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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计划划划 、、、发发发展展展与与与改改改革革革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６５７．０１亿元，

占年计划的９２．５％，同比增长１１．８％。其中：实现第一产

业增加值５７．０４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１１．５％，同比增长

３．１％；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３４３．３３亿元，占年计划的

８９．５％，同比增长１２．３％；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５６．６４

亿元，占年计划的９３．２％，同比增长１３％。第一、第二、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８．６８∶

５２．２６∶３９．０６。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４６．４亿元，占年计划的

１０１％，同比增长１３．４％，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６０．１３

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２％，同比增长１２．２％。财政收入

占ＧＤＰ比重达２２．８％，比上年提升０．３８个百分点。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７．８１亿元，占年计划的

９７．３％，同比增长１２．９％。累计实现工商注册外资６．５３

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２．４８亿美元。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２８６１１元，占年计划的９２．９％，同比增长

１０．０％。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００４元，占年计划的

９３．６％，同比增长１１．５％。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年内，全市完成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３７４．８６亿元，占年计划的１００．４％，同比增长

２０．４％。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投入２４４．１０亿元，占年计划

的１００．３％，同比增长１２．９％。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２．１

亿元，同比下降３４．３％。

政策引领　年内，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鼓励和

扶持企业直接融资的若干意见》《关于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工程的激励意见》《关于加快培育重点工业企业的意见》

《关于开展工业经济系列竞赛活动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

助推全市经济持续发展。

接轨上海　年初，市发改委下达全市接轨上海工作要

点，分解落实各部门、各镇（区、街道）年度工作任务，明确

全年接轨上海工作专项要求。先后组织到上海召开招商

洽谈会４次，引进上海项目５９个，销售农产品４０亿元。

邀请上海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应用技术学院６名相关领

域院士、中青年首席科学家以及知名高校、科研院所负责

人为如皋经济社会发展高级顾问。在上海设立“海外留学

人才招才引智、招商引资”如皋专场，开展引才引智活动。

举办“百名海归人才如皋行”活动，吸引１００多名高层次海

外留学人才到如皋参观考察，邀请３０名左右有意愿带技

术、带项目、带资金到如皋投资、创业的海外留学人才到如

皋考察并进行项目对接签约。南通曼特威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就“年产５万吨高品质再生铝合金锭

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全年累

计吸引上海游客６５万人。

企业直接融资与银企合作　３月１５日，市发改委组

织召开如皋市股权融资推介会，邀请市外５０余家创投机

构和全市４０余家企业进行对接交流和双向信息发布，会

议期间，明德塑料引进创业投资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并成立注

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的江苏卓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５月８

日，举行银企对接会暨南通市金融超市如皋连锁店开张活

动，５１家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与２１家金融机构共商银企合

作双赢、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大计。８月３０日，在复旦大学

举办为期３天的企业董事长直接融资专题培训班，４０余

家企业董事长和高管参加培训。１１月７日，组织兴业银

行到全市有资金需求的１６家中小企业上门开展融资咨询

服务。

节能减排　年内，市委、市政府积极鼓励企业新上节

能改造项目。市发改委向省发展改革委申报南通百正电

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６０００吨耐高温超薄型电容膜生产

线工艺系统能量优化技术改造和江苏融达新材料有限公

司钢渣、矿渣处理及综合利用２个项目，作为２０１３年度中

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２个

项目预计分别获中央预算内投资８９０万元和８６０万元。

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顺帆家庭用品（南通）有限公司２

家单位的项目作为如皋市２０１３年度工业转型升级专项引

导资金项目申报对象，分别获省扶持资金３００万元和５０

万元。市发改委积极淘汰落后产能，组织专项能源监察审

计全市年能耗５０００吨以上的企业２９家，其中，３家涉限

企业淘汰设备５台套，２家电机能效提升检查企业淘汰设

备８台套。市财政加大支持力度，节能降耗专项资金足额

到位，对通过节能审计企业给予相应奖励，运用经济杠杆

激励企业做好节能降耗工作。

社会用电量　年内，全市全社会用电量４５．３８亿千瓦

时，同比增加２．６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１％，总量居南

通６县（市、区）第一。其中，工业用电量３１．７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２．２％。

【上海嘉定区如皋产业园揭牌】　１０月２８日，在第十一届

如皋沿江经济洽谈会上，上海嘉定工业区如皋产业园正式

·８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揭牌。这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以后，在南通市成立的第一个

沪通合作园区。

上海嘉定工业区如皋产业园位于国家级如皋经济技

术开发区内，规划面积５平方公里，由上海市嘉定区和如

皋市共同出资，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原则，逐步承接上

海嘉定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软件等产业到如皋落户。

进入产业园的企业，将比照上海市政策，在项目审批、产业

发展等方面享受更为优质的服务。至年底，汉德家电、嘉

好热熔胶、双钱轮胎等１０多家企业落户产业园。

（刘宏莉　章　旭　张巍巍　渠立民　葛　波　张建华）

国国国土土土资资资源源源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如皋市国土资源局下辖市土地执法监察大队、市

土地资产储备开发中心、市土地复垦整理和市场服务中

心、市勘测院４个事业单位和１４个国土资源所（分局），全

系统在职在编工作人员２５２人。２０１３年，全市国土工作

以目标管理绩效考评为主线，以争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

范县（市）、争创土地执法模范县（市）为载体，努力做到有

为有位保发展、履职到位护资源、争先进位树形象。被国

土资源部评为县级国土资源政务信息网上公开示范单位，

被评为省文明单位、高标准厂房建设与使用先进地区，南

通市廉政文化示范点、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集体等２７项

荣誉称号。

保障发展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累计争取各类用地指

标１２７．２７公顷。组织报批总面积４８６．８７公顷。加大保

障房和中小套型住房用地供给力度。制订出台推进节约

集约用地促进转型升级、开展创建土地节约集约模范镇

（区）、实施新增建设用地项目联合预审查制度等系列文

件。１２月，被省国土资源厅评为高标准厂房建设与使用

先进地区。

保护耕地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申报耕地占补平衡项

目４６个，实现新增耕地１４３．５３公顷。实施城乡增减挂钩

项目库２９１个，实现新增耕地２３６．２７公顷，顺利通过验

收。争取省厅挂钩复垦项目补助经费４６７万元。申报成

功江安镇省投项目，总投资４４１６万元。抢抓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契机，统筹全市基本农田划定上图工作，划定实施

方案获省政府批准。完成２０１２年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报备及２０１３年０．８万公顷建设任务。组织全市基本农田

保护牌、标志及界桩制作和安装。３月，制订《关于切实加

强耕地保护 严格土地执法工作的通知》，全面落实政府主

体责任、部门共同责任、村级直接责任，将耕地保护纳入镇

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点内容，启动问责机制和年终考评

“一票否决”制。

执法监察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和

说理式文书，行政执法巡查卷宗被省评为优秀卷宗。年

初，建立健全市、镇、村三级动态巡查网络，聘请村级土地

信息员３００多人。１０月，组织开展全市违法用地清查整

改专项活动，拆除圈占围墙８５０９米，拆除违章建筑４０００

余平方米，约谈相关部门党政一把手６人次。

基础建设　年内，市国土资源局完成《如皋市地下水

勘查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编制工作。组织编写《土地登记

规范化操作手册》。组织实施全市三等水准网建设工程。

扎实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累计办理各类许可

服务事项５５３０件，行政服务科收到表扬锦旗１３面，被市

政务中心表彰为先进窗口。５月，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发证省市验收工作。１１月，长江分局、磨头所、搬

经所通过档案三星级验收、复查。

【江安镇土地整理项目被评为全省样板工程】　４月，江安

镇土地整理项目在全省第一个通过省国土资源厅验收，被

验收组评为样板工程。江安镇土地整理项目为部省联合

实施示范项目。涉及江安镇马堡、曹杜等９个行政村总计

１６３３．３公顷，总投资３７００万元，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竣工，

新增耕地５１．５公顷，新建田间道路、涵洞、防渗渠、桥梁等

系列水利工程设施，受益人口３４２６４人。

（单海霞）

工工工商商商行行行政政政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共有在职干部职工２５２

名，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２４４人、硕士研究生２人。

市工商局辖直属机构经济监督检查大队和派出机构如城、

城东、丁堰、白蒲、薛窑、石庄、如皋港、磨头、搬经、城西、开

发区１１个分局（其中：丁堰分局与城东分局合署办公，地

址设于东陈镇；薛窑分局与如皋港分局合署办公，地址设

于长江镇），管辖全市各类市场主体１２０９６２家，其中内资

企业３１８２５家、外资企业４２８家（含分支机构）、农民专业

合作社１２９２家、个体工商户８７３６９户、集贸市场４８家。

２０１３年，全系统大力实施为民服务“零距离”、执法监管

“零盲区”、维权为民“零障碍”、队伍建设“零过错”的“四零

工程”，各项工作再创新佳绩。在南通工商系统目标管理

考核中，再次以第一名成绩被评为优胜单位。在全市级机

关目标责任制考评中，连续８年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市

级机关目标责任制考评先进集体。获南通市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表彰。

登记注册　年内，全市新设立内资企业登记３２９７家、

外资企业４４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２７家（其中农地股份合

作社８家）、个体工商户９２７８户。新办家庭农场登记２９

家，实现农村集约化承包经营土地近３３３．３３公顷。办理

股权出质登记２４件，出质股权数额６９８９５．３３万元，担保

标的额４７０８８８万元。办理股权变更登记１７９１件，其中涉

税股权变更３９１件，转让股权总金额１３．２３亿元。１０月，

建立“外网申报、内网预审、现场提交、一次办结”工作模

式，为５家外资企业公司设立办理网上登记。试行发放外

资企业电子营业执照副本，向２０家拥有自主网站的大型

·９２２·综合管理



外资企业和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发放电子营业执照。

个体、私企及外企监管　年内，全市工商系统设一线

监管人员８１名，分布于３５个监管责任区，按照“网中有

格、格中有责、责任到人、职能到位”要求，进一步深化“网

格化监管”。年初，市工商局制作发放友情提示、租赁提

示、行政提示、行政建议、行政警示等相关文书，引导经营

者健康发展。印发《２０１３年外商投资企业监管工作考核

细则》，开展首届优秀外资监管员评比活动。３月，出台

《关于在全系统开展“服务企业万户行”主题活动的实施意

见》，制订《“服务企业万户行”考核细则》，全市工商干部全

年走访企业１６４３户，现场解决困难２２８个，提出帮扶意见

１６８条。８月，建立政府牵头、工商主导、部门（商务、外汇

管理、税务和海关）联动、企业自律的外资企业出资监管

“四方联动”机制，全年实地检查企业６４家。

市场培育与监管　年内，市工商局建立以“考核、抽

查、督查通报、交督办”四项机制为核心的农贸市场监管制

度，促进全国文明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工作取得新成

效，其中农贸市场测评点———新生桥市场得到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验收组充分肯定，获满分。３月，集中开展“无花

肉”专项整治，立案查处“无花肉”案件２８件，没收猪肉

９５０余公斤。７月，推进“农资经营示范店”创建工作，会同

相关部门联合开设农资经营培训班，对全市１６００多户农

资（连锁）经营户进行专题培训指导。１０月，开展汽车销

售业专项整治，就格式合同条款、服务收费信息公示、配件

进销货台账和索证索票制度建立等方面，实地普查全市

６６家汽车及配件销售、服务单，立案查处汽车经营违法案

件５件。

商标、广告管理　年内，全市有注册商标４１７７件，其

中著名商标２９件、知名商标７５件。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注册农产品商标１００余件。全市在册广告公司１４０家，广

告从业人员６８０人，广告经营额突破亿元大关。市工商局

深入开展商标战略“一企一策”“一镇一品”活动，并以培育

农副产品证明商标为重点，推动特色农业集约化生产。加

强广告监测，全年监测广告２４天，监测广告１４８６条，其中

药品、医疗、减肥、美容、化妆、保健食品等涉嫌虚假宣传广

告３２条次，立案１０起，没收广告费６万元，罚没入库２０

余万元。２月，牵头举办“雉水清莲”廉政公益广告评比竞

赛。３月、４月、８月，分别开展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和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商标印制企业管理、商标使用规范管理

专项行动，整治重点区域１８处，受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申诉和举报２４１件，立案查处１４１件，捣毁

制假售假窝点１个，案值８１．５８万元。５月，组织广告经

营单位参加省及南通市第十九届优秀广告作品评选，获南

通级奖项６件、省级奖４件，上报中国广告节作品４件。９

月、１０月，“如皋白萝卜”申报国家地理商标２９类和３１

类，分别通过初审公告。

合同管理　年内，市工商局立案查处合同违法案件

１１件。积极运用动产抵押及股权质押登记帮助企业融

资，累计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１２４件，帮助企业融资３０．５亿

元，盘活企业资产３７．６亿元，其中指导江苏熔盛重工有限

公司办理动产抵押，单笔融资额５亿元。３月起，市工商

局组织开展旅游行业合同格式条款专项整治，收集各类旅

游合同１８份，点评不平等格式条款４条，对南通大世界国

际旅行社如皋文峰营业部等３家企业进行行政约谈。４

月，开展对“苹果”等电子产品企业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执法监督，检查手机经销商５７户，检查手

机经销商自制各类维修单４９份，查处违法案件１件。７

月，开展公共服务行业合同格式条款专项整治，收集各种

通信企业入网服务协议、固话协议等９份，对存在问题的

４家通信服务运营商分别进行行政约谈，指导、督促其清

理、整改不平等合同格式条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２３１５”平台累计受理申（投）诉信

息１３７８条，办结１３２７条；受理举报信息５２２条，办结４９６

条；提供咨询信息２０４２条；完成诉转案２０４件。年内，全

市建立“１２３１５”消费维权服务站１５８家、村居“１２３１５”联络

站和投诉站３７１户。市工商局受理消费争议４０７１件，成

功调解４０３７件。“１２３１５”平台受理申（投）诉量同比下降

２５％。开展商品质量监测７４个批次，对所检１９个批次不

合格商品的经营者予以立案查处。４－１１月，分别开展

供水、供电、燃油、燃气、手机、金融保险、通信、汽

车维修等重点商品专项整治，检查经营者２５７户，查办

案件２５件，其中包括某汽车销售公司假冒４Ｓ店虚假宣

传案、某自来水厂对逾期缴纳水费的消费者违规征收赔

偿金等大要案。

公平交易执法　年内，市工商局以关注民生和促进发

展为重点，部署开展打击虚假标注洋品牌、网络违法行为、

机动车行业经营行为等８项专项整治，立案查处一般程序

案件２５３件，罚没入库４０２．４６万元，其中罚没３０万元～

５０万元案件２件、１０万元～３０万元案件４件。

【南通各县（市、区）参观学习如皋农贸市场监管经验】　１２

月，南通市委宣传部、南通市文明办组织南通市各县（市、

区）创建办到如皋参观学习农贸市场监管经验。

年内，市工商局建立以“考核、抽查、督查通报、交督

办”四项机制为核心的农贸市场监管制度，使农贸市场城

市文明程度指数大幅提升。

（缪鹏飞）

质质质量量量技技技术术术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南通市如皋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辖事业单位市质

量技术监督稽查大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市计量检

定测试所，共有在编在职干部职工５７人。２０１３年，获市

级机关目标责任制绩效考核先进集体等表彰。

质量管理与监督　年内，市质监局组织召开全市创建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工作会议，制订《如皋市贯彻实施

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３年行动计划》，配合南通市政府做好迎

·０３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接国家质检总局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现场验收

工作，督促南通六建建设集团做好工程质量示范点迎查准

备工作。新申报江苏名牌产品６个，复评６个。新申报南

通名牌产品１１个，复评１２个。２家企业申报南通市市长

质量奖，其中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进入最终评审

环节。８家企业被评为南通市质量标兵企业。

标准化建设　年内，市质监局帮助“生猪生态养殖”项

目顺利通过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考评验收，推进江苏

熔盛重工有限公司“海洋工程动力定位系统”申报省高新

技术标准化试点项目。恒康家居等４家企业通过ＡＡＡ

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验收。完成企业标准备案１３７项，企

业采标３０个。全市１２家企业参与２３项国家、行业标准

制修订。申报农业标准化示范区３个、省农业地方标准９

项、市农业地方标准１１项。隆昌化工申报省级循环经济

标准化试点项目获准立项。申报２０１３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技术标准专项２个。隆昌化工制订行业标准《对二氯苯》

（ＨＧ／Ｔ４４８９－２０１３）、九鼎新材制订行业标准《固结模具

用玻璃纤维增强网片》（ＪＢ／Ｔ１１４３２－２０１３）和花木大世界

制订省级农业地方标准《花木交易市场管理技术规范》

（ＤＢ３２／Ｔ２２２０－２０１２）先后发布实施。全年累计发展条码

新户２９家，续展７６家。

计量管理　年内，市质监局免费检定全市３０个集贸

市场在用衡器２４００台，受检率１００％，检定合格率９９％。

检定全市４１４家乡镇医院、村卫生室、生育指导站、福利院

在用医疗计量器具１４００台（件）、集贸市场在用计量器具

２２８６台。组织１４家企业和单位申报省市级计量诚信示

范单位（店），江苏昌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ＡＡＡ计量

检测体系验收，市恒创电工材料厂通过计量保证确认，６

家企业通过计量合格确认评审，４家企业通过计量保证确

认换证审查。专项监督检查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

司等３家计量器具制造企业。节日期间，开展食品、化妆

品、农资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专项检查，商品净含量抽查

合格率９５％以上。开展加油机、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

查，检查加油站３家，检查加油机９台，对不合格加油机责

令停产重新校准。开拓检测市场，在可燃气体报警器检定

和汽车４Ｓ店在用计量器具检测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年内，市质监局累计出动安全监

察人员３８４人次，检查企业１５７家，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指令书》５１份，查出隐患４７６条，其中发现一般隐患３９８

条、严重隐患７７条，均落实整改。全年累计完成锅炉定期

检验４４０台，外部检验２８９台，安装检验６０台，委托检验

１６台，水压试验４９台。累计完成压力容器全面检验６１６

台，委托检验１０台，注册前检验６４１台，年度检验２７９０

台，容器安装４７台。累计完成压力管道在线检验３３０４６１

米，安装检验８６１５米。累计完成安全阀校验４４４２只。深

化落实气瓶充装、检验单位安全责任，保持对人员密集场

所的特种设备及液化石油气充装站、检测站严管态势，加

大重大节假日气瓶隐患排查力度，巩固整治成果。开展电

梯使用维护保养专项整治，联合相关部门起草、由市政府

办下发《如皋市电梯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皋政办发

〔２０１３〕１２５号），有效提高使用单位安全管理状况，保障全

市电梯安全经济运行。

重点产品质量整治提升　年内，市质监局将辖区内涉

及３Ｃ认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和安全类产品的生

产企业作为监管重点，逐家核对，建立数据库，全面开展企

业巡查。全年累计收到监督抽查不合格报告１０份，通过

约谈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移

交其他部门处理等方式帮助企业查找不合格原因，指导企

业进行整改。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特种设备制造许可、

计量器具制造许可等获证企业，省以上标准化试点、标准

化良好行为企业以及采标的工业企业，强制性产品认证获

证企业中全面开展质量信用评价，省级名牌、省级质量奖

企业、市长质量奖、市质量标兵企业全部达到Ａ级以上水

平。全年累计出具检验报告１８５０多份，检验报告数据及

其判定依据的合格率为１００％，其他合格率达质量手册规

定９９．５％以上要求，其中监督检查报告在全省抽查中合

格率为１００％。全市产品质量安全平稳，无区域性、行业

性产品质量问题发生。

行政执法　年内，市质监局将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

产安全的食品、特种设备和建材案件作为稽查工作重点，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５８０人次，检查生产企业２８５家，受理

各类投诉举报１４２起，立案查办行政案件６９起。其中：食

品案件２８起，占比为４０．６９％；特种设备案件１５起，占比

为２１．７％；建材案件１８起，占比为２６．１％，三类案件合计

占比达８８．４％。通过深化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制度、贯

彻执行全程说理式执法、推行法制前置把关等措施，提升

执法的社会公信力，突出行政执法规范性、有效性和权威

性。累计审理各类行政案件６５件，召开案审会１７次，下

发告知书６５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３件。

（胡　俊）

安安安全全全生生生产产产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

均实现“双下降”目标，未发生一次死亡２人及２人以上生

产安全事故。市政府被南通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３年度安全

生产目标管理先进集体。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国家

安监总局评为全国应急救援知识竞赛活动优秀组织奖，被

省安监局评为省“安全生产月”活动优秀单位，被评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如皋市综治长安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先进集体。

职责落实　年内，市安监局先后制订下发《２０１３年安

全生产工作要点》《关于明确２０１３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

奖惩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有关安全生产文件，优化安全

监管考核体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落实安全生

产“一岗双责”，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分解落实安全生产控

制指标，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

·１３２·综合管理



监管监察　年内，市安监局累计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

法行为３５起，查处生产安全亡人事故５０起，查处生产安

全重伤事故３６起，查处烟花爆竹非法经营２２户，刑事拘

留、治安拘留１２人，责令停产、停业、停建２１家，清理无照

经营１２５户，关闭企业３家，取缔非法窝点、作坊２处。

６－９月，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期间，全市累计出

动检查督查人员１２００余人次，检查企业４８３家，排查安全

隐患１１９７处，现场整改１１９４处。挂牌督办三级重大事故

隐患总数３９个，均整改验收消号。

安全标准化建设　年内，市安监局按照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安全标准化目标要求，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全

市９０家化工企业、３８７家一般企业通过三级标准化验收，

其中南通焯晟石化等６家化工企业、３家烟花爆竹批发企

业通过二级标准化验收。

管理创新　年内，市安监局探索、推广企业安全生产

协作组模式：在不同行业新增５个安全生产专业协作组；

与市工商联联合在船舶商会、纺织商会、混凝土商会、太阳

能商会、液压机商会、肠衣商会等建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工作站，分别指导行业内的安全生产工作；不断完善镇

（区、街道）安全服务外包监管模式，提升监管能力。

安全文化建设　年内，市安监局强化安全教育培训，

三级培训机构通过省安监局验收。组织全市镇（区、街道）、

市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和安监系统人员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培

训，参培人员近２５０人。举办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培训班１６期，累计培训５２８８人次。组织安全生产

讲师团，开展送安全生产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班组、进农

村、进学校活动，近３０万人受到教育。积极推进安全示范

镇（区、街道）、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全市参与南通市级安全

社区创建的村（社区）均通过南通市级验收。６月，在全国

“安全生产月”活动中，与新闻媒体合作，在市主要媒体和如

皋安监网站开辟专栏宣传安全生产先进典型。以“安全发

展、科学发展”为主题，自编安全生产文艺节目，开展“生命

之歌”安全文化镇活动。以近期典型事故案例为主题，开展

事故案例全市巡回展。编印安全生产宣传画１万份，免费

发放给企业。６月１日，市政府主办，市安委会、市安监局

承办的如皋市２０１３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生命

之歌”安全文化镇镇列专场文艺演出在大剧院举行。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生命之歌”安全文化

镇镇到专场文艺演出现场

　　安全许可　年内，市安监局办理安全许可事项１４项，

受理行政审批项目８５３件，按期办结８５３件，办结率

１００％。其中，发放危险化学品许可证９０份，办理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１３９份，发放烟花

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５６０份，办理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的备案证明１３份。发放安全生产培训证书

２０５０份。

队伍建设　年内，市安监局在系统内深入开展 “大

学习、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开展第一届

“练本领、强素质”业务大比武活动和计算机技能竞赛活

动。组织开展 “双到 （服务到一线、实践到企业）”主题

实践活动和 “双十佳”（“十佳”安监员、“十佳”安全

员）评比、推介活动。

【安全生产十大工程】　年内，市安监局确立安全生产保护

生命十大重点工程：安全生产责任全覆盖工程、安全生产

标准化创建工程、事故隐患排查理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程、安全文化建设工程、安全科技应用推广工程、安全

生产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安全生产优质服务工程、安全监

管能力建设工程、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工程。

【全市安全事故隐患网上上报】　年内，市安监局建成安全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系统，并通过省安监局验收，实现全市

各镇（区、街道）、各相关部门安全事故隐患网上上报。

（李洁华）

物物物　　　价价价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１０２．０，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为１０１．４。市物价局获省价格工作先进单

位、省收费统计工作先进集体、省价格举报工作先进集体、

省成本工作先进集体、省价格政务信息工作先进集体、省

价格监测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价格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研究制订全市区域供水价

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应急供水到户价格。对全市６５个

小区实施商品房备案，备案总面积１６０．８１万平方米，规范

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加强医疗机构自制剂价格管

理，核定市中医院健心胶囊等２８种自制剂零售价格。落

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用电价格优惠政策，全市２２家水厂、

３个加压站供水用电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每年减少用

电成本约４００万元。调研益友和南通中油２家管道燃气

公司运行情况，出台《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调整方

案》。

收费管理　年内，市物价局对全市２６９家行政事业单

位进行收费许可证年度审验，注销收费许可证正本４个、

副本４１个，年审率１００％。取消工商年检费、婚姻登记费

等收费项目２２个，将２９个主管部门１２７项政府定价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及时向社会公布。取消、降低或免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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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收费项目２２个，减轻企业负担１７４５．６万元。借助全国

收费动态监管系统，将全市１２６家行政事业性单位纳入系

统进行有效收费监管。建立收费管理长效机制，完善收费

单位诚信等级评价制度，全年全市２３４家参评单位中，９２

家达到四星级评定标准，７０家达到三星级评定标准。制

订建筑垃圾处置费收费标准，明确居民住宅及非居民住宅

装饰和修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收费标准。４月１日，按

照省医改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精

神病防治医院３家公立医院首批试点推行公立医院医药

价格综合改革，市博爱医院成为全省第一家参加医药价格

综合改革的非营利性民办医疗机构。据统计，全市平均药

品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较同比下降２３．１４％，门急诊人数

同比增长１８．６６％，改革成效显现。

成本监审　年内，市物价局以较高质量完成农户种植

意向、存粮、农资购买等专项调查。完成小麦、粳稻、油菜

子、生猪、蚕茧直报调查以及以上品种的常规调查及相关

品种的预测调查。先后对景点门票价格、医院自制剂定价

成本、幼儿园收费、非居民用管道煤气调价等实施成本监

审，累计完成成本监审金额３１８７．０１万元，核定成本金额

２７１６．３４万元，累计核减４７０．６７万元，核减率１４．８％。结

合如皋实际，编写《农产品成本调查主要指标解释》《农户

存售粮情况指标解释》《农户农资调查情况指标解释》等指

导性文书。

价格监督　年内，市物价局履行民生价格监管职能，

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围绕热点问题，先后开展涉农收费、商

品房明码标价、自来水价格、教育收费、车辆施救收费、商

业银行服务价格等价费检查，以及节日市场巡查。全年查

处价格违法案件１６件，实施经济制裁４６．９８万元。以全

省“明码实价和价格诚信推进年”主题活动为契机，推进明

码实价，倡导价格诚信。扩大明码实价试行范围，有重点

地向百货、房地产企业、电器等行业逐步推广。年内，新华

书店、电信公司等９家单位申报创建省价格诚信单位。创

新价格监管方式，建立价格举报服务大平台，融合价格信

访、“１２３４５”市长热线、社会矛盾大调解、政风热线等群众

诉求办理平台，实行一站式服务，进一步畅通诉求渠道，提

高案件办理质效。全年累计受理价格咨询、举报、投诉

２９８件，处理办结２９８件，百分之百办结。

价格监测　年内，市物价局及时上报粮食、主副食品、

农资、生猪等价格情况。加强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期间价格

监测预警工作，撰写《“禽流感”疫情致我市家禽、鸡蛋市场

销售冷清》获国务院办公室领导批示。结合平价商店建

设，采集主城区农贸市场蔬菜平均价格，供平价商店参考。

在报纸、电台、网站等媒体上累计发布民生商品价格信息

５２期。及时发布省物价局医药价格文件１５次，完成３０００

多种药品价格数据更新。开通医疗价格查询和特材项目

查询２个子栏目查询服务系统。

价格认证　年内，市物价局在涉案物品、价格纠纷

调解及车损价格鉴定上提效率，在涉税及房地产成本认

证上求突破，在服务社会民生领域上创新思路，拓展领

域。累计办理各类鉴证业务１２７０件，鉴证总金额４．４８

亿元。

【平价商店建设推进至乡镇】　１月，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实

施《如皋市农产品平价商店建设实施方案》，标志着物价系

统推进的“农产品平价商店”惠民举措首次由城市走向乡

镇。由此，市级平价商店创建工作正式启动。至年底，全

市新增平价商店２０家，其中市级１６家、省级４家，平价商

店总数增至３４家，规模居南通首位。争取省补贴９０万

元，惠民约１４００万元。

【学校用气开始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１月，市物价局

出台《关于明确学校用气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通知》

（皋价发〔２０１３〕１２号），明确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学校教

学和学生生活用气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２．２元／立方

米，与其他营利性用气严格区分，分表计量。

【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　８月，经市物价局研究

测算并报市政府同意，调整全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

格，非居民用户（工商业用户）用气价格由原来的４元／立

方米调整为４．３５元／立方米，车用天然气价格维持原定价

格４．６元／立方米不变。新销售价格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起执行。

【对高污染企业实行差别水价】　８月，市物价局出台《关

于对高污染企业实行差别水价政策的通知》（皋价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对市环境保护委员会确定的高污染企业实

行差别水价政策。其中“红色”企业污水处理费在现行标

准基础上每吨提高０．３０元，“黑色”企业污水处理费在现

行标准基础上每吨提高０．５０元。执行时间自环保部门公

布上年度企业环境行为评定结果后的次月起，执行期为１

年。若执行期内经环保部门评定公布，企业环境行为信息

评级达到黄色、蓝色及绿色的，由物价部门下发通知，相关

企业自公布次月起停止执行差别水价。

（吴菊芬）

统统统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１４个镇（街道）均设立统计办公

室，配备专职统计助理。全市１６６个村、１６３个涉农居委

会和所有纳入统计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均配备专兼职统计

人员。全市在职统计人员中，具高级统计职称９人、中级

统计职称９３人、初级统计职称１８６人。全市参加统计从

业资格继续教育６７９人，参加统计从业资格新证培训３９９

人。市统计局被省统计局和省调查总队联合评为住户调

查示范点，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文

明单位。

数据收集　年内，市统计局有农村（产量、畜牧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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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工业、能源、科技、投资、建筑业、房地产、服务业、文化

产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劳动工资、外经、国民经济核

算、市 （县）基本情况、名录库、城乡划分、规模以下

抽样调查、采购经理调查、企业景气调查、人口抽样调

查、劳动力抽样调查、城乡一体住户调查、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调查、工业品购进和出厂价格调查等统计专业２０

多个。全面完成全市统计年报、定报工作，联网直报

率１００％。

基础建设　年内，市统计局继续深化基层统计基础规

范化建设，全市１５５４家联网直报企业创建达标率为

９０％，１４个镇（街道）、２２家部门通过达标验收。省统计局

表彰全市创新成果２项、统计示范岗标兵２人、省级示范

乡镇（街道）２个。

统计服务　年内，市统计局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及时收集上报各项反映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和

趋势的统计数据资料，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及

时作出反应和研判，定期出版 《统计公报》《统计年鉴》

《统计月报》《统计快报》《统计动态》《统计内参》等统

计资料。先后组织开展省养老机构问卷调查、南通市党

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情况专项调查、

２０１３年南通市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南通市村庄环境

整治群众满意度调查、省城市文明程度指数调查等５项

专项调查活动，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社

会经济信息。

行政执法　年内，市统计局组织开展联网直报企业抽

查和专项统计执法检查，对规模以上工业、建筑业、房地

产、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等专业的６９家单位进行统计监

审，核查相关单位统计数据质量、统计台账和相关财务凭

证等基础资料，发现存在问题１７家，发出整改通知１５家，

整改到位１５家，立案查处４家。

【开展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　２０１３年，市统计局在全市

组织开展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活动，在普查机构“三落

实”、配备普查指导员及普查员、普查区地图绘制、“两员”

培训、普查宣传、单位核查等各方面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果，

全市核查各类法人单位１１７６３家，产业活动单位７３５家，

个体工商经营户９１３８４户。

（杨春丽）

审审审　　　　　　　　　计计计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审计局完成审计项目５０个，其中，市

审计局安排审计项目４４个，市领导交办计划外项目５个，

年中增加项目１个。向市委、市政府及上级审计机关提交

专题报告、结果报告、审计信息２６１篇，移送案件线索５

起，协助纪检检察机关查办案件４起，全面完成全年审计

工作任务。获省文明单位、南通市文明机关、如皋市“双联

双助”先进集体表彰。

预算执行审计　１－７月，市审计局按照市政府批准

的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方案，对全市

２０１２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审计过程紧扣预算执行审计主线，重点审计全市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税收征管及政策执行情况、社保资

金等８个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９个部门预算执行情

况、６个镇（区、街道）财政决算情况。审计资金总额５６．２

亿元，约占财政资金总量６３．８％，查出各类违纪违规和管

理不规范资金９５７２万元。

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按照《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要求，累计

实施经济责任审计项目２５个，对３２名领导干部实施任中

或离任审计。充分依托“三责联审”平台，对领导干部实施

综合监督，把审计监督与组织人事监督有机衔接，借助组

织人事部门的职能拓展审计范畴、推进审计深度、提升审

计权威。累计对２５个单位３２名领导干部实施经济责任

审计。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累计完成工程审

计项目４４７个，报审额５２．９８亿元，审定额４５．００亿元，审

计核减７．９８亿元，核减率１５．０６％，其中，核减额１００万元

以上项目１１８个，报审额４２．７０亿元，审定额３５．４３亿元，

核减额７．２７亿元，有效遏制投资领域的失范行为。结合

“同级审”，加大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存在问题的揭示

力度。审计发现：全市核减率虽有下降趋势，但高估冒算

现象仍很严重；ＢＴ模式管理不规范；监理未能按合同全

面履行义务；检测机构检测结论公允性存在疑问，工程建

设质量难以保证；工程结算送审不及时，以致工程现场无

法核实。

１１月１日，市政府召开全市“同级审”交办整改工作会议

　　民生审计　年内，市审计局按照上级审计机关和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全面及时开展涉及民生项目和资

金的审计监督，除“一条鞭”项目外，专题立项，保证所有重

点民生资金全部纳入审计范畴。配合南通市审计局重点

调查经济薄弱村扶贫项目资金筹集使用、建设管理、租金

收益等方面情况，涉及市财政局、市委农工办和九华镇等

１２个镇（区、街道）及４４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涉审扶持项

目总投资１３２２４万元。审计调查城镇各类保障性安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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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目标任务完成、资金筹集使用等情况。重点审计

村庄环境整治工程实施、资金管理使用和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审计发现部分镇（区、街道）水厂存在混供水情况，涉嫌

将未经消毒的不合格水供应给农户饮用，造成疾病防控隐

患，并有部分水厂存在高价销售行为。重点对全市２０１２

年社会保险基金实施６大类９项审计，审计发现存在重复

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重复参加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重复参加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现象，提交市政府协调

解决。

内部审计　全市各镇（区、街道）、机关部门、企事业单

位共有内审机构５０多家，有内部审计人员２００多名。年

内，全市内审机构累计完成审计项目６３９个，其中，财务收

支审计项目４０３个，经济责任审计项目１２０个，基本建设

审计项目８０个，专项审计调查项目３６个。审计总金额

１７４００万元，增收节支２２３０万元，提出建议１６４０条均被

采纳。市审计局内审协会通过理论研讨、咨询服务、培训

交流，服务内审机构，交流内审情况，宣传内审经验，指导

内审工作，促进机构正常运转，人员素质得到逐步提升，保

障全市内审工作正常开展。先后三批次组织２９名内审从

业人员赴苏州培训基地和无锡参加内部审计人员业务培

训及后续教育，不断提高内审人员业务素质。累计完成内

审论文和信息１５篇。

【市审计局应用审计成果推动制度建设】　年内，市审计局

在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同时，重视透过审计实施推进审

计整改建立长效机制，以达到审计工作价值的最大化，努

力避免“屡审屡犯”“重复劳动”甚至“无效劳动”情况发生。

先后提请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如皋市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皋办〔２０１３〕１６号）、《关于取消

村级招待费的通知》（皋办〔２０１３〕３６号）、《小城镇建设经

营性用地项目前期开发专项资金的实施办法》（皋政办发

〔２０１３〕９２号）、《如皋市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皋政

发〔２０１３〕１００号）、《关于加强镇级水厂运行管理的实施意

见》（皋政发〔２０１３〕１１１号）、《关于加强村庄建设管理科学

推进新型集中居住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３〕４６

号）等１０多项政策文件，既促进政府管理职能的完善，也

为审计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提供了依据。

（吴从军）

招招招 投投投 标标标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累计完成招投标

项目８０９个，总标的额６８．２４亿元，其中国有投资项目

６２７个、标的额２７．３亿元，与预算价相比，节约资金１．９１

亿元。

工程招投标　年内，市招投标办积极推进企业诚信库

建设，入库单位２７０余家，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居南通市首

位。明确ＢＴ项目必须做到“三有”（有图纸、有清单、有预

算），且只有在２次流标以后方可竞争性谈判。与市纪检

监察、财政、审计、住建、交通、水务等７部门联合加大中标

工程管理，采取每季一次例会，半年一次检查的方式，形成

标后监管合力，合围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全年开展标后监

管现场检查重点工程８个，协调处理各类问题３起，联合

执法检查在建工程３２个，对有安全质量隐患、项目经理和

项目总监不在场等违规行为当场开出不良行为扣分报告

单１０余份，开出安全整改通知书２０余份，逐个督促整

改，巩固招投标成果。通过电子招投标规范招投标行为，

有效防治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围标串标、评标不公

等突出问题，累计成功实施电子招投标项目单项工程

１４５个。

执法监督　年内，市招投标办通过推进信息公开，健

全规范性文件，公正处理质疑、投诉事项，维护招投标各方

的合法权益。累计被录入行贿行为“黑名单”企业３６家，

被暂停其投标资格６个月以上不等。累计查处弄虚作假、

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２６起，涉案企业３２家，涉案项

目经理３５人。其中：１６家企业和１７个项目经理被列入

招投标不良行为“黑名单”，累计停标１８７个月；其余１６家

企业和１８个项目经理（项目总监）被列入“黄名单”重点

监管。

廉政建设　年内，市招投标办通过微型廉课教育加强

廉政建设。每场开标会开始时，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参观廉

政展板、观看标前教育短片、听微型廉课的现场教育，激发

投标人诚信心灵，净化招投标市场，为遏制和打击招标现

场不良行为，推动全市招投标事业健康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苏秀银）

２０１３年全市招投标项目情况一览

　表５８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节资额

（万元）

房屋建筑 ６７ １３８４２７．９１５４ －

市政设施 ２３５ ４８３８１．０９５３５ －

装饰装修 １９ ７８６１．９３８６５ －

绿化工程 ３４ ５６５９．４１２１５４ －

监理项目 １３ １２６０．４６８ －

设计项目 ５ ４３３．８６ －

材料设备采购 ６６ ２３３０８．８１３１７ －

其他类型 ２８ １５０８１．７５５６２ －

直接发包 ３４１ ４４１９３５．８８２１ －

合　计 ８０９ ６８２４１５．８９ ２０３４４．９２

·５３２·综合管理



２０１３年全市国有投资项目情况一览

　表５９

　　　主要内容

项目分类　　　

项目数

（个）

投资额

（万元）

节资额

（万元）

房屋建筑 ６４ １１５４８１．４６５４ －

市政设施 ２３６ ４８３８１．０９５３５ －

装饰装修 １９ ７８６１．９３８６５ －

绿化工程 ３４ ５６５９．４１２１５４ －

监理项目 １３ １２６０．４６８ －

设计项目 ４ ３３２．８６ －

政府采购 ６８ ２４０１２．１５３１７ －

其他类型 ２４ １４１５７．２７０６２ －

直接发包 １６５ ５６２６３．３３３４６ －

合　计 ６２７ ２７３０４３．６１ １９１３４．２１

政政政　　　务务务　　　服服服　　　务务务
【概况】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７日，市政府办印发《如皋市政务

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皋政办发

〔２０１３〕１３０号），将市行政服务中心更名为市政务中心；明

确市政务中心为市政府派出行政机构，正科级建制；内设

综合科（信息科）和业务科（督查科），行政编制为７人。

２０１３年，市政务中心累计受理各类许可服务事项３３５２９８

件，其中即办件３０３５４８件，占总量９０．５３％，事项到期办

结率１００％。累计收取各类规费５．０７亿元。主持或参与

协调市领导交办及服务对象请求协调事项１００余件，召集

各类评审会、协调会、现场踏勘１８０多次，接待上级领导及

外地政务中心同行参观考察１２批次，受到省、市、县三级

新闻媒体采访报道３２次，收到服务对象赠送锦旗２２面、

各类表扬信４８９封。累计收到服务对象纸质评议表１３００

多份，服务窗口办件电子评议接受服务对象评议２８００多

次，第三方测评满意率为９９．８％，综合评议满意率９９．５％

以上。

便民服务　年内，市政务中心在市委、市政府制订的

“效能如皋六项工作制度”基础上，全面执行首问负责制、

服务承诺制、绿色通道审批制、延时服务制、预约服务制、

上门服务制、热线服务制、回访服务制、责任追究制、综合

考评制１０项制度，并采取突击抽查、日常巡查、办件评议、

第三方测评、考核鞭策举措，强化日常监管。组织市计生

委、民政局、人社局等服务窗口到镇（区、街道），开展以“活

力春日”“清凉夏日”“激情秋日”“温暖冬日”为主题的送服

务下基层、送政策到家门活动，现场答疑，现场办件，得到

群众肯定。推进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先后为南通臻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总部经济大厦工程项目、南通市固牌

铝业有限公司新建铝合金产品加工项目、南通市凯迪钢化

玻璃有限公司扩建玻璃钢化加工项目、如皋华夏花卉有限

公司新建花卉种植项目、一汽马自达４Ｓ店新建项目、江苏

威力紧固件有限公司新建加工项目等８３个重大项目进行

并联审批服务，得到投资者好评。试行重大工业建设项目

竣工联合验收，在项目审批代理员做好企业竣工验收前期

准备工作、向政务中心提出验收申请基础上，牵头组织相

关服务窗口集中上门验收，一次性核查验收资料，一次性

提出整改要求，及时出具验收结论。至年底，先后试行为

九华镇永大化工机械一期项目、吴窑镇苏马船舶有限公

司、江安镇鸿泰纺织等企业进行联合验收，取得预期效果。

年初，修改完善《如皋市重大项目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实

施办法》，把各镇（区、街道）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和重点技改

投入项目列入“绿色通道”重点服务范畴，实行专人负责，

提供行政审批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优质服务。至年底，

先后为３８个重大项目提供绿色通道服务。２月，实施规

模企业联合年检制度，牵头组织市工商局、市质监局等部

门服务窗口，集中１个星期时间，分批分期到各镇（区、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集中联合年检规模工业企业５６０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年内，市政务中心通过转、减、

并、挂等方式，精简行政审批事项１２项，下放权力事项２４

项。对保留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报经市物价、财

政部门审核备案，统一按底限收费，并对外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通过对审批流程梳理再造，进一步精简审批环节，

进一步压缩承诺时限，施行并联审批、联合年检和试行重

大工业项目竣工联合验收等制度，承诺时限较法定时限压

缩８０％。

作风建设　年内，市政务中心针对实际和融入“效能”

特质，开展创建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效能型和勤廉型

“五型”政务中心主题实践活动。先后组织开展贯穿全年

的“一窗一品”特色服务品牌创建活动、“服务技能大比武”

活动、政务服务“我承诺、我践行，请监督、请评议”活动。

先后举办道德讲堂６期，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

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广泛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

念，传播身边的凡人道德故事，推动先进道德理念入脑入

心、外化于行，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服务窗口人员文明

素质。继续在政务中心、政务分中心、综合窗口开展各类

先进评比活动，营造创先争优、比学赶超氛围浓烈。２月，

组织学习贯彻市作风效能建设大会讨论会，排查窗口服务

存在问题。３月，召开市行政服务中心作风建设大会，各

服务窗口对外郑重作出服务承诺。５月，举办“５·１０”廉

政教育大讲堂。开展“转作风、提效能、强服务、促发展”主

题征文和演讲活动。７月，召开传达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精神学习会。１０月，对照央视《焦点访谈》栏

目曝光的一些地方政务服务工作中的存在问题，开展为期

１个月的大讨论，各服务窗口对标找差、制订整改措施。

１１月，与市总工会联合召开“争创五一先锋号、争当服务

明星”动员会，部署“双争”活动。

（袁昌明）

·６３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住住住房房房公公公积积积金金金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皋管理部有干部

职工１０人。２０１３年，被共青团省委表彰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省青年文明号，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南通市文

明单位。

住房公积金归集　年内，全市新增住房公积金开户单

位１２６个、８５１７人，累计开户建制单位１６２２个、开户人数

８００４６人。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５．７９亿元，同比增长

６．８％，归集总额３１．７４亿元，归集余额１６．２３亿元，位居

南通６县（市）第一。

住房公积金贷款　年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为全市

１４９４户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４．４１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２５％和３７．５％，累计为１３５６２户发放贷款２５．２７亿元，贷

款余额由年初１２．６亿元上升至１５．２亿元。

保障性住房建设　年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提取廉

租住房补充资金１１２１．２２万元，累计为市政府提供廉租住

房建设补充资金３９７５．０５万元，当年和累计金额均位居南

通６县（市）第一。

公积金宣传活动　３月１日、５日、７日、１１日，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部分别在农业银行如皋支行、中国银行如皋支

行、建设银行如皋支行、工商银行如皋支行召开住房公积

金企业扩面座谈会。５月，连续第九年组织开展“住房公

积金宣传月”活动。７月３０日，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直播

间，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３日，秋季房

展会期间，现场宣传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支取政策。

（朱宇翔）

农农农产产产品品品质质质量量量安安安全全全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所

全部建设到位，实现职能、人员、经费、手段、服务“五到

位”。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通过省农委农产品检测

机构考核，具备承检农产品（蔬菜、水果、粮食）、农业环境

（农田土壤、水质）２大类３４个产品５２个参数能力。全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省级例行抽检合格率１００％。

蔬菜产品质量安全　年内，市农检中心重点加强城区

周边城北市场、南门桥市场、新生桥市场、西皋市场、大润

发超市等蔬菜批发销售点及全市３３．３３公顷以上规模蔬

菜生产基地的例行抽样监测工作，累计抽检蔬菜品种３２

个、样品３０７３个，合格３０３７个，合格率９８．８％。先后

编辑 《如皋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简报》４０期。累计认证

“三品”８７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５８个、绿色食品３

个、有机食品２６个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１月，

举办 《蔬菜中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方法》技能培训班，来

自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所、园区、超市共５６名速测

员参加培训。１２月，市农检中心通过省农委省级农产品

检测机构考核。

水产品质量安全　年内，市渔政执法大队狠抓渔业投

入品监管和水产苗种专项执法整治２个重点，在２个单位

开展渔业投入品管理试点工作，落实电子标签销售试点单

位１个、南通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网络终端单位１

个。累计申报无公害水产养殖基地１８个、无公害水产品

２４个，面积总计５０１３．３３公顷，无公害养殖面积占比为

９６．２３％。累计抽样检测水产品５３７个，抽检合格率

９９．９６％。建成水产品快检室６个，其中乡镇级４个。开

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１１次，查处违规违法行为

１２例。

畜产品质量安全　年内，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抽样检测

屠宰环节“瘦肉精”６４０６３头份，比例达５．９％，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规模养殖场（户）月度抽样检测生猪规模养殖户

２６９５个，抽检尿样８０８４份，检测盐酸克伦特罗等２４２５１

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累计集中无害化处理养殖环节病

死猪１４．９万头。立案查处各类违规违法案件３起，罚款

２万余元。全市全年动物产地检疫开展面达１００％，产地

检疫率达９６％以上，生猪定点屠宰场屠宰受检率达

１００％，检疫不合格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率达

１００％。１月，如皋市“瘦肉精”专项整治工作在全省农业

工作会议上被作为工作亮点推介。４月，农业部兽医局副

局长李长友一行到如皋，调研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及病死猪无害化收集点情况。９月，副市长杜永红在农业

部浙江嘉兴畜禽无害化处理座谈会上交流如皋市病死猪

无害化处理工作。１０月，南通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在

全市推广如皋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办法的意见》（通政办

发〔２０１３〕１８４号）。１２月，全省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会议

在如皋市召开。

【全省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　１２月，全

省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各市、县农委分

管负责人、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人参加会议，省农委副主

任王春喜、总畜牧兽医师黄焱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参观考

察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动物无害化处理收集点、市利民动

物无害化处理中心。会议要求进一步完善如皋市“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定点收集、集中处理、部门联动、资源利用”

无害化收集处理运行机制，推广如皋市“户申报、站受理、

镇集中、场处理、所监管、市补助”处理流程，着力推进全省

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

（张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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