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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科技工作以创建国家科技进步示

范市为目标，以创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示范市、省创新型

试点城市为载体，以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乡镇、创新型园区

建设为抓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创新

工程。如皋市获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县（市）称号，为南

通地区唯一被批准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高新产业发展　年内，市委、市政府在提优做强船舶

海工及配套、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纺织服装

四大主导产业基础上，提速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新能源、节能环保四大新兴产业，提档升级建筑业。现有

高新技术产业企业２０８家，年内新增１１家。高新技术产

业企业技改设备投入超过２００万的１８家。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企业全年实现产值５９６．７８亿元，占规模工业产值

４１．５％，同比增长１６．５１％。新增高新产业投入１２９．２亿

元，占规模工业投入５２．４９％，同比增长７．５４％。

项目申报　年内，全市培育和申报各级各类科技项目

６２１项，获立项３９２项，获资金扶持计３５３２万元，其中国

家级立项２７项、省级立项１４项。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项目获批８项，获资金扶持６８０万元，立项数及获资金扶

持数均列南通各县（市、区）之首，其中恒祥化工“聚酯改性

材料１，４环己烷二甲醇”和华峰化工“ＬＥＤ专用电子化学

品５氨基四氮唑”项目被列为重点项目分获１４０万和１５０

万元资助。神马电力“新型复合输电杆塔的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和九鼎新材“一步成型玻璃纤维连续涡卷（ＣＦ

ＳＭ）增强基材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获省重大成果项目立

项，获资助经费２０００万元。白蒲黄酒和双马化工获省产

学研联合创新资金扶持，禾盛农业和华实农业获省农业支

撑项目扶持，孔庙社区获省社会发展支撑，泰利达化工获

省科技支撑，中罗印刷机械获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支撑，

江苏昌盛感知获省创新资金项目扶持，双钱轮胎获省知识

产权战略推进计划扶持。全年新增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１家（江苏力星钢球）、高新技术企业８家，省

高新技术后备企业２４家、民营科技型企业６９家。

科技载体建设　年内，丁堰镇以纺织新材料产业为

特色优势产业，发挥已有５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作用，

建成省创新型乡镇。如皋软件园获批国家火炬计划软件

产业基地。全市新建南通市级以上研发机构２７家，其中

省级外资研发机构３家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针织

高档面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芳杂环类药

物合成工艺化研发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２家

［江苏省核能流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 （大

昌）半导体元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研究生工作站

１０家、南通市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１２家。全市现有科技

孵化器６家，新增孵化面积９万平方米，新招引科技入

孵项目８９项。全年组织市科技产业园企业申报南通市级

以上科技计划１２个，获立项３个，其中省级１个、南通

市级２个。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晋级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科技金融对接　年内，市政府搭建“政、银、企”三位一

体融资服务平台，发挥改组后科技担保公司、新建的南通

市元升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及２亿元科技成果转化

风险补偿循环贷款专项资金作用。开展“苏科贷”业务，为

全市４５家科技型企业办理科技贷款１．３亿元。引进九洲

风险投资为市科技创业园内企业天鸿镭射注资２０００万

元。成立注资３０００万元、管理资金规模３亿元的江苏卓

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新区在创建省级科技金融服务

中心基础上，获批省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

产学研合作　全年组织各类产学研活动３２次，新增

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４２项。发挥“科技镇长团”各成员及派

出单位作用，全年引进签约“千人计划”２个、省“双创人

才”２名，引进博士进企业３５个。组织全市１４个镇（区、

街道）基层行活动，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７０余个，申报

各类科技计划２０多项，申请有效发明专利３７个。６月，

举办第十六届如皋科技、人才洽谈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７８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４６０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学

者和企业家参加，征集企业有效技术需求信息１３８条，收

集高校科技成果４５１７个，达成各类合作意向４６０多个，形

成合作协议１３０多项。

知识产权保护　年内，全市申请专利３４３０件，其中发

明专利１５９７件。授权专利１５４７件，新增ＰＣＴ国际专利４件

（南通恒泰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一种多功能留置针、一种一

次性使用外周套管输液器，江苏恒康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一种乳胶海绵，江苏隆昌化工有限公司一种对二氯苯分

步结晶工艺），新增有效发明专利４１２件，累计拥有有效发

明专利６０２件，全市万人发明专利４．７８件，增幅２１８．６７％。

江中集团超大超深基坑用多排多向旋喷搅拌桩锚结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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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内支撑施工技术研发与应用和力星钢球５兆瓦级以上海

上风电机组轴承专用钢球等４个项目获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恒康数控等２６家企业相关项目获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其中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１０个、三等奖１４个。双钱集团、南通

市电站阀门、南通泰慕士服装、江苏隆昌化工４家企业被表

彰为全省贯彻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优秀单位。

（骆建网）

２０１３年全市国家、省科技计划立项情况一览
　表６０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街道）

１
高节能型稀土永磁辐射取向全自动净
成型设备

南通国谊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白蒲镇

２ 聚酯改性材料１，４环己烷二甲醇 江苏恒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石庄镇

３ ＬＥＤ专用电子化学品５氨基四氮唑 南通市华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石庄镇

４ 高精度多层液压多路阀铸造阀体 南通华东液压铸业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白蒲镇

５
ＷＢＢ４００型智能化卧式棒糖热封扭
结包装设备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开发区

６ 环保型高效低温真空皮革干燥机 南通思瑞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东陈镇

７ 全自动丝网印花机系统 如皋市天元服饰印业有限公司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如城街道

８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如皋市科技创业园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９
采用弓形振子的移动通信基站一体化
天线

江苏华灿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长江镇

１０ ＩＸ５０７五联多路阀体系列铸件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白蒲镇

１１ ＬＷ３６１２６／１４５（Ｗ）断路器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开发区

１２ ＬＶＢ３３０Ｗ３型电流互感器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开发区

１３ １４５千伏～５５０千伏气体绝缘复合套管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如城街道

１４ 副产蒸汽组合式三合一盐酸合成炉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国家火炬计划 九华镇

１５ 优质种猪引进及示范推广 南通华多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搬经镇

１６ 优质天然肠衣精深加工产业化开发 如皋市永兴肠衣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高新区

１７ 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型养羊模式示范推广 如皋市五谷丰登畜禽养殖园 国家星火计划 石庄镇

１８
利用菌糠等农林废弃物生产有机肥技
术的研发

如皋市天寿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街道

１９ 农业数据云存储系统研发与共享服务 如皋市职业高级中学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街道

２０ 优质低碳草坪草示范推广 南通城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如城街道

２１
以农业有机固废增值利用为核心种养
结合循环农业新模式

如皋市华日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国家星火计划 东陈镇

２２ 南通康盛千亩生态农业示范 南通康盛苗木园艺场 国家星火计划 白蒲镇

２３ 耐盐碱雀稗草坪改种方法应用示范 江苏海景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丁堰镇

２４
高产蛋鸡微环境内控外抑健康养殖模
式研究

如皋市玉圣禽业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搬经镇

２５
精制无蛋白级肝素钠的高效循环技术
新模式的推广及应用

南通天龙畜产品有限公司 国家星火计划 丁堰镇

２６ ５氨基四氮唑 南通市华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长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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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６０１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街道）

２７ 海洋作业平台系泊自动定位系统 南通力威机械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如城街道

２８
一步成型玻璃纤维连续涡卷（ＣＦＳＭ）
增强基材研发与产业化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项目

如城街道

２９ 新型复合输电杆塔的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项目

如城街道

３０ ＶＩＳＩＯＮ商业轮转印刷机 如皋市中罗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如城街道

３１ 物联网教学与培训系统 江苏昌盛感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
资金

城南街道

３２
绿色水性涂料基料羧甲基纤维素硝酸
酯工艺研发

南通泰利达化工有限公司 省工业科技支撑计划 丁堰镇

３３
设施蔬菜水旱轮作生态种植模式研究
与应用

如皋禾盛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省支撑（农业） 长江镇

３４
基于农业废弃物增值利用的种养结合
循环农业新模式的构建

南通华实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省支撑（农业） 东陈镇

３５
基于“融媒”的知识普及模式在孔庙社
区的应用与推广

如皋市如城镇孔庙社区居民委员会 省支撑（社发） 如城街道

３６
ＪＳＱＸＦＨ１１０型带隔离装置电压互
感器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省重点新产品 开发区

３７ 副产蒸汽组合式三合一盐酸合成炉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省重点新产品 九华镇

３８ 高耐磨、高韧性再生铝合金锭 南通曼特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省重点新产品 九华镇

３９
特高压线路防舞动防滑型回转式阻尼
间隔棒

江苏天南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省重点新产品 如城街道

４０
ＹＧ７９２５０全自动数控湿式粉末磁场
成型液压机

南通皋液液压机有限公司 省重点新产品 白蒲镇

４１ 全自动靶材制品专用成型液压机 南通国谊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省重点新产品 白蒲镇

２０１３年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名录
　表６１

序号 证书编号 企　业　名　称 镇（区、街道）

１ ＧＲ２０１３３５００１５３４ 如皋市凯凯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长江镇

２ ＧＲ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１６５６ 江苏中硅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搬经镇

３ ＧＲ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０１８９ 江苏浴普太阳能有限公司 如城街道

４ ＧＲ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０２３８ 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 长江镇

５ ＧＲ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０５２７ 南通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石庄镇

６ ＧＲ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１３１７ 如皋市华阳铝制品有限公司 下原镇

７ ＧＲ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０６１０ 南通百正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开发区

８ ＧＲ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０３９４ 江苏瀚艺商用空调有限公司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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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全市获南通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项目一览
　表６２

序
号

奖次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参与承担单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街道）

１ 三等奖 ＤＨＺ型电涡流缓速器关键技
术研发及应用

凯迈（江苏）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城南街道

２ 三等奖 ５兆瓦级以上海上风电机组轴
承专用钢球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滚动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如城街道

３ 三等奖
超大超深基坑用多排多向旋喷
搅拌桩锚结构组合内支撑施工
技术研发与应用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吴窑镇

４ 三等奖
海洋作业平台系泊自动定位
系统

南通力威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如城街道

５ 一等奖 ＣＮＣＨＫ７数控振动刀海绵切
割机

南通恒康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丁堰镇

６ 一等奖
大粒蚕豆新品种通鲜２号选育
及高效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长江镇

７ 二等奖
节能高效自动化再生铝合金熔
炼技术

南通曼特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九华镇

８ 二等奖 闭式四点多连杆压力机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开发区

９ 二等奖 ±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配套金具

江苏天南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０ 二等奖 紧凑式三合一氯化氢合成炉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九华镇

１１ 二等奖
老年人食管黏膜形态组织学、
凋亡增殖和Ｐ５３表达与食管
鳞癌的关系和临床意义

如皋市人民医院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２ 二等奖 ＤＨＺ型电涡流缓速器关键技
术及应用

凯迈（江苏）机电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高新区

１３ 二等奖
超大超深基坑用挡土止水一体
化的桩锚结构组合内支撑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吴窑镇

１４ 二等奖
一种无风机强制对流直接蒸发
膨胀式空气源热泵热水器

江苏浴普太阳能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１５ 二等奖 ＹＡＮ７９ＺＫＳ３５０Ａ全自动靶材
制品成型液压机

南通国谊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白蒲镇

１６ 二等奖
一种加入柯莱辛树脂农用胎的
研究与开发

双钱集团（江苏）轮胎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开发区

１７ 三等奖 Ｊ８８１２５０型双肘杆多向成型成
套设备

南通润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开发区

１８ 三等奖
抗寄生虫兽药芬苯达唑（苯硫
咪唑）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长江镇

１９ 三等奖 ２ＣＬ７０４型塑封高压硅堆 南通皋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如城镇

２０ 三等奖 ＬＷ３６１２６（１４５）户外高压交流
六氟化硫断路器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开发区

２１ 三等奖 多彩复合竹节纺织产品 如皋市丁堰纺织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丁堰镇

２２ 三等奖
一种高强高韧铁基复合材料及
应用产品

江苏汤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江安镇

·７４２·科学技术



　续表６２１

序
号

奖次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参与承担单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
街道）

２３ 三等奖
多滑块汽车内饰一次性成型冲
切模具

南通超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高新区

２４ 三等奖 荷仁豆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南通市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农林科学研究所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长江镇

２５ 三等奖 ＦＳ７９ＺＪ４００金刚石合成附件
自动成型液压机

南通富仕液压机床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九华镇

２６ 三等奖 ２甲基５氨基四氮唑 南通市华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石庄镇

２７ 三等奖 气感记忆绵 江苏恒康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丁堰镇

２８ 三等奖 全自动巧克力浇注生产线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开发区

２９ 三等奖 ＮＢＯＣＬ焦谷氨酸乙酯 江苏德峰药业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长江镇

３０ 三等奖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阀门
国产化研究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开发区

２０１３年全市新增省外资研发机构、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录
　表６３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计 划 类 别 镇（区、街道）

１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针织高档面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 省外资研发机构 开发区

２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省外资研发机构 开发区

３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芳杂环类药
物合成工艺化研发中心

宝众宝达 省外资研发机构 长江镇

４ 江苏省核能流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通国电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新区

５
江苏省（大昌）半导体元器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如皋市大昌电子有限公司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发区

农农农业业业科科科技技技进进进步步步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科技局全面实施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建设，培育各级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全面推进产学研合

作。江苏城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省农业科技型企

业，如皋市范氏生态水产专业合作社、如皋市长蝶观赏鱼

专业合作社被认定为省科技型农业专业合作社。全市４２家

农业骨干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年内，全市农业申报南通市以上

科技项目９５项，其中立项２１项（国家星火指导计划１２项、省

农业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项、省社会发展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１项、南通市级指导性计划６项），争取上级资金９５万元。

“强农惠农”特色服务　年内，市科技局围绕送科技下

乡、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建设、项目申报业务培训、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推进、产学研合作等，开展科技“强农惠农”

特色服务活动８次，促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知识普

及推广，提升企业创新意识。

农业项目管理　年内，市科技局加强在研项目管理，

中期检查省级科技支撑、国家科技富民强县等项目２３个。

年内验收到期项目２１个，其中国家科技富民强县计划项

目５个、国家星火计划项目８个、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３

个、南通市级农业科技计划项目５个。推进省级农村科技

服务超市规范化运作建设，调研６家认定省级农村科技服

务超市分店及便利店。深入企业作科技政策宣传与讲解，

挖掘企业创新项目源。全市现有进入农业项目库企业５３

家，年内新进２６家。

创新载体建设　全市现有江苏省现代花卉苗木科技

园等创新载体２２个，其中，江苏省现代花卉苗木科技园１

个，省科技服务超市分店２家、便利店５家，省农业科技型

企业８家，省科技型农民专业合作社４个，省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２个。年内新增创新载体３个，其中省农业科技型

企业１家、省科技型农民专业合作社２个。

（石建明）

·８４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科科科技技技普普普及及及活活活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举办科普讲座３０４次。举办科普

展览１１次，参观人数１．５万余人次。组织工作人员３０８

人次开展科普咨询活动３８次。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３３５

场次，培训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群众６２８５５人次。

年内，市科协与市文广传媒集团共同在 《如皋日报》

开设 “科普之窗”栏目，定期刊登科普小常识。与市教

育传媒集团合作联办科普宣传专栏，报道全市科普宣传

活动，定期播放科普宣传碟片。注重加强科普画廊维护

管理，定期更换科普画廊宣传内容。５月，牵头举办以

“科技创新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市第

２５届科普宣传周活动，市科协及相关部门印发各种科普

资料５．８万多份，举办科普讲座１３６次、学术报告会２

场，科普橱窗宣传１１９处，组织送科技下乡３次、科普

进校园３次，组织科普文艺专场演出１次，摆设科技、

气象、普法、卫生、农技、粮油安全、慢病防治、防震

减灾、计划生育等咨询服务台１１个。联合市农林学会，

围绕先进实用种养技术推广，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通过 “组建讲师团、开出菜单、进村培训”，深入到全市

１４个镇 （区、街道）２１３个村 （社区），对农民开展面对

面实用技术培训，培训农民３１２０５人。开展职业农民培

训１８期，培训职业农民４３８５人。５月１７日，联合市科

技局、农委、司法局等１０个单位组织送科技到搬经镇土

山村，设置义诊、科技、普法、农技、粮油安全、慢病

防治、防震减灾等咨询服务台１１个，发放 《科普法》

《平安法治》《六五普法》《农家致富》手册和气象灾害防

护、禽流感预防、世代服务计生知识、粮食质量安全、

眼保健等科普资料６８００多份，发放计生用品２０００多个，

接受咨询人数５００多人。５月１８日，由市委宣传部、市

社科联主办，市政府人防办承办，在市民服务中心三楼

举办 “应急防灾珍视生命”科普报告会，邀请南通市新

桥中学从事民防教育２０多年的高级教师吉星作应急防

灾、珍视生命科普报告，机关干部和部分职高学生３００

多人参听。５月２０日，市第二十五届科普宣传周开幕式

暨花园社区科普体验馆开馆启动仪式，以及市科普文艺

进社区演出活动在如城街道安定幼儿园举行。气象科普

校园行小分队走进市城北街道戴庄小学，向学校赠送气

象科普读物、科普光盘等相关资料，并捐建气象观测百

叶箱及相关气象设备和仪器，建立师生们可以亲身体验、

实践的校园自动气象站，为学生讲解监视天气的意义、

大气层结构和大气探测等相关知识，辅导同学们正确观

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５月２１日，与市农机局、

中医院等相关单位联合组织送科技到东陈镇尚书村，为

村民传授秸秆还田综合利用科普知识和长寿科普知识。５

月２２日，市科协、市老干部局和市委党校在市委党校举

办长寿养生科普知识讲座，邀请 《长寿三字经》作者季

新泉主讲，全市老干部党总支书记、市级机关各部门老

干部党支部书记、在城离退休干部代表、老干部活动协

会组织负责人、老年大学学员等３００多人参听。市科协、

市老科协邀请高级工程师张杰到开发区实验小学作 “低

碳生活怎样从我做起”科普讲座，参听师生达３００多人。

５月２３日，与市地震局、市文慈爱医院联合组织送科技

到林梓小学，讲授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眼保健科普知识，

参听学生３５０多人。５月２４日，送科技到东陈镇东陈小

学，作低碳生活和眼保健科普讲座。９月中下旬，牵头

组织开展以 “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如皋”为主题科

普日活动，开展科普知识竞赛、送科技下乡、送科技进

校园、科普进社区等系列科普活动。９月１３日，在市外

国语初中举办 “科协杯”一站到底科普知识挑战赛，市

外国语初中、如皋初中、实验初中２０多名选手参加，三

所初中５００多名师生观摩挑战赛，６名选手胜出。９月

１４日，邀请市粮食局检测中心时南平到城北街道普济社

区，为社区居民宣讲如何鉴定米、油、面粉质量等常识。

９月１４日、１６日，与市蚕桑协会组织科技人员送科技到

社区、到农户、到田头，分别在江安镇陈庄社区、周庄

社区培训蚕桑科技，参培人员２１０人，发放桑病虫情报、

蚕桑科技等资料２８０份。９月１６日，与如城街道陆桥社

区联合邀请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会员顾秦麒为居民传授

家庭养花科普知识。９月１７日，联合市公安消防中队和

文慈眼科医院工作人员走进如城小学，为该校３００多名

师生举办关于消防科普教育和眼科保健知识讲座。９月

１８日，联合市教育局、环保局在市外国语学校联合举办

“科普日低碳生活”科普知识讲座，讲授低碳生活、家庭

环保科普知识，参听人数５００多人。联合市环保局、教

育局组织安定小学１００多名学生参观同源污水处理厂水

处理现场，观看 《节水，从生活点滴做起》专题片，以

“小手拉大手”“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方式在全社会

倡导 “节约用水从我开始”。科普日期间，如城街道、丁

堰镇、白蒲镇、吴窑镇等镇 （街道）科协都相应更换科

普画廊内容、组织科技培训或科普讲座。

（蔡友兰）

防防防　　　震震震　　　减减减　　　灾灾灾
【概况】　全市现有从事防震减灾监测和管理工作人员４４

人，其中专职人员４人、业余测报管理人员４０人。设有地

震宏观测报点２０个。２０１３年，市地震局获省防震减灾工

作县级组优秀奖，市强震台在全省强震动观测台站评比中

获强震动观测管理优秀奖。

基础建设　根据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要求，市政府制订

出台《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地震监测设施保护的通

知》，加强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保障地震

监测预报工作正常进行。７月１６日，市政府组织召开全

市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部署全市防震减灾工作。会上

各防震减灾工作成员单位向市政府递交《２０１３年防震减

·９４２·科学技术



灾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监测预报　年内，市地震局加强监测设施和环境保

护，确保台站运行良好。聘专人负责设备与环境管理，保

证设备可靠性与数据连续性和真实性。市地震台地震前

兆微观监测点和２０个地震前兆宏观监测点监测资料收

集、传递、分析与上报率均为１００％。全年未接到地震宏

观观测异常及疑似地震异常报告。

灾害预防　年内，市地震局将全部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纳入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系统办理，在市行政服

务中心窗口设行政审批科，对全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抗

震设防进行审批，全年审核办结建设工程项目抗震设防项

目３８个，其中，重要工程项目如皋金科世界城，根据要求

完成地震安全性评价。

应急救援　年内，市地震局建成以行政服务中心周边

及海阳南路西侧绿地的连片地区为中心的疏散场所，建成

其他固定避难疏散场所８４处，满足主城区居民疏散避难

需求。将避难场所设置列入全市控制性总体规划。结合

申报省、南通市级地震安全社区，在市人民公园、靖海门广

场、安定广场及部分中小学校内规划建成应急避难场所。

市政府牵头建立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制订各类应急预案，

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组建包括应急指挥车、运输车、

汽车修理车、炊事拖车、加油车在内的应急车队，配备数码

相机、数码摄像机、笔记本电脑、便携录音设备、便携投影

机、应急救援服等应急装备。市地震局与市委宣传部、人

武部、团市委、教育局、卫生局、科协等部门联合加强防震

减灾志愿者队伍建设，各镇（区、街道）、相关重点单位和学

校、社区均建立健全防震减灾志愿者队伍，截至年底有

１０３个单位、３４２６人登记在册。

社会动员　年内，市地震局利用科普日、科普周、唐山

地震纪念日、全国标准日、法制宣传日等，组织送科普知识

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全年举

办防震减灾科普讲座６次，组织宣传活动１０多次，发放

《地震与避震———市民地震应急手册》《防震减灾科普知

识》画册、《防震减灾法》等宣传资料５０００多份（册），接受

群众咨询６００多人次。加强镇（区、街道）、企业、学校应急

安全教育，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全市１４１所幼儿园、中小学

及特殊教育学校每学期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开展应对火

灾、地震、台风等应急救援技能训练，提高师生应急逃生能

力。如城街道花园社区获国家级地震安全示范社区授牌。

如城街道城南社区、城西社区分别获批省级、南通市级地

震安全社区。

【强震动观测台移址】　年内，市强震动观测台从城南纪庄

居移址红十四军公园内。市地震局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国地震局《地震及前

兆数字观测技术规范》和新修订的《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

规定，完成强震动观测台搬迁工作。３月２８日，新强震动

观测台正式运行。

（董　宇）

气气气　　　象象象　　　测测测　　　报报报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气象局在职人员２３人，其中在编人

员１１人，高级工程师３人、工程师６人。内设办公室、气

象台和气象科技服务科。

基础业务　年内，市气象局地面测报观测无错情，地

面测报报表和农业气象观测、报表均无错情，均高于省气

象局规定业务质量标准。年内获“百班无错情”１５个、农

业气象“百班无错情”５个。

气象服务　全年向市委、市政府、市防汛防旱指挥部、

市农林等部门发布重要天气公报４４期、决策服务专报７

期、气象旬月报２４期，向各级领导及服务对象发送天气预

报服务短信６８条次。做好春运、清明、五一、高考等关键

时期气象服务。更新换代各镇（区、街道）原有气象为农服

务电子显示屏，年内安装气象信息显示屏１６块、触摸屏６

块、实景监控２个，升级中尺度气象观测站９个，建设村气

象信息服务站８７个。拓宽服务面，将全市８６个设施农业

种植园区主要负责人手机号码纳入服务用户库。加强农

业气象服务，制订春耕春播、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服务方案

并开展气象服务，全年完成大白菜、冬小麦、大棚西瓜、巨

玫瑰葡萄等特色农气服务材料７２期、生态与农业气象服

务材料４０期。３月２２日，召开气象为农服务专家联盟会

议，与市农技推广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夏季连续高温，主

动与市农技部门联系，了解农作物生长情况，于８月２４日

晚实施人工增雨，缓解全市旱情。第十一届如皋沿江经济

洽谈会期间，连续８天滚动监测服务，制作专题服务材料，

通过手机短信、传真等形式向会议组委会通报天气情况。

气象科研　年内，市气象局科研项目获南通市气象科

研开发项目评审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成功申报南通

市气象局课题４项、地方课题１项。业务论文在《江苏农

业科学》《江苏气象》等杂志发表１１篇，被《第十届长三角

气象科技论坛论文集》收录２篇。

科普宣传　年内，市气象局利用“３·２３”世界气象日、

“科普宣传周”在大润发广场开展气象知识答询。利用“民

生零距离”电视栏目宣传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雷电防护基

础知识，提高社会公众防范意识。组织开展“气象科普校

园行”活动，开展学校气象灾害应急准备认证。４月１２

日，送科技下乡到搬经镇便民服务中心，发放气象科普宣

传资料３００册。５月２０日，向戴庄小学赠送气象科普读

物、科普光盘等相关资料，捐建气象观测百叶箱及相关气

象设备和仪器，为师生普及气象科学知识。

防雷减灾　年内，市气象局开展防雷综合治理自查，强

化防雷工作社会化管理职能，组织专业人员摸底调查全市

１１５０万平方米安置房防雷安全情况，形成报告。做好企业年度

防雷装置安全检查工作，全面提升防雷技术服务水平，减少

雷电灾害影响和损失。市行政服务中心气象窗口提升行政服

务效率、服务质量，全年未发生有效投诉，百分之百办结，窗口

全年被评为全市季度优良服务窗口４次。 （刘　娟）

·０５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