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　务　业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２５６．６４亿元，

同比增长１３％，占ＧＤＰ的比重３９．０６％，比上年提高２个

百分点。完成规模以上服务业投入１４３．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５％。完成服务业国税、地税应税总收入４１０．２６亿元，

同比增长１５．７％。完成服务业税收４２．２８亿元，同比增

长２１．５％，其中地税收入３２．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３％。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５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９％。

全市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即重点服务业企业）１９２

家，累计达２６０家。全市新增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９４家，

累计４３４家。全市地方财税贡献份额、现代服务业占比、

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同比均有显著增长，所有指标均完成

或超额完成年初制订的目标任务。

项目投入　年内，全市实施服务业规模项目２８６个，

其中新开工项目１８２个、亿元以上项目１３８个。１０个南

通市级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入３４．３２亿元，２０个如皋市

级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入３２．９２亿元。全市服务业投入

沿着量质并举的格局快速推进。根据《如皋服务业招商指

南》《如皋港现代物流招商指南》，全方位推介全市区位、交

通、产业、港口及配套服务等优势，先后在武汉、上海、南京

举办物流专题招商活动，举办大型服务业招商活动１次，

成功引进中远运输、中储棉、永友粮食、殴孚电子商务等多

家大型总部企业。如皋港现代物流园新增注册公司

４１家。

软件信息服务外包　年内，全市完成服务外包执行额

１０．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０％。新增注册资金１００万元以上

软件外包企业５０家，累计２１０家。从业人数５１９６人，同

比增长３０．９％。新引进顺丰速运、如云科技、腾讯科技、

携程网、欧孚电子等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市软件园先后被

评为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区、中国服务外包十强园区、中

国十大软件服务外包领军园区和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现代商贸　随着文峰、苏宁、大润发、沃尔玛、五星电

器、肯德基、乐天玛特等众多中外著名商家相继落户如皋，

国际连锁品牌必胜客、幸福蓝海影院、声屏影院、星美国际

影城等服务新业态的亮相，金陵金鼎、永林国际等一批星

级酒店的建成投运，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超市、为农服务

店、社区购物中心的纷纷建成，遍布全市城乡１００多家专

业市场、综合市场和农贸市场的改造提升，江苏银行、交通

银行、民生银行、无锡锡州农商银行、包商银行、南京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相继落户，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同时辐射到邻近地

区，提升了如皋城市品位和区域竞争力。年内，随着４Ｇ

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电信、联通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按

照共享共建原则，启动ＴＤ－ＬＴＥ基站建设，逐步覆盖主

城区、开发区、小城镇、工业区等重要区域。

集聚区建设　年内，全市逐步建成一批功能完备、特

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推动全市服务业不断向产业

化、高端化、集聚化发展。全市有如皋港现代物流园、如皋

软件外包产业园、如皋花木大世界、科技创业园、长寿文化

产业园、医疗器械产业园６家南通市级以上服务业集聚

区，其中如皋港现代物流园被省发展改革委认定为省级服

务业集聚区。如皋国际汽车城、如皋红木创意产业园被市

政府新命名为如皋市级服务业集聚区。２０１３年，６家南通

市级以上服务业集聚区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３．７６亿元，

同比增长４８．８％；完成税收４．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４．７％；

累计入驻企业２０６５家，从业人数达１４３７８人。其中花木

大世界营业收入达１００．１亿元，成为南通首批百亿级集

聚区。

市场建设　年内，全市市场建设质态不断提升，集聚

效应、扩张效应及特色效应显著增强。亿元市场总数达

２６家。

（闾传汶　黄　璜）

商商商　　　品品品　　　零零零　　　售售售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７．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９％，位居南通市第三。其中：批发零

售业营业收入２３５．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８％；住宿餐饮

业营业收入２２．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６％。全市实现批

零住餐企业税收总额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７．２％，其中３３９

家限额以上企业实现税收１．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４．３％。

文峰大世界、大润发、沃尔玛分别实现营业收入５．４４亿

元、４．４亿元、０．７４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５．６９％、－２．０８％、

３１％。

年内，全市商品零售企业不断加大项目投入。文峰大

世界如皋港店正式营业，月星家居精品馆开馆，山姆广场

加快招商和内部布局调整，浙商三农完成一号楼地下２万

·３６１·服务业



平方米建设工程、地面主楼建至二层。国际汽车城招引品

牌４Ｓ店１４家，宝马４Ｓ店实施装修工程，汽配城一期建成

运营、启动二期工程建设。

（毛海霞）

现现现　　　代代代　　　物物物　　　流流流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委、市政府积极策应省沿江沿海开发

和南通市港口整合、长江服务计划，高点定位、科学布局全

市物流产业，启动《如皋市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通过规划进一步引领全市物流产业加快发展。

年内，全市２４家重点物流企业累计实现主营收入

１５．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２％。实现税收２．１１亿元，同比增

长７．４％。融达再生资源被认定为国家ＡＡＡＡ级物流企

业，远航运输、九洲大件、诚源港口被认定为国家ＡＡＡ级

物流企业。至年底，如皋港陆续建成和在建１０万吨级码

头２座、５万吨级码头１５座、万吨级码头１８座、５０００吨级

码头２８座，停靠１５万吨以上散货轮多艘。２０１３年，完成

港口吞吐量３４８７万吨，实现港口贸易额１４０．３亿元。集

装箱物流园成功开园，保税仓库一期工程建成投入使用，

物流总部“皋港金驿大厦”和货运物流园进入装修阶段，鑫

鼎鑫物流园在建零担仓库、档口等。如皋港现代物流园区

建成省级服务业集聚区、省第三批重点物流基地，吸附功

能、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苏中国际集装箱码头开港】　１１月２８日，如皋市首个多

用途集装箱码头———苏中国际集装箱码头开港，正式对外

运营。码头位于如皋港，拥有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吨级多用途泊

位６座，集装箱堆场及道路配套面积２２．７５万平方米，吞

吐能力可达４０万标箱。

（闾传汶　黄　璜）

农农农　　　资资资　　　供供供　　　销销销
【概况】　市供销合作总社现有机关工作人员２３名。２０１３

年度，获南通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业绩考评特等奖、“新

网工程”建设优胜单位、基层社恢复重建优胜单位、为农服

务社建设优胜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优胜单位、品牌

建设优胜单位称号，被省供销合作总社表彰为２０１３年度

基层社建设优胜单位。

“新网工程”建设　年内，市供销总社加大“新网工程”

项目建设力度，先后新建南通瑞格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

塑料回收加工项目、搬经烟花爆竹配送中心项目、中国如

皋长寿农副产品展示展销馆项目、南通欣晨冷冻食品有限

公司高温库项目和江苏顺益金属法兰加工项目。其中，南

通欣晨冷冻食品有限公司高温库项目获２０１３年度省级

“新网工程”以奖代补资金９０万元。南通皋供农产品有限

公司、中国如皋长寿农副产品展示展销馆项目获南通市引

导补助资金２０万元。

为农服务社建设　年内，市供销总社继续推进为农服

务社长效管理，为农服务社长效管理工作保持全省领先。

５家一星级为农服务社提档升级，１２２家为农服务社标识

标牌更换更新，１１５家三星级为农服务社全部通过省供销

总社复审验收，１家为农服务社建成省级为农服务社样板

社。举办为农服务社从业人员培训２期。９月，省供销总

社副主任徐筱棣在全省供销合作社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现

场推进会讲话中，明确要求全省供销系统要学习借鉴如皋

市“五化”（即管理机制长效化、标识制度规范化、商品经营

连锁化、服务功能多样化、服务质量最优化）长效管理

经验。

专业合作社建设　年内，市供销总社围绕全市农业六

大产业板块，以组建果蔬、花木、畜禽、蚕桑、植保、秸秆综

合利用等专业合作社为重点，积极引导、扶持农民经纪人

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先后与镇村联办专业合作社２６家，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０８．３％。其中在搬经镇鲍庄村、江

安镇申九村和戈堡村组建秸秆综合利用专业合作社，属如

皋市首创。

农副产品购销　年内，市供销总社充分发挥供销系统

合作优势，积极组织长寿集团、仁宗食品、丁香葡萄专业合

作社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加南通农副产品进上海推

介洽谈会和海峡两岸农产品展示展销会，签订合同金额

３．２亿元，现场销售３０万元。投资新建南通皋供农产品

有限公司，租用南通农产品物流中心壹号服务楼创办中国

如皋长寿农产品展示展销馆，同时开通中国长寿农产品供

销网，对外展示展销如皋优质长寿农产品。该项目获南通

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创新奖”一等奖。

【中国如皋长寿农产品展示展销馆开馆】　９月１２日，中

国如皋长寿农产品展示展销馆开馆仪式暨农超对接现场

推进会在南通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举行。展馆由市供销合

作总社设立，设有标准展位３４个，入驻参展如皋特色农产

品２００多种。

　　市委副书记司祝建在中国如皋长寿农产品展示展销

馆开馆仪式上致辞

（孙剑锋）

·４６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粮粮粮　　　食食食　　　流流流　　　通通通
【概况】　市粮食局现有公务员２０人，下辖事业单位１个、

工作人员８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３个。２０１３年，被省统

计局表彰为统计规范化建设部门统计示范点。

粮食购销经营　年内，市粮食局认真落实国家收购政

策，充分发挥三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完成粮

食购销总量２７．３３２２万吨，实现经营利润３１４万元。及时

启动托市收购，实现小麦托市收购２８２６５吨。首次启动稻

谷托市收购，完成稻谷托市收购７４２５吨。

粮食市场监管　年内，市粮食局对全市１００多家粮食

收购网点不间断巡查，参与巡查１００多人次，下达整改通

知书１７份，立案查处１家。市粮油检测中心累计抽样检

测全市各大超市、粮油店样品５５９批次，检测项目５２项。

加强对“五放心”（指质量放心、价格放心、计量放心、供给

放心、服务放心）粮油店的长效监管，全市现有“五放心”粮

油店２８家。

成品粮检查现场

　　储备粮管理　年内，全市地方粮食储备实储到位，完

成南通、如皋市政府下达的地方粮食储备任务。

粮食系统改革　年内，系统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保留粮

食储备库、粮食购销公司、粮食物流中心３家，被省粮食局

确定为全省国企改革示范县。实施新一轮内部承包经营

改革，有１０个基层库站由内部职工承包经营，协议借用在

职职工２９人，仓容３万吨，购销量５万吨。与丁堰镇政府

达成转让开发丁堰镇河北粮站协议，完成金谷大厦拆迁安

置房拍卖。

粮库项目建设工程　年内，建成丁堰粮库、张黄港粮

库，增加仓容６万吨，基本形成“一个中心库、三个骨干库、

八个收纳库”的现代粮食流通仓储体系，现代化仓容达１５

万吨。粮食储备库全面建成数字化粮库。

【市粮食行政执法大队成立】　１２月２３日，经市编制委员

会同意如皋市粮食行政执法大队正式成立，在市粮食局监

督检查科增设“粮食行政执法大队”牌子。

（张韦维）

烟烟烟　　　　　　草草草　　　　　　业业业
【概况】　如皋市烟草专卖局（南通市烟草公司如皋分公

司）共有员工１２１人。专卖监督管理科设稽查中队３个，

配备稽查车辆７辆和摄像机、数码望远镜等先进通讯设

备。客户服务科下设如城、下原、石庄３个客户服务部和

１个卷烟配送中转站，配备卷烟送货车１７辆。２０１３年，辖

区有卷烟零售客户６１５２户。全年完成卷烟销售４３０１７

箱，实现含税销售额１１７０２１万元，利税２７７３０万元，同比

分别增长２．４６％、１４．０８％、１１．８９％。７月，因服从市政府

城建规划而迁建至如城镇大殷村１３组的市卷烟配送中转

站投入使用。年内，获省及南通市文明单位，省依法行政

示范点，南通烟草精神文明建设、打假破网、安全标准化二

级达标先进单位，如皋市三星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法

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等称号。

营销管理　４月，根据南通烟草公司的统一要求，以

统一形象标识、明码实价、服务承诺、品牌推介为标准，在

全市选拔１１９４户零售客户作为现代功能终端客户，通过

强化终端指导，引导客户自觉规范经营行为，提升卷烟经

营能力，提高盈利水平，成为消费者放心消费场所、零售客

户诚信经营的标杆。

专卖管理　年内，市烟草专卖局查获涉烟违法案件

１７１起，其中１万元～５万元４６起、５万元以上７起、２０万

元以上１起。累计查获违规卷烟１０２１５．５条，其中真烟

９０５６．９条、假烟１１５８．６条。

【市烟草专卖局破获一起非法经营卷烟网络案件】　５月

２２日，市烟草专卖局根据相关线索，会同南通烟草专卖局

稽查机动大队，在公安部门配合下，在南通市港闸区唐闸

镇某出租房内当场查获假冒卷烟９８０余条，案值２０万余

元。此后，经过专案组多方缜密调查，查明江西籍男子吴

某、李某自２０１２年始，利用空心木桶伪装，通过物流从福

建省云霄县张某处购进大量假冒中华、玉溪、双喜等中高

档卷烟，在南通、如皋等地销售，涉案总价值达１０５万元。

【市烟草专卖局在南通烟草成立３０周年文化系列活动中

获奖】　５月，市烟草专卖局精心组织员工参加南通烟草

成立３０周年文化系列活动，获文艺汇演一等奖、优秀创作

奖和组织奖，并获征文比赛一等奖、三等奖各１个。　　

【市烟草专卖局道德讲堂获评市道德讲堂示范点】　年内，

市烟草专卖局采取“诵读一段经典、看一部短片、讲一个故

事、作一次点评、唱一首歌曲”的“五个一”的形式，开办道

德讲堂４期，分别宣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得到市文明委好评，被评为市道德讲堂示范点。

【市烟草专卖局通过省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化二级达标验

收】　年内，市烟草专卖局严格对照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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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块，建立安全管理台账２００多本，并投入１０多万

元，重新制作、张贴所有安全标识，及时维护管理消防设施

及楼梯等安全设备，顺利通过省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化二级

达标验收。

（李　慧）

盐盐盐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如皋盐业支公司有干部职工１７人，全

市有生产加工及食品加工用盐企业８９０家。市盐务局有

专兼职盐业行政执法人员１０名。

依法行政　年内，市盐务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６０

多人次，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９次，与周边县（市）开展边

界市场联合执法检查４次，检查全市零售商店、超市、用盐

企业、饮食摊点、机关、学校、企业食堂３２００余家，调查居

民灶台用盐情况８５０多户，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３２００份。

累计查获各类盐业违法案件１９９起，查处私盐１２２．２４吨，

没收私盐１１１．３吨，罚没及变价款累计为１０７５７１．２３元。

食盐放心店创建活动　年内，市盐务局按结合“六五”

普法法律“六进”工作方针，将法律送到最基层、送到农民

手中，将食盐放心店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市放心消费创

建办、市司法局和市盐务局继续联合开展“普法盐路———

食盐放心店”创建活动，结合如皋实际，“普法盐路———食

盐放心店”创建活动以如皋地方连锁品牌“家家乐超市”为

基础，利用其在全市各镇布点较广泛优势，对全市１１家

“家家乐超市”直营店、加盟店按“普法盐路———食盐放心

店”要求考查，并授牌。全年创建“普法盐路———食盐放心

店”４８４家，为更好地开展“六五”普法和食盐放心消费创

建工作夯实基础。

营销工作　年内，市盐业公司销售各类盐品４１３８９

吨，实现销售收入４７０５万元。严格执行国家各项食盐专

营政策和盐产品质量标准，根据南通市盐业公司全面掌控

终端网络工作要求积极推进客户经理到岗履职工作，完善

商品管理制度，积极组织货源调进各类盐品，确保各类盐

品市场正常供应不脱销。通过市场走访、信息收集，改善

营销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９５％以上。

（马　如）

旅旅旅　　　　　　游游游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有国家ＡＡＡＡ级景区２家、ＡＡＡ

级景区４家、ＡＡ级景区１家，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２家、

省三星级乡村旅游点２家。有旅行社１５家、营业部１５

家。有国家四星级旅游饭店１家、三星级旅游饭店９家、

二星级旅游饭店１家，国家金叶级绿色饭店１家、银叶级

绿色饭店５家，南通市星级旅游餐馆３家，如皋市放心宾

馆５家。全年累计接待游客６１４．２万人次，占全年目标任

务１００．３６％，同比增长１８．２％。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７３．７

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１００．４１％，同比增长１７．９％。市旅

游局被评为南通市文明单位。

组织引导　年内，市旅游局继续组织开展“旅游项目

大投入，建设美好新如皋”竞赛活动，发放竞赛考核奖金

２０万元。对照省、南通市引导政策，组织旅游企业创先争

优，获省级发展专项扶持资金４０万元、市政府行业扶持引

导资金１０９万元。

项目建设　年内，全市旅游项目招商取得成效，长江

镇中欧海兰游艇、搬经镇灵璧石公园等项目相继落户。全

市完成涉旅注册资金１０．１５亿元，实现到账资金８．４亿

元。完成旅游项目投入２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１％。长

青沙生态旅游度假区金岛生态园生态酒店装修工程基本

结束。顾庄生态园游乐场一期工程投入运营，游客接待中

心交付使用，牡丹园项目主体封顶，五松园正加快建设。

龙游湖风景区环湖道路绿化、亮化工程全面结束，提水泵

站、滚水坝基本竣工，完成水上飞机试飞。国际园艺城（花

木大世界）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９８００万元。磨头镇宝润生

态农庄、白蒲镇８６２农场、搬经镇严鲍生态园、下原镇花物

语生态园及通利农庄二期扩建工程等乡村旅游点形象项

目建设取得较好进度。３月，磨头镇华夏花卉项目一期工

程开业。１０月１日，中国长寿城长寿博物馆开馆。

宣传促销　年内，全市多家景区入选省旅游局发布的

“美好江苏欢乐游”长寿养身二日游精品线路。５月１９

日，第二届“美好江苏　享寿如皋”旅游文化节启动，举行

旅游微电影《神探如皋》首映式。８月，与新浪网合作推出

“享寿如皋　带着微博去旅游”主题活动。如皋市被新浪

网评为全国七大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９月，邀请国内拥

有１０万以上级粉丝的新浪微博达人来如采风。如皋市被

新浪网推荐为全国十大最美长寿乡之一。１２月，如皋、云

南大理、江西婺源、贵州凯里、湖南凤凰５个城市入选“中

国最佳休闲小城”。

行业管理　年内，市旅游局举办各类旅游从业人员培

训超过２０００人次。组织执法检查１２０多人次，受理游客

投诉６起，立案查处３起，投诉处理满意率１００％。长寿

休闲旅游度假区申报南通市旅游度假区工作通过南通市

政府验收。长青沙生态旅游度假区创建江苏省级旅游度

假区工作进入省政府审批阶段。丁堰森果农庄创建成省

四星级乡村旅游点，白蒲云轩生态园创建成省三星级乡村

旅游点。惠蒲大酒店创建成国家金叶级绿色饭店，绿园生

态会所创建成国家银叶级绿色饭店。东方、扬子、快乐、星

际４家旅行社创建成省三星级旅行社。

【水绘园首届桃花节开幕】　３月１６日，水绘园首届桃花

节开幕。开幕式上，由南通市邮政局举行的南通地区《桃

花》特种邮票暨《桃寿花香》系列邮品首发仪式同时在水绘

园风景区举行，邮票全套１２枚，是中国邮政３０年中首次

发行的大套系邮票，全国各地同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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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特种邮票暨《桃寿花香》系列邮品首发仪式现场

【南通市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上如皋队获佳绩】　７月，在南

通市举办的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上，如皋代表队获金奖１

个、银奖１个、最佳创意奖１个、优秀作品奖１个、最佳工

艺奖２个、产品创新奖１个。

【如皋市获中国最佳休闲小城称号】　１２月９日，在北京

市举行的由《小康》杂志社发起并主办的２０１３中国（国际）

休闲发展论坛上，如皋与云南大理、江西婺源、贵州凯里和

四川凤凰获得２０１３中国最佳休闲小城称号。组委会评价

如皋是“长江明珠、长绿宝土、长寿古邑”，是一个历史悠

久、风景如画、环境优美、生活富足的长寿之乡。

【旅游微电影《神探如皋》网络月点击量突破２０００万次】　

１２月，旅游微电影《神探如皋》网络综合点击量突破２０００

万次。

（陈小健）

２０１３年如皋市部分旅游业规模企业业绩情况一览

　表２７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组团外
出旅游
人次

接待市
外旅游
人次

　　　合　　计 ５１９８．７１ ２４７４１ ２３８４６１７

如皋市东方旅行社 ５８５．１１ ２１１０ ２２２０

如皋市假日旅行社 ２２０．０７ ４６６ ０

南通天天假期旅行社 ２０．８ １６６ ０

如皋市扬子旅行社 ２３８．８３ １１２８ １１７

如皋市星际旅行社 １７６．１３ ５０６ ３４３

如皋市快乐之旅旅行社 ２３４．５０ ４１５４ ５２０

如皋市南国旅行社 ６３．２５ ７０４ １５０

如皋市大众旅行社 ２６６．９５ １０３７ ２３８

光辉旅行社 ３６７．８５ １１５５１ ３２２

　续表２７１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组团外
出旅游
人次

接待市
外旅游
人次

华夏旅行社 １０６．５２ ７７０ ２４１

东皋旅行社 ２４８．００ １２３３ ３６６

苏通旅行社 １７．０１ １６ ０

和谐之旅旅行社 ６５．７４ ９００ ０

地接中心 ２６．００ ０ ４８００

定慧寺 ３７０．００ ０ ４０４０００

水绘园风景区 ７８９．３０ ０ ８８００００

花木大世界 ４２１ ０ １０８８４５０

惠蒲大酒店 ９８１．６５ ０ ２８５０

重重重点点点服服服务务务业业业企企企业业业选选选介介介
【江苏益昌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益昌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于１９９８年，长期专业从事汽车４Ｓ店投资管理、国内知名品

牌摩托车和农机销售服务管理。总部位于如皋市福寿路，

现有经营面积７３３０１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１００５７．７４平方

米，维修车间面积２０２８９．０２平方米，配件仓库面积５２６９平

方米。２０１３年，实现销售总额２６．５２亿元，销售汽车１７１５７

辆，实现维修服务产值１．４６亿元，其中在如皋市实现销售

收入８．３６亿元、税收５４８万元。

２００３年始，公司从事汽车销售服务，先后投资建设从

高端豪华品牌“奥迪”“宝马”到民族自立品牌“长城”在内

的１０种品牌汽车４Ｓ店１５家，其中在如皋市、南通市两地

建有品牌汽车４Ｓ店１１家，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形成

并不断完善规范有效的管理制度和销售服务流程，打造一

支优秀的多层次、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公司秉承“天道酬勤，商道酬信”和“谋道者，道与利兼

得”理念，建树良好的服务品牌和口碑。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汽车４Ｓ店先后被评为如皋市服务业红旗单位、先进单

位、诚信单位，南通市现代流通先进企业、最佳信贷诚信

企业。

【如皋港现代物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如皋港现代物流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是市政府于２０１０年３月组建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国有公司，是港口物流建设发展的实施主

体。公司注册资本３亿元，实收资本３亿元。拥有可开发

建设的长江深水岸线９０８０米、腹地４２０公顷，长江内港池

岸线８０００米、腹地１８６．６７公顷，１．２万平方米的保税物

流中心（Ｂ型，一期），３万平方米的港口物流大厦（皋港金

驿大厦），２万平方米的信息中心大楼。先后获中国“十

佳”物流园区、省重点物流基地、南通市现代服务业集聚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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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地和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称号。

２０１３年，公司积极放大如皋港区一类口岸和深水航

道富集效应，顺应国家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

战略大势，完成港口吞吐量２５３０万吨、吸纳市外民资３．４

亿元、入驻园区公司５１家，完成项目投入１０．８亿元，实现

经营收入７０．２亿元。创建石油化学制品协会和物流商

会，石油化学品交易平台开始实施，集装箱物流园一期建

成开园。年内在建工程项目有：２座万吨级码头、１０万平

方米的集装箱及件杂货堆场、２公里的园内道路、３万平方

米２１层的物流大厦、２．１万平方米的港口物流信息中心

大楼、１２座５千吨级码头和５０万平方米堆场的杂货物

流园。

【上海博辕信息技术服务如皋有限公司】　上海博辕信息

技术服务如皋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２年７月，位于如

皋软件园内。依托集团公司多年从事ＩＴ服务经验，为客

户提供从ＩＴ需求整体咨询、规划设计、应用系统开发、

软硬件系统集成到ＩＴ管理与运营维护等在内的一体化解

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丰富的实践整合和专业的客户化

服务。

公司拥有技术人员６００余人。其中：软件技术人员

５１０余人，含软件架构师６０人、软件工程师１５０人、测试

工程师９０人、实施工程师２１０人；项目经理认证工程师

１５人；ＪａｖａＳＣＪＰ认证工程师５６人；ＪａｖａＳＣＪＤ认证工程

师１３人；ＭＣＳＤ认证工程师２１人。２０１３年，实现销售额

５７１０万元、税收５４６万元。

【江苏品德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品德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日用工业品的连锁、经营、配送与管理。总

部位于如城街道益寿路４５８号。建有物流配送中心８０００

多平方米、连锁店２８９家，其中中心店２２家、校园店１２

家、配送中心３家、加盟连锁店２５５家。

自２００２年创立始，品德超市弘扬供销合作社为“三

农”服务的办社宗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城

市和集镇工业品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抢抓新农村建设

契机，瞄准广阔的农村市场，积极参与为农服务社建设，将

日用工业品连锁店办到农村社区，办到村公共服务中心，

办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方便农民消费。崇尚“好品”“好德”

的企业文化理念，对员工实行星级目标管理，建立健全一

套完整连锁经营管理制度，从源头上严把采购商品质量

关，确保“品德”超市商品无一假货，让农民放心消费，赢得

消费者青睐。先后被南通市工商局、如皋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质量信得过”企业、南通市

流通企业先进单位、江苏省放心消费先进单位。

品德超市作为商务部核准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

点企业，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上报２８９家连锁店参与商务部组

织的验收，合格率为１００％。创办平价蔬菜店，得到市政

府、市物价局和社区居民一致好评。

２０１３年，品德连锁店销售额５亿多元，上缴各项税费

９００多万元，安排就业人员１２６７人。

【如皋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如皋市规划建筑设

计院有限公司由如皋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改制而成，具有城

市规划、建筑工程、市政公用设计资质。公司现有员工９８

人，下设规划设计所、建筑设计所、市政园林设计所、规划

技术服务中心、图文中心、监理公司、勘测公司等部门。

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宗旨，发扬“团

结、求实、奋斗、创新”精神，竭诚为业主和客户提供满意服

务。承接大量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业务，为城市发展作出

较大贡献。先后获省“青年文明号”、南通市“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南通市文明单位、南通市“巾帼示范岗”等多项称

号，连续多年被评为南通市和如皋市先进行业。公司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树立了良好社会形象，企业

规模与综合实力位于南通地区同行业先进。２０１３年，完

成税收５４５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２％。

（闾传汶　黄　璜）

·８６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