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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城镇居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８６１１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１３００４元，城镇集体以上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４７６１１

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２８．４３亿元。年末，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４３７．２４亿元。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住房面积４７．３平方米，全市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５１．９

平方米。

居民经济收入　年内，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２８６１１元，同比增长１０．０％。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１３００４元，同比增长１１．５％。城镇集体以上单位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４７６１１元，同比增长１４．２５％。其中：国有单

位职工年平均工资６５５９３元，同比增长８．８５％；集体单位

职工年平均工资５５００８元，同比增长５．７７％；其他单位职

工年平均工资３５０２１元，同比增长１９．６４％。

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年内，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２２８．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其中：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１４６．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２％；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８１．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９％。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１７７１６元，同比增长１１．５％。全年农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９１８６元，同比增长１２．５％。

２０１３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一览

　表６８

指　　标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同比增长
（％）

食品 ６００５ １０．５

衣着 １９２８ １０．８

居住 １４２０ １４．２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１２４２ ５．４

医疗保健 ７７１ ２．３

交通与通信 ２６２６ ２５．０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３２９８ ９．４

杂项商品与服务 ４２６ １．２

２０１３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一览

　表６９

指　　标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同比增长
（％）

食品 ３０３１ １２．３

衣着 ５８４ １０．９

居住 １０７７ １３．６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５８８ １２．６

交通通信 １３５７ １６．０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１７０９ １１．９

医疗保健 ６１６ ９．０

其他商品和服务 ２２４ ８．７

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２０１３年，城镇居民家

庭每百户拥有洗衣机１１８台，同比增长１．７％；拥有电冰

箱１１６台，与上年持平；微波炉１０８台，同比增长１．９％；空

调器１９９台，同比增长０．５％；固定电话９０部，同比下降

１１．８％；移动电话２２８部，同比增长０．４％；家用计算机

１０５台，同比增长５．０％；家用汽车３５辆，同比增长

２０．７％。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１６８台，同

比增长４．３％；电冰箱１０２台，同比增长１０．９％；摩托车７８

辆，同比增长１４．７％；固定电话８８部，同比下降３．３％；移

动电话２４１部，同比增长１０．６％；家用计算机５６台，同比

增长１．８％；空调器１０９台，同比增长３９．７％；热水器１０１

台，同比增长４．１％；家庭汽车３６辆，同比增长８０．０％。

（梅广林）

劳劳劳　　　动动动　　　就就就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新增城镇就业人员１０５８５人，完成

全年新增就业目标８５００人的１２４．５３％。新增失业人员

再就业４４０５人，完成全年新增就业目标３５００人的

１２５．８６％。失业率为２．８６％，控制在３．５％以下，就业局

势基本稳定。

就业援助　年内，全市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４３６人，

完成全年新增就业目标４００人的１０９％。市就业处安置

·８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１９１”人员就业８３９人，安置２６８名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特定公益岗位。各项年度指标均全面超额完成。

市就业处党支部“爱心送岗”团队被表彰为２０１３年度市

“爱心团队”。

市场就业　年内，市、镇（区、街道）、村三级联动，全年

举办招聘洽谈会６７期，累计９２４家企业入场招聘，用工需

求总量近２．７万个，进场求职达３万人次，达成基本用工

意向近１．５万人。

再就业　年内，市就业处为１４３名自主创业失业人员

审核担保小额贷款１４３６万元，为３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贷

款３４０万元，共计１７７６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１１８．４％。为１２３名贷款期满并及时归还的失业职工办理

申报财政贴息手续，预计支付贴息９７．５３万元。帮助灵活

就业人员申报社保补贴，全年审核和确认就业困难对象

３８５８人，补贴６６０．３万元。新增家庭服务业从业５５６人，

全面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创业就业　年内，市人社局举办各类培训６２次，考核

鉴定６６次，考核１１１３６人，其中，当地农村劳动力４０１２

人、江苏省及外来劳动力４８８９人、被征地农民３０９人，

ＧＹＢ（意为“产生你的企业想法”，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ＹｏｕｒＢｕｓｓｉ

ｎｅｓｓ简称）创业意识培训１８１３人，ＳＹＢ（意为“创办你的企

业”，ＳｔａｒｔＹｏｕｒＢｕｓｓｉｎｅｓｓ的简称）创业能力培训９３人。征

集创业项目１０个，入选江苏省创业服务综合平台管理系

统。落实各类培训补贴，为如皋市２７４３名农村劳动力提

供补贴１０７．２５万元，为省内及外来３５７３名劳动力提供补

贴２０９．４６万元，为１５８７名ＧＹＢ创业培训人员提供补贴

３９．６８万元，为６３名ＳＹＢ培训人员提供补贴４．５３６万元。

劳动关系监察　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全年妥善处理

集访案件２５起，其中１０人以上群体讨薪案２２起（含６起

企业负责人逃逸，均已依法移送公安部门网上追逃）、社会

保险集体纠纷３起，涉及１２２３人，涉及金额５９２．８８余万

元。检查各类用人单位３７３家，发出限期改正指令书７０

份，年人均主动监察用人单位达６０户。主办监察员巡查

用人单位，坚持做到宣传服务在前，依法行政在后，将劳动

保障政策、法律法规直接上门送到用人单位，拉近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距离。重点检查用人

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劳动安全保护、社会保险

参保缴费、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女职工权益保护、童工使

用等方面，发现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案件２０３起，做到快

速介入、及时处理。健全欠薪预警机制，督促各镇（区、街

道）社保所及用人单位实行欠薪报告制度。年内开展全市

规模专项检查４次，受理并立案处理各类案件１７８件，均

已办结，其中，投诉举报８５件，市长公开电话交办和人民

来信９３件。严格遵守首问负责制度，始终与市公安、工

商、工会、新闻等单位保持联系，确保信箱、网络、来电来访

等投诉举报渠道畅通无阻。建立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

及时、快捷、有效、稳妥地解决劳动关系纠纷。全年未发生

一起投诉举报或重大突发事件被处置延误情况。

劳动争议仲裁　年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接受咨

询、调解劳动争议１５３６件２５６０余人次，立案处理劳动争

议案件６９７件，其中，涉及工伤待遇２９７件，工资、加班工

资１６１件，解除劳动关系２０５件，确认劳动关系３２件，其

他２件。审结６８４件，结案率９８．１％，涉案金额计２５５６万

元。坚持裁调组合，调解为主，以调解撤诉方式处理５０７

起，调撤案件占处理数７４．１％。通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参与调解案件１８０余起，调解数额２４０余万元。妥

善处置３起２０人以上集体案件，未发生群体性事件。把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融入劳动争议处理之中，通过

座谈、走访培训、释疑等形式，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

策，为４２００余名劳动者提供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宣传、

解释、咨询。编印《企业用工制度与劳动合同管理指南》

《劳动仲裁法规汇编》、《劳动关系与劳动争议图解》免费发

放给企业。全年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法律法规宣传６次，

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０余份。

【全市各镇建立劳动争议巡回仲裁庭】　７月，根据当前劳

动争议特点，全市各镇（区、街道）建立劳动争议巡回仲裁

庭，将调解工作前延，选择特别案件、集体案件和具有一定

宣传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定期到劳动者所在地或企业所

在地开巡回仲裁庭就地审理。至年底，开庭审理案件４３

起，组织单位和职工、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成员观摩

３１２人次，通过巡回庭调解案件率达８５％。

【如皋市被确定为江苏省首批创建省级创业型城市的县

（市）】　５月，如皋市被确定为江苏省首批创建省级创业

型城市的县（市）。１１月２９日，如皋市创建省级创业型城

市推进大会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办。市委宣传部、人社

局、财政局、发改委、国税局等２０个创业型城市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上，市政府出台《市政府关于进一

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和建设创业型城市的意见》（皋政发

２０１３#１５５$号），明确力争２年建成省级创业型城市、３
年建成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工作目标，部署创建工作，落实

工作责任，为创建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新公共人力资源市场正式启用】　１１月２９日，根据江苏

省建立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要求，市公共人力资源市场

从市民服务中心搬迁至市档案馆综合楼二楼，正式启用。

新公共人力资源市场用地１２００多平方米，建立公共就业

服务、职业指导、教育培训三大平台，下设服务总台、８０个

展位的招聘洽谈区、信息发布区、职业指导室、远程面试

室、技能培训室、职业能力鉴定室、创业服务指导室八大功

能区，配备自助查询一体机、ＬＣＤ信息发布大屏、市场导

航机、动态计数器、广告机、摄像头等设备，为企业和求职

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就业“直通车”开通】　１１月２９日，全市就业“直通车”开

通仪式于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即日起，全市１４６万名市

民可以随时随地搭乘“直通车”，享受就业服务。

·９７２·社会生活



就业“直通车”立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一体化，以市公

共就业服务网外网平台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就

业管理信息系统内网支撑，通过内、外网络融合模式，实现

公众对社会公共服务便捷化、个性化体验，借助数字媒体

终端、自助终端、电子终端和视频设备等多种信息传播工

具和手段，随时随地让各类服务对象获取所需服务，提高

社会公共服务效率，实现求职、招聘、培训、政策、服务、数

据城乡一体化的“六通”公共就业服务目标。就业“直通

车”正式开通，覆盖公共就业服务经办业务和人力资源市

场供求配置业务，包括就业失业登记、职业介绍、就业培

训、创业就业、失业保险、就业政策落实、保障事务代理、劳

务派遣、档案管理等业务手续办理和管理，以及单位招聘、

个人求职、岗位匹配、用工备案、招聘会组织等人力资源市

场供求和配置管理等，涵盖所有就业服务各项工作。

市长陈晓东按动水晶球，开通如皋就业“直通车”

（周亚琴）

社社社　　　会会会　　　保保保　　　障障障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人社局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如皋市被省人社厅命名为江苏省快捷便民服务示范县

（市）

社会保险扩面、征缴　全市新增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１５３１８人、１３８７９人、１４９４６

人、１９２９０人和１３８９９人，分别完成市政府下达全年新增

８０００人任务数的１９２％、１７４％、１８７％、２４１％和１７４％。

全市征缴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总额分别

为１１３４８９万元、１１００３万元、５６５３５万元、６８３３万元、２９２９

万元，全面超额完成征缴目标任务。完成２０１４年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征缴１０５１７０人，完成２０１４年目标任务的

１０２％。７月１日起，如皋市正式调整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社会保险基数。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用

人单位及其参保人员月缴费基数上限、下限，分别确定为

１２８１９元（２０１２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４２７３元的３００％）、２０２５元（２０１０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３３７５元的６０％）；个体工商户、灵

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月缴费基数分低、中、高三个标准，

分别确定为２１００元、２２９９元、４２７３元。失业、医疗、工伤

和生育保险的缴费工资基数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医疗保险　年内，市人社局推进南通范围内职工医保

异地刷卡联网工作。省内首创城镇居民大额医疗费用二

次补助，发放２０１２年度职工大额医疗费用二次补助２５０

人１６０万元、城镇居民大额医疗费用二次补助８５人

６３．６９万元。贯彻落实医保新政策，职工、居民医保制度

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８２．３９％、７２．７１％。部

署“暖流行动”，专设异地就医报销窗口，提升居外就医服

务水平。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专管员管理制度，通过医

保专管员队伍建设，促进定点医疗机构变外部被动管理为

内部主动督查，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

在全市组织２３４６８名生育保险参保女职工参加妇科普查。

组织２０１２年度医保个人账户对账单发放工作，发放人数

２８．５８万人。医保结算窗口全年办理城镇职工及离休干

部、在乡六级以上伤残军人报销业务９８２９人次，城镇居民

报销业务１７１９人次，工伤保险２０１２人次，生育保险１９３２

人次，平均每个工作日报销约５０人次。办理参保人员转

诊转院手续３１１２人次。办理医保卡挂失１１５２５人次，制

发新卡６０１３３张，补办医保卡１１４５８人次。全年受理３４

家药店和３家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险定点资格申请。依法

审核１７家定点单位更名、迁址等变更信息。

失业保险　全年受理失业职工档案５７６３件，办理失

业登记４６９１人。审核新增享受失业保险金３６２５人，其

中，延长享受１４０人，新增农民工失业保险１３２人。发放

失业保险金２４６９７人，发放金额１７８９万元，其中，农民工

生活费２６万元。停发失业保险金２８５６人，除失业保险待

遇享受期满的人员外，因失业职工重新就业、退职退休死

亡等原因而退回失业保险金３０６人。全年失业职工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４８０万元，累计为２３２７３人次发放物价补

贴３４万元，一次性报销在享受失业金期间基本医疗保险

费４４万元。

工伤认定　年内，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１５９２

件，其中，用人单位主动申报１４６４件，职工个人或近亲属

申报１２８件。实地调查核实３５０人次。全年应对各类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２８起，无一案件败诉。上传到行政网案

件６９０起。全年组织伤残和病退鉴定６次，办理工伤鉴定

７９８人次，办理病退鉴定１４６人次。

居民养老保险　年内，全市居民养老保险续缴４３．７３

万人，到账保费２．３４亿元，分别完成计划的１０６．７％、

·０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１０５．４％。加上失保抵算因素，保费任务完成１１６％，位居

南通第一。新增发放人数１．５７万人，累计发放人数

２８．１２万人，月发放总额２６１５万元。其中：纯基础养老金

领取人数２０．４６万人，月发放金额１６３７万元；失保新增进

保人数５８３０人，保费征收２．２亿元，累计进保人数７．９８

万人，月发放金额１５６０万元。截至年底，全市居保基金积

累１２．９５亿元，失保基金积累１２．５亿元，两项合计２５．４５

亿元，居保中心服务总人口８０万人。

养老保险办理　办理企事业单位到龄人员退休审批

手续３９６０人，其中企业退休３７６３人（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２８８人，病退１７４人），事业退休１９７人。全年审核符合补

缴企业养老保险条件４３５人，审核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人员应缴未缴事业养老保险１４人，审核认定二次享受失

业金人员档案１３５份。审核出具事业单位迁出人员视同

缴费证明５０份。审核符合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条件２３８

人。认真做好农村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衔接转

换工作，审批农村养老保险和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转为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３３１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农村养老

保险９０人。审批事改企单位、改制医院人员丧葬费抚恤

费６１人，遗属生活困难补助３２人。及时出台《关于２０１３

年调整我市参保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皋人

社险〔２０１３〕１３号），分别自１月份和７月份两次调整２０１３

年度符合条件的４２１８４名和２２３９名参保企业退休（退职）

人员养老金，人均增加养老金２０９．９元%月，调整后全市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达到１７２３．９元%月，全年增加
养老金支出１０６５５万元。这是自２００４年始，如皋市连续

第九次为企业退休人员调增养老金。出台《关于调整原市

属企业临时工养老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皋人社险

〔２０１３〕１４号）和《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工养老金待

遇的通知》（皋人社险〔２０１３〕２５号），分别自１月和７月调整

市属企业临时工养老生活补助标准及机关事业单位临时

工养老金待遇。年内，全市列入社区管理的退休人员５３００１

人，其中，企业４５１４５人、事业５４４１人、供养人员２４１５人。年

内新增企业退休人员３７８８人、事业１８６人、遗属新增１４０人，

减员企业６４７人、事业１０５人、遗属１５３人、在职１３５人，暂停

４３９人。养老金总支出１２．０３亿元，其中，企业养老金支出

１０．３３亿元，事业养老金支出１．７亿元。

【市社会保障信息系统“核心平台三版”切换升级】　１月，

如皋市社会保障信息系统“核心平台三版”顺利切换升级，

完成数据迁移和核心功能的开发，支持社保卡相关功能应

用，满足社保业务各项现有功能和业务，实现数据资源共

享互通，有效控制重复参保。构建异地备份中心，实现业

务数据集中存储异地容灾备份，为社保数据的安全完整增

添技术保障，切实保障权益人参保记录，提高防御突发风

险的能力。上线运行数字档案馆，市人社、金融系统实现

对接。网上业务大厅运转正常，全市有３９３家参保单位实

现ＣＡ认证证书申报登记，足不出户就能方便快捷、安全

可靠地办理社保业务。

【全市首次实施企业职工职业健康专项补助】　３月，全市

首批２１家企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领到１７．５７万元职业健

康体检补助。这次是２０１０年南通市级工伤保险统筹后实

施的首次专项补助，享受补助企业为员工具有患职业病风

险、并已在职业病防治机构进行职业健康体检的化工行业

参保单位。

【在全省首创居民医保大额医疗费用二次补助】　年内，如

皋市在全省范围内首先启动实施城镇居民大额医疗费用

二次补助。将目录（指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

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外的药品和诊疗服务项目纳入

补助范围，对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

待遇后，个人医疗负担超过２万元以上部分、１０万元以内

的，老年、成年居民补助５０％，学生、儿童居民补助６０％，

最高补助６万元。截至３月，复核２０１２年度二次补助对

象８５人计６３．６９万元全部发放到位。２０１３年度补助１１１

人计８７．３７万元。

【如皋市被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命名为江苏省快捷便民

服务示范县（市）】　４月，如皋市被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命名为江苏省快捷便民服务示范县（市）。

自２０１２年始，如皋市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完

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关试点、示范项目的要求，

以“操作安全、服务便捷、运行高效”为目标，以组织领导到

位、硬件设施到位、管理措施到位为要求，积极稳健、分步

有序地开展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个人缴费、待遇领取、

权益查询“四不出村”服务试点工作。至年底，居保“四不

出村”服务模式在全市各镇（区、街道）实现全覆盖。

【调整工伤保险浮动费率】　７月，根据《南通市工伤保险

费率浮动办法》（通人社规〔２０１２〕２８号）文件规定，市人社

局重新核定４１６家用人单位在当年度应当适用的工伤保

险费率。其中：一类行业用人单位４５家，占一类行业总数

３．７％，９家用人单位在原费率基础上上浮至１２０％，３６家

用人单位上浮至１５０％；二类行业３５１家，占二类行业总

数８％，４７家用人单位在原费率基础上上浮至１２０％，３０４

家用人单位上浮至１５０％；三类行业２０家，占三类行业总

数１３．４％，８家用人单位在原费率基础上上浮至１２０％，

１２家用人单位上浮至１５０％。

【社会保险个人网上服务大厅运行】　１１月，市社会保险

个人网上服务大厅正式运行，实现全市已经参加社会保险

的全市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医

疗保险费和居民医疗保险费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

行缴纳。

【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专管员管理制度】　１２月５日，

市人社局省内首创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专管员管理制

度，并出台 《如皋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机构医保专管员

·１８２·社会生活



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医疗保险定点机构医保专管员

的任职条件和岗位职责。通过医保专管员队伍建设，促

进定点医疗机构变外部被动管理为内部主动督查，进一

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减轻参保人员医疗

负担。

（周亚琴）

住住住　　　房房房　　　保保保　　　障障障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１１００

套，其中公共租赁住房６００套、限价商品房５００套。竣工

公共租赁住房８１１套，完成省政府下达目标任务，获中央

和省政府专项奖励性补贴５４３２万元。

年内，全市通过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家庭２８户，通

过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审核家庭５０户，发放廉租住房租赁

补贴５０户计１１．１９万元。

（张跃军）

人人人口口口和和和计计计划划划生生生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出生１１３３２人（计生口径，下同）。

其中：一孩８１６９人，一孩率为７２．０９％；女性５４８２人，出生

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６．７１；计划内生育１１１８９人，计划生育率

为９８．７４％。全市人口出生率为７．９０‰，自然增长率为

０．１１‰。如皋市被省人口计生委表彰为江苏人口信息共

享示范单位，市人口计生委被省人口计生委表彰为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度全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先进集体（一

等奖）。

宣传教育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通过实施人口文化宣

传长廊、人口文化一条街、人口文化园“三大阵地”建设，全

市建设人口文化宣传长廊２７个、人口文化一条街３８条、

镇人口文化园２０个。新建计生大型宣传标牌１６个，更新

宣传公示栏３３２个，刷新标语２６５条。搬经镇人口文化

园、港城人口文化广场被授予南通市“精品人口文化园”称

号。开展人口早期教育，全市早教阵地举办优生优育大型

讲座９次、幼儿亲子课堂活动６５次，上门面对面服务指导

１２３３８人次。全年在省级以上报刊、网络发表人口计生宣

传文章９５篇，南通市级报刊、网络发表宣传文章３４２篇。

在主城区大润发超市门前和安定广场等处建立人口计生

宣传电子平台，节假日２４小时滚动播放计划生育政策法

规、避孕节育、人口早教、生殖健康等方面知识。开展面对

面“零距离”宣传，全年发放人口计生宣传资料３．５万份。

联合市公安局、卫生局、药监局、妇联等部门开展集中整治

“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

止妊娠行为）专项检查４次。开展以“守法、富裕、健康、文

明、和谐”新家庭为主题的“幸福家庭”评选活动，评选出示

范村２０个、示范户１００个。实施生育关怀“益寿之家”养

老模式，集中供养６０周岁以上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的计划

生育老人５２人。启动生育关怀“阳光驿站”心理援助项

目，新建市级心理援助中心１个、心理援助工作室１４个。

３月，联合市妇联、禁毒办、司法局等部门在文峰大世界门

口举办“三八”维权周法制宣传活动。５月，组织开展

“５·２９”计生协会活动日咨询服务活动。６月，南通市“幸

福家庭”推进会在如皋召开。９月，组织开展“９·２５”公开

信纪念日宣传咨询、便民服务活动。在白蒲镇召开生育关

怀“阳光驿站”心理援助项目实施现场会。

技术服务　年内，全市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

质提速，下原、九华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并投入使

用。着力打造“健康幸福”品牌，市计生指导站开展无创体

检２４７人次，诊治不孕不育２９７人次，四维彩超服务４０３６

人次，多波长乳腺血氧影像检测仪服务１０４２人次。全市

计生系统公开招录管理人员１人，组织技术人员报名参加

执业（助理）医师和职称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４

人、中级职称３人、正高级职称１人。至年底，全市计生技

术服务机构有执业医师３１人、执业助理医师１０人，高级

职称２人、中级职称１８人。如皋市被列为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项目国家试点县（市），通过市计生指导站定点服

务和定期送服务到镇相结合，为８１３９对待孕夫妇提供免

费优生健康检查，对高风险人群给予优生指导、对症处理

和转诊服务。在江苏省和南通市人口计生委组织的实验

室室间质评活动中均被评定为优秀单位。指导已生育对

象落实避孕措施，期内综合避孕率９８％，知情选择率

９４％。全市计生技术服务机构手术总量８１３８例。开展手

动负压吸引术＋心语疏通、臭氧雾化治疗，服务２４３０多人

次。将孕／环情监测、生殖道感染综合防治与早期宫颈癌、

乳腺癌筛查工作相结合，建立镇级筛查转诊机制，提高群

众生殖健康水平。孕环情监测服务３４．５３万人次，监测上

报避孕药具不良反应１３１７例。生殖道感染检查１０．１７万

人，查出患各种疾病３．２８万人。配合南通市人口计生委

完成病残儿童医学鉴定５９例。规范全市计生服务机构门

诊手术室的消毒技术和管理，每季度督查。３月，市人口

家庭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４月，南通市世代服

务综合信息平台现场培训会在如皋召开。８月，组织５６

名技术人员参加科技大练兵比武。组织生殖健康咨询师

职业资格考试培训。１０月，市人口计生委获南通市人口

计生系统科技大练兵活动一等奖。１２月，江苏省优生优

育公共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启动会议在如皋召开，市计生指

导站加盟实施该项目。

政策法规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推行行政执法责任

制，规范执法行为，实行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全年行政执

法证年检换证１８人。组织计生系统内依法行政培训班２

期，培训１２０人次。组织全市计生系统内行政执法质量专

项检查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实施全过程监督。聘请人口

计生系统政风行风监督员１０人，全程参与并监督人口计

生系统政风行风工作。新增符合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对象６１９７人、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

·２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对象４２０人，申报登记２０１３年退休的持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退休企业职工２９００多人，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城

镇老年居民２４２人。审批发放再生育一孩证３３０３份，审

核机关事业单位独生子女父母退休金加发５％证明材料

２０２人，审核收养有无子女证明材料５０份。开展违法生

育专项治理行动，全年依法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

３２５件（含对往年对象的征收），其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１６１件。加强与法院沟通协调，加大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

力度，对有关镇执行过程全程跟踪。全年组织各镇（区、街

道）行政执法质量专项监督检查２次。加强流动人口双向

协作管理，与省内外７０个县市签订双向管理协议。在流

动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和用工单位，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协会５０多家。实行全员流动人口月报制度，在省人口

计生综合信息平台流动人口管理模块及时更新信息，全年

登记新增流入人员信息７３２７条，流出人员信息１９４３条，

接收并完成反馈协查信息７４８条，通报孕检信息１２４０条。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１６４６份，办理一孩生育服务登记

１４对。组织开展以“关爱农民工，情暖新市民”为主题的

服务外来人员家庭“暖心工程”活动，在流动人口集聚企

业、社区等区域，开展生殖健康专题服务。３月，组织第一

期全市人口计生系统依法行政培训班。在长江镇举办“同

在蓝天下，关爱共成长”援助外来贫困生活动。５月，在如

城街道举办“关爱外来育龄妇女生殖健康”专题活动。７

月，组织第二期全市人口计生系统依法行政培训班。参加

安徽省芜湖市流动人口区域协作交流会。８月，在城北街

道召开人口计生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１０月，发放第一

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持证退休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金

１１０２．０３万元。

“同在蓝天下，关爱共成长”资助外来贫困生活动现场

　　规划统计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门核对当年

出生信息，与公安部门核对户籍变更信息，与民政部门核

对死亡信息和婚姻信息，保证省人口计生综合信息平台正

常运行。通过各村居公共服务中心电子政务网链接市计

生专网，实现计生专网“村村通”，市镇村三级计生专用网

络全面覆盖。完成新增奖励扶助６１７４人、特别扶助４２０

人信息录入核对上报工作。参加省人口计生统计数据质

量信得过活动，被评为江苏人口计生信息共享示范单位。

制订《如皋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十二五”中期自查评估实施

方案》，完成江苏省“十二五”中期评估人口数据上报。８

月，迎接南通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十二五”中期评估市

级复查暨２０１３年年中调查，丁堰镇、长江镇和如城街道作

为实地调研点接受检查。１０月，完成出生性别比研究，形

成课题报告《如皋市出生性别比探析》，获南通人口发展研

究成果二等奖。１２月，组织开展“单独两孩”生育政策摸

底调查及数据测算工作。

【市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３月，市人口和家

庭公共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中心主楼６层、辅楼２层，建

筑面积４２００平方米。中心功能分布设计遵循“大人口”理

念，分为８个主功能区，即宣传教育展示区、人口行政服务

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区、避孕节育技术服务区、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区、青春健康援助服务区、老年健康保健服务区

和人员培训信息管理区，全面拓展孕前优生检查、儿童

早期发展、青春健康援助、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筛

查、不孕不育防治、家庭营养指导、老年健康促进等服

务职能，致力建成全市人民家庭基本公共服务的首选

单位。

【生育关怀“阳光驿站”心理援助项目】　７月，全市启动实

施生育关怀“阳光驿站”心理援助项目。

年内，新建市级心理援助中心１个、心理援助工作室

１４个。为拓展和延伸生育关怀“亲情牵手”零距离服务行

动，提升计生特殊家庭成员精神和物质生活质量，市镇两

级依托计生服务阵地，建立生育关怀“阳光驿站”心理援助

工作中心（室），吸收热爱人口计生事业、具有较强心理咨

询专长的志愿者８００多人，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计生特殊

人群精神、物质和心理上帮助，促进计生特殊人群身心和

谐健康发展。

【省优生优育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项目在如皋启动】　１２月

２７日，省优生优育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项目在如皋启动，如

皋市计划生育指导站被正式列为项目７个实施示范点之

一。省人口计生委副巡视员洪浩一行出席启动仪式，并参

观市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中心，对如皋优生优育服务平台

建设成果表示肯定。

【开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　自２０１１年

如皋市被确定为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市

后，市计生指导站作为项目实施单位，为符合政策计划怀

孕夫妇提供１９个基本项目的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２０１３年，市计生指导站通过定点服务和定期送服务到镇

相结合方式，全年为８１３９对待孕夫妇提供免费优生健康

检查，开展风险评估和告知，跟踪随访受检对象早孕以及

妊娠结局，对筛出的高风险人群，由专家给予个性化优生

咨询指导、对症处理和转诊等服务。年内，在省和南通市

·３８２·社会生活



人口计生委组织的实验室室间质评活动中，均被评定为优

秀单位。

（王　淼）

民民民　　　政政政　　　事事事　　　务务务
【概况】　市民政局现有机关民政干部职工３５人，下辖民

政事业单位１２家，在职干部职工１３１人。２０１３年，如皋

市获江苏省“双拥”模范城称号。市民政局获全省民政工

作先进集体、省文明单位、全省２０１３年老龄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南通市社会管理创新（长安法治建设）先进单位、南

通市文明单位称号。下属事业单位市福利中心分别被国

家、省、南通三级老龄委授予敬老文明号称号，红十四军纪

念馆被评为省文明单位。

城乡“低保”　全市现有城市低保对象６２８户１１７５

人、农村低保对象１３６９９户３１８３６人。自７月起，全市城

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４８０元和３２０元。年内，

发放城乡低保生活补助金６３５６万元，发放重残人员救助

金８８０万元。

救灾救济　年内，市民政局救助８１８４人次，落实救助

资金２１３７．３４万元（含新农合“一站式”救助），救助人数和

资金比增长４２．４％和４８．２％。继续围绕１０００户工作目

标，通过制订详细的推进方案，召开现场推进会、工作汇报

会、分组督查等方式狠抓困难群众住房改造进度和质量，

于１１月份全面完成既定１０００户改造提升任务，落实补助

资金７３５万元。

拥军优属　自１０月起，市政府按照自然增长机制比

例足额调整各类优抚对象优抚金，全市累计发放各类优抚

补助金５０００万元。在南通市率先实现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补助金城乡一体化，城乡义务兵退役士兵安置补助金提高

至每人每年２．５万元，共发放１９２０万元。不断完善退役

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政策，积极争取省补培训资

金３２１．５万元。如皋市成功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城。

基层政权建设　年内，市民政局积极履职，高效运作，

快速完成区划调整方案报批手续，全市半个月顺利完成区

划调整工作相关工作，由原有２０个镇调整为１１个镇、３

个街道。年内全市新建、扩建社区公共服务中心９８家，现

有面积超过６００平方米社区公共服务中心１２５家、面积超

３０００平方米社区公共服务中心１０家。５月，《南通市城乡

社区凡人善举温馨家园·如皋篇》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

版。年内３２名社区干部取得初级社工资格证书、６名社

区干部取得中级社工资格证书。

社会事务管理　全市现有养老机构２６家，其中政府

办１７家、民办９家。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升级达标２５２

家。现有养老床位数９１７５张，占老年人口的２８．１８‰。

年内，８家敬老院被评定为星级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

构。全面完成敬老院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全年办理

结婚登记１２９５６对、离婚登记１７１１对，补领结婚证１７４５

件，补离婚证６３件，出具婚姻状况证明６２５４份。办理收

养登记６８例。福利彩票销售１．１９亿元。规范发放三峡

移民后期扶持资金８５５万元。春节、中秋等节日期间走访

慰问移民，发放慰问金６．５万元。

社会团体管理　年内，市民政局建立健全登记审批、

分类管理、多元监管、扶持发展的管理制度，强化对非法社

会组织的专项整治，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自律机制和外部

监督机制，重点对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内部管理制度、活

动开展、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年末，全市有正

式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３７５个，其中社会团体１８７个、民

办非企业１８５个、基金会３个。全市现有ＡＡＡ级以上社

会组织２８家。

（邓建芹）

民民民　　　族族族···宗宗宗　　　教教教
【概况】　全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员４３９９人，占总人口近

０．３１％，分别属于３６个少数民族。２０１３年，全市设有经

政府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３５处，其中佛教２５处、道

教５处、基督教５处，教职人员１０８人。

民族工作　年内，全市有２０５名少数民族流动商民常

年经商。市民宗局坚持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两

个共同”主题，努力构建新型民族关系。深化民族扶贫工

作，继续深入开展党政干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宗教界

人士结对帮扶少数民族困难家庭活动，全市结对帮扶１２５

户，均制订脱贫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积极提供政策、法

律、信息、劳动用工、协调关系等服务，助推南通恒奇纺织

有限公司、如皋大成丝绸制衣有限公司等少数民族创业扶

贫基地发展，积极放大示范效应。实施就业帮扶，在江苏

沿江开发（如皋）人力资源市场举行首届少数民族同胞就

业招聘会，长江镇（如皋港区）少数民族就业指导服务站联

系５３家规模企业进场招聘，９７名少数民族同胞和相关企

业达成就业意向。规范流动商民管理，建立领导挂钩联

系、定期走访流动商民制度，宣传政策法规，鼓励他们主动

融入如皋，做如皋新市民和遵纪守法好公民。密切与市城

管、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环保、公安等部门配合，切实帮助

流动少数民族同胞解决经营场所、证照申领、规费减免、子

女入学等生活、经营中遇到困难和问题。依法妥善处理相

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镇（区、街道）组建

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年内，市民族团结促进

会筹集资金２万元，逐一慰问全市４０户少数民族特困家

庭。配合市民宗局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政策法律法

规宣传３０余场次，协助处理纠纷８起。白蒲镇分会积极

扶持苏田劳保用品厂等少数民族企业发展，新吸纳少数民

族妇女就业３０余人，人均年增收４万多元。简化行政审

批手续，推行民族工作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亲情化、一站式

服务，年内，办理少数民族考生中高考加分手续８１份、居

民民族身份变更５０人次。

·４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宗教工作　年内，市民宗局依法加强管理，促进宗教

和睦和谐。开展第二个宗教政策法规学习宣传月活动，开

设教风建设培训讲座，邀请上级民宗部门领导专题授课，

引导宗教界端正办教方向。年内全市宗教场所未发生一

起安全责任事故。配合市委综治办、市公安等部门调查处

理“全能神”等邪教渗透活动。调整充实经济技术开发区

净土寺、林梓弥陀寺等宗教场所管理组织主要负责人，协

调处理江安宝庆寺僧人与当地群众矛盾以及江安基督教

堂信徒之间民事纠纷。如城海月寺文物修复、定慧寺西

扩，城北街道万寿寺、福成庵、三里塔寺等新建、改扩建工

程年内按序时顺利实施，城北街道基督教神恩堂等工程做

好开工准备，推进药王庙改造包装工作，宗教活动场所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年内，注重发挥好宗教在维

护和谐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众积极投身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和扶贫济困、

捐资助学等公益活动。５月，城北街道法华寺成立全市首

家宗教慈善公益组织———“慈心社”，成员来自佛教弟子和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赵本良）

老老老　　　龄龄龄　　　事事事　　　业业业
【概况】　２０１３年年末，全市总人口１４３．２２５３万人，６０周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３６．５２６１万人，占总人口２５．５％；８０～

８９周岁老年人口数４７７３１人；９０～９９周岁老年人口数为

７４７５人；百岁老年人口为２７２人，其中男性４９人，女性

２２３人。２０１３年，市老龄委被省老龄委评为老龄宣传工作

先进单位，如皋市被南通市政府评为敬老助老先进市。

惠老政策　年内，如皋市尊老金标准居南通地区最

高，８０～８９周岁老人尊老金每人每月６０元、９０～９９周岁

老年人每人每月１００元、１００～１０４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３６０元、１０５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４２０元，全年发放尊

老金４５００万元。全市参加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老年人

１１２５１３人，覆盖率３１％，完成参保任务１２０．８５％，参保覆

盖率和完成总量居全省县市区第一。老年人意外伤害保

险工作被省老龄办称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如皋模式，在

全省进一步推广。市政府向全市６０周岁以上城市“三无”

（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

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农村“五保”、城乡

低保老年人和百岁老人赠送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１．８万

人。为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老年优待证８８１人。为

７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优待证。８

月，重组如皋市呼救通老年援助中心，全年安装终端呼叫

器１２５０户。

敬老活动　年内，市委、市政府继续开展敬老助老活

动，为年内新增８５名百岁老人赠送彩色电视机、匾牌、蛋

糕。持续实施“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于重阳节、元

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全市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１０

月１３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全国第一个法定“老年

节”，第七届“欢乐重阳节，相聚水明楼”九九敬老联谊活动

在南通水明楼酒业有限公司举行，组织开展文艺表演、楹

联大赛、老年人民间手工制作展览活动，通报表彰全市老

龄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尊老敬老模范家庭、老有所为

先进个人。

　　１１月８日，市老年长寿艺术团在维也纳首届七彩夕

阳国际中老年节上演出

　　老年文体活动　年内，全市经常参加文体健身老年人

２７．７万人，全市老年人体育人口率上升到７８．８％。全市

现有老年志愿者文体团队５４个，全年编排文体节目２２００

个，参与全民健身日、南通体育日、老年人体育节、敬老节

等汇、展演活动及赛事活动，演出２００场次。在全国秧歌

及腰鼓大赛、第二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创新大赛、

第１４届全国老将田径运动会和全省老年人体育节乒乓

球、门球、气功、健身球大赛等赛事中，如皋市老年志愿者

文体团队获全国大奖１６个、省级大奖２０个。４月７日－

１２月１１日，市体育局、市老年体协举办市老年人体育节，

历时８个月，参与活动的老年人１５万人。１１月８日，市

老年长寿艺术团２９名老年志愿者应中国老年学会文化委

员会邀请，赴维也纳参加首届七彩夕阳国际中老年节，《梨

花颂》《茉莉花》２个节目参加交流，获国际交流金奖和凤

凰金奖。

宣传活动　年内，市老龄委坚持“以老为本，为老服

务”宗旨，协调《如皋日报》、市电台、市电视台等新闻媒体，

开展尊老敬老助老宣传，大力弘扬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

德。重阳节期间，在如皋电视台《如皋新闻》片头前连续播

发尊老敬老公益广告１个月，在《如皋日报》刊登尊老敬老

助老公益广告和老龄工作新闻报道。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及时更新如皋老龄网信息。全年在《中国老年报》《长寿研

究》《江苏老龄》等中央、省、南通市媒体上用稿３０篇。７

月，联合市司法局、卫生局、老干部局、老龄协会等部门在

安定广场举办法律咨询、寻医问诊、发放新《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单行本活动。

（于建江）

·５８２·社会生活



关关关 心心心 下下下 一一一 代代代
【概况】　全市现有各级关工委组织１５７０个，从事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以下

简称“五老”）７６６８人。２０１３年，搬经镇兴夏社区关工委被

中国关工委表彰为全国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市关工

委被省文明办、关工委表彰为全省城乡社区校外教育辅导

站工作先进集体；磨头镇磨头居校外教育辅导站被省文明

办、省关工委表彰为全省优秀校外教育辅导站；５个辅导

站被评为南通市优秀辅导站。全市有２人被省关工委表

彰为全省校外教育辅导站工作先进个人，６人被南通市关

工委表彰为全市校外教育辅导站工作先进个人或全市优

秀校外教育辅导员。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获南通市

“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工作组织奖，有１３人被南通市关工

委、南通市文广新局表彰为优秀“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

组织建设　年初，市关工委经市委同意，为撤并后的

镇每镇配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２名。根据要求调整充实

镇、村（社区）关工委领导班子，调整后的部分镇村（社区）

关工委组成人员中老校长、老教师占７０％。６月１８日，召

开基层关工委组织建设推进会暨村（社区）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培训班，详细解读省关工委《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

规则（修订）》和南通市关工委《南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细

则》，并提出不断推进基层关工组织建设、努力提升全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水平的具体要求。

主题教育　年内，市关工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

“从小树立复兴志，奋力实现中国梦”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印发宣讲报告《从小树立复兴志，奋力实现中国梦》３００份

分发各学校和校外教育辅导站，为开展教育活动提供参

考。全市组织宣讲报告员１３１人，到各中小学校和校外辅

导站开展宣讲１６３场，受教育人数近９万人。各级关工

委、各学校组织“中国梦”专题演讲比赛６５场。全市收到

“中国梦·我的梦”主题征文９２５篇，３１人获省级奖励，获

奖人数居南通第一，其中，实验初中学生丁颖获一等奖，柴

湾小学学生王倩倩等９人获三等奖，袁桥初中获优秀组织

奖。与《关心下一代周报》报社联合推出如皋专刊１期，专

门刊登如皋市主题教育活动优秀征文。在全市开展２０１３

年度“三好”标兵竞赛评选活动，评选市第三届“三好”标兵

３００名，其中小学生１５０名、初中生１００名、高中生５０名。

全市被评为南通市“十佳”“三好”标兵１人、南通市“十佳”

“三好”标兵提名奖１人、南通市“三好”标兵１３人。搬经

镇初级中学、磨头镇磨头居校外教育辅导站被评为南通市

“三好”标兵竞赛评选活动先进集体，市关工委被评为“三

好”标兵竞赛评选活动常态化建设先进单位。４月２８日，

在九华镇初级中学召开“学雷锋、心向党、讲道德、见行动”

主题教育活动现场会暨动员会。６月，九华镇中心初中在

南通市关工委召开的主题教育现场推进会上作《加强组织

领导　注重教育实效》经验介绍。

校外教育辅导站　全市现有镇校外教育辅导总站２０

个、村（社区）中心站３４０个、家庭辅导站８０个，全面完成

在镇（区、街道）、村（社区）普遍建站任务。年内，市委办下

发《关于在校外教育辅导站建立电子阅览室的实施意见》

（皋委办〔２０１３〕１４号），通过资源整合、上级扶持、自筹资

金等措施建立电子阅览室８７个（每室６台电脑）。市关工

委《农家书屋与校外教育辅导站协同共建的初步探索》在

省辅导站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书面交流，在南通市关工委

基层干部第七期培训班上发言交流。８月２９日，顺利承

办南通市农家书屋和校外教育辅导站协同共建现场推进

会。１１月１５日，召开全市校外教育辅导站建设工作会

议，为年内获上级表彰的６个先进集体和８个先进个人举

行颁奖仪式。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建（中）在全市校外教育辅导

站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

　　参与和创新社会管理　年内，市关工委配合市政法部

门组织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活动，组织“五老”

法制教育报告员进学校、进社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法制教

育，举办禁毒专题讲座。发挥“五老”特殊优势，着力帮扶

失学、失业、失管、失爱、失足青少年特殊群体，与失足青少

年结成帮教对子２８５个，转化２７８人，转化率９７．５％。组

织“五老”配合市文广新局调查分析全市网吧管理状况，为

６８家网吧聘请“五老”义务监督员１９８人，正常开展义务

监督活动。

（田芝华）

·６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