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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全市有沿江岸线４８公里，其中深水岸线１８．６公

里。北汊岸线５公里。人工开挖港池岸线１４．２公里，其

中泓北沙４．４公里、长青沙１．４４公里、又来沙５．３公里、

戴案港３．０６公里。长青沙、泓北沙、又来沙３个内港池完

工后，可形成万吨级以下内港池岸线４．４公里、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吨级内港池岸线６．７４公里、千吨级以下内港池岸线

３．０６公里。如皋港已建成物流泊位２８个，其中１０万吨

级泊位２个、５万～８万吨级泊位７个、３万吨级泊位１

个、万吨级以下泊位１８个，设计通过能力约６０００万吨。

有修造船与海工泊位１７个，其中３０万～４０万吨级泊位６

个、１万～１０万吨级舾装泊位９个、万吨级以下泊位２个，

设计舾装能力约１０００万载重吨。有（１０２～１３９．５米）×

（３８０～５８０米）特大型船坞４座。

港口规划　１月３０日，如皋沿江港区总体规划方案

获部省联合批准，为全市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有限岸线资

源，优化港区功能和布局，推动区域临港产业快速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同日，南通港天生港区规划方案获部省

联合批准，规划进一步明确如皋市长江北汊作业区岸线规

划、功能定位，使长江北汊开发有了规划依据。１０月１８

日，长江南京以下１２．５米深水航道如皋段建设方案即

“福中单向＋福北单向”获部省联合批准，标志着如皋港

将由江港时代进入海港时代，对如皋港快速发展起到巨

大推动作用。１２月１６日，内河港口总体规划获市政府

批准，为确保全市内河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杜绝岸线无

序占用和码头违规建设，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打

下良好基础。

口岸建设与管理　年内，市口岸办围绕不断完善口岸

功能、持续提升开放能级总体要求，大力推进码头（泊位）

对外开放。牵头起草《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如皋港集装箱

运输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组织编制《长青沙二桥临时

交通管制期通航安全影响评估报告》和《长青沙二桥水域

临时交通管制（限制通航）相关情况说明》。多次组织查验

单位指导苏中国际码头４个拟开放通用泊位前期准备工

作。积极协调查验单位扶持港口企业发展，多次牵头各查

验单位深入码头一线现场办公，主动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咨

询服务，为熔盛重工、港务集团、瑞泰船务等多家企业提供

个性化指导服务近１００次。针对后勤管理存在问题，通过

改造硬件设施、充实服务人员等措施予以改进，一如既往

地做好各项软硬件设施维护保养工作。成立市文明口岸

同创共建活动领导小组，各单位相关负责人任领导小组成

员，负责推进协调同创共建文明口岸活动的各项目标任

务。至１２月底，创建工作所需的各项材料已经上报省口

岸办。５月３０日，第三批申报开放的泓北沙港池海通２

个泊位及瑞泰、森松行装共４个泊位通过市级验收。

港口运输　年内，全市有沿江涉水企业２９家，其中大

型通用码头企业１家、客货汽渡１家、其他临港企业７家、

船舶钢构企业１３家、危险化学品经营和仓储企业７家。

共有码头２９座计５１个泊位，其中危险化学品码头泊位

１１个。拥有各类化学品储存罐２５２个，储存容量达

１６４．６４万立方米。全市有内河码头１１０座，泊位１２６个。

１－１２月，沿江港口完成吞吐量２８５５万吨，其中外贸６１０

万吨，以煤炭、矿石、液体化学品、钢材、建材等货种为主，

集装箱、进口机电设备等货种少量。内河港口吞吐量约

６３２万吨，主要以建材、煤炭、粮食等货种为主。因连申线

“五改三”航道改造，如泰河、焦港河沿岸拆迁码头较多，吞

吐量较往年有所下降。

港口管理　市港口管理局继上年实施内河整治“基础

年”后，年内继续推进内河整治“提升年”活动。通过整治，

向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且在新编内河规划范围内企业发放

经营许可证，全年累计发放港口经营许可证７６份，完成年

度目标。在连申线“五改三”航道拆迁建码头审批中，靠前

服务，协助就地安置码头各类项目申报。

安全监管　年内，市港口管理局扎实开展多项内容、

多种形式的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活动，启动内

河涉水企业危化码头调查摸底，落实省《关于加强易流态

化固体散装货物港口作业的规定》，开展内河标准化整治

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申报。全市沿江与内河涉水企业未

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吴亚建　徐　蔚）

·０９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年如皋港主要码头泊位一览
　表４６

码头名称
泊位性质
（货种）

靠泊吨级
（ＤＷＴ）

泊位
个数

占用岸线
长度（米）

设计通过能力
（万吨）

建成
与否

开放
与否

备　注

华大石化 石化 ５００００ １ ２９６ ２００ 已建 否

诚晖石化 石化 ５００００ １ ３００ ９８ 已建 是

焯晟石化 石化
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

１
４１８ ３００ 已建 是

东方一期 石化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

１
２６０ １５０ 已建 是

阳鸿一期 石化 ８００００ １ ３３０ ２３４ 已建 是

阳鸿二期 石化 ３００００ １ ２７０ １６５ 已建 是 已转让

中铁山桥 钢杂 ３０００ １ ８０ ４０ 已建 否 专用港池

国鼎港池 管桩 ２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３０ 已建 否 专用港池

国鼎材料码头 建材 ５０００ １ ６０ 已建 否

华泰港池 钢杂 ２０００ １ １２００ ３０ 已建 否 ２个小港池未计

通宝船舶 舾装 １００００ １ ４８６ 已建 否 北汊北岸

通茂船舶 舾装 １００００ １ ２７８ 已建 否 北汊南岸

通城船舶 舾装 １００００ １ ７９ 已建 否 北汊北岸

长青沙船舶 舾装 ４００００ ２ ９４３ 已建 否 北汊南岸

德瑞斯港池码头 钢杂 ３０００ １ １５０ ４０ 已建 否 长青沙内港池

港投集团港池码头 通用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

１

４

１８０

１２０

４５７

３０６ 在建

已建

长青沙内港池

港务集团

通用 １０００００ ２

通用 ５００００ １

通用 ５００００ １

通用 ３０００ ６

１０２５

５７０

５６０ 已建

１７０ 已建

２５０ 已建

是

是

是

兼靠１５万吨级

兼靠１０万吨级

长青沙内港池

熔盛

重工

材料码头 件杂 ５０００ １ １２０ ６０ 已建 是

船坞
造船 ３０万吨ＶＯＣＣ ３ ５６８ 已建 否

兼造４０万吨
ＶＯＬＣ

海工 ３０万吨ＦＰＳＯ １ ２２４．５ 已建 否 兼造钻井平台

一 舾装 ３０００００ ２ ６６０ 已建 是 兼靠４０万吨级

二 舾装 ３０００００ ４ １３９７ 已建 是

泓北沙
内港池

森松重工

海通重工

瑞泰船务

钢杂

钢杂

舾装

钢杂

舾装

１００００吨级以下 １

１００００吨级以下 １

１０万吨级以下 １

１００００吨级以下 １

１０万吨级以下 １

４００

３５８

６６８

６０ 已建 否
小港池、

２个滑道未计

６０ 已建 否

　 已建 否

６０ 已建 否

　 已建 否

　　合　　计 － －　 ５１ １２０００．５ ３９５７ － －

·１９１·港口与口岸



海海海　　　关关关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如皋海关现有关员２３名，其中，党员２１人，本科

以上学历者２０人。辖区有注册企业８５３家、保税仓库５

家（其中公共型保税仓库２家）、出口监管仓库１家、码头

类监管场所６个（其中综合堆场１个、船舶舾装类１个、液

化品监管场所４个）。２０１３年，如皋海关通关作业无纸化

率居南京关区首位并受到海关总关通报表扬，执法评估、

统计业务及信息报送等专项工作南京关区领先，加强实货

查验、改进物流监控的做法得到海关总关肯定，参与调研、

撰稿的船舶出口情况分析报告获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批示。

海关监管　年内，如皋海关累计征税入库２２．４８亿

元，提前１０天实现全年工作目标。全年受理报关单４２１９

份，监管货物６１２万吨、２５．１５亿美元，监管进出境船舶

８５２艘次，查验率（６．７７％）、查获率（２８．２６％）双双达标。

深入推进“三查合一”机构改革（指将稽查、减免税核查、加

工贸易保税核查工作全部归口到稽查部门），实施并完结

稽核查任务３０家，其中实施海关ＡＡ类企业验证稽查任

务２家，获批１家。全力推进无纸化通关改革，在南京关

区各隶属海关中率先实现通关作业无纸化率５０％目标，

通关作业无纸化率达６６．８９％，位居南京关区首位。全面

落实“绿篱”行动、大规模打击走私专项斗争联合行动等部

署要求，建立关警联动机制，加强属地企业核查和疑似商

品检查，全年移交案件线索９起，其中立案８起，案值１．６

亿元。

支持扩大开放　年内，如皋海关组织开展“人民海关

为人民”主题服务活动，针对主功能区、乡镇区域外向型经

济发展特点，分区分片召开座谈会，宣讲海关政策法规，解

答通关问题。推进如皋港新泊位验收开放，指导第三批开

放码头４个泊位和５家新增监管场所建设，督促企业达标

规范。主动参与介入港投公司集装箱码头建设，跟踪指导

公用型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运行，配合市政府推进保

税物流中心的规划和申报。加强课题调研和预警分析，提

供相关数据和工作建议，累计编发《海关工作专报》２０期，

其中８篇次获市领导批示肯定。

服务举措　年内，如皋海关不断优化监管，通过造船

合同期内手册延期免收保金保函、改进新船物料供应监

管、支持异地交船、首创融资租赁业务等途径，想方设法帮

助辖区重点船企熔盛重工解难题、度难关。鼓励符合条件

企业申报Ａ、ＡＡ类管理，加强咨询引导，指导企业规范经

营，至年底，如皋辖区Ａ类管理企业发展至２６家，ＡＡ类

企业实现零突破，荣威塑胶成为辖区内首家ＡＡ类管理进

出口企业。持续抓好“皋关伴你行”服务品牌建设，继续推

行客户联络员制度，完善海关工作联络员制度，为全市各

大经济板块及辖区企业发展提供更及时、更具针对性的

服务。

（黄双飞）

出出出入入入境境境检检检验验验检检检疫疫疫
【概况】　２０１３年，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严格按照省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建设现代化强局”“三大建设、五项任务”

（“三大建设”指五区强局、基层基础、作风效能建设，“五项

任务”指干好主业、优化服务、加强基层、提升能力、促进和

谐）总体要求，以服务科学发展和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为重点，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强化执法把关理念，着力提升

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先后获市文明单位、市服务开放型

经济优胜单位等称号。检务科获南通市“三八”红旗先进

集体称号、市优秀巾帼文明岗及实施“春蕾计划”先进集体

称号，建成全国Ｄ类示范窗口。

检验检疫　年内，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接受入境货

物报检２３２批次、出境货物包装报检９１７批次、出境货物

报检１２８批次，货物总值８．１２亿美元。签发入境货物重

量鉴定和空舱鉴定证书２１７份、出境危险货物使用鉴定结

果单９２３份、出境危险货物使用性能结果单３份、出境货

物换证凭单１份。审核并签发原产地证书３４３０份，签证

金额１４２８９万美元，按照５％平均关税减免幅度，办理产

地证的如皋出口企业凭原产地证书在进口国海关享受关

税优惠７１４万美元。检疫查验、卫生监督出入境船舶６９１

艘次，检疫出入境人员１３３９６人次。办理免控证书３２份。

申请水质检测１６次。对前往北美的船舶实施舞毒蛾检测

８艘次，对新造船舶卫生监督１８艘，对新造船舶微小气候

监测１６艘。外供食品监管２１８批次。实施法检鉴定进口

货物１８７船次，鉴定重量４８２．１５万吨，货值８．３６亿美元。

接受委托检验７６船次，鉴定重量９５．７２万吨。新增业务

中：如皋港地区出境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９０３批，数量

４０．８５万件，其中不合格案例２批，数量２２０件；危险货物

包装性能检验１批，数量３０００件。对如皋港区１２４批、

３９４８．１４吨出口危险化学品实施检验监管，出口货值

８１４．５万美元，未发现不合格案例。

行政执法　年内，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累计发现问

题船舶３８０艘次，截获医学媒介１１种１６４批次，发现动植

物疫情４６种２１２批次。因动植物有害生物或医学媒介生

物超标，除虫处理船舶１０艘次。对来自境外压舱水实施

消毒１次。对检疫前未悬挂检疫信号、未办理入境检疫审

批手续、擅自上下船人员等违法问题实施行政处罚７起。

全年累计查获各类进口货物短重案４１起，涉及短少重量

２４３９．２５７吨，短重金额２５８万美元。为了解如皋口岸媒

介生物本底的种群、密度、季节消长情况，为媒介生物防控

和疾病监测提供科学依据，积极开展为期１年的口岸媒介

生物本地调查及舞毒蛾、实蝇监测。建立有害生物展示

室，展示自开检以来截获的各类有害生物，为实验室进行

科研、分类鉴定、教育培训提供平台。根据国家质检总局、

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要求，多方筹措资金，建立视频监控

终端，通过全方位视屏监控，改进执法手段，提高口岸检验

检疫工作的效率，加强检验监管有效性。年初，通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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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总局卫生检疫核心能力考核验收，使如皋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在口岸疾病防控能力、检疫查验能力、卫生监督能

力、卫生处理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得到提

升，并借此契机与口岸联检部门、地方政府相应机构建立

全面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提升执法手段。

服务经济发展　年内，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为贯彻

落实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出的“打造五区铸强局”和“建

现代化强局”目标任务，结合如皋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的

“千人联千企”活动，多次深入企业调研，认真听取企业意

见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力促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步伐，助推如皋港业务多元化。在南通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支持下，对辖区内出口危化品检验监管与包装使用

鉴定实施统一管理，实现危化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业务就

近申报，一次检验，加快检验放行速度，提升了检验监管效

率，切实为企业提供便利。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和省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通知要求，针对辖区内进口液体石油化工货物

量较大情况，在上年试点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上，深化推进

如皋港岸罐计量管理制度，对港区各石化储运企业开展口

岸综合能力建设检查考核，规范码头罐区管理。根据上级

部门业务调整安排，接管港区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及出口危

化品检验监管业务。为保障新业务顺利、平稳开展，及时

安排人员通过专项培训、跟班实习等方式尽快熟悉岗位要

求，促使新增业务顺利开检。年初，积极协调省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部门现场办公，及

时解决如皋港务集团进口的澳大利亚木材检疫处理、检尺

鉴定等难题，使如皋港务集团顺利完成原木进口业务２批

次。８月，在如皋双马集团进口印尼板材前，联合市商务

局到企业调研，宣传讲解进口木材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及相

关注意事项。

【如皋检验检疫局首次提请国家质检总局发布警示通报并

获发布】　３月，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发现，“ＦＵ

ＲＵＨＯＬＭＥＮ”轮装载的进口印度尼西亚棕榈硬脂短重率

高达２９．７‰，短重货值６．５９万美元，且船方存在欺诈行为。

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时出具短重证书，同时将相关信

息通过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上报国家质检总局。４月２８日，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２０１３年第４５号通报《关于江苏口岸发现

进口印度尼西亚棕榈硬脂严重短重的警示通报》，提醒相

关口岸单位密切关注该船信息，严格检验鉴定其承运货

物。这是自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开检以来口岸鉴定工作

首次提请国家质检总局并获得发布的警示通报。

（丁广进）

海海海　　　事事事　　　监监监　　　管管管
【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如皋海事局辖海巡执法支队和

政务中心２个处室办事机构以及又来沙、长青沙、泓北沙

３个办事处。２０１３年，进出如皋港船舶４５６５３艘次，货物

吞吐量３０３３．４万吨；国际航行船舶７８６艘次，外贸货物吞

吐量５９９．４１万吨。如皋海事局征收船舶港务费１４３５．５

万元、港口建设费４４０２．２１万元。获如皋市文明单位

表彰。

水上安全监管　年内，如皋海事局联合长航公安、如

皋边检、如皋安监及张家港海事局、泰州海事局等部门，扎

实组织开展船舶配员检查及船舶超载等６项专项治理活

动，累计实施行政处罚５２起，处罚金额３２．６５万元。实施

船舶安全检查９５９艘次，滞留船舶５８艘次。先后组织开

展汽渡船专项检查３次，并多次与张家港海事局联合开展

汽渡交叉检查和夜航检查，汽渡累计安全渡运２２７９２航

次，渡运车辆５６万辆、人员１６２万人。强化船舶载运固体

散装货物监管，建立健全液货船选船检查数据资料，累计

开展液货船选船４６４艘次。做好危险品码头新增作业品

种核查指导，累计安全进出危险品船舶５６９４艘次、危险货

物５２４．４万吨。

水上应急搜救　年内，如皋海事局完善搜救组织，制

订发布《如皋市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及相关配套制度，做好

水上搜救应急值班和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累计处置各类

险情１７起，成功救助遇险船舶２１艘次，救助水上遇险人

员１０７人次，人命救助成功率达１００％。７月，在诚晖石化

举办水上搜救与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皋

张汽渡开展渡船消防、救生应急演练。１１月２２日，在熔

盛重工一期码头举办长江如皋段最大规模水上搜救综合

演习，出动船艇１７艘，参演人员１３０人，演练落水搜救、人

员转移、消防灭火、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等科目，有效锻炼

应急反应队伍，参演船艇及人员规模为如皋港历次演习

之最。

服务地方经济　年内，如皋海事局参加政府调研会、

征求意见会、政府常务会等各类会议３２次，提出各类发展

意见和建议２１条，其中被市政府采纳１２条，被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５次。推进水工专项整治，开展上门

走访和专项培训２０多次，帮助熔盛重工等企业解决难题

１６项。全年审核办理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１４份、通航水

域安全作业报备１１２份。对又来沙、长青沙等港池海事管

辖权与市政府达成共识。主动跟进码头对外开放工作，帮

助和指导码头单位加快办理开放申报审批手续，推进森松

重工、海通海工装备、瑞泰船务３座码头４个泊位顺利通

过市级对外开放预验收。全年累计安全进靠超大型船舶

２３３艘，其中，１５万吨以上船舶５４艘，新船安全试航１９艘。

增强口岸单位联动，牵头口岸联检部门联合开展多次集中

调研、走访活动，与如皋边防检查站签署国际航行船舶监

管合作备忘录，实施国际航行船舶代理机构诚信管理。

（刘　勇）

边边边　　　防防防　　　检检检　　　查查查
【概况】　２０１３年，如皋边防检查站全体官兵全力做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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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青会”安保和边防检查工作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实现边

检工作和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被表彰为南通市拥政

爱民模范单位。

边防检查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累计检查出入境

（港）船舶７８８艘次，其中，检查出入境船舶４９３艘次，检查

出入港船舶２９５艘次。检查出入境（港）员工１５５９２人次，

其中，出入境员工９４６３人次，出入港员工６１２９人次。办

理各类证件９６７７份。累计出动警力１５７６人次，有效保证

口岸顺畅通关和安全稳定。

边检服务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主动与地方经济发

展接轨，定期向市委、市政府上报《条线型经济工作周报

表》和《口岸数据形势分析简报》，为口岸经济发展提供参

考依据。主动介入预开放码头边检配套设施建设，最大程

度缩短码头从申请开放到投入运营时间。建立企业联络

员走访机制，针对企业和服务对象需求，创新推出“微服

务”“诚信管理”等特色服务。全年累计开通“绿色通道”６

次，救助帮扶群众２８人次，收到服务对象感谢信１４封、锦

旗８面。

口岸维稳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按照“分区管理、驻

点执勤”思路，探索实行“一港三区”（“一港”指如皋港，“三

区”指如皋港化工园区警务区、熔盛警务区、船舶园区警务

区）和“四位一体”（指电子门警卡口验证＋协管员梯口监

护＋执勤点２４小时视频监控＋检查员不间断巡查）勤务

运行模式。与如皋海事局、长航公安建立联勤协作机制，

制订《勤务协作规范》和《重大勤务联动制度》。实行“一企

一档”信息登记制度，建立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全面掌握口

岸敌社情动态和不稳定因素，为平安口岸建设创造良好环

境。以亚青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等重大边防安保任务为契

机，强化实战练兵，完善处突预案８套，联合企业安保部门

开展以处置暴力闯关等主题的实践演练１２次，有效维护

口岸安全稳定。

规范执法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建立“全警业务”机

制，大力加强法制练兵，将全体官兵纳入执法执勤培训考

核范围，并组织执法骨干和新入警人员参加各级执法培

训，着力加强执法执勤队伍的梯次化、专业化建设，达到执

法制度、执法主体、执法管理、执法行为、执法场所“五规

范”目标。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加大标准化执法场所改造

力度，配齐配强个人防备和执勤装配，实现功能设置规范

化、执法办案人性化、监督管控信息化。建立执法服务机

制，先后提供法律服务６５次，为码头企业、代理公司培训

员工２５００多人次。积极推进警务公开，聘请警风警纪监

督员１０名，完善向政府和群众报告制度，并依托边检门户

网站实行行政处罚结果网上公示，实现执法监督的实时

化、公开化、透明化。

部队管理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以打基础、抓经常、

求实效为主线，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推行卫生巡视管理、

库室定人管理、物资分类管理、外聘人员绩效管理等制度，

规范内部管理秩序。以“百日安全竞赛”活动为契机，认真

落实安全形势分析、安全风险评估、安全工作讲评、思想分

析疏导等制度，及时发现解决安全工作存在的隐患和问

题。严格落实带班首长、值班领导、督察办和指挥中心四

级督察机制，加强重点部位、重点岗位和重点时段的督导

检查。全年累计开展各类督察５４次，部队连续３年保持

“零违纪、零发案、零事故”良好态势。

队伍建设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投资５０万元建成

培训中心，编印边防检查工作手册，完善检查员教育培训

体系。实行新学员机关、基层两级轮岗实习和机关、基层

干部交流制度，提升官兵适应不同岗位需求能力。广泛开

展全员练兵，提升官兵军事技能、公文写作等能力。完善

干部量化管理考核、工作绩效考核等办法，形成更加科学、

系统、完备的考核体系。实行干部履职季度汇报制度，形

成良性竞争氛围。先后有６个集体、５２名官兵受到各级

表彰。

【如皋边检站被表彰为南通市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９月，

如皋边检站被表彰为南通市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年内，如皋边防检查站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作为事关部队建设全局的重要工作，党委班子成员带头深

入党政机关、码头企业、服务对象和驻地群众中开展走访

活动，广泛收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边检服务水平的意见

建议，走访口岸单位１９家、企业员工和辖区群众５００余人

次。打造“融入式服务”群众路线品牌，建立完善关爱弱势

群体社会联动机制，成立党团志愿者服务队，长期帮扶贫

困儿童６名，定期走访看望孤寡老人，连续３年为“曼莱斯

蒂”残疾人制衣厂提供志愿服务。

（韩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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