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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面积】　如皋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北纬３２°００′～

３２°３０′、东经１２０°２０′～１２０°５０′，南临长江，与张家港市隔

江相望，北与海安县、东与如东县、东南与通州区毗邻，西

与泰兴市、西南与靖江市接壤。全市总面积１４７７平方公

里，其中市区面积２０平方公里。全市耕地总面积７．８３８

万公顷，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０．０６４公顷。境内拥有长

江岸线４８公里，通扬运河、如海运河、如泰运河、焦港等主

要河流纵横全境，总长１８０．８公里。

【地质·地貌】　如皋位于扬子准地台的下扬子台褶带上，

为苏北拗陷中的苏南－勿南沙中新生代相对隆起区。地

质构造的主要特征为：北东向切割呈带状，北西向切割成

块。境内为平原地带，整体水平面高于邻县。地势由西北

向东南略有倾斜（海拔２～６米），如泰运河中段两岸地势

最高，沿江以东地势最低。地域酷似桑叶，地形如“复釜”。

（编辑部）

【土壤和气候】　如皋耕地土壤主要有潮土、水稻土两大土

类，潮土占全市耕地面积的９３．１％，其中高沙土占耕地面

积的５２％，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水稻土占耕地面积的

６．９％，主要分布于白蒲、丁堰镇和城北街道等镇（街道）。

２０１３年，年平均气温正常略偏高，全年总降水量较少，日

照偏多。全年温、光、水条件，有利于工农业生产。

气温　年平均气温１５．６℃，和常年（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以下同）相比偏高０．５℃。２月、４月、１１月气温与常年相

仿，１月、６月、１２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其中１２月比常

年平均值偏低０．７℃。３月、５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平

均气温均比常年值偏高，其中７月、８月异常偏高３．０℃。

年极端最高气温３８．４℃（８月６日），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７．５℃（１月１９日）。大于等于３５．０℃的高温日数为３４

天，全年出现寒潮过程６次。

霜降　终霜出现在４月７日，初霜出现在１１月１８

日，全年无霜期２２４天。

降水　年降水总量７２１．１毫米，比常年值偏少３２６．５

毫米。１月、３月、４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１月、１２月偏少，２

月、５月、６月、１０月偏多。其中，３月、７月、８月分别偏少

４８．２毫米、１２５．９毫米、１２１．８毫米，６月、１０月分别偏多

３８．７毫米、３９．７毫米。大于等于２５．０毫米降水日数５

天，大于等于５０．０毫米降水日数２天。一日最大降水量

７３．４毫米（６月２５日）。

日照　年日照时数２１０２．３小时，比常年偏多１６９．６

小时。１月、２月、５月、６月、９月比常年值偏少，３月、４

月、７月、８月、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比常年值偏多。

（刘　娟）

【水文·水情】　年内，汛期一日最大降水量８８．７毫米（奚

斜），出现在６月２６日。最大降水月为６月（常青），降水

量２１５．６毫米。年内６月２３日入梅，７月８日出梅，梅期

１５天，最大梅雨量为１７９．４毫米（吴窑）。通扬运河丁堰

站年最高水位２．８８米（６月２６日），年最低水位１．７７米

（１２月２９日）。焦港搬经站年最高水位２．７９米（６月２６

日），最低水为１．７５米（１２月３１日）。

上游水位　焦港闸年最高水位３．３８米（７月１６日），

年最低水位０．９６米（９月３日）；如皋港闸年最高水位

２．７７米（１０月９日），年最低水位１．７６米（１２月１６日）；碾

砣港闸年最高水位２．８１米（６月２５日），年最低水位１．８３

米（１２月１日）。

下游潮位　焦港闸年最高潮位４．１７米（８月２３日），

年最低潮位－０．８９米（１１月２９日）；如皋港闸年最高潮位

４．２２米（１０月８日），年最低潮位－０．９７米（１１月２９日）；

碾砣港闸年最高潮位４．０８米（１０月８日），年最低潮位

－０．９４米（１１月２９日）。

年引排水总量　焦港闸年引水总量２２０３２万立方米，

年排水总量６８４３万立方米；如皋港闸年引水总量３９３３５

万立方米，年排水总量３２９６万立方米；碾砣港闸年引水总

量２８６５１万立方米，年排水总量５３３９万立方米。沿江各

闸全年引水１０．９亿立方米、排水１．６亿立方米。

（殷亚平）

【自然资源】　如皋引用长江水条件优越，焦港、碾砣港、如

皋港三大引江口门最大引流量共达５２２．２立方米／秒。境

内浅层地下水资源约为３．３３亿立方米，水量大，水质较

好，可作饮用水。深层地下水每年可开采３０５万立方米。

如皋长江岸线全长４８公里，如皋港可直接利用的长江深

水岸线长２０．２公里，且岸线深水逼岸，微冲不淤，河势相

对稳定，可建万吨级泊位３０座。全市年平均太阳辐射总

量为４７６０９０焦耳／平方厘米，年平均风速为３．３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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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有野生植物６７１种，分属２门、２纲、１３９科；有动物资

源３８７种，分属４门、１５纲、５８目；有药用植物３６３种、动

物７３种，其中银杏、半夏、如皋三黄鸡等为闻名遐迩的地

方特产。境内煤藏分布于石庄镇－长江镇一线，但埋藏

深、储量小。长江镇、下原镇及沿江地区有沼气资源，但藏

于地下１５～３０米地层中，难以开采。如皋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城内外城河沿线有水绘

园、定慧寺、大成殿、范公苑等人文景观，另有东方大寿星

园、顾庄生态园等自然景观。

（编辑部）

【自然灾害】　２０１３年，全市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雨、大

雾、寒潮、高温、台风、大风等，其中因暴雨洪涝和强对流天

气造成的灾害最为严重。

台风　１０月，台风“菲特”影响全市，过程雨量８８．９

毫米，对全市造成一定影响。

暴雨　全年出现大于等于５０．０毫米降水日数为２天，

一日最大降水量７３．４毫米，出现在６月２５日。６月７－８日和

２５日的两次暴雨过程伴随的灾害性天气对人们的生产生

活带来影响。１０月８日有一次暴雨天气过程。

大风　全年出现大风天气（大于等于１７．０米／秒）

４次。

梅雨　６月２３日入梅，７月８日出梅，梅期长１５天，

与常年相比，入梅略偏迟，出梅略偏早。梅雨量１２８．３毫

米，最大梅雨量为１７９．４毫米（吴窑）。

高温　全年出现大于等于３５．０℃高温日数为３４天，

年极端最高气温３８．４℃（８月６日）。连续高温天气给人

们生产与生活带来影响，对农作物和蔬菜生长造成影响。

大雾　全年出现大雾日数６８天。

寒潮　全年出现寒潮过程６次。分别出现在２月

１７－２０日；３月９－１０日，３月１０日极大风速１８．８米／秒，

并出现扬沙天气；３月１９－２１日；４月５－６日，受北方冷

空气南下影响，出现大风降温天气，达寒潮标准；１１月

２４－２６日、２７－２８日受北方较强冷空气影响出现寒潮天

气过程２次，４８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分别为８．９℃、７．３℃。

（刘　娟）

行行行政政政区区区划划划与与与人人人口口口
【建置沿革·行政区划】　东晋义熙七年（４１１年）前置如

皋县，隋时并入扬州宁海县。南唐保大十年（９５２年）升为

如皋县，隶属泰州。后历代沿袭县制，宋时为中下县，元时

升为上等县。明清仍隶属泰州，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划

归通州。民国时为一等县，与湖南邵阳同被列为全国最大

的县。１９４０年８月，新四军东进至如皋西乡，在卢港建立

如皋县政府。１０月，县府随军继续东进至如皋东乡接管

国民党如皋县政府。１９４１年３月，在如皋西乡成立如西

县政府。至此，原如皋县以通扬运河为界划分为两个县。

如西县隶属苏中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如皋县隶属苏中第

四行政区专员公署。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１日，新四军收复如皋

城，如西县复名如皋县，原设于如皋东乡的如皋县更名如

东县。同年１２月１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于如

皋城成立。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如皋全境解放。５月１２

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专员公署改称苏北泰州行政区专员

公署，如皋属其管辖，为一等县。１９５０年１月，如皋县划

归苏北南通行政区专员公署，上升为特等县。１９５５年１２

月，如皋县人民政府改称如皋县人民委员会，隶属江苏省

南通专员公署。１９６８年建立如皋县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１年

复名如皋县人民政府。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８日，经国务院批

准，如皋县如城地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全县乡镇陆续

被批准对外开放。１９９１年２月６日，经国务院批准，如皋

撤县建市，同年６月１日举行建市仪式。２０１３年３月，省

政府同意调整如皋市部分行政区划。截至年底，全市辖１１

个镇（区）、３个街道（区）。即如城、城南、城北３个街道和东

陈、丁堰、白蒲、下原、九华、石庄、吴窑、江安、搬经、磨头、

长江１１个镇，城北街道与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街道

与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以区带街、区街合一”管

理机制，长江镇与如皋港区实行“镇区合一”管理体制。全

市３４７个村（居），其中居委会１８１个、村委会１６６个。

（编辑部　邓建芹）

【人口·民族】　２０１３年末，辖区总户数４５．３１万户，总人

口１４３．２３万人。其中：男性７１．５０万人，占４９．９２％；女性

７１．７３万人，占５０．０８％。男女性别比９９．７０：１００。年内人

口出生率７．８０‰，人口死亡率７．７３‰，人口自然增长

率０．０７‰。

２０１３年末，全市有少数民族人口４３９９人，占总人口

近０．３１％，分别属于３６个少数民族。

（梅广林）

民民民　　　俗俗俗　　　风风风　　　情情情
【方言】　如皋方言属江淮官话泰如片，受吴语影响较大，

与赣方言和客家方言亦有渊源。如皋方言小片含今如皋

市、如东县、海安县、泰兴市和东台市南部及张家港市段山

地区，总面积约６０００平方公里，总人口约５００万人，以如

城话为代表。如城及周围地区语言为如城话。如城以西

３公里外即有泰兴话韵味，细音摩擦明显，称为西乡话。

白蒲、九华与通州区交界，为两地过渡方言带，其南半部语

言均带有南通话特征的两套齿擦音，称为南乡话。南境永

安沙一带成陆仅数十年，移民来自１８个省区，其后代虽操

如皋方言，但村、圩间每有差异，称为圩田话。

【习俗】　如皋居民以汉族为主，民风淳厚质朴，民俗与扬

州相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饮食、服饰、住行、婚姻、

生育、寿诞、丧葬、节庆、祭祀等方面的独特的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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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如皋岁时习俗有立夏早晨吃煮蛋、中午吃甜菜、儿童

称体重，端午节吃粽子、儿童戴百索和香袋，中元节烧经祭

祖、“斋孤”，中秋节吃月饼、藕饼、鸭子等，尤以春节前后祭

祀活动为多，且伴有诸多禁忌。婚丧习俗有新娘子结婚当

月内不能到亲友、邻居家串门，丧事中“烧冥屋”、演“僮子

戏”等。寿辰习俗中的贺百岁最为隆重，主家要烧制“百岁

碗”赠与亲友和乡邻。民间有做“青苗会”，演“僮子戏”，唱

“仪兴调”（越剧）、“下河调”（扬剧）、“七字段”，春节期间演

荡湖船、踩高跷、扯扯腰、打花鼓、舞龙灯、唱道情等习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禁止各种

封建迷信活动，社会文明程度逐步提高，民俗亦发生很大

变化，传统节日中一些不健康的旧习俗被扬弃，有些节日

被赋予积极健康内容，同时还逐步形成了一些新风俗。

名名名　　　胜胜胜　　　景景景　　　点点点
【水绘园风景区】　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如皋古

城东北隅，占地面积约３０万平方米，由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水绘园及水明楼古建筑群、中国如派盆景园（古澹

园）、匿峰庐、逸园、中国如皋长寿博物馆、灵威观、动物园、

游乐园等景点组成。

水绘园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公元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年），

明末才子冒辟疆偕金陵名姬董小宛栖隐于此。园内构筑

有寒碧堂、壹默斋、因树楼、湘中阁、悬矲山房、镜阁、涩浪

坡、小三吾亭、枕烟亭、妙隐香林、古城墙、烟波玉亭、碧落

庐、悬矲峰、洗钵池、小三吾溪、鹤屿等佳景１０余处，波烟

淼淼，隐映如绘，宛若一幅幽静清雅、意韵空灵的山水画，

时为海内名园。园中积水弥漫，倒影如画，冒董浪漫的爱

情故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园林景观，使

水绘园成为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博之大成的游

览胜地，被誉为“中国第一情侣文化园”。

水明楼建筑群为水绘园景区另一重要景点，始建于清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１７５８年），为船舫式水阁建筑，造型精

美，被已故园林界泰斗陈从周评价为“徽派园林风格的海

内孤本”。楼西隐玉斋、雨香庵内藏有历代珍贵的文物、文

献供游客鉴赏。

【红十四军公园】　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如城镇

福寿东路。占地１７．４公顷，由红十四军纪念馆、红军历史

教育拓展训练基地、如皋市青少年红军历史教育馆三部分

组成，是弘扬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主体建筑红十四军纪念馆，被列为国家级革命纪念设

施，由序厅、江海曙光、长夜惊雷、斩木举义、军旗如画、革

故鼎新、金戈铁马、碧血丹心、野火春风、尾厅１０个部分组

成，以１３００余幅图片、近４万字说明文字、６００余件实物

资料，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江苏境内唯一中央序列红军武

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

历史。

【内外城河风光带】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如皋古

城内。内外两河环城而绕，外圆内方，形似古钱。内城河

古名玉带河，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公元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

外城河亦名濠河，开凿于明嘉靖年间（公元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

内外城河沿线有春秋遗址射雉亭、明代高桥迎春桥、

千年古刹定慧寺、名人辈出的集贤里、冠甲江淮的灵威观、

纪念宋代名人范仲淹的范公苑等１０余处历史文化景点。

内外城河上架有形状各异的桥梁２９座，蕴含着许多美妙

传说和故事。双环河两岸白石护栏蜿蜒若龙，沿线树木葱

郁、百花争艳。“水环城，城包水”的奇特景观成为古城如

皋独具魅力的风光带。

【定慧禅寺】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以历史悠久、规模

宏大、格局独特、香火旺盛闻名于海内外。定慧寺始建于

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５９１年），地处如皋古城东南隅。明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１６０７年）重建大殿和金刚殿，改山门

朝北，后陆续砌建钟鼓二楼和藏经阁、禅堂、祖堂、斋堂等。

定慧寺山门正对玉带河，东临放生池，西南傍玉莲池，

寺院平面布置呈“回”字形，楼堂环绕四周，宝殿坐落中央，

形成“水环寺，楼抱殿”的独特格局。

【东方大寿星园】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如皋市西

城郊，是颇具长寿之乡特色的旅游景点，亦是举办祝寿活

动的场所。若遇机缘，可以品尝到长寿菜并与百岁老人近

距离探讨长寿秘诀。

东方大寿星园主题标志铜铸大寿星，高４９米。大寿

星身背斗笠，笑容可掬，为如皋花农传统打扮，寓意勤劳长

寿，被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大师誉为“天下第一大寿

星”。园内百岁风情长廊、养生盆景园，百岁桥、生财路、百

岁亭、摸寿台、长寿名人走廊、养生茶楼以及经世界吉尼斯

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青铜碗———万寿百岁碗等景点，融如

皋长寿文化与盆景艺术于一体，彰显长寿精神家园主题。

【法宝禅寺】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如皋市白蒲

镇，始建于唐太和四年（公元８３０年），宋至和元年（公元

１０５４年）重建，被列为维扬八大丛林之一，香火鼎盛。清

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为寺院题写藏经楼匾

额。相传日本入唐高僧圆仁，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南宋丞

相文天祥，清都察院左都御史沈岐、诗人袁枚等都有游览、

唱咏法宝寺的记载。

法宝禅寺建筑布局独特，酷似“象”形，古人曾留下“访

僧象鼻湾，路指虎溪是”“一湾成象鼻，法宝久闻名”等诗

句。寺内放生池鱼、虾、龟、鳖等自由游弋，池塘四周月季、

牡丹、芍药争相绽放，池中央建有照心亭，亭边曲桥连岸，

是游人香客夏日乘凉消暑的好去处。放生池东的万安桥，

是白蒲镇古桥万安桥的缩影。

·７７·如皋概览



【顾庄生态园】　国家ＡＡ级旅游景区、江苏省首批乡村自

驾游基地，位于如皋城区南郊，方圆３３平方公里。

园内景点有充满浓郁长寿气息的大寿星园，引人入胜

的苏通生态观光园，绿意盎然的如皋花木大世界，极具欧

陆风情的钱长村草坪，现代与古典完美融合的江源植物造

景园，凸显如派盆景悠久历史的如皋绿园，完美诠释如派

盆景艺术魅力的盆景艺术研究所，香远益清、淡雅芬芳的

百代兰花园，弥漫着自然情趣的绿洲园艺示范园，花团锦

簇的上海宝莱蝴蝶兰园等景点２０余处。顾庄生态园自然

景观独特，文化积淀深厚，是令人沉醉的天然氧吧、如皋中

心城市的一叶绿肺，是游客和如皋市民休闲养生的清静

之地。

地地地　　　方方方　　　特特特　　　产产产
【如皋萝卜】　如皋萝卜栽培具有千年历史，经长期选育形

成独有良种“鸭蛋头”“捏颈儿”“百日子”，以皮薄、肉嫩、汁

多、味甘和木质素少、嚼后无渣的绝妙口感，赢得“赛雪梨”

的美誉和“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不如如皋的萝卜皮”的夸

赞。因其生津开胃、清火降气之功效极佳，如皋民间流传

着“晚吃萝卜早吃姜，不需医生开药方”之说。用如皋萝卜

腌制如皋萝卜条，相传始于唐大和年间（公元８２７－８３５

年）。新中国成立后，如皋酱醋厂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生

产的东皋牌萝卜条，形似橘片，色泽黄橙，芳香独特，咸中

带甜，具有香、甜、嫩、脆的特色。１９８３年获外经贸部荣誉

证书和省优质食品奖，１９８５年获全国出口产品优良荣

誉奖。

【如皋黑塌菜】　如皋黑塌菜，又名如皋塌棵菜，如皋方言

“趴趴菜”，因塌地生长而得名，是如皋地方特色蔬菜。如

皋黑塌菜种植历史悠久，清乾隆十五年（公元１７５０年）编

修的《如皋县志》记载：“九月下种，十月分畦，冬后经霜更

酥软，邑人呼为塌棵菜。初春嫩薹蔬茹皆胜，四月收子榨

油，香美不亚麻油。”

如皋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栽培方式形成了如皋黑

塌菜的特有品质，其株型平展，塌地生长，经霜冻后味甜鲜

美、质地柔嫩、清香爽口，富含维生素Ｃ和钙以及大量膳

食纤维、维生素Ｂ１、维生素Ｂ２、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其

中维生素Ｃ和钙含量极高，粗纤维含量低，被视为青菜中

的珍品。

如皋黑塌菜不但深受当地人喜爱，上海、南京、苏州、

无锡等周边大中城市市民对如皋黑塌菜也情有独钟。

２０１３年２月，国家工商总局颁发“如皋黑塌菜”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书。

【如皋香堂芋】　如皋香堂芋种植历史悠久，因其在烹饪过

程中香气四溢、满堂芬芳而被冠以“香堂”美誉。清乾隆十

五年（公元１７５０年）编修的《如皋县志》记载：“香芋与芋别

为一种，生沙土瓦砾地，蔓引不穷，子生地中，霜后掘取煨

煮食之，入蔬尤佳，香味绝胜。”

如皋香堂芋可制作多种美味佳肴，其香气怡人，口感

细腻，质地软滑，酥而不烂，是粮、菜、饲兼用作物，在传统

的农家菜谱中有芋头烧肉、芋头泥与肉泥加佐料制作的芋

头丸、芋头豆腐汤、芋头扁豆饭等。不少追求返蹼归真的

都市居民，喜欢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享受其纯真清香，即

“吃毛芋头”，将洗干净的芋头直接连皮蒸煮，熟后去皮而

食。如皋香堂芋一直被作为当地传统乡土食品用于馈赠

和款宴各方宾客，并被市委、市政府作为如皋长寿食品的

代表向外推介，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青睐。

【如皋黄鸡】　如皋黄鸡是肉蛋兼用型地方鸡资源，主产于

如皋市境内，最早文字记载于清嘉庆年间（约公元１８０４

年）《如皋县志》“物产”一节。

如皋黄鸡体型中等偏小，具有“三黄”（喙黄色、羽黄

色、胫黄色）特征，公鸡颈、翼、尾羽尖端夹有少量黑羽，皮

薄呈黄色。肌纤维紧密、富有弹性，适宜于白斩、爆炒、煲

汤等，肉质嫩滑细腻，肉香汤鲜，清澈味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如皋市畜牧科技工

作者持续开展如皋黄鸡提纯复壮工作，使其外貌特征渐趋

一致，遗传性能趋于稳定。２００９年，如皋黄鸡被列入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名单。２０１１年，被《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家禽志》收编。２０１３年４月，如皋黄鸡经农业部批准获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

【如皋蝶尾金鱼】　如皋蝶尾金鱼养殖迄今已有４００多年

历史。如皋蝶尾金鱼尾鳍形似蝶舞，以其独特的“形态美、

体色艳、游姿娇”而出类拔萃，被观赏鱼业内誉为“灵动的

画、无声的诗、活的风景”，堪称观赏鱼一绝，有“扬州水泡

如皋蝶”之说。如皋蝶尾金鱼有２０多个花色品种，上佳品

种有１０多个，“十二红”蝶尾和“熊猫”蝶尾更是蝶尾金鱼

中万里挑一的极品。

如皋蝶尾金鱼深受国内外金鱼爱好者的喜爱，出口到

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年出口量１００多万

尾。在国内各类展览、大赛上，因其独特优美的形态崭露

头角，先后获得各项大奖１００余项，“如皋蝶尾”正日益成

为江苏金鱼的一张名片、中国蝶尾金鱼的一张王牌。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年，如皋蝶尾金鱼连续两年在上海国际休闲水族

展览中夺得全场总冠军。

【如皋火腿】　如皋火腿生产始于清咸丰初年（公元１８５１

年），以如皋及其周边地区饲养优种生猪为原料，经多道工

序精细加工制成。其形如琵琶，色红似火，风味独特，以

色、香、味、形“四绝”闻名中外，与浙江金华火腿、云南宣威

火腿齐名为“中国三大名腿”。因如皋地理位置偏北，故有

“北腿”之称。清末，先后获檀香山博览会奖和“南洋劝业

会”优异荣誉奖；１９８２年被商业部评为优质名特产品。

如皋火腿烹饪可蒸、煮、炖、煨、炒、焖、烧，尤以清炖和

·８７·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煮食为佳。可常年贮存，供四季食用。

【如皋肉松】　如皋肉松生产始于１９１４年，原为太仓式肉

松，后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研制最佳配料配方，形成如皋特

有风味。如皋肉松于１９６６年始出口国外。如皋肉联厂生

产的金梅牌肉松１９８２年被商业部评为名特优质产品；

１９８５年在巴黎获国际美食学会与旅游观光委员会授予的

金质荣誉奖章，为中国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枚肉食品金

牌；１９８８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牌。１９９２年，如皋肉

联厂生产的如皋牌肉松获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白蒲茶干】　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１６９６年），湖州人屠

氏于如皋白蒲镇开设三香斋茶干店，所制茶干香、韧、鲜、

嫩。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当地官吏以三香斋茶干进贡。

乾隆食后赞不绝口，并挥毫御赐“只此一家”条幅。从此，

三香斋白蒲茶干声名远播。

如皋白蒲三香斋茶干厂师傅系嫡传，在继承传统工

艺、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白蒲

茶干营养丰富，老少妇孺皆宜，是家常和旅途中的经济方

便食品，也是筵席冷盘佳品和荤素烩炒的优质配料。

【如皋董糖】　如皋董糖制作起源于明末如皋名士冒辟疆

爱妾董小宛之手，故称之为“董糖”。因董小宛时为秦淮名

妓，又称之为“秦淮董糖”。

以精白面、白糖、芝麻、饴糖为原料，经选料、熬糖、制

糖芯、制糖骨、成型等工序而成的董糖，酥松香甜、入口易

化、口齿留香、回味久长，誉满大江南北。

【林梓潮糕】　林梓潮糕由如皋林梓镇费氏老万和茶食店

于清雍正十年（公元１７３２年）创制。林梓潮糕丰含米香、

桂香、荷香，香而不浊，沁人心脾，且甜而不腻，柔润爽口，

风味独特。

林梓潮糕名倾大江南北，为江苏特产、苏北名点，并被

收录于《江苏名菜名点》。

【白蒲黄酒】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１７１６年），浙江绍兴

章姓落户如皋白蒲镇，开办槽坊酿制黄酒。后章家历代继

承祖传秘方，以地产上等米为原料，以药酒、麦曲为糖化发

酵剂，采用传统加饭酒工艺，精心酿制黄酒。

白蒲黄酒色泽橙黄、清晰透明、醇香浓郁、口感纯正，

且具有舒筋活血、健身强心、延年益寿之功效，可与浙江绍

兴黄酒媲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白蒲黄酒厂成立后，继承和改进白

蒲黄酒传统工艺，进一步提高黄酒品质，生产水明楼牌系

列黄酒。１９８６年获省优质产品证书，１９８８年获首届中国

食品博览会银奖，１９９１年获轻工部优质产品称号，１９９３年

在日本东京第五届国际酒、饮品博览会上获金奖，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名牌产品。

【如皋香肠】　如皋香肠生产始于清光绪年间（公元１８７５－

１９０８年），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清末曾获南洋劝业会二

等奖。

如皋香肠条形整齐、肉质紧密、色泽鲜艳、咸甜适度、

香味浓郁、营养丰富，精肉嚼而不老，肥肉油而不腻，可与

广式香肠媲美，亦称为如式香肠。

江苏长寿集团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精心研制新配

方，所生产如皋牌香肠享誉国内外。１９８２年被商业部评

为优质名特产品，１９８５年获国家质量银质奖，１９８８年获中

国食品博览会金奖，１９９２年获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编辑部）

２２２０００１１１３３３年年年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国国国民民民经经经济济济
和和和社社社会会会发发发展展展状状状况况况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６５７．０１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同比增长１１．８％。按产业分类：第

一产业增加值５７．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１％；第二产业增

加值３４３．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３％，其中工业增加值

２８５．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５６．６４

亿元，同比增长１３％。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５２１８５元。

三次产业的比例调整为８．６８∶５２．２６∶３９．０６。财政总收

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２２．３％，比上年提高０．４个百

分点。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１０２．０，即物价总水平同比

增长２．０％，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上涨１．６％，消费品价格

上涨２．２％。

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涨跌情况一览
　表６

指　　　　标 比上年增长（％）

食品类 ３．９

其中：粮食类 ２．６

　　 肉禽及制品 ２．４

水产品类 ２．６

烟酒及用品类 －２．５

衣着类 ７．８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 －０．４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 ６．４

交通和通信类 ０．５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 －３．３

其中：教育 －３．０

居住类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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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９２．３６亿元，同比增

长８．６％。其中：农业产值５１．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９．６％；

林业产值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牧业产值２９．８４亿

元，同比增长５．５％；渔业产值５．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６％；

农业服务业产值５．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３％。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１０．８７８万公顷，与上年持平；棉花

种植面积１６０公顷，比上年减少１０公顷；油料种植面积

１．４２３万公顷，比上年增加１９０公顷；蔬菜种植面积１．７３

万公顷，比上年增加９８０公顷。全年粮食产量７４．０４万

吨，与上年相比略增；棉花产量１６０吨，同比下降１１．６％；

油料产量３．８４万吨，同比增长４．３％；蔬菜产量６１．６５万

吨，同比增长７．９％。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情况一览
　表７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

粮食 万吨 ７４．０４ １．７

棉花 吨 １６０ －１１．６

油料 万吨 ３．８４ ４．３

蚕茧 万吨 ０．６５ －２１．７

生猪年末存栏数 万头 ８０．８３ ０．２

生猪出栏数 万头 １０７．９７ －１．１

羊年末存栏数 万只 ２６．６８ ０．９

羊出栏数 万头 ３８．７ １８．３

家禽年末存栏数 万羽 １１５８．４６ ５．３

家禽出栏数 万羽 ２３１５．６１ １．２

禽蛋 万吨 ６．８６ ４．６

水产品 万吨 ２．５４ ５．０

　　年末，全市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７８．４８万千瓦。拥有

拖拉机１０５８３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１８４１台；拥有联合收

割机１４８９台，其中自走式收割机１４７７台。全市农机化投

入８０５１万元，其中用于农业机械购置４９０２万元。全市农

用化肥施用量（折纯）３．０５万吨。

【工业和建筑业】　全市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８５．９３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７％。年末，全市销售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规模

企业８０６家，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４１８．９９亿元，同

比增长４．２％；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５９６．７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５１％，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４２．０６％；新

兴产业产值４３６．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７％，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３０．７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

营业务收入１３１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３％；规模以上工

业利润总额５８．１亿元，同比下降１２．２５％；工业产品销售

率９８．６８％。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７７１．２４亿元（含一般纳

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供电公司），同比增长９．２７％。全部

工业实缴税金２８．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０．３３％。

规模工业部分工业产品产量情况一览
　表８

产品名称 单位 全年产量
比上年增长
（％）

橡胶轮胎外胎 条 １４９６３９５．０ －６．４４

民用钢质船舶 万载重吨 １５２．５３ －６２．１

钢球 万粒 ５６０２８５ ４．４１

内燃机 万千瓦 １４９．３２ －１４．１８

印刷机械 吨 ５０７４．３９ ５．５９

锻压设备 台 １０１９ －１３．２８

高压电器 台 ２００６４ －８．１

半导体分立器件 万只 ６７２６９６ －１０．３１

纱 吨 ５８１３６ ９．７

布 万米 ３６８５８ ４．４８

服装 万件 １２８６９ －６．７９

玻璃纤维纱 吨 １４５００ －０．６８

饮料酒 吨 １８３８２ ３１．７９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１２３．８６万吨

标准煤，比上年上升１．７０％；万元产值综合能耗０．０８７３

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２．４０％。重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９７．００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上升２．３８％；万元产值能

耗０．０９５８吨标准煤，比上年上升０．２５％。轻工业企业综

合能源消费量２６．８６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０．６８％；万

元产值能耗０．０６６０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９．５２％。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５７．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８％。全市建筑队伍人数２２万人，其中，工程技术和经

营人员５万多人。建筑队伍遍及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年

末境外劳务人员近１０００人。全年建筑企业承建施工面积

１．０６亿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３．４％。全年建筑企业承建工

程创国家级奖项３项、省级奖项４４项。年末，全市拥有特

级资质建筑企业２家、一级资质建筑企业２５家、二级资质

建筑企业７６家、三级资质建筑企业１０６家。全市注册一

级建造师５４５人、二级建造师１５３２人。如皋获中国建筑

之乡称号。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３７４．８６亿

元，同比增长２０．４％。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投资２４４．１０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９％；第三产业投资１３０．７６亿元，同比

增长３５．１％；旅游业投资２３．３２亿元，同比下降４４％。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４６．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８％。

房屋施工面积５２７．８９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２．６％，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３９７．６５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３％。商品房

屋销售面积１０２．１７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８１．１％；商品房

屋销售额５０．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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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７．８亿元，同比

增长１２．９％。按城乡分类：城镇消费品零售额１６４．９５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２％；乡村消费品零售额９２．８６亿元，同

比增长１４．０％。按行业分类：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２３５．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８％；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２２．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６％。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分类情况一览

　表９

指　标 零售额（亿元）比上年增长（％）

食品、饮料、烟酒类 ６．６３ ４．５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３．５３ 持平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 ４．４８ ５．３

汽车类 １７．７４ ２９．４

石油及制品类 １５．８８ ９．５

家具类 ０．１５ ４

日用品类 １．２２ －２３．４

化妆品类 ０．５ －６．５

金银珠宝类 ２．１７ ２１．２

书报杂志类 １．０ ３．０

　　年末，全市拥有亿元市场１２个，亿元市场年成交额

１２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６％。

【开放型经济】　全年新批外资投资项目５０个，其中，超

１０００万美元项目２７个，超５０００万美元项目５个，超亿

美元项目２个。全年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６．５３亿美元，同

比下降３１．３％；实际到账外资２．４８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６％。全年完成进出口总值３１．５４亿美元，同比下降

１２．１％，其中自营出口总额２３．７２亿美元，与上年持平。

全市出口超１０００万美元企业３７家。出口贸易总值中，机

电产品出口８．８３亿美元，同比下降４．１％；纺织品出口

４．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０％；化工产品出口３．０亿美元，

同比增长３４．１％。

进出口贸易主要方式分类情况一览

　表１０

指　标 总量（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值 ３１．５４ －１２．１

　出口 ２３．７２ 持平

　　其中：一般贸易 １１．９３ １４．７

　　　　 加工贸易 １０．３５ －１９．２

　进口 ７．８２ －３５．７

　　其中：一般贸易 ３．４１ －１７．５

　　　　 加工贸易 ２．２９ －２４．８

　　年末与如皋市建立进出口贸易关系国家和地区

１４４个。

进出口贸易主要市场情况一览
　表１１

国家和

地区

出口总值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进口总值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日本 ４．５３ １５．７ ０．６２ －３３．９

新加坡 ３．６０ －２８．０ ０．０４ －８８．７

美国 ２．５９ ５．７ ０．７９ ４．０

马尔绍群岛 ２．２５ － － －

韩国 １．９６ １３８．３ １．８５ ３６．５

德国 ０．４３ －１３．９ ０．１６ －２１．９

荷兰 ０．４９ －２４．５ ０．８４ －６７．１

法国 ０．３４ －２１．９ ０．２３ ０．７

东盟组织 ４．５１ －１９．０ ２．１６ －３８．２

欧盟组织 ３．７４ －１７．１ １．５０ －６０．４

　　全年完成对外劳务营业额２．０１亿美元，同比下降

２２．９％。当年新派对外劳务人员３０８６人，年末在外人员

７２７２人。

【交通、邮政、电信和电力】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增加值３４．６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５％。全年公路客运量

９８９万人次，旅客周转量８２０５６万人公里；公路货运量

２９５４．２万吨，货物周转量２０５５０８万吨公里。水路货运量

６５３．１万吨公里，货物周转量１２５８１７万吨公里。港口完

成货物吞吐量３０３３万吨。全年完成交通建设投入１５亿

元，完成农村等级公路１５８公里，改造危桥９５座。城乡客

运协调发展，全年新建镇村客运站台４６个，城区投入新能

源公交车２０辆，农村投放清洁能源客车１５辆。

全年邮政业务收入１．８６亿元，电信业务收入９．１亿

元。年末，全市固定电话用户３１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１００．５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３４．１万户。

全年用电量４５．３８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１％。其

中：农业用电量６８８５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３．１％；工业用

电量３１７０１３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２％；建筑业用电量

１００２８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２％；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７７４３２万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９．４％。

【财政和金融业】　全年财政总收入１４６．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４％，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６０．１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２％。全年财政总支出 １４０．４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８％，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８０．３２亿元，同比增

长１７．８％。

年末，金融系统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７７１．１２亿元，同

比增长１３．６％，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５０７．４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１％。金融系统贷款余额４５６．７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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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２４．２％。其中：短期贷款余额２３５．９６亿元，同

比增长１９．３％；中长期贷款余额１８９．７７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２％。年末，保险机构工商注册登记３４家。全年中保

财产保险保费收入２５９５３万元，赔款及给付１４０５３万元；

中国人寿保险保费收入６９５５３万元，赔款及给付２５７７２

万元。

【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专利申请量３４３０件，其中发明

专利１５９７件。专利授权１５４７件。全年申报各级各类科

技项目６２１项，获得立项３９２项，获各级扶持资金３５３２万

元。全年有３０项科技成果获省、南通市科技进步奖，其

中，省级三等奖４项，南通市级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１０项、

三等奖１４项。全年新增省外资研发机构３家、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２家、省研究生工作站１０家。２０１３年，如

皋建成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市、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市。

全市现有普通中学３１所，在校学生４９７２５人；职业中

学２所，在校学生１０９３９人；小学５４所，在校学生６２２２３

人；幼儿园５６所，在园儿童２９０９４人。年末，教职工总人

数９５７８人，其中专任教师８７７０人。

【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市现有文化产业法人单位１３２０

家，从业人员４．０１万人。登记在册民营演出团体１１６个。

年末累计建成农村乡镇文化站１４家、“农家书屋”３３２家。

拥有公共图书馆２家、各类博物馆纪念馆１７家、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３７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４处、南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４处。拥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９项、南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１４项。

全年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均

达到１００％。全市新增数字电视用户０．９８万户，年末数

字电视用户３３．５万户，占总户数比重９５．７％。

年末，全市共有医院、卫生院６５个，妇幼保健所１个，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个。全市拥有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

５２７７个，现有卫生技术人员５５３３人，其中执业（助理）医

师３２４０人、注册护士２２４０人。全市参加合作医疗１００．１３

万人，百分之百参合；农村自来水普及率９８％。新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３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３６８个，行政村居卫

生服务站实现全覆盖。

全年成功承办国际体育赛事１项、全国体育赛事２

项、省级体育赛事６项、南通市体育赛事６项。全市新增

晨晚练健身点２５个，全市全民健身活动参与群众超过８１

万人次。体育彩票全年销售额１５５６１万元。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８６１１元，同比增长

１０．０％；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１７７１６元，同比增

长１１．５％。年末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４７．３

平方米。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００４元，同比增长

１１．５％；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９４５５元，同比增长１５．８％。

年末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５１．９平方米。

年末，全市拥有各类养老机构２４家，总床位数６３３２

张；全市农村拥有敬老院２６家，床位９１７５张。在全市农

村４６０３名“五保”对象中，集中供养２１３４人，集中供养率

４６．４％。全年婚姻登记１２９５６对。

年末，全市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数１４．９４万人，

同比增加０．７７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１５．０８万人，同比增加１．０６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１３．２４万人，同比增加０．５３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４９５７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２．８６％。

【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　全年累计完成城市建设投入

１２２亿元，其中市政基础设施投入１５．８亿元。全年新开

工房地产面积１５５万平方米，竣工９８万平方米。新开工

建设安置房７０万平方米，竣工６３万平方米。全年新增道

路４０公里。新增绿化面积６５万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

４０．５％。全年新增公共自行车投放点１６处，投放自行车

６００辆。年末，全市有道路灯具２．５万盏，城市亮化率

９８．０％。全年新增燃气管道１９８公里，新增用户１．４４万

户，年供气量７８５０万立方米。全年新增自来水管网６１．３

公里，自来水日供水能力２０万立方米。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１００％。

全市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全市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平均

值为：二氧化硫０．０２１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０．０２７毫

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０．０８４毫克／立方米，各

项指标均符合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全年空气污染指

数达到良好以上天数３３２天，占全年天数的９１．０％。全

市主要河流水质基本符合相应功能区水质标准，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白天为５５．８

分贝、夜间为４５．４分贝，交通干线噪声加权平均等效声级

为白天６４．２分贝、夜间５３．８分贝，符合国家环境噪声质

量标准。

（杨云清）

组组组织织织机机机构构构及及及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名名名录录录

中国共产党如皋市委员会

书　记　姜永华

副书记　陈晓东　司祝建

常　委　胡拥军　吴道健　胡宏杰　马金华

　　　　蔡　忠　缪小华　黄建龙（５月２０日批捕）

　　　　蒋　建　刘向阳（６月２６日任）

如皋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　谢新民

党 组 书 记　石　耀

党组副书记　谢新民　吴晓培（９月１３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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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张元健　邵晓泉

　　　　　　刘聪泉（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张　勇　阮汝国（４月１日批捕）

党 组 成 员　朱　俊　华国瑞

如皋市人民政府

市　　　长　陈晓东（１月１８日任）

党 组 书 记　姜永华（１月９日免）　陈晓东（１月９日任）

党组副书记　吴道健　

副　市　长　吴道健　杜永红　陈万圣　缪爱诚

　　　　　　成　明　陆雪松　茅红宇（女）

　　　　　　孙宏放　谢　刚

党 组 成 员　万维庆　钱志刚（１２月３０日免）

　　　　　　冒　平（１２月３０日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皋市委员会

主席、党组书记　李中林

副 主 席　魏祝明　刘聪泉（１２月３０日止）

黄文斌　张亚鸾（女）　郑振明

钱志刚（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党 组 成 员　殷高华　

秘 书 长　殷高华

中共如皋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蔡　忠

副书记　沈良高　赵建明

常　委　周海如（女）　谢永华（４月２５日免）　马铁军

　　　　焦晓斌

市委工作机构、部门管理机构、

合署挂牌机构和直属事业机构

市委办公室

主　任　张百瞞

副主任　孙天骄　孙海风（女，兼）

　　　　张　勇　汤新明（１月９日免）

　　　　陈建军　陆海峰（１２月３０日免）　

　　　　顾晓春（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市委组织部

部　长　蒋　建

副部长　赵建华（７月１９日免）　周太荣（兼）

　　　　严世斌　冒　平　陈小燕（７月１９日任）

市委宣传部

部　长　胡拥军

副部长　丛立新　姚呈明（兼）　唐　亮（３月１９日任）

　　　　张　进（兼，４月２日任）

市委统战部

部　长　钱志刚（６月２６日任）

副部长　杨　龙（兼）　夏茂宏　姚大平

市委政法委

书　记　缪小华

副书记　成　明（兼）　邢新华　周勇骑　马小平

　　　　钱志强（４月２５日任）

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　任　朱为民

副主任　章祥裕　严海泉　耿　超（１２月３０日免）

　　　　姜石泉　张玉峰（３月１９日任）

　　　　王志斌（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严世斌（兼）

副主任　张世闻（４月２５日任）

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主　任　许映兰（女）

副主任　吴国章　陈卫华

市委老干部局

局　长　赵建华（兼，３月１９日免）

　　　　陈小燕（兼，３月１９日任）

副局长　张志忠（１月９日免）　沈寿高

　　　　薛爱平（３月１９日任）

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薛冠军（兼）

副　书　记　裘和平

纪工委书记　丁　群

市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冒　平（兼，１２月３０日免）

　　　　纪成如（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书记　周锋杰（１月９日免）

　　　　陈海峰（２月４日免）

　　　　王贞慧（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党代表联络办公室

主　任　冒　平（兼，４月２５日免）

　　　　吴小平（４月２５日任）

副主任　吴小平（４月２５日止）

市人才工作办公室

主　任　薛冠军

副主任　章爱平（１２月３０日免）

　　　　钱晓锐（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市委研究室

主　任　孙天骄（兼）

副主任　陈建军（兼，４月２５日免）　沈剑梅（女）

市委机要保密局

局　长　张　勇（兼）

副局长　纪　勇（１２月３０日免）

　　　　孙　鑫（４月２５日任）

市委督查室（１月１０日成立）

主　任　陈建军（兼，４月２５日任）

副主任　贲如江（１２月３０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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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丛立新（兼，４月２５日免）

　　　　陈　实（４月２５日任）

副主任　陈　实（４月２５日止）

　　　　陆　兵（９月１３日任）

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周勇骑（兼）

副主任　周丽萍（女）　陈非非（女）

　　　　王进进（１月９日免）

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缪小华（兼）

副主任　马小平（兼）　陈非非（女，兼）

市国家安全办公室（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成立）

主　任　钱志强（兼，４月２５日任）

市委党校、市行政学校

市委党校校长　司祝建（兼）

市行政学校校长　吴道健（兼）

常 务 副 校 长　许映亮（３月１９日免）

　　　　　　　　万锡元（３月１９日任）

副 校 长　周太荣（兼）　严世斌（兼）　施国华　

　　　　　　　　陈　建（１２月３０日免）

　　　　　　　　环立忠（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委新闻中心

主　任　丛立新（兼，４月２５日任）

副主任　邵亚丽（女）　纪树华

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主　任　褚建华

副主任　邱贵平（１２月３０日免）　张小波

　　　　侯　晖（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档案局（馆）

局（馆）长　周光银（３月１９日免）

　　　　　　许益飞（３月１９日任）

副局（馆）长　徐爱军（女）　陈　兰（女）

　　　　　　陈　红（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　长　夏茂宏（兼）

副局长　陈洪波　苏小燕（女）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

主　任　华国瑞

副主任　景雪玲（女）

研究室

主　任　林　凯

信访督办室

主　任　周荣明

副主任　胡欣荣（１２月３０日止）

财经工委

主　任　王晓明

副主任　钱建宏（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内务司法工委

主　任　季　淼

副主任　胡欣荣（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人事代表工委

主　任　缪永涛

副主任　冒　燕（女）

城建环保工委

主　任　黄兆林

副主任　朱兴雨（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科教文卫工委

主　任　喻耀辉

副主任　朱华杰

民宗侨台工委

主　任　朱晓明

副主任　朱华杰（兼）

农业和农村工委

主　　任　费秀平

副 主 任　孙世军

专职委员　朱　俊　

市政府工作机构

市政府办公室

主　　　任　钱志刚（１２月３０日止）

　　　　　　冒　平（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党 组 书 记　钱志刚（１２月３０日免）

　　　　　　冒　平（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主　任　张杰俊（兼）　韩　欣（１２月３０日免）

　　　　　　钱广胜（兼，１２月３０日免）　王　林（兼）

　　　　　　杨大勇（兼）　孙海风（女，兼）　范晓强（兼）

　　　　　　彭成飞　龚卫东（兼）　张小星　徐亚军

　　　　　　章　彬　顾晓春（４月２５日免）

　　　　　　谢晓明（兼，４月２５日任）

　　　　　　居小刚（兼，１２月３０日任）

　　　　　　陈　建（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检组组长　张小凤（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成 员　崔建平　詹文天　范忠晔

市信访局

局　　长　钱广胜（１２月３０日止）

　　　　　杨大勇（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党组书记　钱广胜（１２月３０日免）

　　　　　杨大勇（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局 长　吴金芹（女）　孙克千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 任 、党 组 书 记　杨　飞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刘亚东（兼，３月１９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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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季青（３月１９日任）

张建明（１月９日免）

陈爱民（１月９日免）

孙德祥　陈桂元

党 组 副 书 记　秦　林（兼，３月１９日免）

副 主 任　邱德华　曹金林（兼）

范荣华（１月９日免，４月２日任）

李伟华　

花爱梅（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沈海燕（女）

党 组 成 员　卢昆军　曹　霞（女，４月２５日任）

市教育局

局　　　长　金海清（４月２５日止）

　　　　　　张　俊（４月２５日提名）

党 委 书 记　金海清（４月２５日免）

　　　　　　章士友（４月２５日任）

党委副书记　章士友（４月２５日止）　邵绍清

　　　　　　张　俊　鞠九兵（４月２５日任）

副　局　长　邵绍清（４月２５日免）

　　　　　　张　俊（４月２５日止）　姜健荣（党外）

　　　　　　陈建国　鞠九兵　郭其龙（挂职）

　　　　　　缪世春（挂职）

纪 委 书 记　张　俊（兼，４月２５日免）

　　　　　　鞠九兵（兼，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倪　兵（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科学技术局

局 长 、党 组 书 记　张亚鸾（女）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石留权（４月２５日任）

副 局 长　程龙泉（１２月３０日免）　顾均林

　　　　　　　　　 沈德君　陈广建

　　　　　　　　　 何玉堂（１２月３０日免）

　　　　　　　　　 陈久平（１２月３０日任）

　　　　　　　　　 金义明（１２月３０日任）

　　　　　　　　　 严　逊（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

至８月止）

　　　　　　　　　 刘义生（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

２０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葛　军（９月１３日免）

　　　　　　　　　 周　标（９月１３日任）

市公安局

局长、党委书记　成　明

政 委　谢晖来

党 委 副 书 记　谢晖来　卞均锋

副 局 长　卞均锋　刘兴林　马向东　周绍亮

　　　　　　　 陆书俊　卢　俊　张　勇　孙　锋

　　　　　　　 张　新（４月２５日任）

副 政 委　郑云娟（女）

纪 委 书 记　邱　俊

党 委 委 员　吴　琼

市监察局

局　长　沈良高

副局长　谢永华（４月２５日免）　刘晓洁（女）

　　　　马铁军（兼，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民政局

局长、党组书记　谢万健

副 局 长　季雪峰　施　才　钱德贵　陆书芳（女）

陈久平（１２月３０日免）　曹　俊

高之富（１２月３０日免）　刘　荣

程学军（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曹　俊（兼，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俞晓荣（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成 员　邬荣国（１２月３０日免）

俞晓荣（４月２５日任）

张昌明（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司法局

局长、党组书记　狄邦建

党 组 副 书 记　卢延林　

副 局 长　卢延林　陈　?（党外）　陆　荫

陶建军　沈利民

纪 检 组 组 长　陈建宏

党 组 成 员　顾　煜（兼，１月９日免）

黄文龙（４月２５日任）

许秀军（９月１３日任）

市财政局

局　　　长　王贵成

党 组 书 记　张　勇

党组副书记　王贵成

副 局 长　彭深海　杨　玉（４月２５日任）

李晓红（女）　张建明　蔡志斌　丁正付

纪检组组长　张建明（１２月３０日免）

韩国强（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成 员　马广源（４月２５日免）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党委书记　周太荣

党 委 副 书 记　丁一峰

副 局 长　丁一峰（１２月３０日免）

朱从高　陈子富　瞿　进　徐纯山

薛正刚　程　蓉（４月２５日任）

吴广兴（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 委 书 记　薛宜发

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党组书记　石　剑

副 局 长　章明锋　周长海　章　立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 长 、党 委 书 记　朱贵宏

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冯　昕（兼）　王贵华（４月２日任）

卢晓剑

副 局 长　顾勇健（７月１１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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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裕（１月９日免）

林　锋　冒国华　朱一飞

仲兆圣（４月２５日免）

王建华　张建军（４月２５日任）

纪 委 书 记　薛文跃（１月９日免）

刘国林（４月２５日任）

党 委 委 员　徐　猛（４月２５日任）

市城市管理局

局 长 、党 组 书 记　何福平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阚德龙

副 局 长　秦永忠　陈爱明　陶学林　朱志兵

纪 检 组 组 长　张国仁（１月９日免）

陈海峰（２月４日任）

党 组 成 员　沙　进（挂职，４月２５日任）

市交通运输局

局 长　张　健

党 委 书 记　田祥云（１月９日免）

张　健（４月２５日任）

党 委 副 书 记　张　健（４月２５日止）

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马玉明（兼）　张爱民

副 局 长　卢玉兰（女）　刘佩骏　郝如良

洪　勇

陈　巍（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

２０日任）

纪 委 书 记　刘佩骏（９月１３日免）

葛　军（９月１３日任）

市水务局

局长、党组书记　秦锦国

副 局 长　郭锦泉　章　剑　张兆民（党外）

沈亚林（３月１９日任）

黄　俊（４月２５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章有本

市农业委员会

主任、党委书记　夏文彬

党 委 副 书 记　徐　海（兼）

陈仁高（兼，４月２５日免）

蔡可如（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谢裕斌（１２月３０日任）

凌　建（１月９日免）　张益群

副 主 任　张益群　金义明（党外，１２月３０日免）

郝昌军　张建明　环大中

耿　超（１２月３０日任）

杨　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纪 委 书 记　王　宁（１２月３０日免）

肖连生（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商务局

局　　　长　纪成如（１２月３０日止）

卢志敏（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党 组 书 记　纪成如（１２月３０日免）

卢志敏（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组副书记　倪　建（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局 长　李世兵　石留权（４月２５日免）

王昌龄　郭成凤（女）

刘加峰（３月１９日任）

纪检组组长　肖连生（１２月３０日免）

汤建华（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成 员　丁小建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局长、党组书记　姚呈明

副 局 长　水秀平　许建国（１月９日免）

张国平　冒　逊　夏建国

姚寓韶（兼，４月２日任）

薛加宏（兼，４月２日任）

薛桂平（兼，４月２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柳昌祥

市卫生局

党 委 书 记　许　俊（１月９日免）

李向东（４月２５日任）

局　　　长　李向东

党委副书记　李向东（４月２５日止）　冒　伟（女）

副　局　长　许　俊（１月９日免）

冒　伟（女，１２月３０日免）

章新祥（１２月３０日免）　陶　亮

沈　健（党外）　陈　华

谢宇晨（１２月３０日任）

谢仁圣（挂职，４月２５日任）

纪 委 书 记　万久平（女）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任　张仕荣（１２月３０日止）

郭夕俊（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党 组 书 记　张仕荣（１２月３０日免）

郭夕俊（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周咏梅（女）

副 主 任　秦龙银　杨　华

马小燕（女，１２月３０日免）

吴海燕（女，４月２５日任）

康　岚（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王宏兵（１２月３０日免）

王　宁（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审计局

局 长 、党 组 书 记　冒海清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康建芳（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局 长　丁维光　王　岳（１２月３０日免）

吴　俊（１２月３０日免）　张建忠

朱宏彬

纪 检 组 组 长　张卫华（女）

市环境保护局

局长、党组书记　谢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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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组 副 书 记　张建平　范　健

副 局 长　张建平　范荣华（１月９日免）

徐　强（党外）　耿银文　陈文扣

徐宣安（２月４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冯　健

市统计局

局 长 、党 组 书 记　张文斌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康建芳（女，１２月３０日免）

副 局 长　马　毅　季　康（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成 员　张　林　

党组成员、总统计师　吴志强

市物价局

局长、党组书记　丁建兰（女）

副 局 长　张业昌（７月１１日免）　吴亚军

苏　燕（女，党外）

张耀如（４月２５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汤建华（１２月３０日免）

王宏兵（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港口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马玉明

副 局 长　高学明　田　骏（４月２日任）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　　　长　张秀祥（３月１９日免）

　　　　　　王舜慧（３月１９日提名）

党 组 书 记　张秀祥（３月１９日免）

　　　　　　王舜慧（３月１９日任）

副　局　长　钱　兵　谢宇晨（１２月３０日免）

吴　华（１２月３０日免）　沙　群

徐爱宁（女）　章新祥（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　勇（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检组组长　吴金林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朱留宽

副 局 长　张叶庆　朱守华（党外）　刘建华

缪世兴

纪 检 组 组 长　袁　熙

市体育局

局　　　长　蔡可如（４月２５日止）

　　　　　　陈仁高（４月２５日提名）

党 组 书 记　蔡可如（４月２５日免）

陈仁高（４月２５日任）

党组副书记　周　强

副　局　长　周光华　沈孝峰（党外）

市旅游局

局长、党组书记　朱国镔

党 组 副 书 记　周　敏（女）　周巧良

副 局 长　周巧良　阮强舟

程　澄（高层次人才挂职）

合署办公、挂牌机构、

部门管理机构和市政府直属事业机构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　任　詹文天

副主任　徐朝阳

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主　任　崔建平

副主任　陈　丽（女）

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　任　张杰俊

副主任　孙东泉（兼，４月２５日免，１２月３０日任）

肖武岭（兼，１０月９日免）

马广源（４月２５日任）

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主　任　杨大勇（１２月３０日免）

居小刚（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主任　张小凤（女、１２月３０日免）

任建兵（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　长　王　林

副局长　于广杰　胡银飞　陈　宜（女）

市政府信息网络管理中心

主　任　龚卫东（４月２５日任）

副主任　王　岳　卢　建（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　任　杨　飞（兼）

市服务业办公室

主　任　陈爱民（兼，１月９日免）

孙德祥（兼，４月２５日任）

副主任　曹　霞（女）

市中小企业局

局　长　邱德华（兼）

副局长　卢昆军

市粮食局

局长、党组书记　秦　林（３月１９日免）

刘亚东（３月１９日任）

副 局 长　邹济明　洪　军（女）　丁正海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王贵成

副 局 长　蔡志斌

市建筑工程管理局

局长、党组书记　冯　昕

副 局 长　耿新岳（１月９日免）

陈　岗（１２月３０日免）　陈建华

顾新建　卢树平（３月１９日任）

杨进进（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主　任　韩　欣（兼）

·７８·如皋概览



副主任　范忠晔

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局　　　长　陈仁高（４月２５日免）

　　　　　　蔡可如（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谢裕斌（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书 记　陈仁高（４月２５日免）

　　　　　　蔡可如（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陈新生（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组副书记　谢裕斌（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局　长　陈新生　陈汝奇（７月１１日免）

　　　　　　施建平　段晓庆

　　　　　　高之富（１２月３０日任）

　　　　　　季浩民（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农业资源开发局

局长、党组书记　徐　海

副 局 长　李爱民　苏晓红　刘锡贵

市广播电视台

台　长　张　进

副台长　姚寓韶（党外）　薛加宏　薛桂平　陈亦骏

　　　　严保林　贾中兴　程海青（女）

市地震局

局　长　张亚鸾（兼，女、１２月３０日免）

　　　　石留权（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知识产权保护局

局　长　陈广建（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局长　明曙光

市政务中心（４月２５日，市行政服务中心更名为市政务中

心，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主任、党组书记　范晓强（４月２５日任）

副 主 任　宋邦健（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庄国华（４月２５日任，７月１１日免）

张　芸（女、４月２５日任）

仲东波（４月２５日任）

谢　健（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１２月３０日，市招投标管理

办公室更名为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为市政府派

出行政机构，正科级建制，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主任、党组书记　姜跃进（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主 任　杨进进（１２月３０日止）

朱生全（１２月３０日任）

张锦贵（党外，１２月３０日任）

陈　岗（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郭继锋（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主　　　任　缪小华

第一副主任　狄邦建（兼）

常务副主任　卢延林

副　主　任　顾　煜（１月９日免）　黄文龙

　　　　　　许秀军（９月１３日任）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　任　章士友（４月２５日免）　邵绍清（４月２５日任）

副主任　葛乃田（１２月３０日免）　陆海燕

田小飞　李松虎（挂职，４月２日任）

市口岸办

主　　　任　郑振明（党外、１２月３０日免）

卢志敏（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书 记　纪成如（１２月３０日免）

副　主　任　倪　建

党组副书记　倪　建（１２月３０日免）

市政协办公室、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

主　任　殷高华（３月１９日止）　许映亮（３月１９日提名）

副主任　顾艳枫

社会法制（城市建设、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　郝继锋

副主任　黄建华

学习文史（民宗侨台）委员会

主　任　万有富

副主任　吴小蓉（女，１２月３０日止）

　　　　邱贵平（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周　星

副主任　谢　健（１２月３０日止）

　　　　吴小蓉（女，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　周松林

副主任　丁建明　朱志伟

文教卫体委员会

主　任　徐　梅（女）

副主任　严佩兰（女）

如皋市人民法院

院 长 、党 组 书 记　吴存银

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陈　祥

副 院 长　周海刚　郝　玮（女）　朱明岩

吴剑平（女，党外）

郭朝晖（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纪 检 组 组 长　章　兵

政 治 处 主 任　朱玉林

执 行 局 局 长　郭朝晖（兼，１２月３０日免）

周　云（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专 职 委 员　顾雪红（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如皋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党组书记　何　强

副 检 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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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组 副 书 记　钱志强（４月２５日免）

夏琪斌（４月２５日任）

副 检 察 长　钱志强（４月２５日止）

汪如益（１月９日止）

夏琪斌　倪建宏

王　臖（女，１月２８日提名）

冒鹏举（１月２８日提名）

纪 检 组 组 长　李文祥

政 治 处 主 任　丛　越（１月２８日任）

反 贪 局 局 长　倪建宏（兼，１月２８日免）

江其林（１月２８日任）

反渎职侵权局局长　冒鹏举（１２月３０日免）

龚建华（１２月３０日任）

专 职 委 员　王　臖（女，１月２８日免）　李国平

高　丽（女，１月２８日任）

如皋市人民武装部

政　委　胡宏杰

部　长　张万银

副部长　黄　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如皋市武警中队

中队长　龙晓辉

指导员　陈晓善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如皋市消防大队

大队长　郭峻青

教导员　常　伟（９月２２日免）　唐铁军（９月２２日任）

如皋海关

关　长　宋晓泉

副关长　金　莹（女）　张　炜（８月１８日免）

　　　　陆雪平（８月１８日任）

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　长　邵亚平

副局长　石卫国　刘振宇

如皋边检站

站　长　胡晓军

政　委　曹爱卿

副站长　陈正雷（４月１９日免）　陈拥军

闻　勇（４月２２日任）

如皋海事局

局　长　韩光民

副局长　谢海兵　蒋楠隽

市人民团体

工商联

主 席　魏祝明

党组书记、副主席　杨　龙

党 组 副 书 记　张建华（１月９日免）

缪爱国（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主 席　张建华（１月９日止）

缪爱国　余国平

倪东波（４月２５日任）

总工会

主席、党组书记　刘建明

副 主 席　曹　蓉（女）　范迪平

瞿　进（兼，不驻会）

周维宽　沙旭宇

党 组 成 员　陈福南

团市委

书记、党组书记　戴　峰

副 书 记　陈　洁（女）　马　骏（１月９日免）

妇联

主席、党组书记　王桂兰（女）

副 主 席　康　岚（女、１２月３０日止）

戴　黎（女）

侨联

主　席　杨国强

副主席　朱一飞（党外，不驻会）　金海建（党外，不驻会）

郝　玮（女，不驻会）

科协

主席、党组书记　杨国斌

副 主 席　蒋莹芳（女）　浦建宏（７月１１日止）

季永冬

文联

主　席　丛立新（兼）

副主席　夏建国（４月２５日提名）

残联（２０１３年４月换届）

理　事　长　神俊华（４月２日继续提名）

党 组 书 记　神俊华

党组副书记　严希平（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 理 事 长　严希平（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朱益红（女、４月２日继续提名）

阎建国（４月２日继续提名，１２月３０日止）

沈亚峰（４月２日继续提名）

陈永圣（４月２日继续提名）

红十字会

会　　　长　吴道健

常务副会长　冒　伟（女）

副　会　长　章献方（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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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科联

主　席　唐　亮（兼，３月１９日提名）

副主席　田　祥　

镇（区、街道）

　　２０１３年３月，如皋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如

城镇、桃园镇、柴湾镇、袁桥镇、长江镇、郭园镇、东陈镇、雪

岸镇、高明镇、常青镇、搬经镇、江安镇、石庄镇、林梓镇、白

蒲镇等１５个镇，有关人员担任的原镇党委、人大、政府领

导职务自行消失。新设立如城街道、城北街道、城南街道

３个街道和长江镇、白蒲镇、东陈镇、石庄镇、江安镇、搬经

镇６个镇。在３个街道设立党工委、办事处，为市委、市政

府派出机构。在新设立的６个镇建立镇人大筹备组、行政

工作组，由原人大主席任筹备组组长、副主席任筹备组副

组长，原镇长任行政工作组组长、副镇长任行政工作组副

组长。各镇人大筹备组、行政工作组于人代会召开后

撤销。

国家级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１月１７日，经国务院批复，

江苏省如皋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如皋经济技术开

发区）

党工委书记　马金华（兼）

副书记、主任　石　兵

副 书 记　唐　亮（３月１９日免）

王建云（女，３月１９日免）

郝晓东（３月１９日任）　曹汉清

薛　煜（３月１９日任）　缪永辉　宗爱君

吴冰冰（１２月３０日免）　倪新福

郭建龙（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朱建和

严　逊（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

８月止）

王昌龄（兼，挂职，１月２８日任）

副 主 任　唐　亮（３月１９日免）

王建云（女，３月１９日免）

郝晓东（３月１９日任）　曹汉清　缪永辉

宗爱君　吴冰冰（７月３０日免）　倪新福

朱建和　薛　涛（１２月３０日任）

沙卫东　薛晓云　王艳飞（女）

石　岗　高迎旭（女）　李　军

黄晓勤（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肖武岭（３月１９日免）

盛海明（４月２５日免）

于军峰（４月２５日免）　范树留

沈恒聪　赵仁奇（党外）　赵国林

季海卿　邹文斌

刘义生（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

２０日任）

纪工委书记　曹汉清（兼，７月３０日免）

吴冰冰（兼，７月３０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城北街道（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柴湾镇、袁桥镇合并而成）

党工委

书　记　郝晓东（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曹汉清（３月１９日任）　施建石（３月１９日任）

朱敏建（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邹　坚（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周久贵［选派机关干部驻村任第一书记挂职

（下同），３月１９日任］

纪　勇（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张亚东（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严　均（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田小飞（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严　逊（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人大工委

主　任　黄亚周（３月１９日提名）

副主任　杨雪松（３月１９日提名）

王邦华（３月１９日提名）

陆建高（３月１９日提名）

办事处

主　任　曹汉清（３月１９日任）

副主任　王小燕（女，３月１９日任）　曹海斌（３月１９日任）

李元庆（３月１９日任）　丁建龙（３月１９日任）

包世斌（３月１９日任）　周保贵（３月１９日任）

范小红（３月１９日任）　赵　巍（３月１９日任）

王荷春（３月１９日任）

唐铜香（高层次人才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周志宏（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王钰崧（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政协工委

主　任　薛　煜（３月１９日任）

副主任　王常林（３月１９日任）

柴湾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唐　亮

副书记　王建云（女）　施建石

朱敏建（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周久贵（第一书记挂职）

严　逊（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

人大

主　席　黄亚周

副主席　王邦华　陆建高

政府

镇　长　王建云（女）

副镇长　王小燕（女）　曹海斌　周宝贵　范小红

赵　巍　唐铜香（高层次人才挂职）

周志宏（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袁桥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陈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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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　薛　煜　谢小丽（女）

邹　坚（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纪　勇（第一书记挂职）

张亚东（第一书记挂职）

严　均（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田小飞（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任）

人大

主　席　刘加峰

副主席　杨雪松

政府

镇　长　薛　煜

副镇长　李元庆　丁建龙　王荷春　苏爱国

王钰崧（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长江镇（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长江镇、郭园镇合并而成）

党委

书　记　吴志华（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顾留忠（３月１９日任）　薛建兵（３月１９日任）

何玉龙（３月１９日任）　卢国杰（３月１９日任）

杨　玉（３月１９日任，４月２５日免）

花爱梅（女，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严金宏（３月１９日任）　田一云（３月１９日任）

张　勇（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陈　祥（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唐　文（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连奕新（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黄立新（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陈子富（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孙俊俊（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李　霞（女，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人大

主　席　张建军（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主席　魏维农（５月２５日提名）

钱福良（５月２５日提名）

陈　承（５月２５日提名）

政府

镇　长　顾留忠（３月１９日止，５月２５日继续提名）

副镇长　何玉龙（５月２５日提名）

花爱梅（女，５月２５日提名，１２月３０日辞）

周永秀（女，１月９日改任副科级干部）

秦　天（５月２５日提名）

张　亮（５月２５日提名，７月１１日辞）

陈红军（５月２５日提名）

张小建（５月２５日提名）

丁　建（５月２５日提名）

杨海燕（５月２５日提名）

周　峰（５月２５日提名，１２月３０日辞）

吴　荣（５月２５日提名）

纪坤刚（５月２５日提名）

赵银山（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吴学记（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朱　霞（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许　玮（女，高层次人才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陈佳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夏兆旺（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政协工委

主　任　薛建兵（３月１９日任）

如皋港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吴志华

副书记、主任　顾留忠

副 书 记　刘金城　卢国杰　马玉东（兼）

居小刚（１２月３０日免）

严金宏　孙东泉（１２月３０日任）

连奕新（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

８月止）

副 主 任　刘金城　居小刚（１２月３０日免）

袁　亮　吴金华（１２月３０日免）

高源兵　王洪海　秦　毅　夏　刚

王　刚　赵　山　陆兴祥　

罗宏磊（１月９日免）　张亚军　汪　东

周向阳　冒　峰　宗卫正（９月１３日免）

田学平　黄卫东　孙东泉（１２月３０日任）

许　强（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工委书记　严金宏（兼）

长青沙生态旅游度假区

书记、主任　吴志华（兼）

郭园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郝晓东

副书记　薛建兵　夏　勇

黄立新（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陈海峰（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陈子富（第一书记挂职）

孙俊俊（第一书记挂职）　

李　霞（女，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人大

主　席　郝晓东

副主席　魏维农

政府

镇　长　薛建兵

副镇长　陈红军　周　峰　纪坤岗　吴　荣

许　玮（女，高层次人才挂职）

陈佳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夏兆旺（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阮汝国（３月１９日免，４月１日批捕）

石　兵（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主任　孙得利

副 书 记　储开平（１２月３０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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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峰（１２月３０日任）　沈　兵　纪卫国

刘志伟　陈晓华（４月２５日任）

钱晓锐（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副 主 任　储开平（１２月３０日免）

陆海峰（１２月３０日任）　纪卫国

陈晓华（４月２５日任）　韦　华（女）

刘建华　许　疆　何俊彦

方　澜（４月２５日免）　丛明昌

何李川　薛小青　戴春祥

孙东泉（４月２５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杨明华（４月２５日任）

孙爱民（１２月３０日任）

徐　耀（高层次人才挂职）

黄新力（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

８月止）

纪工委书记　刘志伟（兼）

党工委委员　洪　林　

城南街道（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桃园镇更名而成）

党工委

书　记　孙得利（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储开平（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陆海峰（１２月３０日任）

宋晓晴（女，４月２日任）

刘志斌（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沈剑梅（女，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袁中庆（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人大工委

主　任　沈　兵（３月１９日提名）

副主任　张启伯（３月１９日提名）

办事处

主　任　储开平（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陆海峰（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主任　孙爱民（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潘文胜（女，３月１９日任）

阮爱银（女，３月１９日任）

沈　燕（女，３月１９日任）

周　杰（１２月３０日任）

黄新力（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

８月止）

桃园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孙得利

副书记　储开平　纪卫国　

刘志斌（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沈剑梅（女，第一书记挂职）

袁中庆（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任）

人大

主　席　沈　彬

副主席　张启伯

政府

镇　长　储开平

副镇长　潘文胜（女）　阮爱银（女）　孙爱民

沈　燕（女）　黄新力（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

如皋工业园区（１２月３０日，如城工业区更名为如皋工业

园区，与如城街道实行“区街合一”管理体制。经市委常

委会研究，成立如皋工业园区党工委、管委会，撤销如城

顾庄生态园党工委、管委会，相关人员担任的原如城工

业区、如城顾庄生态园党内和行政职务自然消失）

党工委

书　记　刘向阳（兼，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书记　章明锋（１２月３０日任）　孙　骥（１２月３０日任）

沙海军（１２月３０日任）　袁权民（１２月３０日任）

张　斌（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１２月３０日任）

钱德贵（第一书记挂职，１２月３０日任）

周昌峰（第一书记挂职，１２月３０日任）

佘亚军（挂职，１２月３０日任）

陈爱明（挂职，１２月３０日任）

管委会

主　任　章明锋（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主任　张　成（１２月３０日任）　唐建如（１２月３０日任）

仲纪元（１２月３０日任）　郭震寰（１２月３０日任）

吴亚兵（１２月３０日任）　魏志兵（１２月３０日任）

彭理英（１２月３０日任）　宗小海（１２月３０日任）

黄海泉（１２月３０日任）　刘　超（１２月３０日任）

周小芳（１２月３０日任）　陈　飞（１２月３０日任）

陈　晖（１２月３０日任）

如城街道（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如城镇更名而成）

党工委

书　记　黄建龙（兼，３月１９日任，５月２０日批捕）

刘向阳（兼，７月１１日任）

副书记　郭夕俊（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章明锋（１２月３０日任）

沙海军（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袁权民（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张　斌（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１２

月３０日免）

景雪玲（女，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葛宁海（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石志新（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人大工委

主　任　孙　骥（３月１９日提名）

副主任　邱松友（３月１９日提名）

办事处

主　任　郭夕俊（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章明锋（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主任　张　成（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唐建如（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郭震寰（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２９·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仲纪元（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吴亚兵（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钱国梅（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薛建明（１２月３０日任）

陈　群（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殷小红（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张开玉（１２月３０日任）

钱爱华（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缪祥才（１２月３０日任）

戴维薇（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范存莲（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金　晖（１２月３０日任）

何亚琴（女，１２月３０日任）

冒玉祥（１２月３０日任）

缪霄峰（１２月３０日任）

程　澄（挂职，１２月３０日任）

张　燕（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郝　强（高层次人才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政协工委

主　任　沙海军（１２月３０日任）

如城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黄建龙（兼，５月２０日批捕）

副书记　郭夕俊　沙海军　袁权民

张　斌（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景雪玲（女，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钱德贵（第一书记挂职）

葛宁海（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

佘亚军（挂职）　周昌峰（第一书记挂职）

人大

主　席　孙　骥

副主席　邱松友

政府

镇　长　郭夕俊

副镇长　张　成　唐建如　郭震寰（党外）　仲纪元

吴亚兵　张　燕（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郝　强（高层次人才挂职）

如城工业区（１２月３０日更名为如皋工业园区，相关人员

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书　记　黄建龙（兼，５月２０日批捕）

刘向阳（兼，７月１１日任）

副书记　孙　骥（兼）　沙海军

主　任　沙海军

副主任　彭理英（女）　宗晓海　黄海泉　刘　超

周小芳（女）　陈　飞　陈　晖

顾庄生态园（１２月３０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书 记　黄建龙（兼，５月２０日批捕）

刘向阳（兼，７月１１日任）

副书记、主任　袁权民

副 主 任　钱国梅（女）　薛建明　陈　群（女）

殷小红（女）　张开玉

丁堰镇

党委

书　记　卢志敏（１２月３０日免）　崔建村（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书记　崔建村（１２月３０日止）　储开平（１２月３０日任）

薛爱平（３月１９日免）　谢小丽（３月１９日任）

丛为群（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徐宣安（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康建芳（女，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钱建宏（女，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田　东（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孙　强（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任）

人大

主　席　薛爱平（３月１９日辞）　薛献忠（３月１９日提名）

副主席　薛国平　郭继平

政府

镇　长　崔建村（１２月３０日辞）

　　　　储开平（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副镇长　缪剑云（女）　王亚明　杨晓静　吉卫华

周　峰（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顾　帅（女，高层次人才挂职）

高亚军（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徐　虹（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白蒲镇（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白蒲镇、林梓镇合并而成）

党委

书　记　佘德华（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朱建军（３月１９日任）　陈慧华（３月１９日任）

徐春建（３月１９日任）

何　兵（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１月９日任）

阚书宏（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朱志伟（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沙　宏（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吴小蓉（女，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季浩民（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陈建宏（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高燕涛（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王　军（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人大

主　席　沈亚林（３月１９日止）

张长健（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主席　朱元军（５月２５日提名）

蒋俊友（５月２５日提名）

陆新明（５月２５日提名）

政府

镇　长　朱建军（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镇长　章盛国（５月２５日提名）

曹　玲（女，５月２５日提名）

侯茂华（５月２５日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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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君（党外，５月２５日提名）

冒　俊（５月２５日提名）

宗炳生（５月２５日提名）

徐拥军（５月２５日提名）

陈玉峰（５月２５日提名）

仇中超（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时宽玉（高层次人才挂职，３月１９日止）

陈新红（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付艳恕（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林梓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王舜慧（女）

副书记　许益飞　阚书宏（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徐春建　季浩民（第一书记挂职）

陈建宏（第一书记挂职）

高燕涛（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人大

主　席　张长健

副主席　朱元军

政府

镇　长　许益飞

副镇长　侯茂华　冒　俊　徐拥军　陈玉峰

时宽玉（高层次人才挂职）

陈新红（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下原镇

党委

书　记　苏　强

副书记　杜晓峰　王　鹏　朱兴雨（第一书记挂职）

郭夕国（第一书记挂职）

孙　强（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人大

主　席　吕　庆

副主席　缪建平

政府

镇　长　杜晓峰

副镇长　洪秀美（女）　陈大平

张国平（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申爱学　杨海鹏

九华镇

党委

书　记　曹　阳

副书记　周永刚（１２月３０日免）　顾晓春（１２月３０日任）

夏　勇（３月１９日任）

孙　康（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沈利民（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谢宇晨（第一书记挂职）

沙旭东（第一书记挂职）

沈良成（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孙小建（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任）

人大

主　席　薛美银（女）

副主席　许金华　郭宝玲（女）

政府

镇　长　周永刚（１２月３０日辞）

顾晓春（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副镇长　李世芬（女）　刘　东　陈　然　肖茂华

沙健忠　金志华（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刘义生（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石庄镇［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石庄镇和常青镇的５个村

（社区）合并而成］

党委

书　记　马军华（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陆爱斌（３月１９日任）　段月祥（３月１９日任）

黄山虎（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孙　锋（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王志斌（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许　宁（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俞海兵（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陈建波（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人大

主　席　柳杰军（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主席　倪桂华（５月２５日提名）

政府

镇　长　陆爱斌（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镇长　徐　建（５月２５日提名）

王建梅（女，５月２５日提名）

殷桂平（５月２５日提名）

杨　飞（５月２５日提名）

黄国建（５月２５日提名）

黄宏佰（５月２５日提名）

戴建明（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江安镇［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江安镇和高明镇的６个村

（社区）合并而成］

党委

书　记　顾卫国（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孙福才（３月１９日止）

王建云（女，３月１９日任）

章　军（３月１９日任）

石拥军（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谢　健（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冒　逊（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任建兵（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刘　莉（女，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瞿曙光（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白　涛（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百里清风（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人大

主　席　张玉峰（３月１９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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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小冬（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主席　严循龙（５月２５日提名）

林炳文（５月２５日提名）

政府

镇　长　孙福才（３月１９日止）

王建云（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镇长　任浩鑫（５月２５日提名）

唐晓星（５月２５日提名）

朱建兵（５月２５日提名）

张昌明（５月２５日提名，１２月３０日辞）

丁秀英（女，５月２５日提名）

刘宝林（５月２５日提名）

朱伟锋（５月２５日提名）

张　建（高层次人才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丁新建（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搬经镇［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搬经镇、高明镇的６个村

（社区）、常青镇的７个村（社区）合并而成］

党委

书　记　刘亚东（３月１９日止）　陈晓仲（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胡晓勇（３月１９日任）　章琪运（３月１９日任）

丁　毅（３月１９日任）

陆建平（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徐朝阳（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谢向阳（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苏裕根（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章献芳（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祁道明（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李良俊（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陈　巍（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人大

主　席　薛献忠（３月１９日止）　郭锡兵（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主席　王兆友（５月２５日提名）

顾益勤（５月２５日提名）

张　俊（５月２５日提名）

政府

镇　长　胡晓勇（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镇长　张红建（５月２５日提名）

谢仁兵（５月２５日提名）

梅志祥（５月２５日提名）

张兴龙（５月２５日提名）

石明良（５月２５日提名）

翟彩云（女，５月２５日提名）

许　鹏（５月２５日提名）

陈小强（５月２５日提名）

范　群（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樊玉宝（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徐　浩（５月２５日提名）

王正权（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刘　雅（女，高层次人才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高明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陈晓仲

副书记　万锡元　卢小冬　任建兵（第一书记挂职）

刘　莉（女，第一书记挂职）

祁道明（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人大

主　席　卢小冬

副主席　严循龙

政府

镇　长　万锡元

副镇长　任浩鑫　张昌明　石明良

范　群（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许　鹏

朱伟锋　刘　雅（女，高层次人才挂职）

常青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马军华

副书记　郭锡兵　丁　毅　章献芳（第一书记挂职）

俞海兵（第一书记挂职）

人大

主　席　马军华

副主席　顾益勤　张　俊

政府

镇　长　郭锡兵

副镇长　王建梅（女）　梅志祥

樊玉宝（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黄宏佰　徐　浩

雪岸镇（３月１９日撤销，相关人员原任职务自然消失）

党委

书　记　吴　鹏

副书记　顾季青　李小军

陈云龙（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焦晓斌（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陈　洁（女，第一书记挂职）

陈洪波（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孙小东（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任　锋（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任）

人大

主　席　李小军

副主席　周　斌　王　斌

政府

镇　长　顾季青

副镇长　毛玉才　冒　华　周　杰

陆　浩　姚　敏（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东陈镇（３月１９日新设立，由原东陈镇、雪岸镇合并而成）

党委

书　记　佘德华（３月１９日止）　吴　鹏（３月１９日任）

副书记　谢裕斌（３月１９日任，１２月３０日免）

吴冰冰（１２月３０日任）　张　勇（３月１９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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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兴华（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陆海峰（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韩国强（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田　祥（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于　波（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挂职至８月止）

陈云龙（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３月１９日任）

陈　洁（女，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陈洪波（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孙小东（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任　锋（第一书记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人大

主　席　卢树平（３月１９日止）

李小军（５月２５日提名）

副主席　薛树平（５月２５日提名）

吴志广（５月２５日提名）

王　斌（５月２５日提名）

政府

镇　长　谢裕斌（５月２５日提名，１２月３０日辞）

吴冰冰（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副镇长　吉爱明（５月２５日提名）

毛玉才（５月２５日提名）

赵小成（５月２５日提名）

冒　华（５月２５日提名）

陆　浩（５月２５日提名）

周　杰（５月２５日提名，１２月３０日辞）

高张生（５月２５日提名）

王　洁（５月２５日提名）

朱亚光（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包杨滨（高层次人才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潘海燕（女，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姚　敏（大学生村干部挂职，３月１９日任）

吴窑镇

党委

书　记　赵宏祥

副书记　郭　建　宗　晓

黄国平（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纪树华（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沙旭宇（第一书记挂职）

人大

主　席　严希平（１２月３０日辞）

周永刚（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副主席　王印明

政府

镇　长　郭　建

副镇长　季爱明　吴　华　张　俊（党外）　石光富

严海兵（１２月３０日提名）

磨头镇

党委

书　记　张书强

副书记　许　薇（女）　贾根建

章爱平（１２月３０日任）

蔡　军（工资行政关系在公安）

丁正付（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免）

丁井圣（第一书记挂职）

刘剑锋（第一书记挂职）

李银昌（南通下派第一书记挂职）

杨　海（第一书记挂职，２月４日任）

胡德君（科技镇长团成员挂职，８月２０日任）

人大

主　席　张书强

副主席　单芝龙　刘慧勇

政府

镇　长　许　薇（女）

副镇长　刘正友　钱吴明　丁帮宏　石晓鹏

赵伟田（大学生村干部挂职）

国有资产公司（集团）

市文广传媒集团

党 委 书 记　缪爱诚（兼）

党 委 副 书 记　张　进

董事长、总经理　张　进

副 总 经 理　姚寓韶（党外）　薛加宏　薛桂平

陈亦骏　严保林　贾中兴　程海青（女）

纪 委 书 记　薛桂平（兼，４月２日任）

水绘园风景区投资发展公司

董事长　朱贵宏

总经理　王贵华

如皋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吴道健（兼，４月２日止）

吴志华（兼，４月２日任）

总 经 理　马玉东

副总经理　田　骏（４月２日免）　田小凡

仇正华　杨小波

市教育培训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　李松虎　

副 总 经 理　邵平安　姜先锋　徐鑫焱（女）　郭夕国

其他机构

市接待办公室

党 组 书 记　张百瞞

主任、党组副书记　孙海风

副 主 任　贲如江　丁陆一

章剑峰（１２月３０日任）

党 组 成 员　薛　涛（１２月３０日免）　谢晓明

驻南京联络处

主　任　谢晓明

副主任　刘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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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国联络处

主　任　倪新福（兼）

驻深圳联络处

常务副主任　王昌龄（兼，４月２５日任）

市供销总社

主　　任　王有进（７月１１日免）　孙福才（７月１１日任）

党委书记　王有进（３月１９日免）　孙福才（３月１９日任）

副 主 任　夏维松　谢仁泽　时建平

何玉堂（１２月３０日任）

市招商局

党 委 书 记　严世斌（兼）

局长、党委副书记　曹金林

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薛　涛（１２月３０日免）

王昌龄（兼）

党 委 副 书 记　范亚林　王　红（４月２５日任）

副 局 长　丛　越（１月２８日免）

吉俊国（１月２８日任）

佘亚军（１月２８日任）

陈凤芸（１２月３０日任）

周　栋（１２月３０日任）

驻沪联络处

书　　　记　严世斌（兼）

主　　　任　曹金林

常务副主任　范亚林

南通市如皋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长、党组书记　陶学银

副 局 长　孙　锋　杨姝莉（女，４月１８日免）

袁绍兵　李晓东（４月１８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孙　锋（兼）

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 长 、党 组 书 记　印　露（女，１０月１４日免）

贾宏斌（１１月８日任）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贾宏斌（１１月８日免）

杨晓峰（１１月５日任）

副 局 长　王志刚　蒋洪生（１１月５日免）

石昭峰（１１月５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周进友

南通市如皋地方税务局

局长、党组书记　施　勇

副 局 长　姜陈林　黄建兵

张东栋（３月２１日免）

唐新存（挂职至５月止）

陆　荣（３月２１日任）

叶青松（３月２１日任）

纪 检 组 组 长　姜陈林（兼）

如皋市国家税务局

局长、党组书记　韦玉华

副 局 长　丁　平　严建军　周保共（女）

纪 检 组 组 长　周　癉

如皋市气象局

局　长　张　鹏（１１月２５日免）

书　记　张　鹏（１１月２日免）　肖　霁（１１月２日任）

副局长　陈新育（４月２８日任）　肖　霁（４月２８日任）

市管企事业单位

市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中心

主　任　沙晶晶

副主任　钱锦峰

市党建网络传播管理中心

副主任　佘　飞

白蒲中学

校长、书记　范建银

副 校 长　刘国银（副书记）　陈宽林（副书记）

缪德军　陈强燕

石庄中学

校长、书记　顾康清

副 校 长　邹济宾（副书记）　黄建友

黄永乔　陆志新（党外）

江安中学

校长、书记　鞠九州

副 校 长　卢海兵（副书记）　环立忠（１２月３０日免）

蔡成兵

市一中

校　长　戴圩章

书　记　李志华

副校长　杨忠泽　殷济亮　

副书记　鞠九兵（４月２５日免）

搬经中学

校长、书记　王　军

副 校 长　徐　斌（副书记）　曹树泉

许金松　许金波

市二中

校　长　李广建

书　记　陈建平

副校长　陈　亮（副书记）　马维进　陈　培

薛窑中学

校长、书记　陈　军

副 校 长　康锦炎　邱永忠　杨　勇

职业（继续）教育中心

校　长　缪世春

书　记　曹　军

副校长　范周荣（副书记）　沈世和　殷宗玉

　　　　臧德明　钱德平（党外）

副书记　吴永健

一职高

校长、书记　冯志刚

副 校 长　张小建　曹江泉　贾建军　徐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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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通用技术教育实验学校（市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校长 （主 任 ）　于进泉

书 记　朱新华

副校长、副主任　姜先锋（副书记）　吴国建（副书记）

副 校 长　刘　鸿　丁新民

如皋初中

校长　冒锦华

市人民医院

院　　长　郭再萍（１月２８日免）

　　　　　朱银圣（１月２８日任）　

书　　记　许　俊（１月９日免）

　　　　　朱小平（１月２８日任）

副 院 长　王　勇　杨如山　卢弘栩　石国平

纪委书记　张文怡（女）

市中医院

院　长　薛瑞华

书　记　马少飞（１月２８日免）　薛瑞华（１月２８日任）

副院长　贾　运（副书记）　朱谦皋（７月１１日免）

沈安明（党外）　吕　军　刘　俊

韶建生（１月２７日任）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　任　谢仁圣

书　记　谢仁圣（７月３０日免）　沙留强（７月３０日任）

副主任　张晓莉（女）　吴　坚　周祥国（党外）

市卫生监督所

所长、书记　周　跃

副 所 长　韶建生（１月２７日免）　范昊

何云祥（１月２７日任）

市海事处

主任、书记　钱俊林

副 主 任　周小兵（副书记）　王利平（党外）

孔咏梅（女）

如港公路磨头收费站

站长、书记　顾卫东

副 站 长　席小兵（副书记）

市运输管理处

主　任　袁明生（７月１１日免）

　　　　唐幸炜（７月３０日任）

书　记　冯　剑

副主任　汤建平

副书记　黄　健

市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

所　长　陈建华

副所长　范晓兵　石　峰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主任、书记　丁玉林

副 主 任　谢仁杰　周晴晖（女）

季苏岷（７月３０日任）

副 书 记　陆江华

市技工学校

校　长　丁一峰（兼）

书　记　郑浩明

副校长　田晓建（常务）　张永飚（党外）

副书记　薛　建

市人才服务中心

主任、书记　吴广兴

副 主 任　周亚琴（７月３０日任）

市城管执法大队

大 队 长　沙　进

书　　记　孙夏兵

副大队长　薛晓勇（７月１１日免）　包龙庚

李建军　张　敏（１０月９日任）

副 书 记　薛鲁疆

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　任　邵晓泉（兼、４月２日免）　丁　峰（４月２日任）

书　记　丁　峰

副主任　严　军（副书记）　丁　旭

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局　长　张世闻

市级机关会计核算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陶明建（２月２６日免）　石　璐

　　　　贾　云（２月２６日任）

市国库支付中心

副主任　倪春华　吴志宏

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主　任　谢向阳（１２月３０日任）

副主任　王建强

市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大 队 长　张林红（１月２８日任）

副大队长　钱　进（１月２７日任）

　　　　　蒋宏东（１月２７日任）

　　　　　马小兵（１月２７日任）

条管企事业单位

如皋市邮政局

局　　　　　 长　蔡旭初

党 委 书 记　王飞云（４月１７日免）

蔡旭初（４月１７日任）

副局长、工会主席　王嵩阳

副局长、纪委书记　王　君（４月１７日任）

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如皋市分公司

总 经 理 、党 委 书 记　黄鹏程

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徐东建（５月２０日免）

副总经理、纪委书记　季雅丽（女）

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　丁　赵（５月２０日任）

江苏省电力公司如皋市供电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陈仲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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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管建明（２月２５日免）

王海霞（１０月２８日任）

副 总 经 理　张坚平　周祝生　李曦霓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陶　进

检修分公司经理　戴和彩（女）

江苏省如皋市烟草专卖局（南通市烟草公司如皋分公司）

局长、经理、党组书记　吴　淞（１２月６日免）

张　健（１２月６日任）

副　　　局　　　长　周　健

副　　　经　　　理　张跃进

如皋市盐务管理局（江苏省盐业公司如皋支公司）

局长、经理、书记　韩　伟

副书记、工会主席　张台如（６月２０日免）

副局长、副经理　鲁　骏

副 总 经 理　肖锡林（３月６日任）

中国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

行 长 、 书 记　王奕辉　

副 行 长　王　毅　

纪检组长兼总稽核　徐晓东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

行长、书记　施晓芦（女）

副 行 长　周治平　杭　涛（５月６日免）

黄继前（５月６日任）

行长助理　丁晓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

行 长 、书 记　张　刚

副行长、纪委书记　林　克（７月２５日免）

纪 委 书 记　石　慧（７月２５日任）

副 行 长　葛　峰　石　慧

行 长 助 理　卢小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

行 长 、书 记　朱贵银

副行长、纪委书记　李　庆　

副 行 长　孙晓翔

风 险 经 理　陆亚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行长、书记　田　烽

副 书 记　邓全飞

副 行 长　许建军（６月３０日免）

孙小飞（７月１日任）　尤海燕

陈　建（６月３０日免）　袁影秋

江苏银行如皋支行

行　长　吴永宏

副行长　石　禹　曹　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

行 长 、 书 记　易曹群（６月８日免）

许　晔（６月８日任）

副行长兼信贷部主管、党支部委员　焦　龙　

副行长兼会计部主管、党支部委员　郭玲玲（女）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汪农生

行 长　钱海标

监 事 长　顾文学

副 行 长　黄建新　刘　刚　张和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如皋支行

行长、书记　张庆芳（１月２０日免）

副 行 长　曹　霞（女、主持工作）　董　刚

张阆峰（１月２０日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如皋市支行

行长、书记　孙为民

副 行 长　蔡林冲　陈　峰（１０月５日任）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

经　　理　丁远祥

副 经 理　冒建勋（支部书记）　陈伏虎

业务主管　陶昕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

经理、书记　施卫星（５月１４日免）

曹　军（５月１４日任）

副 经 理　刘志东（４月１５日免）　王　斌

戴海娟　孙建东（４月１５日任）

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

总经理　朱良明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

总　经　理　张　锐

副 总 经 理　蔡　琴

总经理助理　李柏林　邱　易（７月１日任）

移动通信公司如皋分公司

经　　　理　王　克

总经理助理　冒玉成　王志军

如皋高等师范学校

校长　丁兆雄

党 委 书 记　杭　斌（９月２３日任）

副 校 长　杭　斌　郭　庆　王志刚

党委委员、副校长　张松祥

如皋中学

校长、书记　左伯华

副 校 长　钱国祥　段建平　李　兰（女）　刘　建

（姚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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