小科技型项目１１个。奔驰运输公司

与中国外运集团强强联合，成立中外运如皋大件分

公司。日本农业环境机械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浙江

金厦集团生态酒店项目注册落户，南通华意生态园

旅游集散项目签订协议。加大对英田、九鼎、神马、

元升等目标百亿能级企业的培育力度，根据企业各

自发展方向、区位特点及产业特色进一步细化编制

装备制造（风电）和新材料产业园、汽车及配件产业

园、光热产业园、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详细规划，组

织企业编制“十二五”发展规划。英田集团获乘用

车生产资质，载货汽车生产线一期建成投产，英田

汽车项目被纳入省１１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九鼎集团成功研发、生产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

权的１．５兆瓦风电机组叶片。神马电力科技牢牢

锁定“做行业全球最强企业、打造出属于中国创造

的电力核心产品百亿企业”发展目标，通过自主创

新，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研发出一系列“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全新产品，２２０千伏复合

绝缘横担成功挂网运行，５５０千伏接地极杆塔与变

电架构成功通过国家级试验，有效支撑电网改造国

产化目标的实现。依托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大

项目建设，全年开工亿元以上项目１１个、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项目１４个。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

年成功申报各类科技计划２１９项、专利申请４０４项

（其中发明专利１５８项），新增南通市级工程研发中

心１１家，新增力威机械、大生线路、昌癉集团高新

技术企业３家。神马电力科技特高压复合绝缘子

和变电站及１０千伏配网一体化实时运行图形监测

管理系统２个项目获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资助，

大生线路建成省级企业院士工作站，九鼎新材制订

的玻璃纤维土工格栅技术标准成为国家重要技术

标准，力威机械海洋作业平台系泊自动定位系统纳

入省工业科技支撑计划。１月，元升集团３号池窑

正式点火投产，元升太阳能完整产业链基地全部实

现自动化生产。１２月，在南通市科技局、统计局联

合发布的《关于发布２００８年南通市乡镇科技进步

统计监测结果的通知》（通科计〔２００９〕１８７号）中，

如城镇在南通市１３８个乡镇、街道中以综合得分

９６．８的总分夺得第一。

社会事业　年内，如城镇全面完成企业五险参

保任务，社会保险工作考核列全市第一。失地农民

保障工作取得突破，许庄社区４８２名失地农民全部

办理社会保险。健康幼儿园、实验幼儿园、新民幼

儿园和建设幼儿园通过省优质幼儿园验收，镇社区

教育中心通过南通市级验收。开展麻疹疫苗、乙肝

疫苗、甲流疫苗大规模接种工作，新型合作医疗参

合率１００％。计划生育世代服务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建成南通市级“新农村新家庭”示范镇。各村

（社区）农家书屋藏书均超过１２００册以上，建成南

通市级“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镇。成

立全省首家文物普查与保护办公室，收集整理普查

资料近８０件。小餐饮集中区主体工程完工，红星

市场完成工程量的８０％，东皋市场通过省级验收

检查。花园社区成功创建南通市地震安全社区。

镇、街道、社区三级联动，对城市入口环境、农贸市

场、庭院、河道、旱厕、露天粪坑等开展专项整治活

动，改造老小区３０个，通过国家卫生城市省级暗访

考核和国家级暗访考核。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全镇组织开

展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喜迎国庆

６０周年“红色歌曲大家唱”活动、文明镇（村）、社

区、文明单位创建和文明家庭、文明楼幢的评比活

动，获南通市级文明镇荣誉。在各村开展“三送”活

动、电影月活动，在学校开展“四小文明”、关爱留守

儿童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精神

文明建设全过程。全年承办市级人大、政协建议提

案１６件、镇人大代表建议５２件，办结率、答复率均

达１００％。办理“１２３４５”市长公开电话交办事项

２７８件，办结率、答复率均达９９％以上。全年受理

各类重大矛盾纠纷６６起，全部调解结案。全镇新

增省级民主法制建设示范社区２个，南通市级民主

示范社区３个。镇党校被评为南通市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度红旗基层党校，镇工会工作通过省模范工会镇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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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建设　年内，全镇园区道路、基础设施及

功能配套建设投资总额２．５亿元，园区承载能力不

断提升。根据园区转型和产业升级要求，适时调整

工业区产业布局规划，完成装备制造（风电）和新材

料产业园、汽车及配件产业园、光热产业园、新型电

力装备产业园园区规划修编工作。实施兆丰置业

方天商务花园、九鼎双回线和力星钢球电力扩容、

城西大道北延、西区大桥等一批基础设施项建设，

为园区能级提升提供保障。６月，顾庄生态园升格

为国家ＡＡ级旅游风景区。９月，顾庄生态园被评

为省乡村自驾游基地，农家乐旅游项目填补南通地

区的空白。

【江苏·如皋风电产业发展论坛】　１０月３０日，如

城镇承办、江苏九鼎集团协办的２００９江苏·如皋

风电产业发展论坛在光华国际大酒店举行。国务

院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主任任东明、中国农机工业

协会风电设备分会教授级高工李德孚、中国国电龙

源集团总工程师杨校生、中国风电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世惠、清华大学教授范钦珊、国电联合动力公司

总工程师王志强、江苏可再生能源协会风电专委会

主任张平、江苏九鼎集团董事长顾清波等来自国内

风电领域的专家和知名企业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

风电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对策。南通市副

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如皋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石耀、如皋市副市长马建明、如城镇党委书记黄

毅等出席论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解民到如城镇调研】　６月

４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解民一行，在南通市副

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市人大主任石耀陪同

下，到如城镇畜牧兽医站调研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

化建设工作。

（吴晓黎）

２００９如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３５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８１８８０２　　 １３．８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７８２０　 ２．３４

财政收入 万元 ７１０００　　 ３９．５２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９５８０６　 １９．８２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３０８１　　 １３．２６ 集贸市场成交额 ＄＄ ５５９２００　 ３．６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８０９１　　 ５．７２ 各类汽车 辆 １０７６０　 ８．０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５４５６３　　 ４．２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６２０　 １４．８１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５．７１６ １．３５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１６２．００ １３．２９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２２．１３０－３９．０１ 科技人员 人 ３２６５．００ ２．０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６２１　　 ５６．４７ 中小学校 个 １８　 －１８．１８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２２０　　 ３．２１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８９４８　 ８．７７

工业企业 个 １３３１　　 －４．１８０ 在职教师 人 ２６４８　 ０．５７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３３１　　 －４．１８０ 医院 个 １０　 ２５．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３９１１０６　　 ６．７５ 卫生室 个 ８８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４６０１２　　 ８．６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７２．０００ ６．８３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５　 ２．４１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８８２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７８１　　 －３７．５７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６４２８０　 ３．５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１８４５７　　 ４．５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９５７８８　 １２．１６

三产实体 个 １７１７７　　 ３．０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１８８９　 １１．９７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４８９８０　　 ０．２９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３　 ２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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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如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３６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大殷社区 薛森林 薛森林 ２６ ４０７３ ７１．３ ２０４４７ １２２０５

新民社区 薛华山 蔡建明 ２４ ４３４３ １３１．７ ２２７８４ １１９７９

方 庄 村 朱建明 朱建明 ３１ ４２９３ ２２１．４ ２１７１０ １１０３５

凌 青 村 高书华 高书华 ２５ ４２５２ １５８．２ １８９６８ １１２５８

陆 桥 村 苏爱国 苏爱国 ２３ ４１４２ １７７．６ ５１２５２２ １２０９２

阚 庄 村 刘松志 刘松志 ２９ ３８６０ ２３０．７ １８４６６ １０８７３

邵 庄 村 范从圣 范从圣 ３０ ４１８２ ２６０ １８６５４ １１８４６

十里社区 张昌建 陈昭平 ３４ ５６５６ ２４３．６ ８１６５７ １３４８８

纪庄社区 纪学林 纪学林 ２５ ３８８３ １５９．４ ２０６１５ １３５２６

顾庄社区 明正奎 明正奎 １７ ３２１２ １３７．９ １８８５０ １３２３４

新 官 村 吴 健 吴 健 ２０ ２６３５ １８７．５ ３７１９８ １０８２７

沿 河 村 许映山 许映山 ２４ ３１４４ ２１６．６ １４２５５ １１０５９

长 港 村 冒桂银 冒国平 １９ ２５７８ １９８．７ １２１０８ １０６４９

老 南 村 冒兴华 冒兴华 １８ ２６１０ １６５．３ １１２９５ １０３１０

钱 长 村 孙明道 孙明道 ２４ ３３８５ ２５９．５ １７２６５ １０３４４

贺洋社区 刘俊富 章开明 ２６ ３６０５ ２４２．１ １９５５８ １１４５０

龙游河村 彭书进 王锦安 ２１ ３２２０ ２２４．３ ２１８００ １１９２９

安 定 村 姚长友 姚长友 １９ ３０２３ １４７．２ ２１６８９．６３ １１５６９

大明社区 孙学梅 郝维林 １９ ３５０２ ２１４．０ ２１９１０ １１９３６

宗 岱 村 单祝友 郝小林 ２３ ２９９４ １８４．７ １４１９５ １０４６０

光 华 村 田柏松 田柏松 ２１ ３３２４ １９８．４ １６１５３ １１９９９

雪雪雪　　　　　　岸岸岸　　　　　　镇镇镇

【概况】　雪岸镇位于如皋东北部，东临如东，北接

海安，素有鱼米之乡、勾衣编织之乡、建筑之乡、蚕

茧之乡美誉。全镇总面积５２．３６平方公里，镇区面

积６．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８６８．４１公顷。下辖行

政村３个、社区５个，总人口３．５０万人。２００９年，

完成财政总收入２４２３万元，占全年任务的

１１５．３８％，完成一般预算收入１００５万元，占全年任

务的１２５．６２％，同比增长２９％。获市信访工作先

进集体、安全生产先进单位、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先

进集体、区域教育现代化创建先进集体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雪岸镇发展设施农业

面积６７余公顷。南凌、凌云社区３３公顷标准大棚

蔬菜，万富、雪洪村２６公顷高效设施渔业，雪东社

区大棚草莓等发展迅速。全年一般项目农业投入

３９５０万元，规模项目农业投入１１０００万元。新建南

凌居设施大棚、鹿顶记山庄、优质稻米基地４个省、

市、镇种养园区，新建村级优质稻米、优质鹿养殖、

甜叶菊种植、肉鸭养殖等种养园区１２个，农业园区

建设带动３０００多农户就业和增收，农户增收近

３０００万元。全镇建成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剑龙

蚕业专业合作社、甜叶菊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

作社１６个，其中省级“四有”农民专业合作社４个、

南通市级“四有”农民专业合作社６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建设工作获市二等奖。各村（社区）均建立土

地股份合作社，累计流转土地４００公顷。秸秆禁烧

工作获全市一等奖。全年疏浚镇级河道１条、村庄

河道１４条，总动土量３３万立方米。全镇绿化造林

面积４万平方米，林木覆盖率达２３．１１％。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产值

２８．４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３５．０５％，其中规模工业产

值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６２％，占年计划的

１４７．５２％。实现规模工业销售收入１８．６亿元，同

比增长５０％，占年计划的１４８％。实现工业应税销

售３．１２亿元，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６８亿元，规模

工业实交税金增幅达４７．９％，新增规模企业（巨鼎

复合材料、润富铜铝制品、凯晖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３个。实现规模工业利润３３８８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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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占年计划的１４６％。工业项目投入４．８亿元，

规模工业项目投入４亿元，技改投入２．６５亿元。

新开工工业项目８个，征用土地近１３公顷。新增

注册商标５个。工业用电量总量７９１．８万千瓦，增

幅１８％，列全市第三。相继引进云楼船舶、诚达运

输等服务外包企业，凯晖电子、嘉作纺织等无污染、

微耗能、高就业等绿色企业项目１０个，注册资金总

额１．０２亿元。引进市外民资１０２０５万元，注册个体

工商户１２４户，新增私营企业４６户，私营企业注册

资本总额１５９０２万元。在外能人返乡创业３０人，主

要集中在电子科技、编织、服装、设施农业、服务业

等行业，总投资３亿多元。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

率达１００％。雪东社区、雪洪村、刘扬村、凌云社区

卫生服务站建成省示范站。新建长１．８公里、宽

１６米的环镇南路，南延向阳路与环镇南路汇合。

完成雨污管网建设。投入１０多万元，提升休闲健

身广场绿化等级。先后投入１２００多万元新建雪岸

镇幼儿教学楼、雪岸初中教学楼等，镇幼儿园顺利

通过省优质园验收，雪岸初中中考被如中公费录取

５人、被省重点高中录取４３人，被市委、市政府表

彰为教育区域现代化先进镇。４月，组队参加全市

“三百工程”竞赛活动，篮球比赛和象棋比赛均获全

市第四名。６月，如皋市“全民健身与祖国同庆”全

民健身活动启动仪式在雪岸镇举行。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雪岸镇深入

开展“平安雪岸”创建活动，全年查处各类刑事案件

２１起，治安案件２１２起，调解各类社会矛盾２１起，

全镇信访量控制在３‰以内，全镇８个村（社区）获

南通市平安社区称号。“双帮”工作卓有成效，市镇

两级共捐款１０余万元，转移劳力８６人，落实致富

项目１０９个。社会保险体系进一步健全，新增养老

保险２５８人、失业保险９６人、医疗保险１４８人、工

伤保险３００人、生育保险１０４人，全面超额完成市

交任务。

【矛盾纠纷调处“四联”机制】　４月，雪岸镇与毗邻

的如东县袁庄镇、海安县李堡镇建立“四联”（问题

联理、治安联防，矛盾联调、平安联创）机制，从源头

预防和减少治安乱点和边界纠纷。

近年来，雪岸镇镇村专职调解员主动进村入户

调查情况，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难事不上交，一直保持“一降三升”（刑

事发案率下降，纠纷调处率上升、案件办结率上升、

人民满意率上升）良好局面。年内，全镇办结遗留

纠纷５０余件，信访率压降在３‰以内。

【政策激励大学生“村官”创业】　９月，镇政府出台

《大学生村官管理工作制度》（雪委〔２００９〕３５号），

实行“减免、奖励、扶持（一年免租金，二年按租金基

价的３０％收取，三年按租金基价的５０％收取；对创

业的大学生村官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设立创

业基金、给予技术支持、领导帮带）”政策，激励镇大

学生村官干事创业的热情。

５月，大学生“村官”周杰发起成立全市首家大

学生村官自主型工业创业园———“星火”创业园。创

业园位于南凌社区１８组，规划总面积８公顷，首期开

发４公顷，纳入全镇园区发展规划。年内，周杰兴办

的鼎恒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８５万元，注册资

金５０万）、徐海旭等８名大学生“村官”参股兴办的兴

农草绳编织厂（总投资４０万元）进入创业园。

（盛建华　沙亚峰）

２００９年雪岸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３７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６２４１５ ４８．６１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３２０ －５４．２９

财政收入 万元 ３１９８ ２７．３１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９０００ －３．９３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６３１５ １７．７４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０００ －６２．０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８９２２ －０．２０ 各类汽车 辆 ２５４０ １３０．９１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２５３３ ２．１７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００ －６７．７４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９．１ ８９．５８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０ －１１．１１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２０ －２０．００ 科技人员 人 ３１３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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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７－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１６ －３１．７６ 中小学校 个 ３ ０．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００ －５１．２２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１７２５ －１０．３９

工业企业 个 １３６ －４３．３３ 在职教师 人 １５０ －０．６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９４ －５５．２４ 医院 个 ２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８３６００ ２８．５２ 卫生室 个 ９ 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６１２０ ４９２．４５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１．０１

完成技改投入 个 １５ ２５．０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６ －７．５３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５６８００ ３０．５７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 －２．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８００ ２３．０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５２００ ２３．７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４２７０５ １３５．８１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４４９６ ２８．０３

三产实体 个 ４２ －９７．６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９０８ １３．０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４７４７ －７３．１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８ １．４９

２００９年雪岸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３８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雪东社区 徐相圣 祝建梅 ２７ ３９０１ ３０１．６ １６２００ ９６１８

雪 洪 村 徐连华 张　云 ２７ ３５０９ ２９１．２ １４４００ ９４０９

雪岸社区 崔怀林 崔怀林 ３３ ５２５１ ３５１．３ ２８８００ １００９６

刘 亮 村 田兴云 季从宽 ２５ ３３０９ ３１７．９ １５２００ １００１９

刘 杨 村 陆小高 范存琪 ２７ ４２６５ ３６５．３ １８４００ ９５１２

凌云社区 范广宏 范广宏 ２４ ３６９２ ３４３．７ １８５００ １０１３７

南凌社区 季本山 季本山 ２２ ４４０２ ３１４．８ １８６００ １００８８

万富社区 王立中 周　杰 ３５ ６３４０ ５７１．８ ２９７００ １０２１１

东东东　　　　　　陈陈陈　　　　　　镇镇镇

【概况】　东陈镇位于如城镇东郊。总面积６４平方

公里，镇区面积９．８０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４４９．８０公

顷。辖社区７个、行政村８个，总人口４．６２万人。

２００９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６１亿元，同比增长

４２．６２％。实现财政收入８６４６．８９万元，同比增长

１３．５５％。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８８８元，同比增长

１１．８１％。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评为农村劳动力转

移先进乡镇。全市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获二等奖，

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招商引资红旗单位、项目投

入红旗单位、“六城同创”红旗单位、服务业红旗单

位、财政收入红旗单位、建筑业红旗单位、新农村建

设红旗单位、小城镇建设红旗单位、全面小康建设

红旗单位，获文明镇、工业经济升位竞赛先进集体、

人武工作先进集体、农村清洁工程先进集体、农民

集居化先进集体、社保扩面先进集体、劳动保障先

进集体、信访工作先进集体、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文

化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等２８项先进称号。镇党委被

评为南通市勤政廉政好班子。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生产总

值２．８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３９％。发展项目农业

２３个，总投入２．１９亿元，其中规模项目农业４个，

投入１．６１亿元。新建市级农业园区（石池果蔬园

区）１个，新建镇级农业园区（尚书休闲农庄、徐湾

休闲农庄）２个，新建村级园区（尚书黄粉虫养殖、

徐湾水产养殖、三鑫观赏鱼、范桥山羊养殖）４个。

双群村金鱼产业着力打造观赏鱼全国第一村。石

池村增加投入５００万元，全村设施农业面积达

３３公顷。范桥村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加快茂森禽业

５０万羽养鸡项目建设。完成绿化造林２７２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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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农田林网４８０公顷。整治三级河２条、四级河

３２条。投资２２０万元，完成冯堡国家商品粮基地

建设项目，新建泵站１座、防渗渠１４．５公里、灌排

水建筑物１４０座。秸秆还田综合利用率达９５％以

上。全年土地拆迁整理２７２户，整理土地１７．４公

顷。启动“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完成项目区内５个

村、５７个村民组、１５２５户、７５６公顷土地的调查摸

底和建台账工作。全镇流转土地面积６００公顷。

全面小康考核综合得分９７．４８分，列全市第一。

７月２０日，对东陈砖瓦厂实施拆除关闭，整理盘活

存量土地面积近９公顷，为节能减排和镇区规划提

供新的发展空间。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４８．５５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３２．０９亿元，同比增

长２１．４％。实现规模工业销售收入２７．４３亿元，

同比增长２０．２％。实现应税销售收入２２．５亿元，

同比增长２４．５％。实现规模工业利润１．４３亿元，

同比增长２９．５５％。完成项目投入１３．６９亿元，同

比增长１０．２８％。实现工商注册外资３１１７万美

元、到账外资１２０４．３４万美元，引进外资项目４个，

其中西克玛机械项目总投入２５００万美元。双马化

工公司投资１．５亿元新上生产线１条，年销售额增

长３０％。全镇１８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迅速，年内

新增定报企业７家、亿元企业２家。全镇新增私营

企业３５家、个体工商户２２３家。引进市外民资

２．４６亿元，５５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徐湾村大学

生村干部戴峰和尚书村大学生村干部潘海燕成功

创业，戴峰被评为省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先进个

人。大辰建设集团发挥国家一级资质优势和建筑

工人技术素质优势，全年完成施工产值１４．５亿元，

施工面积１３０万平方米，纳税总额达５１３．３万元。

新空间集团升格为国家一级资质后，产销两旺，进

入全市纳税百强企业行列。

社会事业　年内，镇政府投入５００多万元，新

建东陈中学教学楼和食堂。投资１００多万元，建成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全镇新增省级村卫生服务站

５个。有线电视用户达７０００多户。成功创建全国

环境优美镇和省卫生镇。镇区建成地标性现代化

建筑群，占地６．８３公顷的东郊花园一期工程楼盘

开始销售。投入近３０００万元，完成贾公路，东风河

西路，通扬河、东风河镇区段驳坡绿化，东陈大桥改

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镇区公厕等一批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形成“三横三纵”镇区道路框架。全年

改厕１０７２３户。实施安全水饮用工程，争取国家资

金２６０万元，新铺设自来水主管网１８公里。全镇

１１５公里通达工程绿化到位，清理河道３３条，３４辆

垃圾车常年定时收集运送垃圾。改造危桥８座，率

先在全市实现村村通公交。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镇党委结合

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镇开展“解

放思想，开拓创新，争创新业绩”活动。政治日谈话

制度被市委作为１０个成功案例之一，提出的“作风

建设也是生产力”在全市推广。继续完善“五个一”

（年一份勤廉承诺，每月一次廉政教育，每季一次政

治日谈话，每半年一次民主生活会，全年一次述廉

活动）勤廉机制。实施１５个村（社区）财务审计，立

案４起，查处７人，累计查纠违纪金额１６万元。南

东陈社区、中心校、供电所被评为南通市党风廉政

建设先进集体。石池村公共服务中心完善惠农服

务、教育培训、政策宣传、民主监督、文体娱乐、医疗

服务、警务综治、办公接待八大功能，实现一站式服

务。建成法治南通合格镇、“三无”镇和社会治安安

全镇，社会治安满意率达９５％。５月１８日，全市首

家民乐团———新空间民族乐团成立，中国音乐家协

会副主席闵慧芬为乐团揭牌。

【双马化工１．５亿元扩产项目开工】　１月，如皋双

马化工有限公司三期扩产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投

入１．５亿元，新建一条生产线。项目投产运行后，

将新增硬脂酸、甘油产量６万吨，增加销售收入

５亿元、利税２０００万元。

【“村村通”公交在全市率先开通】　３月２日，东陈

镇“村村通”公交在全市率先开通，市四套班子领导

为通车仪式剪彩。年内，东陈镇政府投入财政资金

５０多万元，新增“村村通”公交会车道２８个、道路

警示标志４６处、减速带５０米、标牌５４个，全面环

境整治延伸的１９．３公里线路，新植绿化１．９万株。

市交通部门落实投资主体，投入７０万元，新增客运

班车５辆，新建客运站亭７个，全镇所有行政村全

面实现通达目标。

【石池村建成高标准公共服务中心】　８月，东陈镇

石池村按照“三化”（办公区域最小化、服务范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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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五有”（有齐全的功能、有

完备的设施、有较好的环境、有满意的服务、有较强

的班子）、“五员”（设立致富惠民服务员、环境建设

管理员、社会事业协管员、平安社区调解员、便民服

务代理员）、“六不”（小病就诊、农技服务、生产生活

资料销售、矛盾纠纷调解、信件邮寄、相关交费不出

村）要求，高标准建成村公共服务中心。

６月，石池村启动村公共服务中心工程建设。

工程总投资约１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

９月，在全市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会上，石池村

公共服务中心作为全市亮点之一接受与会者参观。

【东陈镇通过省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镇考核验收】

１０月１７日，东陈镇通过省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

镇考核验收组考核验收。年初，镇党委、政府提出

“三镇同创”（创建省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镇和省

劳动力转移先进镇）目标。全年投资１００多万元，

建成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新增省级村卫生服务站

５个。投入近３０００万元完成贾公路，东风河西路，

通扬河、东风河镇区段驳坡绿化，东陈大桥改建，污

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镇区公厕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全年改厕１０７２３户。实施安全水饮用工程，

争取国家投入资金２６０万元新铺设自来水主管网

１８公里。全镇１１５公里通达工程绿化到位，清理

河道３３条。

（孙　琴）

２００９年东陈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３９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０６０８３　 ４２．６２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１５８ ７．２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８６４６．８９ １３．５５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８２５０　 ２５．３９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８００ ２２．８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０６９４　 １．２９ 各类汽车 辆 ３７５ ２７．１２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９８６５　 ２．３８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１６ ４．０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５０ ７．１４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４４ １０．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８２　 ２．５０ 科技人员 人 ４６８ ０．４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８７０　 １１．８３ 中小学校 个 ３ －２５．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３０　 １１．８６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４６８ －５．９０

工业企业 个 ６００　 ５．２５ 在职教师 人 ２２７ －３．０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２０００　 ５．２６ 医院 个 ２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６０２０５　 ９．８６ 卫生室 个 １５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４０６０　 ９．９９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１．５７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９　 ０．０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２ １．２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３６８６２　 １０．２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１ ０．１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３１１７　 －５３．０９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２１００ １６．３１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２３５２３　 １．９２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１７３９ １２．９３

三产实体 个 ２４６８　 １１．６７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０８８８ １１．８１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８５６０　 １４．４３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９ 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东陈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４０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洪 桥 社 区 蒋正松 冒秀忠 １６ ３０６２ １０２．５ ２７５５０ １１７１４

杨 庄 社 区 杨宏建 薛如华 ２２ ３１３８ ２８３．４ ２２２９９ １０４２８

汤 湾 村 汪正荣 何银生 ２７ ３２３０ ２６７．９ ２１５９７ １０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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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０－１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山 河 社 区 邱宏波 秦宝山 ２３ ３０３１ ２２７．８ ２１３１４ １１５２１

杭 桥 村 薛伯林 张广田 ２１ ２５６２ ２６８．９ １７０１６ １００９３

蒋 宗 村 张勇军 陈稳山 ２０ ２３７４ ２７６．６ １６３８３ １０５２９

范 桥 村 隋 勇 徐吉建 ２３ ３１５０ ３４９．６ ２０６６７ １０９００

尚 书 村 季邦国 薛宏如 ２０ ２７０５ ２８８．５ １８４２７ １０２５０

北 庄 村 薛建华 薛伯林 １８ ２３２０ ２１９．５ １４８３３ １０６８１

南 庄 村 薛福如 李世明 １９ ２３４９ １９８．２ １５３１２ １０６９１

冯 堡 社 区 李爱国 冒桂如 ２３ ２９３７ １８７．１ ２０５３４ １０４８３

石 池 村 徐俊来 张 建 ３０ ３８０４ ２１０．５ ２４８１８ １０５２５

徐 湾 社 区 王炳忠 冒广余 ２３ ３４３３ １９１．９ ２１３１６ １０４５７

南东陈社区 顾明山 冒林乔 ２５ ３５００ １９９．３ ５４２６８ １３１７１

双 群 社 区 张 勇 薛文泉 ２１ ２７０８ １７８．１ １５６２９ １０８８６

丁丁丁　　　　　　堰堰堰　　　　　　镇镇镇

【概况】　丁堰镇地处如皋市东大门，是省重点中心

镇。总面积７０．４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２．３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４１３３公顷。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７个，总

人口５．４２８７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４．７２万人。２００９年，

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９．０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４６％。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０１８元，同比增长

１２％。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招商引资红旗单位、项

目投入红旗单位、“六城同创”红旗单位、小城镇建

设红旗单位、全面小康建设红旗单位、农民进城进

镇红旗单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项目农业开工

２９个。建成高效农业种植园区５个，总面积４０公顷。

建成占地２．４公顷的堰南万头养猪场、２０公顷的刘

海村有机稻米生产基地和１６公顷的朝阳村钢架大

棚西瓜生产基地，总投资１０００万元。新建刘铺果

蔬、郁庄葡萄、新堰葡萄、丁窑果蔬等土地股份合作

社１０个，入股总面积２３８公顷、社员１５６０户。新

建丁堰镇丁香葡萄、刘海村香甜葡萄、神龙农机作

业、夏圩优质稻米等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１个，入社社

员５６７０户。建成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全年流转土

地１６７公顷。全镇现有收割机２９０台、插秧机２６０

台、秸秆还田机３５２台，秸秆机械还田率达９０％，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９９．５％。采用“五四三二”

（“五”：制订组织领导、工作推进、目标责任、督查考

核和环境监督五项工作机制；“四”：制订、落实一村

一规划、一户十五棵、一人一盆花、一人一点力的

“四个一”推进措施；“三”：着重实施高速公路绿色

通道建设、成片造林和河堤绿化建设、庭院绿化建

设“三个狠抓”；“二”：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遵循“树随

田走，田随户走”、“谁管理，谁收益”两大原则）绿化

造林模式，提升绿化造林质量，全年植树绿化面积

３２０公顷，夏圩、新堰、刘海、朝阳４个村顺利通过

南通市绿化合格村验收。开展各类技术培训

１４次，培训３８００多人次，其中劳动力转移培训

４次，参培８００多人次。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３９．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６％。实现利税总额

５．７９亿元，同比增长６．６％，实现利润４．６１亿元，

同比增长８％。新增装机容量６８２２千伏安，同比增

长１０１．４８％。现有规模企业６９个，其中１亿～

３亿元企业５个，５亿～１０亿元企业８个。完成注

册外资３０７８．４万美元，占年计划的１３９．９３％，实现

到账外资１２０５万美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４２％。新

增市外民资注册资本２４８４６万元，占年计划的

１２７．４％。开工工业规模项目２２个，完成规模工业

项目投入１４．６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１２．３％。返乡

创业３４人，全镇１３个大学生村干部全部参与创

业。着力培育经济支撑点，南通恒康数控机械有限

公司、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成功申报省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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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皋市万利化工有限公司“三辛甲基氯化铵”

项目、南通恒康数控机械有限公司“ＣＮＣＨＫ－４数

控振动刀海绵切割机”项目、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

司“固体废弃物氯化苯焦油中提取的高纯度氯化

苯”和“固体废弃物氯化苯焦油中提取的高纯度邻

二氯苯”项目成功申报省高新技术产品。全镇共有

南通市、如皋市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９家。完成海绵

生产线二期工程建设，工程用地２万平方米，建筑

厂房面积２．８万平方米，实现产值１．７亿元、利税

５００万元。明露工艺品公司在非洲纳米比亚成功

开发市场，形成国内生产、国外直接销售的产销格

局。南通天龙畜产品在肠衣销售市场下滑情况下，

成功打开英国市场。１１月３０日，市丁堰纺织有限

公司设计开发的丝维尔／莱赛尔７０／３０１８．５ｔｅｘ和

丝维尔／精梳棉７０／３０１４．７ｔｅｘ两个新产品通过南

通市科技成果鉴定。

社会事业　年内，镇党委、政府全力推进脱贫

攻坚工程，对帮扶单位和帮扶村实行捆绑式考核，

明确两个“六个一（个人帮扶要求交流一次情况，拿

出一份计划，指点一个项目，扶持一定资金，捐助一

点物资，赠送一张报纸；单位帮扶要求制订一份帮

扶规划，引进一个民营项目，发展一个农业项目，形

成一块板块经济，完善一批基础设施，新建一个民

营小区）”，至１２月底，全镇６６５户贫困户全部脱

贫。全镇１１３２名低保户、１３６名“五保”户实行应

保尽保，在敬老院原址扩建１２００平方米，可再吸纳

８０个“五保”老人入住，主体工程已竣工并通过省

民政厅、省财政厅验收。构筑社会援助网络，镇建

立中心爱心超市，１３个村（社区）均建立爱心超市。

丁堰小学科技楼和中心幼儿园剧院工程年内竣工。

全镇城建规模项目开工１２个，开发房地产２０．５万

平方米，占年计划的１０２．５％，年内竣工１６．５万

平方米，占年计划的１０３％，完成基础配套设施投

入２５００万元，占年计划的２０８％。拆除旧房４０３户，复

垦土地２０公顷。全面完成２２６省道和３３４省道建

设改造工程中近５００户拆迁任务，多方筹集资金

１２００多万元，完成环东路和环西路拆迁工程，启动

环东路、环西路及环西大桥建设工程，镇区初步形

成由条状向块状的历史性转变。精心打造“皋南五

角场”，招商建设的９层苏通宾馆、６层商贸城和环

西大道商贸区、农贸市场挂牌招标。工业集中区道

路实现“一横一纵”格局。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镇党委、政府

对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划分农村农业、城建、工商企

业、社会事业、公共安全五大安全责任区，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原则和“一岗双责”要求扎口管理，定

期、不定期检查、考核各部门单位安全履责情况，在

重大节日前组织相关单位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全年未发生任何重大事故。

在全镇开展“五星级文明户”评比活动，“五星级文

明户”占参评户的６２％；开展我与文明同行、公民

道德宣传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和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

进社区”活动。开展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和群众满

意站所创建活动。在“家电下乡”为民服务中，建立

“ＡＢ”岗服务制，开通“短信呼平台”。国庆前夕，在

全镇开展文明礼仪宣传普及、窗口行业志愿服务、

村（社区）志愿服务、放心消费创建、城乡环境和公

共秩序整治、文明乡风建设等系列活动。镇财政所

创立市财政系统内首个老年协会，开展丰富多彩活

动，丰富退休老同志的晚年生活。丁堰小学积极参

与“千校万师”支援农村教育工程，派出３名教师赴

灌云县东王集小学支教，对东王集小学“校对校”全

方位帮扶，并开展“两地手拉手，书信传友情”活动，

增进两校学生友谊。镇中心幼儿园获省巾帼文明

示范岗、省绿色学校称号，李建云家庭被评为省“五

好”文明家庭，镇妇联被评为南通市“三八”红旗集

体，丁堰中学、成人教育中心校（镇党校）、市丁堰纺

织有限公司、上海制皂（集团）如皋有限公司等

１６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刘海村被评为市文

明村，鞠庄社区、茄儿园社区被评为市文明社区，丁

堰镇被市总工会评为市工会工作模范镇。

【丁堰镇元宵艺术节】　２月９日，万家团圆闹元

宵，丁堰镇元宵艺术节（暨全民健身月）开幕式活动

在丁堰小学拉开序幕。艺术节活动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风格不一，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

歌等“百戏”活动竞相上演，乒乓球、篮球和象棋比

赛高潮迭起，“活力丁堰”大型文艺演出赢得阵阵掌

声。参加演出演员３５０多人，年龄最长者８０多岁，

观众近２万人。

【丁堰镇中心幼儿园获省绿色学校称号】　４月，丁

堰镇幼儿园被省环境保护厅、教育厅命名为省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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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年内，丁镇镇中心幼儿园主要通过课堂有机渗

透、主题宣传及幼儿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等多种形

式，有效实施环境教育，提高师生和家长的环境意

识和环保参与能力，营造和谐校园环境。

【省教育厅厅长沈建视察丁堰镇教育工作】　６月

１９日，省教育厅厅长沈建到丁堰镇视察教育工作，

充分肯定丁镇镇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成就。

年内，丁堰镇在财力拮据的情况下，仍继续加

大教育硬件投入，大力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工程，

打造教育品牌。总计投入６００万元，完成建筑面积

３５００平方米的丁堰小学科技楼和１３００平方米的

镇中心幼儿园剧院工程建设，化解丁堰小学和丁堰

初级中学两所学校基建工程欠款。

【丁堰镇全面实现更高水平小康】　１１月底，丁堰

镇对照高标准小康镇４大类１９项评价指标，其中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３７３０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１０１８元，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４１台，小城镇人口

比重４７．５％，全面实现更高水平小康。

【丁堰镇妇联在“保增长”中主动作为】　年内，镇妇

联主动调研全镇女性创业情况，发挥“双学双比”、

“巾帼建功”等主题活动品牌效应，引领全镇广大妇

女在“保增长”中主动作为。先后免费为农村妇女

提供计算机等实用技能培训，累计培训６８５人，并

推荐就业。搭建妇女就业需求和就业岗位的对接

平台，组织全镇１８６名妇女参加“庆三八、架金桥”

为主题的女性专场招聘会，签约５８份。培育有影

响、带动力强的妇女创业就业典型，全镇种植、养

殖、加工、生产等行业中女性创办的经济实体

１２０多个。

（邵建国）

２００９年丁堰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４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９０２１８ 　１８．４６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０５４ ３．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３４３ －６．７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３２２０ １４．５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４０７８ －７．６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７２６０ ９．９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１２７５ －９．６ 各类汽车 辆 ２７１ ６．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４００２０ １１．１１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３０ ０．４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０８ －１．７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７７ ２．７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７４．０２ －７．４ 科技人员 人 ９６３ ０．４

水产品产量 吨 ４５９ ３．９ 中小学校 个 ５ ２５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８５ －４．５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９０４ ６１．１

工业企业 个 １２１６ －０．３ 在职教师 人 ４２７ ５２．５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２１６ －０．３ 医院 个 ３ ／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４０７０００ １４．５ 卫生室 个 ２４ ／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７８９０ ６．６ 初保普及率 ％ ９ １．１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１９ －３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１ １．３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７０８７０ －２９．７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２ ０．２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３８ －１２．９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４５００ －８７．１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３６０００ ７．９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５６９６ ４２．９

三产实体 个 ３６０３ １．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１０１８ １１．１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５８２７ １．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３６．６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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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丁堰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４２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红 桥 村 陈邦建 朱余海 ４１ ４７８８ ４３７ ２８６５９ １０３６４

朝 阳 村 崔胜利 崔胜利 ３１ ３４１７ ３０３ ３８２４１ １１０３２

刘 海 村 陈建明 陈建明 ２９ ４０４３ ３７０ ３８４３７ １０７７２

堰南社区 侯 军 徐鹤松 ３７ ４９４６ ４２９ ７５８９９ １１２８８

新堰社区 陈兴林 陈兴林 ２２ ３２１２ ２７４ ７６１３８ １１４５２

夏 圩 村 周国祥 周国祥 ２８ ３４２４ ３７４ ４１５４３ １０３３８

凤山社区 王 林 王 林 ２９ ４９１０ ３２２ ２０３６２３ １１５６０

赵 明 村 丁爱华 丁爱华 ４９ ５６５５ ５１７ ４１１５０ １００９４

鞠 庄 村 娄加国 娄加国 ６１ ６９８０ ６５６ １１８２６５ １０６７５

皋南社区 季永泽 李永泽 ４２ ６０４５ ４２７ ３９９６８２ １２５５６

林林林　　　　　　梓梓梓　　　　　　镇镇镇

【概况】　林梓镇位于如皋市东南部，总面积

５０．３４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４５３公顷，镇区面积

４．５平方公里，辖行政村５个、社区５个，总人口

４．５３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４．３７万人。２００９年，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９．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９．９％。实现全口

径财政收入５８７５．５９万元、一般预算收入２２１５．７４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９１４８元，同比增长１１．５９％。总

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民创

业红旗单位、农民进城进镇工作红旗单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培育农业项目

３５个，带领５００多户种养大户致富。转移农村劳

动力１万余人。流转土地面积１６６公顷。推进在

桥口村、蒋殿社区实施的投入３００多万元的国家商

品粮基地工程、在合兴村实施的投入８００多万元的

国家农业资源开发项目，进一步提高项目区内农业

基础设施水平，新建合兴村千亩机插示范方。全镇

１１５公里通达工程全面实施绿化，新增绿化面积

４６４公顷，占全年目标的１１３％。秸秆还田综合利

用率达９５％以上。全年改造危桥８座，清理农村

河道３３条，达到水清、面洁、坡绿、线畅标准。全镇

拆迁２５１户，整理复垦土地１８．５公顷，超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列全市第一。合兴村大学生村官陈新

红创建的大麦虫养殖业成为大学生“村官”创业典

型，大麦虫在第三届省农民合作社产品展销会上参

展，《中国青年报》、《南通日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

道。９月，在如皋召开的全省机插水稻高产创建示

范方会议代表，参观合兴村千亩机插示范方现场。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３１．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７．５％。实现规模应税销售

８．２亿元。实现利润１．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５％。

完成三产服务业税收１２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０％。

实现工商注册外资１００３．５万美元，占全年计划的

１００．０３％。引进市外民资２．１２亿元，占全年计划

的１２５％。完成规模工业项目投入１２．２８亿元，同

比增长１６％。工业集中区整理土地４５公顷，农保

区拆迁整理土地１８．５公顷，开发房地产６．２公顷。

先后引进总投资３００万元的协和船舶配套项目和

２０００万元的荣泰机电配套项目。全年开工项目

２１个，竣工７个。全年新增定报企业５家、亿元企

业２家，新增私营企业４９家、个体工商户１０８家。

社会事业　年内，镇政府投入２８００多万元，实

施区域教育现代化工程，新建林梓中学教学大楼，

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投资５００多万元，新建

林梓医院门诊大楼。全面完成数字电视转换工作，

投资１００多万元新建林梓镇广电中心。提前完成

农保和社保扩面全年目标，全年农保参保８９１６人，

社保参保９４３人。进一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

解机制，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９５％。林梓镇

获南通市卫生镇称号，月旦社区、林梓社区、顾岱村

居获省卫生村称号。８月，完成林梓医院门诊大楼

建设。９月，敬老院扩建工程全面竣工，“五保”老

人入住条件得到优化。１０月，林梓镇广电中心投

入使用。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镇党委、政府

积极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充分发挥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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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骨干带头作用。政府工

作人员坚持严于律己，防微杜渐，令行禁止，廉洁从

政，树立良好形象。镇妇联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

动，发挥妇女在四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镇农机

站、文化站、林梓初级中学、卫生所、林梓医院等１１

家单位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月旦社区、林

梓社区、合兴村、沈腰村、新陆村被市委、市政府评

为文明村（社区）。

【大学生“村官”陈新红创建大麦虫专业合作社】

９月，林梓镇合兴村大学生“村官”陈新红注册成立

正兴大麦虫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注册资金１２０万元，

吸收社员１２８名。

合作社采取“基地＋合作社＋养殖户”的养殖

模式、“固定客户＋网络销售”的市场运作方式，实

现统一供种、统一供料、统一销售，产品主要销往上

海、广东、广西、江西、云南、河南、湖南、湖北、辽宁、

黑龙江和省内县市，月销售大麦虫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公斤，

月获利８万～９万余元。

年内，陈新红经过综合考察，发现大麦虫饲养

成本低，且省时、省力，发展前景广阔，便选择大麦

虫养殖作为创业项目。在试养殖成功后，利用村公

共服务中心资源推广大麦虫养殖技术，带动周边

２１６户村民养殖大麦虫，养殖户年平均可增加收入

万元以上。

（管　峰）

２００９年林梓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４３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９３０５７　 １６．６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７０２ ０．０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５８７６　 －８．８３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６０６２ １９．４２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４６２６　 －１４．０３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６３７０ １５．８２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９６０５　 １．７１ 各类汽车 辆 ４５０ －１．７５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４７４６５　 ９．１９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８０ ５．８８

年出栏生猪 头 ５３８７９　 １５．６２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７２ ８．７６

年出栏家禽 羽 ５７３９５３　 －１２．３７ 科技人员 人 ６３８ １９．２５

水产品产量 吨 ５２８　 ９．７７ 中小学校 个 ４ －２０．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０　 －９１．００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９８３ －７．３９

工业企业 个 ３７６　 ８．３６ 在职教师 人 ２１５ －０．４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３７５　 ８．３８ 医院 个 ２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５６７３７　 ２０．１０ 卫生室 个 １４ ２７．２７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６６６８　 １７．９４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４４　 １９３．０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４ １７．５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３７７５５　 ２９．２３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００２．３ －１８．３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７６１０ －８８１５．０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１５３０．５ －５１．３２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０６７８ ３０．０１

三产实体 个 ２１５６　 ０．０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１４８ １１．５９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５１２９　 ０．４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０ １５．３８

２００９年林梓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４４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新 陆 村 冒开林 冒开林 ３８ ４５７８ ３９３．６７ ３６０２１ ７７５３

斜庄社区 张红玲 张红玲 ２４ ３５２８ ２８１．７３ ３４０１２ ８７７９

顾 岱 村 孙建娟 姚学俊 ３０ ３６２６ ２９７．３３ ３０６９３ ８８２３

文著社区 邵汉华 仇正乾 ３２ ４５８７ ３７８．６０ ６１１１４ ９４７８

·９３３·镇区概况



　续表４４－１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月旦社区 徐拥军 王建华 ３２ ５８４６ ４３９．２７ ６５８１０ ９５１７

林梓社区 张正荣 周国泉 ４６ ６１３３ ３７６．８７ １０５１０７ １０９９２

沈 腰 村 刘伟东 李思泉 ２６ ３３３７ ２５８．２０ ３８６２９ ８９００

合 兴 村 陈永健 陈永健 ２９ ３２０３ ２７０．２０ ２８０１１ ８６５８

蒋殿社区 周建华 周建华 ３５ ４１０８ ３７６．４７ ６０８１８ ９９５０

桥 口 村 孙玉君 章生明 ４３ ４７９５ ４８２．６０ ３６７１１ ７６３６

白白白　　　　　　蒲蒲蒲　　　　　　镇镇镇

【概况】　白蒲镇位于如皋市东南部，东与如东县新

店镇相邻，南与通州市新联镇、平潮镇接壤，总面积

８５．３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４８５６公顷，镇区规划

面积８平方公里。辖行政村１０个、社区９个，总人

口８．０８万人。２００９年，全镇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

关，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１０００１．５５万元，同比增长

１２．６％，其中一般预算收入３８６７．９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６％。被评为南通市发展民营经济先进乡镇，如

皋市文明单位、项目投入红旗单位、全民创业红旗

单位、小集镇建设红旗单位、全面小康建设红旗单

位、农民进城进镇工作红旗单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白蒲镇围绕高标准建

设全面小康社会４大类１８项２５个指标，加快推进

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１０９３９元，被如皋市委、市政府授予全面小康建设

红旗单位称号。全镇实现农业增加值２．２亿元，同

比增长２２％。一般项目农业投入６１００万元，规模

项目农业投入６８８０万元。新增高效农业４３５公顷。

引进农业项目４个，投资总额５０００万元。新增设施

蔬菜种植面积１７１公顷，新建种植园区８个。完成

农田林网２３３公顷，完成成片造林４９３公顷。推进

国家万亩示范标准粮田建设，新增设施农业１４３公

顷。新建钢架大棚农业园区６７公顷，带动周围农

民近４００多人就业。农村三大合作组织建设争取

上级支农资金１０１８万元。全镇拆除旧房９１户，复

垦土地９．２公顷。失地农民１４８人全部实现应保

尽保。化解村级债务３９万元，实施省补“一事一议”

项目化道路６条，总投资１２０万元。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１５．１８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３．５１亿元。

实现规模工业利润２．３８亿元。工业用电量９１３５万

千瓦时，新增装机容量１２１３８万千瓦。新增私营企

业注册资本３．６亿，引进市外民资３．２亿，其中制

造业占８９％，位居全市第一名。完成注册外资

２６５０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１００５万美元。全部工业

项目投入１８．１９亿元，其中规模工业项目投入

１５．６２亿元。培育规模企业５家、亿元企业３家。

建立省、南通市级研发中心６家。完成三产服务业

增加值１３．８９亿元，占年计划的２０２％，投资总额

３．８３亿元。全年服务业税收１２５０万元。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累计完成农保任务

１５４４６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６６４８０人，参合率

１００％。全镇７７５户１５６８人享受农保最低生活保

障，累计发放低保资金１７７万元。推进脱贫攻坚工

程，全镇８２７户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均达２５００元以

上。新建农村公路１２条，改造危桥１１座，实现公

交“村村通”，青蒲大桥建成通车。建成６２００平方米

的镇政府新行政大楼，完成镇中心初中学生公寓

楼、全封闭农贸市场建设。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实施污

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建设。白蒲中心医院、镇文体中

心大楼主体封顶。完成印池驳坡工程。建成镇综

治综合大楼。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全镇深入开

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推进新一轮思想大解

放。大力倡导文明和谐社会新风尚，镇村居民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全面开展“法治白

蒲”、“长安白蒲”创建活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

显著，信访工作、矛盾调处成效明显，再次通过法治

南通合格镇验收，白蒲派出所连续７年被评为国家

一级派出所。镇财政所、国土所、中心医院被评为

市文明行业，镇计生服务站、畜牧兽医站、南通弘霖

建设有限公司、南通飞尔电子有限公司、白蒲小学

等２２家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钱元社区、

·０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松杨社区、康庄村、朱窑村等９个村（社区）被评为

市文明村（社区）。

【文昌路农贸市场启用】　１月，白蒲镇文昌路农贸

市场启用。市场用地总面积２．７公顷，建筑面积

２．５万平方米，总投资近３０００万元。市场总摊位

５００个，其中固定摊位２８０个、临时摊位２２０个，可

吸纳从业人员２０００人。

文昌路农贸市场是如皋东南部规模较大，集农

贸、商业于一体，功能相对齐全的封闭式农贸市场。

市场启用后，将彻底改变老市场脏、乱、差、挤状况，

白蒲老镇的镇容镇貌明显改善。

【白蒲镇行政服务中心启用】　２月，白蒲镇行政服

务中心启用。

白蒲镇行政服务中心新大楼位于松杨社区

１９组，青蒲路南侧，由南通规划建筑设计院设计，

６层，全框架结构，建筑总面积６２００平方米，总造价

８００多万元。

（宗炳生、吴丽春）

２００９年白蒲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４５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０ １０．６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３５ ６４．６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００１ ９．９０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００１８ １９．１５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６４００ －１３．０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２４５０ ３０．７４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９６１８ －０．４９ 各类汽车 辆 ８３５ ６０．５８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４９５６１ ２３．９１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００ １０．２９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６．６ ６．４５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１０８ ０．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２２９ －１８．２１ 科技人员 人 ９８０ １５．２９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１９５ ２７．２５ 中小学校 个 ５ －４４．４４

种养专业户 个 ６５０ １２．４６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２００ －１１．２２

工业企业 个 ２８２ －４８．７３ 在职教师 人 ３５１ －２．５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２０４ ５７．６８ 医院 个 ４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１２５８０６ ４２．７８ 卫生室 个 ２２ －１５．３８

工业利税 万元 ４３５４４ ４９．６８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０８ ２１．３５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０ ２．２７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８１９６０ ７３．２９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０．００

合同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６５０ －５６．７５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４９７５０ ３７．９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８６６４ １０．２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５３３２ ５．９６

三产实体 个 １５４ １３．２３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０９３９ １１．９７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０８５０ ９．９８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白蒲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４６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黄 行 村 陈建华 陈建华 ３１ ３６７４ ３３９．７ ２８７２１ １０４３５

姚家园村 沙建华 沙建华 ３１ ３９８９ ２９３．３ ３０６０８ １００４８

钱园社区 刘 耀 吴松涛 ３９ ４６６８ ２６６．７ ４７９６５．２１ １１０３１

朱家桥村 张 兴 张 兴 ３７ ４６４５ ２６４．６ ２６５５１．９９ １１９１０

松杨社区 张 娟 张 娟 ２１ ３７１６ ２２９．７ ３３０５９ １１６１９

蒲东社区 孙德华 孙德华 ４１ ５３２３ ２７８．０ ３３６４２ １１６０２

蒲西社区 秦正国 秦正国 ３５ ４８４１ １９５．２ ７４０４６．４３ １３１７６

·１４３·镇区概况



　续表４６－１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前进社区 周建华 周建华 ２４ ３３３６ ２０２．３ ６７７８６ １２０１６

朱 窑 村 张广明 张广明 ３６ ４５３０ ２７５．０ ３２７３６．８ １１１９８

姜 北 村 陈友兵 陈友兵 ２９ ４０４８ ２４０．０ １０２９０．６ １０６６９

康 庄 村 丁国炎 丁国炎 ３１ ４５８２ ２６０．３ ４９４１４ １０７７７

文峰社区 陆建华 李志红 ３８ ４６７４ ３１０．７ ３２２０６ １０３４７

杨家园村 顾良建 宋林泉 ２６ ３８８７ １５７．３ １０２５２ １０６５３

沈 桥 村 许建国 许建国 ３４ ４５４０ ２８０．７ ９３５２．６９ ９３９０

唐 堡 村 蒋建国 蒋建国 ３２ ４３５４ ２１９．８ １７４５８ ９４２８

邓 杨 村 钱广军 钱广军 ３０ ３６３５ ２１８．３ ２３１８７ １０４３２

下下下　　　　　　原原原　　　　　　镇镇镇

【概况】　下原镇地处如皋市东南部。总面积

７０．７６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３．４平方公里，耕地总

面积３８１７公顷。辖行政村７个、社区８个，总人口

５．９４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５．６万人。２００９年，获南

通市环境优美示范乡镇称号，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文明镇、“六城同创”红旗单位、农民进城进镇工作

红旗单位、书记大接访先进集体、“千企连百村、共

建新农村”先进集体、人民武装工作先进集体、综合

治税先进镇、土地执法模范镇、村村通公交先进集

体、计划生育先进集体、文化体育工作先进集体、食

品药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双拥工作先进单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增加值

１．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８％。农民人均收入９３００元，同

比增长１２％。投资６００多万元，新修防渗渠近３０公

里、水泥路３．６公里、沙石路６．４公里、大型涵洞８座。

新增插秧机３１台、还田机１８８台。疏浚三、四级河

４０条。新增绿化面积１４０公顷，村庄绿化覆盖率２５％

以上。１０个村通过省改厕项目村验收。

工业经济　年内，实现工业增加值４．８５亿元，

同比增长２．６％；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４．６亿元，

同比增长１７．８％，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２．６亿元，同

比增长１５．７％。新增定报企业８家。完成建筑施

工产值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８％。正式签约落户规

模以上工业项目１２个。飞鲸发电、日鑫电子分别

通过如皋、南通市级工程研发中心验收。展志电

子、巨能锻压、飞鲸发电等企业全年申报专利

８１件，获专利授权６９件。日鑫电子研发的无铅二

极管工艺填补国内空白并通过省级鉴定。飞鲸发

电的扭转力测试系统通过市级鉴定。日鑫电子获

如皋市级科技进步奖。新维骑防水服饰产品走出

国门，销往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高标准完成医疗器

械产业园、机械铸造园、电子电器工业园、新材料

园、纺织服装园和综合园园区规划。

社会事业　年内，新增农保参保４０４１人，续保

７７３５人，合计参保１１７７６人，占市交任务的１０３％。

对建档立卡的８５１户贫困户实行结对帮扶，帮扶率

１００％。全镇中考考生中，被如皋中学公费录取

１９人，被白蒲中学公费录取１２３人。先后投入近

６００万元新建长２．２公里的桃李路。投资１００多

万元修建台资园区道路和实施富盛路罩面工程，初

步形成“四横四纵”的镇区道路网络。投资近１００

万元，更新兴原路、康园路、惠园路的路灯。开展全

国环境优美镇创建活动，并通过省级考核验收。全

年累计发放低保户、重残人员、五保人员、优抚人员

资金３２８．６万元，为优抚对象提供免费体检，再获

市“双拥模范镇”称号。投入１０００万元建成４７５０平

方米郭园中学学生公寓楼和２７００平方米的郭园小

学综合楼，并通过省区域教育现代化考核验收。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全镇１５个村

（居）的村文化活动室、体育健身设施正常对村民开

放。整转数字电视８９００户，有线电视用户突破

１．１万户。全年排查各类矛盾２５８起，调解率

１００％，调解成功率９８％。南通安琪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等１３个企业和部门被评为市文明单位，江苏

宏景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市建筑业红旗单位，张庄

村、蔡荡村被评为市文明村，文庄社区爱心超市被

评为市先进爱心超市，曙光村被评为市村组公路建

·２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设管理先进集体，文庄居被评为市农村清洁工程先

进集体，藕池村被评为市农民集居化先进村。

【迎驾农贸市场开业】　８月６日，下原镇迎驾农贸

市场正式对外营业。迎驾农贸市场位于迎驾路，占

地面积６８００平方米，投资近１０００万元。市场功能齐

全，设施配套合理，设有固定摊位５０个，满足周边

群众农产品交易需求。

【桃李路竣工通车】　１０月，白蒲镇桃李路建设工

程竣工通车。桃李路南起蒲黄路，北至富盛路，长

２２００米，宽２２米，总投资近１５００万元。与道路相配

套的绿化、路灯、雨污排水涵洞及电力、邮电管网工

程同步实施到位。桃李路的建成，全面拉开镇区

“四横四纵”道路框架，实现镇区和工业集中区互动

并进。

（陈大华）

２００９年下原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４７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８１８００　 ４９．１２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９６２ １．７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４４１４　 －２３．６８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８１１６ １０．５９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４９４９　 ７．２８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３７

粮食总产值 吨 ４３５１０　 －５０．３９ 各类汽车 辆 ３１９２ ５２．０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７０００　 －６．９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２４ １２．７３

年出栏猪数 万头 ４．３ ７．５０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０ ２９．０３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８０．２ －９．３４ 科技人员 人 ７８０ １１．４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２９２　 －８．２４ 中小学校 个 ９ １２．５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３８　 －５０．００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１５０ －６．７９

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４４　 ２０．２９ 在职教师 人 ３２０ ５．９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４１　 ２０．３６ 医院 个 ２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１４７２１　 １５．６６ 卫生所 个 １８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２３２８　 １６２．３４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７２　 ３０．９１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７６ ０．０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７７４１８　 ２６．６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５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８５４８　 ２８．４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９８１１ １２．３５

外贸供贷额 万元 １５００　 ２７．３９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２９６０ ４８．８３

三产实体 个 ３９６３０　 ３．９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１８８．８４ １１．７７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４１３６　 ２．０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７ －６．００

２００９年下原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４８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曙 光 村 许金华 许金华 ２４ ３３８８ ２９９．１ １０８２８ ８４０１

花园头村 丁邦峰 丁邦峰 ２７ ４１６７ ２７３．６ １８６６７ ９２２９

野 树 村 张善良 张善良 ２９ ４５１８ ２０５．３ ２２６１２ ９５７１

文 庄 村 王海山 王海山 ３３ ４７００ ２６９．４ ２０２９６ ９３５４

老 坝 村 印 林 印 林 ３４ ４３３９ ２８９．５ １３８３５ ８１１１

沈阳社区 赵红飞 赵红飞 ３２ ４４１０ ３３１．０ １７１０３ ９１２２

下原社区 王志祥 王志祥 ３２ ４４６７ ２７１．５ ２９８６９ １０７８０

·３４３·镇区概况



　续表４８－１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张 庄 村 吴皋南 吴皋南 ２４ ３０１６ １７５．７ １０９３４ ８９３９

桃 园 村 郭明亮 陈德平 ２７ ３１１７ ２３６．３ １４７５３ ９６２５

陈 桥 村 周建华 姜汉泉 ２６ ３３６７ ２１９．３ １０１４４ ８８１４

邹庄社区 吴国华 吴国华 ２９ ３８６３ ２６６．３ １４５６０ ９０８４

蔡 荡 村 钱 军 钱 军 ２９ ３９１４ ２５４．５ １４０７２ ９３１２

藕 池 村 范红云 范红云 ２３ ３０２３ １９６．５ １０９２４ ８８５８

白 李 村 李百建 李百建 ２５ ４０００ ２１６．７ １３５２３ ９１７５

腰 庄 村 王 平 王 平 ３５ ４７１４ ３２４．０ １６０５２ ９０５３

九九九　　　　　　华华华　　　　　　镇镇镇

【概况】　九华镇位于如皋市南端，与南通通州区平

潮镇、五接镇接壤，总面积７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４１８８公顷。辖行政村１４个、社区５个，总人口

７．０３万人。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如皋市招商引资、项目

投入、全民创业、“六城同创”、财政收入、新农村建

设、小城镇建设红旗单位和如皋市文明镇，获如皋

市工业经济竞赛、引进市外民资、农村危桥改造、绿

化工作、农村清洁工程、环保、社会保险扩面、劳动

保障、村村通公交、计划生育、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

先进集体称号。南通三荣实业有限公司被评为纳

税红旗企业和利用外资红旗企业。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生产总

值２．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５％。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２７８元，同比增长１２％。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开发如海灌区、小庄项目，面积均为３３３公顷，

疏浚三级河４条、四级河以下河道３７条，建设防渗

渠１６公里、泵站５座。推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进

程，洋港花木合作社从简单的栽种发展为集园林设

计、绿化工程施工为一体的花木企业，如海西瓜园、

郑甸大棚蔬菜、其湖猪场、海河米业、诚信鸡场、马

桥鹿场、海明葡萄等农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设施

农业发展迅速，全镇大棚反季节蔬菜水果种植面积

进一步扩大，新增２０公顷以上设施大棚１个。

工业经济　年内，盘活整合淼锋织带、白雁粮

库、三锦泰等１３家关停企业，实行“零地招商”。全

年签约项目２３个，其中制造业项目１８个，项目开

工１８个，其中制造业项目１６个，化工设备制造、钢

结构、有色金属熔炼等行业成为镇工业经济发展的

主力军。全年新增规模工业企业９家，规模工业产

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６４．２％，同比提升１０个百分

点。实现规模企业利润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５％。

规模工业企业实缴税金９０００万元，同比增长

３８．７％。南通三荣实业有限公司、南通星球石墨设

施有限公司、南通东润实业有限公司、南通三润时

装有限公司进入全市工业经济５０强行列。鼓励企

业不断加大房地产投入开发，１７层濠园大楼主体

封顶。

社会事业　年内，九华镇修编和完善镇区总体

规划，规划面积从４．９６平方公里扩展到６．２平方

公里，投入资金２９９４．６万元，用于镇区基础设施和

道路建设。完成拆迁４９户，累计拆迁面积１．４公

顷。投资２５０万元，实施庙前河驳坡工程，为年度

庙会分流人群，减少主会区交通压力提供保障。完

成污水处理厂及提升泵站施工任务。完成１．１公

里华兴路二期修建工程、１．２公里华阳路修建工程

以及绿化、路灯、污水、雨水管网等相关配套工程建

设。全镇拥有路灯线路１１条，路灯总数６１７盏，亮

灯率９８％。新建农村通达工程９．６９公里，改造危

桥８座，总长度１０公里的营马路、龙新路、龙舌路

三条等级公路提升工程竣工。按一级公路标准设

计的２０４国道西移工程九华段（段长６公里）接线

通车，快捷便利的交通优势更加明显。九华幼儿园

通过省优质园评估验收，农保工作被评为南通市先

进集体。镇卫生工作网络健全，在“双镇”同创中成

绩突出。计划生育工作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１９个世代服务室通过市验收。开展“科技、文化、

法律、卫生”下乡活动，全年送戏８场，送电影７６场。

·４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工作列全市第３名。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镇党委、政府

广泛开展文明村、文明单位、文明标兵、文明家庭、

平安单位创建活动。组建镇维稳办公室，参与“书

记大接访”，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并形成长效机

制。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推进“双帮双

带”、“千企连百村，共建新农村”工作，实施“脱贫攻

坚工程”，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九华镇实现村村通公交】　７月１日，九华镇１９个

村（社区）实现村村通公交。九华镇村村通公交工

程拥有公交车４辆，营运线路４条，总长度

７０公里，设固定站台１９个，方便广大群众出行。

【九华镇“双镇同创”通过验收】　１１月，九华镇创

建省卫生镇工作顺利通过省爱卫办考核评估，被命

名为省卫生镇。创建国家环境优美镇（国家生态

镇）通过国家环境优美镇（国家生态镇）验收组考评

验收。

年初，九华镇制订创建省卫生镇和国家环境优

美镇（国家生态镇）“双镇同创”年度工作目标，从农

村改厕到环境综合整治，坚持高点定位，强化过程

控制，注重长效管理，在全市率先以高分通过省和

国家检查组考核验收。

【濠园大楼（１７层）主体工程封顶】　１２月２８日，九

华镇濠园大楼主体工程封顶，成为九华镇新地标。

濠园大楼位于九华镇人民政府南侧、锦绣花苑内，

由元泰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１．２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楼层１７层，是苏北

农村最高的农民集中住宅建筑。

【九华镇财政收入超亿、农民人均纯收入超万】　

２００９年，九华镇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１０６８４万元，

同比增长１８．３％，首次超过亿元大关；实现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０２７８元，同比增长１２％，首次突破万元

大关。

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双超”，标志

着九华镇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邵宏斌）

２００９年九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４９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４３６２２　 ３．５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４５９ ７．２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６８４　 １５．８９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３０９２ １２．０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５４１５　 ４．５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９５００ ７．２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６０４３　 ４．１６ 各类汽车 辆 １５７６ ３９．６４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２９１２　 ０．８９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５０８ １．８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６６ ７．７９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７２ １．４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９３　 １２．２１ 科技人员 人 １４１５ ８．０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８２０　 ６　 中小学校 个 ８ －２０．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４９　 ７．９３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７４８２ －１０．１０

工业企业 个 ７２８　 ４．７５ 在职教师 人 ５１４ －５．８６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７２８　 ４．７５ 医院 个 ４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７０５９８　 ２０．９ 卫生室 个 ２７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４９５８０　 １７．３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９４　 １．０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９．７ ０．８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３５５５０　 ０．３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８２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１５　 －６．８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２１０５６ ９．９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０１１２７　 １３．９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３６４７ ３４．８０

三产实体 个 ３３１０　 ５．７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０２７８ １１．９８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２４４　 １．９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７５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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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九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５０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九华社区 朱建华 朱建华 ４１ ６０５０ ３８３．３ ２０２０７７．２６ １０９７３

郭李社区 李世华 李世华 ３４ ５７２１ ２４３．３ ８９８６９．４２ １０８２７

二 甲 村 李昌忠 李世林 ３３ ４４７１ ２０６．８ １８５３９．３５ １０１５４

洋 港 村 邹建设 邹美祥 ２４ ３７５９ １５１．４ １５０９４．２７ １０００２

赵 元 村 赵世明 赵世明 ３０ ４２７９ １７１．１ １７４７３．７７ １００７２

马 桥 村 刘 东 薛春联 ２６ ４４８８ １７０．７ １６７６６．７２ １０６５４

如 海 村 刘建才 刘建才 １３ ２２１１ １３８．５ １０７２０．１７ １０１２３

龙 舌 村 陈文兵 陈文兵 ２５ ３１４２ １６２．０ １３０４６．０８ １０１７５

杨 码 村 袁金泉 袁金泉 ３１ ４４０８ ２７９．４ ２７９４２．９８ １０２７０

郭 洋 村 张汉明 张汉明 ２２ ３４６５ １８２．６ １２２４２．２７ １０００９

郑甸社区 肖茂华 肖茂华 ２４ ３９９６ ２３３．２ ３８４６１．６４ １０２９９

小马桥村 赵国祥 赵国祥 ２６ ３４８１ １４６．３ ２３３１７．２１ １００４５

姜 元 村 李海清 李海清 ２３ ３３３６ １７２．３ １４７４８．６８ １００５８

云 屏 村 孙良沂 王有托 ３０ ４０３０ ２２２．１ ２０４１４．２７ １０１９７

丝 渔 村 张建华 张建华 ２１ ３０４８ １３８．５ １２７２２．５５ １００９２

耿 扇 村 耿忠明 耿忠明 ２４ ３７４５ ８３．０ １６５２３．４８ １００３９

营防社区 卢小勇 卢小勇 ２７ ４３３５ ２１９．６ １４２０８．４ １０２６１

营 西 村 马宝智 马宝智 １９ ２６１１ ２０１．９ １５４２２．０５ １００７４

四圩社区 陈震宇 周国林 ２９ ４１１０ ９２．１ １８６４３．４ １００８３

郭郭郭　　　　　　园园园　　　　　　镇镇镇

【概况】　郭园镇位于如皋市南部，与国家一类口岸

如皋港区毗邻，距南通市仅１９公里。全镇总面积

５３．５１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２７４６公顷。辖行

政村６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６万人，其中农业人

口５．１５万人。２００９年，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镇

工作目标综合考核先进镇、财政收入红旗单位、工

业集中区（园区）建设先进集体、区域教育现代化创

建先进集体、文化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村组公路建

设管理先进集体、农村危桥改造先进集体、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增加值

０．８３亿元。特色经济板块不断壮大，郭园鸽业有

限公司、龙豚特种水产养殖等农业龙头企业进一步

做大做强，薛窑大棚西瓜、欣欣驴业养殖、安天养

殖、山东“果之林”等一批高效规模农业项目纷纷落

户。全年引进规模农业项目１３个，累计总投入量

８６００多万元。农业品牌得到提升，和林鸽业的鸽

蛋、寿乡樟鸡的樟园香蛋、龙豚的甲鱼申领注册商

标并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标志。农村“三大合作”

经济组织建设推进迅速，全镇１５个专业合作社有

８个达到“四有”专业合作社要求，合作社成员

２３１９人，带动农户５０００多户。全年流转土地１６２公

顷。土地入股面积１０７公顷，占流转面积的８６％。

全年新增绿化面积１６３公顷，占市交任务的

１２２．５７％，林木覆盖率达２２．４６％，７个村（社区）通

过省绿化合格村验收。总面积５公顷的土地挂钩

周转项目库通过省级验收，土地挂牌０．６８公顷，出

让金额９６１万元，创历史之最。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产值

３１．６７亿元，位居全市第四，同比增长１５．０６％，其

中规模工业产值１４．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３％。

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７．０６亿元，同比增长

３３．９８％，其中规模工业应税５．３５亿元，同比增长

·６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２９．８％，创历史之最。全年完成利润总额９４４８．１万

元，增幅位居全市第一。南通德玛瑞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进入全市工业经济５０强企业行列，嘉宏钢构、

海棠时装、环洋机械、鑫月服饰、金辉室内５家企业

进入定报企业行列。全年实现外贸出口额８５４．３万

美元，占年目标任务的１０６．８％。全年新批工商注

册外资１７００万美元，占年目标任务的１１３．３３％，实

际到账外资８０９．３万美元，占年目标任务的

８０．９％。引进市外民资注册资本金１７３９６万元，占

年目标任务的１３０．８％。引进江苏新飞扬、奥威、

汇发等各类工业项目１９个，其中超亿元项目２个、

外资项目１个。完成全部工业投入８８５８０万元，占

年目标任务的１５８．１８％，其中：规模工业投入

８７０７０万元，占年目标任务的１８３．３１％；技改投入

２８４５０万元，占年目标任务的１４２．２５％。全年新开

工项目２４个，其中工业项目１９个，竣工１０个。工

业集中区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２９５０万元、功能配套投

入４４２０万元，项目竣工率和工业集中区建设在全市

“百日大决战”活动中均排名第一。５月，江苏环洋

机械有限公司的８项专利及１项新产品通过专家

评审。１２月，南通德玛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

船舶配件工程研发中心。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农民农保１．１万人，全

面完成市交任务，同比增长６８％。企业职工五险

参保１１００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１５００人，同比增长

１１４％，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有线电视数

字化整体转换工作完成８８４５户，占全镇有线电视

总用户的８０％。全镇８９２户１７９８人享受城乡低

保，９０周岁以上老人享受老年敬老金。迎宾路开

发工程扎实推进，农贸市场建设工程竣工。投入

１５０万元，建成世代服务中心。全年整治三级河

２条、四级河２８条，累计清淤土方４４．５８万立方米。

全年新建公厕４座，新增农户改厕９２４９座。镇污

水处理厂投入试运行，新铺设污水管道２．５公里。

垃圾处理日产日清机制全面运作。省卫生镇创建

工作通过南通市验收。投资３５０万元，建成建筑

面积３５１７平方米的郭园小学综合楼。撤并正皓、

许庄两所小学，全镇形成初中１所、小学２所、

幼儿园５所的教育格局，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通

过省级验收。投资３６０万元新建的敬老院、爱心

超市、老年活动中心全面投入使用，并通过南通

市福利中心验收。全年完成危桥改造１２座、机耕

桥维修６座，修建省市标农路２１．５公里，村村通

公交全面实现。９月，建筑面积１．６２万平方米的

迎宾商居楼一期工程完工。１０月，占地１．８万平方

米，可容纳１０００个固定摊位的郭园镇农贸市场开

工。总长１．４公里的迎宾北路双向六车道全面建

成，两侧绿化、路灯等基础设施配套全部到位。

１１月，连接迎宾北路和新２０４国道，长１．２公里、

宽４２米的兴园路开工建设，镇区道路建设框架基

本形成。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郭园镇通过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推动新一轮思想大

解放，通过开展“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活

动，大力倡导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镇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执行领导干部述法考

评工作机制，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依

法行政水平，全年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大幅下降。

开展严打专项整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镇社会

保持稳定。构建访调对接机制，全镇信访案件明显

下降，国庆６０周年庆典期间，实现“零”上访。进一

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年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

生产事故。深化政务村务公开，加强村（居）民自治

工作，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公务人员的教育、管理

和监督，支持执法执纪部门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

件，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观音静院慈航宝塔竣工】　４月，总投资４００万元、

９层总高度３９．３８米的观音静院慈航宝塔全面竣

工，成为全市旅游业的新亮点。

【大学生“村官”创办鸽业创业园】　６月，郭园镇许

玮等１０名大学生“村官”发挥自身知识优势，依靠

市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扶持，以和林鸽业为载

体，每人以保息分红方式投股１０万元，联合参股创

办富玮鸽业有限公司，建成大学生“村官”鸽业创业

园。创业园占地４．８公顷，首期建成鸽舍７４００平

方米、附属用房７５０平方米，年可存栏４万对，出栏

１０万羽，产蛋２５０万枚，产值可达８２０万元，预期

获利１８０万元。

创业园采用“公司＋合作社＋创业园＋农户”

运作模式，开设网上营销、疫情防控、实验解剖、宣

·７４３·镇区概况



传推介、课题研究等栏目，带动周边群众３００户，户

均年可增收８０００元。

【郭园镇科技创新工作跻身南通市第一方阵】　年

内，郭园镇完成高新技术产值４．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７１．８％。完成高新产业投入１．６９亿元，同比增长

３９５．５２％。全镇申请专利１７项，其中发明专利

４项，获专利授权１４件。科技创新工作在南通市

升档进位至第十六名。

（龚海斌　周荣荣）

２００９年郭园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５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７９８９５　 ３７．２７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７２７　 ２．８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５３４２．５ ２７．３２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６０３８　 ７．１５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９６６８　 １９．６８ 集贸市场成效额 万元 １０８３０　 ２４０．０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３６８９　 －６１．０４ 各类汽车 辆 ７１６　 １３３．２２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９１１３　 １．０４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３２．５ ２．２４

年出栏生猪 头 １２５９６　 －２１．７６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１　 ３５．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４０３０７１　 －８．７８ 科技人员 人 ４５８　 －０．６５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９７　 －６３．２５ 中小学校 个 ３　 －４０．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５４７　 －１０．７７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０５４　 －６．９３

工业企业 个 ８２　 ０．００ 在职教师 人 ２２４　 －０．８８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６０４　 １０．４２ 医院 个 ２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１６８３９　 １４．８８ 卫生室 个 ２６　 ５２．９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８５４６　 １０９．２８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４　 －６．６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３６　 －５２．６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２８４５０　 －２７．７９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７００　 －３６．３３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４８２１４．４ ４．０８

外贸供应额 万元 ２９５０４　 －５．６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１４５０　 ２８．６５

三产实体 个 ３０１７　 １９．８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８８７６　 １１．０２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０８２０　 ２５．２３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２　 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郭园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５２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顾 桥 社 区 沈世斌 张光林 ２９ ３９３６ １９７．７ １．０８ ９７１４

田 王 村 狄正礼 狄正礼 １５ ２５０３ １４９．４ １．３１ ８８７２

车马湖社区 陈红军 薛 丽 ２５ ３７８２ １６２．２ １．４８ ８４７０

谢 楼 村 杨建成 朱玉树 ２５ ３３５４ １７４．３ １．３６ ８８７５

范 刘 社 区 沈良德 王文平 ２３ ３５５３ １６８．９ １．３８ ８４５０

杨 洲 社 区 杨建国 罗明礼 ２４ ３７７６ １９８．８ １．３７ ８８８０

刘 胜 村 薛良志 任跃华 ２１ ２９６３ １３４．８ １．２６ ８８８２

田 桥 社 区 邹永红 邹永红 ２６ ３３６９ １５０．４ １．３１ ８８６７

郭 园 社 区 徐高泉 徐高泉 ４２ ４２９１ １５９．９ ３．０１ ９７８６

富 圩 村 杨忠富 杨忠富 ２０ ２６６４ １２９．１ １．０８ ８４５３

·８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表续５２－１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义 圩 社 区 吴忠信 薛井泉 ２８ ３８２６ １６２．４ １．１８ ８２３１

郭 南 村 郭建清 郭建清 ３０ ３４２９ １３８．３ １．８２ ８４９８

薛 窑 社 区 陈 健 陈 建 ２８ ３４４９ １５２．３ ２．１１ ８８７６

蔡埠庄社区 窦国英 周友平 ２７ ２７７２ １３１．１ １．２６ ８８７２

石石石　　　　　　庄庄庄　　　　　　镇镇镇

【概况】　石庄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全镇总面积

５６．９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５．５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２９７７公顷。辖行政村７个、社区９个，总户数

１．９９万户，总人口６．４２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５．７１万人。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市全面小康建设红旗

单位、全民创业红旗单位、财政收入红旗单位、项目

投入红旗单位、服务业红旗单位，获工业经济、市外

民资、农民集居化、村级集体收入、绿化工作、民营

经济及争创“三名”工作、社会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

先进镇称号，被表彰为人大工作先进镇。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农业增加值

１．９６亿元，同比减少１０．１％。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１５６元，同比增长１２．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

综合得分９７．０３分，在全市１８个镇中列第三位。新增

项目农业３７个，投资总额９６１０万元。新增千亩果树

园区１个。水产、生猪、家禽养殖大户累计达３３７户，

规模养殖比达９２．３％。全年流转土地１４７公顷。益阳

果蔬合作社升格为南通市级“四有”合作社，成为省

级资助项目。河道整治工作一次性通过南通市级验

收，获市二等奖。绿化造林２１４公顷，永兴社区、新生

港社区、闸口社区等１２个村（社区）获南通市绿化合

格村（社区）称号，其中新生港社区通过省级绿化示

范村验收。围绕创建省卫生镇、国家生态镇目标，新

改厕１．４万多个，占改厕总数的９０．８％，思江村、凤

龙村通过省级改厕项目村考核，石北、新生港、何

正、凤鸣４个村（社区）通过国家改厕项目村（社区）

验收，凤鸣、闸口、新生港、张扬园、永兴、石北６个村

（社区）建成省级卫生村（社区）。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规模工业产值

２１．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４．２％。实现应税销售

１２．３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６％。完成入库税金

７２５９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２％，天泽化工、华峰化工、

江源商砼、小樱时装进入市纳税百强企业行列。全

年工业用电量４９６０万千瓦时，列全市第一，新增装

机容量１．０９７万千伏安。完成全部工业项目投入

１３．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５２％，其中规模项目投入

１０．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３８％。引进项目１１个，

其中超亿元项目６个。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０００万

美元，同比增长３０．８８％，实现到账外资９４６万美

元，同比增长９４．６％。净增个体工商户２０７户、私

营企业８２家，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２．７７亿元，

引进市外民资２．３６亿元。新增注册商标１１件。

完成高新技术产值７．２亿元，培育企业技术开发项

目８个，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建成南通天泽化工有

限公司、南通华峰华工有限公司、南通恒样化工有

限公司３家技术研发中心，南通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和南通恒祥化工有限公司建成省级技术研发中心。

全年申报专利８５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５件。完成建

筑业产值３．６亿元，实现建筑经济收入１．２亿元。

完成三产服务业投入９２６２万元。

社会事业　年内，石庄镇完成新一轮镇区

２．７平方公里控制性详规及环卫、绿化、供电、电信

等专项规划编制，完成镇区基础设施投入１６００万

元。全年房地产开工面积２０．３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１６．２万平方米。南大街改造出新，新增镇区人口

８０００人。完成通达工程１６公里，改造危桥１２座。撤并

小堤小学、东庄桥小学、新生小学、蛇田小学４所小

学和古石北初中及冒圩小学、尖口小学２个办学点。

全年教育投入２６００多万元，建成石庄小学新校区、

石庄初中学生公寓，获市尊师重教先进镇称号。全

年开展农民实用技术等各类培训近１．２万多人次，

转移劳动力１８８０人，输出劳务７８６人。新增企业职工

五险参保２５６人，新增农保参保６２２５人、续保７１３５

人。新增有线电视用户２６０户，数字电视整体转换

９１８０户。５月，世代服务大楼落成。

·９４３·镇区概况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石庄镇以“讲

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积极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先后组织开展“十讲文明”活动和“爱心大使”、“爱

心团队”评选推荐活动。深入开展“五五”普法教

育，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严格实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被评为

市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深化政务、村务公开，不断

扩大基层民主，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意见４８件，满意

率达１００％。全年来信来访１０８起３２８人次，办结

１０７起３２０人次，被市委评为书记大接访工作先进

镇。累计排查各类社会矛盾纠纷２０８起，调解成功

２０６起，调解成功率９９％。

【省区域教育现代化现场考察组视察石庄小学】　

１２月，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率省区域教育现代

化现场考察组到石庄小学视察，充分肯定石庄镇

加大教育投入，实现均衡教育的做法。年内，石

庄镇围绕创建区域教育现代化乡镇的目标，加大

对教育投入。８月底，总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的石庄

小学新校区正式启用。石庄小学新校区含教学楼

２幢、综合楼１幢、公寓楼１幢、学生餐厅１幢，

占地总面积３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１．３９万平

方米，实行８轨制４８个班级，可容纳学生

２４００多人。

（陈广祥）

２００９年石庄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５３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１１２１３　 １５．１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５１６ －４．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２２３８　 ２９．３８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９３６２ －３．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９６３０　 －１０．１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３５４ ２．５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２５７９　 －２．１０ 各类汽车 辆 ２５９ ５．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４６８１　 －２．６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３０ ４．９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２．８ ７．７０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６３ ８．６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７５．３ １６．４０ 科技人员 人 ３１７ １１．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０７　 ６．７０ 中小学校 个 ３ －６７．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３９　 ７．６０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８１３２ －１．６

工业企业 个 ５２７　 ５．００ 在职中小学生 人 ６０８ ３．４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５１０　 １．６０ 医院 个 ３ 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１２３７０　 ０．８０ 卫生室 个 ２５ 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９６４２　 ２４．７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４　 ７．７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 ０．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３３０００　 １４．３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８ 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９４６　 －６５．０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７８２５ ７７．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５０３４２　 ０．０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１６９０ ４．４

三产实体 个 ２７３９　 －２．０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０１５６ １２．１

三产从人员 人 ９１０５　 －２．４０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４．３

２００９年石庄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５４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永 兴 社 区 许国生 王道吉 ６ １０１６ ６６ １９２３０ １２０８３

张黄港社区 许国民 许国民 １５ ３３６９ ９５ １７４４１ １２０１６

石 北 社 区 张 祥 蔡成贵 ３５ ４４８２ ２７３ １９１１６ ９９１６

何 正 村 李伯泉 李伯泉 ２７ ３６７８ １９５ １３９４４ ９５３０

张杨园社区 缪德兵 蔡显俊 ２７ ３５６９ １７２ １９６９８ １０５９６

·０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续表５４－１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思 江 村 石 勇 石勇 ２０ ２７３４ １８７ １０６７８ ９３１０

楼 房 村 石明东 张耀建 ３２ ４９０９ ２１６ １８６５７ ９４７６

唐 埠 村 顾春宏 顾春宏 ３２ ４０３９ ２６９ １５６１２ ９４２４

砖 桥 村 孙玉林 孙玉林 ２５ ４１０６ １７６ １６１００ ９５９１

凤 鸣 社 区 张松益 马德美 ２１ ４０３０ ８１ ３４４４６ １３１１０

石 南 社 区 曹　阳 曹　阳 ２３ ３５８７ １８０ １６９７３ １０１１０

洪 港 村 王蔡祥 王蔡祥 ２２ ３２８２ ２２６ １２７００ ９６７８

闸 口 社 区 石高富 石高富 ２１ ３２４９ １７６ １３５９１ １０９６３

风 龙 村 朱义华 朱义华 ３０ ４２９１ ２５８ １７５０３ ９６１５

杨 庄 村 杨中华 杨中华 ２２ ３３７１ ２０９ １３２５０ ９４００

新生港社区 周永飞 周永飞 ２６ ３５７４ １８９ １４０２６ ９７２５

吴吴吴　　　　　　窑窑窑　　　　　　镇镇镇

【概况】　吴窑镇位于如皋市南部，总面积６４．３６平

方公里，镇区面积３．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０８７公

顷。辖行政村９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６３７８８人。

２００９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９．５７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７５％。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４７８０万元、一般预算

收入２２００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４．５％、１７．６％。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００５４元，同比增长１４％。获市文明镇称

号，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六城同创”红旗单位、法治

建设先进集体、减排先进集体、化解村级债务先进

集体、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先进集体、安全生产先进

单位、卫生工作先进镇、殡葬改革工作先进集体。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累计流转土地

６１７公顷。新增高效设施农业５７公顷，高效农业

面积占比达７１．２％。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２３家，

发展社员２４３２户，齐富畜禽专业合作社被命名为

省级“四有”示范合作社，天华禽业专业合作社、维

兵银杏专业合作社被命名为南通市“四有”合作社。

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１７家，入股农户６５２户，入股

土地面积近８９．５公顷。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社

４家。新增绿化造林面积近１３９．７公顷。建设户用

沼气池４００只、改造户厕９５５１个。河道整治工作

全面完成市交任务，疏浚三级河道２条、四级河道

和家沟家塘２５条，总长２４．１公里，累计清淤土方

４３．１２万立方米。新建农村通达工程６．５公里，完

成道路绿化４５公里。完成危桥改造６座。加大集

中居区创建力度，建成示范、合格居住小区各１个。

新增项目农业２７个，其中规模项目农业１２个、一

般项目农业１５个。至年底，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占

地３７．３公顷的皇家园艺项目完成基础设施及钢架

大棚建设，大棚实验室、配送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赛天蓬牧业二期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三期屠宰加

工项目开始基建。开展小康竞赛活动，全镇１７个

村（社区）全部进入小康示范村（社区）。１２个村

（社区）为农服务社通过省级验收。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产值

５７．５９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１３．６％，同比增长２１％，

其中规模企业产值２０．３５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７．１％，同比增长１８．４％。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

售４．９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３．７２亿元。

规模企业实现利润 ７６０７ 万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５．６％，同比增长２２．６９％。全部工业实缴税金

２０８５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７％，其中规模工业实缴税

金１３３５万元，同比增１１．８％。完成全部工业项目

投入１６．６５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６６．５％，同比增长

１０．３％，其中规模工业项目投入１６．６５亿元，占年

计划的１８８．１％，同比增长１８．４％。新增私营企业

５３家，发展个体工商户１３５个，引进市外民资

２．１３亿元，新增注册商标１０个，引进在外能人返

乡创业６０人。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５００万美元、到

账外资７５０万美元，分别占年计划的１６６．７％、

７５％。新增项目８个，总投资达３．１４亿元。新增

苏马船舶、帅雅服饰、睿鑫钢结构、灵泉服饰４家规

模企业。中如化工建成南通市级科技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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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年内，镇党委、政府继续实施劳动

力转移工程，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

培训、创业培训，全年累计培训４３００人次，转移劳

动力９１２人。新增农村养老保险３５２０人，累计完

成农村养老保险１３９５１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

合率１００％，城镇居民参加医保１５９５人。“五保”

集中供养率达７１．３％。有线电视覆盖面达１００％，

新增数字电视用户１０３２４户，整转率１００％，整转

工作名列全市第一。教育基础质量全面提升，全镇

８６０名学生参加中考，均分６２０分，录取率９６．５％，

考取如皋中学公费生２４名，全镇中考成绩名列全

市第二。长庄幼儿园通过省级优质园验收。全年

未发生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安全生产工作名列

全市前茅。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年内，镇党委、政府

组织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居、“五好”文明家庭等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宣传教

育活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政领导

正常登录学法平台，不断提升自身依法行政水平。

深化政务村务公开，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推进村

民自治。殡葬改革成果明显，年度考核位居全市第

三。创建法治南通合格镇，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

创建先进集体。江苏江中集团、如皋市中如化工有

限公司、镇农村经济服务站、镇建设管理服务站、镇

中心学校、镇中心幼儿园、金盛初级中学等１３家企

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

【吴窑镇村居调整】　１０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吴

窑镇四房村委会、三元村委会、大石村委会改为居

委会。

【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　年内，吴窑镇新建农民专

业合作社２３家，发展社员２４３２户。齐富畜禽专业

合作社被命名为省级“四有”示范合作社，天华禽业

专业合作社、维兵银杏专业合作社被命名为南通市

“四有”合作社，方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佳蕴秸

秆回收专业合作社、吴窑镇明全桑蚕专业合作社、

沈徐桑蚕专业合作社、陈家桑蚕专业合作社被命名

为如皋市“四有”合作社。

【吴窑镇建筑业总产值逾６０亿】　２００９年，吴窑镇

建筑业在逆境中实现较好发展，全年实现施工总产

值６２．８亿元。

年内，江中集团各项经济指标再创新高，全年

施工人数２．５万人，施工总面积９１７万平方米，总

产值达６２．８亿元，实缴税金１５８０万元。集团总承

包施工的省建设管理综合楼获２００９年度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承建的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入选新

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奖。市万

全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晋升二级资质。

（钱康梅）

２００９年吴窑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５５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９５８３１　 ３０．８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８８９ １．０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７５８６　 ３０．３４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２７５０ ２２．００

农业总产值 万 ３１６９４．４６ ２．６４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８００００ ６．６７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４５００　 １１．５６ 各类汽车 辆 １０２０ ３９．７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４３８０　 １．０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０９．００ －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５．６８ １８．８２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７６ ２８．８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８６．０４ １．３６ 科技人员 人 ４０６５ ２．９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７６８　 １．５８ 中小学校 个 ６ －２５．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２０　 １．８５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１１１ －２．６０

工业企业 个 ４５４　 ２．２５ 在职教师 人 ３０１ －２．０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５３６　 ０．５６ 医院 个 ２ －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４７７２８　 ２２．５９ 卫生室 个 ２１ －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３４８７　 －４２．０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

·２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续表５５－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３　 －１３．３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 －

完成技改投入 万元 ４４８８０　 ５．６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１．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７５０　 －４３．３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６１３３ ７１．８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４４５８１　 ２０２．６９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４０９９ ３．６７

三产实体 个 ２４４２　 ３．６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００５４ ６．６７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００６８　 ０．８０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５．００ －

２００９年吴窑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５６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吴窑社区 谢余平 沈良华 ２８ ４６３９ １７４．０６ ２７７８９．０２ １２５４７

黄石社区 沙夕圣 沙夕圣 ２１ ３９００ １２１．７３ １９１３９ １０９８７

沈 徐 村 蔡成君 蔡可宜 ２５ ３８００ ２０６．６７ １４６３８ ９５８３

钱庄社区 张耀兵 张耀兵 ２１ ３４６０ １４１．０７ １６４８４．５９ １００１７

陈 家 村 倪绍云 倪绍云 ３０ ３６１３ ２０８．８６ １８０６５ １０４５２

何 柳 村 郝荣建 ／ ２０ ３１１６ １２２．６７ １５６１６ １０７３８

沈 甸 村 石光富 ／ ２８ ３６４９ １８９．１８ １７５０９ １０３５９

三元社区 万久国 江正祥 ２３ ３３４２ １４１．３３ １６７０８．１４ １０２９７

立新社区 严希平 丁正夫 ２５ ３０９４ ２１３．３ １９３０８．６ １０９８６

大石社区 石小林 ／ ２４ ３９６０ １８６．０７ １５３３９ ９５１５

小马社区 陈慎 王天华 ２５ ２６０５ １５８．２７ １２１１６．７ １０５３６

龙 河 村 周维兵 周维兵 ２２ ３２５８ １５５．２ １４１３８ １０７９１

平 田 村 薛萍 杨海涛 ２６ ３９８７ ２１６．６７ １８６５３．６ １０２９８

四房社区 李世安 李世安 １８ ３０８７ １６４．６７ １４１６１ ９３０４

长 庄 村 张台建 张台轩 ２４ ３０３５ １６２．５３ １４７６７．０８ １０３３６

长 西 村 李文泉 陈建明 ２２ ３０４７ １６４．４７ １５９５３．８ １１５０１

老 庄 村 朱益祥 朱益祥 ２０ ２５７８ １８３．８７ １１６０１ １０１４７

江江江　　　　　　安安安　　　　　　镇镇镇

【概况】　江安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南与靖江市隔

河相望，西与泰兴市毗邻，宁通高速公路横穿东西，

焦港运河、江曲公路纵贯南北，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全镇总面积８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５．５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４１６４．６１公顷。辖行政村１５个、社区

１０个、村（居）民小组５４２个，总户数２．８８万户，总

人口９．０７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５．６５万人。２００９年，

获全国环境优美镇、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

范镇、省卫生镇、省体育强镇、南通市法治合格镇称

号，被表彰为如皋市文明镇、“六城同创”红旗单位、

服务业红旗单位、财政收入红旗单位、新农村建设

红旗单位、“帮村帮户”工程先进集体、法制宣传先

进集体、人民武装和国防动员建设先进单位、农村

危桥改造先进集体、农村清洁工程先进集体、环保

工作先进单位、区域教育现代化创建先进集体、文

化体育工作先进集体、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先进集

体、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镇工作目标综合考核

中获三等奖，被评为先进镇。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增加值

１．８８亿元。以二元母猪繁殖、水产、生态农业为重

点的项目农业迅猛发展，新增农业项目２３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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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项目１３个，总投入１．７１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１６％，名列全市第一。新建市级园区１家（明珠畜

牧有限公司）、镇级园区４家（瑞荣水产专业合作

社、南通繁兴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如皋市云强牧业

有限公司、游龙生态山庄）。先后整治三级河道

１０条，计２１．５７公里，动土量５６．６７万立方米。清

理四级河及家沟家塘１８５条，计１２５．２９公里，动土

量１２６万立方米，占全市总动土量１／６。全面完成

村级通达工程、河堤绿化、农田林网、四旁植树、镇

区绿化、庭院绿化任务，涉及全镇５个村（社区）的

宁通高速绿色通道绿化栽植全部到位，全镇通过市

级成片造林验收５７８公顷，占全市１／８，计划完成

率１０４．８７％。新增秸秆还田机２３８台。１０月２１日，

参加在如皋召开的全省稻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演

示会与会人员，到江安镇参观徐柴村机具现场

演示。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５２．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４９％，其中规模工业产值

３３．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１．７％。完成项目投入

１２．８９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１７．１９％，同比增长

１４．５８％。实现工商注册外资２５００万美元，占计划

１６６．７％，实现到账外资８２４．３万美元。新增个体

工商户２５４户、私营企业８１家，新增私营企业注册

资本２．１亿余元，引进市外民资注册资本２．１４亿元。

新增注册商标１１个。全镇服务业投入８６１５万元，

占年计划的１０７．６９％，实现服务业税收３８７５．８９万

元，占年计划的６４５．９８％。全镇５家企业建成产

学研基地，申请专利４１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２５件。工业集中区具备“七通一平”条件，新扩建

食品工业园区，１０家食品企业先后进驻，成为振兴

全镇工业经济的新增长点。新增规模企业１１家，

全镇规模企业累计达６７家。初步形成南区轻纺、

汽配、船舶工业，西区食品、化工工业，镇中机械、服

装、电子工业的产业布局。

社会事业　年内，江安镇以创建省卫生镇和全

国环境优美镇“两镇同创”为载体，完善“六横四纵”

道路框架，路灯、给排水、绿化等配套设施实施到

位，部分迎春路面实施彩砖铺设，提升农贸市场、文

化广场等级。加快滨江琦景二期、益多花园、府前

路商贸街、江波苑、立新河风光带高层住宅等房地

产开发，全年完成开发１０万平方米。农民集中居

住区累计开工建设１８１户，建成１５５户，新增镇区

人口３６００人。重点推进宁通、镇中、申九、徐黄、黄

市、黄建、联络７个省级卫生村（社区）创建工作。

全镇２５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达到示范村要

求，５家卫生服务站申报省级示范站。建成污水处

理厂。全镇２５个村（社区）累计改厕１．８４余万户。

改造农村危桥１５座，新建农村公路６４．３３公里。

完成数字电视整体转换１．２万户。新增农保扩面

１．７５万人，农民参合率达１００％。全镇享受独生子

女奖励补助政策的村（居）民８７４人，新建世代服务

中心，新建村级文化园３个、镇级文化园１个，计划

生育率达９７．８％。完成中心幼儿园整体搬迁工

程。相继建成葛市小学实验楼、滨江初中教学楼、

学生公寓楼。新建土管所大楼正式投入使用。镇

卫生所、按国家公安部标准建设的派出所大楼按期

竣工。拆除农村旧房３２１户，复垦土地２５公顷。

完成１０个图斑土地占补平衡复垦工作，总面积

７公顷，通过省厅验收。镇文体活动中心常年向群

众开放，村村设有篮球场、农家书屋、乒乓球室、健

身器材等。镇村低保全覆盖，实现应保尽保，足额

发放。新建敬老院，可容纳２６０个床位。全镇结对

帮扶贫困户２２９３户，至年底基本脱贫，部分帮扶户

走上小康之路。全镇２５个村（社区）经考核验收，

小康指标实现值综合得分９５．４分，实现全面小康。

４月，环镇北路工程竣工。７月，宁通、镇中、申九、

徐黄、黄市、黄建、联络７个村（社区）省级卫生村

（社区）创建工作通过省级验收。９月，完成人民路

南延工程沥青路面铺设。１０月底，完成人民路江

安大桥以北北延工程，实现环镇南路和环镇北路全

线贯通。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江安中学、镇

卫生所、镇农技站、镇城管执法中队、镇兽医站、镇

劳保所、镇文化站７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江

安邮政支局、江安派出所、江安电信支局、江安农行

分理处、江安信用社、江安财政所、江安国土所被评

为文明行业，联络社区、徐黄社区、黄市新社区、环

池社区、中心社区被评为文明社区，佘圩村、马堡

村、曹杜村被评为文明村。朗庙村被评为全面小康

竞赛先进村，学良生猪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农村三大

合作组织建设先进集体，黄建村被评为村组公路建

设管理先进集体、农村清洁工程先进集体，江苏长

寿集团明珠畜牧有限公司、如皋市时来牧业有限公

司被评为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先进集体。

·４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江安镇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暨第三届全民运动

会】　５月１日，江安镇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暨

第三届全民运动会在江安中学田径场隆重举行，活

动设开幕式、过街表演、体育类比赛、文艺类比赛

４个项目。

开幕式入场仪式组织５辆彩车３４个方阵进场。

过街表演由长寿锣鼓队、鼓号队、倒花篮队等６个方

阵举行文艺表演。万余群众现场观看。体育类比赛

设乒乓球、象棋、篮球、拔河等比赛项目１０个，文艺

类比赛设卡拉ＯＫ、绘画、书法等项目５个，分设一、

二、三等奖，１８７６人参赛，其中１５３人获奖。

【江安镇教育布局调整】　８月，江安镇整合教育资

源，撤并生建、马堡、北元、百新４所小学和黄市初中，

撤并生建、马堡、曹杜、北元、百新、头圩、新建７所幼

儿园，全镇教育布局由原来初中２所、小学６所、幼儿

园１０所调整为初中１所、小学３所、幼儿园３所。

【全省稻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演示会参观徐柴村机

械化还田现场】　１０月２１日，全省稻秸秆机械化

还田现场演示会在如皋召开，来自各省辖市，秸秆

机械化还田示范县、试点县及示范乡镇所在县（市、

区）的１５０多名农机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江安镇徐柴村稻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作为全

市秸秆还田工作示范点，接受与会人员集中参观。

【江安镇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

１０月底，江安镇提前完成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收入

全年任务，居全市第二名。

至年 底，江 安 镇 完 成 全 口 径 财 政 收 入

７３４３．８１万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８％，同比增长

２４．２％；完成一般预算收入３０８７．５９万元，占年计

划的１１４．３６％，同比增长３２．８％。

【江安镇司法所被首批命名为省优秀司法所】　１１月，

江安镇司法所被省司法厅命名为省优秀司法所，成

为全省首批省级优秀司法所。

年内，江安镇司法所坚持高标准、高起点、严要

求，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努力提升法律服务

软实力，省优秀司法所创建工作成功通过创建

验收。

【江安食品工业园区一期工程竣工】　１２月，江安

食品工业园区一期工程竣工。

江安镇食品工业园区位于联络社区，一期工程

占地７．２公顷。至年底，如皋康泽食品有限公司、

如皋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如皋健康食品厂、如皋友

谊食品厂、如皋康乐食品厂等１０家食品企业进驻

园区，总投资５０００多万元，成为全镇工业经济新的

增长点。

【江安镇获法治南通合格镇称号】　１２月，江安镇

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评为法治南通合格镇。

江安镇连续五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社会治安

安全镇。年内，围绕法治创建工作总目标，开展民

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全镇２５个村（社区）均建

成市民主法治示范村。

（黄明德）

２００９年江安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５７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０３０６４　 －４０．８４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２１０ １８．８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８９８６　 １６．４８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６０５５６ ２０．８４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７７６１　 ２７．９３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８３８７ ３．２８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１４２１　 －０．４８ 各类汽车 辆 １５９６ ７６．９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４０３５８　 ３．０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９２ ３．２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１ －７．０７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６９ １８．９７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４８．２ ３５．２４ 科技人员 个 ９６３ １２．１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２３２　 ２８０．２５ 中小学校 个（所） ４ －６６．６７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９８　 １３．３１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７０９３ －６．６８

工业企业 个 １０１１　 ６．０８ 在职教师 个 ４４２ －５．９６

·５５３·镇区概况



　续表５７－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０１１　 ６．０８ 医院 个 ３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０１２４６　 ２１．６８ 卫生室 个 ３２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５３６６　 ２２．８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０８　 －６．９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０ ６．６７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２８７６１　 ６４．７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８２４．３ －３１．５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２７９６ １５．２２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４５７５　 －３１．６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９６００ １．９３

三产实体 个 ３８７８　 ２．１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８８５３ ９．３０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３９１２　 －０．３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４ １２．８２

２００９年江安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５８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朗 庙 村 沙建春 丁国圣 ２６ ３４８０ １５９．１３ １３７７２ ８１６７

新 建 村 何宏开 范荣波 ２７ ３５６５ １９９．６７ １３８７０ ８７２０

佘 圩 村 陈国平 陈国平 ２１ ３０８４ １５３．７４ １１６８１ ８７９９

北 元 村 石 岳 石 岳 ２４ ３３７２ １５８．２７ １１６７６．４ ８４３１

环池社区 许金来 许金来 ２３ ３４６２ １４５．３３ １２８６７ ８５９７

六 团 村 徐文中 徐远学 ３０ ４３７２ ２６９．５３ １６７５０ ８２２６

申 九 村 张永旺 张永旺 ２０ ２９９６ １７４ １１４２４ ８４９２

鄂 埭 村 谢建平 谢建平 １７ ２４７１ １０５．７３ １１７３４．７ ９０８６

百 新 村 严世祥 王 剑 １８ ２７８２ １６５．２７ １１２０６ ８６６８

宁通社区 钱惠明 龚玉平 ２３ ３５５３ １３４．９３ ８３７９０．９ １２０２４

葛 市 村 石留明 周云圣 １６ ２３８７ １００ ９７９６ ８０７０

徐葛社区 夏泽泉 葛永池 １８ ２２１０ １２８．３３ ８２００ ８６６０

徐 柴 村 高甫平 高甫平 ２１ ３５７１ １５４．４７ １３８５４．９１ ９７９４

黄 建 村 黄甫华 黄甫华 ２３ ３５７０ ２３６．６ １３２４４．４ ８１９５

黄市社区 宋友才 严尚平 ２７ ４４６０ ２２６．８７ １５９４０ ８４８２

中心社区 黄贵华 黄贵华 ２３ ３９４１ １７４ １４８０６ ８２６９

陈 严 村 陈兴良 周荣俊 １９ ３４２４ ２０３．５３ １２２１０．７ ８０６６

周群社区 周久仁 周社建 ２５ ４２１８ １９５．４７ １７３７４ ８６５５

镇中社区 周建生 周建生 ２４ ３７７１ １６３．８７ １７５７３．８ ９１７１

徐黄社区 黄永贵 黄永贵 １９ ３１６８ １５５．６７ １４４９２．６ ９００９

戈堡社区 周维业 周维业 １７ ２４４２ １３８．２ ９９９５．３ ８５４２

联络社区 黄国平 黄国平 ２３ ４４１８ １３４．５３ ３２９２０ １１１３５

合 作 村 陈邦太 陈邦太 １９ ２９５６ １５６．５３ １０２３３ ８１４４

曹 杜 村 赵锦新 赵锦新 ２０ ３２２４ １７８．４７ １１５９９．５ ８５４４

马 堡 村 叶昌宏 叶昌宏 １９ ３００９ １５２．４７ １０８４８．２ ８３４７

高高高　　　　　　明明明　　　　　　镇镇镇

【概况】　高明镇位于如皋市西部，西与泰兴市接

壤，南与靖江市毗邻，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诞

生地，属黄桥革命老区。全镇总面积６６．８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３４９６公顷，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６个、

村民小组３５５个，总户数１．５万户，总人口５．３７万

·６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人。２００９年，完成财政总收入１５１７．３６万元，同比

增长１９％，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

一般预算收入６４７．４２万元，同比增长２６％。被南

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水利建设“十佳”单位、农业

综合开发先进单位，被如皋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

镇、绿化工作先进镇、项目投入红旗单位、“六城同

创”红旗单位、新农村建设红旗单位、服务业红旗单

位、工业经济竞赛先进集体、工业集中区建设先进

集体、村组公路建设管理先进集体、区域教育现代

化创建先进集体、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村

级集体收入先进集体，获河道环境综合整治一

等奖。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农业总产值

２．４９亿元，高效农业种植面积占比７８．４％。在全

市率先完成春季绿化造林工作任务，全镇新增绿化

面积２０４公顷，周庄社区、中心社区、卢庄村等８个

村（社区）通过市绿化合格村验收，绿化覆盖率居全

市镇区之首。新增一般项目农业２３个、规模项目

农业８个，完成投入１．３９亿元。新增卢庄、刘庄

２个镇级甜豌豆种植园区，创办晓庄千亩桑田养鸡

生态示范园。完成土地流转２３３公顷。黄庄娃娃

鱼水产养殖项目填补南通空白。投资４８０万元，实

施卢庄和刘庄万亩桑田农业综合资源开发。累计

建成高明庄佳康渔业、黄庄优民生猪养殖、周庄群

益桑蚕养殖等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５个，新增协农禽

业、有利羊业、东刘果蔬等“四有”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６家，累计建立周庄社区、章庄社区、黄庄村等土

地股份合作社１２个，建立中心社区、胜利社区集体

资产股份合作社。新增秸秆还田机械３２台，特色

农机具２４台，插秧机２４台。提前完成河道整治任

务，累计整治镇村河道４６条，动土量７２万立方米。

６月，全市秸秆机械化还田、水稻机插秧现场会在

高明镇召开。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

２０．４９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５．９８亿元。完成

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２．４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

其中完成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５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规模工业实现利润３１９６万元。完成全部

工业投入４．７１亿元、规模工业投入４．１１亿元，分

别占年计划的１０４．６％、１０８．１％。完成工商注册

外资１７００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６９５万美元，分别

占任务的１４１．７％、８６．９％。引进市外民资１．０２亿

元，占年计划１２０．１％，其中制造业９７０５万元，占

比９５．１％。新增个体工商户１１７户、私营企业３６家，

新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８４１９万元。在外能人返乡

创业３６人。新增注册商标６个。工业用电量

３４６８．１３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５％，新增装机容量

６８８２千伏安，同比增长２４２．２％。

社会事业　年内，高明镇投入８００万元，高标

准实施区域教育现代化工程，中考１６人被如皋中

学公费录取，２１８人被省重点高中公费录取，创历

史最好水平。农村改厕工作全面铺开，全镇改厕

１２５０６座，中心社区、胜利社区、周庄社区、晓庄村

通过省卫生村省级考核验收。以周庄社区、刘庄村

为重点村实施的“一池三改”工作完成５００户。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全年享受市镇大病补

助２３００多人计４２０多万元。世代服务中心投入使

用。率先在全市完成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新增数字

电视用户９２８８户，整转率达９８．５％。新增农保参

保３１６５人，续保９５４６人，累计完成１２７１１人。完

成５１９４米区域供水管网铺设。７月，中心幼儿园

通过省优质幼儿园验收。９月，高明中学教学楼、

学生公寓、报告厅竣工交付使用。晓庄村启动全市

首家村级托老院建设工程。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高明镇配备

村级专职调解员２４人，全力化解矛盾纠纷，未发生

行政败诉事件。开展“平安电力”、“平安学校”、

“平安企业”等平安创建活动，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皋翔水泥、盟泰工艺等４个单位被评为市平

安企业。组织市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派出所、

中心初中、供电所进行行风评议。建成陈庄、晓庄、

高明庄等农家书屋１２个，其中周庄社区、章庄社区

建成农家书屋示范村。建成中心社区、胜利社区、

章庄社区和镇文体广场。镇水利服务站、镇农技服

务站、镇建管所、镇卫生所、高明医院、铁汉合金有

限公司、顺达制丝有限公司、皋翔水泥粉磨有限公

司等１４家被评为市文明单位。

【高明镇连续两年获全市河道环境综合整治一等

奖】　９月，在全市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动员会

上，高明镇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获全市一等奖。

高明镇连续两年获此奖项。

年内，全镇累计整治镇村河道４７条，总长

５１．０３公里，清淤土量８２．８４万立方米，提前半个

·７５３·镇区概况



月完成河道整治任务，河道全面整形出新。

【全市首家村级托老院建设工程启动】　９月，高明

镇晓庄村启动全市首家村级托老院建设工程。

晓庄村托老院由如皋新空间集团董事长曹建

国（晓庄村人）与村支书缪世益共同投资兴建，总投

资４２０万元，占地１．２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

方米。建成后的托老院有套房５８间、休闲用房

１２间，院内设有假山喷泉、健身路径、垂钓中心等，

环境怡人，可以让在外工作创业者无后顾之忧，让

无家人照料的老人老有所乐，安度晚年。

（郑子平）

２００９年高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５９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６７０４０　 ４２．５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８４２　 ３．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５１７．３６ １５．７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４４５５　 １．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４９３２　 ３．４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０９８０　 １３１．５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６０５４　 ４．６ 各类汽车 辆 ４０５　 ２５．８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３５００　 ７．４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４２　 １４．５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４．８５ １．０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６．５ １４．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３６．８０ ２．５ 科技人员 个 ５６２　 ９．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７３１　 １８１．２ 中小学校 个（所） ４　 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６８　 ９．１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２２６　 －９．８

工业企业 个 ６２３　 ２．８ 在职教师 人 ２１１　 １．４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６２３　 ２．８ 医院 个 ２　 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１９３６８　 ２．４ 卫生室 个 １７　 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６７２２　 ２．１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１．３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４５　 －１３．５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４　 １０．６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３７５０　 －１１．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６９５　 ６．６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０６１０　 １９．９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８１１４　 １．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２７１１　 １７．９

三产实体 个 １５４８　 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８６６０　 １３．３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７２８９　 －９．１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１　 ０．０

２００９年高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６０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中 心 社 区 许 鹏 许 鹏 ４１ ６４１７ ４２１．８ ２８８７４ ９２１０

胜 利 社 区 孙尔鸿 孙尔鸿 ３７ ６００４ ３０３．４ ３１４０５ ８９０７

陈 庄 村 孙福亮 孙福亮 ２１ ３１４１ ２１２．６ １４９４６ ８１９６

周 庄 社 区 周久海 周久海 ２５ ４１０８ ２５２．７ １９００５ ９３８９

章 庄 社 区 孙福建 孙福建 ３１ ４２３３ ２９３．３ １５９４４ ８２９５

高明庄社区 缪世益 缪世益 ２９ ３５０７ ２７７．７ １４４２６ ８４７３

晓 庄 村 缪世益 缪世益 ２０ ３７９０ ２４６．５ ９８１７ ９１３２

鲍 庄 社 区 王桂成 王桂成 ２１ ３２３８ ２１７．１ １３４４４ ８７６８

西 庄 村 孙家仁 孙家仁 ３４ ４６０９ ２６０．７ １９８５５ ８４４６

黄 庄 村 王兴宏 王兴宏 ２９ ４４００ ３０９．３ １６２８９ ８２５６

刘 庄 村 钱 玉 钱 玉 ３１ ４１２４ ３００．６ １７３００ ８４９０

卢 庄 村 章仁静 章仁静 ３６ ５３５６ ３８９７ １９０８９ ８２３４

·８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常常常　　　　　　青青青　　　　　　镇镇镇

【概况】　常青镇位于如皋市西部，属黄桥革命老

区。全镇面积６１．２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３２００公

顷。辖行政村６个、社区６个，村民小组３１９个，总人口

５１０６８人。２００９年常青镇被评为南通市高效农业规

模化先行镇、如皋市文化体育先进镇，获如皋市招

商引资先进集体、人大工作先进集体、计划生育先

进集体、广播电视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常青镇立足调整农业

结构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重点推进规模农业、高效

农业发展，全年新增设施农业２００公顷，设施农业

覆盖土山、袁庄、叶庄、万全、董王、邹蔡６个村，被

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高效农业规模化先行镇。

新增３０万元以上农业项目５０个，其中规模农业项

目５个。全镇饲养百头以上生猪、千羽以上家禽的

农户达１３０多户，新建市级养殖园区１个（南通佳

华养殖有限公司）、镇级园区３个（翔远獭兔养殖

场、信德兔业专业合作社、华翔禽业合作社）。“三

大合作”进程加快，建成陈
"

生猪养殖、神马养殖、

洪祥花木等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９个和协会１个（常

青蚕业协会）。建成跃华种植农地，桂如种植农地，

董王种植农地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１２家和草张

庄社区、叶庄社区集体股份合作社２家。在邹蔡

村、蔡炎村新建标准化示范泵站２座，改善灌区面

积３００公顷，并成功获得国家级焦港灌区项目和

８００公顷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３月，南通

市农村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土山村高效农业示范

基地为会议提供唯一设施农业现场。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６．８亿元，其中２０家规模企业应税销售５．８１亿元。恒

绮纺织、鸿基织造、昊晟纺织应税销售总额进入全

市前１００强。完成工业用电量３７５０．８４万千瓦时，同

比增长７．４％，新增电力增容５３９０千伏安，其中大工

业增容１３９０千伏安，分别同比增长８５．９％、１２１％。

开工建设规模以上工业项目１７个（以独资、合作方

式引进８个），其中昊晟纺织、亨大利橡胶、华罡建

材、登峰材料、三喜印花等９个项目实现当年建设，

当年投产。澳资项目南通澳泰城市建设服务有限公

司、港资项目南通圣川食品研发科技有限公司正式

落户。累计注册公司制企业１６７家、个人独资企业

４２４家、个体工商户７１４户，其中个体小纺织户４０多

户。海圩村大学生村干部黄宏鯢因创办獭兔养殖园

和信德兔业合作社，被评为２００９年度“信合杯”全市

大学生创业唯一一等奖，并获全省大学生村干部创

业大赛优胜奖。振兴化工、鼎盛化工建成南通市级

产品研发中心。

社会事业　年内，镇政府投资近８００万元，建

成叶庄小学综合楼、铁草小学教学楼和常青初中学

生公寓楼。常青初中普通高中公费生录取率连续

７年名列全市第一，在全市叫响常青教育品牌。区

域教育现代化实现重大突破，６所小学撤并为２所，

土山幼儿园通过省级优质园评比验收。在全市率

先完成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转换率９７％，续费率

９６．５％。建成全市首家社区卫生公共服务中心和

省级世代服务中心。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制度，计划生育率９９．１％，计生工作在全市保持领

先。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年内新增农保参保

２６１４人，累计参加农保人数８２２１人，占应保人数

的５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启动省

级卫生镇、环境优美镇创建工作。全年房地产开工

建设面积５．３万平方米，竣工４．２万平方米。在镇区

和草张庄街区建成日用百货超市９家。新建龙宇农

贸市场，占地２公顷。建成居民休闲广场２个，镇区公

厕３座。垃圾中转站正常运行，镇区及附近村庄垃圾

实现日产日清，完成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和３０００米

镇区主污水管网铺设。完成翻身港至圩岸转盘道路

的拓宽改造和常青大道中段改造，建成新泰路、常

乐路、育贤西路，对新叶西路实施配套建设和环境

整治，完成叶庄大桥移址重建。全镇通达工程实现

村村通公交。全年农村改厕１．１５万座。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常青镇深入

开展村民自治工作，严格执行村民议事制度，一事

一议成功率达１００％，全年村务公开４次。累计解

决各类矛盾纠纷１６７起。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全面完成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改善村民参

政议事环境。常青镇被评为全市文化体育先进镇。

常青广电站被南通市广电局评为群众满意站所。

镇农技站获省农业科普宣传先进集体、南通市农资

诚信经营单位、南通巾帼文明岗、市农林工作先进

集体等称号。４月，承办如皋市村（居）“三百竞赛

活动”暨外来人口乒乓球总决赛。９月，举办庆祝

建国６０周年“红色家园，和谐常青”文艺演出。

·９５３·镇区概况



【黄宏鯢获省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大赛优胜奖】

１２月，海圩村大学生村干部黄宏鯢获全省大学生

村干部创业大赛优胜奖。年内，黄宏伯带领村民养

殖獭兔，全年实现出栏商品獭兔１０万只，增加农民

收入２００万元以上。他带领群众走特种养殖致富

的事迹，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１０月，黄宏伯獭兔养殖项目在“信合杯”如皋

市大学生村干部创业项目大赛中获唯一的一等奖。

【常青建筑公司施工产值逾１２亿】　２００９年，常青

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完成施工面积１２０万平方米，施

工产值超１２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５％和１８％。

年内，常青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建立党委、晋

升一级资质企业为契机，在巩固太原、重庆、武汉、

成都等地建筑市场的基础上，强化科技带动，实施

品牌拉动。

（王　璐）

２００９年常青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
　表６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７５２００　 －１．７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３４１ ６．０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７００　 －５３．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１３００ ５．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３０００　 ９．５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０３１０ ７．２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２２６３　 －１５．３ 各类汽车 辆 １４２９ ９９．８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９６５０　 ６．２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０７ １２．６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４．５ －８．１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５０ ４．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０　 －４．１ 科技人员 人 ４８９ １．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７４　 ４０．０ 中小学校 个 ３ －５５．６

种养专业户 个 ６０１　 １７．６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７０９ －１２．０

工业企业 个 ６２２　 ０．９ 在职教师 人 ２７１ １．４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６５７　 ８．９ 医院 个 ２ 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２．１ ５．８ 卫生室 个 １７ 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２５６１８　 ３３．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６４　 －９．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１ １．１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２７０００　 ５１．１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３１．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８９０　 ３４．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９０８０ ６７．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４４５０　 ４．６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１０４０ ８．２

三产实体 个 ６８　 １５．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７９１ １３．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０２３１　 １４．０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９６ ７４．０

２００９年常青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６２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海 圩 村 明长富 明长富 ３０ ５０８８ ２７４．５ ３６９０４．１ ９２５１

铁 篱 社 区 石品高 石品高 ３０ ４５７０ ２４７．１ ３７４３２．５ ９３２２

草张庄社区 张剑宏 张剑宏 ２７ ３８７８ ２４６．３ ３６１５８．４ １０３３０

邹 蔡 村 邹 平 邹 平 ２４ ２９９３ １９４．０ ２３５５０．４ ９２７２

蔡 炎 村 李世国 李世国 ２５ ３８８８ ２１８．４ ２３９２４．６ ９３８３

横 埭 社 区 蔡明祥 蔡明祥 ３７ ４６２３ ２４７．５ ４５４４８　 ９３３２

袁 庄 社 区 申跃华 申跃华 ２２ ３５４６ ２４２．０ ３８４３０　 ９８１７

叶 庄 社 区 金银建 金银建 ３７ ５０３１ ３２１．１ １９７７６０．４ １１３２２

·０６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续表６２－１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万 全 村 陈怀进 陈怀进 ２５ ３４９９ ２６２．９ ３２４６２．７ ９３０８

楼 冯 村 韩书建 韩书建 ２１ ２６１０ ２１５．６ ２２７７６．６ ９７８２

董 王 社 区 印国兰 印国兰 ２０ ２７５６ ２０２．４ ４３８６２．３ １０２３６

土 山 村 薛桂如 薛桂如 ２１ ２８６８ ２３６．８ ２２７５５．５ １００５６

搬搬搬　　　　　　经经经　　　　　　镇镇镇

【概况】　搬经镇位于如皋市西部，西临泰兴，北接

海安，３３４省道、如泰河贯穿东西，王石公路、焦港

运河穿境而过，属黄桥革命老区。全镇总面积

１１０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６２１７公顷。辖行政村

１１个、社区１１个，总户数２．７万户，总人口９．２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８．６万人。２００９年，全镇实现全

口径财政收入５４７６万元、一般预算收入２６１１万

元。获国家环境优美乡镇、省卫生镇称号，被评为

如皋市招商引资红旗单位、“六城同创”红旗单位、

新农村建设红旗单位、全面小康建设红旗单位、

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先进集体、绿化工作先进镇、

农村清洁工作先进集体、计划生育先进镇、人武

工作先进集体、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卫生工作先

进镇、文化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村组公路建设先

进集体、农村危桥改造先进集体。年终综合考核

排名列全市第三。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搬经镇农民人均纯收

入１０６９６元。完成农业项目总投资１４６８６万元，其

中规模项目农业总投资８０８６万元。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用足、用活、用好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广泛吸

纳资金，实行多元投入，全方位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做大做强农业园区，新增设施农业面积１５４公顷。

注重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建成南通市级园区１个

（高沙土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园区），搬东果蔬园、严

鲍果蔬园、欣平养殖园等村级园区１４个，华多种

猪、乐佳面粉厂、多瑞尔饲料被命名为如皋市农业

龙头企业。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３５家，辐射和带

动农户２７１７０户，全年销售额超５０００万元。全镇

２２个村（社区）全部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土

地利用率和效益得到提升。搬东、搬经、朱夏、群

岸、湖刘５个村（社区）建立集体资产合作社，享有

股权户数１９６６户，资产总额５０８万元。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

６９．５亿元，占全年目标的１１７．８％，其中：规模工业

产值３０．５６亿元，占全年目标的１２７．３３％；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１０．２７亿元。规模企业实现应税销售

６．９７亿元，占全年目标的１０１％。规模工业实现利

润１２６９８万元，占全年目标的１２６．９８％。完成三

产服务业投入６２９６万元。完成全部工业项目投入

１６．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９％，其中规模工业项目

投入１５．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５．７２％。工业用电量

１０３５９．４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４％，工业新增装机

容量５５９９千伏安。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８００万美

元，实际到账１００３万美元，净增个体工商户

２２４家，新增私营企业８０家，净增私营企业注册资

本２．９３亿元。新建易达电子、华冠电器、透平叶片

等南通市级工程研发中心７家，申请专利３０件，完

成商标注册１７个。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４９家，其中

亿元企业８家。申报高新技术产品５个（海泰科特

公司的ＨＴＷ７７２增压器涡轮、ＨＣＷ９９１压气机叶

轮、ＨＴＷ８０８汽车增压器涡轮，透平叶片公司的

１３．５千瓦汽轮机喷嘴叶片，非标轴承公司的分离

式满球轴承），透平叶片、非标轴承进入省级高新技

术企业行列。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农村交通条件不断改

善，全年改造危桥６座，修缮农桥３座，新增农村通

达工程水泥路１６公里，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到

位率１００％，村村通公交全面运营。先后投入

６０００多万元，重点推进搬经西桥、绘园路南延工程

等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集中区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镇区“四横四纵”道路框架基本构成。加

大教育投入，镇中心初中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连续四年获市二等奖。完成省投３４００万元土地整

理项目，项目区总面积１８４３．３７公顷，建设规模

１５３９．１３公顷，新增耕地７７．０３公顷。新型农村合

·１６３·镇区概况



作医疗人口覆盖率达１００％。获市计划生育工作

先进集体、殡葬改革工作先进镇、老龄工作先进镇

称号，镇计生服务站被南通市计生委评为二星级计

生服务站。全面启动财税体制改革，强化村级财务

管理，及时发放粮食直补、农资补贴和农村低保资

金等补助，资金总额７００余万元。搬东、群岸、芹

界、加马、龙桥５个村通过农家书屋示范村验收。

全镇数字电视整转用户１３４１３户，新发展有线电视

用户１１００户，数字整转率达９８％以上。５月，总投

资３０００多万元新建的镇中心初中投入使用。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搬经镇依法

召开镇第十四届人代会第二、三次全体会议，补选

副镇长２名、人大副主席１名。办理代表议案和建

议批评意见，接收并全部办结５人以上联合提名议

案５件。高标准完成上级赋予的兵役登记、民兵整

组、民兵应急分队训练、学生军训、征集新兵等工

作，被评为市人民武装和国防动员建设先进单位。

“五五”普法工作获省中期合格乡镇、南通市“三无”

乡镇等称号。全面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全镇去

京、去省、去市上访量显著下降，被评为市信访工作

先进集体、市长公开电话受理承办工作先进集体。

大调解工作模式在全省推广，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连

续两年被评为市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经验和做法被《人民日报》要闻版和相

关网站报道，被评为南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

体。１０月，举行搬东社区太阳寺奠基仪式。

【搬经镇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考评验收】　１１月，

搬经镇顺利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验收组考评

验收。

年内，搬经镇将创建国家环境优美乡镇、省卫

生镇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积极推进

全镇环境整治和改厕工作，完善长效管理体系。

１０月，搬经镇被省爱卫会命名为江苏省卫生镇，湖

刘、加马等８个村（社区）被命名为江苏省卫生村。

（张晶晶）

２００９年搬经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６３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３００１９　 １８．９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７２２ ５．９７

财政收入 万元 ９１４１　 １６．６４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９４５０ ８．８６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４１５８　 １６．０４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３１００ １２．９３

粮食总产量 吨 ５３２００　 ６．２８ 各类汽车 辆 １１００ １６．３６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７３３７２　 ３．０９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４０ ２．９４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６ －２．６３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７ ２．４７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１０　 －９０．９１ 科技人员 人 ２３８０ ５．２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２５０　 ０．３２ 中小学校 个 ７ －８５．７１

７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０７　 ５．９４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０４０ －６７．８６

工业企业 个 ８３６　 １２．７８ 在职教师 人 ３７０ －５７．８４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６９０　 ７．２５ 医院 个 ４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４１７４９　 ２５．５７ 卫生室 个 ６１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９３３　 １２．０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５　 ２．０１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０ ０．０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３４６５０　 ２０．４１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４００　 １．５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６０００ １２．７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１９００　 ４６．９３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７１２３ ２７．６９

三产实体 个 ８３６　 －４．７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０４２８ １１．５１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３６９９１　 －１．７１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７０ ０．００

·２６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年搬经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６４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搬经社区 陈晓祥 陈晓祥 ２６ ８０９５ １８０．３ １５３５８２．４ １４０７７

加马社区 陈 建 陈 建 ３０ ３９６３ ２４６．１ １８２８２．６ ９７３９

焦 港 村 袁勇慧 袁勇慧 ２６ ３３６５ ２５３．４ １５９８３．８９ １０４７９

丁 许 村 钱开明 钱开明 ２８ ３３７６ ２４５．６ １９８５５．６６ １０３３０

万 富 村 顾宏如 顾宏如 ４２ ４４４６ ３２２．１ ２１７４５．１１ ９４５８

梅 甸 村 邵先良 邵先良 ２４ ２９６３ １７４．３ １６１５０ ９６６３

谢甸社区 徐绍贵 徐绍贵 ３２ ４０７０ ２３７．２ ２３２４４．９ １０４２３

加力社区 谢玉军 谢玉军 ３６ ４５５８ ２８５．１ ５５５７５．８ １２２７３

搬东社区 张 建 张 建 ２０ ３０１６ １５０．８ １３００９．２１ ９９６３

严鲍社区 卢玉如 卢玉如 ２３ ３１３０ ２５４．５ １３５９１．３ ９６１７

朱夏社区 丁维民 丁维民 ４１ ５４７８ ４０１．３ ５７８６１．８４ １１３２７

群岸社区 丁邦辉 丁邦辉 ２９ ３８０６ ２８３．２ ９２４４１．７ １３０３５

芹 界 村 朱千政 朱千政 ３６ ５６１６ ３６９．６ ２４２９０．４ １０５６２

鞠桥社区 谢建华 谢建华 １５ ２６８５ １４７．６ ２４１３８．８６ ９７８２

夏 堡 村 季万进 季万进 ２２ ２８６８ １５９．６ １８６８１．４４ ９１８４

任 庄 村 任志龙 任志龙 １５ ２２７７ ２４１．３ １２９８７．３ ８９５９

湖刘社区 汪正祥 汪正祥 ３０ ４４６４ ２５０．５ １０９５８２．３ １２４６１

林 上 村 尹加生 汪宝剑 ２７ ３１４０ ２３１．５ １４３１７ ８０１９

肖 马 村 肖美兰 肖美兰 ２９ ３６７６ ２４３．６ １５８４０．１３ ８３９８

兴夏社区 鞠九新 鞠九新 ３４ ３４６８ ２５０．８ １６７５１．０２ ９２２２

龙 桥 村 闫海春 闫海春 １９ ２２８５ １６３．１ １８７３０．４５ ８８９７

港 桥 村 李宏明 李宏明 ２６ ３４８９ ２６８．７ １６４３４．１２ ９３８１

磨磨磨　　　　　　头头头　　　　　　镇镇镇

【概况】　磨头镇位于如皋市中部，为江苏省重点小

城镇。全镇总面积１０２．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４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３４７公顷。辖行政村１６个、社

区５个，总户数２．５４万户，总人口８．２６万人，其中

非农业人口８４８２人。２００９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

总值１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６％，三次产业比例

由１０．６∶５６．９∶３２．５优化为９．６∶５７．２∶３３．２。

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３７００．６７万元，其中一般预算

收入１９９６．７７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亿

元，同比增长２６．８％，占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９％。被

命名为全国环境优美镇，被如皋市委、市政府评为

招商引资红旗单位、全民创业红旗单位、“六城同

创”红旗单位、服务业红旗单位、小集镇建设红旗单

位、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磨头镇实现全面小康

镇四大类１８项２５个指标目标值，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实现农业总产值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４％，占

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５％。新开发一般项目农业３３个，

完成投入１．２２亿元，新增规模项目农业１２个，完

成投入１．６３亿元。新建丁阳高效农业园区、塘湾

帝然农业园区２家镇级高效农业种植园区，银燕养

殖场、苏冒生态养殖场等３家市级养殖园区。启动

万亩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在曹石村新建钢架大

棚２０公顷。新建高李草莓专业合作社、富民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五洲花木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

合作社２７家，其中五洲花木专业合作社、兴韩禽业

专业合作社、朗张果蔬专业合作社等１０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达“四有”标准。新建天阳果蔬、塘湾果

蔬、曹石果蔬等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２１家。

·３６３·镇区概况



新开工农民集中居住６８０户，建成４０２户。农村宅

基地拆旧复垦加快推进，全年完成土地复垦２５公

顷。全年疏浚三级河２条、四级河３８条，绿化工作

超额完成市政府交办任务。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６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１％，其中规模工业产值

２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６％。实现规模工业销售

收入３２．１亿元、利润１．５５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２２．１％、２０．５％。新增垲德利光电科技、泰雅特、同

泰电力器材等规模企业７家，净增私营企业３５家、

注册资本１．９６亿元，净增个体工商户２４２户。全

年工业用电量３６００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６％。完成

工商注册外资２４００万美元、到账外资１０５０万美

元，分别占目标任务的１６０％、１０５％。引进市外民

资注册资本２．３７亿元，占目标任务的１２１．６％。

签约千万元以上工业项目３１个，项目质态较好，机

械、电子、高科技项目占比较高。完成全部工业项

目投入１５．６亿元，占目标任务的１３５．６％，其中规

模工业项目投入 １５．１ 亿元，占目标任务的

１５５．７％。项目建设保持强劲势头，唯福佰灵通通

信设备有限公司、金茂橡塑正式投产，垲德利光电

科技、力超卷扬机、东海通讯器材、宝能机械、骏和

工艺品、泰雅特技改、同泰电力器材、明德塑胶等新

项目相继竣工投产。完成工业园区土地整理面积

３５公顷，基础设施投入５２００万元。１０月，青年路

东延工程建成通车，工业园区“五横四纵”道路框架

全面形成。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１１８０户、２９１６人进入

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工

程加快推进，累计完成参保人员１８２１９人，占目标

任务的１０１．２％，新增保费１４１２万元，占目标任务

的１２０．６％。全镇贫困户建档立卡１５４０户，结对

率、脱贫率均达１０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

一步完善，参合率达１００％。全面启动区域教育现

代化创建工作，中考成绩再创佳绩，各项指标在全

市农村初中遥居第一。“村村有”健身工程新安装

体育器材９套，在全市领先。公共卫生、农村社区

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完成“一池三改”户用沼气

工程３０００只，完成改厕２３４５６户。有线电视数字

化整体转换率为８０％。镇村道路通达工程建设累

计达２５公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计

划生育率保持在９８％以上。秸秆焚烧得到有效控

制，综合利用工作全市名列第一。进一步建立健全

垃圾收集处置、河道整治、道路养护、绿化造林、殡

葬改革等“多位一体”的长效机制。２月，成功举办

第六届群众文体艺术节活动。９月，镇社会福利中

心创建通过南通市级验收。１０月，镇中心幼儿园

改扩建工程交付使用。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以开展文明乡镇创

建活动为抓手，全面组织开展文明镇、文明村、文明

社区、文明单位和评选“十星级文明户”的活动。

【磨头镇第六届文体艺术节】　２月１０日，磨头镇

第六届文体艺术节在市老年威风锣鼓队过街表演

中拉开帷幕，２００余只信鸽飞上蓝天。拔河、象棋、

台球等比赛，市木偶艺术团精心编排的民俗表演让

群众尽情享艺术之美、和谐之美。

镇农技服务站、卫生服务站、计生服务站等部

门借艺术节契机，组织宣传咨询活动，现场向干部、

群众宣传疾病防治、科技养殖、法律法规等知识。

【农民艺人杨林才赴京参加李铁映艺术作品展开幕

式】　４月，磨头镇塘湾村三组青年艺术刻字艺人

杨林才赴北京，参加雅昌艺术中心举办的“心游迹

－玄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笔名）

艺术作品展”开幕式。其间，李铁映书写“精气神”

字画，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邱承德转交杨林才

为之竹刻。

杨林才从事艺术雕刻近２０年，曾师从邱承德。

１９９０年，杨林才的艺术作品《一滴壶》曾在北京亚

运会期间展出；１９９１年４月，杨林才的石刻作品

《饱览人间春色》被日本大阪博物馆收藏；同年

１０月，杨林才在荷兰举行个人作品展，其展出的主

要作品有《兰亭序》和《春回大地》等。

【飞来磨文化广场启用】　５月，磨头镇飞来磨文化

广场投入使用。

飞来磨文化广场占地６０００平方米，其中绿化

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广场设有可供１００人休息凉亭

１座、体育健身器材１０件套及２５００平方米的综合

休闲娱乐广场。场地中心备有八灯式２０米广场

灯，可供整个广场夜晚照明。飞来磨文化广场为磨

头镇群众提供了一个“百姓舞台”，满足了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

·４６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磨头镇人口文化园建成启用】　８月底，磨头镇人

口文化园建成并投入使用。

文化园位于如港公路北侧，镇政府广场西首，

总占地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是集休闲、娱乐、教育、健

身于一体的人流聚集场所。文化园建成后，每天近

百名社区居民到文化园唱歌、跳舞、扭秧歌、下象

棋、打乒乓球等。

【磨头镇通过全国环境优美镇省级验收】　１０月

１６～１７日，磨头镇顺利通过全国环境优美镇省级

验收。

年内，磨头镇实施龙游河、日升河驳坡工程，铺

设污水管网主管网１．９公里、支管网３．５公里。完

成青年路、日升路，邓高路、龙游河路等工程建设。

房地产开工面积２０．２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１５．６万

平方米。

【朗张村率先建成沼气服务站】　１０月，磨头镇朗

张村在全市率先建成农村沼气服务站，为全村沼气

户、沼气池和沼气设备提供管理和维修服务。

【曹石村卫生香产业】　磨头镇曹石村卫生香产业

远近闻名，全村三分之一农户从事卫生香生产，所制

造的卫生香畅销大江南北，是曹石村的特色产业。

自２００８年３月曹石村组建卫生香协会后，协

会采用“统一思想、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管理、

统一价格”方式，改变过去“单枪匹马作战”格局，形

成“兵团作战”新格局。

年内，曹石村卫生香协会会员全年产值达

３亿元，实现利润３０００万元。

【磨头镇中心幼儿园教学大楼落成】　１０月，磨头

镇中心幼儿园教学大楼落成并交付使用。

３月，磨头镇政府举行镇中心幼儿园教学大楼

开工奠基仪式，副市长陈冬梅出席开工仪式。教学

大楼工程由万全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承建，建筑面积

３１５６平方米，工程总造价３３４万元。

（钱朋林）

２００９年磨头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
　表６５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１０４００　 １１．３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９６９　 １．４６

财政收入 万元 ４６８７　 １３．００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５８０６５　 ５．４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５３００　 ８．０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８４２９　 ３９．９９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２０５　 ７．５０ 各类汽车 辆 ７１６　 ２．５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４３５０　 １０．０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５　 ７７．０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９．５０ －０．０５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７４．２ １５．５９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３９．８０ ０．０１ 科技人员 人 １６９５　 ４７．３９

水产品产量 吨 ６０３　 －０．０７ 中小学校 个 ８　 ０．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９６８　 ０．０１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８６７９　 ４１．５８

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５６　 ０．０２ 在职教师 人 ５８６　 ４６．５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４８　 ０．０２ 医院 个 ４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６３８３６１　 １５．５０ 卫生室 个 ２３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２６０２　 ８．１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７７　 １．３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５　 ６．２５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３８８７５　 １５．６２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９ ０．０１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２４２８　 ２７．７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１０３９　 ０．０１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

三产实体 个 ３９５５　 ０．８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３０１　 １３．９１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９２２８　 １．２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１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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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磨头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６６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磨头社区 沈建华 钱林俊 ２３ ４００６ １９３．４６ １４１６０ １００８２

丁 冒 村 夏书华 刘建忠 ２０ ３１７６ ２３９．６０ １７１０５ ９９２６

天阳社区 俞勋宏 陈长银 １７ ２６８８ １８５．３３ １００８１ ９３１１

星 港 村 冒成德 冒成德 ３４ ４０４４ ３１２．８０ １９３１２ ９２４３

新 徐 村 马宏建 马宏建 ２９ ４０１８ ２６７．４０ １４８１２ ８８５０

严 狄 村 赵法生 张仕建 ２４ ３２１２ ２３５ １２１７５ ８３５７

兴 韩 村 秦国民 秦国民 ２４ ３７１２ １８８．９３ １２９０５ ８９７５

高 李 村 高 兵 高 兵 ２５ ３６６６ ２２６．９３ １２５０２ ８４９１

顾 沈 村 吴云国 吴云国 ２９ ４３７３ ３１４．２６ １８６８６ ９１９９

朗 张 村 郝兆军 郝兆军 １７ ３０１８ ２４６．５３ １２０６０ ８９６８

高庄社区 高小建 胡庆飞 ２１ ３３４７ １７９．４６ １２２２８ ９７２８

老 户 村 朱 华 朱 华 ３０ ４２７３ ２４８．５３ １６２１８ ９２０１

董 堡 村 王友道 王友道 ２１ ３００６ ２５０．４６ １６３２０ ８５９９

曹 石 村 肖德友 张岳林 ２２ ３６９７ ２７７．４０ ２５２８８ ８９０３

邓高社区 刘正友 刘正友 １８ ３１９１ ２４３ １２９３６ １０４８０

场 西 村 朱仁元 朱仁元 ２９ ２９９９ ２５０．２６ １０６７６ ８９０７

场 东 村 张元德 张元德 ３９ ４５８０ ３２８．２０ １６６７４ ９６５０

新联社区 韩宝秀 丁小平 ２８ ３１８６ ２５４．５３ １４２１２ ８８７６

塘 湾 村 丁邦宏 丁邦宏 ４１ ５１６６ ３８１．５３ １３５０１ ９８５８

新 港 村 鞠小林 鞠小林 ３１ ３５４４ ２９８．６６ １４１６０ １００８２

十字桥村 周明才 鞠明友 ２８ ３０６３ ２３２．７３ １４９７４ ９０４８

桃桃桃　　　　　　园园园　　　　　　镇镇镇

【概况】　桃园镇地处如皋市南郊，２０４国道与

３１７省道在境内交汇。全镇总面积５７．１４平方公

里，镇区面积６．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４７２公

顷。辖行政村７个、社区５个、村民小组３５１个，

总人口４．５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１．６６万人。镇政

府驻夏庄社区。２００９年，全镇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１０．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４％，其中：一产增加

值１．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８％；二产增加值６．４９亿

元，同比增长２１％；三产增加值３．３６亿元，同

比增长３３．８％。三次产业比重由１１．０∶６０．８∶

２８．２调整为９．７∶５９．５∶３０．８。实现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２４５１０元。完成财政收入５８７０万元，同比

增长３３．７％，占目标任务的１１２．９％，其中一般

预算收入２６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６．６％，占目标

任务的１１７．２％，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比重由

５．２％上升为５．４％，提前一个月完成财政收入全

年任务。获南通市文明镇、“双创”示范镇、法治

南通合格镇、社会治安安全镇称号，获如皋市招

商引资红旗单位、财政收入红旗单位、新农村建

设红旗单位、小城镇建设红旗单位、全面小康建

设红旗单位、文明镇等称号。在全市一季度重点

工作点评、上半年 “过半争先”竞赛、百日招商

大决战竞赛中均列全市第一，在全市全年重点工

作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中获一等奖。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桃园镇实现农民人

均纯收入９８２６元，同比增长１７．７％，占目标任

务的１０１．４％。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１８６公顷，生

猪、家禽养殖规模占比分别达６４％、９４％。建成

天存生态养殖、雉水家禽养殖、明池优质家禽、

·６６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夏庄草莓园等镇、村级农业种养园区３０多个，建

成年养殖规模４０万羽的福羽肉鸡家禽养殖区、年

饲养规模１．５万头的保龙生猪生态养殖场、连片

２７公顷的永盛果蔬设施栽培园。引进南通永盛果

蔬有限公司、南通保龙生猪养殖有限公司、南通

天恒园林工程有限公司３个千万元以上农业项目。

累计疏浚河道２０多条，长１３．８４公里，总动土量

２４．８万立方米。累计完成成片林１６７公顷。完成

农保区拆迁复垦土地２０公顷。全年输出劳动力

４０００多人。１２月，小康社会综合得分超过９０分，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工业经济　年内，桃园镇完成全部工业产值

６９．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７％。实现规模工业产

值３４．６１亿元、销售３３．５亿元、利润２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５５．４％、６１．９％和４８．１％，分别占目

标任务的１１８．９％、１１９．６％和１１９．０５％。完成工

商注 册 外 资 ４９６０ 万 美 元，占 目 标 任 务 的

３３０．７％，实现到账外资１１２７．９万美元，占目标

任务的１１２．８％，引进市外民资２７３００万元，占

目标任务的１５３．４％。全年引进千万元以上工业

项目１０个。全年实施超千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１８个，优势产业、重点企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其中超达科技投资５０００多万元新增龙门式五面铣

加工中心及电泳冲等设备，投产后，公司销售超亿

元，年纳税近两千万元。建成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５家，

其中南通市级中心２家（南通超达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国电阀门有限公司）。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南通超达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专利９０项。

社会事业　年内，桃园镇投入３００多万元新建

镇东幼儿园。新增农保参保９１３８户，占目标任务

的１０１．５％。全镇１３个爱心超市发放现金８万多

元，捐赠各类物资２万多件，受益人口１２００多人。

投资７００多万元，改造农村危桥２座、建设各类灰

黑公路２２公里。投资近３００万元，新建桃园镇敬

老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人口参合率达

１００％。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３５００多户。推进农

民进城进镇居住，引户入镇４００户，新增镇区人口

２０００多人，复垦土地２０公顷。夏庄居、天堡居、马

塘居等９个村（社区）被命名为省绿化合格村（社

区），桃林居、育华村、新华居等１０个村（社区）被命

名为省卫生村（社区）。３月，２２０千伏兴园变电所

投入运营。１０月，高标准通过国家卫生镇省级调

研。桃园镇敬老院投入使用。１２月，镇东幼儿园

通过省优质幼儿园验收。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桃园镇开展

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明行业争创活动，推动社会

良好风尚形成，获南通、如皋两级文明镇称号。开

展“平安桃园”创建活动，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

９５％以上。农村低保应保尽保，社会保障体系进一

步健全。

【桃园镇通过国家卫生镇省级考核验收】　１０月

１４日，桃园镇高标准通过国家卫生镇省级考核验

收。年内，桃园镇统一广告牌标准２０处，增划自行

车停车区１５处，补栽各类花木３００多棵。整治

２０４国道及３３４省道等城区主入口环境，累计拆除

违章建筑５７户、１２３间，清理户外广告７６处，包装

出新７８户，制作公益宣传文化墙１０００平方米。专

题制订、印发《关于加强村容村貌长效管理办法》和

《致全镇人民书》２万多份，确保村容村貌整洁、

美观。

【桃园镇敬老院竣工启用】　１０月，桃园镇敬老院

新建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年内，镇党委、政府在

镇财政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资３００多万元，

在桃林社区异地新建敬老院。敬老院占地

１．３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８００平方米，拥有床

位１２０多张，是一座集居家养老、社会福利、爱心超

市、老年康复、残疾人活动于一体的敬老院。

【桃园镇推进教育现代化】　年内，桃园镇推进区域

教育现代化进程，办人民满意教育，高标准完成教

育布局调整，将原来初中２所、小学４所、幼儿园

１０所教育布局调整为标准化初中１所、标准化小

学２所、省优质幼儿园２所。加大教育投入，累计

投资７００多万元，新建桃园初级中学公寓楼、Ａ级

食堂和镇东省优质幼儿园。

８月２６日，总投资３００多万元、建筑面积

３１６０平方米的桃园初级中学公寓楼交付使用。

（沈国庆）

·７６３·镇区概况



２００９年桃园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６７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０９１００　 ５５．２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０６５　 ３．９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２７６．７８ １５．０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８１４０　 １１．７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９３８９　 １２．４ 集贸市场成效率 万元 ５２４０　 １４．２

粮食总产量 吨 ２７５４１　 ２．３ 各类汽车 辆 ３２８　 １０．８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０９４６　 １．８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２１　 １５．２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２．８５ ５．６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５７．４５ ８．４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５７　 ２．６ 科技人员 人 ３２６　 －４．７

水产品产量 吨 ９５２　 －２６．４ 中小学校 个 ３　 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４８　 １．８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１３１　 －７．９

工业企业 个 ６９０　 １４．６ 在职教师 人 ２０３　 －６．９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６９０　 １４．６ 医院 个 ２　 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６９０９３１　 ３７．４ 卫生室 个 １６　 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７８０４１　 １１８．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９５　 －１２．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７５　 １５．４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９６８５０　 ４．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６　 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４９６０　 ３８．５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８５３９　 １２．５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５８５１７　 ２０．６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３０８０　 ２３．３

三产实体 个 ２５８４　 １．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８２６　 １３．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５０４０　 １．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３９．５０ １．２

２００９年桃园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６８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明 池 村 顾子林 顾子林 ２５ ２７２１ １７７．５ １１３１１．５ ９５５５

育 华 村 沈 燕 苏月山 ３６ ３８６８ ２４３．６ ３７９７７．４ １１１４４

肖 陆 村 肖 健 肖 健 ２８ ３４３０ ２１４．０ １９５０７ ９１１４

新华社区 张志勇 张志勇 ２９ ３３４５ ２０８．５ ２８８１８．４ ９８０１

马塘社区 仇宝林 邓小彬 ４０ ４９４０ ２７４．５ ３４８２０ ９６５８

杨花桥村 顾光平 顾光平 ３９ ４３０９ ２８２．５ ２２７１２．８ ９０２２

桃 北 村 杨明华 杨明华 ２７ ４０４４ １２６．７ １４６３３．６ ９０９３

天堡社区 陈 剑 张 磊 ２２ ３２５９ １１６．１ ２０４０７．２ １１１５６

桃林社区 吴光明 仇新华 ３６ ４１２１ １９８．３ １９２１２ ９９７６

夏庄社区 郭瑞刚 阮昌进 ２１ ３９７０ １３７．１ ２５９２５ １０９０４

申 徐 村 陈大兵 陈大兵 ２３ ３１２５ １２９．３ １６４４８．６ ９２８１

左 邬 村 孙广才 孙广才 ２７ ３７１９ １６５．８ １４７９８．７ ９２１２

袁袁袁　　　　　　桥桥桥　　　　　　镇镇镇

【概况】　袁桥镇位于如皋市区西侧。全镇总面积

６５．８０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２．５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３６４１．２４公顷。辖行政村８个、社区６个、村民

小组３４１个，总人口４．７８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４．５９万人。镇政府驻地八角井村。２００９年，被南

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南通市文明乡镇，被如皋市

委、市政府表彰为农民进城进镇工作红旗单位、文

明镇、书记大接访先进集体、村级集体收入先进集

体、三大合作组织先进集体、节能减排先进集体、社

会保险扩面先进单位、劳动保障综合先进单位、计

生先进集体、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双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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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先进单位、殡葬改革先进集体、科普工作先进集

体、集中居住先进镇、计生新农村新家庭示范镇。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袁桥镇完成项目农业

投入４９３９万元、规模农业投入４８１０万元，分别占

目标任务的１２１．３５％、１１８．１８％。新建６７公顷的

野林农业园区、２７公顷的复兴庄设施农业园区２个

特色农业园区。花园桥药材种植，民实栽桑养蚕，

何庄、八角井外向果蔬，陆姚花木等专业园区面积

均在７０公顷以上。１４个村（居）达到小康村标准。

形成畜禽养殖、栽桑养蚕、外向果蔬、万亩优质油米

四大特色板块。

工业经济　年内，袁桥镇完成规模工业产值

２３．０３亿元、利润８９２０万元，分别占目标任务的

１３５％、１２７％。实现应税销售４．０９亿元。新增装机容

量４４９７千伏安，工业用电量３１７３千瓦时，同比分别

增长５７．４６％和９．５４％。引进市外民资１．８亿元，占

目标任务的１３５％，其中制造业１．５１５亿元，占比

８４％。净增个体工商户１４５户、私营企业３８家，新增

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２．５６亿元。全年引进投资超千

万元项目１４个。规模工业投入完成９．３４亿元，占年

计划的１４５％，同比增长４７．８％，其中技改投入

２．７亿元，厂房设备投入７１６８万元。成功引进米面加

工、兔业养殖等富民项目和万力压机、同力机械等

制造业高科技项目。全年开工建设投资规模超千万

元以上项目１４个，竣工１０个。

社会事业　年内，袁桥镇按照“一带”（如海河

西、建材大道东侧建材经济带）、“三园”（正通路东

中能路北，２０４国道西侧的纺织服装园；殷港河东、

中能路南、２０４国道西侧的机械工业园；２０４国道东

老３３４省道南、新３３４省道北侧的物流项目园）规

划格局，先后投入６３００万元，完成建材大道、通城

大道、中能路、仙鹤路新建工程及路灯、绿化等配套

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产业集聚化、集约化进程。大

力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何庄幼儿园综合楼于年底

竣工，镇中学生公寓楼封顶，黄浦幼儿园改造全面

结束。新建计生世代服务中心和卫生所大楼。投

资４００多万元，对兴园路、民和路实施硬质化建设，

高标准整治所有市管、镇管通达工程，完成公交村

村通工程。农保参保９７８２人，社保参保１７０人，分

别占目标任务的１０６％和１８０％。本着“以民为本、

为民解困、为民服务”宗旨，累计发放农村低保金

１６８．４５万元，享受“五保”救助１０６人，享受定期补

助复员军人２２１人，发放定补金３７．２万元。农村

改厕９７８６户，被命名为南通市卫生镇。８月，计生

世代服务中心竣工。９月，镇卫生所大楼投入使

用。１２月，省卫生镇创建工作通过南通市卫生镇

验收。黄浦幼儿园通过省优质幼儿园专家组验收。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袁桥镇调处

各类民事纠纷１８５件，调处成功１８０件。袁桥镇被

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文明镇。镇水利站、卫生所、农

技站、农经站、南通龙源电站阀门有限公司、江苏森

豪仕软木有限公司、何庄小学、倪厦小学等２２家企

事业单位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文明单位。十里墩

村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文明村。

【市米面厂落户袁桥镇】　６月，如皋市米面厂有限

公司正式落户袁桥镇袁桥社区。公司占地面积

２．２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２９万平方米，总投资

８０００万元。正式投产后，年产面粉６．５万吨、挂面

５０００吨，年销售收入１．８亿元，年上缴利税８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元，吸纳本地劳动力１００多人。

如皋市米面厂有限公司是如皋市粮食加工龙

头企业，具有５０多年粮食加工历史，“雨香牌”系列

面粉、挂面曾获全国“放心面”、国家免检产品等荣

誉称号。

【八角井大桥改建通车】　１０月中旬，袁桥镇八角

井大桥改建工程竣工，正式通车。八角井大桥始建

于１９６５年，为如泰运河等级航道桥梁。年初，为适

应全镇人民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发展需求，镇政府

决定将八角井大桥扩建为１２米宽。扩建工程总投

资近５００万元，由山东建筑总公司承建。

【香港威世药业兔业落户袁桥镇】　１２月，威世兔

业有限公司落户袁桥镇。威世兔业有限公司由香

港威世药业总公司投资兴办，位于袁桥镇浦东村五

组，占地面积８公顷，其中加工区４公顷，项目总投

资３００万美元。威世兔业运用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主要从事兔业养殖及兔产品深加工，年加工

量可达２００万只，产值３０００万元。

【袁桥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逾６０００万】　年内，袁桥

镇按照“一带三园”规划格局，先后投入６３００万元，

完成建材大道、通城大道、中能路、仙鹤路新建工程

·９６３·镇区概况



及路灯、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

通城大道西起正通路，东至新改建的２０４国

道，是镇区主要交通要道，全长１．２公里，道路红线

宽度４４米，路面宽度２４米，双向四车道，总投资

６００万元，于２月建成通车；中能路为镇工业集中

区四横骨干道路之一，位于中能机械厂北侧，东至

新２０４国道，全长１．１公里，红线宽２０米，路面宽

１２米，为黑色沥青路面，总投资４００万元，于１０月

建成通车。

（王常林）

２００９年袁桥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
　表６９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７８０９１　 １８．４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３８０　 １．３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５９１６．９ ５４．７０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６３４５　 １．５２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７７６３　 ３６．９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８００　 ４０．０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０６５２　 ５．０７ 各类汽车 辆 ４１０　 １７．１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８２０３　 ５．５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４１　 －１．２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７ ２．７０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６０　 ０．０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９９　 ３．６４ 科技人员 人 ５２８　 ０．００

水产品产量 吨 ５８５　 －２３．６０ 中小学校 个 ５　 ０．００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７７８　 ２．９０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２４９　 －１３．９６

工业企业 个 ４５１　 ２．５０ 在职教师 人 ２５２　 ０．０３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４５０　 ２．２７ 医院 个 ２　 ０．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１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卫生室 个 １４　 ０．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２６００　 １８０．０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４８　 ５０．０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０　 ２．５７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７６４５０　 ８１．３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３ ０．３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５２０　 ２０．０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４０６１８．３ ２５．３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２５６　 ７３．３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１０５３　 －３．３２

三产实体 个 １９３４　 ０．３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９３３５　 １２．１０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４７５４　 －１０．８０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９　 ２．０８

２００９年袁桥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
　表７０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陆 姚 社 区 张 斌 张 斌 ３１ ４４０８ ３３４．７６ ４３３７８．６８ ９２４６

何 庄 社 区 谢仁国 谢仁国 ２７ ４１０５ ３１５．９９ ７１６５７．３７ ９４７０

十里墩社区 秦炎圣 秦炎圣 １７ ２５５５ １７８．０７ １２２５２．００ ９４２９

纪 港 村 贾恩德 贾恩德 １７ ２４９４ ２２７．５３ １１７８０．００ ９３９０

八 角 井 村 王加如 王加如 ２５ ３３４９ ２４９．４０ １６０３６．３５ ９３０５

顾 巷 村 陈久龙 陈久龙 ２１ ２５３９ ２０８．１３ １２３２９．２０ ９１４５

复 兴 庄 村 谢翠明 谢荣勤 ２６ ３６３７ ２６８．６７ １４６３２．７２ ９０１６

狮 垛 村 张永龙 张永龙 １６ ２６０２ ２１８．８７ １２３０８．３４ ９５３３

朱 厦 村 章孝来 章孝来 ２１ ２６６１ ２２０．２７ １１４５０．００ ９２２９

民 实 村 朱正来 朱正来 ２７ ３１６８ ３１２．８７ １５２７７．８７ ９２６５

野 林 村 顾如荣 顾如荣 ２３ ３００１ ２５６．２０ １２９４４．００ ９３０８

花园桥社区 纪显龙 纪显龙 ２６ ３３９５ ２７８．１３ １７２７２．４２ ９６２３

浦 东 社 区 张本荣 张本荣 ３３ ３７９３ ２６８．３４ ２０２２３．３７ ９２３４

袁 桥 社 区 刘培华 刘培华 ３１ ３９４１ ２９６．４７ ３９９０６．８６ ９５５４

·０７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江江江苏苏苏省省省如如如皋皋皋经经经济济济开开开发发发区区区
（（（柴柴柴湾湾湾镇镇镇）））

【概况】　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规划总面积

９１．８平方公里，辖村９个、社区１３个，总人口１０．８万。

２００９年，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６．１４亿元，同比增

长４２．６％，一般预算收入２．８３亿元，占目标任务

的１０２．４％，同比增长４８．７％，增幅高于全市１７个

百分点。２００９年，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六城同

创”红旗单位、服务业红旗单位、财政收入红旗单

位、农民进城进镇工作红旗单位、文明镇。

招商引资　年内，实现注册外资１．５８亿美元、

到账外资２１９７万美元。新签约项目４５个。引进

南通晟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华立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南通悦瑞钢结构有限公司等１０个超

１０００万美元项目。

工业经济　年内，全区（镇）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４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５２％，其中规模工业产值

１８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７％，占全市的１５．２％。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９．３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０．３％。实现利润１２．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８７．３％。

规模工业投入６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４２％，占全市

的２１．４％。实现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６８．９亿元，同

比增长１２．１％，占全市的１４．８％。区（镇）内拥有

企业１０００多家，其中规模企业２００多家、外资企业

１００多家、外贸出口型企业近２００家、年销售超亿

元企业３６家。新增个体工商户４２５户，新增私营

企业１０９家，完成私营企业注册资本８．９３亿元，在

外能人返乡创业８５人，引进市外民资注册资本

１０．８３亿元。新增注册商标３个。

项目建设　年内，总投资６０００万元的锻压重

型车间及６０００万元的维尔斯机械等项目相继开

工。瀚艺空调、华业石油、美能得太阳能、优显电

子、沪如快运、骏汇科技、景升印刷、华立畜产品、久

辉畜产品、汇通肠衣等项目加快建设进程。华辰汽

配、超盾机电、威世药业、美中仪表等项目陆续竣工

投产。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骨干企业技

改投入仍然取得重大突破：双钱集团新增大型农用

胎项目，在短短的４个月时间内全面建成投产，填

补国内空白；荣威公司投资２０００万美元，专业生产

塑胶游泳池和新型胶布线的二期工程５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已经封顶；泰慕士公司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的高档氨纶布料项目、祥源电气总投资７８００万元

的复合绝缘子生产项目、桑美特机械投资３０００万

元的舵总装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合并】　１月７日，江苏省如

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召开整合后的全区（镇）干

部大会，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合并后的人员分工，

定员、定岗、定职。市委、市政府顺应时代发展要

求，决定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柴湾镇与经济开发

区机构统一整合，领导班子工作统一分工，“区镇合

一、以区带镇”。

【“万顷良田”建设工程】　５月，如皋经济开发区

（柴湾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顺利通过省国土资

源厅及相关专家评审。工程区位于柴湾镇西北部，

总面积１０００公顷。涉及戴庄、平园池、天河桥和桥

港４个村６３个村民小组２２６８户８５１７人，其中农

业人口７５３９人。项目实施后，可增加耕地３００公顷，

形成近１０００公顷连片高标准农田，新增农用地转

用计划指标１８０公顷，实现保护资源、保障发展

双赢。

８月，启动一期工程拆迁工作，涉及９７２户。

年内，储备建设用地１００公顷、工业用地５０公顷、

高效农业用地３００公顷。

【金属表面污水处理厂】　１０月，如皋经济开发区

启动金属表面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金属表面污

水处理厂位于全省最大、苏中地区唯一的金属表面

处理园区———如皋市金属表面处理园内，由香港恒

发水务公司以ＢＯＴ方式投资建设，占地２公顷，项

目总投资１３００万美元，建成后具备日处理金属表

面污水７０００吨能力。

【职工公寓开工建设】　１２月底，如皋经济开发区职

工公寓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开发区职工公寓位于海

阳北路东侧、惠民路北侧，项目占地８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１７．８万平方米，可解决５０００多名职工住宿

问题。公寓建成后，可面向区内企业出租或销售。

一期工程建筑面积７．８万平方米，规划建设职

工宿舍１８０套，可容纳１０００余名职工入住。

（贲　海　秦旺宏）

·１７３·镇区概况



２００９年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７１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５３８０００　 ４７．８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７６８　 ６．５

财政收入 万元 ６１３９７．１８ ４２．６０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７４０８　 ２８．３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４９３８　 ５．７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７０３００　 ２２．０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１６８５　 －７．００ 各类汽车 辆 ２１８０　 ６．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８３７２　 －４．１０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４０　 ２２．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４５８００　 ７．４０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３８　 ６．８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２１１７３００　 １３．９０ 科技人员 人 ２４２８　 １０．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３６３　 ２．８０ 学校总数 个 ７　 ／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６８　 －２６．８０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０６２　 －１．０２

工业企业 个 ９５８　 ２８．７２ 在职教师 人 ４０１　 １．２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８４２　 ９．６３ 医院 个 ３　 ０．０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８０１７７４　 ３９．７０ 卫生室 个 ３２　 ５０．０

工业利税 万元 ９８１８１．４０ ４０．６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１０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８　 ３２．６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３．８ ６．８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４８．５０ ５．８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８ ０．１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１９７　 －８７．１５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３８１００　 ２６．０

外贸进出口额 万美元 １８５５１　 １０．２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１５２１８　 １１．８

三产实体 个 ３８６７　 ５．８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１１０６　 １４．４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０３２０　 １２．８０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８ ／　

２００９年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２

名　　　称 书记／主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东 风 社 区 王竹清 １２ ７５８２ ２１．１ ６７３０ １１２７３．８

鹿 门 社 区 崔业发 ２７ ５１０９ １７４．９ １９２３６ １１１４１．９

邓 园 社 区 宗式华 ３２ ５４４９ ２３４．５ １８００１ １１１１３．７

新王庄社区 陆文林 ２５ ５１００ ２３３．２ ２６５６５ １１１５２．２

新 生 社 区 洪德华 １７ ４１１４ １６８．３ １５２１６ １１２２５．６

城 北 社 区 陈建邦 １３ ８６２３ ８６．２ １８７０８ １２０８４．３

太 平 社 区 徐龙 ２８ ９３６３ １０７．９ ３９１２６ １１３２３．１

里 庄 村 高兴勇 ２７ ３５２９ ２２８．０ ３１０４９．５ １０１０６．０

复 兴 村 卢忠林 ２８ ３７５７ ３２６．５ ２１１３４．５ １０２６０．９

双 楼 庄 村 吴世元 ２４ ３０２３ ２８０．０ １４４４８．７ １００１９．１

万 新 村 陈建萍 ２６ ３３９０ ２３６．０ ４２３３４ １０６７９．２

柴 湾 社 区 徐相民 ３２ ４２２１ ２３９．７ ４２４８ １２３５２．７

志 勇 村 于传益 ３６ ４１５９ ３７０．７ ２６１１１．３ １０１４７．９

镇 南 社 区 方林海 ２２ ４４３４ ２１９．９ ５２３０１．７ １２５２０．１

杨 宗 社 区 周宝贵 ２３ ３１６５ １７７．９ ２２６５０ １１４６３．９

戴 庄 村 王吉祥 ２６ ３０９４ ２４４．５ １０９５５ １０３４０．２

平 园 池 村 刘培国 ２５ ３０６５ ２１０．０ ２８３１４ １０４９４．７

双 龙 社 区 张贤如 ２４ ３６４４ ２３５．０ ２５３４７．３ １２２８９．０

天 河 桥 村 刘培璋 ２７ ３３４２ ２８２．９ ７１２２８．２ １２４３５．６

桥 港 村 谢同兴 ２７ ３４３６ ２９２．１ ２５１３９ １０２３５．８

·２７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年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前５０强规模企业应税销售收入、税金完成情况一览

　表７３ 单位：万元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应税销

售收入
实缴税金

１ 双钱集团（如皋）轮胎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７３．０９ １１６１２．３１

２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６７８７０．６６ ８１４１．０９

３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３２１１５．６０ ３２８９．３９

４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 ２８１３０．３４ ３３０６．２５

５ 江苏长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４０５．６８ ５５１．２２

６ 如皋市坝新肠衣有限公司 ２４７２６．７４ ５９０．０５

７ 江苏金元亚麻有限公司 ２４３１９．５２ １０１８．３９

８ 南通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２２８１５．３４ １７２８．１２

９ 南通荣威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１７３４９．９２ １０７５．３８

１０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１２１５６．２８ ６．８６

１１ 如皋市太阳肠衣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８４５．８９ ９４．３９

１２ 南通仁寿食品有限公司 ９８１２．５０ １０３．０５

１３ 南通三泉服装有限公司 ８５０１．８６ ７２４．４１

１４ 圣密克洁具（如皋）有限公司 ８３７８．２５ ６５０．３９

１５ 如皋市田园装饰布有限公司 ７５９５．２１ ２４８．３５

１６ 南通利都肠衣有限公司 ５８７９．１８ ７３．９４

１７ 如皋市大昌电子有限公司 ５６９６．２９ ３７８．８４

１８ 如皋贝特福制线有限公司 ５５９５．３２ １２７．８６

１９ 南通桑美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５３７７．３９ ９１．７０

２０ 伟达塑胶工业（南通）有限公司 ５３１６．２４ １７．９４

２１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５２７８．２３ ２８５．７３

２２ 南通奔多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８２４．２１ １１．６２

２３ 南通恒源制衣有限公司 ４６５４．２３ ３７４．０６

２４ 如皋市中正机械有限公司 ４６０２．３３ ３１８．３３

２５ 如皋市如兴纺织有限公司 ４５２２．４５ ２９８．５８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应税销

售收入
实缴税金

２６ 如皋市大禾肠衣有限公司 ４４３２．３１ ２５．１８

２７ 江苏紫微亚麻有限公司 ４００３．００ １．６４

２８ 帕瓦服饰（南通）有限公司 ３９６１．３８ ７５９．１７

２９ 南通源泉服装有限公司 ３８２８．４０ １３５．３１

３０ 如皋市皋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２５．００ １４２．１３

３１ 江苏川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８５．５８ １１２．９０

３２ 南通久锦纺织有限公司 ３５１６．７２ ７７．３７

３３ 江苏祥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３４７０．５０ １０９．１８

３４ 南通市华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３３２１．２０ １７１．７６

３５ 南通欧润肠衣有限公司 ３１８１．９９ １２．１０

３６ 如皋市双龙健制衣有限公司 ３０４２．６３ ３１９．０８

３７ 如皋市皋北肠衣厂 ２９４９．３９ ４６．３３

３８ 龙泉服饰（南通）有限公司 ２９０９．５１ ３３０．３０

３９ 南通品瑞纺织品公司 ２８２５．１７ ８１．５３

４０ 南通雷成制衣有限公司 ２７４７．８９ ３７８．９６

４１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２５２２．７３ ８３．８８

４２ 南通汇鸿肠衣有限公司 ２４７７．９９ １３．７４

４３ 南通龙威时装有限公司 ２４２５．６３ １３６．３２

４４ 南通市时时肠衣有限公司 ２３９５．６９ ２７．８４

４５ 如皋市吉奥思家纺有限公司 ２３７８．７２ １３２．８７

４６ 南通市盟泰服饰有限公司 ２２９０．５４ ２２３．８０

４７ 如皋市裕华线业有限公司 ２１５４．０３ ８４．６８

４８ 如皋市海亮电器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１７ ９３．２５

４９ 南通泰尔特服装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９２ ２１６．８７

５０ 如皋华益肠衣厂 １９５２．８８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９年度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外商投资情况一览
　表７４

序号 新注册公司名称 总投资（万美元） 注册外资（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１ 埃可瓦洁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月

２ 天愉基础设施建设 ２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月

３ 美能得太阳能电力科技 １０００ ９９９ ２月

４ 南通晟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９９８ ２９９８ ３月

５ 泰慕士服装 １００ １００ ６月

６ 南通华立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２９９０ ２９９０ ６月

７ 成丰太阳能电池组件 ２９９８ ２９６０ ６月

８ 南通悦瑞钢结构有限公司 ２９８０ ２９５０ ６月

９ 南通明瑞钢结构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 ２５００ ６月

１０ 欧创软件 ３ ３ ９月

１１ 南通暮光电子 ２９９８ ２９９８ １０月

·３７３·镇区概况



　续表７４－１

序号 新注册公司名称 总投资（万美元） 注册外资（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１２ 奔发基础设施 ２９９８ ２９９８ １０月

１３ 奋发基础设施 ２９９０ ２９９０ １０月

１４ 安力钢结构 ２９８０ ２９８０ １０月

１５ 中川软件 ３ ３ １０月

合计 ３０４３８ ２９０６９

长长长江江江镇镇镇（（（如如如皋皋皋港港港区区区）））

【概况】　长江镇 （如皋港区）位于如皋市南部，

与张家港市隔江相望。规划总面积１２０平方公里，

辖社区１９个、场圃４个，总人口７．８１３４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０１２４人。２００９年，完成财政收

入１０．４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７０％，占 全 市 的

２０．２％，其中一般预算收入６．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８８％，占全市的２７．８％，财政总收入和一般预算

收入增幅连续两年位居全市第一。在南通市１３个

省级以上开发区 （园区）争先创优考核中跃居第

一位。先后获南通市２００９年度发展民营经济先进

镇，如皋市招商引资红旗单位、项目投入红旗单

位、“六城同创”红旗单位、服务业红旗单位、财

政收入红旗单位、全面小康建设红旗单位、农民

进城进镇工作红旗单位、文明镇、工业经济竞赛

先进集体、工业集中区 （园区）建设先进集体、

农村清洁工程先进集体、农民集居化先进集体、

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社会保险扩面先进

集体、劳动保障综合先进单位、卫生工作先进镇、

殡改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 （港区）实现

农业总产值２．０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２％。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８８６４公顷，粮食总产量３７１２１万

吨，同比增长２．２％。新建长兴南路等通达工程

２条，完成友谊桥、五零二桥等６座危桥改造。

新增绿化面积１３３余公顷，清理三级河２条、四

级河４６条。开工建设安置房８１６０户，建成７０５０户。

全镇１９个社区全部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农

户２２００余户，入股土地面积２７６．８公顷。新建农

民专业合作社５家，累计达１４家，华鑫禽业、金

诚肉鸽、红星果蔬、长青苗木、建南牲猪等合作

社成为南通市知名合作社。完成万顷良田工程知

青一期工程，形成千亩连片农田。投资４８０万元，

建成占地４．７公顷的建南生猪养殖园，并成功申

报省生态健康养殖项目。全镇１９个社区实现垃圾

中转站全覆盖。

工业经济　年内，全镇 （港区）完成规模工

业投入９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４２％，占全市的

４５％。完成规模工业产值３６０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占全市的４２％。实现规模工业应税销售

１６６亿元，同比增长４１％，占全市的４１％。实现

注册外资６．９２亿美元、到账外资５．３３亿美元，

分别占全市的４４％和８２％。全年新签约项目

５５个，新增定报企业３０家，新增亿元企业１５家，

熔盛重工集团实现应税销售收入１０１．６亿元，成

为南通市历史上首家应税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工

业企业。总投资１５亿元的海通海洋工程一期、总

投资１０亿元的中铁山桥项目一期、总投资６．６亿元

的江南德瑞斯舱口盖项目正式生产。完成阳鸿石

化闲置资源整合，收回未利用５万吨级码头１座、

岸线２７０米和国有土地１６．９公顷。船舶园区熔盛

路、长新路建成通车。泓北沙内港池正式通航，

如皋港引河综合整治工程开工建设。

社会事业　年内，全镇 （港区）累计为被征

地农民办理基本生活保障４６７８名。新增养老、失

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人数居全市第一。新

增农村养老保险３９７１人，续保１４８１４人，保持全

市第一。完成城镇居民医疗保险５６５０人，居全市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６８６２０人，参

合率１００％。全镇２８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合格率达

１００％，镇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卫生所）基本

建成。完成全镇 （港区）中小学、幼儿园学校布

局调整，港城实验幼儿园和实验学校顺利开学，

镇中心幼儿园通过省优质幼儿园验收。新增数字

·４７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电视用户１２８６户。如港新城纬四路、纬八路、经

一路南延，纬五路东延建成通车，“五横五纵”道

路框架形成。如皋港客运汽车站投入营运，海关

正式进驻港区开办业务，边防检查站筹备组进驻。

完成新跃河红星桥以南河段拓宽整形。全镇增设

灯光健身广场９处，面积１２０公顷。敬老院一期

工程竣工，镇级世代服务中心建成。基本完成镇

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攻坚任务。成功举行被征

地农民招聘洽谈会，安置港区劳动力２１００多人，

其中被征地农民１０５０人。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镇 （港区）

成立外来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初步建成长江镇视

频监控中心，治安防控体系进一步加强。调解矛

盾纠纷１５１起，化解信访案件２８起，纠纷调解成

功率达１００％，办结市级以上交办、转办的信访

事项３０起，获南通法治合格镇称号，镇司法所被

省司法厅授予省优秀司法所称号。完成头案、二

案、永平、二百亩４个村的农村财务审计工作。

村民自治工作获全市二等奖。成功创建全国亿万

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镇。成功创建全国环境优

美镇、省卫生镇，海坝、平南、永平、二案、知

青５个社区通过省级卫生村验收。农民集居化工

作、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卫

生工作先进镇、殡改工作等均被市委市政府表彰

为先进集体。

【如皋港一类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２月２６日，

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公告，宣布如皋港一类口岸

自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起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世纪

首家被国务院批准在县 （市）级设立的国家一类

开放口岸，标志着如皋市经过五年沿江大开发，

昂首迈入大港时代。

【熔盛重工工会成立】　４月１１日，江苏熔盛重

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召开。工会发展会员５０７０名，覆盖熔盛重工全

体员工，成为全市有史以来会员数最多的企业

工会。

【如皋港客运汽车站正式运营】　７月８日，如皋

港汽车客运站正式试营业。如皋港汽车客运站营

业用地６．６７公顷，投入营运后，每天将有１６０多

辆次客车发往全国各地，有利于居民出行，有利

于提升港区投资环境，加快港区大交通、大产业、

大发展格局的形成。

【如皋港城实验学校落成】　１０月２４日，市委、

市政府隆重举行市港城实验学校落成庆典仪式。

港城实验学校总投资１．４亿元，占地面积１７．３公

顷，总建筑面积６．５万平方米，开设班级１４４个，

现有教职工４５８人，在校学生５７００多人。作为长

江镇 （如皋港区）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工程和

主体工程，港城实验学校的建成和使用是如皋教

育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就，将最大程度地满足沿

江地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如皋现代港口物流基地总体规划获批】　１１月

５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复同意 《如皋现

代港口物流基地总体规划》。根据 《规划》，港区

将着手构建大港口、大工业、大物流现代产业体

系和一类口岸、亿吨大港、物流基地现代港口体

系，抢占下一轮竞争制高点，致力把如皋港建设

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具活力和效率的区域性现代物

流中心之一。

【长江镇启动 “万顷良田”建设工程】　１１月

１３日，长江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规划方案经省国

土资源厅批复 （苏国土资函 〔２００９〕５９３号）同

意实施。工程区涉及知青、长青、五零、永建、

镇龙５个社区，总面积１４８４．８１公顷，分２个片

区，计划复垦工程区内农村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２８１．８３公顷，可新增耕地面积２７０．３５公顷。至

年底，工程区知青一期完成拆迁复垦和建设。

（丁　建　张　兵）

·５７３·镇区概况



２００９年长江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７５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８５００００　 ４６．６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８６０　 ８．９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０４５７１　 ６５．２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９４９４　 ２６．５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２００５０　 １０．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９０００　 ３１．８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７１２１　 ２．２ 各类汽车 辆 ３６０６　 ２３２．４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３５９６　 －９．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９２．１ ４．１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４．２ －１７．６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３６　 ０．６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８０　 －９．１ 科技人员 人 ９５０　 ６．７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１１０　 －３５．５ 学校总数 个 ２　 －６６．７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０２　 －４８．６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４９６９　 ５．４

工业企业 个 ６４０　 ５３．１ 在职教师 人 ３４３　 ０．３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５１２　 ５０．６ 医院 个 ４　 ３３．３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３５５１７８２　 ７５．７ 卫生室 个 ２８　 －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９３５４２　 ５３．８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８　 ５０．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８　 １０．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３８０８２１　 ５．３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５３２２６　 －０．３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４．０

外贸进出口额 万元 ７６９００　 ３０．３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４２７４　 ５３．０

三产实体 个 ４８１５　 ６．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０９７９　 １３．８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２８５０　 １４．３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０　 ／　

２００９年长江镇（如皋港区）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６

名　称
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头 案 邵先龙 邵先龙 １８ ３２７６ １３０ １０６４０ １０８２４

场 东 丁水如 高永宏 ４ ５４４ ３０ ７４２．９４ １０３００

蒲 港 石高勤 石高勤 ３１ ４８２０ ２３６ ３５６３２ １０８１３

永 丰 李昌才 李昌才 ３０ ４０８３ ２２０ ２９８２２ １１０３６

二 案 李德明 李德明 ３２ ５０９２ ２２９ １８７０３５ １２１２３

中心沙 陈振国 陈振国 １７ ３４２１ １２３ １５８８２ １１１６６

二百亩 邢国华 邢国华 １８ ３３２９ １６２ １５３３５ １０４１８

长 青 孙建华 孙建华 ３２ ４６６１ ２０３ １７８０７．６ １０９２３

知 青 唐介林 唐介林 ２７ ３３１６ １９０ １２９８２．５ １１０６８

海 坝 朱玉华 季　洁 １９ ３７９２ １７６ ２０３４６．２ １１３７９

永平闸 蔡松泉 陈锡昌 ２７ ３７７５ １１６ １５８５５ １０７５０

平 南 孙玉才 赵智高 ３１ ４２６３ ２４４ １６６０４ １０９８８

长 江 金国平 金国平 ２６ ４４８４ １８６ ２８７４．８３ １０６５８

永 平 陈志才 陈志才 １４ ２８４９ １６６ １３４７０ １０９５１

三洞口 褚建武 褚建武 ２１ ３３２２ ２４０ １７８９２．１ １０８２５

永 福 陆国银 陆国银 １９ ３６１８ ２１５ ４７２７．５７ １０８２８

永 建 杨国清 杨国清 ２７ ４０９９ ２９１ １７９３６．５ １０７５６

五 零 陆银海 陆银海 １７ ２９９４ １７１ １５７３０ １０７１５

镇 龙 姜跃华 姜跃华 １５ ２５２０ １８０ １１７７９ １１１５１

·６７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年长江镇（如皋港区）规模企业应税销售收入、实现税金情况一览
　表７７ 单位：万元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应税销
售收入

实缴税金

１ 南通新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８３０．０７ ３３８．０６

２ 如皋市凯凯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１７５５７．９３ １６８７．３１

３ 德源（中国）高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８８０．１７ ６６．０１

４ 如皋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４６４．２５ ２４０．６１

５ 江苏中伟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９４５７．３８ ５４６．３６

６ 如皋市凯凯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５２０７．０９ ５１４．６６

７ 南通意特联华化工有限公司 ４２００．２２ ２５９．１８

８ 如皋市凯凯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３６２８．３２ １５７．０５

９ 南通焯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３１９１．９２ ２８６．２７

１０ 南通亨得利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６１７．５２ ９７．５０

１１ 南通德佳窗业幕墙有限公司 １３３３．９３ ４３．４６

１２ 如皋市凯凯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４２８．３３ ３９．５９

１３ 南通尤加利绿色燃料有限公司 ３９８．５６ １．５５

１４ 如皋凯凯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３７９．５７ ２２．８３

１５ 南通首控石化有限公司 １３７５８．６０ １６７．１２

１６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１５５７７．３２ ０．００

１７ 南通宝聚颜料有限公司 ８４０８．４８ １１７．６３

１８ 如皋市众邦化工有限公司 ６４８２．８４ ４１２．１１

１９ 发事达（南通）化工有限公司 ４４８９．６９ ４４．１０

２０ 南通百事特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４３６２．６１ ９．４５

２１ 江苏德峰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３５７３．２５ ６３．０３

２２ 如皋市天鹏冶金有限公司 ２７５４．０４ ２９８．９９

２３ 南通宏新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２５２４．５７ ９８．２５

２４ 南通德益化工有限公司 ２４４３．８１ ６４．３６

２５ 南通汇桦化工有限公司 １８５４．３５ ３０．８６

２６ 如皋市派森化工有限公司 １７５９．０８ ２７．５７

２７ 如皋市海特威制氧有限公司 １７２９．３５ １３２．４６

２８ 南通新昱化工有限公司 １３９５．０９ １３４．１１

２９ 南通宝胜化工有限公司 １３６９．８２ ４５．１５

３０ 如皋市乐恒化工有限公司 １３０１．１３ ９０．１６

３１ 南通中泰化工有限公司 ６９１．６７ ０．４５

３２ 南通荣成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６１４．４０ ３６．９１

３３ 江苏康恒化工有限公司 ８３８．８９ ２１．０４

３４ 如皋市宏茂铸钢有限公司 ４８０６７．２５ ２１４２．９７

３５ 华泰重工（南通）有限公司 ２９５０６．８０ ５５４．４０

３６ 华泰（南通）船务有限公司 １５３２４．１９ １３５９．３３

３７ 国鼎（南通）管桩有限公司 １１０７０．２５ ５５４．１７

３８ 南通华凯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７８３１．２３ １００．２０

３９ 如皋市江北添加剂有限公司 ５３５６．４２ １４１．４５

４０ 南通川邻铸造技术有限公司 ２２０４．９４ ４０３．６１

４１ 如皋市协和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１７６２．４２ １９．０５

４２ 南通市丽祥非织造工业有限公司 １５９１．５９ ３７．９４

４３ 南通文盛金属铸锻有限公司 １００９．６５ ３０．９５

４４ 如皋市跃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９３１．６１ １５．３１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应税销
售收入

实缴税金

４５ 南通市金鑫窗业有限公司 ７４５．４７ ２３．０５

４６ 江苏威盛特钢铸锻有限公司 ７１８．４８ ２４．６５

４７ 如皋市申江特种钢丝绳厂 ６３５．９２ ８０．２６

４８ 如皋市宇钳金属铸造有限公司 ５４９．１４ ２６．１０

４９ 如皋市华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４２５．１６ ５４．１８

５０ 如皋市江虹镀锌铁丝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１．０３ ７．１９

５１ 南通剑翔铸造有限公司 １２９．１４ －１１．２５

５２ 江苏如皋钢铁有限公司 １１７４２４．９９ １０７４．８９

５３ 南通祥业船舶涂装有限公司 ５０２．９０ ２２．４６

５４ 善龙食品（南通）有限公司 ８０３２．００ １８１．１４

５５ 江苏科力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３０．２３ ２３．８７

５６ 如皋市港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２７８６．１５ ２３９．２３

５７ 如皋市长江毛制品有限公司 ５４０．３９ １９．８４

５８ 南通市山泉工贸有限公司 １２１１．６７ ２５．５９

５９ 南通市如海通钢板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０ 南通铁桥机车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４４５．７８ ３９．９７

６１ 如皋市海华毛纺织有限公司 ５４６３．９６ １０５．３７

６２ 开源塑业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８１６．４３ ２０．８０

６３ 江苏华灿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００７．２０ ２２５７．３１

６４
南通市日升电讯器材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１３９９５．７４ ３２９．９３

６５ 如皋市海洋船舶设备铸造厂 １１５５７．１２ １０２３．５５

６６ 江苏翔晟重工有限公司 ３６６８．９５ ２１．３５

６７ 如皋市勇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９０３．９２ ４６．２６

６８ 如皋市华兴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２６１１．５１ １８８．３４

６９ 南通衣神服饰有限公司 １７６８．１１ １２０．７８

７０ 南通派克吉利制衣有限公司 １３６４．８２ ２００．５６

７１ 南通市奇安博智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７９．２３ １４．１３

７２ 江苏亚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８７６．７５ １．３７

７３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１０１５５２６．３２２５６８８．０２

７４ 南通长青沙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６４０２７．５９ ５６７．６３

７５ 南通美利昌通宝船务有限公司 １３７３９．５３ ４５１．５８

７６ 南通通茂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１３１７２．８２ １８９．４４

７７ 南通通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８０８６．１２ ７６．３７

７８ 南通沿江管业有限公司 ７８９２．９８ ２２３．８９

７９ 南通晟罡建材有限公司 ４１７１．５３ ４５８．０５

８０ 南通星瑞热交换容器有限公司 ４０３１．３１ １５５．５８

８１ 南通柏斯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３３２７．０１ ５９．８４

８２ 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１８０３．５２ １０８．２０

８３ 如皋麦凯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０９．１４ ３２８．５３

８４ 南通市思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５１．４２ ５４．６０

８５ 南通美丽昌通宝船舶有限公司 ０．５５ １８．９３

８６
江南德瑞斯（南通）船舶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５１２５．２０ ３９．３３

·７７３·镇区概况



２００９年长江镇（如皋港区）外商投资情况一览
　表７８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美元） 注册外资（万美元） 完成时间

１ 熔盛涂装转股 ４４２．５ ４４２．５ １月

２ 熔烨船舶机电安装转股 ４４４ ４４４ １月

３ 熔烨仓储转股 ４４５．５ ４４５．５ １月

４ 熔鼎管道转股 ４４８．５ ４４８．５ １月

５ 南通鸿坤洁具 ２９８０ ２９８０ ２月

６ 南通基钜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００ ４月

７ 宝众增资 ４８１ ４８１ ６月

８ 和桐石化仓储 １３５０ ６７５ ７月

９ 泰永船舶配件 ２９９９ ２９９９ ７月

１０ 西亚基础设施 ２９９６ ２９９６ ７月

１１ 中洋钢结构 ２９９９ ２９９９ ７月

１２ 天亚重工 ２９９８ ２９９８ ７月

１３ 华泰船务增资 ２００ ２００ ７月

１４ 中伟业增资 ６７ ６７ ７月

１５ 江乐房产增资 ９９８０ ７０００ １０月

１６ 富癉房产增资 ９９９６ ７０００ １０月

１７ 卓怡房产增资 ９９８０ ７０００ １０月

１８ 富达房产增资 １１１８８ ９９００ １２月

１９ 恒汇房产增资 １１２９９ ９９００ １２月

２０ 永和房产增资 １１３９９ ９９１９ １２月

合　　计 ８２９９２．５　 ６９１９４．５

如如如皋皋皋科科科技技技城城城（（（软软软件件件园园园）））

【概况】　如皋科技城（软件园）位于如皋市主城区

东南，规划面积４３平方公里（其中１１平方公里为

发展预留地）。辖村（社区）７个，居民０．６９万户，

总人口２．４２万人。２００９年６月，启动园区建设。

２００９年７月，如皋软件园被省科技厅批准为省级

软件园。

规划编制　年内，如皋科技城（软件园）通过国

际招标、专家评审，选择新加坡邦城规划设计公司

作为３２平方公里科技城概念性规划、８平方公里

软件外包产业园和８平方公里龙游湖商务区控制

性详规编制单位。软件园起步区０．６平方公里，一

期工程采用现代建筑风格，由中国规划建筑设计院

设计。７月３１日，如皋软件园建设工程奠基开工。

招商引资　年内，如皋科技城（软件园）成功引

进上海晟峰、厦门巨龙、北大青牛、北京锐道、台湾

高格等１２家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落户园区。分别

在日本国和台湾、上海、北京及如皋举行数十次专

题招商活动，全面推介如皋软件园和服务外包产业

发展的优势，尤其在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两

次举行宣传推介活动，引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国

家发改委呼叫产业中心、国家工信部等部委、协会

的高度关注，北京服务外包协会吸收如皋软件园为

会员单位。１１月８日，在人民大会堂“第四届中日

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与日本产业省签订由日本

ＮＴＴ设施、ＮＥＣ向如皋科技城提供价值３０亿日元

节能环保技术、设备的示范合作项目。

工程建设　年内，如皋科技城（软件园）新开工

建设软件园起步区一期工程１３万平方米的软件研

发办公用房，其中多层软件研发用房４．２万平方米，

高层软件研发用房８．８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张八

里集中居住房１５万平方米。

【如皋软件园建设指挥部成立】　５月２４日，市委、

市政府在深入调研、科学论证基础上，成立如皋软

件园建设指挥部，正式启动软件园工程建设。

·８７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省科技厅厅长朱克江视察如皋软件园】　６月

１８日，省科技厅厅长朱克江视察如皋软件园建设

情况。

【如皋软件园获批省级软件园】　６月２６日，省科技

厅批复同意如皋软件园为省级软件园。

【如皋软件园党工委、管理委员会成立】　１２月３０

日，市委批准成立如皋软件园党工委、管理委员会。

（姜红波）

２００９年如皋软件园招商引资情况一览
　表７９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注册资本 完成时间

１ 江苏纪元软件开发公司 ２００００万元 ６０００万元 ６月

２ 南通晟峰信息科技公司 ６０００万元 ５００万元 ６月

３ 江苏酷歌科技公司 ５００００万元 ５０００万元 ９月

４ 南通欧创软件公司 ２．５万欧元 ２万欧元 ９月

５ 南通中川信息技术公司 ３万美元 ３万美元 １０月

６ 南通三际电子信息公司 １２０万元 １２０万元 １１月

７ 南通康美生物科技公司 １００万元 １００万元 １２月

８ 南通逸芯半导体科技公司 １００万元 １００万元 １２月

９ 南通台格信息技术公司 １５０万美元 １００万美元 １２月

１０ 南通锐道科技公司 ５００万元 ５００万元 １２月

２００９年如皋科技城（软件园）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０

名称党支部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平 明 社 区 任缪根 任缪根 １８ ２５５８ １７７ １０６０４．７８ １０７９１

建 设 社 区 陈建平 季同山 ２１ ３０７２ ２１０ １２３３５．３６ １１０８０

宋家桥社区 金成玉 丛昌银 ２４ ３１９８ ２３０ １２００７．９６ １０８９３

张八里社区 刘春和 刘春和 ２８ ３４８４ ２４０ １６４８９．７１ １０９１０

新 庄 社 区 叶彬 叶彬 ２４ ３４３５ ２０２ １４６２６．２９ １０８０６

杨 花 桥 村 顾光平 顾光平 ３９ ４４１０ ３３５．７ １６５６６．３３ ９０２２

桃 北 村 杨明华 洪久高 ２７ ４０５５ ２６２ １５４４９．１８ ９０９３

·９７３·镇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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