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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１．本索引采用主题分析法编制，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同字同音按声调排列，音

调相同按下一字的音序排列。

２．特载、大记事、人物、先进集体、文件选编、集体荣誉榜、附录篇目，及综述、概

况、附表未列入索引。

３．标引词后的数字表示内容所在页码，数字后的字母ａ、ｂ分别表示左栏和

右栏。

４．栏目标题用黑体字标示。

犃

爱国卫生　２５２ｂ

爱国主义和全民国防主题教育月　１０８ａ

“爱心救助基金”捐赠仪式　１７３ａ

爱心团队·爱心大使　２７１ｂ

“爱心邮路”１５周年系列活动　２１３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２３１ｂ

安全生产十大工程　２３２ｂ

犅

白蒲茶干　７９ａ

白蒲黄酒　７９ａ

白蒲镇　３０２ａ

白蒲镇省历史文化名镇　３０３ａ

白蒲镇通过省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乡镇

　验收　３０３ｂ

搬经镇　３０４ａ

搬经镇芹界村无偿献血村民团队　２７１ｂ

搬经镇省文明乡镇标兵　３０５ｂ

搬经镇项目投入列全市第一　３０５ｂ

保密管理　１１３ｂ

保险　２２７ａ

报纸　２６８ａ

碧桂园首批次开盘成交额５亿元　１７２ｂ

碧空氢能科技南通有限公司与加拿大巴拉

　德公司签署技术转让合作协议　１７３ｂ

边防检查　１９３ｂ

便民信息　３３９

滨湖小区安置房１～８号楼交付使用

　３１６ｂ

犆

财政　２１５ａ

财政和金融业　８１ｂ

财政·税务　２１５

参政议政　１２８ａ

蚕业　１４７ａ

曹卫星　１４４ａ

“察民情、排民忧、解民难”主题活动

　１３０ｂ

长江干线船型标准化工程告捷　２０６ｂ

长江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投入使用

　２７１ａ

长江镇（如皋港区）　１７６ａ

长江镇被命名为国家级卫生镇　１７７ｂ

长青社区入选第二届“江苏最美乡村”

　１７７ｂ

长三角企业家峰会　２９１ａ

长寿活动　６５ａ

长寿研究　６６

常委会协商　１２７ａ

陈云林与江丙坤共同为海峡两岸经贸交流

　服务基地揭牌　１７７ｂ

成人教育　２４２ａ

城北街道被命名为国家卫生街道　１７３ｂ

城市管理　１９７ａ

城市规划　１９６ｂ

城市建设工程管理　１９８ａ

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　８２ｂ

·８５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出口服装质量安全示范区通过省验收

　１７３ａ

出入境检验检疫　１９２ｂ

船舶海工及配套　１６０ａ

“创新型”机关建设　１１３ａ

“促进老年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研讨会

　６５ａ

村镇规划建设　１９７ａ

犇

“大爱共托中国梦”主题系列活动　２７１ａ

大众传媒　２６５

戴滨辉　１３１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１０２ｂ

党政干部教育培训　１１５ａ

档案　２６４ａ

道德模范　２７４ｂ

道路交通与安全管理　２０８ａ

地方海事　２１０ａ

地方特产　７８ａ

地方特色农产品“如皋香堂芋”评比推介会

　１４２ａ

地球日“国土环保杯”有奖征文活动　１９６ａ

地税　２１８ｂ

地质·地貌　７５ａ

第二次廉政建设暨纠风工作会议　１３０ａ

第二届海峡两岸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年度峰

　会　１０２ｂ

第六个“５·１０”思廉日活动　１３０ａ

第十六届如皋市科技、人才洽谈会　１２４ａ

第四届中国如皋自行车环岛公路赛

　２５５ｂ

电视　２６５ｂ

电子信息　１６１ａ

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　２３３ｂ

调整工伤保险浮动费率　２８１ｂ

丁堰镇　３１３ａ

丁堰镇南通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示范乡镇

　３１４ｂ

丁堰镇省创新型试点镇　３１４ａ

丁堰镇政府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办学

　３１４ａ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专管员管理制度　２８１ｂ

定慧禅寺　７７ｂ

东陈镇　３１５ａ

东陈镇国家卫生镇　３１６ｂ

东方大寿星园　７７ｂ

东升国际石材产业园项目开工　１７７ａ

对高污染企业实行差别水价　２３３ｂ

对口支援　１２６ａ

对外及对港澳台贸易　１７０ａ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１７０ａ

犈

２０１３年如皋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７９ｂ

２２０千伏泓北沙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

　２１２ａ

犉

发展中国家蚕桑生产与管理官员高级研修

　班学员考察如皋蚕桑生产　１４７ａ

法宝禅寺　７７ｂ

法院　１３８ａ

法治　１３３

法治政府建设　１３４ｂ

方言　７６ｂ

防震减灾　２４９ｂ

房地产业　２０５ａ

纺织服装　１６１ａ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

　１０８ｂ

服务外包　１７０ｂ

服务业　１６３

妇幼保健　２５２ａ

犌

改造农村困难家庭住房１０００户　１２０ｂ

干部廉洁教育　２７５ａ

港口口岸建设与管理　１９０ａ

港口与口岸　１９０

高等教育　２４２ａ

高端装备制造　１６１ａ

高新区获批省级海智工作基地　１８２ｂ

高新区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１８２ｂ

高新区软件园入选２０１２年度“中国服务外

　包园区十强”　１８２ａ

高新区软件园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区

　１８２ａ

高新区省级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

　１８２ｂ

高中教育　２４１ａ

工会促就业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２８８ａ

工会工作示范点创建活动　２８８ａ

工商行政管理　２２９ｂ

工行如皋支行精品县域支行　２２３ａ

工业　１５３

工业和建筑业　８０ａ

公安　１３５ｂ

公路管理　２０９ａ

公路交通信息　３３９

供电　２１１ａ

供电·邮政·通信　２１１

供水管理　１９９ｂ

共青团如皋市委员会　２８８ａ

构建和谐“教育如皋”品牌　２４０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８０ｂ

顾雪红　２７５ａ

顾庄生态园　７８ａ

关爱留守、流动儿童　２７６ｂ

关心下一代　２８６ａ

关于加强农村环境“四位一体”长效管护工

　作的实施意见　１０２ｂ

《光明日报》专题采访如皋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　１９６ａ

广播　２６７ａ

郭建中　２７２ｂ

国际产学研创新基地开工建设　１７２ｂ

国际园艺产业园奠基仪式　１４５ａ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

　２８３ｂ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南通综合试验站

　试验示范考察培训活动　１４４ａ

国内贸易　８１ａ

国税　２１７ａ

国土资源管理　２２９ａ

·９５３·索　　引



犎

海关管理　１９２ａ

海事监管　１９３ａ

航道管理　２０９ｂ

禾盛现代农业科技园　１５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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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４ｂ

《红色印记———如皋市革命遗址遗迹》出版

　发行　１１４ｂ

红十四军公园　７７ａ

红星美凯龙沪润星城项目开工　１７２ｂ

花木盆景业　１４４ｂ

华夏花卉落户磨头镇　３１１ａ

华阳铝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３１８ｂ

化工园区废气专项治理　１９６ｂ

环境安全大检查活动　１９６ａ

环境卫生管理　１９７ｂ

黄周　２７４ｂ

犑

机构编制工作　１１３ａ

机关事务管理　１２６ａ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获最高人民检

　察院监所检察重点课题研究评比二等奖

　１３７ｂ

疾病防控　２５２ａ

计划、发展与改革　２２８ａ

纪检·监察　１２９

季恺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大会　３０１ａ

继续实施幼儿园“达标”工程　１２０ｂ

继续新建改造农村桥梁２０９座、农村公路

　１５８公里　１２０ｂ

加快推进南通市级中心镇建设　１０３ａ

加快推进市、镇、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　１２０ｂ

加强食品安全动态检测，食品检测合格率

　９５％　１２０ｂ

贾春旺　１３８ａ

贾慧芳　２７２ｂ

假日广场法庭　１３９ａ

检察　１３６ｂ

《检察官职业保障问题研究》被最高人民检

　察院立项　１３７ｂ

见义勇为表彰　１３６ｂ

建党９２周年党史知识竞赛　１１４ｂ

建设市公共卫生中心大楼　１２１ａ

建置沿革·行政区划　７６ａ

建筑行业云服务平台获中国建筑行业创新

　产品奖　２００ｂ

建筑业　２００ａ

建筑业·房地产业　２００

江安镇　３０７ａ

江安镇土地整理项目全省样板工程　２２９ｂ

江建平　１７２ａ

江苏长寿集团建成农业部畜禽标准化示范

　场　１４６ｂ

江苏陆地方舟新能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２ａ

江苏品德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１６８ａ

江苏融达新材料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挂牌交易　１７７ｂ

江苏如皋“长寿·人文·养生”特色旅游

　线路　３４９ａ

江苏唯路易实业有限公司年应税销售突破

　亿元　３１６ｂ

江苏益昌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７ｂ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２２４ｂ

江苏英诺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落户

　江安镇　３０８ｂ

江苏永大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６２ｂ

江泽慧　１２７ａ

姜峰　２７５ａ

姜海峰　２７３ａ

姜燕　２７３ｂ

交通建设　２０６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２２４ｂ

交通、邮政、电信和电力　８１ｂ

交通运输　２０６

交行如皋支行全省县级支行综合竞争力排

　名第一　２２４ｂ

教育　２３８

教育信息　３４５ａ

接待工作　１２５ｂ

节能环保　１６２ａ

结对帮扶　２７６ａ

金川　１３１ｂ

金融业　２２０

金阳现代农场　１５２ａ

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２７５ｂ

经济技术开发区亮相第五届世界氢能技术

　大会　１７２ａ

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１７２ｂ

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团赴加拿大、丹麦考察

　１７２ｂ

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团赴南美招商考察

　１７２ａ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６９

竞技体育　２５７ａ

九鼎新材为“嫦娥三号”卫星制作“保暖衣”

　１８７ａ

九华小学建成使用　３２３ｂ

九华镇　３２２ａ

九华镇国家卫生镇　３２３ｂ

就业“直通车”开通　２７９ｂ

居民生活　２７８ａ

居民医保大额医疗费用二次补助　２８１ｂ

鞠华　１３１ｂ

犓

开放型经济　１６９

开放型经济　８１ａ

康迪电动汽车项目落户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７３ａ

科技普及活动　２４９ａ

科普示范体系建设　２９２ａ

科普宣传阵地建设　２９２ａ

科学技术　２４４

科学技术和教育　８２

犔

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　３４５

劳动就业　２７８ｂ

老干部工作　１１１ｂ

老龄事业　２８５ａ

老年教育　２４３ａ

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　１６９ｂ

·０６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连申线如皋段航道整治工程完工通航

　２０６ｂ

粮食流通　１６５ａ

亮化工程建设　１９９ａ

林业　１４６ａ

林梓潮糕　７９ａ

刘建明出席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　２８８ａ

刘永忠　１１７ａ

六建集团、江中集团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

　强企业　２０１ａ

旅游业　１６６ａ

罗志军　１８６ｂ

犕

妈妈及其兄弟姐妹都长寿　７０

冒朝霖　２７３ｂ

媒体聚焦如皋市村级小学图书漂流活动

　２６１ａ

孟新民　６５ｂ

《民生零距离》全新改版　２６６ｂ

民俗风情　７６ｂ

民政事务　２８４ａ

民主监督　１２８ａ

民族·宗教　２８４ｂ

名胜景点　７７ａ

磨头镇　３１０ａ

磨头镇第十届文体艺术节　３１１ａ

磨头镇文体活动中心通过全国乡镇综合文

　化站评估定级　３１１ｂ

犖

南京银行如皋支行　２２６ｂ

南京银行如皋支行开通国际业务　２２６ｂ

南通８６２农场　１５２ｂ

南通各县（市、区）参观学习如皋农贸市场

　监管经验　２３０ｂ

南通市北三县（市）统战工作座谈会　１０８ｂ

南通市第二届师范定向生宣誓入职　２４２ｂ

南通市纪委召开如皋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

　大会　１３０ｂ

南通市旅游商品设计大赛如皋队获佳绩

　１６７ａ

南通市群盛山羊养殖场　１５２ｂ

南通市人大科教文卫工作座谈会在如皋

　召开　１１７ａ

南通市如皋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２７２ａ

南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主任

　会议在如皋召开　１１７ａ

南通市水稻育秧现场观摩会　１４４ａ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６２ｂ

内外城河风光带　７７ｂ

“农宝网”获全省农村青年创业大赛第二名

　１０７ａ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２３７ａ

农村工作　１０９ａ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　１９６ａ

农村卫生　２５２ｂ

农家书屋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　２６０ａ

农业　８０ａ

农业机械化　１５０ｂ

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１４７ｂ

农业科技进步　２４８ａ

农业·水利　１４１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４８ａ

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１４９ｂ

农资供销　１６４ａ

犘

彭加桂　６５ｂ

平价商店建设推进至乡镇　２３３ｂ

破除封建迷信　２７７ｂ

破获一起非法经营卷烟网络案件　１６５ｂ

犙

气象测报　２５０ｂ

企业职工职业健康专项补助　２８１ｂ

钱志荣　２７３ａ

强震动观测台移址　２５０ａ

侨务·港澳事务　１２４ｂ

“青蒲”跳绳队勇夺全国锦标赛一金三银

　２５５ｂ

庆祝建党９２周年大会暨七一大党课

　１０２ａ

取保候审保证金代付业务系统上线运行

　２２３ｂ

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　２３４

全国首家海峡两岸经贸交流服务基地揭牌

　１１１ａ

全国首家留守儿童生活体验馆揭馆　２７７ａ

全国县级职教中心改革发展研究课题研讨

　会　２４１ｂ

全国政协城镇化课题组到如皋调研　１２７ａ

全省蚕茧收购工作座谈会　１４７ａ

全省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会议　２３７ｂ

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现场会　３２１ｂ

全省科技镇长团座谈会　１２３ｂ

全省老年人体协工作年会　２５６ｂ

全省实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程现场会

　２０８ｂ

全省首家儿童安全体验教室揭牌　２７７ｂ

全市安全事故隐患网上上报　２３２ｂ

全市各镇建立劳动争议巡回仲裁庭　２７９ｂ

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　１３０ａ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１３０ａ

全市经济工作汇报会　１０２ａ

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１３０ａ

全市一季度重点工作点评推进会　１０１ｂ

全市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　１０１ｂ

全市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　１０２ａ

全市总结表彰大会　１０１ｂ

全委会协商　１２７ａ

群众体育　２５５ａ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　２８７

群众文化　２５８ｂ

犚

燃气管理　１９９ａ

人保财险如皋支公司连续两年省人保系统

　“标杆团队”　２２７ａ

人口和计划生育　２８２ａ

人口·民族　７６ｂ

人民防空　１３２ｂ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８２ａ

人民网推介如皋市组织工作　１０６ｂ

人民武装　１３１ａ

·１６３·索　　引



人事人才工作　１２２ａ

如城街道新官村儿童友好家园全国家庭教

　育工作示范单位　２９０ｂ

如城小学　２４３ｂ

如皋边检站南通市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１９４ｂ

如皋长江大桥竣工通车　２０６ａ

如皋初级中学　２４３ｂ

如皋电大通过教育部“核高基”项目验收

　２４２ｂ

如皋蝶尾金鱼　７８ｂ

如皋董糖　７９ａ

“如皋发布”政务微博开通　１０８ａ

如皋概览　７５

如皋港区现代物流园区建成省服务业集

　聚区　１６９ｂ

如皋港现代物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７ｂ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南街道）

　１８１ａ

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　１８６ａ

如皋工艺丝毯作品获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

　奖　２６２ｂ

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旧址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２６２ｂ

如皋黑塌菜　７８ａ

“如皋黑塌菜”核准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１４２ａ

如皋黄鸡　７８ｂ

如皋火车站扩改工程全面启动　２１０ｂ

如皋火腿　７８ｂ

如皋检验检疫局首次提请国家质检总局发

　布警示通报并获发布　１９３ａ

如皋教育迈上信息高速公路　２４０ａ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北街道）　１７１ａ

如皋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　１６９ａ

如皋科技、人才洽谈会　１０１ｂ

如皋萝卜　７８ａ

如皋木偶艺术团出访新加坡　２６５ｂ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获全国二等奖　１１４ｂ

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５ａ

如皋农商行爱心文化　２２５ｂ

如皋农商行全省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

　联系点　２２５ａ

如皋农商行全省农村信用社创新研发基地

　２２５ａ

如皋农商行推行商务转型　２２５ｂ

如皋肉松　７９ａ

如皋软件园跻身“国家级”软件园行列

　１７０ｂ

如皋市部省共建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单位　２４０ａ

如皋市残疾人联合会　２９５ａ

如皋市长寿研究会　２９８ｂ

如皋市慈善基金会　２９６ｂ

如皋市妇女联合会　２８９ｂ

如皋市工商业联合会　２９０ｂ

如皋市归侨侨眷联合会　２９２ａ

如皋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１６８ｂ

如皋市河道堤防管理所通过省三级水管单

　位验收　１５１ｂ

如皋市红十四军（新四军）研究会　３００ｂ

如皋市红十字会　２９７ｂ

如皋市获中国最佳休闲小城称号　１６７ａ

如皋市科学技术协会　２９１ｂ

如皋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２９７ｂ

如皋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如皋市扶贫开发

　协会）　２９９ｂ

如皋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３００ａ

如皋市率先建成４８公里健身绿道　２５４ｂ

如皋市南通市唯一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市

　１１０ｂ

如皋市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商务信

　息服务试点县（市）　１０７ａ

如皋市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２５４ｂ

如皋市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　１９６ａ

如皋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１６

如皋市人民政府　１１９

如皋市生态环境保护性干预与区域人群长

　寿现象的相关性分析　７２

如皋市省金融生态优秀县（市）　２２１ａ

如皋市省快捷便民服务示范县（市）　２８１ｂ

如皋市省首批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２４０ａ

如皋市首批创建省级创业型城市县（市）

　２７９ｂ

如皋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　３０１ｂ

如皋市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国家级评估　２４１ａ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　２４３ｂ

如皋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２９３ａ

如皋市消费者协会　３０１ｂ

如皋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９６ａ

如皋市总工会　２８７ａ

如皋苏商投资中国首选亲商城市　２９１ａ

如皋特色旅游信息　３４９ａ

如皋田王苗木有限公司　１５２ｂ

如皋香肠　７９ｂ

如皋香堂芋　７８ａ

如皋沿江经济洽谈会　１０２ｂ

“如皋志愿服务在线”网上平台开通　２７１ａ

如皋中国建筑之乡　２００ｂ

如皋中华长寿博物馆开馆　６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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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制药设备项目落户吴窑镇　３２１ｂ

商品零售　１６３ｂ

上海博辕信息技术服务如皋有限公司

　１６８ａ

上海嘉定区如皋产业园揭牌　２２８ｂ

佘文福　６５ａ

社会保险个人网上服务大厅运行　２８１ｂ

社会保障　２８０ａ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１３３ｂ

社会生活　２７８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程　１０３ａ

《神探如皋》网络月点击量突破２０００万次

　１６７ａ

沈玲　２７４ｂ

审计　２３４ａ

生态环境保护　１９５ａ

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建设　１９５

生育关怀“阳光驿站”心理援助项目　２８３ｂ

生猪定点屠宰管理　１４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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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５ｂ

省青少年体育传统学校篮球比赛　２５７ａ

省人民检察院调研组到如皋调研　１３８ａ

省优生优育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项目在如皋

　启动　２８３ｂ

·２６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石庄镇　３２５ａ

石庄镇有机稻米基地通过有机认证　３２６ａ

实施免费婚前医学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１２０ｂ

实施如皋市“１４８高层次人才梯队”培养

　工程　１０３ａ

实施中心城区老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１２０ｂ

实现社区科普大学全覆盖　２９２ａ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２５２ｂ

史志工作　１１４ａ

世界长寿乡风采　６５

市蚕桑技术指导站　２７２ａ

市长公开电话　１２６ｂ

市长寿研究会８篇文章获省以上奖励

　２９９ｂ

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换届　１０９ａ

市档案局（馆）启动创建国家二级馆工作

　２６４ｂ

市工商联与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联办

　ＥＭＢＡ高级研修班　２９１ｂ

市工商联与华东理工大学校企科技成果转

　化对接会　２９１ｂ

市公安局城东交巡警中队　２７１ｂ

市供电公司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企业　２１２ａ

市级机关党建工作　１１２ａ

市劳动就业管理处党支部“爱心送岗”团队

　２７２ａ

市粮食行政执法大队成立　１６５ａ

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暨研讨交流

　会　１１８ｂ

市人口家庭公共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２８３ｂ

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

　会　１４０ｂ

市人民法院档案管理通过省五星级复核

　１３９ｂ

市人民法院实行执行权分段实施　１３９ａ

市人民检察院成立派驻环保检务站

　１３８ａ

市人民检察院全国文明示范窗口创建工作

　接受考评　１３８ａ

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创建全省公正司法示范

　点复核　１３８ａ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开馆　２６１ａ

市社会保障信息系统“核心平台三版”切换

　升级　２８１ａ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１１８ｂ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１１８ａ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１１７ｂ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１１７ｂ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１１８ｂ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１１８ａ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１１８ａ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１１７ｂ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１１７ｂ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１１８ａ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１１７ｂ

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１１７ｂ

市十一届党代表第三次会议　１０１ａ

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成立

　１１１ｂ

市委党史办启动中共如皋地方史三卷本资

　料征编工作　１１５ａ

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１０２ａ

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　１０２ａ

市委宣传部获南通市宣传思想工作“改革

　创新奖”　１０８ａ

市委组织部全国基层党建宣传示范单位

　１０６ｂ

市委组织部受邀参加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村

　干部论坛　１０６ｂ

市委组织部远程教育工作案例入选《江苏

　远程教育学用工作案例集萃》　１０７ａ

市烟草专卖局道德讲堂获评市道德讲堂示

　范点　１６５ｂ

市烟草专卖局通过省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化

　二级达标验收　１６５ｂ

市烟草专卖局在南通烟草成立３０周年文化

　系列活动中获奖　１６５ｂ

市政道路管理　１９９ａ

首届“ＭＬＩＬＹ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落幕　２５６ａ

首届广场舞大赛　２５９ｂ

首届全国木偶皮影艺术研讨暨惠民展演

　活动　２６５ｂ

首届“如皋技校杯”电焊工技能大赛　１２４ａ

首届如皋市文学艺术奖　２９３ｂ

首届如皋市“最美调解员”评选　１４０ｂ

首届如皋新闻奖、社科成果奖、文艺奖颁奖

　晚会　２５８ｂ

首届市级机关文化艺术节　１１３ａ

首期国家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在公安系统试

　点开班　１２４ａ

寿星风采　６５ａ

书记大接访活动　１２５ｂ

数字档案馆建设　２６４ｂ

双钱党建“统合工作法”获评全国非公党建

　优秀案例　１０７ａ

水产业　１４７ｂ

水绘园风景区　７７ａ

水绘园首届桃花节开幕　１６６ｂ

水利·水务　１５１ａ

水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建成　１４７ｂ

水文·水情　７５ｂ

司法行政　１３９ｂ

苏宏裕　２７５ａ

苏小红　２７４ａ

苏志强　２７２ｂ

苏中国际集装箱码头开港　１６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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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事务　１１０ｂ

特殊教育　２４３ａ

提高城乡低保和“五保”供养对象救助水平

　１２０ｂ

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救助水平

　１２０ａ

体育　２５４

铁路管理　２１０ｂ

通信　２１３ｂ

统计　２３３ｂ

统一战线工作　１０８ａ

图书　２６０ａ

土壤和气候　７５ａ

推行“效能如皋六项制度”　１０３ａ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１０周年总结

　表彰大会　１２４ａ

犠

外事工作　１２４ａ

·３６３·索　　引



王飞、杜小林　２７４ｂ

王海青　２７３ａ

王金　１４４ａ

“微爱传递，助Ｔａ圆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２８９ｂ

为民办实事工程　１２０ａ

卫生　２５１

卫生监督　２５１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社区（村）创建

　活动　２７１ａ

位置和面积　７５ａ

文化　２５８

文化产业发展　２６３ｂ

文化联谊活动　２５９ｂ

“文化强市建设”委员论坛　１２８ｂ

文化市场管理　２６３ａ

文化、卫生和体育　８２ａ

文化遗产保护　２６１ｂ

文史编研　１２８ｂ

“我夸如皋好·说唱新典型”文艺作品征集

　暨优秀作品展演　２５９ｂ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２２６ｂ

吴沛良　１４１ｂ

吴窑镇　３２０ａ

吴窑镇财政所“梦甜爱心团队”　２７２ｂ

吴窑镇开展向南通市红十字爱心大使石学

　兵学习活动　３２０ｂ

吴窑镇中心初中与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

　作共建　３２１ａ

武装　１３１

武装警察　１３１ｂ

物价管理　２３２ｂ

物业管理　１９８ａ

犡

习俗　７６ｂ

下原镇　３１８ａ

下原镇安监所通过省级规范化创建验收

　３１８ｂ

现代物流　１６４ａ

消防　１３２ａ

孝道助长寿　６６

肖霞获东亚运动会４００米栏冠军　２５７ｂ

“携手如皋”———百校百团共建计划　２８９ｂ

新材料　１６０ｂ

新公共人力资源市场正式启用　２７９ｂ

《新华日报》报道如皋城市规划建设情况

　１９７ａ

新能源　１６２ａ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１６０ａ

信访工作　１２４ｂ

信访基层基础建设　１２５ｂ

星球科技园开业　３２３ｂ

行风建设　２７６ａ

行业商会会长赴上海自贸区“充电”

　２９１ａ

行政区划调整　１０２ｂ

行政区划与人口　７６ａ

畜牧业　１４６ａ

宣传工作　１０７ｂ

学前教育　２４０ｂ

学校用气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２３３ｂ

犢

１１０千伏永平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　２１２ｂ

烟草业　１６５ｂ

盐业　１６６ａ

杨春和　２７４ａ

义务教育　２４０ｂ

银行　２２３ａ

应急管理　１２１ａ

应用审计成果推动制度建设　２３５ａ

迎新春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　１４１ｂ

邮储银行如皋市支行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

　设先进集体　２２６ａ

邮政　２１３ａ

有趣的祈寿习俗　６８

于再清　２５９ｂ

渔政管理　１４９ａ

喻正美　２７４ａ

元升太阳能检测中心获国家认可委实验室

　认可　１８７ｂ

园林绿化　１９９ｂ

运输管理　２０９ａ

犣

在信访岗位培养锻炼干部　１２５ｂ

招投标管理　２３５ａ

镇情概要　３０２

镇污水处理厂第三方运营模式试点　１９６ｂ

证券　２２７ｂ

政策调研　１０３ｂ

政法委工作　１３３ａ

“政风行风热线”户外直播　１３０ｂ

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年中督查点评会

　１３０ｂ

政府信息公开及政务网络管理　１２１ｂ

政务服务　２３６ａ

政务工作　１２１ａ

政协提案推动青年创业贷款贴息政策出台

　１２８ｂ

政治协商　１２７ａ

职业教育　２４１ａ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　２３０ｂ

“雉水研漪”朱敏书画作品展　２９３ｂ

“雉水之夜”品牌建设　２６０ａ

《中共如皋地方史（第一卷）》在南通率先修

　订出版　１１４ｂ

中共如皋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　１３０ａ

中共如皋市委新闻网　２６８ａ

中共如皋市委员会　１００

“中国长寿城杯”２０１３南通如皋半程马拉松

　赛　２５５ｂ

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美丽如皋”采风活动

　２９３ｂ

中国电信　２１３ｂ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２２３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２２４ａ

中国将军书画艺术院“世界长寿乡”考察团

　到如皋考察　２９９ａ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２１４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皋市支行　２２５ｂ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

　２２３ｂ

·４６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

　公司　２２７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皋市委员会

　１２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

　２２７ａ

中国如皋长寿农产品展示展销馆开馆

　１６４ｂ

中国移动通信　２１４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２２３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如皋市支行　２２６ａ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１０１ｂ

中信证券如皋营业部　２２７ｂ

种植业　１４４ａ

重点服务业企业选介　１６７ｂ

重点工业企业选介　１６２ａ

重点学校选介　２４３ｂ

重点种植（养殖）园区、龙头企业选介

　１５２ａ

重要会议　１１７ａ　１２０ａ　１３０ａ

重要会议与重要活动　１０１ａ

重要活动　１３０ａ

重要决策　１０２ｂ

朱淮清　１３１ｂ

主导（特色）行业　１６０ａ

主体功能区建设　１７１

主席会议协商　１２７ｂ

住房保障　２８２ａ

住房公积金管理　２３７ａ

自然和地理　７５ａ

自然灾害　７６ａ

自然资源　７５ｂ

综合管理　２２８

组织工作　１０３ｂ

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录　８２ｂ

·５６３·索　　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