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如　　皋皋　　概概　　览览

　

导

读

●自然资源　Ｐ１２１

●民俗风情　Ｐ１２２

●名胜景点　Ｐ１２３

●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Ｐ１２５

自自自　　　然然然　　　地地地　　　理理理

【位置和面积】　如皋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北纬

３２°００′～３２°３０′、东经１２０°２０′～１２０°５０′，南临长江，

与张家港市隔江相望，北与海安县、东与如东县、东

南与通州区毗邻，西与泰兴市、西南与靖江市接壤。

全市总面积１４７７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２０平方

公里。全市耕地总面积８．１３３万公顷，农业人口平

均耕地面积０．０６８公顷。境内拥有长江岸线４８公

里，通扬运河、如海运河、如泰运河、焦港等主要河

流纵横全境，总长１８０．８公里。

【地质·地貌】　如皋位于扬子准地台的下扬子台

褶带上，为苏北拗陷中的苏南———勿南沙中新生代

相对隆起区。地质构造的主要特征为：北东向切割

呈带状，北西向切割成块。境内为平原地带，整体

水平面高于邻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海

拔２～６米），如泰运河中段两岸地势最高，沿江以

东地势最低。地域酷似桑叶，地形如“复釜”。

（编辑部）

【土壤和气候】　如皋耕地土壤主要有潮土、水稻土

两大类，潮土占全市耕地面积的９３．１％，其中高沙

土占耕地面积的５２％，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水

稻土占耕地面积的６．９％，主要分布于白蒲、丁堰、

柴湾等镇（区）。

２０１１年，全年平均气温正常，略偏低；年总降

水量正常，略偏多；日照正常，略偏少。全年温、光、

水条件有利于工农业生产。

气温：年平均气温１４．６℃，和常年（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年，以下同）相比正常，略偏低０．２℃。全年２

月、６月、７月、９月气温与常年相仿，１月、３月、８

月、１０月、１２月气温偏低，其中１月比常年异常，偏

低３．５℃。４月、５月、１１月平均气温均比常年偏

高，其中１１月比常年异常，偏高３．４℃。年极端最

高气温３７．６℃（６月９日），极端最低气温９．９℃（１

月１１日、１月１７日），平均气温小于等于０℃的日

数为３８天，其中，１月份２５天、２月份６天、１２月

份７天；平均气温大于等于３５．０℃的高温日数为

６天。

降水：年降水总量为１２２５．０毫米，比常年值偏

多１７５．１毫米，降水时空分布明显不均匀，月降水

出现连续偏多或偏少的情况。１～６月份偏少，旱

情严重，为近５０年之最；７～８月份降水偏多，旱涝

急转；９～１２月份降水又偏少。１月份偏少３５．６毫

米，４月份偏少４８．９毫米，均少于常年月最少降水

量。７月份偏多２２７．２毫米，８月份偏多２５６．０毫

米，其中８月份降水量超过常年月最多降水量。全

年雨日１２２天（降水量大于等于０．１毫米）。降水

量大于等于２５．０毫米的日数为１３天，比常年少３

天；降水量大于等于５０．０毫米的降水日数为５天，

比常年少１天；一日最大降水量为１９６．８毫米，出

现在７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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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全年日照时数为１７３９．９小时，比常年偏

少２６１．３小时。１月、３月、４月比常年值偏多，其

中３月份比常年值偏多６６．１小时，５月份和常年

值持平，２月和６～１２月比常年值偏少，其中８月

份偏少１２５．８小时。

霜期：终霜出现在４月５日，初霜出现在１１月

１２日，无霜期２２０天。

梅雨：年内，与常年相比，梅期较长。６月１４

日入梅，较常年偏早，７月２１日出梅，较常年偏晚，

梅期长３７天。平均梅雨量５２０．９毫米，最大梅雨

量为７１７．８毫米（丁堰镇）。

（刘　娟）

【水文·水情】　年内，汛期一日最大降水量为２０５

毫米（焦港站），出现在７月１３日。（梅雨情况参见

【土壤气候】中“梅雨”）。焦港搬经站年最高水位为

４．１０米（７月１４日），最低水位为１．６０米（５月１

日）。

上游水位：焦港闸年最高水位为３．４３米（７月

１４日），年最低水位为１．１米（９月４日）；如皋港闸

年最高水位为３．３８米（７月１４日），年最低水位为

１．２米（４月４日）；碾砣港闸年最高水位为３．５７米

（７月１３日），年最低水位为１．４８米（３月１８日）。

下游潮位：焦港闸年最高潮位为４．１１米（８月

３１日），年最低潮位为－０．３９米（１月１日）；如皋

港闸年最高潮位为４．０８米（８月３１日），年最低潮

位为－０．３６米（４月２日）；碾砣港闸年最高潮位为

４．０７米（８月３１日），年最低潮位为－０．７８米（１２

月１０日）。

年引排水总量：焦港闸年引水总量为２１１５０万

立方米，年排水总量２２２００万立方米；如皋港闸年

引水总量为８９５２．２万立方米，年排水总量１１８８０

万立方米；碾砣港闸年引水总量为３２５５７万立方

米，年排水总量２０６５０万立方米。沿江中型涵闸全

年引水总量为６２６５９．２万立方米，排水总量为

５４７３０万立方米。

（殷亚平）

【自然资源】　如皋引用长江水条件优越，焦港、碾

砣港、如皋港三大引江口门最大引流量共达５２２．２

立方米／秒。境内浅层地下水资源约为３．３３亿立

方米，水量大，水质较好，可作饮用水。深层地下水

每年可开采３０５万立方米。如皋长江岸线全长４８

公里，如皋港可直接利用的长江深水岸线长２０．２

公里，且岸线深水逼岸，微冲不淤，河势相对稳定，

可建万吨级泊位３０座。全市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

为４７６０９０焦耳／平方厘米，年平均风速为３．３米／秒。

境内有野生植物６７１种，分属２门、２纲、１３９科；有

动物资源３８７种，分属４门、１５纲、５８目；有药用植

物３６３种、动物７３种，其中银杏、半夏、如皋三黄鸡

等为闻名遐迩的地方特产。境内煤藏分布于石庄

镇－郭园镇一线，但埋藏深、储量小。郭园镇、下原

镇及沿江地区有沼气资源，但藏于地下１５～３０米

地层中，难以开采。如皋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城内外城河沿线有水绘园、定

慧寺、大成殿、范公苑等人文景观，另有东方大寿星

园、顾庄生态园等自然景观。

（编辑部）

【自然灾害】　年内，全市重大天气事件较为频繁，

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雨、雷电、大雾、寒潮、台风、大

风等，其中因暴雨洪涝和强对流天气造成的灾害最

为严重。

台风：全年出现台风两次。６月２５～２６日，受

２０１１年第五号强热带风暴“米雷”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全市普遍出现中到大雨，极大风速每秒１５．１

米。８月７日，受第九号台风“梅花”外围影响，极

大风速为每秒１７．１米，台风期间雨量不大。

暴雨：全年出现降水量大于等于５０毫米的日

数为五天，一日最大降水量为１９６．８毫米（７月１３

日）。７月１３～１４日，全市普降大暴雨，为年内梅

雨期最强的一次降水过程（受大暴雨过程影响，全

市城镇及乡村低洼路段普遍积水，积水深度达５０

厘米以上，对交通产生不利影响，部分汽车进水受

损；城镇部分平房和底楼车库进水。农田积水严

重，河道水位较高。全市农作物受涝面积５．５７万

公顷，受灾面积２．５８万公顷，其中，稻田受灾面积

７３６７公顷，旱作物受灾面积１．３９万公顷，蔬菜基

地受淹面积近８７．５％；养殖业受灾涉及１１个镇、

２３个养殖户，倒塌畜禽舍２４５平方米，另有１２间

圈舍被淹，造成７头生猪、６１７７２只家禽、１头水牛、

１只山羊死亡，９５头生猪被淹。全市农业直接经济

损失约达５亿元）。７月２７日，出现雷雨大风天

气，市气象站极大风速达每秒１８．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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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全年出现大风天气（风速大于等于每秒

１７．０米）３次。

寒潮：全年出现３次寒潮过程，分别出现在３

月１４～１６日、１１月２９～１２月１日、１２月８～９日。

高温：全年出现气温大于等于３５．０℃的高温

日数为６天。

雷雨和雷击：全年雷暴日数为４６天。雷雨最

早出现在２月２７日，最晚出现在１１月５日，主要

发生时间集中在６～８月。７月３０日１９时１３分

至１９时２５分，出现雷暴天气，石庄高级中学高二

年级学生成柏强在为田间播撒肥料的母亲送伞时，

被雷击中，当场身亡。

大雾：全年出现大雾日数３４天。

（刘　娟）

行行行政政政区区区划划划与与与人人人口口口

【建置·行政区划】　东晋义熙七年（４１１年）前置

如皋县，隋时并入扬州宁海县。南唐保大十年（９５２

年）升为如皋县，隶属泰州。后历代沿袭县制，宋时

为中下县，元时升为上等县。明清仍隶属泰州，清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划归通州。民国时为一等县，

与湖南邵阳同被列为全国最大的县。１９４０年８

月，新四军东进至如皋西乡，在卢港建立如皋县政

府。１０月，县府随军继续东进至如皋东乡接管国

民党如皋县政府。１９４１年３月，在如皋西乡成立

如西县政府。至此，原如皋县以通扬运河为界划分

为两个县。如西县隶属苏中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

如皋县隶属苏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１９４５年９

月２１日，新四军收复如皋城，如西县复名如皋县，

原设于如皋东乡的如皋县更名如东县。同年１２月

１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于如皋城成立。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如皋全境解放。５月１２日，第

一行政专员公署改称苏北泰州行政区专员公署，如

皋属其管辖，为一等县。１９５０年１月，划归苏北南

通行政区专员公署，上升为特等县。１９５５年１２

月，如皋县人民政府改称如皋县人民委员会，隶属

江苏省南通专员公署。１９６８年建立如皋县革命委

员会，１９８１年复名如皋县人民政府。１９８８年３月

１８日，经国务院批准，如皋县如城地区为沿海经济

开放区，后全县乡镇陆续被批准对外开放。１９９１

年２月６日，经国务院批准，如皋撤县建市，同年６

月１日举行建市仪式。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实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全市原５３个乡镇调整

为２３个镇、２个开发区。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全市

原２３个镇撤并为２０个镇。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如皋港

开发区与长江镇合署办公，名称为长江镇（如皋港

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如皋经济开发区与柴湾镇合

署办公，名称为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２００９

年６月，启动如皋科技城（软件园）建设，原如城镇

平明社区、建设社区、宋家桥社区、张八里社区、新

庄社区，桃园镇杨华桥村、桃北村７个村（社区）划

归如皋科技城（软件园）。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如皋科技

城（软件园）与桃园镇合署办公，名称为如皋软件园

（桃园镇）。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底，全市辖镇（区、园）

２０个。

（编辑部）

【人口·民族】　２０１１年末，辖区户籍人口有１４２．２６

万人，其中，男性７１．０５万人，占４９．９４％；女性７１．２１

万人，占５０．０６％。年内出生１０８９５人，死亡９９８７人；

人口出生率７．６９‰，人口死亡率７．０５‰，人口自然

增长率－０．６４‰。年内辖区常住人口１２６．２万人，城

镇常住人口６２．７８万人，城市化率４９．７５％。

全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近３０００人，占总人口

近０．２２％，分别属于３４个少数民族。

民民民　　　俗俗俗　　　风风风　　　情情情

【方言】　如皋方言属江淮官话泰如片，受吴语影响

较大，与赣方言和客家方言亦有渊源。如皋方言小

片含今如皋市、如东县、海安县、泰兴市和东台市南

部及张家港市段山地区，总面积约６０００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５００万人，以如城话为代表。如城及周围

地区语言为如城话。如城以西３公里外即有泰兴

话韵味，细音摩擦明显，称为西乡话。白蒲、九华与

通州区交界，为两地过渡方言带，其南半部语言均

带有南通话特征的两套齿擦音，称为南乡话。南境

永安沙一带成陆仅数十年，移民来自１８个省区，其

后代虽操如皋方言，但村、圩间每有差异，称为圩

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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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　如皋居民以汉族为主，民风淳厚质朴，民

俗与扬州相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饮食、服

饰、住行、婚姻、生育、寿诞、丧葬、节庆、祭祀等方面

的独特的民俗风情。旧时，如皋岁时习俗有立夏中

午吃甜菜、儿童称体重，端午节吃粽子、儿童戴百索

和香袋，中元节烧经祭祖、“斋孤”，中秋节吃月饼、

藕饼、鸭子等，尤以春节前后祭祀活动为多，且伴有

诸多禁忌。婚丧习俗有新娘子结婚当月内不能到

亲友、邻居家串门，丧事中“烧冥屋”、演“僮子戏”

等。寿辰习俗中的贺百岁最为隆重，主家要烧制

“百岁碗”赠与亲友和乡邻。民间有做“青苗会”，演

“僮子戏”，唱“仪兴调”（越剧）、“下河调”（扬剧）、

“七字段”，春节期间演荡湖船、踩高跷、扯扯腰、打

花鼓、舞龙灯、唱道情等习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禁止各种封建迷信活

动，社会文明程度逐步提高，民俗亦发生很大变化，

传统节日中一些不健康的旧习俗被扬弃，有些节日

被赋予积极健康内容，同时还逐步形成了一些新

风俗。

名名名　　　胜胜胜　　　景景景　　　点点点

【水绘园风景区】　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

如皋古城东北隅，占地面积约３０万平方米，由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绘园及水明楼古建筑群、中

国如派盆景园（古澹园）、匿峰庐、逸园、中国如皋长

寿博物馆、灵威观、动物园、游乐园等景点组成。

水绘园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公元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年），明末才子冒辟疆偕金陵名姬董小宛栖隐

于此。园内构筑有寒碧堂、壹默斋、因树楼、湘中

阁、悬矲山房、镜阁、涩浪坡、小三吾亭、枕烟亭、妙

隐香林、古城墙、烟波玉亭、碧落庐、悬矲峰、洗钵

池、小三吾溪、鹤屿等十余处佳景，园中波烟淼淼，

隐映如绘，宛若一幅幽静清雅、意韵空灵的山水画，

时为海内名园。园中积水弥漫，倒影如画，冒董浪

漫的爱情故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具特色的

园林景观，使水绘园成为一座集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和历史文博之大成的游览胜地，被誉为“中国第

一情侣文化园”。

水明楼建筑群为水绘园景区另一重要景点，始

建于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１７５８年），为船舫式水

阁建筑，造型精美，被已故园林泰斗陈从周评价为

“徽派园林风格的海内孤本”。楼西隐玉斋、雨香庵

内藏有历代珍贵的文物、文献供游客鉴赏。

【内外城河风光带】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

如皋古城核心地带。内外两河环城而绕，外圆内

方，形似古钱。内城河古名玉带河，形成于明成化

年间（公元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外城河亦名濠河，开凿

于明嘉靖年间（公元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

内外城河沿线有春秋遗址射雉亭、明代高桥迎

春桥、千年古刹定慧寺、名人辈出的集贤里、冠甲江

淮的灵威观、纪念宋代名人范仲淹的范公苑等十余

处历史文化景点；内外城河上架有形状各异的桥梁

２９座，蕴含着许多美妙传说和精彩故事；双环河两

岸白石护栏蜿蜒若龙，沿线树木葱郁、百花争艳。

“水环城，城包水”的奇特景观成为古城如皋独具魅

力的风光带。

【定慧禅寺】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以历史悠

久、规模宏大、格局独特、香火旺盛闻名于海内外。

定慧寺始建于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５９１年），地处

如皋古城东南隅。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１６０７年）

重建大殿和金刚殿，改山门朝北，后陆续砌建钟鼓

二楼和藏经阁、禅堂、祖堂、斋堂等。

定惠寺山门正对玉带河，东临放生池，西南傍

玉莲池，寺院平面布置呈“回”字形，楼堂环绕四周，

宝殿坐落中央，形成“水环寺，楼抱殿”的独特格局。

【东方大寿星园】　国家ＡＡＡ级景区公园，位于如

皋市西城郊，是颇具如皋长寿之乡特色的旅游景

点，亦是举办祝寿活动的场所。若遇机缘，可以品

尝到长寿菜并与百岁老人近距离探讨长寿秘诀。

东方大寿星园主题标志铜铸大寿星，高４９米。

大寿星身背斗笠，笑容可掬，为如皋花农传统打扮，

寓意勤劳长寿，被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大师誉

为“天下第一大寿星”。园内百岁风情长廊、养生盆

景园，百岁桥、生财路、百岁亭、摸寿台、长寿名人走

廊、养生茶楼以及经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的世界最

大青铜碗———万寿百岁碗等景点，融如皋长寿文化

与盆景艺术于一体，彰显长寿精神家园主题。

【法宝禅寺】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如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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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蒲镇，始建于唐太和四年（公元８３０年），宋至和

元年（公元１０５４年）重建，被列为维扬八大丛林之

一，香火鼎盛。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

桥为寺院题写藏经楼匾额。相传日本入唐高僧圆

仁，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南宋丞相文天祥，清都察院

左都御史沈岐、诗人袁枚等都有游览、唱咏法宝寺

的记载。

法宝禅寺建筑布局独特，酷似“象”形，古人曾

留下“访僧象鼻湾，路指虎溪是”、“一湾成象鼻，法

宝久闻名”等诗句。寺内放生池内鱼、虾、龟、鳖等

自由游弋，池塘四周月季、牡丹、芍药争相绽放，池

中央建有照心亭，亭边曲桥连岸，是游人香客夏日

乘凉消暑的好去处。放生池东的万安桥，是白蒲镇

古万安桥的缩影。

【顾庄生态园】　国家ＡＡ级旅游景区、江苏省首批

乡村自驾游基地，位于如皋城区南郊，方圆３３平方

公里。

园内景点有充满浓郁长寿气息的大寿星园，引

人入胜的苏通生态观光园，绿意盎然的如皋花木大

世界，极具欧陆风情的钱长村草坪，现代与古典完

美融合的江源植物造景园，凸显如派盆景悠久历史

的如皋绿园，完美诠释如派盆景艺术魅力的盆景艺

术研究所，香远益清、淡雅芬芳的百代兰花园，弥漫

着自然情趣的绿洲园艺示范园，花团锦簇的上海宝

莱蝴蝶兰园等景点２０余处。顾庄生态园自然景观

独特、文化积淀深厚，是令人沉醉的天然氧吧、如皋

中心城市的一叶绿肺，是游客和如皋市民休闲养生

的清静之地。

地地地　　　方方方　　　特特特　　　产产产

【如皋萝卜】　如皋萝卜栽培具有千年历史，经长期

选育形成独有良种“鸭蛋头”、“捏颈儿”、“百日子”，

以皮薄、肉嫩、汁多、味甘和木质素少、嚼后无渣的

绝妙口感，赢得“赛雪梨”的美誉和“烟台的苹果莱

阳的梨，不如如皋的萝卜皮”的夸赞。因其生津开

胃、清火降气之功效极佳，如皋民间流传着“晚吃萝

卜早吃姜，不需医生开药方”之说。

用如皋萝卜腌制如皋萝卜条，相传始于唐大和

年间（公元８２７～８３５年）。新中国成立后，如皋酱

醋厂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生产的东皋牌萝卜条，形

似橘片，色泽黄橙，芳香独特，咸中带甜，具有香、

甜、嫩、脆的特色。１９８３年，获外经贸部荣誉证书

和省优质食品奖；１９８５年，获全国出口产品优良荣

誉奖状。

【如皋火腿】　如皋火腿生产始于清咸丰初年（公元

１８５１年），以如皋及其周边地区饲养优种生猪为原

料，经多道工序精细加工制成。其形如琵琶，色红

似火，风味独特，以色、香、味、形“四绝”闻名中外，

与浙江金华火腿、云南宣威火腿齐名为“中国三大

名腿”。因如皋地理位置偏北，故有“北腿”之称。

清末，先后获檀香山博览会奖和“南洋劝业会”优异

荣誉奖；１９８２年，被商业部评为优质名特产品。

如皋火腿烹饪可蒸、煮、炖、煨、炒、焖、烧，尤以

清炖和煮食为佳。可常年贮存，供四季食用。

【如皋肉松】　如皋肉松生产始于１９１４年，原为太

仓式肉松，后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研制最佳配料配

方，形成如皋特有风味。

如皋肉松于１９６６年始出口国外。如皋肉联厂

生产的金梅牌肉松１９８２年被商业部评为名特优质

产品；１９８５年在巴黎荣获国际美食学会与旅游观

光委员会授予的金质荣誉奖章，为中国在国际上获

得的第一枚肉食品金牌；１９８８年获首届中国食品

博览会金牌。１９９２年，如皋肉联厂如皋牌肉松获

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白蒲茶干】　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１６９６年），湖

州人屠氏于如皋白蒲镇开设三香斋茶干店，所制茶

干香、韧、鲜、嫩。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当地官吏

以三香斋茶干进贡。乾隆食后赞不绝口，并挥毫御

赐“只此一家”条幅。从此，三香斋白蒲茶干声名

远播。

如皋白蒲三香斋茶干厂师傅系嫡传，在继承传

统工艺、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产品质量进一步

提高。白蒲茶干营养丰富，老少妇孺皆宜，是家常

和旅途中的经济方便食品，也是筵席冷盘佳品和荤

素烩炒的优质配料。

【如皋董糖】　如皋董糖制作起源于明末如皋名士

冒辟疆爱妾董小宛之手，故称之为“董糖”。因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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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时为秦淮名妓，又称之为“秦淮董糖”。

以精白面、白糖、芝麻、饴糖为原料，经选料、熬

糖、制糖芯、制糖骨、成型等工序而成的董糖，酥松

香甜、入口易化、口齿留香、回味久长，誉满大江

南北。

【林梓潮糕】　林梓潮糕由如皋林梓镇费氏老万和

茶食店于清雍正十年（公元１７３２年）创制。林梓潮

糕丰含米香、桂香、荷香，香而不浊，沁人心脾，且甜

而不腻，柔润爽口，风味独特。

林梓潮糕名倾大江南北，为江苏特产、苏北名

点，并被收录于《江苏名菜名点》。

【白蒲黄酒】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１７１６年），浙

江绍兴章姓落户如皋白蒲镇，开办槽坊酿制黄酒。

后章家历代继承祖传秘方，以地产上等米为原料，

以药酒、麦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加饭酒工艺，

精心酿制黄酒。

白蒲黄酒色泽橙黄、清晰透明、醇香浓郁、口感

纯正，且具有舒筋活血、健身强心、延年益寿之功

效，可与浙江绍兴黄酒媲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白蒲黄酒厂成立后，继承和

改进白蒲黄酒传统工艺，进一步提高黄酒品质，生

产水明楼牌系列黄酒。１９８６年，水明楼黄酒获江

苏省优质产品证书；１９８８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

会银奖；１９９１年，获轻工部优质产品称号；１９９３年，

在日本东京第五届国际酒、饮品博览会上获金奖；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

【如皋香肠】　如皋香肠生产始于清光绪年间（公元

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年），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清末曾获南

洋劝业会二等奖。

如皋香肠条形整齐、肉质紧密、色泽鲜艳、咸甜

适度、香味浓郁、营养丰富，精肉嚼而不老，肥肉油

而不腻，可与广式香肠媲美，亦称为如式香肠。

江苏长寿集团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精心研制

新配方，所生产如皋牌香肠享誉国内外。１９８２年，

被商业部评为优质名特产品；１９８５年，获国家质量

银质奖；１９８８年，获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１９９２年，

获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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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５２０．６７亿元，按

可比价计算（下同），同比增长１２．０％。其中，第一

产业实现增加值４６．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４．３％；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２８８．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１％

（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２４５．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８％）；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８４．８６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１％。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４１１７８元。

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９．０∶５５．５∶３５．５。财政总

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２１．３％，比上年提

高３．２％。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１０５．８，即物价总

水平同比增长５．８％。其中，服务项目价格同比上

涨３．７％，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６．７％。

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涨跌情况一览
　表７

指　　　　标 同比增长（％）

食品类

其中：粮食类

　　 肉禽及制品

水产品类

烟酒及用品类

衣着类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

交通和通信类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

居住类

１２．４

１３．７

２８．４

１３．１

５．９

３．２

４．６

３．１

０．５

－０．５

５．９

【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７７．１３亿元，

同比增长１２．４５％。其中，实现农业产值４２．８４亿

元，同比增长６．９２％；实现林业产值０．１５亿元，同

比下降１７．７５％；实现牧业产值２６．４９亿元，同比

增长１９．９６％；实现渔业产值４．０５亿元，同比增长

９．１％；实现农业服务业产值３．６亿元，同比增

长４１．１８％。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１１．０５３万公顷，同比减少

５５０公顷；棉花种植面积２１０公顷，同比减少１０公

顷；油料种植面积１．４３５万公顷，同比减少７３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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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蔬菜种植面积１．５万公顷，同比增加９００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７２．８万吨，同比增产４．５６％；棉花

产量２００吨，同比减产２４．２４％；油料产量３．５８万

吨，同比减产１０．２８％；蔬菜产量５２．４万吨，同比

增产８．０４％。

２０１１年主要农副产品产量情况一览

　表８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产 量 同比增长（％）

粮食

棉花

油料

蚕茧

生猪年末存栏数

生猪出栏数

羊年末存栏数

羊出栏数

家禽年末存栏数

家禽出栏数

禽蛋

水产品

万吨

吨

万吨

万吨

万头

万头

万头

万头

万只

万只

万吨

万吨

７２．８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８

０．８７

８６．００

１０９．００

２６．２０

２８．１０

１０５７．００

２１６８．００

６．３０

２．２６

４．５６

－２４．２４

－１０．２８

－２４．３５

１２．５２

１．９０

１４．４１

５．６４

－２．００

１．８０

５．００

９．７０

　　年末，全市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７０．９９万千

瓦。拥有拖拉机１１２９０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１４０２台；拥有联合收割机１４２３台，其中自走式收

割机１２７２台。全市农机化投入９５００万元，其中用

于农业机械购置达７３５８万元。全市农用化肥施用

量（折纯）３．６５万吨。

【工业和建筑业】　全市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４５．０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８％。２０１１年末，全市有实现销售

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规模企业７３６家，完成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１１５７．３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２％。

其中，完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２３５．５４亿元，

同比增长９．２４％，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２０．６６％；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４４１．７３亿元，同

比增长３６．０％，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３８．１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１８．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９０％；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利润总额６０．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６０％；实现工

业产品销售率９９．４０％。完成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７２２．９２亿元（含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供电

公司），同比增长１４．９２亿元；全部工业实缴税金

３３．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７８％。

规模工业部分工业产品产量情况一览

　表９

产品名称 单　位 全年产量 同比增长（％）

橡胶轮胎外胎 条 １６９４３１６ －３．６

民用钢质船舶 万载重吨 ４２１ ２２．２

钢球 万粒 ６０５０００ １．０

内燃机 万千瓦 ５０９ －１３．０

印刷机械 吨 ４２３１ －３１．７

锻压设备 台 １７２１ －１３．２

高压电器 台 ３１５０３ １０．８

半导体分立器件 万只 ７６７６１５ １９．３

纱 吨 ５５４８４ －６．６

布 万米 ３５２２４ ４．３

服装 万件 １４３１１ －７．８

玻璃纤维纱 吨 １６８２０ ４６．１

饮料酒 吨 １６２１１ －１．５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１１８．９１万吨标准煤，同比上升１２．１１％；万元产值

综合能耗１０２．４公斤标准煤，同比下降８．４４％。

重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９２．９５万吨标准煤，

同比上升１５．１％；万元产值能耗１１０．０公斤标准

煤，同比下降８．９％。轻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２５．９５万吨标准煤，同比上升２．６９％；万元产值能

耗０．０８２２吨标准煤，同比下降９．２１％。

十大行业能源消耗情况一览
　表１０

行　　业

综合能源
消费量
（万吨标
准煤）

单位产
值能耗
（吨标准
煤／万元）

单位产
值能耗
同比增
减（％）

纺织服装业 ２．８６ ０．０４７２ －１０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６．０７ ０．１８５５ －１２．６　

纺织业 １３．６４ ０．１３７５ －９．２３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 １０．９２ ０．３６８５ －３　

橡胶制品业 ７．５６ ０．２０６１ －３．０２

通信设备、计算机设备业 ８．６４ ０．０９９７ －３１．８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７．９１ ０．１４９７ －１２．１５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６．３５ ０．１４７８ －１４．６３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２．１６ ０．０２２７ －２６．８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９．９３ ０．０３９６ －１３．８６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４３．７９亿元，同比增长

８．１％。全市建筑队伍人数２０万人，其中工程技术

和经营人员５万人。建筑队伍遍及１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年末境外劳务人员近１０００人。全年建筑企

·６２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业承建施工面积 ７１９４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２１．０％。全年建筑企业创国家级奖项５项、省级奖

项２０项，其中江中集团承建的无锡保利广场被评

为国家优质工程奖３０年精品工程。年末，全市拥

有特级资质建筑企业２家、一级资质建筑企业２１

家、二级资质建筑企业５８家、三级资质优质企业

１０１家，拥有一级建造师５００人、二级建造师

１０９３人。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２７２．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０％。其中，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投资１９６．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实

现规模以上第三产业投资７５．５９亿元，同比增长

４．８％，占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２１．８％。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１９．６２亿元，同比增长

７．３％；完成房屋施工面积３４２．４６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２．０１％（其中施工住宅２６５．８２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０．１７％）；商品房屋销售面积７１．８２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９．１％；实现商品房屋销售额３３．８２

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２３％。

【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９６．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１％。以城乡分类，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为１２６．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９％；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７０．２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９％。以行业分类，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为

１８２．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９％；住宿和餐饮业零售

额为１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

全市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分类情况一览

　表１１

指　　标 零售额（亿元）同比增长（％）

食品、饮料、烟酒类 ５．２２ ２１．４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３．００ ３６．７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 ３．４６ ７．６

汽车类 ６．２７ －１．９

石油及制品类 １０．５２ ２６．２

家具类 ０．１７ ２８．４

日用品类 １．１１ ２７．５

化妆品类 ０．８４ ２３．４

金银珠宝类 １．７３ ６０．９

书报杂志类 ０．９７ ５．７

　　年末，全市拥有营销额超亿元市场１２个。全

年市场成交额达２３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９％。

【开放型经济】　全年新批外资和港澳台地区投资

项目５９个，其中增资项目１０个。南通锻压在创业

板成功上市，是全市继九鼎新材、江苏熔盛重工有

限公司之后第三家上市企业。全年完成新批协议

注册外资和港澳台地区投资１３．８４亿美元，同比下

降７．９％；实现实际到账外资和港澳台地区投资

７．２３亿美元。全市出口超千万美元的企业２３家。

全年完成进出口总值３０．４２亿美元，同比增长

５７．５％，其中自营出口总额为１８．７７亿美元，同比

增长８６．８％（其中，机电产品出口８．０３亿美元，同

比增长２５８．２％；高新技术产品出口１．２亿美元，

同比增长３２．６％；农产品出口０．９７亿美元，同比

增长２４．３％）。

进出口贸易主要方式分类情况一览
　表１２

指　　标 总量（亿美元） 同比增长（％）

进出口总值 ３０．４２ ５７．５

　出口 １８．７７ ８６．８

　　其中：一般贸易 ９．１１ ２５．９

　　　　 加工贸易 ９．１２ ２９６．１

　进口 １１．６５ ２５．７

　　其中：一般贸易 ３．９９ １０．０

　　　　 加工贸易 ２．６８ ７２．７

　　年末，与如皋市建立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国家和

地区１３４个。

进出口贸易主要市场情况一览
　表１３

国家和地区
出口总值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进口总值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日本 ３．７７ ４４．０ ０．６３ －４０．６

美国 １．８４ ４６．０ ０．５９ ２１５．４

中国香港 ０．９２ ８２２．０ ０．０６ ２４６．６

韩国 ０．５４ ４．０ １．８３ ５７．４

新加坡 １．３８ ３９７６．９ １．１４ １２．５

英国 １．１１ ３００．３ ０．０７ ４３．１

荷兰 ０．５９ ６０．５ ０．４６ ２６０．２

比利时 ０．３７ １９．５ ０．９３ ３５５４．６

东盟组织 １．７９ １９４．４ ４．４０ －１５．５

欧盟组织 ５．６２ １２６．１ ２．２４ ２４７．７

　　全年完成对外劳务营业额２．０１亿美元，同比

增长０．１％。年内新派对外和港澳台地区劳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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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３００８人，年末在外和港澳台劳务人员７６３０人。

【交通、邮电和电力】　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及

邮政业增加值２５．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９．１％。完成

公路货运量２３６２万吨，同比增长８．０％；完成公路

客运量１２７６万人次，同比增长８．３％。完成交通

建设投入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７．１％。其中，建成农

村等级公路１５６公里，实施其余道路强度提升１５

公里，改造危桥１１０座。实现邮政业务收入１．４３

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５％。年末，全市拥有固定电话

用户３２．８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９．８万户，农

村电话用户２３万户；拥有移动电话用户８２万户、

互联网用户１８．２万户。全年用电量为３９．３９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１２．２％。其中，工业用电量２９．３１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２．４％；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５．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２％。

【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

１１０．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４１．８％。完成各项税收

６５．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１％。全年实现一般预算

收入４５．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５％，其中营业税、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同比分别增长 ４６．０％、

２０．６％、１３．６％。全年财政总支出９９．３７亿元，同

比增长４７．３％，其中一般预算支出６０．６４亿元，同

比增长３４．１％。

年末，全市金融系统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６０３．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５％，其中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为３７１．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２％。全市

金融系统贷款余额为２９８．９５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６１％。其中，短期贷款余额为１５７．７亿元，同比

增长３４．７０％；中长期贷款余额为１２４．４０亿元，同

比增长２３．２％。全市保险机构总数达５５家。全

年实现中国财产保费收入１３９００万元，赔款及给付

６７８９万元；实现中国人寿保费收入６７４８４万元，赔

款及给付１１７５９万元。

【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专利申请量６６１２件，同

比增长１３．１％。其中，发明专利１９６４件，同比增

长９７．６％；专项授权２５８６件，同比下降２６．６％。

全年申报各级各类科技项目７０１项，获得立项３４８

项，获各级扶持资金１９２９万元。全年有２０项科技

成果获省及南通市科技进步奖，其中省级二等奖２

项、三等奖２项，南通市级二等奖８项、三等奖８

项。全年新增省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１家、省院士

工作站２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家，新增国

家级科技孵化器１家。

年内，实施素质教育，成立全国首家活动教学

研究中心。全面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步伐，

全年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１３所，开工工程项目３１

个，新增建筑面积１４．６万平方米；全市建成省级各

类特色学校１５所、南通市特色学校８所。至年末，全

市有普通中学３５所、在校学生５８８５４人，职业中学３

所、在校学生１３４８５人，小学５３所、在校学生６２０１９

人，幼儿园５５所、在园幼儿２９０２７人；教职工总人数

１００７９人，其中专任教师８３６１人。

【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内，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红十四军纪念馆开馆、创建文明城市、推

进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等题材，创排大型主题文

化宣传活动１２场。精品创作和群文理论研究成果

获国家级奖项作品１５篇，获省级奖项作品３８篇。

全年向各镇送图书１１万余册，送电影４３２０场，送

戏１０３场。年末，全市拥有文化经营单位７１１家、

从业人员１３００人、登记注册民营演出团体１１９个、

农村文化站２０家。全市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３８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５处、南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４处、如皋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２８处。全市拥有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９项、南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１４项、如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２７项。全市拥有

文化团体１个、公共图书馆１座、市博物馆２座。

全年在南通市广播电台用稿１３５条、省广播电

台用稿１６条，在南通市电视台用稿２９６条、省广播

电视台用稿６０条、国家广播电视台用稿４篇，在南

通市级报纸用稿１２６篇、省级报纸用稿５篇。年内

新增有线数字电视用户３８６２５户，全市有线数字电

视整体转换率达９８％，至年末，全市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达３０万户，数字电视普及率达９０．７％。

年末，全市拥有卫生机构５４５个，其中，医院、

卫生院６４个，妇幼保健所１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个。全市医院和卫生院拥有床位数３５１０张。全

市有卫生技术人员４８２６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１８５２人、注册护士９１９人。全市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１１１．９万人，参合率达１００％。在苏中苏北

·８２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