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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３年，如皋市以农业现代化工程十项行动计

划为引领，以“两增加两提升”为工作衡量标准，以“２３４”产

业板块（指花木盆景、特色渔业两大特色产业，有机农业、

休闲观光农业、种源农业三大新兴产业，优质稻米、优质果

蔬、优质畜禽、优质蚕桑四大传统产业）为抓手，全市现代

农业亮点纷呈，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全市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１５．０５２万公顷，粮食作物总产７４．０４万吨。生

猪总存栏量２１８．８５万头、家禽总存栏３４６３．５２万羽。成

功举办花木产业、食用菌、园艺产业投资推介和秋季现代

农业招商洽谈会，签约项目１５４个，项目履约率６０％。

农业产业化经营　全市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７２家，其中国家级１家、省级９家、南通市级３０

家。江苏长寿集团被评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五个一”（创

建一个基地、致富一方农民、振兴一个产业、对接一个农民

合作组织、打造一个优势品牌）示范创建活动先进企业，江

苏光远食品、南通华多种猪繁育和如皋绿园被评为南通市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五个一”示范创建先进单位。全市

完成农业项目投资４２．２亿元。高明镇周庄社区和桃园镇

夏庄社区获批省首批“一村一品”示范社区。全年农业产

业化宣传用稿被国家级刊物录用１篇、省级录用３篇、南

通市级录用１０８篇。１月，市委农工办组织农业龙头企业

南通市皋供农产品有限公司５６个优质农副产品参加上海

新春农副产品大联展。６月，南通玉兔集团和如皋市新丝

路茧丝绸有限公司获省项目扶助资金各１００万元。８月，

南通市农业现代化暨项目农业分析会在如皋召开，与会人

员参观金阳现代农业园、禾盛现代农业园、如意生态园、长

江药用植物园、金岛生态园等处。１１月，市委农工办组团

参加南通在福州的项目农业对台招商推介会，签约项目６

个，总投资１．１９亿元。

现代高效设施农业　年内，全市高效设施农业发展呈

现项目多、规模大、质量高态势。全市现有设施农业面积

１．１４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比重１５．４３％。全年新增设施

农业２７００公顷，其中新增连栋大棚及智能温室近６６．７公

顷。长江药用植物园和丁堰森果等龙头休闲农业相继建

成开放，功能配套不断完善，长江药用植物园成为南通唯

一一家推荐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企业。１

月，省农委主任吴沛良到如皋视察高效设施农业，现场察

看长江药用植物园、吴窑东研有机稻米、搬经农业循环经

济园等高效设施农业典型，对如皋高效设施农业发展情况

给予肯定。３月，上海市农委蔬菜办主任陈德明一行到如

皋，对如何做好蔬菜生产、加大与上海市场对接力度等开

展专题讲座，全市乡镇农服中心负责人、规模园区及种植

大户代表２００余人参加培训。８月，在丁堰镇召开全市现

代农业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相关涉农部门负责人，全市

各镇（区、街道）分管领导、农服中心主任，规模农业园区负

责人１００余人参加会议。１０月，长江镇长青村代表南通

市参加省农委组织的“江苏最具魅力休闲乡村”展示活动，

获“金牌村”称号。１２月，组织开展首届如皋市地方特色

农产品“如皋香堂芋”评比推介会，１９家单位参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　年内，全市开设小麦、油菜、水稻、

设施大棚、附加棚内蔬菜（瓜果）、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

养蚕、山羊、种（蛋）鸡、肉鸡１２个政策性农业险种，比上年

增加５个。全年农业保险总保费７２２７．２９万元，是２０１２

年１．５倍。其中，常规种植业保险保费３５１４．３６万元，高

效农业保险保费３７１２．９３万元，高效农业保险保费占比由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提高到５１．３７％。全年理赔２８０５．３２万元，

占总保费３８．８％，受益农户１３万户。５月，市政府出台

《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政策性育肥猪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皋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１４号）文件。１０月，市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全市高效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皋政办发

［２０１３］１６６号）文件。１１月，南通市高效农业保险领导小

组办公室在如皋市召开农业保险工作交流会。如皋市育

肥猪理赔与动物防疫及无害化处理无缝对接机制创新做

法被《农民日报》推广报道。

【首届迎新春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　２月１日，首届

迎新春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在正翔商业广场开幕。

南通乡土情贸易公司、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南通麒麟

阁食品厂等５１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

优质品牌企业参加集中展销，参展商品包括粮油、副食品、

蜂产品、禽产品等名特优农产品１０大类近５００种。

【省农委主任吴沛良到如皋调研现代农业】　２月２１日，

省农委主任吴沛良调研如皋现代农业发展情况，走访搬经

镇农业循环经济生态示范园和长江镇（如皋港区）禾盛现

代农业科技园、长江药用植物园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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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黑塌菜”被核准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４

月２３日，“如皋黑塌菜”被工商总局核准注册为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这是继“如皋盆景”之后，如皋市取得的又

一件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首届市地方特色农产品“如皋香堂芋”评比推介会】　１２

月５日，首届如皋市地方特色农产品“如皋香堂芋”评比推

介会在江安镇举行。全市有１９家单位参展。活动特邀请

南通、扬州农科院校部分专家组成评审组，按照百分制从

芋头色、香、味、形、商标、包装６个方面打分。经过评选，

江安镇“小龙河”香堂芋、如皋市平德家庭农场选送的香堂

芋获特等奖，另设一等奖４名、优质奖１３名。获特等奖的

单位将优先使用“苏皋长寿”集体商标，在南通市如皋长寿

展示展销馆和中国长寿农产品供销网被免费推荐摊位，并

被优先推荐为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王志斌　杨　澄）

２０１３年全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情况一览
　表１２

序号
镇

（区、街道）
企　业　名　称 级别

销售收入
（万元）

利　润
（万元）

利　税
（万元）

创　汇
（万美元）

１ 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长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 １３９１５０ １２５８ ２０５０ ２９５２

２ 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联众肠衣有限公司 省 １３７２０ ７０５ ４５４ ８８０

３ 如城 如皋绿园有限公司 省 １０５４４ １４８５ １１９ ０

４ 如城 如皋市新丝路茧丝绸有限公司 省 ２４２６６ １２１０ １９４ ０

５ 如城 如皋市花木大世界有限公司 省 １０５８０００ ８２０ ４１０ ０

６ 搬经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省 ２８５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３．６４ ０

７ 丁堰 如皋市万润生态农业科技公司 省 ９６８１ ４５４ ０ ０

８ 丁堰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省 ３０５７６ １１０５ ７９１ ２６４５

９ 江安 南通玉兔集团有限公司 省 ４８０５０ ３２５０ ４２５０ ０

１０ 桃园 如皋市永兴肠衣有限公司 省 １８０４１ １３３８ ５３９ １２３５

１１ 白蒲 南通白蒲黄酒有限公司 南通 ４９００ ６７ ８１１ ０

１２ 搬经 如皋市皋乐面粉有限公司 南通 ３５５２ ２１９ ７５ ０

１３ 搬经 江苏绿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２００ １６８ １７９ ０

１４ 搬经 如皋市玉圣禽业有限公司 南通 ３２１２ １６０ ６２ ０

１５ 东陈 南通福友服饰有限公司 南通 ７５８６ ３７１ ３７１ ０

１６ 长江 南通龙豚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南通 ４８００ ５０６ ０ ０

１７ 长江 如皋市中心沙水产养殖场 南通 １２００ ２０６ ０ ０

１８ 长江 如皋田王苗木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０２０ ３４３ ０ ０

１９ 江安 如皋市兴昌实业有限公司 南通 ３２００ ６２０ ０ ０

２０ 江安 如皋市时来牧业有限公司 南通 ４３２０ ４８０ ０ ０

２１ 江安 南通万象牧业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７００ ２００ ０ ０

２２ 江安 如皋市云强牧业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５２０ １８０ ０ ０

２３ 江安 南通海顺粮食仓储有限公司 南通 ８３００ ３６０ ０ ０

２４ 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皋市太阳肠衣有限公司 南通 ８２４１ ２４５ ４５１ １０１５

２５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通仁寿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５０６３ ４６８ ７２９ ３２３２

２６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通利都肠衣有限公司 南通 ２１２１ ６３ １１０ ３１１

２７ 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皋范氏水产专业合作社 南通 ２１３２ ６９ ０ ０

２８ 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皋市天源肠衣有限公司 南通 ２１２８ １０３ １４２ ０

２９ 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省旺寿园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 ３１７０ １１６ ５９ ０

３０ 如城 如皋市长生食品罐头有限公司 南通 ５５６２ ２１４ １３９ ８７７

３１ 如城 南通光远速冻制品有限公司 南通 ４３１８ １６４ ３１６ ６０９

３２ 如城 江苏城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南通 ９７０１ ２２７ ５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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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２１

序号
镇

（区、街道）
企　业　名　称 级别

销售收入
（万元）

利　润
（万元）

利　税
（万元）

创　汇
（万美元）

３３ 如城 南通市宏达肠衣有限公司 南通 ３５００ ３００ ８０ ５７０

３４ 石庄 南通江中农产品有限公司 南通 ７１０３ ３１２ ０ ０

３５ 桃园 江苏美树城园艺有限公司 南通 ５６００ ４６８ １３２ ０

３６ 吴窑 南通市赛天蓬牧业有限公司 南通 ３１００ ４５０ ０ ０

３７ 吴窑 南通天之鹿鸽业养殖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１５０ １０５ ０ ０

３８ 吴窑 南通正丰养殖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５３４ １６３ ０ ０

３９ 吴窑 南通群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 １５１０ １２４ ２８ ０

４０ 下原 如皋市牧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南通 ７８０ ９２ ０ ０

４１ 石庄 如皋市永祥皮革制品厂 如皋 ８１００ ８４ ２７０ ０

４２ 石庄 如皋市五谷丰登畜禽养殖场 如皋 ８００ ２００ ０ ０

４３ 吴窑 如皋市昊天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２００ ７８ １５ ０

４４ 吴窑 如皋市吴窑山羊市场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７４０ １７０ ３０ ０

４５ 磨头 南通正宏饲料有限公司 如皋 ６３２２ ６５３ ２１ ０

４６ 磨头 如皋市仁宗食品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３４ ２３ ６ ０

４７ 白蒲 如皋市绿缘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如皋 ７７５ ２５ ０ ０

４８ 白蒲 南通雉水酒业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８４０ １０２ １１２ ０

４９ 白蒲 如皋市广兴米业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１０８０ ２４８ ２７８ ０

５０ 白蒲 南通市康盛苗木园艺场 如皋 ８５２ ６５ ０ ０

５１ 白蒲 南通水绘园酒业有限公司 如皋 ９２０ ５７ １６ ０

５２ 如城 南通春华食品有限公司 如皋 ７１２ ９４ ２３．５ ０

５３ 如城 江苏梅源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如皋 ９１３６ ５４４ ８９３ ０

５４ 如城 如皋市花海艺术盆景园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９１５ ７６ １６２ ０

５５ 如城 如皋市光远食品有限公司 如皋 ３４００ ７４ １８５ ６０

５６ 丁堰 南通粒粒寿米业有限公司 如皋 ２６５０ ４８ ４ ０

５７ 丁堰 江苏海景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如皋 ３８５ ５０ １６ ０

５８ 丁堰 如皋市永欣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５０５０ ８１ ９ ０

５９ 丁堰 如皋市丰茂果蔬专业合作社 如皋 １０２０ １７５ ０ ０

６０ 东陈 南通菲菲茧丝绸有限公司 如皋 ２３１０ ４１ １１１ ０

６１ 东陈 如皋市东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如皋 ８０３７ ８７５ １１６７ ０

６２ 桃园 南通保龙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如皋 ５５００ ４３０ ０ ０

６３ 桃园 南通欣洋食品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９３９ ５５ ３２ ５２

６４ 桃园 南通欣晨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如皋 ４７８ ３８ ５１ ０

６５ 长江 如皋市华珍禽业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３７０ ８５ ０ ０

６６ 长江 江苏长生药用植物有限公司 如皋 ６９８ ０ ０ ０

６７ 长江 南通翔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如皋 ５００ ４８ ０ ０

６８ 搬经 南通多瑞尔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如皋 ３０６３ ２０５ ４２ ０

６９ 搬经 南通市裕康牧业有限公司 如皋 １１２０ １２０ ０ ０

７０ 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皋市满口福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 如皋 ３６５ １９ ０ ０

７１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通晨阳葡萄生态园 如皋 ３５８ １８ ０ ０

７２ 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久辉畜产品有限公司 如皋 ２０９７５ ４３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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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种　　　　　　植植植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坚持将稳定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

业建设首位，按照“稳定种植面积，优化产业结构，突出农

业科技，主攻粮食单产”思路，着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大

力推进商品化集中育秧项目、水稻高产创建等“三改一创

建”工作，全年实现农业增加值５５亿元，增幅４．３％。

粮油菜生产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１０．８８万公顷，单产

和总产继续保持增长。全市夏粮面积４．９６万公顷，亩单

产３４９公斤，总产２６万吨。全年新增粮食产量２３．８万公

斤，实现“夏粮生产十连丰”。水稻播种面积４．６９万公顷，

亩产６１７公斤，总产４３．４３万吨，水稻单产连续两年突破

６１０公斤。油料作物播种面积１．４２万公顷，亩产１８０公

斤，总产３．８４万吨。蔬菜播种面积１．７３万公顷，总产

６１．６５万吨。集中育秧面积１５２．２公顷，继续处于南通市

第一。建成小麦万亩示范片３个，水稻万亩示范片１０个，

玉米、油菜万亩示范片各１个，测土配方施肥万亩示范片

２个，建成新品种、新技术等高产示范方５７个，高产田

８块。

病虫草害防治　全市累计专业化统防统治病虫草害

面积６．５万公顷，专业化防治覆盖率６０．４％，全年未发生

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流行及农业生产安全事故。预报小

麦、油菜、玉米、水稻、棉花、蔬菜等１０多种作物、５０个对

象、６０多个病虫草害代次，编发病虫情报２５期５０００余

份。全市落实粮食生产全托管服务组织４７家，服务面积

１９５６．２公顷，涉及农户１０１８４户。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南通综合试验站试验示范考察

培训活动在白蒲镇举行】　５月１８日，国家食用豆产业技

术体系南通综合试验站试验示范考察培训活动在白蒲镇

举行，南通各县（市、区）作栽站代表２０余人参加活动。

【南通市水稻育秧现场观摩会在如皋召开】　５月２５日，

南通市水稻育秧现场观摩会在如皋召开，会议参观城南街

道、白蒲镇两地水稻育秧现场，南通市作栽站及各县市作

栽站长等３０人参加观摩。

【副省长曹卫星一行到如皋考察】　７月４日，副省长曹卫

星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朱燕等一行到如皋考察白

蒲镇信息农业基地信息农业生产示范推广应用情况，对长

江现代农业示范区应用信息农业技术建设智慧农业示范

园进行可行性调研。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耕肥处处长王金等到如皋督察】　９

月１７日，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耕肥处处长王金等及省耕

保站副站长陈光亚等到如皋，督察土壤有机质提升项目实

施情况，肯定如皋市土壤有机质提升项目运行情况。

全市社会农作物面积产量一览

　表１３

项　目　名　称
面　积
（公顷）

亩　产
（公斤）

总产
（吨）

全社会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１５０５２０　 － －　

一、粮食作物合计 １０８７６６．７ ４５４ ７４０４１２

　（一）夏粮合计 ４９６１３．３ ３４９ ２５９９５６

　　１．小麦 ４６７７３．３ ３５４ ２４８４４２

　　２．大麦 １９００ ３１０ ８８３５

　　３．蚕豌豆 ９４０ １９０ ２６７９

　（二）秋粮合计 ５９１５３．３ ５４１ ４８０４５６

　　１．中稻 ４６８６６．７ ６１７ ４３４０７３

　　２．双季后作稻 ２６．７ ６０９ ２６８

　　３．玉米 ４０３３．３ ３５０ ２１１８６

　　４．豆类 ６１６６．７ １７０ １５６９６

　　５．薯类 １７２６．７ ３１１ ８０４３

　　６．其他秋粮 ３３３．３ ２３８ １１９０

二、油料合计 １４２２０ １８０ ３８３５７

　（一）油菜子 １０６５３．３ １８０ ２８７８２

　（二）花生 ３５２０ １８０ ９５００

　（三）芝麻 ４６．７ １０６ ７５

三、棉花 １６０ ６７ １６０

四、药材 ８０ ５５０ ６６０

五、蔬菜（含菜用瓜） １７３００ ２３７６ ６１６４７０

六、瓜果类 １６８０ ３２４４ ８１７４４

七、其他农作物 ８３１３．３ － －　

花花花 木木木 盆盆盆 景景景 业业业
【概况】　全市现有三级以上园林施工资质企业４１家，其

中二级１０家、一级１家。全市园林施工企业实施绿化工

程总额１５亿元。全市从事苗木销售经纪人５２００余人，现

有花木专业合作社５５个。现有花木盆景专业市场３个

（花木大世界、江苏美树城、华夏花卉）、花木专业研究所６

个（桂花、草坪、乡土树种、紫薇、樱桃、柳树专业研究所）。

年内，全市花木盆景生产面积１．５３万余公顷，栽培品

种１３００多个，形成年产３．５亿株绿化苗木、１００万盆盆

景、４００万盆盆花、２１００万平方米草皮和１５００万支鲜切花

生产能力。全市形成区域明显“一区六片”产业格局。即，

以如城为核心的６６６６．７公顷花木盆景主产区，以２０４国

道、３３４省道、如港公路、皋高线、江曲线、蒲黄线为主轴，

向两侧大力延伸发展的６个花木盆景种植片。建成花木

专业镇１个、万亩以上花木特色镇５个、花木特色村１５

个，涌现出如城沿河村、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桥村、江安镇

徐柴村、东陈尚书村等高效苗木基地。如皋花木大世界、

·４４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如皋绿园、城中园林工程公司成功申报省级林业产业龙头

企业。全市新增高效花木基地面积２１０６．６７公顷，新增连

片百亩以上花木基地８６块、１０００公顷。花木盆景产业实

现营销额超１００亿元。招引山东、浙江等２０多个省花木

企业进驻如皋，推动如皋市成为华东地区最大、最具影响

力的花木集散地之一。

【国际园艺产业园奠基仪式在花木大世界举行】　５月２８

日，中国如皋国际园艺产业园奠基仪式在花木大世界举

行。纳米比亚驻华大使罗纳德·纳穆巴胡、泰国驻华大使

伟文·丘氏君、荷兰驻沪总领事鄱佩德、中国花卉协会副

秘书长陈建武、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坚勇、日本丰桥市

副市长堀内一孝、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延

淮等中外嘉宾出席启动仪式。

如皋国际园艺产业园总占地７６．６７公顷，在原如皋花

木大世界基础上改扩建，总建筑面积约１８万平方米，总投

资１２亿元，建设花木交易集散中心、物流仓储中心、长寿

文化旅游主题街、商业服务中心、科技研发组培中心、总部

人才基地、电子商务中心、有机肥处理中心八大功能区，目

标建成全国一流的大型花木研发、集散交易中心。该项目

扩建部分５６．６７公顷，于６月开工、１１月竣工。改建部分

２０公顷，将于２０１４年４月开工、年底竣工。

中国如皋国际园艺产业园奠基仪式

２０１３年全市盆景参赛获奖情况一览
　表１４

送展时间 举办地点 获　奖　作　品 会　展　名　称 奖励等次

２０１３０４ 扬州 《外婆门前柳》 国际盆景大赛 银奖

２０１３０８ 金坛 《古岳松影》 盆景－中华瑰宝大奖赛 金奖

２０１３１０ 常州 《璎珞柏》 中国花卉协会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金奖

２０１３１０ 常州 《横空出世论英雄》 中国花卉协会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铜奖

２０１３年全市花木销售情况统计
　表１５

　　　　　　　　项　目　
　类　型　　　　　　　

种植面积（公顷） 销售量 销售量单位 销售额（万元）

合　　　计 １２６９４．３ ５９２２１ － ２６９０８０

一、鲜切花类 ２４．３ ７５１ 万枝 ２３２０

　其中：鲜切花 ２４．３ ７５１ 万枝 ２３２０

二、盆栽植物类 ５３６．７ １４３０ 万盆 ３９３００

　其中：盆栽植物 ２３３．３ ７００ 万盆 １４０００

　　　 盆景 ９０ ３５０ 万盆 ２２０００

　　　 花坛植物 ２１３．３ ３８０ 万盆 ３３００

三、观赏苗木 １１６００ ５６５００ 万株 ２２５３００

四、草坪 ５３３．３ ５４０ 万平方米 ２１６０

２０１３年全市花木盆景业重点园区、龙头企业规模、效益情况一览
　表１６

项　目 种植面积（公顷） 种植品种 销售额（万元）

如皋花木大世界 ８０ 花卉、苗木 ５０００００

江苏城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广玉兰、香樟、女贞等 ８００

如皋绿园有限公司 １６．７ 罗汉松、香樟、牡丹等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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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林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林木覆盖率２３．５６％。年内，全市

完成生态片林２８０公顷、成片造林１３６６．６７公顷、四旁植

树８５．６万株。完成启扬高速、３１７省道、王石线等绿色通

道以及通扬河、丁堡河新增造林任务，建成经济技术开发

区“万顷良田”、吴窑镇赛天蓬牧业、搬经镇高效节水灌溉

园区４个绿色园区以及湿地保护小区３个，省级绿化示范

村创建、中幼林抚育等项目通过省级验收。新增林业有害

生物测报点２５个、测报观测点７５个，发放《林木花木病虫

情报》９期，测报准确率９０％以上。３月，市委、市政府在

丁堰镇召开全市林业工作现场推进会，市绿化委员会相关

组成部门负责人，各镇（区、街道）镇长（主任）、分管领导、

农服中心主任等８０人参加会议，参观东陈镇尚书村高效

花木基地和丁堰镇通扬河皋南村段（面积１３．３３公顷）河

堤绿化现场。８月，全市１５个绿化示范村和４个森林生

态示范村建设通过省市林业局专家组验收。１１月，南通

市造林绿化规划交流会议在如皋召开，南通各县市区农委

（林业局）分管负责人和林业站站长等参加，会议参观如皋

如海河堤袁桥段意杨生态林、新２０４国产绿色通道建设工

程、华夏花卉市场等绿化典型后，各县市区交流汇报了冬

春造林绿化规划情况。

畜畜畜　　　　　　牧牧牧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生猪总存栏量２１８．８５万头，家

禽总存栏３４６３．５２万羽。全市生猪、家禽规模养殖占比

８２．５３％和９５．４６％，生猪大中型规模养殖占比４６．２１％。

全市生猪、家禽、山羊饲养量分别为２１８．８５万头、

３４６３．５２万羽、７４．９１万只，同比分别增长３．７３％、

４．９６％、０．６８％。

年内，创建农业部畜禽标准化示范场１家、省生态健

康养殖等示范场４４家。生猪年上市５０头、５００头以上的

规模养殖占比分别为８６．３３％、４６．２１％，蛋鸡、肉鸡规模

养殖占比分别为９５．４６％、９５．１１％。认定无公害农产品

基地３个。全年免疫生猪、牛羊、家禽规定疫病分别为

９６２．８４万针次、４２．６３万针次、６６２８．４５３５万羽次。检测

猪瘟、口蹄疫、猪蓝耳病血样３３７８份，免疫抗体合格率分

别为８８．８２％、８３．２５％、８８．８１％；检测高致病性禽流感、

鸡新城疫２７４３份，免疫抗体合格率分别为９４．４６６％、

９６．３５％；重大动物疫病规定免疫病种免疫密度为１００％。

采集１３７０羽份家禽血样进行Ｈ７Ｎ９抗体监测，送检２７４０

份肛拭子和口腔拭子，未发现 Ｈ７Ｎ９疫情。全年未发生

重大动物疫病和生产安全事故。全年承保能繁母猪

６７４３５头、育肥猪８３３９９３头、山羊３９４５４只、种（蛋）鸡

１９８．９７万羽、肉鸡２２２．４万羽、奶牛８７９头，保险金额

４８４３３．６５万元，总保费２５４１．２１万元。有序开展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如皋黄鸡保种工作，完成第二世代繁育。全面

启动东串猪保种工作，年内完成种猪鉴别和家系组建。４

月，江苏省出现人感染Ｈ７Ｎ９疫情，市政府成立防控工作

领导组，下发《关于开展禽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皋政传

发〔２０１３〕１６号）和《关于进一步强化禽流感防控工作的通

知》（皋动防指〔２０１３〕３号）至各镇（区、街道），加大禽流感

防控工作，有效地控制疫情。５月，召开全市畜牧业转

型升级 “六项创建”（指畜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创建、畜

禽良种化示范创建、动物防疫规范达标示范创建、新型

畜牧合作经营模式示范创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示范创

建、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创建）动员会，各镇 （区、街

道）分管农业负责人及畜牧兽医站站长参加会议，会上

将各项创建具体任务分解到各镇 （区、街道），进一步完

善考核机制。

【江苏长寿集团明珠畜牧有限公司建成农业部畜禽标准化

示范场】　１１月，农业部公布２０１３年农业部畜禽标准化

示范场名单，江苏长寿集团明珠畜牧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成为年内全省入围的八家猪场之一。

江苏长寿集团明珠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是江苏长寿集团下属企业。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人民

币，占地８．７７公顷，经营生猪养殖。２０１３年，基础母猪存

栏１２００头，自繁自养，年出栏猪２．４万头，年产值４０００万

元。现拥有教授１名，高级畜牧师和高级畜牧兽医顾问、

高级工程师２名，资深技术主管４名，大学生技术人员８

名，中专学历以上饲养员２０人，是一家技术领先、管理先

进、节能环保的大型农牧综合企业。８月，省农委及南京

农业大学专家组一行，现场察看江苏长寿集团明珠畜牧有

限公司农业部畜禽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情况，对该公司标准

化示范创建工作给予肯定。

２０１３年全市畜牧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１７

项目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数量

当年

出栏量

一、猪 万头 １２６．９８４４

二、羊 万只 ５０．０３５５

三、家禽 万只 ２３６５．３３５８

四、兔 万只 １９．８２２５

期末

存栏量

一、牛 万头 ０．１３４９

　其中：良种及改良乳牛 万头 ０．１２５６

　　　 水牛 万头 ０．００９３

二、猪 万头 ９２．６１９９

　其中：能繁母猪 万头 ６．５３９３

三、羊 万只 ２６．８０９６

四、家禽 万只 １１０１．３４３７

五、兔 万只 ４．３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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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７１

项目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数量

肉类及

其他

产量

一、肉类总产量 吨 １３２３２６．４５

　１．猪 吨 ８８９６５．２３

　２．羊 吨 ７５０５．３３

　３．禽肉 吨 ３５５０３．１９

　４．兔肉 吨 ３１６．２

　５．其他肉产品 吨 ３６．５

二、牛奶产量 吨 ５４７４．７

三、蜂蜜产量 吨 ６７．９

四、禽蛋产量 吨 １１６３８２．８２

　１．鸡蛋 吨 １１０３１９．１９

　２．鸭蛋、鹅蛋 吨 ５９２０．９３

　３．其他禽蛋 吨 １４２．７

蚕蚕蚕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桑园面积５６６０公顷，全年发种

１６．５６万张，总量位列全省第三。总产茧６４５．２５万公斤，

平均张产茧３８．９５公斤，张产值１７２３．４元，蚕茧产值

２．８５４６亿元，桑园综合开发利用增加收益９７９８．０８万元，

合计全市蚕桑总收入３．８３４４亿元。

年内，市农委积极推进养蚕政策保险，全市参保

８．６８６２万户、１５．９６５万张，参保率超９０％。出险１．０３５２

万户、８５２６．０２张，理赔１８７．７３１３万元。建立蚕桑专业化

服务组织５家，开展小蚕共育、桑病虫防治等服务。建成

南通级蚕桑示范基地１个（东陈镇雪岸蚕桑示范基地）、如

皋级蚕桑示范基地１个（江安镇周庄蚕桑示范基地）。６

月８日，农业部种植业司调研员封槐松、苏中试验站站长

许明芬一行到如皋市调研蚕桑生产，如皋市智能化蚕种催

青、打造高标准桑园做法被赞为全国蚕业发展新亮点。

【发展中国家蚕桑生产与管理官员高级研修班学员考察如

皋蚕桑生产】　５月２８日，由商务部组织的援外培训项

目———发展中国家蚕桑生产与管理官员高级研修班学员

到如皋考察蚕桑生产，越南、巴基斯坦等１５个国家农业部

门高层管理和蚕桑专家参观东陈镇高效蚕业示范基地、如

皋智能蚕种催青室和如皋新丝路茧丝绸有限公司。

【全省蚕茧收购工作座谈会在如皋市召开】　６月３日，由

省丝绸协会、省蚕桑学会主办的全省蚕茧收购工作座谈会

在如皋召开。全省１３个茧丝绸公司负责人、部分县市蚕

桑站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会议交流各地２０１３年春茧生产

情况，分析研讨春茧行情，交流蚕茧收购工作经验。

水水水　　　　　　产产产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水产养殖面积５８８３．３公顷，实现

水产品产量２．５２万吨，其中养殖产量２．３５万吨、特水养

殖产量５３００吨，实现渔业总产值１３．３亿元。

高效渔业养殖　年内，全市新增高效设施渔业面积

３７３．３公顷，其中设施渔业面积１６６．７公顷，全市高效设施

渔业总面积占比３０．６３％，主要养殖鳗鱼、甲鱼、河蟹、泥鳅、

水蛭、黑鱼、南美白对虾、金鱼八大品种。年内新增百亩以

上的连片高效渔业生产基地８个，其中市忠富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建成的河蟹养殖基地占地３６．７公顷。全市现有

乌鱼养殖面积１２０公顷，乌鱼产业年经济总量４．８亿元；泥

鳅、南美白对虾、水蛭养殖面积分别为２６万平方米、３３多

公顷、５３多公顷，产业能级均超１０００万元；甲鱼养殖业年

产业经济总量１．５亿元。新增３．３公顷以上观光休闲渔业

企业２４家，新增游钓水面１５７．３公顷。１１月，市农委开展

全市渔业科技入户知识竞赛活动，省海洋渔业局、南通市海

洋渔业局、南通市水产局等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各乡镇农业

服务中心、水产科技示范户９０多人参与竞赛。

观赏鱼　全市现有观赏鱼养殖面积５１万平方米，比

上年新增８万平方米，其中新增百亩以上观赏鱼养殖园１

个、５０００平方米以上观赏鱼养殖基地２个，繁养销售总量

突破６亿尾，产业经济总量１．５亿元，列南通第一。如皋

蝶尾先后获上海第八届国际休闲水族展览会全场总冠军、

江苏省首届休闲渔业文化节精品奖、常州花博会金奖。江

苏水绘园养殖有限公司成为２０１３年省园艺博览会、省首

届休闲渔业文化节、第八届上海国际休闲水族展览会主要

冠名赞助商之一。

【如皋市水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建成】　９月，省级海洋与

渔业资源环保项目、如皋长江段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建设项目———如皋市水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建成。

中心位于长江镇如意生态园，占地２．２公顷，其中救护池

２公顷、繁育试验池０．２２公顷（繁育温室２０００平方米）。

首批１６００尾（规格１２～１４厘米）来自长江的天然刀鲚鱼

苗投放温室。

农农农业业业技技技术术术推推推广广广应应应用用用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获批省“三新”（即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工程项目５个，争取项目建设资金１６５万元。获

得南通市农技推广奖二等奖４个、三等奖１１个。

农业技术培训　年内，市农委科学制订《２０１３年如皋

市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实施方案》，全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

培训６．２９万人次，举办职业农民培训班（包括农民创业培

训班、农业信息化培训班）６０期，培训职业农民１．５６万

人。全市持证农业劳动力占比２２．１４％。高标准实施基

·７４１·农业·水利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选聘专家１２名，招

聘农技指导员１０４名，精选科技示范户１６００户，高标准选

建示范基地３个、综合示范展示基地１个，引进示范新品

种２０个、新技术２２项，选送培训各类专业技术指导员

２６０人，发放物化补贴１６００户、２４万元，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顺利通过验收。３月，组织开展春

季农业生产技术和小麦高产创建中后期管理培训会议，邀

请全国小麦技术指导组专家、省作栽站副站长王龙俊就如

何施用好小麦拔节孕穗肥作技术讲座，各镇（区、街道）分

管农业负责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重点专业化服务组织

负责人、种田大户代表、小麦高产创建核心方指导员１２０多

人参加会议。７月，在市民服务中心三楼报告厅举办培训班

２期，邀请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讲授现代农业发展

理念和高效农业新技术，２９３个村４１５名科技示范户参加培

训。８月，举办全市农业农村工作专题培训班，特邀省、南通

市有关领导和专家就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农业农村新文件

解读、农产品质量与品牌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技术服务的

推广与应用等主题举办专题讲座，各镇（区、街道）农业农

村工作主管和分管负责人，农业服务中心、农经服务中心

主任，获南通市级以上表彰“三大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南

通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主要负责人３００人参加培训。１０

月，江苏省山羊养殖培训班在如皋市委党校举办，１００名来

自全省各地山羊养殖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参加培训。

沼气工程　年内，全市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态势，全年成功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工程３５００处、大型规模畜禽场沼气

发电工程３处、沼气乡村服务网点１０处，省级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项目———畜禽场沼气治理工程７处、大田循环利用

项目２处，省级秸秆能源化利用项目－秸秆气化站１处，

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１６３７万元。开展项目管理培训、

沼气专业技术培训，全年累计培训农村沼气施工队技术骨

干、沼气施工队负责人、村级沼气管理员１０００多人次，增

加项目建设单位自我管理维护能力。坚持安全管理例会

制度，全年组织相关人员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１５次。重点

开展对１４个户用沼气建池小组及２个沼气工程施工队安

全生产大检查。至２０１３年底，全市建成“一池三改”户用

沼气工程１．８８万处。１月，召开全市农村清洁能源建设

工作会议，表彰全市２０１２年度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启动２０１３年户用沼气池建设。６月，举行

２０１３年农村沼气乡村服务网点项目启动运行仪式。１１

月，开展农村沼气大回访活动，涵盖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全市新

建１．７多万户农村户用沼气工程、４０多处农村沼气乡村

服务网点和６０多处规模养殖场沼气治理工程等。

农农农业业业行行行政政政执执执法法法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有种子经营大户９家、种子生产单位

３家、一般有证种子经营单位３６８家、无证种子经营单位３２

家、农药经营企业１０４８家、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点２６家。市农

业行政执法大队全年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１３次，抽样品

１８３份，合格率９６．１７％，立案查处３１起，罚款２５万元。处理

上级督办案件和领导批示案件１６件，受理执法案件投诉、

举报１５件。加大农资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创建南通级诚信

经营单位１５家、省级放心示范店３家。组建如皋市种业协

会，制订《如皋市种子协会章程》，协会正常运作。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年内，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开展

以“放心农资下乡，保障春耕生产”为主题放心农资下乡进

村宣传周活动，现场接待群众１０００余人次，印发各类宣传

资料５０００份，悬挂横幅８条，展销并部分赠送放心农资产

品１万多公斤。

规范农资市场秩序　年内，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开展

种子市场检查３次，涉及种子经销单位１８０余家，核查比

对农作物品种公告和种子标签７３个，发现未审定品种４

个，分别采取宣传教育、责令整改、立案查处等措施。抽检

样品６２份，合格率１００％。开展农药市场治理５次，抽样

检测农药样品５９份，合格率９６．７％；发出风险预警１个；

立案查处农药违法案件办结１４起，罚没金额１６．８万元。

开展肥料专项治理１次，检测肥料样品４０份，合格率

９７．５％；查处案件２起，罚款２万元。开展兽药质量专项

治理２次，立案查处６起，罚款２万元。开展饲料专项治

理２次，检查生产经营点４１个、各类产品１３０余种，抽样

样品２２份，检出不合格产品４个，立案９起，罚款４．２万

元。加强对禁用、限用农业投入品监管，严肃查处生产、销

售和使用禁用农业投入品违法行为。强化监督管理农业

园区农业投入品，从生产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全

年突击检查农业园区的农业投入品使用２次，发出整改通

知６份。实行大宗作物主要农业投入品备案制度，种子备

案品种３８个，其中水稻品种１８个、玉米品种７个、大豆品

种１３个；农药备案１７家、品种１０６个，其中杀虫剂５３个、

杀菌剂３６个、除草剂１７个。严格案件报告制度和重大案

件督办制度，做到一地发案，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及时通

报制假售假源头在异地的农业部门２起。

农检人员在农贸市场现场采样

（杨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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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生猪猪猪定定定点点点屠屠屠宰宰宰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３２家，其

中，机械化屠宰厂（场）２７家、半机械化屠宰厂（场）５家，商

务部定报企业２１家。全市生猪进点屠宰１１５．３９１１万头，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６４万头的１８０．３％。比２０１２年

１１０．２５９３万头增加５．１３１８万头，增长４．６５％。屠宰场机

械化程度、定报企业数量、屠宰量均居南通市第一。如皋

市在南通市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工作考核中排名第三。

技术改造　年内，全市有８家屠宰企业自筹资金１４０

多万元，对照资格审核清理标准，认真查找薄弱环节，投入

改造基础设施，主动整改到位。

资质管理　年内，江苏长寿大红门食品有限公司、市

金陆食品有限公司、市西郊屠宰场、市先锋屠宰场、市石桥

头贸易有限公司、市东陈屠宰场、搬经镇兴隆生猪屠宰有

限公司、柴湾忠华屠宰场８家企业通过生猪定点屠宰资格

审核验收，获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

屠宰监管　全市２７家机械化屠宰厂（场）中安装监控

设备２２家，其中年内新增７家，重点屠宰场生猪屠宰全程

监控基本覆盖。年内，全市未出现肉品质量安全事故。全

年无害化处理销毁病害猪４７３头，处理三腺及不可食用生

猪产品折合病害猪４０２０头，合计４４９３头，计４０４３７０公

斤，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保障从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出

场上市销售肉品安全。

肉品品质　年内，市商务局、生猪办积极实施生猪屠

宰环节食品安全动态检测，坚持定期抽检，狠抓肉品质量。

每季度到屠宰场现场取样，送南通市质检、港闸区永兴屠

宰场检测，先后抽检４次，未检出水分超标和“瘦肉精”指

标，抽检合格率１００％。

行政执法　年内，市商务局、生猪办持续开展打击私

屠滥宰、生猪注水和屠宰注水、“瘦肉精”专项整治，全年累

计组织执法３０８次，出勤１４６４人次，查处案件４起，其中

立案４起，取缔私屠滥宰窝点９个。

（沈　旭）

渔渔渔　　　政政政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渔政执法大队有渔政船２艘，其中，

钢质船１艘、７３．５千瓦，玻璃钢快艇１艘、９３千瓦。全市

有专业渔民９４户，渔业劳动力３２６人。有内河捕捞渔船

９４艘、１３０９．１千瓦。年内更新改造钢质渔船１１艘。专业

捕捞船中，长江专业捕捞渔船３１艘。

渔港建设　年内，市政府投资近４００万元，在长江镇

知青村新辟港池规划建设全市首个长江专用渔港———长

青沙渔港，开创如皋市渔港建设新篇章。年内，完成新辟

港池、勘测、设计等工作，进入护坡、水电配套实施阶段。

渔政检查　年内，市渔政执法大队开展以打击电力捕

鱼为重点的“打非治违”专题执法检查行动４６次，查处电

鱼案件２１起（其中拘留５起），没收电捕器１６台。接报死

鱼事件６５起，出动执法人员２１３人次，调处污染事故５３

起，为养殖户理赔２０多万元。全年年审捕捞许可证６３

本、捕捞证（长江）３１本，批领刀鲚专项特许捕捞证３１张。

长江禁渔　年内，市渔政执法大队根据省、南通市统

一部署，按照序时进度完成“清江”“封江”等各项阶段性工

作，先后驱除非法捕捞鳗苗船１９艘次，拆除违禁网具１５０

米，原地放流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中华鲟）１例。

平安渔业建设　年内，市渔政执法大队全年检验渔业

船舶９４艘，总功率为１３０９．１千瓦，专业渔船受检率

１００％。排查安全隐患７起，发布预警信息８条，调处渔业

纠纷３起。未到期更新改造渔船１艘，到期更新渔船１０

艘，到期渔船更新率１００％。发放渔油补贴９４户，补贴功

率１２５９．６千瓦，发放补贴资金１１５．２１万元。

（杨　澄）

农农农业业业资资资源源源综综综合合合开开开发发发利利利用用用
【概况】　市农业资源开发局内设办公室（综合计划科）、项

目建设科和监督检查科３个职能科室。核定编制数８人，

实有工作人员１３人，其中公务员１２人。２０１３年，市农发

局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全市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单

位，被评为南通市第２４届科普宣传周先进集体。

项目立项　年内，市农发局争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１１个，总投资６２１７万元，其中国家财政资金投入５７０２万

元。其中：土地治理项目５个，总投资５６６５万元，财政投

入５１５０万元；产业化经营项目６个，财政投入５５２万元。

土地治理项目包括：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存量资金项目３

个，总投资３５２０万元，其中财政资金３２００万元，包括国家

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项目６６６．７公顷，

项目建设地点长江镇；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一般土地治理项

目１２６６．７公顷，其中桃园镇６００公顷、东陈镇６６６．７公

顷；省级高沙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计划１６６６．７公顷，项目

涉及白蒲（林梓）、下原、磨头、石庄（常青）、江安５个镇，分

别为３３３．３公顷，总投资２１４５万元，其中财政资金１９５０

万元。产业化经营项目包括：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

营财政补助项目３个，财政补助３４０万元（即：南通华多种

猪繁育有限公司实施年出栏２万头优质生猪养殖基地改

扩建项目，财政补助２００万元；如皋市学良生猪专业合作

社实施３．５万头优质瘦肉猪繁育基地改扩建项目，财政补

助７０万元；如皋市金诚肉鸽专业合作社实施１万对种鸽

繁育基地扩建项目，财政补助７０万元）；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贴息项目３个，财政贴息２１２万元（即

如皋新丝路茧丝绸有限公司实施１８０吨高品位桑蚕丝加

工收购鲜茧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中央财政贴息１１６万

元；江苏长寿集团南山饲料有限公司实施６万吨饲料加工

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省级财政贴息５３万元；

·９４１·农业·水利



南通市宏达肠衣有限公司实施１００００桶精品肠衣加工原

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省级财政贴息４３万元）。

项目实施　年内，市农发局组织实施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存量资金土地治理项目计划任务，修建改建泵７座，开

挖疏浚沟渠６．８８公里，建造防渗渠８１．２６公里、暗渠１．４６

公里、渠系建筑物５５座，修筑机耕路计划２７．１６公里，植

树３３．３公顷，建良种仓库９３６平方米、晒场１２６７．５平方

米，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６７５０人次，示范推广新技术

２４８０公顷。组织实施省级沿江高沙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计划，修建改建泵１２座，开挖疏浚沟渠３４．１公里，建造防

渗渠８７．７４公里、暗渠１．１８公里、渠系建筑物２４１１座，修

筑机耕路计划２２．５９２公里，植树１６公顷。组织实施农业

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３个。其中：南通华多

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实施年出栏２万头优质生猪养殖基地

改扩建项目，总投资７１２．９６万元，其中财政资金２００万

元，改扩建猪舍７２００平方米、仓库８００平方米，修建污水

处理池３６００立方米，购置辅助设备风机１６１台套；如皋市

学良生猪专业合作社实施３．５万头优质瘦肉猪繁育基地

改扩建项目，总投资３２７．７万元，其中财政资金７０万元，

新建猪舍１８００平方米，改建猪舍１５００平方米、污水沉淀

池１００００立方米，购置养殖设施；如皋市金诚肉鸽专业合

作社实施１万对种鸽繁育基地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

２３２．１５万元，其中财政资金７０万元，扩建鸽舍１７００平方

米，隔离鸽舍３００平方米，配套用房７００平方米，购置配套

设施等。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贴息项目３个，财政贴

息总额２１２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贴息项目１个，扶持如

皋新丝路茧丝绸有限公司１８０吨高品位桑蚕丝加工收购

鲜茧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贴息１１６万元；省级财政贴

息项目２个，分别扶持江苏长寿集团南山饲料有限公司６

万吨饲料加工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和南通市

宏达肠衣有限公司１００００桶精品肠衣加工原料收购流动

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分别贴息５３万元、４３万元。

农业综合开发暗渠施工现场

　　项目考核　５月１５－１６日，南通市农发局、财政局组

织验收如皋市２０１２年度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如皋突

出“三权分离”改革，强化改革创新、科学规划规模开发、规

范项目工程建设管理、注重抓好建后管护等工作得到验收

组肯定。６月２４－２５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农业综合开

发立法专题调研如皋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现场。１２月３０

日，在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局长会议上，如皋市作题为《始终

坚持开拓创新　不断提高工程质量》典型发言。

（薛洁铭）

农农农 业业业 机机机 械械械 化化化
【概况】　市农机局下辖事业单位３个，有干部职工３６人，

其中国家公务员１６人。２０１３年，市农机局被南通市委、

市政府表彰为农机化工作先进单位，被南通市农委评为农

机化工作综合考核特等奖、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推广先进

单位。

农机装备　年内，市农机局实施中央及省级财政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１６３５万元，推广各类机具２４７８台套。全市

新增水稻插秧机１９１台，其中新增乘坐式插秧机５５台，大

中型拖拉机２７５台、大中型秸秆还田机械１４８台套。全市

农机总动力达７８．４８万千瓦，比上年增长４．５％。

农机作业　年内，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为７９．９％，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水稻机插率８７．２％，水稻收获机

械化水平９８．６％，三麦机播和机收水平分别为６５％、

９９．８％。高阳、小兵农机合作社建成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

社。搬经镇华多生猪、东陈镇华福蚕桑建成南通市级农业

机械化科技示范基地。

机电排灌　年内，全市投入泵改资金３２０万元，其中

市级泵改工程以奖代补资金１１０万元，改造泵站３９座，改

善和扩大有效灌溉面积４００公顷。

安全生产　年内，市农机局检验拖拉机６３６０台，检验

联合收割机７８２台，开通“平安农机通”６７０人，办理农机

双优卡２８２张。全市拖拉机上牌率、年检率分别保持在

９０％、９５％以上。

秸秆机械化还田　全市夏秋两季完成秸秆机械化还

田面积６１４６６．７公顷，占全市稻麦面积６５．３％，还田面积

及质量为历史最好水平。年内，市政府出台奖补政策，对

未列入省购机补贴目录的小型秸秆还田机，实施报废更新

补贴，奖励经验收合格的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村２万元。

制订具体考核评分标准，首次将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考核

到各镇（区、街道）农业（机）服务中心，考核到机手。开展

秸秆机械化还田机手竞赛活动，对单季作业面积超过

２６．７公顷以上农机手进行考核评比，比还田质量、还田数

量、还田效果，表彰奖励优秀机手６０人，设一二三等奖，分

别奖励１０００元、８００元、６００元，优秀机手中还田面积超过

５３．３公顷另奖１０００元。如皋市“行政推动、技术突破、强

化考核、严格奖惩”做法在全省推广，连续第五年被列为省

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市。１１月６日，全省秋季秸秆机械

化还田新技术新机具演示会在如皋召开，省农机局副局长

范伯仁，省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专家组成员，省农科院、省

作物栽培站有关专家，各市及部分县（市、区）农机主管部

门负责人、农机用户、农机企业代表等１００多人参加会议。

·０５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与会人员参观吴窑镇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观摩稻秸秆机

械化还田新机具、新技术演示，并详细了解农业机械的推

广和使用情况。１０月２３日，省委副书记石泰峰率省农

委、省农办、省供销总社等省级机关负责人到如皋视察时，

肯定如皋市秸秆处理利用工作。

（薛永红）

水水水　　　利利利···水水水　　　务务务
【概况】　市水务局机关在编人员１７人。下辖事业单位

（含水利站）２２个，在职干部职工２４５人。２０１３年，市水务

局获全省水利系统文明单位、南通市农村水利建设“十佳”

单位、南通市水利规划与建设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防汛防旱　年内，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在沿江储备编织

袋７．４０６万只、木材１８．９立方米、土工布１．１０４万平方

米、块石１５４１５吨、柴油２吨，配备移动防汛抢险器械。沿

江各闸全年引水１０．９亿立方米、排水１．６亿立方米。２

月，市水务局下发《关于开展水利工程汛前检查的通知》至

各防汛责任单位，确保安全度汛。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

室修改、补充、完善各类防汛防旱预案和应急抢险措施。３

月，组织沿江有关镇和闸、堤防单位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

员开展汛前重点检查，组织实施度汛工程。４月，向市内

主要测报站人员布置汛期测报工作。南通市水政支队、防

办、工管站联合如皋市水政大队、防办等组成巡查组巡查

一级河，发现违章苗头６起，立案查处违章建筑１起。５－

１０月，市防指办公室组织人员２４小时值班，收集分析资

料，分析汛情，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信息。９月，长江委、

省水利厅会同市水务局联合开展长江执法检查。１０月，

长青沙北闸及其配套工程建成运行，极大地提高长青沙岛

内防洪排涝能力，有效改善长青沙岛内水生态环境。１１

月，市水务局组织汛后检查，制订岁修工程计划。１２月，

市河道堤防管理所通过省三级水管单位验收。

农田水利建设　年内，全市疏浚二级河１条段长

９．１７４公里、三级河２０条段总长６０．７６公里、四级河（含

家沟家塘）４０３条段总长２５２．７３公里。３月，总投资

５８３９．７１万元的如皋市高效节水灌溉试点县项目第一期

工程开工建设。４月，如皋市第一批（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中央

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通过省级整体竣工验

收。８月，如皋市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奖

励资金项目通过如皋市级完工验收。９月，总投资４５００

万元的如海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第１１期工程完工通

过南通市级验收。总投资２４７０万元的２０１２年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可以解决５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完工通过南通

市级验收。

水资源管理　年内，市水务局累计征收各类规费

１００４．５５万元。全市回填水井７口。组织实施节水示范

项目，开展水平衡测试，推动节水型企业、节水型社区、节

水型灌区创建工作。每季度取样监测全市骨干河道中４３

个功能区的４８个断面，加强水源保护。在全市用水大户

中推行智能表远程管理系统，并与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联网。１月，如皋市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接

受南通市政府检查。省水利厅检查组一行到如皋检查水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如皋分中心）建设情况。３

月，市水务局组织对全市取水许可证到期换证。３月２２

日，在长江镇组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咨询活

动。４月，组织如城实验小学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学校。

４月、１０月，监测全市Ⅲ、Ⅳ承压井静态水位。６月，对境

内４个排污口取样监测。７月，全面维护全市所有远程智

能水表４７个。９月，巡查全市清水通道排污口１２个，封

停２４口全市所有镇级自来水厂地下水井。１０月，开展节

水型学校、节水型灌区、节水型企业等节水载体创建工作。

１１月７日，南通市水资源管理座谈暨节水型载体建设观

摩验收会在如召开。１２月，举办全市水资源暨水规费征

收管理培训班，５１人参加培训。

水政执法　年内，市水务局全年巡查２７８人次，收集

巡查报表１９６份，上报各类巡查报表７７份。全年查处水

事案件４８件，立案查处１２件，结案率１００％。全年累计

发出处罚决定书１２份，罚没款２１．３万元。４－５月，开展

骨干河道专项清障活动，组织巡查４次，到镇督查４次，清

除拦河网１６口、网簖５６口，确保河道引排畅通。５－７

月，开展长江河道采砂“百日执法在一线”行动，累计出动

执法人员１０４人次、执法船艇４艘次、执法车辆２６车次，

登记采砂船舶４艘、采砂从业人员８名，发现苗头性采砂

活动３次，约谈相关人员５人次。６－８月，开展水资源管

理专项执法活动，查处皋鑫科技、协和印染、桃林自来水、

森松重工４家企业非法取水行为，共罚款１８万元，补缴水

资源费近２０万元，并补办取水许可手续，使４家企业均安

装智能计量设施纳入规范管理。８－１０月，开展河道专项

执法检查活动，现场处理非法取土１０余次，立案查处驰久

驾校、融智金属、锦江砖瓦等违法占用行为，于９月通过长

江委、省水利厅长关于江河道占用情况检查。

【如皋市河道堤防管理所通过省三级水管单位验收】　１２

月２７日，受省水利厅委托，南通市水利局考核验收如皋市

河道堤防管理所创建省三级水管单位工作。验收组通过

察看工程现场、查阅创建资料、听取考核单位工作汇报等

形式实行千分制考核，一致认为如皋市河道堤防管理所已

按照省三级水管单位考核标准完成各项内容，同意通过验

收。至此，如皋市河道堤防管理所成为苏中、苏北第一家

获此殊荣的河道堤防管理单位。

如皋市地处长江下游澄通河段，江、港、洲堤总长

６０．２公里。所有堤防均被建设为挡潮防洪的坚固屏障、

防汛抢险的快捷通道、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线、绿树

成荫的旅游观光风景线。

（殷亚平）

·１５１·农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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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盛现代农业科技园】　禾盛现代农业科技园位于长江

镇（如皋港区），由如皋禾盛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年７月投资成立，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拥有种养殖

基地６６６．６７多公顷，是一家集农业种植、养殖、销售、物流

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企业，业务涵盖农产品生产、销售和农

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及创业人员培养。园区规划以国家

级现代农业园核心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标准为

目标，规划建设高效设施蔬菜２００公顷、林果６６．６７公顷、

优质稻米５３３．３３公顷，年出栏生猪４５０００头、蛋鸡４０万

羽，发展种养结合的现代绿色、有机循环农业。

至年底，禾盛现代农业科技园建设钢架结构大棚近

６６．６７公顷，净菜加工车间、仓库和冷库２４９９平方米。成

立劳务公司，为长江镇近２００名５０～６０岁富余劳动力提

供就业岗位。在上海建立融民社区直销店２０多家，经营

如皋长寿产品。与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扬

州大学和沿江农科院建立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该园

始终以食品安全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农产品。

【金阳现代农场】　金阳现代农场位于长江镇（如皋港区），

由如皋金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近

３３３．３３公顷，注册资金８０００万元，规划发展设施农业、循

环农业、生态农业、信息农业、观光农业、教育农业和科技

服务中心。截至年底，设施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初具

规模。搭建标准钢架大棚５３．３３公顷，种植西瓜、草莓等

精品果蔬，供应长江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海峡两岸经贸

服务交流基地，以及周边地区。建有１０００千瓦秸秆气化

发电站，可利用农业废弃物直接为农场照明、抽水、大棚供

暖、粮食烘干、碾米及周边农户供气、供电、供热水等。有

机水稻种植区承担国家级作物精确栽培技术示范区项目，

全程实时监控，精细化数字管理，同时采用稻鸭鱼共生，确

保产品优质、安全。

【如皋田王苗木有限公司】　田王设施苗木园位于长江镇

田王村，东临老２０４国道，北接蒲黄公路，由如皋田王苗木

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注册资金１１８０万元，总投资额３０００

万元，园区规划总面积８０公顷。一期工程实施面积

４５．３３公顷，其中，智能日光温室１公顷，标准钢架大棚

４３．３３公顷。该园区集研发、苗木繁育、销售、园林工程为

一体，坚持科学发展的道路，实施农业项目工业化管理，与

市农委、南京林业大学建立长期技术协作关系。项目采用

日光温室、钢架设施配合滴喷灌系统的生产栽培模式，主

要生产经营园林小苗、彩色树种、绿化小乔木以及大树盆

景等。该项目的落户填补南通地区大型高档设施育苗产

业空白。

【南通８６２农场】　南通８６２农场位于白蒲镇文著社区，丁

平公路西侧。该项目由南通致豪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投资兴建，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元，总投资５８００万元，占

地２３．３３公顷。农场分三大板块：高档连体大棚区３．３３

公顷，以热带果蔬种植、名贵苗木栽培为主；花木种植区

６．６７公顷，以现代农业展示、休闲观光旅游为主；高效有

机作物种植区１３．３３公顷。主要承担省农委、省农科院重

点农业项目的新成果新技术试验示范任务，着重开展盆栽

果蔬优良新品种引进、筛选培苗、生产推广及高效种植技

术研发。首期投资２０００万元，于２０１３年３月开工建设。

截至年底建成智能温室大棚４万平方米。

【南通市群盛山羊养殖场】　南通市群盛山羊养殖场由南

通群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３月注册成立，位于

吴窑镇龙河村。项目总建筑面积９４００多平方米，其中，标

准化养殖场６７２０平方米，饲料加工贮存库面积１６８０平方

米，堆粪场７２平方米，污水处理池６０立方米，地下管道

７４０米，各项防疫、粪污处理等设施设备齐全。建有高架

羊床５０８８平方米，吸顶风机、制粒、粉碎、消毒等降温、饲

料加工、消毒等机械１３７台，山羊水、料饲喂线３２条。截

至年底，该养殖场出栏优质海门山羊５０００多头只，产值

７５０万元利润，１５０多万元。

（杨　澄）

·２５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