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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白　　　　　　蒲蒲蒲　　　　　　镇镇镇
【概况】　２０１３年３月，原林梓镇、白蒲镇所辖区域合并，

设立新的白蒲镇，镇政府驻原白蒲镇松杨社区蒲盛路１

号。白蒲镇是江苏省百家名镇，著名黄酒之乡、红木雕刻

之乡、液压铸造生产基地。全镇总面积１４４．８９平方公里，

辖行政村１５个、社区１２个，总人口１２．３２万人。镇区建

成区面积３．５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２．５２万人。２０１３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４８．１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２．８６亿

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１．３２亿元、增值税１．５７亿元，在全

市镇级总量均位列第一。规模以上服务业投入４．５２亿

元。年内，白蒲镇被评为省历史文化名镇、南通市人口计

生新农村新家庭“五有”［“五有”即有一站（室）、一牌、一

路、一角、一户。一站（室）指乡镇有计划生育服务站并通

过世代服务验收且运作优良，所有村有计划生育服务室；

一牌指乡镇有１块高质量的人口文化大型宣传牌；一路指

乡镇建设１条有质量的人口文化路（街）；一角指所有村级

公共服务中心设有人口文化图书角；一户指所有村有１个

以上人口文化中心户］示范镇、南通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先进集体。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白蒲镇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８９万元。规模项目农业投入１．８６亿元，新增有机农业

１７３．３公顷、花木面积１２６．７公顷、设施农业２７３．３公顷，

完成土地复垦２８公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改革试

点１２７户，其中全部退出２１户，节约土地９公顷。争取上

级资金１１００万元，修建防渗渠４３．２公里，新修水泥路

１６．８１公里。文著社区环境整治工作通过省级试点村专

项验收，蒲西社区成功入围江苏省“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白蒲镇被评为市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单位、“四位一体”

长效管护先进集体。

工业经济　白蒲镇全年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２８００万美

元，实际到账外资４６０万美元，开放型经济在各镇中排名

第四。引进市外民资３．７亿元，全民创业工作在各镇中排

名第一。全年引进迪亚爱科新型材料、华文服饰、润惠酒

业、妙卫纸品、文峰大世界等项目落户，新开工项目５个。

完成规模工业投入１６．５９亿元，其中技改投入１１．３７亿

元。新增装机容量２４８１３千伏安。实现设备抵扣税

１６３２．６万元，新建标准厂房２．６４万平方米。项目投入和

科技人才工作在全市镇级考核中均排名第二。专利申请

２６４项，其中发明专利１１１项；专利授权１３４项，新增有效

发明专利２９项。

社会事业　年内，白蒲初中顺利入住新校区；白蒲小

学新建工程完成项目招标，１２月底进场施工。林梓、新姚

水厂加大改造投入，增设蒋殿、沈桥增压泵站、管道等基础

设施。全镇完成职工养老保险３７０１９人。农保参保

３６１１９人，参保率９８％，全镇现有２．６万人按月领取基础

养老金。全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８３３９８人。落

实低保户１０２７户、２３３４人，月补助资金３７６６３３元。改造

困难群众危房８０户。蒲西敬老院与阳光敬老院合并，成

功创建省三星级敬老院。８月１２日，白蒲镇获省第七批

历史文化名镇称号。１０月，新型综合文化站正式投入使

用。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４日，在全国跳绳锦标赛暨２０１４

年世界跳绳锦标赛选拔赛中，白蒲小学青蒲跳绳队获金牌

１枚、银牌３枚，６名参赛选手全部获得参加２０１４年世界

跳绳锦标赛资格，并被编入国家队。

小城镇建设　年内，白蒲镇围绕发展目标，坚持规划

先行、统筹发展，突出工业强镇优势，紧紧围绕南通市中心

镇创建要求，编制新白蒲镇五年经济发展规划、城镇总体

规划、城乡统筹规划。截至年底，基本完成《白蒲镇五年经

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初步形成“一河两岸”“一轴两镇”

总布局，着力打造通扬河西岸工业集中区、通扬河东岸镇

区商业区，将原白蒲镇蒲盛路向北延伸至原林梓镇区，使

两镇融为一体、古镇文化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着力塑造

彰显个性特色的城镇形象。完成文峰地块、松杨反差地块

２５１户搬迁，整理土地９．７公顷。启动实施沿河风光带，

搬迁３５８户，整理土地５．８公顷，截至１２月底，签约交房

率８１％。７．８万平方米的龙新九龙湾、１．５万平方米文峰

大卖场新开工建设。全年出让商居用地５．１公顷，完成房

地产税收３９３２．７９万元。松杨安置区二期３．５万平方米

２２０套安置房顺利交付使用，三期３．５万平方米２００套安

置房主体竣工，真正实现搬迁“零过渡”。小城镇建设工作

在全市综合考核中位居第一。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白蒲镇被市委、市政

府授予红旗４面、先进集体称号１５项，全镇１４家单位被

评为市文明行业，１１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９个村（社

区）被命名为市文明村（社区），５人被记三等功，１０人受市

政府嘉奖。白蒲镇被评为南通市“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单

位、如皋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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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蒲镇被命名为省历史文化名镇】　８月１２日，省政府

下发《关于公布第七批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通知》，

白蒲镇被命名为省历史文化名镇。

白蒲镇是古蒲涛县旧址，东晋义熙七年（公元４１１

年），与古如皋县（今如城街道）、古临江县（今石庄镇）同时

置县，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全镇拥有保存完好的明

清古建筑２６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家。白蒲镇名产纷

呈，白蒲黄酒、白蒲茶干和林梓潮糕享誉中外。５月２０

日，白蒲镇省历史文化名镇申报工作顺利通过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文物局等单位专家组现场勘察。

【白蒲镇通过省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乡镇验收】　１２月，

白蒲镇接受并顺利通过首批省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乡镇

评估验收，成为全省首家“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乡镇”。

白蒲镇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以学校为基础，以课

题研究和主题活动为抓手，全方位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

作。依法做好镇政府公务员普通话培训与测试工作；充分

发挥各委员单位职能优势，形式多样地开展用语用字规范

化宣传；充分发挥辖区内所有学校推广作用，创造良好的

语言文字规范化环境。

（张亚丛）

２０１３年白蒲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７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４８．１

财政收入 万元 ２８６０８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９３０８３

粮食总产值 吨 ９４８６７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２３４７０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８．６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２０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３９２６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９０

工业企业 个 ７２８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７８９

工商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２４４８４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８４９８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８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１３６６０

合同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８０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６１９４

三产实体 个 ８６４

项　　目 单位 数　量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９４８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５４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５６５８０．１３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７０４７４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５４０

科技人员 人 ２５２０

中小学校 个 ９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１０４０２

在职教师 人 ７８１

医院 个 ６

卫生室 个 ２９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数字电视普及率 ％ ９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５１４７２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７０１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８８５４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５２

２０１３年白蒲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２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黄 行 村 陈建华 袁　鑫 ３１ ３７０９ ２７７．３ １１６７００ １８６５７

姚家园村 沙建华 丁铁军 ３１ ２２６５ ２９３．３ ５４５７２ １８０２２

钱园社区 陈　刚 潘建国 ３９ ５１００ ２７７．８７ ８１５３９ ２０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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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２１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朱家桥村 朱志聪 杨建新 ３７ ４５５６ ２６６．５３ ３８６２０３ ２０６６７

松杨社区 张　娟 李德春 ２１ ４０５４ ２１４．４ ４８７１０ ２１０２８

蒲东社区 姚红军 丁建国 ４１ ５５１３ ２７８ ５５２６０ ２１５９９

浦西社区 吴　畏 李　晨 ３５ ３５８６ １８３．１ １４１６１６ ２３３０７

前进社区 周建华 郑　伟 ２４ ３３４５ ２０７ ７５９６０ ２１６９８

朱 窑 村 许林山 马建兵 ３６ ４６００ ２８０ ６９２７６ ２２９４１

姜 北 村 陈友兵 浦小东 ２９ ４００８ ２３６ ２１６８７ １８１１４

康 庄 村 丁国炎 杨建兵 ３１ ４７１６ ２４８ １０８５７５ ２１７０６

文峰社区 陆建华 李志红 ３８ ５８００ ２６１ ８７８５０ １８６５５

杨家园村 顾良建 顾云霞 ２６ ４０６５ １９３ ２０８４５ １９２６４

沈 桥 村 龚海祥 许建国 ３４ ４３１７ ２７８ ２３８６１ １６４６２

唐 堡 村 蒋建国 仇中超 ３２ ４３３６ ２１８ ４３２６５ １６８８２

邓 杨 村 钱广军 王新明 ３０ ３６４２ ２４１ ３３８９９ １８４０７

顾 岱 村 孙建娟 姚学俊 ３０ ３６５０ ２９７ ６６８１２ １６４２１

新 陆 村 冒开林 肖金华 ３８ ４５５８ ３９３ ４４５４６ １４８４０

斜庄社区 张红玲 吴大圣 ２４ ３３５０ ２３１ ６８８１３ １６４３９

文著社区 薛卫东 仇正乾 ３２ ４７４２ ３２９ １７４６５４ １７７５８

月旦社区 徐继业 王建华 ３２ ５８７５ ４３９ １４２９２７ １８６４７

沈 腰 村 吕志祥 李思泉 ２６ ３２５１ ２１８ ５１１３４ １６７５７

蒋殿社区 李世有 王秀梅 ３５ ４２００ ３８０ ５３１０７ １７４６９

桥 口 村 周　玉 郭新明 ４３ ４６６９ ３７９ ７４８０７ １４７２５

合 兴 村 陈永建 陈新红 ２９ ３１９３ ２１０ ５７５６４ １５５４３

林梓社区 周国泉 张正荣 ４６ ６０１２ ３６８ ２７７８１１ ２０８３３

搬搬搬　　　　　　经经经　　　　　　镇镇镇
【概况】　２０１３年３月，原搬经镇所辖区域与原高明镇所

辖晓庄、刘庄、卢庄３个村以及中心、高明、鲍庄３个社区

区域，与原常青镇所辖万全、楼冯、土山３个村以及横埭、

袁庄、叶庄、董王４个社区区域合并，设立新搬经镇，镇政

府驻原搬经镇绘园路３号。搬经镇位于如皋市西部，为全

国文明镇、江苏省重点中心镇、南通市级中心镇。北依海

安县，西接泰兴市，省道、如泰河，素有“如皋西门户，秀美

金搬经”美誉。合并后的搬经镇成为全市面积最大、人口

最多的建制镇，总面积１７４．８５平方公里，辖行政村１７个、

社区１８个，人口总数１３．９２万人，其中镇区人口５．０１万

人，城镇化率４２．０％。２０１３年，全镇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

１５９８６．５４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８０６３．５９万元。实现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０２８元。获市项目投入、农业现代化工

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红旗单位等称号。９月，被省文明

办评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省文明乡镇标兵。

农业和农村经济　全镇新建规模农业项目１４个，项

目投资总额３．９亿元。新增土地流转面积８０９．９公顷、有

机农业１２０公顷、设施大棚２８０公顷，建成全市最大设施

农业乡镇。新增有机食品认证３个、无公害产品６个，农

产品“三品”认证总数居南通乡镇首位。全年完成规模绿

化面积７３．７公顷，占市交任务１３８．２５％，搬东和群岸２个

村获省绿化示范村称号。新增如皋市级农业龙头企业４

家、南通市级农业龙头企业１家（江苏绿野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新增省级菜篮子工程基地１个（如西蔬菜生产基

地）。全年完成花木生产２１３．９公顷，占任务数１０６．９％。

全年销售各类良种７５０多吨，良种销售量和覆盖率均列全

市首位。有序推进总投资５５６６万元国投三期项目，完成

防渗渠、泵站主体工程建设，废沟渠填埋工作进入扫尾阶

段，完成总工程量７５％。完成第四批土地整理项目材料

上报。谢甸社区通过省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示范村初验。

兴夏社区以三星级标准通过省级环境整治验收。３５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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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均通过市一星级康居示范村验收，其中通过二星级

验收１２个、三星级验收４个。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考核全市第一。

工业经济　年内，搬经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２４．４亿元，全部工业实交税金９５００万元，完成固定资产

抵扣税１２５０万元，新增装机容量３４５００千伏安，完成规模

工业投入１７５８８０万元。引进市外民资３亿元，整理工业

园区土地５３．３公顷，均完成市交任务。新建标准厂房２

万平方米。年内全镇开工建设项目３２个，其中新项目２４

个、技改项目８个。全年成功签约落户项目１６个，计划总

投资８．６７亿元，其中亿元项目３个（永吉汽贸、旭兰药包

器材、润正粮油）。机械铸造、中高端汽车零配件、高科技

新材料、电子电气、纺织服装五大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新

增产学研合作项目８个。企业专利申请１５７件，其中发明

专利９７件，授权５４件；新增有效发明专利２９件。促动企

业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引进科技领军人才６名、高级工程

师６人、专业型本科人才９１人。

中心镇建设　年内，搬经镇完成凤凰大道拓宽改造、

新王石线北延工程、常青幼儿园、张吴线工程等地块搬迁

工作，启动Ｃ地块商住楼搬迁工作，完成镇工商所、新华

书店、邮政局、邮储银行搬迁。加紧推进安置房建设，绘贤

小区选房６４户，物业管理配备到位；新镇区安置房一期工

程于１１月初启动建设，计划安置住房６８套。全年在建房

产项目８家，宜欣花园三期、凤凰城二期、碧水新城、磊鑫

花园、迎春花苑先后交付使用，宏昌花苑、鼎昌名邸、悦水

湾单体封顶。全年房产销售８万余平方米、５４５套。整理

地块６２５个，４０．５公顷土地挂钩增减项目通过南通市验

收。镇区搬迁整理面积１２．１公顷，占年初任务１１６．７％，

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４月，聘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

市规划技术咨询中心专家，启动镇区整体规划和城乡统筹

规划编制工作，规划确定至２０１７年，镇区规划面积２０平

方公里，建成区面积８平方公里。１０月１８日，镇区整体

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通过南通市规划局组织专家评审，正

式确立田园风光美镇、水运物流重镇、特色工业强镇、休闲

养生慢城、生态宜居新城、市域西部重镇和连申线特色节

点镇的发展定位。

社会事业　年内，搬经初中在全市中考中，如皋中学

上线人数８９人，中考平均分高出全市平均分１８．１２分，列

乡镇第一。搬经镇在全市基础年级学业水平检测中列乡

镇第一名，搬经教育连续第五年获综合考核一等奖，搬经

中学、搬经镇教育管理中心被市政府评为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建成搬经小学操场，至年底，搬经小学Ａ座和Ｂ座的

教学楼、综合楼、实验楼均进入室外装饰阶段。常青幼儿

园如期完成装潢工作，９月份开园。全年完成农村困难群

众住房提升工程１９１户。启动被征地农民保障工作，完成

进保５１５个。全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１０６８０９

人，百分之百参合。参加居民养老保险４７０１７人。加速完

善镇、村两级养老服务体系，完成１１个村（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站建设。全年投入近２０００万元，完成彩虹危桥改造

２１座、交通危桥改造７座。全年实施省、南通市计划及一

事一议道路建设７５公里。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全镇各级基层党组

织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实施“双带”“双强”“双联双

助”工程，被评为市“双联双助”先进单位。全面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推进道德体系和诚信体系“两大体

系”建设。依法召开搬经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选举副镇长１名。镇人大常委会发挥监督职能，开

展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全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８２件，被表

彰为市人大工作先进镇。深入开展“六五”普法活动，进一

步增强全镇党员干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镇政法综治

中心全年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２１５起，成功调处２１５起，解

决疑难复杂信访件８２起，调处率１００％，连续第六年获市

信访先进集体称号。全镇无民转刑事件发生。成功举办

全省体育工作现场会、南通市农家书屋与校外辅导共建现

场会和镇第十八届文化体育艺术节。组织送电影下乡

４２０场、送戏到村３６场。镇文化站被评为南通市优秀文

化站，搬经镇被评为南通市文化工作先进乡镇、南通市农

家书屋建设先进乡镇。

【搬经镇项目投入工作列全市第一】　２０１３年，搬经镇完

成规模工业投入１７５８８０万元，实现固定资产抵扣税１２５０

万元，新增装机容量３４５００千伏安，连续四季度获全市项

目推进“月点评，季考核”第一名，全年考核全市第一，被市

委、市政府表彰为项目投入红旗单位。

年内，搬经镇积极推动项目发展，将项目推进工作纳

入年度目标考核体系，进一步建立完善项目跟踪服务制

度，切实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问题。全镇先后开工建

设项目３２个，其中新项目２４个、技改项目８个。截至１２

月底，江苏中硅投资２０００万元的石英砂加工项目等１６个

项目正式投入生产，海泰科特总投资３５００万元的增压器

涡轮扩产项目等５个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搬经镇被命名为省文明乡镇标兵】　９月１８日，搬经镇

被省文明办命名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文明乡镇

标兵。

近年，搬经镇按照“巩固、发展、提高、创优”的总体思

路，全面推进教育、医疗、社保、民主建设、环境整治、平安

乡村建设工作，搬经教育连续５年获市综合考核一等奖，

搬经中学、搬经镇教育管理中心被市政府评为教育工作先

进集体，镇政法综治中心连续６年获市信访先进集体称

号。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全镇农民百分之百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参加居民养老保险４７０１７人，完成１１个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谢甸社区通过省村庄建设

和环境整治示范村初验，兴夏社区以三星级标准通过省

级环境整治验收，３５个村 （社区）均通过市一星级康居

示范村验收，其中通过二星级验收１２个、三星级验收

４个。

（丁光晶）

·５０３·镇情概要



２０１３年搬经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７３

项　　目 单位 数　量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６９５３１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２３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５９８６．５４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５４３８４

粮食总产量 吨 ８６５９８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４７４７２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５１３７８ 各类汽车 辆 ４３７５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２２．５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５７２０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８０ 科技人员 人 ２９４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４１９ 中小学校 个 ８

种养专业户 个 ７６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９３５５

工业企业 个 １９８６ 在职教师 人 ６２０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６５２ 医院 个 ６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８８８８５０ 卫生室 个 ３９

工业利税 万元 ９５００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４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４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８６００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９２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７５６３２

外贸进出口额 万美元 ２１８４．８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４７０１７

三产实体 个 ８９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９０２８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４０８１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９１

２０１３年搬经镇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４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搬 经 社 区 陈小强 陈俊宏 ２６ ４７５８ ２０１．５５ ２５９９９９．６ ２６３６５

加 马 社 区 陈　建 陈　建 ３０ ４０３０ ３０６．６５ ３８２０１ １９２２０

谢 甸 社 区 徐绍贵 徐绍贵 ３２ ４１１６ ２６３．１３ ５１０１１．２ ２００２６

加 力 社 区 谢玉军 谢玉军 ３６ ４５５０ ３３８．９９ ９０６４９．７ ２０２３３

搬 东 社 区 张　建 朱　辰 ２０ ３０４８ １７４．５７ ３６８６６ １９５５８

严 鲍 社 区 苏裕根 翟　军 ２３ ３２２９ ２３３．９５ ２９４０５．２ １８３９７

朱 夏 社 区 夏志祥 夏志祥 ４１ ５５９６ ４５４．４４ ９７８４９．３ ２１２４３

群 岸 社 区 夏茂峰 夏茂峰 ２９ ３８３５ ２５９．８４ １９９２２８．９ ２５２７３

鞠 桥 社 区 王正权 王正权 １５ ２７０９ １８１．４９ ２６９２７．２ １８９４６

湖 刘 社 区 汪正祥 汪正祥 ３０ ４５８２ ３３４．５８ ２４７９７２．２ ２５１４６

兴 夏 社 区 鞠九星 吴　丽 ３４ ３４６３ ３２０．９８ ４７８７２．４ １７１２６

焦 港 村 刘支平 刘支平 ２６ ３４５２ ３０２．４８ ２９３９６．７ １９２４９

丁 许 村 钱开明 钱开明 ２８ ３３９６ ２８６．８７ ３０４３７．７ １９１２３

万 富 村 顾宏如 顾宏如 ４２ ４４７８ ３５０．８７ ８９８０９．６ ２２２０２

·６０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续表７４１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梅 甸 村 邵先良 佘国庆 ２４ ２９９０ ２０３．４４ ３２４００．２ １８１７０

芹 界 村 葛拥军 朱千政 ３６ ５６６７ ４０１．４６ ６９８１９．１ １８８５３

夏 堡 村 季万进 周　建 ２２ ２８６３ ２９４．７５ ３０５４３．１ １６７３７

任 庄 村 章　强 张　健 １５ ２２８９ ２０１．８２ ３９９９３．６ １８５２５

林 上 村 汪宝剑 汪宝剑 ２７ ３１８７ ２９３．４１ ３３１７０ １６２０８

肖 马 村 周海兵 周海兵 ２９ ３６３６ ３２６．５７ ４１６１１ １５３２５

龙 桥 村 闫海春 汪宝明 １９ ２２８５ １９５．１１ ４００４５．４ １６６７８

港 桥 村 李宏明 单小东 ２６ ３４９２ ３０５．５５ ３４３３０ １７３５８

中 心 社 区 王正国 孙奎兵 ４１ ５３１２ ４２２．９３ ５３０１２．４ １９５９４

高明庄社区 缪世益 范清忠 ２９ ３８６１ ２８１．２ ２５３１９．４ １７３８６

晓 庄 村 王加如 倪宏绒 ２０ ２４２３ ２４０．５８ １７３８９．１ １８８２７

鲍 庄 社 区 张建平 王昌文 ２１ ３２６４ ２０７．１３ ２２７５８．９ １７０８４

卢 庄 村 周建宏 卢小明 ３６ ５２１６ ３３１．１５ ２９９５１．６ １６４２７

刘 庄 村 钱　玉 王德志 ３１ ４３５０ ２８３．９３ ３１７５３．３ １７０５３

土 山 村 陈建明 陈克勤 ２１ ２９５１ １７７．３６ ４０１０５．５ １７７０４

董 王 社 区 印国兰 印国兰 ２０ ２７５２ ２１５．１８ ７６１８９．７ １７７９９

袁 庄 社 区 袁　霞 袁　霞 ２２ ３５２１ ２４３．０５ ６４０７４．１ １７８７５

叶 庄 社 区 金银建 孙子林 ３７ ５６１４ ２８３．９３ ３１８８０２ １９２７４

万 全 村 陈怀进 陈怀进 ２５ ３５６３ ２６６．５ ５６７７０．５ １６７６１

楼 冯 村 韩书建 韩书建 ２１ ２７８２ ２１７．６６ ４０６２５．６ １７０５８

横 埭 社 区 蔡明祥 蔡明祥 ３７ ４６５１ ２５１．１２ ７７６１６ １６６３４

江江江　　　　　　安安安　　　　　　镇镇镇
【概况】　２０１３年３月，原江安镇所辖区域与原高明镇所

辖陈庄、黄庄、西庄３个村以及胜利、周庄、章庄３个社区

区域合并，设立新江安镇，镇政府驻原江安镇府前街１６６

号。江安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属南通市级中心镇。南临

靖江市，西接泰兴市，是如皋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工农红军

第十四军诞生地，是著名革命老区。全镇总面积１１８．２平

方公里，镇区面积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６６３．２公顷。辖

行政村１８个、社区１３个，村（居）民小组７１９个，总户数

３２３７１户，总人口１０９２３９人。２０１３年，被表彰为全国人口

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示范镇，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评为耕

地保护“十佳”乡镇、“四位一体”达标乡镇、水利建设先进

乡镇、村庄环境先进镇、为农服务建设先进单位。在全市

镇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获开放型经济、服务业、城镇建

设、农业现代化工程推进４面红旗，获市文明镇、科技创新

工程先进镇、和谐社区创建先进单位等奖项１９个。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全镇发展项目农业２８个，总

投资２．２７６亿元。其中：规模项目８个，投资１．０６亿元；

一般项目２０个，投资１．２１６亿元。先后在周庄、胜利、合

作、徐柴、黄建等１２个村（社区）发展培育花卉苗木基地

１８６．７公顷，完成率１３３％。全镇新增有机农业１０５．３公

顷，完成市交任务１１２．８％，主要分布在黄市、联络、合作、

陈庄４个村（社区），种植有机蔬菜和有机稻米。村村开展

粮食全托管工作，合作、黄庄、联络、黄市、黄建等村（社区）

规模超３３公顷。合作村新时农场成为南通市首批经工商

登记的家庭农场。全镇除鄂埭村、周庄村作为省村庄环境

整治试点村外，胜利社区建成省级三星级康居乡村，徐柴、

联络等１８个村（社区）通过省二星级康居乡村验收。年内

完成省级农业综合开发３３３．３公顷，主要涉及联络新村、

曹杜２个村，并通过省级验收。新建农村公路１２．４公里，

改造危桥４０座。

工业经济　全镇实现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２０．４２亿元，

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１０．２亿元；完成规模工业实缴税

金７６７７万元，完成服务业税收３９５９．３９万元。完成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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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外资１８７０万美元，实现到账外资４９４万美元。完成

规模工业投入１０．２９亿元。新增装机容量１４５４８千伏安，

工业用电量１０１５１．３６万千瓦时。完成固定资产设备抵扣

税６７３．３３万元。引进市外民资２６０６０万元。年内，４个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相继落户江安镇，其中朗迈电器、格林

机械三期、汤臣汽配高强度轻量化汽配等超亿元项目３

家。新增规模企业６家，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５３家。新增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２个，新实施产学研项目４个。专利申

请１８５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７０件，专利授权１３２个。怡

天时纺织、永佳电子均创成南通市级名牌商标。

城镇建设　年内，江安镇加快镇区规划建设，南通市

级中心镇总体规划于９月初通过南通市级总体规划评审，

年内上报市政府审批。加快推进道路规划建设，形成镇区

“五横五纵”路网建设，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１８２０万元，环镇

南路西延、江中路、教育路先后开工并竣工投入使用，人民

路、东跃路、环镇南路、江中路、教育路及朝阳路管网铺设

计５．８公里。益多、江波、苏沪、振业等房地产开发公司累

计完成开发面积８．８１万平方米，完成房地产税收１７１３．４９

万元，完成率１４２．８％。总投资２．２亿元的滨江花苑首期

５．７万平方米进入预售阶段。

社会事业　年内，江安镇继续打造“教育江安”品牌，

江安中心幼儿园二期工程和葛市小学教学楼先后建成并

交付使用，江安、葛市、黄岱、东燕４所小学塑胶操场相继

建成经验收后投入使用，黄岱小学旧教学楼加固工程竣工

并交付使用，全镇４所幼儿园中有３所通过省级优质园验

收，１所通过南通市级园验收，省四星级高中江安高级中

学本一、本二上线率８０％以上，连续８年获全市高中教育

质量综合评估一等奖。镇文体活动中心常年向群众开放，

周庄、章庄、徐黄、环池４个村（社区）举办“乐一天”农民文

化艺术节，各村（居）均落实兼职文体管理员１人。全镇数

字电视用户２．２万户，数字电视入户率９０％以上。进一

步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硬软件建设，全镇３５个村（社

区）卫生室服务站有２７个获省级示范站称号。新型合作

医疗参合率１００％。打造优质服务品牌，计划生育率

９９％。江安镇获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先进集体称

号。全面改造困难住房１０６户。年内新增居家养老服务

站１２家，全镇现有２２家。为７０户空巢老人家庭安装呼

救服务系统并提供优质服务。全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３３４７９人，实现社保全覆盖。江安镇获全市和谐社区创

建先进单位称号。８月底，南通市文广新局、省新闻出版

局、省关工委等单位负责人到章庄、徐黄等村（社区）调研

农家书屋和校外辅导站共建情况。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年内，江安镇深入推进“六

五”普法，全年办理各类法律援助业务２８件，法律顾问进

社区３１家，接受咨询５６２次。全镇各村（社区）累计排查

纠纷４７４件，调解４６９件，调解率９８．９％。进一步畅通公

众诉求渠道，受理市长公开电话４６２件，百分之百办结。

扎实开展“文明镇、村（社区）”创建，继续举办“道德讲堂”，

大力弘扬江安小学学生黄周捐骨髓救母亲的感人事迹（黄

周被评为第二届江苏省百名美德少年和首届如皋市道德

模范）。年内，江安镇财政所等８家单位获市文明行业先

进集体称号，江安小学等１７家单位获市文明单位称号，徐

柴村等７个村、周庄等６个社区荣获市文明村、文明社区

称号，江安镇获市文明镇称号。

【江苏英诺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落户江安镇】　９月，江

安镇江苏汤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镇中工业园区内投

资兴办亿元项目———江苏英诺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高强度轻量化汽车零部件扩产项目。该项目总规

划用地约１３．３公顷，一期用地５．３公顷。至年底，一期厂

房主体封顶。

（黄明德）

２０１３年江安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７５

项　　目 单位 数　量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７６３００ 商品零售网点 个 １４５２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４４９１．３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６８０４０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４．０７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５０８３１

粮食总产量 吨 ５５４１４ 各类汽车 辆 ５２１６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８３７６２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３４１．３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１．２３ 电话普及率 户数 ４３１３４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４８．１ 科技人员 个 １２６８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８６０ 中小学校 个（所） ５

种养专业户 个 ５１０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７７０８

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４１ 在职教师 个 ４０５

·８０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续表７５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项　　目 单位 数　量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４１ 医院 个 ４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６２１４２３ 卫生室 个 ３５

工业利润 万元 ２６５８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４１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０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１０２９３６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４９４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６８８０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６４６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３４７９

三产实体 个 ３６９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６１３７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６５８５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２０１３年江安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６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朗 庙 村 丁国圣 徐远国 ２６ ３４７５ １２１．６７ ２２３５９．００ １４７９４．２４

新 建 村 吴正义 吴俊海 ２７ ３５５０ １９８．３３ ２３２９０．００ １４７０７．０４

佘 圩 村 陈　宏 陈　宏 ２１ ３０１０ １５３．７３ １８６５２．５０ １７７７５．７５

百 新 村 王新国 钱陈龙 １８ ２７１０ １７３．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 １５６５６．８３

宁通社区 龚玉平 龚玉平 ２３ ３８７７ １３３．５８ １２１３４６．００ ２１０２９．１５

北 元 村 石　岳 周春明 ２４ ３２８７ １６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 １４８４３．３２

环池社区 许金来 周　波 ２３ ３３３４ １４５．３３ １２６６９．２０ １４４７２．１１

六 团 村 徐　林 陶　伟 ３０ ４３４７ ２９３．３３ ３６２４８．００ １６７１０．３８

申 九 村 张永旺 朱建中 ２０ ３１２５ １７４．１３ １９６６８．００ １４４９６．００

鄂 埭 村 谢桂平 邹海兵 １７ ２４１５ １０５．７３ ２６７２２．９０ １９２３６．１５

葛 市 村 吴小波 周云圣 １６ ２４９０ １０６．４７ １８１７７．００ １６１３２．５３

徐葛社区 王小伴 葛乃林 １８ １９５７ １３３．３３ ８０３１．００ １４７０８．７４

周群社区 周社建 周加强 ２５ ４３２８ １９６．００ １４７２０．００ １５７２７．８２

戈堡社区 丁新建 陈卫峰 １７ ２５１９ １３８．２０ １８６３６．００ １４４９３．８５

镇中社区 周亚平 卢宗祥 ２４ ４３６９ １５４．９３ ３０１３３．００ １７１０４．６０

徐 柴 村 彭兴良 刘洪灿 ２１ ３６６４ １５３．９３ １４４８７．００ １６１０４．２０

黄 建 村 卢兴圣 卢兴圣 ２３ ３４０８ １８８．１３ １２９２８．００ １４４６４．２５

黄市社区 顾良如 丁邦国 ２７ ４１２０ ２２４．００ １５２８０．００ １４６９４．１７

中心社区 黄桂华 黄桂华 ２３ ３７６５ １６６．６７ １４５３２．９０ １４３１３．４１

陈 严 村 徐友华 周荣俊 １９ ３３７２ １３４．５３ ２１１２２．４２ １４０４５．２８

徐黄社区 黄永贵 周　峰 １９ ３１２７ １５５．６０ ２０９０９．５０ １８５６６．０４

联络社区 黄国平 仲开泉 ２３ ４２８０ ２０８．８７ ５７８０８．００ １９９８８．３２

曹 杜 村 赵锦新 赵锦新 ２０ ３２４８ １７８．４７ １３１０８．１０ １４９４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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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６１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合 作 村 周学良 周学龙 １９ ２６１６ １５３．８０ １０９６４．００ １４０８２．５７

马 堡 村 叶昌宏 叶昌宏 １９ ２６３２ １５２．５３ １９３８３．００ １４７４１．６４

章庄社区 孙福建 孙中祥 ３１ ４４８６ ２５８．１０ ２２６１６．００ １６４４６．７２

黄 庄 村 王兴宏 冯开林 ２９ ４４４８ ２８８．９３ １１１１６．８０ １７５３４．００

周庄社区 周久海 孙新桃 ２５ ４２１９ ２４５．７３ ２０５７２．００ １６１２３．１１

西 庄 村 钱兴中 钱兴中 ３４ ４３８９ ２４９．３３ ２３４８０．００ １４９９２．０３

陈 庄 村 孙福亮 孙修华 ２１ ３２８０ １９３．６７ １１５２８．００ １５６４６．５９

胜利社区 蔡海军 蔡海军 ３７ ５３９２ ３２３．１３ ３３９３３．００ １８０３９．６９

磨磨磨　　　　　　头头头　　　　　　镇镇镇
【概况】　磨头镇位于如皋市中部，为江苏省重点小城镇、

南通市中心镇。全镇总面积１０２．８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７．７３万人，镇区面积４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７６７．６公顷。

辖行政村１６个、社区５个，总户数２．４７万户，其中非农业

人口２６２０５人。２０１３年，全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２５．２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７％；完成财政总收入１．７６７５亿元、同比

增长１７．１％，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８５１１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９％。完成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２４８元，同比增长

１４．２４％。在全市镇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获三等奖，获

工业运行、财政收入、城镇建设等红旗６面，被市委、市政

府授予文明镇、道德诚信建设五星级单位、劳动保障工作

先进单位、高效设施农业工作先进集体等奖项１４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磨头镇项目农业投入２．１亿

元，占全年任务１１０％；新增设施农业面积１５６．７公顷，占全

年任务１０２％；新增有机农业９８公顷，占全年任务１４７％；新

增花木面积１２０公顷，占全年任务１２３％；新增土地流转面

积２５２．８公顷，占全年任务１３５％；“三个一批”（指一批支柱

产业、一批大型集团、一批知名品牌）全面申报完成，园区、

基地、示范村培育完成任务的２００％。万亩花木产业园区初

具规模，核心区华夏花卉年内入驻企业１８８家，先后成立红

掌、君子兰、蝴蝶兰等多家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２８００余户

村民发展致富，增加农民人均收入５２００元。

工业经济　年内，磨头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１４．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３％，增幅位列全市第二，其中规

模工业应税销售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８．４４％。实现全部

工业实缴税金５０２２万元，同比增长３２．０７％，增幅位列全

市第一。在全市工业经济综合考核中位列全市第一。全

年完成规模工业投入７．６３亿元，占全年任务１０１．６９％。

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３２０．８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４％，增

幅位列全市第三。全年新开工项目数１０个，新开工项目

注册资本总额１．５６亿元，其中，泽明家居、常久纺织当年

开工当年投产。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１７家，年内新增规模

企业４家。完成高新科技产值１６．４５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７１％。完成专利申请１３０个，其中发明专利４６个；新

增有效发明专利２１个。

小城镇建设　年内，磨头镇打通卓吾北路、育贤北路，

实现镇区路网贯通。实施光明路及卓吾路绿化改造提升

工程。通过市场化运作新增过街龙门４座、高规格高炮广

告牌２处。新建污水管网４．８千米，实现如港路以北镇区

污水管网全贯通。全年实现基础设施投入１２００万元。开

展“招商建镇”，吸引外来资本投入磨头镇建设，累计完成

房地产开工面积８万平方米，竣工５万平方米，实现房地

产税收１５６１．５３万元。金磨华庭、建成丽园、福源雅居、龙

栖湾国际花园等一批房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年累计

完成经营性土地出让４．４公顷，占全年任务１１０．７％。对

团结桥地块、老区工委地块、卓吾北路周边地块实施搬迁，

彻底解决团结桥地块历史遗留问题，为镇区搬迁打开新局

面。全年盘活存量资产２公顷，闲置土地收储２公顷。全

年完成镇区搬迁７１户，整理土地４．０３公顷，分别占全年

任务１１８．３％和１００．７％。

社会事业　年内，磨头镇中心初中在全市农村学校综

合评比中获一等奖。场北幼儿园创成省级优质幼儿园，至

此，全镇４所幼儿园均创建成省优质幼儿园。镇政府投资

３００万元新建大高小学综合楼、学生食堂，建筑面积５０００

平方米。全年新建农村公路８公里，改造桥梁７座。启用

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镇文体活动中心正式对外开放。社

会养老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投资１５０万元的敬老院关爱工

程，新增床位１００张，年内投入使用并达到省政府关爱工

程建设标准。中小河流整治工程和如海灌区１１期工程全

面完工。完成镇区主要干道绿化提升工程。全镇净增职

工养老保险５２５人、工伤保险５６０人、医疗保险４９１人、生

育保险４３６人、失业保险４３６人。农保参保缴费２６５０１

人，征缴保费１５６３万元；全年发放基础养老金１７００万元，

惠及１６７６９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全年

改造危房６０户，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站７家、创建国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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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村（社区）４家（磨头社区、顾沈村、高庄社区、塘湾村）、

省级和谐村（社区）４家（场东村、新港村、新联社区、董堡

村）。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全镇　年内，全镇２１个村（社

区）中１８个村（社区）文体设施改建达标。广泛开展文化宣

传活动，举办磨头镇第十届农民文体艺术节，组织群众参

加市广场舞、“我夸如皋好、说唱新典型”“我的梦、中国梦”

演讲比赛，均取得一等奖。不断加快平安磨头创建，完善集

综治、联防、调解三位一体的综治警务室，强化公安派出

所、司法所及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建设。依托镇村（社区）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全年排查矛盾纠纷２９２件，受理调解

２７８件，调处成功２７３件，调处率１００％，调处成功率９８％以

上，被评为南通市“四无”（即无进京非正常上访、无进京集

体访和到省重复集体访、无历史遗留信访案件、无因信访

问题引发的有影响事件）乡镇，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被评

为南通市示范级政法综治中心。加快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扎实开展“六五”普法，推进民主法治村创建，进一步增强

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６月，磨头镇文体活动中心投

入使用，并通过全国文化站评估定级为三级。

【磨头镇举行第十届文体艺术节】　２月２５日（农历正月

十六），磨头镇举办第十届文体艺术节。在彩车队带领下，

踩高跷队、学生方队先后登场。拔河、踢毽子、象棋、台球、

乒乓球、羽毛球、定点投篮等一系列丰富多彩活动吸引众

多居民参加和观看。镇农技站、卫生站、计生站等部门组

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业科技咨询、法律咨询、卫生服务

等咨询活动以及民俗表演受到群众欢迎。艺术节上，全镇

１０００余人参与运动比赛和文艺演出，观看群众３０００余人。

【华夏花卉正式落户磨头镇】　３月，位于磨头镇新港村的

如皋市华夏花卉有限公司一期建成，正式开业。一期项目

总投资８０００万元，占地２２．６７公顷，拥有合作摊位４０个。

年内，出租摊位８０个，展示各类新特优花木品种１万余

种。二期于３月开始建设，１０月全面完工，占地２５．３３公

顷，以香樟、紫薇、桂花、银杏等大树奇石销售为主，年内入

驻商户６８家，年产值２．６亿元。三期占地２４公顷，于１１

月开工建设，主要经营花卉超市及盆花批发，其中花卉超

市建有智能恒温连栋大棚２．８万平方米，主要经营各类中

高档花卉精品，是当前国内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现代温

室型花卉超市。四期于１２月开工建设，占地２６．３３公顷，

主要经营大树、盆景苗木等。三期、四期工程将相继于

２０１４年２月、３月完工。

华夏花卉是磨头镇万亩花卉产业园区的核心区。该

项目总投资２．８亿元，占地１２０公顷，建成后拥有合作摊

位２０００余个，日装卸量可达１０００余车次，设免费自由交

易区、盆花区、大树盆景园林景观区、花卉生产区、花卉超

市区五大功能区，是集珍优花卉生产与展示、批发、零售、

科研、花卉文化传播、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型农业项

目。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走产业化

经营之路模式。

【磨头镇文体活动中心通过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评估定

级】　６月，磨头镇文体活动中心通过全国乡镇综合文化

站评估，定级为三级。磨头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１５００

平方米，设有文化资源共享室，棋牌室、艺术培训室、图书

馆、电子阅览室、乒乓球室、台球室、健身房、多功能室、办

公室十大功能室。每周免费开放５６小时。２０１３年，全年

举办各类文体比赛及活动２０余次，各类活动室开放正常，

群众满意度９８％。

（沈亚阳）

２０１３年磨头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
　表７７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亿 ２５２３７ １５．１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５３１ ８．７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７６７５ １７．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７５８１５ ４．８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６２４９８ １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７５５４９ ２０．１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９１２４ ２．５１ 小汽车拥有量 辆 ２４３５ ４５．８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５２１７ ９．８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５３０ ２３．８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１３６．３５ １０．３ 电话普及率 户数 ２０７００ 持平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９２ ２．１ 科技人员 人 ２８３２ ４．５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２５１ ８．６ 中小学校 个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１９５９ １５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６５３ ５．７

工业企业 个 １５７１ １９．４ 在职教师 人 ３４４ ０．１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６８１ ３１．１ 医院 个 ４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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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７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４７８２０ ２７．３ 卫生室 个 ２１ －０．１

工业利税 万元 ５０２２ ３２．０７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项目个数 个 ９２ ３．４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５ ３．３

当年项目投入 万元 １８６８１５ ６．７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２００ －４１．４６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８２５９７ ２１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６０９６ １５．７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６４００ －１４．７

三产实体 个 ４６２１ １．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２４８ １４．２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２１２７９ １５．８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２ ３．３３

２０１３年磨头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７８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磨头社区 沈建华 冒成龙 ２３ ４０１４ １３３．７ ３９３２７．８３ ２０８３６．０７

丁 冒 村 夏书华 夏书华 ２０ ２９１３ １５７．１ ２９３８０．００ １７５４６．７０

天阳社区 俞勋宏 俞勋红 １７ ２５３６ １５０．１ １８７５０．００ １９６９２．４３

星 港 村 丁井圣 系锦良 ３４ ３７０３ ３１５．７ ３８０２５．８９ １７８３９．３７

新 徐 村 马宏建 章建安 ２９ ４１０５ ２５７．１ ２３７０２．４３ １５８１３．４７

严 狄 村 赵法生 张仕建 ２４ ３１４４ ２０１．８ ２２２００．４１ １６０５８．０８

兴 韩 村 秦国明 郑圣礼 ２４ ３５５１ １４９．９ １８２３９．００ １５６９７．００

高 李 村 高　彬 高兴国 ２５ ３２３６ １９５．４ ２３２１９．０１ １６１２３．３０

顾 沈 村 吴云国 吴云国 ２９ ４３９５ ２６３．５ ２７７４５．８３ １６７２７．００

朗 张 村 郝兆军 郝兆军 １７ ３０１９ １８３ ２４３３５．００ １５５５４．００

高庄社区 孙　浩 高之勇 ２１ ３５８８ １５３．３ ２３５１４．５６ １８０７５．２４

老 户 村 朱　华 陈广权 ３０ ４２１２ ２６９．４ ２６４８２．２４ １５８１５．１６

董 堡 村 杨　海 杨　海 ２１ ２８５４ ２０８．８ ２７１７１．９０ １５８６３．１９

曹 石 村 章国瑞 张岳林 ２２ ３５９３ ２０６．４ ４２８８５．３７ １５９５８．９５

邓高社区 赵伟田 王　芳 １８ ３０９８ ２０６．２ １９３６５．００ １９４８０．９６

场 西 村 刘建锋 刘宏芳 ２９ ３０８６ ２３７．４ １８２５３．６０ １５９９６．００

场 东 村 张来富 张来富 ３９ ４８２８ ３１８．７ ３１５９６．０７ １９２３５．５８

新联社区 韩宝秀 丁小平 ２８ ３５７０ ２６０．９ ２５３０１．７３ １６４５６．００

塘 湾 村 丁邦宏 孙国林 ４２ ５３５７ ３８８．１ ８４７９５．４８ １７６１０．０４

新 港 村 鞠久富 鞠久富 ３１ ３５４２ ２７９．４ １９１０６．０５ １７２９０．２５

十字桥村 陈海平 陈海平 ２８ ３２２６ ２３１．９ ２２９７２．５８ １７９４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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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　　　　　　堰堰堰　　　　　　镇镇镇
【概况】　丁堰镇地处如皋东大门，是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省卫生镇、省文明镇、南通市工业重镇、如皋市特色镇。全

镇总面积７０．４８平方公里，镇区面积２．３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４１３３公顷，辖行政村５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２８７１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４．７８３５万人。２０１３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３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６．７

万元；完成财政总收入２．１９亿元，占全年任务１０７．７％，

同比增长１９．９％；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８３８７万元，同

比增长１５．８％；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１７８６５元和２８８００元。年度综合考核位居全

市镇级第一，获批省创新型试点镇，获省农村劳动力充分

转移就业镇、南通市全民创业先进镇、南通市社会管理创

新先进乡镇、南通市法治乡镇、南通市农家书屋先进镇、南

通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示范乡镇称号。在全市镇工作目

标责任制考核中获一等奖，获社会管理创新、财政收入、工

业运行、开放型经济４面红旗，获市文明镇、招商引资先进

单位（外资、民资）、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单位等

奖项１８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丁堰镇新增规模项目农业

２７个，总投入２．３亿元，占市交任务１９７％。新增设施农

业１４６．７公顷、有机农业８６．７公顷。建成省级小麦万亩

示范片１个，２个水稻万亩示范片升级为省级。不断扩张

设施农业、乡村休闲、花木草坪、有机稻米、水产养殖五大

产业板块，海景园林、宇鑫食用菌、森果休闲农业、南美白

对虾养殖、龙脉生态水蛭养殖、有机稻米基地等农业龙头

项目健康发展。成立农村“三大”合作组织３８家、“四有”

“五好”合作社６个、“双规范”合作社３个，４个农村经济

合作社获省级奖补，２个合作社获如皋市级奖补。丁堰镇

顺利通过省卫生镇复验。全镇实现村营收入４３４．６７万

元，其中１００万元以上村居１个、５０万元以上村居４个。

凤山社区通过省三星级“康居乡村”验收，皋南、鞠庄、赵明

通过省二星级“康居乡村”验收。村级无害化厕所改造实

现全覆盖。刘海村省级村庄规划建设示范点项目获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批准。镇农业服务中心获得南通市水稻高

产攻关竞赛一等奖、如皋市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奖。南通

森果生态园区通过省四星级旅游景区验收。

工业经济　全镇完成全口径增值税１．２１５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３％。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４６．４６亿元，占全

年任务１２５．８％，同比增长３７．９％；全部工业实缴税金

２．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２％；新增装机容量４７５２千伏安；

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７３０．７万元。全部工业应税销售、实

缴税金总量和增幅位居全市镇级第一，工业经济运行考核

位居全市镇级第一。全年新增规模企业４家（恒泰塑料、

西东印染、兆宽纺织、海德手套）、亿元企业２家（涤诺日

化、里高家具）、１０亿元企业２家（上海制皂、恒康家居），

其中，恒康家居跃居全市工业企业纳税第一强，江苏涤诺、

诺伯恩等企业应税销售增幅超１００％。完成工商注册外

资３１０３万美元，占全年任务２５９％；实际到账外资４８４万

美元，同比增长２７％。外贸进出口总额１．７２亿美元，外

资外贸考核名列全市第二。引进市外民资２．２亿元，新开

工民资项目９个，新引进明德塑胶、洽圩杨天医疗设备、固

力玻纤新材料和峰沛装潢４家工业企业落户。新增个体

工商户２１个，新增私营企业９个，民营经济运行在全市排

第二名。被省科技厅批准为创新型试点镇。

小城镇建设　年内，丁堰镇投入１６５０万元，实施环西

路以及鬼头街至沈海高速丁堰出口绿化亮化、老镇区形象

提升等工程。改造提升光明路、团结路、陈草路。开工建

设皋南安置房、旧城改造安置房、天通阳光花园商住楼、新

文体中心和卫生计生大楼。全年房地产开工面积５．２万

平方米，竣工５．２万平方米，实现房地产税收１１１７．０６万

元。完成沈海高速丁堰出口北侧，原镇粮管所、物资站和

清雅园等地块搬迁整理工作，搬迁１３８户，占全年任务

１１５％；整理土地８．９公顷，占全年任务１１１％。投资３５０

多万元建设工业园区东西中心路，园区路牙全面整修到

位；整理恒康家居北侧围墙外停车场用地，年内实现交付。

社会事业　年内，丁堰镇稳步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

通过如皋市级标准化验收企业１７家。新建农桥４座，完

成通达工程８公里，动工改造新民河北路、朝阳路、冯堡

路。新建村级一事一议道路４条７．６公里。整治四级河

１９条总长１９．７６公里，动土２６．９万立方米。完成部分主

要道路亮化、绿化和提升工程。全年培训农民７８００人。

完成农村困难家庭住房改造３５户。进一步完善镇、村（社

区）养老服务体系，实现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全覆盖。

镇新文体中心和卫生计生大楼主体完工。农村高音喇叭

百分之百通响。完成丁堰初中和小学塑胶操场建设。镇

区主要道口新增安全防范摄像头３０个，通过南通技防镇

验收。全年发放新农合门诊结报金额５６．５万元，惠及

５６５００人；发放住院补偿３６９万元，惠及２０５０人。发放基

础养老金７８２万元，惠及１３０００多人。发放低保金２１１．６１

万元、救助金１２．７万元。不断提高农村“五保”供养质量，

分散供养２９人，集中供养１０８人，集中供养率７８％以上。

成功创建省农村劳动力充分转移就业镇。建立镇医患纠

纷调处工作站。丁堰初中成功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办学；

鞠庄、新堰等社区文体广场建设到位，并通过如皋市级验

收；农家书屋工作被评为南通市示范乡镇；计生工作代表

如皋市顺利通过省人口计生“十二五”中期评估。丁堰镇

被评为南通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示范乡镇，丁堰镇司法所

被评为南通市示范级政法综治中心，丁堰镇环卫所被评为

南通市环境卫生先进集体，丁堰镇文化站被评为南通市优

秀综合文化站。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丁堰镇被评为省文

明镇、南通市文明镇。刘海村被评为省文明村，凤山社区

被评为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南通市“十佳”村（居）监督委

员会。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畜牧兽医站、敬老院等１６家

企事业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茄儿园社区、凤山社区等

·３１３·镇情概要



５个社区被评为市文明社区。新堰社区被评为市乡风文

明先进村（社区）。“爱心姐姐”姜峰被列入“中国好人”候

选人，李建云被列入如皋首届道德模范候选人，追逐梦想

的合伙人———钱志荣、坚毅自强“三好”女性———苏小红被

评为如皋爱心大使。丁堰镇代表队在市“中国梦我的梦”

主题诗朗诵大赛中获金奖。

【丁堰镇政府与南京师范大学开展联合办学】　６月２６日

上午，丁堰镇人民政府与南京师范大学举行联合办学签约

揭牌仪式。南京师范大学决定在丁堰镇挂牌成立南京师

范大学丁堰实验初级中学，双方将在教育管理、教学改革、

教育质量、师资培训等方面展开全方位交流探讨，提升丁

堰镇基础教育现代化水平。

【丁堰镇获批省创新型试点镇】　１２月，省科技厅公布第

三批省创新型试点乡镇名单，丁堰镇成功获批，成为全市

第二家创新型试点镇。年内，丁堰镇成功引进省“双创”

（即创新、创业）人才２人（天龙引进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于

广利、泰利达引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邵志强），新增省级人

才项目１个（恒康家居倪张根）、如皋雉水英才项目１个

（天龙于广利）、省科技支撑项目１个（南通泰利达）。全年

专利申请２３１件，其中发明专利７７件。发明专利授权１７

件，一般职务专利授权３８件，国际专利授权项目１件（恒

康家居）。科技人才工作考核名列全市第一。

【丁堰镇获南通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示范乡镇称号】　１２

月，经南通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评选，南通市

９家乡镇（街道）被评选为实施“十二五”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南通级示范乡镇（街道），丁堰镇以高分入选。

“十二五”期间，丁堰镇不断强化妇女参政议政力度。

截至年底，丁堰镇党政领导班子１８人中有女性５人，占比

２７．８％。镇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功能齐全、管理到位、利用

率高，接待婚姻家庭纠纷类来访１８件，成功调解１５件。

全镇事实孤儿６名、单亲贫困母亲２０名，均实现结对帮

扶。全镇学前教育普及率、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入

学率均为百分之百。农村妇女接受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８０００人次，妇女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得到增强。

【恒康家居ＭＤＩ体系气感记忆绵平泡发泡技术获国际专

利授权】　年内，江苏恒康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ＭＤＩ体

系气感记忆绵平泡发泡技术获国际专利授权。

该公司历时３年，投入研发费用１５００万元，成功研发

ＭＤＩ体系气感记忆绵平泡发泡技术，获得国内发明专利

授权与德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专利名称为“一种适用于

平泡发泡工艺的ＭＤＩ体系的非温感记忆绵”。该项技术

经省新技术与南通市科技成果鉴定，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该公司申请专利４２件，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３件、实用新型专利２２件、外观设计专利２件。

（邵建国）

２０１３年丁堰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７９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３４０７２ １０．２３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１３５ ２．８

财政收入 万元 ２１９７５ ２０．１９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４７９１７ １１．６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３７２０ ６９．２５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７８３７ ７．８

粮食总产量 吨 ４７７９２ ０．８６ 各类汽车 辆 ８５６ ６．７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４７３２１ １．３７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５４５ ０．１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１３ －９．０６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３ １．２２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３７．３８－１８．０４ 科技人员 人 ９７０ ０．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１４４０ ４．９７ 中小学校 个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５１３ １．１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１９８３ －３．２２

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２４ ０．２ 在职教师 人 １９１ －１９．５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４２４ ０．２ 医院 个 ３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１２８９００ －４．６２ 卫生室 个 １４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７３９３５ －１２．１ 初保普及率 ％ ９４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１２ －５．８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５ １．２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７２３１１ ０．４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４１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续表７９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４８４ ２７．０３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３３７００ １１．８２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２２６０２ ５．７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６１６２ １．２４

三产实体 个 ４０９７ ２．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８６５ ８．５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６７３６ ３．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３９．８ ０．５１

２０１３年丁堰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０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红 桥 村 陈邦建 朱余海 ４１ ４８２０ ４５７ ５４６００ １６８００

朝 阳 村 顾　琴 崔胜利 ３１ ３４２１ ３０２ １１３５４３ １６７２５

刘 海 村 钱志荣 陈勇军 ２９ ４１１５ ３５１ ４９０１４ １７６５２

堰南社区 刘明祥 冒建国 ３７ ４９９６ ３９５ １１４６８０ １８２０８

新堰社区 刘兴燕 吴震冈 ２２ ３２１５ ２８３ １７５４６９ １８５６８

夏 圩 村 周国祥 高亚军 ２８ ３４０７ ３７７ ３９３９４ １７８４５

凤山社区 王　林 吉晓宇 ２９ ４９６４ ３１１ １１３９６７ １８７３９

赵 明 村 丁爱华 沈建龙 ４９ ５７０６ ５４８ ３１６４８ １６１１１

鞠庄社区 吴　钧 王章全 ６１ ７０８７ ６４９ ２１９０５３ １７１６７

皋南社区 季永泽 李春荣 ４２ ６１０４ ３２１ ４８０４５１ ２０７０８

东东东　　　　　　陈陈陈　　　　　　镇镇镇
【概况】　２０１３年３月，原雪岸镇、东陈镇所辖区域合并，

设立新的东陈镇，镇政府驻原东陈镇府前街４号。东陈镇

位于如城东北部，东与如东县相邻、北与海安县接壤。全

镇总面积１１６４４．６９公顷，耕地面积５８９９．８２公顷。辖行

政村１１个、社区１２个，总人口７．６万人。２０１３年，全镇实

现财政收入１３４５３．１４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６０２４．５２

万元。获国家卫生镇称号，在全市“百面红旗”竞赛中获招

商引资和服务业２面红旗，获市文明镇、招商引资先进集

体、劳动保障工作先进单位等先进称号１５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东陈镇“万顷良田”项目区围

绕打造省级现代化农业园区目标，全面完成搬迁扫尾、土

地整理，基本完成路网配套等基础工程建设，招引南通金

立花木项目落户。福友纺织被评为南通市级农业龙头企

业，鑫盛禽业被评为如皋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年内，全镇

新增规模农业项目２５个，总投资２．７５亿元，流转土地

４６７．３公顷，新增花木２５３．３公顷、有机农业２３３．３公顷、

设施农业２３０公顷。全年完成拆旧复垦３０．３公顷，其中

１７公顷通过验收。全镇２３个村（社区）村级集体收入均

超过２０万元，其中，尚书村突破１００万元，石池、万富、雪

岸等９个村收入超过５０万元。争取农业资源开发项目资

金补助１３００万元，提升村级基础设施配套能力。全年整

治河道２６条，修建农桥５座、农路９条。持续开展村庄环

境整治，建成省一星级康居示范村２３个，其中省二星级康

居示范村７个、省三星级康居示范村１个。

工业经济　年内，东陈镇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实现全

部工业应税销售３９．４８亿元；工业用电量１４４０６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１３．８５％；规模工业投入１３．１８６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２％；新增装机容量８４７３千伏安，同比增长

０．９８％；完成设备抵扣税５８４．１２万元。迪蒙特数控和平

易电子成功落户，迪蒙特数控设备项目实现当年落户当年

正式投产。获取市委市政府对双马化工发展总部经济专

项政策支持，双马集团新注册的瑞海贸易公司外资到账

１２００多万美元。全镇实现注册外资３１０９万美元、到账外

资１３４３万美元，市考核位列第一。唯路易服饰成功跻身

亿元企业行列，应税销售同比增长３１３．９％。新增定报企

业２家（金迪特钢、金凤制丝）。新空间集团、恒安橡胶、亚

点毛巾等项目实施技术改造，总投资１．２亿元。完成园区

搬迁２６．７公顷，建设标准厂房２０４００平方米。实现服务

业应税销售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２．３％；服务业税收

２１９２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３％，位居全市第二。成功盘活恒

晟科技及其东侧闲置土地５公顷，奥林石材项目进驻并于

当年实现试生产。

小城镇建设　年内，区划调整后，东陈镇充分利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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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中心城区和拥两个高速道口（沿海高速出口、启扬高速

预留出口）的独特区位优势，确定打造中心城区卫星镇、人

文生态乐居镇、宜业宜商枢纽镇发展新定位，确定建设“一

镇两区六园”（“一镇”即一个中心新城镇，“两区”即南、北

两个现代化工业示范区，“六园”即机械制造、电子信息、新

材料新能源、现代纺织服饰产业园、万亩现代农业园、商贸

物流园）新规划。年内，１６层的顺洋假日酒店、设计面积

１４万平方米的水绘东城、左岸洋房３个房产开发项目新

落户；翠湖湾项目规划建筑面积７万平方米，年内开工建

设４．６万平方米，其中２．１万平方米实现封顶；华安房产

开工建设６幢。１１万平方米的滨湖小区和雪岸佳园二期

等镇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取得成效，滨湖小区１～８号

楼３６０套安置房交付搬迁户，另有２５８套实现封顶。成功

出让中山东路北侧及高速道口西侧两幅土地４．９公顷，土

地出让工作考核位列全市第二。全年房地产开发６．２３万

平方米，竣工３．８万平方米，实现房地产税收９７４．６３万

元。加强镇区配套设施建设，完成东风大桥主体施工，“好

民居”镇区农民集居区建设、“东郊花园”商品房建设、工业

集中建设３个项目通过市“十个优”考评。

社会事业　年内，东陈镇获全国卫生镇称号。投资

５００多万元加固东陈初中、南凌小学教学楼，教育工作连

续４年在全市评估综合考核中位列优秀，通过全国义务教

育阶段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和省学前教育改革示范区验

收。全镇享受基础养老金２１２８９人，全年净增养老、失业、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计２３９３人次，为全市居保“四不出

村”现场推进会提供典型。组织招聘会，为企业吸纳人才

３８人，招录劳动力３００多人，同步开展就业和技能培训。

落实低保政策８１６户，做到应保尽保。改造提升困难群众

住房５３户。为镇内妇女、儿童、６５岁以上老人建立电子

健康档案累计６．６万份，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２８个，免费

为适龄儿童接种１２６４５针次，妇查７８３２人，其中“两癌”

（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２０００人次。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东陈镇成功创建省

文明镇，双群、雪岸两个社区成功创建南通市文明社区，其

中双群获省文明村称号。被评为市科普示范镇。开展“过

年七天乐”“欢度元宵”“乐一天”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及广场

舞、钓鱼、诗歌朗诵等比赛。全年送露天电影到村、企业

１７６场次，观众达１万人以上。深入推进“六五”普法，尚

书村、凯晖皮草科技（南通）有限公司分别代表如皋市村

（社区）、企业接受并通过省和南通市“六五”普法中期考核

验收。在各村（社区）建立信访接待室，全年受理调处矛盾

纠纷１９２件，调处成功率９９％；镇级接受来访８６批、信访

２４件，百分之百办结；办理“１２３４５”市长公开电话交办单

２３４件，办结率９９％；法律援助３２件，被评为南通市法治

乡镇、南通市长安镇、南通市“四无”乡镇。被评为南通市

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滨湖小区安置房１～８号楼交付使用】　１２月１５日，东

陈镇滨湖小区安置房１～８号楼交付使用。该小区位于镇

区槽坊路以南、滨湖路以东、东建路以西、育贤路以北，占

地１０．６７公顷，规划建设多层及小高层１２栋、７２６套总建筑

面积１１万平方米，为“万顷良田”项目提供搬迁安置服务。

其余４栋于年内实现主房封顶，预计２０１４年８月交房。

【东陈镇获国家卫生镇称号】　１２月２９日，东陈镇被全国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命名为国家卫生镇。

自２００９年成功创建江苏省卫生镇后，东陈镇加大投

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增强群众关注健康、

讲究卫生意识，改造提升镇内道路、绿化、管网、环卫等设

施，做好“四位一体”长效管护，综合整治村庄环境，极大改

善了群众人居环境。

【江苏唯路易实业有限公司年应税销售突破亿元】　年内，

江苏唯路易实业有限公司实现应税销售１００９５万元，同比

增长３１３．９％，成为继双马集团、新空间集团之后的又一

家１亿元企业。

该公司位于东陈镇北部工业园，占地２．５７公顷，总建

筑面积３万平方米，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２年建

成投产。以生产高端时尚品牌童装为主，拥有自主品牌，

项目源自于法国ＶＩＶ＆ＬＵＬ（唯路易）高端时尚童装品

牌，产品销售以一线城市高端商场为主。

（周锦旭）

２０１３年东陈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８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３１１５７４ ７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４３１０ ２２．４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３４５３．１４ －２４．４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７０００ １４．８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３９３０ ７ 各类汽车 辆 １１４０ ２３．６

粮食总产量 吨 ５４５２２ －３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７９ ６．２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５９４９２ ７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４９ ４．２６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７．６ －３．８ 科技人员 人 ８０３ １　

·６１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续表８１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０５ －３．４ 中小学校 个 ６ 持平

水产品产量 吨 ３６２８ ２７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２８００ －２１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１０ －０．４ 在职教师 人 ３５０ ５

工业企业 个 ４０２ ７ 医院 个 ４ 持平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２６１０ ２．６ 卫生室 个 ２４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８４３６５９ ２．８６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８００７２ ２４．８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８．６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３５ 持平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２ 持平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６８６９０ ４．５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７２００ －７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１４６６５０ １．６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９２６６ １０

三产实体 个 ２６８０ ７．２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９．２ 持平

２０１３年东陈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２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洪 桥 社 区 蒋正松 冒秀忠 １６ ３０６６ ７５．７２ ３５８８２ ２２２８６

杨 庄 社 区 冒殿明 薛如华 ２２ ３０８９ ３１６．１５ ３２８９２ １９７４５

汤 湾 村 汪正荣 何银生 ２７ ３４６０ １７１．２４ ２６２３０ １８０９５

山 河 社 区 秦宝山 秦爱梅 ２３ ２９４１ １８５．６６ ３０１４２ ２１５５７

杭 桥 村 薛　建 仲维平 ２１ ２５０６ ２１２．７９ １５８８３ １８４９９

蒋 宗 村 张勇军 蒋爱建 ２０ ２６８５ ２０３．７４ ２８９０４ １９９１３

范 桥 村 徐吉建 张贤专 ２３ ３００２ ２０５．６１ ３１７４０ ２０１３６

尚 书 村 季邦国 朱伯军 ２０ ２６４１ ２４８．３５ １２１３８ ２１４８７

北 庄 村 薛伯林 薛伯林 １８ ２０８１ ２４８．６１ １９６２８ １９１４２

南 庄 村 薛福如 陈建平 １９ ２２２４ ２９２ ２２０４７ １９４３８

冯 堡 社 区 李爱国 戴伯平 ２３ ２９０２ ２８７．０６ ２７６５０ １８７５２

石 池 村 张　建 冒建全 ３０ ３７３５ ４１２．１３ ３３５９８ １９３９０

徐 湾 社 区 徐竹梅 徐金梅 ２３ ３０９９ ３１４．９８ ２５１２９ １８７８５

南东陈社区 李明山 冒乃国 ２５ ３５５０ １３６．０４ ９９５１９ ２２４５０

双 群 社 区 潘海燕 薛文全 ２１ ２７７１ ８４．２９ ２０４７８ １９８７３

雪 岸 社 区 崔怀林 冒乃春 ３３ ４２２１ ２３６．７５ ３３２２１ １８６５３

南 凌 社 区 季本山 沈　华 ２２ ３８４３ ２９１．２３ ２６３５６ １８２６４

雪 东 社 区 祝建梅 张　梅 ２７ ３８２２ ３０７．１６ １９３２０ １８５５７

万 富 社 区 章裕阳 潘金海 ３５ ６１５６ ４８４．４６ ３９５１２ １８５１６

凌 云 社 区 陆晓高 贲娅男 ２４ ３５７０ ３１８．５４ ２０６２３ １８６０１

雪 洪 村 冒国彬 张友山 ２７ ３３０９ ２４９．７４ ２０２２１ １７４６５

刘 亮 村 田兴云 季从宽 ２５ ３１７３ ２８９．５１ １９０４２ １６９８４

刘 杨 村 沈　剑 夏映忠 ２７ ４１８１ ３２８．０６ ２１８４２ １６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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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下　　　　　　原原原　　　　　　镇镇镇
【概况】　下原镇地处如皋中南部。总面积７０．７６平方公

里，镇区面积３．４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３８３２．８公顷，辖

行政村７个、社区８个，总人口５９６９７人。２０１３年，全镇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５．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０％；实现财政收

入１３４２７万元、同比增长２１％，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４８９７

万元、同比增长９％。获省文明镇、南通市文明镇称号。

在全市镇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获如皋市镇工作目标责任制

考核先进单位称号，获项目投入、财政收入、服务业、城镇

建设、党建工作创新、文化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生态文明

建设８面红旗，获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示范点、道

德诚信建设五星级单位、文明镇等奖项。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下原镇实现农业总产值

３６４７３万元，同比增长８％；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８８３元。新

增花木面积２７３公顷、设施农业８０公顷，６６．７公顷有机

稻米进入转换期。新建晨宇葡萄园、花物语生态农业园等

７个１３．３公顷以上农业项目。创建“双规范”合作社３

家，新培育国家级、省级、南通市级“五好”示范合作社各１

家。新建邹庄社区、腰庄社区、藕池村３个二星级康居乡

村，文庄社区获省级康居示范村和省级村庄建设与环境整

治试点村称号。新建农村一事一议奖补路１１条１８公里、

市补扶助路６条１６公里，危桥改造７座，当年全面建成通

车，通过省农村公路管养达标镇验收。

工业经济　年内，下原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１１．０２亿元、服务业应税销售１２．４亿元，增幅分别为

１１．２１％、１８７．４％。全年正式签约落户规模以上工业项目

１１个，新培育华阳铝业１家亿元企业，海宏钢结构、医邦

医疗２家规模企业。浩鑫液压建成南通市级工程研发中

心；申报各类科技计划１４件，项目立项９件，华阳铝业获

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医邦医疗晋升高新技术产业企

业；申报各类专利８１件，获发明专利授权１２件；注册商标

１０个，华阳铝业获南通知名商标。医疗器械园区三、四期

３．５万平方米商居楼主体竣工，新入园经营户２８户，累计

达８２户。

小城镇建设　年内，下原镇完善镇总体规划、镇村布

局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编制镇区核心区控规，并制成沙

盘，向公众展示。完成镇区绿化１．６万平方米，实施全镇

污水主次管网建设和雨污管网规范分离２５００米，与沿线

２６家企事业单位实现管网对接，百分之百接通。镇区搬

迁４１户，整理土地２．２公顷；土地拆旧复垦２３．６公顷，土

地出让１公顷。新开发房地产４．２万平方米，竣工３．４万

平方米，农民进镇购房居住７５户。农民入住集中居住小

区１２１户。

社会事业　年内，下原镇投资５００多万元新建下原初

中塑胶运动场、中心幼儿园塑胶跑道、花园小学食堂等，下

原初中中考３０名学生达如中公费生线，２４４名学生录取

四星级高中，教育综合考核位居全市第五名。建成中心幼

儿园、派出所，装修提升镇便民服务中心、镇世代服务中

心、镇文体中心、从善文化广场，并对外开放。完成城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２１４２２人、居民医保３１２人、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２５８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领取人数１３４０５

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１００％。发放各类民政优抚

资金６８０万元。改造提升农村困难群众住房４３户。镇敬

老院大楼封顶竣工。区域供水文庄项目工程投入使用。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下原镇财政所等

１１家单位和部门被评为市文明行业，下原医院等１３家单

位和部门被评为市文明单位，白李社区等２个社区被评为

市文明社区，花园头村等４个村被评为市文明村。加强村

级民事调解、信访、综治警务室建设，全年调解各类矛盾

２５５起，调解成功率９９％，为民办实事５８件，处理市长热

线交办件１３２件。

【下原镇安监所通过省级规范化创建验收】　１１月，下原

镇安监所通过省级规范化创建验收。

２０１３年，下原镇安监所以创建省级规范化基层安监

机构为目标，牢固树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理念，通过强

化基层基础建设和安监人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安监

机构职能，推动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机制完善和安全监管能

力提升，保障并营造全镇安全稳定的生产环境，成为全市

唯一通过省级规范化创建验收的安监所。

【华阳铝业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１２月，如皋市华阳

铝制品有限公司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３年，如皋市华阳铝制品有限公司以转型促发展，

以科技创品牌，加大新型航空铝型材研发投入，销售收入

实现１．０１亿元。申报各类专利１０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８件。

（冒银飞）

２０１３年下原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８３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５０１０７ １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９６２ －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３４２７ ２１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０９８３ －４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６４７３ ８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１８３３５ －１

·８１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续表８３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粮食总产值 吨 ４１８２６ １６ 各类汽车 辆 ２１７２ 持平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９６００ 持平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７９ １９

年出栏猪数 万头 ４ －３６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５ 持平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７５ ３ 科技人员 人 ９４９ －３

水产品产量 吨 ６９７ ２２ 中小学校 个 ４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８１ －７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３７９６ 持平

工业企业 个 ９１８ －１０ 在职教师 人 ２７３ －１

个体工业企业 个 １１９８ １７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０１６３３ －９ 卫生所 个 １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１８９４５ －６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８ ２０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８７ ２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４１６００ ２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６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１２１ －７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３８３３９ 持平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００８ －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８８３ ２３

三产实体 个 ２５３７ －４ 人口 人 ５９６９７ １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９１６５ １７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持平

２０１３年下原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４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沈阳社区 于永国 于永国 ３２ ４２５０ ３３１．７ ４１５５８ １８３３０

下原社区 王志祥 王志祥 ３２ ４８１５ ２６５．４ ７６７８９ ２０６０９

邹庄社区 葛　军 刘文泉 ２９ ３８９０ ２６６．４ ４２６４５ １７６２８

野树社区 张善良 洪进余 ２９ ４４２９ ２０５．４ ３８５４０ １８８９２

文庄社区 王海山 丁　旭 ３３ ４５５７ ２７０．１ ３５９７２ １７５７７

桃园社区 王建平 陈德平 ２７ ３１１２ ２３７．６ ３１１８５ １８１９７

腰庄社区 王　平 王　平 ３５ ４９６２ ３２３．７ ５４３２７ １７７０３

白李社区 秦小军 李世梅 ２５ ３９５０ ２１６．３ ４０９２４ １７５３７

曙 光 村 丁邦宏 沈国庆 ２４ ３４０６ ２９９．９ ２６７９６ １６４４９

花园头村 丁邦峰 丁邦峰 ２７ ４０４９ ２７６．７ ３２７００ １９２４５

老 坝 村 范陈龙 暂缺 ３４ ４３７０ ２９０．２ ３５２９１ １６２７４

陈 桥 村 周建华 周建华 ２６ ３３０１ ２２０．２ ２６５７０ １６７７９

蔡 荡 村 钱　军 姜　哲 ２９ ３８３２ ２５５．３ ２９９９９ １７７１７

张 庄 村 吴皋南 吴皋南 ２４ ３２２４ １７６．３ ３０５８７ １６５８０

藕 池 村 范红云 范红云 ２３ ３１００ １９７．６ ２２９６８ １７４９０

·９１３·镇情概要



吴吴吴　　　　　　窑窑窑　　　　　　镇镇镇
【概况】　吴窑镇位于如皋市中南部，总面积６４．３６平方公

里，镇区建成区面积４．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５０２．２公

顷，辖行政村９个、社区８个，村（居）民小组４０２个，总人

口６４７５５人。２０１３年完成财政总收入１．１２亿元、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４８６０万元。全镇建筑业完成施工产值１４２亿

元、税收４７５０万元。获省文明镇，南通市文明镇，如皋

市工业运行红旗单位、劳动保障工作先进单位、项目农

业先进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村组路桥建设管

理先进集体、环保工作先进单位、绿化工作先进镇区、

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单位、“四位一体”长效管护先进

集体等称号。

农业和农村经济　全年累计完成土地流转１５２公

顷，新增设施农业和有机农业面积各５３．３公顷，新增花

木面积１３０公顷，苗木产业初具规模。吴窑山羊市场、昊

天农副产品公司被复核认定为２０１３年度如皋市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群盛山羊被评为南通市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天之鹿鸽业通过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

牌。年内成功申报如海灌区１１期工程和沈甸、何柳高沙

土农业资源开发工程，投资建设黄石、钱庄、何柳等村

（社区）万亩优质稻米项目。整治三级河道１条、四级河

道２０条，新建防渗渠１０．２公里，完成泵站改造２座，配

合完成如海运河立新河口抽水站清淤治理工程。全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９８％，新建标准化示范方６６６．７公顷，

被评为南通市秸秆综合利用先进镇。全镇１７个村（社

区）中集体收入超１００万元有２个，超５０万元有３个。

吴窑居江中小区和黄石居黄石小区通过省村庄环境整

治二星级“康居乡村”验收。引导大学生村干部等村

（居）干部带头创业，其中１人被评为南通市致富带头人。

全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６７５０人，培育科技示范户

１７６户，科技辐射户３５２０户，四房村种植的芋头获市首

届香堂芋比赛一等奖。

工业经济　年内，吴窑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９．１３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应税销售５．５４亿元。完成全部

工业实缴税金３８７８万元，其中规模工业实缴税金２０３６万

元。完成工业用电量４２１０万千瓦时、新增装机容量３３７１

千伏安。完成工商注册外资１２０８万美元，实际到账外资

２２９万美元。引进市外民资１８０６０万元。招引工业项目

１０个，其中亿元项目２个。完成全部工业项目投入７．２４

亿元。引进三强制药设备、捷宏机械等一批先进制造业落

户，先进制造业贡献份额占比超过５０％。全年完成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１１亿元，新增发明专利１０件。新增规模企

业１家（远业液压），全镇现有规模企业２１家。新增顺隆

康复器材、远业液压２家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三昊时

装１家规模文化产业企业，丹凤纺织跨入亿元企业行列。

中如化工成功申报省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顺利通过南通市年度绩效考核。三强压力容器通过国家

质监总局组织的鉴定评审，成为如皋市第二家获得Ａ１、

Ａ２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的企业。全年引进总部型企业

１２家，１人被评为市“雉水英才”，１人入选省“六大人才高

峰”，１人被评为南通市科技型企业家。

社会事业　年内，吴窑镇成功创建省首批学前教育改

革发展示范区，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国家级

督导检查。全镇有２９人被录取为如中公费生，列全市农

村初中第五。全年完成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７９户，６１０

户城乡低保重新建档立卡，重残变动８１２人，“五保”变动

１６８人。大病救助困难群众１６９人，为全镇２３８５名高龄

老人建档并发放尊老金１８７．２万元，对９４２名重度残疾人

发放补助金１１２．６万元。敬老院达标升级工程通过验收，

福康老年康复护理中心正常运行。镇文化站通过南通市

综合文化站规范化验收，建成市图书馆分馆。免费孕前健

康目标人群实现全覆盖，失地农民保障和新增企业职工

保险应保尽保，统计工作通过省规范化创建验收。开展

创业培训２００余人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百分之百参保。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指标达规范要求，成功创建省儿童预

防接种和儿童保健数字化门诊，完成省慢性病及其危险

因素监测工作１５０人次。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

小城镇建设　全年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２０００多万

元。全面完成人民路和４．７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

新建农村通达道路工程３１．５公里，改造危桥１３座。实施

三强园区、百营工业园区、北工业园区等地段配套雨污水

管网工程。实施路灯亮化工程，完成农民文体公园南扩工

程和吴窑初中操场塑胶跑道提升改造工程。全年新开发

房产６．２７万平方米，竣工５．４２万平方米，完成税收１１０１

万元。完成环东路北延段、农机站搬迁。完成安置房建设

３．５万平方米。盘活低效闲置土地近６．７公顷，完成土地

拆旧复垦８．１公顷，占补平衡项目８．７公顷，全年出让经

营性土地４宗１．９公顷。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吴窑镇通过开辟宣

传专栏、广告灯箱、廉政文化广场等，积极宣传党员干部基

本道德规范和勤廉班子先进事迹。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

习廉政准则、“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以及如皋市“十项规

定”，通过举行全镇廉政教育大会，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宗旨

意识、表率意识和廉洁意识。年内，吴窑镇获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省文明镇、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南通市文明镇称号，江苏

江中集团被评为南通市文明单位，立新社区被评为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度省文明村，立新社区、黄石社区被评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度南通市文明社区。福康医院石学兵被评为南通

市红十字爱心大使，获市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入围中国

好人榜评选名单。镇财政所“梦甜爱心团队”和沈徐村沈

玲分别被评为市第六届爱心团队和爱心大使，钱庄社区刘

德林被追认为如皋市见义勇为好人。

【吴窑镇开展向南通市红十字爱心大使石学兵学习活动】

　１月，吴窑镇福康医院院长石学兵在南京鼓楼医院为北

·０２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京某医院一名３７岁白血病患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２４１

毫升。石学兵成为年内江苏省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

时也是全省年龄最大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４９岁）。石学

兵被评为南通市红十字爱心大使，获市首届道德模范提名

奖，入围中国好人榜评选名单。２月２１日，吴窑镇召开

２０１２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会议号召全镇上下向石学兵学

习，学习他无私奉献精神，将爱心转化成吴窑人责任，共同

传递爱的正能量。

【吴窑镇中心初中与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育教学合作共

建活动】　５月３０日，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吴窑镇中

心初中举行教育教学合作共建活动。双方签订 《南通大

学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确立教学实践基地关

系，并就双方教学交流、实验培训和教育科研等达成合

作意向。

【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会在吴窑镇召开】　１１月６

日，全省秋季秸秆机械化还田新技术新机具演示现场会在

吴窑镇召开，全省各市农机工作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与

会人员参观吴窑镇三元社区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观摩机

手们现场演示埋茬旋耕机、翻旋耕复式作业耕整机、新型

打捆机等一系列新机具使用，详细了解吴窑镇农业机械推

广和使用情况。

【三强制药设备项目落户吴窑镇】　年内，吴窑镇挖掘存量

土地潜力，力促产业转型升级，盘活宏鼎钢构等存量土地

资源，成功引进上海三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制药设备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１．５亿元，占地面积约４．３公顷，建筑

面积２．２万平方米，主要生产制药设备以及智能系统模块

化装备，是吴窑镇产业转型升级的优质龙头项目。

（曹文智）

２０１３吴窑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８５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６５４５２３ ２．２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００２ －８．０７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１８５９ １．０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９５５６ －１．０８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３５９９ ８．００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８９５５６ １．６５

粮食总产值 吨 ３４８６９ １．５９ 各类汽车 辆 １３５２５ １６．１３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１７５６８ ５．２８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１８５ ２．７８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８．８８ ７．２５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９６ ５．４９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２５ ５．９３ 科技人员 个 ４７１１ １．３１

水产品产量 吨 ４５４ ４．０２ 中小学校 个 ３ 持平

种养专业户 个 ２５０ 持平 在校中小学生 个 ４３２３ －０．４６

工业企业 个 ５７８ ２．８５ 在职教师 个 ２９１ 持平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１２５５ ２４．１３ 医院 个 ２ 持平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８７３８４７ １６．９６ 卫生室 个 ２１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３３４５６ ８．９８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２１ １０．５３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投入 万元 ５０１２０ ７．７８ 自来水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１４００ ７．２８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１０３３ １．２２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５４５３３ １．３０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５１１２ １．０５

三产实体 个 ２９００ ３．２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０２１ ２．３４

三产从业人员 个 １０５４０ －７．７９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６１ 持平

·１２３·镇情概要



２０１３年吴窑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６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吴窑社区 沈良华 沈红兵 ２８ ４６２０ ３１３ ６．６１ １９０１１

黄石社区 沈卫华 沈卫华 ２１ ３０３５ １９１ ５．３３ １８２１１

沈 徐 村 蔡成君 蔡成君 ２５ ３９００ ２４４ ３．７７ １３１５５

钱庄社区 张耀兵 张跃全 ２１ ３４７１ １８０ ３．９９ １６５２２

陈 家 村 倪绍云 倪绍云 ３０ ４０９０ ２２５ ３．５５ １６８５５

何 柳 村 郝荣建 郝荣建 ２０ ３１４１ １５３ ２．６５ １８０００

沈 甸 村 沈忠泉 沈世军 ２８ ３６５５ ２１５ ３．３９ １７９９２

三元社区 万久国 吴伟伟 ２３ ３７６０ ２０５ ３．９８ １７５３５

大石社区 石晓林 石晓林 ２４ ３３８８ １７８ ３．５５ １４８５９

立新社区 王亚娟 严永丰 ２５ ４０９１ ２４２ ３．６４ １８５３３

小马社区 王天华 王天华 ２５ ３０４０ １７９ ２．６５ １７５６６

龙 河 村 郝忠林 郝忠林 ２２ ３３５６ １８１ ３．５６ １４９６５

平 田 村 张海均 张海均 ２６ ３８６６ ２２５ ３．５４ １７５６５

四房社区 李世安 周　浩 １８ ３１００ １９６ ２．８９ １７９５３

长 西 村 李文泉 陈建明 ２２ ３０２８ ２０４ ２．９５ １６１００

长 庄 村 张台建 吴霏霏 ２４ ３１４０ ２０７ ２．７８ １８６５６

老 庄 村 许　明 许　明 ２０ ２５８５ ２１６ ２．９５ １５８６３

九九九　　　　　　华华华　　　　　　镇镇镇
【概况】　九华镇是如皋市南大门，总面积７４平方公里，其

中耕地面积３２６８．３公顷。镇区规划面积１０．２平方公里，其

中建成区４．８平方公里。下辖行政村１４个、社区５个，总人口

７．１９万人。２０１３年，获国家级卫生镇、江苏省文明镇称号，

在全市“红旗单位”表彰中获得项目投入、财政收入、工业

经济运行、文化建设工程、生态文化建设５面红旗，并获得

市级先进集体荣誉４２个。农村公路管养接受省级现场会和

外省市参观，洋港村建成国家级交通示范村。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九华镇疏浚三级河道１条，

动土３．１万立方米；疏浚四级河道９５条（段），动土４６．５６

万立方米。新建防渗渠２５．３６公里，新建泵站４座６台

（套），泵站改造４座。新建通达工程１４公里，新建桥梁

１０座。推进项目农业规模化，培育适度规模经营４６６．７

公顷。新增高效设施农业１５４．３公顷，６６．７公顷花木园

区１个，有机果蔬基地１个、有机稻米基地１个计５７．３公

顷。完成农产品“三品”认证３个（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

品、有机稻米各１个）、“三个一批”（指一批现代农业园区、

一批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基地、一批现代农业示范村）项目

各１个，新增成片造林９３．３公顷，建成南通市绿化示范

镇。新增水产养殖项目１个，新增万头养羊项目１个，新

增高效露地经济作物６５３．３公顷。加强“四位一体”长效

管理，全镇建立秸秆禁烧禁抛、机械化还田示范村２个，建

成丰产示范方３８个。

工业经济　年内，九华镇完成规模工业产值６０．９１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６％；全部工业应税销售３１．３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２％，占年计划１０５．１％；增值税１．０８亿元，同比

增长１２％。工业用电量５０００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２１．８％。实现全部工业实缴税金１．３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新增规模企业３家，现有规模企业２３家。现有１

亿元以上重点企业８家。优化工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化

工设备制造、电子电器、有色金属熔炼等行业。曼特威公

司“上海大学循环材料研究所”被评为南通市级工程技术

中心。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４个，申请发明专利５５个，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９个。星球石墨公司被授牌为中国大型

石墨化工设备研发生产基地。完成注册外资１３１７万美

元，占年任务１１０％；实现到账外资３３９万美元，同比增

长７３．８％；引进市外民资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８％。跟

踪洽谈项目３０多个，正式签约落户项目９个，总投资额

１５．６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３个。完成规模工业投入

·２２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８．８亿元，占年计划１０２．５％。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

６８１．３万元，同比增长４５．３％；新增装机容量５７９０千伏

安。食品药品注塑包装、包装新材料、汽车涡轮完成资

产交接，涡轮项目６０００平方米厂房开工建设，意大利工

艺石材小规划投产，凌云机床１万平方米厂房主厂房开

工建设。

社会事业　年内，九华镇新文体中心主体封顶进入装

修阶段。“舞动文明、炫出风采”广场舞蹈大赛获如皋市金

奖。九华初中公费录取如皋中学、白蒲中学、石庄中学等

省四星级以上高中学生７５人，再创历史新高。农保实现

全覆盖，区域供水工程全面完工。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合

率１００％，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站全面实行零差价销售药品。人口计生工作管理与服务

相结合，育龄妇女免费技术服务和奖励扶助政策充分落实

到位。

小城镇建设　年内，九华镇完成城镇基础设施投入

３６００万元，占年度计划２３２％；小城镇建设“十个优”创建

活动获４个优，居全市榜首。商品房开工面积６．４８万平

方米，竣工面积５．２８万平方米。完成镇区搬迁７８户，整

理土地４．１６公顷。建成兴隆路６００米，铺装面积１．８万

平方米。建成污水管网５００米，完成绿化补缺１万平方

米。完成镇区夜景亮化工程８处，新增路灯１００盏、广告

灯箱３００个。引导农民进镇居住，建成桃李园小区、金荷

嘉园、金圩小区安置房，总面积４２１３０平方米，全年进镇居

住３５０户，进镇人口２０００人。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九华镇加强民主法

制建设，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校务公开、所务公

开、站务公开。完善述职述法述廉制度，组织市镇党代表

和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和监督、评议。强化审计工作，

规范下属各单位金融收支管理秩序。结合“六五”普法，推

进依法治镇进程，１９个村（社区）民调组织均有效开展工

作，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刑事、治安案件得到有效遏制。

开展文明村（社区）、文明单位系列创建活动，贯彻落实《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

善村规民约，年内获省文明镇称号。

【星球科技园开业】　５月２３日，南通星球石墨有限公司

被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和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授

牌“中国大型石墨化工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暨南通星球科

技园开业仪式举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第八、九届全国政

协委员、地质矿产部原副部长、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

名誉副主席张文驹，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沙人麟，南通市委副书记陈斌，南通市政协原主席、市关

工委主任曹能新等出席授牌仪式。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创办于１９８７年，总投资

２．８亿元，年产值超过１０亿元。该公司以合成炉、换热与

吸收设备等为核心的各类产品实现市场占有率９８％，是

全球石墨设备主要供应商之一，是国内唯一通过Ａ４级非

金属与Ａ２级金属压力容器设计与制造许可的专业型制

造企业。

【九华小学建成使用】　年内，九华镇党委、政府在充分调

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投资４０００万元，以现代化标准新建

九华中心小学。９月１日，九华小学新校舍投入使用。首

期可容纳教职工８２人、学生１２００人。

【九华镇获国家卫生镇称号】　１２月，九华镇被全国爱卫

会命名为国家卫生乡镇。

九华镇在２００９年获省卫生镇、国家环境优美镇称号

后，锐意进取，切实加强“四位一体”长效管护，村庄环境综

合整治、基础设施规模投入等工作，达到国家卫生乡镇

标准。

（刘建云）

２０１３年九华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８７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７５４８８ ２３．７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２６１６ ２．０３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８０００ ３９ 商业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６８２７ ２．１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０６２５ ３８．２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２５５４７ ７．８８

粮食总产值 吨 ２８０９０ ２．９ 各类汽车 辆 ２９９３ １０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３６４１７ ８．３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２８６ １２．６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３２ ０．６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１００ 持平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１４０ －１．４ 科技人员 人 １７５６ ９．０７

水产品产量 吨 ２７８３ １０．２ 中小学校 个 ５ －２８．５７

种养专业户 个 ４７９ １．９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５１７６ １．６１

·３２３·镇情概要



　续表８７１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增长率
（％）

工业企业 个 ８０１ ５．１ 在职教师 人 ５１０ ０．９９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９３０ ９．８ 医院 个 ５ ２５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８９２１４３ １０．３ 卫生室 个 ２１ 持平

工业利税 万元 ４５１９７．３ １０．６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持平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１２ －７．７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９ １．０２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８８１２１ ４２．５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持平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３３９ ５４．１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６９４６１ ３．７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２７２７４ ９．３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９０７８ 　 持平

三产实体 个 ３１８３ ３．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８５４８ １４．３１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３９６０ ２．１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７２ ２．９０

２０１３年九华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８８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九华社区 赵小明 李百建 ４１ ６４８３ ２９１．３ ２２８８４６．２９ ２０４０１

郭李社区 吴亚峰 吴亚峰 ３４ ５４１６ ３１１．９ １０２６８６．１１ １９７５８

二 甲 村 李昌忠 李国强 ３３ ４０６９ ２２６．５ １６６３４．５９ １８１７４

洋 港 村 邹建设 邹美祥 ２４ ３１０３ １８６．０ １６３７６．３２ １７８６８

赵 元 村
赵兰芳
（东 ）

赵兰芳
（东） ３０ ３６９５ ２０９．６ １３９７８．４２ １７９００

马 桥 村 薛春莲 吴志云 ２６ ４２１６ ２４３．２ １９７９１．４３ １８８１５

如 海 村 刘建才 李锦英 １３ ２０８９ １０２．３ １２５４１．９３ １８０７５

龙 舌 村 江建中 江建中 ２５ ２７０４ １２２．６ １３９６１．２１ １８１３５

杨 码 村 薛延秋 陈国清 ３１ ４２２０ ２２３．７ ３２２４９．７４ １８０９４

郭 洋 村 张汉明 张汉明 ２２ ３１０９ １５３．２ ９４７３．０３ １７８９１

郑甸社区 金志华 金志华 ２４ ３６５２ ２０４．６ ４３８３６．４０ １８９４０

小马桥村 马国成 马国成 ２６ ３２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７０７２．２９ １８６０４

姜 元 村 李海清 李海清 ２３ ３０８７ ２１６．６ １７４７９．５０ １７９４１

云 屏 村 孙小建 王有托 ３０ ３６６５ ２４２．３ ２４７４３．００ １８４００

丝 渔 村 吴刚建 吴刚建 ２１ ２９８４ １７４．１ １４７６７．７７ １７８８２

耿 扇 村 钱建德 钱汝高 ２４ ３３９９ ２２０．０ １６２９４．７９ １７９０１

营防社区 卢小勇 卢国生 ２７ ３８７７ ２１７．１ １７３９９．１５ １８６６７

营 西 村 朱小龙 李凤英 １９ ２４９７ １７５．６ １４５７８．８３ １８０３９

四圩社区 薛永芳 郭富淼 ２９ ３８４２ ２４４．４ ２２０２０．６８ １８７１２

·４２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石石石　　　　　　庄庄庄　　　　　　镇镇镇
【概况】　２０１３年３月，原石庄镇所辖区域与原常青镇所

辖海圩、邹蔡、蔡炎３个村委会以及铁篱、草张庄２个居委

会区域合并，设立新石庄镇，镇政府驻原石庄镇沿河北路

１８８号。石庄镇位于如皋市西南部，南依长江，与苏州市

张家港隔江相望，西南与靖江市相邻。全镇总面积８５．０６

平方公里，镇区建成区面积４．８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４３７８公顷。辖行政村１０个、社区１１个，村（居）民小组

５２８个，总人口８．５６万人。２０１３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５．９亿元（现价，下同），同比增长１０．１２％。完成财政总

收入１９９７６．４１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８４６９．３３万元、同

比增长７．７％。新增限上服务业企业１１家，其中重点服

务业企业６家。实现服务业应税销售１７．１９亿元、服务业

税收３２０８万元。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乡镇，被如

皋市政府评为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体育现代化建设先

进单位、劳动保障先进工作单位、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

和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农业和农村经济　年内，石庄镇积极落实强农惠农政

策，有序推进如海灌区工程、高沙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及

土地治理项目等重点工程，整修防渗渠道４９．４７公里，新

建改造泵站１６座，显著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增设

施农业１３６．７公顷、花木１２０公顷，有机稻米基地顺利通

过认证。深入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建成省三星级“康居乡

村”２个、二星级４个，通过南通市农村环境“四位一体”长

效管护达标镇暗访。疏浚三级河１条、四级河３７条，新建

农路６４公里，改造危桥１９座。建成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

集点１个。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突出返乡创业带

动就业。唐埠村、永兴社区、石北社区、思江村、楼房

村、石南社区分别获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南通市文明村，

如皋市基本实现现代化生活宽裕先进村、组织建设先进

村、“四位一体”长效管护先进集体、农民集居化先进集

体称号。

工业经济　年内，石庄镇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３０．５７亿元，实缴税金１．６２亿元。工业用电量１．５９亿千

瓦时。新增亿元企业３家，全镇现有亿元企业８家。持续

推动领导招商、驻点招商、全员招商和以商引商，完成工商

注册外资１５００万美元、实际到账外资２００万美元。完成

规模工业投入９．５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改面２５％，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８个百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抵扣税

７６５．２３万元，新增装机容量超１万千伏安。建成南通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家，新增授权专利７１个、有效发明

专利２０个。天泽化工被列入省科技型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后备库，华峰化工和恒祥化工获得国家级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中技桩业获批高新技术企业。天泽化工被评为南通市

工业企业先进单位（工业上缴地方税收５０强企业），华峰

化工获南通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小城镇建设　年内，石庄镇城镇总体规划修编进入

成果评审阶段。完成新镇区地块搬迁工作，整理成片土

地２６．７余公顷。推进拆旧复垦工作，完成占补平衡整理

土地３．３公顷、挂钩周转整理土地１４．４公顷。推进临江

南苑、临江西苑安置房建设。迁延数年的南大街改造主

体工程全部完工，金石庄园开工建设。完成房地产税收

１４１６．７４万元。建成 “十个优”项目２个。建成国家工

程连申线三级航道，顺利推进市级王石线二期工程。南

大街连接线、老桑木桥、３３６省道镇区段绿化提升等基

础设施工程完工交付。

社会事业　年内，石庄镇文体中心、石庄初中综合

楼、石北幼儿园、石庄初中标准化操场、张黄小学及高

井小学操场等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工程完工交付使用。建

成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顺利搬迁石北幼儿园，

张黄、石北幼儿园通过省优质园验收。早期教育提速发

展，新增早教基地２个和亲子园４个。石庄小学、高井

小学、石庄初中分别被评为江苏省健康教育促进学校、

南通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南通市教育技术装备先进学

校。新增城镇就业２００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

障基本实现动态全覆盖。实施危房改造５２户，建成居家

养老服务站８家。列入农村低保７７８户、１８７３人， “五

保”供养３５５人。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石庄镇不断完善源

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工作机制，推进民主法

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倡导和谐文

明社会新风尚，镇城管中队被表彰为全市见义勇为先进群

体。不断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完成征

兵任务。深入开展“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南通法治乡镇创

建通过验收。全年司法救助６人，法律援助４５件，调处矛

盾纠纷１８７件。扎实开展“四项排查”，加强领导干部定期

接访下访、包案化解信访积案，进一步畅通公众诉求渠道，

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承办市长公开电话３０７件，办结

率９９％。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良好，全年未发生较大以上

事故。农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有力。镇政府接

受镇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办理人大议案及

代表建议１９件。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

定”和省、南通市 “十项规定”，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

【省教育厅专家组调研石庄初中数字化物理教学平台建设

项目】　１２月１２日，省教育厅专家组一行４人到石庄镇

初级中学，视导、调研该校数字化物理教学平台建设课程

建设项目。专家组现场察看数字化物理实验室和数字化

物理资源开发室建设情况，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查阅

项目建设软件资料。专家组对该校“数字化物理教学平台

建设”课程建设项目推进情况给予肯定，并提出指导性

意见。

“数字化物理教学平台建设”是全省薄弱初中课程建

设项目之一。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省政府投入预备资金３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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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石庄初级中学正式启动“数字化物理教学平台建

设”，建设数字化物理实验室和数字化物理资源开发室。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该项目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数字化物理实验室建成并投入使用，数字化物理资源开发

室正在招标中。

【石庄镇有机稻米基地通过有机认证】　１２月１３日，洪港

村有机稻米建设项目获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有机认证

黄标签，转换期至２０１４年的５月止。

该建设项目由如皋市成梅植保专业合作社和洪港村

合资合作建成，总面积６５公顷，主要是生产有机稻米，宣

传品牌为“石庄有机大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一号地有机稻

米基地获有机认证黄标签。年内，石庄镇继续申报二号地

稻米为有机稻米。１０月２２日，二号地稻米经北京中安质

环认证中心认证，所有检查项目全部达有机标准。

（谭文豪）

２０１３年石庄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一览
　表８９

项　　目 单位 数　量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５８９９０ 商业零售网点 个 １８３９

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９９７６．４１ 商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１２６８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５５９６ 集贸市场成交额 万元 ３８５７６

粮食总产量 吨 ３３８６２ 各类汽车 辆 ８１２

农机总动力 千瓦 ２０１３９ 镇村主干道 公里 ４１１

年出栏生猪 万头 ３．６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８７

年出栏家禽 万羽 ５４．３ 科技人员 人 ９０２

水产品产量 吨 ７２３ 中小学校 个 ５

种养专业户 个 ３７２ 在校中小学生 人 ７８５３

工业企业 个 １９１ 在职教师 人 ５７４

个私工业企业 个 ３４５ 医院 个 ４

工业销售收入 万元 ８８９１０９ 卫生室 个 ２２

工业利税 万元 ６５４９３ 初保普及率 ％ １００

完成技改项目 个 ２８ 有线电视开通率 ％ ９３

当年技改投入 万元 ７６４００ 自来水普及率 ％ ９９

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００ 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７２６１０

外贸供货额 万元 ３１２１２ 参加社保人数 人 ２４２４７

三产实体 个 ３２４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８３０３

三产从业人员 人 １０７９４ 农民人均住房 平方米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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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石庄镇各村（社区）基本情况一览
　表９０

名　　称
党组织
书　记

主　任
村（居）民小组数

（个）
人口数
（人）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村经济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永 兴 社 区 缪德兵 缪德兵 ６ １０８０ ８３．３ ４２７２ ２２４６３

张黄港社区 许国民 张再权 １５ ３２４２ １０１．５ ２４７１１ ２１４２２

石 北 社 区 石　健 徐贵祥 ３５ ４５４６ ２２３．７ １５８５９ １７９５４

张杨园社区 蔡显俊 蔡显俊 ２７ ３７８５ ２０２．６ ３５１１８ １８６２１

砖 桥 社 区 石友益 张智慧 ２５ ５１５２ １９６．８ １０５１６ １７４４４

石 庄 社 区 张卫华 陈建军 ２７ ７７９２ ８２　 ８８１４７ ２２２３９

石 南 社 区 曹　阳 徐建如 ２３ ４０００ １７８．７ ３７０７０ １８７８６

闸 口 社 区 石高付 石高付 ２１ ３６３８ １６６．７ １５３９０ １８９５３

新生港社区 孙玉林 陈　建 ２６ ４１６３ ２０４ ２０６５４ １７７８１

草张庄社区 沈红霞 沈红霞 ２７ ４１０７ ２７９．５ ８６４４ １８２１７

铁 篱 社 区 石品高 俞新宁 ３０ ４２６０ ２７９．７ ７８４６ １７８３９

何　正　村 刘　华 祁凤银 ２７ ３８０６ ２１９．３ ９１１２ １５８９４

思　江　村 石　勇 马宏兴 ２０ ２８５６ ２５２．７ １０４３６ １７２９３

楼　房　村 刘兴华 张耀建 ３４ ４５９２ ２０６．６ １６２５４ １７６２２

唐　埠　村 钱爱兵 钱爱兵 ３２ ４７３１ ２７９　 １５９４３ １６５８０

洪　港　村 王蔡祥 蒋桂华 ２２ ３５３６ ２０９．２ １３４９８ １６３２８

凤　龙　村 朱义华 朱义华 ３０ ４４７３ ２４７．６ １５１７７ １６９９３

杨　庄　村 杨中华 杨中华 ２２ ３４０５ １６９．７ ５６１１ １７２３６

邹　蔡　村 邹　平 邹　平 ２４ ３１４０ ２２４．７ ８９３３ １８９６６

蔡　炎　村 李世国 李世国 ２５ ４０４０ ２４６．７ ６２１５ １７９８５

海　圩　村 明长平 王晓艳 ３０ ５２４８ ３２４　 ９７１２ １８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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